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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典型流域“自然-人工”植被
对土壤表层碳分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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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安理工大学 西北旱区生态水利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陕西 西安 710048;

2.江西农业大学 林学院,江西 南昌 330045)

摘要:黄土高原大规模退耕还林(草)对土壤有机碳会产生显著影响。相比总有机碳,土壤活性有

机碳对区域微环境变化响应敏感,且能灵敏地反映土壤质量变化情况。为了探讨黄土高原不同植

被恢复类型对土壤有机碳(SOC)及土壤活性有机碳的主要组分土壤颗粒态有机碳(POC)、微生物

量碳(MBC)和易氧化有机碳(EOC)的影响,本研究以王茂沟流域3种主要植被类型0~10cm和

10~20cm土层土壤为研究对象,对其活性有机碳组分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土壤有机碳密度由

高到低依次为杏树、油松、玉米;②同种植被类型下,0~10cm土层POC含量均高于10~20cm土

层;微生物活动集中分布在10~20cm土层;杏树与坝地玉米10~20cm土层EOC含量高于0~
10cm土层,油松0~10cm土层EOC含量高于10~20cm土层;③坝地玉米SOC含量低于油松

与杏树SOC含量,土壤活性有机碳中的EOC含量对土壤SOC含量的高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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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TV12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4710(2017)04-0443-07

Effectsof“nature-artificial”vegetationonsurfacesoilcarbon
distributionintypicalwatershedoftheLoessPlat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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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largescaleGrainforGreenProjecthasasignificanteffectonsoilorganiccarbonin
theLoessPlateau.Comparedwithsoilorganiccarbon,soilactiveorganiccarbonishighlysensi-
tivetochangesofmicroenvironmentandcouldbecitedasasensitiveindicatorforchangesinsoil
quality.Inordertoinvestigatetheeffectsofdifferentvegetationrestorationtypesonsoilorganic
carbon(SOC)andthemainsoilactiveorganiccarboncomponentsPOC,MBCandEOCinthe-
LoessPlateau,andthreevegetationtypesintheWangmaogouwatershedareselectedasresearch
subjects.Soilsamplesin0~10cmand10~20cmlayersarecollectedtomeasureSOCandactive
organiccarboncomponents.Theresultsshowthat:① TheSOCdensitiesfromlargetosmallin
turnare:Apricot,Chinesepine,Damlandcorn.②ThePOCcontentin0~10cmarehigherthan
thatin10~20cmlayerwiththesamevegetationtype;themicrobialactivitiesaremainlydistrib-
utedinsoillayerof10~20cm;thesoilEOCcontentsof10~20cmlayerindamlandcornanda-
pricotlandarehigherthanthatof0~10cmlayer.InChinesepineland,onthecontrary,the
EOCcontentin0~10cmlayerishigherthanthatin10~20cmlayer.③ TheSOCcontentin
damlandcornismuchlessthanthatinChinesepineandapricotland,withtheEOCcontents
havingsignificantinfluencesontheSOCpool.
Keywords:soilorganiccarbon;particulateorganiccarbon;microbialbiomasscarbon;easilyoxi-

dizableorganiccarbon

344 西安理工大学学报JournalofXi’anUniversityofTechnology(2017)Vol.33No.4 



  黄土高原地区气候干燥,降雨量较少,植被稀

疏,加之人类活动对土地不断扰动加剧了水土流失,
致使该区成为我国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地区之

一[1]。随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突出,大规模生态

建设对区域碳循环过程的影响成为了研究人员关注

的热点问题。土壤活性有机碳较有机碳能更灵敏的

反映土壤微小的变化,可作为土壤有机碳有效性和

土壤质量的早期指标[2]。已有研究表明,植被和土

壤碳的变化可以反映陆地生态系统碳库与土地利用

变化的联系[3];董扬红等[4]研究发现,坝地有机碳与

其他植被类型有机碳含量存在差异;涂夏明等[5]对

黄土高原表层有机碳进行了研究,认为土壤碳储量

的潜在增加方式可以作为一种转移大气二氧化碳的

方法。
目前,关于土壤活性有机碳的探究多集中于土

地利用方式、施肥以及特定区域对活性有机碳的影

响,而从黄土高原植被类型的角度,研究有机碳组分

的分布状况的文献较少。本文选取了易氧化有机

碳、微生物量碳、颗粒态有机碳等活性有机碳指标,
研究黄土高原不同植被类型下土壤表层土壤总有机

碳密度和活性有机碳含量的变化,以期阐明黄土高

原不同植被类型土壤有机碳组成与分布特征,旨在

为该区土壤管理和生态建设提供依据。

1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陕西省绥德县王茂沟流域,是黄河

中游黄土丘陵区第一副区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流域之

一,也是无定河左岸的一条2级支沟,流域面积

5.97km2,主沟长3.75km,沟道平均比降2.7,沟
壑密度4.3km/km2。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为改

善黄土丘陵区严重的水土流失,黄河水利委员会绥

德水土保持科学实验站将王茂沟流域作为水土保持

综合治理试点小流域之一。直至20世纪90年代,
退耕还林(草)及工程措施在流域内得到大面积开

展。截至2013年,已完成治理面积53.10km2,治
理度达75.32%,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

流域坐标为东经110°20′26″~110°22′46″,北纬

37°34′13″~37°36′03″。流域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年
平均气温10.2℃,多年平均降雨量513.1mm,主要

集中 在7~9月,汛 期 降 水 量 占 全 年 降 水 量 的

73.1%,且多以暴雨形式出现,造成严重的水土流

失。采样点分布示意图如图1所示。
研究区主要植被类型以退耕还林的油松、经济

林杏树及坝地玉米为主。

图1 采样点分布示意图

Fig.1 Thedistributiondiagramofsamplingpoints
 

1.2 研究方法

1.2.1 样地设置及采样

研究选取王茂沟流域主要植被覆盖类型:经济

林杏树、退耕林油松以及坝地玉米为采样样地,样地

面积为10m×10m,每个样地3个重复。各样地概

况如表1所示。

表1 各研究样地基本特征

Tab.1 Basiccharacteristicsofsampleresearch

植被类型 经度(E) 纬度(N) 海拔/m 坡度/(°) 土壤类型

杏树 110°20′51.2″ 37°35′32.4″ 970 23 黄绵土

油松 110°20′52″ 37°35′33″ 961 24 黄绵土

坝地玉米 110°20′55.5″ 37°35′34.4″ 955 2 黄绵土

  2015年10月,在设定的样地内按照3m×3m
网格采样(图1)。采样时小心去除土壤表层杂物,
按照0~10cm,10~20cm土层深度分别采集土样。
部分新鲜土壤用便携式冰箱保存,运回实验室,4℃
保存,用于 MBC的测定。取20g左右新鲜土样烘

干至恒重,测定土壤含水量;其余土样去除根系杂

质,自然风干,分别过0.25mm 和2mm 筛,进行

SOC、EOC、POC、pH、全氮以及全磷的测定。

1.2.2 有机碳含量分析

有机碳采用德国耶拿公司生产的multiN/C®

444  西安理工大学学报(2017)第33卷第4期 



3100有机碳分析仪测定;微生物量碳采用氯仿熏蒸

浸提法[6]测定;土壤pH值采用酸度仪进行测定;土
壤容重采用环刀法测定;全氮采用FOSS全自动凯

式定氮仪(KJELTEC8400)测定;全磷采用 Clev-
erChem200全自动间断化学分析仪(德国DeChem-
Tech.GmbH公司)测定。

易氧化有机碳测定方法[7]。土壤样品经研磨,
过0.5mm筛,称取5g土壤样品,装入100ml离心

管,加333mmol·L-1高锰酸钾溶液25ml,密封瓶

口,以250r·min-1振荡1h,并做空白对照试验。
振荡后的样品以3000r·min-1离心5min,然后取

上清液用去离子水按1∶250稀释,在565nm的分

光光度计上比色,根据高锰酸钾的消耗量,可求出易

氧化土壤样品的含碳量。
颗粒态有机碳测定方法[8]。称取过2mm筛的

风干土10g,放入50ml六偏磷酸钠溶液中,先手摇

15min后放入往复式震荡机(90r·min-1)中震荡

18h。土壤悬浮液过53μm筛,并反复用去离子水

冲洗。将滞留在网筛上的颗粒物质于60℃下烘干

12h后称量、研磨,过0.25mm筛,测定其有机碳含

量。根据颗粒物的有机碳含量及其占土样质量的比

例计算POC含量。

1.2.3 土壤有机碳密度计算

SOCD =S×U×H×10-1

式中:SOCD 为土壤有机碳密度,(kg·m-2);S 为

土壤有 机 碳 含 量,(g·kg-1);U 为 土 壤 容 重,
(g·cm-3);H 为采样深度,cm。

1.3 数据处理

采用SPSS16.0对不同植被类型之间和同一植

被类型不同土壤深度之间的有机碳密度、SOC、

EOC、POC以及 MBC含量进行方差分析(ANO-
VA),图形采用Origin8.5进行绘制。

2 研究结果

2.1 土壤基本理化性质

不同植被区土壤基本理化性质如表2所示。研

究区土壤均呈现弱碱性,同种植被不同土层间的

pH值差异不显著,坝地玉米与其余两种植被类型

区差异显著(P<0.05)。不同植被类型区土壤容重

差异不显著。不同植被区和不同土层间全氮含量变

化较小,不同植被区全氮含量差异不显著,且不同土

层间差异也不显著。
杏树0~10cm和10~20cm土层土壤全磷含

量与油松及坝地玉米0~10cm和10~20cm土层

土壤全磷含量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同种植

被不同土层之间全磷含量差异不显著。坝地玉米

SOC含量与其他两种植被类型区差异显著(P<
0.05),较杏树与油松0~10cm土层降低了16%和

14%,较杏树与油松10~20cm土层降低了14%和

12%,杏树与油松差异不显著。

表2 不同植被区土壤基本理化性质

Tab.2 Soilphysicalandchemicalpropertiesindifferentvegetationareas

植被类型 采样深度/(cm) 土壤pH 容重/(g·cm-3) 全氮/(g·kg-1) 全磷/(g·kg-1) 全碳/(g·kg-1)

杏树 0~10 8.73±0.05Aa 1.24±0.07Aa 0.81±0.41Aa 0.63±0.05Aa 4.18±0.20Aa

10~20 8.84±0.05Ba 1.28±0.06Aa 0.56±0.29Aa 0.64±0.03Aa 4.06±0.15Aa

油松 0~10 8.71±0.08Aa 1.26±0.06Aa 0.50±0.73Aa 0.62±0.03Ab 4.11±0.22Aa

10~20 8.77±0.09Ab 1.26±0.11Aa 0.71±0.31Aa 0.60±0.06Ab 3.96±0.20Aa

坝地玉米 0~10 8.95±0.07Ab 1.25±0.05Aa 0.44±0.12Aa 0.58±0.04Ab 3.50±0.28Ab

10~20 8.82±0.12Ac 1.23±0.13Aa 0.68±0.44Aa 0.56±0.08Ab 3.48±0.26Ab

  注: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同一植被区不同土层间差异显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土层不同植被间差异显著(P<0.05)。

2.2 不同植被类型表层土壤有机碳密度

不同植被类型土壤总有机碳密度分析结果如图

2所示。3种植被类型有机碳密度由大到小依次为

杏树(5.16kg·m-2)、油松(5.07kg·m-2)和坝地

玉米(4.31kg·m-2),油松有机碳密度较杏树降低

了21%,坝地玉米较杏树及油松有机碳密度则分别

降低33%和15%。杏树与油松有机碳密度差异不

显著,坝地玉米与杏树及油松有机碳密度存在显著

性差异(P<0.05)。各植被类型0~10cm土层土

壤与10~20cm土层土壤之间有机碳密度差异均不

显著,坝地玉米各层土壤与杏树及油松各层土壤有

机碳密度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坝地玉米

0~10cm土层较杏树及油松0~10cm土层有机碳

密度分别下降了14%与15%;坝地玉米10~20cm
土层较杏树及油松10~20cm土层有机碳密度分别

下降了17%与14%。这表明不同土壤深度有机碳

密度对不同植被类型的响应程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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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不同植被类型土壤有机碳密度

Fig.2 Soilorganiccarbondensitiesindifferent
vegetationtypes

 

2.3 不同植被类型表层土壤活性有机碳分布特征

土壤活性有机碳作为土壤中最活跃、周转最快、
对环 境 变 化 最 敏 感 的 有 机 碳 组 分,周 转 期 仅 为

0.14~2.5a,比土壤有机碳能够更快地做出响应,
图3为不同植被类型土壤活性有机碳含量。

2.3.1 土壤颗粒态有机碳

不同植被类型下,POC含量分析结果(见图3
(a))表明,0~10cm土层POC含量由大到小依次

为油松(3.52g·kg-1)、杏树(3.40g·kg-1)和坝

地玉米(3.27g·kg-1),杏树与坝地玉米较油松

POC含量分别下降了3%和7%;10~20cm土层

POC含量由大到小依次为杏树(3.36g·kg-1)、油
松(3.24g·kg-1)、坝地玉米(2.65g·kg-1),油松

与坝地玉米较杏树 POC含量分别下降了3%和

21%。各植被类型在10~20cm土层土壤的POC
含量较0~10cm的POC值有所减小。除坝地玉米

0~10cm土层土壤与10~20cm土层土壤之间POC
含量达到显著性差异(P<0.05),其它植被类型各土

层间土壤POC均未达到显著性差异,表明除坝地玉

米外,其它两种植被类型的土层深度不影响其POC
含量。不同植被类型0~10cm土层间土壤POC含

量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坝地玉米10~20cm土层

POC含量与杏树及油松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2.3.2 土壤微生物量碳

不同植被类型下,土壤 MBC含量分析结果(见
图3(b))表明,总体上各层 MBC含量由大到小依次

为坝地玉米、油松和杏树。0~10cm土层,杏树与

油松较坝地玉米 MBC含量分别降低了42%和

65%;10~20cm土层,杏树较坝地玉米 MBC含量

未发生较大的变化,油松较坝地玉米 MBC含量降

低了20%。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土壤 MBC含量

相对增加,其中,杏树与油松两个土层深度的 MBC
含量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坝地玉米两个土

层深度的 MBC含量没有显著性差异。杏树、油松

较坝地玉米0~10cm土层深度的 MBC含量存在

显著性差异(P<0.05),杏树与油松之间差异性不

显著;当土层深度到达10~20cm时,杏树、油松与

坝地玉米 MBC含量不存在显著性差异。杏树与油

松的10~20cm土层 MBC含量分别占0~20cm
土层 MBC含量的63%和69%,10~20cm 土层

MBC含量均高于0~10cm土层 MBC含量,说明

微生物活动主要分布10~20cm土层。

图3 不同植被类型土壤活性有机碳含量

Fig.3 Soilorganiccarboncontentindifferent
vegetationtypes 

2.3.3 土壤易氧化有机碳

由图3(c)可以看出,不同植被类型下,除油松

EOC含量随土层深度下降而降低,杏树以及坝地玉

米EOC含量随土层深度降低而增大。0~10cm土

层深度杏树与坝地玉米较油松EOC含量分别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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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23%和63%,但0~10cm土层油松EOC含量与

杏树EOC含量差异不显著。10~20cm土层深度

杏树与油松EOC含量基本持平,坝地玉米相对杏

树、油松EOC含量下降了41%,坝地玉米EOC含量

与油松、杏树 EOC含量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
0.05)。同种植被不同深度EOC含量差异性不显著。

2.4 不同植被类型表土活性有机碳各组分分配比例

土壤活性有机碳含量占SOC含量的比例称为

该活性有机碳的分配比例。本研究中,不同植被类

型表层活性有机碳分配比例如表3所示。
在研究区不同植被类型下,表层EOC的分配比

例介于22.3%~52.8%之间,杏树与油松EOC分

配比例高于坝地玉米。各植被类型EOC分配比例

随深度变化的规律并不一致。杏树与坝地玉米

EOC分配比例随深度增大而增大,而油松EOC分

配比例随深度增大而减少。
表层 MBC分配比例介于0.06%~0.2%之间,

对于不同植被类型,随着深度的增加,MBC分配比

例增大。MBC分配比例占总SOC的比例及其微

小。表层POC的分配比例介于76.1%~93.4%之

间,坝地玉米0~20cm土层深度POC分配比例之

间存在显著性差异,其它植被0~20cm土层深度

POC分配比例差异不明显。坝地玉米0~10cm土

层深度POC较其它植被类型分配比例最高,坝地玉

米10~20cm土层深度POC较其它植被类型分配

比例最低。

表3 不同植被类型表层活性有机碳分配比例

Tab.3 Allocationratioofsurfaceactiveorganiccarbonindifferentvegetationtypes

植被类型 采样深度/(cm) SOC/(g·kg-1) EOC/(%) MBC/(%) POC/(%)

杏树
0~10 4.18±0.20Aa 40.2Aa 0.1Aa 81.1Aa
10~20 4.06±0.15Aa 45.6Aa 0.2Ba 82.5Aa

油松
0~10 4.11±0.22Aa 52.8Aa 0.06Aa 85.4Aa
10~20 3.96±0.20Aa 47.2Aa 0.1Ba 81.6Aa

坝地玉米
0~10 3.50±0.28Ab 22.3Ab 0.8Aa 93.4Aa
10~20 3.48±0.26Ab 31.9Ab 0.2Aa 76.1Bb

  注: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同一植被区不同土层间差异显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土层不同植被间差异显著(P<0.05)

3 讨 论

3.1 土壤活性有机碳分布的影响因素

土壤有机碳主要来源于植被地上部分的枯落物

及其地下部分根的分泌物和细根周转产生的碎

屑[9]。本研究中,杏树与油松SOC含量大于坝地玉

米SOC 含 量,且 存 在 显 著 性 差 异(P<0.05)。

GhaaiA等[10]研究发现,土壤有机碳含量主要取决

于植被每年的归还量和分解速率,归还量大、分解速

率缓慢会造成土壤有机碳积累较多。由于杏树以及

油松有较好的涵养水分能力,林下有大量的枯落物

以及伴生的草本植物,根系分泌物较多,而坝地玉米

作物单一、枯落物较少,使得杏树及油松土壤SOC
含量高于玉米。林地由于受人类干扰较少,地表枯

落物可以补充土壤碳库,植物根系的周转也可以作

为土壤碳的补充来源之一,而对于坝地玉米,人为的

翻耕增加了土壤的通透性,并且作物成熟收获导致

作物中的碳不能归还到土壤中,这些因素都会影响

坝地玉米SOC含量。
本研究中,对于不同植被类型POC含量,杏树、

油松均高于坝地玉米,颗粒态有机碳来源于土壤中

动、植物的半分解,具有较高的生物活性[11]。杏树、
油松与坝地玉米相比,退耕年限较长,土壤扰动较

小,枯落物层较厚,动、植物半分解能力强,生物活性

高,导致杏树、油松的POC含量高于坝地玉米。土

壤微生物量碳含量除与土壤有机碳总量有关外,还
取决于林地的环境、枯落物量、覆盖度以及植被的根

系等因素。除坝地玉米外,其余两种植被类型的

0~10cm土层 MBC含量均低于该植被类型的10~
20cm土层土壤。华娟等[12]研究认为,表层土壤微

生物活动强烈,有机质易被分解,微生物量碳含量增

加,而底层受生物影响小,微生物量碳含量较小;而
王风芹等[13]研究表明,微生物量碳受土壤含水量和

温度影响。据本研究调查,由于采样时间为秋季,

0~10cm土层土壤含水量较10~20cm土层土壤

含水量底,不利于微生物的生长,这可能是导致0~
10cm土层 MBC含量低于10~20cm土层 MBC含

量的原因。
表层土壤的淋失作用是易氧化有机碳含量差异

的决定性因素,土壤侵蚀强度的大小对易氧化有机

碳的含量有非常大的影响。坝地玉米EOC含量与

其他两种植被类型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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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这可能由于油松及杏树茂盛的枝叶和林冠以

及深厚的枯枝落叶层,对雨水有较好的效能作用和

对径流有拦截作用,使得油松和杏树样地的土壤侵

蚀变低;另一方面,油松以及杏树枯落层较厚,土壤

中动物活性增强,加快了土壤中其它形式的碳向

EOC的转化,导致土壤碳活性增强,土壤EOC含量

升高。这与李忠武等[14]对红土丘陵区不同地类活

性有机碳的研究结果相似。杏树、油松上、下土层

EOC含量均高于坝地玉米,且杏树与油松0~10cm
土层EOC含量高于10~20cm,随土层深度增加,
土壤有机碳含量降低,从而导致活性有机碳含量随

土层深度的增加而降低。
3.2 活性有机碳各组分分配比例

由于土壤SOC与活性有机碳的变化程度以及

对环境变化的敏感性不同,可以用活性碳分配比例

来表达这种差异。土壤SOC中EOC所占的比例越

高,土壤有机碳库的活性就越大;MBC占SOC的比

例极其微小,但活性极高,其占SOC的比例反映了

容易被代谢的那部分有机碳[15];POC占SOC的比

例反映了被土壤团聚体积累和保护的那部分有机

碳[16]。杏树、油松生长在坡面上,林下水热条件较

好,并且附生着其他草本类植被,小的生态系统比较

稳定,有利于有机碳的固定以及循环。比较不同植

被类型下活性有机碳组分分配比例可知,杏树、油松

EOC/SOC的比例高于坝地玉米 EOC/SOC的比

例,仅坝地玉米EOC/SOC与SOC的差异性变化一

致,并且EOC/SOC与其他活性有机碳组分与有机

碳的比例存在显著性差异,EOC含量占SOC含量

越大,土壤中容易被植物利用的碳就越多。石亚攀

等[17]研究表明,EOC与SOC呈显著或极显著正相

关关系,土壤SOC含量的大小与土壤中EOC含量

的高低有着密切联系。坝地玉米0~10cm土层深

度的POC/SOC显著高于10~20cm土层深度的

POC/SOC,究其原因,可能是降雨冲刷坡面并产生

侵蚀,冲刷的物质随着径流进入淤地坝,坝地的淤积

作用富集了从坡面水土流失的颗粒物质[18],新淤积

土层会掩埋原来旧的土层,使得0~10cm土层的

POC/SOC含量显著高于10~20cm土层的POC/

SOC;由于坝地玉米对土壤碳的利用与消耗,10~20
cm土层土壤POC中被保护的碳被释放、吸收和利

用,新冲刷而来的0~10cm土层的颗粒物质中被保

护的有机碳未被植被利用和释放,导致EOC/SOC
低于10~20cm土层深度的EOC/SOC。

4 结 论

1)本研究区,坝地玉米SOC含量低于油松与

杏树。土壤有机碳密度由大到小依次为杏树(5.16
kg·m-2)、油松(5.07kg·m-2)、坝地玉米(4.31
kg·m-2),坝地玉米不同土层与其他两种植被不同

土层有机碳密度存在差异。不同深度有机碳密度对

不同植被类型的响应程度不同。

2)对于不同植被类型,随着深度的增加,MBC
分配比例增大。杏树与坝地玉米EOC分配比例随

着深度的增大而增大,油松则随着深度的增大而减

少。坝地玉米POC在0~10cm土层分配比例最

高,而在10~20cm土层分配比例最低。

3)土壤中EOC含量的高低对土壤中SOC含

量的大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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