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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为阐明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的元素含量水平和化学计量特征并判断该区域植被生长的限

制因子, 选择保护区 5 种典型植物群落翅碱蓬、碱蓬、芦苇、柽柳和白茅为研究对象, 测定植物不同器官和土
壤剖面中有机碳、全氮、全磷含量, 分析保护区植物群落与土壤的 C、N、P 化学计量特征。结果显示: 5 种群
落中典型植物各器官 C 和 P 含量规律大体一致, 除白茅和柽柳外, 均表现为叶>根>茎, 白茅茎的 C 和 P 含量
高于根。不同植物器官 N 含量则表现出一致的变化规律, 均为叶>茎>根。各植被类型叶片 N∶P 值均小于 12,
且与根系的 N∶P 值接近。土壤 C、N 含量的平均值分别为 4.78 gkg1、0.32 gkg1, 均低于全国水平。P 含量
的平均值为 0.53 gkg1, 略低于全国水平。不同土层之间土壤元素含量差异不显著。不同群落土壤 C∶N∶P 值
不同, 同一群落不同土层的土壤 C∶N∶P 值变异性较小。植物叶片 C、N、P 含量以及 C∶N、C∶P 与 0~10 cm、
10~20 cm、20~40 cm 土层土壤 C、N 含量之间均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P<0.05)。以上结果表明, 黄河三角洲自
然保护区不同土层土壤 C、N、P 含量相对稳定, 总体低于全国水平, 土壤 N 的匮乏引起了 C∶N 和 C∶P 值
的变化。植物叶片和根系的 C∶P 值接近, 说明生态系统元素循环相对稳定, 同时叶片 N∶P 值小于 12, 进一
步说明土壤中 N 的匮乏使其成为植物生长的限制因子。
关键词: 化学计量特征; 养分含量; 植物群落; 土壤; 黄河三角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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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N and P stoichiometry of typical plants and soils in the Yellow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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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stoichiometry of plant and soil is beneficial for discovering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of
ecosystem compositions, and forecasting response of ecosystem to environment change. The Yellow River Delta is an active and younger
ecosystem, its’ stoichiometry of plant and soil may impact ecosystem structure, function and stability.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clar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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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istics of carbon (C), nitrogen (N) and phosphorus (P) contents and stoichiometry of plants and soils in the Natural Reserve
of Yellow River Delta. In the study, five vegetation communities from sea to inland were selected, which were Suaeda salsa, S.
heteropter, Phragmites communis, Tamarix chinensis and Imperata cylindrical communities, to analyze contents of C, N and P of
different organs of plants and soil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 and P contents of plant leaf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root, and those of
stem were lowest for all the vegetation communities, except T. chinensis and I. cylindrica communitis. In I. cylindrica community, C and
P contents were higher in plant stem than in root. N content of leaf was higher than of stem and that of root was lowest for all the
vegetation communities. N∶P ratio of leaf was lower than 12 and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root in all ecosystems. The
average contents of soil organic C, total N and P were respectively 4.78 gkg1, 0.32 gkg1 and 0.53 gkg1, with all low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 The differences in contents of soil C, N and P in different soil layers were insignificant. Soil stoichiometry ratio wa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vegetation type, but the spatial variability was insignifican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contents
of leaf organic C, N and P and stoichiometry ratios of C∶N and C∶P and then the contents of soil C and N in the 010 cm, 1020 cm
and 2040 cm soil layers (P < 0.05). In conclus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ntents of C, N and P were stable in soil profile and
lower than the national level. The low content of N affected the variations of C∶N and C∶P ratios. Consistent with C∶P ratio of plant
leaf and root, the cycles of the elements were stable in the ecosystem. Then N∶P ratio of plant leaf was lower than 12. The findings in
this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N was the limiting nutrient element in ecosystems of the Yellow River Delta Natural Reserve.
Keywords: Stoichiometry; Nutrient content; Plant community; Soil; Yellow River Delta

生态化学计量学是物理学、生态学和化学计量

构和功能 [12-13] 。不同物种、生活型间化学计量特征

学交叉形成的一门学科, 研究生物系统能量平衡和

不同, 环境 因子影响可 能会改变物 种的适应机 制,

多重化学元素平衡, 为分析植物养分利用的状况以

比如, N 沉降增加了湖泊的 N∶P 值, 导致湖泊养分

[1-2]

, 这一研究

格局发生变化, N 沉降量低的区域, 浮游植物生长受

领域使生物学科不同层次的研究理论能够有机统一

氮限制, N 沉降高的区域, 则受 P 的限制 [14]。因此,

起来 [3] 。碳(C)、氮(N)、磷(P)是植物生长的主要化

探讨植物和土壤的化学计量特征, 不仅有助于揭示

及生态系统物质循环提供重要的手段

[4]

学元素, C 是构成植物体干物质的最主要元素 , N、

生态系统不同组分化学计量的趋同与分异, 同时对

P 是各种蛋白质和遗传物质的重要组成元素, C∶N

理解和预测生态系统对全球环境变化的响应具有重

[5]

和 C∶P 反映了植物生长速度 , 并与植物对土壤 N
和 P 的利用效率有关, N∶P 可作为对生产力起限制
[6]

作用的营养元素的指示剂 。土壤作为植物生长所需
[7]

要意义 [1,15]。
黄河三角洲是世界上暖温带保存最广阔、最完善、
最年轻的湿地生态系统, 同时地处海陆变迁最活跃的

养分的主要来源, 对调节植物生长具有重要作用 ,

地带, 是造陆速度最快的河口三角洲[16]。黄河三角洲

植物体根据周围环境的变化, 能够主动调节自身养

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15.3 万 hm2, 由海到陆依次分布的

分需求, 使自身营养元素达到动态平衡。因此, 生态

典型植被主要为翅碱蓬(Suaeda salsa)、碱蓬(Suaeda

化学计量学的提出为探究植物与土壤之间的 C、N、

heteropter)、芦苇(Phragmites communis)、柽柳(Tamarix

P 相关性及植物生长与养分供应的关系提供了有效

chinensis)、白茅(Imperata cylindrica)等群落, 且群落

[8]

手段 。近年来, 国内外生态化学计量学的研究发展

中往往以某一物种占优势, 伴生种分布少, 结构简

迅速, 相关研究跨越不同时空尺度、涉及不同生态

单 [17] 。因此, 这些关键的物种与土壤养分化学计量

系统类型 [1-2]。如中国东部植被叶片中 N 和 P 含量与

特征可能会影响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的

纬度、年均温度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但与全球尺

结构、功能与稳定性。目前, 已有众多学者对黄河三

度比, 我国陆地植物 N∶P 明显偏低, 说明我国陆地

角洲典型区域中土壤养分和盐渍化相关的农业及生

植物相对于其他国家更缺 P[9]。通过对内蒙古草原长

态系统环境问题做了大量调查研究, 其中包括湿地

期检测试验, 从时空尺度充分证明了在应对环境因

生态系统的营养元素的地球化学行为 [18], 油田地区

子变化过程中, 生物体通过调节自身化学计量比达

土壤理化性质 [19], 军区生产土壤盐渍化与湿地保护

到稳定从而维持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稳定性 [10]。

等[20]。但是, 对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植被与土壤生

国内对这方面的研究较多集中在陆地生态系统, 滨

态化学计量学特征的研究鲜见报道。黄河三角洲自然

海河口三角洲位于水陆交界处, 土壤养分、水分等

保护区土壤受海相沉积和河流冲击的影响会呈现怎

相对于陆地具有更大的波动性, 对环境变化更加敏

样的生态化学计量特征? 植被生长过程中会表现出

[11]

。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干扰, 其 C、N、P 化

什么样的特征以适应当地环境? 植被生长过程中受

学计量关系的变化, 最终可能会改变生态系统的结

土壤环境的限制因子是什么? 基于上述问题的思考,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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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对保护区典型植被的根、茎、叶以及土壤不同

为 0.5~5.5 km, 长度为 10.0~20.0 km。

深度的养分元素含量、元素间化学计量特征进行研

1.2

样地选择与试验方法

究, 以期阐明植被和土壤的生态化学计量特征, 分析

2013 年 8 月在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内现黄河入

保护区植被生长的限制因素, 为正在进行的黄河三

海口附近区域, 根据植物群落分布和黄河两岸的对称

角洲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恢复提供借鉴。

性分布特点, 选择由海向内陆明显的群落系列——翅

1
1.1

碱蓬群落、碱蓬群落、芦苇群落、柽柳群落和白茅群

研究区域概况与研究方法

落进行 GPS 定点采样, 具体采样分布及采样点的基本

研究区域概况

情况如图 1 和表 1 所示。

研究区位于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内黄河入海口
处, 东靠莱州湾, 介于东北亚内陆和江淮平原之间,
118°33′~119°20′E, 37°35′~38°12′N。保护区总面积为
15.3 万 hm2, 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四季分明, 年平
均气温 11.9 ℃, 年降水量 592.2 mm, 多年平均蒸发量
为 1 944 mm。土壤质地以轻壤土和中壤土为主, 土壤
类型以潮土和盐土为主。本试验的研究区域主要以现
代海岸线和 1976 年至今的现代黄河河道为界, 该区域
主要优势种有翅碱蓬、碱蓬、芦苇、柽柳、白茅。在
黄河堤岸两侧, 芦苇、柽柳、碱蓬和翅碱蓬沿河道向
外至高潮线呈带状分布, 各植被带宽度大致为 0.3~3.5
km、长度从入海口以上 4.0 km 沿河道至草场检查站约
40 km; 在南部自然保护区, 翅碱蓬、柽柳、芦苇、白
茅自黄河堤岸向南呈带条状分布, 各植被带宽度
表1
Table 1
样品编号
Sample code
CJP

JP

LW

CL

BM

典型植被
Typical
vegetation
翅碱蓬群落
Suaeda salsa
community
碱蓬群落
Suaeda heteropter
community
芦苇群落
Phragmites
communis
community
柽柳群落
Tamarix chinensis
community
白茅群落
Imperata
cylindrica
community

图1

研究区采样点分布图

Fig. 1 Location of the sampled plant communities in the study area
CJP: Suaeda salsa, JP: Suaeda heteropter; LW: Phragmites
communis; CL: Tamarix chinensis; BM: Imperata cylindrical.

研究区典型植物群落采样点的基本概况

Basic information of sampled plant communities in the study area

地理位置
Geographic
location

优势种
Dominant species

伴生种
Accompanying species

分布频度
Frequency
distribution (%)

面积
Area
(hm2)

生活型
Life form

37°43′52″N
119°13′43″E

翅碱蓬
S. salsa

—

54.0

5.2

一年生草本
Annual herb

37°43′45″N
119°13′02″E

碱蓬
S. heteropter

柽柳
T. chinensis

78.0

33.9

一年生草本
Annual herb

37°44′24″N
118°59′26″E

芦苇
P. communis

罗布麻、香蒲
Dogbane leaf,
Typha orientalis

95.6

59.2

多年生草本
Perennial herb

37°44′53″N
119°05′32″E

柽柳
T. chinensis

二色补血草
Limonium bicolor

80.2

6.7

多年生灌木
Perennial
shrubs

37°45′23″N
119°00′05″E

白茅
I. cylindrica

黄花草木樨、刺果甘草
Melilotus officinalis,
Glycyrrhiza pallidiflora

69.3

20.1

一年生草本
Annual herb

在各群落内选择长势均一的样点, 覆盖度约为 80%

然后 105 ℃杀青 30 min, 移入 80 ℃烘箱中烘干至恒重,

左右, 每个采样点内选择 3 个优势种分布均匀的样方,

称量获得地上各个构件的生物量。然后粉碎、过 0.15

作为重复, 样方面积 1 m×1 m, 翅碱蓬、碱蓬、白茅群

mm 筛、装袋, 标号保存备用。

落收集样方中所有样品, 对收集到的整株样品分为地

在采集植物的样点用长 80 cm、直径 10 cm 的不

上部分和地下部分; 芦苇和柽柳群落由于根系发达, 无

锈钢取土器钻取 0~60 cm 的土壤柱状样品, 并将其

法全部收集根系, 故挖取 1 m×1 m×1 m 区域内的根系。

分割为 4 个土层, 分别为 0~10 cm、10~20 cm、20~40

现场清洗收割获得的样品, 分别装入聚乙烯塑料封口

cm 和 40~60 cm, 每个采样点按照 S 型布点, 四分法

袋保存, 带回实验室用自来水清洗后, 蒸馏水清洗 2 次,

取样, 土样装入自封袋, 带回实验室, 放置于阴凉

http://www.ecoagri.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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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处自然晾干, 除去植物根系、碎石等, 分别过 2

2.2

mm 和 0.15 mm 网筛待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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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植被群落优势植物各器官 C、N、P 元素
含量及化学计量特征

土壤总氮、有机碳和植物总氮、碳含量用碳氮元

不同植物根、茎、叶等器官, 对营养元素的选

素分析仪(Elementar Vario Micro Cube)测定。土壤和植

择吸收与积累强度不同。由图 3 可知, 研究区不同

物总磷含量用浓硫酸-高氯酸消煮-连续流动注射分析

植物各器官中 C 和 P 含量变化规律存在差异, 其中,

仪(AutoAnalyzer Ⅲ)测定。其中, 土壤有机碳含量测定

翅碱蓬、碱蓬和芦苇均表现为叶>根>茎, 而柽柳和

前需要去除无机碳, 即取约 1 g 样品于玻璃离心管中,

白茅茎的 C 和 P 含量高于根。不同植物器官 N 含量

加入 5 mL 0.5 molL1 的盐酸, 间断性涡旋震荡 8 h 直

则表现出一致的变化规律, 均为叶>茎>根, 且翅碱

至无气泡以充分去除无机碳, 重复 2 次, 离心倒掉上

蓬、碱蓬、柽柳和白茅根中 N 的含量显著低于叶和

清液; 再用超纯水离心洗涤多次去除剩余盐酸, 直至

茎, 而芦苇根和茎的 N 含量显著低于叶。

洗涤液为中性; 50 ℃烘干后, 待测。各指标在测定时,

由海到陆过渡过程中, 除翅碱蓬茎的 C 含量明

均做 3 次平行, 测量标准偏差均小于 0.5%。

显高于碱蓬外, 其他植被群落优势种各器官中 C 的

1.3

含量总体呈现增加趋势, 这可能是由于翅碱蓬植株

数据处理
用 Microsoft Excel、Origin 9.0 处理、绘图, 并对

矮小, 茎中也含有大量叶绿素, 可进行光合作用固

植物叶片和土壤元素含量及 C、N、P 化学计量比之间

定 CO2, 其 C 含量与叶片中的 C 含量无显著差异。

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 采用 Pearson 法进行相关关系

随着向内陆延伸, 芦苇、柽柳和白茅的茎和叶片中 C

分析; 用 SPSS 13.0 统计软件对植物和土壤 C、N、P

含量逐渐增加, 但是根和茎的 C 含量显著低于叶片;

含量及其化学计量比等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芦苇、柽柳和白茅的根和叶片中 N 含量呈降低趋势,

(One-Way ANOVA), 利用 LSD 检验法检验数据之间的
显著性, 并用字母表示, 显著水平为 P<0.05, 极显著
水平为 P<0.01。

2

不同植物各器官的 C∶N 值变化没有明显的规
律性; 翅碱蓬茎的 C∶N 值显著高于根和叶, 白茅各
器官的 C∶N 值则呈现出与 C 含量一致的变化趋势,

结果与分析

2.1

而不同器官中 P 含量均呈波动趋势。

其他植被茎和叶的 C∶N 值无显著差异。翅碱蓬和

黄河三角洲典型植被群落的生物量
黄河三角洲不同群落植被地上部分生物量(干重)

碱蓬茎中的 C∶P 值高于叶片, 白茅叶片的 C∶P 值

如图 2 所示, 芦苇群落生物量最高, 达 2 744 gm2, 其

显著高于茎和根, 芦苇和柽柳的根、茎、叶的 C∶P

次是白茅群落。翅碱蓬群落地上部生物量最低, 仅

值无显著差异。碱蓬和芦苇的茎中 N∶P 显著高于

为 790 gm2, 且与柽柳群落地上部分生物量间不存

根和叶片, 且 5 种植被叶片的 N∶P 均小于 12。

在显著差异, 主要可能由于柽柳群落的优势种柽柳

不同植被类型由海到陆过渡过程中不同器官中

虽是灌木植物, 植株相对高大, 但是其密度远低于

根和叶片的 C∶N 值呈现出先增加后降低后又增加

翅碱蓬群落。

的趋势, 茎的 C∶N 值则表现为先降低后增加的趋
势, 叶片中的 C∶P 值呈逐渐增加的趋势。
2.3

典型植被区土壤 C、N、P 元素含量及化学计
量特征
黄河三角洲不同草本植被类型的土壤有机碳、

氮含量表现出一致的变化规律, 即由海到陆呈现出
增加的趋势(芦苇地土壤除外), 白茅群落土壤有机
碳 含 量 最 高 , 各 层 土 壤 有 机 碳 含 量 平 均 值 为 8.59
gkg1, N 含量平均值为 0.69 gkg1, 而灌木柽柳土壤
有机碳、氮含量均低于芦苇地。不同植被类型表层
图2
Fig. 2

研究区典型植被群落的地上部分生物量

Above-ground biomass of typical plant communities in
the study area

CJP: 翅碱蓬群落; JP: 碱蓬群落; LW: 芦苇群落; CL: 柽柳群落;
BM: 白茅群落。图柱上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植被群落间差异显著。CJP:
Suaeda salsa; JP: Suaeda heteropter; LW: Phragmites communis; CL:
Tamarix chinensis; BM: Imperata cylindrical.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mean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plant communities at 0.05 level.

土壤有机碳含量最高, 随土层深度增加土壤有机碳
含量逐渐降低。各植被土壤表层 N 含量均高于下层
土壤(翅碱蓬除外), 随土层深度变化, 下层土壤 N 含
量变化不显著。不同植被土壤 P 的含量变幅在
0.5~0.75 gkg1, 且不同土层之间无显著差异(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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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典型植被群落优势种根、茎、叶的 C、N、P 含量及其化学计量比

C, N, P contents and their stoichiometry ratios in root, stem and leaf of dominant species in different typical plant
communities in the study area

CJP: 翅碱蓬群落; JP: 碱蓬群落; LW: 芦苇群落; CL: 柽柳群落; BM: 白茅群落。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偏差。同一植被群落不同器官间不同小写字
母表示在 0.05 水平差异显著。CJP: Suaeda salsa, JP: Suaeda heteropter; LW: Phragmites communis; CL: Tamarix chinensis; BM: Imperata cylindrical. Data
are mean ± SD.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within the same plant community mean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organs at 0.05 level.

翅碱蓬—碱蓬—芦苇植被过渡过程中土壤 C∶N

的关系, 发现不同土层的土壤 C、N、P 含量与植物

值总体呈降低的变化趋势, 柽柳土壤 C∶N 值最高,

叶片的 C、N、P 含量及 C∶N、C∶P 和 N∶P 的相

白茅草甸土壤 C∶N 值较低。翅碱蓬地表层土壤 C∶N

关关系不同(表 2)。总体来讲, 植物叶片 C、N、P 含

值显著高于下层土壤, 碱蓬和柽柳土壤 10~20 cm 土层

量以及 C∶N、C∶P 与 0~10 cm、10~20 cm、20~40

的 C∶N 值显著高于表层, 芦苇和白茅草本植物不同

cm 土层土壤的 C、N 含量之间均存在显著的相关关

土层土壤 C∶N 值无显著差异。由海到陆演变过程中

系; 相比叶片 C 含量及与土壤 P 含量之间显著的相

土壤 C∶P 值和 N∶P 值表现出一致的变化趋势, 即草

关性而言, 植物叶片 N、P 含量及 C∶N、C∶P、N∶

本植物生长区土壤总体呈现出逐渐增高的趋势, 而柽

P 与土壤 P 含量之间基本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其

柳灌木土壤 C∶P 值和 N∶P 值低于芦苇地; 翅碱蓬土

中叶片 C 含量与 40~60 cm 土层外的各土层 C、N、

壤的 C∶P 值、碱蓬土壤 C∶P 值和 N∶P 值表层土壤

P 含量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P<0.05), 而叶片 N、P

显著高于下层土壤, 其他植被类型土壤表层土壤与下

含量与 40~60 cm 土层除外各土层 C、N 含量则呈显

层土壤 C∶P 值和 N∶P 值基本无显著差异(图 4)。

著负相关关系(P<0.05)。植物叶片的 C∶N 值与 0~10

2.4

典型植被植物叶片与土壤 C、N、P 化学计量

cm、10~20 cm、20~40 cm 土层的土壤 C、N 含量呈

特征的关系

极显著正相关关系(P<0.01), 而叶片 C∶P 值与 0~10

通过分析植物叶片化学计量学特征与土壤因子

cm、10~20 cm 土层的土壤 C、N 含量呈极显著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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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典型植被群落不同土层土壤 C、N、P 含量及其化学计量比

C, N, P contents and their stoichiometry ratios in different soil layers of different typical plant communities in the study area

CJP: 翅碱蓬群落; JP: 碱蓬群落; LW: 芦苇群落; CL: 柽柳群落; BM: 白茅群落。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偏差。同一植被群落不同土层间不同小写字
母表示在 0.05 水平差异显著。CJP: Suaeda salsa; JP: Suaeda heteropter; LW: Phragmites communis; CL: Tamarix chinensis; BM: Imperata cylindrical. Data
are mean ± SD.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within the same plant community mean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soil layers at 0.05 level.

表2
Table 2

研究区典型植被植物叶片化学计量学特征与不同土层土壤 C、N、P 含量的相关关系

Correlations between leaf stoichiometry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typical plant communities and soil C, N and P contents
in different layers

土壤 C
Soil C

土壤 N
Soil N

土壤 P
Soil P

土层
Soil layer (cm)

叶片 C
Leaf C

叶片 N
Leaf N

叶片 P
Leaf P

叶片 C∶N
Leaf C∶N

叶片 C∶P
Leaf C∶P

叶片 N∶P
Leaf N∶P

0~10

0.69*

0.61*

0.64**

0.70**

0.70**

0.80

10~20

0.62

*

0.51*

0.40*

**

0.70**

0.80

20~40

0.71*

*

*

0.90*

0.40

0.75

0.30

0.69

0.30**

*

40~60

0.70

0.43

0.71

0.30

0.90

0~10

0.52*

0.53*

0.80*

0.30**

0.50**

0.56

10~20

0.53*

0.54*

0.70**

0.00**

0.40**

0.60

20~40

0.61

*

*

40~60

0.20

0~10

0.64

0.90

*

0.10

**

0.30

0.30*

0.50
0.60

0.43

0.80

0.30

0.50

0.72*

0.40

0.90*

0.10

0.30*

0.50

10~20

0.64

*

0.50

0.60

0.10

0.30

0.30

20~40

0.65*

0.36

0.70

0.30

0.10

0.60

40~60

0.51

0.39

0.50

0.60

0.20

0.30

*和**分别表示显著(P<0.05)和极显著相关(P<0.01)。* and ** mean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at 0.05 and 0.01 levels,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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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系(P<0.01), 而与 20~40 cm 和 40~60 cm 土层土

主要由于翅碱蓬地位于潮间带, 虽然受潮水携带的

壤 C、N 含量的相关性减弱。

海源有机质输入影响 [25], 但是频繁的潮涨潮落加速

3

了 N 的淋滤作用 [26] 。而碱蓬地和柽柳地表层土壤

讨论

3.1

C∶N 值则显著低于 10~20 cm 土层, 10~20 cm 土层

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土壤 C、N、P 生态化

土壤 N 素的降低是导致 C∶N 值增大的主要原因。

学计量特征

芦苇地和白茅草甸土壤各土层 C∶N 值不存在显著

土壤 C、N、P 元素作为影响作物生长发育所必

差异。土壤 C∶N∶P 值的影响因素较多, 主要受区

须的养分元素, 在植物生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

域成土特征和水热条件的控制, 比如气候、地貌、

用,其含量多少及成分组合状况, 均会受到土壤元素

植被、母岩、年代和土壤微生物等因子和人为活动

含量的影响 [21-23] 。本研究结果表明黄河三角洲自然
保护区土壤 C、N、P 含量平均值为 4.78 gkg1、0.32
gkg1 和 0.53 gkg1。土壤 C、N 含量均远低于全国
1

1

的平均水平(10 gkg 和 0.65 gkg ), 土壤 P 含量略
低于全国平均含量(0.56 gkg1)[24]。与农用地和林地
不同 [21-23], 研究区土壤表层 C、N 含量与下层差异不
大, 主要是由于虽然表层土壤凋落物较多, 土壤微
生物活动促进有机质的腐殖化, 但是频繁的潮水影
响, 可能会带走大量有机质 [25]; 另外, 采样区土壤
砂型, 养分元素易随水向下层迁移 [26], 故表层土壤
C、N 含量与下层土壤之间差异较小。
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土壤 C、N 含量与植被
生物量变化趋势大体一致, 表明植物凋落物是土壤
C、N 的重要来源。翅碱蓬、碱蓬、柽柳等植被生物
量小, 植被凋落物归还量小, 有机碳、有机氮积累少;
芦苇和白茅生物量相对较大, 凋落物归还量大, 土
壤 C、N 含量较高。土壤有机碳、有机氮含量除受

的影响等。
研究区不同植被类型的土壤 C、N、P 含量变化
不是很大, 使得土壤 C∶N∶P 的空间变异性较小[30]。
而且研究区分布在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内, 受人
为活动干扰少, 因而土壤 C∶N∶P 计量特征主要受
植被类型的影响。对比前期工作 [31] 中研究的黄河三
角洲未利用地开发过程中植物与土壤碳氮磷化学计
量特征, 未利用地开发的过程中, 土壤 C∶N 和 C∶P
值范围分别为 7.11~20.96 和 3.16~21.04, N∶P 值范
围为 0.44~1.66。本研究区域土壤 C∶N 值为 9.5~31.2,
C∶P 值变幅为 4.8~17.3, N∶P 值为 0.2~1.35, 与未
利用地开发过程中土壤化学计量特征相比, 保护区
C∶N 值略高, C∶P 值稳定, 而 N∶P 值较低。主要
是由于土地未利用地开发过程中, 土壤受到不同程
度人为活动干扰, 以及作物生长过程中周期性的排
干、施肥和生长季末作物收获等影响, 增加了土壤

输入土壤的有机质数量影响外, 还取决于其腐殖化

元素的输入和有机质的腐殖化过程, 而本研究区域

系数的大小, 与白茅草甸土壤相比, 芦苇地长年受

处于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内, 人为干扰较少, 而

积水影响, 土壤有机质的腐殖化速度相对缓慢, 故

且地势较低, 受积水环境影响, 凋落物腐殖化速度

而芦苇地土壤有机碳和有机氮含量低于白茅草甸土

相对缓慢, N 素淋洗作用增强, 造成土壤 C∶N 值较

壤。此外, 研究区土壤 N 素的另一个主要来源是大

高, N∶P 值较低。土壤 C∶P 值是衡量微生物矿化

气氮沉降, 主要以硝态氮形态沉降为主

[26]

, 但是研

土壤有机质释放 P 或从环境中吸收固持 P 潜力的一

,

种 指 标 , 是 土 壤 矿 化 能 力 的 标 志 [32], 较 低 的 土 壤

导致该区氮素缺乏。而土壤 P 主要来源于岩石的风

C∶P 值有利于微生物分解释放养分, 促进土壤中有

化作用和植物凋落物的分解, 绝大部分不能为植物

效磷含量的增加, 有效性提高, 而高 C∶P 值会导致

直接吸收利用, 易被植物吸收利用的速效态磷含量

微生物与植物竞争土壤中的无机磷, 不利于植物生

通常很低; 另外 P 元素不易从表土中向下移动到深

长 [33], 本研究中, 土壤 C∶P 值变幅较小, 说明不同

层被植物根系吸收, 黄河三角洲滩地盐碱土壤中

植被生长区 P 含量相对稳定。C∶P 值远低于我国平

究区土壤常年受潮水影响, 土壤 N 容易随水迁移

[27]

Ca 含量高, 土壤中 P 易沉淀、被吸附, P 的有效性

均值(136)和全球平均值(186)[34], 说明该区域土壤 P

低 [28-29], 难被植物吸收利用, 故而该研究区不同植

为净矿化, 土壤 P 有效性相对较高。

被类型土壤 P 含量差异不大, 且各土层 P 含量无显

3.2

2+

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植物 C、N、P 生态化
学计量特征及 N 的限制作用

著差异。
土壤 C∶N∶P 是评价土壤养分情况和土壤养分

植物与土壤是生态系统生物因子和环境因子的

元素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本研究发现, 翅碱蓬

代表, 作为营养元素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重要环节,

地表层土壤 C∶N 值显著高于其他土层(P<0.05), 这

二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植物叶片 C、N、P 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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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与土壤 C、N 含量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表明植

含量的限制, 较高的 N∶P 值反映植物生长受 P 的限

物生长过程中叶片化学计量特征受土壤元素含量的

制。问题是当 N∶P 值升高到什么程度才是 P 限制,

影响。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植被中, 除白茅叶片

仍然是难以确定的一个临界值。本研究中, 翅碱蓬、

1

的 C 含量(591.5 gkg )高于陆生植物叶片 C 平均含
1

碱蓬、芦苇、柽柳和白茅的叶片 N∶P 阈值最高为

量(464 gkg )外, 其他植被类型 C 含量均低于全国

11.9, 均小于 14, 根据这一理论判断, 表明研究区植

平均水平, 叶片 N 含量平均值小于全国平均水平

物生长受 N 限制。

1 [35]

(20.2 gkg )
1 [36]

gkg )

, 而 P 含 量普遍高于 全国水平(1.5

综上研究分析, 研究区土壤化学计量特征和植

。由此可见, 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植物叶

物生态化学计量特征的结果均显示出黄河三角洲自

片具有较低的 C、N 含量和较高的 P 含量, 与土壤 C、

然保护区植被生长受 N 素因子的限制, 进一步结合

N、P 含量的变化是同步的。根系是植物从土壤中直

保护区土壤元素含量水平的结果分析, 采样区 0~60

接吸收营养元素的最主要的器官 [37], 是土壤-植物之

cm 土层土壤 N 含量的平均值均小于全国平均值

间联系的纽带。根系对土壤变化的反应最敏感, 植

(0.65 gkg1), 这与李远等 [41]的研究结果相一致。由

物体需要的 N、P 元素需要根系选择性地从土壤中

此可以得出结论, 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植被的生

吸收, 以满足植物体内元素稳定。叶片是植物体营

长确实受 N 限制。

养元素利用的最主要场所, 植物体营养元素通过叶
片凋落而流失 [38], 所以叶片是植物体营养元素的输

4

结论

出端。叶片和根系作为植物体营养元素的输出和输

对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内的典型植被及土壤

入端, 为了保持该系统的动态平衡, 二者的营养元

C、N、P 含量及 C∶N∶P 化学计量特征的研究结果

素比值应该一致。本研究结果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显示, 黄河三角洲土壤有机碳、氮含量均低于全国

研究发现不同植被叶片和根系的 N∶P 值比较接近,

水平, P 含量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且各土层土壤 P

表明该区植被营养输入与输出的比例一致, 系统稳

含量相对稳定, 土壤 C∶N∶P 化学计量特征显示土

定。因此, 本文认为叶片和根系的 N∶P 值比较可以

壤 N 的匮乏是 C∶N 和 N∶P 值变化的主要原因。5

作为植物生长状况的一个评价指标。
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植被均具有较低的 C∶N
和 C∶P 值, 表明该区域植物体具有较低的 C 同化能
力, 植物的营养利用效率较低 [39]。在土壤 N 含量匮
乏, P 含量有效性较高的前提下, 植物的主要器官叶
片和根系表现出与土壤元素含量一致的趋势, 由此
推测植物叶片和根系 N 含量较低主要是由于土壤供
N 不足所致。结合前期工作 [31], 未利用地开发过程
中, 随着氮肥的施用, 植被 N∶P 值增大, 进一步表
明土壤 N 匮乏是保护区植被生长的限制因子。
植物叶片的 N∶P 值在许多研究中都被作为判
断植物生长限制因子的指标 [40], 判断环境对植物生
长的养分供应状况和对植物生长速率的影响。当前
多数研究采用 Koojiman [40]提出的生态系统 N∶P 阈
值, 即当植物叶片 N∶P>16, 植物受 P 限制; N∶
P<14, 受 N 限制; 处于二者之间则共同限制或者都
不限制。该结论被广泛地应用于生态系统限制因子
的判断。也有研究认为, 生态系统本身的复杂性决
定了不能够采用单一的指标判断系统的限制因子,
不同研究区域、生态系统类型以及植被种类的不同,
N∶P 临界指标会有很大的变化 [40]。但是一般可以接
受的观点是: 较低的 N∶P 值反映植物生长受 N 素

种植物各器官中 C 和 P 含量均是叶片最高, 白茅茎
的 C 和 P 含量高于根, 其他植被均为根含量高于茎。
不同植被各器官中 N 含量均为叶>茎>根。叶片与根
系的 N∶P 值接近, 保护区生态系统元素输入输出
相对稳定, 且叶片 N∶P 值均小于 12, 进一步证明 N
是植物生长的限制因子。综合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
区土壤和植被 C、N、P 化学计量特征结果表明, N
已经成为保护区生态系统植被生长的限制因子, 因
此在自然保护区的保护过程中可加强固 N 植物的保
护, 增加土壤中 N 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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