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３５卷第３期２５７～２６５页
２０１７年５月

　　　　　　　　　　　　　　 山　地　学　报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３５，Ｎｏ３ｐｐ２５７～２６５
Ｍａｙ，２０１７

收稿日期（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ｄａｔｅ）：２０１６－０９－２６；改回日期（Ａｃｃｅｐｔｅｄ）：２０１６－１１－２９。

基金项目（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ｉｔｅ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３１２７０４９８，３１５７０４４５）［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３１２７０４９８，

３１５７０４４５）］

作者简介（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吴俊威（１９９２－），男，籍贯：福建省福州市，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森林生态研究。［ＷｕＪｕｎｗｅｉ（１９９２－），ｍａｌｅ，Ｆｕｚｈｏｕ，

Ｆｕｊｉａｎ，Ｍ．Ｓｃ．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ｆｏｒｅｓｔｅｃｏｌｏｇｙ．］Ｅ－ｍａｉｌ：２４１７２８８１５１＠ｑｑ．ｃｏｍ

通信作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ａｕｔｈｏｒ）：杨万勤（１９６９－），男，博士，教授，主要从事森林生态、土壤生态、恢复生态等方面研究工作。［ＹａｎｇＷａｎｑｉｎ

（１９６９－），ｍａｌｅ，Ｐｈ．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ｆｏｒｅｓｔｅｃｏｌｏｇｙ，ｓｏｉｌ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Ｅ－ｍａｉｌ：ｓｃｙａｎｇｗｑ＠１６３．ｃｏｍ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２７８６－（２０１７）３－２５７－０８

ＤＯＩ：１０．１６０８９／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８－２７８６．０００２２４

降雨季节川西高山森林溪流硫分布与输出特征

吴俊威１，杨万勤１，２，梁子逸１，杨 帆１，张 钰１

（１．四川农业大学 生态林业研究所 林业生态工程四川省重点实验室，成都６１１１３０；

２．高山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成都６１１１３０）

摘　要：硫随森林溪流水体流动是生态系统硫源汇过程的重要内容，是认识森林 －水体连续体中物质循环和能量
流动的重要组分。为了了解森林溪流硫输出的潜在能力，以川西典型高山森林为研究对象，于２０１５年７月溪流径
流量最大的降雨季节，在集水区４．３１ｋｍ２的范围内，调查了所有１５条溪流从源头到入河口的硫变化特征和输出特
征。结果表明，调查区域中，所有溪流水体中总硫贮量为５９８．５７ｇ，单位溪流面积贮量为０．７８ｇ·ｍ－２，溪流沉积物
中总硫贮量为１７６．１８ｋｇ，单位溪流面积沉积物硫贮量为０．２３ｋｇ·ｍ－２。单位集水区面积和单位溪流面积总硫输
出量分别为０．０２和 １０４．５５ｇ·ｍ－２·ｄ－１，集水区潜在最大年总硫输出量为７．３ｇ·ｍ－２·ｙ－１。溪流中硫含量的检
出限在０．１２－２．４６ｕｇ·ｍｌ－１之间，入河口硫含量占源头的比值在０．４０－４．８２之间，均值为１．２７。溪流入河口硫贮
量占源头贮量的比值在０．４５－８．５５之间，所有森林溪流入河口硫贮量占源头贮量比值平均为１．７９。这意味着，森
林溪流从源头到入河口的汇流过程中硫贮量在逐渐累积。这些结果为深入认识高山森林硫的迁移途径及其对下

游生态系统的潜在影响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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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硫是蛋白质的重要组成元素，对生物体的生命
活动具有重要意义［１］，其迁移过程是生态系统物质

循环与能量流动的重要内容。目前，国内外相关研

究更加关注人类活动导致的硫在陆地与大气间的迁

移转换过程，更加关注以硫为主体的“酸雨”对人类

生活的影响，而忽略了硫作为生物必需元素在生态

系统中的转移［２－４］。森林溪流作为联系森林生态系

统和水生生态系统的重要纽带，水体流动和物质沉

积过程往往伴随着森林系统中物质的转移和输

出［５－６］。已有的研究表明，硫可以通过大气沉降、基

质风化和矿化、降水淋溶和生物有机体腐解等形式

随着降水、地表径流和壤中流等进入森林溪流，并随

着溪流水体的输出和沉积物的形成成为森林生态系

统硫输出和转移的重要过程［７－８］。然而，森林溪流

的水体环境特征以及从源头到溪流入河口的汇流过

程可能显著影响硫的输出。一般地，流速较快且流

量较大的溪流，硫的输出量可能更大，但水体和沉积

物硫含量可能更小；水体面积较大的溪流中水体和

沉积物中硫含量可能均比较大。同时，由于硫元素

的生物吸收性，其在源头到入河口的汇集过程中可

能受到溪流环境特征和生物特征的影响。可见，森

林溪流硫的输出、迁移及其汇流特征并不明确，极大

地限制了对森林生态系统硫循环与转移的认识。

川西高山森林地处青藏高原东缘和长江上游地

区，是长江流域最重要的“水塔”，有“天然调节水

库”之称，在水源涵养，指示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



样性保育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和

地位［９］。已有的研究表明，森林溪流是连接森林与

河流的纽带，研究森林溪流中元素的分布与输出特

征是理解森林与河流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联系的重

要途径［１０－１１］。但有关高山森林溪流中硫元素的含

量、贮量与输出特征的研究尚未见报道。因此，本文

以高山针叶林溪流河流为研究对象，调查了一个相

对闭合集水区内１５条森林溪流水体和沉积物中硫
的输出和汇流特征，以期为高山森林硫迁移过程以

及森林－流域间的生态联系提供一定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


!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四川省米亚罗自然保护区四川农业

大学理县高山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３１°１４′～
３１°１９′Ｎ，１０２°５３′～１０２°５７′Ｅ，海拔２４５８～４６１９ｍ，
青藏高原东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东南缘，全县面

积为４３１３．４２ｋｍ２。东南与汶川相通，东北与茂县、
黑水接壤，西南与小金相连，西北与马尔康、红原毗

邻（见图１）。因海拔高差悬殊，气候差异显著，具有
山地立体型气候特征。该区域年降水量８５０ｍｍ，降
雨主要分布在６－９月，年均气温２℃ －４℃，最高气
温（７月）２３℃，最低气温（１月）－１８℃。研究区域
内优势乔木为岷江冷杉（Ａｂｉｅｓｆａｘｏｎｉａｎａ）、方枝柏

（Ｓａｂｉｎａｓａｌｔｕａｒｉａ）、红桦（Ｂｅｔｕｌａａｌｂｏ－ｓｉｎｅｎｓｉｓ）等，灌
木为康定柳（Ｓａｌｉｘｐａｒａｐｌｅｓ）、高山杜鹃（Ｒｈｏｄｏｄｅｎ
ｄｒｏｎｌａｐｐｏｎｉｃｕｍ）、华西箭竹（Ｆａｒｇｅｓｉａｎｉｔｉｄａ）、三颗针
（Ｓｅｒｂｅｒｉｓｓａｒｇｅｎｔｉａｎａ）、红毛花楸（Ｓｏｒｂｕｓｒｕｆｏｐｉｌｏｓａ）、
扁刺蔷薇（Ｒｏｓａｗｅｇｉｎｚｏｗｉｉ）等，草本植物主要有蟹甲
草（Ｃａｃａｌｉａｓｐｐ）、高山冷蕨（Ｃｙｓｔｏｐｔｅｒｉｓｍｏｎｔａｎａ），以
及薹草属（Ｃａｒｅｘ）和莎草属（Ｃｙｐｅｒｕｓ）植物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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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方法
基于前期调查，依据采样可行性和典型性原则，

于２０１５年８月降雨量最大的季节，根据地形地势，
溪流的长度，植被类型等特点，在研究区域海拔

３６００～３７００ｍ的典型高山森林相对闭合的集水区
内采集溪流的水样和沉积物，样地集水区总面积为

４３ｋｍ２，沿河流选取１５条溪流测定所有溪流的长
度、宽度、流量和所在位置，１５条溪流的基本特征如
表１所示。

水样：共４５个，分别在溪流的源头、中部、入河
口随机采集３个样品，每个水样采集５００ｍｌ，盛于清
洁的塑料取样瓶中；沉积物共４５个，分别在采集水
样的地方采集３个沉积物样品，存于清洁的聚乙烯
瓶中，并用聚乙烯塑料袋封装。研究区域内溪流的

沉积物为冲泻质，因此采样时在活动性流水线上，选

择河床底部或河道岸边与水面接触处采集从水体底

部到砂砾层的样品 ［１２］。所有样品均低温保存，带

回实验室尽快完成相关分析。

图１　研究区及采样溪流的地理位置（１－１５是１５条采样溪流）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ａｎｄｔｈｅ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ｔｒｅａｍ（１－１５ａｒｅｔｈｅ１５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ｔｒｅａ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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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高山森林１５条溪流基本特征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ｏｆ１５ｓｔｒｅａｍｓｉｎｔｈｅａｌｐｉｎｅｆｏｒｅｓｔ

溪流编号 长度 ｍ 宽度 ｍ 水深 ｃｍ 沉积物深／ｃｍ 流速／ｃｍ·ｓ－１ 流量／ｃｍ３·ｓ－１

１ ８６ ０．４７ ７．００ ９．００ １６．５３ ５４７６．５５

２ ３２ ０．５３ １２．６７ １０．３３ ７５．７８ ５０５５６．８３

３ ２７．６ ０．４２ ４．６７ １２．３３ ０．３９ ８２．１５

４ １１．３ ０．５６ ６．００ １３．００ ０．６５ ２１１．５４

５ ３６ ０．６７ １３．６７ ９．３３ ４．４９ ６６３０．５５

６ ２２５．６ ０．９８ ６．００ １０．６７ ２２．９３ １３４８０．４６

７ １０８ ０．８６ ７．３３ ６．３３ ０．１３ ７９．４６

８ １８６ ０．６６ ７．３３ ８．００ １３．４４ ７０６４．９８

９ ６２．３ ０．７５ ９．６７ ２．６７ ５．４１ １８９．５７

１０ ２０．８ ０．７６ ７．６７ ４．３３ ０．２８ ２７８．６９

１１ ３７．６ ０．５８ ５．６７ １１．００ １１７．０４ ５４８９．６２

１２ ９２．４ ０．９ ４．６７ ８．６７ ０．２６ １７７５．５１

１３ １３．２ ０．４２ ６．６７ ５ ０．４８ ６９．３１

１４ ６６ ０．５１ ３．３３ ３．６７ １６．６１ ２０２８７．３５

１５ １８ １．０９ ６．００ ６．００ ７．９１ ４７４３．８

　　水样处理按照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１３］，采用

铬酸钡间接原子吸收法，通过硝酸－高氯酸消解法，
消煮过后，使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样品中的

铬元素含量。沉积物样品带回实验室后风干，然后

将每个组分的各个样品研磨过１００目筛，通过硝酸
－高氯酸消解法，消煮过后，同样采用铬酸钡间接原
子吸收法。硫含量的计算公式Ｃ（Ｓ）＝Ｘ·ｍ（Ｓ）ｍ
（Ｃｒ），其中Ｃ（Ｓ）为样品中硫的浓度（ｕｇ·ｍｌ－１），Ｘ
为铬的浓度（ｕｇ·ｍｌ－１），ｍ（Ｓ）为硫的物质量
（ｍｏｌ），ｍ（Ｃｒ）为铬的物质量（ｍｏ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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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每条溪流硫输出量＝溪流入河口硫浓度×溪流

流量［１０］；

整个集水区硫的总输出量＝每条溪流硫输出量
之和；

单位面积集水区硫输出量 ＝总输出量／集水区
面积；

单位面积溪流硫输出量 ＝总输出量／溪流总面
积；

溪流体积＝溪流长度×溪流宽度×水深；
溪流硫贮量＝溪流硫含量×溪流体积；
沉积物硫贮量＝沉积物硫含量×沉积物体积×

沉积物容重［１４］。

溪流流量＝水深×水面宽×流速

采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Ｏｆｆｉｃｅ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７和 ＩＢＭＳＰＳ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２２软件对所有数据进行处理和统计分析，
用ＳｉｇｍａＰｌｏｔ１２．５绘图。

２　结果与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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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硫在森林溪流水体和沉积物中的储量
溪流水体中总硫贮量范围为 ４０１～１９６１９ｇ

（表２），平均贮量为３９９１ｇ，总贮量为５９８５７ｇ，单
位水体面积贮量为０７８ｇ·ｍ－２，森林溪流沉积物
中总硫贮量范围为１４９－３９３８ｋｇ（表２），总贮量
为１７６１８ｋｇ（表２），平均贮量为１１７５ｋｇ，单位面
积沉积物硫贮量为０２３ｋｇ·ｍ－２（表２），符合李新
华等对三江平原湿地调查所得的０２４－０２９ｋｇ·
ｍ－２，但小于曾从盛等（２０１０）在闽江河口所得的
０４５－１０２ｋｇ·ｍ－２，这可能由于本项研究的高山
森林和三江平原相比于闽江河口受人为干扰相对较

小，溪流自净化能力强，而闽江河口湿地地处海陆过

渡带，潮汐导致的富含硫的海水输入增加了湿地土

壤中的硫含量［１４－１５］。溪流水体中硫贮量和沉积物

硫贮量的在各溪流间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长度小

于３０ｍ的溪流，其水体和沉积物的总硫贮量均很
低，且变化不明显。长度在３０ｍ以上的溪流中，不
论是沉积物的硫贮量还是水体中的硫贮量均明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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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其他的溪流，且随着溪流长度的增加，溪流硫贮量

越大，这主要与较长溪流接受更多的物质来源有

关［１５－１６］。意味着长度较长的溪流具有较为复杂的

内部环境形成相对稳定的生境。

高山森林溪流水体中硫含量无明显变化趋势，

含量在３５－１５３ｕｇ·ｍｌ－１，高于 Ｍａｙｅｒ等在施卢
赫（Ｓｃｈｌｕｃｈｓｅｅ）和菲林根（Ｖｉｌｌｉｎｇｅｎ）所得出的结果
０５７－３２４ｕｇ·ｍｌ－１，也大于 ?ｓｔｒｍ等（１９９７）在
Ｐｅｔａｌａｘ流域所得的３５０ｕｇ·ｍｌ－１和 Ｈｅｓｓｌｅｉｎ等在
加拿大安大略（Ｏｎｔａｒｉｏ）西北部地区所得的６２４－
１１６６ｕｇ·ｍｌ－１［１６－１８］。这可能是由于采样时期是
研究区域的雨季，降水在流经地表或淋洗植物和土

壤的过程中增加了溪流水体中硫的含量［７，１９］；溪流

沉积物硫含量为９６８８８－３１３０５０ｍｇ·ｋｇ－１，大于
Ｄａｉｌ等在美国奥托（Ｏｔｔｏ）得出的年平均量１６８－１９０
ｍｇ·ｋｇ－１［２０］，这可能由于采样时期为夏季，溪流中
微生物活性增强，分解释放的沉积物有机物中的硫

含量高［２１］，导致溪沉积物中硫含量相对较高。同

时，较长的溪流沉积物中硫含量远小于其他溪流的

硫含量，这主要与溪流的流速密切相关。

"


"

　硫在森林溪流中的汇流特征
１５条森林溪流硫贮量和含量从源头到入河口

的变化规律并不一致（图２和图３）。编号为３、５、

１１、１３、１４的溪流沉积物硫贮量从源头到入河口贮
量逐渐降低，其余溪流沉积物硫贮量从源头到入河

口逐渐增大；编号为５、６、７、８、９、１３、１４的溪流水体
硫贮量从源头到入河口贮量逐渐降低，其余溪流水

体硫贮量从源头到入河口逐渐增大。其中水体和沉

积物硫贮量从源头到入河口贮量都降低的溪流（溪

流编号５、１３、１４）均为长度较短的溪流，这可能由于
长度较长的溪流中有大量的凋落物、腐殖质和木质

残体等对溪流中硫有贡献的因素更加复杂，进而使

得硫贮量增加［１５，２２－２３］。此外，所有调查的森林溪流

入河口硫贮量占源头贮量比值在０４６－８３３范围
内（表２），平均为１７９，这意味着森林溪流在源头
到入河口的的汇流过程中硫贮量在逐渐累积。此

外，编号为１、２、４、９、１１、１３、１４、１５的溪流沉积物硫
含量从源头到入河口贮量逐渐降低，其余溪流沉积

物硫含量从源头到入河口逐渐增大；编号为５、６、７、
８、９、１３、１４的溪流水体硫含量从源头到入河口贮量
逐渐降低，其余溪流水体硫含量从源头到入河口逐

渐增大。其中水体和沉积物硫含量从源头到入河口

含量都增加的溪流（溪流编号３、１０、１２）均为流速较
慢的溪流，这可能由于溪流流速慢水动力条件弱，沉

积物处于缺氧的还原条件，硫氧化细菌（ｓｕｌｆｕｒｏｘｉｄｉ
ｚｉｎｇ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ＳＯＢ）活性低，使得有机质得以保存，

表２　高山森林１５条溪流的总硫贮量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ｓｔｏｒａｇｅｓｏｆｔｏｔａｌｓｕｌｆｕｒ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ｉｅｄ１５ａｌｐｉｎｅｆｏｒｅｓｔｓｔｒｅａｍｓ

溪流编号
溪流水体总硫贮量

／ｇ

沉积物总硫贮量

／ｋｇ

源头总硫贮量

／ｋｇ

入河口总硫贮量

／ｋｇ

输出量

／ｍｇ·Ｓ－１

１ ２６．５９ ９．７６ ４．０３ ５．２１ ５７．８９

２ ７．４１ ２．３１ ２．１５ ３．９５ ２８６．６６

３ ６．５４ １．６６ ０．５７ ０．２６ １．２４

４ ５．８１９．５８ １．５０ ０．２７ ０．６１ ３．３４

５ ４４．２３ ９．８５ ７．２４ ３．４１ ８１．６９

６ １９６．１９ ３９．３８ ７．０９ １１．７６ １１８．９０

７ ８９．８４ ３８．７１ １．５３ １２．７３ ０．５９

８ １０６．８２ ２２．０４ ３．４３ ６．４８ ６９．７３

９ ２８．６３ １７．８０ ５．１６ ５．５１ １．２７

１０ １３．８０ ４．５５ ０．５３ １．４８ ４．５０

１１ １５．３７ ７．１４ １．７６ １．１５ ９８．３２

１２ ２７．５４ １１．５４ ２．５３ ３．３１ ２０．０１

１３ ４．０１ １．７４ ０．５７ ０．４５ ０．４２

１４ １１．６６ ４．５３ ２．３８ ２．２３ １１５．０３

１５ １４．０８ ３．６７ １．００ １．１８ ６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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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使得总硫含量增大［２４－２５］。同时，所有调查的森

林溪流入河口硫含量占源头含量比值的均值为

１２７，这意味着森林溪流在源头到入河口的的汇流
过程中硫含量在逐渐累积。因为溪流中的营养元素

会随着溪水逐渐富集，并且从源头到入河口过程中，

输入溪流的物质（如凋落物等）也逐渐增加这也是

导致硫含量累积的重要因素。此外，水体和沉积物

中硫贮量和含量从源头到入河口均逐渐降低的溪流

（溪流编号１３、１４）由于其长度较短，受外界干扰几
率更小，显示出较强的自净化能力［２６－２７］。因此，保

护长度较短的森林溪流可能是生态系统控制硫输出

的重要途径。

图２　高山森林水样和沉积物溪流入河口硫贮量占源头的比例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ｓｏｆｔｏｔａｌｓｕｌｆｕｒｓｔｏｒａｇｅ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ｗａｔｅｒｓｆｒｏｍｔｈｅ

ｅｎｄｔｏ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ｉｎｔｈｅａｌｐｉｎｅｆｏｒｅｓｔｓｔｒｅａｍｓ

图３　高山森林溪流水样和沉积物入河口硫含量占源头的比例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ｏｆｔｏｔａｌｓｕｌｆｕｒ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ｎｄｔｏ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ｉｎｔｈｅａｌｐｉｎｅｆｏｒｅｓｔｓｔｒｅａｍ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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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硫的迁移与溪流特征的关系
溪流硫输出量从４１７２５－２８６６５７２３ｕｇ·ｓ－１

不等，这与Ｍａｙｅｒ等在施卢赫（Ｓｃｈｌｕｃｈｓｅｅ）和菲林根
（Ｖｉｌｌｉｎｇｅｎ）所得出的结果 ３８７５０－２８６９２８ｕｇ·
ｓ－１相似［１７］。１５条溪流总的硫的输出量为１０４５５ｇ
·ｍ－２·ｄ－１，由调查区域面积求得单位集水区面积
总硫输出量为００２ｇ·ｍ－２·ｄ－１（表２）。根据本次
调查的森林溪流硫的输出量，估计调查区域集水区

最大年总硫输出量为７３ｇ·ｍ－２·ｙ－１，与１９７２－
１９７８年克里斯托弗森（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ｓｅｎ）等在挪威比
尔肯内斯（Ｂｉｒｋｅｎｅｓ）森林所得的总硫年输出量５４６
·１０－３－１８ｇ·ｍ－２·ｙ－１基本一致，但大于１９８４～
１９９３年爱德华兹（Ｅｄｗａｒｄｓ）等在西弗吉尼亚州
（ＷｅｓｔＶｉｒｇｉｎｉａ）所得出的１７８·１０－３－４０９ｇ·ｍ－２

·ｙ－１［２８－２９］。这主要因为此次采样是在研究区域的
雨季，溪流流量较大，硫随着地表径流、树干茎流、穿

透水等方式汇入溪流中［５，１９］，增加了水中的硫含量，

使硫的总输出量可能被高估。经相关分析得出，本

项研究的溪流中硫的输出量主要与溪流长短和流速

差有关，其中与流速和流量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

分别为０９２１和０９７９，这说明面积大，流量大的溪
流输出量高；输出量小的溪流一般都是长度在３０ｍ
以下的短溪流。溪流水中总硫的贮量和溪流的长度

与宽度呈正相关，相关系数达到０８６３和０６３６；溪
流沉积物中总硫的贮量和溪流的长度和宽度呈正相

关，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８７９和０５９９。除此之外，溪
流水中的总硫贮量和沉积物中的总硫贮量呈显著正

相关，相关系数达到０９４６（表３）。

表３　溪流Ｓ贮量和输出量与溪流特征的相关系数
Ｔａｂ．３　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ｕｌｆｕｒｓｔｏｒａｇｅａｎｄ

ｏｕｔｐｕ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ｔｒｅａｍｓ

溪流特征 溪流水体中硫贮量 溪流硫输出量 沉积物硫贮量

长度 ０．８３６ ０．３２１ ０．８７９

宽度 ０．６３６ ０．１５０ ０．５９９

水深 ０．４０５ －０．００４ ０．３８７

沉积物深 ０．４８７ －１．９３０ ０．４５０

流速 ０．０７１ ．９２１ ０．０１８

流量 ０．２７９ ．９７９ ０．１９６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ｎ＝１５。

３　结论

（１）研究区域内溪流水中总硫贮量为５９８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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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单位溪流面积总硫输出量为 １０４５５ｇ·ｍ－２·
ｄ－１，单位水体面积贮量为０７８ｇ·ｍ－２，单位集水
区面积总硫输出量为００２ｇ·ｍ－２·ｄ－１，由８月
硫的输出量，估计调查区域集水区年总硫输出量为

７３ｇ·ｍ－２·ｙ－１。溪流沉积物中总硫贮量为
１７６１８ｋｇ，单位面积沉积物硫贮量为 ０２３ｋｇ·
ｍ－２。

（２）溪流从源头到入河口硫含量变化不一致，
其中水体和沉积物硫含量从源头到入河口含量都增

加的溪流均为流速较慢的溪流。所有调查的森林溪

流入河口硫含量占源头含量比值的平均值为１２７，
这意味着森林溪流在源头到入河口的的汇流过程中

硫含量在逐渐累积。

（３）溪流从源头到入河口硫贮量变化不一致，
其中水体和沉积物硫贮量从源头到入河口贮量都降

低的溪流均为长度较短的溪流，所有调查的森林溪

流入河口硫贮量占源头贮量比值在０４９－８３３范
围内，平均为１７９，这意味着森林溪流在源头到入
河口的汇流过程中硫贮量在逐渐累积。

这些结果充分表明，高山森林溪流硫元素随溪

流输出而大量流失，而流失特征与溪流长度、宽度和

流量密切相关，说明溪流的硫输出不仅是高山森林

生态系统硫损失的重要形式，而且可通过累积效应

对下游水体及河岸生态系统产生重要影响。同时，

因为降雨量较大的季节通过水体流动硫流失相对较

大，这可以一定程度上认识该区域的潜在流失量，也

为深入认识高山针叶林流域硫的输出、汇流格局和

高山森林生态系统硫流失途径及其对下游生态系统

的潜在影响提供了新的思路和一定的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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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３，

３４（５）：１６９５－１６９９］

［５］曹丽花，石盛莉，潘根兴．不同植被下森林地表系统水相硫的

分布与迁移 ［Ｊ］．地球与环境，２０１５，４３（１）：８－１３［ＣＡＯＬｉ

ｈｕａ，ＳＨＩＳｈｅｎｇｌｉ，ＰＡＮＧｅｎｘｉ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ｏｆｓｕｌ

ｆｕｒｉｎ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ａｔ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ｆｏｒｅｓｔ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ｖｅｇ

ｅｔａｔｉｖｅｃｏｖｅｒｓ［Ｊ］．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５，４３（１）：８－１３］

［６］王云琦，王玉杰．森林溪流水质的研究进展 ［Ｊ］．水土保持究，

２００３，１０（０４）：２４２－２４６［ＷＡＮＧＹｕｎｑｉ，ＷＡＮＧＹｕｊｉｅ．Ｅ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ｆｏｒｅｓｔｓｔｒｅａｍｗａｔ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Ｊ］．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Ｓｏｉｌ

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３，１０（０４）：２４２－２４６］

［７］ＴＥＪＮＥＣＫ？Ｖ，ＢＲＡＤＯＶ？Ｍ，ＢＯＲ？ＶＫＡＬ，ｅｔａ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ｄｉｓｔｒｉ

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ｓｕｌｐｈａｔｅａｎｄｎｉｔｒａｔ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ａｎｄｒｅ

ｌａｔｅｄｓｏｉ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ｕｎｄｅｒｂｅｅｃｈａｎｄｓｐｒｕｃｅｆｏｒｅｓｔｓ［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

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３，４４２：１６５－１７１．

［８］郝庆菊，王起超，王跃思．三江平原典型湿地土壤中硫的分布

特征 ［Ｊ］．土壤通报，２００４，３５（３）：３３１－３３５［ＨＡＯＱｉｎｇｊｕ，

ＷＡＮＧＱｉｃｈａｏ，ＷＡＮＧＹｕｅｓｉ．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ｏｆｓｕｌｆｕｒｉｎｔｙｐｉｃ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ｏｉｌ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ｎｊｉａｎｇＰｌａｉｎ［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ｉｌＳｃｉ

ｅｎｃｅ，２００４，３５（３）：３３１－３３５］

［９］李晗，吴福忠，杨万勤，等．亚高山森林林窗对凋落物分解过程

中半纤维素动态的影响 ［Ｊ］．植物生态学报，２０１５，３９（０３）：

２２９－２３８［ＬＩＨａｎｇ，ＷＵＦｕｚｈｏｎｇ，ＹＡＮＧＷａｎｇｑｉｎ，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ｆｏｒｅｓｔｇａｐｏｎｈｅｍｉ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ｄｕｒｉｎｇｆｏｌｉａｒｌｉｔｔｅｒｄｅｃｏｍｐｏ

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ａｎｓｕｂａｌ－ｐｉｎｅ［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ｌａｎｔ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５，３９（０３）：２２９－２３８］

［１０］李俊，吴福忠，杨万勤，等．长江上游高山森林小溪流磷输出

及其汇流特征 ［Ｊ］．环境科学学报，２０１５，３５（０４）：１１３６－

１１４２［ＬＩＪｕｎ，ＷＵＦｕｚｈｏｎｇ，ＹＡＮＧＷａｎｇｑｉｎ，ｅｔａｌ．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ｏｕｔｐｕｔａｎｄｃｏ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ａｌｐｉｎｅｆｏｒｅｓｔｓｔｒｅａｍｓｏｆｔｈｅｕｐｐｅｒ

ｒｅａｃｈｏｆ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Ｊ］．Ａｃｔａ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ｅ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ｔｉａｅ，２０１５，

３５（４）：１１３６－１１４２］

［１１］廖姝，杨万勤，吴福忠 等．降雨季节岷江上游高山森林溪流

非木质残体氮和磷贮量特征 ［Ｊ］．环境科学学报，２０１５，３５

（０６）：１９０７－１９１３［ＬＩＡＯＺｈｕ，ＹＡＮＧＷａｎｇｑｉｎ，ＷＵＦｕｚｈｏｎｇ，

ｅｔａｌ．Ｓｔｏｒａｇｅｏｆ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ｎｄ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ｉｎｎｏｎ－ｗｏｏｄｙｄｅｂｒｉｓｉｎ

ａｌｐｉｎｅｆｏｒｅｓｔｓｔｒｅａｍｓｉｎ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ｒｅａｃｈｅｓ［Ｊ］．Ａｃｔａ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ｅＣｉｒ

ｃｕｍｓｔａｎｔｉａｅ，２０１５，３５（６）：１９０７－１９１３］

［１２］ＡＬＬＡＮＪ．Ｄ．ａｎｄＣＡＳＴＩＬＬＯＭ．Ｍ．Ｓｔｒｅａｍｅｃｏｌｏｇｙ［Ｍ］．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７，４４

［１３］国家环保局．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Ｍ］．中国环境科学出版

社，２００２，１６５－１６６［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ｇｅｎｃ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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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Ｍ］．Ｃｈｉｎ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１６５－１６６］

［１４］曾从盛，王维奇，翟继红．闽江河口不同淹水频率下湿地土壤全

硫和有效硫分布特征 ［Ｊ］．水土保持学报，２０１０，２４（０６）：

２４６－２５０［ＺＥＮＧＣ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ＷＡＮＧＷｅｉｑｉ，ＺＨＡＩＪｉｈｏ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ｗｅｔｌａｎｄｓｏｉｌｔｏｔａｌｓｕｌｆｕｒａｎｄ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ｓｕｌｆｕｒｄｉｓ

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ｔｅｒ－ｆｌｏｏｄｅｄ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ｉｎＭｉｎＪｉａｎｇＲｉｖｅｒ

Ｅｓｔｕａｒ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ｉｌ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０，２４

（６）：２４６－２５０］

［１５］李新华，刘景双，孙志高，等．三江平原小叶章湿地生态系统

硫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Ｊ］．生态学报，２００７，２７（０６）：２１９９

－２２０７［ＬＩＸｉｎｈｕａ，ＬＩＵＪｉｎｇｓｈｕａｎｇ，ＳＵＮＺｈｉｇａｏ，ｅｔａｌ．ＴｈｅＢｉ

ｏ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ｅｏｆｓｕｌｆｕｒｉｎＣａｌａｍａｇｒｏｓｔｉｓ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ｗｅｔｌ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ｔｈｅｓａｎｊｉａｎｇＰｌａｉｎ［Ｊ］．Ａｃｔａ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７，

２７（６）：２１９９－２２０７］

［１６］ＨＥＳＳＬＥＩＮＲＨ，ＣＡＰＥＬＭＪ，ＦＯＸＤＥ．Ｓｕｌｆｕｒｉｓｏｔｏｐｅｓｉｎｓｕｌｆａｔｅ

ｉｎｔｈｅｉｎｐｕｔｓａｎｄｏｕｔｐｕｔｓｏｆａ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Ｓｈｉｅｌｄ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Ｊ］．Ｂｉｏ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１９８８，５（３）：２６３－２７３

［１７］ＭＡＹＥＲＢ，ＦＥＧＥＲＫＨ，ＧＩＥＳＥＭＡＮＮＡ，ｅｔａｌ．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

ｓｕｌｆｕｒｃｙｃｌｉｎｇｉｎｔｗｏ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Ｆｏｒｅｓｔ（Ｇｅｒｍａｎｙ）ｕ

ｓｉｎｇｓｔａｂｌｅｓｕｌｆｕｒａｎｄｏｘｙｇｅｎｉｓｏｔｏｐｅｄａｔａ［Ｊ］．Ｂｉｏ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１９９５，３０（１）：３１－５８

［１８］?ＳＴＲ?ＭＭ，?ＳＴＲ?ＭＪ．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ｏｆｓｔｒｅａｍｗａｔｅｒｉｎａｃａｔｃｈ

ｍｅｎｔｉｎＦｉｎｌａｎｄ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ｓｕｌｐｈｉｄｉｃｆｉｎ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Ｊ］．Ａｐｐｌｉｅｄ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１９９７，１２（５）：５９３－６０５

［１９］ＴＩＡＮＷ，ＷＡＮＧＬ，ＬＩＤ，ｅｔａｌ．Ｌｅａｃｈ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ｐｈｅｎａｎｔｈｒｅｎｅ

ｆｒｏｍｓｏｉｌｕｎｄｅｒａｃｉｄｒａｉｎａｎｄｉｔ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ｉｔｈ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５，７３（７）：３６７５

－３６８１

［２０］ＤＡＩＬＤＢ，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ＪＷ．ＳＣｙｃｌｉｎｇｉｎｓｏｉｌａｎｄｓｔｒｅａｍｓｅｄｉ

ｍｅｎｔ：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ｅａｓｏｎａｎｄｉｎｓｉｔｕ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ａｒｂｏｎ，ｎｉ

ｔｒｏｇｅｎａｎｄｓｕｌｆｕｒ［Ｊ］．ＳｏｉｌＢ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１９９９，３１

（１０）：１３９５－１４０４．

［２１］ＫＥＲＲＪＧ，ＥＩＭＥＲＳＭＣ，ＣＲＥＥＤＩＦ，ｅｔａｌ．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ｅａ

ｓｏｎａｌｄｒｙｉｎｇｏｎｓｕｌｐｈａｔ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ｓａｃｒｏｓｓ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ａｎａｄａａｎｄ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ＵＳＡ［Ｊ］．Ｂｉｏ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２，

１１１（１－３）：３９３－４０９

［２２］刘岚昕．浅谈溪流倒木及其对河流生态健康的影响 ［Ｊ］．安徽

农业科学，２０１２，４０（２４）：１２１６６－１２１６７［ＬＩＵＬａｎｘｉｎ．Ｄｉｓｃｕｓ

ｓ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ｌａｒｇｅｗｏｏｄｙｄｅｂｒｉｓｏｎｔｈｅｒｉｖｅｒ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ｈｅａｌｔｈ［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ｎｈｕｉ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２，４０

（２４）：１２１６６－１２１６７］

［２３］ＮＯＧＡＲＯＧ，ＤＡＴＲＹＴ，ＭＥＲＭＩＬＬＯＤ
!

ＢＬＯＮＤＩＮＦ，ｅｔ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ｔｒｅａｍｂｅｄ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ｃｌｏｇｇｉｎｇｏｎ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ｉｎ

ｔｈｅｈｙｐｏｒｈｅｉｃｚｏｎｅ［Ｊ］．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５５（６）：１２８８

－１３０２

［２４］孙丽娟，段德超，彭程，等．硫对土壤重金属形态转化及植物

有效性的影响研究进展 ［Ｊ］．应用生态学报，２０１４，２５（０７）：

２１４１－２１４８［ＳＵＮＬｉｊｕａｎ，ＤＵＡＮＤｅｃｈａｏ，ＰＥＮＧＣｈｅｎｇ，ｅｔ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ｕｌｆｕｒｏｎ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ｈｙｔｏ－ａ

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ｈｅａｖｙｍｅｔａｌｓｉｎｓｏｉｌ［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２５（０７）：２１４１－２１４８］

［２５］付小东，邱楠生，秦建中，等．四川盆地龙潭组烃源岩全硫含

量特征及其对沉积环境的响应 ［Ｊ］．石油与天然气地质，

２０１４，３５（３）：３４２－３４９［ＦＵＸｉａｏｄｏｎｇ，ＱＩＵＮａｎｓｈｅｎｇ，ＱＩＮ

Ｊｉａｎｚｈｏｎｇ，ｅｔａｌ．Ｔｏｔａｌｓｕｌｆｕ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ｕｒｃｅｒｏｃｋｏｆｔｈｅＵｐ

ｐｅｒＰｅｒｍｉａｎＬｏｎｇｔａ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ｅｎ

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Ｂａｓｉｎ［Ｊ］．ＯＩＬ＆ＧＡＳ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３５

（３）：３４２－３４９］

［２６］ＧＲＩＥＢＬＥＲＣ，ＬＵＥＤＥＲＳＴ．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Ｊ］．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９，５４（４）：６４９－６７７

［２７］ＣＬＡＰＣＯＴＴＪＥ，ＢＡＲＭＵＴＡＬＡ．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ｐａｔｃｈ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ｉｎ

ｓｍａｌｌｈｅａｄｗａｔｅｒｓｔｒｅａｍｓ：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ｎｄ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ｂｅｎｔｈ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Ｊ］．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５５（４）：８０６

－８２４

［２８］ＥｄｗａｒｄｓＰＪ，ＧｒｅｇｏｒｙＪＤ，ＡｌｌｅｎＨＬ．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ｓｕｌｆａｔ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ｅｘｐｏｒｔ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ｆｏｒａｓｍａｌｌＡｐｐａｌａｃｈｉａｎ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Ｊ］．Ｗａｔｅｒ，

ａｉｒ，ａｎｄｓｏｉｌ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１９９９，１１０（１－２）：１３７－１５５

［２９］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ＳＥＮＮ，ＷｒｉｇｈｔＲＦ．Ｓｕｌｆａｔｅｂｕｄｇｅｔａｎｄａ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ｓｕｌｆａｔ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ｗａｔｅｒａｔＢｉｒｋｅｎｅｓ，ａｓｍａｌｌｆｏｒｅｓ

ｔｅｄ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ｍｏｓｔＮｏｒｗａｙ［Ｊ］．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８１，１７（２）：３７７－３８９

７８２第３期　　　　　　　　　　　　　　　吴俊威，等：降雨季节川西高山森林溪流硫分布与输出特征



Ｓｕｌｆｕ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ｕｔｐｕ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ＡｌｐｉｎｅＦｏｒｅｓｔ
ＨｅａｄｗａｔｅｒＳｔｒｅａｍｓ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ａｔ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Ｓｅａｓｏｎ

ＷＵＪｕｎｗｅｉ１，ＹＡＮＧＷａｎｑｉｎ１，２，ＬＩＡＮＧＺｉｙｉ１，ＹＡＮＧＦａｎ１，ＺＨＡＮＧＹｕ１
（１Ｓｉｃｈｕａ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Ｅｃｏｌｏｇｙ，Ｓｉｃｈｕ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ｈｅｎｇｄｕ６１１１３０，Ｃｈｉｎａ；

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ｐｉｎｅＦｏｒｅｓｔ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Ｃｈｅｎｇｄｕ６１１１３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Ｆｏｒｅｓｔｓｔｒｅａｍｉｓｔｈｅｂｏｎｄｏｆｂｉｏｅｌｅｍｅｎｔｂｉｏ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ｅｓｗｈｉｃｈｌｉｎｋｓ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ｂｕｔｔｅｄ
ｒｉｖｅｒ．Ｈｏｗｅｖｅｒ，ｆａｒｌｅｓ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ｈａｓｂｅｅｎ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ｏｎｓｕｌｆｕ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ｕｔｐｕ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ｔｈｅｗａｔｅｒ
ｆｌｏｗｏｆｔｈｅａｌｐｉｎｅｆｏｒｅｓｔｈｅａｄｗａｔｅｒｓｔｒｅａｍｓ．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ｋｎｏｗｔｈ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ｓｕｌｆｕｒｏｕｔｐｕｔｉｎｔｈｅａｌｐｉｎｅｆｏｒｅｓｔ
ｓｔｒｅａｍｓ，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ｗａ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ｉｎａｔｙｐｉｃａｌａｌｐｉｎｅｆｏｒｅｓｔ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Ｐｌａｔｅａｕｉｎ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ｕｌｆｕｒｉｎｗａｔｅｒｆｌｏｗａｎｄ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ｗｅ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ｔｏｔｈｅｅｎｄｉｎ１５
ｓｔｒｅａｍｓｉｎｔｈｅ４．３１ｋｍ２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Ｔｈｅｓｔｒｅａｍｗａｔｅｒｓｔｏｒｅｄａｔｏｔａｌｏｆ５９８．５７ｇｓｕｌｆｕｒｉｎｔｈｅ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ａｎｄａｖｅｒ
ａｇｅｄ０．７８ｇ·ｍ－２．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ｓｔｒｅａｍ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ｓｔｏｒｅｄ１７６．１８ｋｇｓｕｌｆｕｒ，ａｎｄ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ｄｉｎｔｏ
０．２３ｋｇ·ｍ－２ｓｕｌｆｕｒ．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ｔｏｔａｌｓｕｌｆｕｒｏｕｔｐｕｔｗａｓ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ａｔ７．３ｇ·ｍ－２·ｙ－１ｉｎｔｈｅｃａｔｃｈ
ｍｅｎｔ，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ｓｕｌｆｕｒｏｕｔｐｕｔｉｎｔｈｅａｌｐｉｎｅｆｏｒｅｓｔ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ｔｒｅａｍｗａｓ０．０２ｇ·ｍ－２·ｄ－１，ａｎｄ１０４．５５ｇ
·ｍ－２·ｄ－１，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ｏｔａｌｓｕｌｆｕｒ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ｗａｔｅｒｖａｒｉｅｄｆｒｏｍ０．１２ｔｏ２．４６ｕｇ·ｍｌ－１ｄｅｐｅｎ
ｄｉｎｇｏｎ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ｓｔｒｅａｍｓ．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ｒａｔｉｏｏｆｔｈｅｓｕｌｆｕｒ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ｏｆｓｔｒｅａｍｅｎｄｔｏｓｏｕｒｃｅ
ｗａｓ１．７９，ａｎｄｒａｎｇｅｄｆｒｏｍ０．４０ｔｏ４．８２．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ｓｏｆｓｕｌｆｕｒｓｔｏｒａｇｅｉｎｔｈｅｓｔｒｅａｍｅｎｄｔｏｓｏｕｒｃｅｖａｒｉｅｄ
ｆｒｏｍ０．４５ｔｏ８．５５，ｗｉｔｈａｎａｖｅｒａｇｅｒａｔｉｏｏｆ１．７９．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ｔｈａｔｔｏｔａｌｓｕｌｆｕｒｓｔｏｒａｇｅｉｎｔｈｅｓｔｒｅａｍｓｏｂｖｉ
ｏｕｓ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ｌ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ｗｉｄｔｈｏｆｓｔｒｅａｍｓ，ｗｈｉｃｈ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ａｎｅｗｉｄｅａｉｎ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ｓｕｌｆｕｒ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ｉｎｇｗａｙｓｉｎｔｈｅａｌｐｉｎｅｆｏｒｅｓｔｓａｎｄｉｔｓ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ｅａｄｗａｔｅｒｓｔｒｅａｍ；ｓｕｌｆｕｒ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ｌｐｉｎｅｆｏｒｅｓｔ

８８２ 山　地　学　报 ３５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