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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山地生态恢复与生物资源利用重点实验室

生态恢复与生物多样性保育四川省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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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120112011 ““““碳专项””””隆重启动

2011201120112011年是中科院战略科技先导专项年是中科院战略科技先导专项年是中科院战略科技先导专项年是中科院战略科技先导专项 ““““应对气候变化的碳收支认证及应对气候变化的碳收支认证及应对气候变化的碳收支认证及应对气候变化的碳收支认证及

相关问题相关问题相关问题相关问题””””启动的第一年。针对我国应对气候变化与碳减排的国际谈判启动的第一年。针对我国应对气候变化与碳减排的国际谈判启动的第一年。针对我国应对气候变化与碳减排的国际谈判启动的第一年。针对我国应对气候变化与碳减排的国际谈判，，，，

以及自身可持续发展最佳途径选择等重大科技需求，中科院以及自身可持续发展最佳途径选择等重大科技需求，中科院以及自身可持续发展最佳途径选择等重大科技需求，中科院以及自身可持续发展最佳途径选择等重大科技需求，中科院““““创新创新创新创新 2020202020202020””””

规划组织多学科交叉的优势力量进行综合研究，着力回答我国的温室气规划组织多学科交叉的优势力量进行综合研究，着力回答我国的温室气规划组织多学科交叉的优势力量进行综合研究，着力回答我国的温室气规划组织多学科交叉的优势力量进行综合研究，着力回答我国的温室气

体排放量、我国陆地生态系统的固碳潜力和速率，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体排放量、我国陆地生态系统的固碳潜力和速率，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体排放量、我国陆地生态系统的固碳潜力和速率，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体排放量、我国陆地生态系统的固碳潜力和速率，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

绿色发展战略和政策等方面问题。绿色发展战略和政策等方面问题。绿色发展战略和政策等方面问题。绿色发展战略和政策等方面问题。

重点实验室各课题组积极参与，重点实验室各课题组积极参与，重点实验室各课题组积极参与，重点实验室各课题组积极参与，

承担了专项项目承担了专项项目承担了专项项目承担了专项项目““““草地生态系统固碳草地生态系统固碳草地生态系统固碳草地生态系统固碳

现状、速率、机制和潜力现状、速率、机制和潜力现状、速率、机制和潜力现状、速率、机制和潜力””””的课题的课题的课题的课题““““南南南南

方草地固碳现状方草地固碳现状方草地固碳现状方草地固碳现状、、、、速率速率速率速率、、、、机制和潜力机制和潜力机制和潜力机制和潜力””””，，，，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中国灌丛生态系统固碳现状中国灌丛生态系统固碳现状中国灌丛生态系统固碳现状中国灌丛生态系统固碳现状、、、、变变变变

化和机制化和机制化和机制化和机制””””的子课题的子课题的子课题的子课题““““西南山地灌丛碳西南山地灌丛碳西南山地灌丛碳西南山地灌丛碳

汇研究汇研究汇研究汇研究””””和项目和项目和项目和项目““““中国森林生态系统固中国森林生态系统固中国森林生态系统固中国森林生态系统固

碳现状碳现状碳现状碳现状、、、、速率速率速率速率、、、、机制和潜力研究机制和潜力研究机制和潜力研究机制和潜力研究””””子课题子课题子课题子课题““““四川省森林生态系统固碳现状四川省森林生态系统固碳现状四川省森林生态系统固碳现状四川省森林生态系统固碳现状、、、、

速率速率速率速率、、、、机制与潜力研究机制与潜力研究机制与潜力研究机制与潜力研究””””。。。。重点实验室能够承担专项任务重点实验室能够承担专项任务重点实验室能够承担专项任务重点实验室能够承担专项任务，，，，既是荣誉也是既是荣誉也是既是荣誉也是既是荣誉也是

责任，因此，重点实验室积极配合，及时召开课题启动会，明确课题的责任，因此，重点实验室积极配合，及时召开课题启动会，明确课题的责任，因此，重点实验室积极配合，及时召开课题启动会，明确课题的责任，因此，重点实验室积极配合，及时召开课题启动会，明确课题的

研究目标与内容研究目标与内容研究目标与内容研究目标与内容，，，，重点围绕项重点围绕项重点围绕项重点围绕项

目的国家任务目的国家任务目的国家任务目的国家任务，，，，制定详细的实制定详细的实制定详细的实制定详细的实

施方案施方案施方案施方案。。。。课题骨干参加相关培课题骨干参加相关培课题骨干参加相关培课题骨干参加相关培

训训训训，，，，认真学习体会专项的特点认真学习体会专项的特点认真学习体会专项的特点认真学习体会专项的特点

和研究要求，规范操作方法和研究要求，规范操作方法和研究要求，规范操作方法和研究要求，规范操作方法，，，，

充分准备以确保项目顺利开充分准备以确保项目顺利开充分准备以确保项目顺利开充分准备以确保项目顺利开

展。展。展。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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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变暖可能改变动植物间营养关系

全球变暖已经证明能打破现有的种间营养级关系，从而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

例如温度上升会导致动植物物候的改变，使动植物的出现在时间上发生错位；温度

上升会提高病虫害发生可能性，导致一些物种种群密度急剧下降。但是，温度上升

导致的物候错位和动植物多度的改变，也可能导致营养关系的新生。

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孙书存课题组刘银占博士等在一个为期三年的研究中，

通过对美丽龙胆(Gentiana formosa)、一种夜蛾科昆虫 Broom Moth(Melanchra pisi )

的幼虫及其食物（条叶银莲花（Anemone trullifolia））的物候和多度调查，发现模拟

增温推迟了蛾子幼虫的出现时间，却使其食物物种的枯黄时间提前，从而导致两者

间的食物关系破裂；但此时美丽龙胆，因为模拟增温，开花物候提前，与蛾子幼虫

出现的时间恰好吻合。因此，昆虫与龙胆（花）间形成了新的营养关系，显著降低

了龙胆的种子产量。该研究结果表明全球变暖还可能通过新生营养关系来改变群落

组成和物种多样性。 该成果已经发表：Yinzhan Liu, Peter B. Reich, Guoyong Li and

Shucun Sun. 2011. Shifting phenology and abundance under experimental warming alters

trophic relationship and plant reproductive capacity. EcologyEcologyEcologyEcology, 92:1201-1207。

� 蔷薇属植物种子生理休眠程度及提高种子发芽率的方

法

蔷薇属植物是世界著名的花卉园艺植物，也是重要的资源植物。一般认为蔷薇

植物可以通过扦插的方法进行繁殖，但事实上许多野生蔷薇扦插后并不能成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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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蔷薇的种子繁殖是蔷薇繁殖的重要方面。蔷薇种子具有较深的休眠，目前大量研

究集中于通过不同的预处理措施打破蔷薇种子休眠，提高发芽率，但对于蔷薇休眠

的机理并对其休眠类型进行划分的研究尚为缺乏。重点实验室周志琼博士以西南山

地广泛分布的四种蔷薇属植物多苞蔷薇（Rosa multibracteata）、黄蔷薇（Rosa

hugonis）、绢毛蔷薇（Rosa sericea）和腺梗蔷薇（Rosa filipes）为对象，比较不同

处理措施打破休眠提高发芽率的效果，分析果皮、瘦果果皮以及胚在调控种子萌发

和休眠中的作用，确定不同蔷薇物种种子休眠的类型。结果表明，蔷薇果皮和种子

水浸液明显抑制了油菜种子的萌发，表明蔷薇果皮及瘦果中可能含有发芽抑制物

质，且蔷薇果皮比瘦果果皮中抑制物质的浓度更高；与单独处理（如硫酸腐蚀、短

期低温层积、或暖温层积）相比，组合处理（如硫酸腐蚀+短期低温层积、硫酸腐

蚀+暖温层积）更有效地提高种子发芽率；在六种有效打破休眠的处理措施中，最

有效的方法为硫酸腐蚀+暖温层积，其次为如硫酸腐蚀+短期低温层积及暖温层积。

硫酸腐蚀2-4h后20ºC层积4周然后5ºC层积8周时，多苞蔷薇（81.4±2.9%）、黄蔷薇

（13.1±6.0%）和腺梗蔷薇（62.7±5.7%）发芽率最高，硫酸腐蚀4h后5ºC层积12周，

绢毛蔷薇达到最大发芽率46.7±8.7%。本研究结果提出蔷薇果皮、瘦果果皮和胚共同

调节种子的休眠与萌发，四种蔷薇种子具有不同程度的生理休眠，其休眠程度依次

为黄蔷薇>绢毛蔷薇>腺梗蔷薇>多苞蔷薇。该研究结果发表在《Scientia Horticulturae

（2011年）。

� 青藏高原东缘不同人工林替代乡土灌木对地被物水文

特征的影响

尽管森林地被物在保水与养分循环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仍然对由植被转换引起

的森林地被物的变化缺乏了解。为评价不同人工林替代乡土灌丛对森林地被物水文

特性的影响，重点实验室庞学勇博士等选择了 4种人工林 (连香树 Cercidiphyl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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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onicum [Cj], 油松 Pinus tabulaeformis [Pt], 华山松 Pinus armandi [Pa], 落叶松

Larix kaempferi [Lk])，以次生乡土灌丛 (QC) (Quercus liaotungensis 和 Corylus

heterophylla var. sutchuenensis 为优势种) 为对照。人工林种植于 1987年，初始密

度为 2500株 ha-1。研究发现针叶人工林地被物厚度和贮量明显大于次生灌丛地和

阔叶人工林地。地被物最大持水量在各林地之间差异与厚度和贮量显示相同的趋

势，其主要贡献因子为林地凋落物数量及单位重量凋落物的最大持水量差异。地被

物吸水过程和吸水速率与浸泡时间分别呈对数与指数回归关系。吸水过程在各植被

之间与地被物各层次之间明显不同，主要受各植被的凋落物叶结构与分解程度影

响。结果显示针叶林地被物储量明显高于阔叶林，这说明以针叶树种为优势的林地

大量养分滞留在凋落物中，难于返还土壤被植物利用。同时，半分解层(F)和分解层

(H)最大持水能力高于未分解层(L)。因此，改善林地微环境，促进 L层地被物向 F

和 H层转化，是改善人工林地被物水文功能的主要方法之一。该结果发表于《Journal

of Resources and Ecology》(2011)。

� 计划烧除攀枝花苏铁林区地面覆盖物对苏铁生长和土

壤理化性质的影响

攀枝花苏铁(Cycas panzhihuaensis)是苏铁科苏铁属的一种古老而残遗的濒危物

种；它能适应于干旱河谷的特殊生境，能在河谷岩壁的石缝中扎根生长，对改善生

态环境有重要作用。四川攀枝花苏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以攀枝花苏铁这一珍稀濒

危植物及其生态环境为主要保护对象的野生植物类型自然保护区。区内有天然生长

的攀枝花苏铁 23万余株，是欧亚大陆苏铁类植物自然分布纬度最北部、海拔最高、

面积最大、株数最多和分布最集中的天然苏铁林。但由于保护区多年封山育树、严

禁山火燃烧等管理措施致使自然保护区内灌木与草本生长迅速，而攀枝花苏铁生长

缓慢，生存竞争力严重下降；加上自然保护区十年未有林火发生，林下可燃物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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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严重阻碍了苏铁自然更新和繁衍，加剧了攀枝花苏铁种群的衰退。苏铁具有

较强的御火能力，为更好地做好保护工作，2010年 2月上旬保护区开展了苏铁林下

大规模的计划烧除试验。计划烧除是指在人为控制下，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

采用燃烧的方法。在森林中合理用火可减少可燃物积累，是促进林木生长的一项重

要营林措施。已有研究表明，火烧对多种植物的生长繁殖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如大

兴安岭松林在中轻度火烧干扰下平均胸径和树高显著增加；冬季火烧提高了芦苇和

互花米草等湿地草本植物的植株密度；火烧后植物组织器官中养分重新配比，叶片

中 N含量显著增加；另外火烧可快速消耗植物生物量、地面凋落物和土壤有机质，

并将养分的有机态转化为无机态，转移到大气中或者以灰烬的形式返还到生态系统

中。因此火烧导致生态环境的变化会对土壤的理化性质产生深刻而复杂的影响。

重点实验室刘庆研究员课题组与四川攀枝花苏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合

作，课题组硕士研究生朱利英等重点研究计划烧除地面覆盖物对攀枝花苏铁及其根

围土壤的理化性质的影响。结果表明：计划烧除区域苏铁成年树的株数及株高没有

显著变化，新生叶片数目和幼苗株数相对未烧除区域显著增加，增幅分别达 201.66%

和 317.7%；烧除区域苏铁植株新生叶片叶绿素 a、叶绿素 b、叶绿素 a＋b，可溶性

糖、蛋白质含量，硝酸还原酶(NR)、谷氨酰胺合成酶(GS)活性，叶 C、N、P、K含

量，C/N、N/P 比与对照区域新生叶片相比无显著性差异，只有类胡萝卜素含量显

著降低。同对苏铁植株的影响相比，计划烧除改变了苏铁根围土壤(0-15cm)的理化

性质，表现在烧除后的土壤含水量、pH值、总 N、P、K含量显著降低；但是，火

烧显著提高了土壤有机碳(TOC)、硝态氮(NO3--N)、铵态氮(NH4+-N)含量，微生物量

C、N含量也略有升高；这表明火烧有利于增加苏铁林下土壤养分(N)的有效性，从

而为烧除后苏铁快速恢复生长提供有利条件。本研究结果有利于促进苏铁这一古老

物种干扰生态学系统化理论研究，为四川攀枝花苏铁自然保护区苏铁种群恢复及其

保护、合理开发和利用提供科学依据。该研究结果已被《应用与环境生物学报》接

受发表（2011）。（朱利英） （编辑：张林 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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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岷江上游山地生态系统的退化过程与恢复”通过验收

2011 年 9月 20 日-24日，中国科学院西部行动计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专家

对成都生物所、成都山地所以及生态环境中心等单位承担的西部行动计划（二期）

项目“岷江上游山地生态系统的退化过程与恢复（kzcx2-xb2-02）”进行了验收。

验收专家组认真听取了项目负责人刘庆研究员的项目验收汇报和各课题负责

人的课题验收报告。项目自开展以来，取得了重要进展与阶段性成果，累积发表论

文 120 篇，其中 SCI 论文 56篇，出版专著 3部，参编专著 1 部；编制技术规程

或应用指南 7项，在岷江上游的干旱河谷、中山和亚高山区建立生态恢复综合技术

示范点，试验示范面积 1.5万亩，推广面积达 60多万亩；试验示范区土壤侵蚀模

数平均降低 24.9%，地表径流减少 16.5%，土壤肥力提高 5.7%，植被覆盖率提高

13%，生物多样性指数增加 17.6%，有效恢复和提高了区域的生态服务功能。培训

基层生态建设人才 1000 余人次，核心示范区综合经济效益提高 12%，促进了项目

实施区社会、经济的整体协调发展。提交有关政策咨询报告 4份，获国家专利 3件，

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 79名；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3项。

验收专家组从考核目标完成情况、代表性成果、经费使用与财务审计等方面进

行了审查。经过充分讨论，专家组一致同意该项目通过验收。会议期间，专家组还

对岷江上游山地生态系统恢复重建示范区进行了现场验收。

项目验收现场 专家组进行现场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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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子课题“西南山地灌丛

碳汇研究”2011年全年工作任务取得重大进展

成都生物所刘庆研究员负责的《西南山地灌丛固碳现状、变化和机制》子课题

调查范围包括云南、四川、贵州、青海和西藏 5个省/自治区，每个省/自治区各设

立一个专题，其中，成都生物所承担云南、四川和贵州的灌丛调查。该子课题根据

西南灌丛植被的面积和灌丛植被的演替序列，选择具有代表性的 400个样地，采取

统一的标准和方法对典型灌丛生态系统碳储量及其空间分布进行系统调查，精确计

量我国西南灌丛生态系统碳汇及其变化；基于 6-7 个地点的定点观测以及不同演替

阶段和不同环境梯度灌丛碳储量的调查，阐明西南灌丛生态系统的固碳速率、固碳

潜力以及可能的机制；并协助其他子课题，通过遥感反演、模型模拟以及实测数据

相结合等手段，估算区域尺度灌丛生态系统碳汇的大小、分布和潜力以及理论固碳

潜力和相对固碳潜力。本研究将为准确认识我国西南灌丛生态系统的固碳潜力，为

区域生态系统管理和气候变化国际谈判提供切实可行的科学依据。

四川省内已安排两个调查组，截止到 8月 10日已完成了 30多个样点的面上调

查。尹春英副研究员和尹华军副研究员分别带领团队赴贵州和云南调查，目前已分

别完成 20个和 25个样点调查，基本按照原计划进度开展相关工作。整体上，2011

年工作规划中的面上采样点规划、确认和资料收集、不同测定方法的比较和样地布

设、数据库设计等任务已基本完成。

� 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子课题“南方草地固碳

现状、速率、机制和潜力”研究进展顺利

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碳排放权已成为制约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我国

人口众多，能否在国际上争取到足够的碳排放份额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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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善至关重要。我国有着广袤的草原，草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 42%。然而，无论

是在京都议定书规定的监管市场(CDM机制)，还是其他监管或者准监管市场，草地

碳储量及固碳潜力均未被考虑。因此，对我国的草地生态系统的碳汇现状、固碳速

率、固碳潜力及其机制进行研究，为我国的工农业生产争取更大的碳排放空间，对

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今年年初，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

专项“应对气候变化的碳收支及相关问题”项目之“草地生态系统固碳现状、速率、机

制和潜力”课题正式启动。我所作为主要参加单位之一，负责“南方草地固碳现状、

速率、机制和潜力”子课题，将承担我国南方 15省区草地碳资源调查评估工作。

为了顺利完成该课题今年的年度任务，由我中心吴彦研究员、卢涛副研究员以

及石福孙博士带领的野外调查团队，在对项目任务及操作规范深刻研究的基础上，

以高度的奋斗和奉献精神，克服重重困难，赴重庆及我省凉山州等地开展了为期一

个多月的野外调查。目前已完成 22个面上取样点的调查任务，获取了近 5000个样

品。项目组还将于近期赴广元、巴中等地继续展开调查，从而圆满完成课题规定的

2011年度野外调查任务，为整个课题日后的顺利实施奠定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在项目组的组织协调下，其余各专题（包括版纳植物园、武汉植物

园、北京地理所及北京植物所）的野外调查工作也进展顺利。

� “川西滇北及毗邻地区草地固碳现状、速率、机制和潜

力”专题进展顺利

作为“青藏高原草地固碳现状、速率、机制和潜力”子课题“川西滇北及毗邻地区

草地固碳现状、速率、机制和潜力”专题的承担者，我中心主要负责川西、滇北、

甘南地区草地碳资源调查评估工作。目前已经完成了红原 2个加强点的布置和启动，

并完成 51个面上取样点（包括 13个主样地和 38 个辅助样地）的调查任务，顺利

完成本年度的工作目标。 （编辑：李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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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实验室吴宁研究员出席“中法第四届生态系统碳收

支与调控”研讨会

2011年 8月 24－28日，重点实验室吴宁研究员出席了由中国科学院和法国科

学院组织，在沈阳召开的“中法第四届生态系统碳收支与调控研讨会 ”(The 4th

Sino-French Workshop - Ecosystem Carbon Budget and Regulation)，在会上做了题为

“The effects of global change on alpine vegetation and its potential on C storage”的报

告，并主持了“草地生态系统固碳”的专题研讨会。

� 俄罗斯青年学者 Tatiana G. Elumeeva 来访

2011年 8月 28日~2011-9-15，在中国科学院“外籍青年科学家计划”项目及基金

委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的资助下，俄罗斯籍青年学者 Dr. Tatiana受邀前来成

都生物研究所生态中心交流访问。并于 9月初在高山生态学课题组相关人员的协助

下，前往松潘县卡卡沟试验基地进行了研究项目开展的前期准备工作。

作为Dr. Tatiana在国内的负责人，生态中心吴彦研究员称在 Tatiana G. Elumeeva

在中国交流的这一年期间，将通过课题组与俄方负责人 V.Onipchenko 的协调交流，

主要致力于大尺度不同人为干扰强度和历史背景下的研究区域——高加索和青藏

高原，以期能够开展跨区域的高山生物多样性保育技术的国际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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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实验室尹春英、尹华军博士赴京参加“灌丛生态系

统固碳现状、变化和机制” 课题技术培训会

2011年 6月 7-9 日，“中国灌丛生态系统固碳现状、变化和机制研究”（以下简

称灌丛固碳）课题技术标准与方法培训会在北京香山召开。重点实验室刘庆研究员

课题组尹春英、尹华军博士赴京参加了此次培训。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谢宗强研究员介绍了此次培训的内容、意义及课题实施

的有关注意事项。北京大学唐志尧教授分别对样点布设、调查方法、实验室分析、

数据汇交等操作细则与技术标准和方法进行了详细的讲解。本次培训特别邀请了中

科院植物所陈彬博士对野外调查的数字化和地标化技术进行了培训。

9日，与会人员乘车到北京房山区，对分布在周口店的荆条、酸枣灌丛进行了

野外现场取样和调查。经过为期两天的培训，课题参加人员在样地选择、调查技术

与方法、样品分析、操作规范等方面达成了共识和统一，取得了较好的培训效果。

� 重点实验室向双博士赴美国参加“New Phytologist”

论坛

““““NewNewNewNew PhytologistPhytologistPhytologistPhytologist SymposiumSymposiumSymposiumSymposium”””” (“新植物学家”论坛) 是由“新植物学家”期

刊举办的植物学领域国际会议，针对植物学相关领域最新的研究趋势拟定不同的主

题每年举行两次会议。2011年 9 月 25-28 日，主题为“全球变化下陆地生态系统化

学计量稳定性”的讨论会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生物圈二号”举行。会议的目标是

将生物系统中丰富的化学计量弹性理论框架运用到生态系统响应大气和气候变化

的传统分析中，聚焦陆地生态系统，考虑将化学计量学的基本法则怎样运用于全球

分析，并讨论不同尺度上、来自不同生物群系和模型的例证，探讨化学计量比例对

不同植物和生态系统过程的制约机制，以及这些制约是否会随着气候变化而进行调

整。重点实验室向双博士应邀参会并进行题为 “热带与温带雨林物种叶片特征间关

系的比较” 的墙报报告。 （编辑：周志琼 庞学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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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森林生态系统固碳现状、速率、机制与潜力研究”工作进展

2011年 7月 13日到 8月 13日，由重点实验室包维楷研究员带领研究生刘鑫、

王喆、方志强、杜忠、金艳强和赵庆霞开展了森林固碳调查，调查分 4个调查队（32

人组成）同步进行，主要完成了广元—绵阳、达州—遂宁、巴中—南充和梁山攀枝

花等地野外调查和采样工作。此次调查涉及的植被类型包括常绿阔叶林、针叶林和

竹林，共获得 19个样点的数据，植物样品 627份，凋落物样品 57份，土壤样品 456

份，完成了本年度部分工作任务。目前，仍有一个调查队在阿坝州开展工作。

� 滇西北植物考察

2011年 8 月 4-15 日，高信芬课题组张良博士与北京植物研究所金晓华博士对

云南西北部的植物进行了考察。此次考察主要围绕高黎贡山中缅边境地区开展，从

海拔 1000多米的热带雨林到 4000米左右的高山草甸，共采集 500余号植物标本。

此次考察重点为兰科植，蕨类植物和蔷薇属植物。其中蕨类植物收集标本 130余号

（均含 DNA 材料），包括高山草甸典型种类如：纤维鳞毛蕨 Dryopteris sinofibrillosa，

栗鳞耳蕨 Polystichum castaneum，秦氏蹄盖蕨 Athyrium chingianum等；中山林下种

类如：骨齿凤丫蕨 Coniogramme pubescens，柔毛凤尾蕨 Pteris puberula，镰叶耳蕨

Polystichum manmeiense等；热带亚热带林下少见种类如：斑点毛鳞蕨 Tricholepidium

maculosum，红苞蹄盖蕨 Athyrium nakanoi，中华双扇蕨 Dipteris chinensis等。

� 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 2011 年共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7项

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 2011年共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7项，其中青年基

金 5项：张林 模拟增温和氮沉降对高山林线交错带灌丛植物―土壤 C、N、P生态

化学计量关系的影响；石福孙 冬季增温对高山草地植物物候分化格局的影响研究；

张咏梅 青藏高原东缘森林土壤呼吸量化及其对关键环境因子变化的响应；彭幼红

放养蜜蜂对同域分布的多齿马先蒿和穗花马先蒿生殖隔离的潜在影响；赵春章 川

西亚高山针叶林建群种外生菌根及其养分吸收对气候变暖的响应。面上项目 2项：

罗鹏 若尔盖高原高寒草甸草地的产水量及生态机理研究；陈劲松 气候变暖背景下

大熊猫主食竹克隆生长特性对栖息地森林更新的影响。

（编辑：罗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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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呼吸土壤呼吸土壤呼吸土壤呼吸————————理解森林生态系统碳存储及碳循环的理解森林生态系统碳存储及碳循环的理解森林生态系统碳存储及碳循环的理解森林生态系统碳存储及碳循环的重要环节重要环节重要环节重要环节

朱利英

土壤呼吸，是指通过自养呼吸和异养呼吸，从土壤中释放二氧化碳的生态系统

过程；前者即根呼吸（包括易分解碳供应的根际呼吸），后者包括微生物对凋落物

和土壤有机质分解以及动物呼吸(Wang et al., 2007)。

森林生态系统与地球上其他的生态系统相比，对生物的生存有着更为重要的意

义。如温带落叶阔叶林年均生物量是沙漠，草地，灌木植被的 2到 20倍(Dimaet al.,

2009; Wenhonget al., 2005)。同时，森林土壤碳也是全球碳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约占

全球土壤碳的 73%(易志刚等，2003)。因此，森林生态系统在全球碳循环中发挥着

十分重要的作用。森林土壤呼吸也是理解森林生态系统碳存储及碳循环的重要环

节，土壤呼吸是实现森林生态系统碳平衡的重要组成部分，约占生态系统总呼吸量

的 60 %—80 %(wanget al., 2006; wanget al., 2007; Vanessaet al., 2006)。森林生态系统

总呼吸量的 2/3要归于土壤呼吸(Janssenset al., 2001)，土壤呼吸的微小变化可能导致

森林净碳平衡发生重要改变(Coxet al., 2000)。因此，了解森林土壤呼吸的动态变化，

对于预测未来森林生态系统在全球变化下的发展及其响应起关键作用。

从根本上说，土壤呼吸作用是一个生物化学过程，它发生在植物、动物和微生

物等所有活生物体的细胞中。任何影响细胞活动的因素都是土壤呼吸的限制因素，

例如土壤温度，湿度，质地、pH 和风速等的影响(Janet al., 2009; Liao et al., 2009; Live

et al., 2009; Gustavo et al., 2006; Melodyb, 2001; Wenhonget al, 2005)，以及植被类型、

土壤动物以及人为因素（如火烧(Wanget al., 2006)、施肥(Jenniferet al., 2009)、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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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方式(Liet al., 2002; Jenniferet al., 2009)）等生物学过程的影响，并且各种因子相

互作用共同影响森林生态系统的土壤呼吸。就温度而言，大量的研究表明呼吸作用

有一个明显的温度响应曲线，一定范围内呼吸速率随温度的升高而成指数增长

（Arrhenius 方程）(Vanessaet al., 2006)，而在极端的温度条件下，则受到抑制。土

壤呼吸包括三类生物学过程，即土壤微生物呼吸、植物根呼吸和土壤动物呼吸

(Rakonczayet al., 1997)。由于它们都需要水分的参与，因此水分影响着土壤呼吸的

各个过程。土壤微生物呼吸中微生物的数量受到水分的影响。自然条件下，微生物

的数量一般随着土壤含水量的增加而增加。微生物的群落组成也会因土壤水势不同

而发生变化。不同水势条件下，土壤中微生物的活性不同；高的水势条件下细菌活

性较高，而相对低的水势条件下真菌、放线菌的活性较高。水分对植物根呼吸的影

响通常表现在根生物量的大小上(Dimaet al., 2009)。不同季节土壤含水量不同则土壤

呼吸速率不同，且湿润季节呼吸速率显著高于干旱季节(Yanet al., 2006)。因此，土

壤呼吸具有季节性变动的特点(Vanessaet al., 2006; Jianet al., 2009)。此外，不同发育

阶段森林生态系统的土壤呼吸速率的变化具有初期短暂增高，中期下降，后期升高

的特点；不同森林区系生态系统的年土壤呼吸速率不同，一般地，北方森林<温带

森林<热带森林。

近几十年人们对土壤呼吸开展了大量的研究，但对它的认识还十分局限，一些

关键的过程和机制还有待阐明。例如在土壤呼吸的预测模型中，其温度敏感性常常

用温度系数 Q10来表征。有研究指出(Davidsonet al., 2006)，Q10值代表的意义不仅有

植物本身呼吸对温度的敏感性还有外界气候温度变化的敏感性。也就是说，同一地

点的 Q10值会随着气候温度、植物生长阶段等多种环境因子的不同而变化。然而，

我们在模拟生态系统对未来气候变化的响应 (Curielet al., 2004)及预测干旱条件下

（此时土壤水分也成为决定呼吸的因子）的土壤呼吸(Tang et al., 2005a; Tanget al.,

2005b)时，常常将 Q10值作为一个常数使用，这必然导致模型和预测的精度降低

(Tjoelkeret al.,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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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了解森林土壤呼吸对于研究未来森林生态系统对全球变化的反馈至关重

要，然而土壤呼吸的许多方面对我们来说都还是未知的，对其深入研究还需要依赖

新技术和新方法的发明和应用。

土壤侵蚀预测模型浅谈土壤侵蚀预测模型浅谈土壤侵蚀预测模型浅谈土壤侵蚀预测模型浅谈

南宏伟

土壤侵蚀是地球表面物质运动的一种自然现象，全球除永冻地区外，均会发生

不同程度的土壤侵蚀。人类社会出现后，土壤侵蚀成为自然和人为活动共同作用下

的一种动态过程，构成了特殊的侵蚀环境背景，并伴随着人类对自然改造能力的增

强，逐渐成为当今世界资源和环境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王礼先，1995；

关君蔚，1996；唐克丽，2004)。土壤侵蚀可导致土壤肥力降低，农作物减产，江河

泥沙增加，水库港口淤积等问题。同时土壤侵蚀携带的泥沙(特别是细颗粒泥沙)是

有机物、金属、铵离子、磷酸盐及其它毒性物质的主要载体，所以土壤侵蚀泥沙及

其伴随的养分和农药流失给受纳水体水质带来不良影响，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环

境。土壤侵蚀被称为“蠕动的灾难”，每年因土壤侵蚀造成的经济损失较诸如滑坡、

泥石流和地震等地质灾害更大，土壤侵蚀已成为我国乃至全球的重大环境问题之一

(Fu et al, 2001; Luis, 2003)。据估计全球每年因土壤侵蚀损失 300万公顷土地的生产

力，造成的损失以百亿美元计。我国人口众多、农耕历史悠久，加之历史上战乱频

仍，以黄土高原为代表的华夏文明发源地是世界上土壤侵蚀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目

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 367万 km2，占国土总面积的 38.2％，其中 50%为水蚀地区，

土壤侵蚀以黄土高原、四川紫色土地区和华南红壤地区尤为突出，仅黄土高原地区

平均每年流失泥沙就达到 16.3亿 t(王礼先，1995；关君蔚，1996；唐克丽，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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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问题是当今生态学、土壤学、气象学、地理学和水文学等研究领域的重点

问题和难点问题之一。在某一个尺度上人们观测到的性质，总结出的原理和规律，

在另一个尺度上可能仍然是有效的、可能是近似的、也可能需要修正。侵蚀产沙模

拟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需要了解尺度改变对于侵蚀产沙过程的影响。

从时间尺度看可分现代监测、历史时期和地质时期。从空间尺度由小到大可分

微观尺度(Microscale) (从雨滴击落面、小区、坡面、田间延伸到次级小流域)、中等

尺度(Mesoscale)或流域尺度(Watershed Scale)、区域尺度(Regional Scale)和全球尺度

(GlobalScale)。土壤侵蚀产沙研究的方法有径流小区法、侵蚀针法、示踪法、水文

观测法、遥感调查和模型计算法等多种。在雨滴击落面上,可采用溅蚀的方法进行研

究(窦葆璋等，1982；高学田&包忠谟，2001)；标准径流小区可以对坡面的土壤面

蚀、细沟及细沟间侵蚀过程和规律进行监测。大型野外径流场还可以观测浅沟和沟

谷侵蚀，主要监测手段有水文泥沙观测、土壤深度测量及沟谷插点实测法(唐克丽等，

1993；郑粉莉&康绍忠，1998)。

由于土壤侵蚀数量、过程、机理及其影响因素等的复杂性，以及技术和资金等

因素影响，对大中型流域的土壤侵蚀评价主要依赖于水文观测资料，即通过流域出

口的水文站测定流量及泥沙，用产沙量来描述侵蚀量，这种方法可以了解流域的整

体侵蚀状况，但无法说明泥沙来源，将整个流域的泥沙量分配到流域内不同区域时，

存在很大困难。原子示踪法和磁性示踪法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新方法，可以测定特

定点的土壤侵蚀量，这对揭示流域内的土壤侵蚀过程无疑有很大的推动作用。遥感

技术对缺乏监测数据区域土壤侵蚀评价起着重要作用，但其精度和准确性决定于对

各侵蚀因子的判读。用土壤侵蚀模型估算不同区域的侵蚀状况、预报水土流失、指

导水土保持措施配置和优化水土资源利用是近年来的又一个发展方向。针对不同尺

度(坡面、小流域和流域等尺度)的侵蚀产沙机理、影响因子及其模拟方法的差异，

国内外研究者建立了众多的模型，以适应不同尺度水土保持规划的需要，模型化研

究已成为侵蚀产沙合理测算的有效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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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侵蚀预测模型可以定量的反映土壤侵蚀各影响因素与土壤侵蚀强度之间

的关系，在土壤侵蚀调查与水土保持规划治理中有着重要的作用。自美国 20 世纪

50年代著名的通用土壤流失方程(USLE)发布以来，世界各国集中大量的人力、物

力，开展了土壤侵蚀产沙预报研究，土壤侵蚀预测模型研究日新月异。目前土壤侵

蚀预测模型的研究已经由统计模型发展到具有一定物理意义的过程模型，由坡面模

型发展到流域模型，由集总式模型发展到分布式模型，由只能预测年侵蚀量发展到

可以预测不同降雨、不同时段的侵蚀量以及土壤侵蚀的连续过程，除传统的 USLE

以外，RUSLE、WEPP、AGNPS、EUROSEM、LISM 等新的土壤侵蚀模型不断出

现。而流域土壤侵蚀模型则是当前土壤模型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50年代以来各国建立的众多模型按模型的建模手段和方法，总体上可分为经验

模型和物理过程模型两大类。经验模型是在一定条件下，以试验观测资料和数理统

计技术为基础建立的，而不是理论推导而得的模型，所以，模型与相同或相似条件

下的实际观测值较为吻合，模型的可靠性往往与实际经验有很大关系。这种模型有

可能是一个粗略的关系式，也可能复杂的方程式。由于它们只是把输入的数据通过

一定的算式转变为输出结果，而对于物理过程则无法模拟。这种模型相对比较简单，

运算所需的数据量也比较少。在土壤侵蚀研究和生产实践中，最常见也是应用最广

泛 的 一 种 经 验 模 型 是 通 用 土 壤 流 失 方 程 (Universal Soil Loss Equation ，

USLE)(Wischmeier, 1965; Wischmeier&Smith, 1978)。此外，由 USLE 演变而成的其

他经验模型还有：RUSLE(Lane, 1992; Renard et, 1991)和卜兆宏模型(卜兆宏，1997)

等。这些模型都是以 USLE为基础，修改其中的某些参数而建立的。物理过程模型

模拟的是整个事件或系统的过程，这种模拟方法利用水文学、水力学、土壤学、河

流泥沙动力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基本原理和理论推导的。模型的物理参数可以通

过实测获得，也可通过方程求得。按分析的空间单元的精度物理过程模型可分集总

式(Lumped Model)和分布式模型(Distributed Model)。集总模型不考虑各部分流域特

征参数在空间上的变化，模型中变量和参数通常采用平均值，把全流域作为一个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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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进行研究，忽略了流域的降雨、下垫面、土地利用方式等因素在空间上的变异性，

这种模型在模拟空间大尺度和时间长序列的水文过程就显得精度不够。分布式模型

则充分考虑流域参数和变量的空间变异性，按流域的地形、土壤、植被、土地利用

和降水等的不同，将流域划分为若干个水文模拟单元，在每一个单元上用一组参数

反映该部分的流域特性。因此，模型可以对流域内的任一“点”进行模拟和描述，把

各个单元的模拟结果联系起来，扩展为整个流域的输出结果。它所揭示的水文过程

更接近客观世界，其运行结果可信度也比较高，而且适应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

下的流域水资源管理需求。但该种模型所需的数据量大，而且在进行模型运算时，

还需对数据进行预处理。按模型模拟运的时间尺度物理过程模型可分为单一事件模

型(Single-EventModel)和连续事件模型(Continuous-Event Model)。单一事件模型计算

单场暴雨事件，模型在短时间内，也就是在流域降雨时的产流、汇流的短时间内运

行。连续事件模型计算时间为多年至上百年。这两种模型可提供不同类型的信息，

连续事件模型未能对单一的暴雨侵蚀产沙量做出精确估算，而单一事件模型则不能

进行精确的长时期侵蚀产沙量预测。在世界范围内土壤侵蚀预测模型的研究方兴未

艾，必将对土壤侵蚀的定量化研究产生重大的影响。

泡菜杂谈泡菜杂谈泡菜杂谈泡菜杂谈

罗 艳

泡菜，古称葅（zū），是指为了利于长时间存放而经过发酵的蔬菜。它通常以

生鲜蔬菜（或蔬菜咸坯）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辅料，经中低浓度食盐水泡渍

发酵、调味（或不调味）、包装（或不包装）、灭菌（或不灭菌）等制作过程生产。

它是以微生物乳酸菌主导发酵而生产加工的传统生物食品，富含以乳酸菌为主的优

势益生菌群，产品具有“新鲜、清香、嫩脆、味美”的特点。由于其富含益生菌、低

热量、可口、开胃，许多人会将其当作是一种常见的配菜食用，在食材无虞的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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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菜的制作还是很广泛。

泡菜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制作历史。我国最早的诗集《诗经》中就有“中田有庐，

疆场有瓜是剥是菹，献之皇祖”的诗句。庐和瓜是蔬菜，“剥”和“菹”是腌渍加工的意

思。据汉许慎《说文解字》解释“菹菜者，酸菜也”。《商书.说明》记载有“欲作和羹，

尔惟盐梅”。这说明至迟在 3100多年前的商代武丁时期，我国劳动人民就能用盐来

渍梅烹饪用。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一书中，则有制作泡菜的叙述，可见至少

1400多年前，我国就有制作泡菜的历史。到了唐朝《唐代地理志》记载有“兴元府

土贡夏蒜、冬笋糟瓜”，所谓“糟瓜”就是现在的糟渍蔬菜，例如今天的“糟黄瓜”条等

泡菜。宋、元、明朝时期，我国的泡渍菜已有很大的发展，如酱渍、醋渍、糖渍等

蔬菜品种均有。如宋朝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记载有“姜辣萝卜、生腌木瓜”等“淹

藏菜蔬”；元朝韩弈《易牙遗意》的“三煮瓜法“；明朝刘基《多能鄙事》中的“糟蒜”

等不一而足。传至清朝，其品种更趋丰富，袁枚《随园食单》和李化楠《醒园录》

等都有详尽的记载，品种包括了诸如：四川泡菜、四川宜宾的芽菜、四川南充的冬

菜、重庆涪陵和浙江余姚的榨菜、浙江的萧山萝卜干、贵州镇远的陈年道菜、云南

曲靖的韭菜等。当时在川南、川北民间还将泡菜作为嫁奁之一，足见泡菜在人民生

活中所占地位。

一般来说，只要是纤维丰富的蔬菜或水果，都可以被制成泡菜；像是卷心菜、

大白菜、红萝卜、白萝卜、大蒜、青葱、小黄瓜、洋葱、高丽菜等。由于在泡渍与

发酵的过程中伴随着一系列复杂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反应的变化，产生出柔和的风

味与芳香物质成分，赋予泡菜产品独特的色、香、味。世界各地都有泡菜的影子，

风味也因各地做法不同而有异，著名的有四川泡菜、韩式泡菜和日本泡菜等。国内

泡菜以四川泡菜（有的地方叫“泡咸菜”或“泡酸菜”）为代表，其制作用料考究，一

般用川盐、料酒、白酒、红糖及多种香料制成盐水，用特制的土陶泡菜坛作盛器，

然后将四季可取的根、茎、瓜、果、叶菜（如各种萝卜、辣椒、子姜、苦瓜、茄子、

豇豆、蒜薹，莲白、青菜等）洗净投入，盖严密封，经一定时间的乳酸发酵后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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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泡菜以韩国、日本为代表。韩国泡菜的加工原理是将盐渍的原料（大白菜、红

萝卜、黄瓜等）和辅料（水果、谷物等）、香辛料、调味料、发酵鱼酱（自选）等

混合后，进行乳酸发酵。一般来说，除非有特定目的，否则用于延长泡菜产品货架

期的防腐方法如醋、山梨酸以及巴氏杀菌等，不用于韩国泡菜的加工过程中。日本

泡菜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其制作方式是使用天然色素和酱油炮制，没有经过乳酸

菌的作用，属于低盐、低酸的非发酵制品。尽管如此，这种另类泡菜却大大占据了

世界市场，到 2000年，日本泡菜已规模化生产，占据了世界 80%的市场份额。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泡菜是一种有益健康的食物，但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

机构（IARC）近日 将手机列入“可能致癌物”名单 ，与杀虫剂 DDT、引擎废气、泡

菜并列为可能致癌物“类别 2B” (《自然》网站 2011年 6月 1日报道)。2009年的一

篇综述文章总结了在亚洲进行过的各种研究，文章指出经常食用泡菜的人罹患食道

鳞状细胞癌的概率提高了约两倍。这可能与发酵过程中产生的亚硝酸盐有关。但这

并不表示我们应当远离泡菜。原因如下：（1）市售泡菜往往是大型企业制作，他

们在一开始就放入稀醋进行酸化，一般还会用巴氏消毒法，防止任何形式的发酵，

避免了发酵过程中有害物质的产生。（2）家制泡菜则经历了长时间的发酵。研究

表明，泡菜在发酵过程中亚硝酸盐的出现主要集中在发酵前期，形成亚硝峰，随发

酵液 pH降低亚硝酸盐逐渐消失，可以放心食用。但是由于多数泡菜含有大量的钠，

这种物质被广泛认为会增加罹患胃癌的风险。所以，我们吃泡菜还是需要适量。

（编辑：李忠荣 南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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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项目大量的野外观测工作具有很强的季节性由于项目大量的野外观测工作具有很强的季节性由于项目大量的野外观测工作具有很强的季节性由于项目大量的野外观测工作具有很强的季节性，，，，各课题抓紧各课题抓紧各课题抓紧各课题抓紧

时间分头开展工作，以取得完整的年度数据。时间分头开展工作，以取得完整的年度数据。时间分头开展工作，以取得完整的年度数据。时间分头开展工作，以取得完整的年度数据。

重点实验室包维楷研究员带领研究生开展了森林固碳调查重点实验室包维楷研究员带领研究生开展了森林固碳调查重点实验室包维楷研究员带领研究生开展了森林固碳调查重点实验室包维楷研究员带领研究生开展了森林固碳调查，，，，主主主主

要完成了广元要完成了广元要完成了广元要完成了广元————绵阳、达绵阳、达绵阳、达绵阳、达

州州州州————遂宁遂宁遂宁遂宁、、、、巴中巴中巴中巴中————南充和凉南充和凉南充和凉南充和凉

山攀枝花等地野外调查和山攀枝花等地野外调查和山攀枝花等地野外调查和山攀枝花等地野外调查和

采样工作采样工作采样工作采样工作。。。。此次调查涉及的此次调查涉及的此次调查涉及的此次调查涉及的

植被类型包括常绿阔叶林植被类型包括常绿阔叶林植被类型包括常绿阔叶林植被类型包括常绿阔叶林、、、、

针叶林和竹林，共获得针叶林和竹林，共获得针叶林和竹林，共获得针叶林和竹林，共获得 11119999

个样点的数据个样点的数据个样点的数据个样点的数据，，，，完成了本年完成了本年完成了本年完成了本年

度部分工作任务。度部分工作任务。度部分工作任务。度部分工作任务。

重点实验室吴彦研究员重点实验室吴彦研究员重点实验室吴彦研究员重点实验室吴彦研究员、、、、卢涛副研究员以及石福孙博士带领的卢涛副研究员以及石福孙博士带领的卢涛副研究员以及石福孙博士带领的卢涛副研究员以及石福孙博士带领的

野外调查团队，赴重庆及我省凉山州等地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野外调查团队，赴重庆及我省凉山州等地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野外调查团队，赴重庆及我省凉山州等地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野外调查团队，赴重庆及我省凉山州等地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

草地固碳野外调查。目前已完成草地固碳野外调查。目前已完成草地固碳野外调查。目前已完成草地固碳野外调查。目前已完成 22222222个面上取样点的调查任务个面上取样点的调查任务个面上取样点的调查任务个面上取样点的调查任务，，，，获获获获

取了近取了近取了近取了近 5000500050005000个样品。作为另一子课题个样品。作为另一子课题个样品。作为另一子课题个样品。作为另一子课题““““川西滇北及毗邻地区草地川西滇北及毗邻地区草地川西滇北及毗邻地区草地川西滇北及毗邻地区草地

固碳现状固碳现状固碳现状固碳现状、、、、速率速率速率速率、、、、机制和机制和机制和机制和

潜力潜力潜力潜力””””专题的承担者，重专题的承担者，重专题的承担者，重专题的承担者，重

点实验室目前已经完成点实验室目前已经完成点实验室目前已经完成点实验室目前已经完成

了红了红了红了红原原原原 2222个加强点的布置个加强点的布置个加强点的布置个加强点的布置

和启动，并完成和启动，并完成和启动，并完成和启动，并完成 51515151 个面个面个面个面

上取样点（包括上取样点（包括上取样点（包括上取样点（包括 13131313 个主个主个主个主

样地和样地和样地和样地和 38383838 个辅助样地）个辅助样地）个辅助样地）个辅助样地）

的调查任务的调查任务的调查任务的调查任务，，，，顺利完成本顺利完成本顺利完成本顺利完成本

年度的工作目标。年度的工作目标。年度的工作目标。年度的工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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