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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落带生态系统氮素截留转化的
主要机制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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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消落带是陆地与水体（ 河流、湖泊、水库、湿地以及其他特殊水体） 之间的生态过渡
带，具有独特的生态水文学和生物地球化学过程，是截留和转化 ＮＨ ４ ＋ 、ＮＯ ３ － 等非点源氮素进
入水体的最后一道生态屏障．整合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发现： １） 植物固持作用改变氮素在土壤⁃
植被⁃土壤⁃大气中相对存在位置；２） 微生物反硝化作用将氮素从系统内永久性地去除，是消落
带生态系统氮素截留转化的主要机制，但其相对贡献率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在不同流域背
景条件下，影响消落带生态系统氮素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主要生态因子变化较大，很难确定
地下水位高低、植被状况、微生物属性和土壤基质等哪一个生态因子是驱动消落带生态系统
氮素循环的关键因子．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大的时空尺度数据的缺乏及对植被宽度认识的模
糊性，是导致消落带生态系统氮素截留转化结果变异性大的主要原因．因此，应在消落带生态
系统具体研究区位环境因子基础上，利用数学模型、ＧＩＳ、ＲＳ 等分析方法及同位素示踪和气体
联用测定等定量分析技术，从不同时空尺度研究消落带生态系统氮素的循环与转化规律，以实
现消落带生态系统氮素截留转化最优化，为消落带生态系统的科学管理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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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提出了消落带生态系统氮素

是江河、湖泊、水库等水体因季节性涨落使土地周期

消落带生态系统氮素截留去除规律提供新的思路，为

ｈｙｄｒｏ⁃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 ｂｅｌｔ、 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ｎｇ ｚｏｎｅ 等，
性淹没和出露形成的干湿交替的水陆衔接地带

［１］

，

具有独特的生态水文学过程、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和

生物地理区系，是水陆生态系统间生物流、物质流、
能量流和信息流的交换场所，对进入消落带生态系
统氮、磷、沉积物等非点源截留和去除具有重要的现
实价值和潜在价值．国内外相关观测结果表明，消落
带生态 系 统 可 以 显 著 地 降 低 地 表 水 和 地 下 水 中
ＮＨ ４ 、ＮＯ ３ 含 量， 是 控 制 铵 态 氮 （ ＮＨ ４ ） 、 硝 态 氮
＋

－

＋

截留转化研究潜在的几个突破点，以期为深入理解
消落带生态系统可持续经营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１

消落带氮素截留转化主要机理
氮素存在 － ３ ～ ＋ ５ 多个价态，在生态系统内主要

以 ＮＯ ３ － 、ＮＨ ４ ＋ 、颗粒氮和其他氮氧化物形式存在．这

些氮素在流经消落带生态系统过程中可以通过消落
带特定地形、地貌和植被组合对地表径流进行有效
拦截，使颗粒性氮素化合物沉积、溶解性氮素化合物

（ ＮＯ ３ ） 等非点源氮素通过消落带缓冲区进入临近

渗透、（ 集水区） 淹水氮素化合物富集，进而被植物

，如何

统氮素截留去除的效果． 但 ＮＯ ３ － 、ＮＨ ４ ＋ 等非点源性

源污染物的截留和去除效果，降低地下水污染，遏制

境因子存在多重复杂耦合作用（ 表１） ． 如溶解性有

－

．但过量外源氮素输入

和微生物吸收、储存、固持、转化、吸附，从而实现系

有效地提高消落带生态系统对 ＮＨ ４ ＋ 、ＮＯ ３ － 等非点

氮素参与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复杂多样，更与周围环

水体的最后一道生态屏障

［２－５］

将引起流域水体一系列生态和环境问题

［６－９］

地表水富营养化趋势，已成为当前水体环境特别是
二级水源保护的首要任务之一．
然而，目前有关消落带生态系统氮素截留去除
效果的观测结果差异非常大，不同流域消落带生态
系统氮素截留去除率有的高达 １００％（ 如 Ｎｏｒｔｈ Ｃａｒｏ⁃

ｌｉｎａ ［１０］ ） ， 有 的 低 至 ０％ （ 如 Ｐｏｌａｎｄ ［１１］ ） ． Ｓｐｒｕｉｌｌ ［１０］ 、
Ｋｉｎｇ ［８］ 、Ｋｎｉｅｓ ［９］ 、 Ｗｅｉｓｓｔｅｉｎｅｒ 等 ［６］ 先 后 对 卡 罗 莱 纳
州不同植被宽度消落带生态系统氮素截留去除效率
对比研究发现，即使同一流域消落带生态系统在不
同时间、不同研究人员取得的研究结果也不尽相同．
这主要归因于影响消落带生态系统氮素截留转化生
态因子较多，环境异质性较高，很难确定每个生态因
子的相对贡献率． 单一实验室模拟和样带原始观测
数据积累对系统内氮素发生、转化及其去除过程解
释能力很有限，迫切需要将不同来源数据进行整合

分析．Ｍａｙｅｒ 等 ［１２］ 、Ｚｈａｎｇ 等 ［１３］ 先后就美国、加拿大
和欧洲等不同国家和地区消落带氮素截留去除效率
及相关生态因子进行多元分析，但仍没有得出明确
的结论．鉴于此，本文就消落带生态系统对氮素的截
留转化主要机理及其影响因子进行综合分析，凝练
出目前在消落带生态系统氮素截留转化研究过程中

表 １ 消落带不同氮素主要存在形式及其转化机制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ａｉｎ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ｒｉｐａｒｉａｎ ｚｏｎｅｓ
转化过程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挥发
Ａｍｍｏｎｉａ 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吸附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氨化
Ａｍｍｏ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硝化
Ｎｉ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化学反硝化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ｄｅｎｉ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生物反硝化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ｎｉ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生物固氮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ｉｘａｔｉｏｎ
同化吸收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厌氧氨氧化
Ｄｉ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ｏｒｙ ｎｉｔｒａｔ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氮素转化机制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ＮＨ ４ （＋ａｑ） → ＮＨ ３（ｇ）
ＮＨ ４ （＋ａｑ） →ＮＨ ４ （＋ｓ）
Ｎ ｏｒｇ→ＮＨ ４ （＋ａｑ）

ＮＨ ４ （＋ａｑ） → ＮＨ ２ ＯＮ （ ａｑ） → ＮＯ ２ （－ａｑ） →
ＮＯ ３ （－ａｑ）
ＮＨ ４ （＋ａｑ） → ＮＨ ２ＯＮ （ ａｑ） → ＮＯ （ ｇ）
ＮＯ ２ （－ａｑ） →ＮＨ ４ （＋ａｑ） → Ｎ ２（ ｇ）
ＮＯ ３ （－ａｑ） → ＮＯ ２ （－ａｑ） →ＮＯ （ ｇ） →
Ｎ ２Ｏ （ ｇ） → Ｎ ２（ ｇ）
Ｎ ２（ ｇ） → ＮＨ ４ ＋ ／ Ｎ ｏｒｇ
ＮＨ ４ （＋ａｑ） → ＮＯ ２ （－ａｑ） → ＮＯ ３ （－ａｑ） →Ｎ ｏｒｇ
ＮＯ ３ （－ａｑ） →ＮＨ ４ （＋ａｑ）
ＮＯ ２ （－ａｑ） →ＮＨ ４ （＋ａｑ）

异化的硝酸盐还原
ＮＨ ４ （＋ａｑ） ＋ＮＯ ２ （－ａｑ） →Ｎ ２Ｈ ４（ ｇ） → Ｎ ２（ ｇ）
Ａｎａｅｒｏｂｉｃ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ａｑ： 土壤溶液 Ｓｏｉｌ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ｇ： 气体 Ｇａｓ； ＮＨ４ ＋ ： 铵态氮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ＮＯ ３ － ： 硝态氮 Ｎｉｔｒａｔｅ； ＮＯ ２ － ： 亚硝态氮 Ｎｉｔｒｉｔｅ； ＮＯ： 氧 化 氮 Ｎｉｔｒｉｃ
ｏｘｉｄｅ； Ｎ ２ Ｏ： 氧化亚氮 Ｎｉｔｒｏｕｓ ｏｘｉｄｅ； Ｎ ２ ： 氮气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ｇａｓ； Ｎｏｒｇ： 有
机氮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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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等： 消落带生态系统氮素截留转化的主要机制及影响因素

９７５

有机氮不能有效地被植物吸收和利用，ＮＨ ４ ＋ 具有较
强的吸附能力，极易达到饱和状态，而 ＮＯ ３ － 具有极
强的淋溶能力，容易从土体中流失 ［１４］ ． 但在不同消
落带生态系统内，二者在对土壤氮素截留去除的相
对贡献率存在较大的争议．

１ １

植物固持
植物吸收是消落带土壤氮素输出的一种主要形

式，尤其是处于植物快速生长阶段的轻度富营养化
消落带生态系统氮素截留去除的主要途径． 植物根
系从地下水中吸收氮素，将其转化为各种氨基酸或
其他的含氮化合物，随植物的蒸腾拉力或采用主动
运输方式运输到植物地上部分，在非木质化生物量
部分短期积累、在木质化生物量部分长期积累、或直
接被运输到植物叶片被利用形成各种含氮有机化合

物或代谢产物 ［１５］ ，在植物有机体中长期滞留，或以
凋落、死亡及其他形式回到土壤 ［１６］ ，适时收割植物
地上部分可以去除生态系统内相当部分的氮素． 综
述目前的观测结果表明，国内外关于植物对土壤氮
素固 持 能 力 的 争 议 较 大， 其 相 对 贡 献 率 为 ５％ ～

７８％

［１５－１８］

，但大部分低于 ２０％，且多为模拟湿地试

验．其原因在于植物体内氮素积累量是由植物体生
物量决定的，随着植物生物量的收获，植被对氮素截
留和迁移效果增加．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为了保证消
落带生态系统相对稳定性，植物的收割 （ ｌｏｇｇｉｎｇ ｏｒ

ｍｏｗｉｎｇ） 强度有限，而且只能在远离河岸的地方进

行．植物根系对 ＮＯ ３ － 、ＮＨ ４ ＋ 的吸收和中长期储存改
变氮素在土壤⁃植被⁃大气中的相对存在位置 ［７］ ，为
系统内不同形态氮素在不同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再

分配提供一种可能． 消落带深厚枯枝落叶层和疏松

土壤结构可以显著延长 ＮＯ ３ 、ＮＨ ４ 在地表和地下径
－

流的水力驻留时间

［１０］

＋

，为植被固持、土壤吸附、微生

物转化及其他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创造了有利条件．
１ ２

微生物硝化⁃反硝化作用

图 １ 高地—消落带—溪流连续体水文学过程（ 改自 Ｖｉｄｏｎ
等 ［３３］ ，２０１０）
Ｆｉｇ．１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ｆｌｏｗ ｐａ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ｕｐｌａｎｄ⁃ｒｉｐａｒｉａｎ⁃ｓｔｒｅａｍ ｓｙｓｔｅｍ
（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ｆｒｏｍ Ｖｉｄｏｎ ｅｔ ａｌ． ［３３］ ， ２０１０）
Ⅰ： 农业用地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ｐｌａｎｄ； Ⅱ： 消落带植被缓冲区 Ｖｅｇｅｔａｔｅｄ
ｒｉｐａｒｉａｎ ａｒｅａ； Ⅲ： 河流 Ｓｔｒｅａｍ； Ⅳ： 回水区 Ｌｅｖｅｅ；Ⅴ： 消落带湿地
Ｒｉｐａｒｉａｎ ｗｅｔｌａｎｄ； Ⅵ： 森林坡地 Ｆｏｒｅｓｔｅｄ ｕｐｌａｎｄ． １） 地表径流 Ｏｖｅｒ⁃
ｌａｎｄ ｆｌｏｗ； ２） 浅层径流 Ｓｕｂｓｕｒｆａｃｅ ｆｌｏｗ； ３） 深层地下水 Ｄｅｅｐ ｇｒｏｕｎｄ⁃
ｗａｔｅｒ； ４） 基质流 Ｈｙｐｏｒｈｅｉｃ ｆｌｏｗ； ５） 漫滩水流 Ｏｖｅｒｂａｎｋ ｆｌｏｗ； ６） 混
合流 Ｍｉｘｉｎｇ ｆｌｏｗ； ７） 渗透流 Ｐｅｒｍｅａｔｉｏｎ ｆｌｏｗ； ａ） ＮＯ ３ － 运输热点区域
Ｈｏｔ ｓｐｏｔ ｏｆ ｎｉｔｒａｔ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ｂ） 反 硝化作用热点区域 Ｄｅｎｉ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ｈｏｔ ｓｐｏｔ．

ＮＯ － 、ＮＨ ３ ＯＨ、ＮＨ ２ ＯＨ） 还原为气态氮（ ＮＯ、Ｎ ２ Ｏ、Ｎ ２ ）

而使氮素永久损失的生物化学过程 ［２１－２２］ ，是消落带
生态系统氮素截留去除的最佳途径 ［１９， ２２－２５］ ． 但影响

微生物特别是反硝化细菌群落结构和生物活性的生

态因子众多，外因主要有径流中 ＮＯ ３ － 浓度、Ｏ ２ 含量、
ｐＨ、温度、有机碳的可利用性等 ［１９，２６－２７］ ，内因则主要
是微生物种群结构组成． 外因和内因在不同背景条
件下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使得通过单一的研究方
法、研究手段或样点研究测得的反硝化速率具有较
大的差异．对 ＮＯ ３ － 贡献率（ 去除效率） 表现为 ３０％ ～

１００％ ［２４－２９］ ．

尽管目前植物固持和微生物硝化与反硝化被认

为是消落带生态系统 ＮＯ ３ － 、ＮＨ ４ ＋ 截留去除的两种
主要途径，但整合已有观测结果发现，二者在不同背

景条件下对系统内氮素截留去除的相对贡献率差异

在消落带生态系统氮素循环和转化过程中，微

较大，这说明在消落带生态系统内，一些生物和非生

生物硝化⁃反硝化作用发挥着重要作用．消落带生态

物因子可以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调节植物固持和微

系统含有大量的周期性淹水输入和高地径流输入的

生物硝化⁃反硝化过程，进而以一种非常复杂的网络

不稳定有机化合物，地下水位较高，土壤水分常处于

调控方式影响整个系统对氮素的截留去除效果．

饱和状态，更存在季节性淹水，极易形成好氧⁃兼氧⁃

２

厌氧交替的土壤微环境，有利于微生物特别是硝化

影响消落带生态系统氮素截留去除的生态因子

细菌和反硝化细菌的活动 ［１９］ ，形成了反硝化作用热

２ １

养条件下将氨化作用、 硝化作用产生的 ＮＯ ３ － 或外

过程将水体和邻近的高地联系起来，形成了系列水

点时刻和热点区域（ 图 １） ［２０］ ．反硝化细菌在厌氧异

源 输 入 的 ＮＯ ３ 通 过 一 系 列 代 谢 中 间 产 物 （ ＮＯ ２ 、
－

－

消落带水文特征
消落带中的地表径流和浅层地下水通过水文学

分梯度和养分梯度，是决定消落带土壤及植被因子

９７６

应

用

生

态

学

报

２７ 卷

能否有效拦截氮素截留转化的关键 ［３０－３３］ ，地下水位

量、通气情况等 ［２６－２７，３９］ ，并在不同程度上调控着土

ＮＨ ４ 等非点源氮素在什么时刻、什么地方发生生物

性越高，地下资源整合效率越强，土壤氮素截留去除

的高低及其流动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 ＮＯ ３ － 、
＋

化学转化过程（ 图 １） ． 整合研究发现，消落带地下水

壤氮素的截留去除效率．研究发现，土壤微生物多样
效果越大．地下水位和氮素含量在不同土层周期性

位较高，富含氮素水流可以直接通过土壤浅层径流

波动，形成了土壤微生物在不同位点分布的不均匀

流经消落带进入河流，不均匀分布的植被根系可以

性和成层性．不同种群微生物生理生化作用过程的

短暂地截留大部分氮素化合物，在根际周围形成厌
氧 －好氧 －厌氧交替的微环境，有利于反硝化作用的

多样性加强了微生物对不同形态氮素的协同利用强

种类越多，根系交错越复杂，微生物对土壤氮素网络

最后以 Ｎ ２ 形式永久性地损失．

发生；当有浅层地下径流流经植物根际周围时，植物
调控越强，根系对 ＮＯ ３ 、ＮＨ ４ 的利用强度越大
－

Ｋｅｌｌｏｇｇ 等

［３４］

＋

［３２］

－

．

发现，ＮＯ ３ 的损失效率与其在地下水
－

度，形成了反硝化作用的热点时刻和热点位点 ［４０］ ，
使更多的外源性氮素在系统内不断地分解和转化，
２ ４

消落带土壤基质

土壤的某些理化因子 （ 如温度、湿度、溶氧量、

的水力驻留时间呈正相关，驻留时间越长，ＮＯ ３ 的

有效碳氮含量） 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植物生长状

损失效率越高． 地下水位季节性波动使消落带土壤

况和土壤微生物硝化⁃反硝化作用，是控制消落带氮

在地形、地貌和土壤结构等方面发生或多或少的变

素截留去除的主要生态因子． 这是因为消落带土壤

化，形成了不同形态氮素在氮素截留和转化过程中

可以通过自身的一些物理和化学性质（ 如过滤、吸

的时空异质性． 如 Ｍａîｔｒｅ 等

［３５］

研究表明，消落带在

处于落干过程中 ＮＯ ３ － 的截留去除效果高达 ９３％，而
在土壤过饱和阶段则下降至 ５０％．

２ ２

消落带植被

植被演替与土壤氮素有效性已成为消落带生态
系统氮素截留转化的焦点． 研究发现，植被组成、植
被盖度、种类多度影响着水流通过消落带的途径和
速度，调控着地下径流与植物根系及土壤颗粒的接
触程度，影响着氨化细菌、硝化细菌、反硝化细菌的
作用强度

［８－９，１５］

． 在氮素截留去除方面，消落带植被

区显著高于消落带裸露区 ［１３，３６］ ，森林高于草地 ［１３］ ，
复合植被高于单一植被 ［１３］ ．这是因为以森林为主的
消落带生态系统存在较密的根茎和根系分布、更久

的氮素滞留时间、更高的 ＮＯ ３ 含量，在土壤透气性、
－

持水性、入渗性等方面显著地高于草本．不同的植被
区系对 ＮＯ ３ 、ＮＨ ４ 的需求和转运能力不同，其生长
－

选择 ＮＨ ４ ，以降低能量损耗． 植物多样性和植被盖
＋

度增加 有 助 于 土 壤 在 长 时 期 内 维 持 较 高 的 有 机
质

，增加了 根 际 微 生 物 代 谢 活 动 和 代 谢 多 样

性 ［１３］ ，为硝化和反硝化过程创造了有利的环境．

２ ３

去除，但这种过程是快速可逆的，很容易达到平衡状
态 ［１４，４１］ ；消落带土壤基质也为植物、微生物生长提
供载体，为 ＮＯ ３ － 、ＮＨ ４ ＋ 等含氮化合物在其中的渗流
提供良好的水力条件，促进植物和微生物引导的一
系列物理的和生物地理化学的过程 ［３２］ ．土壤有效碳
氮含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氮素截留去除效率．

如 Ｌｏｗｒａｎｃｅ 等 ［１６］ 研究发现，在可利用碳、氮较为缺
乏 的 消 落 带， 土 壤 反 硝 化 的 去 氮 速 率 为 １ ４

ｋｇ·ｈｍ －２ ·ａ －１ ；而在碳、氮富集的消落带，土壤反硝
化的去氮速率为 ３１ ｋｇ·ｈｍ －２ ·ａ －１ ．Ｋｉｎｇ ［７］ 、Ｋｎｉｅｓ ［８］

在研究中发现，土壤对 ＮＯ ３ － 、ＮＨ ４ ＋ 截留转化主要集
中在土壤表层（０ ～ １０ ｃｍ） ，随着土层的加深，反硝化
作用呈直线下降． 这可能与土壤表层较为丰富的浅
层地下径流和深厚的有机质有关．

＋

速率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但一般认为植物会优先

［３７－３８］

收、吸附、离子交换等） 来实现对 ＮＯ ３ － 、ＮＨ ４ ＋ 的截留

土壤微生物

土壤微生物是驱动土壤氮素循环重要的因子，
参与氨化作用、硝化作用、反硝化作用和生物固氮等

整合分析导致消落带生态系统氮素截留去除的
差异因素，生态因子的非线性的网络调控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但单一研究方法的局限性、研究区位的尺度
效应和对消落带宽度认识的模糊也是不可忽略的．
３

研究消落带生态系统氮素截留转化过程中存在

主要问题
３ １

消落带生态系统氮素截留转化研究方法
氮气通量法、硝酸盐剩余法、乙炔抑制法、气压

生物地球化学过程（ 表 １） ，是消落带氮素截留转化

过程分离技术等方法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消落带植

的最关键因子． 微生物群落大小、微生物酶活性，以

被、土壤、微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但由于单一研究

及微生物参与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受制于其特定生境

技术、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大多数研究仅

中土壤质地、ｐＨ 值、Ｅｈ（ 氧化还原电位） 、有机碳含

针对消落带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某一或某几个过程，

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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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７７

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壤氮素转化的测量定量问题．

刻和热点位点，为微生物作用特别是反硝化作用创

从研究技术应用强度来看，乙炔抑制法所占相对比

造了有利的条件．在样点尺度上，消落带生态系统土

例为 ３６％，同位素示踪法为 ２９％，Ｎ ２ 产量直接测定
法为 ２０％， 质 量 平 衡 法 为 １０％， 而 其 他 技 术 仅 为

５％

［４２］

．从研究技术应用范围来看，不同研究方法都

有其特定阈值，使测得的氮素截留去除效率差异较

大 ［４３］ ．如乙炔抑制法中乙炔既可作为碳源参与生物
化学反应
的改变

［４４］

［４５］

，也可能引起土壤微尺度原有气体组分

．吕海霞等

［４６］

研究发现，乙炔对 ＮＨ ４ 的抑
＋

制作用随着 ＮＯ ３ 含量的下降而逐渐减弱，反硝化反
－

壤有机质或腐殖质成块状分布，并伴有时间变化，如
靠近植被根系和有机碎屑处土壤碳、氮相对集中，容
易形成斑块，有利于微生物分解和转化，而远离植被
根际 ＮＯ ３ － 、ＮＨ ４ ＋ 含量较高． 在实验室模拟湿地试验
上，土壤氮素截留去除效果较好，试验周期较短，但
自然消落带生态系统生态和环境属性是不可控的，
是非线性的，单一的实验室模拟湿地试验很难真实
地反映自然消落带生态系统氮素截留转化的生物地

应强度有可能被低估 ３０％ ～ ５０％． 添加外源 Ｎ 与土

球化学过程．研究表明，国内外关于消落带氮素截留

对土壤氮素的利用更趋向于 Ｎ

，使测得的氮素

态系统内在发展和演替角度对氮素截留转化进行深

ＮＨ ４ ＋ 、ＮＯ ３ － 与周围环境因子的相互作用过程复杂，

信息系统和遥感等数字手段，从基于样点的监测过

１５

壤原有 Ｎ 之间存在生物交换作用

，加之微生物

去除研究多为短期的、静态的研究，未能从消落带生

截留去除效率显著偏低． 在不同消落带生态系统，

入的揭示 ［４９］ ．因此，利用文献收集、数学模型、地理

１４

１４

［４７］

［４８］

硝化作用、反硝化作用中间产物和最终产物具有很

渡到整个流域或景观尺度对消落带的生态水文化

大的不确定性，单一的研究技术、研究手段很难真实

学、生物地球化学等过程进行系统的跟踪，找出不同

地模拟消落带的自然演替过程，建立一个准确的、直

背景条件下影响消落带生态系统氮素截留转化的关

接的、简单易行的、能够定量测定的野外原位试验，

键因子，对控制流域甚至区域尺度氮污染具有重要

适时的对环境变化做出响应成为大势所趋． 研究发

的生态学意义．

现，Ｎｉｅｌｓｅｎ 等

［４５］

提出的 Ｎ 同位素示踪技术与气体
１５

定量技术的联用能够从多层次、多角度对比研究氮
素在植物吸收、代谢、微生物固持、转化（ 硝化、反硝

３ ３

消落 带 生 态 系 统 氮 素 截 留 转 化 的 最 适 植 被

宽度
消落带植被宽度适宜与否是直接或间接影响氮

化） 、土壤吸附及其他生物化学过程中的组分及其

素截留转化的关键因子，但在不同背景条件下消落

精确定量研究消落带生态系统氮素截留转化规律的

率差异较大（ 表 ２） ． 消落带最有效的植被宽度应是

分量，结果精确稳定，不易造成二次污染． 其可能是
最佳方法．

３ ２

消落带生态系统氮素截留转化研究区位
国内外已有研究表明，消落带生态系统氮素截

留转化主要零散地集中在某些特定的样点和样带，
缺乏对流域尺度、景观尺度长时间的、系统的、连续
的监测，很难揭示消落带生态系统在演替过程中氮
素截留转化内在动态变化及影响机制． 在流域尺度
上，消落带生态系统土壤水分含量高、土地肥沃、含
有大量的不稳定的有机物质，是农业生产的理想区

域 ［３３］ ．但土地利用方式、人为干扰强度等严重影响
着系统对 ＮＯ ３ － 、ＮＨ ４ ＋ 等非点源性氮素在消落带生

态系统的搬运及再分配过程． 如以农田为背景的人
为强力干扰的消落带土壤中存在大量的 ＮＯ ３ 和充
－

－

沛的下渗水流，ＮＯ ３ 极易发生淋溶

［１４］

，进入临近水

体，影响河流的水质． 在景观尺度上，消落带生态系
统周期性水位波动形成水流形式、土壤湿度、土壤有
机质等的周期性变化，形成了土壤氮素在流经高地、
集水区、水陆交接地的截留和转运过程中的热点时

带生态系统所得出的植被宽度及其氮素截留去除效
由不少于 ３０ ｍ 的本地植物、微生物区系组成的，且
应用于流域内的所有河流，包括最小的支流 ［１０］ ；在
植被组成方面，应至少包括 ３ 个植被带：靠近流域森
林带、灌木带和草地带，其中森林带宽度是固定不变
的，不能低于 １５ ｍ ［４］ ；在不同流域要根据特定的水
文动态、土壤特性、植被类型、气候状况等生态和环
境属性对宽度大小进行修正 ［１１，５０］ ．韩壮行 ［４２］ 在研究
中指出，２０ ～ ３０ ｍ 植被宽度可以有效地拦截高地坡
面水流，降低 ＮＨ ４ ＋ 、ＮＯ ３ － 等含氮化合物向河流的输
入．Ｍａｙｅｒ 等 ［１２］ 对欧洲和美洲多个流域不同植被宽
度消落带截留去氮能力进行整合分析发现，３０ ｍ 宽
植被宽度可以截留去除 ５２％以上氮素（ Ｐ＜０ ０１） ，进
一步研究表明，１０、２０、３５ ｍ 植被宽度可以分别去除
进入消落带生态系统 ７３％、８８％、９２％ 径流氮素． 这
是因为植被宽度的增加直接或间接地拓宽土壤⁃植
被⁃大气连续体对不同形态氮的吸收、固持、转化和
吸附的时空范围 ［４２］ ，但过宽的植被缓冲区会降低消
落 带生态系统的潜在价值，不能被当地土地拥有者

９７８

应

用

生

表 ２ 不同研究人员、研究位置和不同宽度的消落带 ＮＯ ３ －
截留去除效率
Ｔａｂｌｅ ２
Ｎｉｔｒａｔｅ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ｒｉｐａｒｉａｎ
ｚｏｎｅ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ｂｕｆｆｅｒ
ｗｉｄｔｈｓ
研究位置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Ｎｏｒ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ＵＳＡ
Ｎｏｒ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ＵＳＡ

消落带宽度 ＮＯ ３ －去除效率
Ｒｉｐａｒｉａｎ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ｗｉｄｔｈ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ｍ）
（％）
１５
７７
８

５３

８

１４

Ｎｏｒ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ＵＳＡ

１５

Ｎｏｒ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ＵＳＡ

１５

Ｎｏｒ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ＵＳＡ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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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ｕｉｒｏｓｏｓ， Ｆｒａｎｃｅ

Ｃａｃ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ＵＳＡ
Ｃａｃ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ＵＳＡ

８
８

６．５

１８

１．５
６

Ｃａｃ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ＵＳＡ

１２

Ｐｅｔｉｔｅ Ｈｅｒｍｉｔａｇｅ， Ｆｒａｎｃｅ

２５

Ｐｅｔｉｔｅ Ｈｅｒｍｉｔａｇｅ， Ｆｒａｎｃ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Ｂｒａｎｃｈ， Ｇｅｒｍａｎｙ

中国松江 Ｓ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Ｃｈｉｎａ

４０
４５

５．９

Ｓａｎｄ Ｈｉｌｌ Ｂｒｏｏｋ， ＵＳＡ

３１

Ｒｉｂｂｅｒｔ，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２３

Ｈａｚｅｌｂｅｋｋ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Ｖｏｌｄｂｙｂｒｏｏｋ， Ｄｅｎｍａｒｋ

中国帽儿山 Ｍａｏｅｒｓｈ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ｏｗａ， ＵＳＡ

Ｍｏｒａｎｄ Ｒｉｖｅｒ，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Ｓｔｒｏｕｄ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 ＵＳ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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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性、研究区位尺度效应和植被宽度认识的模糊性
等影响，在不同流域背景条件下，很难在消落带水流
中筛选出影响氮素循环的关键因子．今后研究可采用
量技术）从不同时空尺度定量揭示 ＮＯ３ － 、ＮＨ４ ＋ 等非点
源氮素在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中的演变、迁移和转化规
律，以实现消落带生态系统氮素截留转化最优化，为
消落带生态系统的科学管理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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