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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施肥对黄棕壤性水稻土氨氧化细菌
多样性的影响

裴雪霞1”，周卫h，梁国庆1，孙静文1，王秀斌1，李双来3
(1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北京100081；2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山西临汾041000；

3湖北省农业科学院植保土肥所，湖北武汉430064)

摘要：以湖北省农科院长期施肥试验站的黄棕壤性水稻土为研究对象，采用PCR—DGGE方法，研究了氮肥(N)、氮

磷(NP)、氮磷钾(NPK)、有机肥(M)、有机肥+氮磷钾(MNPK)长期施用对土壤氨氧化细菌遗传多样性的影响。

结果表明，与长期不施肥处理(CK)相比，长期施肥提高了黄棕壤性水稻土有机质、全氮、微牛物量碳氮(SMB—C、

SMB-N)含茸，并改变了氨氧化细菌的群落结构。其中有机肥tj化肥长期配施下氨氧化细菌的多样性高于化肥处

理。氨氧化细菌聚类分析表明，稻麦收获后土壤氨氧化细菌DGGE图谱分别聚为一个族群；同一作物收获后，有机

肥和有机肥+氮磷钾聚为一类，N、NP、NPK和CK聚为一类，后者内部分类在两季作物问有差别。DGGE指纹图谱

条带序列分析表明，供试土壤的优势氨氧化细菌为B一变形菌纲的亚硝化单胞菌和亚硝化螺旋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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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long-term fertilization on ammonium oxidizing bacterial diversity in

a paddy soil derived from yellow-brown earth

PEI Xue．xial，2，ZHOU Weil’，LIANG Guo．qin91，SUN Jing-wenl，Wang Xiu．binl，LI Shuang．1a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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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ffects of long—term application of N，NP，NPK，M(pig manure)，and MNPK(pig manure plus NPK)

on soil microbial carbon(SMB—C)，soil microbial nitrogen(SMB—N)，and ammonium oxidizing bacterial

(AOB)diversity in a paddy soil derived from yellow—brown earth in Hubei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were

studied．Results showed that，all fertilizer treatments tended to increase soil organic matter，total N。SMB—C

(N)，and alter the AOB community compared with the contr01．Among the six treatments，MNPK acquired more

complex AOB community structure than those of chemical fertilizers application only．Unweighted Pair Group Meth．

od Clusting(UPGMC)analysis of the DGGE banding patterns showed that，treatments harvesting rice and wheat

were divided to two classes respectively．After the same crop harvested，all treatments were divided to two classes．

M and MNPK were grouped into one class，and N，NP，NPK and CK were clustered into the other．And there were

difference between rice and wheat harvested in the latter class．Sequence analysis of prominent bands in DGGE pro-

files showed that Nitrosospira and Nitrosomonas within 13-proteobacteria were the dominant ammonium oxidizing bac—

teria in studied 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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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肥是影响土壤质量及农田可持续利用最重要

的农业措施之一，对作物产量、土壤质量和生物肥力

等产生重要影响。土壤微生物作为土壤环境中重要

的生命有机体，其生物学特性和群落结构与土壤质

量关系十分密切，因此对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研究具

有重要意义¨剖。20世纪后期，用微生物量、土壤酶

及土壤微生物数鼍等生物指标来表征土壤质量及土

壤微生物多样性曾受到广泛关注[¨】。变性梯度凝

胶电泳(DGGE)技术通过链式聚合酶反应(PCR)，

可快速从土壤中扩增特定微生物DNA片段，通过

DGGE变性胶加以分离，进一步对关键条带测序及

生物信息学分析，揭示所研究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

组成及演变特征。Muter等¨1于1993年首次将该

技术应用于微生物生态学领域，现已广泛应用于土

壤微生物种群多样性研究和种群的动态监测【¨o。

氨氧化细菌是能够将氨氧化成亚硝酸盐的关键

微生物，是影响硝化作用速率的主要因素，被认为是

研究土壤微生物生态学的模式生物010-12]。长期施

肥对土壤微生物量及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影响已有报

道，如Zhang等¨纠研究了长期施肥对太湖流域水稻

土细菌群落结构的影响；Gu等¨40及钟文辉等¨纠分

别研究了长期施肥对石灰性紫色土和红壤微生物量

及氨氧化细菌群落结构的影响。黄棕壤属于盐基不

饱和弱富铝化淋溶土，农业复种指数大、土壤肥力变

化较快，近年来土壤质量和作物增产潜力下降等问

题备受关注。目前有关长期施肥对黄棕壤性水稻士

质量的研究，仅局限于土壤养分状况和酶活性等方

面，关于不同施肥处理对土壤微生物遗传多样性的

影响研究较少。本研究采用PCR—DGGE技术，研

究了长期施肥对黄棕壤性水稻土氨氧化细菌遗传多

样性的影响，以期为该类土壤建立可持续施肥制度，

提高生物肥力和土壤质量提供理论依据。

1材料与方法

1．1试验设计

供试土样取自始于1981年的湖北省农科院长

期肥料定位试验。供试土壤为黄棕壤性水稻土，质

地粘壤。耕层土壤基本理化性状为：有机质27．43

g／kg、全氮1．801 g／kg、全磷1．004 s／kg、碱解氮

150．7 mg／kg、速效磷5．0 mg／kg、速效钾98．5

mg／kg，pH 6．3。试验设6个处理：1)不施肥(CK)；

2)单施氮肥(N)；3)氮磷配施(NP)；4)氮磷钾配

施(NPK)；5)单施有机肥(M)；6)有机肥与氮磷钾

配施(MNPK)。小区面积40 in2，3次重复，随机排

列。试验为中稻和冬小麦轮作制度。根据设计要

求，年化肥用量为N 150 kg／hm2、P20。75 kg／hm2、

K：O 150 kg／hm2，中稻和冬小麦总施肥量比例为6

：4；有机肥为充分腐熟的猪粪，每年施用22500

kg／hm2，中稻和冬小麦各施1／2；磷、钾肥和有机肥

均采用移栽或播种前～次基施；氮肥中稻季采用基

肥：分蘖肥：穗肥=2：2：1，冬小麦季采用基肥：腊

肥：拔节肥=2：1：1。

1．2取样及测定方法

为排除作物生长和田间管理对土壤生物肥力的影

响，分别于2008年10月水稻收获时(水稻季)和2009

年6月小麦收获时(小麦季)采取㈣cm土层非根
际土壤样品。鲜土去除植物残体，过2 nlnl筛后分为3

部分：一部分土样保存于4。C，一周内测定微生物量

碳、氮；一部分土样保存于瑚℃，用于PCR—DGGE分
析；其余土样风干，用于测定土壤基本理化性状。

土壤pH值用水浸提(水土比2．5：1)pH计测定；

有机质用重铬酸钾容量法(外加热法)测定；全氮用

半微量凯氏定氮法；土壤含水量用铝盒烘干法测定；

NO；-N、NH；-N含量用2 mol／L KCI提取，Foss公

司的流动注射分析仪(德国产)测定；土壤微生物量

碳、氮用氯仿熏蒸一K：SO。浸提法，浸提液中的微生

物量采用重铬酸钾容量法(磷酸浴)测定，微生物量

氮用凯氏定氮法测定，换算系数分别为0．38和0．45。

1．3 ±壤氨氧化细菌群落的PCR_DGGE分析

1．3．1土壤微生物基因组DNA提取及纯化 土壤

微生物基因组DNA的提取和纯化参见文献[8]。

1．3．2氨氧化菌16S rDNA的PCR扩增采用Nested

-PCR程序第一次PCR：所用引物为扩增氨氧化

细菌16SrDNA的引物CTOl89Abf、CTOl89Cf和

CT0654r。反应体系为PCR Easy SuperMix(Trans—

gen．Beijing)25 trL，每种引物l斗L(25 pmol／lxL)，

0．5 IxL稀释10倍的土壤总DNA，加ddH，O至最终

体积50斗L。为减少扩增过程中的非特异性产物，

采用Touch—down PCR程序。反应程序：94℃预变

性5 min，94。C l min，65～55℃50 s(每个循环温度

降低0．5℃)，72。C1．30 min，20个循环，然后在其它

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55℃的退火温度F继续扩增

10个循环，72℃7 min，最后于40C恒定保存。

第二次PCR：第一次PCR产物稀释10倍后作

模板，引物为P338f-GC和P518r。反应体系为PCR

Hifi SuperMix(Transgen．Beijing)25 txL，每种引物1

斗L(25 pmol／IxL)，模板DNA 1 ILL，加ddH20至最终

体积501乩L。反应程序是在第一轮PCR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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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火温度变为在前20个循环中为63～53。C，后10

个循环为53。C，其它步骤与第一轮PCR相同。取

PCR产物各3“L，1．O％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D—

code TM，Bio—Rad)，Bio—Rad公司凝胶成像系统(Gel

Doc Doeumentation System)观察o

1．3．3 PCR产物的变性梯度凝胶电泳(DGGE)分

析、DGGE带的回收与测序取第二次PCR产物35

灿进行DGGE分析，变性剂梯度范围为30％～
50％，从正极到负极逐渐递增，聚丙烯酰胺凝胶浓度

为6％～12％(W／V)。在l×TAE缓冲液中，预热

后点样，60V电压、60℃下电泳13 h。电泳完毕后用

l IxL SyBR green I(Sigma)(1×TAE稀释10000

倍)核酸染料染色30 min，用0．5×TAE缓冲液浸

泡15 rain后成像、拍照。在紫外灯下将凝胶中较亮

的条带用刀片小心切下。将胶条浸于40斗L无菌超

纯水中，用枪尖捣碎，4℃放置过夜，使DNA片段溶

出。取4 mL DNA浸出液作为模板，按照1．3．2中

第二次PCR的方法进行扩增，扩增产物再用DGGE

电泳验证扩增片段与所回收条带的电泳行为是否一

致。确定所回收条带的正确位置后，用引物P338f

和P518r再进行PCR扩增，PCR产物送给上海生物

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测序。序列信息输入NCBI

[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www．

ncbi．him．nih．gov)]数据库进行BLAST(Basic 10—

cal alignment search tools)分析。

用Quatity oIle软件进行Shannon多样性指数

(H)和丰富度指数(S)的计算和聚类分析。其中聚

类分析用UPGMA方法。Shannon指数的计算是基

于DGGE胶条带位置和条带强度，而条带的强度则

通过条带的峰面积来表示：

H=一∑(ni／N)In(ni／N)

式中：ni为单一条带的峰面积，N为所有峰的总面积。

DGGE所用仪器为the D—code TM Universal Mu—

tation Detection System(Bio．Rad Co．)。所有扩增引

物均由上海生物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合成。具体

引物序列参见文献[12]。

数据方差分析使用DPSll．0统计软件，DGGE

带谱聚类分析使用专业软件(Quantity One，Bio—

Rad，USA)，系统发育树用Mega4．1进行分析作图。

2结果与分析

2．1长期施肥对土壤基本性状及微生物量碳、氮含

量的影响

与单施化肥相比，M和MNPK处理显著提高了

土壤有机质、全氮和NO；一N含量；NPK处理与CK

相比，也显著提高了土壤有机质和全氮含量；单施

N处理与CK问养分含量差异均不显著(表1)。

长期不同施肥对土壤微生物量碳、氮均产生显

著影响。与CK相比，水稻季和小麦季长期施肥使

土壤微生物量碳分别提高了27．08％～192．00％和

1．33％～42．87％，其中MNPK和M处理微生物量

碳含量最高，且与化肥处理间差异均达显著水平。

水稻季NPK与NP，N与CK，小麦季化肥与CK间差

异均未达显著水平。微生物量氮与微生物量碳的变

化趋势相似，M和MNPK微生物量氮含量提高幅度

最大。

表1还看出，作物收获时，水稻季土壤含水量为

29．14％～32．8l％，处理间差异不显著；小麦季为

15．83％～19．67％，M和MNPK处理显著高于仅施

化肥处理和CK。与试验开始时(pH为6．3)相比，

黄棕壤性水稻土pH值提高了0．61～1．37个单位，

NPK、M和MNPK处理较CK显著减缓了土壤碱性

化的速度。

2．2氨氧化细菌16S rDNA的PCR-DGGE图谱

分析及序列

2．2．1长期施肥下氨氧化细菌微生物群落DGGE图

谱分析应用DGGE技术对黄棕壤性水稻土16S

rDNA氨氧化细菌PCR产物进行分离。图1看出，

不同处理的氨氧化细菌PCR产物均分离为许多的

DNA条带，且不同土壤样品出现的DNA条带的带

型不同。结合DGGE图谱的Shannon多样性指数和

丰富度指数(表2)分析看出，供试土壤的电泳条带

数目及多样性均明显不同，充分表明了黄棕壤性水

稻土氨氧化细菌的多样性。不同处理间拥有一些共

同的DNA条带，表明同一土壤不同施肥处理间存在

许多共同的氨氧化细菌类群，但共有条带的信号强

度(DNA条带亮度)不同(如箭头所示)，表明不同

的施肥处理对土壤氨氧化细菌类群的数量有较大

影响。

从Shannon多样性指数和条带丰富度指数(表

2)看出，不论是淹水种植水稻后还是旱季种植小

麦后，M和MNPK明显增加了DNA条带数量和条

带信号强度(如条带4和条带5)，Shannon多样性

指数最高，说明有机肥的施用提高了黄棕壤性水

稻土氨氧化细菌的多样性。不施肥或仅施氮肥，

易造成土壤严重缺磷，不利于土壤中氨氧化细菌

的繁殖，故条带数量较少，氨氧化细菌种群丰富度

较低。

万方数据



3
期

裴
雩

霞
，

等
：

长
期

施
肥

对
黄

棕
壤

性
水

稻
土

氨
氧

化
细

菌
多

样
性

的
影

响

弓；一零”苗{蜡蟊喝；嚣暑lIl爹。出{奎丐言一趸∞兰1>降*摊吲水n斓琳棚匿割文倏秣毋件衍÷匡K呈f趔3；I}．(Q芎邑鼎

勺岛．o刊裂．9
屯Q旨．o啊_一．卜

屯口n一．o州n一．卜

oqg．o斜昌．卜
寸∞o．o舯卜o．卜

号8．oH器．厶
。口．I．o卅no一

口_【o．o州_o‘
q．【H．o啊HA．9

暑．【o．o卅o_．卜
时口o．o州客．卜

冉∞90．o卅寸n．厶

∞卜卜6制∞”．A_
∞o心．o*卜田．西H

鼻∞n

6州．【n．9_
五。寸．o剞n∞．2

盈nn-0卅n寸．口_
丑寸口．0州nN．吗_

爵nn．I州．I∞．Nn
霄小n．￡制昏n．—n

舒8寸*喝卜．Ic
膏∞n“州90．on

∞No．￡州。夺．on
膏一n．n耕寸一．—西门

∞葛．昌制8．9口H辱譬．斜*磊．oS

嚆导．o州¨∞．_

时∞一∞州弩一2毒导．90I千袋．N口心

盂n口“卅寸一“卜
o—n寸．n卅n卜．N”

o厶9．n州葛．I寸
o∞A．￡制@n．8n

4卜N．o州mH．一
卫芝．备州口∞．0ln唔_N．0卅导．H

皿导．擘舯n8．n等
五∞_【．寸n制寸n．n也寸

皿∞∞．∞”州∞n．69寸

时on“．【刊卜口．9(尚∞∞∞．A卜札∞口．9ta

醇n卜．口州∞卜．h瓠一
4罱．∞*葛．％

olq

nn．昏卅n卜．乱n

勺
o

na．8刊．【a．卜n
口∞岔．n斟n卜．卜N

49z．口I千裂．66卜
o∞叼．∞∞州”寸．∞m∞

o

g．葛*96．雩n
勺N卜．n甘甜—K．_【-【寸

曙no．昏一劓oN．寸Nn

母昏n．o卅∞o．N
∞19．0卅&．N

一_【寸．o州—罱．N
毒高．o州口n．9

t

n口．_【槲￡I．9
每芝．H卅06．9

西N_1．1卅一A．”
时岈∞．0州小口试

爵=．0制口N“

∞_【口．H刊口n“-【
4罱．_卅N∞．oH

o荨．H制09．9
o龠．．【州∞卜．寸

o

09．o州60“
o∞N．o制厶9奇

再令．o刊葛．8
皿．E”．o卅。一．”

o提．o卅高．n
o寸n．o剞厶9．n

oNc．o州小嘧“

o

no．o卅口o．c

爵90．0刊甙∞．【
爵窨．0州n昏．1

盂口o．0制nn．I

。
q

60．o斟∞寸o
o葛．o州导．I

oqg．o槲∞寸．I
时寸_．0槲口”．^

蕾6I．0州心n

d
叠吕．o卅n西．_

皇o．【．o埘n∞．I
p。=．0卅c9．H

々ao．o劓∞n．I

喀卜口．o制—S．昏n

譬山Z苫

寸n仓．o制nn．∞n
丑=．_制∞_．斟

4nn．I卅卜∞．I￡
o甘f6．I州∞寸．a一

3q卜气_卅卜口．on

)I皇

^H乏g蛊譬
Z_—兰参

)【u褂懈，『，

对寸卜．一州_卜．t寸uIdZ窆

时∞小．￡卅n_．_【寸
口袋．o甜66．葛

皇6Id制导．￡￡
o∞n．I州_寸．—瓦

p4”∞．H制8．In

譬山Z

～Z_苓葛鬈

乏Qo醴
)Iu特鼹*

一零一

1ual口8留苗亭

卿*姐

一弘一弋昌一
Z●∞窆∞

嵫卿霉划袈

一酶一鲁v
u●固蓦∽

崔卿器州幕

一彗／窘昌v
z。奢z

一彗鲁一
2，¨oz

^堂／曰一
Z．10J．

撩剞

一堂、一
蓦。

峰暴懈

∞_二。曰葛￡IT-

尉氧

瞢a’口8

Z●酋磊．U●笪乏∽pⅡ舞兽∞暑_暑_q星晕口置墨墨—葛芑拦d嚣3．叫毒oI-o篁筮硝嗣．1_至矗-L

兽逡6I}一姐撅，誊一暴州帮瞄求精馨州莨雕埋踩半_琳

万
方
数
据



万方数据



3期 裴雪霞，等：长期施肥对黄棕壤性水稻土氨氧化细菌多样性的影响 729

图2黄棕壤性水稻土氨氧化细菌DGGE指纹图谱的聚类分析图

魄．2 UPGMA analysis based Oii the DGGE profile ofamumonium oxidizing bacterial after rice and wheat harvest

under different fertilizer treatments

2

Uncultured ammonia-oxidizing bacterium,DQ068719

Uncultured bacterium clone．EU050919．1

Nitrosopira sp．．EU849155．1

Nitrosopira sp．，Nm84，AYl23797

3

5

Nitrosopira sp．R7c 187，AF386757

Nitrosopira sp．Nsp57，EU675822

6

Nitrosopira sp．Cr2F．AYi89139

4

Uncultured Nitrosornonas sp．，AYl38535

l

卜_—1污——叫

图3氨氧化细菌DGGE图谱回收条带与参比序列的系统发育树

隐．3 Phyiogenetic tree based On partial nucleotide sequences retrieved from the DGGE bands(holds)of

ammonium oxidizing bacterial in this study and in the DNA Genebank

纲(Proteobacteria)的未培养亚硝化单胞菌(uncu]一

tured Nitrosomonas sp．)和未培养氨氧化细菌(uncul—

tured ammonia·oxidizing bacterium)相似性较高，条带

3和条带5与亚硝化单胞菌非常相似，条带4和条

带6与亚硝化螺旋菌(Nitrosospira sp．)相似性较高。

3讨论

PCR—DGGE技术是研究环境样品非(难)培养

微生物的有效方法，可以从土壤微生物基因组的角

度揭示其多样性旧1，土壤微生物多样性会对农业管

理措施产生及时而准确的响应。在DGGE图谱中，

处于不同位置的每条DNA带及其相对浓度(亮度)

可能代表微生物群落中某一特定微生物种及其在群

落中的相对丰度一J。钟文辉等¨副认为，施入氮肥可

提高红壤氨氧化细菌的DGGE条带数量；Gu

等¨引、He等¨纠和Karin等¨7 o认为，施用有机肥是

影响土壤中氨氧化细菌群落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

且氨氧化细菌群落结构变化在表征土壤物理特性变

化方面比总细菌群落结构更为有效。本研究结果表

明，稻麦两季作物收获后，不同施肥处理下土壤氨氧

化细菌群落结构均明显不同。6个施肥处理中黄棕

壤性水稻土氨氧化细菌DGGE图谱的Shannon多样

性指数和丰富度指数(条带数量)的变化特点依次

为：施用有机肥处理>化肥处理>不施肥的对照

(CK)，说明施用有机肥提高了黄棕壤性水稻土氨氧

化细菌的多样性。这可能是施用有机肥促进了活性

有机碳的积累，进而提高了土壤微生物量碳和微生

物量氮的含量，改善了土壤微生物的生存环境㈨J。
稻麦轮作是本研究区常用的作物种植方式。两

种作物收获后土壤的氨氧化细菌DGGE图谱有较大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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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且收获水稻后土壤氨氧化细菌多样性高于收获

小麦后的；聚类分析结果也表明，两季作物收获后土

壤氨氧化细菌DGGE图谱明显聚为两大组群，充分说

明季节差异大于施肥处理间的差异。由于种植水稻

和种植小麦的土壤环境条件有较大不同，最主要的原

因可能是水稻季土壤水分明显高于小麦季；另外，由

小麦季的氧化状况转变为水稻季的还原(嫌气)状

况，两种作物分泌的代谢产物不同，对土壤中的氨氧

化细菌具有选择性作用Ll引。聚类分析结果还显示，

同一种作物收获后，6个施肥处理均被分为两大族

群，其中M和MNPK聚为一个族群，N、NP、NPK和

CK聚为一族群，但后者族群内分类又不相同。这与

Gu等¨41长期施肥对石灰性紫色土氨氧化细菌DGGE

图谱在小麦季上的分类相同；而水稻季MNPK、NP为

一类，其余处理为另一类相差较大，可能与土壤类型、

土壤肥力及气候环境等因素有关。

16S rDNA基因序列的系统发育分析表明，所有

的优势氨氧化细菌的系统发育都比较单一，与变形

菌纲的p一亚纲和7一亚纲的16SrDNA序列有较高

的相似度。其中B一亚纲的亚硝化细菌又分为亚硝

化单胞菌(Nitrosomonas)和亚硝化螺菌(Nitrosospi—

ro)olSl。钟文辉等¨纠对长期施肥对红壤氨氧化细

菌DGGE图谱16SrDNA的条带测序结果表明，红壤

上氨氧化细菌多属于亚硝化螺菌属，少数属于亚硝

化单胞菌属。本研究中对16S rDNA条带的测序结

果表明，所研究的黄棕壤性水稻土氨氧化细菌有两

条DNA带与亚硝化单胞菌有较近的亲缘关系，两条

DNA带与亚硝化螺旋菌有较近的亲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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