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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土壤有机碳是土壤养分评测和质量分析的重要指标之一，研究不同草原类型土壤有机碳的空间分布规律

有利于草地的生态恢复和土地的合理利用。以锡林郭勒草原为研究对象，运用克里格插值法、相关性分析法、一元
线性回归法和主成分分析法探讨土壤有机碳的空间分异规律，以期揭示不同影响因素对草原土壤有机碳的影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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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结果表明：
（1）在草甸草原中，
土壤有机碳含量在 0~10 cm、20~30 cm、40~50 cm 土层的含量依次为 23.28 g·kg-1、

12.71 g·kg-1、9.28 g·kg-1；在典型草原中，含量变化依次为 16.75 g·kg-1、10.75 g·kg-1、7.20 g·kg-1；在荒漠草原中，含量
依次为 1.62 g·kg-1、2.00 g·kg-1、1.73 g·kg-1。表明草甸和典型草原土壤有机碳含量随土壤深度增加而逐渐降低，
而荒

漠草原不同土层间无显著性差异。
（2）不同草原类型对土壤有机碳含量的影响程度不同，对于同一土层深度，基本
表现为草甸草原>典型草原>荒漠草原。水平方向上有机碳含量与植被盖度分布相一致，呈由东南向西北逐渐递减
的趋势。
（3）在对影响因素的分析中，土壤有机碳与海拔、气温、pH 均呈极显著负相关关系（P<0.01），与降水、土壤

含水量、速效氮、速效磷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P<0.01），与坡度、坡向、速效钾无明显相关性关系（P>0.05）。
（4）影响
土壤有机碳的主要因子为速效氮、降水量和气温，次要因子为土壤含水量和速效钾，因此，应注重对不同草原氮素

的摄入以及水热条件的把控。
关键词：土壤有机碳；分布特征；影响因素；锡林郭勒草原

土壤有机质是指以各种形态存在于土壤中的

别研究了北京市平原区、西藏色拉山、青海湖湿地

所有含碳的有机物质，是土壤肥力乃至土壤质量的

等 3 个地区的土壤有机碳垂直分布的变化特征，并

重要基础物质，是植物生长发育的直接养分来源 。

分析了不同深度土层有机碳的变化特征。在分析

其中，土壤有机质大多以有机碳的形式存在，通过

不同地区土壤有机碳含量的分布特征方面，学者们

碳源或碳汇的形式形成碳循环，进而存在于陆地生

采用多种方法对土壤有机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

态系统中，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作用下，有机碳会在

究，结果亦不相同［11-13］。李兰花等［14］采用了相关性

不同的生态环境中具有不同的空间分布特性［2- 3］。

分析法对内蒙古草原土壤有机碳的影响因素进行

因此，研究土壤有机碳的空间分布特征，对于土壤

了分析验证，结果表明土壤有机碳与土壤含水量和

肥力的评价及其植被的生长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

土壤全氮呈显著性相关。黄先飞等［15］研究发现土

［1］

［4］

对于土壤有机碳的空间分布研究，主要体现在

地利用方式是影响有机碳含量的一个重要因子。

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两个方面。在土壤有机碳的

李龙等［16］揭示了地形因子对有机碳含量具有重要

水平分布方面，李灵等［5］、谭海燕等［6］、王勇辉等［7］分

影响。丰思捷等［17］采用冗余分析法分析了不同植

别研究了武夷山市茶园、昆明市滇池耕地、艾比湖

被类型对土壤有机碳的影响，表明不同的植被类型

湿地等地区土壤有机碳水平方向上的变化特征，揭

对有机碳含量的影响也不尽相同。Motavalli 等［18］研

示了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对土壤有机碳的空间分布

究了热带森林土壤 pH 与土壤有机碳之间的相互作

影响。而胡莹洁等 、马和平等 、曹生奎等
［8］

［9］

，分

［10］

用关系。商泽安等［19］在对海南岛次生雨林地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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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有机碳和其他因素相关性分析中，发现土壤有机

气候类型属于温带干旱与半干旱气候，年降水量在

碳的含量和全氮、速效氮、速效磷均具有极显著的

130~350 mm，降水主要集中在 7—8 月，年均温为

正相关关系，表明了土壤有机碳与养分指标之间的
相互作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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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锡林郭勒草原主要有 3 种草原类型，草甸草

原、典型草原、荒漠草原［20］。优势物种分别为贝加

锡林郭勒草原是内蒙古草原的重要组成部分

尔针茅（Stipa baicalensis）和线叶菊（Filifolium sibiri⁃

之一，对其土壤有机碳的研究具有重要作用。通过

cum）、克氏针茅（Stipa krylovii）和大针茅（Stipa gran⁃

对前人研究分析，在对土壤有机碳空间分布及其空

dis）、小针茅（Stipa klemenzii）。土壤类型从东至西

间分异的研究上，由于研究尺度，研究范围，研究区

依次为黑钙土、淡黑钙土、草甸栗钙土、栗钙土、棕

特点的不同，导致研究结果多样化，由于内蒙古草

钙土等。

原在地理上的特殊性及其人文环境的影响，致使对

1.2 数据采集与来源

于不同草原类型土壤有机碳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

为研究不同草原类型对土壤有机碳的影响作

向的空间变化尚不明确。又因为土壤有机碳受多

用程度，在研究区内结合地形、植被类型等从东至

重影响因素的共同作用。基于此，为探究不同影响
因素对其的影响程度，以锡林郭勒天然草原为研究

西共设置了 30 个采样点，按照由西向东采样，途经

区，分析草甸草原、典型草原和荒漠草原不同草原

市、苏尼特左旗、阿巴嘎旗、锡林浩特、东乌珠穆沁

类型土壤有机碳的空间分布特征，探讨气象因子、
地形因子、土壤含水量、土壤理化性质等对于草原
土壤有机碳的影响，揭示在众多影响因素中，影响
有机碳的主控因子，为草原生态系统的稳定以及土
壤质量健康发展提供基础参考和理论支持。

锡林郭勒盟 6 个旗县，分别为苏尼特右旗、二连浩特
旗（图 1），其中在草甸草原区布设 9 个样点，在典型
草原区布设 12 个样点，在荒漠草原区布设 9 个样
点。在每一个样点中采取挖剖面的方式取样，一方

面为了保证各层之间取样不受污染，减小误差；另
一方面，由于草原地区植被多为根系较短植物，根

1 研究区概况与方法

系多分布在表层，经挖剖面可知，土层深度在 20~30

1.1 研究区概况

为充分保证研究草原的有机碳含量特征差异，因而

cm 为钙积层的转折点，30 cm 以下基本上为钙积层，

锡林郭勒草原处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是
内蒙古四大草原之一，隶属于锡林郭勒盟（图 1）。
其地理位置为 41°34′22.8″~46°46′1.2″N，111°8′42″~

120°7′30″E，海拔 760~1936 m，面积 20.3×10 km 。
4

2

采用隔层取样。样地采样深度为 0~50 cm，3 个土层

分别为 0~10 cm、20~30 cm、40~50 cm，在每个样点

呈三角形分别取样 3 次，通过挖剖面的方式收集样

品，共计样品 270 个，将采集的土样装在牛皮纸袋

图 1 研究区位置、草原类型及采样点示意图
Fig. 1 Location, steppe type and sampling point of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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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待其在实验室内自然风干后，去除大的砾石和
根系物，
过 1 mm 尼龙筛备用。

为准确分析土壤有机碳与各个影响因子之间

的相互作用关系，特选用地形因子（海拔、坡度、坡
向）、气象因子（多年均温、多年降水）、土壤质地（黏
粒、砂粒、粉砂粒）、土地利用类型、土壤类型等数据

数据采用 ArcGIS 10.6 依据栅格表层处理提取海拔、
坡度、坡向等数据。有机碳的空间分布采用 Kriging

插值得到水平空间分布图，采用 Canoco 5.0 来探究
有机碳的主控因子，运用 Origin 8.5 绘制所有图表。

2 结果与分析

的控制因子。地形因子选用 DEM 数据（空间分辨率

2.1 不同草原类型土壤有机碳含量特征分析

cloud.cn）；1995—2015 年的年均温数据和年均降水

数据以及其余因子均来源于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
中心（http://www.resdc.cn）。
1.3.1 实验测定方法

表 1 为不同草原类型不同土层有机碳含量的描

述性分析，如表 1 所示，对于同一土层深度，草甸草

原土壤有机碳含量基本为最高，变异系数基本表现
为荒漠草原>典型草原>草甸草原。草甸草原有机

1.3 研究方法

chinaXiv:202109.00038v1

10.6 按研究区采样点经纬度进行提取并计算。DEM

来分析不同草原类型土壤有机碳的影响，及其含量
90 m），其 来 源 于 地 理 空 间 数 据 云（http://www.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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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有机碳采用重铬酸钾容

量外加热法，pH 采用电位极法，速效钾采用 NH4OAC
浸提火焰光度法，速效磷测定采用 0.5 mol·L-1 NaH⁃
CO3 钼锑抗比色法，
速效氮采用碱解扩散法［21］。

测定土壤含水量的土壤样品装置在 60 mm×60

碳含量的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均随土壤深度的
增加而减少，表层 10 cm 与中层和深层均呈显著性

减少的趋势（P<0.05），而变异系数表现出相反的趋
势，表现为 40~50 cm>20~30 cm>0~10 cm，且都属于

中等变异。这是由于在草甸草原区地表生物量多，

mm 的铝盒内，烘干前称重 M（为铝盒+土壤的湿重，
1

使得土壤有机碳主要受地表植被和地下根系的影

计量称重 M（为铝盒+土壤干重，
g），土壤质量含水
2

原不同土层深度的有机碳含量表现出与草甸草原

( M1 - M2 )
SW =
× 100%
( M2 - M0 )

有显著性差异特征（P<0.05），中层与深层之间没有

g），放置在温度为 105 ℃的烘箱中烘至恒重，烘干后
量计算方法如下：

（1）

式中：SW 为土壤含水量（%，干基），M0 为土壤所盛铝
盒的重量（g）。

1.3.2 变异系数

变异系数（CV）也称为离散系数，

是反映一组数据中各测量值变异程度的一个统计
量，只在平均值不为零时有意义，常用标准差与平
均值的比值来计算［22］，计算公式如下：
CV = SD × 100%
（2）
AV
式中：CV 表示变异系数；SD 表示该组数据的标准

响，致使空间变异由表层至深层逐渐增大。典型草
相一致的变化趋势，均在表层与中层和深层之间具
显著性差异。但是变异系数却不相同，表现为 20~

30 cm>40~50 cm>0~10 cm，可能是由于典型草原研
究区面积较大，土壤类型基本以栗钙土为主，30 cm

以下出现钙积层现象，使得有机碳含量在 30 cm 处

出现分化，导致这一土层土壤有机碳含量特征相比
于其表层和深层变化明显。荒漠草原不同土层深
度的有机碳含量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均在 20~30

cm 土层深度数值最大，0~10 cm 和 40~50 cm 土层有

机碳含量差别不大，没有统一规律，说明荒漠草原
在垂直方向上各土层之间含量差异不显著，影响作

差；AV 表示同一组数据的平均值；CV 值越大，说明

用程度不强，主要是荒漠草原大部分地面植被稀

以均值为准的变异程度越大，离散趋势变化亦明

疏，地表裸露较多，土壤类型又多以风沙土为主，长

显，反之，CV 值越小，则表明其变异性也越小。衡量

时间的累积使土壤表层肥力贫瘠化，导致土壤表层

100%为中等变异，CV<10%表示具有弱变异性。

性差异。30 cm 土层以下出现钙积层，从而使得有

标准为：CV>100%说明具有强变异性，10%≤CV≤

有机碳含量略低于 20~30 cm 土层，但是未达到显著

1.4 数据处理

机碳含量低于 20~30 cm 土层。因此，致使 20~30 cm

研究区土壤实测数据采用 SPSS 22 进行描述性

分析、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1995—2015 年年均

温和年降水数据采用 Excel 2016 进行计算和处理。
土地利用类型、土壤类型、土壤质地均采用 ArcGIS

土层深度有机碳最为丰富，由变异系数可知，0~10

cm 变化最大，
随土层深度增加，变异系数逐渐减少。
对比同一土层不同草原类型可得，在表层 0~10

cm 中各草原类型土壤有机碳在含量上存在显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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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3 种草原类型不同土层土壤有机碳一般性分析
Tab. 1 General analysis of soil organic carbon in different soil layers of three grassland types
草原类型
草甸草原

土层深度/cm
0~10

最小值/(g·kg-1)

最大值/(g·kg-1)

4.53

18.54

11.59

20~30
典型草原

40~50

0.91

0~10

6.10

20~30
荒漠草原

4.12

40~50

3.54

0~10

0.70

20~30

0.86

40~50

0.69

31.94
13.93
30.10
19.13
12.78

4.30
4.88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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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不同字母表示在 0.05 水平上显著，相同字母表示在 0.05 水平上不显著。

平均值/(g·kg-1)

标准差

变异系数/%

23.28a

6.34

27.35

9.28cd

4.16

44.79

12.71c

4.28

16.75b

6.86

10.75cd

4.92

7.20d

3.02

1.62e

1.11

2.00e

1.15

1.73e

0.84

33.71
40.96
45.79
41.88
68.27
57.63
48.48

异性（P<0.05），在中层 20~30 cm 和深层 40~50 cm 表

cm 土层，有机碳含量下降趋势较大。在深层土层

均显示不显著的变化特点，但与荒漠草原均有显著

机碳含量下降明显，且大部分为 0~10 g·kg-1，只有东

现出相似的变化特征，即草甸草原和典型草原之间
性特征（P<0.05），表明在同一土壤深度中，有机碳含
量在草甸草原区和典型草原区含量差异变化较小，

40~50 cm，相比于 0~10 cm、20~30 cm 土层，土壤有

部少数地区有机碳含量在 10 g·kg-1 以上。纵观整个

研究区，土壤有机碳含量特征与草原类型呈一致的

与荒漠草原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主要是由于地

分布特征，均表现为草甸草原含量最高，典型草原

表植被盖度以及水分的差异所导致。

次之，荒漠草原最少。

2.2 分层土壤有机碳含量空间分布特征

2.3 分层土壤有机碳影响因素分析

由锡林郭勒草原不同土层深度有机碳的含量

为探明土壤有机碳含量变化特征的影响因素

特征可知（表 2），土壤有机碳均值表现为随土层深

及其之间的相互作用，特选用地形因子（海拔、坡

40~50 cm>20~30 cm，均属于中等变异程度，说明研

壤因子（土壤含水量），土壤化学因子（pH、速效氮、

的影响，变化较为不稳定。中层 20~30 cm 和深层

之间做相关性分析，以此来探究土壤有机碳含量所

度的增加，含量逐渐降低。变异系数为 0~10 cm>

度、坡向），气象因子（多年均温、多年均降水量），土

究区有机碳表层 0~10 cm，主要受地表生物量丰缺

速效磷、速效钾）等 4 种因子与不同土层有机碳含量

40~50 cm 由于受土壤性质和土壤结构的影响，变化

受不同因子的作用影响程度。

有机碳均属于正态分布类型，可以进行普通克里格

采用海拔、坡度、坡向 3 个地形因子与不同土层有机

相较于表层较为稳定。经 K-S 检验，发现 3 层土壤

2.3.1 分层土壤有机碳与地形因子的相关性分析

插值。

碳含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海拔与土

锡林郭勒草原各层土壤有机碳水平分布特征
如图 2 所示。在 0~10 cm 土层深度，土壤有机碳含

量由东向西呈条带状分布，且与 3 种草原类型分布

相一致。在 20~30 cm 土层深度，有机碳含量呈块状
分布，其中 15~20 g·kg 呈飞地式分布，相比于 0~10
-1

壤有机碳具有负相关关系，且在 20~30 cm、40~50

cm 分别与海拔呈显著负相关（P<0.01），表明在锡林

郭勒草原土壤表层 0~10 cm 土壤有机碳受海拔影响

作用小，表层土壤有机碳含量分布多受地表植被和
枯枝落叶的影响。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地表植被

表 2 不同土层深度土壤有机碳一般性分析
Tab. 2 General analysis of soil organic carbon at different soil depths
土层深度/cm
0~10

20~30
40~50

平均值±标准差/(g·kg-1)

K-S

分布类型

0.190

正态分布

偏度

峰度

变异系数

14.17±10.33

0.054

-1.351

72.917

0.096

正态分布

6.18±4.24

0.403

-0.950

68.573

0.200

正态分布

8.71±5.94

0.227

-1.273

68.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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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土层土壤有机碳含量水平分布特征
Fig. 2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oil organic carbon content in different soil layers

表 3 分层土壤有机碳含量与 pH、速效养分、地形因子之间的相关性检验

chinaXiv:202109.00038v1

Tab. 3 Correlation test of organic carbon content and pH, available nutrients, topographic factors in stratified soil
土层深度/cm

pH

0~10

-0.789

40~50

-0.518**

20~30

-0.601

**
**

速效磷/(mg·kg-1)

速效钾/(mg·kg-1)

速效氮/(mg·kg-1)

0.701

0.179

0.872

0.691

**

0.531

**

**

0.528**

0.032

注：*表示在双侧检验置信 0.05 水平显著，**表示在 0.01 水平上显著。

海拔/m

坡度/(°)

坡向

0.951

-0.295

0.284

-0.151

0.866**

-0.385*

0.270

-0.162

**
**

-0.437

*

0.225

-0.130

影响减弱，海拔成为一个制约因子，海拔越高，土壤

坡向与各层土壤有机碳均未达到显著性关

有机碳含量越低。由图 3a 可知，锡林郭勒草原海拔

系。这有可能是在锡林郭勒草原地区，地形多为山

在 769~1936 m，海拔总体表现为东低西高，由于地

丘和平地，坡度变化较小，从而使得坡向对其植被

表植被的分布差异致使表层土壤有机碳含量之间

的影响程度不大，使得其与有机碳含量没有显著性

受海拔的影响小于地表枯枝落叶累积的影响。坡度

关系。王彦龙等［23］研究表明，坡向主要通过影响地

与不同土层深度有机碳含量之间未达到显著性水平

区的降水、气温和光辐射分配，进而影响植被分布

（P>0.05）。坡度主要通过影响地表淋溶作用和水分

的长势和有机碳的含量。由于受到地形平坦和坡

变化来影响土壤养分的含量特征。由图 3b 可知，研

度小的原因，使得坡向出现不稳定性，坡向随时发

难与不同土层有机碳含量呈现明显的相关关系。

植被生长状况，但由于缺少长时间的作用特点，使

究区坡度大多集中在 0°~2°，
地势较为平缓，
因此，
很

生变化。在本研究区虽坡向可以改变水热条件和

图 3 研究区海拔和坡度空间分布
Fig.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ltitude and slope in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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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其对有机碳的影响程度较弱，并未达到显著性相

土壤蒸发，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土壤含水量少，导

关。这与贾豪等

致深层土壤有机碳含量累积速率慢，从而影响了土

对渝东南农田土壤有机碳与坡

［24］

向的研究结果相类似。

壤有机碳的含量。气象因子主要通过对植被的生

2.3.2 分层土壤有机碳与气象因子的相关性分析

长发育、微生物的活动、迁移来影响土壤有机碳的

在研究土壤有机碳的影响因素中，对于自然环境因

变化［26］。

子的选择必不可少，因此，本文选择了该研究区

2.3.3 分层土壤有机碳与土壤含水量的相关性分析

1995—2015 年的多年均温和多年降水数据来分析

土壤含水量对于土壤有机碳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温度和降水对土壤有机碳含量的影响。

影响土壤中微生物的活性，抑制微生物分解土壤碳

气候条件是形成不同草原类型分布和植被净

的能力，从而制约土壤有机碳的累积过程。土壤湿

初级生产力的主要因素之一，对不同草原的土壤养

度越大，土壤呼吸作用就越弱，通气受阻，有机质的

。结果如图 4 所示，不同

矿化作用越低，使得在碳循环过程中碳素的输入量

分含量具有重要的影响

［20,25］

深度的土壤有机碳和气温之间呈极显著负相关性

大于输出量，利于有机碳含量的储积。本文主要将

（P<0.01），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R 分别为 0.756、

同土层的有机碳和土壤含水量做线性回归，结果如

增加逐渐减弱，说明温度的变化对于土壤有机碳具

有显著正相关关系（P<0.05），且相关性随着土层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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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31 和 0.553，温度对于土壤有机碳的影响随深度

图 5 所示，同层土壤有机碳与土壤含水量之间均具

有一定的制约作用，温度越高，土壤有机碳含量越

度的增加而逐渐减小，依次为 0.701、0.492、0.379。

少。气温的变化往往对土壤水分的蒸发、土壤矿物

说明研究区土壤含水量是土壤有机碳的一个显著

质的溶解和淀积，以及有机质的分解和腐殖质的形

影响因子，土壤含水越多，土壤的通透性就越差，碳

成都有重要的作用，进而促进了土壤中元素的迁移

的释放就少，累积的就越多，这和对降水的研究相

和转化，使得有机碳的累积量少，减少了有机碳的

同，均为正相关关系，由此可见，有机碳含量的丰缺

含量。通过对年降水量和不同土层有机碳含量之

和水分之间有较大的关系，水分首先通过地表和地

间做相关性分析可知，降水与分层土壤有机碳含量

下淋溶作用影响着土壤碳循环，其次就是水分是促

之间具有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0.01），随着土层

进植被生长的一个重要因子，植物生长越好，其根

深度的增加，R 的大小依次为 0.791、0.562、0.497，相

系越深，通过影响土壤微生物活动以及加速枯枝落

比于表层，降水对于深层土壤的影响减弱。由于降

叶的分解，来影响土壤有机碳含量多少。

水可以影响土壤中颗粒物的分解与矿化，在大气—

2.3.4 分层土壤有机碳与土壤化学特征的相关性分

植被—土壤生态循环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干旱半

析

干旱地区降水稀少，下渗的水分被植物吸收蒸腾，

一。探讨其与土壤氮磷钾有效性之间的相互作用

2

土壤有机碳是土壤肥力的重要影响因子之

图 4 分层土壤有机碳与年均温、年降水量之间的线性关系
Fig. 4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atified soil organic carbon and average annual temperature and annual precip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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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无明显相关关系（P>0.05）。钾元素主要存在于表
层土壤中，对有机碳的影响作用不明显，这与张丽
君［28］等对浙江省耕地土壤速效钾研究结果相似。
各层土壤有机碳与同层速效氮之间均具有极显著
正相关性（P<0.01），且相关性相比于速效磷、速效钾
都要高，说明速效氮与有机碳之间具有高度的正相
关性。速效氮是土壤氮素的一个外在表现形式，土
壤氮素一般以有机氮和无机氮两类为主。氮素是
构成生物体内各种氨基酸的基础组成成分，土壤氮
素是维持植物根系生长、发育的重要因子，可以促
进植物根系对于土壤其他养分元素的吸收和利
用。植物根系生长越好，越能促进土壤微生物的活

chinaXiv:202109.00038v1

性以及土壤碳氮循环，进而促进了土壤有机碳的积
累和沉淀。
2.3.5 土壤有机碳主控因子分析

分析影响土壤有

机碳的因子包括气象因子、地形因子、土壤含水量、
土壤 pH、以及土壤速效养分等因子，采用主成分分

析方法探究各影响因子对土壤有机碳的影响程
度。利用 Canoco 5.0 对影响土壤有机碳的 10 项指标
进行了提取分析和处理，结果如图 6 所示。在众多

影响因子中对有机碳的影响作用存在着明显的差
异性。在速效养分对其土壤有机碳的影响过程中，
速效氮对有机碳的影响程度最大，速效磷次之，速
效钾最弱。降水对其土壤有机碳含量的影响作用
较强于土壤含水量。在促进因子中，坡度呈现出较
弱的影响作用。在抑制有机碳含量的影响因素中，
气温对其产生了主要的影响，pH 和海拔、坡向等因
图 5 不同土层有机碳与相同土层土壤含水量线性关系
Fig. 5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c carbon in

子影响程度基本相当。

由此可见，土壤有机碳除与氮素的累积有高度

different soil layers and soil water content in the same layer

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地理意义。由表 3 可知，不同

土层深度的土壤有机碳与其同层土壤 pH 之间具有

极显著（P<0.01）负相关关系，并随着土层深度的增
加，与 pH 之间的相关性逐渐减弱，说明土层深度越
深，受 pH 的影响制约越少，土壤 pH 主要通过影响土
壤动物和土壤微生物的活性及分解速度，从而影响
有机碳含量多少的转化［27］。
土壤有机碳与速效磷之间具有极显著（P<0.01）
正相关性。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其相关性逐渐减

图 6 土壤有机碳与影响因子的 PCA 分析

弱。不同土层速效钾与土壤有机碳之间除了表层

Fig. 6 PCA analysis of soil organic carbon and influencing

0~10 cm 具有极显著正相关外（P<0.01），其余两层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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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外，还与水热关系具有重要的作用。在自然状

层土中夹杂着部分初育土，有向干旱土过渡的趋

态下，气候因素中水分和热量的变化一般具有稳定

势。研究区钙层土分布较广，该区处于温带半干旱

性，因此，为了锡林郭勒草原土壤有机碳的均衡发

向干旱过渡的气候类型，适于土壤碳酸钙的积累，

展，
应注重氮磷钾含量的变化以及土壤 pH 的调节。

由东至西降水随着气候类型的过渡逐渐减少，植被

3 讨 论

减少。在草原这一土地利用方式的大背景下，草本

3.1 不同草原类型特征对土壤有机碳的影响因素
本文分析了土壤有机碳与气象因子、地形因
子、土壤化学特征及土壤含水量等因子之间的相互
作用关系。但是未对土壤质地、土壤类型和土地利
用方式等分析研究，故将土壤质地按草原类型进行
分类，
进而探讨土壤物理特征对土壤有机碳的影响。

chinaXiv:202109.00038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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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7 所示，在 3 种草原类型中土壤质地均表

现为砂粒>粉砂粒>黏粒，表明在锡林郭勒草原土壤

质地组成主要为砂粒。砂粒占比最大的是荒漠草
原，其砂粒占总砂粒的 36.09%。在荒漠草原土壤粒
径相比于其他草原类型大，土壤保水性差，土壤结

构疏松，有机物质分解快，土壤有机质存蓄能力弱，

类型也出现明显变化，土壤表层的腐殖质含量逐渐
植物根系发育较浅，深层土壤受植物根系的影响较
弱，此外从表层向下随着深度的增加，土壤钙积现
象明显，基本在 30 cm 以下出现土壤钙积现象，不利

于土壤有机质的累积与转化。因此，出现了表层有
机碳含量多，越向下土壤有机碳含量骤减的现象。
干旱土是发生在干旱水分条件下，具有干旱表层的
土壤，一般这种土壤腐殖质含量低，地表植被稀少，
且大多处于土壤缺水状态。干旱土土壤钙积过程
较为明显，导致其土壤腐殖化过程极其微弱，进而
影响了土壤有机碳的含量特征。南部农牧交错带
有一部分东西走向的初育土，初育土是指土壤发育
程度较弱，常由于人类不合理利用土地，造成土壤

土壤养分含量低下。在 3 种草原类型中，黏粒表现

退化的现象，从而使原来发育较好的土壤演化为初

占总黏粒的 36.29%，土壤黏粒越多，土壤表层有机

沙地所在的一个沙带，大部分为风沙土，主要以草

为草甸草原>典型草原>荒漠草原。草甸草原黏粒
物质越丰富，地表植物生长越好，土壤粒径越小，保

水性越强，土壤微生物活动越好，越有助于土壤水
分的保持与土壤碳循环，利于土壤有机碳含量的增
加。由此可见，土壤质地也是影响土壤有机碳的一
个重要因素，土壤质地的不同会对土壤容重以及土
壤孔隙产生直接的影响［29］。
由图 8a 所示，锡林郭勒草原土壤类型大多数为

钙层土（黑钙土、栗钙土和棕钙土等），从东到西钙

育土。该初育土位置正好是锡林郭勒盟浑善达克
甸风沙土、草原风沙土以及荒漠风沙土为主。因此
对于土壤有机碳的研究，土壤类型起着重要的基础
作用，可以从根本上影响土壤有机碳含量的变化
特征。
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会改变土壤本身的结构
和土壤原本的循环机制，进而影响土壤养分含量的
丰缺［30］。土地利用方式不同，受人类影响作用程度
就不同［11］。由图 8b 中的土地利用类型分布图可知，
锡林郭勒盟北部主要土地利用类型为草地，南部多

为耕地类型，东南部分布有少数的林地，且有多个
地方零星表现为未利用土地。结合土壤类型图可
知，主要土地利用类型为草地，其主要土壤类型为
钙层土，而钙层土的一个重要特性便是具有暗沃表
层，这是草本植物生根的习性以及草类生长和土壤
腐殖质循环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草本植物的根
系较浅，与森林植被不同，所以腐殖质的积累和沉
淀也有所差异。对于草地这一利用类型来说，土壤
腐殖质的积累主要靠草类植物地下的根系以及地
表的植物残体分解形成，进而影响土壤碳循环，影
图 7 不同草原类型土壤质地所占比例
Fig. 7 Proportion of soil texture of different grassland types

响有机碳的含量。因此，不同土层土壤有机碳含量
对于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敏感性有所不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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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研究区土壤类型与土地利用类型分布特征
Fig. 8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oil types and land use types in the study area

3.2 气候、
地形、
土壤理化性质对土壤有机碳的影响

然不同。除海拔外，坡向和坡度也会对土壤有机碳

在土壤有机碳含量输入与输出的过程中，气候

产生重要的影响，坡向的不同，植物光合作用的速

变化对土壤有机碳具有重要作用。不同的气候条

率以及温度对于土壤水分的蒸发作用也不相同。

件对植被类型和植物生物量有着不同的影响，从而

坡度的大小会对土壤的物理特性产生作用，坡度越

间接决定着土壤有机碳输入量的变化；其次，土壤

大，土壤表层水分流失越快，土壤机械组成会发生

有机碳分解转化与输出过程，同样受水热关系的作

变化，继而对植物的生长以及微生物的活性产生影

用，不同的气温和降水影响着土壤中微生物的活性

响。史飞等［33］在对不同土层有机碳含量随海拔的

和数量变化，而在土壤不同深度中，微生物是分解

变化分析中得到，土壤表层 0~5 cm 有机碳含量随着

和转化有机质的主要驱动要素，水分和热量的变
化，一方面会影响植物光合作用的速率和植被生长

海拔的升高而增加，在 5~60 cm 土层，有机碳含量随
着海拔高度的增加具有先增加再下降的趋势。说

所需的水分，从而影响植物的生产力，另一方面也

明不同海拔高度对于土壤碳含量的影响不同。本

有可能影响微生物的活性和分解转化的速度，影响

研究显示，0~50 cm 土壤有机碳与海拔具有显著负

土壤有机碳含量的累积

。在土壤生态系统中，土

［31］

相关，这与史飞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原因一方面在

壤动物和微生物参与土壤有机质和能量的转化过

于本文将表层、中层和深层有机碳含量均一化后，

程，有机物质不仅可以作为它们的食物来源，而且

探究其与不同海拔的作用关系，另一方面，本文选

部分矿物质成分受到微生物活动和消化酶的作用，

取的研究区域为草原样地，主要植被类型为草地，

使其土壤中的有机质、氮素、交换性钙铝镁、有效性

东西跨度大，由东向西植物多样性逐渐减少，多种

磷钾含量、盐基饱和度等会明显提高，这加速了土

因子的交互作用，使得研究结果不同。说明在草原

壤中有机质的转化速率，促进了有机碳的积累和提

地区，对于土壤有机碳含量的影响因素来说，植物

高了土壤养分的有效性。在对锡林郭勒草原的研

量的多少要比海拔的影响作用更显著。

究中发现土壤有机碳与年降水量具有显著正相关，

土壤 pH 值是土壤的一个基本属性，也是影响

对

土壤各种元素的重要化学指标，影响着各种化学元

东北样带土壤有机碳的研究结果相似，说明水热因

素的存在形态、有效状态和迁移转化能力。在强酸

子对土壤有机碳的含量变化特征具有明显作用。

强碱的土壤环境下，会制约土壤微生物的活性，致

而与气温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这与在王淑平等

［32］

地形的高低起伏会对土壤有机碳含量造成影

使分解和转化土壤有机质的能力减弱，从而使其有

响。不同的地形条件，会重新进行温度、水分和资

机碳含量下降。王園博等［34］在对黑河流域土壤有

源的分配。不同的海拔高度，土壤水分和热量会表

机碳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发现土壤 pH 与土壤有机

现出不同的差异，因此对于土壤有机碳的影响也截

碳之间具有显著负相关关系，与本研究结果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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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均得出 pH 值是制约土壤有机碳的一个重要影

演 变 [J]. 水 土 保 持 通 报, 2019, 39(5): 16- 22. [Hao Liting, Wu
Faqi.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of soil nutrients of dam land

响因子。

and terrace in a loess hilly area[J]. Bulletin of Soil and Water Con⁃

总之，在锡林郭勒草原，土壤有机碳主要受气
候、地形、土壤理化特性、生物量以及人为活动等因
素的共同影响。在分析了自然因素和土壤理化性

[2]

力，使得植被盖度降低，加速了土壤表层的风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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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作用，促使碳素的转化与分解，从而影响土壤
有机碳的含量

Batjes N H. Soil carbon stocks and projected changes according t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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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oil organic carbon in Xilin Gol stepp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CHANG Shuai1, YU Hongbo1, CAO Congming1, MA Zice1,2,
LIU Yuexuan1, LI Xiang1
(1. College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010022, Inner Mongolia, China;
2.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199, Anhui, China)

Abstract：Soil organic carbon (SOC)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soil nutrient content and quality. The study of
SOC in different steppe types assists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rational land use projects.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in the Xilin Gol steppe, and used the Kriging interpolation, correlation analysis, unary linear
regression, an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SOC and identify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In the meadow steppe, SOC content in 0-10 cm, 20-30 cm, and
40-50 cm soil layers was 23.28 g·kg − 1,12.71 g·kg − 1, and 9.28 g·kg − 1, respectively; in the typical steppe it was
16.75 g·kg−1, 10.75 g·kg−1, and 7.20 g·kg−1, respectively; in the desert steppe, the content was 1.62 g·kg−1, 2.00 g·
kg −1, and 1.73 g·kg −1, respectively. Also,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OC content in the meadow and typical steppes
gradually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soil depth, whil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different
soil layers in the desert steppe. (2) Different steppe types had different influences on SOC content. For the same
soil layer depth, the SOC content order was basically meadow steppe>typical steppe>desert steppe. The SOC
content in the horizontal direction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distribution of vegetation coverage, showing a trend of
gradual decrease from southeast to northwest. (3)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SOC was significantly (P<
0.01)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ltitude, temperature, and pH; and significantly (P<0.01)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recipitation, soil water content, available nitrogen, and available phosphorus. It had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P>0.05) with slope, aspect, and available potassium. (4)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SOC
were available nitrogen, precipitation, and temperature; the secondary factors were soil water content and
available potassium. Theref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control of nitrogen intake and hydrothermal
conditions in different steppe types.
Keywords: soil organic carbon;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influencing factors; Xilin Gol stepp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