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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源性氮和磷对尾叶桉凋落叶分解的影响
佘汉基,郑欣颖，薛

立*，蔡金桓

(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广州 510642)
摘 要：通过研究外源性氮和磷对尾叶桉（Eucalyptus urophylla）凋落叶分解速率、分解过程中 N、P 含量变
化的影响，为森林养分管理提供科学依据。采用尼龙网袋分解法，在广东的尾叶桉林内建立 4 块 5 m × 5 m 的小
样地，放置凋落叶样品，测定其分解速率和 N、P 含量变化。结果表明，外源性 N 在试验前期分解速率有促进作用，
后期阻碍了凋落叶分解。24 个月时对照、施 N、P 和 N+P 的凋落叶残留量分别为初始重量的 0.23%、1.59%、0.19%
和 0.49%。凋落叶分解 24 个月时尾叶桉林地各处理的凋落叶 N、P 含量均大于初始值，对照、施 N、P 和 N+P 的
凋落叶 N 的残留量分别为初始 N 重量的 0.54%、2.41%、0.35%和 0.81%，凋落叶 P 的残留量分别为初始 P 重量的
0.48%、1.74%、0.56%和 1.52%，表明 4 种处理的凋落叶 N 和 P 均为释放模式。施 N 抑制尾叶桉凋落叶的分解, 而
施 P 及 N+P 促进其凋落物的分解，表明施用 P 肥可以促进尾叶桉凋落叶的分解和养分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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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N and P additions on decomposition of leaf litter in a Eucalyptus urophylla stand
SHE Hanji, ZHENG Xinying, XUE Li, CAI Jinhuan
(College of Forestry and Landscape Architecture,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Abstract: The effects of external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on leaf litter decomposition in a Eucalyptus urophylla woodland were studied for providing a scientific basis for E. urophylla nutrient management.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over 2 years using the litterbag technique in Yongyun Forest Farm,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Four small sample plots (5 m ×5 m) were established in the investigated stand. Within each of the sample plots,
leaf litters were placed and their decomposition rates and N, P and K contents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ddition of N improved litter decomposition in the early stage and impeded litter decomposition in the late
stage of the experiment. After twenty-four months of decomposition, the remaining weight of leaf litter was 0.23%,
1.59%, 0.19% and 0.49% of the initial weight of leaf litter in CK, N addition, P addition and N+P addition treatments, respectively. After twenty-four months of decomposition, the N and P contents in leaf litter were greater
than their initial values, and the remaining N weight of leaf litter was 0.54%, 2.41%, 0.35% and 0.81% of the initial N weight in four treatments, respectively. The remaining P weight of leaf litter was 0.48%, 1.74%, 0.56% and
1.52% of the initial P weight in CK, N addition, P addition and N+P addition treatments, respectively, indicating
that N and P release patterns exist in decomposing leaf litter. In a word, N addition delays decomposition of leaf
litter, whereas addition of P or N+P accelerates its decomposition; therefore application of P fertilization can improve litter decomposition and nutrient cycling.
Key words: Eucalyptus urophylla; decomposition; leaf litter; N and P additions; nutrient release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在全球碳循环中
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凋落物是森林生态系统内维
持土壤养分的重要物质来源[1]，凋落物分解具有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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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土壤有机物组成的作用[2]，是森林土壤有机质、
速效氮和磷的主要补给者，释放矿质养分供植物生
长的重要生态过程[3]，体现了森林生态系统内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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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的过程[4-5]，直接影响着陆地碳
储量和大气二氧化碳浓度[6]。
20 世纪中叶以来，由于矿物燃料燃烧、含氮肥
料的大量生产和使用以及畜牧业发展等原因，大气
氮沉降迅速增加 [7-8]。据预测，全球氮沉降速率到
2050 年 将 加 倍 ， 并 有 相 当 一 部 分 地 区 超 过
50 kg·hm-2·a-1[9]。目前我国已经成为欧洲、北美之后
的第 3 大氮沉降区，由此引起土壤酸化、土壤微环
境和土壤养分有效性改变等一系列生态问题[10]，也
影响着凋落物的分解过程[11-12]。
磷通常控制着陆地生态系统的关键生态过程，
是植物生长的重要限制因子[13]。然而，外源性 P 影
响凋落物分解的研究非常薄弱。伴随城市化的进程，
动物粪便、汽车尾气、大气沉降和垃圾固体物等不
断地把 P 输入到城市及其郊区的森林中，导致城市
及其周边地区森林土壤 P 含量的积累[14]。大多数森
林生态系统外源 P 的输入有限，在 P 缺乏的红壤林
区随着在人工速生丰产林中广泛使用 P 肥，引起生
态系统的土壤 P 富集[15-17]。通常温带森林易受 N 的
限制，而热带与亚热带森林易受 P 的限制[16]。随着
氮沉降的持续增加，磷限制性会逐渐增强。
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 N 沉降影响凋落物研究
后，认为 N 沉降有促进、延缓[18]和不影响凋落物分
解[19]3 种情况。Vivanco 和 Austin[20]施 N 肥于假山
毛榉属（Nothofagus）凋落物及 Jacobson 等[21]添加
氮肥于热带草原凋落物后，提高了分解速率，而
Hobbie[22]发现，N 添加降低了草原、针叶林和橡树
林凋落物分解率。Mo 等[23]发现添加 N 后的鼎湖山
季风常绿阔叶林的凋落物分解速率变化不大。磷沉
降影响凋落物分解研究非常罕见[24]。有学者发现外
源性 P 和同时添加 N 和 P 肥[25]促进了凋落物分解。
尾叶桉（Eucalyptus urophylla）具有速生、丰产
和用途广等优点，是我国华南地区广泛种植的主要
速生造林树种之一，大量用于短轮伐期人工林生产
纸浆材。以往有学者研究了尾叶桉凋落叶分解[26]，
但尚未见到关于外源性氮和磷对尾叶桉凋落叶分解
影响的报道。本研究以广东省云勇林场尾叶桉林下
的凋落叶为试验材料，采用尼龙网袋分解法，模拟
氮和磷沉降对其分解的影响，对于准确地评估尾叶
桉林生态系统的碳平衡和氮磷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云勇林场（22°43′N，112°40′E）位于广东省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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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市高明区内，是佛山市唯一的国有林场，森林面
积 1 928.73 hm2。试验地属于亚热带气候，气候温
和，年平均气温、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分别为 22℃、
34.5℃和 3.5℃，无霜期长达 360 d，受季风影响。
雨量充沛，年降雨量平均 2 000 mm，集中在 4—8
月，年平均相对湿度 80%。地势属丘陵地带，土壤
为花岗岩发育的酸性赤红壤（pH＜5），土层深厚而
肥沃。尾叶桉林郁闭度为 0.75，林下主要植物有阴
香（Cinnamomum burmannii）、格木（Erythrophleum
fordii）、九节（Psychotria rubra）、鸭脚木（Schefflera
octophylla）、车轮梅（Raphiolepis indica）、五指毛
桃（Ficus simplicissima）、梅叶冬青（Ilex asprella）
、
银柴（Aporosa chinensis）
、蔓生莠竹（Microstegium
vagans）、山芝麻（Heliicteres angustifolia）、蒲桃
（Syzygium jambos）、鬼灯笼（lerodrndrum fortumatum）、红背山麻杆（Alchornea trewioides）、潺稿
树（Litsea glutinosa）、玉叶金花（Mussaenda pubescens）
、黑面神（Breynia fruticosa）、悬钩子（Rubus
palmatus ）、 三 叉 苦 （ Evodia lepta ）、 火 炭 母
（ Polygonum chinense ）、 海 金 沙 （ Lygodium japonicum）、铁线蕨（Adiantum capillus）和半边旗
（Pteris semipinnata）。
1.2 试验设计
2007 年 12 月开始在尾叶桉林下用凋落物网分
别收集新鲜凋落叶。凋落叶分解采用尼龙网袋（litter
bag）法，网袋大小为 20 cm×20 cm，网孔 2 mm×
2 mm，每袋装入烘干的 10 g 凋落叶。在 2008 年 4
月在 14 年生尾叶桉林设 4 个 5 m×5 m 的样方（4
个重复），每个小样方内分 4 个处理：不施肥的纯凋
落叶（纯对）、施 N 肥的纯凋落叶（纯 N）、施 P 肥
的纯凋落叶（纯 P）、施 N+P 肥的纯凋落叶（纯 N+P），
清除地表凋落物层后，每处理中放置 8 个含有尾叶
桉凋落叶的网袋于样方地表。采用完全随机区组设
计，即 4 个处理在同一区组中完全随机排列。施用
的 N 肥选用氯化铵（NH4Cl）
，P 肥选用二水合磷酸
二氢钠（NaH2PO4·2H2O）
，施肥量为 N 10 g·m-2，P
5 g·m-2，N 10 g·m-2+ P 5 g·m-2 [26]。具体操作如下：
将各处理所需的肥料溶解至 1 L 的水，用喷雾器均
匀喷洒在网袋表面，CK 则喷洒相同体积的水。
1.3 样品分析
2008 年 4 月起，每个样方隔 3 个月取走一袋样
地凋落叶，取样后用 N 和 P 水溶液喷洒样地。网袋
取回实验室后，挑去植物细根、泥土及小动物等杂
物（后期含泥沙较多的分解袋用清水快速漂洗）
，将
凋落叶放在烘箱中以 75℃的状态下烘 24 h 后取出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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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4-5]，将相同处理的凋落叶混合取样后粉碎，并进
行养分分析。N 用重铬酸钾-浓硫酸消煮后以凯氏定
N 法测定。样品用硫酸-双氧水消煮处理后，试液中
P 用钼兰比色法、K 用火焰光度法[27]。每个样品进行
3 次重复测定，结果取重复测定的算数平均值。
1.4 数据处理
用微软公司的 Microsoft Excel 2003 对凋落叶的
重量变化、养分指标进行处理并作图，用 SAS 8.2
对数据进行多重比较。

2

结果与分析

2.1 凋落叶的分解
不同处理的尾叶桉凋落叶分解过程具有明显的
阶段性，凋落叶残留量在前 6 个月迅速减少后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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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分解 6 个月后，对照、施 N、施 P 和施 N+P
的凋落叶分别分解了 72%、89%、87%和 93%，24
个月后残留量（g）的顺序为施 N（0.16）＞施 N+P
（0.05）＞对照（0.02）、施 P（0.02）
（图 1）。试验
早期，分解较为迅速，施 N、P 和 N+P 处理促进了
凋落叶的分解。后期因为凋落物残重减少，分解速
率下降，施 N 处理后效果与对照差异不大，施 P 和
N+P 处理促进了凋落叶的分解。
2.2 凋落叶分解过程中 N、P 含量的变化
在凋落叶分解过程中，尾叶桉林地对照的凋落
叶 N 含量随分解时间持续上升，并在 21～24 个月
急剧增加（图 2）。施 N 的 N 含量前 6 个月呈现相
对稳定后逐渐上升，并在 18 个月达到最大值后下降
再上升。施 P 的 N 含量随分解时间呈现波动上升，

a.对照,Control group;b.施 N,N addition; c.施 P,P addition; d.施 N+P,N+P addition
图 1 尾叶桉林地凋落叶的残重
Figure 1 Changes of remaining weights during leaf litter decomposition in the E. urophylla woodland

a.对照,Control group;b.施 N,N addition;c.施 P,P addition;d.施 N+P,N+P addition
图 2 尾叶桉林地凋落叶中的 N 含量变化
Figure 2 Changes of N concentrations during leaf litter decomposition in the E. urophylla wood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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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对照,Control group;b.施 N,N addition;c.施 P,P addition;d.施 N+P N+P addition
图 3 尾叶桉林地凋落叶中的 P 含量变化
Figure 3 Changes of P concentrations during leaf litter decomposition in the E. urophylla woodland

Figure 4

图 4 尾叶桉林林地凋落叶的 N 残留量
Remaining N weight during leaf litter decomposition
in the E. urophylla woodland

图 5 尾叶桉林林地凋落叶的 P 残留量
Figure 5 Remaining P weight during leaf litter decomposition
in the E. urophylla woodland

并在 15 个月下降达最小值再上升。施 N+P 的 N 含
量在前 6 个月逐渐上升后保持相对稳定，并在 12
个月后呈现降-升-降-升的变化。至 24 月时，凋落叶
N 含量表现为施 N＜施 N+P＜施 P＜对照，总体上
各处理的尾叶桉凋落叶 N 含量趋向增加。

在凋落叶分解过程中，尾叶桉林地对照的凋落
叶 P 含量在前 3 个月下降后缓慢上升，并在 18 个
月后快速上升（图 3）。施 N 的 P 含量在前 3 个月下
降后呈现小幅升-降-升-平稳的变化。施 P 的 P 含量
在前 3 个月下降后呈现大幅升-降-升-降变化，并在
18 月后直线上升至最大值。施 N+P 的 P 含量在前 3
个月下降后呈现升降变化，并在 15 月后逐渐上升至
最大值。至 24 月时，凋落叶 P 含量表现为施 N＜对
照＜施 P＜施 N+P，总体上各处理的尾叶桉凋落叶
P 含量趋向增加。
2.3 凋落叶分解过程中 N 和 P 残留量的变化
4 种处理的凋落叶的 N 残留量在试验 0～6 个月
期间急剧下降，此后缓慢下降，24 个月时对照、施
N、P 和 N+P 的凋落叶 N 残留量分别为初始 N 重量
的 0.54%、2.41%、0.35%和 0.81%（图 4）。
4 种处理的凋落叶的 P 残留量的下降趋势与 N
残留量相似，24 个月时对照、施 N、P 和 N+P 的凋
落叶 P 残留量分别为初始 P 重量的 0.48%、1.74%、
0.56%和 1.52%（图 5）。

3

讨论与结论

3.1 凋落叶分解机理分析
从本研究的结果来看，马尾松凋落叶在分解过
程中有快速分解和缓慢分解 2 个阶段，
分解初期
（0～
6 月）为快速分解阶段，接下来为缓慢分解阶段，许
多凋落物的分解过程均有这一现象[15]。凋落物分解
初期易于分解的可溶性成分如糖类和氨基酸等迅速
流失，因而分解速率较快；分解后期的凋落物中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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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的木质素等的相对含量增加，造成凋落物分解
速率减缓，甚至停滞[6]。从全球尺度上来说，气候和
凋落物基质对凋落物分解速率有决定性影响[29]。在
氮素添加背景下，凋落物分解受到时间、分解底物
类型及氮素输入水平的共同影响[30]。生物和非生物
因素共同影响凋落物的分解过程，当地的降雨和气
温影响凋落物前期分解中的易分解成分含量[31]，而
后期分解主要受控于微生物和酶活性对难分解成分
如木质素的分解过程[32]。
土壤微生物、动物和酶综合影响凋落物的分解
速率，还有元素的释放过程[33]。本研究中 4—10 月
是尾叶桉凋落叶分解较快的时期，这段时间试验地
雨量充沛，对凋落物淋溶强烈，加之温度较高，土
壤动物和微生物活跃，加速了凋落物分解。
本研究表明，在分解前 12 个月，外源性 N 表
现为促进效应，而随后的 12～24 个月，表现为无明
显影响。施 P 和 N+P 处理的表现为促进作用。外源
性 N 和 P 的输入，提高了凋落叶的 N 和 P 含量，
满足了微生物生长的需要，因此凋落叶的分解加速。
亦有研究表明，氮沉降降低了混合凋落物中纤维素、
半纤维素和木质素等主要结构性物质含量，增加了
凋落物 N、P 元素含量，同时降低了 C/N 和 C/P 的
比值，从而有利于提高凋落物的分解速率[34]。然而，
以往的试验表明，并非全部 N、P 添加都加快凋落
物的分解[35]。因为 N 沉降也能抑制木质素和纤维素
分解，木质素分解的中间产物与无机 N 结合生成抗
分解物质，减弱胞外酶活性，抑制相关的微生物和
动物活动[36]，从而对凋落叶分解产生抑制作用。
外源性 P 促进了凋落叶分解，其原因是 P 添加
可以促进凋落叶对可利用 P 的吸收，加快 C 释放，
提高微生物的数量和酶活性，从而促进凋落物的分
解[15]。而凋落叶经外源性 N+P 处理后，N、P 平衡
（如凋落物 N/P）有利于微生物的活性，从而促进
凋落物的分解[24]。由于施 N 处理后分解速度多为减
慢，说明施 N+P 处理后，P 元素起主导作用。Jacobson
等[21]也发现，无论添加 P 或添加 N+P 都促进了巴西
热带草原凋落物分解，表明该生态系统受 P 限制[15]。
总体来看，在华南地区外源性 N 对凋落物分解多为
抑制作用，外源性 P 能起到加快凋落叶分解的作用，
外源性 N+P 的效果介于施 P 和 N 之间。因此，根
据凋落物分解变化，可考虑在这些地区施用适当的
P 肥，以促进凋落物的分解、营养元素的回归，从
而达到增加土壤肥力，促进林分生长的目的。
3.2 凋落叶分解养分含量和残留量的变化
3.2.1 分解过程中凋落叶 N 含量变化 施 N、P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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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 后，凋落叶的 N 含量在分解过程中总体呈现波
动上升的趋势，24 个月后，凋落叶 N 含量显著大于
其初始 N 含量（P＜0.05）
，微生物生物量增加可能
是这些凋落叶 N 含量上升的主要原因。施 N、P 和
N+P 的凋落叶分解 24 个月后，其 N 含量显著大于
对照。在凋落物分解过程中，凋落物中的微生物增
加，微生物需要吸收土壤中的 N，当吸收率超过自
身消耗率时，凋落叶中的 N 含量增加[37]。
3.2.2 分解过程中凋落叶 P 含量变化 4 种处理的
凋落叶 P 含量在分解过程中总体呈现波动上升，主
要是由于凋落物的分解速度超过 P 的释放速度，微
生物还会在分解过程中吸收土壤中的 P。24 个月后，
凋落叶 P 含量显著大于其初始 P 含量（P＜0.05），
主要是外源性 P 在凋落物分解过程中累积的结果。
在针叶和阔叶凋落物分解的研究中，P 含量的增加
是十分普遍的，尤其是在分解的初始阶段[38]，这是
由于凋落物重量的减少及外源性 P 的输入所致。与
对照相比，施 N 的凋落叶 P 含量下降，与其经历了
雨水淋溶有关，因为凋落物中的 P 可被雨水淋洗出
来[39-40]。施 P 和 N+P 后上升，可能是分解初期凋落
物中 P 含量较低，凋落物中的微生物为了生存和繁
殖，吸收了土壤中的 P。
3.2.3 分解过程中凋落叶中 N 和 P 残留量的变化
24 个月后 4 种处理的凋落叶的 N 和 P 的残留量均大
幅下降，说明凋落叶中的养分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释
放，凋落叶 N 和 P 均呈现释放模式。凋落叶 N 的释
放速率为施 P＞对照＞施 N+P＞施 N，凋落叶 P 的
释放速率为对照＞施 P＞施 N+P＞施 N， 表明施 N
阻碍了凋落叶养分的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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