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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三种优势植物生物量分配的变化规律
王九峦1，马玉寿2*，陈立同3

( 1． 青海大学 畜牧兽医科学院，西宁 810016; 2． 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西宁 810016;

3．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高原生物适应与进化重点实验室，西宁 810008 )

摘 要: 该研究利用 4 个由高到低不同海拔的同质园实验，以青藏高原高寒草地优势植物垂穗披碱草( Elymus
nutans) 、矮嵩草( Kobresia humilis) 和珠芽蓼( Polygonum viviparum) 为对象，分析了植物个体根、茎、叶生物量分

配及根冠比的变化规律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 1) 植物个体根、茎、叶质量比和根冠比具有显著的种间差

异; 与垂穗披碱草和珠芽蓼相比，矮嵩草具有显著较高的根质量比而叶、茎质量比较低，所以其根冠比较高。
( 2) 在向低海拔移栽的过程中，珠芽蓼叶质量比保持不变，茎质量比显著降低而根质量比显著升高，根冠比表

现出显著上升的趋势; 垂穗披碱草则相反，即叶、茎质量比显著升高而根质量比显著降低，根冠比表现出显著

下降的趋势; 矮嵩草根、茎、叶质量比和根冠比则无显著变化。( 3) 随着海拔降低，年均气温明显升高而年均

降雨量明显降低，且在植物个体种源地和土壤基质保持一致的条件下，向低海拔移栽过程中温度是导致珠芽

蓼根、茎、叶生物量分配及根冠比变化的重要因素，而水分是垂穗披碱草根、茎、叶生物量分配及根冠比变化的

重要驱动因素; 矮嵩草根、茎、叶生物量分配及根冠比受其遗传因素影响较大。因此，在将来暖干化的背景下，

青藏高原高寒草地植物生物量的分配将会发生改变，导致它们对资源( 光照、水分和土壤养分) 获取和利用的

变化而改变它们的种间关系，从而影响群落的物种多样性与组成，最终可能导致生态系统功能的变化。
关键词: 生物量分配，叶质量比，茎质量比，根质量比，根冠比，高寒草地，同质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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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in biomass allocation to leaves，stems and roots
of three dominant alpine species from the Tibetan Plateau

WANG Jiu-Luan1，MA Yu-Shou2*，CHEN Li-Ton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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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using four common gardens from high to low elevations，we examined the shifts in the biomass
allocation to leaves，stems and roots of three dominant species Elymus nutans，Kobresia humilis and Polygonum vivipa-
rum in alpine grasslands on the Tibetan Plateau，and explored whether this changes were controlled by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or by the genetic factors． In 2012，using three dominant species in alpine grasslands from the same provenance，

we established four common garden experiments in Dawu，Guoluo; the Haibei Station，Haibei; Xining and Yuz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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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zhou from high to low altitudes． We used the mass fraction of leaves ( LMF) ，stems ( SMF) ，roots ( ＲMF) and shoot
to root ratios ( Ｒ/S ratio ) individually as the variables to describe plant allocation． Our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 1)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biomass allocation to leaves，stems，roots and Ｒ /S ratios among three spe-
cies examined; compared to Elymus nutans and Polygonum viviparum，Kobresia humilis had a higher ＲMF but lower
LMF and SMF，and thus a higher Ｒ /S ratio． ( 2) During the transplantation from high to low altitudes，for Polygonum
viviparum，SMF apparently decreased while ＲMF significantly increased，but LMF had no changes，leading Ｒ /S ratios
to have an increasing trend; by contrast，for Elymus nutans，LMF and SMF markedly increased while ＲMF significantly
declined，which led Ｒ /S ratio to having a decreasing trend． ( 3) since mean annual temperature increases and mean an-
nual precipitation decreased from high to low elevations，and there were the same plant origin and soil matrix among four
common gardens，temperature was the main factor driving the shifts of biomass allocation to leaves，stems，roots of Po-
lygonum viviparum，by contrast，water availability was the primary factor driving the shifts of biomass allocation to leav-
es，stems，roots of Elymus nutans，whereas the changes in biomass allocation to leaves，stems，roots of Kobresia humilis
was controlled by its genetic effects． Therefore，under the future warmer and drier conditions，the biomass allocation to
leaves，stems，roots of plant species in alpine grasslands would shift，and this shift would change the acquisition and uti-
lization of resources ( such as light，water and soil nutrients) and further change interspecific interactions，and would
lead to changes in community diversity and species composition，and even ecosystem functioning．
Key words: biomass allocation，leaf mass fraction ( LMF) ，stem mass fraction ( SMF) ，root mass fraction ( ＲMF) ，

root to shoot ratio ( Ｒ/S ratio) ，alpine grassland，common garden

根、茎、叶是维管植物最重要的器官，它们对植

物的生长分别起着不同但却至关重要的作用。叶是

植物吸收光以进行光合作用固定碳的重要器官，茎

主要起着提供机械支撑，也是植物运输水分、养分的

重要通道，而根则是植物吸收水分与养分的器官。
根、茎、叶相对生物量的大小( 或比例) ，称之为生物

量分配，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植物发育阶段、
土壤养分状况、生长环境条件、环境干扰 ( 如放牧)

的变化而发生改变，而且不同植物物种之间也存在

显著差异( 任海彦等，2009; 赵彬彬等，2009; Ma et
al，2010; 武高林，2010; Poorter et al，2012; 徐波

等，2013; Ｒeich et al，2014; Poorter et al，2015; 王

银柱等，2015) 。因此，准确定量研究植物根、茎、叶
生物量分配比例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不仅对深入理

解植物的适应和进化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有助于精

确估算生态系统地下碳的分配以及全球碳循环的模

拟( Ｒeich et al，2014) 。作为“地球第三极”，青藏高

原是全世界最高、最大的高原，平均海拔在4 000 m
以上，面积达 2．5×106 km2。由于高海拔、低温的显

著特征，青藏高原形成了北半球中纬度地区独特而

脆弱的高寒生态系统，对全球变暖表现出极其强烈

的敏感性( Chen et al，2013) 。在过去的近 50 a 里，

青藏高原经历了普遍而明显的变暖趋势。自 20 世

纪 60 年代开始其气温以每 10 a 0．2 ℃ 的速率而升

高，并且从 2000 年开始青藏高原变暖的趋势越来越

强( Liu ＆ Chen，2000; Yao et al，2012; Chen et al，
2013) 。在模拟全球变暖的条件下，国内外学者在

青藏高原高寒草地地上净初级生产力( Wang et al，
2012) 、凋落物分解( Luo et al，2010) 、群落物种多样

性( Klein et al，2004; Wang et al，2012) 、植物繁殖

输出( Liu et al，2012; Dorji et al，2013) 、动植物的

营养级 关 系 和 分 解 者 的 食 物 网 关 系 ( Liu et al，
2011; Wu et al，2011) 以及植物开花物候( Wang et
al，2014) 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然而，在增

温情况下，目前对植物根、茎、叶生物量分配方面的

研究还相对较缺乏( 石富孙等，2010) 。
同质园( common garden) 实验是植物生理生态

学中一种传统而经典的控制比较实验方法，即把不

同生境生长的植物个体移栽至同一实验地点，或把

同一生境的植物个体移栽至不同的实验地点，研究

植物生理与形态特征的变异是受环境因素的影响还

是受其遗传因素的影响。沿环境梯度变化而建立的

同质园实验可以模拟植物对将来全球变化的响应，

如高海拔生长的植物个体向低海拔进行移栽，可以

模拟植物对未来全球变暖的响应与适应。
本研究利用由高到低 4 个不同海拔高度的同质

园实验，以模拟未来全球变暖的情景，以青藏高原高

寒草地优势植物物种垂穗披碱草 ( Elymus nutans) 、
矮 嵩 草 ( Kobresia humilis ) 和 珠 芽 蓼 ( Polygonum
viviparum) 为研究对象，分析根、茎、叶生物量分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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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规律。拟探讨以下 2 个问题: ( 1) 植物根、茎、
叶生物量分配是否具有种间差异? ( 2) 在向低海拔

的移栽过程中，植物根、茎、叶生物量分配是如何变

化的? 这种变化是受遗传因素的影响，还是受环境

因子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 同质园( common garden) 实验设计与建立

2010 年 8 月中旬，在果洛藏族自治州大武镇附

近的高寒草地选择垂穗披碱草 ( Elymus nutans) 、矮

嵩草( Kobresia humilis) 和珠芽蓼 ( Polygonum vivipa-
rum) 3 种优势植物物种。每种植物选择 40 株高度

均一的个体进行移栽，移栽的植物个体种植在花盆

中，每个花盆种植 1 株，花盆底部内径 15．0 cm、顶部

内径 23．5 cm、高度 16．5 cm，基质材料为按 1 ∶ 1 混

合的珍珠岩与泥炭土。在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

研究所三江站( 果洛州大武镇，简称“果洛”) ，为了

保持花盆内温湿度的稳定性并与种源地一致，移栽

后种植植物个体的花盆深埋于土壤中，保持花盆顶

部高出地面 1． 5 cm。经过一年多的移栽适应，于

2012 年 6 月上旬将 3 种植物个体分别向中国科学

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海北站( 简称“海北”) 、中国

科学院 西 北 高 原 生 物 研 究 所 ( 西 宁 市，简 称“西

宁”) 、兰州大学榆中校区( 简称“兰州”) 进行移栽，

每个植物个体移栽 10 株( 盆) 。
在果洛( 34°29．35' N，100°13．97' E，Alt． 3 703

m) 、海北( 37°37' N，101°12' E，Alt． 3 200 m) 、西宁

( 36°37．68' N，101°45．065' E，Alt． 2 250 m) 和兰州

大学 榆 中 校 区 ( 35° 56． 61' N，104° 09． 079' E，

Alt． 1 750 m) 建立 4 个移栽实验，即 4 个不同海拔

高度的同质园实验; 4 个同质园实验地点的年均气

温和降 雨 分 别 是 － 0． 62 ℃ /501 mm、0． 73 ℃ /446
mm、6．62 ℃ /377 mm 和 8．28 ℃ /351 mm，表明随着

移栽地点海拔高度的降低，年均气温呈现升高的变

化趋势，而年均降雨则表现出降低的变化趋势。4
个实验地点 1950—2000 年的年均气温和降雨量数

据来自 WorldClim 全球气候数据库 ( Hijmans et al，
2005) 。
1．2 植物个体根、茎、叶生物量分配的测定

植物个体根、茎、叶生物量分配参数，采用植物

个体根、茎、叶器官的质量所占该个体总质量的比例

( Poorter et al，2012) 。具体而言，根质量所占个体

总质量的比例称之为根质量比 ( root mass fraction，

ＲMF) ，叶质量所占个体总质量的比例称之为叶质

量比( leaf mass fraction，LMF) ，茎质量所占个体总

质量的比例称之为茎质量 比 ( stem mass fraction，

SMF) 。测定植物地下( 根) 和地上( 叶和茎) 的质量

比例，称之为根冠比( root to shoot ratio，Ｒ /S ratio) 。
2014 年 8 月，测定了果洛、海北、西宁和兰州 4 个同

质园实验地点垂穗披碱草、矮嵩草、珠芽蓼 3 种优势

植物个体的总质量以及根、茎、叶各器官的质量，计

算了根、茎、叶生物量分配的参数叶质量( LMF) 、茎
质量( SMF) 、根质量( ＲMF) 及根冠比( Ｒ /S ratio) 。
1．3 数据统计与分析

为满足正态分布和方差齐性，在方差分析前对

生物量分配参数叶质量 ( LMF) 、茎质量 ( SMF) 、根

质量( ＲMF) 以及根冠比( Ｒ /S ratio) 进行 Log10 对数

转化。首先，利用双因素方差分析( two-way analysis
of variance，ANOVA) 检验物种和同质园实验地点对

生物量分配参数叶质量 ( LMF) 、茎质量 ( SMF) 、根

质量( ＲMF) 及根冠比( Ｒ /S ratio) 的影响。其次，采

用单 因 素 方 差 分 析 (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检验同质园实验地点生物量分配参数的种

间差异，以及单个物种生物量分配参数在 4 个同质

园实验地点的差异。方差分析中，采用“Duncan”进

行多重比较。用 SPSS 19．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用

SigmaPlot 11．0 软件绘制图。

2 结果与分析

2．1 植物根、茎、叶生物量分配的种间差异

从表 1 可以看出，植物个体根质量比 ( ＲMF) 、
茎质量比( SMF) 、叶质量比( LMF) 生物量分配以及

根冠比( Ｒ /S ratio) 在种间具有显著差异，而且植物

个体 SMF、ＲMF 和 Ｒ /S ratio 的差异也与同质园实验

地点具有显著关系。这是因为物种与同质园实验地

点对 SMF、ＲMF 和 Ｒ /S ratio 具有交互作用。
在果洛和兰州同质园实验地点，LMF 在珠芽

蓼、垂穗披碱草和矮嵩草之间无显著差异; 而在海北

同质园实验地点，珠芽蓼和垂穗披碱草的 LMF 显著

高于矮嵩草，在西宁同质园实验地点，垂穗披碱草和

矮嵩草的 LMF 显著高于珠芽蓼( 表 2) 。在果洛同

质园实验地点，珠芽蓼和垂穗披碱草的 SMF 显著高

于矮嵩草; 在海北同质园实验地点，珠芽蓼的 SMF
最高，垂穗披碱草次之，矮嵩草最低; 在西宁同质园

077 广 西 植 物 37 卷



表 1 物种和同质园实验地点对植物个体根、茎、叶生物量分配以及根冠比影响的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Table 1 Ｒesults of two-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 ANOVA) for LMF，SMF，ＲMF and Ｒ /S

ratio of the individual plant by using species and site as main factors

来源
Source

自由度
df

叶质量比
LMF

F P

茎质量比
SMF

F P

根质量比
ＲMF

F P

根冠比
Ｒ /S ratio

F P

物种
Species

2 7．14 ＜ 0．01 138．09 ＜ 0．001 72．73 ＜ 0．001 61．33 ＜ 0．001

地点
Site

3 1．78 0．173 6．32 ＜ 0．05 0．37 0．777 0．16 0．920

物种×地点
Species × Site

6 1．64 0．171 8．30 ＜ 0．001 4．71 ＜ 0．01 3．34 ＜ 0．05

表 2 植物个体根、茎、叶生物量分配以及根冠比在每个同质园实验地点的种间比较 ( 平均值 ± 标准差)
Table 2 Comparisons of LMF，SMF，ＲMF and Ｒ /S ratio of the individual plant

between species at each common garden site ( x ± s)

移栽地点
Transplantation

site

生物量分配参数
Biomass allocation
parameter

植物物种 Species

珠芽蓼
Polygonum viviparum

垂穗披碱草
Elymus nutans

矮嵩草
Kobresia humilis

兰州
Lanzhou

叶质量比 LMF 0．099 ± 0．017a 0．161 ± 0．008a 0．066 ± 0．008a

茎质量比 SMF 0．104 ± 0．031b 0．280 ± 0．038a 0．064 ± 0．017b

根质量比 ＲMF 0．797 ± 0．037a 0．559 ± 0．036b 0．870 ± 0．013a

根冠比 Ｒ /S ratio 4．317 ± 1．089a 1．299 ± 0．200b 6．854 ± 0．774a

西宁
Xining

叶质量比 LMF 0．104 ± 0．012b 0．187 ± 0．011a 0．121 ± 0．022a

茎质量比 SMF 0．065 ± 0．016b 0．215 ± 0．005a 0．016 ± 0．007c

根质量比 ＲMF 0．831 ± 0．027a 0．598 ± 0．011b 0．864 ± 0．024a

根冠比 Ｒ /S ratio 5．409 ± 1．027a 1．492 ± 0．067b 7．043 ± 1．396a

海北
Haibei

叶质量比 LMF 0．112 ± 0．004a 0．127 ± 0．017a 0．076 ± 0．014b

茎质量比 SMF 0．114 ± 0．012a 0．034 ± 0．021b 0．021 ± 0．004c

根质量比 ＲMF 0．775 ± 0．013b 0．569 ± 0．027c 0．904 ± 0．010a

根冠比 Ｒ /S ratio 3．482 ± 0．250b 1．348 ± 0．145c 9．668 ± 1．273a

果洛
Guoluo

叶质量比 LMF 0．115 ± 0．005a 0．120 ± 0．018a 0．092 ± 0．009a

茎质量比 SMF 0．206 ± 0．055a 0．176 ± 0．048a 0．001 ± 0．001b

根质量比 ＲMF 0．679 ± 0．058b 0．704 ± 0．041b 0．907 ± 0．009a

根冠比 Ｒ /S ratio 2．305 ± 0．524b 2．504 ± 0．479b 9．903 ± 0．944a

注: 不同字母表示种间的均值之间有显著差异 ( Duncan 多重比较检验，P ＜ 0．05) 。
Note: Different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species ( Duncan post hoc test，P＜0．05) ．

实验地点，垂穗披碱草的 SMF 最高，珠芽蓼次之，矮

嵩草最低; 在兰州同质园实验地点，垂穗披碱草的

SMF 显著高于珠芽蓼和矮嵩草。在果洛同质园实

验地点，矮嵩草的 ＲMF 和根冠比显著高于珠芽蓼和

垂穗 披 碱 草; 在 海 北 同 质 园 实 验 地 点，矮 嵩 草 的

ＲMF 和根冠比最高，珠芽蓼次之，垂穗披碱草最低;

在西宁和兰州同质园实验地点，矮嵩草和珠芽蓼的

ＲMF 和根冠比显著高于垂穗披碱草。
2．2 植物根、茎、叶生物量分配在同质园实验地点间

的变化

由种源地果洛向海北、西宁和兰州移栽的过程

中，海拔相应地依次降低，在随着海拔降低的移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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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在向低海拔移栽的过程中，珠芽蓼叶质量比、茎质量比、根质量比和根冠比的变化规律( 平均值 ± 标准差)

及单因素方差分析 不同字母表示移栽地点的均值之间有显著差异( Duncan 多重比较检验，P ＜ 0．05) 。下同。
Fig． 1 Changes in LMF ( A) ，SMF ( B) ，ＲMF ( C) and Ｒ /S ratio ( D) in Polygonum viviparum during the transplantation

from high to low elevation ( x ± s) ，and the results of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 ANOVA) for
LMF，SMF，ＲMF，and Ｒ /S ratio by using site as a main factor Different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ransplantation sites ( Duncan post hoc test，P＜0．05) ． The same below．

程中，3 种优势植物物种珠芽蓼、垂穗披碱草和矮嵩

草植物个体根、茎、叶生物量分配及根冠比表现出显

著不同的变化趋势。对珠芽蓼而言，向低海拔移栽

过程中，叶质量比保持不变 ( 图 1: A) ，茎质量比显

著降低( 图 1: B) 而根质量比显著升高( 图 1: C) ，根

冠比表现出显著上升的趋势( 图 1: D) 。然而，对垂

穗披碱草而言，叶质量比和茎质量比则显著升高

( 图 2: A，B) ，而根质量比则显著降低( 图 2: C) ，根

冠比表现出显著下降的趋势 ( 图 2: D) 。但对矮嵩

草而言，在向低海拔移栽过程中，仅仅茎质量比显著

增加( 图 3: B) ，而叶质量比、根质量比及根冠比无显

著变化( 图 3: A，C，D) 。

3 讨论与结论

3．1 植物根、茎、叶生物量分配的种间差异

Poorter et al ( 2012) 认为草本双子叶植物一般

比草本单子叶植物有较高的叶质量比。然而，在 4

个同质园实验地点，我们发现珠芽蓼 ( 草本双子叶

植物) 、垂穗披碱草( 草本单子叶植物) 和矮嵩草( 草

本单子叶植物) 叶质量比并无显著差异。生长于高

纬度、高海拔低温环境下的植物一般会向根分配更

多的生物量，即具有较高的根质量比( Jackson et al，
1996; Cairns et al，1997; Gill ＆ Jackson，2000;

Schenk ＆ Jackson，2002; Vogel et al，2008; Luo et
al，2012; Poorter et al，2012) 。这可能由于低温不

仅限制植物地上部分( 叶和茎) 的生长，而且还降低

土壤养分循环速率和土壤溶液的流动从而限制养分

对植物的供给，因此较高的根质量比是植物对低温

生境下低土壤养分供给的一种适应性进化的结果

( Vancleve et al，1983; Vancleve et al，1993; Ｒeich
et al，1997; Krner，1999; Gill ＆ Jackson，2000) 。
与该观点一致，我们发现典型高寒草甸优势植物矮

嵩草具有较高的根质量比( 0．864 ～ 0．907 g·g-1 ) ，

而且根、茎、叶生物量分配并不随着由高到低移栽地

点的变化而发生改变。这表明矮嵩草根茎叶生物量

277 广 西 植 物 37 卷



图 2 在向低海拔移栽的过程中，垂穗披碱草叶质量比、茎质量比、根质量比以及
根冠比的变化规律 ( 平均值 ± 标准差) 及单因素方差分析

Fig． 2 Changes in LMF ( A) ，SMF ( B) ，ＲMF ( C) and Ｒ /S ratio ( D) in E． nutans during the transplantation from
high to low elevations ( x ± s) ，and the results of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 ANOVA)

for LMF，SMF，ＲMF，and Ｒ /S ratio by using site as a main factor

分配已对高海拔低温的生境产生了遗传适应性。
3．2 植物根、茎、叶生物量分配的海拔变化规律及驱

动因素

利用由高到低 4 个不同海拔高度的同质园实

验，我们研究了青藏高原高寒草地 3 种优势物种珠

芽蓼、垂穗披碱草和矮嵩草根、茎、叶生物量分配的

变化，结果表明在向低海拔移栽过程中珠芽蓼和垂

穗披碱草根、茎、叶生物量分配和根冠比表现出明显

的变化规律，但是矮嵩草根、茎、叶生物量分配和根

冠比则没有明显的变化规律。在 4 个同质园实验地

点，因为每个物种的植株个体均来自同一种源地，并

种植在相同的基质上，这表明珠芽蓼和垂穗披碱草

根、茎、叶生物量分配变化主要是受环境因素 ( 温

度、降雨) 而不是遗传因素的影响，而矮嵩草根、茎、
叶生物量分配的变化则主要受其遗传因素的影响。

对珠芽蓼而言，在向低海拔移栽过程中( 模拟增

温的情景) ，叶质量比无显著变化，茎质量比显著降

低，而根质量比显著增加，因此根冠比显著增加，表明

珠芽蓼向地下分配更多的生物量。这与石富孙等

( 2010) 在川西北高寒草地对尼泊尔酸模( Ｒumex ace-
tosa) 和鹅绒委陵菜( Potentilla anserine) 的增温研究结

论一致。我们推测由增温而引起的轻度水分胁迫可

能导致了高寒植物向地下分配更多的生物量，从而有

利于植物对水分的吸收。从高到低的移栽过程中，同

质园实验地点的年平均气温表现出升高的趋势( －
0．62～8．28 ℃ ) ，而年均降雨量则呈现出明显降低趋势

( 501～351 mm) ，向低海拔移栽过程中植物可能会受

到轻度的水分胁迫。Poorter et al( 2012) 认为水分胁

迫会增加植物根的 ＲMF，尤其是在水分胁迫比较严

重的情况。珠芽蓼是典型高寒草甸植物，不耐干旱，

适生于潮湿的高山生境。在向低海拔的移栽过程中，

由于水分胁迫的严重影响，珠芽蓼的生长受到了极大

制约，从而导致茎的质量比显著降低而根的质量比显

著增加，最终其根冠比显著增加。因此，在向低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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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在向低海拔的移栽过程中，矮嵩草叶质量比、茎质量比、根质量比
及根冠比的变化规律 ( 平均值 ± 标准差) 及单因素方差分析

Fig． 3 Changes in LMF ( A) ，SMF ( B) ，ＲMF ( C) and Ｒ /S ratio ( D) in Kobresia humilis during the transplantation from
high to low elevations ( x ± s) ，and the results of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 ANOVA)

for LMF，SMF，ＲMF，and Ｒ /S ratio by using site as a main factor

的移栽过程，年平均降雨量是导致珠芽蓼根、茎、叶生

物量分配变化的重要环境因子。
对垂穗披碱草而言，在向低海拔移栽的过程中，

叶质量比和茎质量比显著升高，而根质量比比显著

降低，因此根冠比显著降低，表明垂穗披碱草向地下

分配较少的生物量。垂穗披碱草是禾本科披碱草属

中分布最广、最为常见的短期型多年生禾草，抗旱能

力强，根系入土深度为 88～100 cm，能利用土壤中的

深层水。尽管向低海拔的移栽过程中年均降雨量明

显降低，由于垂穗披碱草较强的抗旱能力，水分的变

化可能不是影响其根、茎、叶生物量分配的主要环境

因子。由于随着海拔的降低，温度的升高可能促进

了垂穗披碱草的生长，从而导致其叶质量比和茎质

量比 的 显 著 升 高，而 根 质 量 比 显 著 降 低。这 与

Poorter et al( 2012) 的观点相一致，即低温会降低植

物叶的质量比和茎的质量比，而增加根的质量比，因

此，在向低海拔的移栽过程，温度是垂穗披碱草根、
茎、叶生物量分配变化的重要环境驱动因素。

利用 4 个由高到低不同海拔的同质园实验，我

们发现青藏高原高寒草地 3 种优势植物垂穗披碱

草、矮嵩草和珠芽蓼根、茎、叶生物量分配具有显著

的种间差异，即矮嵩草具有较高的根质量比和根冠

比，并且在向低海拔移栽的过程中它们根、茎、叶生

物量分配和根冠比也表现出明显不同的变化趋势，

即垂穗披碱草茎、叶质量比显著升高，而根质量与根

冠比显著降低，而珠芽蓼则恰恰呈现出相反的变化

趋势，然而矮嵩草根、茎、叶生物量的分配保持不变。
进一步分析表明，温度是珠芽蓼根、茎、叶生物量分

配发生变化的主导因素，水分则是导致垂穗披碱草

根、茎、叶生物量分配变化的主要因子，而矮嵩草根、
茎、叶生物量分配则受其遗传因素的支配。因此，在

未来暖干化的影响，青藏高原高寒草地植物根、茎、
叶生物量分配的变化可能会改变群落物种多样性和

组成，进而会影响生态系统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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