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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漠和草原生态系统丛枝菌根真菌

多样性和群落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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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丛枝菌根真菌( arbuscular mycorrhizal fungi，AMF) 是自然生态系统和农业生态系
统中分布最为广泛的土壤真菌，能够与绝大多数陆地植物形成互惠共生体并具有重要的生
态功能。以内蒙古地带性植被区及甘肃、青海非地带性植被区荒漠和草原生态系统为研究
对象，基于 Illumina Miseq 高通量测序平台比较荒漠和草原土壤 AMF 多样性和群落结构的
差异，结合环境因子探讨其主要影响因素，以期为 AMF 在草原荒漠化生态恢复中的应用提
供理论基础。基于高通量数据分析共得到 159 个 AMF-OTUs，分属于 1 门 1 纲 3 目 5 科 8
属，其中 Glomus 属在荒漠和草原土壤中均为优势属。地带性植被区和非地带性植被区的
草原土壤 AMF 丰富度、香农多样性、系统发育 α 多样性都显著高于荒漠。地带性植被区的
荒漠和草原土壤 AMF 群落结构有显著差异，而非地带性植被区荒漠和草原土壤 AMF 群落
结构没有显著差异。相关分析揭示了环境因子与土壤 AMF 群落结构和多样性的相关关
系，变差分解的结果进一步表明，土壤理化性质和气候因子对 AMF 群落结构的解释率比植
物群落和地理距离要高，荒漠和草原土壤 AMF 群落结构主要受土壤理化性质和气候因子
形成的环境过滤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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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buscular mycorrhizal fungi ( AMF) are ubiquitous soil fungi in natural and agricul-
tural ecosystems，which can form symbiotic associations with the majority of terrestrial plants and
have important ecological functions． To compare the AMF communities between desert and steppe
ecosystems，and to reveal the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AMF diversity，we collected rhizosphere
soil samples from both zonal and non-zonal desert and steppe in Inner Mongolia，Gansu and
Qinghai provinces，China． The community structure of the soil AMF was investigated using Illu-
mina Miseq sequencing platform． In total，159 AMF operational taxonomic units ( OTUs) were
detected，belonging to 1 class，3 orders，5 families and 8 genera，among which，Glomus was the
dominant genus in both desert and steppe ecosystems． The AMF richness，Shannon diversity，
phylogenetic diversity in steppe was higher than those in desert ( both zonal and non-zonal vegeta-
tion regions) ． A remarkable difference in AMF community structure between desert and steppe
ecosystems was noted in zonal vegetation region． However，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MF community structure between non-zonal desert and steppe． Correlation analysis clearly re-
flec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AMF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diversi-
ty，and variation partitioning showed that soil properties and climate factors were more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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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 plant community and geographic distance in determining AMF community structure． In sum-
mary，the soil AMF communities of desert and steppe were mainly shaped by soil properties and
climate factors． This study provided support for the potential use of AMF for ecological control of
grassland desertification．

Key words: desert; steppe; arbuscular mycorrhizal fungi ( AMF) ; environmental factors; com-
munity structure．

草原生态系统是中国北方分布最广泛的自然生

态系统，年降水量 250～450 mm，植被建群种以丛生

禾草为主，主要有针茅( Stipa capillata ) 、糙隐子草

( Cleistogenes squarrosa) 和羊草( Leymus chinensis) ，伴

有中旱生杂草类及根基笞草( 李博等，2000) 。水分

是草原生态系统植物生长发育最主要的限制性资

源，降 水 量 会 对 生 态 系 统 生 产 力 产 生 显 著 影 响

( Easterling et al．，2000) 。相应地，中国北方荒漠生

态系统气候干旱多风，终年少雨或无雨，年降水量一

般少于 200 mm，植被以超旱生的半乔木、半灌木、灌
木或旱生的肉质植物为主( 李博等，2000) 。作为一

类极端的环境，荒漠生态系统地表以物理风化为主，

土壤含水量较低，地上地下的生物多样性也相对较

低，生态系统极为脆弱( 卢琦等，2004) 。
根据植被地带性理论，植被可分为地带性植被

和非地带性植被。地带性植被是指自然生态系统中

仅靠降水就能维持其生存的植被，不受人工水资源

开发利用影响或影响很小; 非地带性植被则是指靠

降水和径流共同作用才能维持的植被，如河流中下

游沿河两岸径流分布区的非地带性植被 ( 任建民

等，2007) 。中国北方从东到西降水量由高到低，生

态系统类型也由草原生态系统向荒漠生态系统过

渡，形成了地带性的植被景观。然而，近年来由于人

类的过渡开采、放牧、耕种和极端气候等原因使中国

北方一些草原生态系统出现荒漠化，形成了非地带

性的植被景观。草原荒漠化最明显的特征是植被的

变化，表现为以草本占优势的植被退化为以灌木为

主的植被( 赵哈林等，2002; Maestre et al．，2009) 。伴

随着荒漠化进程，土壤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也会发

生改变，但目前少有报道草原荒漠化后土壤功能微

生物类群的变化。
丛枝 菌 根 真 菌 ( arbuscular mycorrhizal fungi，

AMF) 是陆地生态系统中分布最为广泛的土壤真

菌，能够与绝大多数陆地高等植物形成互惠共生体，

具有特殊的生物学特征和重要的生态功能( Smith et
al．，2008) 。AMF 从宿主植物获取碳水化合物，同时

帮助植 物 从 土 壤 中 吸 收 养 分 和 水 分 ( Hill et al．，

2010) ，增强宿主植物对缺磷、干旱等逆境胁迫的耐

受能力( Sikes et al．，2009; Li et al．，2013) ，并能帮助

宿主植物抵御病原微生物侵害( Augé，2001; Johnson
et al．，2010) 。AMF 没有严格的宿主专一性，可通过

根外菌丝网络实现同种或不同植物之间资源的再分

配，进而影响植物的种间关系和植物群落的物种多

样性，对维系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稳定性具有重

要意 义 ( van der Heijden et al．，1998; Jansa et al．，
2014) 。AMF 的地理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是目前微

生物地理学研究的前沿和热点( Crisp et al．，2011) 。
近年来的研究认为，生境异质性( 土壤理化因子、气
候因子、宿主植物) 和扩散限制( 空间地理距离) 均

对 AMF 群落结构的形成有重要作用( Kivlin et al．，
2011; Davison et al．，2015) 。研究表明，地带性荒漠

和草原生态系统的 AMF 群落组成存在显著差异

( Xu et al．，2016) ，但对于非地带性草原和荒漠生态

系统的比较研究相对较少。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地

带性草原和荒漠植被分布的主要区域，而青海省由

于畜牧业发达，长期超载放牧导致草原荒漠化问题

突出( 苏晖等，2016) ，甘肃省在干旱多风和人为作

用下，也有严重的草原荒漠化问题( 任仓钰，2002) 。
本研究在内蒙古地带性植被区和甘肃、青海非地带

性植被区选取荒漠和草原样地，应用第二代 Illumina
Miseq 高通量测序手段比较研究荒漠和草原土壤

AMF 多样性和群落结构，结合环境因子分析该区域

AMF 群落结构的主要影响因素，以期为 AMF 在草

原荒漠化生态恢复中的应用提供参考。

1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1. 1 研究区概况

地带性植被区样地设置在内蒙古地区 104°E—
112°E，38°N—42°N 的范围内，选取 4 个草原样地和

4 个荒漠样地。草原样地年平均降水( mean annual
precipitation，MAP ) 都 高 于 200 mm，年 平 均 温 度

( mean annual temperature，MAT) 在 6～8 ℃。荒漠样

地 MAP 均小于 200 mm，MAT 在 7 ～ 10 ℃。非地带

性植被在青海和甘肃各选取 2 对气候相似、地理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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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靠近的样地，MAP 在 100 ～ 260 mm，MAT 在 3 ～ 8
℃。草原植物群落以针茅、糙隐子草、羊草等禾本科

植物占优势; 植被覆盖率相对较高。荒漠植物群落

则以柠条锦鸡儿( Caragana korshinskii) 、骆驼蓬( Pe-
ganum harmala) 、刺叶柄棘豆( Oxytropis aciphylla) 和

红砂( Ｒeaumuria songarica) 等灌木群落占优势，植被

覆盖率较低。各样地基本信息见表 1。
1. 2 样品采集

每个样地面积为 10 m×10 m，随机设置 5 个 1 m×
1 m 的样方，按照方精云等( 2009) 的草本层植物群

落清查方法对植物群落组成、植被盖度等进行调查

记录，并测定地上部生物量。在每个小样方内随机

选取 5 个取样点取 0 ～ 10 cm 的表层土壤，混合均

匀，过 2 mm 筛作为一个土壤样品，共得到 80 个土

壤样品。每个土壤样品分为 2 个子样，一份在－80
℃冰箱保存用于 DNA 提取，另一份放在 4 ℃冰箱用

于理化性质测定。
1. 3 样品分析方法

1. 3. 1 土壤理化性质测定 土壤理化性质测定方

法参考鲍士旦( 2000) 主编的《土壤农化分析》: 含水

量采用烘干法; pH 值采用 1 ∶ 2．5 的土水比，PHS-3C
型酸 度 计 ( Mettler Toledo FE20-Five Easy PlusTM，

Switzerland) 检测; 有机碳含量采用重铬酸钾外加热

法; 速效磷采用 0．5 mol·L－1 NaHCO3 浸提，钼蓝比

色法测定( Olsen et al．，1954) ; 铵态氮( NH4
+-N) 、硝

态氮( NO3
－-N) 使用 2 mol·L－1 KCl 浸提后，使用流

动分析仪( AA3，Germany) 测定。全碳、全氮和全硫

含量用元素分析仪( Vario EL III，Germany) 测定; 粒

径的体积百分比采用激光粒度仪 Mastersizer 2000
( Malvern Instruments，Malvern，England) 测定。
1. 3. 2 土壤 DNA 提取和 PCＲ 扩增 称取 0．5 g 冷

冻干燥后的土壤样品，采用试剂盒 Fast DNA SPIN
Kit for Soil( QBIOgene Inc．，Carlsbad，CA，USA) 提取

土壤 DNA。采用巢氏 PCＲ 的方法扩增 18S rDNA 片

段，选用 AML1 /AML2 作为第一对引物( Lee et al．，
2008) ，AMV4．5NF /AMDGＲ ( Sato et al．，2005 ) 作为

第二对引物。在第二轮 PCＲ 时，在引物 AMV4．5NF /
AMDGＲ 上添加 index 用于区分样品。扩增得到的

PCＲ 产物用 1%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后，送上海人

类基因组研究中心进行 Illumina Miseq 测序。
1. 4 数据处理

1. 4. 1 高通量测序数据分析 Illumina Miseq 测序

得到的原始数据在分析前进行质量控制，得到优质

序列。具体步骤如下: ( 1) 去掉两端低质量的接头

序列，保证 80%以上碱基质量值 ＞ Q25; ( 2 ) 根据

primer 挑出双端 reads 后，用 FLASH ( http: / /www．
genomics． jhu．edu /software /FLASH / index． shtml) 进行

序列拼接，overlap 大约为 260 bp，舍弃无法拼接的

序列; ( 3) 使用 Mothur ( Schloss et al．，2009) 过滤掉

小于 200 bp、含有模糊碱基、碱基质量值( Q 值) 低

于 25 的序列，去除模糊碱基和聚合物长度高于 8 的

序列; ( 4 ) 根据引物和barcode区分各个样品序列;

表 1 荒漠和草原样地基本信息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sampling sites in desert and steppe ecosystems
地点 经度

( E)
纬度
( N)

MAP
( mm)

MAT
( ℃ )

蒸发量
( mm)

干旱指数 生态系统
类型

植被覆盖率
( %)

内蒙古阿拉善盟 104°34'01″ 40°38'13″ 137 7．9 2867 21．0 荒漠 21
内蒙古阿拉善盟 104°53'22″ 40°06'39″ 120 8．6 2867 23．8 荒漠 16
内蒙古巴彦淖尔盟 106°38'07″ 39°24'30″ 155 9．3 3500 22．6 荒漠 10
内蒙古巴彦淖尔盟 106°59'35″ 41°03'32″ 168 7．2 3180 18．9 荒漠 13
内蒙古鄂尔多斯 108°03'01″ 39°04'09″ 281 7．6 3000 10．7 草原 55
内蒙古鄂尔多斯 109°04'47″ 38°43'28″ 328 7．6 2500 7．6 草原 91
内蒙古鄂尔多斯 109°55'32″ 40°31'31″ 267 6．6 2600 9．8 草原 97
内蒙古鄂尔多斯 111°10'32″ 39°47'03″ 321 6．2 2500 7．8 草原 85
甘肃嘉峪关 98°12'12″ 39°47'40″ 117 6．0 2149 18．4 荒漠 29
甘肃嘉峪关 98°12'12″ 39°47'40″ 117 6．0 2149 18．4 草原 84
青海都兰 98°45'48″ 36°38'11″ 204 3．4 2050 10．0 荒漠 29
青海都兰 98°45'48″ 36°38'11″ 204 3．4 2050 10．0 草原 81
甘肃山丹 101°02'53″ 38°50'05″ 210 5．5 2003 9．5 荒漠 57
甘肃山丹 101°02'53″ 38°50'05″ 210 5．5 2003 9．5 草原 41
青海贵德 101°12'28″ 36°05'52″ 253 7．6 2000 7．9 荒漠 9
青海贵德 101°12'28″ 36°05'52″ 253 7．6 2000 7．9 草原 57
样地气候数据来源于标准气象台站( http: / / cdc．cma．gov．cn / ) ; 干旱指数为蒸发量与降水量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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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去除引物和 barcode 序列; ( 6) 使用 Usearch 默认

的方法去除嵌合体; ( 7) 使用 QIIME 按照 97%的相

似度划分 OTU，为了提高数据准确性，将序列数少

于 5 条的 OTU 去除，每个 OTU 中最丰富的序列作

为代表序列在 NCBI 数据库中 ( https: / /www． ncbi．
nlm．nih．gov / ) 比对，以去除非 AMF 序列; ( 8) 合并所

有样品序列，综合所有数据使用 MEGA5．2 再次进行

OTU 聚类和比对。
1. 4. 2 植物群落特征指标 植物群落特征指标包

括物 种 丰 富 度 ( S ) 、Shannon 多 样 性 指 数 ( Peet，
1974) 、Pielou 均匀度指数( J) ( Whittaker，1972) 以及

生物量。
( 1) 物种丰富度( S) 为单位面积样方内物种的

个数。
( 2) Shannon 多样性指数( H) 是用于表征物种

多样性的重要指标。计算公式:

H =－∑Pi lnPi

Pi = ni /n
式中，ni为物种 i 的个体数，n 为群落中所有物种个

体数之和。
( 3) Pielou 均匀度指数( J) 是衡量物种分布均匀

程度的指标，常与 Shannon 多样性指数同时使用。
计算公式:

J=H / lnS
式中，H 表示 Shannon 指数，S 表示物种的丰富度。

( 4) 生物量使用植物地上部干重来表征。
使用 Ｒ 语言( Ｒ Core Team 2015，www．r-project．

org) vegan 程序包( Oksanen et al．，2007) 中的 diversi-
ty 函数计算除生物量以外的其余指标。
1. 4. 3 AMF 群落结构和多样性表征 AMF 的 α 多

样性指数计算之前首先要使用 Ｒ 语言 GUniFrac 程

序包( Chen，2012) 基于中位数的方法对样品进行重

取样( De Crcer et al．，2011 ) 。AMF 物 种 丰 富 度

( S) 、Shannon 多样性指数( Peet，1974) 、Pielou 均匀

度指数( Whittaker，1972) 与植物群落生态学的计算

方法相同，系统发育 α多样性基于系统发育树运用 Ｒ
语言 picante 程序包( Kembel et al．，2010) 计算。AMF
群落结构用 AMF 物种的相对丰度矩阵来表征。
1. 5 数据分析

本文所 有 统 计 学 分 析 均 基 于 Ｒ 3． 2． 2 版 本

( Ｒ Core Team 2015，www．r-project．org) ，包括对地带

性植被区的荒漠和草原样地物种多样性和环境因子

等参数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对非地带性植被区的 4

对样地则进行的配对样本 t 检验。使用 Pearson 相

关分析分析各个环境因子与 AMF 多样性的相关关

系，使用 vegan 包进行 Mantel 相关分析和偏 Mantel
相关分析，分析环境因子与 AMF 群落结构的相关

性，解释因子距离矩阵使用 ecodist 程序包对欧式距

离进行计算，运用 fossil 程序包里的 earth． dist 函数

计算 空 间 地 理 分 隔 距 离。采 用 MＲPP、ANOSIM、
ADONIS 3 种不同的分析方法比较地带性和非地带

性植被区 AMF 群落结构的差异，使用 Ｒ 语言 vegan
程序包 varpart 命令进行变差分解。

2 结果与分析

2. 1 研究区域 AMF 的生物多样性

比对 NCBI 数 据 库 本 研 究 总 共 得 到 159 个

AMF-OTUs，分属于 1 门 1 纲 3 目 5 科 8 属。8 个属

OTU 数目占总 OTU 数目的比例分别为: 新球囊霉属

( Claroideoglomus) 占 8．8%、多孢囊霉属( Diversispo-
ra) 占 3．8%、类球囊霉属( Paraglomus) 占 0．6%、球囊

霉属( Glomus) 占 61%、根内根生囊霉属( Ｒhizopha-
gus) 占 9．4%、管柄囊霉属( Funneliformis) 占 10．7%、
盾巨孢囊霉属 ( Scutellospora ) 占 1． 9%，Septoglomus
占 3．8%。由图 1 可以看出，在地带性和非地带性植

被区的荒漠和草原土壤中，Glomus 属均为相对丰度

最高的属，并且 Glomus 属在荒漠中的相对丰度高于

草原，而 Claroideoglomus 属、Diversispora 属和 Septo-
glomus 属的相对丰度则是草原高于荒漠。地带性荒

漠中有 6 个属，草原有 8 个属，其中 Scutellospora 属

和 Paraglomus 属仅存在于草原生态系统; 非地带性

荒漠有 8 个属，草原有 7 个属，其中 Scutellospora 属

只存在于荒漠生态系统。
2. 2 地带性和非地带性植被区荒漠和草原土壤理

化性质和植物群落差异

非地带性和地带性植被区荒漠和草原土壤 pH
都没有显著差异，土壤有机质、有效磷、总氮、总碳和

含水量均为草原显著高于荒漠( 表 2) 。非地带性植

被区的荒漠和草原土壤质地( 黏粒、粉粒和砂粒的

含量) 没有显著差异; 而在地带性植被区中，荒漠砂

粒含量显著高于草原，而粉粒含量显著低于草原。
土壤铵态氮含量和硝态氮含量在非地带性荒漠和草

原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而地带性草原土壤中的铵态

氮含量和硝态氮含量显著高于地带性荒漠。总硫和

碳氮比在非地带性植被区的草原中显著高于荒漠，

在地带性植被区则差异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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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地带性和非地带性植被区荒漠和草原 AMF 属水平相对丰度

Fig．1 The relative abundance of AMF genera in zonal and non-zonal desert and steppe ecosystems
荒漠 1 和草原 1 属于地带性植被区，荒漠 2 和草原 2 属于非地带性植被区。

表 2 地带性和非地带性荒漠和草原土壤理化性质
Table 2 The soil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of zonal and non-zonal desert and steppe ecosystems
参数 非地带性植被区

荒漠 草原

地带性植被区

荒漠 草原

pH 8．60±0．10 a 8．44±0．05 a 8．68±0．06 a 8．67±0．14 a

有机质( g·kg－1 ) 15．39±0．79 b 23．15±1．76 a 3．05±0．59 b 20．70±3．46 a

有效磷( mg·kg－1 ) 3．09±0．02 b 3．21±0．04 a 2．92±0．02 b 3．16±0．08 a

黏粒( %) 2．56±0．18 a 2．98±0．37 a 2．93±0．90 a 1．63±0．19 a

粉粒( %) 66．21±14．09 a 67．68±2．66 a 23．13±4．25 b 49．10±4．96 a

砂粒( %) 31．23±3．23 a 29．34±2．94 a 73．94±4．61 a 49．27±5．05 b

全氮( %) 0．08±0．00 b 0．14±0．01 a 0．02±0．002 b 0．11±0．016 a

全碳( %) 2．39±0．10 b 2．86±0．09 a 0．42±0．08 b 2．14±0．25 a

全硫( %) 0．03±0．01 a 0．02±0．00 b 0．01±0．00 a 0．01±0．001 a

碳氮比 35．42±3．57 a 24．51±2．36 b 16．39±2．02 a 22．30±2．51 a

土壤含水量( %) 3．37±0．57 b 7．26±1．09 a 1．61±0．29 b 12．02±2．17 a

铵态氮含量( g·kg－1 ) 8．56±2．26 a 13．98±5．80 a 2．08±0．55 b 13．44±4．77 a

硝态氮含量( g·kg－1 ) 0．97±0．17 a 0．77±0．14 a 1．05±0．37 b 2．69±0．54 a
均值后标示不同小写字母表示非地带性或地带性植被区荒漠和草原之间差异显著( P＜0．05) 。

表 3 地带性和非地带性植被区的荒漠和草原植物群落参数
Table 3 The plant community parameters of zonal and non-zonal desert and steppe ecosystems
参数 非地带性植被区

荒漠 草原

地带性植被区

荒漠 草原

地上植物生物量( g) 100．82±7．76 a 115．29±14．31 a 63．30±5．30 a 71．25±6．74 a

地上植物均匀度指数 0．50±0．06 b 0．72±0．04 a 0．55±0．07 b 0．73±0．03 a

地上植物多样性指数 0．62±0．09 b 1．11±0．06 a 0．76±0．11 b 1．42±0．07 a

地上植物丰富度 3．30±0．28 b 4．75±0．24 a 3．45±0．47 b 7．15±0．17 a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非地带性或地带性植被区荒漠和草原之间差异显著( P＜0．05) 。

植物群落在地带性和非地带性植被区的荒漠和

草原之间有一致的差异( 表 3) : 植物生物量没有显

著差异，而植物多样性、均匀度和丰富度为草原显著

高于荒漠，表明在非地带性植被区配对的草原荒漠

样点虽然具有相近的地理距离和相似的气候条件，

但植物群落和土壤理化因子在两种生态系统间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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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显著差异。
2. 3 地带性和非地带性植被区荒漠和草原土壤

AMF 多样性及其影响因子

由表 4 可以看出，非地带性和地带性植被区的

草原土壤 AMF 多样性、丰富度、系统发育 α 多样性

均显著高于荒漠。土壤 AMF 均匀度在非地带性荒

漠和草原之间差异不显著，而在地带性草原中显著

高于地带性荒漠。Pearson 相关分析表明 ( 表 5 ) ，

AMF 多样性、丰富度、系统发育 α 多样性均与土壤

pH 和植物生物量显著负相关，与植物物种丰富度显

著正相关; AMF 物种 α 多样性的 4 个指标与土壤有

机质、全碳、全氮、年平均降水量显著正相关; AMF
多样性和均匀度与土壤黏粒含量显著负相关，与土

壤粉粒含量显著正相关; 植物多样性与 AMF 多样性

显著正相关。结合表 2 进一步分析，推测地带性植

被区和非地带性植被区草原土壤 AMF 的多样性、丰
富度、系统发育 α 多样性显著高于荒漠的原因可能

与土壤有机质、全氮含量、全碳含量以及年平均降水

量有关。此外，荒漠土壤 AMF 多样性显著低于草原

土壤也可能与荒漠地上植物多样性显著低于草原

有关。
2. 4 地带性和非地带性植被区荒漠和草原土壤

AMF 群落结构差异及其影响因子

利用 MＲPP、ADONIS 和 ANOSIM 3 种不同的分

析方法分析地带性植被区和非地带性植被区草原和

荒漠土壤 AMF 群落结构差异，3 种分析结果均表

明，地带性荒漠和草原土壤 AMF 的群落结构存在显

著差异( P＜0．05) ，而非地带性荒漠和草原土壤 AMF
群落结构没有显著差异( 表 6) 。

土 壤AMF群落结构与各环境因子的相关分析

表 4 地带性和非地带性植被区的荒漠和草原土壤 AMF 多样性
Table 4 The AMF diversity in zonal and non-zonal desert and steppe ecosystems
参数 非地带性植被区

荒漠 草原

地带性植被区

荒漠 草原

AMF 多样性指数 1．53±0．16 b 2．01±0．13 a 1．31±0．18 b 2．09±0．11 a
AMF 丰富度 15．05±2．46 b 28．4±3．00 a 8．16±1．82 b 12．95±2．90 a
AMF 均匀度指数 0．64±0．06 a 0．62±0．03 a 0．50±0．06 b 0．66±0．02 a
AMF 系统发育 α多样性 0．91±0．09 b 1．35±0．10 a 0．81±0．06 b 1．33±0．09 a
均值后标示不同小写字母表示非地带性或地带性植被区荒漠和草原之间差异显著( P＜0．05) 。

表 5 AMF 物种 α多样性与土壤因子、植物因子及气候因子的关系
Table 5 The correlation of AMF α diversity with soil properties，plant community and climate factors
解释因子 参数 多样性

r P
丰富度

r P
均匀度

r P
系统发育 α多样性

r P
土壤因子 pH －0．21 0．06 －0．28* 0．01 －0．02 0．85 －0．25* 0．03

电导率 －0．06 0．60 －0．09 0．43 －0．03 0．82 0．03 0．79

有机质 0．43* ＜0．01 0．46* ＜0．01 0．30* 0．01 0．39* ＜0．01

有效磷 0．15 0．19 0．20 0．07 0．07 0．51 0．21 0．06

黏粒 －0．24* 0．03 －0．11 0．34 －0．32* ＜0．01 －0．09 0．40

粉粒 0．24* 0．03 0．19 0．10 0．23* 0．04 0．21 0．07

砂粒 －0．22 0．05 －0．17 0．13 －0．19 0．09 －0．19 0．09

全氮 0．48* ＜0．01 0．54* ＜0．01 0．3* 0．01 0．46* ＜0．01

全碳 0．33* ＜0．01 0．31* 0．01 0．3* 0．01 0．31* 0．01

全硫 0．02 0．87 0．09 0．43 －0．03 0．77 0．15 0．18

碳氮比 －0．04 0．73 －0．11 0．33 0．07 0．51 ＜0．01 0．98

含水量 0．12 0．30 －0．01 0．96 0．14 0．22 0．02 0．87

铵态氮含量 0．03 0．78 －0．08 0．49 0．10 0．40 －0．12 0．28

硝态氮含量 0．01 0．96 0．09 0．45 －0．05 0．65 0．08 0．46

植物因子 植物多样性指数 0．18 0．10 0．21 0．07 0．09 0．42 0．18 0．10

植物丰富度 0．37* ＜0．01 0．41* ＜0．01 0．19 0．09 0．37* ＜0．01

植物均匀度指数 0．05 0．66 0．07 0．52 0．05 0．68 0．05 0．66

植物生物量 －0．31* ＜0．01 －0．25* 0．03 －0．01 0．93 －0．31* ＜0．01

气候因子 年平均降水量 0．34* ＜0．01 0．43* ＜0．01 0．29* 0．01 0．34* ＜0．01

年平均温度 0．05 0．67 －0．04 0．70 －0．24* 0．03 0．05 0．67
r 值后的“* ”表示显著相关( P＜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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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地带性和非地带性植被区荒漠和草原土壤 AMF 群落结构 MＲPP、ADONIS 和 ANOSIM 分析
Table 6 MＲPP，ADONIS and ANOSIM pairwise differences in AMF communities between desert and steppe in the zonal
and non-zonal vegetation region
类型 MＲPP

delta P
ADONIS

F P
ANOSIM

r P
地带性植被区: 荒漠-草原 0．872* 0．001 2．529* 0．002 0．173* 0．002
非地带性植被区: 荒漠-草原 0．862 0．113 1．314 0．182 0．042 0．096
* 表示差异显著( P＜0．05) 。

表明，AMF 群落结构与土壤理化性质、植物因子、地
理因子和气候因子都有显著的相关性( 表 7) 。Man-
tel 相关分析和偏 Mantel 相关分析显示，土壤 pH、碳
氮比和土壤含水量与 AMF 群落结构显著正相关; 植

物群落均匀度、多样性、物种丰富度与 AMF 群落结

构显著正相关。偏 Mantel 相关分析还表明，土壤粉

粒和砂粒含量、总碳、总硫也是决定 AMF 群落结构

非常重要的因子，而其他因子的偏相关分析均不显

著。Mantel 相关和偏 Mantel 相关分析均表明，地理

因子和气候因子均与 AMF 群落结构显著正相关。
变差分解的结果( 表 8) 展示了土壤理化因子、

植物因子、地理因子和气候因子对土壤 AMF 群落结

构影响的相对重要性，而所有因子仅能解释 AMF 群

表 7 AMF 群落结构与土壤因子、植物因子、地理距离及气

候因子的 Mantel 和偏 Mantel 相关关系
Table 7 Ｒelationships of AMF community structure with
soil properties， plant community， geographical distance
and climate factors as revealed by Mantel correlation analy-
sis and partial Mantel analysis
解释因子 相关分析

r P
偏相关分析

r P
土壤因子 pH 0．161* 0．001 0．212* 0．001

电导率 0．054 0．286 0．038 0．443
有机质 0．041 0．325 0．069 0．082
有效磷 －0．064 0．232 －0．029 0．609
黏粒 0．097 0．056 0．085 0．101
粉粒 0．061 0．066 0．109* 0．004
砂粒 0．050 0．138 0．096* 0．007
全氮 0．024 0．586 0．030 0．476
全碳 0．057 0．061 0．092* 0．001
全硫 0．026 0．655 －0．128* 0．003
碳氮比 0．144* 0．002 0．109* 0．007
含水量 0．113* 0．010 0．228* 0．001
铵态氮含量 0．035 0．526 0．092 0．074
硝态氮含量 －0．017 0．737 0．063 0．195

植物因子 植物生物量 0．017 0．683 0．053 0．194
植物均匀度指数 0．143* 0．001 0．126* 0．005
植物多样性指数 0．113* 0．008 0．161* 0．001
植物丰富度 0．124* 0．001 0．150* 0．001

地理因子 地理距离 0．109* 0．001 0．102* 0．001
气候因子 年平均降雨 0．103* 0．005 0．098* 0．001

年平均温度 0．161* 0．001 0．165* 0．002
r 值后的“* ”表示显著相关( P＜0．05) 。

落结构差异的 14．8%，其中 AMF 群落结构差异能被

土壤因子单独解释 9．9%，被地理因子单独解释的比

例最小，只占 2．3%。两个因子共同解释时，土壤因

子和植物因子能解释方差的比例为 13%，而植物因

子和地理因子只能解释到 4．9%。3 个因子共同解

释率中，土壤因子、宿主因子、气候因子能解释总方

差的 15%，而植物因子、气候因子和地理因子只能

解释 7． 6%。表明各个环境因子共同作用决定了

AMF 的群落结构，其中土壤理化因子和气候因子是

决定该区域 AMF 群落结构最重要的因子，地理距离

是对 AMF 群落结构影响最小的因子。

表 8 土壤因子、植物因子、气候因子、地理距离在 AMF 群

落结构变差分解中的解释率

Table 8 The interpretation rate of soil properties，plant
community，climate factors and geographical distance in the
variation partitioning of AMF community structure

方差 df Ｒ2 调整 Ｒ2

X1 14 0．259 0．099
X2 4 0．083 0．035
X3 2 0．065 0．040
X4 2 0．047 0．023
X1+X2 18 0．328 0．130
X1+X3 16 0．304 0．127
X1+X4 16 0．286 0．104
X2+X3 6 0．134 0．063
X2+X4 6 0．121 0．049
X3+X4 4 0．102 0．054
X1+X2+X3 20 0．365 0．150
X1+X2+X4 20 0．356 0．138
X1+X3+X4 18 0．327 0．128
X2+X3+X4 8 0．169 0．076
X1+X2+X3+X4 22 0．386 0．148
X1．土壤因子，X2．植物因子，X3．气候因子，X4．地理距离。

3 讨 论

3. 1 草原荒漠化与土壤 AMF 群落结构的变化

本研究采用空间代替时间的方式，通过分析地

带性和非地带性草原和荒漠 AMF 多样性和群落结

构的差异来间接了解草原荒漠化过程 AMF 群落的

变化。荒漠化初期即非地带性植被区草原退化为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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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灌木代替草本在植物群落中占优势，植物多样性

有增加的趋势，与之互惠共生的 AMF 属的数目也增

加。在荒漠化后期形成地带性植被区的荒漠生态系

统，荒漠植物种类减少，与之共生的 AMF 属的数目

也低于草原，因而推测在草原荒漠化的过程中，AMF
属的数目先增加后减少。总体上，地带性的草原生

态系统有比荒漠生态系统更高的植物多样性和土壤

AMF 多样性，并且土壤 AMF 群落结构也有显著的

差异，而非地带性的荒漠生态系统是由草原生态系

统荒漠化形成的，一些灌木植物取代草本植物在植

物群落结构中占优势，增强了植物对环境的适应性，

从而减缓了植物群落多样性下降的趋势，尽管非地

带性的草原生态系统仍有比荒漠生态系统更高的植

物多样性和土壤 AMF 多样性，但土壤 AMF 群落结

构在两种生态系统中却没有显著差异。表明草原荒

漠化的结果是导致 AMF 多样性降低，进而使群落结

构发生变化，使稳定的草原生态系统退化为脆弱的

荒漠生态系统。
荒漠生态系统是极为脆弱的自然生态系统之

一，但作为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维持

全球生态健康和安全中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卢琦等，2004) 。在国际上已有使用 AMF 生物技

术修复荒漠生态系统的成功范例，因而了解荒漠生

态系统土壤 AMF 是十分必要的。就已有的研究来

看，荒漠生态系统同样有着丰富的 AMF 多样性。全

球荒漠生态系统中已发现有 7 个属 89 种 AMF，其

中，Acaulospora 属和 Glomus 属为荒漠生态系统中的

优势类群( 石兆勇等，2008) 。类似地，本研究也表

明，Glomus 属在荒漠生态系统和草原生态系统中都

是优势度最高的属，进一步证实了 Glomus 属在干旱

环境中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
3. 2 土壤 AMF 群落结构和多样性的影响因素

已有研究表明，区域尺度下气候因子 ( 如: 温

度、降水等) 和土壤理化因子( 如: pH、土壤有机碳、
有效磷等) 对 AMF 群落结构有重要影响( Hazard et
al．，2013; Xiang et al．，2016) 。本研究在中国北方干

旱区相对较小的区域尺度下得到了相似的结果，变

差分解的结果显示土壤理化因子和气候因子在决定

土壤 AMF 群落结构中的重要性比地理距离和植物

群落的重要性要高，其中土壤理化因子是贡献最大

的因子。本研究证实了土壤 pH 是 AMF 多样性和

群落结构的重要驱动因子之一，pH 与 AMF 群落多

样性显 著 负 相 关。很 多 研 究 表 明，pH 能 够 影 响

AMF 的 产 孢 率 ( Hepper，1984 ) 、菌 丝 生 长 和 形 成

( Abbott et al．，1985) ，因此，能够改变 AMF 的群落

组成( Coughlan et al．，2000; Tchabi et al．，2008; Xiang
et al．，2014) 。宿主植物生物量也与 AMF 多样性显

著负相关，推测可能的原因是不同样地中植物的根

冠比差异很大( 马文红等，2006) ，一些地上生物量

高的植物地下生物量反而少，相应的与根寄生的

AMF 的种类和数量也会随之减少。草原土壤有机

质、有效磷、含碳量、含氮量和含水率显著高于荒漠，

而土壤元素组成与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土壤生物活

性有关( Alguacil et al．，2015) ，能够通过影响地上植

物群落组成间接影响到与之共生的 AMF，这可能是

地带性植被区和非地带性植被区草原土壤 AMF 多

样性显著高于荒漠土壤的重要原因。本研究发现，

土壤有效磷与 AMF 多样性和群落结构没有显著的

相关关系，这与以往的大多数磷施肥实验的结果不

同( Lu et al．，1994; Kahiluoto et al．，2001; Jansa et al．，
2009) ，当然也有一些研究结果表明，土壤磷与 AMF
群落结构或多样性没有显著相关关系 ( Smilauer，
2001; Mathimaran et al．，2007) 。此外，土壤质地也是

影响 AMF 群落结构和多样性的主要因素之一。在

干旱的地区，较高的土壤砂粒含量意味着较低的土

壤持水能力，土壤持水能力能够显著影响地上植物

生产力，进而影响 AMF 的发育( Bai et al．，2008) ，因

而土壤砂粒含量与 AMF 多样性显著负相关。非地

带性植被区荒漠和草原土壤砂粒含量没有显著差

异，而土壤沙粒含量与 AMF 均匀度和群落结构显著

相关，这可能是造成非地带性植被区荒漠和草原土壤

AMF 均匀度和群落结构没有显著差异的原因之一。
已有研究表明，降水和温度能够通过影响地上

植物群落覆盖度、多样性和生产力来影响土壤 AMF
群落( Johnson et al．，2004; Yang et al．，2010) 。变差

分解的结果表明，除土壤理化因子外，气候因子也是

影响土壤 AMF 非常重要的因素。本研究表明，土壤

AMF 群落结构与年平均温度和年平均降水显著相

关，由于非地带性荒漠和草原配对样地具有相近的

年平均温度和年平均降水，因此，推测相似的气候可

能是导致非地带性荒漠和草原土壤 AMF 群落结构

没有显著性差异的原因。此外，AMF 是共生真菌，

能与绝大多数陆地植物形成菌根共生( Wang et al．，
2006) 。本研究相关分析也证实了 AMF 多样性与植

物物种多样性显著正相关。这是由于 AMF 一方面

能促进宿主植物对土壤养分和水分的吸收( Hill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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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2010) ，从而促进宿主植物的生长( van der Heij-
den et al．，1998; Jansa et al．，2014) ，另一方面宿主植

物能够为 AMF 提供碳水化合物，促进 AMF 的生长

和共生体系建成，因而宿主植物多样性与 AMF 多样

性密切关联( Hiiesalu et al．，2014) 。值得注意的是，

变差分 解 的 结 果 显 示 环 境 因 子 仅 能 够 解 释 土 壤

AMF 群落结构总方差的 14．8%，而总方差的 85．2%
是各个环境因子未能解释的部分，未能解释的变差

可能是除温度和降水以外的气候因子、土壤微生物

相互作用以及人类活动等因素导致的; 此外，本研究

所取的样点数目较少可能也是造成解释率低的重要

原因，较少的采样点不足以覆盖大的环境梯度，变异

的重要来源可能被忽视。未来对土壤 AMF 群落结

构和多样性影响因子的研究中应尽可能考虑这些因

素，在增加采样数目的基础上将其他土壤微生物以

及人类活动的影响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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