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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summary 

 

土壤侵蚀是生态环境变化中一个重要的过程，因为它可以导致表层土壤流失同时伴随

着碳和养分的流失，这也导致了土壤质量下降和生产力的丧失。侵蚀引起的土壤有机

碳的再分布是全球碳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迄今为止，在遭受侵蚀的地貌中，土

壤有机碳的去向依然不明确，这给定量评价全球碳循环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本

论文的主要研究目标是 (1) 深入探究在土壤侵蚀和沉积环境下影响和控制土壤有机碳稳

定性和不稳定性的潜在机理 (第二章和第三章)；(2)提高我们对土壤侵蚀，搬运和沉积

过程影响不同土壤有机碳组分的变化和去向过程的认识 (第四章和第五章)。本研究结

合野外尺度测定，实验室尺度模拟降雨和室内培养试验研究了欧洲西部的黄土。 

第一章介绍本论文的研究是围绕着至今还存争议的土壤侵蚀导致碳源还是碳汇的问

题。阐述了研究土壤侵蚀过程对土壤有机碳搬运和去向对评估全球碳循环的重要性。

另外,同时探讨在土壤侵蚀和沉积条件下，控制土壤有机碳稳定性的潜在机理。 

第二章研究控制被侵蚀的土壤有机碳的不易被微生物分解的稳定性机理。室内培养试

验所用黄土取自比利时黄土带的侵蚀区和沉积区。被侵蚀的土壤沉积后能够显著提高

整个沉积区土壤剖面（2 m）土壤有机碳和表层微生物量碳的含量。沉积区土壤有机碳

累积常伴随降低的矿化速率和较小的可溶性有机碳的含量。加入葡萄糖可以提高土壤

呼吸特别是沉积区深层土壤，表明较低塌积的深层土壤碳的可利用性限制了沉积区碳

的矿化。氧气的可利用性只与表层土壤碳矿化呈正相关。低氧气浓度并没有降低深层

土壤碳矿化，表明土壤表层和深层碳动态变化的控制机理不同。另外，可以排除氧气

的可利用性是影响深层土壤沉积碳累积的重要因素。因此，沉积区的深层土壤有机碳

稳定性对土壤有机碳累积较其搬运过程更重要。同时，微生物群落对有机物质掩埋后

去向也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 

第三章研究了与矿物结合土壤有机碳相比，团聚作用是如何影响被侵蚀土壤有机碳稳

定性的。本研究测定和比较了取自侵蚀区和沉积区的土壤团聚体的大小分布，土壤有

机碳在不同密度组分中的分布和木质素类酚的含量。通过比较完整和压碎的大团聚体

中碳的矿化来定量分析团聚作用对碳稳定性的影响。土壤侵蚀和沉积作用改变了团聚

体大小分布以及这些团聚体中碳的分布。从侵蚀区到沉积区大的团聚体中碳和与矿物

结合碳的重要性都增加了。 

在土壤表层（0 – 5 cm），沉积区完整团聚体中土壤有机碳的矿化量大于侵蚀区, 这也

表明经过沉积团聚作用后易氧化的有机碳增加了。相反，在深层土壤，沉积区矿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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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因为土壤碳与矿物结合有效提高了碳的稳定性。压碎土壤团聚体可以增加侵蚀

区 10 – 80%土壤有机碳的矿化，但对沉积区没有影响。这说明与沉积区相比，侵蚀区

土壤有机碳受到团聚体更好的保护。侵蚀区和沉积区表层土壤中木质素类酚含量没有

显著的差异,但是侵蚀区深层土壤中木质素类酚的含量较高,而且木质素的氧化程度也

较高。 

木质素数据表明土壤侵蚀和沉积对土壤有机碳化学组分的影响很小。结果表明,团聚作

用和与矿物结合有机碳之间相互作用是探究被侵蚀的土壤有机碳稳定性的重要问题之

一。在搬运过程中会发生解聚作用，导致土壤有机碳矿化，但是在沉积区主要以大团

聚体的形式重新聚合。但是，这种大团聚作用并没有直接导致土壤有机碳稳定性增

加。伴随有机碳含量丰富的植物残体的沉积，适宜它们团聚的条件是与矿物结合的土

壤有机碳形成的前提条件。被侵蚀的有机碳被团聚体包含到内部后为此类碳与有机矿

物结合的稳定性提供了有效的途径。这种稳定性得到了相应结果的支持，即与侵蚀区

相比沉积区深层土壤碳的矿化率降低了。 

第四章通过重复降雨实验研究了土壤侵蚀、搬运以及随后的沉积过程对土壤有机碳库

的移动和去向的影响，同时评价了这些过程对整个碳平衡的影响。现有的试验装置允

许我们直接测定不同坡度位置 CO2的释放。侵蚀、搬运和沉积过程可以显著提高运走

的沉积物中碳的丰度 (CER)，其值介于 1.3 到 4.0。 

碳丰度与悬浮沉积物的含量呈相反的非线性关系。在被转运的沉积物中，颗粒状有机

碳（POC,未与土壤矿物结合态碳)和与矿物结合态有机碳（MOC) 的含量 (mg/g soil) 
都显著高于未被侵蚀的土壤，这一结果表明水蚀可以同时导致以颗粒状有机碳和与矿

物结合态有机碳形式流失。以颗粒为载体的平均土壤有机碳释放量(4.7 g C m-2 yr-1)是
可溶性有机碳的 18 倍。与未被侵蚀土壤相比，侵蚀区土壤 CO2的累积释放量略有降低

但其在搬运区和沉积区分别增加了 56%和 27%。 

总体上，CO2释放是侵蚀引起碳流失的主要形式，在 4 个月实验中平均释放量为 18 g C 
m-2，大约占侵蚀引起总碳流失的 90.5%。然而，只有 1.5%的重新分布的碳以 CO2的形

式释放，这表明这部分重新分布的碳沉积后变得更稳定。我们的研究也阐明了颗粒态

和可溶性态有机碳的流失对研究水蚀对陆地和水生生态系统中碳平衡影响起重要作

用。 

第五章研究被侵蚀土壤中固态和可溶性有机碳从土壤到水体转运过程的矿化。通过对

径流中的碳和可溶性有机碳进行的培养试验,显示很大一部分被侵蚀碳矿化成 CO2 (3.9 
– 4.8%)，表明不稳定形式碳从土壤中被选择性的转运到水体。但是，大部分被表面径

流转运的有机碳残存在水生生态系统，这也说明了侵蚀可能是水体碳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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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态的土壤有机碳与可溶性有机碳相比较难降解,但是它占通过径流流失的碳矿化的 69 
– 80%，这是因为它占较大比例的流入水体的径流碳。可溶性有机碳占总流失碳的比例

相对较小（2 – 21%），但是径流中碳以 CO2形式损失的变异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可溶

性有机碳。进入水体不同的量的固态土壤有机碳和可溶性有机碳及它们矿化速率都表

明进一步研究不同形态侵蚀碳对研究土壤侵蚀对水生生态系统影响的必要性。 

第六章综合分析本论文取得的结果，阐明土壤侵蚀与土壤有机碳再分布的关系。侵

蚀，搬运和沉积导致土壤团聚体分解，这不仅改变了不同数量和质量土壤有机碳的横

向分布（比如：颗粒态有机碳，闭蓄态有机碳和与矿物结合态有机碳），而且改变了

不同坡度位置的碳矿化，其结果导致上坡位置碳减少和下坡位置碳累积。 

不同坡度位置的碳矿化不同，这不仅是因为土壤有机碳的横向再分布，而且还由于土

壤有机碳库的变化。大多数被侵蚀的碳沉积在下坡位置。土壤的再分布导致沉积区土

壤有机碳累积及稳定，这是由于碳丰富的表层土壤的掩埋（降低了碳矿化）。但是，

有显著一部分被侵蚀的土壤带着易氧化固态和可溶性态的碳伴随着表面径流被搬运到

水体中，这部分碳在水体依然可能被矿化。 

总的来说，本论文研究了土壤侵蚀过程对土壤有机碳的再分布和去向。模拟降雨实验

测定碳通量的结果和已发表的实际野外环境取得的结果一致。这也表明实验室模拟的

方法尽管有它的缺陷，但是考虑到尺度，相比模型方法，它仍能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关

于侵蚀-沉积系统土壤碳平衡过程的信息。 

预测表明未来欧洲西部强降雨会增加，更多的沉积物可能被再分布。但是，这并不意

味着更多的碳会流失，因为碳稳定性也会受到影响。被搬运沉积物碳丰度是影响土壤

侵蚀碳流失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需要更多相关研究结合模型方法和野外尺度测定

来进一步确定土壤再分布对地区和全球碳平衡的影响。这个研究尺度可以影响到回答

土壤侵蚀导致最终固定还是释放 CO2这一问题。未来的研究应该关注侵蚀区碳置换，

搬运过程，微团聚作用和微生物的影响，以及水体中被侵蚀碳的影响和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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