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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调查岷江干旱河谷两河口、飞虹、撮箕和牟托 4 个样地优势灌丛及其灌丛间空地的表土土壤物理化学性质和微生物

群落组成，探讨植物灌丛群落对土壤微生物群落组成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灌丛种类对土壤微生物群落组成以及土壤物理化

学性质并没有显著影响，而同一样地灌丛与空地间的差异却较为显著。灌丛下比空地土壤中具有更高的有机质、养分含量，更

高的土壤含水量和更低的容重，而灌丛下相对富集的养分资源是造成灌丛与空地间微生物群落组成差异的主要原因。不同样

地影响微生物群落的主要因子存在一定差异，但与氮相关的因子( 总氮、有效氮、碳 /氮比) 对土壤微生物群落着非常重要的影

响，特别是对土壤微生物群落总生物量和细菌类群(革兰氏阳性菌、革兰氏阴性菌、细菌等)。虽然不同灌丛和空地下土壤中细

菌群落都没有显著地变化，但真菌和菌根真菌却明显的在灌丛下富集。在飞虹和牟托样地，总磷和碳 /磷比与真菌类群，主要指

真菌和菌根真菌，表现出显著正相关性，这或许反映了真菌类群对于该区域磷循环的重要作用。研究结果揭示了灌丛植被在干

旱河谷地区地下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氮、磷这两种养分元素对土壤微生物群落的重要影响。同时，未来对于干旱河谷

地区植物-土壤关系的研究应该关注真菌和菌根真菌类群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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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soil microorganisms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soil organic matter decomposition，nutrient cycling and

ecosystem productivity，we still know very little about how microbial communities are affected by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how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soil microbial communities influence key soil processes，especially for the arid and semi-

arid river valley district． Studies focusing on soil microbial communities under this region are still under-represented when

compared to moist forest and grassland ecosystems． Thus，the objectives of this work were to quantify the effects of shrubs

on soil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and microbial composition (Phospholipid fatty acid，PLFA)，and to find out soil factors

that significantly affect soil microbial composition． To achieve this，we investigated the variations of soil properties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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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inant shrubs and shrub-interspaces at a set of sites along the mountainous semi-arid valley of the upper Minjiang Ｒiver，
Sichuan Province． The dominant shrubs had significant effects on soil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and microbial
composition，while the effects of shrub species seem to be trivial． The soil under shrub canopies had more organic carbon

and nutrient resources，higher water content and lower bulk density than those of the shrub-interspaces． The bacterial
communities' abundance did not vary significantly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soil，while fungi and arbuscular mycorrhizal

fungi (AMF) tended to dominate under shrubs． Furthermore，the correlation base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demonstrated a clear dissimilarity of microbial community composition and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between shrub and
shrub-interspace soils． Besides，the PCA revealed that the microbial community composition was a more sensitive and

effective indicator than soil physiochemical properties in this study． Backward selection procedure and the combined
redundancy analysis (ＲDA) were used to select the most important soil physiochemical variables affecting soil microbial

communities． Though the main factors varied among the four sites，the nitrogen (N) associated factors (Total N，Available
N and carbon-to-nitrogen ratio) always played a pivotal role in structuring the microbial groups，especially total microbial

biomass ( total PLFA) and the bacterial groups (Gran-positive (G + )，Gran-negative (G － )，general bacteria (B)，and
cyclo bacteria (cyclo)) ．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fungi groups ( fungi，AMF) and N associated factors was relatively weak．
Total phosphorus and carbon-to-phosphorus ratio strongly affected the fungi and AMF groups in Feihong and Mutuo． This

may indicate the importance of phosphorus in shaping fungi and AMF communities，as well as the indispensable role that
fungi and AMF communities may play in influencing phosphorus availability and cycling． In addition，soil water content

exerted effects on the microbial composition in the two relative humid sites，Cuoji and Mutuo． Moreover，pH did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 microbial communities，though previous studies have pointed out its important role in affecting microbial

composition． This may be due to the small variation of pH in this semi-arid river valley． Collectively，the enrichment of soil
nutrients and better physical condition under shrub canopies wer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difference of microbial community
composition between shrubs and shrub-interspaces． Our work demonstrated the important role of shrubs in the semi-arid

valley of upper Minjiang Ｒiver，and provided insights into the nutrient cycling of semi-arid valley． It also revealed the
importance of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for bacterial and fungal communities，respectively． Future studies on the plant-soil

relationship in dryland ecosystem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fungi and AMF communities．

Key Words: Minjiang Ｒiver; semi-arid valley; microbial community composition; PLFA; dominant shrubs;
shrub-interspaces

全球干旱生态系统占据陆地表面的 41%，承载着 38%的人口和丰富的生物类群
［1］，但恶劣而脆弱的生态

环境使其更易受到全球变化的影响
［1-2］。与湿润和半湿润地区的森林和草地生态系统相比，人们对干旱地区

生态系统的了解相对缺乏。干旱生态系统的植被主要由旱生多年生草本和矮灌木构成，并表现出明显的斑块

状分布
［3-4］。这种斑块状分布的形成通常是认为受水分、养分资源从灌丛间空地迁移至灌丛下造成的

［5］。灌

丛下富集的资源有利于植物的生长，从而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灌丛斑块的形成，即所谓的“灌丛沃岛效

应”［6］。研究发现，灌丛下富饶的养分和温和的环境条件也推动了微生物生物量、有机质分解、土壤酶活性等

“沃岛”的形成
［7-9］。

土壤微生物的群落组成、生物量以及其主导的分解过程与土壤中碳的有效性密切相关
［10-11］。有机质的

输入主要来源于植物的凋落物、根系分泌物和根际沉降等，其数量和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植物种类的调控。
这些不同来源的有机质，对微生物的分解过程的影响差异明显

［12-13］。同时不同植物对水分、碳氮磷等养分元

素的利用存在差异，强烈影响着土壤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性质，如土壤容重、孔隙度、pH 值、氮、磷等主要养

分元素的相对比例，以及与特定植物共生的微生物类群，从而会对土壤的微生物的群落组成和功能产生重要

影响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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岷江干旱河谷植被稀疏，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脆弱
［15］。其植被以旱生灌草植被类型为主，并呈现出

明显的斑块状分布。目前对岷江干旱河谷生态系统的研究大多数关注了地上植物区系和一些基本的土壤物

理化学性质
［15-21］，尤其土壤水分的变化方面，而对地下土壤生态过程，特别是灌丛植被影响土壤微生物群落

的研究匮乏。
鉴于岷江干旱河谷斑块状分布的灌丛植被对于河谷的生态恢复和生态环境的改善具有重要意义。因此

本研究在干旱河谷沿岸，选取基本处于同一海拔的不同水分梯度下的四个样地中优势灌丛进行了群落调查，

同时对灌丛间空地(无植被覆盖的裸地) 土壤微生物群落及土壤物理化学性质进行研究，通过比较该地区不

同优势灌丛植被下和灌丛间空地的土壤微生物群落特性的差异，探讨灌丛群落对土壤微生物群落组成的影

响，为理解干旱河谷地区养分循环和植被恢复提供参考。本研究探讨以下 3 个问题: (1) 灌丛与裸地间土壤

微生物群落组成的差异;(2)不同灌丛种类间土壤微生物群落组成的差异;(3)影响土壤微生物群落组成的主

要土壤理化因子。

1 实验方法

1． 1 研究区域概况

岷江干旱河谷地区，行政区划上隶属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汶川、理县、茂县、黑水和松潘，主

要分布于松潘镇江关以下，经茂县凤仪镇至汶川县的岷江正河，位于东经 103°41'—103°44'，北纬 31°21'—
31°44'之间。该区域年平均气温 10—11 ℃左右，降水量 494． 8 mm 左右，年蒸发量 1332． 4 mm，气候干燥。土

壤类型以山地褐土和山地棕壤土为主，土体十分干燥
［22-23］。植被主要由旱中生小叶落叶具刺灌木或肉质具

刺灌木及耐旱草本(禾草为主)植物组成，通常具有生长稀疏、覆盖度低等特征，块状分布的耐旱灌丛群落被

严重冲刷的裸地分隔开，严重退化
［24-25］。

1． 2 土样采集

本研究选取了岷江上游干旱河谷沿岸 4 块样地，分别位于两河口、飞虹撮箕、和牟托的多个山坡上。样地

基本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样地基本概况

Table 1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our sites

样地

Sites
经纬度

Latitude and longitude
海拔

Altitude /m
优势灌木种

Dominant shrub species

LHK N 31°50'27． 7″ E 103°42'1． 3″ 1730 ± 12． 5 小马羊蹄甲 Bauhinia faberi，铁杆蒿，白刺花 Sophora davidii

FH N 31°47'56． 0″ E 103°44'17． 1″ 1741 ± 7． 1 铁杆蒿 Artemisia gmelinii，川甘亚菊 Ajania potaninii

CJ N 31°42'7． 5″ E 103°51'45． 5″ 1832 ± 6． 4 铁杆蒿，金花蚤草 Pulicaria chrysantha，白刺花

MT N 31°32'5． 1″ E 103°40'7． 2″ 1695 ± 7． 1 铁杆蒿，光果莸 Caryopteris tangutica，小马羊蹄甲

LHK: 两河口; FH: 飞虹;CJ: 撮箕;MT: 牟托

土壤样本的采集进行于 2012 年 7 月，沿干旱河谷核心区，在相同海拔不同水分条件的四个区域分别设置

样地。每个样地中随机设置 3 个 10 m ×10 m 的样方，共 12 个样方。每个样方中沿对角线分别选取 5 个裸地

(丛间空地)，采集 0—15 cm 的表土层;再选择样方中占优势地位的两种植物，分别选取 3 个个体大小中等、长
势健康的灌丛，采集下方 0—15 cm 的土壤，土样立刻放入便携式冰盒中。土样运回实验室后，立即过 2 mm
筛，并挑出较大的植物根系。经冷冻干燥和球磨仪研磨后，储藏在—80 ℃ 超低温冰箱中 (Themo Scientific)

用于磷脂脂肪酸(PLFA) 分析。另一部分土样风干过 2 mm 筛用于土壤含水量 (SWC)、pH 值和电导率

(EC) 的测定，过 1 mm 筛用于有效磷 (AP) 和有效氮 (AN) 的测定，过 100 目筛用于有机碳 (SOC) 、总氮

(TN) 、总磷 (TP) 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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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实验方法

土壤理化指标测定
［26］:容重 (BD) 采用环刀法;SWC 采用 105 ℃连续烘干 24 h 后计算得出;pH 和 EC 采

用酸度计和电导率仪分别进行测定(土∶ 水 = 1 ∶ 2． 5);TN 采用元素分析仪 (vario MAX CN，Elementar) 测定;

SOC 测定采用低温外热重铬酸钾氧化比色法;AP 采用 NaHCO3 浸提，钼锑抗比色法;TP 采用 HClO4-H2 SO4 消

煮-钼锑抗比色法，连续流动分析仪 (AutoAnalyzer 3，Bran + Luebbe) 测定; AN 采用碱解扩散法测定。
PLFA 的提取和纯化参考 Bligh 和 Dyer 法

［27-28］，上机前用 1 ml 含内标物 19:0 的正己烷溶解吹干的脂肪

酸甲酯，然后进行 GC-FID (Agilent 6850N) 检测，脂肪酸种类通过脂肪酸 Sherlock 微生物鉴定系统 (MIDI
Inc． ，Newark，DE，USA) 来鉴定。PLFAs 总量 (Total PLFA，PLFAT) 及单体脂肪酸的含量基于 19:0 内标计

算，分析中仅包括碳链数低于 20、摩尔百分比 (mol% ) 含量大于 1% 且在多数样品中都有出现的脂肪酸。细

菌 (bacteria，B) 以 14:0、i14:0、i15:0、a15:0、15:1ω6c、i16:0、16:1ω7c、16:1ω9c、i17:0、a17:0、17:1ω8c、16:1
2OH、cy17:0、18:1ω5c、cy17:0 和 cy19:0 C11—12 等 15 种脂肪酸表示

［28］;真菌 (F) 用 18:2ω6c 脂肪酸来估

计
［29］;真菌:细菌比通过 F /B × 100 来计算;AM 真菌 (AMF) 以 16:1ω5c 表示

［30］;革兰氏阳性细菌(G + ) 用

支链、饱和脂肪酸 i14:0、i15:0、a15:0、i16:0、i17:0 和 a17:0 表示;革兰氏阴性细菌(G － ) 用单不饱和脂肪酸

和环式脂肪酸 15:1ω6c、16:1ω7c、17:1ω8c、18:1ω5c、16:1 2OH、cy17:0、cy19:0 C11—12 表示
［28，31］;革兰氏阳

性与阴性细菌比通过 G + /G － 计算;环丙烷脂肪酸 (cyclo) 以 cy17:0 和 cy19:0 C11—12 表示
［32］，环丙烷脂

肪酸与其前体脂肪酸比值 (cy /pre) 通过 cy17:0 /16:1ω7c 来实现
［32-33］。

1． 4 数据分析

采用参 数 检 验 单 因 素 方 差 分 析 ( One-way ANOVA) 和 非 参 数 方 差 分 析 ( Kruskal-Wallis One-way
ANOVA)，比较不同植物种类之间和植物与空地之间，土壤物理化学性质和土壤微生物主 要 功 能 类 型

(PLFAT、F、B、G +、G － 等)生物量的差异。参数检验的多重比较采用 Fisher LSD 法，Kruskal-Wallis 检验的多

重比较方法参见 Ｒ 软件统计包 pgirmess 的 kruskalmc 函数
［34］。所有数据在分析前都进行了 Shapiro-Wilk 正态

分布和 levene 方差齐质性检验。
为从整体上探讨灌丛与空地以及不同灌丛种类间土壤理化性质和微生物群落组成的差异，对理化数据和

PLFA 数据分别做了基于相关的主成分分析 (PCA)，并对 PCA 的前 3 个主成分轴进行了单因素方差分析。
PLFA 数据在分析前进行了 Chord 距离转化

［35］。利用逐步回归后向消去法 (Backward elimination) 和冗余分

析 (ＲDA) 来探讨土壤微生物主要类群与土壤理化性质的相关性。PCA、逐步回归和 ＲDA 都使用 Ｒ 软件包

vegan［36］。
以上所有分析都在 Ｒ 3． 0． 0 软件中进行，绘图使用 OriginPro8． 6 和 Ｒ 3． 0． 0 软件。

2 结果与分析

2． 1 土壤理化性质变异

四个样地中，灌丛与空地之间、不同灌丛之间土壤物理化学性质的差异表现不同(表 2)。两河口和牟托

的多数理化指标在灌丛与空地之间、不同灌丛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而撮箕仅有含水率和容重在金花噪草和空

地间有明显差异，飞虹所有因子都没有显著差异。总体来说，灌丛下土壤较空地土壤具有较高的 SWC、SOC、
TN 和 AN，较低的土壤 pH 和 BD。TP、C /P 比、AP 在 4 个样地中均没有显著差异，其变幅也很小;C /N 比只有

在两河口空地显著的高于灌丛下。EC 在飞虹和两河口都具有较大的变幅，如飞虹空地的 EC 比川甘亚菊下

高了近 30%，但由于组内方差较大，并没有表现出统计学上的差异显著性。
灌丛与空地土壤理化性质在 PCA 轴上得到较好的分离(图 1)，其中两河口小马鞍羊蹄甲与空地间土壤

理化性质在 PC2 轴上差异显著(P ＜ 0． 05);撮箕山金花噪草与空地在 PC3 轴上差异显著;牟托光果疣、铁杆蒿

与空地在 PC1 轴上差异极显著(P ＜ 0． 01)。飞虹铁杆蒿、川甘亚菊两种植物与空地在 PC1、PC2 轴上尽管都

有较好的分离，但均未达到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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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4 个样地土壤物理化学性质主成分分析(PCA)

Fig． 1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of Soil physiochemical properties at the four sites

横竖误差棒分别为 PC1 轴和 PC2 /PC3 轴的标准误;K、T、B、Y、C、J 和 G 分别表示灌丛间空地、铁杆蒿、白刺花、小马鞍羊蹄甲、川甘亚菊、金
花噪草和光果莸

2． 2 土壤微生物群落组成变异

对不同类群微生物磷脂脂肪酸含量(mol% )的方差分析 (表 3) 可知，撮箕各微生物类群在不同灌丛、灌
丛与空地间都没有显著性差异。两河口、飞虹和牟托 3 个样地中，灌丛下土壤微生物 PLFAT、F、AMF 和 F /B
都显著地高于空地。G + 仅在两河口表现出差异显著性，G － 及 G + /G － 都仅在牟托样地有显著地变化，而 B
在 4 个样地均无明显变化。两河口样地，空地 cyclo 和 cy /pre 比都极显著的高于灌丛下，其他样地则无显著

变化。不同灌丛种类间，微生物类群基本无显著差异。
不同样地土壤微生物磷脂脂肪酸(PLFAs)主成分分析结果如图 2 所示，PCA 前三轴可较好反映 PLFAs 的

变异。两河口样地，PCA 前三轴解释了 67%的变异，其中 PC1 轴可解释 36． 37% 的 PLFA 变异，并与 i15:1G、
16:1ω5c、a17:0、16:1 2OH、18:2ω6c、18:1ω9c、18:1ω5c 等脂肪酸表现出很强的相关性( 图 2)。灌丛与空地

在 PC1 轴上有着极显著的差异，3 种灌丛明显的聚为一类。灌丛中 18:2ω6c、16:1ω5c、18:1ω5c、i15:1G 等脂

肪酸比例较高，而空地中则富集 a17:0、16:1 2OH、cy19:0、18:1ω9c、i17:0 等脂肪酸。
飞虹、撮箕和牟托样地，PCA 前三轴共分别解释了 69%、67% 和 62% 的变异。PC1 轴上这 3 个样地的空

地与灌丛、灌丛与灌丛之间都没有显著差异。相比之下，PC2 轴较 PC1 轴更能反映微生物组成的变异(P ＜
0. 05)。飞虹样地，PC2 轴可以解释 15． 06%的变异，铁杆蒿与空地在 PC2 轴上表现出显著地差异性，铁杆蒿

下 18:2ω6c、16:1ω5c、i16:1G、16:0 等脂肪酸比例较高，空地中则相对富集更多的 18:1ω9c、16:1 2OH、i17:1G
(图 2)。撮箕样地，PC2 轴可解释 17． 00%的变异，金花噪草与空地在 PC2 轴上差异显著，金花噪草下 i14:0、
18:0、18:1ω9c、16:1 2OH、cy19:0 相对富集，空地中则具有更多的 15:0、16:1ω9c、18:1ω5c 等脂肪酸(图 2)。
牟托样地，PC2 轴可以解释 22． 71%的变异，铁杆蒿与空地在 PC2 轴上差异显著，铁杆蒿下 i17:1G、16:1ω9c、
i15:1G、18:1ω5c 等脂肪酸比例相对较高，而空地中 i17:0、18:0、16:1 2OH、cy19:0 等脂肪酸比例较高(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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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4 个样地土壤微生物磷脂脂肪酸(PLFAs)主成分分析

Fig． 2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of soil microbial PLFAs at the four sites

横竖误差棒分别为 PC1 轴和 PC2 轴的标准误

2． 3 土壤因子与微生物群落组成的相关性

ＲDA 分析表明，获得的所有土壤理化指标共同可解释两河口样地微生物类群变异的 38． 32%，飞虹样地

的 55． 99%，撮箕样地的 50． 59%，牟托样地的 61． 93%。两河口样地，C /N 和 AN 是影响微生物类群变异的两

个主要因子，可以解释 27． 44%的变异，占全部因子解释的 71． 61% (图 3)。对于飞虹，TP 和 TN 是主导的因

子，解释了 39． 66%的微生物类群变异量，占全部因子解释的 70． 83% (图 3)。在撮箕山，C /N、AN 和 SWC 3
个因子共同可解释 35． 98%的变异，占全部可解释变异的 71． 12% (图 3)。在牟托，AN、C /P、SWC 和 pH 值可

解释 48． 94%的土壤微生物类群变异，为全部因子解释量的 79． 02% (图 3)。
4 个样地中，PLFAT 与 ＲDA1 轴表现出明显的正相关性(图 3，表 4)，其与细菌、真菌类群在 ＲDA 排序图

上表现出明显的不同。F、AMF 和 F /B 在 ＲDA 图上的分布较为相似，而细菌类群，包括 B、G +、G －、cyclo 以

及 G + /G － 和 cy /pre 也较为明显的聚集在一起。

3 讨论

3． 1 灌丛与空地间的土壤理化性质和微生物群落组成差异

由于根系和凋落物的输入，灌丛下土壤往往较空地中具有更高的 C、N、P 等养分含量
［37-38］。灌丛可影响

土壤的形成过程，缓解降雨和冰雪消融对地表的冲刷，减少土壤养分的淋失，从而有效的改善土壤的物理和化

学性质
［39］。本研究中，牟托和两河口样地，灌丛下土壤较空地土壤具有更高的有机碳和养分含量，更为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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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样地土壤微生物群落主要类群与土壤理化因子的冗余分析(ＲDA)

Fig． 3 Ｒedundancy Analysis of the main types of microbial community and soil physiochemical factors at different sites
SWC: 土壤含水量 soil water content; TN: 总氮 total nitrogen; TP: 总磷 total phosphorus; C /N: 碳氮比 carbon to nitrogen ratio; C /P: 碳磷比

carbon to phosphorus ratio; AN: 有效氮 available nitrogen

表 4 通过逐步回归选择出来的主要环境因子与土壤微生物主要类群的 Pearson 相关分析

Table 4 Pearson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main types of soil microbial and the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selected by stepwise model selection

变量

Variables
LHK

C /N AN

FH

TN TP

CJ

SWC C /N AN

MT

SWC pH AN C /P

PLFAT － 0． 52＊＊ 0． 39* 0． 52＊＊ － 0． 46＊＊ － 0． 50＊＊ 0． 43* － 0． 06 0． 64＊＊ 0． 07 0． 69＊＊ 0． 56＊＊

GP 0． 54＊＊ － 0． 54＊＊ － 0． 53＊＊ 0． 44＊＊ 0． 47* － 0． 45* 0． 12 － 0． 61＊＊ － 0． 21 － 0． 74＊＊ － 0． 44*

G － 0． 46＊＊ － 0． 38* － 0． 48＊＊ 0． 41* 0． 35 － 0． 51＊＊ 0． 02 － 0． 64＊＊ － 0． 09 － 0． 62＊＊ － 0． 43*

G + /G － 0． 49＊＊ － 0． 47＊＊ － 0． 52＊＊ 0． 12 0． 55＊＊ － 0． 25 0． 09 － 0． 49＊＊ － 0． 21 － 0． 70＊＊ － 0． 38*

B 0． 52＊＊ － 0． 43＊＊ － 0． 54＊＊ 0． 46＊＊ 0． 42* － 0． 49＊＊ 0． 07 － 0． 65＊＊ － 0． 15 － 0． 70＊＊ － 0． 45*

cyclo 0． 55＊＊ － 0． 44＊＊ － 0． 30 0． 29 0． 40* － 0． 27 － 0． 19 － 0． 56＊＊ － 0． 22 － 0． 61＊＊ － 0． 41*

Cy /pre 0． 51＊＊ － 0． 49＊＊ － 0． 33 － 0． 16 0． 39* － 0． 28 － 0． 19 － 0． 38* － 0． 34 － 0． 54＊＊ － 0． 23

F － 0． 18 0． 07 － 0． 12 0． 41* 0． 34 － 0． 10 0． 07 － 0． 08 0． 26 － 0． 35 － 0． 39*

F /B － 0． 22 0． 05 － 0． 18 0． 24 0． 37* 0． 01 － 0． 02 － 0． 08 0． 27 － 0． 34 － 0． 36*

AMF － 0． 12 0． 04 － 0． 20 0． 64＊＊ 0． 39* － 0． 37* 0． 13 0． 04 0． 09 － 0． 25 － 0． 18

* P ＜ 0． 05，＊＊ P ＜ 0． 01

的土壤环境(更高的土壤含水量和更低的容重)，更为丰富的 PLFAT、F、AMF 含量及 F /B(表 2，表 3)。这些说

明灌丛所创造的良好微环境总体上促进了微生物生物量的增加及真菌类群的繁衍。此外，两河口灌丛下土壤

中的 cyclo 和 cy /pre 都极显著低于空地中的。飞虹样地的尽管未达到显著差异，但灌丛下这两者也都低于空

地中。研究表明，cyclo 和 cy /pre 可以指示环境的胁迫，高温、饥饿状态下，这两者的值都会增高，即环丙烷脂

肪酸含量增加而其前体脂肪酸含量下降
［32，40］。两河口和飞虹样地是本研究中最为干旱的两个样地，其植被

覆盖度也相对较低，裸地直接遭受阳光的曝晒，加上有机质输入匮乏，造成空地相对不适合微生物的生存。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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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灌丛的存在有利于降低环境对微生物生存的胁迫，而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灌丛植被对于干旱河谷样地地

下生态系统的重要意义。
撮箕和飞虹两地，灌丛与其灌丛间空地上的土壤理化性质和微生物群落组成差异并不总是显著的(表 2，

表 3)。撮箕灌丛与空地土壤性质的差异仅仅表现在 pH 和 BD 两个理化指标上，而飞虹的也主要是体现在

PLFAT 和真菌类指标上。对理化性质的 PCA 排序显示，仅仅撮箕样地金花噪草与空地在 PC3 轴表现出显著

差异。而对 PLFA 数据的 PCA 分析却显示，两个样地微生物群落组成在 PC2 轴上都有显著差异。这或许能

够说明土壤微生物是一个相对更为敏感的指标，更能反映植物对土壤性质的影响。Zornoza 等也发现，微生物

群落组成可以比生物量等指标更为快速的反映土地利用的变化，从而可以作为评价土壤肥力、扰动和管理措

施效应的有效指标
［41］。

传统上认为“灌丛沃岛”与空地是两个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完全不同的区域
［42-43］，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研

究表明，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44］。这种联系的发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庞大的地下“真菌网

络”。通过“真菌网络”，一个个独立的、斑块状分布的“灌丛沃岛”，以及灌丛之间分隔的空地都有机的联系起

来。本研究中撮箕和飞虹两地灌丛与空地间或许通过“真菌网络”有机的联系起来，从而造成两者之间差异

不甚明显。
而另一方面，这种较小的差异，或许指示着灌丛植被对其周围空地土壤具有一定的改善作用。灌从的存

在有利凋落物的聚集，从而加速养分循环，促进植物根系的生长，导致更多的根际沉积，灌丛下土壤微生物代

谢活性增强，而根际的活跃又会进一步增加灌丛下土壤中的资源量。在自然恢复的过程中，利用“土壤-植被-
土壤微生物”系统之间的相互促进作用改善局部环境，通过植被的不断恢复，可以提高相邻空地的土壤质量，

有利于植被更新和生长，也有可能形成良性循环，加快区域内植被恢复进程。李新荣报道了沙坡头地区人工

固沙植被近 50 年的演变与区域生境的恢复，证明了沙漠缀块状分布的灌木植被在植被恢复过程中的重要作

用
［45］。岷江干旱河谷地区相比于沙坡头地区具有更高的降雨量，在没有人为干扰( 破坏) 的情况下，干旱河

谷地区目前的斑块状分布的灌丛群落，有可能成为该区域植被恢复的基础。
3． 2 不同灌丛间土壤理化性质和微生物群落组成差异

已有研究表明土壤理化性质和微生物群落组成在不同植物下存在一定差异
［46-49］。但本研究发现灌丛间

(主要是各个样地中优势种铁杆蒿和其他种灌丛间)的土壤理化性质和微生物群落组成都没有表现出显著的

差异 (表 2，表 3)。所调查的 4 个样地中，仅两河口的小马羊蹄甲灌丛下土壤 pH、SOC 和 C /P 比显著高于白

刺花灌丛下的;真菌生物量仅在铁杆蒿和川甘亚菊间表现出显著差异。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或许存在一定

的偶然因素，但不同种类植物在这种干旱条件下的趋同适应可能是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
［50］。趋同适应的结

果使得不同灌丛植物对土壤物理化学、生物学上的影响差异相对缩小。
3． 3 土壤理化因子对微生物群落组成的影响

植物对微生物群落组成的影响常常可通过土壤的物理化学性质来调节。土壤 pH、SOC 被认为是影响微

生物群落结构的主要因子
［10，49，51-53］，但是养分元素的缺失、有机质的质量 (C /N、C /P) 以及 SWC 都会限制微

生物的生长
［10，49，53-54］。

从 ＲDA 排序结果来看，N 是影响岷江干旱河谷地区土壤微生物群落组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子( 图 3，

表 4)。4 个样地中，与 N 相关的因子 (C /N、TN、AN) 都对微生物群落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 PLFAT 和细菌群

落。两河口样地的 AN 和 C /N 比、飞虹的 TN、撮箕的 C /N 比以及牟托的 AN 都主要与 PLFAT、细菌群落(B、G
+、G － 和 cyclo)、G + /G － 和 cy /pre 有显著地相关性。而另一方面，PLFAT 由细菌贡献了很大一部分，从而 N

或许是影响该地区细菌群落变异的一个重要因素。黄元元等对该地区灌丛“肥岛”效应的研究也发现，AN、
TN 和 C /N 对细菌群落有着显著地影响

［55］。

对于飞虹和牟托样地的微生物群落组成来说，P 是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飞虹样地，TP 与 AMF 和 F
表现出显著地正相关性;牟托样地，随着 C /P 比的增加，F、AMF 比例减少，F /B 比值降低。从而说明，土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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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的增加或者有机质中 P 含量的提高有利于 F 和 AMF 的增加，反过来则反映了 F 和 AMF 对该区域 P 循环的

重要价值。Burke 等、黄元元在研究中也发现土壤 P 对真菌群落的分布的构建作用
［56］。干旱河谷地区，虽然

土壤中磷的固定较多，但土壤有效磷尤其偏低，土壤潜在性肥力向有效性肥力转化的能力较差，致使土壤有效

性肥力水平较低
［23］，从而植物增加对 AMF 的投资，有利于自身对 P 等限制性养分元素的吸收利用

［57］。
对于撮箕和牟托样地，SWC 对土壤微生物类群也有着重要影响，其单独分别可以解释两样地 17． 85% 和

23． 35%的微生物类群变异。不同的是，撮箕样地，SWC 与 PLFAT 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细菌类群表现出显

著的正相关关系，而牟托样地则正好相反。此外，两河口与撮箕的 C /N 比同微生物类群的关系也表现出类似

的变化。事实上微生物群落组成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某些本研究未涉及的因素如不同样地温度、团聚体、土
壤有机酸等的差异可能比 SWC、C /N 更加强烈的影响着微生物群落组成，从而造成这种差异

［54，58-59］。
从 ＲDA 排序中(图 3，表 4)可见，这些具有显著影响的因子，对 F、F /B 和 AMF 类群的变异解释的相对较

少。真菌类群，特别是 AMF，与植物之间有着很密切的联系。本研究中，两河口、飞虹和牟托 3 个样地中，灌

丛、空地间真菌类群有着显著地差异，因此，其可能更多的受到来自植物的直接调控。
pH 值通常被认为是影响微生物群落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本研究中 pH 的作用并未突出，4 个样地中，pH

对微生物类群变异的作用较小，这大概与本研究中 pH 的较小变异有关。Pietri 和 Brookes 也发现，干旱土壤

中 pH 对微生物的作用相对于湿润的森林土壤来说并不明显
［60］。事实上，本研究中，pH 也只在湿度较高的牟

托样地表现出一定的影响。
总体来说，灌丛下相对更高的养分含量 (AN、TN、TP)、更优的物理环境 (SWC、BD)，是造成灌丛下微生

物，特别是真菌、AMF 类群富集的重要因素。

4 结论

综上所述，灌丛与空地间土壤理化性质和微生物群落组成存在显著差异，而不同灌丛种类间则无明显差

异。灌丛下土壤相比于空地，具有更高的养分含量、更为适宜的土壤物理条件，以及更为丰富的真菌和菌根真

菌群落。N 是影响干旱河谷地区土壤微生物群落的主要因素，其次是 P 和土壤含水量。此外，P 与真菌、AMF
类群表现的很强相关性，表明真菌和 AMF 对于该地区土壤中 P 的有效性和 P 循环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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