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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把握土壤温度对未来全球气候变暖的响应程度,评估气候变暖对亚热带森林土壤呼吸的影响,利用在哀牢山亚热带常
绿阔叶林中设置的土壤增温和土壤呼吸人工控制实验 2011—2013 年的实测数据,通过分析,得到如下结果:环境温度的升高不
会改变林内的近地层气温、土壤温度和土壤含水量的年变化和日变化规律;冬季和夜间增温效应大于夏季和昼间;增温会导致
土壤含水量降低,雨季的效应大于干季;增温导致的升温效应和降低土壤水分效应具有一定的年变化,但是基本没有日变化;所
设置的人工增温控制实验的年平均增温在 2.0 益 左右,所设置人工控制实验可以达到 5 cm 土壤增温 2.0 益 的设计要求,可为其
后探讨土壤呼吸对温度升高的响应提供良好的基础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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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oil鄄surface carbon flux is comparable to that of photosynthesis in terrestrial ecosystems. Much soil carbon
flux to the atmosphere is due to rhizosphere metabolism ( root respiration) and the decomposition of soil microbes ( microbial

respiration) , which are both very sensitive to temperature. With soil temperatures increasing, soil respiration will increase,
thereby accelerating global change. To improv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sponse of soil temperature to future warming and
to assess the potential effects of global warming on soil respiration in subtropical forests, we experimentally warmed

subtropical evergreen broad鄄leaved forest soils in Ailao Mountain Southwest, China and measured their respiration. This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at the Ailaoshan Station for Subtropical Forest Ecosystem Studies (24毅32忆N, 101毅01忆E; 2480 m
above sea level) of the Chinese Ecological Research Network, Jingdong County, Yunnan Province. The annual mean 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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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erature was 11. 0益 , with a maximum monthly mean temperature of 15. 3益 in July and a minimum monthly mean
temperature of 5.1益 in January. The site has strong rainy seasons ( May to October) and dry seasons ( November to April

the following year) . The average annual rainfall was 1882 mm, with 1607 mm ( 85.4% of the annual total) in the rainy
season and 274. 2 mm in the dry season ( 14. 6% of the annual total) . The soil is yellow brown in this area. Litterfall

accumulates to 3—7 cm. Soil humus is dark brown and 10—15 cm thick. The mineral soil layer is loose and dominated by
soil aggregates. Surface soils have high water permeability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bility, high organic carbon, and a pH of

4.5—5. Our artificial warming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in a subtropical forest where wind speed and radiation are both low

at the surface. A multi鄄channel automated chamber system was used to continuously monitor soil CO 2 effluxes. The system
was comprised of 20 automatic chambers ( length 90 cm 伊 width 90 cm 伊 height 50 cm) and a control box, and the 20
chambers were divided into 4 treatments (5 chambers per treatment) : control, litter removal, trenching, and infrared light

warming. The soil efflux of each chamber was measured automatically each hour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were measured
each half hour. When measuring soil efflux, the chamber was closed for 3 min, then opened for 57 min by opening its lid.

Thus,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 e. g., wind, rainfall, and litterfall) in chambers were similar to those outside. In the
artificial warming experiment, variations in soil temperature and soil water content were observed along with soil respiration.

Based on measurements from 2011 to 2013, we concluded that warming did not change the seasonal and diurnal patterns of

air temperature near the soil surface, soil temperature, or soil water content of the forest. The warming effects in winter and

nighttime were greater than in summer and daytime. Warming decreased soil water content to a larger extent in the rainy
season than in the dry season. The temperature increase and soil water decrease resulting from warming had seasonal

variations, but not diurnal variations. The experimental warming increased the annual soil temperature by about 2益 ;
therefore, the warming treatment reached the goal of increasing soil temperature at 5 cm by 2益 . Our infrared warming
method achieved a relatively stable warming effect without time lags in soil鄄temperature variations in the primary subtropical

evergreen broad鄄leaved forest in Ailao Mountain. In this subtropical evergreen broad鄄leaved forest, soil temperature has
previously shown a significant warming trend, so this study can supply information about soil respiration responses. This
study also showed that variation in local air temperature, soil temperature, and soil鄄water content will not change under

global warming, but soil鄄water content will decline with increased temperature, especially in the rainy season. In the forest,
soil respiration is affected not only by soil temperature, but also by soil water content. As warming decreases soil water
content, the effects of soil water content variation on soil respiration should be examined in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 global warming; soil temperature; infrared heating; subtropical broad鄄leaved forest; Ailao Mountains

全球气候变化已成为世界关注的问题。 IPCC 第四次评估报告 [1] 指出:在过去的 100 年里全球平均温度

升高了(0.74依0.18) 益 。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森林大量地吸收固定大气中的 CO 2 ,成为巨大的碳汇。
全球森林的碳贮量约占全球植被的 77%,森林土壤的碳贮量约占全球土壤的约 71%,其中热带和亚热带森林
的碳贮量约占全球土壤的约 25% [2鄄3] 。 但是,森林破坏将增大温室气体等的排放,毁林已成为仅次于化石燃
烧的大气的重要排放源 [2] 。 由此可见,森林生态系统在全球碳循环与平衡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和不可替代的
地位和作用。 而在森林生态系统中土壤鄄植被鄄大气间物质交换,特别是森林生态系统的碳收支对全球气候变
化的影响与反馈作用,已经成为全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研究中的关键问题之一。
全球温度上升越高,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的影响就越大,IPCC 评估报告 [1] 认为,未来全球温度升高不
超过 2 益 时,导致的影响有正有负,而负面影响更多一些;权衡气温上升带来的损失,人类社会应对气候变化、
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成本和代价,以及国际社会行动实现目标的可能性,经过多次协商与交流,最终在哥本哈
根大会上达成的共识,未来气候升温将控制在 2 益 。 因此在很多预测未来气候变化的模型的情境设定中,全
球温度升高 2 益 是公认的一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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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陆地生态系统中,土壤呼吸的碳通量仅次于光合作用的碳通量 [4] 。 以森林土壤为主的土壤是

陆地生态系统中最大的有机碳库,达 15500 亿 t,是大气中碳储量的 2 倍,是全球植被中的 3 倍 [5] 。 另一方面,
由于植物根系的新陈代谢作用( 根呼吸) 和土壤微生物的分解作用( 微生物呼吸) 同时会有大量的有机碳被释
放到大气中。 根呼吸和微生物呼吸的总和通常被称之为土壤呼吸。 导致土壤呼吸的主要环境因子是温度和
土壤水分。 除土地利用变化外,全球温度上升将促进土壤呼吸,加速土壤中储存的碳向大气中排放,进而加剧
全球变化。
近 10 年来国内外关于全球变化对陆地生态系统功能特性和土壤理化性状影响的模拟实验已开展,但多

是设置在农田和草地 [6鄄 12] ,其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其中一些结果对于传统的陆地生态系统生物地球化学
循环理论和模型系数等进行了科学的纠正,对揭示了全球变化对陆地生态系统的影响和相互之间的响应耦合
关系提供了相应的支持;但是对于作为全球陆地碳循环主体的森林生态系统的野外生态学控制实验尚不
多见。
位于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试验区的哀牢山生态站,作为国家野外台站和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
的森林站,在坚持长期生态监测的同时,也开展了相应的研究。 由于在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分布区域的山地具
“ 冬暖夏凉冶 气候特征,山地垂直地带性与纬向水平地带性存在分异;导致该地区具较高地温( 年均值地温比
气温高 2.5—3.0 益 ,全年地积温比气积温高 900—1100 益 ) [13鄄 15] ;通过对哀牢山地区长期观测资料的分析,发

现气温在林内与林外都具有显著的上升趋势;林内各深度土壤温度均呈现出显著上升的趋势;林外仅在 15、

20 cm 深度土壤温度有明显升温趋势;林外气温上升的趋势要高于林内;而地温上升趋势则是林外低于林内;
并且在 0—20 cm 深度,林内土壤温度上升趋势是林外的 2 倍 [16] ;且林内各层地温均低于同层的林外地温;其
年变幅和日变幅也小于林外 [17] ;对土壤含水量的研究表明:哀牢山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不同深度基本上随着土
壤深度的增加而降低,波动范围也逐渐减小,土壤含水量雨季高于旱季 [18] ;常绿阔叶林的具有较强的土壤涵
养水功能 [19] ;森林地上地下的碳分配对土壤有机碳具有影响 [20鄄 23] ;对森林碳平衡的研究表明 [24] ,亚热带常绿

阔叶林虽然已是 300 多年的老龄林,但仍是一个较大的碳汇;利用处于相近纬度的 3 个亚热带常绿林的数据,
分析表明:温暖化将极大的促进亚热带常绿林的土壤呼吸作用 ( 敏感性高) ,而促进光合作用效果不显著( 敏
感性低) ;因此伴随着温度的上升,亚热带常绿林的碳汇作用将不断变弱 [25] 。 如此看来,伴随全球变暖,森林
的土壤温度也将上升,将影响森林土壤碳排放,导致森林碳平衡发生改变。 因此,在全球气候变暖情境下,森
林土壤温湿度的特征、变化规律是否发生改变? 对土壤呼吸会有什么影响? 乃是人们关注的问题。
本研究将选择我国主要林区哀牢山亚热带山地常绿阔叶林为研究对象,通过设置人工控制增温实验,采
用原地人工控制增温的方式,模拟温度升高后,对森林土壤温湿特征、变化规律的改变状况开展研究,以期为
区域气候变暖后森林土壤呼吸的变化,乃至森林碳循环评估提供支持。
1摇 研究概况与方法
1.1摇 研究地概况
研究区域位于哀牢山亚热带山地常绿阔叶林,哀牢山源于云南境内西北部的云岭山系,纵贯云南中南部
500 km。 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常绿阔叶林面积为 34483 hm 2 ,是目前我国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保存面积
最大的保护区,其植物种类丰富、区系成分复杂,群落类型多样、垂直带谱完整,过渡性特征明显,是我国现有
保存最完好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之一。 研究地位于云南省景东县境内的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试验区
内。 森林植被类型为原生的亚热带山地常绿阔叶林,主要由壳斗科、茶科、樟科和木兰科的种类组成,而壳斗
科的木果柯( Lithocarpus xylocarpus) 、硬壳柯( Lithocarpus hancei) 、变色锥( Castanopsis rufescens) ,茶科的南洋木
荷( Schima noronhae) 、 折 柄 茶 ( Hartia sinensis ) 、 蒙 自 连 蕊 茶 ( Camellia forrestii ) , 樟 科 的 黄 心 树 ( Machilus
bombycina) 、黄 丹 木 姜 子 ( Litsea elongata ) , 木 兰 科 的 红 花 木 莲 ( Manglietia insignis ) 、 多 花 含 笑 ( Michelia

floribunda) 是乔木层的主要组成成分,是群落的主要优势树种。 该群落结构可分为乔木层( 玉、域) 、灌木层和
http: / / www.ecologic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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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本层。
研究样地位于哀牢山自然保护区试验区的徐家坝地区( 24毅32忆N、101毅01忆E;海拔高度 2400—2600 m) 。

年平均气温 11.0 益 ,最热月(7 月) 平均气温 15.3 益 ,最冷月(1 月) 平均气温 5.1 益 。 一年中干湿季分明,多
年平均年降 雨 量 1881. 5 mm, 其 中 雨 季 ( 5—10 月) 为 1607. 3 mm ( 占 全 年 的 85. 4%) , 干 季 ( 11—4 月) 为

274.2 mm( 仅占全年的 14.6%) 。 该地区的土壤为山地黄棕壤,其特征为:地表几乎为植被凋落物所覆盖,厚
度一般 3—7 cm;土壤腐殖质呈棕黑色,厚达 10—15 cm;矿质土层质地疏松,以团粒结构为主。 表土层透水性
良好,涵养水的能力很强;有机质含量较高,含氮量丰富;碳氮比适中,土壤呈酸性( pH < 5) ;阳离子交换量较

高,高于水平地带的黄棕壤。 成土母质大体是由古生代板岩、微晶片岩、绿泥片岩、石英片岩、石英岩等组成,
风化物粗松,多发育成山地棕壤或黄棕壤。 0—30cm 土层土壤偏酸性( pH 为 4.2) ,有机质含量为 5—9%,土

壤有机碳( C,5.030%,0. 3 m 深 的 土 壤 有 机 碳 含 量 为 36 kg / m 2 ) 、 氮 ( N,0. 346%) 、 磷 ( P,0. 073%) 、 钾 ( K,

0.370%) 。

1.2摇 研究内容
利用设置的土壤增温对森林土壤碳排放影响人工控制实验,采用原地人工控制增温的方式,通过对土壤
增温和土壤呼吸自动监测系统实测数据的分析,揭示区域土壤温度和含水量特征和变化规律,及在区域气候
变暖情境下土壤温度和含水量特征的响应状况,为分析森林土壤呼吸对区域气候变暖的响应提供基础。
1.3摇 研究方法———人工控制实验

本研究的人工控制增温实验设置在风速较弱,直接辐射较小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内,采用大型多点自动

开闭箱式土壤呼吸自动连续测定方法。 共使用了 20 个呼吸箱( 长 90 cm 伊 宽 90 cm 伊 高 50 cm) ,设置了对
照、增温、切根和去凋 4 种处理( 每种处理 5 个重复) 。 20 个呼吸箱的测定循环为 1h,每个呼吸箱的测定时间
为 3min( 即每个呼吸箱每小时关闭 3min,其余的 57min 内其两扇盖子成 90毅完全张开,风,雨,枯枝落叶会自由
进入呼吸箱,从而保证呼吸箱内的温度,土壤湿度以及凋落物与外界一致) 。 各个呼吸箱的开闭,空气采样的
控制由一个可编程数采( CR1000, Campbell) 通过一个多频道采样装置来实现。 土壤呼吸的测定方式为闭路
式。 当呼吸箱关闭后,箱内 CO 2 浓度的变化由一台红外 CO 2 测定仪( LI鄄820, Li鄄Cor) 来测定,CR1000 数采每

10 秒钟记录 1 次数据。 另外,各个呼吸箱内的近地层(30 cm) 气温和 5 cm 深度的土壤温度由热电偶温传感
器,土壤含水量(10 cm) 采用 SM300 土壤水分传感器( 驻T 公司,澳大利亚) 测定,设置在呼吸箱中部。 数据通
过一个 62 / 124 频道数据转换器( NS62 / 124S, NorthStar, 上海) 记录到 CR1000 数采中。 本研究模拟未来温度
升高 2 益 ,增温采用碳素红外辐射器作为人工土壤增温处理的热辐射源。 由 45cm 长的碳棒红外辐射器(800

W) 和一个宽度为 15 cm 的拱形热反射( 防雨) 板组成,增温辐射源是固定在呼吸箱上方 2.3 m 处,其辐射面积

大于 3 m 2 ,呼吸箱位于辐射中部区域,且使用了透明的有机玻璃箱体,尽可能减小了箱体侧边造成增温死角。
在呼吸箱箱体内( 中下部) 安装 2 个小气扇,左右各 1 个,在采样期间工作,尽量保证箱内气体环境的同质性。
因为在野外,尤其是森林内进行增温实验面临发生火灾的风险,所以红外辐射加热器还配备了自动保护系统,
在支撑加热器的支架发生大约 60毅倾斜时,或受到树木落枝等外力而发生微弱振动时,加热系统会自动断电。

人工控制实验于 2010 年 10 月设置,在 2010 年 12 月底开始实施增温。 本研究使用了对照处理(5 个呼吸

箱) 和增温处理(5 个呼吸箱) 的近地层气温、土壤温度(2011—2013 年) 和土壤含水量( 2012—2013 年) 的数
据进行分析。
2摇 研究结果
2.1摇 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土壤温湿度特征及其变化规律

图 1 给出了气温、土壤温度和土壤含水量的时间变化和年变化,可见,不论是对照处理,还是增温处理,控

制实验的近地层气温和土壤温度均呈现出相同的变化规律,干季温度均较低,雨季均较高,平均温度 1 月最
低,7 月最高;土壤含水量对照处理和增温处理同样呈现的变化趋势,但是,2—5 月均较低,最低值出现在干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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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的 4 月,8———10 月均较高,最高值出现在雨季的 8 月( 图 1) 。

图 1摇 气温、土温和土壤含水量时间变化
Fig.1摇 Variations of air temperature, soil temperature and soil water content along time

从对照处理和增温处理的近地层气温、土壤温度和土壤含水量的年、日变化( 图 2) 可见,近地层气温( 图

Ta鄄C 和 Ta鄄W) 不仅年变化明显,日变化也较显著,且最高温度在 16 时左右,整体上,4—8 月的 13—19 时,近
地层气温均较高;不同处理的土壤温度( Ts鄄C,Ts鄄W) 和土壤含水量( Sw鄄C,Sw鄄W) ,虽然具有明显的年变化
(1 月最低,7 月最高) ,但日变化不显著。

2.2摇 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土壤温湿度对气候变暖的响应
将增温处理数值减去对照处理可作为增温后近地层气温、土壤温度和湿度对气候变暖的响应。

从图 3 可见,增温处理呈现明显的效应,近地层气温( 驻Ta) ,在 12—4 月的增温效应较强,平均气温多高

于 2 益 ,夜间可达 2.4 益 以上;6—8 月增温效应稍弱,昼间在 1.5—1.7 益 ,夜间在 1.7—1.9 益 ,各月的温差日
变化均不大( 约为 0.5 益 ) ;从土壤温度对温度升高的响应( 驻Ts) 来看,增温效应冬季高于夏季(1 月最高,约为

2.4 益 ,7 月最低,约为 1.8 益 ) ,基本没有日变化;土壤含水量( 驻Sw) ,均显示增温会减小土壤含水量,雨季减
少效应较大(9 月可减少 9%) ,干季效应较小( 干季末期的 4 月仅减少 3%) ,同样其效应基本没有年变化。

增温效应的平均值的年变化如图 4 所示,可见,近地层气温和土壤温度的增温效应具有一定的年变化,在

1—4 月较大(2 月最大,分别为 2.4 益 和 2.5 益 ) ,6—7 月较小(6 月最小,分别为 1.5 益 和 1.7 益 ) ,并且多数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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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摇 气温,土壤温度和土壤含水量年 / 日变化
Fig.2摇 Yearly / diurnal variations of air temperature, soil temperature and soil water

图 3摇 增温效应的年 / 日变化
Fig.3摇 Yearly / diurnal variations of warming effects

份土壤温度的效应大于近地层气温,在 8 月差异最明
显。 土壤含水量效应均为负值,显示了温度升高会导致
土壤含水量的降低,7—12 月减少效应明显( 7 月降低

9%) ,1—6 月 减 少 效 应 较 小, 特 别 是 5 月 仅 仅 减 少
了0.7%。

干季、雨季和年平均情况见表 1,从增温效应来看

(增温鄄对照),近地层气温和土壤温度增温效应干季的稍
大(2.2,2.3 益 ),雨季稍低(1.5,1.9 益 ),年平均来看,近
地层气温升高 1.9 益 ,土壤温度升高 2.1 益 ,达到预先设
计模拟未来气候变化 2.0 益 的要求,能够为未来模拟气
候升温后的状况提供依据。 增温会降低土壤含水量,干
季降低 5.5%,雨季降低 6.9%,年平均降低 6.1%。

图 4摇 近地层气温、土壤温度和土壤含水量对增温的响应
摇

Fig. 4 摇

Responses of air temperature near soil surface, soil

temperature, and soil water content to wa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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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不同季节气温、土壤温度和土壤含水量及其增温效应
Table 1摇 Air temperature ( Ta) , soil temperature ( Ts) , soil water content ( Sw) , and their warming effects in different seasons
干季 Dry season

对照 CK

增温 Warming

摇

增温效应
Warming effects

雨季 Rainy season

气温
Ta / 益

土壤温度
Ts / 益

土壤含水量
Sw / %

10.6依0.39

10.8依0.33

23.4依3.75

2.2

2.3

8.4依0.08

8.5依0.25

气温
Ta / 益

土壤温度
Ts / 益

土壤含水量
Sw / %

16.1依0.27

31.1依3.14

28.9依4.71

14.3依0.09

14.2依0.12

-5.5

1.5

1.9

15.8依0.36

年 Annual

气温
Ta / 益

土壤温度
Ts / 益

土壤含水量
Sw / %

13.8依0.31

27.4依3.31

38.0依3.31

11.8依0.09

11.7依0.14

-6.9

1.9

2.1

13.7依0.39

33.5依3.76
-6.1

3摇 讨论
目前全球变化研究中未来增温控制在 2.0 益 是普遍认可的一个标准,本研究的结果显示,所设置的人工

增温控制实验的温度年平均增温在 2.0 益 左右,可以认为,所设置人工控制实验可以达到增温约 2.0 益 的设计
要求,其增温效果好于在川西亚高山人工云杉林使用原位 OTCs 模拟增温方法进行的模拟实验( 林下平均气
温和平均土壤温度分别比对照提高了 0.42 益 和 0.25 益 ) [26] ;并且认为,在风速较弱,直接辐射较小的原始森
林内,使用固定式增温方法,所达到的增温效果较稳定,可以避免因为土壤对温度响应的滞后带来的温差变
化,同时简化了增温实验。 另外,本研究团队利用哀牢山生态站长期观测数据的研究表明,哀牢山亚热带常绿
阔叶林的土壤温度呈现较明显的变暖趋势 [ 16 ] ,哀牢山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气温和土壤温度均呈现显著上升
的趋势,因此本研究的结果可为其后探讨土壤呼吸对温度升高的响应研究提供良好的基础保证( 其分析正在
进行中) 。 并且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在未来温度升高的情境下,区域的气温和土壤温度以及土壤含水量的变
化特征不会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伴随温度的升高,土壤含水量呈现下降的趋势,且雨季的降低幅度大于干
季。 本地区的研究表明,土壤呼吸不仅受到土壤温度的影响,还受到土壤含水量的影响 [23] 。 因此伴随增温导
致的土壤含水量降低对土壤呼吸的影响也是下一步研究中需要关注的问题。
4摇 结论
(1) 温度升高不会改变林内的近地层气温、土壤温度和土壤含水量的年变化和日变化规律;

(2) 在设定增温效应为 2.0 益 的实验条件下,在冬季和夜间增温效应大于夏季和昼间;增温会导致土壤含

水量降低,雨季的效应大于干季;

(3) 增温导致的升温效应和降低土壤水分效应具有一定的年变化,但是基本没有日变化,显示了在风速

较弱,直接辐射较小的原始常绿阔叶林内,使用固定式增温方法,所达到的增温效果是较稳定的。

(4) 所设置的人工增温控制实验的温度年平均增温在 2.0 益 左右,可以认为,所设置人工控制实验可以达

到增温 2.0 益 的设计要求,可为其后探讨土壤呼吸对温度升高的响应提供良好的基础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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