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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山地生态恢复与生物资源利用重点实验室

生态恢复与生物多样性保育四川省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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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保育与资源利用生物多样性保育与资源利用生物多样性保育与资源利用生物多样性保育与资源利用

对生物资源的研究、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在应对事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挑战中发挥着关键作

用。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纲要（2006 - 2020 年）中已明确将种质资源发掘、保存和创新

与新品种定向培育作为优先开展的主题。我国西部山地是世界上生物种质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

一。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生物多样性保育重点实验室以我国西部地区特色植物资源为研究

对象，在保   护与可持续利用为基本前提的条件下，开展了系统全面的植物资源本底调查，重

点在于植物资源利用的广度与深度，现正在系统开展西部山地特色生物资源的分布规律及其动态

变化和开发利用途径，挖掘特色资源   植物，以及野生花卉引种驯化、高效繁殖与高产花率

的栽培管理关键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建立种质资源库等专业园区；深入开展经济植物、能源植物

的研究，研究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特色生物产品；完善生物资源保护、培育和开发技术体系。

并最终以市场化、产业化为方向，重点推动发展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生物能源、生物制造和生

物环保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在植物资源利用开发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

1.1.1.1. 地奥心血康的诞生历史————————薯蓣资源的开发和综合利用历史

薯蓣为多年生藤本植物，在全世界有 650 种，主要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在中国薯蓣总

共有 60 多种，主要分布在湖北、四川、陕西、甘肃等地区。中国科学家意外地发现，一种叫“倍

他米松”的急救药是利用从薯蓣中提取的激素制造的。

从 1965 年开始，全国各地分别展开了大规模的薯蓣资源调查摸底工作。四川省横断山区，

是薯蓣资源的分布中心。由于四川省的薯蓣资源丰富、植物种类较多，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

所承担了国家科委项目“薯蓣药用价值的开发利用”。以李伯刚研究员为首的几名科研人员以穿龙

薯蓣为原料，研制出防治心血管疾病的药物 “穿龙冠心宁”，并销往了香港、东南亚地区，后来，

进一步研制了“地奥心血康”。目前，“地奥心血康”已在成都地奥制药集团有限公司实现了产业化，

创造产值 62 亿元，产生了较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地奥心血康的诞生是在生物医药领域植物资源利用与开发“产学研”相结合而产生的技术成果

的典范。但目前基于原料供应的问题，薯蓣资源的有效收集与高效繁育技术仍然是我们应该关注

的重点。

2.2.2.2. 相关资源植物的研究积累

2.12.12.12.1 沙棘

沙棘属植物种质资源非常丰富。这一属植物全世界共有6个种12个亚种,主要分布在欧洲和亚

洲，沙棘的地理分布很广，我国是沙棘属植物分布面积最大、种类最多的国家，现有6种及6亚种。

沙棘果实和枝叶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多种氨基酸。除此而外，沙棘还含有大量维生素和黄

酮醇等特殊的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不仅果实营养成分含量高，而且沙棘的枝叶、种子也含有

多种营养物质。沙棘油更是沙棘的精品，它是一种营养价值极高的，具有芳香气味的植物油，在

饮料、食品工业、医药保健及化妆品工业中具有非常广泛的用途和开发前景。



生态与资源 2012 年 第 1 期

- 3 -

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 主办
目 录

科研动态……………………………………………………………………………………………………………………………………………………………………………………………………………………………………………………………………………………............1111

植物根系生命活动对土壤生态过程影响研究………………………………………….1

铁皮石斛组培苗移栽驯化过程中叶片光合特性、超微结构及根系活力的变化…….2

《干旱河谷生态恢复与持续管理的科学基础》一书出版…………………………….3

岷江柏林的群落类型与特征…………………………………………………………….5

两种银莲花属植物大极性皂苷类化学成分研究及其化学分类学意义……………….6

报春花属 Craibia 亚属的系统发育与系统学研究项目进展顺利………………………7

简讯…………………………………………………………………………………………………………………………………………………………………………………………………………………………………………………………………………………………………………............8888

重点实验室彭幼红博士参加“国家重大生态工程固碳量评价”项目 2011 年度工作汇

报暨 2012 年度计划讨论会………………………………………………………………8

习新强博士获得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高级生态学野外培训班优秀学员奖资

助参加热带生物学与保护协会—亚太分会 2012 年会…………………………………8

2012年标本馆系统进化与生物地理学研讨会………………………………………….9

科苑杂谈……………………………………………………………………………………………………………………………………………………………………………………………………………………………………………………………………………………....10101010

线虫作为土壤健康指示生物的应用…………………………………………………...10

浅谈氮沉降对土壤微生物的影响……………………………………………………...12

恐吓重于捕食…………………………………………………………………………...14

雪线——全球气候变暖的指示剂……………………………………………………...15

植物的 N 素营养………………………………………………………………………...17

植物气孔控制的进化机制……………………………………………………………...19

小身材，大作用——苔藓层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20

辨别毒蘑菇，民间传说不可信………………………………………………………….21



Ecores Newsletter 2012 No.1

-2-



生态与资源 2012年 第 1期

- 1 -

◆植物根系生命活动对土壤生态过程影响研究

植物通过根系和凋落物向土壤中输入有机质，是影响森林生态系统地下

部分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两种主要途径。目前，有关凋落物输入对土壤过

程和功能的影响已进行了较为深入和广泛的研究，而有关植物通过根系生命

活动对土壤生态过程的影响和调控机制研究甚少，使得受根系活动调控的根

际过程已成为目前植物与土壤物质循环相互作用中最重要但最缺乏了解的

关键环节。

中科院成都生物所生态中心刘庆研究员课题组尹华军副研究员等人采

用红外辐射加热的原位模拟控制试验，并通过定期移除凋落物，比较研究了

亚高山针叶林两种主要树种（云杉 --Picea asperata 和岷江冷杉 --Abies

faxoniana）专一性地通过根系生命活动对土壤过程的影响及其对气候变暖的

响应。研究结果表明：增温对土壤 N 素转化过程和养分有效性的影响与植

物种类和季节有关，云杉土壤 N 素转化过程对增温的响应更为敏感；两种

树种根际效应大小对增温表现出相似的响应模式，但根际效应大小幅度在树

种间具有明显差异，总体表现为云杉比冷杉树种具有更大的根际效应；两树

种根系生长（细根特征和根系类型）和生理（细根活性和根系分泌物）及其

对增温的响应差异可能是导致上述结果的主要原因。

研究结果为揭示植物根系生命活动对土壤生态过程具有重要的影响和

调控作用提供了直接的实验证据，并据此指出未来全球气候变化研究应加强

根系 C 源输入（根系分泌物）与根际土壤养分代谢过程的耦合机制研究。

相 关 研 究 结 果 发 表 在 Soil Biology ＆ Biochemistry （ 2012, Doi:

10.1016/j.soilbio.2012.03.004 ） 和 Applied Soil Ecology （ 2012, Doi:

10.1016/j.apsoil.2012.03.013）等土壤科学研究领域国际主流期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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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皮石斛组培苗移栽驯化过程中叶片光合特性、超

微结构及根系活力的变化

石斛属(Dendrobium)为兰科(Orchidaceae)第二大属，多年生草本植物，

我国有 76 种(包括 74 个种和 2 个变种)，有近 40 种可作药用，其主要成分

为石斛多糖及石斛碱，具有滋阴、益胃、生津止渴、润肺止咳、强壮及增强

免疫活性的作用。铁皮石斛(Dendrobium candicum Wall. ex Lindl.)作为石斛中

的珍品，价格为石斛中最高（干品石斛 3000 - 9000 元/kg）。因其生长极为

缓慢，而市场需求量大，加之人为的过度采挖和破坏生境, 铁皮石斛野生资

源已濒临灭绝, 被国家列为重点保护的药用植物之一。为了保护野生资源、

实现铁皮石斛的规模化栽培，自 20 世纪 70 年代我国便开始了相关的开发

研究工作。但由于石斛属植物对生长环境要求苛刻，当组培苗移栽到大田环

境时，茎细、苗弱，脱瓶移栽成活率极低，导致在大田环境中生长时成活率

低、产量低、进人盛产期年限长，因此铁皮石斛规模化栽培需解决的关键问

题之一就是提高移栽苗的成活率，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之一是做好出瓶后

的移栽驯化工作。

刘庆研究团组的在读博士研究生濮晓珍在对铁皮石斛组培苗移栽驯化

的（即试管苗移栽大田）过程中，通过对移栽 0 天、1 天、2 天、4 天和 20

天（已移栽成活）时的叶片光合特征参数、叶绿素荧光特性及叶绿体超微结

构，光合色素含量、可溶性糖含量、根系活力和硝酸还原酶活性等生理特征

的观测，来阐明铁皮石斛组培苗在移栽驯化过程中发生的适应性变化。研究

发现移栽驯化过程中叶片的光合能力和抗逆能力都不断提高且成活时达到

最高。随着光环境的改变，铁皮石斛幼苗能够不断适应外界光环境并保证最

大程度的利用光能，进而为光合碳同化提供充分的能量和还原能力。成活时

CO2的利用效率也最高。这些生理上的变化与光合机构的改变息息相关，驯

化过程中叶绿体形状不断丰满，片层结构破坏后渐渐恢复，淀粉粒、嗜锇小

体数量与体积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成活后数量最多、体积最大。除此之外

随着移栽时间的延长，光合积累逐渐增多，对水分和养分的吸收能力、氮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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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用能力也不断增强。植株的生长和产量等指标是植物受自身特性和环境

因子综合作用的最终表现。铁皮石斛自身对生境要求苛刻，受小环境相对湿

度、温度、光照等因子影响较大，因此要提高驯化期幼苗的成活率重在控制

好大田环境因子。通过本研究发现铁皮石斛组培苗在移栽驯化过程中叶片光

合特性、超微结构及根系活力都发生了一定的适应性变化，随移栽驯化时间

的延长，石斛幼苗叶片光合能力、根系吸收水分和养分的能力以及抗逆能力

进一步增强，到移栽 20 天后能够很好的适应大田环境。据调查，在本石斛

产业科技园，石斛组培苗移栽后成活率可达 95%以上，说明目前设置的大

田环境因子能够适合铁皮石斛幼苗的生长。这将为石斛的规模化高效人工栽

培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干旱河谷生态恢复与持续管理的科学基础》一书

出版

干旱河谷是我国独特

的山地系统，一直是横断山

区农业、经济和文化的重

心，科学认识并揭示干旱河

谷生态保护、利用与持续发

展的理论基础事关横断山

区自然、社会、经济持续发

展及区域生态安全。近几十

年来，高度脆弱的干旱河谷

在频繁的自然灾害以及不

断增强的人为干扰下退化

严重，突出表现为植被覆盖

率低、山地灾害与水土流失

严重，土地生产能力低。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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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生态退化正在进一步恶化，不断增大社会经济发展成本，限制区域持续管

理，削弱持续发展能力。如何有效管理干旱河谷，退化地段如何恢复？如何

有效预防区域新的退化，促进生态恢复的同时如驱动社会经济发展？这些都

一直困扰着区域发展决策。

近 10 余年来重点实验室包维楷课题组以横断山区代表性干旱河谷——

岷江干旱河谷为对象,针对河谷生态退化与保护问题，从气候、土壤、植被

以及特色农业等角度开展研究，全书主要结果为：

1、明确了岷江干旱河谷面积、空间范围及生态退化问题，阐明了温度、

降水、土壤等环境因子的空间分异规律与动态变化趋势，提出了 6 大典型退

化类型，揭示了植被自然更新潜力与植物多样性在多尺度上空间分异规律、

典型优势灌木种群空间格局、自然更新能力及其关键限制因子，全面澄清了

生态退化事实、退化根源及生态保护问题。

2、开展了主要优势植物种子性状特征、对水分胁迫、温度、海拔等多

因子下的萌发与休眠过程、策略与机理的研究，提出了突破休眠障碍促进发

芽的技术途径与新方法；对 5 种代表性优势旱生灌木在干旱胁迫及与氮养分

复合作用下的综合适应过程、关系与机理、抗旱适应策略等进行了系统深入

的研究；阐明了土壤对不同植物栽培与水分协同作用的反馈过程与机理。

3、摸清了干旱河谷特有种岷江柏的濒危状况、个体生长规律、种群动

态、结实与种子繁殖的能力、种群更新与生存环境质量及空间差异性，阐明

了岷江柏的遗传多样性水平、珍稀濒危机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保育对策，

对干旱河谷植被恢复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4、通过对 30 年来干旱河谷造林与特色农业发展的实践与科学研究，丰

富和完善了干旱河谷生态恢复与持续管理策略，基于野外乡土植物应用的植

被恢复试验，提出了以乡土植物为目标物种的干旱河谷生态恢复新技术，提

升了生态恢复技术对策的水平。

该研究成果已编写形成专著《干旱生态恢复与持续管理的科学基础》，

并由科学出版社于 2012 年 1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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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岷江柏林的群落类型与特征

岷江柏是我国特有的珍稀树种，广泛分布于岷江流域、大渡河流域。其

分布区属于“干旱河谷-山地森林交错带”，上接以云冷杉、高山松和油松等

占优势的亚高山针叶林植被，下连白刺花、小马鞍叶羊蹄甲、峨眉蔷薇、栒

子等灌丛植被。干旱河谷-山地森林交错带是关系到干旱河谷生态恢复的关

键性地带，目前虽然有一些针对该地段的研究，但对该地段最有特色的岷江

柏林的研究还不多，而对岷江柏林群落类型与结构的研究，尚未见报道。

重点实验室包维楷研究团组以大面积群落调查为基础，运用 TWINSPAN

和 NMDS 的方法将岷江柏群落划分为 8 个群丛，并对其林分结构进行了分析。

岷江柏在无林地上天然更新较好，无人畜破坏或破坏轻微的地段，往往有小

块状的岷江柏幼林，而且生长较好，每公顷幼树可高达 1245 株。这些幼树

年龄多在 10 年以上，已不容易受自然灾害和人畜的伤害，只需加以保护，

则可望成林。由于岷江柏能适应干燥贫瘠的恶劣环境，在无林地上可天然更

新成林，这是高山峡谷区的一种特殊情况。从林冠下天然更新来看，虽然林

下幼树不多，但幼树年龄较大，能够稳定地通过各个发育阶段，逐步更替过

熟林木。在岷江柏林冠下，虽有秦岭白蜡等小乔木树种，但由于它们生物学

特性和生态学特性的限制，长期处于乔木之下或灌木层中，有的只能依附于

岷江柏林创造的稍微荫蔽的森林环境才能生长发育。同时，这种小乔木树种，

数量少，建群作用小，改造环境的作用不显著。所以，只有岷江柏才能在干

暖的生态环境中形成较稳定的森林种群。岷江柏种群遭受严重破坏后，森林

环境改变，可演替为河谷灌丛或草坡；现在岷江和大渡河中上游的干旱河谷

灌丛，很可能是岷江柏种群破坏后形成的次生灌丛。研究结果发布在 2011

年第 5 期《广西植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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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银莲花属植物大极性皂苷类化学成分研究及

其化学分类学意义

毛茛科(Ranunculaceae)银莲花属(Anemone)植物在全球约有 150 余种，

在我国分布约 50 余种。四川省是该属植物的重要资源和生物多样性区域之

一，不仅种类较多，资源量也较大。许多银莲花属植物在民间被作为药用，

用于清热解毒、祛风除湿和治疗跌打损伤等，也有的植物具有较好的杀虫作

用。已有的植物化学研究表明该属植物富含三萜皂苷类成分，药理活性研究

也揭示三萜皂苷类是该属植物的主要活性成分。从该属植物中分离得到一些

皂苷或皂苷提取物具有较强的抗肿瘤和抗炎活性，极具开发价值。

重点实验室王明奎研究员课题组李甫博士对银莲花属植物多被银莲花

(Anemone raddeana)中结构复杂的水溶性皂苷类成分进行系统的分离和结构

鉴定研究。利用现代柱层析色谱等分离技术从其中分离得到 3 个以齐墩果酸

为苷元并含有 8-9 个糖基的水溶性皂苷，进一步利用 1D、2D NMR 和多级

高分辨质谱，并结合化学方法鉴定了它们的化学结构。有意思的是，这些化

合物的 28 位糖链均由重复的“α-L-鼠李糖-(1→4)-β-D-葡萄糖(1→6)-β-D-葡

萄糖”结构单元组成。文献调研表明，具有这样结构特点的皂苷类化合物仅

在毛茛科少数属的植物中发现，具有一定的化学分类学意义。该研究结果发

表于《Phytochemistry Letters》（2012, doi: 10.1016/j.phytol.2012.01.007）。

本课题组以前的研究结果表明，银莲花属植物打破碗花花 (Anemone

hupehensis)同样含有结构复杂的水溶性皂苷类成分，该类成分的结构鉴定过

程非常复杂。我们利用高分辨多级质谱技术对该皂苷类成分进行质谱裂解规

律研究时发现，以前报道的化学结构中的关键糖基连接位置的鉴定可能存在

错误，2D NMR 谱图分析证实了高分辨多级质谱技术推测的结果。进一步利

用全扫描电喷雾多级质谱技术对该植物中水溶性皂苷成分进行分析，发现并

鉴定了 2 个新的皂苷类化合物，其中糖基数目最多达到 18 个，是迄今为止

报道的含有糖基数目最多的皂苷类化合物。该研究结果发表于《Carbohydrate

Research》（2012, doi: 10.1016/j.carres.2012.03.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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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春花属Craibia亚属的系统发育与系统学研究项

目进展顺利

受重点实验室资助的报春花属 Craibia 亚属的系统发育与系统学研究项

目进展顺利。高信芬研究员课题组博士生 Jacqueline Van De Veire 的研究论

文旨在重建报春花属 Craibia 亚属的进化历史 ,一个在中国中南部生物多样

性热点地区的特有开花植物类群。其研究将探索中国中南部高生物多样性的

形成机制。中国中南部地貌和气候条件的多样性及高，进化极其多样化。她

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野外生境调查，标本采集，数字化图片，DNA 序列分

析。尽管 Craibia亚属形态上易于区分，但到目前为止，仍没有关于属下组

之间界限的分子系统分析。目前基于报春花属（包括点地梅等外类群）321

个序列的 rpl16 的分析，6 个已鉴定的分支得到很好的支持。七个分支中的

一支不是单系的，基于形态的组之间的界限跟分子树有所冲突。报春花另外

的取样对重新评估组之间的界限比较关键。而且，重建系统发育对形态和生

物地理研究的进化历史提供了一个框架。在广义上，报春花属已经有比较前

沿的研究，但很多类群缺乏分子数据的支持。因此，该研究对理解在具有很

高生物多样性地区的具有很高程度分化的属的系统进化具有重要意义。今年

早春，博士生 Jacqueline Van De Veire 先后在彭州、石棉、壁峰峡、峨嵋等

地采集报春花属 10 多个种，目前正在进行 DNA 序列分析。

（编辑：赵春章 南宏伟 李伟 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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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实验室彭幼红博士参加“国家重大生态工程

固碳量评价”项目 2011 年度工作汇报暨 2012 年度计

划讨论会

“国家重大生态工程固碳量评价”项目 2011 年度工作汇报暨 2012 年度

计划讨论会于 2012 年 3 月 30 日至 31 日在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召开。碳

专项首席科学家吕达仁院士，中国科学院资环局生态处庄绪亮处长、杨萍主

任，生态固碳项目相关负责人等专家领导应邀出席会议并讲话。与会专家对

今后项目的工作重点以及应该注意的问题等方面做了重要指示，并重点强调

了本项目在整个碳专项中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各课题负责人对 2011 年来取

得的成果及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汇报。重点实验室彭幼红博士参加了此次

会议并参与内部讨论，为 2012 年开展退牧还草工程固碳子课题相关工作的

顺利开展打下基础。

◆ 习新强博士获得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高级

生态学野外培训班优秀学员奖资助参加热带生物学

与保护协会—亚太分会 2012 年会

热带生物学与保护协会—亚太分会 2012 年会于 3 月 23 日至 3 月 27 日

在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举行。孙书存研究员课题组习新强博士获

得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高级生态学野外培训班优秀学员奖资助参加

此次年会并与参会学者进行了交流。习新强博士曾于 2011 年 11-12 月参加

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主办的高级生态学野外培训班，所负责的研究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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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获得了培训班课题第一名的好成绩。本次年会的主题是：认识和减缓全球

变化对热带亚洲的影响。会议议题包括：森林动态；动植物保护；功能性状；

泥炭沼泽；土壤动态与碳；昆虫—植物进化生态学和热带森林恢复。

◆ 2012 年标本馆系统进化与生物地理学研讨会召开

2012 年 3 月 21 日，参与植物、动物系统与进化研究的科研人员参加了

在生物所标本馆会议室举行的系统进化与生物地理学研讨会。高信芬研究员

课题组法籍博士后Timothée Le Péchon做了锦葵科非洲芙蓉亚科从马达加斯

加到马斯克林群岛的多次定殖及其雌雄异株的趋同进化的研究报告，美籍博

士生 Jackie Van De Veire 做了报春花属 Craibia 亚属的系统演化研究报告。张

丽兵博士做了洞穴耳蕨（鳞毛蕨科）物种形成的报告。耳蕨约 500 个种，基

本上呈世界性分布，其中中国西南地区多样性最高。关于洞穴物种的起源目

前有古老的孑遗类群和在洞类较年轻的辐射类群两种假说。分子证据表明华

南洞穴耳蕨属是新的特有种类。很明显，不同洞穴的物种是单系的类群，这

些物种在地理上相邻的洞穴中发生。分子数据有助于鉴定在形态上不易鉴定

的隐性分化物种。

（编辑：李甫 张楠楠 罗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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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虫作为土壤健康指示生物的应用线虫作为土壤健康指示生物的应用线虫作为土壤健康指示生物的应用线虫作为土壤健康指示生物的应用

刘丽娟

线虫是袋形动物门(Aschelminthes)线虫纲(Nematoda)所有蠕虫的通称，

系动物界中数量最丰者之一，寄生于动、植物，或自由生活于土壤、淡水和

海水环境中。大小差别很大，小的不足 1mm，大的长达 8m。土壤线虫具有

多种食性，Yeates 等（1993）土壤线虫划分为 8 个营养类群: 植食者、食真

菌者、食细菌者、沉积食性者、肉食者、食单细胞真核生物者、动物寄生者

生活史中营自由生活的阶段和杂食者。目前, 众多土壤线虫学工作都基本参

照该方法对线虫进行体系划分，最常见的是将土壤线虫分为 4 类：植物寄生

类线虫、食细菌线虫、食真菌线虫、捕食\杂食线虫，土壤中栖居的线虫以

食细菌线虫和食真菌线虫为主，约占自由生活的线虫的 80%左右。土壤线

虫是植物根际土壤生物区中非常活跃的一类生物体，在土壤动物食物网属于

中间的一个营养级，不同食性的线虫之间及与微生物之间相互影响，进而可

以影响到土壤理化性质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地上植被。由于线虫具有数量丰

富，移动速度慢、世代周期较短、分离率高等特点，线虫作为土壤健康指示

生物的研究已成为国际土壤生态学领域的热点。

线虫在土壤中普遍存在，是地下食物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影响整个生

态过程。Bongers 于 1990 年提出成熟指数(maturity index MI)，其主要原理

是线虫具有不同的生活史特征,因此不同类群对环境压力的敏感度不同，可

以通过线虫群落所处的不同演替阶段来判断环境干扰的大小。MI=

*pi, 式中, v(i) 为第 i 种线虫的 c-p 值，f(i)为第 i 种线虫的个体数占总

个体数的比例。成熟指数值低，则线虫群落处于演替阶段早期，表明土壤环

境受到干扰;值较高，则线虫群落处于演替阶段后期，表明土壤环境处于较

稳定状态。1998 年 Bongers 又根据线虫取食特征和生活史策略将线虫划分

为功能团，每一个功能团都由许多不同种类的线虫组成。每个功能团中线虫

属的数量可能是衡量生物多样性的有用参数，通过线虫功能团的划分可以更

http://baike.baidu.com/view/78042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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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地揭示出在外界扰动条件下线虫群落结构的变化。在线虫功能团划分的

基础上，Ferris 等（2001）提出了线虫区系分析的方法，根据线虫的 c-p 类

群计算了土壤食物网中各类相关指数，利用富集指数 (enrichment index, EI )

来评估食物网对可利用资源的响应，用结构指数 (structural index, SI ) 表明

在人为干扰或生态恢复过程中土壤食物网结构的变化，二者相结合以更好地

指示土壤环境所受到的扰动和土壤食物网的状况，指示土壤生态系统中物质

和能量的流通情况，从而在生态系统功能水平上揭示土壤环境的健康状态。

EI = 100× [ e / (e + b )]；SI = 100×[s/ ( s+b )]，式中 b (basal) 代表食物网中

的基础成分，指 Ba2 和 Fu2 两个功能团；e (enrichment) 代表食物网中的富

集成分，指 Ba1 和 Fu2两个功能团；s (structure)代表食物网中的结构成分，

包括 Ba3–Ba4、Fu3–Fu4 、Al 3、Om3–Om5 和 Ca2–Ca5 功能团。b、e 和

s 值的计算方式分别为∑kbnb 、∑kene 和∑ksns,其中 kb、ke 和 ks 为各功能

团所对应的加权值(其值在 0.8 到 5.0 之间)， nb、ne 和 ns 则为功能团的丰

度，Ba-食细菌线虫、Fu-食真菌线虫、Al-食藻类线虫、Om-杂食性线虫、

Ca-捕食性线虫，1-5 为 c-p 值。当 EI 和 SI 都小于 50 时，干扰程度最高，

已对环境造成胁迫，食物网退化；EI 大于 50 ,SI 小于 50，干扰程度较高，

食物网受到一定程度的干扰;EI 和 SI 都大于 50，干扰程度一般，食物网稳

定成熟；EI 小于 50 ，SI 大于 50；无干扰，食物网正在形成中。此外线虫

通路比值 (Nematode Channel Ratio, NCR)可表征土壤生态系统能流途径。

NCR = B/(B + F)，其中 B 和 F 分别代表取食细菌和取食真菌的线虫数量。

NCR 值为 0，代表土壤有机质分解是依靠完全的真菌分解途径；若 NCR 值

为 1，则表示完全的细菌分解途径。江春在研究长期施肥对红壤旱地土壤线

虫群落的影响时，还引入了瓦斯乐斯卡指数 WI，WI = ( B + F ) /PP（其中 B

为食细菌线虫数量，F 为食真菌线虫数量，PP 为植物寄生线虫数量），当 WI

=1 时，表明单位土壤中有益的非植物寄生线虫数量与有害的植物寄生线虫

数量相当，土壤健康程度一般；WI ＞1 时，值越大说明土壤健康状况越好；

WI ＜1 时，值越小，说明土壤健康程度越差。目前线虫各生态指数已广泛

应用于农业、草地、森林及其他陆地生态系统，但它们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主要是由于对线虫生活史及食性的认识还不够全面及缺乏将多个指数有效

结合来指示土壤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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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氮沉降对土壤微生物的影响浅谈氮沉降对土壤微生物的影响浅谈氮沉降对土壤微生物的影响浅谈氮沉降对土壤微生物的影响

张楠楠

20世纪初以来，随着工农业的发展导致含氮化合物排放日益增多，引起

大气中活性氮浓度的持续升高（Holland 等，1999），其直接后果是大气向

地面反馈的沉降量也相应增加(Gruber 和 Galloway，2008)。人类活动所产

生的活性氮由 1860 年的 15 Tg N·a-1增加到 2000 年的 165 Tg N·a-1

（Galloway 和 Cowling 2002）。目前全球大气氮沉降量为 105 Tg N·a-1并

呈逐年增加趋势，预计未来25年内将加倍（Lamarque 等，2005；Galloway 等，

2008）。随着人类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关注与日俱增，氮沉降的增加成为科学

家们研究的一个热点，已经渗透到了多个科学领域。氮沉降增加不仅影响地

上植被生长、生理特性和群落组成，还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地下生态系统结构、

功能和过程（林先贵和胡君利，2008；Liu 等，2010；Goodale等，2011）。

地下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对氮沉降增加也存在不同程度的适应性(Kardol

等，2010；Ramirez 等，2010)。因此，大气氮沉降的增加，已成为陆地生

态系统新的生态因子，地下生态过程对氮沉降的响应和适应是预测未来气候

变化的主要不确定因素之一。

氮是作物生长最重要的营养元素，也是维持生物体结构组成和执行所有

生物化学过程的基础。土壤微生物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最活跃的组成部分，

不仅在土壤的物质转化和能量流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参与土壤中有机质的

分解和土壤腐殖质的形成和分解过程，更在土壤氮素循环中起着决定性角色

(Song 等，2006；He 等，2007；Xu等，2011)。微生物将以N2形式存在的

氮通过固定生成氨氮，并进一步经过氨化、硝化、反硝化等生物转化作用，

最终以氮气、氧化氮等形式输出，从而实现整个自然界的氮素循环。

长期大气氮沉降会改变土壤的pH值、氮的有效性和矿物质风化速率，引

起土壤一系列生化过程的改变，并影响土壤微生物数量（ John 等，2004;

Okano等，2004; Treseder，2008）。Deforest 等（2004）在密切根北部的一

个成熟的北方阔叶林中的施氮样地发现了微生物生物量比对照减少了68%。

Okano 等（2004）研究发现土壤中施用不同浓度的硫酸铵处理，培养 28 天

后发现 AOB 的数量分别增加了 9 倍和 16.5 倍。Johnson 等人（1998）

研究表明，在欧石楠荒漠草原酸性和碱性草地分析了7年之久的大气氮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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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土壤微生物的影响，在氮素受限制的欧石楠荒原长期氮沉降显著增加了土

壤微生物生物量，在pH受限制的酸性草地则显著降低了土壤微生物生物量，

而对碱性草地没有影响。这些差异说明由于地域差异引起的微生物生物量的

差异，大气氮沉降对土壤微生物的影响具有生态系统特异性。

大气氮沉降对土壤微生物的群落结构组成的影响。Wallenstein等

（2003）在研究哈佛森林氮沉降对其土壤微生物影响中发现，真菌／细菌比

率随施氮水平增加而减少。Compton（2004）则发现施氮使松林和阔叶林土

壤微生物类群均发生改变，单(加)氧氨酶基因 (amo A)在高氮处理中有发现，

在对照样地中则没有。另有研究表明施氮肥降低了β-变形菌亚纲氨氧化细菌

的异质性和多样性。其中，未施加氮肥处理中氨氧化细菌多样性更丰富，优

势种群为亚硝化螺菌进化簇 1，3 和亚硝化单胞菌进化簇 7，而施加氮肥处

理则为亚硝化螺菌进化簇3和亚硝化单胞菌进化簇（Webster 等，2002）。

Avrahami 等（2002）在研究中发现铵态氮浓度的增加短时间内可以导致硝

化活性的增加，但不影响土壤氨氧化细菌的群落结构。这也许是研究进行的

时间不够长，或者是和样地实验前氮的状况相关，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施

用的氮量不够大，还不足以在短期内产生明显的作用。

过量氮沉降将带来微生物功能的改变，如降低酶的活性，影响土壤呼吸

速率，改变微生物对底物的利用模式等等。Carreiro 等（2000）首次报道

了由于生态系统长期氮增加而造成了木质素细胞溶解酶的活性降低。还有研

究发现，氮增加通过抑制木质素细胞溶解酶的活性而阻止碳流向异养土壤食

物网，与此同时，却增加了香兰素的同化，从而降低了土壤有机碳的分解速

率，导致土壤碳的累积（Deforest 等，2004）。Bowden等（2004）在哈佛森

林长期的施氮样地里详细研究了施氮时间与土壤呼吸的关系， 经过阔叶林

施氮13年的观察发现，第1年土壤呼吸率有所提高，第2年土壤呼吸率几乎没

有变化，随时间推移土壤呼吸率逐年下降。Johnson等（1992）在欧石南丛

生的荒地中发现，氮增加造成了微生物对底物碳和氮的利用率提高了3倍。

还有如 Frey等（2007）在哈佛森林研究里发现，阔叶林和混交林土壤微生

物对底物的利用率与氮增加并没有明显的关系。

氮沉降已经成为了全球性的热点问题，不同类型土壤微生物对氮沉降的

响应表现也不同。全面了解氮沉降对土壤微生物数量、群落和功能影响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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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并结合土壤养分等土壤理化性质变化情况，有助于认识这一区域土壤微

生物对生态系统氮沉降的反馈及对土壤养分循环的调控作用，从而为未来全

球变化下生态系统的管理和保护提供指导。

恐吓重于捕食恐吓重于捕食恐吓重于捕食恐吓重于捕食

习新强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是我们对食物链的简单认识。捕食者通过捕食

猎物，降低了猎物的种群数量，从而减少了猎物对其资源的消耗，这就形成

了生态学中著名的级联效应。然而，捕食者对猎物的影响却不仅仅体现在直

接捕食上，捕食者的出现往往会改变猎物的行为，减少其取食时间或改变其

取食习性。直接捕食而减少猎物密度而引起的级联效应被称为是密度介导的

级联效应（density-mediated cascading, DMC），捕食者不改变猎物的种群数

量，而通过改变猎物的行为从而引起的级联效应被称为是属性介导的级联效

应（trait-mediated cascading, TMC）。例如，已有的研究表明，就蜘蛛-蝗虫-

草构成的食物链而言。蜘蛛不但会减少蝗虫对其植物的取食时间，还会使得

蝗虫转移活动场所，改变取食习性等。没有蜘蛛时蝗虫更倾向于在底层活动，

取食营养价值较高的杂草，而当蜘蛛存在时，蝗虫更倾向于在上层活动，取

食营养价值较低的禾草。

将捕食风险所引发的 TMC 引入食物网理论，对于我们全面地认识食物

网有着重要的意义。有学者对捕食者的这两种效应综合分析后发现 TMC 往

往比 DMC 的作用更大。一来，被捕杀的天敌的数量往往极其有限，而所有

的猎物面对天敌都有做出相应的策略以逃避捕食，这往往会影响猎物对资源

的获取。以非洲草原上狮子-羚牛-草这个简单的食物链为例，狮子可以直接

捕杀羚牛，降低羚牛的数量进而减少羚牛对草的取食，另一方面，狮子的存

在会使得羚牛不得不提高警惕，时常奔跑来躲避狮子的捕杀。每年到了羚牛

迁徙的季节，塞伦盖提大草原都会上演几只狮子追赶着一群羚牛疯跑的场

景，几场追杀下来，只有少数体弱多病，或是年老体衰的羚牛会被狮子捕杀，

然而狮子出现时，所有的羚牛都顾不得吃草，而要疯狂地逃跑以保全性命。

二来，捕食者的恐吓作用往往也可以“吓死”一部分猎物或者降低猎物的繁

殖能力，最近研究表明，在水族箱中，关在笼子里而不能与猎物接触的天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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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鳃太阳鱼（Lepomis macrochirus）和伟蜓(Anax junius)的幼虫仍然可以显

著提高白颜蜻(Leucorrhinia intacta)幼虫的死亡率。上一段中提到的蜘蛛 -蝗

虫系统中，研究人员也发现假蜘蛛和真蜘蛛对蝗虫的死亡率有着相同强度的

影响。

雪线雪线雪线雪线————————全球气候变暖的指示剂全球气候变暖的指示剂全球气候变暖的指示剂全球气候变暖的指示剂

李 娇

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对于雪线的研究也是非常必要的。雪线是指高纬

度或中高山区常年积雪区和消融区的分界线，雪线以上，年降雪量大于年消

融量，积雪存留下来，为常年积雪区；雪线以下，年降雪量小于年消融量，

积雪融化，为季节性积雪区；雪线上，年降雪量与年消融量基本上达到一种

动态平衡。在不考虑地势地貌影响的前提下，雪线的分布受气候影响，称为

气候雪线；雪线高度受季节变化有所改变，其测量是在夏季最热月进行，称

为季节性雪线。雪线高度的变化能指示自然环境的动态发展过程，对于研究

全球气候变化具有重大意义。全球气候变化不仅表现在大气 CO2 浓度升高、

海平面上升、陆地生态系统退化和物种多样性降低，还表现在雪线高度的变

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冰川进退和森林线分布变化。

雪线受自然和人为因素的综合影响发生进退，冰川就相应地发生进退。

冰川对气候变化非常敏感，它是以结晶的冰川冰为主体，同时包含了多种其

他物质，比如空气、岩屑以及液态物质等。冰川能指示环境演变的发生发展

过程，通过取冰岩芯样品来分析历史时期全球气候、环境的变化信息，能更

好地研究未来气候变化的趋势，从而指导人类生产和生活；太阳辐射通过大

气层照射到地面，使地面升温，但是由于冰川的反射作用，使达到地面的太

阳辐射减少，地面增温的过程就不会十分明显。所以，对于中高山区来讲，

冰川改变局地小气候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全球气候变暖带来了一系列问

题，其中之一是水资源短缺。人类的生产生活是离不开水的，水资源对于我

们来说是格外值得重视的，面对水资源短缺这一现状，人类除了节约用水和

循环利用以外，开辟新的水资源也是一条有效途径。海水淡化成本高、效率

低，要满足大范围用水，实现起来非常艰难。相反，充分利用冰川资源成本

低、效率高，是绿色健康的发展模式；冰雪灾害在山区是非常普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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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交通条件、山麓人们的生产耕作以及旅游业的发展，研究冰川的发生发

展过程，找出其发生规律，指导防灾减灾工程的实现，从而为人类谋福祉。

森林线是树木生态适应的极限环境，它的进退也受雪线高低的影响。雪

线高度越高，森林线分布越高，植被自然垂直谱带就越复杂，从而影响整个

植被群落结构和功能的变化。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是陆地上分布面

积最广的植被系统，约占全球陆地面积的 31%，全球陆地碳库中约有 77%

的碳存储在森林生态系统中（刘彦青等，2011）。森林在整个陆地生态系统

固碳功能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应引起人们的重视。

雪线的生态功能巨大，影响雪线分布的因素主要有：

（1） 气候因素

气候因素包括降水和气温两方面，降水与雪线分布呈反比，即降水量越

大，雪线分布越低；气温与雪线分布呈正比，即气温越高，雪线分布越高，

由于全球温度由赤道向南北两极递减，所以，一般低纬度地区雪线分布高，

高纬度地区雪线分布低。但是雪线分布最高的地方不在赤道，而在副热带地

区，这是由气温和降水两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副热带高气压区，气流下沉，

空气干燥，降水量少，雪线分布高；赤道地区，气流上升，对流显著，云层

厚，太阳辐射被削弱强度大，到达地面的太阳辐射减少，而降水量又大，所

以雪线分布较低。

（2） 地势地貌因素

坡度：坡度对雪线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积雪是否能存留，坡度越大，山体

越陡峭，积雪坍塌的可能性越大，因此，雪线较高；坡度越小，山体越平缓，

积雪沉积下来的可能性越大，因此，雪线较低。

坡向：迎风坡，受暖湿气流影响，降水量大，雪线较低；暖湿气流越过

山体，到达背风坡后，水汽含量减少，降水量小，雪线较高。所以，雪线分

布迎风坡低于背风坡。山体向阳地带，太阳辐射强，温度高，雪线较高；背

阴地带，太阳辐射相对较弱，温度低，雪线较低。所以，雪线分布阳坡高于

阴坡。

（3） 大气环境因素

全球气候变暖：随着城市化和工农业的发展，人类向大气排放的 CO2

增多，CO2的保温效应使整个大气圈层增温，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全球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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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暖引起海平面上升，危及沿海低地国家，同时带来陆地生态系统的退化和

物种多样性的减少。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雪线分布高度也发生了变化，

气候变暖，温度升高，雪线分布越高。

臭氧层破坏：由于氟氯烃的大量使用，使极地地区的臭氧层范围大幅度

缩小，“地球保护伞”受到严重威胁。臭氧层厚度越薄，范围越小，照射到

地面的紫外辐射越多，不仅对人类健康产生影响，还使雪线分布越高。

雪线分布高度的变化能指示气候环境的变化，通过研究影响雪线分布的

因素，探讨雪线分布的基本规律，指导冰川和森林线进退研究，为在全球气

候变暖的背景下做出相应预测和减缓变暖趋势奠定基础。

植物的植物的植物的植物的 NNNN素营养素营养素营养素营养

濮晓珍

已经确定植物所必需的矿质元素有 14 种，根据植物对其需要量的多少，

这些元素又可分为大量元素（氮、磷、钾、钙、硫、镁）和微量元素（铁、

锰、硼、锌、铜、钼、氯、镍），氮作为植物生长最重要的矿质元素之一，

它不仅是构成蛋白质的主要成分，也是核酸、核苷酸、辅酶、磷脂、叶绿素、

细胞色素及某些植物激素（如吲哚乙酸、细胞分裂素）和维生素的重要成分，

氮在植物生命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故被称为生命元素。当植物吸收的 N

过多时，植物徒长，叶色加深，抗性下降，易倒伏，成熟期延迟；而当吸收

的 N 不足时，植物矮小，分枝少，叶片少而薄且发黄，并有下部叶片开始

逐渐向上扩展。

植物对 N 素的吸收 植物对 N 素的吸收在细胞水平上主要以消耗代谢

能量的主动吸收为主，细胞通过质子泵在细胞内外形成跨膜的质子动力势，

来驱动 N 素的吸收。在器官水平上，N 素的吸收部位已确定是根尖的根毛

区。N 素要被植物吸收必须首先溶解在土壤溶液中，且以离子形式存在。而

在土壤溶液中，N 的离子形式主要是 NH4+和 N03-， 它们分别于根系细胞质

膜表层的 H+、HCO3-进行交换吸附而到达细胞表面，然后再通过质外体和 /

或共质体途径到达木质部导管。当植物吸收了过多的 NH4+后，根际土壤会

酸化，吸收了过多的 N03-后根际土壤会碱化，只有当吸收了 NH4N03时，根

际土壤 pH 不会发生变化。而由于质外体途径运输速度较共质体快，因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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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嫩的植物根系中，由于内皮层未形成凯氏带，N 素可以直接通过质外体运

输到达导管中而具有更高的吸收效率。除根系外，植物的叶片也可以吸收 N

素。研究表明叶片一般只能吸收溶解在溶液中的 N 素，且 N 素并非通过气

孔进入叶片，而是通过叶片的角质层进去叶片内部的。

植物对 N 素的运输和分配 根系吸收的 N 素除一部分留在根内外，大

部分都运输到地上部分，而在植物生长发育过程中或 N 素缺乏时，N 素又

会在植物体不同部位之间进行在分配。根系中的 N 素，大部分在根内转化

成有机氮化合物在运往地上部分，有机氮化合物包括氨基酸（主要为天冬氨

酸，还有少量的丙氨酸、蛋氨酸等）和酰胺（主要为天冬酰胺和谷氨酰胺），

还有少量的 N 素以 N03-的形式向上运输。N 素通过木质部被运输至地上部

分后大部分参与了叶片的代谢和同化，而多余的 N 素则和光合产物一起通

过韧皮部向下运输至根部，根部的 N 素即可以通过木质部向上运输，也可

以横向运输至韧皮部，这样就形成了 N 素的离子循环，当植物缺乏 N 素时，

较老的组织或器官可将其转运至较嫩的组织或器官中而导致老叶先出现缺

素症；而当叶片脱落时，叶片中的 N 素也可以运到茎干、根部或繁殖器官。

植物对 N 素的同化 土壤中总氮的 90%都是有机氮，而有机氮主要是

由动植物和微生物遗体分解产生，这些有机氮大部分通过土壤微生物转化为

无机氮（主要是 NH4+和 N03-）后被植物吸收，但植物所吸收的 NH4+和 N03-

必须在体内同化为有机氮化合物才能被植物进一步利用。首先 N03-在硝酸还

原酶以及亚硝酸还原酶等的作用下被还原为氨态氮，N03-还原而来的 NH4+

和植物吸收的 NH4+必须迅速同化为有机物，因为高浓度的氨态氮能使光合

磷酸化或氧化磷酸化解偶联，并抑制光合作用中水的光解。大部分的 NH4+

要么与体内氨基酸结合，在谷氨酰胺合成酶（GS）或天冬酰胺合成酶的催

化下合称谷氨酰胺或天冬酰胺；要么在转氨酶的作用下把一种氨基酸的氨基

转到α-酮戊二酸或另一种氨基酸上来合成新的氨基酸。因此无机氮转化为

有机氮，绝大多数进入氨基酸，集合合成蛋白质，有少部分进入核酸等含氮

物质代谢，其中谷氨酰胺和天冬酰胺的两种氨的临时储存形式，当植物体内

氨不足时，酰胺释放出氨供植物之需。反之则合成酰胺，解除氨的毒害。

关于 N 的吸收、运输、分配以及利用的研究已经开展很多了，但是仍

然缺乏机制研究。特别是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气候变暖、CO2浓度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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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以及 N 沉降对 N 素矿质营养的影响及机制目前仍不为大家所知，而它们

三者对 N 素的营养有着非常重要（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在未来全球

气候变化下，N 素的营养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

植物气孔控制的进化机制植物气孔控制的进化机制植物气孔控制的进化机制植物气孔控制的进化机制

王 喆

气孔器是由植物叶片表皮上成对的保卫细胞以及之间的孔隙所组成的

结构，是植物与外界进行气体交换的门户，影响着植物光合、呼吸、蒸腾等

生理活动。气孔的开闭与保卫细胞的水势有关, 保卫细胞水势下降而吸水膨

胀，气孔就张开，水势上升而失水缩小，使气孔关闭。影响气孔运动的主要

因素有光照、二氧化碳、温度、叶片含水量、风以及植物激素等，其实质都

是通过改变细胞内 pH 值或酶活性影响保卫细胞水势，控制气孔关闭。

对于气孔运动控制机理，科学家们曾提出不同的模型以解释保卫细胞对

光照、细胞激素浓度（以脱落酸研究最为常见）以及代谢速率的响应。其中

最受关注的有 3 种假说：淀粉—糖互变、钾离子吸收和苹果酸生成。然而，

目前我们并不能清楚植物气孔应对环境因素的机制，同时对叶片表皮内主动

及被动过程的联系也知之甚少。

气孔具有至少 400 万年的演化历程，在干燥条件可以减少水分损耗，在

适宜条件下又可以提高控制光合二氧化碳动态的渗透膜的渗透能力。将内部

的水运输系统组合成为可调节性的气孔是维管植物入侵陆地环境的转折点。

在维管植物中，气孔开闭控制进化是一个由主动到被动的过程。真蕨类和古

蕨类植物的气孔运动是通过叶片水分平衡进行调节，是一个被动过程；而在

种子植物中，气孔控制叶片水分平衡的过程是由气孔孔径主动代谢过程所调

控，是一个主动过程，这使被子植物和裸子植物相比于真蕨类和古蕨类植物

具有更强的生存优势。根据蕨类植物与种子植物在进化分枝上所处的位置，

我们推测，这种气孔代谢控制的根本转变发生在约 360 万年前真蕨类植物的

分化时期。此外，维管植物在早期分化进化过程中，某些世系极有可能保留

了一些古老的气孔响应行为。

气孔进化可能反映早期的维管植物进化，从蕨类植物开始，其中的一个

进化分枝形成了现在的这个维管植物世系。种子植物复杂的气孔行为源于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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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简单被动气孔控制过程的共同祖先，就像现存的真蕨类和古蕨类植物。种

子植物得到的主动而不是被动气孔控制水分平衡系统为其提供了应对干旱

时调节植物水分的适应能力。未来对于植物气孔进化的更长远研究可以着眼

于苔藓植物的气孔，对这种最为简单的高等植物的研究将指导我们发现陆地

植物气孔世系的功能根源。需要注意的是，苔藓植物气孔的壁由单列细胞组

成，结构更为简单，气孔没有关闭能力。此外，藓类植物因单层细胞的结构，

因此其气孔通常与植物水分调节功能关系不大。在苔藓进化过程中，为何产

生了如此一个功能不明显的冗余器官？它的功能是什么？一个冗余器官又

是如何保留下来并且进化成为重要的生理结构？这都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小身材，大作用小身材，大作用小身材，大作用小身材，大作用————————苔藓层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苔藓层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苔藓层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苔藓层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

刘 鑫

在许多生态系统中，苔藓是其中独特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其所在系

统的各种生态过程特别是 C、N 循环有重要贡献。通常，苔藓会在地表形成

大面积的覆盖，而给人以“苔藓层”的印象。苔藓层可以有效的获取和储存

有机碎屑和大气沉降，同时也为细菌、藻类、真菌、轮虫、缓步类动物、线

虫、螨类和弹尾类动物提供生境。

由于苔藓层中居住着大量微生物和动物，因此在其中形成了复杂的食物

网。各种植物地上部分凋落物所形成的碎屑、苔藓的凋落物和土壤中的有机

质处于食物链的最底层，其中能量分别由细菌和真菌所主导的两条通路流经

整个食物网。其中细菌途径主要由细菌、原核生物、轮虫、线虫和少数节肢

动物组成；而真菌途径主要有腐生真菌、菌根真菌以及食真菌的生物组成。

苔藓层地上和地下部分的相互依赖也可以通过营养关系的格局以及养分供

给和养分吸收效率的关系来解释。地上群落受到碎屑食物链的直接或间接影

响。由于微生物数量和生物量会受到捕食者、能量流动和养分循环等因素的

限制，像苔藓层中的这种营养关系很可能会对生态系统过程产生影响。而且

碎屑食物链可能通过级联作用对局域直到全球尺度上对生态系统产生影响。

由于苔藓植物的本身生物学特征，使得苔藓层对养分循环具有重要作

用。例如，干旱可能会使苔藓体内养分流失。养分释放量会受到许多非生物

因素的影响。干湿交替就可能会使有机碳、氮、磷等养分从苔藓体内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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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部分养分对于一些微生物是至关重要的。由于苔藓可以有效获取和积累

有机物，固定大气中的碳，与维管植物和微生物竞争氮，并通过改变微气候

来影响土壤中的分解作用，因此苔藓层对其所在生态系统的养分循环会产生

重要影响。在有些生态系统中，苔藓层的生产力甚至会超过其上层的植物。

苔藓具有比较高的氮素利用效率，即使没有维管组织，它们仍然可以使氮素

回流重新利用。苔藓凋落物中含氮量很低，并且由于苔藓层覆盖对其下层土

壤的降温作用，这些凋落物的分解速率很慢。而且与苔藓共生的蓝藻可以固

定氮素，苔藓层是重要的碳库和氮库。

对苔藓层中生物多样性、各组分功能以及适应性的理解依赖与通过分

子、生理、群落和生态系统等不同手段和尺度的研究。将苔藓层作为研究对

象也将为生态理论的探索提供新的希望。

辨别毒蘑菇，民间传说不可信辨别毒蘑菇，民间传说不可信辨别毒蘑菇，民间传说不可信辨别毒蘑菇，民间传说不可信

顾 垒

数日前，有媒体报道了一起误食毒蘑菇致一人死亡的悲剧。在慨叹草木

无情之余，该报道还以“教你一招”的名义列举了一些辨别毒蘑菇的方法。殊

不知，这些民间流传的辨别野生毒蘑菇的方法并没有科学依据，轻信并实践

这些方法，反而是造成误食中毒的主要原因之一。

卫生部 2010 年的统计数据就显示，该年度全国食用有毒动植物和毒蘑

菇死亡人数共 112 人，占全部食物中毒死亡人数（184 人）的 61%，其中半

数以上是误食毒蘑菇致死；而对中毒患者的调查表明，他们中的多数并不是

不知道毒蘑菇的存在，而是在采食蘑菇时受到了这些辨别方法的误导。

全世界约有 14000 种大型真菌，形态和成分都具有很高的多样性，辨别

它们是否有毒需要专业知识，并非简单方法和特定经验所能胜任。因此对于

不认识的野生菌，唯一安全的办法是绝对不要采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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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 1111：鲜艳的蘑菇都是有毒的，无毒蘑菇颜色朴素。

真相：这是有关蘑菇的谣言中流传最广、影响力最大、杀伤力最强的一

句，甚至上升到了箴言的高度。为了逐条粉碎这条谣言，我们让大名鼎鼎的

“毁灭天使”白毒伞（Amanita verna）现身说法。

白毒伞隶属伞菌目鹅膏科鹅膏属，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大型真菌之一，

在欧美国家以“毁灭天使”（Destroying Angel）闻名，也是近年来国内多起毒

蘑菇致死事件的元凶。白毒伞具有光滑挺拔的外形和纯洁朴素的颜色，还有

微微的清香，符合传说中无毒蘑菇的形象，很容易被误食。以极高的中毒者

死亡率（不同文献记载高达 50-90%）残酷地嘲讽着这些传说的信众，因此

还有个别名，愚人菇（Fool’s mushroom）。

“毁灭天使”白毒伞，图片来自：http://kinoko-ya.sakura.ne.jp，高桥博摄。

http://kinoko-ya.sakura.ne.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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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被用来为“鲜艳的蘑菇有毒”这一印象做注解的，是与白毒伞同属的

毒蝇鹅膏（Amanita muscaria）。鲜红色菌盖点缀着白色鳞片的形象构成了“我

有毒，别吃我”的警戒色。然而，也有一些可食蘑菇种类是美貌与安全并重

的。例如同样来自鹅膏属（这个属出镜率真高……）的橙盖鹅膏（A.

caesarea），具有鲜橙黄色的菌盖和菌柄，未完全张开时包裹在白色的菌托

里很萌，有“鸡蛋菌” 的别称，是夏天游历川藏地区不可不尝的美味。另外

如鸡油菌（Cantharellus cibarius）、金顶侧耳（Pleurotus citrinipileatus）、双

色牛肝菌（Boletus bicolor）和正红菇（Russula vinosa）等等，都是颜色鲜

艳的食用菌。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用 Google 图片检索这几个拉丁名。

“我有毒，别吃我”的毒蝇鹅膏，图片来自：en.wikiped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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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 2222：可食用的无毒蘑菇多生长在清洁的草地或松树、栎树上，

有毒蘑菇往往生长在阴暗、潮湿的肮脏地带。

真相：所有的蘑菇都不含叶绿素，无法进行光合作用自养，只能寄生、

腐生或与高等植物共生，同时要求比较高的环境湿度，因此它们都倾向于生

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俗话说“潮得都要长蘑菇了”，就是这个道理。至于

环境的“清洁”和“肮脏”，并没有具体的划分标准，更与生长其中的蘑菇的毒

性无关。食用菌鸡腿菇（毛头鬼伞，Coprinus comatus）经常在粪便上野生，

栽培时也常用牛马粪便作为培养基；反之包括白毒伞在内的很多毒蘑菇都生

长在相对清洁的林中地上。

蘑菇生长环境中的高等植物，尤其是与很多种蘑菇共生的松树和栎树（泛指

壳斗科植物），也不能作为蘑菇无毒的判断依据。例如近年来在广州多次致

人死亡的致命白毒伞（Amanita exitialis）就是和一种栎树（黧蒴栲，

Castanopsis fissa）共生的，而其他的毁灭天使们也生长在栎树林、松林或由

二者构成的混交林中。另有报道称，附生在有毒植物上的无毒蘑菇种类也可

能沾染毒性，采食时须格外注意。

美貌与安全并重的橙盖鹅膏，图片来自：flickriv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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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 3333：毒蘑菇往往有鳞片、粘液，菌杆上有菌托和菌环。

真相：提及鳞片、粘液、菌托和菌环等形态特征术语，是毒蘑菇谣言“与

时俱进”的表现，谣言甚至因此具备了一点可靠性。同时生有菌托和菌环、

菌盖上往往有鳞片，是鹅膏属的识别特征，而鹅膏属是伞菌中有毒种类最为

集中的类群。也就是说，按照“有菌托、菌环和鳞片的蘑菇有毒”的鉴别标准，

可以避开包括白毒伞和毒蝇鹅膏在内的一大波毒蘑菇。但是，这条标准的适

用范围非常狭窄，不能外推到形态高度多样化的整个蘑菇世界，更不能引申

为“没有这些特征的蘑菇就是无毒的”。很多毒蘑菇并没有独特的形态特征，

从栎树林下的落叶中长出的致命白毒伞，图片来自：en.wikiped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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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亚稀褶黑菇（Russulasub nigricans，红菇科）没有菌托、菌环和鳞片，颜

色也很朴素，误食会导致溶血症状，严重时可能因器官衰竭致死。另一方面，

这条标准让很多可食蘑菇躺着也中枪。例如，常见食用菌中大球盖菇

（Strophariaru gosoannulata）有菌环、草菇（Volvariel lavolvacea）有菌托、

香菇（Lentinus edodes）有毛和鳞片。

谣言 4444：毒蘑菇虫蚁不食，有虫子取食痕迹的蘑菇是无毒的。

真相：这个说法的逻辑和对转基因作物“虫都不吃，人为什么能吃”的错

误判断如出一辙。人和昆虫（以及其他被称为“虫”的动物）的生理特征差别

很大，同一种蘑菇很可能是“彼之砒霜，我之蜜糖”。1996 年，法国科学家

Norman Mier 等人报道了用黑腹果蝇在 175 种野生蘑菇中筛选潜在的生物农

药来源的研究，结果表明其中大多数对果蝇致命的蘑菇对人是无毒的。该研

究中对果蝇毒性排名第二的是一种人类可食的蘑菇 ——红绒盖牛肝菌

（Boletus chrysenteron，牛肝菌科）。同时，很多对人有毒的蘑菇却是其他动

物的美食，比如豹斑鹅膏（Amanita pantherina）经常被蛞蝓取食。“毁灭天

使”中的致命白毒伞（A. exitialis）也有被虫啮食的记录。（注：此文已在果

壳网上发表） (编辑：庞学勇 周志琼 向双 彭幼红)

没有菌托、菌环和鳞片但有毒的亚稀褶黑菇，

图片来自：http://blog.goo.ne.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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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所与高原圣果公司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该公司是水利部沙

棘开发管理中心在北京市中关村高科技园区注册的高新技术企业。该公司拥有多项自主

知识产权的沙棘产品和技术，目前开发、销售的产品有沙棘黄酮软胶囊、沙棘籽油胶囊、

果油胶囊、沙棘籽油、果油和沙棘果汁、沙棘茶等。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所吕荣森研究员为我国沙棘学会理事长，一直从事沙棘的遗传

育种，并开展了部分沙棘种质资源收集与保存；作为沙棘专家，他指导了以沙棘林作为

水土保持林，并对沙棘开发公司进行专业指导和密切的合作。

2.22.22.22.2 蔷薇

蔷薇属植物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 在我国有80余种, 其中许多具有药用价值。该属

植物的叶片和果实中含有槲皮素、山奈酚、芦丁等多种黄酮类化合物和齐墩果酸、乌苏

酸等化合物，蔷薇果实和花瓣具有较高的食用、药用和美容价值,是食品工业、制药工

业和美容业的重要原料。在何永华、曹亚玲研究员研究的基础上，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

所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联合天然产物的科技人员，继续深入开展蔷薇的种质资源收集、

系统发育研究、生态学特点、高效繁殖技术等研究。

2.32.32.32.3其它资源植物

在资源植物基础研究方面，亦有较强的研究积累。如溥发鼎研究员在伞形科的研究

上具有几十年的研究积累基础，药用植物种类非常多，如羌活、柴胡等。苦荞茶具有降

血糖、降血脂、抗疲劳 益气力、利耳目、降气、宽肠、健胃等功效，在市场上目前可

见几十种荞麦茶产品。赵佐成研究员对荞麦的野生资源分布状况、植物分类及遗传多样

性等研究方面已经做了相当多的工作。悬钩子属有许多可供食用的植物资源，菊科植物

在观赏花卉、野生蔬菜、传统中药及生物多样性研究方面具有较大的意义。而禾本科植

物在牧草、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研究方面亦具有较大的作用。

3.3.3.3. 植物资源利用的前景展望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在黄芪、沙棘、蔷薇、荞麦、伞形科植物等类群的研究

上具有相当大的优势，但主要集中在基础研究上，对于植物功能性产品的应用方面没有

做较多的考虑。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健康的植物功能产品如

野生植物花茶、果茶、保健品及美容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因而植物资源的综合利用具

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如美国安利公司的保健品主要为植物提取物，类似于樱桃叶提取物、

松果菊提取物等，该公司 2004 仅在中国全年的销售额就达到了 100 亿元。而我国产的

“王老吉茶”凉茶饮料 2008 年销售额也达 100 亿以上。因此，我们除了在基础理论研

究上具有前瞻性，在类群的选择、植物资源的综合利用与开发等方面可能还需要进一步

的思考，以达到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互相促进的目的。

但植物资源利用与开发需要多个学科交叉融合，既需要分类学专家的研究、鉴定，

又需要植物化学等对其化学成分的深入研究。因此，任何新产品的诞生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一个长期积累、团队间的通力合作及研发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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