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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培养试验研究了 ! 种温度下紫色水稻土有机碳的矿化特征以及添加不同植物残体对其矿化的影响。结果表

明，&! F 的培养过程中，有机碳累积矿化量在 !#H条件下为 I &&J’, 18 K 8，%"H条件下为 I #&J,, 18 K 8，差异达到极

显著水平。用一级动力学方程对植物残体的矿化速率进行拟合表明，!#H条件下，植物残体的分解速率常数（L）为

蚕豆秸秆 M 玉米秸秆 M 水稻秸秆，而 %"H条件下则为水稻秸秆 M 玉米秸秆 M 蚕豆秸秆。温度状况和植物残体化学

组分的差异影响了紫色水稻土中有机碳的动态变化，最终导致了碳累积矿化量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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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是地球陆地系统最主要的碳库［!］。土壤呼

吸是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的重要环节，是陆地生态

系统将碳素以 "#$ 形式归还到大气的主要途径［$］。

温度是土壤有机碳分解的主要驱动因子之一，许多

研究表明，温度升高会促进土壤 "#$ 的排放，是碳循

环与全球变暖之间的一个正反馈效应［%&’］。通常，

研究者采用经验参数 !!(值，即温度每升高 !()土

壤呼吸速率的变化比率，来表示土壤有机碳分解对

温度变化的响应关系。*+,-. 等［/］采用实验室培养

法研究了美国 012213452-662 州 718918, 的灰化土中

有机 碳 分 解 对 土 壤 升 温 的 响 应，结 果 表 明，升 温

!()可提高土壤原有机碳呼吸速率达 $((:。周运

超等［;］对太湖地区 % 种代表性水稻土表层土壤进行

了 $ 个温度下的室内恒温培养，结果看出，不同类型

水稻土中有机碳分解对温度的响应不同，升温促进

了铁渗水耕人为土和潜育水耕人为土的分解，而铁

聚水耕人为土没有显著变化。此外，外源有机质（如

植物凋落物、根茬及人为的有机物质投入）的分解过

程也是土壤中 "#$ 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大气 "#$

浓度增加将使植被的净初级生产力提高，无疑将增

加外源有机物质对土壤的输入，进一步促进 "#$ 排

放。因此，除研究土壤原有有机碳分解对温度的响

应外，研究外源有机物质在土壤中的分解对温度变

化的响应也具有重要意义。

紫色水稻土是重庆市重要的耕作土壤之一，以

往的研究集中于紫色水稻土团聚作用［<］、土壤肥

力［=&!(］、区域碳库储量估算等［!!］，环境条件改变特

别是温度条件改变以及添加不同植物残体对其有机

碳矿化的影响尚不清楚。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变暖

影响，因所处地理环境影响而以“火炉”著称的重庆

市，夏季极端气温已达 %<!>()，部分地区甚至高

达 >$!>%)，且持续时间较长。为此，本研究试图

探讨紫色水稻土有机碳库对于温度升高的响应，响

应幅度以及这种响应在添加不同植物残体后是否存

在差异，为深入认识紫色水稻土碳循环对全球变暖

的响应机理提供科学依据。

! 材料与方法

!"! 供试材料

试验土壤于 $((/ 年 > 月采自重庆市北碚区西

南大学试验农场的紫色土长期定位试验站（!(/?$/@
A，%(?$/@B）。该土壤是由中生代侏罗系沙溪庙组

灰棕紫色沙泥岩母质发育的中性紫色水稻土。植稻

!’ 年以上，采用常规平作（中稻 & 冬水田），按传统

方法每年三犁三耙翻耕种植水稻，水稻收获后灌冬

水。在水稻种植前采集层 (—$( 3C 土层的土壤，样

品经风干、挑去植物残体后过 $ CC 筛。土壤基本

理化性状为：D7 ;E%，有机 " !=E!! F G HF，全 B !E=$
F G HF，全 I (E/> F G HF，全 J !/E$< F G HF，碱解 B !>;E/!
CF G HF，速效 I !>E’< CF G HF，速效 J %<(E$> CF G HF，田

间持水量 <$%E! F G HF。
供试植物残体为蚕豆（ "#$#% &%’%）秸秆、水稻

（()*+% ,%-#.%）秸秆和玉米（/0% 1%*,）秸秆，均采自西

南大学试验农场。样品洗净后除去根部，!(’)杀

青，/’)烘干至恒重，粉碎过 ! CC 筛。供试植物残

体的化学组分见表 !。

表 ! 供试植物残体的化学组分

#$%&’ ! ()’*+,$& ,-*.-/+0+-1 -2 0)’ 0)3’’ ,3-. 3’/+45’/

植物残体

"8+D 8-2K,5-2

总 "
L+61M "

全 B
L+61M B

全 I
L+61M I

全 J
L+61M J " G B

木质素

NKF.K.
（F G HF）（F G HF）

玉米秸秆 01KO- 261MH >’=E<% /E;! (E=! ’E($ /<E’% !’%E>
蚕豆秸秆 P1Q1 Q-1. 261MH %=>E$% $(E’> !E<; !$E>; !=E!= !!%E$
水稻秸秆 RK3- 2681S %;/E(( /E<$ !E(/ !’E(= ’’E!% !;<E’

!"6 试验方法

采用室内密闭培养、碱液吸收法测定土壤有机

碳的矿化量［!$&!%］。称取过 $ CC 筛风干土样 ’( F 与

过 ! CC 筛风干植物残体 (E’ F 若干份，充分混匀后

平铺于 ’(( CN 广口瓶底部，另称取不加植物残体的

土壤样品 ’( F 作为对照，保持水分为田间持水量的

/(:。所有样品在培养前均置于 $’)暗处过夜做

预培养。次日在培养瓶内土壤表面垫一块尼龙网，

将盛有 $’ CN (E’ C+M G N B1#7 溶液的 /( CN 塑料小

瓶小心置于广口瓶内作为 "#$ 吸收杯，将培养瓶加

盖密封好，在 $<（ T !）)和 >(（ T !）)两个温度的恒

温箱中培养。在培养的第 !、%、’、;、!!、!’、!<、$!、

=;’% 期 张薇，等：温度和植物残体对紫色母岩发育的水稻土有机碳矿化的影响



!"、!#、$%、$#、%%、"&、"’、’! ( 取出塑料小瓶，同时换

入另一个同样规格的盛有 !" )* &+" ),- . * /012 的

塑料小瓶加盖密封继续培养。将替换出来的塑料小

瓶内的 /012 溶液无损地转移至 3"& )* 三角瓶内，

并用少量蒸馏水冲洗 $!% 次，然后加入 3" )* 3
),- . * 405-! 溶液及 ! 滴酚酞试剂，用标准酸滴定至

微红色。根据 51! 的释放量计算培养期内土壤及土

壤添加植物残体中有机碳的矿化量。所有处理设置

空白对照（即不加土壤和植物残体），各处理及空白

对照均设 $ 个重复。整个培养期间，定期将培养瓶

称重并补充水分。由于采用密闭培养，土壤水分保

持比较恒定。

!"# 测定项目及方法

有机碳用 6!57!18 92!:1% 容量法；土壤 ;2 用

3 <3土水比悬液，;2: 9 %5 酸度计电位法；全氮用

2!:1% 消解，开氏法；全磷用 /012 熔融，钼蓝比色

法；全钾用 /012 熔融，火焰光度法；有效氮用碱解

扩散法；有效磷用 /0251$ 浸提，钼蓝比色法；有效

钾用 /2%1=5 浸提，火焰光度法测定［3%］。

田间持水量测定采用环刀法［3"］；木质素测定

采用植物物质化学组成分的近似系统分析法［3!］。

利用 :>::3&+& 软件，对数据进行方差分析（: 9
/ 9 6 法）和非线性回归分析。

$ 结果分析

$"! 不同温度条件下紫色水稻土有机碳矿化量的

动态变化

供试土壤在 !?@和 %&@两个恒温培养系列中

有机碳总矿化量（表 !）看出，紫色水稻土有机碳的

矿化量随温度升高而增大。在 ’! ( 的培养过程中，

有机碳累积矿化量在 !?@条件下为 5 ’’+8# )A . A，
在 %&@条件下为 5 ?’+## )A . A，差异达到极显著水

平（表 !）。由紫色水稻土有机碳矿化所释放的 51!

的动态变化（图 3）可以清楚地看到，培养土壤有机

碳在两种温度下矿化量均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在培养前期土壤碳矿化量大且不稳定，而后期碳矿

化量逐步下降并趋于稳定。培养 &!3& ( 里，土壤

有机碳矿化量都比较高且在培养第 $ ( 达到峰值，

这可能与风干土壤回湿后土壤中微生物数量迅速增

加有关［3’］。此外，样品的前处理（风干和碾碎）以及

风干样品重新加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矿物对有

机碳的物理保护，促进有机碳矿化，表现出明显的

“激发效应”［38］。培养 33!!3 ( 有机碳矿化量逐步

降低，!3 ( 后趋于稳定。培养结束后对两个温度下

土壤有机碳含量进行测定，!?@和 %&@下其含量分

别从 最 初 的 5 3#+33 )A . A 降 至 5 38+#! 和 38+3’
)A . A。

表 $ 土壤及植物残体的矿化特征

%&’() $ *+,)-&(+.&/+0, 12&-&1/)-+3/+13 04 /2) 30+( &,5 /2) 1-06 -)3+57)3

温度

BC);C70DE7C
植物残体及土壤

>-0FD 7CGH(EC 0F( G,H-

累积矿化量

=IIE)J )HFC70-HKC( 0),EFD ,L 51!95
（5 )A . A）

矿化速率常数 !
MCI0N 70DC I,FGD0FD

（(9 3）
"!

!?@ 玉米秸秆 O0HKC GD0-P #?+&# Q4 &+&3"! &+??"!!
蚕豆秸秆 R0Q0 QC0F GD0-P ?#+’3 I5M &+&3&8 &+#33!!

水稻秸秆 SHIC GD70T #%+"% Q45 &+&3%& &+#"!!!

土壤 :,H- ’’+8# (U &+&&3" &+#33!!

%&@ 玉米秸秆 O0HKC GD0-P #"+#! Q45 &+&3%8 &+?’8!!

蚕豆秸秆 R0Q0 QC0F GD0-P 33?+!" 0= &+&!3# &+?8!!!

水稻秸秆 SHIC GD70T 33’+?! 0= &+&3#% &+#$?!!

土壤 :,H- ?’+## IM &+&&3# &+#3#!!

注：同列数值后不同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差异达 3V和 "V显著水平，下同。

/,DC：W0-ECG L,--,TC( QN (HLLC7CFD I0;HD0- 0F( G)0-- -CDDC7G THDXHF I,-E)F 07C GHAFHLHI0FD 0D 3V 0F( "V -CYC-G，7CG;CIDHYC-NJ BXC G0)C QC-,TJ

应用一级动力学方程对不同培养温度下紫色水

稻土有机碳矿化量进行拟合：

5 Z 5&［3 9 C[;（ 9 ! D）］ （3）

式中：5& 和 5 分别表示土壤有机碳的潜在矿化量（5
)A . A）和培养时间 D（(）时的累积矿化量（5 )A . A），!

为一级动力学常数（(9 3）。

结果（表 $）表明，!?@条件下土壤有机碳的矿

化 速 率 常 数（ 3+" \ 3&9 $ . ( ）略 低 于 %&@
（3+# \ 3&9 $ . (）。从不同培养时段看，每一时段 %&@

条件下有机碳的累积分解量均高于 !?@，特 别 是 在

&?" 植 物 营 养 与 肥 料 学 报 3" 卷



图 ! 两个温度下紫色水稻土有机碳矿化量的变化

"#$%! &’()$*+ ,- ,.$()#/ /(.0,) 1#)*.(2#3(4#,) #)
56.52* 5(778 +,#2 76.#)$ #)/60(4#,) 6)7*.

49, 4*15*.(46.* 4.*(41*)4+

培养的 !!!! " 和 !#!#! " 这两个时段，差异达到

极显著水平；培养 $% " 后，两个温度条件下有机碳

累积量则无明显差异，这可能是土壤微生物群落对

环境条件适应性的表现。有研究认为，在长期升温

培养下，微生物群落可能被驯化而导致其活性改变，

故土 壤 有 机 碳 矿 化 量 随 培 养 时 间 延 长 而 逐 步 降

低［!&］。

为进一步探讨温度对有机碳分解的影响，应用

范霍夫方程（’() *+,-’. /(0）拟合温度升高对有机

碳矿化速率的影响状况：

!!% " !%（## $ #!）$（ %#& %!） （#）

式中，!!%即温度系数，表示温度每升高 !%1，反应

速度增加的倍数；#!、## 是相对温度 %!、%# 的速率常

数。

表 : 不同培养时段下有机碳的累积分解量（& 1$ ; $）

<(02* : &6162(4#=* 1#)*.(2#3*7 (1,6)4 ,- &>?@& #) 4’* 7#--*.*)4 #)/60(4#,) 4#1*

处理

234(564)5.
温度（1）

246743(5834
培养时段 9:8;(5<+) 5<64（"）

!!!! !#!#! ##!#= >%!>= $%!?% ?!!@#
土壤 A+<, #& >!B$> 4C =B>= -D ?BE@ :F @B?! :"GHF @B@? (;:GH EB%@ ;GH

$% $%B#= "I !#B#E 4C &B#> (;:GH =B$E (G &B?$ (G &B!= (G
蚕豆秸秆 D(;( ;4() .5(,J #& ?=B>$ ;H !?BE? :"FI =B!= (;GH EB%= ;:"GHF >B&% "H #B=# "F

$% @!B&? ;H !$B## "I EB$? ;:GH ?B%E "I $B?@ :"H #BE& "F
水稻秸秆 K<:4 .53(0 #& ?!B?? :F !@B@# :F &B>E (;:GH @B!# :"HF >B&? "H >B!% "F

$% &#B%! (G !?BE= :"FI @B@> ;:F ?B%@ "I ?B%> ;:"H >BE# "F
玉米秸秆 L(<M4 .5(,J #& $#B&# "I !=B$> ;H !%B$? (G &B&! (;GH EB%> (;GH @B%% ;:H

$% ?EB?? ;H #&B#E (G !%B@= (G EB&% (;:GHF @B@$ (;:GH ?B@& :H

结果表明，紫色水稻土的 !!%系数在 !B!!!B#
间，温度升高，有机碳的分解量也在增大。

?A? 添加植物残体对紫色水稻土有机碳矿化的影

响

由表 # 可以看出，不同植物残体 FN# 的释放量

不同，同一植物残体不同温度条件下 FN# 释放量也

不同。水稻秸秆和小麦秸秆在 $%1条件下有机碳

的累积矿化量均明显高于 #&1的培养条件，且差异

达到极显著水平；而蚕豆秸秆在两个温度条件下有

机碳累积矿化量差异并不明显，且 $%1条件下的累

积矿化量略低于 #&1的培养条件。表明有利于不

同植物残体有机碳矿化的温度条件不同，并非温度

越高越有利于矿化。

运用常规差减法，即用紫色水稻土加植物残体

培养测定的有机碳分解量减去对照土壤的碳分解量

可以估计出不同植物残体有机碳的分解量。> 种植

物残体在不同培养时段内有机碳的分解量（图 #）看

出，在培养前期（约 %!#% "），有机碳的分解量大且

不稳定，植物残体间变化不一致。在培养 #% " 后，

它们分解量都逐步下降且随培养时间延长其变化幅

度减小，同时 > 种植物残体分解量的差异也不甚明

显。不同的温度条件对土壤中有机碳分解的影响不

同，表 > 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即温度改变对

土壤中有机碳分解的影响随着分解时间的延长而逐

步降低。从土壤微生物营养源（A8;.53(54 .+83:4.）的

角度看，在有机物料投入土壤的初期，营养供应充

足，营养物不是限制微生物活动的因素，而其它环境

条件（如水热等）的变化则影响微生物的活动。随着

有机物料的不断降解，营养源不断减少，营养物的供

应则是限制微生物活动的关键因素，因而随着培养

时间的延长，温度对有机碳分解的影响越来越小。

运用一级动力学方程对不同温度下有机碳随时

间变化的累积矿化量进行拟合结果表明，#&1条件

下，植物残体分解速率常数（ #）大小顺序为蚕豆秸

秆 O 玉米秸秆 O 水稻秸秆；而 $%1条件下则为水稻

秸秆 O 玉米秸秆 O 蚕豆秸秆。温度升高后，除了蚕

!&?> 期 张薇，等：温度和植物残体对紫色母岩发育的水稻土有机碳矿化的影响



豆秸秆分解速率常数略有下降外，玉米秸秆和水稻

秸秆分解速率常数均有所增大。不同植物残体的分

解速率不尽相同，同一植物不同温度下的分解速率

也不同。为进一步探讨温度对植物残体有机碳分解

的影响，分别计算了不同培养时段（约 !" # 为一个

间隔）各供试植物残体在同一水分含量下分解的温

度系数 !!"。结果表明，在整个培养期间，蚕豆秸秆

分解的温度系数 !!"一直维持在 "$% & "$"’ 左右；

水稻秸秆在 () # 的培养时段内温度系数并非一个

常数，在培养初期 !!"较大，平均值约为 !$(，随培养

时间的延长，!!"值逐渐减小，大约在 ’" # 后，!!"逐

渐稳定在 !$’ 附近；玉米秸秆的温度系数在整个培

养期间均在 !$!!!$) 范围内变化。

运用双因子变异数分析法（*+,-+./ 01230）分

析了土壤温度与植物残体在有机碳矿化率上的交互

作用，表 4 可以看出，土壤温度与植物残体在有机碳

矿化率上具有极显著的交互作用（5 6 (7$%8!!）。

植物残体的碳矿化过程同时受到土壤温度和其本身

性质的影响。

图 ! 不同植物残体在 !"#（$）和 %&#（’）条件下有机碳矿化量的日变化

()*+! ,-./*01 23 24*./)5 5.462/ 7)/04.8)9.:)2/ )/ !"#（$）./; %&#（’）52/;):)2/1 <):- :-0 401);=01

表 % 温度和植物残体对有机碳矿化率的影响

>.680 % ?3305:1 23 :07@04.:=40 ./; :-0 542@ 401);=01 2/ , 7)/04.8)90; 4.:0

因子

5.9:,;<
离差平方和

*/=> ??? <@A ,B <C@.;><
自由度

"#
均方差

D>.E <C@.;> 5

温度 *>A=>;.:@;>（*） !!%%$7) ! !!%%$7) !8F$4"!!

植物残体 GH.E: ;><I#@><（G） )7)$4( ) !)($)’ )"$8F!!

温度 J 植物残体 * J G F8’$’8 ) ’8($F" (7$%8!!

误差 K;;,; F)$)7 !) ($")

A 讨论

土壤有机碳分解对温度变化的响应过程中，各

有机碳库对温度的敏感性至今还存在分歧。一些研

究认为，土壤活性碳库对温度变化最敏感，土壤有机

碳分解速率在温度升高后最初变化较快而后变慢的

主要原因是土壤中活性有机碳在短期内消耗的结

果［!8］。但 5.EL 等［!%］却认为，土壤中活性碳库和稳

定碳库对温度变化的敏感性相同，土壤有机碳分解

或者土壤呼吸速率主要随着土壤有机质组分不同而

改变，导致有机质组分不同的原因是土壤深度，采样

方法和培养时间的差异；不同土壤有机碳分解的温

度敏感性差异可能牵涉土壤有机碳的保护机制和不

同微生物群落分解作用的相互影响。绝大部分土壤

微生物的最适温度为 )7!’FM，而在 4"M培养箱中

土壤温度几乎都略低于或接近于 4"M，所以此时微

生物活性及其残体分解速率相对较低。本研究中，

升温促进了培养初期土壤有机碳的矿化，但后期却

不明显，这可能是由于培养时间的延长，土壤中有机

质组分以及土壤中微生物数量及类型发生改变。此

外，有 资 料 表 明，有 机 质 丰 富 的 土 壤 对 升 温 更 敏

感［)"N))］，本试验有机碳含量为 !8$!! L O PL，处于中等

偏下水平，这可能也是整个培养期间紫色水稻土

!!"值维持在 !$!!!$) 间的原因之一。升温对紫色

)%7 植 物 营 养 与 肥 料 学 报 !7 卷



水稻土有机碳分解影响并不显著。

本试验中，不同植物残体的分解速率不尽相同；

同一植物不同温度下分解速率也不相同，这可能与

植物残体的化学和养分性质有关。有研究表明，植

物残体的分解速率由总氮量、木质素含量以及 ! " #
比值决定［$%］。一般认为，总氮含量高且木质素含量

低的植物残体，其矿化速率较高，反之较低。本试验

所供试的植物残体，蚕豆秸秆的总氮量最高，木质素

含量最低；水稻秸秆和玉米秸秆的氮含量相似，木

质素含量则为水稻秸秆 & 玉米秸秆。因此，理论上

分解速率常数大小顺序应为蚕豆秸秆 & 玉米秸秆 &
水稻秸秆，这与本试验在 $’(培养条件下结果一

致；但温度升高后（)*(）其结果发生了改变，具体

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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