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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降水及施氮对弃耕草地土壤线虫和
小型节肢动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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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降水格局变化及大气氮沉降对诸多生态过程及功能均有重要影响。 然而，目前对
于土壤动物对以上两种全球变化趋动因子的响应模式及机制仍缺乏充分认识。 本研究利
用野外控制试验技术，在中国北方平原弃耕草地生态系统模拟增加降水及大气氮沉降对土
壤动物群落的影响。 结果表明，增加降水及氮素添加对土壤螨类及跳虫的种群密度均无影
响。 增加降水使土壤线虫的数量显著增加了 １４．９％，氮沉降对土壤线虫的数量无影响，但
显著增加了群落中食细菌性线虫的数量（４５．８％） 。 本研究表明，土壤线虫对资源有效性及
生境微环境变化响应的敏感性强于土壤小节肢动物，且增加降水与氮沉降之间不存在交互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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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所引起的气候及大气
组分的变化对陆地生态系统的结构及功能产生了重
要影响 （ ＩＰＣＣ， ２０１３） ， 如 生 物 多 样 性 丧 失 （ Ｂｒｏｏｋ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Ｍａｃ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 ，物种的生物地理分
布及生物地球生物化学循环过程改变等（ Ｓａｘ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 然而，过去对于陆地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
响应的研究多数集中于生态系统的地上部分，而对
地下过程的关注相对较少 （ Ｂａｌ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 Ｓｈａ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３１６００４２６） 资助。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６⁃０６⁃０３
接受日期： ２０１６⁃１２⁃２０
∗通讯作者 Ｅ⁃ｍａｉｌ： ｓｍｓｍ２０００＠ １６３．ｃｏｍ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Ｒｏｏ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Ｘｉ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 。 土壤

中含有植物根系、凋落物、微生物及土壤动物等众多
组分，其中土壤动物通过对凋落物进行分解破碎、取
食植物根、根际分泌物及微生物等方式影响土壤有
机质的矿化过程，在驱动陆地生态系统碳、氮循环过
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Ｗａｒｄｌ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Ｋｏｓｔｅｎｋ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 。
降水格局的变化是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驱动因
子，降水的变化通过改变土壤湿度及土壤资源有效
性进而影响土壤动物的密度及活性（ Ｋａｒｄｏ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Ｌａｎｄｅｓｍ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宋敏等，２０１５） 。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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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氮沉降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

（ＢＮＰＰ） 进而促进土壤微生物的生长及繁殖并为土

１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 。 另外，一些重要的土壤动物类群，例

１ １

水进行（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ｓ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３） ，因而，降水格局的变

球变 化 生 态 学 实 验 站。 该 地 区 位 于 ３４° １２′ Ｎ—

动物群落的组成及结构。

海冲积平原。 该地区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壤动物提供更多的食物来源（ Ｂａ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Ｚｈａｎｇ

如土壤线虫，其运动及捕食活动均依赖于土壤孔隙
化必将通过影响土壤动物的生境微环境而影响土壤

作为另一项全球气候变化驱动因子，大气氮沉
降速率在 逐 年 加 剧， 并 引 发 了 一 系 列 的 生 态 后 果

（ 李德军等，２００６；邓小文等，２００７；Ｃｏｎｓｔａｂｌ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 前人采用野外控制试验的方法，通过氮素
添加模拟大气氮沉降，结果表明，对于大多数氮素限

制的生态系统，提高氮素水平能够促进植物生长，增
加光合产物向地下的分配进而对土壤动物产生有利

材料及方法
样地描述及试验设计
研究样地位于河南省开封市金明区河南大学全

３５°０１′Ｎ，１１３°５２′Ｅ—１１５°１６′Ｅ，海拔 ７３．５ ｍ，属黄淮
过去 ６０ 年 （ １９５３—２０１３ 年） 年 平 均 降 雨 量 为 ６２５

ｍｍ，其中 ８７％ 的降水集中在 ４—１０ 月，年际间波动
幅度为 ＋ ２１％ ～ － ２１％。 年平均温度为 １４．４ ℃ ，最高

气温出现在 ７ 月，为 ２７．１ ℃ ，最低气温出现在 １ 月，
为 － ０．１６ ℃ 。 主要优势物种为狗牙根（ Ｃｙｎｏｄｏｎ ｄａｃ⁃
ｔｙｌｏｎ） 、 小 花 山 桃 草 （ Ｇａｕｒａ ｐａｒｖｉｆｌｏｒａ ） 、 加 拿 大 蓬
（ Ｃｏｎｙｚａ 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ｉｓ） 等。 ８ 月份地上植被平均高约

影响（ Ｓｊｕｒｓ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Ｒｅｉｃ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 。 然而，

５０ ｃｍ，盖度约为 ７５％。

变（ Ｓｔｅｖｅｎ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 ，并进一步

ｇ·ｃｍ －３ ，土壤总有机碳含量为 １１．０４ ｇ·ｋｇ －１ ，土壤

（ Ｅｉｓｅｎｈａｕ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 另外，氮沉降引起

比，地下水位较浅，地表径流缓慢且土壤含盐量高，

另一些研究表明，氮沉降将导致植物群落构成的改
影响土壤动物，特别是那些以植物根系为食的类群

的土壤 ｐＨ 的降低将导致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变
化，并进一步引起土壤动物群落结构的改变（ Ｚｈａｎｇ

本地土壤类型为沙壤土，表层土壤容重为 １．３５

总氮含量为 ０．４７ ｇ·ｋｇ －１ 。 本地区具有较大的蒸降
ｐＨ 为 ８．６６。

本地区年均大气氮沉降量约为 ４７ ｋｇ Ｎ·ｈｍ －２ ·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Ｂｉｅｄｅｒｍ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 。

ａ －１ ，在一些经济发展热点地区，这一数值可达到 ８０

因子间存在复杂的相互关系。 例如，降水格局的变

氮肥的使用量更可达到 ２００ ｋｇ Ｎ·ｈｍ －２ ·ａ －１ 。

全球气候变化由多个因子共同驱动，不同驱动

化将影响氮素的淋溶及矿化进而影响氮循环过程
（ Ｓｃｈｉｍｅｌ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７；Ｌａｎｄｅｓｍ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 ，而大
气氮沉降的增加也会影响植物的呼吸及蒸腾作用进
而影响水分循环过程。 因此，降水格局变化及大气
氮沉降之间的交互作用可能比单一因素的主效应更

为重要和复杂（ Ｇｒａｙ，２０１１；Ｓｕ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 。 因此，
前人对于单一全球变化因子对土壤动物影响的研究

ｋｇ Ｎ·ｈｍ －２ ·ａ －１ 以上。 而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无机
本试验依托于河南大学全球变化生态学实验站

增加 降 水 及 氮 沉 降 试 验 平 台 进 行。 该 平 台 建 于

２０１１，试验采用完全随机区组设计，共包括 ４ 种试验
处理， 分 别 为： 对 照 （ Ｃ ） 、 增 加 降 水 （ Ｗ） 、 氮 沉 降

（ Ｎ） 、增加降水及氮沉降（ ＷＮ） ；每种处理设置 ６ 个
重复，共计 ２４ 个试验小区。 小区面积为 ４ ｍ × ６ ｍ，
相邻小区间隔为 １ ｍ。 在增加降水处理样地，每年

可能无法准确模拟未来气候变化情景下土壤动物的

４—１０ 月生长季期间，于每次降雨后增加有效降雨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土壤动物类群对降水格局变

样地，按 ２ ｇ Ｎ·ｍ －２ 施氮量模拟大气氮沉降，累计施

真实响应（ 吴廷娟，２０１３） 。

化及大气氮沉降的响应机制及模式，我们于 ２０１１ 年
在中国北方平原弃耕草地生态系统设置了一项增加

降水及氮沉降对土壤动物影响的试验。 由于土壤动

量的 ３０％。 氮沉降处理为每年 ５—９ 月于 Ｎ 及 ＷＮ

氮量达 １０ ｇ Ｎ·ｍ －２ 。 氮肥选用分析纯 ＮＨ ４ ＮＯ ３ ，于
每月第一场有效降雨后实施，以保证 ＮＨ ４ ＮＯ ３ 的有
效性。

物的种群密度及群落结构主要受土壤资源有效性及

１ ２

增加降水将显著增加土壤动物的数量及群落多样

行取样。 取样采用土钻法，用 ５ ｃｍ 土钻在每个试验

生境微环境的影响，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１）

性；（２） 氮沉降将增加土壤动物的数量，但降低动物
群落多样性，使群落结构趋于简单化；（３） 增加降水

取样及测定

于 ２０１３ 年 ７、９、１２ 月及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分 ４ 次进

样方中随机取 ５ 钻，取样深度为 ０ ～ １０ ｃｍ。 土样置
于样袋中均匀混合后分为 ２ 份，一份用于土壤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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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离、提取，另一份用于土壤理化性质的测定。
土壤湿度测定采用时域反射性土壤水分测定仪

测定 （ ＴＤＲ ２００，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ｎｃ．， ＵＳＡ） 。 测
定频度为每 ５ 天一次，每月 ６ 次。 土壤 ｐＨ 采用 ＧＢ

７８５９—８７ 方法测定，取风干土壤样品 ８ ｇ，加入 ２０

ｍＬ 去离子水中，以玻璃电极作为指示电极，甘汞电
极作为参比电极（ Ｓａｒｔｏｒｉｕｓ ＰＢ⁃１０） 。 土壤总氮（ ＴＮ）

及总有机 碳 （ ＳＯＣ） 采 用 土 壤 总 碳、 氮 分 析 仪 测 定
（ Ｖａｒｉｏ ＭＡＣＲＯ ｃｕｂ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 Ｉｎｃ．，Ｇｅｒｍａｎｙ） 。 土
壤硝态氮及氨态氮采用元素化学分析仪测定（ Ｓｍａｒｔ
Ｃｈｅｍ ２００ 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Ａｕ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ｒ，Ｉｔａｌｙ） 。 即取 １０ ｇ

新鲜土壤样品，溶于 ５０ ｍＬ ２ ｍｏｌ·Ｌ ＫＣＬ 溶液中，
－１

振荡提取 １ ｈ，过滤浸提液用于上机测定。
在每个试验样方中选取一个 １ ｍ × １ ｍ 永久小
区用于植物物种多样性，植物密度、盖度、高度及频

度调查。 每年的 ９ 月中旬进行植物生物量的测定，

式中，ｂ（ ｂａｓａｌ） 代表食物 网 中 的 基 础 成 分， 主 要 指

Ｂａ ２ 和 Ｆｕ ２ 这两个类群（ 即食细菌线虫和食真菌线虫
中 ｃ⁃ｐ 值为 ２ 的类群） ；ｅ （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代表食物网
中的富集成分，主要指 Ｂａ １ 和 Ｆｕ ２ 这两个类群（ 即食
细菌线虫中 ｃ⁃ｐ 值为 １ 和食真菌线虫中 ｃ⁃ｐ 值为 ２

的类群） ；ｓ （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代表食物网中的结构成分，包
括 Ｂａ ３ ⁃Ｂａ ５ 、Ｆｕ ３ ⁃Ｆｕ ５ 、Ｏｍ ３ ⁃Ｏｍ ５ 、Ｃａ ２ ⁃Ｃａ ５ 类群（ 分别为
食细菌线虫、食真菌线虫和杂食线虫中 ｃ⁃ｐ 值为 ３ ～

５ 的类群以及捕食线虫中 ｃ⁃ｐ 值为 ２ ～ ５ 的类群） 。
１ ３

统计分析

结果中土壤动物数量数据进行自然对数转换。

采用三因素方差分析方法（ ｔｈｒｅ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ｓ） 分析
不同取样时间，增加降水及氮沉降对土壤动物群落
的影响。 采用双因素方差分析方法（ ｔｗｏ⁃ｗａｙ ＡＮＯ⁃

ＶＡｓ） 分析增加降水及氮沉降对各种生物及非生物
因子（ 地上净初级生产力，根生物量，植物密度，土

地上生物量采用收割法，地下生物量采用土壤钻法，

壤总有机碳及总氮含量等） 的影响。 差异显著性水

土壤螨虫及跳虫的提取采用干漏斗法，样品保

均采用 ＳＡＳ Ｖ８．３ （ ＳＡ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Ｉｎｃ．，Ｃａｒｙ，ＮＣ，ＵＳＡ）

取样深度为 ０ ～ ２０ ｃｍ。

平在不作特别说明的情况下为 Ｐ ＜ ０．０５。 以上分析

存在 ７０％乙醇中，光学显微镜下进行鉴定。 土壤线

进行。

虫的提取采用湿漏斗法。 称取 ５０ ｇ 新鲜土壤样品，

２

甲醛中。 线虫鉴定在普通光学显微镜下进行，随机

２ １

特征划分为食细菌性线虫、食真菌性线虫、植物寄生

最干旱的一年，降雨量的季节动态表现为单峰曲线，

性及线虫生态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２４７．４ ｍｍ，累计增加降雨量 ５２．８ ｍｍ，两者之和远低

于湿漏斗内浸提 ４８ ｈ。 ６０ ℃ 杀死后保存于 ４％多聚
选取 １００ 条线虫，鉴定到属的水平。 并根据其食性
性线虫及杂⁃捕类线虫等 ４ 个营养类群。 常用多样
香农指数（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ｉｎｄｅｘ） ：
Ｈ ＝－

∑ Ｐ ｉ ｌｎＰ ｉ

均匀度指数（ Ｐｉｅｌｏｕ ｉｎｄｅｘ） ：
Ｊ ＝ Ｈ ／ ｌｎＳ

式中，Ｓ 表示群落中属的数量。

成熟度指数（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
ＭＩ ＝

∑ ｖｉ

× ｆｉ

其中，ｖ ｉ 代表属的 ｃ⁃ｐ 值，ｆ ｉ 表示该属在类群中的比
例。

通路指数（ Ｃｈａｎｅｌ ｉｎｄｅｘ） ：
ＣＩ ＝ １００ ×［０．８Ｆｕ ２ ／ （３．２Ｂａ １ ＋ ０．８Ｆｕ ２ ） ］
富集指数（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 ：
ＥＩ ＝ １００ ×［ ｅ ／ （ ｅ ＋ｂ） ］
结构指数（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ｄｅｘ） ：
ＳＩ ＝ １００ ×［ ｓ ／ （ ｓ ＋ｂ） ］

结果与分析
生物与非生物因子

２０１３ 年是该地区过去 ６０ 年间（１９５３—２０１３ 年）

主要 有 效 降 雨 出 现 在 ７ 月， ７—１０ 月 总 降 雨 量 为
于过去 ６０ 年间同期降水的均值。 增加降水使土壤
湿度显著增加了 ０．７５％ （ ｖ ／ ｖ，Ｐ＜０．０５） ，氮沉降对土
壤湿度无影响（ 表 １） 。 氮沉降使土壤 ｐＨ 从 ８．２７ 降
低至 ８．１６ （ Ｐ＜ ０．００１，表 １） 。 增加降水及氮沉降对
土壤总机碳、土壤总氮及 ＮＨ ４ ＋ ⁃Ｎ 含量均无影响（ 表

１） 。 与对照相比，植物种群密度在增加降水处理样
地中显著增加了 １３０．４％ （ Ｐ＜０．００１） ，而在施氮处理

样地中显著降低了 ３６．８％ （ Ｐ＜０．０１） 。 与对照相比，
氮沉 降 使 地 上 净 初 级 生 产 力 增 加 了 ３９． ６％ （ Ｐ
＜０．０５） ，增加降水使根生物量显著增加了 ４７．７％ （ Ｐ

＜０．０５） 。 增加降水及氮沉降对以上所有参数均无交

互影响。

２ ２

土壤动物种群密度的季节动态

综合 ４ 次的调查结果发现，不同类群土壤动物

的种群密度均表现为 １２ 月最高（ 图 １） ，螨类及跳虫
的 数量在其他取样日期没有显著差异，土壤线虫种

６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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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不同试验处理下土壤理化性质、植物种群密度及生物量的均值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ｅａｎ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指标

对照

土壤湿度 （ ｖ ／ ｖ％）

氮素添加

增加降水及氮素添加

１０．７０±０．３４

１０．６５±０．５２

１０．８８±０．３５

１１．３９±０．４２

３８．５±０．４５

１．４７±０．０４

１．４７±０．０５

１．５１±０．０４

３９．５０±０．７８

土壤总有机碳（ ｇ·ｋｇ －１ ）
土壤总氮 （ ｇ·ｋｇ －１ ）
土壤 ｐＨ

８．２７±０．０２
４．６２±０．６８

土壤硝态氮浓度 （ ｍｇ·ｋｇ －１ ）
土壤氨态氮浓度 （ ｍｇ·ｋｇ －１ ）

增加降水

２．４６±０．３４

３８．９０±０．７２
８．２７±０．０３

３８．４０±０．８０
８．１６±０．０２

３８．５０±０．４５
８．１７±０．０２

５．３８±１．０５

２２．９１±４．３２

１５．１２±１．６８

２．８５±０．２２

３．０２±０．２４

２．７８±０．２５

根生物量（ ｇ·ｍ －２ ）

３０９．１２±９０．３４

５３８．３６±１４１．２１

３５０．０３±６１．５５

４３５．３６±７３．３９

植物地上净初级生产力（ ｇ·ｍ －２ ）

２９９．８９±３８．６０

４４５．９６±６５．２５

４８９．８６±２８．１４

５５１．３８±６３．１９

植物种群密度（ ｉｎｄ·ｍ －２ ）

２００．８３±３０．９０

４１２．３０±３９．９３

１０２．００±６．１３

２８５．４２±４９．８３

图 １ 不同取样时间及试验处理下土壤螨类、跳虫及线虫种群数量的动态响应
Ｆｉｇ．１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ｆｏｒ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ｍｂｏｌａ， ｍｉｔｅ，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ａｌｌ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ｄａｔｅｓ

群密度的最小值出现在 ７ 月（ 图 １ｃ） 。 由于捕获的

影响食细菌性线虫，食真菌性线虫及杂捕类线虫的

行营养类群的划分。 试验结果表明，不同食性类群

２） 。 与对照相比，增加降水处理下，食细菌性线虫

土壤螨类及跳虫的数量较少，因此，仅对土壤线虫进
线虫的相对数量表现出不同的季节动态。 食细菌性
及食真菌性线虫的数量在 １２ 月最高（ Ｐ ＜ ０．０５） ，植
食性线虫数量的最大值出现在 ７ 月，而杂⁃捕类线虫
数量的最大值出现在 ３ 月（ 图 ２） 。

２ ３ 增加 降 水 及 氮 沉 降 对 土 壤 动 物 种 群 密 度 的
影响
三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与对照相比，增加降
水及氮沉降对土壤螨类及跳虫的种群密度均无影
响。 增加降水使土壤线虫数量显著增加了 １４． ９％

（ Ｐ＜０．０５，图 １ｃ，表 ２） ，氮添加对土壤线虫数量无影
响。 增加降水对土壤线虫种群数量的影响随季节变

数量。 氮素添加显著影响食细菌性线虫的数量（ 表
显著增加了 ６９．３％ （ Ｐ ＜ ０．０５，图 ２ａ） ，食真菌性线虫
显著增加了 １６．９％ （ Ｐ＜０．０５，图 ２ｂ） ，杂⁃捕类线虫显
著增加了 ８．９％ （ Ｐ＜０．０５，图 ２ｄ） 。 氮添加处理显著

增加了食细菌性线虫的种群密度（４５．８％，Ｐ＜０．００１，

图 ２ａ） ， 其他食性类群对氮沉降的响应不敏感 （ Ｐ
＞０．０５） 。 增加降水及氮添加对不同类群土壤动物的

数量无交互影响（ Ｐ＞０．０５，表 ２） 。
２ ５ 增加降水及氮沉降对土壤线虫群落生态指数
的影响
三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土壤线虫群落的多
样性指数主要受增加降水的影响，土壤线虫群落的

化而变化，其正效应只出现在降水丰富的 ７ 月 （ Ｐ
＜０．０５，图 １ｃ） 。

通路指数和成熟度指数主要受氮素添加的影响（ 表
２） 。 与对照相比，增加降水显著增加了土壤线虫群

种群密度的影响
三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增加降水处理显著

加了 ＥＩ 指数（ Ｐ＜０．１，图 ３ｃ，表 ２） ，而对群落 ＳＩ 指数
无影响（ Ｐ＞０．０５，图 ３ｅ） 。 氮沉降使线虫群落通路指

２ ４

增加降水及氮沉降对不同食性类群土壤动物

落多样性指数（ Ｐ＜０．０５，图 ３ａ） 。 氮添加边缘显著增

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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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增加降水及施氮对弃耕草地土壤线虫和小型节肢动物的影响

表 ２ 增加降水、氮素添加及取样时间对土壤动物数量及群落生态指数三因素方差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 （ Ｆ⁃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ｒｅ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ｓｏｉｌ ｆａｕｎａ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ｅｘ
指标
线虫群落密度
食细菌线虫
食真菌线虫
植食线虫
杂捕线虫
多样性指数
均匀度指数
富集指数
结构指数
通路指数
成熟度指数
螨类

增加降水

氮素添加

增加降水
及氮添加

取样时间

时间×
增加降水

时间×
氮添加

９．１８ ∗∗

０．０４

０．０９

３５．４４ ∗∗∗

１．８５

２．０７

０．７５

３．５４
０．８０

２８．９

６．６８

１．０８

０．６７

３．５７
４．９４
０．１８
５．６６
３．００
０．５２
０．４１
０．５４
２．１８
０．１８
０．００

＾

∗
∗
∗

１５．５
２．９１

∗∗∗

１．８５
０．１０

３．１２ ＾
１．９６

１４．６９ ∗∗
１１．８４ ∗∗
０．７８

跳虫
２．２４
０．２０
ｎ ＝ ６。 ＾，Ｐ＜０．１０，∗，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０．８０

＾

１．１６

１５．７

∗∗∗

１０．１

∗∗∗

２２．２

∗∗∗
∗∗∗

１９．０３

０．２２

∗∗∗

２６．２８ ∗∗∗

０．０７

８．４９ ∗∗∗

０．２１
５．４５
０．６０

∗

∗∗∗

０．８２
１．０７
１．５１

０．１０

３８．４１ ∗∗∗

０．００

１６．１３ ∗∗∗

４．４０ ∗∗
０．６５

１７．６６ ∗∗∗

０．０７

１．５２

１３．２３ ∗∗∗

０．００

１７．７３ ∗∗∗

２．２９

１．４７
０．３２

时间×增加降水
×氮添加
０．４７

０．１９
０．２８
４．８９
０．２３

０．５３
∗∗

０．８０
２．１０
０．４４
０．８１

１．８８
２．８６
０．１６
０．３３
０．２４
１．５２

１．５８

２．４６ ＾
０．７３

０．５０

０．３４

０．８１
０．６９

０．９８
４．８５

图 ２ 不同取样时间及试验处理下不同类群线虫种群密度的动态响应
Ｆｉｇ．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ｉｌ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ａｌｌ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ｄａｔｅｓ

数（ ＣＩ，图 ３ｄ） 和成熟度指数（ ＭＩ，图 ３ｆ） 分别下降了

３７．１％及 ６．９％。 整个试验周期中没有发现增加降
水及氮添加对各项生态指数的交互影响（ 表 ２） 。
２ ６

生物与非生物因子对土壤线虫种群密度及群

落结构的影响
在空间尺度上（ 即 ２４ 个处理样方） ，土壤线虫
的种群密度及群落多样性指数随土壤湿度、根生物

量及植物密度的增加而线性增加（ Ｐ ＜ ０． ０５，图 ４） 。
食细菌性线虫的相对多度随土壤 ｐＨ 线性下降，而

食真菌性线虫及杂⁃捕类线虫的相对多度随土壤 ｐＨ
线性增加（ 图 ５） 。

３

讨

论

３ １

降水对土壤动物种群密度的影响
综合 ４ 次取样结果发现，土壤小节肢动物及线
虫的种群密度在冬季较高而在春夏季较低。 这一结
果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 Ｌｅｖ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 。 土壤
资源有效性的季节动态是决定土壤动物季节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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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增加降水及氮添加对土壤线虫群落生态指数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ｓｏｉｌ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的主要因素。 研究发现，土壤中可溶性有机氮含量

大量的食物供应，因而导致该类群数量增加。

２０１４） 。 土壤的养分状态主要受植物碳输入数量的

的种群密度无影响，这一结果与前人的研究相一致

后 ４ 个月内快速分解（ Šｎａｊｄ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 。 有研究

类及跳虫对土壤湿度变化具有较广泛的耐受范围有

的季节动态为冬季 ＞ 秋 季 ＞ 夏 秀 ＞ 春 季 （ Ｇｅ ｅｔ ａｌ．，
影响。 生长季末植物凋落物的量达到峰值，并于其

本研究结果发现，增加降水对土壤小节肢动物
（ Ｔａｙｌｏ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 。 其原因一方面可能与土壤螨

表明，冬季虽然温度较低，但植物凋落物的矿化速率

关，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这些小节肢动物具有较强

物碳输入必将通过促进细菌及真菌成长进而扩增土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 。 与土壤螨类及跳虫的响应不同，土壤

较其他季节更大（ Ｗｉｔｔ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 。 丰富的植
壤动物群落中食细菌性及食真菌性类群的种群密

的运动能力， 能 主 动 躲 避 环 境 胁 迫 的 影 响 （ Ｗａｌｔｅｒ

线虫的种群密度随降水的增加显著增加，其主要原

度。 而随着植物凋落物逐渐分解及淋溶损失，土壤

因在于土壤线虫世代周期短，繁殖速率快，对环境变

资源有效性逐渐降低。 同时，７ 月降雨多于其他月

化的响应更为敏感。 增加降水促进了植物的生长，

份，导致土壤表层营养物质更易淋溶至土壤深层。

增加了植物种群密度及根生物量，为土壤线虫提供

综合以上因素，导致 ７ 月土壤线虫数量最少。 植物

了更多的食物来源，进而通过上行效应促进了其种

寄生性线虫表现为完全不同的季节动态，其主要原

群扩增。 另一方面，土壤线虫本身没有自主运动能

因在于，此类线虫寄生于植物根系内，对其宿主的依

力，其运动及捕食依赖于土壤孔隙水进行。 增加降

赖性远强于其他环境因子的影响。 ７ 月植物生长速
率快，根系新陈代谢旺盛，为植物寄生性线虫提供了

水增加了土壤含水量，利于线虫的运动及捕食，进而
扩大了其群落规模。

宋

敏：增加降水及施氮对弃耕草地土壤线虫和小型节肢动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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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土壤线虫密度及群落多样性指数与土壤湿度、根生物量及植物密度的相关分析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ｏｆ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ｗｉｔｈ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ｒｏｏｔ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 ｄｅｎｓｉｔｙ

图 ５ 不同功能类群线虫相对多度与土壤 ｐＨ 的相关关系
Ｆｉｇ．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ｉｌ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ｐＨ

３ ２

氮沉降的影响
氮沉降对土壤螨类、跳虫的数量均无影响，这一

发现与前人在草原生态系统的研究结果一致（ Ｅｉｓ⁃

ｅｎｈａｕ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 。 氮沉降同样不影响土壤线虫

的种群密度，但显著增加了食细菌性线虫比例。 土

壤 ｐＨ 的变化可能是引起线虫群落结构变化的重要
因素。 不同类群土壤线虫的丰富度与土壤 ｐＨ 值之
间显著的相关关系表明，增加施肥量引起土壤酸化
是导致土壤线虫群落结构变化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
面，氮沉降使土壤硝态氮浓度显著增加了近 ３ 倍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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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杂志

右。 前人研究表明，土壤硝态氮含量增加可促进细
菌的生长及繁殖，同时可通过抑制酶活性及降低孢
子产量等方式抑制腐生真菌及外生菌根的生长，降
低真菌生物量及真 ／ 细比（ Ｆｒｅ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Ｗａｌｄｒｏｐ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 。 土壤微生物群落的
这种潜在变化将进一步影响以微生物为食的次级消
费者群落，导致食细菌性线虫的数量显著增加。

氮添加提高了线虫群落的 ＥＩ，但对 ＳＩ 没有影

响。 富集指数用以揭示土壤养分及初级分解者对土
壤养分的响应，而土壤养分状态与土壤有效氮的积

累密切相关。 氮添加处理同时引起了 ＣＩ 及 ＭＩ 的下
降。 通路指数用以描述土壤食物网中细菌分解路径

及真菌分解路径的相对强弱。 ＣＩ 的降低表明，本生
态系统中，氮沉降导致有机质的分解路径偏向以细
菌性分解为主。 通路指数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食细
菌性线虫与食真菌性线虫相对比例的变化所导致。
而线虫群落中食细菌性线虫比例的增加及杂⁃捕类
线虫比例的下降也导致了 ＭＩ 的降低。 成熟度指数
的下降表明，氮添加对土壤食物网具有较强的干扰
作用，显著降低了土壤食物网的稳定性及复杂性。
农田生态系统中进行的两项氮肥对土壤线虫群落影
响的 试 验 结 果 也 证 实 了 本 研 究 结 论 （ Ａｚｐｉｌｉｃｕｅｔ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Ｐ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 。

３ ３
响

增加降水及氮添加对土壤线虫群落的交互影

与我们第 ３ 个假设相反，综合 ４ 次取样的分析

结果，本研究并没有发现增加降水与氮添加对土壤

动物群落的交互影响。 这与 Ｓｕｎ 等（ ２０１３） 在森林
生态系统研究结果相悖，该研究发现增加降水及氮
添加的交互作用显著降低了土壤有机质层线虫的数
量，而显著增加了矿质土层土壤线虫的数量。 其原
因主要是由于增加降水促进了表层土壤氮素向深层
土壤的淋溶。 进而导致表层土壤养分向深层转移，
通过资源介导的上行效应引起土壤线虫种群密度的
变化。 然而，这种交互作用并没有出现在本研究结
果中。 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土壤质地的差异。 在该
森林生态系统的土壤类型为始成土，具有较好的田
间持水力。 而本试验中土壤类型为沙壤地，保水能
力低，在土壤中存在时间较短因而对氮循环的影响
有限。 另外，不同的植被类型及土壤动物类群也是
影响土壤线虫对增加降水及氮添加不同响应的重要
因素。 本试验结果表明，在中国北方平原弃耕草地
生态系统，增加降水及氮添加对土壤动物群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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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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