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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乌素沙地油蒿枯落物分解对增温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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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明确油蒿枯落物分解速率对增温的响应，有助于理解和预测气候变化背景下毛乌素沙地典型灌丛生态系统
的碳循环和养分循环。【方法】应用开顶箱模拟增温，以自然状态为对照，结合分解袋法，研究增温对毛乌素沙地油蒿枯落
物分解的影响。【结果】模拟增温降低了枯落物分解速率。（1）自 2017 年 5 月起至 2017 年 10 月实验结束时，增温处理
下，油蒿枝条和叶片枯落物质量残余率分别为 91.07% 和 71.73%，而对照处理下，分别为 86.08% 和 60.74%；（2）不同时段
不同处理条件下不同种类的枯落物分解速率不同，各影响因子之间存在交互作用；（3）Olson 负指数模型结果表明，在模
拟增温条件下，油蒿枝、叶枯落物的分解系数 k 均显著低于对照处理；（4）增温对枯落物细菌多样性和群落结构没有影
响。【结论】增温可能减缓干旱半干旱区植物枯落物分解，并且温度对枯落物分解的抑制作用与分解时间和枯落物类型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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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response of litter decomposition rate of Artemisia ordosica to warming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and predict the carbon cycle and nutrient cycling of the Mu Us Desert of northwestern
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limate change. [Method] The Open Top Chamber (OTC) was used to
simulate the warming, and plant decomposition was put into the mesh bags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warming
on the decomposition of Artemisia ordosica litter. [Result] The residual rate of litter quality of each part
under the warming treatment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simulated warming reduced the rate of litter
decomposition. (1) From May to October in 2017, under the warming treatment, the residual rates of the
twig and letters were 91.07% and 71.73%, respectively, but under control, the two indicators were 86.08%
and 60.74%; (2) different types of litter decomposition rates were different under varied treatment conditions
at different time periods, an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interactive effects between each influening factor; (3)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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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son negative index model showed that under the warming treatment, the decomposition coefficient k of
the twigs and leaves of Artemisia ordosica litter was lower than that of control. (4) Warming didn’t affect the
bacterial diversity and structure of litter. [Conclusion] Warming may slow down the decomposition of plant
litter in arid and semi-arid areas, and the inhibition of warming on litter decomposition is related to
decomposition time and litter types.
Key words: the Mu Us Desert; Artemisia ordosica; litter; bacterial community; open top chamber; warming

全球变暖持续影响着陆地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

候变化背景下对干旱半干旱生态系统碳收支预测的

能 。据 IPCC 报道，由温室气体的排放造成的气候

准确性。毛乌素沙地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屏障，

变暖现象，会使得全球气温平均升高 1.8 ~ 4.0 ℃，而

该地区在植被恢复过程中形成了以油蒿为优势物种

且这种趋势在未来将持续存在并有扩大的可能 。

的灌丛群落。研究增温对毛乌素沙地油蒿枯落物分

枯落物分解是土壤有机质的一个重要来源，其对陆

解的影响，对于揭示该地区枯落物分解与温度的关

地生态系统物质循环有着深远的意义

系、预测未来气候变暖对生态系统内物质循环的影

[1]

[2]

。

[3−5]

目前，学界通过控制实验和模型模拟的方式均
发现，温度升高会影响枯落物的分解，但对其影响的
方向（促进或抑制）与强度则存在很大的争议 [6]。一

响有着重要意义。

1 研究区概况

部分研究认为，增温能够促进枯落物分解[7−10]。也有

研究区位于宁夏盐池毛乌素沙地生态系统国家

研究表明，增温对于混合物种的枯落物分解总量没

定 位 观 测 研 究 站 （37°42 ′31 ″N， 107°13 ′37 ″E， 海 拔

有显著的影响，却对不同物种枯落物的分解速率产

1 530 m），该沙生灌丛生态系统可以代表毛乌素沙地

生了分化式影响

。还有研究认为，增温对于枯落

广泛分布的生态系统类型。该地属于中温带大陆性

。可以看出，增温处理对枯落

气候，年平均气温为 8.3 ℃，年平均降水为 292 mm，

物分解的影响不同（如：促进、抑制和无作用），这可

远低于年均潜在蒸散量 2 024 mm（1954—2014 年，

能是由于所处生态系统的不同及受分解的枯落物组

盐池气象站）。另外，降雨有明显的季节变异（80%

分（含有 C、N、P 养分元素的易分解组分和木质素、

的 降 雨 集 中 在 6 — 9 月 ）和 年 际 变 异 （年 降 水 量 从

纤维素等难分解有机组分）差异所导致。有研究表

145 mm 到 587 mm）。灌木优势种为油蒿（Artemisia

明，增温对不同器官（如：茎和叶）的分解促进作用确

ordosica）、 杨 柴 （Hedysarum mongolicum）、 沙 柳

实存在差异

（Salix cheilophila）和 花 棒 （Hedysarum scoparium）。

[11]

物分解有抑制作用

[12−14]

，说明枯落物自身基质质量在一定条

[15]

件下（外界条件基本一致的情况下）起着主导作用。

灌 丛 中 草 本 植 物 主 要 是 赖 草 （Leymus secalinus）、

研究发现，C/N 和 N 含量是预测分解的最好指标

白 草 （Pennisetum centrasiaticum）和 沙 生 针 茅 （Stipa

。

[16]

综上所述，枯落物分解对于增温的响应具有分化性，

glareosa）。土壤以风沙土为主[20]。

并且主要受环境因子和枯落物基质质量的综合调控。

2 研究方法

此外，温度的变化也可以通过影响微生物量、微
生物活性以及群落结构进而影响枯落物的分解过

2.1

试验设计

，但温度升高在枯落物分解过程中对微生物

油蒿是北方沙区典型沙生灌丛生态系统优势物

的影响仍不明晰。一部分研究认为温度的升高通过

种，在生态系统恢复重建和促进群落演替中发挥着

提高微生物的酶活性促进枯落物的分解速率，另一

极其重要的作用。本研究以油蒿为研究对象，采用

部分研究认为增温使得微生物酶失活从而抑制枯落

开顶箱和分解袋相结合的方法，检验模拟增温对油

物的分解。因此，增温对枯落物分解影响的规律和

蒿枯落物不同器官（枝、叶）分解速率的影响。

程

[17−19]

机制仍不明确，是需要探索的重要科学问题。

实验采用完全随机区组设计，在油蒿群落取

我国已有的关于探究增温对枯落物分解速率影

9 块地势平坦、植被均一、植物生长良好的样地，样

响的研究多针对森林、草地和湿地等生态系统，并且

地之间相距约 5 m，每块样地内分别设置增温组和对

增温对于枯落物分解的影响缺乏一致的结果。关于

照组。样地周围布设围栏，防止动物践踏破坏。具体

干旱半干旱地区沙生灌丛生态系统枯落物分解对气

实验布设情况如图 1 所示。

候变暖响应的研究较少

，尤其增温将如何影响

实验于 2017 年 5—10 月进行。采用有机玻璃制

沙生物种枯落物不同构件的分解仍不清楚，这制约

成的开顶箱（OTC）进行增温。枯落物采集于 2017 年

着荒漠生态系统碳循环理论体系的完善，降低了气

生长季前期，收集实验样地内的油蒿的枝条和叶片

[13−14]

北

136

京

林

业

大

学

学

第 42 卷

报

红色圆点表示增温组；黄色圆点表示对照组。Red points represent warming treatment; yellow points represent control.
图 1 实验布设图
Fig. 1 Experimental layout

的立枯物，自然风干后，将收集好的枯落物过筛，去

剩余的干物质质量占放置前枯落物的干物质质量的

除表面土壤、土壤动物和其他杂质。将油蒿的枝叶

百分比。

分开，并且把油蒿枝剪成 3 ~ 4 cm 的小段，每一种枯
落物混合均匀后，装入规格为 50 目、大小为 10 cm ×
10 cm 的 尼 龙 网 袋 中 ， 其 中 油 蒿 叶 每 袋 放 入 （1 ±

D = (Wt /Wo ) × 100%

(1)

式中：D 为枯落物质量残余率（%）， Wt 为样品分解

0.005） g， 油 蒿 枝 每 袋 放 入 （2 ± 0.005） g。 2017 年

t 时间后剩余的质量（g），Wo为样品的初始质量（g）。

5 月 17 日，将分解袋分别贴地面布置在各个样地

2.3.2

枯落物含水率计算公式为：

内，每个 OTC 内 2 种枯落物各放 5 袋，对照组内放

SWC = (Ww − Wd ) × 100%

置 同 样 的 分 解 袋 。 随 后 于 6 月 18 日 、 7 月 17 日 、
8 月 23 日以及 10 月 16 日将分解袋内的枯落物回
收。取样时分别从 9 个样地内每种枯落物各取一袋
带回实验室，清除表面杂质，清水漂洗后风干，将风
干 后 的 枯 落 物 恒 温 75 ℃ 烘 至 恒 质 量 （48 h）并 称
质量。
为测定枯落物上的微生物群落的多样性和群落
组成，于 2017 年 9 月 10 日将实验样地内的枯落物
回收，取样时每个 OTC 内每种枯落物取一袋，对照
组取同样的枯落物，共 36 袋。将取出的枯落物放置
在塑封袋内编号，回到实验室后去除表面杂质后放
置在−80 ℃ 的冰箱内保存。
2.2 土壤温度和水分含量测定

每 块 样 地 中 放 置 EM50 自 计 数 据 采 集 器
（Decagon, USA）各一套，土壤温度（0 cm 和 5 cm）和
体积含水量（5 cm）通过布设在样地内的 5TE 土壤温
湿 度 探 头 （Decagon Devices, Pullman, WA, USA）测
定，每 30 min 记录一次数据。
2.3 样品分析
2.3.1 枯落物质量残余率的测定

枯落物质量残余率是指放置一段时间后枯落物

枯落物含水率的测定
(2)

式中：SWC 表示土壤体积含水量，Ww 表示枯落物湿
质量，Wd 表示枯落物干质量。
2.3.3

枯落物细菌群落多样性和群落结构的测定

采 用 16S rDNA 扩 增 子 测 序 技 术 测 定 细 菌 群
落多样性和群落结构。使用 α 多样性指数中的
Shannon 指数和 ACE 指数评估物种的多样性和丰富
度。其中，Shannon 指数是群落分布多样性指数，该
指数越大，表明样品细菌群落多样性越高，ACE 指
数可以表明群落丰富度，该指数越大，表明样品细菌
群落丰富度越高；使用单因子相似性分析检验群落
结构的变化情况，R 值的范围为−1 到 1，R 值越接近
1 表示组间差异越大于组内差异，R 值越小则表示组
内和组间没有明显差异。
2.3.4

枯落物分解系数 k 的计算

本研究采用 Olson 负指数衰减模型对枯落物分
解过程进行拟合[21]：
y = ae−kt

(3)

式中：y 为枯落物残余率（%），a 为拟合参数，k 为分
解指数（g/（g·a）），t 为分解时间（年）。其中分解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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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值可用来表示枯落物分解速率的快慢，k 值越大分

R 软件 3.4.2。

解速率越快。

3 结果与分析

2.3.5 分析方法

采用配对 t 检验检验增温对环境变量（土壤温

3.1

OTC 的增温效果

度、土壤含水率）的影响，采用 t 检验检验枯落物细

本研究以观测期间土壤表层和 5 cm 深处温度

菌群落多样性和丰富度对增温的响应，采用 t 检验检

以及湿度的天平均值计算增温幅度（图 2）。观测期

验每次取样时增温对枯落物含水率的影响，采用三

间，实验样地内增温组（warming) 的温度较对照组

因素方差分析（three-way ANOVA）检验分解时间、

（control）有不同程度的升高，其中表层土壤平均增

增温处理、枯落物类型对枯落物分解的影响，显著性

温幅度为 1.83 ℃，土壤 5 cm 处平均增温幅度为 1.17 ℃

水平均为 α = 0.05；采用非线性回归分析得到不同条

（土壤表层增温幅度最大值为 10.47 ℃，土壤 5 cm 处

件下不同类型枯落物的分解系数（k）；采用单因子相

增温幅度最大值为 3.17 ℃）；另外，增温显著提高了

似性分析（one-way ANOSIM）检验增温对枯落物细

土壤含水率。结果表明，OTC 增温效果明显，实验期

菌群落结构的影响。本文中数据分析和做图均使用

间对土壤温湿度均有显著的影响（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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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研究区试验期间增温组和对照组地表温度、土壤温度和土壤体积含水量的日变化
Fig. 2 Daily changes of soil surface temperature, soil temperature at 5 cm depth and soil volume water content at different
sample plots of warming treatment and control from May to October in 2017 in the study area

表 1 实验期表层土壤平均温度（T0）、土壤 5 cm 深
处平均温度（T5）及土壤体积含水量（SWC）

枝和叶在增温组和对照组的枯落物质量残余率的动

Tab. 1 Average temperature of surface soil (T0), average
soil temperature at 5 cm depth (T5) and average soil volume
water content (SWC) during the experimental period

增温组还是对照组，油蒿枝的质量残余率均大于油

处理 Treatment

T0/℃

T5/℃

SWC/(m3·m− 3)

增温 Warming

21.99 ± 0.51a

20.16 ± 0.41a

0.098 ± 0.003a

对照 Control

20.16 ± 0.53b

18.99 ± 0.41b

0.088 ± 0.003b

注：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0.05水平上差异显著。下同。Notes: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t 0.05 level. The same below.

本研究以观测期间增温组和对照组枯落物含水
率的差异表征增温对近地表空气湿度的影响。观测
期间，增温提高了油蒿不同构件枯落物含水率，其中
油蒿叶枯落物含水量的变化幅度范围在 0.17% 到
54.42% 之间，油蒿枝枯落物含水量变化幅度范围在
0.25% 到 77.35% 之间（图 3）。t 检验结果显示，增温
显著提高了分解 61 d 和 152 d 后油蒿叶的含水量，
以及分解 61 d、98 d 和 152 d 后油蒿枝的含水量。
3.2 增温对枯落物分解的影响

经过 181 d 的野外控制实验得到了油蒿枯落物

态变化（图 4）。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结束时，无论在
蒿叶（增温条件下油蒿枝、叶枯落物质量残余率分别
为 91.07% 和 71.73%，对照条件下，此两项指标分别
为 86.08% 和 60.74%），表明油蒿枝的分解率小于油
蒿叶，枯落物种类显著影响了枯落物的质量残余率
（df = 1， F = 520.43，P < 0.01）；且在不同的时段和不
同处理条件下，油蒿枝、叶枯落物的分解速率呈现
出不同的趋势（数据未展示），表明分解时间（df = 3，
F = 136.82， P < 0.01）、以及分解时间和枯落物种类、
分解时间和处理之间的交互作用（df = 3， F = 42.25， P <
0.01；df = 3， F = 3.96，P < 0.01）同样显著影响着枯
落物的分解。除此之外，各种枯落物的质量残余率
在增温条件下均高于对照条件，观测期截止时，增温
组油蒿叶的质量残余率高于对照组 10.99%，油蒿枝
为 4.99%，说明增温抑制了枯落物分解，处理显著影
响了枯落物的分解（df = 1， F = 52.78， P < 0.01）。综
上所述，处理（增温和对照）对枯落物分解的影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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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ame below.
图 3 各种类型枯落物的含水率
Fig. 3 Water content of various types of l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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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各种类型枯落物在不同处理条件下质量残余率的变换过程
Fig. 4 Dynamic changing process of mass residual rates of various types of litter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s

表现为显著，即同一种枯落物在不同的温度条件下

枝，且对照组的 k 值大于增温组（增温组油蒿叶 k 值

呈现不同的分解动态过程；分解时间也是影响枯落

为 0.824，对照组油蒿叶 k 值为 1.176；增温组油蒿枝

物分解的主要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枯落物质量残

k 值为 0.181，对照组 k 值为 0.313）。再次说明了增

余率也呈现出不同的状态；枯落物种类即基质性质

温抑制了枯落物分解，并且增温对于油蒿枯落物不

也是质量残余率呈现差异的原因之一，具体现为同

同器官的分解影响存在差异性。

种环境条件下不同的枯落物质量残余率之间差异性

3.3

增温对细菌群落丰富度和多样性的影响

显著。除此之外，分解时间、枯落物种类和处理之间

增温组和对照组油蒿枝和油蒿叶枯落物细菌群

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表明增温对枯落物分解的抑

落在 OUT 水平上的 Shannon 指数和 ACE 指数如图 5

制作用与枯落物的种类和分解时间有关（表 2）。

所 示 。 增 温 条 件 油 蒿 枝 枯 落 物 Shannon 指 数 和

为了更加形象直观地描述枯落物分解的复杂过

ACE 指数分别为 6.44 和 438.56，对照组这两项指标

程，本研究采用 Olson 负指数衰减模型对不同样地

分别为 6.14 和 451.37，温度升高油蒿枝枯落物细菌

内不同处理下的油蒿枝和油蒿叶枯落物的质量残余

群落的多样性和丰富度没有影响（ACE 指数：P =

率进行非线性拟合，得到质量残余率随时间变化的

0.71；Shannon 指数：P = 0.48）；增温条件下油蒿叶枯

指数方程（表 3），分解系数 k 值越大表示枯落物分解

落物 Shannon 指数和 ACE 指数分别为 5.41 和 417.79，

得越快。经计算得，油蒿叶枯落物系数 k 均大于油蒿

对照组这两项指标分别为 5.48 和 470.93，温度升高

第6期

牟

表2

钰等： 毛乌素沙地油蒿枯落物分解对增温的响应

枯落物质量残余率的 ANOVA 分析结果

Tab. 2

4 讨论与结论

ANOVA analysis results of mass
residual rates of litter

影响因素
Influencing factor

139

研究增温对优势物种油蒿的不同构件枯落物分
解的影响，对于揭示枯落物的分解与温度和基质质

df

F

P

分解时间
Decomposition time

3

136.82

< 0.01

枯落物种类 Litter type

1

520.43

< 0.01

气候因素（温度、水分）是枯落物分解的首要影

处理 Treatment

1

52.78

< 0.01

响因素[22−23]。以往的增温实验结果表明，增温通常会

分解时间 × 枯落物种类
Decomposition time × litter type

3

42.25

< 0.01

引起环境中水分含量的变化，有研究表明温度的升

分解时间 × 处理
Decomposition time × treatment

3

3.96

< 0.01

处理 × 枯落物种类
Treatment × litter type

1

9.24

< 0.01

分解时间 × 枯落物种类 × 处理
Decomposition time × litter type ×
treatment

3

0.39

0.76

量的关系，预测未来气候变暖对生态系统内物质循
环的影响有着重要意义。

高会导致土壤水分含水量的下降 [17]，相反也有研究
表明增温显著增加了土壤含水量 [18]。本研究中，实
验期间增温显著提高了土壤水分以及部分时间段内
的枯落物含水量，这可能是由于 OTC 内温度的升高

注：P < 0.01表示极显著相关；P < 0.05表示显著相关；P > 0.05表示不
相关。Notes: P < 0.01 indicates extremely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P <
0.05 indicates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P > 0.05 indicates no correlation.

引起的深层土壤水分加速蒸发导致的，土壤中的水
汽被地表枯落物吸收，导致枯落物含水量上升。本
研究中，增温处理条件下枯落物质量残余量大，增温
抑制枯落物分解。增温对于枯落物分解的抑制作

表3

不同种类枯落物质量残余率（Y）随时间（t）的
负指数回归方程

Tab. 3 Negative exponential regression equations of mass
residual rates with time (t) for different types of litter
枯落物种类
Litter type
叶Leaf

枝Twig

处理
Treatment

模型
Model

k

R

对照 Control

Y = 0.997e−1.176t

1.176

0.987

增温 Warming Y = 0.999e− 0.824t

0.824

0.949

0.313

0.918

0.181

0.865

对照 Control

Y = 0.992e− 0.313t

增温 Warming Y = 0.989e

− 0.181t

2

用，可以从下两个方面解释。首先，增温导致的地面
蒸散增加使得土壤水分含量降低，由于受到水分条
件的限制，温度的升高使得枯落物分解速率降低。
结合以往的研究，发现增温对于气候条件较好的森
林、湿地以及草原生态系统的枯落物分解起到促进
作用[1,11,24−25]，而对于水分条件受到限制的地区，温度
升高减缓了枯落物的分解速率 [13,26−27]。并且有研究
证实了在土壤湿度较高的条件下温度升高才能够促
进枯落物的分解[28]。水分是限制干旱半干旱地区生
态系统物质循环的重要因子，变暖引起的土壤水分

对油蒿叶枯落物细菌群落的多样性和丰富度同样没

的降低可能抵消了部分温度对干旱多发地区的直接

有影响（ACE 指数：P = 0.36，Shannon 指数：P = 1）。

影响，进而削弱了碳循环对增温的积极反馈 [23]。本

此外，单因子相似性分析结果表明，增温对油蒿叶和

研究发现增温并没有降低土壤水分和枯落物含水

油蒿枝枯落物细菌群落组成没有影响（表 4）。

量，因此排除增温通过降低土壤水分和枯落物含水
600

6

ACE 指数 ACE index

Shannon 指数 Shannon index

8

4

2

0

枝 Twig
叶 Leaf
枯落物类型 Litter type
对照 Control

400

200

0

枝 Twig
叶 Leaf
枯落物类型 Litter type

增温 Warming

图 5 细菌群落丰富度和多样性
Fig. 5 Richness and diversity of bacterial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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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和增温条件下不同类型枯落物细菌群落结构
的单因子相似性分析（one-way ANOSIM）

Tab. 4 Results of one-way ANOSIM tests for differences
in bacterial communities of different litter types under
control and warming treatment
组别 Group

R

对照组叶vs增温组叶
Leaf of control vs leaf of warming
对照组枝vs增温组枝
Twig of control vs twig of warming

大

学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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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枯落物种类 C、N 含量及 C/N 的比较
Tab. 5 Comparison of carbon, nitrogen content and the
C/N ratio of different litter types
全氮
Total nitrogen
(N)/%

有机碳
Oganic carbon
(C)/%

叶 Leaf

1.42 ± 0.08a

42.73 ± 0.75a

30.41 ± 1.56a

枝 Twig

1.09 ± 0.08b

43.96 ± 0.69a

41.41 ± 3.51b

枯落物种类
Litter type

C/N

P

0.07

0.3

− 0.30

0.9

表明，增温抑制枯落物分解并且这种抑制作用随着

量抑制枯落物分解可能；并且较高水分条件下温度

时间和枯落物种类的变化而变化，该研究有助于了

的升高降低了枯落物的分解速率，可能是因为水分

解沙生灌丛生态系统的物质循坏对气候变化的响

含量的变化对小范围升温影响枯落物分解起到了抑

应。在今后的研究中可结合温度升高条件下微生物

制作用 [11]。其次，有研究发现温度可以通过影响微

量和群落结构的变化情况，从而更加系统的了解和

生物量以及群落组成和结构进而调控枯落物分解过

认识沙生灌从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程[17−19]。本研究发现，增温对枯落物上细菌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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