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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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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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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分和养分（特别是氮（N）），作为植物的必需资源，是控制植物生长和生

产力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而且它们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与土壤水分有效性

相匹配的 N 供应对于植物产量是必需的，而且 N 决定着所有细胞组分的合成，并

与对植物发育极其重要的生长和树势紧密相关，进而决定着植物的座花、座果及产

量。由于 N不平衡导致的树势过强或过弱会危及初果期甚至结果第一年的产量。

麻疯树属于大戟科（Euphorbiaceae），原产于热带的美洲地区，现在非洲和亚

洲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均有种植且生产良好。麻疯树用途广泛，发展潜力大，如可

用于生态恢复或生产肥皂、化妆品、杀虫剂和抗癌药物等。特别是用麻疯树种子生

产的生物柴油性能良好可替代柴油或汽油，因此近年来在国内外受到前所未有的关

注。麻疯树抗旱、耐贫瘠、病虫害少，无灌溉的情况下可在年降水量 250-3000mm

的地方生长，但大部分生活在年降水量 944mm 以上的地区。尽管有学者关注麻疯

树的水分需求及生长策略研究，但相关研究还存在争议。另外，麻疯树作为野生植

物，其基本农艺学特征还不完全清楚，因此在不同生长环境下其构建、管理和生产

力的相关研究也在起步。

鉴于土壤水、氮的耦合效应及麻

疯树生长特性，尹春英副研究员提出

科学假设：在 N 贫瘠的土壤环境中，

较高的土壤含水量可能会因麻疯树生

长速率较快导致 N 亏缺而对其有伤

害，但如果提供充足的 N，在土壤水

分含量较高时麻疯树仍能生长良好。

为此，在麻疯树主要分布区四川省攀

枝花，控制试验条件下，设置了三种土壤水分（分别为 80%（HW）、50%（MW）

和 30%（LW）的田间持水量（FC））和两种 N梯度（分别为施 N（HN）和不施 N

（LN））的随机区组实验，研究麻疯树在不同水、N 水平下的生长和生理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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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度施氮可以改善干旱胁迫环境中白刺花土壤微生物

以及土壤化学性质

在干旱和半干旱生态系统中，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最严重的影响可能就是

干旱程度的加剧，从而限制植物的生长、发育以致整个生态系统过程。近年

来，科学家发现土壤微生物以及土壤生物化学性质是土壤性质改变的敏感指

标。土壤水分亏缺可能引起土壤微生物数量以及活性的降低，进而改变土壤

性质。

恢复生态学科组吴福忠博士通过大棚控制实验，采用两因素的完全随机

设计，研究在不同的水分条件（80%，40%和 20%）以及外源施氮（3个水平）

情况下土壤微生物活性以及化学性质的变化。结果表明，水分胁迫显著降低

了土壤有机碳、有机氮以及有效磷含量，同时也降低了 C/N，C/P, 土壤转化

酶，土壤脲酶，碱性磷酸酵素的活性，但并没有降低土壤微生物生物量。土

壤微生物以及化学性质对 N 添加响应强烈，但不同的 N 添加水平间的响应程

度不同。有效 N 含量随着 N 添加水平的增加而增加。这些结果表明水分和氮

共同限制了 N 的矿化以及微生物活动，这些特征对于低水平的 N 添加表现为

正响应。因此，在干旱地区适度施氮将有利于提高土壤质量，缓解干旱的不

利影响，从而改善植物在干旱环境中的生长过程。相关研究结果发表于 Acta

Agriculturae Scandinavica, Section B - Soil & Plant Science（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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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分亏缺及基因型对冬小麦光合作用、生物量分配及产

量的影响

作物产量不仅受到栽培环境（如水分、养分等）的外在影响，同时也与

其基因型密切相关；其机制主要是通过影响作物的光合作用，生物量分配格

局等过程。基因型是遗传性生产力，而环境质量则是自然性生产力。目前，

对于小麦育种研究主要关注：筛选出光合作用能力强、高抗性和高产量品种。

品种（基因型）的表型状况受到环境条件强烈影响，因此，研究不同环境条

件下，不同基因型与产量相关的性状如光合作用强度、干物质分配等具有重

要生产实践意义。

恢复生态学科组吴晓丽博士通过大棚控制实验，按照不同水分条件

（85%FC,55%FC 和 25%FC）的完全随机区组设计，研究了冬小麦 4种基因型的

Pn-PAR 响应曲线、气体交换、干物质分配以及产量。结果表明：在对水分亏

缺的适应策略上，不同基因型在生长以及光合生理方面存在差异。在生长、

生产力以及产量等方面，水分是主要的限制因素。当水分亏缺程度增加，气

孔导度(gs)、饱和光辐射(SI)以及最大净光合速率（Pmax）降低，而灌溉水

分利用效率((IWUE)、补偿辐射(CI)以及暗呼吸(RD)增强；对于湿润气候区品

种，降低的程度更显著。在 55%FC 水分条件下，不同气候区基因型在光合响

应方面存在差异。对于湿润气候区的品种，Pn 降低主要是由 gs 降低引起的；

对于干旱区品种，则与光合色素升高有关。干旱环境下，所有品种的生物量

降低，但分配到根部分的生物量比率增加；湿润区品种的 Cha/b 具有更大程

度降低。这些结果表明：干旱区品种对水分亏缺具有更高的抗性主要是因为

其具有更高的光合能力，更优干物质分配格局，从而导致其在干旱环境中具

有更高产量。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 Af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earch

（2011）和 Journal of Integrative Agriculture（2012）。

（编辑：周志琼、庞学勇、李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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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实验室主任吴宁研究员和陈槐研究员赴尼泊尔参

加国际湿地研讨会

11 月 7 日至 9 日，重点实

验室主任吴宁研究员和陈槐

研 究 员 应 国 际 山 地 中 心

（ICIMOD）邀请赴尼泊尔参加

国际湿地研讨会。访问期间，

吴宁研究员和陈槐研究员与

参会的巴基斯坦、印度、尼泊

尔等多国代表就湿地与生物

多样性、气候变化及生态系统保护等研究方向的内容作了报告并进行交流。

通过此次访问，增加了对湿地及其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了解，加深了与国际研

究人员的技术和思想交流，有助于为我国湿地的可持续发展献计献策。

◆ 晏兆莉副研究员、孙庚博士和朱单博士应邀参加“高海

拔牧场及其交错带科研和管理优先主题研讨会”

12 月 10-11 日，晏兆莉副研究员、孙庚博士和朱单博士应邀参加了国际

山地中心（ICIMOD）组织的“高海拔牧场及其交错带科研和管理优先主题研

讨会”，会议在尼泊尔博卡拉举行。来自喜马拉雅地区的阿富汗、巴基斯坦、

印度、不丹、尼泊尔和中国 6个国家的 26 名草地、湿地、畜牧领域的专家参

加了此次研讨会。晏兆莉、孙庚和朱单分别作了题为“若尔盖湿地的保护和

游牧：矛盾、现状与可持续策略”、“青藏高原东部高山草甸的碳贮量和碳

动态”和“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高海拔泥炭地的碳动态：气候变化背景下

的挑战与机遇”的学术报告，并参加了分组讨论。研讨会明确了未来研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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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行动方向，有助于切实加强喜马拉雅地区高海拔牧场及其交错带的跨

国合作研究和区域尺度的有效管理。

会议讨论现场 晏兆莉副研究员主持分组讨论

◆ 向双博士参加“中国科学院生态系统过程研究第三届青

年学术交流会”

2012 年 12 月 16-18 日，为促进中国科学院生态系统研究领域青年科技人

才的成长，中国科学院资环局组织的“中国科学院生态系统过程研究第三届

青年学术交流会”在石家庄召开，本次会议由 CERN 滦城站承办，会议遴选出

的 40 多名青年科学家进行了精彩的学术报告。与会期间，青年科技人员进行

了热烈的学术分享与讨论，也为将来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打下了基础。重点

实验室向双博士参加会议并作了“小枝茎寿命及其生态学意义”为题的报告

演讲。

◆ 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赵士洞研究员来生态恢复重点

实验室考察交流

应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刘庆研究员邀请，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

赵士洞研究员于 10月 6日前来我室考察交流。在茂县生态站工作人员何其华

等陪同下，依照考察路线：成都-米亚罗-茂县生态站-松潘县城-黄龙-九寨沟进

行考察，主要了解了茂县生态站的总体情况，实地察看了川西地区森林的主

要类型、分布和保育情况，完成了赵老师多年来的夙愿。此次考察得到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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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为期 5天的考察交流圆满结束。

◆ 生态与环境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学术研讨会在成都召开

12月 17 日，2012年生态与环境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学术研讨会在成都生

物所召开。成都生物所所长赵新全、副所长叶彦、张国林以及四川省科技厅、

四川大学、成都信息工程学

院相关领导和专家参加会

议。

赵新全主持会议并对到

会领导、专家表示欢迎，向

他们介绍了生态恢复与生物

多样性保育四川省重点实验

室（以下简称生态恢复重点

实验室）和环境微生物四川省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微生物重点实验室）的

基本情况。

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潘开文研究员、微生物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赵海研究

员、百人计划入选者李香真研究员等分别作了题为“川西森林与生态恢复”、

“非粮生物质液体燃料”、“环境基因组技术与微生物多样性研究”的学术

报告，并与参会人员就相关学术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所长助理、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刘庆研究员和微生物重点实验室

主任李大平研究员分别就重点实验室在人才队伍、科研条件、研究水平与贡

献、代表性成果、人才培养、开放交流与运行管理和下一步工作计划等方面

作了汇报。

参会专家对两个实验室的发展和项目争取提出了建议和意见。四川省科

技厅基础处副处长华莉对两个实验室所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并指出，要多利

用实验室这一平台，为年轻科研工作者提供更多的机会，从不同层面争取支

持，谋取更大的发展。



Ecores Newsletter 2012 No.4

- 6 -

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主任吴宁研究员、科技处处长张咏梅以及相关人员

60余人参加会议。

◆ 生态和环境科学前沿进展研讨会召开

近日，由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和环境微生物重点实验室联合主办的生态

和环境科学前沿进展研讨会在成都生物所召开。该所微生物中心李香真研究

员主持会议。

成都生物所所长

赵新全简要介绍了该

所科研工作情况，并

对专家们的到来表示

了热烈的欢迎；所长

助理、生态恢复重点

实验室副主任刘庆研

究员介绍了实验室近

年发展状况。

河南大学万师强教授、北京大学贺金生教授、中科院植物所白永飞研究

员、中国科学院大学牛海山副教授等分别作了题为“利用控制实验研究气候

变化与温带草原的关系”、“青藏高原湿地温室气体排放动态及水位下降的

影响”、“内蒙古草原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的维持机理”、“羊草与

大针茅叶片 13C可塑性对比”的研究报告，并与参会人员就相关热点问题进行

了探讨。

中科院植物研究所陈佐忠研究员、李镇清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崔骁

勇教授，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旭日副研究员等出席会议。生态恢复重点实

验室、环境与应用微生物重点实验室相关科研人员等 60余人参加会议。

◆ 全国苔藓植物学学术研讨会在成都召开

8 月 21 日至 25 日，由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山地生

态恢复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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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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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以及四川省植物学会联合承办的全国苔藓植物学学术研讨会在成都召开。

成都生物所所长赵新全、中国科学院山地生态恢复与资源利用重点实验

室副主任、四川省植物学会副理事长刘庆、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主

任朱瑞良分别在大会上致辞。

大会共计交流报告 30个，专家报告 8 个，研究生报告 22 个。朱瑞良教

授、何奕昆教授、张力研究员、白学良教授、熊源新教授、张朝晖教授和重

点实验室包维楷研究员等分别作了交流报告。大会还对研究生报告进行了优

秀评选。来自 28 个单位的 70余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后，参会代表一行赴茂县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达古冰川自然保护区

等地进行了野外科学考察。

◆ 澜沧江流域生态本底与生态系统功能考察课题研讨会召开

8月 13 日至 15日，澜沧江流域生态系统本底与生态系统功能考察课题

研讨会在成都生物所召开。会议期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谢高地研究员、

张昌顺博士、范娜博士，西南林业大学李小英教授、王妍博士，生态恢复重

点实验室包维楷研究员等专家学者就项目执行过程中取得数据及成果进行了

交流，并就下一阶段工作进行了讨论。

澜沧江流域生态系统本底与生态系统功能考察是科技部的科技基础性工

作专项，项目开始于 2008 年，主要任务是摸清该区域的资源环境本底数据，

积累地区基础资料，并探讨资源环境的变化规律。目前该项目已进入后期的

成果汇总与总结阶段。科技处处长张咏梅及相关负责人参会并对项目后期工

作提出了建议。 （编辑：李 甫）

野外考察 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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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 2012 年度地下生态学学术研讨会

召开

2012 年 12 月 29 日，中国科学院山地生态恢复与生物资源利用重点实验

室暨生态恢复与生物多样性保育四川省重点实验室 2012 年度地下生态学学术

研讨会在成都召开。成都生物所所长赵新全、党委书记汪光泽、副所长叶彦、

张国林出席会议。

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地

下生态学学科组长刘庆研究

员主持会议并部署了学科组

2013 年的工作计划。重点实

验室地下生态学学科组潘开

文研究员就学科组 2012 年

在人才队伍建设、科研成果、

科研进展等方面的情况作了总结报告。学科组成员分别就一年来在科研进展、

成果产出及 2013 年的工作计划等分别作了汇报。参加会议的学科组成员及研

究生还就工作和学习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如平台建设、大型公共试验仪器的使

用等作了交流和讨论。

所领导充分肯定了学科组在 2012 年所取得的成绩。张国林说，一个研究

团组的工作能否体现出完整的系统性是影响成果产出的重要因素。对研究生

要注重语言表达、逻辑思维、获取资源、综合分析和具有合理的批判意识等

方面能力的培养。叶彦强调，每位科研工作者都应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共

同努力建设良好的工作环境，做好本职工作。



生态与资源 2012年 第 4期

- 9 -

汪光泽认为，生态重点实验室团队团结，人员责任心比较强，能够发挥

模范带头作用，把每一件工作都做得更好，并表示对实验室的发展充满信心。

他希望，实验室能够做好“三个思考”，一是实验室规划和工作计划要具有

高度和深度，目标任务要明确，实施方案要可操作，方向目标应进一步凝练，

能体现学科方向的相对系统性，考虑产出和影响；二是团队建设一定要有领

军人才，引进急需人才，稳住现有人才，培养未来人才；三是大力加强技术

支撑条件建设，宏观和微观相结合，加强对大型的高水平仪器功能的使用和

开发。

赵新全在总结性发言说到，这次会议的形式有利于思想交流，有利于促

进学科组的发展，值得提倡。实验室在发展过程中，一是要注重学科交叉，

无论是团队内部还是跟所内其他学科组合作，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的合作，

只要符合学科方向都可以交叉；二是要有发展的眼光，大胆走出去，细化创

新点，善于捕捉学科组新的增长点。

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相关科研工作者及研究生 30 余人参加会议。

◆ 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党支部组织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

12月 7日，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党支部召开会议，学习和传达了党的十

八大会议精神并就如何贯彻落实进行了研讨。支部书记潘开文研究员主持会

议。

会议传达了十八大报告和党章的主要内容，总结了支部在自身建设、创

先争优活动、创新文化建设、组织理论学习、推动学科与人才队伍建设、关

心帮扶群众等方面的新进展以及全体党员在一年来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和

先进事迹。全体党员结合对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党章的学习，对自己一年来在

思想、工作和学习等各方面的情况作了总结，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明确了差

距，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通过自我剖析、党员评议、集体表决等过程，

完成了党员民主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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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党的十八大报告高瞻远瞩、旗帜鲜明，思想深刻、

内容丰富，部署全面、求真务实，凝聚人心、催人奋进，为我们指明了前进

的方向，对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潘开文指出，新的一年，支部将在所党委、所务委员会的领导下，加强

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支部建设，组织学习和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会

议精神，充分发挥本支部在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方面

的作用，攻艰克难，力争圆满完成所“一三五”规划下达给重点实验室的各

项指标任务，为重点实验室和谐创新团队建设与跨越发展服好务。支部要求

全体党员进一步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党的十八大报告，紧密结合自身工作，

全面贯彻十八大精神，对照党章，严格要求自己，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

带头作用，强化在解决关键重大问题的基础上开展原创性工作，为长江上游

和青藏高原东缘的生态建设与保护以及山区群众的增收致富提供更多更好的

技术支撑。

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党支部全体党员参加了会议。

◆ 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召开 2012 年度部门工作总结会议

12月 7日，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召开部门工作总结会议，实验室副主任

刘庆研究员主持会议。

实验室全球变化与高山

生态学、恢复生态学、森林

地下生态学三个学科组和相

关科研人员以及植物标本馆

负责人分别从项目情况、研

究进展、国际合作、人才培

养和成果奖励等方面报告了

一年来的进展情况。

听取报告后，刘庆对大家一年来的辛勤工作表示了充分的肯定，并向大

家通报了来年的工作计划，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在来年取得更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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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实验室党支部书记潘开文以及在职职工、研究生参加了会议。

◆ 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党支部开展迎十八大文体活动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进一步增强基层党组织

的凝聚力和战斗力，11月 5日，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党支部组织支部成员开

展了文体活动。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刘庆、党支部书记潘开文、党办

主任陈笺等参加了活动。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工会小组长程新颖主持活动。

此次活动既有竞技类比赛如跳绳、托乒乓球、滚铁环，又有需要团队合

作的拔河比赛。在紧张而愉快的氛围下，支部成员决出了最后胜负。两爬室

支部书记江建平、农业中心支部书记吴瑜和陈笺分别为获奖者颁发了奖品，

刘庆向获奖人员颁发了特别奖。

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党支部职工及学生党员等 40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 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罗鹏研究员等参加四川省植物学

会 2012 年年会

1月 12日，四川省植物学会 2012年年会在四川大学召开。四川省植物学

会副理事长、秘书长、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林宏辉教授主持会议。

会议回顾了 2012 年学会在科研进展、学术交流、获奖及荣誉等方面的工

作情况，提出了 2013年的工作重点及安排。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罗鹏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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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多举办相关的学术交流，形

式可多样化，可积极吸纳社会相关

人士参与，扩大学会理事及会员队

伍。

会议在积极、务实和的气氛中

进行，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王明奎

研究员等参加了会议。

◆ 叶彦、刘庆等赴云南省参加科技入滇对接会

9月 26日至 27日，由科技部和云南省政府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云南桥

头堡建设科技入滇对接会在昆明

举行。生物所副所长叶彦、生态恢

复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刘庆、潘开文

研究员及尹华军博士等参加了会

议，并与西南林业大学签订了两个

项目的合作协议。西南林业大学副

校长杜官本教授出席了签约仪式

和座谈会。

双方就项目合作进行了座谈，叶彦与西南林业大学生态旅游学院院长叶

文分别介绍了各单位的基本情况，围绕人才培养、平台建设、科研项目合作

等方面进行了广泛交流和沟通，并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目前，西南林业

大学与中科院成都生物所联合申报的“生态旅游研究平台建设”和科技合作

项目“全球气候变化与生态入侵”已通过了云南省科技厅的审核和批准。

此次会议是国家为推进云南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打造我国面向西南开放

的科技创新和技术转移基地，建设桥头堡以及推动云南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跨越发展的重大举措。

（编辑：向 双、彭幼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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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柴油的发展现状及潜在的发展潜力

李 甫

能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20世纪 70年代以来的

能源危机，以及过度使用化石燃料带来的一系列环境问题，正威胁着人类的

生存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我国的石油进口依赖度直线增长，而国际

油价一路飚升。在此背景下，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成为了事关国民经济可持

续发展、国家安全和社会进步的重大课题。

生物柴油是以含油植物和动物油脂以及废食用油为原料酯化而成的可再

生能源，是一种脂肪酸甲酯，可与石油柴油以任意比混合，制成生物柴油混

合燃料。生物柴油具有一种温和的、特有的气味，结构稳定，没有腐蚀性。

生物柴油的黏度低，具有较高的十六烷值并含有氧元素，抗爆性好，燃烧充

分，有利于改善发动机的着火和燃烧性能，并显著降低颗粒物和有害气体的

排放；闪点高，有利于安全运输和存储；不含硫，不会导致酸雨，燃烧产生

的 CO2基本不会加剧温室效应；可降解、再生，是典型的绿色、可再生能源。

目前，生物柴油技术发展最成熟的是美国与欧盟国家。美国最早研究应

用生物柴油，主要以大豆油为原料生产，欧洲主要以菜子油为原料生产生物

柴油。预计到 2016年美国生物柴油年产量将达到 330万吨，美国还明确提出，

到 2020年，生物燃油要达到交通燃油总比例的 20%。欧盟是生物柴油发展最

快的地区，2010年欧盟 27国生物柴油年产量占生物柴油市场份额的 5.75%，

计划在 2020年提高至 20%。其它一些国家对开发利用生物柴油也十分重视。

2011 年巴西生物柴油产量约 240万吨，2010 年和 2009年分别为 211 万吨和

141万吨。2011年，阿根廷生物柴油产量约 230万吨，2010年和 2009年分别

为 181万吨和 118万吨。原料充足是巴西和阿根廷生物柴油发展的重要原因。

在巴西，85%的生物柴油由豆油生产；而阿根廷则 100%源自豆油。

我国于 2006年 1月 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将生

物质可再生能源列入国家研究和发展规划。根据 2007年 8月颁布的《可再生

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2008 - 2020）》，重点发展以小桐籽等油料作物为原料

的生物柴油生产技术，逐步建立餐饮等行业废油回收体系；从长远考虑，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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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发展以纤维素生物质为原料的生物液体燃料技术。“国家十二五发展纲要”

已明确提出要发展各种石油替代品，目前中国的生物柴油产业已呈现出民营、

外资以及国有大公司共同参与的格局。为促进国内生物柴油行业的进一步规

范发展，中国颁布了生物柴油的建议标准 GB/T 25199- 2010 生物柴油调合燃

料（B5）。虽然我国已新推出许多鼓励发展生物柴油的政策，但和发达国家

相比仍显得不够。目前欧盟、美国等国家都制定了发展生物柴油产业的扶持

政策，并制定相关标准，强制生物柴油生产或消费的硬性指标。我国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促进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但是尚未

制定促进生物柴油生产、销售、使用等相关政策，严重制约生物柴油产业发

展。同时，成本过高和原料不足也极大地限制了我国生物柴油的发展。美国、

欧盟主要以大豆、菜籽为原料生产生物柴油，在原料价格、产品品质和生产

技术等方面与我国相比具有较大优势；我国主要采用木本油料果实为原料，

尚处于探索初期，成本较高。

虽然目前我国生物柴油的开发进程比较缓慢，但许多学者认为生物柴油

在中国仍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由于气候和土壤的多样性，中国拥有丰富的

燃料油植物资源。据统计，中国共有 1554种油料植物，其中木本油料树种有

400 多种，含油量为 15%～60%的有 200 多种，含油量为 50%～60%的有 50

多种。而且木本油料植物一般具有多年生、营养枝叶生长发育好、适应能力

强等特点，可以种在自然条件差的边缘土地上。据统计，中国尚有不适宜农

耕的宜林荒山荒地沙荒地 0.55×108平方千米，如果利用其中的 20%来种植高

产木本能源植物，每年可生产生物质原料 2×108吨，为大力发展生物柴油展示

了广阔的前景。结合中国退耕还林政策，在占国土总面积 69%的山地、高原

和丘陵等地域，大面积营造原料林，既可绿化环境，又能为农民创收，变劣

势为优势。从长远来看，培育高产、适应性强的油料作物，大面积营造生物

柴油原料林，优化生产生物柴油方法，都是适合中国国情的。

水族箱鱼缸生态系统

乔明锋

漂亮美观的水族箱既方便养鱼，又是家庭装饰的一道亮丽风景线，那么

水族箱鱼缸生态系统知识你了解多少呢？广义上说，生态鱼缸系统，就是整

套生态鱼缸，包含玻璃缸体，照明系统，恒温系统，供氧系统，过虑系统，

硝化系统，杀菌系统，线路控制系统等。从狭义上来说，就是指生态鱼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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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硝化系统，也就是生化过滤系统，鱼缸内的排泄物以及过剩的鱼食经硝

化细菌的分解而形成无害物质的过滤过程；并且与鱼类，水草等之间达到一

个稳定的生态小系统，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鱼缸生态系统。自然界所有生物

都生活在一定的生态系统里，离开了他们所适应的相对稳定的系统，生物是

很难正常生存的，即使是适应力极强的物种也将经历一段脆弱时期。而作为

水族箱主角的鱼类和水草，如果没有一个适合他们的稳定系统，大多数会由

于体质变弱而生病，甚至很快死亡。那么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包括那些元素？

一、微生物：包括细菌、支原体、衣原体等简单生命体以及许多肉眼看

不到的原虫类，其中最重要的是细菌。不同水体的细菌种类和数量不同，但

正常菌群（相对于致病菌而言）——也就是我们常简单归纳为硝化菌的那些

细菌的作用是大同小异的，就是：分解有机物，并将氮、硫等的有害化合物

通过自身新陈代谢作用转化成稳定无害的物质，从而达到净化水质的目的。

另外，正常菌群的维持还能有效抑制致病菌的数量，从而防止多种疾病，尤

其是细菌类疾病的发生。在整个水族箱生态系统建立过程中，这些遍布每个

角落的小精灵起了决定性作用。

二、藻类：包括硅藻、蓝藻等微小的单细胞藻类和水族箱常见的丝状藻、

须状藻等多细胞藻类，这些让人既爱又恨的小家伙在水族生态中有很重要的

作用。他们利用光能以及水中氮磷等化合物（为鱼类等水生生物的代谢产物

和细菌的分解产物）合成糖类、蛋白质以及多种维生素，成为食物链的起始

环节。就整个生物圈中的地位而言，它们远比一切高等植物来得重要，地球

上所有植物产生的氧气中有 90%来自于藻类。但当水体中的氮磷化合物过多

时，他们的生长就会失控，进而争夺光照和氧气，成为鱼类和高等水生植物

的杀手。目前一些地区水源污染十分严重，连自来水中也有相当的氮磷含量，

虽对人体影响不大，但却足以维持藻类生长，如果在新设水族箱中不注意控

制，藻类会很快占据主导地位而难于去除，将影响水草、珊瑚等的生长，甚

至可导致鱼类窒息死亡。藻类是所有水生生态系统中最顽强的住客，即使维

护良好的水族箱，也不可能完全没有藻类，只不过少得让人注意不到而已。

三、浮游动物：这里指水蚤、丰年虾、轮虫、草履虫等以细微浮游生物

为食的低等动物，他们在自然水体中的数量很大，也是水族养殖重要的饲料

来源，但水族箱中却不多见，影响也不明显，仅有轻微的除藻作用。

四、底栖动物：包括的范围很广，从线虫、沙蚕到蜗牛、海参，再到虾

蟹、贝类等等，都可统归在一起。尽管食性、习性各不相同，但在水体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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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他们都能扮演清道夫的角色，将动植物尸体进行初步消化处理，转化成更

易于细菌分解的产物，有的还能清除藻类。我们常有意无意地将他们引入水

族箱，成为维护系统稳定的好帮手，但有的物种如不加注意也会带来困扰。

五、高等水生植物：包括常见的属种子植物的水草，以及蕨藻、钙藻之

类长得很象水草的较高等海洋藻类。在自然界他们还处于食物链底端，虽然

进化上比单细胞藻类先进，但生长所需的营养物质以及在自然中的作用和低

等藻类差别不大，它们会在营养物质过剩时大量生长，引起水生环境的恶化。

当水草生长旺盛时，由于大量养分被他们消耗，藻类会因营养不良而生长缓

慢；反之，低等藻类肆虐时，水草也会因为没有足够养料和光照而逐渐衰弱。

另外，他们也是水质净化的重要力量，尽管低等藻类也有相同的作用，但控

制高等水生植物的生长要比控制藻类容易得多，所以大多数人还是选择水草。

六、高等水生动物：鱼类——观赏水族的焦点所在，但别忘记，他们也

是整个系统的一个环节。鱼类在水生生态中处于食物链的顶端，他们从系统

中获取能量，而他们的代谢产物也为水草、藻类和细菌提供生长所需的养料。

七、其他：这里着重提一下岩礁造景缸里的珊瑚和软体，他们有的是植

物（虫黄藻）和动物（珊瑚虫）的共生体，有的则是纯粹的掠食者，但就水

生生态系统中的地位而言，介于高等水生植物和动物之间，更偏向于动物。

总之，除了这些生物因素，还包括其他非生物因素，如温度、光照、氧

气、水质、矿物质等等，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水族箱鱼缸生态系统。

土壤食物网的结构与生态功能

朱婷婷

各种生物类群与生产者之间通过取食所形成的复杂资源（生产者）——

消费者网络被定义为土壤食物网 (Hunt et al. 1987)。因其能量来源以有机碎屑

（主要源于植物凋落物）为主，土壤食物网又被称为碎屑食物网(Bastow 2011)。

在碎屑食物网中，有机碎屑作为初级消费者（真菌和细菌）的分解底物给食

物网提供能量，但由于其分解的难易程度不同，土壤中的碎屑分解存在真菌

和细菌两种途径，分别由真菌—食真菌生物和细菌—食细菌生物构成

(Strickland & Rousk 2010)。对于真菌途径来说，真菌及主要的食真菌生物生活

周期较长，营养元素在食物链中的转换周期较慢，且分解对象多为碳氮比

（C:N）和碳磷比（C:P）较高的纤维素和木质素。而细菌途径与之相反，细

菌及其捕食者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对可溶性有机质的 C、N周转。因此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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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真菌食物网结构的改变，能够对土壤生态功能产生重大影响(Hui et al. 2009,

Griffiths et al. 2012)。这就意味着，土壤中碎屑食物资源的质量状况通过真菌、

细菌不同的分解途径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各生物群落的数量动态(Bjornlund &

Christensen 2005, Cruz et al. 2009)、多样性以及整个碎屑食物网的格局

(Daufresne & Loreau 2001)，影响着 C、N 等元素的流动速率和各营养级的分

配，形成“上行控制”效应(Chen & Wise 1999, Marichal et al. 2011)。

土壤食物网是土壤生态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其目的是在于阐明土壤

动物、微生物等类群相互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的功能意义。因此土壤食物网的

研究是丰富土壤生态学内容、弄清土壤生物多样性特点、维持和提高土壤肥

力，保持土壤健康及土壤资源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必不可少的

一个环节，也为实现土地的有效利用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土壤食物网在农业生态系统的营养循环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不同功能

土壤生物类群之间形成的消费者——资源关系网络，有腐食和捕食2种类型食

物链。植物残体、腐烂根、死亡微生物、根分泌物和动物粪便形成土壤有机

质，细菌和真菌则是有机质的最初消费者。微生物（真菌、细菌或其他？）

参与分解N、P等营养元素矿质化过程，其释放的矿质营养被植物吸收，也被

微生物自身吸收并生产出新的生物量。研究食物网各结构成分在土壤生态系

统中的功能作用，对土壤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对发展以减少使用

化肥农药、增加秸秆还田和增施有机肥为特征的有机农业模式具有重大意义。

农业措施会影响土壤不同生物和营养物质数量及其动态，且影响整个食

物网结构和动态。对不同实验地块系统的长期研究表明，与未受干扰自然土

壤相比，农田土壤物种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更低，精耕农业比减耕农业和有

机农业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更大；自然土壤或同一土壤中不同强度耕作管理

措施之间土壤食物网的平均长度差异较小；与其他系统相比，农业系统的关

联度与期望值无偏差；常规农业比减耕农业和有机农业的土壤食物网时空划

分程度低（Moore，1994）。这些研究已经论证了农业干扰和破坏作用对土壤

有机质动态、营养有效性和食物网结构与功能的改变，但有关物种多样性、

食物网结构及其生态学功能等仍待研究（Bolem et al.，1994）。农业管理措施

决定了土壤食物网结构和功能的差异程度，反之土壤食物网的结构和功能的

差异程度也可用于预测农业管理措施的可持续性，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在未来

仍是一个重要课题。为了理解各功能类群及其相互关系在营养循环中的作用，

具体深入的实验研究亦是非常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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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生物量估测方法

赵庆霞

森林生态系统发挥着物质生产、生态防护和社会公益等重要功能，所以

长期以来都是林业和生态学家们关注的焦点。随着全球变暖，森林碳库、碳

源功能受到显著影响，因此如何精确估算森林生物量和碳储量，对于计量森

林的增汇能力，明确森林在全球碳循环中的作用和贡献具有重要意义。生物

量是指某一时刻单位面积内实存生活的有机物质。想了解一棵树的生物量可

以通过砍伐、烘干、称重获得。然而如何才能知道区域内森林的总生物量呢？

森林生物量的观测方法有两种：直接收获和间接估测（West PW，2004）。

直接收获法虽然准确但测定过程费时费力，破坏性大，较适用于小面积的短

命植物。间接估测指以实测数据为基础进行相关分析推广的方法，在实践中

应用较多，主要包括平均木法、径阶标准木法和生物量转换因子法。

标准木法是指基于林分平均木实测生物量，再乘以该森林总株数，从而

推算出区域森林生物量。该方法简单，可操作性强，对于离散度较小的人工

林估计较准确。但用于估测龄级跨度比较大的天然林分时，可能会过多高估

大林龄树木生物量，导致林分生物量估测值高于实际值。

径阶标准木法是指先通过对有限数量的样株进行破坏性测量，建立起全

株或部分的生物量与地上较易获得的植株形态学指标（例如胸径、树高、冠

参数、年龄等）间的异速生长关系，然后结合相同立地条件下的每木调查数

据，利用所得异速生长关系在林分水平上对生物量进行估算（Schulze ED，

1999；Janssens IA，1999；Xiao CW，2003）。目前该方法应用较多，众多研

究人员在模型自变量的选择及方程形式的确定方面做过大量探索，但是已经

发表的模型多为以胸径、树高为解释变量的幂函数形式最优。

材积源法依据树干与总生物量和其他器官之间存在相关关系，通过转换

因子将蓄积量转换为生物量。然而，该方法中蓄积量并非直接测得，也是通

过胸径、树高等生长因子进行函数运算获得。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进步，有人尝试将 3S(GIS，RS 和 GPS)技术应用到生

物量估测中。传统方法和现在方法都有各自的优缺点，如何将传统方法改进

并与 3S技术相结合，确立更优的生物量估测方法是未来研究的重点方向之一。

（编辑：赵春章、南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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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很好地验证了前面提出的科学假设，并从细胞水平、生理生化

角度揭示了其内在机制。结果表明：

土壤水分和N水平显著影响着麻疯

树的生长和生理状况，而且存在显

著的交互效应。就植株生物量而言，

HWHN>MWHN≈HWLN>MWLN>

LWHN≈LWLN。在 80%和 50%FC

不施N处理中，叶片明显呈黄绿色，

并且有更多的生物量向根部分配；

叶片的 N含量、叶绿素含量及光合系统 II（PSII）的最大效率显著降低，叶片

细胞的超微结构显示叶绿体中有大量的淀粉粒积累，从而导致叶片净光合速

率的降低；相应地，随着过氧化产物含量的增加植物体发生过氧化胁迫，植

物体通过增加抗坏血酸和游离脯氨酸含量来对抗这种胁迫。另外，由于低的

叶片 N含量和叶绿体内淀粉粒的积累，因而在叶片中观测到较低的可溶性蛋

白含量和较高的可溶性糖

含量。施加 N肥在受试土

壤中可缓解较高土壤含水

量（80%和 50%FC）对麻

疯树的伤害。而且，施加

N 肥显著提高麻疯树的水

分利用效率。然而，在受

试土壤条件 30%FC下，麻

疯树在生理和生化水平没

有受到伤害，施加 N 肥也没有显著的正效应。因此，麻疯树的水分适应性是

受土壤 N 有效性调控的，相关研究结果以“The water adaptability of Jatropha

curcas is modulated by soil nitrogen availability”为题发表在《Biomass and

Bioenergy》2012,47:71-81。该研究为麻疯树的种植和经营管理提供了科学依

据：尽管麻疯树抗旱、耐贫瘠，但高水、肥管理可明显促进其皁实和高产；

在水分条件较好的地区栽培麻疯树需注意高 N 肥的管理，否则长势较弱，不

利于开花结实，而在相对干旱的地区，从经济和环境角度考虑，不必施加太

多 N肥。



Ecores Newsletter 2012 No.4

- 20 -

EcoresEcoresEcoresEcores NewsletterNewsletterNewsletterNewsletter

生态与资源

（内部期刊 季刊 2009年创刊）

2012012012012222年 12121212月 28282828日 第 4444期 总第 11116666期

主 办：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 9号 610041
主 编：吴 宁

副 主 编：刘 庆

本期责编：张楠楠

编 辑：李 甫、梁 进、向 双、彭玉兰、李忠荣、庞学勇

南宏伟、赵春章、周志琼、彭幼红、李 伟、张 林

电子邮箱：Ecores@cib.ac.cn
网 址：http://www.cib.ac.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