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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落叶松不同代际人工林土壤养分及
细菌群落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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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不同代际华北落叶松人工林土壤养分及细菌变化有助于了解地力维持机制。为华北落叶松人工林可持
续经营提供参考。【方法】本研究以塞罕坝地区华北落叶松不同代际人工林（一代林（17 和 37 年生）、二代林（14 年生））为
研究对象，分析了不同代际林及不同土层土壤养分、土壤细菌群落组成和多样性的变异规律及土壤养分与细菌群落的耦
合关系。【结果】（1）在 0 ~ 10 cm 和 10 ~ 20 cm 土层，一代林（17 年生）和二代林（14 年生）的速效钾和有效磷显著高于一
代林（37 年生）（P < 0.05），但一代林（17 年生）和二代林（14 年生）间差异不明显（P > 0.05）。随着土壤深度增加，各代际林
土壤养分均呈现降低趋势。（2）在门水平上，3 个林分的优势菌群均为变形菌门、放线菌门、疣微菌门和酸杆菌门。随着土
层深度的增加，3 个林分的变形菌门和放线菌门呈迅速下降趋势。（3）一代林（37 年生）的 ACE 和 Chao1 细菌丰富度指数
在 3 个代际林中最低，且在 0 ~ 10 cm 和 20 ~ 30 cm 土层代际林间差异显著（P < 0.05）。在 3 个土层深度，土壤细菌多样
性指数在一代林（17 年生）和二代林（14 年生）中相对较高，而在一代林（37 年生）中相对较低。（4）相关分析表明，速效钾
与变形菌门和放线菌门显著正相关，而与硝化螺旋菌门显著负相关（P < 0.05）。随着有效磷含量的增加，变形菌门数量呈
显著增加趋势（P < 0.05）。【结论】华北落叶松二代林在早期发育阶段不存在地力衰退问题，随着林龄的增加，应加强速效
钾、有效磷和碱解氮的调控，并重视特定细菌群落的变化以维持土壤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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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Exploring the variations of soil nutrients and bacterial communities in Larix
principis-rupprechtii plantations with different generations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maintenance
mechanisms of soil fertility.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Larix principisrupprechtii plantation. [Method] In this study, three Larix principis-rupprechtii plantations with different
generations, including 17 years old first generation (Y1R), 37 years old first generation (M1R), 14 years old
second generation (Y2R), were selected in Saihanba Area of northern China.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soil nutrients and bacterial communities and their changes over generations were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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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 (1) In depths of 0−10 cm and 10−20 cm, the contents of soil readily available potassium (AK) and
available phosphorous (A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Y1R and Y2R than in M1R (P < 0.0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oil AK and AP between Y1R and Y2R (P > 0.05). Soil nutrients showed a
decreasing trend with increasing soil depths in all generations. (2) The dominant bacterial phyla were
Proteobacteria, Actinobacteria, Verrucomicrobia and Acidobacteria in all generations. Proteobacteria and
Actinobacteria decreased with increasing soil depth in all generations. (3) The ACE and Chao1 indicators of
bacterial community were the lowest in M1R and their changes were significant among generations at depths
of 0−10 cm and 10−20 cm. In all three soil layers, the soil bacterial diversity indicators were relatively
higher in Y1R and Y2R than in M1R. (4)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AK had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s on Proteobacteria and Actinobacteria, while had significantly negative impact on Nitrospirae (P <
0.05). The number of Proteobacteria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with increasing AP content (P < 0.05).
[Conclusion] Soil fertility doesn,t decline at the early development stage in second generation of Larix
principis-rupprechtii plantations. Strengthening the regulation of soil available potassium, alkali
hydrolyzable nitrogen and available phosphorus, and focusing on changes in specific soil microorganisms
could be the optimum alternatives to improve soil fertility.
Key words: Larix principis-rupprechtii; intergeneration plantation; soil nutrient; soil bacterial community

土壤养分是植物生长所必需营养元素，包括氮、

其中全磷、有效磷影响较大[14]。不同土层间，土壤细

磷、钾和其他一些中量元素和微量元素。对土壤养

菌数量也会呈现一定的垂直变化特征。研究表明，

分的研究，有利于理解人工林地力维持机制。研究

塞罕坝地区华北落叶松人工林土壤细菌数量随土层

表明，杨树（Populus spp.）、马尾松（Pinus massoniana）

增加呈下降趋势 [15]，但关于其土壤细菌群落组成和

和杉木（Cunninghamia lanceolata）人工林随着代际

多样性随代际变化而改变的研究还未见报道。

的增加，土壤有机碳、全氮、速效钾、有效磷等均呈显

华北落叶松是松科（Pinaceae）、落叶松属（Larix）

著降低的趋势，出现了土壤养分亏缺和土壤酸化的

乔木，在我国中部与北部大量栽植，具有抗逆性强，

现象[1−3]。东北地区兴安落叶松（Larix gmelinii ）二代

生长快，自然整枝明显，根系分布广，用途广等优

林与一代林相比，土壤有机质、氮、磷和钾均有所下

点。但是华北落叶松作为冀北山地重要的用材树种

降，但土壤酸化问题不明显

。土层深度也会影响

之一，其人工林地力衰退和生产力下降问题始终困

土壤养分变化，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土壤部分养分

扰森林经营工作者。本研究以河北塞罕坝地区不同

元素会呈现减少 或增加趋势 。

代际华北落叶松人工林为研究对象，分析不同代际

[7]

[4−6]

[8]

土壤细菌是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成分，对

林主要土壤养分含量、细菌群落结构和多样性变异，

关键生态功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土壤细菌群落

旨在揭示华北落叶松代际林地力维持机制，为华北

的变化也能够影响土壤生物化学过程，进而影响土

落叶松人工林可持续经营提供一定的参考。

壤肥力。土壤细菌的群落结构还会随着土壤养分的

1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9]

变化而改变，影响植物的生产力 [10]。人工林连栽将
引起土壤敏感细菌群落的变化，对土壤生态系统造
成一定的影响。研究表明，马尾松和杉木二代林与

1.1

研究区概况

塞罕坝地区处于冀北山区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地

，大

带，分为坝上和坝下两部分。海拔范围介于 1 010 ~

部分细菌主要在中性环境中生存，其数量的减少

1 940 m 之间。研究区极端最高气温 33.4 ℃，最低气

可能与连栽导致的土壤酸化有关。而酸杆菌群

温− 43.3 ℃，年均气温− 1.3 ℃，年均降水量 460.3 mm，

（Acidobacteria）作为一种嗜酸菌在杉木二代林土壤

是典型的半干旱半湿润寒温性大陆季风气候。土壤

中占明显优势，相对丰度随代际变化显著增高

母质主要有风积物、残积物、坡积物等几种类型。坝

一代林相比，细菌数量和多样性均呈下降趋势

[11]

。

[12]

土壤细菌群落组成受不同土壤养分的影响程度不

上以风沙土为主，兼有草甸土和沼泽土。该区域

同。研究表明，庞泉沟自然保护区的华北落叶松

的 主 要 乔 木 树 种 有 华 北 落 叶 松 、 白 桦 （ Betula

（Larix principis-rupprechtii）土壤理化性质和土壤细

platyphylla） 、 蒙 古 栎 （ Quercus mongolica） 、 山 杨

菌 群 落 有 着 密 切 的 关 系 [13]。 兴 安 落 叶 松 人 工 林

（ Populus davidiana） 等 ， 林 下 植 物 主 要 包 括 柔 毛

pH 和土壤养分均对土壤细菌群落组成有显著影响，

绣 线 菊 （ Spiraea velutina） 、 叉 分 蓼 （ Polygo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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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aricatum）、地榆（Sanguisorba officinalis）、金莲花

7 月进行。每种林分设置 3 个 20 m × 30 m 的样地。

（Trollius chinensis）、老鹳草（Geranium wilfordii）等

在每个样地中进行每木检尺，沿对角线确定 3 个取

物种。

样点，去除土壤表层的枯枝落叶，使用内径 4 cm 的

1.2 样地设置与采样

土钻按 0 ~ 10 cm、10 ~ 20 cm、20 ~ 30 cm 3 个土层

在研究区选取空间不连续，立地条件相似，不同

取样（取样器具进行了喷洒酒精和高温消毒的灭菌

林龄的华北落叶松一代林（17 年生和 37 年生，拓荒

处理），土壤过 20 目筛网，将同一样地相同土层土样

栽植的第一批华北落叶松林）；二代林（14 年生，对华

等量混合，去除杂质之后的样品每 10 g 一份，保存

北落叶松一代林进行皆伐，并在原有土壤基质上重

于无菌离心管中，置于冰柜− 80 ℃ 储存备用。

新栽植华北落叶松）（表 1）。调查工作于 2017 年
表1
Tab. 1

华北落叶松林分基本情况

Description of different Larix principis-rupprechtii stands

林分
Stand

海拔
Altitude/m

坡度
Slope degree/(°)

坡向
Slope aspect

平均树高
Mean tree height/m

平均胸径
Mean DBH/cm

密度/(株·hm− 2)
Density/(tree·ha− 1)

Y

1 653.67

8

西南 Southwest

12.1

12.5

2 489

E

1 622.67

8

西南 Southwest

21.1

28.3

1 461

J

1 642.53

8

西南 Southwest

15.6

18.4

1 603

注：Y为一代林（17年生），E为二代林（14年生），J为一代林（37年生）。下同。Notes: Y, first generation (17 years old), E, second generation (14 years
old), J, first generation (37 years old). The same below.

1.3 土壤养分测定

度过滤：Tags 经过截取后得到的 Tags 数据集，进一

根据鲍士旦的《土壤农化分析》，土壤 pH 采用

步过滤掉其中连续高质量碱基长度小于 Tags 长度

pH 计测定。采用氧化法测定有机碳。土壤全氮含量

75% 的 Tags。经过以上处理后得到的 Tags 需要进

采用半微量凯式定氮法测定。采取钼蓝比色法测全

行去除嵌合体序列的处理，Tags 序列通过与数据库

磷和有效磷，火焰光度计测全钾和速效钾。碱解扩

进行比对检测嵌合体序列，并最终去除其中的嵌合

散法测定碱解氮。

体序列，得到最终的有效数据。

1.4 土壤细菌高通量测序

1.5

采用 CTAB 方法对样本的 DNA 进行提取，并
将提取的样品稀释至 1 ng/μL。
使 用 16S V4 区 的 引 物 为 515F（ 5 ′-GTGCCAG
CMGCCGCGGTAA-3 ′ ） 和 806R（ 5 ′-GGACTACHV
GGGTWTCTAAT-3 ′ ） 进 行 PCR 反 应 ， 共 30 μL：

数据处理

利用 Uparse 软件对所有细菌样品进行聚类。
用 Mothur 方法与 SILVA 的 SSUrRNA 数据库进行
物种注释分析，获得分类学信息并在门（phylum）分
类水平上统计各样本的细菌群落组成。
本研究采用 Chao1，ACE，香农-威纳多样性指数

Phusion Master Mix（ 2 × ） 15 μL； Primer（ 2 μmol/L）

（Shannon），辛普森多样性指数（Simpson）对微生物

3 μL（6 μmol/L）；gDNA（1 ng/μL）10 μL（5 ~ 10 ng）；

群落进行分析，使用 Qiime 软件计算微生物多样性，

H2O 2 μL。反应程序如下：98 ℃ 预变性 1 min；30 个

Chao1 和 ACE 指 数 代 表 群 落 丰 富 度 。 Chao1 指 数

循环包括（98 ℃，10 s；50 ℃，30 s；72 ℃，30 s；72 ℃，

SC 计算公式如下：

5 min）。将 PCR 产物进行纯化、定量和均一化，并进
行文库构建，文库质检符合要求后，使用 HiSeq2500
PE250 进行上机测序。
根据条形码序列和 PCR 扩增引物序列从下机
数据中拆分出各样品数据，截去条形码和引物序列
后使用 FLASH 对每个样品的读长进行拼接，得到的
拼接序列为原始 Tags 数据；拼接得到的原始 Tags

SC = So+

F12
F1 F2
−
2 (F2 + 1) 2(F2 + 1)2

(1)

式中：So 是已有 OTU 数，F1 是序列数为 1 的 OTU
数量，F2 是序列数为 2 的 OTU 数量。
ACE 指数 SA 计算公式如下：
S r F1
S A = S a + − γ2
C
C

(2)

数据，需要经过严格的过滤处理得到高质量的 Tags

式中：Sr 是等于或小于“abund”条序列的 OTU 数目，

数据。参照 Qiime 的 Tags 质量控制流程，进行如下

Sa 为大于“abund”条序列的 OTU 数目，C 是样本丰

操作：（1）Tags 截取：将原始 Tags 数据从连续低质量

富度预测值，γ 是稀有 OTU 的预测变异系数。

值（默认质量阈值 ≤ 19）碱基数达到设定长度（默认
长度值为 3）的第一个低质量碱基位点截断；Tags 长

Shannon 和 Simpson 指数均可以代表群落组成
多样性程度。Shannon 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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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
Fi
i=1

N

ln

5 000

Fi
N

(3)

OTU 数 Number of OTU

Sh = −

式中：Fi 是序列数为 i 的 OTU 数目，N 是序列数目
总和。
Simpson 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Si = 1−

So
∑
F2
i

i=1

4 000

39

Y
E
J

3 000
2 000
1 000

(4)

N

0

运 用 SPSS 软 件 的 单 因 素 方 差 分 析 （ one-way

20 000

40 000

60 000

80 000 100 000

序列数 Number of sequence

ANOVA）和 LSD 多重比较进行土壤养分和细菌群

图 1 不同代际华北落叶松林土壤细菌稀释曲线

落组成及细菌多样性差异分析，对土壤养分和细

Fig. 1 Rarefaction curves for soil bacterial community in different

菌群落组成进行 Spearman 相关分析。采取 R 软件

generations of Larix principis-rupprechtii plantations

的 vegan 软件包中的冗余分析（redundancy analysis,

2.2

土壤理化性质变化

相同土层不同代际林间，有效磷差异显著（P <

RDA）解释土壤养分含量与细菌特性之间的关系。
利用 Sigmaplot 软件作图。

0.05）（表 2）。在 10 ~ 20 cm 土层，二代林（14 年生）

2 结果与分析

的速效钾和有效磷均显著高于一代林（17 年生）和一

2.1 测序数据分析

30 cm 土层，各养分含量变化不显著（P > 0.05）。相

代 林 （ 37 年 生 ） （ P < 0.05） 。 在 0 ~ 10 cm 和 20 ~

从一代林（17 年生）、二代林（14 年生）和一代林

同代际林不同土层间，速效钾、有效磷和 pH 存在一

（37 年生）3 个林分土壤中分别获得 136 888、139 045

定的差异。除了二代林（14 年生）有效磷在各土层间

和 138 834 条原始序列，其中有效序列分别为 122 170、

无显著差异外，其他林分均呈现 0 ~ 10 cm 土层显著

130 694 和 129 200 条。随机从样品中抽取的测序数

高于其他 2 个土层（P < 0.05）。在一代林（17 年生）

据量与对应的 OTU（operational taxonomic unit）数目

中，0 ~ 10 cm 土层速效钾含量显著高于其他 2 个土

来构建稀释曲线。如图 1 所示，在 97% 的相似度水

层（P < 0.05），而在二代（14 年生）和一代（37 年生）

平上，3 个林分土壤样品的稀释曲线均趋于平缓，说

林中，0 ~ 10 cm 和 10 ~ 20 cm 土层间无显著差异

明测序处理的 OTU 能够较好的覆盖每个样品的细

（P > 0.05）；pH 在一代林（17 年生）不同土层间无显

菌类群，实验获得的测序数据量合理，结果准确

著差异（P > 0.05），而在二代林（14 年生）和一代林

可信。

（37 年生）不同土层间差异明显（P < 0.05）。
表2
Tab. 2

土层
林分
Soil
Stand
layer/cm

Y

E

J

有机碳
DOC/(g·kg− 1)

华北落叶松各代际林不同土层深度土壤养分特征

Soil nutrient properties under different generations at three soil depths

全氮
TN/(g·kg− 1)

全磷
TP/(g·kg− 1)

全钾
TK/(g·kg− 1)

碱解氮
AN/(mg·kg− 1)

有效磷
AP/(mg·kg− 1)

速效钾
AK/(mg·kg− 1)

pH

0 ~ 10

19.75±3.14Aa

1.72±0.24Aa

0.22±0.02Aa 23.85±0.09Aa 173.28±19.72Aa

4.93±0.27Aa 156.29±9.33Aa

5.58±0.03Aa

10 ~ 20

15.50±1.34Aa

1.40±0.08Aa

0.21±0.01Aa 24.10±0.36Aa 168.30±10.00Aa

3.68±0.17Bb 91.17±9.26Ba

5.63±0.05Aa

20 ~ 30

13.20±0.51Aa

1.22±0.07Aa

0.22±0.01Aa 23.86±0.22Aa 156.85±11.41Aa

3.93±0.33Ba 67.22±5.72Ba

5.65±0.07Aa

0 ~ 10

30.78±3.18Aa

2.32±0.34Aa

0.33±0.08Aa 23.43±0.26Aa 256.93±35.04Aa

5.63±1.36Aa 157.55±14.60Aa

5.64±0.02Aa

10 ~ 20

26.80±6.48Aa

2.06±0.49Aa

0.32±0.10Aa 24.02±0.13Aa 251.45±49.50Aa

4.80±0.52Aa 121.67±21.41ABa 5.64±0.02Aa

20 ~ 30

20.85±5.42Aa

1.79±0.47Aa

0.32±0.10Aa 24.03±0.99Aa 209.63±38.27Aa

3.42±0.17Aa 94.33±14.52Ba

5.73±0.02Ba

0 ~ 10

21.84±6.46Aa

2.09±0.36Aa

0.29±0.06Aa 23.02±1.38Aa 206.14±21.18Aa

4.74±0.23Aa 125.30±13.83Aa

5.53±0.04Aa

10 ~ 20

19.05±5.10Aa

1.73±0.29Aa

0.29±0.05Aa 23.12±1.46Aa 189.21±16.91Aa

3.61±0.27Bb 98.66±18.59ABa 5.55±0.01ABa

20 ~ 30

17.38±4.39Aa

1.48±0.27Aa

0.29±0.04Aa 23.36±1.15Aa 168.30±18.44Aa

3.73±0.38Ba 75.22±4.68Ba

5.62±0.01Ba

注：不同大写字母代表相同代际林不同土层之间差异显著（P < 0.05）；不同小写字母表示相同土层不同代际林之间差异显著（P < 0.05）。下同。
Notes: different capital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ame generation plantations among varied soil layers (P < 0.05);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ame soil depth among plantations of different generations (P < 0.05). DOC, organic carbon; TN, total
nitrogen; TP, total phosphorous; TK, total potassium; AN, alkali hydrolyzable nitrogen; AP, available phosphorous; AK, readily available potassium. The
same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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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丰度 Relative abundance/%

1.0

通过 Illumina 高通量测序从 3 个林分土壤中共
检测到土壤细菌 52 门。一代林（17 年生）、二代林
（14 年生）和一代林（37 年生）土壤细菌门数量分别
为 50、46 和 48。相对丰度大于 1% 的门有 11 个，其中
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放线菌门（Actinobacteria）、
疣微菌门（Verrucomicrobia）和酸杆菌门（Acidobacteria）
4 个门的相对丰度均大于 10%，占到全部土壤细菌

0.8
0.6
0.4
0.2
0
Y0 Y10 Y20 E0 E10 E20 J0 J10 J20
林分 Stand
Fir
Pro
Ver
Act
Aci
Tha
Gem
Bac
Chl
Nit
Pla
Oth

的 42.47% ~ 78.05%。变形菌门在 3 个林分土壤中丰
度最高，介于 17.06% ~ 36.95% 之间（图 2）。随着土
层深度的增加，3 个林分的变形菌门和放线菌门相对
丰度均呈下降趋势。不同代际林间，各优势菌群相
对丰度无显著差异（P > 0.05）。
2.4 土壤细菌群落多样性变化

同一土层不同代际林之间，ACE 和 Chao1 多样
性 指 数 差 异 显 著 （ P < 0.05） （ 图 3） ， 而 Shannon 和
Simpson 指数差异不明显（P > 0.05）。在 0 ~ 10 cm
土层，二代林（14 年生）的 ACE 指数显著高于一代林
（37 年生）（P < 0.05），一代林（37 年生）的 Chao1 指
数显著低于其他 2 个林分（P < 0.05）。在 10 ~ 20 cm

数字表示土层厚度（0 为 0 ~ 10 cm，10 为 10 ~ 20 cm，20 为 20 ~
30 cm）。Fir. 厚壁菌门；Pro. 变形菌门；Ver. 疣微菌门；Act. 放线菌
门；Aci. 酸杆菌门；Tha. 奇古菌门；Gem. 芽单胞菌门；Bac. 拟杆菌
门；Chl. 绿弯菌门；Nit. 硝化螺旋菌门；Pla. 浮霉菌门；Oth. 其他。 下
同 。 Number indicates soil thickness（ 0, 0−10 cm; 10, 10−20 cm; 20,
20−30 cm）. Fir, Firmicutes；Pro, Proteobacteria；Ver, Verrucomicrobia;
Act, Actinobacteria; Aci, Acidobacteria; Tha, Thaumarchaeota; Gem,
Gemmatimonadetes; Bac, Bacteroidetes; Chl, Chloroflexi; Nit,
Nitrospirae; Pla, Planctomycetes; Oth, others. The same below.
图 2 不同代际华北落叶松林门水平土壤细菌群落相对丰度
Fig. 2 Relative abundance of soil bacterial communities at the phylum
level in different generations of Larix principis-rupprechtii plantations

土层，一代林（17 年生）的多样性指数均为最高，一
代林（37 年生）的 ACE 和 Chao1 指数均为最低，但

层，一代林（17 年生）和二代林（14 年生）的 ACE 和

3 个林分间差异不明显（P > 0.05）。在 20 ~ 30 cm 土

Chao1 指数均显著高于一代林（37 年生）（P < 0.05）。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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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华北落叶松各代际林不同土层深度土壤细菌多样性指数
Fig. 3

Soil bacterial diversity indices among different generations of Larix principis-rupprechtii plantations at three soil dep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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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全氮和全磷均呈极显著负相关（P < 0.01）。

异（P > 0.05）。

为进一步评估土壤养分与细菌群落之间的关

2.5 土壤养分与细菌群落的相关关系

系，进行了 RDA 分析。由于有机碳、全氮全磷均与

如表 3 所示，速效钾与两大优势菌群变形菌门

部分土壤养分呈极强的相关性，导致冗余信息过多，

和放线菌门显著正相关，而与硝化螺旋菌门显著负

故将这 3 个指标剔除。分析表明，速效钾、有效磷和

相关（P < 0.05）。随着有效磷和有机碳含量的增加，

碱解氮对细菌群落分布有显著影响（P < 0.05），速效

硝化螺旋菌门数量呈显著降低趋势（P < 0.05）。疣微

钾主要相关变形菌门、放线菌门和硝化螺旋菌门，而

菌门与碱解氮呈显著正相关，而酸杆菌门与全钾含

有效磷主要影响变形菌门（图 4）。

量呈显著负相关关系（P < 0.05）。芽单胞菌门与有机
表3
Tab. 3

门水平下土壤细菌群落与土壤养分相关系数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soil bacterial community and soil nutrients under phylum level

因子 Factor

OC

TN

TP

TK

AN

AP

AK

pH

Fir

− 0.106

− 0.202

− 0.045

0.127

− 0.152

− 0.083

− 0.015

0.013

Pro

0.216

0.276

0.050

0.067

0.246

0.302

Ver

0.069

0.029

0.086

− 0.489**

0.122

0.046

Act

0.170

0.123

− 0.068

0.261

0.101

0.283

Aci

0.055

0.168

0.142

− 0.407*

0.140

0.045

− 0.245

− 0.044

Tha

− 0.014

0.014

0.142

0.198

− 0.081

− 0.120

− 0.091

− 0.343*

Gem

− 0.471**

− 0.450**

− 0.390*

0.051

− 0.397*

− 0.133

− 0.178

0.188

Bac

− 0.065

0.027

− 0.138

0.105

0.141

0.147

0.322

− 0.124

Chl

0.266

0.322

0.262

− 0.199

0.329

0.003

− 0.001

0.126

Nit

− 0.339*

− 0.283

− 0.075

− 0.101

− 0.226

− 0.504**

− 0.362*

0.381*

Pla

− 0.034

− 0.086

− 0.097

− 0.100

− 0.043

0.058

− 0.287

0.233

0.470**
− 0.148
0.372*

− 0.041
0.256
− 0.052

注：*和**分别表示P < 0.05相关性显著和P < 0.01相关性极显著。Notes: * and** indicat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at P < 0.05 and P < 0.01 level，
respectively.

AK
AP

Act

不平衡，使得土壤根系需分泌出 H+以保持电荷平

AN
Chl

Bac

0.5

RDA2 (6.7%)

态氮的需求较高，导致根系对土壤的阴阳离子吸收

Pro

1.0

二代林（14 年生）和一代林（37 年生）的 pH 随土层深
Ver

0

TK

pH

Aci

Fir
Tha
−1.0

−0.5

生的富里酸水溶液酸性较强，导致浅层土壤的酸性
子在土壤中下渗明显[8]，土壤缓冲能力相对较低，导

Gem

致一代林（17 年生）的土壤 pH 在不同土层深度上无

Nit
0
0.5
RDA1 (11.0%)

1.0

不同代际华北落叶松林在门水平土壤细菌群落与
土壤理化性质的 RDA 排序图

Fig. 4

度的增加变化显著。华北落叶松凋落物分解后所产
更高[17]。而一代林（17 年生）的土壤根系分泌的阳离

Pla

−0.5

图4

衡，这是华北落叶松土壤 pH 呈酸性的主要原因 [16]。

Redundancy analyses for soil bacterial communities based on

明显的梯度变化。
钾和磷是植物生长发育过程中所必需的元素。
在表层土壤，各代际林均出现了表聚现象，但一代林
（17 年生）的速效钾和有效磷均高于一代林（37 年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at phylum level in different

生），这与陈钦程等人[18] 的研究结果相似。表明了随

generations of Larix principis-rupprechtii plantations

着林龄的增加，华北落叶松人工林地力有降低的趋

3 讨

论

3.1 土壤养分变化

势。在各土层，二代林（14 年生）的速效钾和有效磷
含 量 与 一 代 林 （ 17 年 生 ） 相 当 或 稍 高 ， 且 在 10 ~
20 cm 土层，二代林（14 年生）有效磷含量显著高于

不同代际华北落叶松人工林的土壤均呈酸性，

一代林（17 年生），这与已有研究结果不同[6]，表明营

无显著变化，这与已有研究结果相似[6]。针叶林对铵

造华北落叶松二代林在幼龄林阶段并没有导致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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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和有效磷的减少，不存在地力衰退问题。在浅土

供了大量的能量来源，导致细菌多样性较高[31]，而随

层，分解后的凋落物转化成供华北落叶松吸收的物

着土层深度的增加，土壤细菌多样性总体呈下降趋

质，随着土壤深度增加，凋落物分解速率降低，导致

势，本研究进一步验证了这个结果。主要是因为凋

速效钾显著减少。同时也可能是由于本研究土壤

落物是决定细菌群落结构的主要因素，浅层土壤根

pH 存在梯度变化，pH 越低，土壤中的阳离子占比越

系发达、紧邻凋落物层，以凋落物中营养物质为能量

大，对钾的结合能力也就越弱，也就导致了钾的流

来源的细菌数量也较多 [32]。一般认为，连栽由于土

失。有效磷随土层深度的增加呈显著的下降趋势。

壤肥力下降，土壤有机质减少，细菌丰富度降低 [33]，

这与马云波等人[8] 的研究结果不同。原因主要是林

而本研究中，在 0 ~ 10 cm 和 10 ~ 30 cm 土层，二代

分表层土壤中根系分布密集，根系及细菌将磷转化

林 （ 14 年 生 ） 的 ACE 与 Chao1 指 数 均 要 高 于 其 他

为有效磷的活化作用明显，可以使土壤中大量的无

2 个林分，这与土壤有机碳的变化趋势相似，丰富的

效磷转化为有效磷供植物吸收 。

有机碳增加了土壤细菌的碳源 [34]，使细菌丰度提

3.2 土壤细菌群落组成及多样性变化

高。这可能是二代林（14 年生）土壤细菌数量较多的

[19]

本研究应用 Illumina 高通量测序技术，分析了
细菌的系统发育类群，对不同代际林土壤细菌群落

原因。
3.3

土壤养分与细菌群落的关系

结构变化特征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门水

不同的土壤养分对土壤细菌的生长起到不同的

平上，3 个林分中共检测到 11 个门的相对丰度大于

作用，土壤细菌通过分解和吸收作用使土壤肥力发

1%，其中变形菌门、放线菌门、疣微菌门和酸杆菌门

生变化。在门水平上，速效钾对土壤细菌群落组成

为优势菌群。这与杨菁等人

的研究相似。变形菌

的影响最大，其次为碱解氮和有效磷，这与李明等[35]

门和放线菌门为富营养菌群 [21−22]，疣微菌门和酸杆

的研究结果相似。在优势菌群中，变形菌门和放线

菌门为寡营养菌群

。3 个林分的变形菌门和放

菌门受速效钾影响显著，同时也是影响土壤速效钾

线菌门的相对丰度均高于疣微菌门和酸杆菌门，这

的 2 个重要菌群。碱解氮能较准确地反映出土壤氮

表明在一定程度上该地区的土壤养分含量较高。

素的供应情况[36]。疣微菌门与碱解氮呈显著正相关

[20]

[23−24]

不同代际林对变形菌门、放线菌门的影响均不

关系，表明疣微菌门是影响土壤中氮循环的重要菌

显著，原因可能是这两种菌群的生态幅较宽，其相对

群。酸杆菌门与 pH 无显著相关，这也说明土壤酸度

丰度受环境的影响较小。变形菌门是一种能增强土

对酸杆菌门的群落分布影响较小。在主要菌群中，

壤固氮能力的异养型细菌

，土壤有机质含量越

硝化螺旋菌门与有机碳、有效磷和速效钾均呈显著

高，其生长越良好。在 3 个土层中，一代林（17 年生）

负相关，这可能是由于该菌群是进行硝化作用的重

的有机碳要低于二代林（14 年生），一代林（17 年生）

要细菌，菌群需要吸收各种养分以进行硝化作用，也

的变形菌门相对丰度在 10 ~ 20 cm 土层要低于二代

就导致了其他养分的减少。芽单胞菌门与有机碳、

林（14 年生），与有机碳变化趋势相似。放线菌门对

全氮和碱解氮均呈显著负相关，说明该菌群可能会

加快土壤中动植物残体分解有重要作用，同时也会

导致土壤中碳、氮元素的减少，同时还会影响氮元素

促进土壤氮素的循环

。在 0 ~ 10 cm 土层中，一代

的速效性。在 3 个林分间，变形菌门和放线菌门丰

林（17 年生）放线菌门和变形菌门相对丰度高于轮栽

度变化与土壤养分的变化趋势相似。两者为可培养

林（27 年生）、二代林（14 年生）和一代林（37 年生）。

菌群 [37]，环境适应性强，可运用传统的培养方法，将

在 20 ~ 30 cm 土层中，变形菌门与放线菌门的相对

它们加入到土壤中，有利于促进土壤养分的循环，同

丰度相较于前 2 个土层显著降低，原因可能是土壤

时也应注重有效磷、速效钾和碱解氮的调控，使细菌

养分降低，减少了土壤中碳源，氮源的供给，导致

丰度和多样性增加，维持和提高土壤肥力。

2 种优势菌群相对丰度降低。虽然酸杆菌在酸性土

4 结

[25−26]

[27]

壤中能更好的生长 [28]，但本研究中酸杆菌门的相对
丰度在优势菌群中相对较低，表明还有其他因素影
响着该地区土壤中酸杆菌门的生长。

论

（1）不同代际林间和不同土层间有机碳、全量养
分和碱解氮的差异均不明显，土壤呈酸性，二代林

细菌群落多样性是描述土壤生态特征的关键指

（14 年生）和一代林（37 年生）土壤 pH 随土层加深显

标。本研究表明，一代林（37 年生）的土壤细菌群落

著降低。表层土壤的速效养分要显著高于深层土

OTU 数目低于其他 2 个林分，这与一些研究认为随

壤。除全钾外，二代林（14 年生）各土壤养分相对于

着林龄增长土壤细菌数量下降的结果相似[29−30]。在

其他林分均较高。

表层土壤由于凋落物、根系分泌物的输入，为细菌提

（2）在门水平上，3 个林分的优势菌群均为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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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门、放线菌门、疣微菌门和酸杆菌门，其中变形菌

木生长的研究[J]. 东北林业大学学报, 1999, 27(5)：15−19.

门丰度最高。3 个林分的土壤细菌多样性存在一定

Xi S H, Zhang Z S, Yu H C, et al. Study on the effect of the

的差异。一代林（37 年生）的 ACE 和 Chao1 指数低

second generation for larch plantations on the soil fertility and the

于二代林（14 年生）和一代林（17 年生）。
（3）速效钾和有效磷对微生物群落组成影响较
大，变形菌门和放线菌门均与速效钾呈显著正相关，
疣微菌门与碱解氮呈显著正相关，硝化螺旋菌门和
芽单胞菌门与多种土壤养分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因此，在塞罕坝地区华北落叶松中、幼龄林经营管理
阶段，应重视特定微生物肥的输入，同时也应注重有
效磷和速效钾的调控，使微生物丰度和多样性增加，
提高土壤肥力。本研究所得结论能初步反映华北落
叶松不同代际林间土壤肥力的变异规律以及理解土
壤微生物与土壤养分之间的耦合关系，在今后的研
究中还应关注塞罕坝地区华北落叶松二代林是否会
随着林龄的增长出现地力衰退问题以及土壤酶活性
和真菌对土壤养分的调控机制。

growth of standing trees[J]. Journal of Northeast Fore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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