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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山阔叶红松林 ３ 个主要树种的
非结构性碳储存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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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 ＮＳＣ，包括可溶性糖和淀粉） 作为树木生命代谢的关键物质之
一，在树木器官中的储存特征受到了广泛关注，但 ＮＳＣ 在器官内部具有不同功能的组织间
（韧皮部与木质部） 的分配和权衡还不清楚．本研究以长白山阔叶红松林的 ３ 个优势树种———
红松、水曲柳和紫椴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 ＮＳＣ 在根、树干韧皮与木质部中的浓度和分配特
征．结果表明： 树木韧皮部和木质部间的 ＮＳＣ 浓度差异显著，总体分配趋势为韧皮部以可溶
性糖为主，而木质部以淀粉为主． 树干外侧（ 以年轮划分，０ ～ ２０ 年） 、中段（ ２０ ～ ４０ 年） 和内侧
（ ＞４０ 年） 的 ＮＳＣ 浓度在不同树种间差异显著，而根中的差异不显著．红松和水曲柳树干韧皮
部可溶性总糖浓度显著高于紫椴，在木质部中差异不显著．本研究结果表明，树体内部 ＮＳＣ 在
韧皮部和木质部上的分配存在明显分异，这与树种的演替阶段及组织的功能进化有关． 研究
结果对于深入理解温带树木的碳储存特征和分配机理具有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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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ｉｎ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ｈａｎｇｂａ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非 结 构 性 碳 水 化 合 物 （ ｎ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ａｒｂｏｈｙ⁃

ｄｒａｔｅｓ，ＮＳＣ） 是参与树木生命代谢的重要物质

［１－２］

．

ＮＳＣ 对外界环境因子和限制性资源具有高度敏感

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及其组分（ ＮＳＣ，包括总 ＮＳＣ、

可溶性总糖和淀粉） 的储存特征及其差异，估算树干
的 ＮＳＣ 库，探讨温带树木的碳储存特征和分配机理．

性，因此一直被认为是指示树木生长状态和碳供应

１

优先供应呼吸和生长，剩余的碳将被储存起来，形成

１ １

近 ８％ ［４－６］ ．ＮＳＣ 在树木各组织器官中的储存和分配

局（４２°２０′—４２°４０′ Ｎ，１２７°２９′—１２８°０２′ Ｅ） ，研究区

外界环境条件等密切相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树

林．其中，针叶树种以红松为主，阔叶树种包括水曲

水平的重要指标 ［３］ ．一般认为，树木光合同化的碳会
相对稳定的 ＮＳＣ 库，其水平可达到树木总生物量的
与树种类型、个体大小、物候节律，以及个体所处的
木的生长及其对环境的适应性． 此外， 美国通量网

（ ＡｍｅｒｉＦｌｕｘ） Ｈｏｗｌａｎｄ 站的长期研究表明，森林生态
系统当年的 ＣＯ ２ 净交换（ ＮＥＥ） 与次年系统生物量增
长呈正相关

［７］

，这在系统水平上印证了上年 ＮＳＣ 库

对次年森林生长的重要影响

［５，８］

． 说明 ＮＳＣ 库不仅

影响树木个体的生存，对森林生态系统碳循环也具
有重要意义． 因此，有关 ＮＳＣ 在树木体内储存特征
的研究一直是树木生理生态学的研究热点

［９－１０］

．

ＮＳＣ 主要包括可溶性糖和淀粉，两者之间的转

化被认为是植物抵抗胁迫环境的重要响应方式

［１］

．

植物体内的可溶性糖增加有利于植物提高对低温、
干旱及病虫害等的防御能力，而淀粉是临时的储存
物质，对于树木应对极端胁迫条件具有重要作用．植
物不同器官由于本身结构和功能的差别，其 ＮＳＣ 浓
度存在显著差异． 通常， 叶片是植物碳水化合物的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长白山西北麓的吉林省露水河林业

内保存有群落结构完整、未受干扰的原始阔叶红松
柳、紫椴、蒙古栎 （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 、白桦 （ Ｂｅｔｕｌａ

ｐｌａｔｙｐｈｙｌｌａ） 等．其中，红松、水曲柳和紫椴占林分总
胸高断面积的 ６６％．区域年均温度 ４．５ ～ ７．８ ℃ ，年降
水量 ８００ ～ １０４０ ｍｍ． 土 壤 是 典 型 的 山 地 暗 棕 色 森
林土．

１ ２

研究方法

１ ２ １ 样地 设 置 与 采 样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 生 长 季 末

期） ，在原始阔叶红松林固定样地内（１ ｈｍ ２ ，２００７ 年
设置，２００７ 和 ２０１２ 年分别进行了样地调查） ，选择

长势较好、接近样地树木平均胸径（ ＤＢＨ） 的红松、
水曲柳和紫椴各 ４ 株，测量其 ＤＢＨ，分别采集根（ 直
径 １ ｃｍ 左右，长度 １０ ｃｍ 以上） 、１．３ ｍ 树高处的树
皮并剥离出树干韧皮部组织，木质部则利用生长锥
钻取树芯．野外采样时，所有植物样品采集后立即放
入冰盒中低温保存．

源，根是碳水化合物的储存器官，而树干除了作为碳

１ ２ ２ 样品处理与分析

水化合物的消耗器官之外（ 高生长消耗能量用于构

首先利用排水法测定树芯的体积，之后根据树木年

．以往研究对叶片和根中 ＮＳＣ 分

中段 ２０ ～ ４０ 年（ Ⅱ） 和内侧＞４０ 年（ Ⅲ） 共 ３ 个分段．

建树干） ，也担负着输导功能（ 树干韧皮部） 和储存
功能（ 木质部）

［１１－１２］

配特征关注较多，对树干部分 ＮＳＣ 储存特征以及不
同树种间的分配差异等方面的关注较少． 有研究证
明，树木在极端或长期胁迫条件下可以利用储存在
木质部中的 ＮＳＣ．对这部分碳库的研究，有助于深入
理解树木生长的碳利用策略和抗胁迫机理

［１，１３］

．

取得样品带回实验室后，

轮的形成时间，将木质部划分为外侧 ０ ～ ２０ 年（ Ⅰ） 、
所有样品置于 ８０ ℃ 烘箱内杀青 ２０ ｍｉｎ，之后 ６５ ℃

烘干 ４８ ｈ 使样品充分烘干．烘干后称量各段树芯的
干重，计算木质密度（ ＷＤ） ． 利用球磨仪将所有植物
样品研磨成粉末，样品在测定之前密封保存．

样品的可溶性总糖和淀粉浓度利用蒽酮比色法

长白 山 是 阔 叶 红 松 林 的 核 心 分 布 区， 红 松

测定．称取 ０．１ ｇ 样品，加入 １０ ｍＬ ８０％乙醇溶液，置

和紫椴（ Ｔｉｌｉａ ａｍｕｒｅｎｓｉｓ） 均是原始阔叶红松林中的

心 ５ ｍｉｎ，提取上清液，重复 ２ 次水浴离心步骤，将所

（ Ｐｉｎｕｓ ｋｏｒａｉｅｎｓｉｓ） 、 水 曲 柳 （ Ｆｒａｘｉｎｕｓ ｍａｎｄｓｃｈｕｒｉｃａ）

优势树种．本研究以这 ３ 个树种为研究对象，通过比
较物种间根、树干（ 约 １．３ ｍ 处） 木质部及韧皮部的

于 ８０ ℃ 水浴锅中提取 ３０ ｍｉｎ，之后 ４０００ ｒ·ｍｉｎ －１ 离
有上清液合并定量在容量瓶中． 剩余沉淀物蒸干乙
醇，之后加入 ２ ｍＬ 去离子水，在沸水浴中糊化 １５

１６１０

应

用

生

态

学

报

３０ 卷

ｍｉｎ，冷却后加入 ２ ｍＬ 冷的 ９．２ ｍｏｌ·Ｌ －１ ＨＣｌＯ ４ ，水

大，因 此 在 ＮＳＣ 浓 度 分 析 时， 只 考 虑 外 侧 和 中 段

ｍＬ 冷的 ４．６ ｍｏｌ·Ｌ

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分析根 ＮＳＣ 在不同物种
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差异显著性水平为 α ＝ ０．０５． 本

解淀粉 １５ ｍｉｎ，加水后离心转移上清液， 再加入 ２
－１

所有上清液合并定容．

１ ３

ＨＣｌＯ ４ ，重复水解离心，之后将

数据处理
分析根、韧皮部以及树干木质部的可溶性总糖、

淀粉、ＮＳＣ 浓度、可溶性总糖与淀粉的比值（ ＳＳＲ） 在
不同树种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由于不确定整株树木树形特征，本研究仅估算

单位树高的树干木质部中 ＮＳＣ 库的大小，计算公式
如下：

ＮＳＣ ｐｏｏｌ ＝ Ｖ ×ＷＤ ×ＮＳＣ ｃｏｎ

（１）

Ｖ Ⅱ ＝ π（ Ｒ′ ＋Ｒ″） ２ ×Ｌ －πＲ″２ ×Ｌ

（３）

Ｖ Ⅰ ＝ π（ Ｒ ＋Ｒ′ ＋Ｒ″） ２ ×Ｌ －π（ Ｒ′ ＋Ｒ″） ２ ×Ｌ
Ｖ Ⅲ ＝ πＲ″２ ×Ｌ

（２）
（４）

式中：ＮＳＣ ｐｏｏｌ 表示估算的 ＮＳＣ 库大小；Ｖ 代表对应的
木段体积；ＷＤ 为木质密度；ＮＳＣ ｃｏｎ 表示对应的 ＮＳＣ

浓度；Ｖ Ⅰ 表示木质部外侧 ０ ～ ２０ 年部分体积；Ｖ Ⅱ 表
示中段 ２０ ～ ４０ 年部分体积；Ｖ Ⅲ 表示内侧＞４０ 年部分
体积；Ｒ、Ｒ′、Ｒ″分别为不同树芯分段对应的测定长
度；Ｌ 表示单位树高，本文取 １ ｍ，用于分析胸高处 １

ｍ 长木段内的 ＮＳＣ 库大小．另外，由于树木的年龄差

异较大，木质部＞ ４０ 年的内侧部分年轮数量差异较

部分．

文所有统计分析通过 Ｒ 实现 ［１４］ ，采用 Ｏｒｉｇｉｎ 绘图．
２
２ １

结果与分析
不同树种组织器官中 ＮＳＣ 浓度差异

３ 个树种（ 红松、水曲柳和紫椴） 根的可溶性总

糖、淀粉、总 ＮＳＣ 浓度和 ＳＳＲ 差异均不显著．而在树
干韧皮部中，可溶性总糖、ＮＳＣ 浓度、ＳＳＲ 在树种间
均表现出显著差异，但淀粉没有显著差异（ 表 １） ．相
比较而言，红松和水曲柳树干韧皮部可溶性总糖浓
度显著高于紫椴；红松韧皮部中淀粉的浓度显著高
于水曲柳，而红松韧皮部中总 ＮＳＣ 浓度显著高于紫
椴．ＳＳＲ 在水曲柳韧皮部中最高，红松和紫椴均显著
低于水曲柳（ 图 １） ．

所有树木个体木质部的 ＮＳＣ 在 ０ ～ ２０ 年阶段

（ Ⅰ） 与 ２０ ～ ４０ 年（ Ⅱ） 之间无显著差异． 在外侧 ０ ～

２０ 年木质部中，３ 个树种的淀粉浓度显著高于可溶
性总糖浓度（ ＳＳＲ＜１） ，淀粉的浓度决定了总 ＮＳＣ 浓
度的变化趋势．相比较而言，水曲柳可溶性总糖浓度
显著高于红松和紫椴，红松淀粉和ＮＳＣ浓度显著高

图 １ 阔叶红松林 ３ 个主要树种根和韧皮部中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及其组分的浓度
Ｆｉｇ．１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ｎ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ｉｎ ｒｏｏｔｓ ａｎｄ ｓｔｅｍ ｐｈｌｏｅｍ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ｂｒｏａｄ⁃
ｌｅａｆ ｍｉｘｅｄ Ｋｏｒｅａｎ ｐｉｎ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ＳＱＬ： 水曲柳 Ｆｒａｘｉｎｕｓ ｍａｎｄｓｃｈｕｒｉｃａ； ＨＳ： 红松 Ｐｉｎｕｓ ｋｏｒａｉｅｎｓｉｓ； ＺＤ： 紫椴 Ｔｉｌｉａ ａｍｕｒｅｎｓｉｓ． ＰＨ： 树干韧皮部 Ｓｔｅｍ ｐｈｌｏｅｍ； ＲＴ： 根 Ｒｏｏｔ． ｓｕｇａｒｓ： 可
溶性总糖 Ｔｏｔａｌ ｍｏｂｉｌｅ ｓｕｇａｒｓ； ｓｔａｒｃｈ： 淀粉 Ｓｔａｒｃｈ； ＮＳＣ： 总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 Ｎ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ｓ； ＳＳＲ： 可溶性总糖与淀粉的比例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ｓｕｇａｒｓ ｔｏ ｓｔａｒｃｈ．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树种间差异显著（ Ｐ ＜ ０．０５）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 ｃａｓｅ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ｔ ０．０５ ｌｅｖｅｌ． 下同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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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不同分段树干木质部中的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及其组分的浓度
Ｆｉｇ．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ｅ ｒｉｎｇ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Ⅰ： ０ ～ ２０ 年木质部 ０－２０ ｙｅａｒｓ ｓｔｅｍ ｘｙｌｅｍ； Ⅱ： ２０ ～ ４０ 年木质部 ２０－４０ ｙｅａｒｓ ｓｔｅｍ ｘｙｌｅｍ． 下同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于水曲柳和紫椴，而水曲柳 ＳＳＲ 显著高于紫椴和红

２ ２

０ ～ ２０年组织变化趋势相似，ＳＳＲ ＜ １，且水曲柳和紫

溶性糖（ 图 ３） ．在外侧 ０ ～ ２０ 年木质部中，紫椴的总

高于红松，红松的淀粉和 ＮＳＣ 浓度显著高于其他两

在 ２０ ～ ４０ 年的木质部中，紫椴的 ＮＳＣ 库显著高于红

松．在树干 ２０ ～ ４０ 年的木质部中，３ 个树种 ＳＳＲ 与
椴 ＳＳＲ 显著高于红松；水曲柳可溶性总糖浓度显著
个物种（ 图 ２） ．

表 １ 各 器 官 （ 或 组 织） 非 结 构 性 碳 水 化 合 物 及 其 组 分
（ ＮＳＣ） 浓度在树种间的差异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ｎｔｅｒ⁃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ｎ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ｓ （ ＮＳＣ）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ｉｎ 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ｓ （ ｏｒ ｔ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ｔｒｅｅｓ
器官或组织
Ｏｒｇａｎｓ ｏｒ ｔｉｓｓｕｅｓ
根

Ｒｏｏｔ

树干韧皮部
Ｓｔｅｍ ｐｈｌｏｅｍ

０ ～ ２０ 年树干木质部

０－２０ ｙｅａｒｓ ｓｔｅｍ ｘｙｌｅｍ
ｔｉｓｓｕｅ （Ⅰ）

２０ ～ ４０ 年树干木质部

２０－４０ ｙｅａｒｓ ｓｔｅｍ ｘｙｌｅｍ
ｔｉｓｓｕｅ （Ⅱ）

ＮＳＣ 指标
ＮＳＣ ｉｎｄｅｘ

Ｆ

Ｐ

可溶性总糖 Ｓｕｇａｒｓ

０．３７５

０．６９７

ＮＳＣ

１．４６８

０．２７６

淀粉 Ｓｔａｒｃｈ

糖 ／ 淀粉 ＳＳＲ

可溶性总糖 Ｓｕｇａｒｓ

１．３４７
０．９４５

０．３０３

０．４２１

１６．４１０

＜０．００１

９．１３４

０．００６

不同树种树干木质部中的 ＮＳＣ 库

３ 个树种树干木质部中的淀粉库均显著高于可

ＮＳＣ 库显著大于红松，水曲柳与二者没有显著差异；
松，水曲柳最小．４０ 年以上的木质部中，水曲柳和红
松的 ＮＳＣ 库均显著高于紫椴．

虽然树干淀粉库普遍高于糖库，但 ０ ～ ２０ 年和

２０ ～ ４０ 年部分的 ＮＳＣ 库仍然由淀粉和糖库的变化
趋势共同决定，而＞４０ 年木质部的 ＮＳＣ 库则只取决
于淀粉库的大小（ 图 ３） ．

３

讨

论

本研究中，红松、水曲柳和紫椴的 ＮＳＣ（ 包括总

ＮＳＣ、可溶性总糖和淀粉） 和糖 ／ 淀粉比（ ＳＳＲ） 在根
中差异均不显著． 说明阔叶红松林中优势树种的较

０．０５０

大个体对根 ＮＳＣ 的分配比例相似，即具有相似的根

０．００５

部组织运输，所以韧皮部 ＮＳＣ 浓度通常较高，尤其

３６．５６０

＜０．００１

然已经处于生长季后期，但 ３ 个树种的碳合成和运

４４．１３０

＜０．００１

淀粉 Ｓｔａｒｃｈ

７５．８７０

＜０．００１

红松的碳供应水平最高． 以往的相关研究将不同树

糖 ／ 淀粉 ＳＳＲ

１２．９００

０．００２

为 处于主林层的成熟树木一般不受光胁迫，同时因

淀粉 Ｓｔａｒｃｈ
ＮＳＣ

糖 ／ 淀粉 ＳＳＲ

４．０７５
９．５００

可溶性总糖 Ｓｕｇａｒｓ

１３．４３０

ＮＳＣ

１１．７４０

淀粉 Ｓｔａｒｃｈ

糖 ／ 淀粉 ＳＳＲ

可溶性总糖 Ｓｕｇａｒｓ
ＮＳＣ

６．１０７

４６．９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１

碳储存策略．光合产物主要以蔗糖等形式通过韧皮
是可溶性总糖占的比例较高（ ＳＳＲ＞ ２） ，这也说明虽
输仍然很活跃．

综合不同树种韧皮部和木质部 ＮＳＣ 特征可知，

种的 ＮＳＣ 与树木所处的演替阶段联系起来 ［１５－１７］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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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不同分段树干木质部中的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及其组分的库
Ｆｉｇ．３ Ｐｏｏｌ ｓｉｚｅｓ ｏｆ ｎ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ｅ ｒｉｎｇ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Ⅲ： ＞４０ 年木质部＞４０ ｙｅａｒｓ ｓｔｅｍ ｘｙｌｅｍ．

为树体较大，多年累积的 ＮＳＣ 总量也较多，这也解

年部分，各树种均表现为可溶性总糖浓度低于淀粉

部中总是具有最高水平的 ＮＳＣ．此外，这种趋势还可

等 ［２７］ 的研究结果（ 可溶性总糖浓度约 １％，淀粉浓度

释了本研究中红松（ 最大个体） 树干韧皮部和木质
能与树种的物候节律有关（ 这里主要指叶习性） ，每
年春季展叶时，树木各碳储存库中储存的上一年或

过去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老碳库会成为暂时的碳源，
保证树木展叶顺利完成，然后在生长季通过光合作
用生成新碳对原有碳库进行补充

［１８－２２］

． 相对于其他

两个树种，红松受落叶或展叶影响引起的 ＮＳＣ 库波
动相对小．

水曲 柳 的 韧 皮 部 ＳＳＲ 高 于 其 他 两 个 树 种， 而

０ ～ ２０年和 ２０ ～ ４０ 年树干木质部 中 ＳＳＲ 与 紫 椴 相
似，但也高于红松．高 ＳＳＲ 策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
强树木对胁迫环境的抵抗和缓冲能力 ［２３－２６］ ． 相比于
红松，水曲柳和紫椴具有相对高的 ＳＳＲ，可能与树种
特性、以及林分中树木个体的大小和竞争状态有关．

紫椴的个体较小，其平均 ＤＢＨ 为 ３９．３ ｃｍ，其他两物
种均＞６０ ｃｍ． 在木质部外侧 ０ ～ ２０ 年和中段 ２０ ～ ４０

浓度（ ＳＳＲ ＜ １ ） ． 其 中， 可 溶 性 糖 的 结 果 与 于 丽 敏
在 ２％ ～ ３．５％） 和 Ｈｏｃｈ 等 ［１２］ 报道的温带树种树干
ＮＳＣ 浓度（２．０％ ～ ６．５％） 接近．紫椴 ＮＳＣ 在形成层附
近约为 ５．５％，距形成层 ６ ｃｍ 处下降至 ４％ 左右，在
树干内部下降至 ３％ 左右，大体变化趋势与之前研
究结果一致 ［４，１５］ ． 以往研究对紫椴径向木质部进行
了更细致的区分（ 每 ２ ｃｍ 为一个分段） ，发现径向
淀粉浓度总体变化不大 ［１５］ ．本研究中红松 ０ ～ ２０ 年
木质部中可溶性糖浓度较高，可能是由于木射线的
存在，为树干内糖类转移提供了通道 ［６，２８－２９］ ． 另外，
Ｇｅｒａｒｄ 等 ［３０］ 研究发现， 因水分亏缺衰退 的 山 毛 榉
（ Ｆａｇｕｓ ｓｙｌｖａｔｉｃａ） 树干中的 ＮＳＣ 浓度显著低于健康
个体，且树干外侧年轮 ＮＳＣ 在树木衰退后仍能保持
一段时间，而内侧年轮总淀粉浓度显著降低，这也说
明成年树木树干内部木质组织可能存在较大的 ＮＳＣ
库（ 以淀粉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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