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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林龄刺槐人工林碳储量及分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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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研究林龄对刺槐林生态系统碳储量的影响，在样地调查与实测生物量的基础上，对河南省洛宁县灌
木林人工改造的 8、15 和 22 年生刺槐人工林进行了研究，测定了刺槐林及同区域灌木林不同层次的的碳含量（乔
木层、灌草层、枯落物层和土壤层（0～50 cm）），结合生物量及土壤数据分析其生态系统的碳储量和层次分布特征。
结果表明，刺槐各器官碳含量在 42.60%～50.92%之间，大小顺序为：树干＞树皮＞树枝＞根桩＞树叶＞粗根＞小
根＞大根＞中根＞细根；各林分的灌草层、枯落物层碳含量无显著差异；土壤层碳含量均表现为随土壤深度增加而
降低，而随着种植年限的增加而增加；灌木林及 8、15 和 22 年生刺槐人工林生态系统碳储量分别为 78.96、99.78、
110.85 和 132.75 t·hm-2，对比灌木林，8、15 和 22 年生刺槐林碳储量年均增长量分别为 2.60、2.13 和 2.44 t·hm-2·a-1；
乔木层及土壤层是刺槐人工林生态系统碳储量的主要来源，两者占生态系统碳储量 85.14%～96.63%。随种植年限
增加刺槐林土壤层碳储量所占比重下降而乔木层碳储量比重逐渐上升，灌草层、枯落物层碳储量无明显变化规律。
关键词：刺槐人工林；碳储量；碳含量；林龄；分配
中图分类号：S79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52X (2017)04063607

Characteristics of carbon storage and sequestration
in different age Robiniapsedudoacia plan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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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age-sequence of Robiniapsedudoacia plantations on ecosystem carbon
storage, a survey was conducted in 8-, 15- and 22-year-old Robiniapsedudoacia plantations and shrubwood in
Luoning County, Henan Province. The carbon content in the arborous layer (different organs), shrub-grass layer,
litter layer and soil layer (0-50 cm) was determined. The ecosystem carbon storage along with characteristics was
analyzed based on the biomass and the data analysisi of the soils.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carbon content in
Robiniapsedudoacia organs ranged from 42.60% to 50.92%, with an ascending order of trunk, bark, branch, rootstock, leaf, thick root, rootlet, big root, medium root, and fine roo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carbon
content in the shrub layer, herb layer and litter layer among the four stands. The carbon storage in these four ecosystems was 78.96, 99.78, 110.85 and 132.75 t.hm-2,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the shrub wood, the annual
mean increments of carbon pool in the 8-, 15- and 22-year-old Robiniapsedudoacia plantations were 2.60, 2.13
and 2.44 t·hm-2·a-1, respectively.The arbor and soil layers were the main carbon pools, which contributed
85.14%-96.63% of the total. The carbon content in the arbor layer increased with an increase of the stand age,
while it decreased in the soil layer. In other layers, however, no significant changes were observed in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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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8 世纪末的工业革命开始，化石燃料的大量
使用及类似森林砍伐土地利用方式导致人类社会对
大气排放了大量的 CO2[1]。有研究表明 CO2 等温室
气体含量的快速提高是导致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
对 CO2 吸收和固定的研究也逐渐成为全球气候变化
研究的重要内容 [2-3]。森林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
体，在其生长过程中通过光合作用以生物量的形式
将 CO2 固定在其体内和土壤中，储存着全球 86%的
植被碳库和 73%的土壤碳库，是全球碳平衡过程中
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4-5]。伴随着大规模的造林运动
及“退耕还林”、“防护林建设”等林业工程的开展
实施，中国人工林的蓄积量持续增加，人工林在 CO2
吸收和固定及减缓气候变暖等方面的作用也日益得
到人们的广泛关注[6-7]。
刺槐（Robinia pseudoacacia）分布范围广，集
用材、饲料、蜜源和薪炭等多种用途于一身，是主
要的荒山造林先锋树种之一，现已在华北低丘山地
及黄土高原丘陵区被广泛种植[8]。同时，具有高热
值、生长速度快、根蘖力强等凸显其高能源价值的
特性[9-10]，因此刺槐成为我国重点发展的生物质能
源树种之一。目前对黄土高原丘陵区刺槐人工林生
态系统碳储量及分配规律的研究较多[11-14]，而对其
他地区荒山造林后不同林龄刺槐林的碳储量变化的
研究较少。使用样地调查与实测生物量的方法，将
8、15 和 22 年生刺槐人工林与灌木林的碳储量进行
对比研究，以期能够揭示荒山造林后刺槐人工林碳
储量随林龄的动态变化规律，提高刺槐人工林区域
尺度上碳储量估算的精确性，同时为刺槐生物质燃
料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的研究提供种植阶段的部分数
据。

样地
Sample plot
灌木林 Shrubbery
8 年生刺槐 8-year old 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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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1.1 区域自然概况
研究区位于河南洛宁吕村林场（34°20´～34°32´
N，111°15´～111°35´ E），场区位于秦岭向东延伸之
余脉、崤山山系南麓，地势北高南低，西高东低，
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13.7℃，绝
对最高气温 42℃，绝对最低气温–21℃，无霜期为
215 d，年平均降水量 606 mm，多集中于 7—9 月，
占全年降水量 47%，年平均相对湿度 69%。土壤为
褐土。人工林类型以刺槐人工林为主。
选取 8、15 和 22 年生刺槐人工林和灌木林为
研究对象。各年龄刺槐人工林均是荒坡植被恢复时
营建的人工纯林，造林方式相同，种植苗均为林场
苗圃培育 2 年生实生苗，初植密度为 2 m×2 m，人
工林的管理方式均依照吕村林场的营林方案。林下
灌木主要有酸枣（Ziziphus jujube var. spinosa）、荆
条（Vitex negundo L. var. heterophylla） ；草本主要
有 艾 蒿 （ Artemisiaargyi ）、 铁 杆 蒿 (Artemisia
sacrorum)、蒲公英（Taraxacummongolicum）、白草
（Pennisetumcentrasiaticum）、茜草（Rubiacordifolia
L.）、细叶苔草（Carexrigescens）、酢浆草（Oxalis
corniculata L.）和马唐（Digitariasanguinalis L.）等。
1.2 研究方法
1.2.1 样地调查 野外调查于 2015 年 8 月进行，根
据吕村林场所提供的不同造林时期的林区分布图，
在研究区内选取了地理位置比邻的 12 块样地，其中
灌木林样地 3 块，8、15 和 22 年生刺槐林样地各 3
块，样地面积均为 20 m×20 m，所有样地均处于
同一气候背景之下。各样地林分特征见表 1。

表 1 样地基本情况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plots
平均树高/m
平均胸径/cm 密度/株·hm-2
Density
Average tree height Average DBH
1.8±0.4
1 450
－
8±1.3

6.1±1.8

3 575

郁闭度
Coverage
0.4

坡向
Aspect
阳坡

坡度/°
Slope
13.5

0.6

阳坡

12.3

15 年生刺槐 15-year old Rp

9.7±2.1

9.1±2.7

2 375

0.8

阳坡

12.6

22 年生刺槐 22-year old Rp

10.8±2.8

10.6±2.9

2 225

0.8

阳坡

16.7

Rp 为刺槐人工林，下同。Rp is short for Robinia pseudoacacia,the same below.

1.2.2 刺槐标准木生物量测定 对刺槐人工林标准
地进行每木检尺，胸径用胸径尺测定，树高超声波
测高仪来测定，完成测定后计算各林分的平均树高
及平均胸径。在每块样地内确定 1 株代表林分平均
胸径和平均树高的标准木进行生物量测定，共选择

了 9 株标准木。将刺槐标准木沿地表水平面伐倒，
采用 Monsi 分层切割法，地上部分按每段 1 m 进行
区分，分成树干、树皮、树枝和树叶各部分。地下
部分采用全根挖掘法，将不同根系分为细根（根径
＜0.2 cm）、小根（根径 0. 2～0. 5 cm）、中根（根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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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 cm）、大根（根径 1～2 cm）、粗根（根径＞
2. 0 cm）和根桩 6 类[15]。野外实测各部分鲜重量，
树枝、树叶和树根各部分取样 500 g，同时截取每段
树干底部圆盘（厚度 3 cm）作为样品，带回实验室
进行含水量测定并计算干质量。根据 9 株标准木生
物量的实测数据，建立刺槐各器官生物量（W）与
D2H（胸径平方与树高的乘积）之间的相对生长方
程（表 2），用以估测刺槐各器官的生物量。

土壤剖面第 i 层土壤有机碳的含量（g·kg-1）； Di
为不同土层的厚度（cm），0.1 为单位换算系数。
1.2.6 数据处理 数据均利用 Microsoft Excel 2013
软件处理，用 SPSS20.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单
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双因素方差分
析（two-way ANOVA）并通过 Duncan 多重比较检
验比较不同类型林分各指标间的参数（P＜0.05）。

表 2 刺槐各器官生物量（W）与胸径（D）
、 树高（H）的相
对生长方程
Table 2 Organ biomass (W) allometric equations of diameter at
breast height (D) and height (H) of Robinia pseudoacaia

2.1 碳含量
分析不同林龄刺槐人工林乔木层各器官含碳
量，发现乔木层不同器官碳含量总的变化范围在
42.60%～50.92%之间，种植年限对刺槐林各器官碳
含量无显著性的影响（表 3）
。但乔木层不同器官间
碳含量平均值却存在显著差异，按碳含量高低排列
顺序为树干＞树皮＞树枝＞根桩＞树叶＞粗根＞小
根＞大根＞中根＞细根（表 3）。
刺槐人工林及灌木林枯落物层、草本层地上部
分、草本地下部分、灌木层叶、干和根的平均碳含
量分别为 39.70%、41.77%、39.18%、41.48%、43.22%
和 40.12%（表 4）。对不同林龄刺槐林及灌木林的
灌木层、草本层和枯落物层的碳含量经单因素分析
后显示均无显著性差异。不同层次间，枯落物层和
灌草层之间的平均碳含量存在差异（P＜0.05），其
他层次并无显著性差异。按碳含量高低排列顺序为
灌木干＞草本地上＞灌木叶＞凋落物＞灌木根＞草
本地下，其中灌草层碳含量均表现为地上（灌木地
上部分为干和叶）高于地下（表 4）
。
从表 4 还可以看出，刺槐林及荒坡灌木林的土
壤碳含量均表现为随土壤深度的增加而逐渐降低，
其中 0～10 cm、10～20 cm 和 20～30 cm 土层的碳
含量明显大于 30～50 cm 土层，且差异性显著（P
＜0.05）。对 4 种林分相同土层的土壤碳含量进行对
比发现：从荒坡灌木林改造为刺槐林后，刺槐林各
层土壤碳含量均随着林龄的增加而增加，增加的速
度逐渐加快，范围在 1.22%～16.13%之间；而对比
荒坡灌木林土壤碳含量，
8 年生和 15 年生刺槐林 0～
50 cm 土壤有机碳含量与荒坡灌木林土壤有机碳含
量无显著性差异，8 年生刺槐林的碳含量相对灌木
林还有一定的减少。但 22 年生刺槐林（0～30 cm）
土层有机碳含量要显著高于其他林分。
2.2 碳储量
2.2.1 林分植被有机碳储量比较 由表 5 可知，相
比于荒坡灌木林 8 年生、15 年生和 22 年生刺槐林
植被碳储量分别增加了 17.98、
26.21 和 37.63 t·hm-2，

器官
Organ
树干
树皮
树枝
树叶
树根

Stem
Bark
Branch
Leaf
Root

生长方程
Allometric equation
lgW =–1.071+0.759lg(D2H)
lgW =–2.932+1.187lg(D2H)
lgW =–1.361+0.683lg(D2H)
lgW =–0.672+0.276lg(D2H)
lgW =–1.109+0.698lg(D2H)

R2
0.990
0.989
0.883
0.854
0.963

1.2.3 灌草及枯落物生物量测定 在每块标准样地
内沿对角线布设 5 个 2 m×2 m 的灌木样方和 5 个
1 m×1 m 的草本样方，记录灌草样方内物种种类、
个体数、高度和覆盖度。灌木及草本均采用全挖法，
灌木及草本均分地上（灌木地上部分分为干、叶）
和地下部分称量鲜重。枯落物采用全部收获法，将
5 个草本样方内的枯落物全部收集，称取鲜重。各
部分均取样品 500 g 以上带回实验室，置于 65 ℃烘
箱中烘干至恒重，计算各部分含水率后将各样品的
鲜质量换算成干质量。
1.2.4 土壤样品的采集 土壤取样在草本调查样方
中进行，挖取土壤剖面分层采样，每个样方挖取 5
个土壤剖面，按 0～10 cm，10～20 cm，20～30 cm，
30～50 cm 分 4 层采集土壤样品，将同一样地内各
采样点同层次的样品等量混合后取足量带回实验
室，同时利用环刀法测定土壤容重。
1.2.5 含碳量及碳储量的测定 将粉碎后的植物样
品与风干后的土壤样品过 0.25 mm 筛后均采用元素
分析仪 LiquiTOCⅡ（德国）分析测定有机碳含量。
根据各林分乔木层（干、枝、叶、皮和根）、灌草层
以及枯落物层单位面积生物量与其含碳率的乘积得
到不同组分的碳储量，土壤有机碳储量的计算公式
如下[16]：
SCOD= 0.1×∑Ci×Bi×Di
式中，SCOD 为土壤有机碳密度（t·hm-2）；i 为土壤
剖面所对应的层数，Bi 为土壤容重（g·cm-3）；Ci 为

2

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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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乔木层碳储量随着林龄的增加有显著提高，各
器官中树干的碳储量最高，分别占整个乔木层的
44.22%、46.51%和 44.80%，碳储量高低排列顺序为
树干＞树根＞树枝＞树皮＞树叶。8 年生、15 年生
和 22 年生刺槐林草本层碳储量间无显著性差异。22
年生刺槐林灌木层碳储量显著高于 8 年生和 15 年生
刺槐林。8 年生刺槐林凋落物层碳储量显著高于 15
年生和 22 年生刺槐林。同时灌草层碳储量均是地上
部分高于地下部分。

差异均达到显著性水平（P＜0.05）
。8 年生、15 年
生和 22 年生刺槐林乔木层碳储量分别占植被层总
碳储量的 81.22%、88.80%和 90.90%，占据了植被
层最主要的部分，同时其所占比例的不断增长说明
荒坡造林后植被层碳储量的增长主要来自于刺槐林
乔木层生物量的积累。此外，刺槐林枯落物层碳储
量也显著高于荒坡灌木林，相反灌木层碳储量要显
著低于灌木林，同时两者之间草本层碳储量无显著
差异。对比不同林龄刺槐林植被层各部分碳储量可

Table 3

表 3 不同年龄刺槐人工林各器官碳含量
Carbon contents in different organs of Robiniapseudoacaia with different ages
Age of tree

树龄/a

%

组分
Component

8

15

22

平均
Mean

树干 Stem

48.83±0.26

49.51±1.16

49.58±1.32

49.39±1.10a

树枝 Branch

46.73±0.15

46.83±0.54

46.73±0.39

46.73±0.39bc

树皮 Bark

47.14±1.38

48.26±0.25

46.68±1.42

47.15±1.33b

树叶 Leaf

45.68±1.15

45.57±0.92

45.11±1.48

45.47±1.10de

细根 Fine-root

43.66±1.42

45.63±0.99

45.81±0.96

45.03±1.43e

小根 Small-root

45.07±0.17

45.16±0.33

45.54±0.85

45.25±0.52e

中根 Medium-root

44.29±0.40

45.22±0.35

45.80±0.20

45.10±0.72e

大根 Large-root

44.98±0.45

45.07±0.17

45.32±0.41

45.13±0.35e

粗根 Thick-root

45.69±0.15

45.02±0.75

45.65±0.64

45.45±0.60de

根桩 Stump

45.91±0.84

46.27±0.41

46.21±0.12

46.18±1.73cd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各器官碳含量在 0.05 水平上差异显著（P＜0.05）。
Note:Different small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mean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0.05 level among treatments.

Table 4
层次
Layer

表 4 4 种林分在枯落物层、草本层、灌木层及土壤层碳含量
Carbon contents in litter layer,herb layer,shrub layer and soil layer of the four stands

灌木层 Shrub layer

土壤层 Soil layer

%

8

15

22

灌木林
Shrubbery

39.92±0.86

39.95±1.36

38.89±1.28

40.03±1.48

地上 Aboveground

42.52±0.58

40.73±2.29

41.71±2.27

42.11±3.34

地下 Underground

39.16±0.94

38.49±0.94

39.69±0.96

38.36±1.25

枯落物层 Litter
草本层 Herb layer

林龄/a Age of tree

组分
Component

叶 Leaf

41.29±0.23

41.24±1.47

41.26±0.48

42.13±0.28

干 Stem

42.64±0.40

42.32±1.15

43.76±0.66

44.14±0.19

根 Root

39.48±0.47

39.96±0.75

40.00±0.75

41.05±0.37

0.93±0.05

Aa

0.93±0.13

Aa

1.08±0.18

Ab

0.94±0.05Aa

10～20 cm

0.86±0.10

Aa

0.88±0.11

Aa

0.94±0.08

Ab

0.87±0.05Aa

20～30 cm

0.84±0.08Ba

0.86±0.11Aa

0.93±0.08Ab

0.86±0.11Aa

30～50 cm

Ba

Ba

Ba

0.82±0.08Ba

0～10 cm

0.82±0.05

0.83±0.12

0.87±0.13

注：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同一林分不同层次间在 0.05 水平上差异显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层不同林分间在 0.05 水平
上差异显著（P＜0.05）。
Note：Different capital letters indica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different layers of same stand at the 0.05 level; different
small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different stands of the same layer at the 0.05 level.

2.2.2 林分土壤有机碳储量比较 表 6 表明，相比
于荒坡灌木林，8 年生、15 年生和 22 年生刺槐林 0～
50 cm 土壤有机碳储量分别增加了 2.84、5.68 和

16.17 t·hm-2，其中 15 年生和 22 年生刺槐林与灌木
林的差异达到显著水平，除 8 年生刺槐林表层土壤
（0～10 cm）有机碳储量要低于荒坡灌木林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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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分。荒坡灌木林及刺槐林土壤有机碳储量均在表
层（0～10 cm）达到最大，且随土层深度的增加而
降低，且变化趋势与土壤有机碳含量的变化规律一
致。

他各层次均是刺槐林高于荒坡灌木林。刺槐人工林
各土层土壤有机碳储量均随种植年限的增加而增
加，其中 22 年生刺槐林分 0～10、10～20 和 30～
50 cm 土壤有机碳储量显著高于 8 年与 15 年生刺槐

Table 5

学

表 5 4 种林分植被有机碳储量比较
Comparison of vegetation organic carbon storage in the four stands

t·hm-2

林龄/a Age of tree

层次
Layer

组分
Component

8

15

22

乔木层 Arbor layer

树干 Stem

10.67±0.91a

15.67±1.72b

20.10±0.95c

1.58±0.05

a

树枝 Branch

3.58±0.21

a

树叶 Leaf

1.55±0.06a

1.63±0.38a

a

b

树皮 Bark

6.75±0.32

根 Root

3.67±0.52

b

4.09±0.70
8.63±0.62

a

—

b

—

1.39±0.13a

—

6.28±0.58

11.73±0.33

b

—

c

5.40±0.44

a

33.69±0.83

灌木林
Shrubbery

c

44.87±0.65

—

c

—

小计 Subtotal

24.13±0.35

地上 Aboveground

0.62±0.21a

0.62±0.21a

0.63±0.26a

0.84±0.07b

地下 Underground

0.39±0.13a

0.42±0.03a

0.37±0.15a

0.63±0.11b

小计 Subtotal

1.07±0.72a

1.1±0.31a

1.02±0.13a

1.52±0.09a

地上 Aboveground

0.08±0.04a

0.11±0.07a

0.18±0.06b

4.86±0.21c

地下 Underground

0.06±0.03

a

a

b

小计 Subtotal

0.16±0.02a

0.19±0.04a

0.33±0.05b

9.02±0.24c

凋落物层 Litter layer

4.35±1.03a

2.96±0.85b

3.13±1.11b

1.19±0.49c

合计 Total

29.71b

37.94c

49.36d

11.73a

草本层 Herb layer

灌木层 Shrub layer

0.08±0.02

0.15±0.05

4.1±0.43c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层不同林分间在 0.05 水平上差异显著（P＜0.05），下同。
Note：Different small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different stands of the same layer at the 0.05 level, the same
below.

Table 6
林分类型 Stand type

表 6 4 种林分土壤有机碳储量比较
Comparison of soil organic carbon storage in the stands

t·hm-2

土壤层 Soil layer

合计 Total

0～10 cm

10～20 cm

20～30 cm

30～50 cm

荒山灌丛 Wasteland shrub

14.87±0.65a

13.00±1.47a

13.20±1.36a

26.17±3.21a

67.23a

8 年生刺槐 8-year old Rp

14.52±1.95a

14.00±1.21a

13.56±1.93a

27.99±4.63a

70.07ab

a

a

a

a

72.91b

31.39±4.31b

83.40c

15 年生刺槐 15-year old Rp

14.96±1.33

22 年生刺槐 22-year old Rp

18.85±3.29b

2.2.3 林分生态系统碳储量及其分配比较 从图 1
可知，灌木林、8 年生、15 年生和 22 年生刺槐人工
林生态系统碳储量分别为 78.96、99.78、110.85 和
132.75 t·hm-2，相对于荒坡灌木林 8 年生、15 年生
和 22 年生刺槐林人工林生态系统碳储量分别增长
了 20.82、31.89 和 53.79 t·hm-2，年均增长量分别为
2.60、2.13 和 2.44 t·hm-2·a-1。
荒坡灌木林生态系统碳储量分布格局表现为土
壤层＞灌木层＞草本层＞枯落物层，其中灌木层和
土壤层为主要碳库，二者占据林分生态系统碳储量
的 85.14%。8 年生、15 年生和 22 年生刺槐林碳储

14.49±1.47

18.28±1.88b

14.46±1.32

14.90±2.34a

28.99±5.30

量分布格局均表现为土壤层＞乔木层＞凋落物层＞
草本层＞灌木层，其中乔木层和土壤层为主要碳库，
二者依次占林分生态系统碳储量的 94.41%、96.16%
和 96.63%，所占比重随林龄增加逐步增大，为生态
系统碳储量增加的主要来源。种植年限对刺槐林人
工林生态系统碳储量分布格局有显著影响。其中，
乔木层碳储量分配比例随林龄的增加而增大，所占
比例分别为 24.18%、30.40%和 33.80%。而土壤层
碳储量分配比例随林龄的增加而减小，所占比例分
别为 70.22%、65.77%和 62.82%。其他层次无明显
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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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汉森等: 不同林龄刺槐人工林碳储量及分配规律

图 1 4 种林分生态系统碳储量及其分配
Carbon storage and allocation of ecosystem in the
four stands

讨论与结论

本 研 究 灌 木 林 各 器 官 的 碳 含 量 （ 40.68% ～
42.41%）低于宁夏六盘山区野李子（Prunussalicina）
灌丛各器官的碳含量（48.93%～50.98%）[16]，而草
本 层 和 枯 落 物 层 碳 含 量 （ 37.11% ～ 45.52% 、
38.52%～41.52%）要高于宁夏六盘山区野李子草本
层和枯落物层碳含量（35.52%～45.12%、30.69%～
32.77% ）。 刺 槐 人 工 林 乔 木 层 各 器 官 碳 含 量
（42.60%～50.92%）、草本层碳含量（38.01%～
43.02%）与黄土丘陵区刺槐人工林乔木层各器官碳
含量（43.6%～49.3%）、草本层碳含量（39.6%～
45.1%）[13]较为接近，而凋落物层（37.13%～41.02%）
的碳含量则低于黄土丘陵区刺槐人工林凋落物层
（40.3%～45.9%）的碳含量。上述各林分不同层次
的碳含量大多低于国际上估算森林碳储量时使用的
通用的碳系数（45%～50%），可见如果利用这一系
数来估算本地区刺槐林及灌木林的生态系统的碳储
量时将可能导致结论被高估。本研究中刺槐林乔木
层各器官碳含量高低排列顺序（树干＞树皮＞树枝
＞根桩＞树叶＞粗根＞小根＞大根＞中根＞细根）
与黄土丘陵区刺槐林各器官碳含量高低排列顺序
（树干＞细枝＞中枝＞粗枝＞叶＞根桩＞大根＞粗
根＞小根＞中根＞树皮＞细根）[13]有明显差异，这
可能是刺槐的林龄和品种差异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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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表明，研究所在地的荒坡灌木林植被有
机储量为 11.73 t·hm-2 与李克让等[17]估算的稀疏灌
丛植被有机碳储量 11～12 t·hm-2 的结果类似，而高
于赵勇等 [18] 研究的河南太行山丘陵区植被演替过
程中灌木阶段林地植被有机碳储量 9.05 t·hm-2，这
表明本研究区内灌木林地植被固碳能力较强。而由
荒坡灌木林改造而来的 8、15 和 22 年生刺槐林植被
碳储量分别为 29.71、37.94 和 49.36 t·hm-2，低于周
玉 荣 等 [19] 估 测 的 我 国 森 林 植 被 平 均 碳 储 量
（57.07 t·hm-2），高于刘迎春等[20]在黄土丘陵区 8、
17 和 39 龄的刺槐林的植被碳储量（分别为 25.08、
35.68 和 49.61 t·hm-2）。其中乔木层碳储量占植被层
碳储量的绝大部分（80%以上），且配比随着种植年
限的增加而增加，这与程彩芳等[21]研究的由灌木林
人工改造而来的 7、11 年生木荷-青冈栎混交林植被
碳储量变化规律相似，这表明用刺槐来进行相关荒
坡灌木林改造能明显改善林地植被状况，逐渐增强
植被碳汇功能。
研究区域内荒坡灌木林的土壤（0～50 cm）有
机碳储量为 67.23 t·hm-2，远低于李克让等[17]对中国
灌丛平均土壤有机碳储量的估算结果 94 t·hm-2。荒
坡灌木林改造为刺槐林生长 8、15 和 22 年后，土壤
有机碳储量分别比灌木林增加了 4.22%、8.23%和
24.05%，差异在 15 年后达到显著水平。林地土壤
有机碳储量的变化主要取决于动植物残体、枯落物、
根系分泌物和微生物残体及其代谢产物的输入与输
出的动态平衡，以及林地自身生物量的变化量[22]。
本研究中刺槐林各层次土壤有机碳储量均随林龄增
加而增加。但有机碳密度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呈现
降低趋势，具有明显的表聚性。荒坡灌木林 0～
10 cm 土层土壤有机碳储量要高于 8 年生刺槐人工
林，其原因可能是在对荒坡灌木林的改造的过程中
受到整地和造林等人工干扰的影响，对表层的枯落
物、动植物残体造成了一定的破坏，这会导致有机
质的输入减少，同时土壤可溶性有机有机碳的淋溶
过程被促进，相互作用下就会导致短时间内土壤表
层土壤有机碳储量的降低[23]，但随着林龄的增加，
林下灌草逐渐恢复，枯落物逐渐累积，刺槐根系的
生长，林分表层有机碳储量逐渐增加。
荒坡灌木林、3 种林龄刺槐林生态系统的碳储
量分配格局中，土壤层占据了生态系统有机碳储量
的主体，但随着林龄增大，刺槐林土壤层所占比重
下降而乔木层比重逐渐上升，这表明乔木层是刺槐
林生态系统的总有机碳储量增加的主要来源，这与
其他相关研究的结论相似[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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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坡灌木林生态系统的总有机碳储量明显高于
以青冈栎、木荷为优势树种的灌木林有机碳储量
54.11 t·hm-2[21]，亦高于太行山丘陵区典型群落演替
过程中灌木阶段的有机碳储量 51.36 t·hm-2[18]。8 年
生刺槐生态系统有机碳储量高于黄土丘陵区退耕还
林地刺槐同龄林有机碳储量 58.93～61.83 t·hm-2[12]。
15 和 22 年生刺槐林有机碳储量高于黄土丘陵区 17
和 30 年 生 刺 槐 人 工 林 有 机 碳 储 量 78.9 和
103.1 t·hm-2[13]，而低于周玉荣等[19]估算的我国森林
生态系统平均有机碳储量 258.83 t·hm-2。造成上述
情况的原因是本研究区的土质及水热条件要明显优
于黄土丘陵区，更适宜刺槐林的生长。另一方面，
由于刺槐的根系深度本研究中调查的土壤深度为
0～50 cm，研究土壤深度不同可能是造成上述差异
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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