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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明滨海盐渍土有机碳的矿化特征及控制因子，在黄河三角洲滨海地区距海由远及近的方向上，采集 6 种不同盐渍化

程度的土壤（距海最近的盐渍土 BZ1 和 BZ2 为“光板地”盐渍土，BZ3~BZ6 均为农田盐渍土）进行室内培养，测定土壤有机碳的矿化

速率，分析土壤理化性质、微生物量、细菌真菌比值等指标与土壤有机碳矿化特征的关系。结果表明：滨海盐渍土的盐渍化程度
在距海由远及近的方向上呈升高趋势，其中“光板地”盐渍土 BZ2 的盐渍化程度最大。在 255 d 的培养期内，各盐渍土有机碳矿化

速率随时间的动态变化均为对数函数关系（P<0.01），表现为培养前期矿化速率较快、中期显著下降、后期趋于平缓，其中“光板地”
盐渍土 BZ1、BZ2 有机碳矿化速率显著小于农田盐渍土 BZ3~BZ6（P<0.05）。土壤有机碳累积矿化量随时间的动态变化可以用一

级动力学方程拟合（P<0.01），拟合结果表明，不同盐渍化土壤的潜在可矿化碳（C0）差异显著，
“ 光板地”盐渍土的 C0 值显著低于农
田盐渍土（P<0.05）。相关性分析表明，土壤有机碳累积矿化量与土壤有机碳（SOC）、全氮（TN）、微生物总量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

数分别为 0.975、0.954、0.893），与全盐（TS）呈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813）；土壤 TS 与 SOC、TN 和微生物总量呈显著负相关（相

关系数分别为-0.838、-0.876 和-0.843），而与细菌真菌比值的相关性不显著（相关系数为 0.784）。研究表明，不同盐渍化程度下滨
海盐渍土的有机碳矿化规律显著不同，土壤盐分可能是通过影响土壤微生物量、碳氮固持能力来控制滨海盐渍土有机碳的矿化
特征，而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变化对土壤有机碳矿化的影响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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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accurately evaluate the SOC（soil organic carbon）mineraliz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salinized soils in the Yel⁃
low River delta, and their controlling factors, six salinized soils with different salinization levels（BZ1 and BZ2 were bare land soils,

BZ3~BZ6 were farmland soils）were collected from sample sites at different distances from the sea, and the SOC（soil organic carbon）min⁃
eralization rate was determined by laboratory thermostatic incub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alinization levels of the six soils tended

to increase in line with the proximity of their respective sample sites to the sea. During the 255-day incubation period, the relationships be⁃
tween mineralization rates of SOC and duration of incubation in all the treatments fitted the logarithmic function equation（P<0.01）, and the

SOC mineralization rates of the bare land soils were much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farmland soils（P<0.05）. The dynamic variation of the cu⁃
mulative SOC mineralization with incubation time fitted the first-order kinetics equation（P<0.01）.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ed that SOC
mineralization potentials differed significantly between the different salinized soils, and that SOC mineralization potentials of bare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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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ils were much lower than those of farmland soils（P<0.05）.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SOC mineralization was significantly pos⁃

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OC content, total nitrogen（TN）content, and microbial biomass（correlation coefficient：0.975, 0.954, and 0.893, re⁃
spectively）, and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oil total salt content（correlation coefficient：-0.813）. There were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soil total salt content and SOC, and TN and microbial biomass（correlation coefficients：-0.838, -0.876, and -

0.843, respectively）, whil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soil total salt content and ratio of bacteria to fungi（correlation coef⁃

ficient：0.784）. Soil salinity may control SOC mineralization by affecting microbial biomass, or by affecting soil C and N sequestration. How⁃
ever, we did not find any significant influence of microbial community structure on SOC mineralization in this study.
Keywords：Yellow River delta; coastal soil; salinization; soil organic carbon mineralization

土壤有机碳库是陆地生态系统最活跃的碳库，其

渍化程度土壤的有机碳矿化特征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库容大小与土壤肥力、粮食产量和全球气候变化密切
[1]

相关 。土壤有机碳矿化是指土壤中活性有机组分
通过土壤微生物的分解和利用，支持微生物新陈代
谢，并伴随着 CO2 释放的生物学过程 。因此，土壤有
[2]

黄河三角洲作为我国乃至世界造陆速度最快的
河口三角洲之一，该地区盐渍土类型为滨海盐渍土，
其面积占该地区总面积的 50% 左右，是重要的后备

土地资源[5，10]。本研究以黄河三角洲不同盐渍化程度

机碳矿化是土壤中的碳重新进入大气的必然过程，是

的滨海盐渍土为研究对象，通过室内恒温培养，利用

土壤碳循环的重要过程之一，与土壤中养分元素的维

碱液吸收法结合动力学方程拟合，探讨不同盐渍化程

持和温室气体的形成密切相关，其释放 CO2 的速率高

低及动态变化过程也是反映土壤质量变化的重要指
标

[3-4]

。已有研究表明，土壤水分、温度、质地等土壤

性质以及外源物料数量、质量等多种因素共同控制着
[4]

土壤有机碳矿化的速率和进程 。
土壤盐渍化已成为全世界关注的资源、生态和环
境问题之一。我国盐渍化土地面积大且分布广泛，近

20% 的耕地发生盐渍化 。土壤盐渍化已成为威胁我
[5]

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系统稳定最重要的环境问
[6]

题 。滨海盐渍土作为我国盐渍化土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土地资源短缺的今天，其改良和可持续利用已
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目前，已有众多学者就滨
海盐渍土的改良利用及生态环境问题做了大量细致
的研究工作

[6-7]

。但随着对生态环境的重视，全球气

候变化与土壤盐渍化的互馈作用也日益受到研究者
关注。研究盐渍化程度对土壤有机碳矿化的影响，对
于揭示盐渍土碳循环过程及其响应全球气候变化的
[8]

机理具有重要意义 。有研究表明，土壤中盐分含量
增加会导致土壤渗透压增大，当微生物胞内渗透压远
低于胞外渗透压时即会失水死亡，微生物整体活性降
[9]

低，土壤有机碳矿化速率也随之下降 。目前，关于
盐分状况对土壤有机碳分解、转化以及矿化影响的研
究虽有一些报道

[10-11]

，但主要以滨海湿地土壤为研究

对象，且以室内添加可溶性盐分处理为主，原位采集
不同盐分土壤的研究相对较少。由于土壤有机碳矿
化的复杂性和影响因素的多重性，目前针对滨海盐渍
土的研究尚难以得出较为系统的结论，因此，不同盐

度下滨海盐渍土有机碳矿化规律，揭示滨海盐渍土有
机碳循环特征，以期为土壤碳排放潜力的精确评估和
模型模拟提供必要的参数，为开展滨海盐渍土的改良
利用及生态恢复重建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土壤

于 2016 年 10 月在山东滨州无棣县境内采集土壤

样品，根据距离海岸线近远，从东北到西南方向依次

设 6 个 采 样 点（BZ1~BZ6，其 中 BZ1 距 海 岸 线 最 近 ，
BZ6 距海岸线最远），相邻采样点至少相距 2 km 以上，
各采样点的土地利用方式、作物种植模式、肥药施用

习惯、灌水习惯尽量保持一致，除重度盐渍化的“光板

地”
（BZ1 和 BZ2）外，其他均采自小麦-玉米轮作的地
块，供试土壤经纬度及作物种植情况见表 1。每个采

样点设 10 m×40 m 样方，样方内“S”型采集 10 个 0~20
cm 耕层土壤样品（在两行玉米中间采集以尽量避开
作物根系）并充分混匀，混合样带回实验室后，一部分

低温存储运输并于-20 ℃冷冻，待测土壤微生物性

质，另一部分风干待用。同时在样方内对角线采集 3
个原状土壤样品供测田间持水量。风干土壤样品过
2 mm 筛，并去除植物根系、石砾等杂物。供试土壤基
本理化性质见表 2。

1.2 土壤有机碳矿化培养

称取过 2 mm 筛的风干土 50.0 g 于 500 mL 培养瓶

中，用去离子水调节至田间持水量的 75%，在 25 ℃培

养箱中预培养 7 d。预培养结束后将盛有 25 mL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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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L-1 NaOH 溶液的 50 mL 吸收杯放置于培养瓶底
部，加盖密封，在 25 ℃恒温培养箱中培养。每个样点

土壤重复 4 次，同时设 4 个空白对照，共 28 组碳矿化

他理化指标采用常规方法测定[13]，结果见表 2。
1.4 数据处理

土壤潜在可矿化碳采用土壤碳分解的一级动力

培养微系统。在培养的第 0、7、14、28、42、56、70、91、

学方程进行拟合：

水，使土壤含水量保持恒定。

式中：Ccum 为某一时间的土壤有机碳累积矿化量，mg

147、175、210、255 d 更换碱液吸收杯并补充去离子
1.3 测定方法

土壤呼吸：静态碱液吸收法[12]。测定定期取出的

碱液吸收杯中 NaOH 溶液剩余量，具体方法：吸取吸

Ccum=C0×（1-e-kt）

C·kg-1；C0 为土壤潜在可矿化有机碳量，mg C·kg-1；k
为有机碳库的周转速率常数，d-1；t 为培养时间，d。

数据采用 SPSS 16.0 进行方差、重复测量方差和

收 了 CO2 的 碱 液 10 mL，加 入 1 mol · L BaCl2 溶 液 5

相关性分析，采用 Origin 9.0 进行土壤碳分解的一级

滴定前用硼砂进行标定）滴定至红色消失。根据对照

2

-1

mL，再滴加 2 滴酚酞指示剂，用 0.1 mol·L HCl（每次
-1

组和样点组 HCl 消耗量之差计算培养期内土壤有机
碳的矿化量。

土壤微生物群落特征：磷脂脂肪酸（PLFA）法。

动力学方程拟合。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盐渍土的微生物总量及细菌真菌比

PLFA 是活体微生物细胞膜的重要组分，各类群

前 处 理 采 用 改 进 的 Bligh-Dyer 法 ：用 磷 酸 盐 缓 冲

的微生物可通过不同的生化途径合成不同的 PLFA，

品，分离出的 PLFA 用 KOH-甲醇溶液酯化，所得到甲

小。本研究表明不同盐渍化程度的土壤微生物群落

[12]

液-氯仿-甲醇（0.8∶1∶2）浸提液提取冻干的土壤样
基 酯 化 脂 肪 酸（FAMEs）采 用 Thermo Finnigan Trace
GC-MS System 测定。以 PLFA 总量代表微生物群落
大小，细菌真菌比（细菌/真菌，B/F）代表微生物群落
结构。

土壤 pH 值、盐分、有机碳（SOC）、全氮（TN）等其
表 1 不同盐渍土采样点的位置及种植作物状况
纬度（N）
Latitude

海拔
Altitude/m

种植作物
Crop

117°57′07.5″

1

无

37°56′25.5″

117°57′06.3″

BZ3

37°55′25.4″

117°56′15.1″

BZ2
BZ4
BZ5
BZ6

37°56′15.3″
37°55′04.7″
37°53′48.7″
37°46′16.2″

117°55′15.5″
117°53′28.4″
117°54′53.1″

1

点 BZ4 的土壤微生物量最大，比样点 BZ1、BZ2、BZ5、
BZ6 分别高出 219.6%、218.0%、38.4%、36.2%，差异达
到了显著性水平（P<0.05），但与样点 BZ3 差异不显

著。土壤盐分含量与土壤微生物量呈显著负相关（r=
-0.843，P=0.035，
n=6），
可能是因为一方面盐分含量高

的环境；另一方面盐分含量高导致植被覆盖和土壤碳

经度（E）
Longitude

BZ1

大小有明显差异（图 1），其中，有机碳含量最高的样

使土壤渗透压大，部分微生物难以适应土壤渗透压高

Table 1 Location and crop for the six sample sites

样点
Sample site

PLFA 总量相当于微生物量，可反映微生物群落的大

无

2

玉米

3

玉米

2

玉米

4

玉米

输入减少，
碳源和能源不足降低了土壤微生物数量。
细菌/真菌指土壤微生物中细菌与真菌的相对含
量，细菌/真菌的值越大，表明土壤中细菌的相对含量
越高。供试土壤中盐分含量最高的 BZ2 细菌/真菌最

大，比样点 BZ1、BZ3、BZ4、BZ5、BZ6 分别增加 24.9%、
51.6%、45.9%、37.8%、63.8%（图 2），差异均达到了显

著水平（P<0.05）。土壤细菌/真菌有随盐渍化程度增

表 2 不同盐渍土的基本理化性质

Table 2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of sampled soils

样点
Sample site

pH

BZ1

8.81

BZ3

8.10

BZ2
BZ4
BZ5
BZ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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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9
8.16
7.82
8.01

全盐 Total salt 有机碳 Soil organic carbon 全氮 Total nitrogen 碳氮比 Ratio of 有效磷 Available P
（TS）/g·kg-1
（SOC）/g·kg-1
（TN）/g·kg-1
C to N（SOC/TN） （AP）/mg·kg-1
5.92

6.61

0.66

3.90

10.07

1.08

1.92

12.51

6.14
1.85
2.01

5.67

13.17
8.37

0.63

10.02

34.02

9.32

55.75

9.00

1.28

10.29

0.93

9.00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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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5

有效钾 Available K
（AK）/mg·kg-1
839.70

31.03

1 000.47

37.06

742.33

7.29

24.38

699.50
415.00
251.33

2020 年 1 月

40

40

a
ab

30

b

b
c

c

BZ1

BZ2

10

BZ3
BZ4
样点 Sample site

BZ5

BZ6

图 1 不同盐渍土的 PLFA 总量特征

Figure 1 Total PLFA abundance in different coastal soils with
different salinity levels

8

B/F

b

0

0

30

图 3 培养期间不同盐渍土有机碳矿化速率

Figure 3 SOC mineralization rate for different coastal soils with
different salinity levels during the 255-d incubation
表 3 不同盐渍土有机碳矿化速率的回归方程
soils with different salinity levels

cd

de

c

e

样点 Sample site

回归方程 Regression equation

BZ2

y=13.276-2.031 lnx

BZ1
BZ3
BZ4

2

BZ5
BZ1

BZ2

60 90 120 150 180 210 240 270
培养时间 Incubation time/d

Table 3 Equations of SOC mineralization rate for different coastal

a

4

0

30

BZ2
BZ4
BZ6

10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下同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The same below

6

BZ1
BZ3
BZ5

20

20

0

土壤有机碳矿化速率 SOC
mineralization rate/mg C·kg-1·d-1

PLFA 总量
Total PLFA abundance/nmol·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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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Z3
BZ4
样点 Sample site

BZ5

BZ6

图 2 不同盐渍土的细菌真菌比（B/F）

Figure 2 Ratio of bacteria to fungi（B/F）in different coastal soils
with different salinity levels

加而增大的趋势，主要是因为细菌更适宜在中性和微
碱性环境生存，而真菌更适宜在酸性环境生存。

2.2 不同盐渍土有机碳的矿化速率和累积矿化量

经过 255 d 的室内培养，6 种盐渍土有机碳的矿

化速率均随培养时间呈下降趋势（图 3），其中前期降

幅较大，后期趋于平缓，整体符合对数函数关系 y=a+
blnx（P<0.01，表 3）。培养第 28、175 d 和 255 d，各土

壤的矿化速率分别为第 0 d 的 38.2%~48.4%、20.2%~

BZ6

R2

y=14.057-2.140 lnx

0.943**

y=21.783-3.229 lnx

0.978**

y=33.237-5.020 lnx
y=24.407-3.543 lnx
y=19.967-3.099 lnx

0.932**
0.950**
0.957**
0.909**

注：y-有机碳矿化速率（mg C·kg ·d ）；x-培养时间（d）；**-在
0.01 水平上显著相关。
Note：y-SOC mineralization rate（mg C · kg-1 · d-1）；x-Incubation
time（d）；**-Significant correlation at 0.01 level.
-1

-1

24.4%。培养结束（第 255 d）时，6 种盐渍土中盐分含

量最高、SOC 含量最低的 BZ2 累积矿化量最低，BZ1、
BZ3、BZ4、BZ5、BZ6 的土壤有机碳累积矿化量分别
是 BZ2 的 1.1、1.8、2.6、2.1 倍和 1.5 倍。重复测量方差

分析结果表明，土壤类型、培养时间及两者交互作用
对土壤有机碳矿化速率和累积矿化量均有显著影响

（P<0.001，表 4）。

2.3 不同盐渍土有机碳的矿化参数

不同盐渍土有机碳的累积矿化量与培养天数之

24.0% 和 16.3%~19.1%。对比 6 种盐渍土，培养期间

-kt
间的动态变化可以用一级动力学方程 Ccum =C（1-e
）
0

7.18、10.63、8.43、5.97 mg C·kg ·d ，BZ3、BZ4、BZ5 的

化土壤的潜在可矿化有机碳（C0）差异显著，BZ1、BZ2

BZ1~BZ6 的有机碳平均矿化速率分别为 4.36、4.07、
-1

-1

矿化速率始终高于 BZ1、BZ2、BZ6。

6 种盐渍土的有机碳累积矿化量均随培养时间

延长而增速变缓，呈饱和效应（图 4）。培养到第 28 d

时 ，BZ1~BZ6 的 累 积 矿 化 量 分 别 为 253、235、420、
645、482、372 mg C·kg-1，占 255 d 总矿化量的 22.5%~

进行拟合（P<0.01）。拟合结果（表 5）表明，不同盐渍

的潜在可矿化碳量较低，BZ3、BZ4、BZ5 的潜在可矿
化碳量较高。盐分含量较少的 BZ4、BZ5 的 C0 值比盐
分含量最高的 BZ2 分别高 159.6%、116.7%，说明盐分

是制约潜在可矿化碳的重要因素。各土壤有机碳矿
化速率常数（k）的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P>0.05）。

http://www.aed.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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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有机碳累积矿化量
Cumulative SOC mineralization/
mg C·kg-1

3000

BZ1
BZ3
BZ5

2500
2000

的主要因素。朱凌宇等[15] 研究也表明土壤有机碳在

BZ2
BZ4
BZ6

矿化时按照易矿化有机碳和惰性有机碳的次序进行，
前期易矿化有机碳的数量较多，而后期随着易矿化有
机碳数量减少，微生物开始分解难矿化有机碳，而导

1500

致矿化减慢。因而土壤有机碳矿化速率表现为前期

1000

较快后期缓慢的特点。

500
0

各样点盐渍土有机碳矿化速率和累积矿化量依

0

30

60 90 120 150 180 210 240 270
培养时间 Incubation time/d

表明土壤有机碳累积矿化量与土壤有机碳、全氮含量

图 4 培养期间不同盐渍土有机碳的累积矿化量

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表 6）。土壤有机碳是土壤

with different salinity levels during the 255-d incubation

相关关系已被广泛证实[16-17]。罗先香等[11]对黄河三角

Figure 4 Cumulative SOC mineralization for different coastal soils

微生物活动的碳源和能源，其与累积矿化量的显著正

表 4 土壤有机碳矿化速率和积累矿化量的重复方差分析

洲芦苇湿地土壤的研究也表明土壤有机碳含量对矿

and cumulative SOC mineralization

度）。另外，前人研究表明土壤养分含量对土壤有机

Table 4 Repeated measured ANOVA of SOC mineralization rate
土壤有机碳矿化速率
SOC mineralization rate

项目
Items

F

P

S

319.912

<0.001

S×T

19.302

<0.001

T

717.745

土壤有机碳累积矿化量
Cumulative SOC mineralization

<0.001

F

P

203.199

<0.001

72.378

<0.001

3 237.669

注：S-土壤类型；T-培养时间。
Note：S-Soil type；T-Incubation time.

3

次为 BZ4>BZ5>BZ3>BZ6>BZ1>BZ2，相关性分析结果

<0.001

化作用的影响远大于其他因素（如水分和盐渍化程
碳矿化也有显著影响。徐丽等[18] 在研究青藏高原高
寒草地土壤有机碳矿化特征时发现，土壤有机碳矿化
量的空间分布与土壤有机碳和全氮含量的空间分布
特征一致，并认为土壤有机碳和全氮含量的不同导致
土壤微生物种类和地表植被的分异，地表植被的变化
引起了凋落物和根系输入量的变化，而微生物的变化
影响了其对凋落物的分解，也进一步证实了土壤有机
碳和全氮含量与土壤有机碳矿化的关系。唐美玲

讨论

等[19] 研究发现添加磷素能促进低磷稻田土壤有机碳

本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培养时间的延长，不同盐
渍化程度下滨海盐渍土有机碳矿化速率的变化规律

的矿化。而本研究中，有效磷、有效钾含量与土壤有
机碳矿化量无显著相关性（表 6），可能是因为本研究

一致。在培养初期有机碳矿化速率较快，中期速率下

中各盐渍土的有效磷、有效钾含量相对较高，不是有

降，后期变化趋于平缓，这与肖颖等[9] 对辽河口滨海

机碳矿化的限制性因子。

湿地土壤、罗先香等[11] 对黄河三角洲湿地土壤、杨继
松等[14] 对三江平原草甸沼泽土的研究结果一致。因
为土壤中可利用基质的数量是影响土壤有机碳矿化

盐分含量是滨海盐渍土有机碳矿化的重要影响
因素[20]。本研究中全盐含量与土壤有机碳累积矿化
量呈显著负相关（表 6）。Wu 等[21]研究发现，随着电导

表 5 土壤有机碳矿化的一级动力学方程拟合参数

Table 5 First-order kinetics parameters of soil organic carbon mineralization
样点
Sample site

均值

C0/mg C·kg-1

k/d-1

95% 置信区间

均值

95% 置信区间

BZ1

1 336.625c

1 234.577~1 466.535

0.006 6a

0.005 6~0.007 6

BZ3

2 234.033ab

2 032.383~2 503.715

0.006 3a

0.005 2~0.007 4

BZ2
BZ4
BZ5
BZ6

1 265.279c
3 284.129a
2 741.239a

1 837.761b

1 162.451~1 398.376
2 912.402~3 827.913
2 458.143~3 136.965
1 642.849~2 115.032

0.006 3a
0.006 3a
0.005 7a
0.006 4a

0.005 4~0.007 4
0.004 9~0.007 8
0.004 6~0.006 9
0.005 1~0.007 8

注：C0 表示土壤潜在可矿化有机碳量；k 表示土壤有机碳矿化速率常数。同列不同字母表示样点间差异显著（P<0.05）。
Note：C0 for amount of potentially mineralization C；k for the first-order rate constant. Different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sample sites（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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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土壤基本理化指标与有机碳累积矿化量的相关分析（r）

pH

TS

-0.720

Table 6 Pearson correlations between cumulative SOC mineralization and soil properties（r）
SOC

-0.813*

0.975**

TN

SOC/TN

0.954**

AP

0.557

AK

-0.039

-0.316

PLFA

0.893*

B/F

-0.579

注：**表示极显著相关（P<0.01），*表示显著相关（P<0.05）。下同。
Note：** indicates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at P<0.01 level，* indicates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at P<0.05 level. The same below.

率的增加，土壤有机碳矿化呈下降趋势；Nelson 等[22]

研究表明，盐分的增加会导致有机物分解速率下降；
肖颖等[9] 对滨海湿地土壤的研究表明在较高盐度范
围内土壤盐分与有机质的矿化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一般认为，在盐渍土中盐度对有机碳矿化作用的影响

4

结论
（1）黄河三角洲滨海盐渍土的盐渍化程度在距海

由远及近的方向上呈升高趋势。在 255 d 的培养期

内，不同盐渍化程度下土壤有机碳矿化速率均表现为

主要表现在土壤溶液中高盐度产生的较低渗透势对

培养前期速率较快、后期缓慢的动态特征，有机碳矿

微生物数量和活性的抑制作用，从而减弱了土壤有机

化速率、累积矿化量随盐渍化程度的增加而降低。

碳的矿化作用。本研究中盐渍土的盐分含量与土壤

（2）土壤有机碳、全氮、全盐含量及微生物总量与

微生物量（PLFA 总量）呈显著负相关（表 7）即验证了

土壤有机碳矿化速率、累积矿化量密切相关。土壤有

盐渍化程度改变土壤微生物总量和碳氮固持能力来

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0.975、0.954、0.893），而

这一点。相关性分析表明，滨海盐渍土可能主要通过
影响有机碳矿化特征；而各盐渍土细菌真菌比（B/F）
与有机碳矿化量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表 6），说明

机碳矿化量与土壤有机碳、全氮含量及微生物总量呈
与全盐含量呈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813）。

（3）滨海盐渍土可能主要通过盐渍化程度改变土

本研究中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变化对滨海盐渍土有

壤微生物总量和碳氮固持能力，而微生物群落结构对

机碳矿化的影响不大。

土壤有机碳矿化速率、累积矿化量、潜在可矿化有机
碳量等矿化指标影响不大。

表 7 土壤基本理化指标与盐分的相关分析（r）

Table 7 Pearson correlations between soil properties and
SOC

TN

-0.838* -0.876*

salt content（r）

SOC/TN
-0.204

AP

0.338

AK

0.792

PLFA

B/F

-0.843*

0.784

综上，盐分含量和微生物总量对滨海盐渍土有机
碳矿化具有重要影响。然而，尽管有研究指出土壤微
生物数量对盐分胁迫反应非常敏感，高盐度会使其受
到明显抑制

[23-24]

，但也有研究指出盐分含量对土壤微

生物量的影响存在一个临界值，低于这一临界值微生
物的数量会随着盐分的增加而增加，而超过这一值微
生物的数量随着盐分的升高而降低[10-11]。因此，土壤
盐分含量、微生物总量与有机碳矿化之间可能存在较
[9]

为复杂的关系。肖颖等 研究表明，在低盐度范围内
盐分上升可以提高滨海湿地土壤微生物数量和活性
而使有机碳矿化能力提高；而在高盐度范围内，盐度
过高导致土壤微生物胞外渗透势的降低，可能使微生
物数量和活性下降，从而使碳矿化能力下降。但是，
目前盐分对有机碳矿化能力影响的临界值还未能确
定，潜在的微生物影响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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