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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兰喀斯特森林不同地形土壤生态化学计量特征

郑 鸾，龙翠玲*

（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贵阳 550001）

摘要：【目的】分析茂兰喀斯特森林土壤生态化学计量特征的地形差异性，为喀斯特森林物种多样性维持机制研

究提供理论依据。【方法】在茂兰喀斯特森林研究区选取3种地形（坡地、槽谷和漏斗）的土壤样品，测定其有机碳（C）、

全氮（N）、全磷（P）和全钾（K）含量及其生态化学计量比，通过Canoco 4.5对土壤生态化学计量特征与土壤环境因子

的关系进行冗余分析（RDA）和相关性分析。【结果】土壤C、N、P、K及其化学计量比的变异系数均较小，最小为0.12

（C∶N），最大仅为0.55（C∶K），均在0.10~1.00范围内，表现为中等程度变异。研究区土壤C、N、P和K元素含量水平整

体较高，其均值分别为102.78、9.41、3.99和9.30 g/kg。不同地形土壤有机C和全N含量及C∶N、C∶P、C∶K、N∶K和P∶K

均表现为漏斗>槽谷>坡地，全P含量表现为槽谷>漏斗>坡地，全K含量表现为槽谷>坡地>漏斗。RDA结果表明，自然

含水量对土壤C、N、P、K及其化学计量特征比的影响极显著（P<0.01，下同），对容重影响显著（P<0.05，下同），而对pH

无显著影响（P>0.05）。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自然含水量与有机C、全N含量及C∶P、C∶K和N∶K呈极显著正相关，与

P:K呈显著正相关；容重与有机C、全N含量及C∶K和N∶K呈极显著负相关，与全P含量、C∶P和P∶K呈显著负相关；pH

与土壤生态化学计量特征不具相关性。【结论】茂兰喀斯特森林研究区内土壤有机C含量相对较高，N和P养分含量丰

富；自然含水量是影响土壤C、N、P、K及其生态化学计量比的主要驱动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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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stoichiometric characteristics of soil in different
topographical sites of Maolan karst forest

ZHENG Luan，LONG Cui-ling*

（College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Guiyang 550001，China）

Abstract：【Objective】In order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study on the mechanism of maintaining the spe-
cies diversity of karst forest，the topographical differences of soil eco-stoichiometric characteristics in Maolan karst forest
were studied.【Method】In Maolan karst forest research area，soil samples of three kinds of topography（hillside，valley
and funnel）were selected to determine the content of soil organic carbon（C），total nitrogen（N），total phosphorus（P）and
total potassium（K）and their eco-stoichiometric ratios. The redundancy analysi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soil eco-
stoichiometric characteristics and soil environmental factors was conducted by Canoco 4.5 software.【Result】The coeffi-
cients of variation of C，N，P，K and their eco-stoichiometric ratios were all small，the smallest coefficient was 0.12（C∶N），
the largest was only 0.55（C∶K），all in the range of 0.10-1.00，showing moderate variation. The contents of C，N，P，K in
the soil of the study area were high as a whole，with the average values of 102.78，9.41，3.99 and 9.30 g/kg，respectively.
Under different topographies，soil organic carbon，total N content and C∶N，C∶P，C∶K，N∶K，P∶K size were funnel>val-
ley>hillside，total P content was valley>funnel>hillside，total K content was valley>hillside>funnel. The results of RDA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effect of natural water content on organic C，total N，total P，total K and their eco-stoichiometric
characteristic ratios was extremely significant（P<0.01，the same below），the effect of bulk density was significant（P<
0.05，the same below），but the effect of pH on soil eco-stoichiometric characteristic was not significant（P>0.05）. The re-
sults of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natural water content had an extremely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or-
ganic C content，total N content，C∶P，C∶K，N∶K，and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P∶K. The bulk density had an
extremely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organic C and total N，C∶K，N∶K，and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otal P content，C∶P and P∶K. pH had no correlation with soil eco-stoichiometric characteristics.【Conclusion】In Maolan
karst forest research area，the content of soil organic C is relatively high，and the contents of N and P are rich. The natural
water content is the main driving factor affecting soil organic C，N，P，K and their eco-stoichiometric rat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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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在生态学研究领域，生态化学计量

学是针对生物体主要元素［碳（C）、氮（N）、磷（P）等］

组成及其元素间相互循环关系的研究（屈凡柱等，

2018）。近年来，关于C、N、P及其化学计量特征的研

究较多，为植物—土壤间相互关系及各元素在生态

系统的循环规律研究提供了新思路（韩文轩等，

2009；李晴宇等，2016；陈文等，2018），是当前生态学

研究的前沿和热点之一。土壤C、N、P作为土壤养分

的重要组分，以及养分循环和生态系统稳定运转的

重要生态因子，其含量和比值影响着土壤微生物数

量、枯落物分解速率及土壤养分的长期积累（青烨

等，2015）。贵州茂兰喀斯特森林是世界同纬度地区

仅存的原生性喀斯特森林生态系统，地形地貌复杂

多样，生境差异明显，与常态地貌的森林生态系统相

比，其生态环境、群落外貌、组成特征、垂直结构和演

替动态等方面均存在明显不同，是一类特殊的森林

生态系统（龙翠玲，2007）。因此，研究其土壤C、N、

P、钾（K）的生态化学计量特征，可在一定程度上揭

示C、N、P、K等养分的可利用性，对充分认识这几种

元素在喀斯特森林生态系统中的循环和平衡机制具

有重要意义。【前人研究进展】喀斯特森林生态系统

因其复杂多样的地貌特征、千变万化的小气候条件

及生境差异明显等特点，受到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

谭秋锦等（2014）对峡谷性喀斯特不同生态系统土壤

养分及其生态化学计量特征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不

同生态系统土壤的C、N、P、K含量及其化学计量比

差异明显，且土壤养分含量随土层深度的增加而不

断减少。王霖娇等（2018）对西南喀斯特典型石漠化

生态系统土壤C、N、P、K含量及其化学计量比进行

研究，发现土壤C、N、P、K含量与其化学计量比间存

在非线性相关，影响土壤养分含量及其化学计量比

的主要因素为土壤含水量、岩石覆盖率和温度等。

汪攀等（2018）对西南喀斯特石漠化生态系统植物多

样性和土壤理化性质及二者间关系进行研究，结果

表明，石漠化地区土壤C、N、P、K含量及其化学计量

比在不同研究区差异明显，且植物多样性与土壤理

化性质具有显著相关性。吴鹏等（2019）对喀斯特森

林自然恢复过程中土壤生态化学计量特征变化规律

的研究表明，土壤养分有效性偏低导致植被生长受

N素或P素限制。目前，有关茂兰喀斯特森林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群落数量特征（刘映良和薛建辉，2005）、

物种多样性（龙翠玲，2007）、土壤特征（吴鹏等，

2013）和树种空间分布格局（张忠华等，2015；吴邦利

等，2018）等方面，为深入了解茂兰喀斯特森林生态

系统特征提供了基础数据。【本研究切入点】迄今，针

对茂兰喀斯特森林生态系统不同地形土壤生态化学

计量特征（C、N、P、K）的研究较少，对不同地形土壤

生态化学计量特征差异及其对土壤环境因子影响的

研究更少。【拟解决的关键问题】以茂兰喀斯特森林3

种典型地形（坡地、槽谷和漏斗）为研究对象，对土壤

C、N、P、K含量及其比例进行研究，揭示茂兰喀斯特

森林土壤生态化学计量特征的地形差异及其与土壤

环境因子间的关系，探讨地形对喀斯特森林生态系

统的影响，为喀斯特森林物种多样性维持机制的研

究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研究区概况

茂兰自然保护区（东经25º09 ′ ~25º20 ′，北纬107º

52 ′ ~108º05 ′）位于贵州省荔波县南部，面积约2万ha，

海拔最低430.0 m，最高1078.6 m，平均海拔800.0 m

左右。属典型的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年均温15.3 ℃，

积温5727.9 ℃，降雨较多，集中在4—10月，年降水量

可达1752 mm，年均相对湿度83%，有利于林木生长

发育，植被类型为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保护区内

的成土母岩主要由白云岩和石灰岩构成，土壤主要

为黑色石灰土，土层浅薄且不连续，岩石裸露率高。

1. 2 土壤取样

在研究区选取坡地、槽谷和漏斗3种地形，每种

地形的典型地段均设3个10 m×10 m的标准样地，在

每个样地的东、南、西、北、中5个方位各设1个1 m×

1 m的小样方进行取样，共45个取样点。用环刀

（100 cm3）采集土样，每个样点采集3个环刀原状土，

将土样装入密封袋，混合均匀，带回实验室自然风

干，磨细过筛，用于测定土壤养分指标及环境因子。

1. 3 测定项目及方法

采用K2Cr2O7容量法—外加热法测定有机C含

量；凯氏定氮仪测定全N含量；钼锑抗比色法测定全

P含量；NaOH熔融—钼锑抗比色法测定全K含量；烘

干法测定自然含水量；环刀法测定容重；电位法测定pH。

Key words：Maolan karst forest；terrain；eco-stoichiometric characteristics；natural water content；driving factors
Foundation item：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31660107）；Young Scholars Cultivation and Inno-

vation Exploration Project of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QKHPTRC〔2017〕572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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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统计分析

利用SPSS 25.0对不同地形土壤有机C、全N、全

P、全K含量和C∶N、C∶P、C∶K、N∶P、N∶K（质量比）进

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并使用LSD进行多重比较。将

不同地形土壤有机C、全N、全P、全K含量和C∶N、C∶

P、C∶K、N∶P、N∶K作为研究对象，以自然含水量、容

重和pH作为环境因子，利用Canoco 4.5分析土壤生

态化学计量特征与土壤环境因子的关系。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地形土壤生态化学计量特征的描述性

统计结果

由表1可知，3种地形土壤有机C、全N、全P和全

K含量的平均值分别为102.78、9.41、3.99和9.30 g/kg，

对应的变异系数分别为0.34、0.31、0.28和0.32；土壤

C∶N、C∶P、C∶K、N∶P、N∶K和P∶K的平均值分别为

10.89、26.51、12.47、2.47、1.13和0.47，对应的变异系

数分别为0.12、0.30、0.55、0.32、0.50和0.38。变异系

数一般用于描述变量指标的变异程度，3种地形土壤

生态化学计量特征值较稳定，变异系数变化范围较

小，均在0.10~1.00范围内，为中等程度变异性。土壤

C、N、P、K生态化学计量特征的变异程度表现为C∶

K>N∶K>P∶K>C>N∶P=K>N>C∶P>P>C∶N。

2. 2 不同地形土壤生态化学计量特征的差异性

分析结果

由表2可知，有机C和全N含量在不同地形间的

变化趋势一致，均表现为漏斗>槽谷>坡地，且3种地

形间差异显著（P<0.05，下同）；全P含量在不同地形

间的变化趋势表现为槽谷>漏斗>坡地，槽谷的全P

含量显著高于坡地，但与漏斗的差异不显著（P>

0.05，下同），漏斗与坡地间也无显著差异；全K含量

在不同地形间的变化趋势表现为槽谷>坡地>漏斗，

槽谷的全K含量显著高于坡地和漏斗，但坡地与漏

斗间差异不显著。对不同地形的C、N、P、K生态化

学计量特征比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结果（表2）显

示，C∶N和N∶P在不同地形间差异不显著；C∶P、C∶K

和N∶K在不同地形间的差异性均表现为漏斗显著大

于坡地和槽谷，但坡地与槽谷间差异不显著；P∶K在

不同地形间的差异性表现为漏斗显著大于坡地，槽

谷大于坡地，但二者差异不显著。

变量指标
Variable indicator
有机C（g/kg）Organic C
全N（g/kg）Total N
全P（g/kg）Total P
全K（g/kg）Total K
C∶N
C∶P
C∶K
N∶P
N∶K
P∶K

坡地
Hillside

61.18±7.85c
5.85±0.53c
3.10±1.29b
8.90±2.62b
10.60±2.12

21.64±5.85b
7.37±2.11b
2.19±1.02
0.69±0.18b
0.37±0.16b

槽谷
Valley

106.51±9.37b
9.88±0.38b
4.79±0.83a
12.16±2.05a
10.78±0.77

22.97±5.79b
9.02±2.06b
2.11±0.40

0.84±0.21b
0.42±0.16ab

漏斗
Funnel

140.66±6.23a
12.50±0.56a
4.07±0.51ab
6.85±1.00b
11.28±0.96
34.93±4.24a
21.01±4.17a
3.12±0.51
1.85±0.21a
0.61±0.13a

变量指标 Variable indicator
有机C（g/kg）Organic C
全N（g/kg）Total N
全P（g/kg）Total P
全K（g/kg）Total K
C∶N
C∶P
C∶K
N∶P
N∶K
P∶K

最小值 Min
48.83
5.25
1.70
5.44
7.75

13.50
3.65
1.15
0.47
0.13

最大值 Max
150.46
13.12
5.90
13.36
12.90
41.05
27.67
3.98
2.16
0.75

平均值 Mean
102.78

9.41
3.99
9.30
10.89
26.51
12.47
2.47
1.13
0.47

标准差 SD
34.49
2.87
1.12
2.93
1.34
7.92
6.86
0.80
0.56
0.18

偏度 Skewness
-0.20
-0.27
-0.47
0.49
0.71
0.16
0.97
0.23
0.69
0.09

峰度 Kurosis
-1.47
-1.47
-0.10
-1.53
1.00
0.81
-0.01
-0.41
-1.17
-0.39

变异系数 CV
0.34
0.31
0.28
0.32
0.12
0.30
0.55
0.32
0.50
0.38

表 1 土壤C、N、P、K生态化学计量特征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eco-stoichiometric characteristics of soil C，N，P and K

表 2 不同地形土壤C、N、P、K生态化学计量特征的差异性
分析结果
Table 2 Difference analysis of eco-stoichiometric characteris-
tics of soil C，N，P and K in different topography

同行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line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
fference（P<0.05）

2. 3 土壤生态化学计量特征与土壤环境因子的

关系

2. 3. 1 土壤生态化学计量特征与土壤环境因子的

冗余分析（RDA） 对3种地形土壤C、N、P、K的生态

化学计量特征与3个土壤环境因子（自然含水量、容

重和pH）进行RDA，首先得出土壤环境因子与RDA

排序轴的相关性系数（表3）。前3个轴（第Ⅰ轴、第Ⅱ
轴和第Ⅲ轴）的特征值分别为0.595、0.098和0.008，其

与土壤环境因子的相关性系数分别为0.949、0.756和

0.240，前3个轴对生态化学计量特征—环境关系方

差累计贡献率已达100.0%，包含了C、N、P和K 4个元

素生态化学计量特征的全部信息。

通过RDA得到土壤环境因子与RDA排序轴的

相关性系数（表4），在3个土壤环境因子中，自然含水

郑鸾等：茂兰喀斯特森林不同地形土壤生态化学计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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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与第Ⅰ轴的相关性系数为-0.9455，相关性最大，其

次为容重，相关性系数为0.9041，说明第Ⅰ轴的自然

含水量和容重影响较大；第Ⅱ轴相关性系数最大的

是容重，说明容重在第Ⅱ轴具有较大的影响；第Ⅲ轴

的相关性系数均较小，说明自然含水量、容重和pH

在前两轴的影响较大，在第Ⅲ轴的影响较小。

2. 3. 2 土壤生态化学计量特征与土壤环境因子

RDA排序图 在RDA排序图（图1）中，箭头长短代

表土壤生态化学计量特征与土壤环境因子关系大

小，箭头越长，相关性越大，反之则越小；实线箭头代

表土壤生态化学计量特征，虚线箭头则代表土壤环

境因子，实线与虚线箭头间的夹角反映土壤生态化

学计量特征与土壤环境因子的相关性，当夹角小于

90º时为正相关，等于90°时为不相关，大于90º时为负

相关，且夹角越小表明相关性越大。箭头与排序轴

的夹角反映各指标与排序轴的相关性，夹角越小，相

关性越大，反之，相关性则越小。其中，土壤自然含

水量和容重的箭头最长，表明其与土壤C、N、P、K生

态化学计量特征的相关性最大，对土壤C、N、P、K生

态化学计量特征变异的解释较好；土壤自然含水

量在排序轴的左上方，表明自然含水量与土壤K含

量呈负相关，与土壤C、N、P、K的其他生态化学计量

特征指标呈正相关；容重在排序轴的右下方，与土壤

K含量呈正相关，与土壤C、N、P、K的其他生态化学

计量特征呈负相关。

由图1可知，土壤环境因子对土壤生态化学计

量特征有一定影响。通过Monte-Carlo检验（表5）发

现，土壤环境因子对生态化学计量特征影响的重要

性排序为自然含水量>容重>pH，其中，自然含水量

影响极显著（P<0.01，下同），容重影响显著，pH影响

不显著。自然含水量所占解释量为84.31%，容重所

占解释量为14.27%，由此得出自然含水量是影响土

壤C、N、P、K生态化学计量特征的重要环境因子，而

容重对土壤C、N、P、K生态化学计量特征的影响低

于土壤自然含水量，虽已达显著水平，但其影响仍较

弱；而pH对土壤C、N、P、K生态化学计量特征的影响

不具有显著性。

2. 3. 3 土壤生态化学计量特征与土壤环境因子的

相关性分析 由表6可知，保护区土壤有机C、全N、

全P和全K含量及其化学计量比与土壤环境因子存

在一定相关性。其中，容重与有机C含量、全N含量、

项目
Item
特征值 Eigenvalue
生态化学计量特征—环境相关性 Correlations between eco-stoichiometric characteristics and environment
生态化学计量特征方差累计贡献率（%）Accumulated variance contribution rate of eco-stoichiometric characteristics
生态化学计量特征—环境关系方差累积贡献率（%）
Accumulated variance contribution rate of relations between eco-stoichiometric characteristics and environment
典范特征值 Canonical eigenvalue
总特征值 Sum of all eigenvalue

第Ⅰ轴
AxisⅠ
0.595
0.949
59.5
84.9

1.00
0.249

第Ⅱ轴
Axis Ⅱ
0.098
0.756
69.3
98.8

第Ⅲ轴
Axis Ⅲ
0.008
0.240
70.1

100.0

表 3 RDA排序结果
Table 3 RDA ordination summary

表 4 RDA前3轴与土壤环境因子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Table 4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first three axes of RDA and
soil environment

环境因子
Environment factor
自然含水量 Nature moisture
容重 Bulk density
pH

第Ⅰ轴
AxisⅠ
-0.9455
0.9041
-0.4407

第Ⅱ轴
Axis Ⅱ
0.0529
-0.2243
0.1411

第Ⅲ轴
Axis Ⅲ
0.0134
-0.0166
-0.2079

图 1 C、N、P、K生态化学计量特征与土壤环境因子关系的
RDA双序图

Fig.1 RDA double sequence map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stoichiometric and soil environment factors of C，
N，P and K

Bb：容重；Nc：自然含水量
Bb：Bulk density；Nc：Natural water content

表 5 环境因子变量解释的重要性排序和显著性检验结果
Table 5 Importance ranking and significance test results of environmental factor variable interpretation

环境因子
Environment factor
自然含水量 Nature moisture
容重 Bulk density
pH

重要性排序
Importance sequencing

1
2
3

环境因子所占解释量（%）
Interpretation quantity of environment factor

84.31
14.27
0.143

F

18.788
3.875
0.377

P

0.002
0.024
0.782

0.8

-0.6
-1.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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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K和N∶K呈极显著负相关，与全P含量、C∶P和P∶K

呈显著负相关，与全K含量、C∶N和N∶P无显著相关

性；自然含水量与有机C含量、全N含量、C∶P、C∶K和

N∶K呈极显著正相关，与P∶K呈显著正相关，与土壤

其他生态化学计量特征指标无显著相关性；pH与土

壤生态化学计量特征不存在显著相关性。

3 讨论

3. 1 茂兰喀斯特森林不同地形土壤养分变化

茂兰喀斯特森林主要由白云岩和石灰岩组成，

属于碳酸岩类岩石，富含钙和镁等元素，发育形成的

土壤为石灰土，呈微碱性，同时土壤形成的速度较

慢，因而土层浅薄。本研究发现，土壤C、N、P、K在

不同地形间差异显著，可能是地形的生境差异影响

了土壤形成与养分积累。土壤的形成与发育是通过

岩石风化过程和生物富集过程相互作用而形成。在成

土母质相对一致的条件下，生物富集过程（植物新陈

代谢和凋落物的分解与合成过程）对土壤养分的影

响最大。坡地地势陡峭、基岩裸露、水土流失严重，与

槽谷和漏斗相比，坡地的生境环境最差，森林覆盖率

极低且土壤发育困难，不利于土壤有机C和全N积累。

而槽谷和漏斗属于典型的负地形，多为形态深陷而

陡峻的封闭洼地，内部森林覆盖率高，四周及底部的

枯枝落叶不断堆积，在丰富的钙质环境下，土壤表层

腐殖质与钙结合形成腐殖质钙，使腐殖质得到大量

积累，土壤有机C和全N含量丰富。槽谷的谷底较平

坦，两边滑落的枯枝落叶不断积累，光热条件均匀，

温度适宜，土壤发育较好，仅次于漏斗。土壤P和K含

量主要受土壤母质和岩石风化影响，而C和N含量除

受土壤母质影响外，其表层凋落物分解、植物对其

吸收利用的影响也较大（刘兴诏等，2010）。因而，在

3种地形中，土壤有机C和全N含量变化具有规律性，

土壤全P和全K含量变化不具规律性。

3. 2 茂兰喀斯特森林土壤生态化学计量特征

地形是影响土壤成土的重要因素，调控太阳辐

射和水热条件的空间再分配，影响局部生境的小气

候条件及土壤厚度和养分的空间差异（张忠华等，

2011）。土壤C、N、P之比是土壤有机C、全N和全P含

量的比值，是评价土壤养分组成和质量的主要指标

（庞圣江等，2014）。本研究区土壤C∶N平均值为

10.89，在全国土壤C∶N平均值范围（10.00~12.00）

内，表明喀斯特森林土壤有机质的分解及矿化速率

处于正常范围，但与全球C∶N平均值13.30（Hessen

et al.，2004）相比，土壤有机质的分解及矿化速率相

对较慢。本研究还发现不同地形的土壤C∶N差异不

显著且保持相对稳定（变异系数0.12），是由于土壤

有机C和全N对环境变化的响应几乎一致，且二者积

累与消耗过程的比值相对固定，进一步验证了不同

生态系统土壤C∶N相对稳定的结论（吴鹏等，2019）。

已有研究表明，C∶N一般作为评价土壤质量的敏感

性指标（任书杰等，2006），其与土壤有机质分解速率

呈反比（青烨等，2015）；土壤有机层的C∶N越低，有

机质矿化作用和枯落物分解速度越快，土壤层随之

加厚，C∶N越高则相反（王绍强和于贵瑞，2008）。但

本研究中，漏斗土壤的C∶N高于槽谷和坡地，其土壤

层最厚，与上述观点相反，可能是由于地形因素

所致。

土壤C∶P通常作为衡量P矿化能力、土壤微生物

矿化有机物质释放P或从环境中吸收固持P潜力的指

标（陶冶等，2016）。土壤C∶P越低，微生物分解有机

质释放养分的速率越快，表明土壤中有效P含量增

加；土壤C∶P越高则反之（吴鹏等，2019）。本研究区

土壤C∶P平均值为26.51，远低于全球森林的土壤均

值81.90（Cleveland and Liptzin，2007），表明研究区

土壤P含量较高。土壤N∶P通常作为N饱和的诊断指

标，可反映土壤养分元素在植物生长过程中的供应

状况（曹娟等，2015），且被用于确定养分限制的阈

值。本研究区土壤N∶P平均值为2.47，低于全球森林

土壤N∶P平均值6.60（Cleveland and Liptzin，2007），

也低于喀斯特其他地区的研究结果（吴鹏等，2019），

表明研究区N含量缺乏或P含量相对富余，较低的N∶

P意味着生物固N能力较高（杨慧等，2015），植物生

长将不受N素影响。本研究区土壤全P含量平均值

为3.99 g/kg，远高于我国土壤P含量平均值0.56 g/kg

（杨慧等，2015），而全N含量平均值为9.41 g/kg，高于

全国土壤N含量平均值2.10 g/kg。综上所述，本研究

化学计量特征
Stoichiometric characteristics
有机C Organic C
全N Total N
全P Total P
全K Total K
C∶N
C∶P
C∶K
N∶P
N∶K
P∶K

pH

0.466
0.363
0.285
-0.227
0.287
0.156
0.491
-0.019
0.430
0.493

容重
Bulk density

-0.958**
-0.957**
-0.537*
0.203
-0.258

-0.551*
-0.751**
-0.314

-0.770**
-0.580*

自然含水量
Nature moisture

0.971**
0.981**
0.389
-0.263
0.205

0.685**
0.818**
0.469

0.845**
0.550*

表 6 土壤C、N、P、K生态化学计量特征与单一环境因子的相关性
分析结果
Table 6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oil C，N，P，K eco-stoichio-
metric characteristics and single environmental factor

*表示显著相关（P<0.05），**表示极显著相关（P<0.01）
*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correlation（P<0.05），** represented extreme-
ly significant correlation（P<0.01）

郑鸾等：茂兰喀斯特森林不同地形土壤生态化学计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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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土壤N和P含量丰富，植物生长发育不受N和P限

制。由于喀斯特生态系统土壤富钙偏碱的特点影响

着植物对土壤养分的有效性，且在土壤生态化学计

量特征研究中，大多集中于C、N和P的研究，针对K

的研究较少，因此关于这些元素间的相互作用机制

仍需进一步探索和论证。

3. 3 土壤生态化学计量特征与土壤环境因子的关系

土壤作为植物吸收养分的载体及进行相关生

理生化反应的主要场所，其自身各种理化性质的变

化对各元素的循环具有重大影响（李红林等，2015）。

其中，土壤自然含水量反映土壤水分与群落内部的

湿润情况，能直接影响凋落物与土壤表层的物质能

量交换及土壤盐基养分的淋溶程度（康冰等，2010）。

本研究发现，自然含水量是影响土壤C、N、P、K及其

化学计量特征的主要驱动因子，自然含水量与有机

C和全N含量及C∶P、C∶K、N∶K呈极显著正相关，与

土壤P∶K呈显著正相关，即自然含水量越大，土壤有

机C和全N含量及C∶P、C∶K、N∶K、P∶K越大，反之则

越小，与康冰等（2010）的研究结果一致。容重与土

壤有机C和全N含量及C∶K、N∶K呈极显著负相关，

与全P含量、C∶P和P∶K呈显著负相关，即容重越大，

土壤有机C、全N和全P含量及C∶K、N∶K、C∶P、P∶K

越小，反之则越大，与赵一娉等（2017）的研究结果一

致。同时，土壤容重作为表示土壤紧实度的指标，通

过影响植物的根系发育及其地表凋落物分解，从而

对元素在土壤生态系统的转换和积累产生影响。土

壤容重小，表明土壤疏松，拦渗蓄水能力强、土壤养

分元素更好积累；土壤容重大，表明土壤紧实，阻碍

植物根系生长，对凋落物分解也产生一定影响，不利

于植物与土壤元素的相互交流。pH对土壤生态化

学计量特征的影响不具显著性，可能是由于3种地形

距离相对较小，其pH的空间异质性小，土壤pH差异

小，因此pH不作为影响土壤C、N、P、K及其生态化学

计量比的主要因素。

4 结论

茂兰喀斯特森林研究区内土壤有机C含量相对

较高，养分N和P含量丰富，不同地形间存在一定差

异，植物生长不受N和P影响。影响土壤C、N、P、K及

其生态化学计量比的土壤环境因子为自然含水量和

容重，其中自然含水量是主要驱动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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