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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会仙岩溶湿地典型水生植物
δ13C特征与固碳量估算

章 程,谢运球,宁良丹,玉 宏,汪进良,李 凤

(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国土资源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岩溶动力学重点实验室,广西 桂林541004)

摘 要:为促进目前岩溶碳汇稳定性和速率等科学问题的深入研究,在分析桂林

会仙岩溶湿地主要水生植物碳同位素的基础上,利用基于碳酸酐酶活性与植物碳

同位素值显著正相关的二端元模型,估算了不同植物利用光合作用固定 HCO-3 的

比例。结果表明,湿地核心区沉水植物光合作用固定 HCO-3 碳量在4.86~64.73

tC/(km2·a)之 间,挺 水 植 物 为 15.68~453.01tC/(km2 ·a),平 均 值 为

76.74tC/(km2·a)。按平均值计算会仙湿地水生植物光合作用固定 HCO-3 碳量

为4466.27tC/a,即在会仙湿地岩溶地下河补给的 HCO-3 中约47%被水生植物

光合作用固定。水生植物光合作用固碳效果明显,是碳汇研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

十分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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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水生植物是水域生态系统和湿地生态系统中重

要的组成部分[1]。水生植物与陆生植物最大的区别

在于进行光合作用时具有利用重碳酸盐(HCO-
3 )的

能力。研究发现,大约有50%的沉水植物除了利用

CO2外还使用 HCO-
3 作为无机碳源[2]。水体中的无

机碳一般以3种形态存在,即自由CO2(溶解于水中

分子形式的 CO2和 H2CO3)、离子态的重碳酸盐

(HCO-
3)以及碳酸盐(CO2-3 )。无机碳的3种分布形

态由pH值决定,大多数淡水pH值均高于7,溶解的

无机碳形态主要以 HCO-
3 为主[3]。淡水湖泊的pH

值范围在7.0~8.5之间时,HCO-
3/CO2从4倍增大

到140倍[4],而偏碱性和高含量 HCO-
3 正是岩溶地

下水的显著特征之一。

通过对植物叶子中稳定C同位素的测定,可以

反映植物碳代谢的基本类型[5],植物与环境的基本关

系[6]。对贵州草海湖泊系统的研究表明,水生植物的

光合呼吸作用和有机质的降解对整个湖泊体系的稳

定C同位素组成具有决定性作用[7];林清等[8-9]分析

了沉水植物龙须眼子菜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黄亮

等[10]测定了长江中游9个湖泊水生植物体内C、N、P
及δ13C组成,探讨这些元素在水生植物中分布以及

与所处水环境的关系。本文在论述桂林会仙岩溶湿

地主要水生植物碳同位素的基础上,估算了不同植物

利用光合作用固定 HCO-
3 的比例,有助于目前岩溶

碳汇稳定性和速率等科学问题的深入研究[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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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区概况

会仙岩溶湿地位于桂林市西南部临桂县会仙镇,

距桂林市区约30km(图1),是我国岩溶湿地的典型

代表,也是我国中低纬度低海拔地区最大的自然湿

地,总面积约189km2,湿地核心区水域总面积为

58.2km2[13],年均气温18.8℃,7月平均气温28.3
℃,年均降雨量1894.4mm。湿地水系统水资源输

出总量约为2.73×108m3/a。岩溶地下水是湿地的

主要补给水源。

研究区位于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岩

溶湿地生态系统研究基地西侧(图2)。基地附近水

体基本水化学特征见表1。据调查统计会仙湿地水

生植物共有40科82属134种。主要有水龙、黑藻、

狐尾藻、水蓑衣、华克拉莎、长苞香蒲等32种优势

种[13]。

图1 研究区地理位置

Fig.1 Locationofthestudyarea

表1 研究区东部湿地水体基本水化学特征(单位:mg/L)

Table1 Hydrochemicalcharacteristicsofthewaterintheeasternpartofthewetland(unit:mg/L)

离子组份 pH Ca2+ Mg2+ K+ Na+ HCO-3 Cl- SO2-4 NO-3

含量变幅 7.47~7.51 65.0~72.0 4.17~4.28 3.62~4.04 0.74~0.80170.8~183.06.21~6.5417.89~19.122.82~5.11

平均值 7.49 68.9 4.20 3.82 0.76 177.65 6.39 18.37 4.04

图2 水生植物取样点位置图

Fig.2 Locationmapofaquaticvegetationsampling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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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水生植物取样工作在2011年8月10-12日进

行。在会仙湿地核心区水域共取水生植物样17种

(图2),以沉水植物和挺水植物为主,分别为7种和8
种,浮水植物和湿生植物各1种。将采来的植物清洗

干净,风干,放入塑料袋中,带回实验室后放入烘箱中

在70℃下干燥后,粉碎,混合均匀。样品经无机酸淋

洗去除无机碳,同位素的测定采用燃烧法在Finnigan
MAT公司 MAT253型气体稳定同位素比值质谱计

上进行,C同位素以PDB国际标准报道,实验室的测

定精度是±0.2‰。测试工作由国土资源部岩溶地

质资源环境监督检测中心完成。
水生植物光合作用利用碳酸氢根离子占无机碳

源比例,利用专利(ZL201010247881.9)计算[14]。该

方法基本原理为重碳酸根参与光合作用的比例取决

于碳酸酐酶活性,碳酸酐酶活性与环境相关,碳酸酐

酶活性与植物碳同位素值显著正相关。模型中两个

端元分别为:不利用碳酸氢根的悬铃木叶片δ13C为

-31.56‰,极少利用二氧化碳的小球藻δ13C为

-22.74‰,碳酸酐酶对植物同位素分馏作用在8.
82‰左右。计算公式如下:

δT =δA -fB·δA +fB·δB

式中:δT为被考察植物叶片的碳同位素值;δA为基

本不利用碳酸氢根离子作无机碳源、碳酸酐酶活性极

低的植物的叶片的δ13C值,为-31.56‰;δB为极少

利用二氧化碳作碳源以碳酸氢根离子为主要无机碳

源的微藻的δ13C值,为-22.74‰;fB为植物利用

碳酸氢根离子占无机碳源比例。

3 结果与讨论

从17种代表性植物的δ13C测试结果看,其值变

化在-30.08‰ ~ -18.91‰之间,平均为-26.65
‰(表2),其中狐尾藻的δ13C最大,三棱藨草的δ13C
最小。不同类型植物δ13C碳同位素平均值从高到低

依次为沉水植物(-23.91‰),湿生植物(-27.49
‰),挺水植物(-28.66 ‰),浮水植物(-28.78
‰),略低于长江中游淡水湖泊同类型水生植物δ13C
值[10]。表2的数据表明,会仙湿地水生植物钙含量

多在1%~5%,碳同位素值较高的植物其钙含量往

往也较高,如狐尾藻和茨藻的钙含量均高于10%,分
别为13.36%和17.04%,暗示狐尾藻、茨藻与马来

眼子菜光合作用中对碳起固定作用的碳酸酐酶(CA)
均具有较高的活性[15-16]。它们可能通过碳酸酐酶来

高效催化HCO-
3 和CO2之间的快速转化,从而维持

表2 17种水生植物钙含量与碳同位素特征

Table2 Calciumcontentsandδ13Cvaluesof17subaquaticvegetationspecies

生活型 样品种名 科名 样号 Ca/% δ13C(V-PDB)‰ δ13C平均值/‰

浮水 水龙 柳叶菜科 2 1.60 -28.784 -28.784

金鱼藻 金鱼藻科 1 2.18 -29.307

密齿苦草 水鳖科 3 1.60 -29.41

石龙尾 玄参科 5 5.68 -25.772

沉水 黑藻 水鳖科 6 4.62 -21.781 -23.914

狐尾藻 小二仙草科 7 13.36 -18.905

马来眼子菜 眼子菜科 8 10.28 -21.113

茨藻 茨藻科 9 17.04 -21.109

湿生 柳叶箬 禾本科 13 1.41 -27.488 -27.488

挺水 水蓑衣 爵床科 4 3.07 -28.345 -28.663

萤蔺 莎草科 10 0.89 -29.209

华克拉莎 莎草科 11 1.76 -27.122

水毛花 莎草科 12 2.31 -29.466

长苞香蒲 香蒲科 14 0.95 -29.327

茭白 禾本科 15 1.21 -27.34

野马蹄 莎草科 16 1.12 -28.416

三棱藨草 莎草科 17 3.61 -3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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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光合速率[17-18]。由于 HCO-
3 比溶解CO2富

集13C[19],使得狐尾藻等具有相对较高的碳同位素组

成。有实验[20]表明,岩溶水环境比非岩溶水环境更

有利于藻类生物量的增加;另一方面,Ca2+对藻类生

物的代谢活动有重要的生理意义[21],即藻体在代谢

过程中可吸收水体中的Ca2+。Obst等(2009)[22]利
用透射电子显微镜技术对藻类细胞表面的研究表明,
在高Ca2+浓度的环境下,CaCO3能以多种晶体形态

沉积在藻细胞壁,并且随着水体环境的改变而发生沉

积或溶蚀。
表3为湿地核心区水域8个水生植物群落生物

量统计[13],按水生植物平均含碳量49.7% 计算,固
碳量在25.26~1291.75g/(a·m2)之间,总体上挺

水植物的固碳量比沉水植物固碳量高。

表3 典型水生植物生物量及同位素特征

Table3 Biomassandcarbonisotopevalues

of8typicalsubaquaticvegetations

水生植物群落 δ13C(V-PDB)‰
生物量/

g/(a·m2)

固碳量/

g/(a·m2)

金鱼藻 -29.307 72.58 36.07

密齿苦草 -29.41 57.56 28.61

黑藻 -21.781 50.83 25.26

狐尾藻 -18.905 130.25 64.73

马来眼子菜 -21.113 55.77 27.72

水蓑衣 -28.345 124.15 61.70

华克拉莎 -27.122 2599.1 1291.75

长苞香蒲 -29.327 305.89 152.03

  在水生植物光合作用中,固定的无机碳一部分来

源于CO2,一部分来源于 HCO-
3 ,两者的比例多少

可以利用前述的二端元模型计算[14]。二氧化碳端

(δA)用-31.6‰,考虑到研究区的实际情况,避免出

现fB值大于100%,对于碳酸氢根离子端(δB)直接

利用8种植物中的最大值-18.9‰,则植物利用碳

酸氢根离子占无机碳源比例(fB)计算公式修正如

下:fB= (31.56+δT)/12.66。
据此计算水生植物吸收利用碳酸氢根离子占无

机碳源的比重,结果如表4。
从表4可知,沉水植物光合作用固定 HCO-

3 碳

量在4.86~64.73tC/(a·km2)之间,挺水植物为

15.68~453.01tC/(a·km2),二者的平均值为76.
74tC/(a·km2)。据遥感与实地调查数据,会仙湿地

核心区水域总面积为58.2km2,按平均值计算会仙湿

地 水 生 植 物 光 合 作 用 固 定 HCO-3 碳 量 为

4466.27tC/a。

表4 几种主要水生植物群落fB值

及固定重碳酸根碳量

Table4 ThefBvaluesandcarbon(HCO-
3 )

sequestrationofseveralmainaquaticvegetations

水生植物群落
fB/

%

固碳量/

g/(a·m2)

光合作用固定

HCO-3 碳量/g/(a·m2)*

金鱼藻 17.80 36.07 6.42

密齿苦草 16.99 28.61 4.86

黑藻 77.27 25.26 19.52

狐尾藻 100.00 64.73 64.73

马来眼子菜 82.55 27.72 22.88

水蓑衣 25.40 61.70 15.68

华克拉莎 35.07 1291.75 453.01

长苞香蒲 17.65 152.03 26.83

平均值 46.59 210.98 76.74

*相当于水域的tC/(a·km2)

  会仙湿地水系统年水资源输出总量为273365
245m3。若以补给源之一的冯家村西侧狮子潭地下

河出口2012年9月8-11日 HCO-
3 含量平均值2.

92mmol/L计,则HCO-
3 年输入量为48691.82t/a,

即9578.72tC/a。狮子潭沉水植物区昼夜监测结果

表明沉水植物光合作用消耗的 HCO-
3 每昼夜为21.

36kg,约占输入量的27.8%。推算湿地核心区沉水

植物光合作用固定 HCO-
3 碳量为2662.88tC/a,则

挺水及浮水植物光合作用固碳量为1803.39tC/a,
即会仙湿地沉水植物和挺水植物光合作用固碳量占

水生植物光合作用总固碳量的比例分别为60%和

40%。比较4466.27tC/a和9578.72tC/a两个数

值可得出会仙湿地由岩溶地下河补给的 HCO-
3 中平

均46.6%被水生植物光合作用转化为有机碳固定下

来。这一数值略小于贵州草海58.8%的比例[23],但
与文献[24]报道的基本一致。

4 结 论

会仙岩溶湿地主要水生植物碳同位素值变化在

-30.08‰ ~ -18.91‰之间,平均为-26.65‰,
以沉水植物狐尾藻的δ13C最大,挺水植物三棱藨草

的δ13C最小。湿地核心区沉水植物光合作用固定

HCO-
3 碳量在4.86~64.73tC/(a·km2)之间,挺水

植物为15.68~453.01tC/(a·km2),平均值为76.
74tC/(a·km2)。按平均值计算会仙湿地水生植物

光合作用固定 HCO-
3 碳量为4466.27tC/a,即会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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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由岩溶地下河补给的 HCO-
3 中约47%被水生

植物光合作用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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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ofδ13Cintypicalaquaticplantsandcarbon
sequestrationintheHuixiankarstwetland,Guilin

ZHANGCheng,XIEYun-qiu,NINGLiang-dan,YUHong,WANGJin-liang,LIFeng
(KarstDynamicsLaboratory,MLR/Guangxi,InstituteofKarstGeology,CAGS,Guilin,Guangxi541004,China)

Abstract:Currently,thestabilityandthevelocityofkarstcarbonsinkaretwomajorscientificquestionsur-
gentlyneedtobeanswered.Characteristicsofδ13CinmajoraquaticvegetationsintheHuixiankarstwetland
arediscussedinthispaper,andthepercentagesofphotosyntheticcarbonfixationareestimatedbymeansof
double-metamodelinwhichremarkablepositiverelationshipispresentedbetweencarbonateanhydraseactiv-
ityandthevalueofplantcarbonisotope.TheHuixiankarstwetland,locatedinHuixiantown,Linguico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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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and30kmawayfromGuilincity,isthelargestnaturalwetlandinlow-altitudeareaofsubtropicalzoneof
China.Thewetlandismainlysourcedbykarstgroundwater.Tounderstandthecharacteristicsofδ13Cvalue
indifferentaquaticplants,aquaticplantsamplingisconductedon10-12,August,2011,and17aquatic
plantsarecollectedinthecorezoneofthiskarstgroundwater-fedwetlandandtheirδ13Careanalyzed.The
δ13Cvaluesvariedfrom -30.08‰to-18.91‰ withanaverageof-26.65‰,inwhichthemaximumisin
watermifoilandtheminimumisinscripustriqueter.Themeanδ13Cvaluesofvariousplantsindescending
orderare-23.91‰ (submergedplant),-27.49‰ (hydrophyte),-28.66‰ (emergentplant),-28.78‰
(floatingplant)respectively.TheresultsshowthatthevaluesofHCO3-carbonsequestrationrangefrom4.
86to64.73tC/km2·aforsubmergedplantsandfrom15.68to453.01tC/km2·aforemergedplantsre-
spectivelyincorezoneofthewetlandwithameanvalueof76.74tC/km2·a.Furthermore,thefixedHCO-

3

carbonconsumedbyphotosynthesisisestimatedtobe4466.27tC/ausingthismeanvalue,i.e.,approxi-
mately47%ofHCO-

3fedbykarstundergroundstreamsareconsumedbyaquaticvegetationphotosynthesis
inthewetland.Remarkableeffectofcarbonfixationbyaquaticplantshowsthatthephotosynthesisofaquat-
icplantscannotbeneglectedinkarstcarbonsinkstudy,especiallyfornetcarbonsinkestimationinkarstre-
gion.
Keywords:aquaticvegetation;carbonisotope;karstwetland;carbonfixation;Huixian,Gui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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