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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碳循环对地下水位的响应研究进展
苏天燕，刘文杰，杨 秋，毛 伟
（海南大学 生态与环境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

摘要：地下水位通过影响土壤微生物活性、植物根系周转和土壤呼吸速率等改变凋落物和土壤有机质的分解速率
与程度，进而影响土壤有机碳（SOC）的积累与损耗过程。过去研究集中在温度和降水等影响因素对土壤碳转化过
程和碳储量动态等的影响，较少关注地下水位波动引起的变化，尤其缺乏在不同生态系统中地下水位变化后植物
根系-微生物-SOC 交互作用对土壤碳循环影响的研究。基于此，结合近年国内外土壤碳周转过程相关研究，总结
地下水位变化对根系碳分配、微生物群落碳代谢以及土壤呼吸的影响，进一步探讨地下水位与土壤碳循环的动态
关系；同时对比研究了地下水位变化后不同生态系统类型土壤有机碳的变化规律。研究将有助于揭示地下水位变
化对土壤碳循环动态的调控机制，利于阐明未确定的陆地碳储量，完善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模型，为应对全球变化
提供科学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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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土壤碳库是全球最大的碳库，储量庞大［1-4］，是

近年研究热点。土壤碳包括土壤有机碳（SOC）和无
机碳。碳库最活跃的组成是土壤有机碳库［5］，它的
细微改变将影响碳向大气的排放（如土壤养分的释
放等），进而影响陆地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6-8］，在
全球碳循环中有重要作用。因此，为更好预测土壤
碳循环对未来气候变化的影响，有必要了解土壤碳
积累和稳定的调控机制。

乏地下水位不同时植物根系-微生物-SOC 交互作
用对土壤碳循环影响机制的研究。本研究以土壤
碳周转为主线，分别综述地下水位对植物根系碳分
配、微生物群落碳代谢以及土壤呼吸的影响，进一
步探讨草原、湿地以及农田生态系统中地下水位深
度与土壤碳循环的动态关系。

1

地下水位对土壤有机碳的影响机制
地下水位作用于土壤有机碳一般有 3 种形式。

一是地下水位上升会提高土壤有机碳积累速率，而

地下水作为水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持生

有机碳的增加又会增强土壤持水能力，增强土壤

物多样性具有关键作用。在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

“碳源”
“ 水文调节”等生态功能。当地下水位上升

活动双重因素的影响下，地下水位的升降不仅造成

后进入土壤的 O2 减少，土壤缺氧后起分解作用的好

水量的变化，还会引起地表生态变化［9］，最终影响土

氧微生物活动减弱或停止，使得土壤呼吸受到抑

壤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地下水对土

制［11］，有机质降解率及团聚体稳定性降低，最终土

壤水分的时空分布有极大影响，进而影响地上植

壤有机质的累积量增加［12-13］。二是地下水位下降会

被、地下根系和土壤微生物的分布［10］，而植物根系-

使得土壤含水量下降和通气量增加，二者协同加快

微生物-土壤有机碳的交互作用在地下水位不同时

有机质分解［11］。土壤含水量的减弱将影响土壤有

会出现不一致的结果。过去研究多在升温和降水

机质的分解转化速率，加快氧化分解，造成土壤碳

改变等因素对土壤碳转化和碳储量动态等方面，缺

含量减少［11］，从而减弱土壤沉积物的持水能力和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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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功能。三是影响土壤容重（地下水位降低后，

降［24］；抑制土壤动物呼吸［25］，进而对土壤呼吸产生抑

土壤容重增大、土壤有机碳分解速率加快，有机碳

制作用，
限制碳排放量；
Ryan 等［26］的研究也证明了水

含量减小［14］）、pH、土壤微生物以及植物根系等，进

位上升会抑制植物根系呼吸，使得土壤呼吸通量减

［15］

研究表明

小并降低土壤微生物活性［22］，进而抑制土壤微生物

地下水位下降后土壤将继续积累碳，但固碳能力将

对土壤有机碳的分解，同时也间接削弱土壤呼吸速

会因为长久的干旱而减小。也有研究表明地下水

率，有利于增加碳储量。综上所述，地下水位越高，

而影响土壤碳循环机制。Houghton 等

［16］

和碳“汇”功能

土壤有机碳含量越高，土壤持水能力越强；同时使有

认为地下水位是影响土壤有

机质分解速率与微生物利用效率受到抑制［27］，从而

机碳含量的关键因素，在 0~50 cm 土层范围内 SOC

影响 SOC 矿化过程。较多研究主要关注水位上升后

位下降会导致土壤有机碳的分解
［17］

的减弱

［18］

。李丽等

［11］

含量随着地下水位下降而显著降低

。土壤水分

状况是影响 SOC 矿化过程的重要因素，土壤含水量
［19］

通过影响通气状况
SOC

对土壤碳排放的影响，而对于地下水位下降后不同
生态系统中土壤碳循环的机制变化研究较少涉及。

［20］

、土壤氧化还原电位（Eh） 、

以及土壤微生物活性等［22］，进而影响 SOC 的

［21］

土壤呼吸是土壤碳库向大气释放 CO2 的重要途

矿化过程。万忠梅［23］研究表明土壤呼吸随着水位
［24］

降低而增强，而杜紫贤等

指出，土壤呼吸对地下

地下水位对土壤呼吸的影响

1.1

［28］

径

，主要由异养呼吸（土壤微生物呼吸）和自养呼

水位是一种负反馈机制。因此，就目前地下水位对

吸（植物根系呼吸）构成［29］。地下水有两种作用于

土壤有机碳的影响研究结果尚未有统一的定论，特

土壤呼吸的方式（图 1）。首先，地下水位的上升和

别是从微生物调控和催化剂驱动等方面上对地下

下降均会改变土壤含水量并影响土壤呼吸速率；其

水位与碳循环关系的研究罕见报道。

次，地下水位变化会对根系生长［30］和微生物生活环

国内外学者在研究地下水位上升抑制土壤呼吸

境均产生影响，从而使土壤呼吸相应发生变化。地

方面进行了大量讨论。在湿地生态系统中，地下水

下水较深、补给表层土壤水的量变小［31］，会抑制植

位升高，土壤容重增大，土温和 Eh 降低，会限制土壤

物生长，使得根系结构发生改变［32-33］，对土壤有机碳

中的植物残体及有机质的降解，
导致土壤 CO2 通量下

及养分产生一定的影响［34］。

箭头粗细代表碳通量大小

图1
Fig.1

地下水位对土壤呼吸的影响示意简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influence of groundwater depth on soil respiration

塔里木河下游河道断流对土壤碳释放的影响

吸和土壤向大气排放的 CO2 数量。目前我们对不同

研究表明土壤呼吸速率随着地下水位下降而逐渐

地下水位条件下土壤碳排放特征认识不明确，尤其

［35］

降低

。水分参与土壤微生物以及酶活等生物过

是根际碳含量与微生物群落组成对地下水位有怎

，同时

样的影响，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调控 SOC

，最终使得土壤碳循环

储量动态。目前就地下水位变化后植物根系、微生

发生动态变化。因此，土壤水分强烈影响着土壤呼

物以及植物根系-微生物-SOC 交互作用对碳循环

［36］

程，影响着养分等各种物质的迁移和转化
［37］

影响着根系的生长和呼吸

中

182

国

的影响机制仍未有定论，因此还需进一步的研究。

漠

第 40 卷

以及 SOC 等理化性质有密切关系。总体上，过去对
植物根系、酶和微生物与土壤碳循环影响研究较为

地下水位对植物根系的影响

1.2

沙

深入，但是有关地下水位长期波动作用下植物根际

根系分解是陆地生态系统碳和养分循环的重

活动对土壤碳的响应研究较少，特别缺乏系统性的

要地下生态过程，在自然生态系统（如草地）中，细

在不同陆地生态系统（草原、湿地及农田等）中深入

根主导着地下净第一生产力，根际碳贡献地下净第

探讨根际-微生物-土壤碳交互作用的季节变化、年

一生产力的 40%~60%，如果不考虑根际沉积，地下

际变化以及碳循环（碳排放和碳吸收）响应的研究。

［38］

净第一生产力将被大幅度低估

。地下水位变化

影响植被生物量积累和水分利用效率等生理过程，
间接影响生态系统的物种组成和群落结构［39-42］，进

1.3

地下水位对土壤微生物的影响
作为陆地生态系统最大碳储库的土壤碳库［54］，

而影响到植物地下碳分配。Imada 等［43］研究表明，

虽拥有极丰富的碳储量［55］，但大部分都是难分解和

地下水位通过影响植物根系的生长来影响整株的

不易利用的有机碳（如木质素和腐殖酸等），只有较

生物量分配。而生物量是植被积累能量的反映，其

少部分有机碳（如有机酸），易于被微生物摄取和同

在各器官中的分配是植被适应环境的生长策略表

化［56］。土壤微生物是土壤碳循环关键过程的驱动

现［44］。生物量分配会影响碳库间的碳周转，进而影

者与调节者［57］。受地下水位变化影响，土壤微环境

响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地下水位变化后，植物根

得以改变，间接影响微生物生命活动及其所参与的

系通过协调作物根冠比，改变了干物质的积累与分

SOC 矿化、凋落物分解等碳循环过程。

［45］

配

。地下水位下降，土壤水分可利用性降低，根

受水文过程影响而改变的土壤环境，可调节土

系 生 长 受 抑 制 ，趋 于 向 深 层 土 壤 发 展 获 取 深 层

壤微生物的生长和代谢功能［58］。如在湿地生态系

水［45］。这一阶段根系比根长变大，吸收水分和养分

统中，年际水文波动导致的土壤养分含量变化与土

的能力增强；地下水位上升，表层土壤水分得到补

壤微生物活性密切相关［58］。地下水位升高后，土壤

给，根系分布趋于表层，各水平根系生物量均趋于

微生物生物量碳含量增加，表明土壤水分对土壤微

［46］

减少

。

生物丰度产生影响。较长淹水时间有利于土壤微

在草地生态系统中，根系活动可能是影响土壤

生物的生长［59］以及土壤中可溶性有机碳含量的增

碳积累的重要因素［47］。在植物生长季节初期，植物

加，并增强土壤微生物活性［60］。由此可见，长时间

主要从上层土壤的春季融雪中吸收水分；在生长高

淹水状态会促进微生物对有机物质的循环转换。

峰期和生长后期，上层土壤的水越来越少，根系生

湿地长时间淹水会抑制微生物对有机质的分解和

长则进入深层土壤，这时深层水对植物根系具有重

矿化进程，促进有机质积累［61］，而长时间退水则相

要作用［48］。一方面地下水越深 ，植物生长受到抑

反［62］。在一定范围内，较长时间淹水和短时间退水

制，植物凋落物分解成有机质时间越晚，最终使得

会使有机质积累［58］，进一步加快碳源物质向可溶性

全球有机碳库评估出现差异；另一方面可能在次年

有机碳的转变，从而利于微生物活性的提高［58］。另

使得土壤有机质积累量增加，原因可能是植物生长

外，也有研究发现长时间淹水阻碍真菌等微生物的

适应了地下水位变化，根系周转变快，使得土壤有

生长［63-64］，在地下水位下降不久后出现较高的微生

机质转化加快。此外，由于生根深度一般遵循入水

物活性［58］。可能的原因是地下水位下降后，短时间

深度［49］，地下碳会随着根系分布而分配。

内土壤微生物群落在有氧环境下得已恢复，并且养

受地下水位变化影响，植物根系分布状况会发
生改变，进而影响根系分泌物的分布范围、土壤酶
［50］

活性大小及土壤微生物活性等

。其中，根分泌物

［51］

分的积累也提高土壤微生物活性，进而使得土壤有
机碳分解加快。
植被群落和水文条件可能会通过改变土壤养

等通过对微生物

分影响土壤微生物功能活性［65］。湿地植被通常根

数量和结构以及土壤酶活性的影响而间接影响到

系策略抵抗不利环境，间接影响土壤胞外酶的种类

土壤碳循环过程。除土壤微生物直接参与各种生

和土壤微生物活性［66］。在地下水位浅的地区会存

化反应外，土壤酶还参与土壤中各种代谢过程和能

在较高的地上初级生产力、稳定的群落结构和丰富

产生的酚酸类化合物及有机酸

［52］

量转换

［53］

。吴旭东等

发现土壤酶与土壤微生物

的地下根系，能产生更多的凋落物、根系分泌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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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谢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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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然而，O2 限制可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动力学或

促进物质循环转化。那么，长时间的水淹状

热力学和物理化学的 C 保护机制，这是我们理解土

态在湿地生态系统中，到底碳是排放还是吸收？这

壤 C 如何响应气候调节变化下的 O2 动态的一项挑

中间的转换机制是什么？地下水位对土壤碳循环

战。虽然 O2 限制可能抑制新近凋落物 C 输入的分

的贡献率是多少？目前尚未明确。

解，但由于铁（Fe）还原而使受物理化学保护 C 的释

地下水位下降会影响土壤有机碳的固定作
［68］

用

［69］

。易亚男等

在农田生态系统中研究不同地

下水位红壤水稻土有机碳组分，发现地下水位浅

放可能会维持土壤 C 损失。那么，在地下水位变化
条件下，O2-Fe 的交互作用又会对 C 循环机制带来什
么响应？为了测试它们之间的权衡，
Huang 等［75］在有

（地表下 20 cm）比地下水位深（地表下 80 cm）更能

氧（对照）或厌氧条件下进行控制试验研究，结果表

促进 SOC 积累。地下水位会影响土壤 Eh，多数情况

明，在厌氧条件下，物理化学和动力学/热力学 C 保护

下浅地下水位的土壤 Eh 小于深地下水位

机制之间存在权衡，
即厌氧从本质上保护了土壤 C。

［70-71］

。土

壤 Eh 与土壤微生物活性息息相关，其对土壤碳循环
［71］

过程具有一定的影响。张逸飞等

研究不同施肥

泥炭地储存着全球三分之一的土壤碳，干旱、
气候变暖等是碳存储的主要威胁，而地下水位下降

模式和地下水位对红壤水稻土微生物群落的影响，

将加剧泥炭地干旱。Wang 等［76］通过将田间试验和

发现长期施肥和地下水位管理显著影响土壤微生

微观试验联系起来，展示了之前未被认识的机制如

物生物量、微生物群落组成及生活环境，间接影响

何调控酚类物质的积累，这些物质在短期干旱期间

SOC 分解速率。
地下水位通过影响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SOC
分解速率和植被根系等直接或间接影响有机质分
解和累积过程［72］，最终会在土壤碳循环进程上造成
一定的影响。总体上，地下水位浅倾向于削弱土壤
呼吸，降低 SOC 分解，使得 SOC 累积量增加［73］。在
把水不同来源都忽略下仅以地下水位深度探讨土
壤碳循环机制尚未明确，同时对土壤碳调控的生物
化学和微生物学机理尚不明确，需要科研学者继续
对其细化并深入研究。
1.4

通过降低酚氧化酶活性直接保护碳储存，而在长期
中度干旱后通过从低酚类泥炭/草本植物向高酚类
灌木的转变间接保护碳储存。这意味着北方泥炭
地因干旱/变暖而引起的灌木丛扩张可能是一种长
期的自适应机制，不仅增加碳固存量，而且还潜在
地保护历史土壤碳。鉴于此，我们认为干旱/变暖
的加剧与泥炭地碳排放之间可能不会发生“正反馈
关系”。所以，即使较多研究结果表明 Fh-OC 缔合
物、O2 和酚类物质等催化作用对土壤碳均有保护
作用，但由于在地下水位深度不同、时长不一和立
地条件差异等状态下，不同生态系统所呈现的土壤

催化作用下土壤碳对地下水位的响应
地下水位变化改变了土壤环境，影响植物根系

分布、微生物活性从而改变碳循环，除此之外，土壤
中化学物质在地下水位变化后对碳排放催化的作
用也发生改变。有机碳（OC）与铁水合物（Fh）的结

碳循环机制较为复杂，罕见相关报道。

2

地下水位对不同类型陆地生态系
统土壤有机碳的影响

合是调节土壤碳持久性的关键，且铁水合物的降低

陆地生态系统按生境特点和植物群落生长类

会降低铁水合物与有机碳结合的稳定性。Han 等［74］

型可分为草原、湿地和农田生态系统等。在农田生

研究 Fh 吸附和 Fh 共沉淀的 OC 在盐酸羟胺非生物

态系统中，地下水位上升，造成厌氧呼吸，使得 CO2

还原 Fh-OC 缔合过程中的释放，以阐明 OC 在氧化

和 CH4 呈排放状态［77］；在湿地生态系统中，地下水位

还原过程中的稳定性调节过程。吸附 OC 和共沉淀

下降，反而使得 CO2 和 CH4 呈排放状态；在草原生态

OC 在还原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释放模式。所有吸

系统中，地下水位与土壤有机碳呈负相关关系。由

附 OC 在还原初期都是快速释放的，而共沉淀 OC 在

所述可知，不同生态系统中土壤呼吸对水分的响应

。OC

程度和机制不同（表 1）。因此，有必要区分研究不

的还原性释放取决于碳铁比，高碳铁比抑制 OC 的

同类型陆地生态系统地下水位变化对土壤碳循环

释放。另外，氧气（O2）限制又是抑制土壤碳（C）分

的影响，为全球碳循环模型提供详细精准的数据，

解的因素，在全球变化下影响陆地 C 储量的关键机

提高模型预测未来气候变化的精度。

［74］

还原过程中几乎整个还原过程都是缓慢的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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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草地生态系统正承受着全球气候变化带

系统土壤碳循环的关键［58］。除此之外，水位变化会

来的深刻影响，降水格局的改变对草地生态系统地

使土壤理化环境发生改变，并在不同程度上对微生

［78］

表水分条件和地下水位有显著影响

［79］

。贡璐等

物群落产生影响，从而调节湿地 C、N、P 等物质循环

研究指出地下水位与土壤有机碳呈负相关关系，但

的速率［102-104］。淹水和退水通过不同时间尺度对湿

相关性不大。地下水位增加伴随着可利用性氧的

地碳平衡产生影响［105］，与短期水位变化相比，长期

增加可以直接提高土壤有机质的分解速率［80］，除此

的水文过程对湿地生态系统的影响可能更彻底［106］。

之外，地下水还参与地表植被的光合作用、蒸腾作

这表明，水淹时间更长会加快微生物对有机物质的

用、有效养分的吸收及净初级生产力过程，同时也

循环转化［58］，但有研究发现长期的淹水环境更利于

改变土壤微生物活性和群落组成，间接影响草地

有机质积累［61］，长期退水则相反［62］。综上所述，在

SOC 的分解和矿化速率［81-82］。草地生态系统碳循环

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地下水位下降导致的大片湿

受到降水和地下水位的共同影响，一方面，降水减

地消失，使得湿地生态系统具有释放巨大温室气体

少会造成地下水位变化，直接影响土壤呼吸通量的

（CO2、CH4）的潜力，土壤固碳能力下降。比如，若尔

变化；另一方面，降水减少造成地下水位变化又影

盖 湿 地［15］、羊 胡 子 草（Eriophorum vaginatum）泥 炭

响着土壤根系对水分的吸收，影响植被生长，进而

地［107］以及欧洲泥炭地［108］等。未来可从土壤微生物、

影响土壤有机碳输入的数量和质量［83-85］，最终共同

根系等生物过程去系统地研究湿地碳循环机制。

，地下水位变化在土壤碳

农田生态系统受人类活动影响，是全球碳储量

循环过程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根系上，最大根系

中相对活跃的部分，与森林和草地等自然生态系统

深度、根系形态特征和生理特性均受到水分的影

相比，农田土壤释放更多的二氧化碳［109］。长期以

响［83］。而这些特征又对根系向土壤的碳输入产生

来，人们一直认为农田土壤长期淹水限制有机质分

［86-88］

影响全球土壤碳储量

［83］

影响

。例如，较低的土壤水分利用率会提高根系
［89］

栓质化作用 ，降低根系分泌物数量

和细根的周

［90-91］

转，最终减缓根系对土壤的碳输入

。地下水位

解，因为相比于好氧状态，木质素衍生的苯酚物质
在厌氧状态下停留的时间更长和聚合的反应更多，
从而使有机质分解更加困难［110］。然而，近年来，一

下降通过造成部分浅根系的植被死亡而逐渐改变

系列研究表明，厌氧（淹水）条件促进 SOC 分解［111］，

草地群落的物种组成，进而对草地生态系统的碳循

同时会释放更多的 CO2 和 CH4［112］以及增加 DOC 含

环过程造成影响［92］。近年来，草地生态系统对全球

量［113-114］，提高土壤微生物活性和有效性底物，从而

气候变化响应的研究发展迅速，并取得了一系列成

加快了碳矿化进程。综上所述，在地下水位不同条

［93-94］

果

，主要是通过地下水位对草地生态系统植物

件下，对农田生态系统土壤碳循环的响应研究结果

，而较少关注地下

是趋于厌氧条件下短期促进土壤有机碳降解，较少

，并且地下水位对植

涉及在季节变化和年际变化上探讨地下水位对农

被-土壤间碳周转的趋同和趋异的影响也鲜见报

田生态系统土壤碳循环的响应，长期处于厌氧或好

道。因此，探究地下水位变化对土壤碳循环的响应

氧状态下，土壤碳积累量或排放速率有怎样变化趋

对弄清草地生态系统在未来全球气候变化下区域

势？据估计，在未来 50~100 a 内，全球农田生态系

尺度碳循环具有重要意义。

统可固碳 20~30 Gt［115］，国内学者的研究也报道了其

［9，95］

生物量及土壤盐渍化的影响

［96］

水位对土壤碳循环的影响

被认为是“被间歇的或永久的浅水层所覆盖的

重要性。如，山西省农田生态系统碳吸收总量从

土地”湿地，是介于陆地与水生生态系统之间的过

2000 年以来呈上升趋势［116］。因此，在未来研究方向

渡地［97］。目前全球气候变化及人类活动影响水资

上，可更深入探讨地下水位对农田生态系统土壤碳

［98］

源的时空分布，整体上会影响生态系统稳定性

。

水文过程通过水淹深度和持续时间等对湿地生态
系统产生一系列复杂的影响［99］，其中生物群落对水
位变化的响应是最为显著。当前关于底栖动植物
［100-101］

对水位波动的响应研究很多

循环的响应机制。

3

问题与展望
地下水位对土壤有机碳的影响主要由土壤呼

，然而，关于土壤

吸（根系呼吸和微生物呼吸）作用体现。当地下水

微生物与水位波动之间关系的研究很少，而湿地土

位上升时，水分向土壤表层运移，分别作用于植物

壤微生物对水位波动的生态影响是决定湿地生态

根系和土壤微生物，间接影响土壤呼吸，进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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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Table 1

地下水位对不同类型陆地生态系统土壤碳的影响

Effects of groundwater depth on soil carbon in different terrestrial ecosystems

陆地生态系统类型
草地

湿地

农田

土壤碳动态变化

文献

地下水位与土壤有机碳呈负相关关系

[79]

地下水位增加，可利用性氧增加，土壤有机质的分解速率增大

[80]
[15，107-108]

地下水位下降使土壤固碳能力下降
长期水淹状态下会加快有机质的循环转化过程

[58]

长期水淹会缓解有机质的分解和矿化速率，利于有机质积累

[61]

长期退水状态会加快有机质分解和矿化速率，增加碳排放

[62]

淹水处理下碳分解速率大于旱地处理，加快 SOC 矿化过程

[111，113]

淹水处理下大量 CH4、CO2 排放，好气处理下大量 N2O 排放

[112]

SOC 矿化速率和积累速率在淹水条件下比在好气条件下高

[114]

土壤碳循环进程。尽管关于水分与土壤呼吸之间

要深入探讨。

关系的研究较多，但土壤呼吸对地下水位变化的响

结 合 热 点 问 题 ，拓 宽 研 究 方 向 。 目 前 全 球 变

应却很复杂，不仅对根系和微生物呼吸产生影响，

暖、温室气体排放和氮沉降等是生态学研究的热

而且通过影响土壤理化性质等因素间接对土壤碳

点，结合这些热点问题，综合分析土壤碳循环、植物

周转产生影响。

根系、土壤微生物对地下水位变化的反馈机制，更

目前，研究地下水位对土壤呼吸的影响存在 3
个主要困难。在不干扰土壤的情况下，很难区分对

深入了解地下水位对土壤碳循环的影响。这对预
测未来全球气候变化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根呼吸和微生物呼吸的影响；地下水来源不同，对

根系呼吸和微生物呼吸在地下水位变化中引

土壤呼吸的作用机理尚不清楚；根系与微生物呼吸

起土壤碳周转的生物化学和微生物学机理尚不清

在陆地生态系统土壤碳循环中扮演的角色不清楚。

楚，因此将土壤有机质化学与宏基因组学等方法结

很难判断土壤碳循环对地下水位的响应机制，这几

合起来，进一步探讨地下水位变化后微生物对碳循

方面还亟待我们深入探讨研究。

环的影响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鉴于目前国内外研究现状，对未来研究提出如
下展望。
立足重点区域，改进实验方法。研究区域上，
今后应投入更多的关注在中纬度干旱区和高纬度
沼泽区。探讨随纬度升高，地下水位变化对植物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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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n response of soil carbon cycle to groundwater level change
Su Tianyan，Liu Wenjie，Yang Qiu，Mao Wei
（College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Hainan University，Haikou 570228，China）

Abstract：The fluctuation of groundwater tables affects the rate and degree of decomposition of litter and soil or‐
ganic matter. It affects the microbial activity of soil，the turnover of plant root and the respiration rate of soil，
and thus affects the accumulation and loss of SOC（soil organic carbon）. The previous research mainly studie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e.g.，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on the process of soil carbon conversion and the dy‐
namic of carbon stock，lack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how soil carbon cycle dynamics in different levels of under‐
ground water table due to the interaction of plant root system-microorganism-SOC. Based on this，this paper
combined with the recent domestic and foreign soil carbon turnover process related research，summarizes the
groundwater table effect on underground carbon distribution of plant roots，carbon metabolism of microbial com‐
munities and soil respiration in respective，and analyzes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groundwater depth
and soil carbon cycle in-depth. The study benefit to reveal the soil carbon cycle dynamics in different groundwa‐
ter depth，explain the uncertainty of regional terrestrial carbon sink assessment adequately，improve the terrestri‐
al ecosystem carbon cycle model，and provide scientific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errestrial ecosystems to reply to
the global changes.
Key words：groundwater depth；soil organic carbon；soil microorganisms；plant roots；soil respir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