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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 土土壤微生物特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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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土壤微生物是土壤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长期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对其产生的影响可为该地

区选择适宜的土地利用方式，实现培肥土壤和高产高效农业生产提供理论支撑。【方法】以位于陕西杨凌的“国家

黄土肥力与肥料效益监测基地”的长期定位试验为基础，利用Ｂｉｏｌｏｇ分析结合常规分析，研究了４种长期不同土地
利用方式［不施肥农田（ＣＫ），长期施氮、磷、钾化肥农田（ＮＰＫ），长期绝对休闲（ＦＬ）和撂荒（ＡＬ）］对 土土壤微生

物量、呼吸强度和微生物功能多样性的影响。【结果】ＡＬ和 ＮＰＫ处理的土壤微生物量碳（ＳＭＢＣ）和微生物量氮
（ＳＭＢＮ）均显著高于ＣＫ和ＦＬ处理，其中ＡＬ和ＮＰＫ处理之间差异不显著，ＣＫ和 ＦＬ处理之间差异不显著。ＮＰＫ
处理的ＳＭＢＣ／ＳＭＢＮ值最高，而ＣＫ和ＦＬ处理最低，两组间差异显著，而ＡＬ处理居中但与两组之间均差异不显著。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基础呼吸强度的变化趋势是ＡＬ＞ＦＬ＞ＮＰＫ＞ＣＫ，累积呼吸量的变化趋势为ＡＬ＞ＮＰＫ＞
ＦＬ＞ＣＫ，表明ＡＬ处理的土壤微生物活性最高，其次是ＮＰＫ处理，再者是ＦＬ处理，而ＣＫ处理的土壤微生物活性最
低。Ｂｉｏｌｏｇ分析的结果显示，ＡＬ、ＮＰＫ和ＣＫ处理的平均颜色变化率（ＡＷＣＤ）在开始的２４ｈ变化不大，此后随培养
时间的延长而快速升高；而ＦＬ处理在７２ｈ之后才快速升高。培养结束时，ＮＰＫ和ＡＬ处理的ＡＷＣＤ最大，其次是
ＣＫ处理，ＦＬ处理最低。ＮＰＫ和 ＡＬ处理的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物种丰富度指数 Ｈ、碳源利用丰富度指数 Ｓ和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Ｄ均最高，ＣＫ其次，ＦＬ最低。各处理的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均匀度指数 Ｅ没有明显差异。相比 ＣＫ、ＮＰＫ和 ＡＬ
处理能提高 土土壤微生物群落的功能多样性，ＦＬ处理则会降低 土土壤微生物群落的功能多样性。主成分分

析共提取了５个主成分，累计贡献率达８７７％，其中第１主成分（ＰＣ１）的方差贡献率为５２０％，第２主成分（ＰＣ２）
为１１６％。ＮＰＫ处理和ＡＬ处理的碳源利用特征相类似，与ＣＫ和ＦＬ处理存在显著差异，表明不同土地利用方式
下土壤微生物群落的结构和功能出现了显著分异。糖类、羧酸类和氨基酸类等三类碳源是区分各处理的主要碳

源。【结论】撂荒和合理施肥的农田均可以提高土壤微生物量、土壤呼吸作用和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和功能的多样

性，长期的绝对休闲则不利于土壤微生物功能多样性的维持。合理施肥的农田并不会造成土壤微生物量的下降以

及土壤微生物结构和功能多样性的退化，相反，合理施肥对于维持农田土壤微生物量以及微生物结构和功能多样

性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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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ａｎｄｕｓ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Ｔｈｅｃａｒｂｏｎ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ｏｓｔｌｙｕｓｅｄｂｙｓｏｉｌ
ｍｉｃｒｏｂｅｓｗｅｒｅ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ｓ，ｃａｒｂｏｘｙｌｉｃａｃｉｄｓａｎｄ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ｓ，ｗｈｉｃｈｗｅｒｅｔｈｅｍａｉｎｃａｒｂｏｎｓｏｕｒｃｅｓｔｏ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Ｂｏｔｈａｂａｎｄｏｎｅｄｌａｎｄａｎｄ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ｗｉｔｈ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ｕｌ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ｓｏｉ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ｂｉｏｍａｓｓ，ｓｏｉｌ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ｏｉｌ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ｈｉｌｅ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ｆａｌｌｏｗｌａｎｄ（Ｎｏ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ａｍｅｔｉｌｌａｇｅｗｉｔｈ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ｗｅ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ａｌｍｏｓｔｎｏ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ｈａｄａ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ｓｏｉｌ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ｗｉｔｈ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ｉｄｎ’ｔｃａｕｓｅ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ｏｆｓｏｉｌ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ｂｉｏｍａｓｓ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ｔｅｒｉ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ｉｌ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ｎ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ｒｙ，ｉｔｈａｄａ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ｔｏ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ｓｏｉｌ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ｂｉｏｍａｓｓａｎｄｓｏｉｌ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牶ｌａｎｄｕｓ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ｓ牷ｓｏｉｌ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ｂｉｏｍａｓｓｃａｒｂｏｎ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牷ｓｏｉｌ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牷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牷Ｂｉｏｌｏｇ

　　土壤微生物是土壤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在有机质分解、营养循环、植物生长的促进或抑制

以及各种土壤物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１］。

研究表明，许多微生物活性指标如土壤微生物量、呼

吸强度和微生物群落结构与功能多样性的变化能敏

感地反映出土壤质量和健康状况，是土壤环境质量

评价不可缺少的重要生物学指标［２］。

土地利用方式不同可以引起陆地生态以及生物

地球化学循环过程的变化，导致土壤性质变化和土

地生产力改变［３］。目前，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以土

地利用方式对土壤有机碳、土壤养分、土壤理化特性

的影响等居多［４－９］，而在土壤微生物功能和结构多

样性方面相对较少［１０－１１］，对于黄土高原地区来说，

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微生物特性的研究也仅限于土

壤微生物量碳氮方面。本文以“国家黄土肥力与肥

料效益监测基地”的长期试验为平台，研究了黄土

区长期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微生物量、呼吸强

度及微生物群落功能多样性等土壤微生物特性的变

化，旨在探索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微生物特性的影

响，为制定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提高黄土区土壤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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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实现黄土土壤的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点与试验设计

试验在“国家黄土肥力与肥料效益监测基地”

进行，位于陕西省杨凌示范区五泉镇（３４°１７′５１″Ｎ，
１０８°００′４８″Ｅ），海拔 ５１６ｍ，年平均气温 １３℃，≥
１０℃积温４１９６２℃，年均降水量５５０ ６００ｍｍ，主
要集中在７ ９月，年均蒸发量９９３ｍｍ，无霜期１８４
２１６ｄ。供试土壤为旱耕土垫人为土，黄土母质。
长期试验始于１９９０年秋，共设１３个处理，本研

究选用其中４个处理，即：１）农田不施肥（ＣＫ）；２）
农田施肥（ＮＰＫ），氮磷钾肥配合，其中氮肥为尿素，
磷肥为过磷酸钙，钾肥为硫酸钾；３）撂荒（ＡＬ），不
施肥，自然生长荒草；４）休闲（ＦＬ），与农田同样耕
作，不施肥，期间及时除草，基本保持没有植被生长。

其中ＣＫ和ＮＰＫ处理的试验小区面积为１９６ｍ２（１４
ｍ×１４ｍ），撂荒和休闲的小区面积为９８ｍ２（７ｍ ×
１４ｍ），重复１次。种植制度实行当地普遍采用的
冬小麦－夏玉米一年两熟制。冬小麦所有肥料于播
种前一次施入，氮肥用量为Ｎ１６５０ｋｇ／ｈｍ２，磷肥为
Ｐ２Ｏ５１３２０ｋｇ／ｈｍ

２，钾肥为 Ｋ２Ｏ８２５ｋｇ／ｈｍ
２；夏玉

米于大喇叭口期结合中耕除草施入，Ｎ用量１８７５
ｋｇ／ｈｍ２，Ｐ２Ｏ５５６２５ｋｇ／ｈｍ

２，Ｋ２Ｏ９３７５ｋｇ／ｈｍ
２。小

麦生长期内灌溉１ ２次，每次灌水量为９０ｍｍ左
右。玉米的灌溉根据降雨情况而定，一般２ ３次，
每次灌水量也为９０ｍｍ左右［１２］。

１２　土样采集与处理
于２０１３年６月小麦收获后采集各处理 ０—２０

ｃｍ表层土样。采样时每小区采９点组成一个混合
样品，重复采集３次，样品装入塑封袋并置于冰块上
运回实验室。新鲜样品剔除动植物残体后，过３ｍｍ
筛，４℃冰箱保存，Ｂｉｏｌｏｇ分析于４８ｈ内进行，一周内
进行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氮和土壤呼吸强度的

测定。

１３　测定方法
１３１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氮的测定　土壤微生
物生物量碳、氮的测定采用氯仿熏蒸浸提法［１３］。滤

液中的有机碳用 ＴＯＣ－ＶＣＰＨ（日本岛津）分析仪测
定，全氮用过硫酸钾氧化—紫外比色法测定。

１３２土壤呼吸强度的测定　称取２０ｇ鲜土于５００
ｍＬ有盖的可密封的玻璃广口瓶中，并将土壤均匀
地平铺于底部，将盛有５ｍＬ０１ｍｏｌ／ＬＮａＯＨ溶液
的吸收小瓶悬挂在土壤的上方。培养瓶密封后于

２５℃下恒温培２４ｈ，用煮沸除去 ＣＯ２的蒸馏水冲洗
４次 ＮａＯＨ溶液于 １００ｍＬ三角瓶中，加入 ２ｍＬ
１ｍｏｌ／ＬＢａＣｌ２和酚酞指示剂２滴，用００５ｍｏｌ／Ｌ盐
酸滴定至红色消失。同时做空白对照，每个处理重

复３次，连续培养１２天［１４］。

１３３土壤微生物群落功能多样性的测定　土壤微
生物碳源利用多样性应用 ＢＩＯＬＯＧ生态测试板
（ＥＣＯ 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ｔｅ， 美 国 Ｍａｔｒｉｘ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生产）测定。称取相当于５ｇ烘干土重
的新鲜土样加入内有４５ｍＬ无菌水的三角瓶中，加
无菌滤膜封口，在２００ｒ／ｍｉｎ下振荡３０ｍｉｎ，然后按
逐步稀释法，依次稀释为 １０－２、１０－３梯度液。用
１０－３稀释液接种生态测试板，接种量为１５０μＬ，每样
１板（３次重复），将接种好的测试板加盖在２８℃下
培养１０ｄ，每隔 ２４ｈ用 ＢＩＯＬＯＧ自动读数装置在
５９０ｎｍ下读数。
１４　数据处理与分析

Ｂｉｏｌｏｇ分析测定的数据按公式（１）、（２）、（３）、
（４）和（５）分别计算测试板孔中溶液的平均颜色变化
率（ａｖｅｒａｇｅｗｅｌｌｃｏｌｏ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ＷＣＤ）、Ｓｈａｎｎｏｎ
Ｗｉｅｎｅｒ物种丰富度指数Ｈ、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均匀度指
数Ｅ、碳源利用丰富度指数Ｓ、Ｓｉｍｐｓｏｎ指数Ｄ［１５］ｓ 。

ＡＷＣＤ＝
∑
Ｓ

ｉ＝１
（Ｃｉ－Ｒ０）

ｎ （１）

Ｈ＝－∑
Ｓ

ｉ＝１
Ｐｉ（ｌｎＰｉ） （２）

Ｓ＝被利用碳源的总数 （３）
Ｅ＝Ｈ／ｌｎＳ （４）

Ｄｓ＝１－∑
Ｓ

ｉ＝１
Ｐ２ｉ （５）

式中：Ｃｉ为每个有培养基孔的吸光值；Ｒ０为对照孔
的吸光值；ｎ为培养基孔数；ＥＣＯ板 ｎ值为３１；Ｐｉ
为第ｉ孔的相对吸光值与所有反应孔相对吸光值总
和的比值，即，

Ｐｉ＝
Ｃｉ－Ｒ０

∑
Ｓ

ｉ＝１
（Ｃｉ－Ｒ０）

采用 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３对试验数据进行处理，使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进行方差分析和主成分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长期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微生物量的
影响

土壤微生物量的高低反映了土壤同化和矿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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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大小，是土壤生态系统肥力的重要生物学指

标［１６］。表 １显示，各处理的土壤微生物量碳
（ＳＭＢＣ）、土壤微生物量氮（ＳＭＢＮ）变化范围分别为
２７０５ ４４５７ｍｇ／ｋｇ和３２７ ４６５ｍｇ／ｋｇ，其中，
ＡＬ处理和 ＮＰＫ处理的 ＳＭＢＣ、ＳＭＢＮ均显著高于
ＣＫ和ＦＬ处理，而两两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异。可
见，长期农田施肥（ＮＰＫ）和长期撂荒（ＡＬ）处理有利
于提高ＳＭＢＣ、ＳＭＢＮ。

土壤微生物量碳占土壤有机碳含量的百分比

（ＳＭＢＣ／ＳＯＣ）称为微生物商（ｑＭＢ）［１７－１８］。它的变
化反映了土壤中输入的有机质向微生物量碳的转化

效率、土壤中碳损失和土壤矿物对有机质的固

定［１１］。微生物商的变化比土壤有机碳和微生物量

碳更稳定，表现出更平滑的变化趋势［１９］，一般微生

物商值为１％ ４％［２０］。由表１可见，不同处理中土
壤ｑＭＢ范围介于３６３％ ４２９％之间，表现出农田
土壤的 ｑＭＢ要高于其他处理，其中 ＮＰＫ处理的
ｑＭＢ显著高于ＦＬ处理，其他处理间均差异不显著。
微生物量氮与土壤全氮的比值（ＳＭＢＮ／ＴＮ）可反映
土壤全氮的利用效率［２１］。由表１显示，不同处理对
土壤全氮的利用效率没有显著的影响。

土壤微生物量碳氮比（ＳＭＢＣ／ＳＭＢＮ）可反映微
生物群落结构信息，其显著变化喻示着微生物群落

结构变化可能是微生物量较高的首要原因［２２］。

ＮＰＫ处理的ＳＭＢＣ／ＳＭＢＮ值最高，而ＣＫ和ＦＬ处理
最低，两组间差异显著，而其他处理之间均无显著差

异。说明与休闲和不施肥处理相比，长期农田施肥

使土壤微生物种群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

表１　长期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微生物量碳、氮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ａｎｄｕｓ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ｎＳＭＢＣａｎｄＳＭＢＮ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ＳＭＢＣ
（ｍｇ／ｋｇ）

ＳＭＢＮ
（ｍｇ／ｋｇ）

ｑＭＢ（ＳＭＢＣ／ＳＯＣ）
（％）

ＳＭＢＮ／ＴＮ
（％）

ＳＭＢＣ／ＳＭＢＮ

ＣＫ ２７０５±７４ｂ ３２７±１１ｂ ３６３±０１０ａｂ ３６２±０１３ａ ８３±０１ｂ

ＮＰＫ ４４５７±２６８ａ ４４８±１５ａ ４２９±０１２ａ ３７１±０１３ａ ９８±０１ａ

ＡＬ ４３３６±７２９ａ ４６５±３０ａ ３７４±０６３ａｂ ３６０±０２３ａ ９３±１１ａｂ

ＦＬ ３０３５±３５３ｂ ３６１±１９ｂ ３４２±０３２ｂ ３４６±０１８ａ ８３±０４ｂ

　　注（Ｎｏｔｅ）：ＳＭＢＣ—土壤微生物量碳Ｓｏｉｌ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ｂｉｏｍａｓｓｃａｒｂｏｎ；ＳＭＢＮ—土壤微生物量氮Ｓｏｉｌ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ｂｉｏｍａｓｓ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ｑＭＢ—微生物商
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ｏｆｓｏｉｌ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ｂｉｏｍａｓｓｃａｒｂｏｎｔｏｓｏｉｌ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ａｒｂｏｎ．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

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ｍｅ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ｍｏｎｇ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Ｐ＜０．０５）．

２２　长期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呼吸的影响
土壤呼吸是表征土壤肥力和土壤质量的重要生

物学指标，反映了土壤生物活性和土壤物质代谢强

度［２３］。土壤微生物呼吸的表述有两种方式，一种是

土壤呼吸强度，即单位土壤培养过程中每天产生的

ＣＯ２量，常用 ＣＯ２－Ｃｍｇ／（１００ｇ·ｄ）或者ＣＯ２－Ｃ
ｍｇ／（ｋｇ·ｄ）表示。另一种是土壤累积呼吸量，即单
位土壤培养过程中产生的 ＣＯ２随培养时间的累积
量，常用 ＣＯ２－Ｃｍｇ／１００ｇ或者 ＣＯ２－Ｃｍｇ／ｋｇ表

示［２４］。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土壤呼吸强度和土壤累

积呼吸量见图１。
由图１Ａ可见，不同处理的土壤呼吸强度随着

培养时间的延长呈降低的趋势。培养第１ｄ的呼吸
强度为土壤基础呼吸强度，其变化趋势是 ＡＬ＞ＦＬ
＞ＮＰＫ＞ＣＫ，各处理间差异显著。土壤累积呼吸量
（图１Ｂ）在前３ｄ表现出和土壤基础呼吸强度相同

的趋势，而在第４ｄ之后，各处理累积呼吸量的趋势
为ＡＬ＞ＮＰＫ＞ＦＬ＞ＣＫ，培养结束时各处理间累积
呼吸量有显著差异。

２３　长期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微生物功能多
样性的影响

２３１土壤微生物群落平均颜色变化率　Ｂｉｏｌｏｇ分
析的平均颜色变化率（ＡＷＣＤ）表征微生物群落碳源
利用率，是土壤微生物群落利用单一碳源能力的一

个重要指标，反映了土壤微生物活性、微生物群落生

理功能多样性［２５］。连续培育１０ｄ，每隔２４ｈ测得
的ＡＷＣＤ值变化见图２。ＡＷＣＤ随培养时间的延长
而提高，不同处理在开始的２４ｈ变化不大，说明在
２４ｈ之内碳源基本未被利用。除 ＦＬ处理外，其余
处理均在２４ｈ后快速升高，ＦＬ处理则是在７２ｈ之
后快速升高。在培养结束时，农田施肥（ＮＰＫ）、撂
荒（ＡＬ）处理的 ＡＷＣＤ均显著高于其它处理；而休
闲（ＦＬ）处理则低于不施肥（ＣＫ）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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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土壤呼吸强度和累积呼吸量随培养时间的变化
Ｆｉｇ．１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ｓｏｉｌ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ｎｄ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ｉｎｃｕｂ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ａｎｄｕｓ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注（Ｎｏｔｅ）：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ｍｏｎｇ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Ｐ＜０．０５）．］

图２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土壤ＡＷＣＤ值随培养时间的变化
Ｆｉｇ．２　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ｓｏｉｌＡＷＣＤｗｉｔｈｉｎｃｕｂ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

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ａｎｄｕｓ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２３２土壤微生物群落多样性指数分析　为了进一
步确定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利用９６ｈ的 ＡＷＣＤ值计算了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物种
丰富度指数 Ｈ、碳源利用丰富度指数 Ｓ、Ｓｈａｎｎｏｎ
Ｗｉｅｎｅｒ均匀度指数 Ｅ、Ｓｉｍｐｓｏｎ指数 Ｄｓ（表２），它们
分别反映了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多样性的种群丰富

度、均匀度及某些最常见种的优势度。由表２可见，
在培养９６ｈ时，各处理的 ＡＷＣＤ值顺序为 ＮＰＫ＞
ＡＬ＞ＣＫ＞ＦＬ，其中 ＮＰＫ和 ＡＬ处理的 ＡＷＣＤ显著
高于 ＦＬ处理，而 ＣＫ处理与 ＡＬ、ＦＬ处理差异不显
著。ＮＰＫ和ＡＬ处理的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物种丰富度
指数Ｈ、碳源利用丰富度指数 Ｓ和 Ｓｉｍｐｓｏｎ指数 Ｄｓ
均最高且两者间没有显著差异，ＣＫ处理其次，ＦＬ处
理最低。各处理的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均匀度指数 Ｅ
没有明显差异。

２３３主成分分析　利用培养９６ｈ后测定的ＡＷＣＤ
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ＣＡ）。根据提取的主成分个数一般要求累计方差
贡献率达到８５％的原则［２６］，共提取了５个主成分，
累计贡献率达８７７％ 。其中第１主成分（ＰＣ１）的
方差贡献率为 ５２０％，第 ２主成分 （ＰＣ２）为
１１６％，第３ ５主成分贡献率较小，分别为９０％、
８７％、６５％，因此本文只对前两个主成分进行分析
（图３）。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土地利用方式
在ＰＣ轴上出现了明显的分异，ＰＣ１轴上 ＣＫ和 ＦＬ
处理分布在负方向，ＮＰＫ和ＡＬ处理分布在正方向；
ＰＣ２轴上ＦＬ、ＮＰＫ和ＡＬ处理分布在负方向，ＣＫ处
理分布在正方向。对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的碳源主成

分得分系数进一步进行方差分析的结果，在 ＰＣ１轴
上，ＮＰＫ、ＡＬ处理间差异不显著，而二者与ＣＫ和ＦＬ
处理均差异显著；在ＰＣ２轴上，ＣＫ处理与其它３个
处理间有显著差异。

单一碳源对 ＰＣ１和 ＰＣ２贡献的特征向量反映
主成分与碳源利用的相关系数，特征向量越高，表示

该碳源对主成分的影响越大。图４显示与 ＰＣ１有
较高相关性（≥０７）的碳源有１９种，糖类占７种，
羧酸类占５种，氨基酸类和多聚物类各占３种，多胺
类１种；而与 ＰＣ２具有较高相关性（≥０５）的碳源
有４种，包括氨基酸类和羧酸类各２种。糖类碳源
在ＰＣ１的权重最大，其次是羧酸类；而与 ＰＣ２相关
性较大的碳源是羧酸类和氨基酸类。可见，对 ＰＣ１
和ＰＣ２起分异作用的主要碳源是糖类、羧酸类和氨
基酸类物质，因此，这三类碳源是区分各处理的主要

碳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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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长期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微生物群落的ＡＷＣＤ及功能多样性指数（９６ｈ）
Ｔａｂｌｅ２　ＡＷＣＤ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ｄｉｃｅｓｏｆｓｏｉｌ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ｌａｎｄｕｓ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平均颜色变化

ＡＷＣＤ

Ｓｈａｎｎｏｎ丰富度指数
（Ｈ）

Ｓｈａｎｎｏｎｒｉｃｈｎｅｓｓｉｎｄｅｘ

碳源利用丰富度指数

（Ｓ）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均匀度指数

（Ｅ）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ｅｖｅｎｎｅｓｓ

Ｓｉｍｐｓｏｎ指数
（Ｄｓ）

Ｓｉｍｐｓｏｎｉｎｄｅｘ

ＣＫ ０２８５±０００５ｂｃ ２５６±００１ｂ １５５±０７ｂ ０９４±００１ａ ０９１４±０００４ｂ

ＮＰＫ ０５８２±０１５５ａ ３０４±０１５ａ ２８５±２１ａ ０９３±００１ａ ０９５０±０００１ａ

ＡＬ ０４８５±０１４２ａｂ ３０４±０１８ａ ２８５±０７ａ ０９３±００１ａ ０９５１±０００１ａ

ＦＬ ００６０±００３１ｃ ２１６±００７ｃ １００±１４ｃ ０９５±００２ａ ０８６８±０００１ｃ

　　注（Ｎｏｔｅ）：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ａｃｏｌｕｍｎｍｅ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００５ｌｅｖｅｌ
ａｍｏｎｇ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图３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土壤微生物碳源利用
类型的主成分分析

Ｆｉｇ．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ｃａｒｂｏｎｓｏｕｒｃ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ｙｓｏｉｌ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ｕｓ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图４　碳源对前两个主成分贡献的特征向量
Ｆｉｇ．４　ＥｉｇｅｎｖｅｃｔｏｒｏｆＣｓｏｕｒｃｅｓｗｉｔｈｌｏａｄｉｎｇｓ

ｆｏｒＰＣ１ａｎｄＰＣ２
［注（Ｎｏｔｅ）：Ａ２Ｈ４—ＥＣＯ板的３１种碳源

Ｍｅａｎ３１ｋｉｎｄｓｏｆＣｓｏｕｒｃｅｓ．］

３　讨论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微生物量的影响不

同。本研究中，与农田不施肥（ＣＫ）相比，农田施肥
（ＮＰＫ）和撂荒（ＡＬ）处理显著增加了土壤微生物碳、
氮，而休闲（ＦＬ）处理对 ＳＭＢＣ、ＳＭＢＮ无显著的影
响，这与刘恩科等［１１］、毕明丽等［２７］的研究结果相一

致。这可能是由于长期撂荒土壤不扰动土层，根系

多集中在土壤表层，且每年随地上部生物量和根系

归还土壤的有机物料较多，有利于土壤微生物的繁

衍，从而导致土壤微生物量高；农田施肥直接增加根

系生物量及分泌物，促进了微生物的生长。刘恩科

等［１１］的研究还发现，长期撂荒土壤的 ＳＭＢＣ、ＳＭＢＮ
显著高于农田土壤；而本研究中，ＮＰＫ处理和ＡＬ处
理间的ＳＭＢＣ没有显著差异，可能是因为ＮＰＫ处理
作物产量较高，作物收获后有较多的根茬残留在土

壤中，这也可能是 ＡＬ处理土壤微生物商、ＳＭＢＣ／
ＳＭＢＮ和 ＮＰＫ处理没有差异的原因。

土壤微生物呼吸能有效地指示土壤微生物的活

性，在土壤质量健康评价中占有重要地位［２８］。土地

利用方式的不同，土壤微生物呼吸也表现出明显的

不同，以撂荒土壤的微生物活性最高，其次是农田施

肥土壤，再者是休闲处理，农田不施肥土壤的微生物

活性最低。Ｂａｚｚａｚ和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２９］研究发现，当土壤
中的有机质含量增加时，其土壤呼吸速度就会显著

增加。至采样年份，本研究中各处理土壤有机碳含

量为 ＡＬ（１１５９ｇ／ｋｇ） ＞ＮＰＫ（１０２９ｇ／ｋｇ）＞ＦＬ
（８７６ｇ／ｋｇ）＞ＣＫ（７４５ｇ／ｋｇ），且各处理间均达到
显著差异，这与土壤累积呼吸量的变化趋势一致，可

见土壤累积呼吸量随土壤有机碳的增加而增加，利

用土壤累积呼吸量能直观地反映不同土地利用方式

间微生物活性的差异。本研究中，撂荒处理土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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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作用最强，原因是撂荒处理每年输入到土壤中

的新鲜有机物料较多，其中包含的易分解有机物料

也必然多于其它处理，其呼吸作用显然会增强［３０］。

长期休闲处理的土壤呼吸却显著高于 ＣＫ，而 ＳＭＢＣ
和ＳＭＢＮ的结果两者差异不显著，可能是因为该处
理的有机碳分解速率较 ＣＫ处理低，具体原因有待
进一步分析。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明显改变了土壤微生物群落

功能多样性。农田施肥及撂荒处理的 ＡＷＣＤ显著
高于农田不施肥处理（图２），表明这些处理提高了
土壤微生物的碳源利用能力，这与 ＳＭＢＣ和 ＳＭＢＮ
的结果相一致（表１）；而休闲处理的 ＡＷＣＤ低于农
田不施肥处理，表明该处理对碳源的利用能力相对

较低，这可能是因为长期无物质投入，养分含量尤其

是速效养分含量较低所致。时鹏等［１５］研究发现撂

荒处理土壤的 ＡＷＣＤ值高于耕作处理，而本研究
中，撂荒处理与农田施肥处理的碳源利用能力无明

显差异，这可能是因为时鹏等研究的土壤是草甸黑

土，相对于关中 土的养分含量较高，且种植制度

也有所不同。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物种丰富度指数 Ｈ、碳源利用
丰富度指数Ｓ、Ｓｉｍｐｓｏｎ指数Ｄｓ的分析结果表明，不
同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微生物群落多样性的影响有

所不同，即各处理土壤微生物种群的数量、优势度有

显著差异。长期农田施肥和撂荒均有利于提高土壤

微生物群落的物种丰富度和优势度，可能是由于

ＮＰＫ处理的长期施肥和作物根茬为微生物提供了
较多的养分和能源，而撂荒处理输入到土壤中的有

机物料较多，促进了微生物的繁殖和新陈代谢，这与

罗希茜等［３１］和 时 鹏 等［１５］的 研 究 结 果 一 致。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均匀度指数 Ｅ的结果表明，各处理
间的均匀度没有显著差异。撂荒能增加土壤微生物

物种数量及优势度，但物种的均匀度却和 ＣＫ没有
差异，这与时鹏等［１５］的研究结果有类似之处。相对

于ＣＫ处理，ＮＰＫ处理和ＡＬ处理土壤微生物的物种
均匀度没有显著提高，很可能是由 ＮＰＫ处理和 ＡＬ
处理的稀疏微生物种群数量相对较多引起的，ＮＰＫ
处理和ＡＬ处理的碳源利用数比ＣＫ处理要多１３种
也可能说明了这点（表２）。相对 ＣＫ处理，ＦＬ处理
土壤微生物物种数量和优势度均有所下降，这应与

该处理长期只耕不种不施肥的管理措施有关。

在主成分分析中，共提取了５个主成分，但本文
只对前２个主成分进行分析，这样虽会损失一部分
关于碳源利用的数据，但前２个主成分已经提供了

足够的信息。通过主成分分析表明不同土地利用方

式土壤微生物的碳源利用能力出现显著差异，土壤

微生物群落代谢特征发生改变，土地利用方式对土

壤微生物群落功能多样性产生了较大影响。样本在

主成分轴上分布和微生物对碳源底物的利用能力相

关，ＰＣ１和ＰＣ２解释了大部分的变异，ＡＬ和ＮＰＫ处
理分布于第１主成分正方向，ＣＫ和 ＦＬ处理在第１
主成分负方向上；ＦＬ、ＮＰＫ和ＡＬ处理分布在ＰＣ２轴
的负方向，ＣＫ处理分布在正方向（图３），这与上述
的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物种丰富度指数 Ｈ、碳源利用丰
富度指数Ｓ和 Ｓｉｍｐｓｏｎ指数 Ｄｓ的结果相一致。整
体来看不同处理间分异较大，表现出土壤微生物群

落功能多样性的显著差异。上述分析表明，与撂荒

相比，农田利用并不一定造成土壤微生物结构和功

能的退化，相反合理施肥对于农田土壤微生物多样

性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而长期的绝对休闲则不利

于土壤微生物功能多样性的维持。

主成分分析的结果还表明，糖类、羧酸类和氨基

酸类是本试验各处理土壤微生物利用的主要碳源

（图４），可作为区分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微生
物碳源利用类型的依据。Ｂｉｏｌｏｇ分析方法检测的主
要是土壤中快速生长或富营养的微生物［３２］，因而不

能全面地反映土壤微生物群落的多样性。因此，结

合其他一些免培养的方法（磷脂脂肪酸分析法、核

酸分析法），能够更全面地认识土壤微生物群落结

构和功能的多样性，从而为黄土区土地利用方式的

选择和实现 土的可持续利用提供更有力的依据。

４　结论
长期农田施肥和撂荒处理显著增加了土壤微生

物量碳、氮的含量，而休闲处理对土壤微生物量碳、

氮无显著影响。长期撂荒、农田施肥和休闲处理的

土壤微生物呼吸强度和累积呼吸量均显著增加，其

中以撂荒土壤的呼吸强度和累积呼吸量最高。累积

呼吸量能直接反映不同土地利用方式间土壤微生物

活性的差异。Ｂｉｏｌｏｇ分析结果显示，长期农田施肥
和撂荒处理使土壤微生物的碳源利用率明显升高，

而休闲处理却对土壤微生物利用碳源的能力有不利

的影响。农田施肥处理和撂荒处理有利于提高土壤

微生物物种丰富度和优势度，绝对休闲处理则不利

于维持土壤微生物群落功能多样性。不同土地利用

方式下土壤微生物主要利用糖类、羧酸类和氨基酸

类碳源。与撂荒相比，农田并不一定造成土壤微生

物结构和功能的退化，相反合理施肥对于农田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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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多样性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而长期的绝对

休闲则不利于土壤微生物功能多样性的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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