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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下植物根系对森林凋落物分解过程中
微生物及酶活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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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深入理解进入凋落物层生长的林下植物根系对森林凋落物分解的影响，本研究通
过分解袋模拟试验探讨不同生物量多花黑麦草根系对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优势树种四川山
矾凋落叶分解中微生物及酶活性的影响． 结果表明： 在分解的 ２４０ ｄ 进程中，无根（ Ｎ） 、少根
（ Ｌ） 、多根（ Ｍ）３ 种处理下凋落叶表面细菌和真菌群落多样性指数均表现为多根＞少根＞无根
处理，并且不同根生物量处理对真菌群落组成和数量的影响较细菌更为显著． 随着多花黑麦
草生长季结束，生长进入分解袋中的活根生物量逐渐减少，根系对真菌群落组成的影响减小．
同一分解阶段，凋落叶表面酸性磷酸酶、β⁃葡萄糖苷酶、多酚氧化酶、过氧化物酶活性在有根
条件下均高于无根条件．表明根系的生长能够改变微生物群落组成与数量，并提高微生物胞
外酶活性，从而对分解产生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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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通过根系和凋落物向土壤输入有机物质，
影响森林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 凋落物
的分解需要微生物及各种酶系统的作用． 分解过程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中，胞外酶破坏了凋落物的结构组成并还原了有机

凋落叶及植物根系的准备
采用分解袋法对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优势树种

Ｃ、Ｎ、Ｐ，因而凋落物分解过程是基于分解者细胞水

四川山矾（ 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 ｓｅｔｃｈｕｅｎｓｉｓ） 凋落叶进行分解试

落物分解过程的重要指标，并因凋落物组成和环境

２９°５１′５３″ Ｎ，１０６°２０′１８″—１０６°２４′４２″ Ｅ） 常绿阔叶

平的酶解过程 ［１］ ． 微生物的组成与酶活性是反映凋
条件而不同

［２］

．目前，凋落物分解过程中土壤微生物

及酶活性的研究多集中于酶活性的测定方法及其影

验．将于重庆缙云山国家自然保护区 （ ２９° ４８′２５″—
林内收集的新鲜凋落叶自然风干至恒量，称取凋落
叶 ４ ｇ 装入各分解袋，另分别称取 ６ 份凋落叶，每份

、微生物生物量及微生物群落组成对凋

４ ｇ，于 ６０ ℃ 烘箱烘干至恒量，计算风干与烘干量的

林类型、具体分解对象性质、所考察的分解阶段及研

仪 （ ＣＨＮ⁃Ｏ⁃Ｖａｒｉｏ ＥＬ ｃｕｂｅ； Ｈｅｒａｅｕｓ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

响因素

［１，３－４］

落物性质及多样性的响应等方面

［５－７］

．由于研究的森

究方法不同，研究结果在影响凋落物分解的微生物
类群、微生物群落演替的时空规律及微生物间作用

关系等认识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８－９］ ，森林凋落物与
微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反馈机制及其影响因素有
待深入研究．

转换系数．样品磨碎后，利用德国 ＣＨＮＳ⁃Ｏ 元素分析
Ｈａｎａｕ，Ｇｅｒｍａｎｙ） 测定凋落叶 Ｃ、Ｎ 含量．凋落叶分解
袋所选尼龙网袋大小为 １５ ｃｍ × １０ ｃｍ，孔径为 １． ５
ｍｍ．

常绿阔叶林林下植物丰富，为比较不同生物量

根系对分解中凋落叶表面微生物群落的影响，试验

植物根系生存的空间不仅包括矿质土层，还包

采用同一种植物多花黑麦草（ Ｌｏｌｉｕｍ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ｕｍ） 根

括处于不同分解阶段的凋落物层．森林生态系统中，

系．多花黑麦草具有生长速度快及根系发达等特征，

林下植物根系进入凋落物层生长是一种常见而易被

在我国广为栽种，并在缙云山有野生种群分布．供试

忽视的现象

［１０］

，生活在不同层次的根系通过生理活

动和土壤微生物相互作用， 影响地下系统 Ｃ、 Ｎ 循
环

［１１］

．研究发现，新生长的根系通过分泌各种次生

代谢物质，对根际微生物的种类、数量和分布产生影
响，加速难分解有机质的分解

［１２］

． 凋落物层中生长

的根系在参与凋落物养分循环中的吸收功能及对凋

落物分解的作用机制尚不明确． 本研究通过模拟试
验，以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凋落物为研究对象，探讨
进入凋落物层中生长的不同生物量的林下植物根系
对凋落物分解过程中微生物及酶活性的影响，为根
系生长对森林凋落物分解影响的微生物学机理提供
一定的科学依据．

土壤为重庆缙云山山地黄壤． 挖取林边空地 １０ ～ ４０

ｃｍ 土层的土壤，去除土壤中原有的植物碎屑、死根
等杂质，风干过 ３ ｍｍ 筛备用，土壤性质见表 １．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将多花黑麦草种子均匀点播在
填充约 ３５０ ｇ 混合基质（ 河沙 ∶ 土壤为 １ ∶ ４） 的小
花盆中（ 上口内径 ９．２ ｃｍ、下口内径 ６．６ ｃｍ，高 ８．８

ｃｍ） ，每小盆 ３０ 粒种子．为控制后续根的生物量对凋
落叶分解的影响，在栽植多花黑麦草的初始阶段，对
小盆底部进行 ３ 种处理： １） 多根： 小盆底部铺上 １

层孔径 ０．０７５ ｍｍ 尼龙纱网，防止基质从盆排水孔处
漏出，待多花黑麦草生长 ２０ ｄ 时，完全去除小盆塑
料底部和纱网，此时细根已充盈小盆内部基质，基质

表 １ 供试土壤性质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ｏｉｌ （ ｍｅａｎ±ＳＤ， ｎ ＝ ６）
含水率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 ％）

１９．４±１．４

ｐＨ
４．２９±０．１１

有机质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 ｇ·ｋｇ －１ ）
１２．４８±３．３４

总碳
Ｔｏｔａｌ Ｃ
（ ｇ·ｋｇ －１ ）

１９．９１±３．２７

总氮
Ｔｏｔａｌ Ｎ
（ ｇ·ｋｇ －１ ）
１．４６±０．２４

总磷
Ｔｏｔａｌ Ｐ
（ ｇ·ｋｇ －１ ）
０．１６±０．０４

总钾
Ｔｏｔａｌ Ｋ
（ ｇ·ｋｇ －１ ）

１１．７３±１．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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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

无散落；２） 少根： 小心去除小盆底部纱网，保持盆底

（ ＭｏＢｉｏ，Ｃａｒｌｓｂａｄ，ＣＡ，ＵＳＡ） 提取凋落叶表面微生物

１ ｃｍ） ；３） 无根： 盆底部铺上 ２ 层纱网，整个育苗及

Ｖ６⁃Ｖ８ 区引物 ９６８Ｆ ／ １３７８Ｒ ［１４］ ，真菌 １８Ｓ ｒＲＮＡ 扩增

部预先自制的 ６ 个均匀排列的排水孔（ 孔径大小为

后续试验中均保持纱网和小盆底部初始的 ２ 个排水
孔．为确保初始条件一致，所选植株均为 ５ ｃｍ 高度．

１ ２

凋落叶分解及植株生长试验

在分解盒（ 内部长、宽、高分别为 ４３．５ ｃｍ、３２．５

ｃｍ、１２ ｃｍ） 内填充风干过筛的供试土壤 ９．３ ｋｇ，上方
竖向平行排放 ３０ 袋贴好标签的四川山矾分解袋，并
覆盖面积为 ５０ ｃｍ × ４０ ｃｍ、２．５ ｃｍ × ２．５ ｃｍ 网孔，丝
径为 １ ｍｍ 的不锈钢丝网．钢丝网网面平整，同时通

总 ＤＮＡ． 细菌 ＰＣＲ⁃ＤＧＧＥ 扩增引物采用 １６Ｓ ｒＲＮＡ

引物采用 ＮＳ１ ／ Ｆｕｎｇ ［１５］ ．为了增加变性梯度凝胶电泳
（ ＤＧＧＥ） 敏感性，在上游引物添加 ４０ ｂｐ 的 ＧＣ 序列．

ＰＣＲ 扩增均采用两步 ＰＣＲ，以消减引物二聚体及同
源嵌合体对 ＤＧＧＥ 分析的影响．第一轮 ＰＣＲ 扩增条
件为： ９４ ℃ ５ ｍｉｎ；９４ ℃ ３０ ｓ，５５ ℃ １ ｍｉｎ，７２ ℃ ３０

ｓ，３４ 次循环；７２ ℃ ５ ｍｉｎ． 第二轮 ＰＣＲ 采用第一次
ＰＣＲ 产物稀释 ５ 倍后作模板，引物用量加倍，扩增 ６

个循环．１％ 琼脂糖凝胶电 泳 检 测 细 菌 扩 增 片 段 为

过外力作用能调整其与凋落叶的接触程度． 每个网

４８０ ｂｐ，真菌扩增片段为 ３４０ ｂｐ．每个样品 ４ 个重复，

先培养的 ８ 小盆多花黑麦草幼苗，每处理 ４ 个重复，

１ ５

大学生态园实验基地的旷地上进行，待多花黑麦草

梯度为 ４０％ ～ ７０％，真菌的变性梯度为 ３５％ ～ ５５％．

面分别对应均匀放置多根、少根和无根 ３ 种处理预

共计 １２ 个分解盒．试验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在西南
进入死亡期后结束．试验期间，多花黑麦草植株水分
管理一致，无病虫害及杂草等限制因素．各处理随机
排列，每周移动分解盒位置，确保植株生长条件一
致．定期观察并调整有根和无根处理组的钢丝网网
面与凋落叶的接触程度，使凋落叶保持不被压缩的
自然状态，且保证根系能充分进入到分解袋中生长．

１ ３

根系及凋落叶的收集

在试验进 行 至 １２０、１８０、２４０ ｄ 时 对 分 解 袋 取

样，３ 种根生物量水平下每个分解盒内每次取样各 ４

袋，其中 ２ 袋用于测定凋落叶分解过程中的质量损
失及进入袋中生长的根生物量，另 ２ 袋用于微生物

取样分析．取样时避开和分解盒内壁相邻的分解袋，
不同处理的分解袋取样位置相同． 取样时小心抬起

混合浓缩至 ２０ μＬ 后供 ＤＧＧＥ 分析．

变性梯度凝胶电泳、染色及凝胶成像分析

ＤＧＧＥ 使用 ８％的聚丙烯酰胺凝胶，细菌的变性

６０ ℃ ５０ Ｖ 预电泳 ３０ ｍｉｎ，待样品进入凝胶后，改用
６５ Ｖ 电泳 １５ ｈ．凝胶使用 Ｇｅｌ ｒｅｄ 染色获得 ＤＧＧＥ 条
带图谱．

１ ６

荧光定量 ＰＣＲ

荧光定量 ＰＣＲ 采用 ２０ μＬ 反应扩增体系： １０

μＬ ＳＹＢＲ Ｐｒｅｍｉｘ Ｅｘ （ ＴａＫａＲａ） ， 上 下 游 引 物 各 ０． ５

μＬ，０．２５ μＬ ＤＮＡ，补足灭菌双蒸水至 ２０ μＬ．细菌荧
光定量 ＰＣＲ 引物为 ９６８Ｆ ／ １３７８Ｒ，真菌引物为 Ｎｓ１ ／

Ｆｕｎｇ．反应程序为 ９４ ℃ ５ ｍｉｎ；９４ ℃ ３０ ｓ，５６ ℃ ３０

ｓ，７２ ℃ ３０ ｓ，４０ 次循环． 用已知拷贝数的质粒制作
定量标准曲线，按照 Ｌｅｅ 等 ［１６］ 方法计算样品中细菌
和真菌 ｒＲＮＡ 基因拷贝数．

１ ７

酶活性的测定

钢丝网，在有根生长处理下，为减少取样对根系生长

凋落叶表面酸性磷酸酶、β⁃葡萄糖苷酶、多酚氧

的干扰，用锋利的刀片对附着在钢丝网下表面以及

化酶和过氧化物酶活性采用微孔板法测定． 酸性磷

分解袋下方的根系进行小心剥离，将收集的分解袋
放入保鲜袋，标号后迅速带回实验室．
对分解袋中的根系用镊子拣出、清洗，并根据外

形、颜色和弹性区分死根和活根 ［１３］ ． 从分解袋中完
全取出根系后，对各袋凋落叶仔细清理．根系和凋落
叶均在 ６０ ℃ 下烘干 ４８ ｈ 至恒量，称量其生物量．在
微生物取样分析时，对于有根处理下的分解袋，小心
分离根系和凋落叶后，分别收集装入聚乙烯自封袋

酸酶和 β⁃葡萄糖苷酶采用对硝基苯酚法 ［１７］ 测定，多
酚氧化酶、过氧化物酶以左旋多巴（ Ｌ⁃ＤＯＰＡ） 为测
定基质，采用改进的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法 ［１８－１９］ 测定．以多功能
酶标仪（ ＳｐｅｃｔｒａＭａｘ Ｍ４） 测定吸光度值，酶活性大小
以 每 ｇ 干 质 量 样 品 每 小 时 所 生 成 的 底 物 （ μｍｏｌ）
计算．

１ ８

数据处理

凋落叶分解质量剩余率：ＭＲ ＝ Ｍ ｔ ／ Ｍ ０ × １００％

中，于 ４ ℃ 条 件 下 运 回 实 验 室， 用 于 分 子 生 物 学

其中： Ｍ ｔ 为时间 ｔ 后剩余凋落叶质量（ ｇ） ；Ｍ ０ 为凋落

凋落叶表面微生物总 ＤＮＡ 的提取和 ｒＲＮＡ 的

不同根生物量对凋落叶质量剩余率、凋落叶表

试验．

１ ４

ＰＣＲ 扩增

采用试剂盒 ＵｌｔｒａＣｌｅａｎ

ＴＭ

Ｓｏｉｌ ＤＮＡ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Ｋｉｔ

叶初始质量（ ｇ） ．

面微生物数量及酶活性的影响均采用重复测量方差
分析（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ＮＯＶＡ） ，其中采样时间为

１９９６

应

用

生

态

学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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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进入分解袋中的根生物量
Ｆｉｇ．１ Ｒｏｏｔ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ｉｎ ｌｉｔｔｅｒ ｂａｇｓ （ ｍｅａｎ±ＳＥ， ｎ ＝ ８） ．

Ｌ： 少根 Ｌｅｓｓ ｒｏｏｔｓ； Ｍ： 多根 Ｍｏｒｅ ｒｏｏｔｓ． 不同字母表示同一取样时间不同根生物量处理间差异显著（ Ｐ＜０．０５）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ｍｏｎｇ ｒｏｏｔ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ａｔ ０．０５ ｌｅｖｅｌ．下同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组内因子．如果数据不满足 Ｍａｕｃｈｌｙ 球形性假设，以

著影响．３ 次取样，凋落叶质量剩余率依次表现为多

准．相同取样时间分解袋中根生物量的多少对凋落

余率均显著低于无根处理（ 图 ２） ．经 ２４０ ｄ 的分解，

对自由度校正后较稳健的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Ｇｅｉｓｓｅｒ 结果为
叶质量剩余率、凋落叶表面微生物数量及酶活性的

影响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 ． 数据
分析之前，不同处理的每组数据经 Ｓｈａｐｉｒｏ⁃Ｗｉｌｋ Ｔｅｓｔ

检验均服从或近似正态分布．同一取样时间多根、少
根处理下进入分解袋中根生物量的差异采用配对样

根＜少根＜无根处理，且多根处理条件下的凋落叶剩
多根条件下凋落叶质量剩余率为 ５６．１％，而无根条
件为 ６８．９％．

２ ３
征

凋落叶分解过程中微生物群落结构及数量特

分解 １２０ ｄ 和 ２４０ ｄ 取样时，细菌群落 Ｓｈａｎｎｏｎ

本 Ｔ 检验进行比较（ Ｐ＜０．０５） ．

多样性指数（ Ｈ） 和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 Ｄ） 在多根

ＤＧＧＥ 图谱，并计算各处理样品微生物群落的 Ｓｈａｎ⁃

次取样中均表现出多根条件下 Ｈ 值依次高于少根

运用图像分析软件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Ｏｎｅ（ Ｂｉｏ⁃Ｒａｄ） 分析

ｎｏｎ 多样 性 指 数 （ Ｈ） 、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 富 度 指 数 （ Ｄ） 和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 Ｅ）

［２０］

，数据的统计分析均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软件．绘图在 Ｏｒｉｇｉｎ ９．１ 软件中完成．
２
２ １

结果与分析
进入分解袋中生长的根生物量变化

由图 １ 可以看出，四川山矾凋落叶分解至 １２０ ｄ

和 １８０ ｄ 取样时，多根处理条件下，进入分解袋中的

活根生物量分别为 １３３．５ 和 ８２．８ ｍｇ·ｂａｇ －１ ，显著高

条件下依次高于少根和无根条件；而真菌群落在 ３

和无根条件（ 表 ２） ． 不同根生物量处理对微生物群
落 Ｄ 值影响不大．

利用 ＵＰＧＭＡ 进行聚类分析，１８０ ｄ 取样无根、

少根、多根处理以及 ２４０ ｄ 取样无根处理（ 图 ３Ａ 条
带 ４ ～ ７） 条件下四川山矾凋落叶表面细菌 １６Ｓ ｒＲＮＡ

基因的 ＤＧＧＥ 图谱条带的相似度较高． 这 ４ 种样品
归为一类的相似值为 ０．７８（ 图 ３Ａ） ．凋落叶真菌 １８Ｓ

ｒＲＮＡ 基因的ＤＧＧＥ图谱条带显示，１８０ ｄ取样无根

于少根条件；分解至 ２４０ ｄ 时，多花黑麦草生长季结
束，２ 种处理活根生物量均接近于 ０，而死根生物量
均处于最大值， 二者无显著差异． 在凋落叶分解至

１２０ ｄ 时，多根处理的总根生物量达整个多花黑麦
草生长期最大值（１５９．８ ｍｇ·ｂａｇ －１ ） ，显著高于少根

处理（５．６ ｍｇ·ｂａｇ －１ ） ，而后随着多花黑麦草生长时
间的延长，２ 种处理总根生物量的差异逐渐减小．

２ ２

凋落叶分解过程中的质量剩余

重 复 测 量 方 差 分 析 显 示， 取 样 时 间 （ Ｆ ＝
１２５．７７１，Ｐ＜０．０１） 和分解袋中根生物量的差异（ Ｆ ＝

１１．９４３，Ｐ＜０．０１） 均对凋落叶分解中质量剩余率有显

图 ２ 不同根生物量处理凋落叶分解过程中的质量剩余率
Ｆｉｇ．２ Ｍａｓｓ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ｌｅａｆ ｌｉｔｔｅｒ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ｏｏｔ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 ｍｅａｎ±ＳＥ， ｎ ＝ ８） ．
Ｎ： 无根 Ｎｏ ｒｏｏｔ．下同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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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不同根生物量处理凋落叶表面微生物群落基因型的多样性、丰富度及均匀度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Ｇｅｎｏｔｙｐ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ｖｅｎ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ｌｅａｆ ｌｉｔｔｅｒ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ｏｏｔ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细菌

Ｈ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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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不同根生物量处理凋落叶表面细菌 １６Ｓ ｒＲＮＡ 基因（ Ａ） 和真菌 １８Ｓ ｒＲＮＡ 基因（ Ｂ） 的 ＤＧＧＥ 图谱及聚类分析
Ｆｉｇ．３ ＤＧＧＥ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ａｎｄ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１６Ｓ ｒＲＮＡ ｇｅｎｅｓ （ Ａ） ａｎｄ ｆｕｎｇａｌ １８Ｓ ｒＲＮＡ ｇｅｎｅｓ （ Ｂ） ｏｆ ｌｅａｆ ｌｉｔｔｅｒ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ｏｏｔ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泳道 １ ～ ３ 分别代表第 １ 次取样时无根、少根和多根处理条件下凋落叶样品，泳道 ４ ～ ６ 分别代表第 ２ 次取样时无根、少根和多根处理条件下凋
落叶样品，泳道 ７ ～ ９ 分别代表第 ３ 次取样时无根、少根和多根处理条件下凋落叶样品 Ｎｕｍｂｅｒｓ １－ ３ ａｂｏｖｅ ｅａｃｈ ｌａｎ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ｌｅａｆ
ｌｉｔｔｅｒ ｏｆ 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 ｓｅｔｃｈｕｅｎ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ｏ ｒｏｏｔ， ｌｅｓｓ ｒｏｏｔｓ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ｒｏｏｔｓ ａｔ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ｎｕｍｂｅｒｓ ４－６ ａｎｄ ７－９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ａｔ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ｉｒｄ ｔｉｍｅ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和少根处理（ 图 ３Ｂ 条带 ４ 和 ５） 条件下的相似度较

的数量，根处理、取样时间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均对凋

处理（ 图 ３Ｂ 条带 ６ ～ ９） 条件下的相似度较高．这 ４ 种

分解时间的推移，凋落叶表面细菌数量逐渐降低，真

高，而 １８０ ｄ 取样多根和 ２４０ ｄ 取样无根、少根、多根
样品分别归为一类的相似值为 ０．７６（ 图 ３Ｂ） ．说明随
着试验时间的延长，多花黑麦草生长旺盛期结束，生
长进入分解袋中的根生物量逐渐减少，根的生长对
凋落叶分解过程中细菌群落和真菌群落组成的影响
逐渐减小．
不同取样时间显著影响凋落叶表面细菌和真菌

落叶表面真菌 ／ 细菌比值（ Ｆ ／ Ｂ） 影响显著（ 表 ３） ．随
菌数量呈现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 图 ４） ． 在分解的

１２０ 和 １８０ ｄ，不同根生物量处理对凋落叶表面细菌
数量影响不显著，但多根条件下真菌数量和 Ｆ ／ Ｂ 比
值显著高于无根处理（ 图 ４） ；分解进行至 ２４０ ｄ，少

根处理条件下凋落叶表面细菌和真菌数量明显依次
高于无根处理和多根处理，但 Ｆ ／ Ｂ 比值无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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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不同根生物量处理凋落叶表面细菌 １６Ｓ ｒＲＮＡ 基因和真菌 １８Ｓ ｒＲＮＡ 基因的拷贝数及真菌 ／ 细菌
Ｆｉｇ．４ Ｃｏｐｙ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ａｎｄ ｆｕｎｇｉ ａｎｄ Ｆ ／ Ｂ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ｌｅａｆ ｌｉｔｔｅｒ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ｏｏｔ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 ｍｅａｎ ± ＳＥ，
ｎ ＝ ４） ．

２ ４

凋落叶分解过程中酶活性的变化

少根处理的活根生物量峰值出现时间迟于多根处

根生物量处理、取样时间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均

对凋 落 叶 表 面 酸 性 磷 酸 酶 （ ＡＰ ） 、 β⁃葡 萄 糖 苷 酶
（ βＧ） 、多酚氧化酶（ ＰＰＯ） 和过氧化物酶（ ＰＥＲ） 活
性有显著影响（ 表 ４） ．随着分解时间的延长，凋落叶
表面 ＡＰ 活性逐渐降低，βＧ 活性呈现先增加后降低
的趋势，而 ＰＰＯ 和 ＰＥＲ 活性均呈逐渐增加的趋势
（ 图 ５） ．在同一分解阶段，相对于有根处理，无根条
件下 ４ 种酶的活性均偏低．

３

讨

３ １

构及数量的影响
在整个试验期间，不同根生物量控制条件下，进
入分解袋中的活根生物量和死根生物量均呈现一定
差 异．随着分解的推进，活根生物量呈单峰曲线，但
表 ３ 根生物量和取样时间对凋落叶表面细菌和真菌数量
影响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ＮＯＶＡ 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ｒｏｏｔｓ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ａｎｄ ｆｕｎｇｉ ｏｆ ｌｅａｆ ｌｉｔｔｅｒ ｓｕｒｆａｃｅ

细菌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真菌
Ｆｕｎｇｉ
真菌 ／ 细菌
Ｆ／ Ｂ

变异来源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ｄｆ

Ｔ

２

２

Ｒ×Ｔ

４

Ｔ

Ｒ×Ｔ
Ｒ
Ｔ

Ｒ×Ｔ

呈现不规则波动． 这些变化由一系列相互作用的因
素造成，除初始根生物量控制的差异外，凋落叶分解
过程中养分的可利用性、根系生长的物理约束 ［２１］ 以
及细根的生理寿命（ 多年生黑麦草 Ｌｏｌｉｕｍ ｐｅｒｅｎｎｅ 平

均根系寿命为 ４６ ｄ） ［２２］ 等也影响根系在凋落物中的
生长动态．凋落物分解所产生的无机养分（ 如矿质氮

Ｆ

Ｐ

分 ［１０］ ，凋落物 Ｃ ∶ Ｎ＞３０ 时常发生 Ｎ 的固持．本研究
中，四川山矾凋落物初始 Ｃ ／ Ｎ 值（３４．１８） 大于 ３０，先
经过富集过程才进行 Ｎ 的释放．

进入分解袋中根生物量的多少对凋落叶分解过

程 中质量剩余率有显著影响，分解袋中生长较多的
表 ４ 根生物量和取样时间对凋落叶表面酶活性影响的重
复测量方差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ＮＯＶＡ 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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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

Ｒ

水平而后持续增大的趋势，多根处理的死根生物量

和速效磷） 和土壤有 机 质 提 供 植 物 生 长 所 需 的 养

论

根系生长对凋落叶分解过程中微生物群落结

微生物类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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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少根处理的死根生物量呈现前 １２０ ｄ 维持较低

２

１．９７６

０．１９４

２．９１０

０．０５１

５５．０１３
３．８２２

２

７４．５６７

２

６．７０７

４
２
４

１５．６０７
１６５．８７７
３．４５９

０．０００ ∗∗
０．０６３

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１６ ∗

０．０００ ∗∗

０．０２９ ∗
Ｒ： 根生物量 Ｒｏｏｔｓ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Ｔ： 取样时间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Ｐ＜ ０．０５；
∗∗Ｐ＜０．０１． 下同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Ａｃｉｄ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ａｓｅ
β⁃葡萄糖苷酶

β⁃１，４⁃ｇｌｕｃｏｓｉｄａｓｅ
多酚氧化酶
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 ｏｘｉｄａｓｅ
过氧化物酶
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ｓｅ

变异来源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ｄｆ

Ｆ

Ｐ

Ｒ
Ｔ

２

０．０００ ∗∗

Ｒ×Ｔ

２

５４．４６２

４

４１．００７

０．０００ ∗∗

Ｒ
Ｔ

Ｒ×Ｔ
Ｒ
Ｔ

Ｒ×Ｔ
Ｒ
Ｔ

Ｒ×Ｔ

２

２２２．１３７
２７．０１６

２

１４５．３１０

２

２１．３４５

４

１６．３６０

２

２３６．１４１

２

４．３９４

４
２
４

１０．６２７
３３．７８０
１．８２３

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２ ∗∗
０．０４７ ∗

０．０００ ∗∗
０．２１５

６期

胡

凯等： 林下植物根系对森林凋落物分解过程中微生物及酶活性的影响

１９９９

图 ５ 不同根生物量处理凋落叶表面的酶活性
Ｆｉｇ．５ Ｅｎｚｙ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ｌｅａｆ ｌｉｔｔｅｒ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ｏｏｔ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 ｍｅａｎ±ＳＥ， ｎ ＝ ４） ．

根系能显著促进分解．这与刘瑞强等 ［２３］ 、Ｗａｎｇ 等 ［１０］

的研究结果一致． 根系的存在及生物量的多少影响
［２４］

叶表面细菌数量影响不大，可能是由于细菌本身个
体较小，易扩散，从而导致不同根处理对凋落叶表面

认为，根

细菌的影响可以扩展到比根际、凋落叶表面更广的

系能否促进凋落物的分解取决于其能否刺激土壤微

区域，如分解袋下方的土壤． 与细菌相比，真菌的泳

凋落叶分解过程中的微生物群落．Ｚｈｕ 等
［２５］

和 Ｂｅｎｇｔｓｏｎ 等

［２６］

研究

道带型在不同根量处理间的差异更大，不同处理各

发现，植物根系分泌物可能改变微生物群落结构，提

自的优势条带更为明显，并且同一取样时间，不同根

高胞外酶活性，促进凋落物和有机质的分解．不同根

生物量处理对凋落叶表面真菌数量的影响显著． 真

生物的活性；Ｋｕｚｙａｋｏｖ 等

生物量处理凋落叶表面细菌和真菌的 ＤＧＧＥ 图谱

菌是大分子物质的主要分解者，容易在根系细胞的

条件下细菌群落多样性指数高于少根和无根处理，

在分解进行至 ２４０ ｄ，少根处理凋落叶表面细菌和真

条带结果显示，在分解 １２０ ｄ 和 ２４０ ｄ 取样时，多根

凋亡物比较丰富的生境中大量繁殖 ［２９］ ． 试验发现，

而 ３ 次取样真菌群落多样性指数均高于后两种处

菌数量明显高于多根处理，表明少根处理的持续降

理．微生物多样性随底物浓度降低而降低，凋落物层
的植物根系在生长盛期所分泌的各种次生代谢物质
对根际⁃凋落物际微生物的种类、数量和分布产生影
响，并对微生物群落结构有选择塑造作用

［２７］

． 随着

多花黑麦草进入分解袋中细根的生长及死亡，凋落
叶表面微生物可利用底物的多样性比无根处理条件
下高．ＵＰＧＭＡ 聚类分析进一步显示，随着试验时间
的延长，生长进入分解袋中的细根生物量逐渐减少，

解过程能够为凋落物际微生物提供足够的碳源和氮
源，而在多根处理中，１８０ ｄ 后分解速率减慢，木质
素等较难分解的物质所占比例升高，碳源和氮源供
给降低，微生物群落生长受到一定的抑制．
３ ２

根系生长对凋落叶分解过程中酶活性的影响
微生物对有机残体的分解是多种酶联合作用的

结果 ［３］ ．本研究中，随着分解时间的延长，凋落叶表
面酸性磷酸酶活性逐渐降低，β⁃葡萄糖苷酶呈现先

细根的生长对凋落叶分解过程中真菌群落组成的影

增加后降低的趋势，而多酚氧化酶和过氧化物酶活

响逐渐减小．

性均呈逐渐增加的趋势． 转化酶（ 磷酸酶） 在有机残

不同取样时间显著影响凋落叶表面细菌和真菌

体的最初分解阶段发挥着重要作用，参与易分解成

的数量．随着凋落物的不断分解，容易被微生物利用

分的转化和分解，与凋落叶分解进程之间存在显著

的有机物（ 糖类、蛋白质等） 逐渐减少．细菌倾向于利

的负相关性，是微生物在分解初期对底物加以利用

用富含碳水化合物和糖类的凋落物

［２８］

，随着分解的

推进，细菌数量呈降低的趋势，但不同根处理对凋落

的关键酶类 ［３］ ．纤维素和木质素是凋落物的两类主
要生物化学组分，能被不同的微生物胞外酶分解．纤

２０００

应

用

生

态

学

维素能被外切葡聚糖酶、内切葡聚糖酶及 β⁃葡萄糖
苷酶水解

［３０］

，木质素能被多酚氧化酶和过氧化物酶

分解氧化．β⁃葡萄糖苷酶活性先呈现较缓慢增加，在
分解初期较长一段时间保持较高水平，后随分解进
程的推进而降低
解

［３２］

［３１］

．纤维素先于木质素被微生物分

［５］

，通常在分解初期，纤维素酶活性高于木质素

酶活性．多酚氧化酶和过氧化物酶在分解后期迅速
上升，对凋落叶中、后期木质素的分解起到关键性的
作用．这些酶与凋落叶分解进程之间存在显著的正
相关性 ［３］ ．

［６］

本研究中，不同根生物量处理、取样时间及二者

的交互作用均对凋落叶表面 ４ 种酶活性有显著影

响，且在同一分解阶段，有根处理条件下 ４ 种酶的活
性均高于无根条件，说明凋落叶分解过程中，根的存
在能提高分解过程中胞外酶的活性．研究表明，在氮

［７］

受限的分解环境中，植物通过根系向根际分泌有机
物质，为根际微生物提供碳和能量，激活处于休眠和
潜在活跃状态的微生物生产胞外酶，加速分解．根际

［８］

的养分状况会影响微生物对其生长和胞外酶产生之

间的能量分配 ［１２］ ．本试验只进行了凋落物快速分解
阶段中根系的一个生长季动态对凋落物分解的影响

研究，由于微生物对凋落物分解的作用是一动态、综
合的过程，其中胞外酶活性对根际激发效应的响应
机理还需进行深入研究．

［９］
［１０］

综上，生长进入到凋落物层中的林下植物根系
能一定程度上加速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凋落物的分
解．这种作用与根系的生物量、生长动态以及凋落物
的分解阶段有关． 根的存在明显改变了凋落叶分解

［１１］

过程中的微生物群落组成和数量，特别是对于真菌
群落，并且提高了影响凋落物分解的一些水解酶和
氧化还原酶的活性，从而加速分解．
参考文献
［１］

［２］
［３］

［４］

Ｇｅ ＸＧ， Ｘｉａｏ ＷＦ， Ｚｅｎｇ ＬＸ， ｅｔ 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ｏｉｌ⁃ｌｉｔ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ｅｎｚｙ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ｃｏｍ⁃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ｉｎｕｓ ｍａｓｓｏｎｉａｎａ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ｉｌｓ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２０１７， １７： ９９６－１００８
Ｗａｒｉｎｇ ＢＧ．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ｎｚｙ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ｌｅａｆ ｌｉｔｔｅｒ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ｗｅｔ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Ｓｏｉ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１３， ６４： ８９－９５
Ｚｈａｎｇ Ｒ⁃Ｑ （ 张瑞清） ， Ｓｕｎ Ｚ⁃Ｊ （ 孙 振 钧） ， Ｗａｎｇ Ｃ
（ 王 冲） ， ｅｔ 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ｌｅａｆ ｌｉｔｔｅｒ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ｉｎ Ｘｉｓｈｕａｎｇｂａｎｎａ，
ＳＷ Ｃｈｉｎａ． Ⅲ． Ｅｎｚｙｍ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ｙ （ 植物生态学报） ， ２００８， ３２（ ３） ： ６２２－
６３１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Ｚｈｅｎｇ ＪＱ， Ｈａｎ ＳＪ， Ｗａｎｇ Ｙ，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１２］

［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报

３０ 卷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ｆｏｌｉａｒ ｌｉｔｔｅｒ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ＣＯ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ｉ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０， ６１： ９１４－９２５
Ｚｈａｎｇ Ｍ⁃Ｊ （ 张明锦） ， Ｃｈｅｎ Ｌ⁃Ｈ （ 陈良华） ， Ｚｈａｎｇ Ｊ
（ 张 健） ， ｅｔ 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ｆｏｌｉａｒ ｌｉｔｔｅｒ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ａｒｔｉ⁃
ｆｉｃｉ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ｇａｐ ｉｎ Ｐｉｎｕｓ ｍａｓｓｏｎｉａｎａ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 应用生态学报） ， ２０１６， ２７
（３） ： ６７２－６８０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ｅｎ Ｙ⁃Ｍ （ 陈雅敏） ， Ｙｕ Ｚ⁃Ｐ （ 余再鹏） ， Ｗａｎｇ Ｍ⁃Ｈ
（ 王民 煌） ， ｅｔ 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ｆｉｎｅ ｒｏｏｔ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Ｍｙｔｉｌａｒｉａ ｌａｏｓｅｎ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 应 用 生 态 学 报 ） ， ２０１８， ２９ （ ５ ） ：
１６３５－１６４４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ａｎｔｏｎｊａ Ｍ， Ｒａｎｃｏｎ Ａ， Ｆｒｏｍｉｎ Ｎ， ｅｔ 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ｌｉｔｔｅ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ｆｕｎｇ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ｃｙｃｌｉｎｇ ｉｎ ａ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ｓｈｒｕｂｌ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１７， １１１：
１２４－１３４
Ｐｕｒａｈｏｎｇ Ｗ， Ｗｕｂｅｔ Ｔ， Ｌｅｎｔｅｎｄｕ Ｇ， ｅｔ ａｌ． Ｌｉｆｅ ｉｎ ｌｅａｆ
ｌｉｔｔｅｒ： Ｎｏｖｅｌ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ｉｎｔｏ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ｂａｃｔｅ⁃
ｒｉａ ａｎｄ ｆｕｎｇｉ ｄｕｒｉｎｇ ｌｉｔｔｅｒ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６， ２５： ４０５９－４０７４
Ｂａｎｉ Ａ， Ｐｉｏｌｉ Ｓ， Ｖｅｎｔｕｒａ Ｍ，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ａｆ ｌｉｔｔｅｒ ａｎｄ ｄｅａｄ⁃
ｗｏｏｄ．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Ｓｏｉ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８， １２６： ７５－８４
Ｗａｎｇ ＦＣ， Ｆａｎｇ ＸＭ， Ｄｉｎｇ ＺＱ，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ｕｎｄｅｒ⁃
ｓｔｏｒｙ ｐｌａｎｔ ｒｏｏ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ｌｉｔｔｅｒ ｌａｙ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ｆ ｌｉｔ⁃
ｔｅｒ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ｗｏ ｗｏｏｄｙ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ａ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６， ３６４：
３９－４５
Ｘｕ Ｓ， Ｌｉｕ Ｌ， Ｓａｙｅｒ ＥＪ．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ｌｉｔｔｅｒ
ｉｎｐｕｔｓ ａｌｔｅｒｓ ｓｏｉｌ 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
ｓｅｓ：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ｌｉｔｔｅｒｆａｌｌ⁃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ｓ． Ｂｉｏ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３， １０： ７４２３－７４３３
Ｆｏｎｔａｉｎｅ Ｓ， Ｈｅｎａｕｌｔ Ｃ， Ａａｍｏｒ Ａ， ｅｔ ａｌ． Ｆｕｎｇｉ ｍｅｄｉａｔｅ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ｓｅｑｕｅ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ｉｎ ｓｏｉｌ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ｉｍ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Ｓｏｉ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
ｔｒｙ， ２０１１， ４３： ８６－９６
Ｐｅｒｓｓｏｎ ＨÅ， Ｓｔａｄｅｎｂｅｒｇ Ｉ． Ｆｉｎｅ ｒｏｏ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ｉｎ ａ Ｎｏｒ⁃
ｗａｙ ｓｐｒｕｃｅ ｆｏｒｅｓｔ （ Ｐｉｃｅａ ａｂｉｅｓ （ Ｌ．） Ｋａｒｓｔ） ｉ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ｗｅｄｅｎ． Ｐｌａ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２０１０， ３３０： ３２９－３４４
Ｂｒｏｎｓ ＪＫ， ｖａｎ Ｅｌｓａｓ Ｊ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
ｔｉｅｓ ｉｎ ｓｏｉｌ ｂｙ ｕｓｅ ｏｆ ｄｅｎａｔｕｒｉｎｇ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ｇｅ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ｏ⁃
ｒ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ｌｏｎ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ｐｒｉｍｅｒ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８， ７４： ２７１７－２７２７
Ｍａｙ ＬＡ， Ｓｍｉｌｅｙ Ｂ， Ｓｃｈｍｉｄｔ ＭＧ．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ｎａｔｕ⁃
ｒｉｎｇ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ｇｅ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ｓｉ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ｕｎｇａｌ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ｒｎ ｓｉｌａｇｅ． Ｃａｎａ⁃
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１， ４７： ８２９－８４１
Ｌｅｅ ＳＨ， Ｌｅｅ ＨＪ， Ｋｉｍ ＳＪ， ｅｔ 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ｉｒ⁃
ｂｏｒｎｅ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ｆｕｎｇ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ａ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 ｂｙ Ｔ⁃ＲＦＬ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ａｌ⁃

６期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胡

凯等： 林下植物根系对森林凋落物分解过程中微生物及酶活性的影响

ｔｉｍｅ ＰＣ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１０， ４０８：
１３４９－１３５７
Ａｌｌｉｓｏｎ ＳＤ， Ｊａｓｔｒｏｗ Ｊ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ｅｘ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ｅｎｚｙｍｅｓ ｉ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ｌｙ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ｅｓｔｏｒｅｄ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ｓｏｉｌｓ． Ｓｏｉ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０６，
３８： ３２４５－３２５６
Ｊｏｈｎｓｅｎ ＡＲ， Ｊａｃｏｂｓｅｎ ＯＳ． Ａ ｑｕｉｃｋ ａｎｄ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ｏｉｌ ｆｒｏｍ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Ｓｏｉ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０８， ４０： ８１４－８２１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ＣＪ， Ｓｈｉｎｇａｒａ ＥＡ， Ｙａｖｉｔｔ ＪＢ． Ｐｈｅｎｏｌ ｏｘｉｄ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ｐｅａｔｌａｎｄｓ ｉ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ｔａｔ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ｓｕｍｍｅｒ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ｐｅａｔ ｔｙｐ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２０００， ２０：
４１６－４２１
Ｚｈａｎｇ Ｊ⁃Ｔ （ 张 金 屯 ） ．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ｎ Ｃ， Ｄｉｇｈｔｏｎ Ｊ． Ｌｉｔ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ｎ ｄｅｃｏｍ⁃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ｅｃｔｏ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 ｒｏｏｔ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ｃｉｄ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Ｓｏｉ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００， ３２： ４８９－４９６
Ｒｅｉｄ ＪＢ， Ｇｒａｙ ＲＡＪ， Ｓｐｒｉｎｇｅｔｔ ＪＡ， ｅｔ ａｌ． Ｒｏｏｔ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ｉｎ ｐａｓｔｕｒ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ｈｉｃｏｒｙ， ｌｕｃｅｒｎｅ，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ｒｙｅｇｒａｓｓ
ａｎｄ ｗｈｉｔｅ ｃｌｏｖｅｒ．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５， １６７：
３２７－３４２
Ｌｉｕ Ｒ⁃Ｑ （ 刘瑞强） ， Ｈｕａｎｇ Ｚ⁃Ｑ （ 黄志群） ， Ｈｅ Ｚ⁃Ｍ
（ 何宗明） ，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ｒｏｏｔ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ｏｎ ｌｉｔｔｅｒ ｄｅｃｏｍ⁃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ｙｔｉｌａｒｉａ ｌａｏｓｅｎ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ｕｎ⁃
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ａ Ｓｉｌｖａｅ Ｓｉｎｉｃａｅ （ 林 业 科
学） ， ２０１５， ５１（９） ： １－８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Ｚｈｕ ＷＸ， Ｅｈｒｅｎｆｅｌｄ Ｊ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 ｒｏｏｔｓ
ｏｎ ｌｉｔｔｅｒ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ｏｉｌ ｂｉｏｔａ，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ａ
ｓｐｏｄｏｓｏｌｉｃ ｓｏｉｌ． Ｐｌａ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１９９６， １７９： １０９－１１８
Ｋｕｚｙａｋｏｖ Ｙ， Ｈｉｌｌ ＰＷ， Ｊｏｎｅｓ ＤＬ． Ｒｏｏｔ ｅｘｕｄａｔｅ ｃｏｍｐｏ⁃
ｎｅｎｔｓ ｃｈａｎｇｅ ｌｉｔｔｅｒ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ｒｈｉｚｏ⁃
ｓｐｈｅｒｅ ｄｅｐｅｎｄｉｎｇ ｏ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ｌａ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２００７，
２９０： ２９３－３０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２００１

Ｂｅｎｇｔｓｏｎ Ｐ， Ｂａｒｋｅｒ Ｊ， Ｇｒａｙｓｔｏｎ ＳＪ．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ｏｏｔ ｅｘｕｄａｔｉｏｎ， Ｃ ａｎｄ Ｎ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ＳＯＭ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ｒｈｉｚｏ⁃
ｓｐｈｅｒｅ ｐｒｉｍ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２０１２， ２：
１８４３－１８５２
Ｗｕ Ｌ⁃Ｋ （ 吴林坤） ， Ｌｉｎ Ｘ⁃Ｍ （ 林向民） ， Ｌｉｎ Ｗ⁃Ｘ （ 林
文雄） ．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ｐｌａｎｔ⁃
ｓｏｉｌ⁃ｍｉｃｒｏｂ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ｂｙ ｒｏｏｔ ｅｘｕｄａｔｅｓ．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ｙ （ 植物生态学报） ， ２０１４，
３８（３） ： ２９８－３１０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ｏｒａ⁃ｇｍｅｚ Ｊ， Ｅｌｏｓｅｇｉ Ａ， Ｄｕａｒｔｅ Ｓ， ｅｔ 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ｆｕｎｇｉ ａｎｄ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ｔｏ ｓｅａｓ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ｓ ａｆｆｅｃｔ ｌｅａｆ ｌｉｔｔｅｒ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Ｍｅｄｉｔｅｒ⁃
ｒａｎｅａｎ ｓｔｒｅａｍ． ＦＥＭＳ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６， ９２：
１－１３
Ｗａｎｇ Ｎ⁃Ｎ （ 王纳纳） ， Ｃｈｅｎ Ｙ （ 陈 颖） ， Ｙｉｎｇ Ｊ⁃Ｙ
（ 应娇妍） ，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ｏｎ ｓｏｉｌ ｍｉｃｒｏ⁃
ｂ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ａｎ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ｙ （ 植物生态学报） ， ２０１４，
３８（２） ： ２０１－２０８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ａｌｄｒｏｐ Ｍ， Ｂａｌｓｅｒ Ｔ， Ｆｉｒｅｓｔｏｎｅ Ｍ．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ｏｉｌ． Ｓｏｉ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００， ３２： １８３７－１８４６
Ｍｏｏｒｈｅａｄ ＤＬ， Ｓｉｎｓａｂａｕｇｈ Ｒ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ｌｉｔ⁃
ｔｅｒ ｄｅｃａｙ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ｅｘ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ｅｎｚｙ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
ｔｉｅ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Ｓｏｉ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０， １４： ７１－７９
Ｆｉｏｒｅｔｔｏ Ａ， Ｐａｐａ Ｓ， Ｐｅｌｌｅｇｒｉｎｏ Ａ， ｅｔ ａｌ．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Ｍｙｒｔｕ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ａｎｄ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ｉｌｅｘ ｌｅａｆ ｌｉｔ⁃
ｔｅｒ： Ｍａｓｓ ｌｏｓｓ，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Ｓｏｉ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７， ３６： ３２－４０

作者简介 胡 凯，男，１９８０ 年生，硕士，副教授． 主要从事
微生物生态学研究． Ｅ⁃ｍａｉｌ： ｈｕｋａｉ＠ ｃｑｗｕ．ｅｄｕ．ｃｎ
责任编辑

肖

红

胡凯， 陶建平， 何丹妮， 等． 林下植物根系对森林凋落物分解过程中微生物及酶活性的影响． 应用生态学报， ２０１９， ３０（ ６） ：
１９９３－２００１
Ｈｕ Ｋ， Ｔａｏ Ｊ⁃Ｐ， ＨＥ Ｄ⁃Ｎ，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ｒｏｏ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ｂ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ｚｙ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ｌｉｔｔｅｒ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９， ３０（６） ： １９９３－２００１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