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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向对祁连山大野口流域草地植物叶片 N、P
化学计量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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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祁连山大野口流域不同坡向植物群落(优势种)叶片的化学计量特征及其与土壤因子的

关系 . 结果表明: 北坡的 w(N)、w(P)显著高于南坡和西北坡, 而 w(N)∶w(P)显著低于南坡; 不同坡向

植物营养限制类型发生变化, 南坡植物生长受 P 限制, 北坡植物生长受 N 限制; 叶片 w(N)与 w(P)、
w(N)∶w(P)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叶片 w(P)与土壤温度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土壤水分、温度、pH、w(有
机碳)、w(N)共同影响 w(N)∶w(P), 其中土壤温度是主导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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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slope aspect on ecological stoichiometry of grassland plant
leaves in Dayekou Basin of Qilian Mount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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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Ecological stoichioetry of the leaf of the dominated species and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eco-

logical stoichioetry and soil properties in different slope aspect in Dayekou Basin of Qilian Mountains is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leaf w(N), w(P) on north-facing slop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n south-facing slope and northwest-facing slope, but w(N)∶w(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southfacing slope. The nutrition limit types of plant growth was different on different slope aspects, with phosphorus limitation on south aspect, and nitrogen limitation on north aspect. Leaf w(N)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w(P) and w(N)∶w(P); leaf w(P) were significantly natively correlated to soil temperature, soil water content, temperature, pH, w(organic carbon), w(N) were influenced w(N)∶w(P), but
soil temperature wa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Key words: limitation nutrient; soil factor; dominated specie; slope facing

生态化学计量学结合生物学、化学和物理学

中的耦合关系提供了一种综合方法 . 该方法已成

的基本原理, 利用生态过程中多重化学元素的平

为生态学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 . 通过化学计

衡关系, 为研究 C、N、P 等元素在生态系统过程

量学方法研究植物养分尤其是 N、P 的分布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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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认识有限区域的养分限制状况及植物的适

为西北坡, 180°为北坡. 每个坡面分别设置 3 个 10

应策略 , Elser 等

分别在全球和区域尺度上对

m×10 m 的样地, 在每个样地的上、中、下位置分别

陆生植物叶片的 N、P 空间分布特征、变化规律及

设置一个 50 cm×50 cm 的样方, 共计 27 个样方. 对

其驱动因子进行了研究 . 国内已对青藏高原高寒

每个样方内植物群落的物种种类及其出现频次, 以

草甸不同功能群、植物群落冠层叶片和高寒嵩草

及每一物种的分盖度、高度和生物量进行度量.

草甸植物群落

2.2

[1]

[2-4]

, 以及祁连山不同海拔优势植物

[5-6]

与青海云杉叶片的化学计量特征进行了研究 [7-8].
但很多研究都没涉及坡向这一非常重要的地形因
子, 有关祁连山山地坡向对植物群落化学计量的
影响研究更少, 使研究结论缺乏普遍性, 且成果
应用范围非常有限 . 因为通过改变光照、温度、
水分和土壤等生 态 因 子, 坡 向 不 仅 影 响 植 被 分
布、种子萌发、物种组成、植物生长发育、生产力
和生态系统功能, 以及植物功能多样性、物种入
侵和营养动态等 [9-15], 也影响植物群落的化学计
量特征[16]. 本研究主要研究不同坡向群落优势物
种叶片 w(N)、w(P)及 w(N)∶w(P)的变化, 旨在揭示
不同坡向植物群落化学计量学特征的差异, 丰富

祁连山区草地植被 N、P 化学计量学特征数据资
料, 加深了解和认识祁连山区不同坡向草地植物
群落生长的限制元素及其对环境的适应策略, 为

样品选取与测定
根据重要值((高度+盖度+频度)/3)确定优势种

后, 在每个样方内, 采集优势种叶片(植株顶部健
康、完整的叶片). 每一物种采集 10 g 左右, 装入自
封袋, 带回室内处理 . 沿每个样方的对角线(端点
和 中 点 处) 钻 取土样, 深度分别是 0~10、10~20、
20~40、40~60 cm, 在采样点地下 5 cm 深处埋设一
个 U 盘式地温计, 以 5 min 为间隔记录土壤温度. 一
部分土样在 105 ℃ 下烘干用于测量土壤含水量;
另一部分自然风干后, 研细过筛, 用于测定土壤
养分 . 土壤 w(N)采用 H2SO4-K2SO4、CuSO4、Se 催
化法消煮, 消煮后的溶液经定容、沉淀和稀释后
用 Smart Chem 200 化 学 分 析 仪 测 定 . 土 壤 w(P)
经 HClO4-H2SO4 法消煮后, 采用钼蓝比色法测定 .
w(土壤有机碳)用重铬酸钾容量法(外加热法)测

祁连山区的草地保护和恢复提供理论依据 .

定, pH 以 m(水)∶m(土)=2.5∶1.0 放置于三角瓶中振

1 研究区概况

2.3

荡 10 min 后, 釆用玻璃电极测定 .
数据分析

研究区位于祁连山西水林场自然保护区的大

不同坡向下植物群落的化学计量学特征差异,

野口流域 (93°30''~103°30''E, 36°30''~39°30''N), 海

以及土壤因子的变化采用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的方

拔 2 650~4 600 m, 属高寒干旱半干旱气候, 年均温

法. 为了分析植物与土壤养分的关系, 采用 Person

5.4 ℃, 最低月平均气温-12.5 ℃. 年降水量 300~

相关分析法, 采用SPSS 16.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500 mm, 多集中在 6-9 月份, 年蒸发量 1 488 mm.
土壤类型主要为山地灰褐土、栗钙土和高山草甸
土 等 . 区 域 景 观 格 局 为 山 地 森 林 草 原, 其 中 约

3 结果与分析
3.1

不同坡向群落水平上植物叶片 w(N)、w(P)及
w(N)∶w(P)变化

55% 为草地, 40% 为林地. 乔木主要有青海云杉
(Picea crassifolia), 祁 连 圆 柏 (Sabina przewalskii);

由表 1 可见, 群落水平(每个物种平均后)上,

灌 木 主 要 有 金 露 梅 (Potentillafruticosa)、银 露 梅

北坡植物叶片的 w(N)、w(P)显著高于其他坡向,

(Potentillaglabra)、箭 叶 锦 鸡 儿 (Caraganajubata)
等; 草本以珠芽寥(Polygonum viviparum)、黑穗苔
(Crexatrofusa)和针茅(Stipacapillata)为主 .
[17]

2 研究方法
2.1

样地设置

而 w(N)∶w(P)显著低于南坡. 从南坡到北坡, w(N)、
w(P)呈增加趋势, w(N)∶w(P)呈下降趋势 . w(P)变
异系数的增幅明显高于 w(N)的, w(N)∶w(P)变异
系数增幅较大 .
3.2

不同坡向土壤养分的变化
从南坡到北坡, w(有机碳)、w(N)和土壤水分

2013 年 8-9 月在研究区内选择海拔为 2 900 m

显著增加, pH 显 著 减 小 . 除 了 w(P), 西北坡的各

左右的一座山体. 在同一海拔上, 通过罗盘定位, 以

个指标均在南坡和北坡之间 . 各个坡向上, pH 随

0°为正南, 按逆时针方向转至 180°, 其中 90°~135°

土壤深度增加呈增大趋势, 表层(0~10 cm)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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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坡向叶片 w(N)、w(P)及 w(N)∶w(P)
Table 1 Leaf N, P content and w(N)∶w(P) on different
slope aspect
10-3

南
坡

西
北
坡

北
坡

坡向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变异系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变异系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变异系数/%

w(N)
0.824
2.635
1.463±0.074a
26.17
0.681
2.368
1.475±0.042a
28.88
1.323
2.462
1.871±0.036b
19.40

w(P)
0.036
0.212
0.083±0.007a
0.89
0.078
0.245
0.132±0.047a
0.23
0.097
0.596
0.218±0.164b
1.48

w(N)∶w(P)
7.62
43.36
21.97±2.00b
86.46
7.81
19.07
11.74±3.30a
28.11
3.87
17.93
11.51±4.74a
41.18

而北坡土壤水分随深度增加呈下降趋势, 表层(0~
10 cm)与其他层差异显著(表 2).
不同坡向化学计量学特征与土壤性质的相

3.3

关性
祁连山大野口流域不同坡向植物叶片 N、P
化学计量特征与土壤因子的相关性分析见表 3. 由
表 3 可知, 叶片 w(N)、w(P)、w(N)∶w(P)呈显著正相
关关系, 叶片 w(P)与土壤温度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叶片 w(N)∶w(P)与土壤温度、pH 呈正相关关系, 与
土壤水分、w(有机碳)、w(N)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4 讨论
不同坡向群落水平上 N、P 化学计量特征

4.1

a、b 表示差异显著（P<0.05）.

层差异显著; w(有机碳)、w(N)和 w(P)随土壤深度

与其他地区相比, 本研究区各个坡向草地植

增加呈减小趋势, w(有机碳)各层之间差异均显

物群落的叶片 w(N)、w(P)较低, 南坡和西北坡的

著, w(N) 和 w(P) 表 层 (0~10 cm) 与 其 他 层 差 异 显

w(P)均低于全国其他地区(表 4). 这可能与土壤

著; 南坡和西北坡土壤水分随深度增加而增大,

w(P)较少有关 [7], 因为中国地区土壤 w(P)平均为

表 2 不同坡向土壤含水量、ph、w(有机碳)、w(N)、w(P)
Table 2 Soil water content, pH, soil organic carbon, N, and P content in different slope aspect
坡向

南坡

西北坡

北坡

h/cm
0~10
10~20
20~40
40~60
平均
0~10
10~20
20~40
40~60
平均
0~10
10~20
20~40
40~60
平均

含水量/%
14.08±2.31a
16.76±3.50b
18.79±1.07c
19.14±3.89c
16.53±3.59A
19.16±3.42a
21.94±2.82b
21.89±1.77b
21.23±2.72b
20.43±4.51B
48.49±8.90a
33.01±8.35b
33.58±5.05b
31.36±5.11b
35.26±8.43C

pH
8.22±0.13a
8.22±0.13a
8.51±0.08b
8.65±0.10c
8.46±0.18c
8.10±0.10a
8.21±0.11b
8.37±0.07c
8.47±0.14c
8.30±0.20B
7.90±0.13a
7.96±0.19a
8.15±0.13b
8.15±0.14b
8.04±0.18A

w(有机碳)
2.449±0.054d
1.806±0.025c
1.500±0.022b
1.074±0.002a
1.707±0.024A
3.942±0.075d
2.799±0.074c
2.019±0.055b
1.558±0.042a
2.579±0.092B
9.415±0.200d
6.882±0.165c
6.042±0.141b
5.858±0.191a
7.049±0.162C

w(N)
0.748±0.215c
0.598±0.108b
0.574±0.134b
0.442±0.137a
0.593±0.186A
0.979±0.230c
0.659±0.155b
0.572±0.234ab
0.433±0.142a
0.662±0.270B
1.236±0.282d
1.116±0.274bc
1.033±0.276ab
0.855±0.297a
1.066±0.30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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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
0.067±0.008c
0.056±0.009a
0.064±0.008ab
0.061±0.008b
0.062±0.009b
0.070±0.020b
0.052±0.015a
0.049±0.003a
0.050±0.004a
0.055±0.018a
0.082±0.011c
0.079±0.012bc
0.077±0.010ab
0.073±0.017ac
0.078±0.013C

A、B、C 表示行间差异显著，a、b、c、d 表示列间差异显著（P<0.05）.

Table 3
项目
叶片 w(N)
叶片 w(P)
w(N)∶w(P)
土壤水分
土壤温度
土壤 pH
w(有机碳)
土壤 w(N)
土壤 w(P)

表 3 植物叶片化学计量特征与土壤因子的相关关系
Correlation between stoichiometry of plant leaf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and soil factors
叶片 w(N) 叶片 w(P) w(N)∶w(P)
-1
-0.440a
-1
-0.309 a
-0.488
-1
-0.108
-0.082
-0.260 a
a
-0.054
-0.371
-0.507 a
-0.092
-0.195
-0.373 a
-0.088
-0.177
-0.347 a
-0.154
-0.011
-0.243b
-0.099
-0.043
-0.056

a 表示差异极显著(P<0.01), b 表示差异显著(P<0.05).

土壤水分 土壤温度 土壤 pH

-1
-0.336 a
-0.461 a
-0.807 a
-0.621 a
-0.486 a

-1
-0.444 a
-0.658 a
-0.404 a
-0.312 a

1
-0.613 a
-0.629 a
-0.475 a

w(有机碳)

1
0.664 a
0.653 a

10-3

土壤 w(N) 土壤 w(P)

1
0.581 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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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中国草地群落叶片 w(N)、w(P)及 w(N)∶w(P)
Table 4 Leaf w(N), w(P) and w(N)∶w(P) of grassland
communities in China
-3
10

地区
中国草地平均值
松嫩草地
内蒙古草地
新疆草地
西藏草地
青藏高原草地
呼伦贝尔草地
天竺草地最高值
天竺草地最低值
祁连山草地

w(N)
2.090
2.420
2.680
2.590
2.860
2.320
2.450
1.990
2.280
1.432

w(P) w(N)∶w(P) 参考文献
0.155
13.50
[3]
0.200
13.00
[18]
0.180
16.40
[19]
0.200
13.40
[19]
0.190
15.70
[19]
0.170
13.50
[6]
0.150
14.50
[20]
0.220
9.30
[5]
0.190
12.30
[5]
0.123
14.32
本研究

5.60×10-5, 美国地区平均为 7.00×10-5, 而祁连山西
水林区土壤表层 w(P)平均为 5.20×10

-5 [21]

, 低于中

国平均值 . 从南坡到北坡, 植物叶片 w(N)、w(P)均
显著增加, 因为植物体内的 N、P 主要来源于土壤,
随着坡向转变, 土壤 w(N)、w(P)在北坡显著增加,
土壤内可吸收和利用的 w(N)、w(P)、w(有机质)也
增加 . 本研究中北坡植物叶片 w(N)、w(P)显著高
于南坡, 这与大多数研究一致 [22]. 生长速率假说 [23]
认为生长速率高对应于相对较高的 w(P), 因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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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 化学计量特征的研究一致, 认为高山植物在
其生长过程中可能有不依赖于生境的内在生理机
制 . 植物对土壤营养元素的吸收和利用是一个极
其复杂的过程, 不仅受养分含量的影响, 还受土壤
微生物活性以及种内和种间竞争等多种因子的控
制[25]. 相关分析表明: 植物叶片 w(N) 与 w(P)呈显著
性正相关关系, 叶片 w(P)与 w(N)∶w(P)呈显著性负
相关关系(表 3), 这与其他研究结果一致 [5-6]. N、P

作为植物生长的重要营养元素, 共同参与植物体
内的生理化学反应过程, 在外界条件相同的情况
下, 表现出较好的一致性 . 植物叶片 w(N)与 w(N)∶
w(P)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进一步说明 w(N)∶w(P)的

变化主要是由 w(N)的变化决定的 [26]. 本研究表明
土壤水分、温度、pH、w(有机碳)、w(N)对叶片的
w(N)∶w(P)共同产生影响, 其中土壤温度为主要影

响因素, 有研究表明在祁连山大野口流域影响植
物群落分布以及土壤有机碳分布的限制性因子是
土壤温度[21, 27].
4.3

不同坡向植物生长限制因子的判断
植物生长的营养限制一般是 w(N)∶w(P), 而非

速生长需要 P 丰富的核糖核酸来支持蛋白质的合

单一的 w(N)、w(P). 原 因 是 与 w(N) 或 w(P) 相 比,

成, 导致 P 的增长较 N 快 . 温度生理假说则认为,

物种间 w(N)∶w(P)变化较小, w(N)∶w(P)比 w(N)、

低温有助于 N 的累积 [24], 本研究中, 北坡土壤温度
(11.47 ℃)显著低于南坡(19.58 ℃), 可以解释北坡植
物叶片w(N)较高的原因.
本研究与其他研究不同的是, 西北坡的土壤
w(P)低于南坡, 这可能因为南坡频繁放牧, 牛、羊
排泄物对 w(N)、w(P)有很大影响, 羊粪能够增加
速效 P 的吸收 [23]. 这一结论是否正确还有待进一
步的研究 .

w(P)的变化小[1].

3 个坡向的土壤 w(N)∶w(P)=11~22, 这与陆地

生态系统自然植被的 w(N)∶w(P)相似[28]. Sternberg

等 [14] 概 括 用 土 壤 w(N)∶w(P) 判 断 植 物 营 养 限 制

类 型: 10<w(N) ∶ w(P) <20、21<w(N) ∶ w(P) <23、
14< w(N)∶w(P)<16. 国内一般用 14<w(N)∶w(P)<
16 [29-30], 当 w(N)∶w(P)<14 为 N 限制, >16 为 P 限制,
14~16 为 N、P 共同限制 . 据此, 可认为本研究区,

土壤因子对植物 N、P 化学计量特征的影响

南坡植物生长受 P 限制, 北坡植物受 N 限制 . 随着

土壤作为植物营养元素的重要来源, 其养分

坡向的转变, 仅几十米或者上百米的距离, 环境因

分布和变化状况直接影响植物体的生长发育 . 本

子发生了显著变化, 植物群落组成和土壤养分含

研究中, 北坡土壤 w(N)、w(P)显著高于南坡(表 2),

量也出现较大变化, 这和大尺度上经纬度与海拔

主要因为 N、P 的来源不同 . 土壤中 N 主要来源于

梯度的变化一致[31]. 有研究[24, 32]表明较冷地区的植

调落物的归还和大气 N 沉降, 而 P 主要通过岩石

物生长通常受 N 限制, 主要原因在于较低温度的

的风化获得 . 北坡光照时间较短, 土壤温度低而含

直接或间接作用 . Reich 等 [3] 的研究显示沿赤道方

4.2

水量高; 南坡则相反, 光照时间较长, 土壤温度高
而含水量低, 风化和侵蚀作用严重 . 因此, 北坡养

向, 随着平均气温的升高, 土壤 w(N)∶w(P)增大, P

为主要限制性元素; 受全球尺度温度布局的影响,

分含量通常高于南坡 . 在坡向梯度上, 植物叶片

从赤道地区到高纬度地区, 从海平面地区到高山

N、P 计量特征与土壤因子的相关分析表明, 土

地区, 养分限制由 P 限制逐渐向 N 限制转变 [32- 33],

壤 w(N)、w(P)与植物叶片 w(N)∶w(P)不显著相关

(表 3), 这与樊晓勇 对祁连山老虎沟优势植物种
[7]

或许可以解释本研究中南坡植物受 P 限制的原
因 . 因为南坡接受的太阳辐射较多, 土壤温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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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温度增加可显著提高 N 矿化速率, 而土壤 P
主要来源于岩石的风化和淋洗, 是一种缓慢的生
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 对温度的敏感远远超越了
化 学 过 程, 温 度 每 增 大 1 ℃ 能 提 高 10 倍 的 速
率 [20]. 北坡植物生长受 N 限制, 这可能因北坡温
度较低, 土壤 N 矿化受限所致 . 当 P 饱和后, N 成
为限制植物生长的元素, 因此导致 w(N)∶w(P)的
降低 .

5 结论
从南坡到北坡, 群落水平植物叶片的 w(N)、

w(P) 北坡显著高于南坡, 而 w(N)∶w(P)显著低于
南坡; 不同坡向植物营养限制类型发生变化, 南

坡植物生长受 P 限制, 北坡植物生长受 N 限制;
w(N)∶w(P)显著变化主要由土壤水分、温度、pH 以
及w(有机碳)共同影响, 而土壤温度为主导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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