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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短命植物的氮素吸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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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研究荒漠生态系统同一生活型植物对氮素的利用是否存在生态位分离，有助于深入了解荒漠植物的生存

策略，更好掌握氮素对荒漠植物生存的影响。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中，广泛分布着 4 种短命植物尖喙牻牛儿苗

（Erodium oxyrrhynchum）、琉苞菊（Hyalea pulchella）、假狼紫草（Nonea caspica）和飘带果（Lactuca undulata），对 4 种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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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短命草本植物在不同月份不同土层深度对不同形态氮素的吸收利用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
（1）在不同土层深

度，5 月 4 种植物的氮素吸收速率均高于 4 月的氮素吸收速率；对于不同形态氮素的吸收速率，甘氨酸均低于硝态氮

和铵态氮。
（2）4 月假狼紫草对硝态氮的回收率最高，可达 52.3%；5 月假狼紫草对铵态氮的回收率最高，可达

90.7%。
（3）琉苞菊对 15N 的吸收量低于其他 3 种植物。
（4）4 种短命植物不仅可以利用土壤无机氮，还可以有效利用
土壤有机氮，且尖喙牻牛儿苗和飘带果对硝态氮有明显的吸收偏好。
（5）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生态系统中，短命生

活型的植物对氮素的吸收能力有着差异和多元化的特点，
且均可吸收土壤中的可溶性的有机态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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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多样性维持的一个重要机制是生态系统

深的认识正是基于植物对有机氮的直接利用的

物种的共存。不同植物的资源生态位分离是植

发现［7］。植物对有机氮的吸收已经被用于解释干

物共存的主要原因，包括光、水分、营养分配的差

旱环境中生态系统氮素供给和需求的不平衡的重

异

要原因。

。氮（N）是许多陆地生态系统中的基本元素，

［1］

荒漠生态系统是典型的氮素缺乏系统，可利用

但往往会限制植物的维持、生长和繁殖 。土壤中
［2］

存在着丰富多样的化学氮形态，从简单的无机氮，

氮素较少并且具有时间和空间异质性，从而限制了

如铵（ NH ）、硝酸盐（ NO ）到有机氮（游离氨基酸

初级生产力［8］。因此，荒漠植物需要演化出成功的

+
4

3

和短肽等），这些氮形态具有不同的性质，例如，可

氮素营养利用策略才能保证自身的生存。在氮素

溶性，流动性和毒性等，这将影响植物对氮素的吸

缺乏的地区，除了无机氮外，植物对有机氮的利用

收。氮素缺乏是陆地生态系统的普遍现象，因此要

才是保证植物生长繁殖和物种共存的关键。干旱

从植物对氮素的利用在时间、空间和化学形态上的

半干旱地区的植物被证实可以通过根吸收氨基

分离来解释氮素限制生态系统植物的共存［3-4］。自

酸。在荒漠生态系统中可溶性有机氮的含量可能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以来，对有机氮吸收的研究一

高于其他生态系统，而土壤中的氮素差异能够显著

直是生态系统氮循环的“短板” 。更多研究已经证

影响植物对氮素吸收的偏好［9-10］。古尔班通古特沙

实了，植物可以从土壤中以游离氨基酸的形式提取

漠是典型的温带荒漠生态系统，但其草本植物十分

有机氮、短肽，甚至蛋白质 。氮循环被认为是含氮

丰富，在春季，仅荒漠短命草本植物种类就占该沙

［5］

［6］

的化合物的解聚，经过微生物胞外酶（包括菌根共
生）的裂解，植物或微生物都可以利用这些化合
物。人们对生态系统中物种竞争与共存能有更

漠全部植物物种的 47%［11］。如此繁多的植物物种
是怎样在短时间内完成整个生长周期？短命草本
植物在其不同生长期对有限氮素的吸收利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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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15N 的添加，氮素添加时间分别为 4 月中旬和 5 月

何？它们是否可以吸收利用土壤中的有机氮进行
生长发育？以及它们在氮素的利用上是否存在生
态位的分离？此类情况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为此，
本研究选取了 4 种荒漠短命草本植物，即尖喙牻牛

中旬。植物 4 个不同氮素形态处理为：对照组（不
加标记氮）、15N-NH4Cl、15N-KNO3 和 13C- 15NGlycine

（甘氨酸）。

儿 苗（Erodium oxyrrhynchum）、琉 苞 菊（Hyalea pul⁃

氮素标记试验中，对于每一个小样方，加入氮
量为 0.6 g·m- 2。3 种形态的氮素 NH 4+ -N、NO3- -N

chella）、假狼紫草（Nonea caspica）和飘带果（Lactu⁃

ca undulata）进行了 15N 同位素氮标记以及 13C-15N 双

和 Glycine-N 具有相等的量（各 0.2 g·m-2），但只有 1
种含同位素 15N，同位素氮的浓度分别为 15N-NH4Cl

标记的田间试验，研究了生长季节和施氮土层深度

15
（99.14%）、
N-KNO（99.19%）
和 13C-15NGlycine（99.0
3

对植物氮素吸收利用的影响。通过研究推测，不同

4%）
（试验所用氮素均来自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

的植物物种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变化中利用不同

研究所）。将氮素混合物溶解到蒸馏水中，3 种具有

形态的氮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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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同位素氮的溶液和对照一起随机对 4 个 10 m×10 m

1.1 研究区概况

均匀分布于样方的氮素，将 50 cm×50 cm 的小样方

样方中的小样方进行氮素施加。为使植物能吸收
平均分成 49 个方格，每个方格长度约为 7.1 cm，在

研究区位于中国科学院新疆阜康荒漠试验站

每一方格中间注入等分量的溶液（3 mL）。如果方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大型永久样地中，该样地建设

格中间刚好是植物，15N 溶液离开 0.5 cm，避免直接

有围栏，防止大型人为活动以及放牧，气象数据齐

注射到根部。在 0~5 cm 和 5~10 cm 土壤，注射土层

全。2019 年，在永久样地中，选择地势平坦，结皮发

分别为 2.5 cm 和 7.5 cm。利用注射器完成注射，为

育类型一致，植被覆盖比较均一的区域，设定 4 个

避免污染植物地上部分，在注射时，用漏斗隔开。

10 m×10 m 的样方，每个样方相隔 30 m 以上，相当于

氮素添加试验方法参考文献［12］。

4 个重复。阜康气象站数据显示，在 15N 添加的 2 次

1.3 植物的采集和分析

试验期间，样地没有降雨。试验期间样地土壤成分

在每一个 10 m×10 m 样方中，选择 1 个 50 cm×

分析如表 1 所示。
1.2 植物的选择

50 cm 的样方进行生物量的收集，并且区分不同物

牻牛儿苗、琉苞菊、假狼紫草和飘带果，这 4 种植物

层［13］，通过 50 cm×50 cm×5 cm 收集 0~5 cm 土层的生

种。地上生物量通过刈割法收集，地下生物量分 2

在样方内，选择 4 种常见的短命草本植物：尖喙

在 3 月底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积雪融化后开始萌芽，
在 4 月中旬进入快速生长期，在 5 月中旬达到最大

生物量，6 月初枯萎。在每一个 10 m×10 m 样方内，

物量，然后继续挖取 5~10 cm 的土样，收集地下生物
量。植物地上和地下部分的生物量在 65 ℃下烘干
至恒重，称量。

在氮素施加 24 h 后，
从每 1 个样方中选择 5 株个

选取单一植物（或通过早期人为去除其他植物），设

定 50 cm×50 cm 的小样方，每种植物需要 16 个小样

方，共进行 2 次、2 个土层、4 个不同氮素形态的同位

体进行收集。植物的地上部分连同根一起取出，在
自来水下冲洗，除去根表面土壤。在 0.5 mmol·L- 1

表 1 不同月份各土壤深度土样成分分析
Tab. 1 Composition analysis of soil samples at various soil depths in different months
0~5 cm

4月

5~10 cm

0~5 cm

5月

5~10 cm

0.160±0.010

0.113±0.006

0.187±0.021

0.123±0.006

铵态氮/(μg·g-1)

12.687±1.429

10.563±0.707

14.133±2.599

9.820±1.968

有机氮/(μg·g-1)

13.517±1.920

10.813±1.367

12.647±2.086

土壤有机碳/%
总氮/%
硝态氮/(μg·g )
-1

含水量/%

0.135±0.013

22.760±3.525
29.410±4.136

0.119±0.020

17.227±1.58

45.390±4.577

0.150±0.017

0.111±0.009

22.457±2.465

16.950±3.071

19.443±3.099

31.460±2.731

9.993±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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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Cl2 溶液中浸泡 30 min，除去吸附在根表面的 15N，

式中：Rplant 表示植物同位素 15N 的回收率（%）；Ulabeled

65 ℃下烘干、称量，并且在球磨仪上进行研磨［14］。

加到土壤中的 15N 量。

随后用蒸馏水进行冲洗。地上和地下部分分开，在
称取 2 mg 样品，通过元素分析仪和质谱仪对 C，N 量
以及植物 C（Glycine 标记处理）和 N 进行分析。利
13

15

用对照作为植物自然丰度。

总的植物 15N 的吸收量（Ulabeled，μg·m-2）通过下面

的公式计算：

Ulabeled=atom%ex×Ncontent×B

（1）

式中：Ulabeled 表示植物总的同位素吸收量［15］；atom%ex

表示原子百分超；Ncontent 指植物氮浓度；B 指植物生物
量（g·m-2）。

chinaXiv:202109.00034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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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氮同位素 15N 浓度（Ulabeled）校准植物总的氮
，
公式如下：

［15-16］

Uunlabeled=Ulabeled(munlabeled/mlabeled)

（2）

式中：Uunlabeled 表示植物总的 N 吸收（μg· m ）；munlabeled
-2

-1

指对照样地土壤本身的氮浓度（μg·g ）；mlabeled 指总
的 15N 添加量（μg·g-1）。

植物氮的吸收速率（μg·g ·h ）利用 Uunlabeled 除以
-1

-1

根生物量和标记时间。

植物 N 回收率（Rplant，%）通过下式计算：
15

Rplant=Ulabeled/ Nadded×100
15

表示植物总同位素 15N 吸收［17］；15Nadded 表示每平方米
1.4 数据统计分析

用 Excel 2019 软件完成基本的数据录入与计

算，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分析了 4 种植物之间

2 个采样月份和 2 个土层之间的生物量，每种氮素形
态的吸收速率和回收率以及氮素吸收量，用 SPSS

19.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用 Origin 2019b 软件完成
图表绘制。

2 结果与分析
2.1 短命植物氮素吸收速率的变化

由图 1 可知，从不同氮素形态来看，4 月尖喙牻

牛儿苗（1.700 μg·g-1·h-1）、
琉苞菊（2.900 μg·g-1·h-1）、
假狼紫草（5.147 μg·g-1·h-1）和飘带果（2.940 μg·g-1·

h-1），4 种植物的硝态氮吸收速率均最高，琉苞菊和

假狼紫草的铵态氮吸收速率次之、甘氨酸吸收速率
最低，尖喙牻牛儿苗和飘带果的铵态氮的吸收速率
最低；而 5 月的氮素吸收速率，假狼紫草在 2 个土层

深度的吸收速率变化趋势相同，即：铵态氮＞硝态
（3）

氮＞甘氨酸；飘带果在 2 个土层深度的氮素吸收速

注：
A 为尖喙牻牛儿苗，B 为琉苞菊，
C 为假狼紫草，D 为飘带果；不同字母表示相同土层的不同植物对比差异显著（P＜0.05）。下同。

图 1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4 种主要短命植物氮吸收速率

Fig. 1 Nitrogen uptake rates of 4 major short-lived plants in the Gurbantunggut Des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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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变化趋势也相同，即：硝态氮＞铵态氮＞甘氨酸；

狼紫草（47.7%~64.3%）＞琉苞菊（33.3%~48.3%）＞

琉苞菊在 0~5 cm 土层深度与飘带果的趋势相同，5~

飘 带 果（26.7% ~42.0%）＞ 尖 喙 牻 牛 儿 苗（24.7% ~

同土层深度的硝态氮的吸收速率均最高，0~5 cm 甘

（67.7%~77.0%）＞尖喙牻牛儿苗（61.0%~71.7%）＞

单位时间内，4 种短命植物对硝态氮的吸收能力最

硝态氮，同时也不能忽略甘氨酸的回收率。这说明

种植物与 4 月相同。4 种植物对于硝态氮、铵态氮和

态氮和铵态氮的吸收能力较强；4 种植物对于硝态

10 cm 的趋势与假狼紫草相同；尖喙牻牛儿苗在不

34.0%），5 月 飘 带 果（73.3% ~82.0%）＞ 假 狼 紫 草

氨酸较高，5~10 cm 为铵态氮较高。这说明在 4 月的

琉苞菊（54.0%~67.7%），有时铵态氮的回收率大于

强，5 月假狼紫草对铵态氮的吸收能力最强，其他 3

4 种短命植物对于甘氨酸的吸收能力较弱，对于硝

甘氨酸的吸收速率差异显著（P＜0.05）。不同物种、

氮、铵态氮和甘氨酸的回收率差异显著（P＜0.05）。

不同土层对于氮素吸收速率影响相对于不同月份、

总体而言，在土壤深度 0~5 cm 范围内，5 月 4 种

植物的氮素回收率均高于 4 月的氮素回收率，对于

不同形态的氮素吸收速率影响较小。
2.2 短命植物氮素回收率的变化

不同形态氮素的回收率，甘氨酸均低于硝态氮和铵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4 种主要短命植物对 N 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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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的硝态氮、铵态氮和甘氨酸的回收率结果如图 2

所示。从不同土壤深度来看，4 月 4 种短命植物对硝

态氮；土壤深度 5~10 cm 范围内，也是如此。这说明

不同物种、不同月份、不同土壤深度和不同形态对
植物的氮素回收率影响很大。

态氮的回收率最高分别能达到 34.0%、48.3%、64.3%

2.3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短命植物总的植物 15N 吸收

土壤，铵态氮和甘氨酸也是如此；5 月的假狼紫草的

硝态氮、铵态氮和甘氨酸的吸收值如表 2、表 3 所

琉苞菊和飘带果均为硝态氮较高，分别达到 71.7%、

收均为浅层土壤（0~5 cm）吸收值较高，5 月总的植

收率均大于深层土壤。从氮素化合物形态上看，4

的 15N 吸收为 4 种植物中最高，达到 53.84 μg·m-2，其

和 42.0%，且浅层土壤的硝态氮回收率均大于深层
回收率为铵态氮较高，达到 90.7%，尖喙牻牛儿苗、
66.7%和 82.0%，且浅层土壤的同类氮素化合物的回
种短命植物大多数时候更偏好回收硝态氮，4 月假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4 种短命植物对 15N 标记的

示。从氮的吸收总量来看，不同月份植物总的氮吸
物 15N 吸收均大于 4 月总的植物 15N 吸收。假狼紫草
次为琉苞菊总 15N 吸收量为 40.88 μg·m-2，飘带果和

图 2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4 种主要短命植物回收率
Fig. 2 Recovery rates of 4 major short-nutritional plants in Gurbantunggut Des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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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9 年 4 月 4 种短命植物总的植物 15N 吸收
Tab. 2 Total N uptake by four ephemeral plants in April 2019
物种
A

5~10 cm

硝态氮

铵态氮

甘氨酸

总氮

硝态氮

铵态氮

甘氨酸

总氮

2.70±0.21a

1.30±0.12a

2.09±0.17a

6.08±0.25a

1.96±0.17a

0.84±0.12a

1.16±0.12a

3.97±0.16a

5.11±0.26c

4.15±0.28d

3.14±0.24b

12.40±0.56d

3.78±0.33c

3.17±0.21d

2.40±0.25c

9.36±0.28d

B

3.50±0.63b

D

3.33±0.24ab

C

0~5 cm

3.09±0.21c

2.06±0.21b

2.30±0.16a

2.93±0.21b

9.23±0.54c

8.33±0.24b

2.65±0.24b

2.12±0.17a

2.17±0.12c

1.22±0.20b

1.92±0.16b
1.93±0.24b

6.64±0.30c

5.26±0.25b

注：A 为尖喙牻牛儿苗，
B 为琉苞菊，
C 为假狼紫草，
D 为飘带果；
同列不同字母表示同一土层不同植物在 0.05 水平上差异显著。下同。

表 3 2019 年 5 月 4 种短命植物总的植物 15N 吸收
Tab. 3 Total N uptake by four ephemeral plants in May 2019

chinaXiv:202109.00034v1

物种

0~5 cm

5~10 cm

硝态氮

铵态氮

甘氨酸

总氮

硝态氮

铵态氮

甘氨酸

总氮

A

5.69±0.28ab

4.68±0.24ab

3.78±0.33ab

14.15±0.78a

4.84±0.24ab

3.76±0.17ab

3.25±0.16b

11.85±0.66b

C

6.11±0.57bc

7.19±0.56c

4.31±0.40b

17.61±1.19b

5.37±0.44bc

5.97±0.46c

3.14±0.24ab

14.48±1.22c

B

5.29±0.30a

D

6.51±0.29c

5.02±0.20b

4.18±0.28a

3.35±0.28a
3.41±0.21a

13.66±0.86a

14.10±1.32b

4.29±0.32a
5.82±0.20c

4.04±0.16b

3.44±0.18a

3.26±0.16b
2.83±0.17a

11.59±0.44b

12.09±1.29a

尖喙牻牛儿苗总的氮吸收分别为 39.78 μg·m- 2 和

的甘氨酸。Stoelken 等［18］对于山毛榉树的研究也显

最高的为假狼紫草，总计可达 12.99 μg·m ，其次为

壤中，植物主要吸收铵态氮；但在古尔班通古特沙

36.05 μg·m-2。从氮化合物的形态看，对甘氨酸吸收

示了植物对于有机氮-甘氨酸的偏好。在高肥力土

飘带果为 11.10 μg·m ，再次为琉苞菊为 10.83 μg·

漠这种低肥力土壤中，则是硝态氮的贡献更大，Emi⁃

-2

-2

m ，最后为尖喙牻牛儿苗为 10.28 μg·m 。对于铵
-2

-2

态氮吸收最高的为假狼紫草，可达 20.48 μg·m-2，琉
苞菊、飘带果和尖喙牻牛儿苗次之，吸收值在 10.58~

14.32 μg · m- 2。 植 物 对 硝 态 氮 的 吸 收 ：假 狼 紫 草

（20.37 μg·m- 2）＞飘带果（17.78 μg·m- 2）＞琉苞菊
（15.73 μg·m ）＞尖喙牻牛儿苗（15.19 μg·m ）。
-2

-2

总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中尖喙牻牛儿苗对 N
15

吸收量最小，表明尖喙牻牛儿苗对土壤氮的依赖性
最低，能更好地生存于低氮环境中。尖喙牻牛儿

ly 等［19］的研究表明，植物对氨基酸氮的吸收比铵态
氮和硝态氮的 4 倍还多。与本试验研究有一定的差
异，可能是地理环境所导致的吸收比的差异。但同

样说明了植物需要有机氮作为氮素缺乏时的有效
氮源补充。在本研究中，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4 种短

命植物尖喙牻牛儿苗、琉苞菊、假狼紫草和飘带果
都可以利用土壤中的有效氮源，有机氮-甘氨酸占
吸收总氮比例的 24.13%~28.52%。因此，在古尔班

通古特沙漠生态系统中，短命生活型的植物对氮素

苗、琉苞菊、假狼紫草和飘带果不仅可以利用土壤

的吸收能力有着差异和多元化的特点，且均可吸收

无机氮，还可以有效利用土壤有机氮，且尖喙牻牛

土壤中的可溶性的有机态氮源。这样短命生活型

儿苗和飘带果对硝态氮有明显的吸收偏好。结果

的植物种占据不同的生态位，不仅减少了生存竞

表明：同一生长型的不同植物种对氮素的吸收能力

争，同时也提高了对土壤中有限资源的利用。可以

存在差异和多元化的特点，且部分植物种可以有效

更深入的解释以速效氮为限制因子的温带沙漠生

利用土壤中的可溶性有机氮。

境中的植物是如何高效利用有限氮资源。

3 讨 论
利用 15N 标记法，研究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4 种

短命植物尖喙牻牛儿苗、琉苞菊、假狼紫草和飘带
果对有机和无机氮的吸收策略。在古尔班通古特
这一温带沙漠上，4 种短命植物均能吸收相当数量

一般认为，植物吸收 NO3- -N 的过程会比吸收

NH+4 -N 的过程耗费更多的能量［20］，土壤 NH+4 -N 被

植物吸收、进入植物根系后直接转化，变成谷氨酸
盐从而被直接利用，而植物在吸收 NO3- -N 的过程

必须通过消耗较多能量的硝酸盐还原途径才能被
植物吸收利用［21］。因此，相对于 NO3- -N，植物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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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偏好吸收土壤中的 NH+4 -N［22］。然而，本研究结果

吸收速率均高于在深层土壤的氮素吸收速率；对于

琉苞菊和飘带果都显示出对 NO -N 的偏好吸收，

铵态氮；在不同生长季节，5 月 4 种植物的氮素吸收

此外，4 种短命的植物均对有机氮-甘氨酸表现出了

沙漠中，进行植物氮素吸收策略的研究，对于荒漠

表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短命植物尖喙牻牛儿苗、
3

这 3 种植物表现出了对 NO -N 的最大吸收能力。
3

不同形态氮素的吸收速率，甘氨酸均低于硝态氮和
速率均高于 4 月的氮素吸收速率。在古尔班通古特

较高的吸收速率，表明了单位时间内，植物对有机

生态系统在环境变化条件下的营养评估和受损后

氮-甘氨酸的吸收能力较高。该研究结果与大部分

系统恢复的营养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可作

前人研究认为的植物偏好吸收和利用土壤 NH -N
+
4

的观点不一致。我们推测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与
试验样地土壤中较高的 NO -N 含量有关。前人研
3

究发现，土壤中 N 含量可以对植物的吸收产生影响，
当土壤中各种 N 的有效性发生变化时，植物会调整

chinaXiv:202109.00034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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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对 N 的吸收偏好，以适应土壤中不同的有效氮
素比例［23- 24］。另外，NO3- -N 在土壤中能更好的移
动，这也可能导致植物表现出对 NO3- -N 更偏好的

吸收［25］。笔者在研究中还发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中这 4 种短命植物的根系大多分布在 0~5 cm 浅层

土壤中，正是这种根系分布特征，使得 4 种植物氮素

吸收速率、回收率和总的 N 吸收均为浅层土壤高于
15

为沙漠生态恢复时外来氮素输入数量的参考依据，
更进一步的研究还需要结合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样
地的土壤数据进行深入分析，才能得出荒漠土壤低
的氮素营养是怎样满足大量草本植物的快速生长
这一科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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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trogen uptake strategies of short-lived plants in the Gurbantunggut Desert
ZHUANG Weiwei1, 2, 3, HOU Baolin1, 2, 3
(1. Xinjiang Key Laboratory of Special Species Conservation and Regulatory Biology, Urumqi 830000, Xinjiang,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Special Environment Biodiversity Application and Regulation in Xinjiang,
Urumqi 830000, Xinjiang, China; 3. Key Laboratory of Plant Stress Biology in Arid Land, Urumqi
830000, Xinjiang, China)

Abstract: Investigation into whether there is ecological niche separation of nitrogen (N) utilization by the same
living type of plants in desert ecosystems can help in elucidating the survival strategies of desert plants and the
influence of N on the survival of these plants. In the Gurbantunggut Desert, four short-lived herbaceous plants—

chinaXiv:202109.00034v1

Erodium oxyrrhynchum, Hyalea pulchella, Nonea caspica, and Lactuca undulata—are distributed widely. The
uptake of different forms of N by these four plants was investigated at different soil depths in different months.
The findings revealed that the N uptake rates of all four species in May were higher than were those in April at
different soil depths. As for the uptake rates of different forms of N, that of glycine was lower than that of both
nitrate and ammonium N. The highest recovery of nitrate N was achieved by N. caspica in April, up to 52.3%.
Meanwhile, the highest recovery of ammonium N was achieved by N. caspica in May, reaching 90.7% . The
uptake of 15N by H. pulchella was lower than was that by the other three species. The four short-lived plants could
efficiently utilize not only soil inorganic N but also soil organic N, and E. oxyrrhynchum and L. undulata
displayed a significant preference for nitrate N uptake.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in the Gurbantunggut Desert
ecosystem, short- lived plants have differential and diversified N uptake capacity and can all absorb soluble
organic state N sources from the soil.
Keywords: eremophytes; isotopic labeling; nitrogen absorption; Gurbantunggut Dese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