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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火烧作为调控因子，对植物群落结构和生态系统功能具有重要影响，但在湖泊湿地中研究较少． 通过野外调查

取样与实验室分析，探讨火烧对洞庭湖湿地主要群落类型———荻(Miscanthus sacchariflorus) 和苔草(Carex brevicuspis) 土壤

化学性质的影响． 结果表明:火烧后，苔草群落土壤硝态氮含量显著减少 64. 6% ，有机质含量增加 26. 3% ;而荻群落土壤

与之相反，硝态氮含量增加 186. 9% ，有机质含量减少 22. 9% ． 火烧后，苔草群落的全氮、铵态氮、全碳和全磷含量均显著

增加，分别增加了 75. 4%、36. 3%、102. 7% 和 76. 9% ，而荻群落土壤与对照组间无显著差异． 总体上，火烧对荻群落土壤

养分影响不大，可作为芦苇场的一种管理方式，但火烧促进苔草群落土壤养分释放，有助于苔草群落提前萌芽和生长，并

引起牲畜牧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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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re，as an important regulator of the ecosystem，has significant impacts on plant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ecosystem
function，but few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in wetland ecosystems． In this paper，we investigated the impacts of fire on soil
properties of the dominant community types—Miscanthus sacchariflorus and Carex brevicuspis at Lake Dongting wetlands through
field survey and laboratory analyse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soil nitrate nitrogen content of Carex brevicuspis significantly reduced
by 64. 6% and organic matter content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y 26. 3% after the burning，which were in contrast with that in
Miscanthus sacchariflorus communities，whose soil nitrate nitrogen contents ignificantly increased by 186. 9% and organic matter
content significantly reduced by 22. 9% after the burning． After the burning，total nitrogen，ammonia nitrogen，total phosphorus
and total carbon content of Carex brevicuspis community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y 75. 4% ，36. 6% ，102. 7% ，76. 9% ，respective-
ly，but no significant changes in Miscanthus sacchariflorus community． Generally，unreasonable fire is the most common reason for
soil properties changes，the burning has little impacts on soil nutrients of Miscanthus sacchariflorus community at the Lake
Dongting wetland，which suggested that fire could be a management tool for reed fields ( mainly Miscanthus sacchariflorus
communities) ． Burning can release soil nutrients and stimulate sprouting and growth of Carex brevicuspis community，

which may aggregate livestock grazing． This study provides a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management of lacustrine wetland e-
cosystems． So，the research of this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unreasonable fir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protec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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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tlands and the management of eco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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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生态系统的重要调控因子，火烧对植物群落结构和生态系统功能产生重要影响
［1-4］． 土壤是火烧直

接影响的环境要素之一，有研究表明，火烧后土壤性质立即发生变化，土壤养分如有机质、全 N、全 P、全 K 等

含量显著上升
［5-7］，但也有研究发现火烧会使土壤养分含量下降，原因是土壤有机质含量的下降及某些元素

在高温下的分解及挥发所致
［8］． 因此，火烧对植被及土壤的影响程度取决于火烧地的自然条件、火的强度、

频率及植被类型等
［9-11］． 火干扰在生态保护及植被恢复上常被认为是一种有效因素

［12-13］，但当前关于火烧

对植被影响的研究多集中在森林、草地等陆地生态系统，对湿地生态系统的研究相对较少
［10，14］．

近年来，湿地的过度开垦致使湿地面积萎缩，水生态过程受阻、格局破坏、防御旱灾能力降低，如黄淮海

地区已成为我国灾情最重的干旱中心，成灾面积占全国总成灾面积的 50. 5%，长江中游湖泊湿地干旱灾害

发生的频率和强度逐年增加，伴随着植被的易燃性增加，火灾发生的风险也随之剧增
［15-16］． 此外，湖区芦苇

场经营者通常会放火烧掉地面凋落物和杂草等，以促进翌年芦苇萌发和生长;农民也有冬季放火烧荒的习

惯，把苔草等植被的地上部分烧掉，促进其重新萌芽，以利于牲畜取食;湖区农民放火烧荒的主要动机是促

进苔草、芦苇等植物生长，提高放牧或收获效益，但由于缺乏科学依据，往往事与愿违，同时造成湿地退化，

威胁生物多样性保护等
［16-17］． 因此，科学系统地阐明火烧对湿地生态系统的影响在加强湿地保护和优化生

态系统管理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洞庭湖是长江流域最为典型的通江湖泊，位于湖南省北部，长江中游荆江南岸． 自然环境特点为水文变

幅大，表现为“夏季湖相、冬季河相”． 历年来水旱灾害频繁、多雨则涝、大雨则洪、少雨则旱． 覃红燕等
［15］

研

究表明:从 1959 － 2003 年，洞庭湖湿地的干旱灾情一直间断存在，特别是三峡工程运行后，洞庭湖湿地旱灾

的发生频率增加，加上人为干扰加剧，火灾发生风险也大为增大．
本文以洞庭湖湿地分布最为广泛的 2 种植被类型———荻(Miscanthus sacchariflorus)和苔草(Carex brevicus-

pis)为对象，通过火烧后的调查取样和实验室分析，并与邻近未受火烧干扰的植被进行对比，以了解火烧对洞

庭湖湿地重要植被类型土壤性质的影响，为洞庭湖湿地生态系统管理以及植被的保护和恢复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域位于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东洞庭湖湿地(28°30' ～ 30°20'N，111°40' ～ 113°10'E)，海拔为 28 ～
32 m，多年平均气温 16. 2 ～ 17. 8℃，年降水量 1200. 7 ～ 1414. 6 mm，年蒸发量 1270 mm，年辐射总量 418. 7 ～
455. 6 kJ /cm2，年平均风速 2. 0 ～ 3. 0 m /s，属于典型的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热量丰富，雨量充沛，水文季

节差异明显，其中雨热同季为 6 － 8 月，干冷季为 12 月至次年 3 月
［18］． 植被属多年生草本植物，优势植物为

短尖苔草(Carex brevicuspis)、荻(Triarrhena sacchariflora)、芦苇(Phragmites australis)、辣蓼(Polygonum hy-
dropiper)和虉草(Phalaris arundinacea)等． 洞庭湖区土壤类型包括潮土、沼泽化草甸土和底泥土，以潮土为

主，由此形成的冲积土是洞庭湖湿地土壤的主要类型
［19］．

1. 2 样地布置与样品收集

样地植被群落特征:荻群落广泛分布在海拔 29 ～ 32. 5 m 的洲滩上，是洞庭湖洲滩上面积最大、较典型的

一类群落类型;苔草群落分布比较广泛，所占面积小于荻群落，是洲滩上又一种重要的群落类型，一般分布

在地势比较低，但又不太受泥沙淤积的洲滩，海拔一般为 26 ～ 28 m，以东洞庭湖的小西湖、君山、采桑湖较

多． 2014 年 1 月，洞庭湖君山芦苇场(主要植被为荻)和小西湖湿地( 主要植被为苔草) 发生火灾( 此火烧非

针对性实验，而是在管理部门未知情况下发生) ． 火烧后 1 个月，按照典型性和代表性原则，采用空间取代时

间方法，分别在火烧后的荻和苔草植被区设立火烧样带，在两侧选择立地条件相似的未过火区域和过火区

域设置两条样带，过火区与未过火区样带间隔较近，确保过火前的土壤性质一致性，加上采样区为单优种群

落，整体植被变异性小，样带土壤理化性质异质性较小． 每条样带长 1000 m、宽 100 m． 在每条样带内设立 5
个1 m × 1 m 样方，样方之间的距离为 200 m，即荻群落火烧样带 5 个样方，对照样带 5 个样方，苔草群落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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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荻群落，共 20 个样方． 在每个样方，以环刀法多点取表层土壤(0 ～ 10 cm)，将同一样方的土壤约 1 kg 混

合后用自封袋装好，带回实验室．
1. 3 实验室分析

将带回实验室的新鲜土壤仔细除去可见动植物残体，混合均匀后将土样平均分为两份，一份为鲜样，用

于测定土壤铵态氮和硝态氮含量;一份为干样，自然风干后用于测定土壤化学特性，其中用于测定土壤 pH
值的土样过 10 目孔径筛，用于测定全氮、全碳、全磷、全钾含量的土样过 100 目孔径筛，彻底混匀后备用． 铵

态氮和硝态氮含量采用流动注射分析仪(Flastar5000，瑞典福斯公司 FOSS) 测定，pH 值用 pH 计测定( 土壤∶
蒸馏水为1∶ 2. 5)，全氮和全碳含量用德国 Elementar 碳氮分析仪(Vario MAX CN)测定;全磷含量采用氢氧化

钠碱熔-钼锑抗比色法测定，全钾含量采用氢氧化钠碱熔-火焰光度法测定
［20］．

1. 4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 21. 0 软件对土壤含水量、pH 值、铵态氮、硝态氮含量及营养成分等进行统计，具体采用 Tukey
检验，分析火烧对洞庭湖湿地两种优势物种土壤性质的影响，显著水平为 0. 05，作图采用 Excel 软件完成．

2 结果与分析

2. 1 火烧对土壤含水量的影响

荻、苔草群落土壤含水量在 36. 5% ～64. 05%之间． 于荻群落而言，火烧组土壤含水量(36. 5% ) 显著小

于对照组(38. 93% )(P ＜ 0. 05)，苔草群落土壤含水量变化与荻群落一致，火烧组的土壤含水量(59. 87% ±
1. 49% )显著小于对照组(64. 5% ±0. 86% )(P ＜ 0. 05) ．
2. 2 火烧对土壤 pH 值及养分含量的影响

2. 2. 1 火烧对土壤 pH 值的影响 荻、苔草群落 pH 值在 7. 48 ～ 8. 16 之间，整体呈弱碱性． 无论是荻群落还

是苔草群落，火烧组(荻、苔草群落分别为 8. 16 ± 0. 02、7. 62 ± 0. 04) 与对照组( 荻、苔草群落分别为 8. 14 ±
0. 04、7. 48 ± 0. 09)的 pH 值变化均不显著(P ＞ 0. 05)，表明火烧对洞庭湖湿地土壤的 pH 值的影响不大． 考

虑到由于洞庭湖湿地土壤含水量较高，导致火烧温度较低，火烧强度不足以引起 pH 值的大幅度变化．
2. 2. 2 火烧对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影响 荻、苔草群落的土壤有机质含量在 4. 84% ～11. 20% 之间． 荻群落火

烧组土壤有机质含量(4. 53% ± 0. 44% ) 显著小于对照组(5. 88% ± 0. 60% ) (P ＜ 0. 05);苔草群落火烧后土

壤有机质含量(9. 81% ±1. 45% )与对照组(7. 77% ± 0. 98% ) 无显著变化(P ＞ 0. 05) ． 不同的植被类型，火

烧后土壤有机质含量与对照组间变化不同，可见火烧对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影响与燃烧物的性质有关．
2. 2. 3 火烧对铵态氮和硝态氮含量的影响 荻群落土壤铵态氮含量火烧组(1. 61% ± 0. 11% ) 与对照组

(1. 39% ±0. 20% )间差异不显著(P ＞ 0. 05) ． 苔草群落土壤铵态氮含量火烧后(2. 33% ±0. 14% )显著大于

火烧前(1. 71% ±0. 05% )(P ＜ 0. 05) ． 此外，同一植物群落下，火烧与否对土壤硝态氮含量影响显著(P ＜
0. 05)，其中荻群落的土壤硝态氮含量火烧组(2. 08% )显著大于对照组(0. 72% ) (P ＜ 0. 05)，而苔草群落则

是对照组(1. 44% )显著大于火烧组(0. 51% )(P ＜ 0. 05) ． 可见，火烧对洞庭湖湿地土壤铵态氮、硝态氮含量

的影响较大，且影响程度与植物类型有关．
2. 2. 4 火烧对土壤全氮含量的影响 荻、苔草群落土壤全氮含量在 0. 27% ～0. 50%之间． 同一植物群落下，

荻土壤全氮含量火烧组(0. 27% ± 0. 02% ) 与对照组(0. 27% ± 0. 02% ) 间无显著差异(P ＞ 0. 05)，苔草群落

土壤的全氮含量为火烧组(0. 50% ±0. 05% )显著大于对照组(1. 29% ± 0. 04% ) (P ＜ 0. 05) ． 可见，火烧对

洞庭湖湿地土壤全氮含量的影响因种类不同而有所差异，火烧提高苔草群落下土壤全氮的含量，火烧后全

氮含量增加 75. 4%，而对荻群落的土壤全氮含量则无显著影响．
2. 2. 5 火烧对土壤全磷含量的影响 洞庭湖湿地荻、苔草群落土壤全磷含量在 0. 08% ～ 0. 14% 之间． 荻群

落土壤全磷含量火烧组(0. 11% ±0. 01% )与对照组(0. 11% ±0. 01% )间无明显差异，火烧过的苔草群落土

壤全磷含量(0. 14% ±0. 02% )显著大于对照组(0. 08% ± 0. 01% ) (P ＜ 0. 05) ． 由此可知，火烧后苔草群落

下土壤全磷含量增加了 76. 9%，对荻群落土壤全磷含量无显著影响．
2. 2. 6 火烧对土壤全碳含量的影响 火烧后土壤全碳含量为 3. 25% ～6. 59% ． 同一植物群落下，荻土壤全碳

含量火烧与对照组间无显著差异(P ＞0. 05)，但苔草群落土壤的全碳含量为火烧显著大于对照组(P ＜ 0. 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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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火烧对洞庭湖湿地土壤全碳含量的影响因种而异，火烧提高苔草植物群落下土壤全碳含量，火烧后全

碳含量增加了 102. 7%，而对荻植物群落的土壤全碳含量无显著影响．

3 讨论

3. 1 火烧对土壤含水量的影响

火烧后土壤含水量显著减少，这与火效应的认识普遍一致
［21-22］，原因是火烧导致土壤温度增加，加之火

烧导致地表残留物移除，地面裸露接受较多的太阳能，造成较高的蒸发速率，致使含水量下降． 赵凤君等的

研究表明，火烧对土壤含水量的影响与火烧强度密切相关，高强度火烧明显增加水分流失量
［23］． 另外，无论

是对照组还是火烧组，苔草群落下土壤含水量显著大于荻群落，其原因是东洞庭湖湿地生态系统中，苔草多

分布于低程区而荻分布于高程区，加上芦苇场(荻为主要植被) 地面凋落物和杂草等常年被火烧，地表水分

蒸发较快，而苔草群落是洞庭湖的优势物种，为当地湿地管理者保护对象，不允许火烧或收割，因此对照组

苔草群落下混夹着各个年份的立枯物，对表层土壤起到保湿作用．
3. 2 火烧对土壤 pH 值及养分含量的影响

3. 2. 1 pH 值 土壤 pH 值是土壤的一个基本性质，也是影响土壤理化性质的一个重要化学指标，它直接影响

着土壤中各元素的存在形态、有效性及迁移转化． 已有研究表明，火烧后土壤遗留灰分中 KOH、NaOH、Ca-
CO3、MgCO3 等的积累引起 pH 值升高，且火烧后土壤 pH 值随着火势的加强而上升，是因为火烧加速了有机

质的矿化，向土壤中追加了大量的灰分所致
［8，24］． 而本研究发现，洞庭湖湿地土壤 pH 值总体偏碱性，无论是

荻群落还是苔草群落，火烧后土壤 pH 值与对照组间差异不显著，其原因可能是洞庭湖湿地的土壤含水量较

大，火烧强度不足以引起 pH 值的大幅度变化． 由此可知，火烧对土壤 pH 值的影响不仅与植被类型有关，还

与火烧强度密切相关．
3. 2. 2 有机质 有机质是土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持土壤结构、供应土壤养分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是

衡量土壤肥力显著的重要指标． 据文献记载，当土温在 200℃以下时，土壤有机质没有损失;当土温在200 ～
350℃之间时，土壤有机质最高可损失 50% ;当土温在 350℃以上时，土壤有机质几乎全部被烧毁

［23］． 而本

研究发现，荻群落火烧后土壤有机质含量显著小于对照组，其下降是由于火烧移除了立枯物和地表枯落物，

减少有机质的来源，同时提高地表杂物的氧化分解速率，减少有机质的积累，这与已有研究结果相符
［10，25］，

但与贺郝钰等
［26］

研究荒漠化草原时的结论不一致，分析原因是火烧植被类型及土壤含水量不同导致;而苔

草群落下土壤有机质含量火烧后与对照组间无显著差异，因为苔草群落大多数聚集生长，根系发达交错密

集，土壤含水量较荻植物群落高，导致火烧温度不足以引起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变化． 可见，火烧对土壤有机

质含量的影响不仅与火烧强度有关还与植被类型及其生境密切相关．
3. 2. 3 氮元素 在一定程度上，火烧能调节和改变土壤的氮循环

［27］． 研究显示，高强度火烧引起土壤氮含量

减少而低强度火烧不会引起氮含量变化
［28］． 荻群落下火烧组与对照组土壤全氮含量无显著差异，这与王谢

等
［21］、周瑞莲等

［29］
的研究结果不一致，而苔草群落下火烧组全氮含量显著大于对照组，这与 Christensen

等
［30］

的研究结果一致，而与周瑞莲等
［29］

和商丽娜
［31］

的研究结果不一致．
此外，本研究发现荻群落火烧后土壤铵态氮含量无明显变化，火烧后硝态氮含量显著增大，此结果与

Andersson 等
［32］

研究热带大草原时发现火烧 90 d 内可溶性有机氮、硝态氮含量大量增加，而铵态氮含量无显

著变化的结论一致． 但 Stephen 等
［33］

在研究澳大利亚北部大草原火生态时的结论与此相反，即硝态氮含量

不变，铵态氮含量明显增加． 而对于苔草群落而言，火烧后铵态氮含量明显增大，硝态氮含量明显减小，推测

可能是燃烧过程及燃烧后的生物与非生物过程影响有机氮向铵态氮和硝态氮转化，如火烧可以刺激硝化细

菌的活性使得硝态氮转化为铵态氮
［29］，这与 Stephen 等

［33］
研究澳大利亚北部大草原火生态时的结果一致．

由此可知，火烧对土壤氮元素变化的影响较为复杂，除了与火烧强度、植被类型及生境有关外，还与收割相

关，如马华等
［34］

研究持续收割对荻生长及土壤全氮含量的影响时发现，荻收割后土壤全氮含量显著下降等．
总体而言，火烧对洞庭湖湿地土壤氮元素的影响机制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
3． 2． 4 全碳 实验结果表明:火烧对洞庭湖湿地土壤全碳含量的影响，随着物种的不同而有显著差异，荻植

物群落火烧后土壤全碳含量与火烧前无明显变化，火烧对苔草群落土壤全碳含量提高，主要原因是苔草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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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草本植物，即使轻度火烧也能对其破坏严重，此结果与牟长城等
［35］

研究的火干扰对大兴安岭兴安落叶松

瘤囊苔草湿地生态系统碳储量的短期影响结论一致，火烧提高草本和灌木层的土壤碳储量． 原因一方面是

本次火烧对苔草群落下土壤有机质含量影响较小，几乎没有破坏土壤中的有机成分，另一方面是火烧可能

改变土壤的微环境，影响到土壤微生物的活动导致全碳含量变化．
3. 2. 5 全磷 土壤全磷包括速效磷、有机磷和微生物磷，大部分以无机磷( 缓效磷) 状态存在，其含量受成土

母质和耕作施肥等人类生产活动的影响较大． 本研究结果表明，荻群落火烧后土壤全磷含量没有显著变化，

其原因可能是全磷主要由成土母质和人为施肥决定，在土壤中的存在形式较稳定，不易流失
［36］，且全磷对温

度变化不敏感，火烧强度对全磷含量影响较大，这与已有相关研究结论一致
［37-38］． 而苔草群落火烧后土壤全

磷含量显著增加，其一是灰分中的磷转入土壤中;其二是苔草群落土壤含水量大，火烧强度不大导致地表凋

落物燃烧不充分． 此结果与周瑞莲等
［29］

和田昆
［39］

的研究结论相符，目前研究者们在森林和草地系统的研

究表明，火烧后土壤磷浓度上升
［29，39］，而有研究报道火烧后土壤磷的含量减少

［37］，还有研究表明火烧后土

壤磷含量没有规律性的变化
［38］． 由此可知，影响土壤全磷含量变化的因素较为复杂，除了与火烧强度有关，

还与不同植被环境和类型有关
［29］，应进一步深入研究．

4 结论

火烧显著降低湿地土壤的含水量，火烧后湿地土壤的养分状况具有很大变化． 首先，火烧加速湿地土壤有

机质的分解和矿化，使湿地土壤表层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 其次，苔草群落湿地土壤过火后，伴随着有机质含

量的升高，铵态氮、全氮和全磷含量也升高，但硝态氮含量有所下降;火烧对荻群落下土壤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有机质含量的下降和硝态氮含量的增加上，其他土壤养分，如全氮、全磷、铵态氮等含量均无显著变化． 第三，

火烧提高湿地土壤的 pH 值，使湿地土壤向偏碱性变化． 火烧对洞庭湖湿地土壤养分含量产生显著影响，改善

苔草群落的生长环境，促进其重新萌芽，利于牲畜取食，牧食的增加必定对苔草的生长繁殖造成影响，而湖区

农民放火烧荒的主要动机是促进苔草、芦苇等植物生长，提高放牧或收获效益，但由于缺乏科学依据，往往事

与愿违，同时可能威胁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如杂类草及有毒、有害植物种群在不断增加，优良牧草种群在群落

中逐渐减少
［40］． 因此，洞庭湖湿地管理者可以通过加强管理人为火烧措施，如荻火烧是可取的生产方式，而苔

草火烧应被禁止，达到资源利用合理化，对加强湿地保护和优化生态系统管理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火烧对洞庭湖湿地土壤产生的影响因火烧强度、土壤性质及植被类型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由于火的复杂

性、土壤环境差异及样品数量有限，使得与本文相关问题的探讨还不够完善，如火烧对洞庭湖土壤的短期影响

与长期影响的对比研究，以及火烧对洞庭湖典型植被的生长繁殖的影响等问题，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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