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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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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蝗虫-草原毛虫的偏害关系及其对草地生态系统的影响

地球上所有的猎物在取食的同时都要时刻关

注着周围天敌的动向，防备着被猎物捕杀。有些猎

物对捕食风险过度敏感，它们一旦感受到“风吹草

动”就会立刻采取装死、逃跑、释放气味等策略来

应对危险。有的动物则是过于“沉着”，只会对迫

在眉睫的风险采取应对策略。有时，那些对捕食风

险过度敏感的猎物经常会对假的危险信号做出反

应，这些信号并不是其真正的捕食者发出的。这种情况下，上述应对策略的代价就

非常大。此时往往会在相互作用的两个物种之间形成偏害的关系：一方采取了代价

昂贵的行为来应对假的“捕食风险”，另一方则没有为此付出任何多余的代价，是

它们的自然行为（跳跃，飞翔等）激发了对方应对天敌的行为。

在青藏高原东部的高寒草甸上，草原毛虫和蝗虫是两种主要的草食性昆虫。其

中草原毛虫喜欢爬到嵩草或薹草的叶尖从上向下取食，一旦受到威胁，它就会蜷缩

起来装死，并从叶尖上掉下来，从而减小被猎物发现的概率。然而，蝗虫自然地跳

跃时一旦触碰到毛虫甚至是其正在取食的植株，就会激发毛虫采取上述的应对措

施。从叶尖上掉下来的毛虫往往要经过

20 多分钟的“心里平静”期之后才会重

新爬回叶尖取食植物。此时，蝗虫和毛虫

就形成了一种偏害的关系：蝗虫没有特意

付出劳动，是其自然的跳跃激发了毛虫的

装死行为。而毛虫昂贵的行为没有收到任

何效益，因为蝗虫并不是它的天敌。



Ecores Newsletter 2012 No.3

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 主办目 录
科研动态............................................................................................................................................................................................................................................................................................................................................................................................................................................1111

传粉者和盗蜜者引起红雉凤仙花大距圈的方向性选择.........................................1

u 解析生姜自毒作用机制............................................................................................ 2

项目进展............................................................................................................................................................................................................................................................................................................................................................................................................................................3333
u 茂县生态站为“茂县新羌族博物馆”建设提供科技支撑.....................................3

学术交流............................................................................................................................................................................................................................................................................................................................................................................................................................................4444
u 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陈劲松博士赴北京参加“第十届国际克隆植物生态学研讨

会”............................................................................................................................ 4

u 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两名博士研究生前往莫大高加索生态站学习交流.............5

u 俄籍两名植物学家来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考察交流.............................................5

简 讯............................................................................................................................................................................................................................................................................................................................................................................................................................................6666
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召开“话重点实验室谋发展，迎党的十八大创佳绩”研讨

会…………………………………………………………………………………….6

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刘庆研究员被中共四川省直机关工委授予优秀共

产党员称号………………………………………………………………………….7

u 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陈劲松副研究员陪同爱沙尼亚生命科学大学 Juta Lop博士

考察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7

u 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孙庚博士和石福孙博士应国际山地中心（ICIMOD）邀请

赴不丹参加草地可持续管理政策研讨访问.............................................................8

u 美国加州大学的 Lucas Silva 博士来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与孙庚博士开展国际

合作研究.....................................................................................................................8

u 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 2012年共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7项.......................9

科苑杂谈....................................................................................................................................................................................................................................................................................................................................................................................................................................10101010
u 植物次生代谢产物与环境的关系...........................................................................10

u 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的研究方法...........................................................................12



生态与资源 2012年 第 3期

- 4 -- 4 -



Ecores Newsletter 2012 No.3

- 1 -

◆ 传粉者和盗蜜者引起红雉凤仙花大距圈的方向性选择

许多被子植物都拥有蜜距，蜜距对传粉者吸取花蜜创设了一个有效的障碍，因

而影响着访花者行为和植物的生殖成功。蜜距的进化往往伴随着物种分化或新物种

的产生。先前的研究发现，长距或卷曲的距增加了传粉者吸蜜的难度，从而增加了

传粉者与雄蕊或柱头接触的紧密程度，最终提高了雌性或雄性生殖成功。同时，随

着距长和弯曲度的增加，盗蜜频率也增加。在一些植物中，蜜距弯曲达到甚至超过

360°，在距的尾部形成大小不同的距圈。但是，距圈直径是否像距长和距弯曲度一

样直接被传粉者和盗蜜者选择仍不清楚。

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刘庆研究员课题组博士生王琼等采用表型选择分析研究

了传粉者和盗蜜者对花冠大小和距形态的选择，并采用中介效应分析评估了传粉者

和盗蜜者在引起选择中的相对贡献。结果表明，传粉者对花冠长、距弯曲度和距圈

直径有显著的选择作用，而盗蜜者仅对距圈直径有强的选择。以传粉者为媒的选择

有利于那些大花冠、卷曲的距和大距圈的花，然而盗蜜者则喜欢有小距圈的花。较

多的传粉者访问促进了雌性生殖成功，而盗蜜者作用却相反。因而，在红雉凤仙花

中由传粉者和盗蜜者引起的冲突性选择并没有发生。中介效应分析表明，以盗蜜者

为媒介的选择强于以传粉为媒介的选择。这些结果说明，传粉者和盗蜜者共同介导

了对红雉凤仙花大距圈的方向性选择，在此过程中盗蜜者的作用更强。本研究揭示

了距圈直径在调节访花者行为中的作用以及潜在的机制，多物种的相互作用驱动了

花部特征的进化。相关研究结果投稿于该领域国际主流期刊 Plant Systematics and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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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传粉者 图 2 盗蜜者

◆ 解析生姜植物自毒作用机制

生姜是重要的香料和药用植物，在热带、亚热带地区已有上千年的种植史。作

为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在耕地资源十分有限的地区，生姜不能连作，直接影响生

姜种植者的经济收入。生姜不能连作的机理是什么，能否通过有效的方法实现生姜

连作？回答这些问题既富有学术意义又能解决现实生产问题。

为此，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潘开文研究员课题组博士生韩春梅与课题组成员一

起开展了生姜自毒、他毒的研究。通过实验，在生姜块茎中检测出了丁香酸和伞花

内脂，在杆茎中检测出了阿魏酸，在叶中检测出了阿魏酸、丁香酸、伞花内脂和香

豆酸等存在自毒作用的化感物质。此外，生姜不同器官的水浸液对生姜植物也有不

同程度的抑制作用。其中，杆茎对生姜植物的抑制作用最大，其次为叶，最小为块

茎，这表明生姜具有较强的自毒作用。同时，块茎、杆茎和叶等不同器官水浸液对

土壤酶活性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酸性磷酸酶和蔗糖酶。表

现为水浸液降低了土壤有机质，增加了土壤硝态氮，减少了土壤有效磷、速效钾和

铵态氮，能抑制黄豆、韭菜等植物生长。因此，在生姜收获时，如将遗弃在田间的

生姜杆茎和叶片移出，将减少生姜的自毒作用，缓解生姜连作障。该研究成果对于

生姜的可持续经营与管理有着较为重要的参考意义。

目前，相关研究已在 Allelopathy Journal，2012，30(2):259-270等刊物发表。

（编辑：李甫 李伟 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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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茂县生态站为“茂县新羌族博物馆”建设提供科技支撑

在茂县生态站有关人员的大力支持下，茂县新建羌族博物馆于 7月底正式开馆。

茂县羌族博物馆，始建于 1988年，是我国唯一羌族博物馆，在 512汶川大地

震中受损严重。2009年国家投资 1.3亿元，兴建新茂县羌族博物馆。

2012 年 5月，茂县文

化局马志惠登门拜访，希

望茂县生态站为博物馆自

然展厅的布设提供咨询意

见以及植物标本等。

站长包维楷研究员视

察了自然展厅现场，立即

进行工作部署。生态站生

物监测负责人周志琼博士

积极参与该项工作，制作

了“羌族地区植被垂直分布图”、采集并制作二十余份羌族地区代表性植物标本，

并对每个物种的保护级别、基本特征、在全国以及羌族地区的分布状况进行详细介

绍，拍摄三十余张植物及其生境照片，并对自然展厅的整体布设提出参考意见。

蔡清馆长对茂县生态站的大力支持表示诚挚谢意。生态站工作人员也表示：为

地方发展服务是野外台站工作人员的重要职责之一，今后将继续与地方各部门深化

合作，为茂县以及阿坝其他县区社会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环境保护等贡献力量。

（编辑：周志琼 庞学勇）

图 3 蔡清馆长（左）与周志琼博士（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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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 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陈劲松博士赴北京参加“第十届国际克隆植物生

态学研讨会”

2012年 10月 12日至 16日，第十届国际克隆植物生态学研讨会在北京香山饭

店召开。来自中国、美国、荷兰、捷克、日本、英国等 14 个国家的 115 名专家和

学者参加了此次克隆植物生态学学术盛会。

本次会议由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主办，植被与环境变化国家重点实验室、杭

州师范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北京林业大学自然保护区学院和西南大学三峡库

区生态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承办。

本次研讨会旨在加强全世界克隆植物生态学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并探讨全球

变化背景下植物克隆生长的生态学效应。与会代表围绕克隆性在植物入侵过程中的

作用；克隆性对植物扩散、种群统计及群落动态的影响；克隆性对植物分布、丰度

及多样性的影响；

克隆性对生态系

统功能的影响；克

隆性在生态恢复

中的作用等 5 个

议题展开了激烈

探讨。会议期间我

室陈劲松博士做

了 题 为 “ Clonal

integration ameliorates negative effects of heterogeneous cadmium stress on the

stoloniferous herb Centella asiatica”的精彩报告。报告以匍匐茎草本积雪草为材料，

研究异质性镉胁迫下克隆整合对植物生长和光合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异质性胁

迫环境下，克隆整合能提高受胁迫分株和整个克隆片断的生长，引起了与会专家的

高度关注。

图 4 参会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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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国际学术会议聚焦于全球变化背景下的植物克隆生长生态学效应，从不同

层面涵盖了当前世界克隆植物生态学领域内的热点和前沿，有力地推动了相关科学

研究的发展。

◆ 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两名博士生前往莫斯科国立大学高加索生态站

学习交流

2012年 8月 19日至 9 月 5日，在中国科学院“外籍青年科学家计划”项目及

基金委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的资助下，受莫斯科国立大学生物系地植物学教

研室主任 Vladimir G.Onipchenko邀请，重点实验室高山生态学学科组两名博士研究

生王金牛、郭海霞，前往莫斯科大学生物系地植物学教研室及高加索生态站学习交

流，通过参加 Teberda自然保护区及高加索高山生态站的长期定位样地与高山生态

学相关的野外考察工作，并参观莫斯科大学生物系地植物学教研室实验室及标本

馆，进一步加深了双方的合作交流。此次交流访问中方负责人为吴彦研究员，俄方

负责人为 Onipchenko教授，迄今双方的合作已持续 7年之久，此次交流活动进一步

夯实了双方在高山生态学与植物学领域的合作。

◆ 俄籍两名植物学家来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考察交流

应重点实验室高山生态学研究组吴彦研究员邀请，在国家自然基金委外国青年

学者研究基金项目及中国科学院“俄乌白”国际合作项目资助下，俄罗斯 Komarov

植物研究所的 Byalt Vyacheslav 博士和圣彼得堡林业科技大学植物及林木学院的

Aleksandr Egorov 博士于 10月 19日前来我室考察交流。在高山生态学研究组博士

研究生王金牛的陪同下，依照考察路线：成都-松潘县城-卡卡沟-川主寺-弓杠岭-茂

县-汶川-米亚罗-鹧鸪山-毕棚沟-汶川-青城山-成都进行了沿线的植物标本采集及相

关植被的了解，主要致力于林线附近的木本植物调查。此外，俄方科研人员拜访了

我所植物标本馆馆长高信芬研究员，对标本馆的设施及馆藏标本大加赞扬。此次考

察得到了所里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为期半个月的考察交流圆满结束。通过此次交

流，双方就将来的长期合作达成初步意向，俄方研究人员期待中方科研人员前往圣

彼得堡科研机构进行交流访问。

（编辑：李忠荣 彭玉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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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召开“话重点实验室谋发展，迎党的十八

大创佳绩”研讨会

11 月 5日，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生态中心及支部联合组织召开“话重

点实验室谋发展，迎党的十八大创佳绩”研讨会，会议通报了实验室近年工

作情况，介绍了实验室评估管理办法，并就下一步工作重点进行研讨。

成都生物所所长助理、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刘庆作了题为“喜迎党的十八

大胜利召开，开创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发展新局面——发展中的重点实验

室”的工作报告。他详细汇报了实验室成立至今在人才队伍、承担项目、研

究成果、人才培养和

发展目标等方面的发

展情况，特别阐述了

实验室面临的机遇和

挑战以及今后的发展

目标，并提出了相应

的措施和建议。

生态中心支部书

记潘开文介绍了中国

科学院重点实验室评

估管理办法和实施细

则，并提出了如何才能加快推动重点实验室的发展、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建

设一流的人才队伍和推动重大成果的产出等 10余项议题，供参会人员探讨。

大家就队伍建设、学科发展、加强国际国内合作与交流、平台建设、重

大成果产出、创新文化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建议和意见。

成都生物所副所长叶彦从重点实验室的组织架构、运行机制、学科与人

才队伍、国际国内合作、平台建设、重大产出、创新文化等方面谈出了自己

的思考，他指出应进一步明确重点实验室的定位、目标和组织架构，加强野

图 5 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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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台站、科研信息化建设，强化实验室的管理，加强合作，要善于从实践中

发现重大问题开展基础研究，在系统研究的基础上促进重大成果的产出。

成都生物所党委书记汪光泽从认清形势、明确目标和任务、发展持续快

速和发挥支部与党员的作用等方面做了系统阐述，要求重点实验室要进一步

明确目标和任务，振奋精神，高标准、严要求，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推动重

点实验室又好又快发展。他指出，要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党支

部要积极参与、主动协调、保障服务，党员要充分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为重点实验室的快速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科技处处长张咏梅、党办主任陈笺、两爬室等科研部门支部书记以及生

态中心科研人员、党员等 40余人参加会议。

���� 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刘庆研究员被中共四川省直机关

工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近日，中共四川省直机关工委召开创先争优活动表彰大会，表彰了 2010

年至 2012 年度省直机关 148个先进基层党组织、183名优秀共产党员和

8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刘庆研究员被授予四川省直机关

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希望实验室全体共产党员学习先进，不断推进研究所科技创新发展，为

我国的科学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 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陈劲松副研究员陪同爱沙尼亚生命科学

大学 JutaJutaJutaJuta LoppLoppLoppLopp 博士考察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012年 10月 16日至 22日，生

态恢复重点实验室陈劲松副研究

员、硕士研究生魏宇航，陪同爱沙

尼亚生命科学大学 Juta Lopp 博士

前往广元市青川县唐家河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进行实地考察。本次考察

主要对两种大熊猫主食竹（糙花箭

竹和缺苞箭竹）的分布和生长状况

图 6 陈劲松（左）、魏宇航（右）

与 Juta Lopp 博士（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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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箭竹种群生长良好；在 70

年代大面积开花死亡以后，经过 40年的恢复，箭竹种群数量和分布面积业

已恢复至原有水平，其种群动态趋于稳定。此次考察为今后合作开展箭竹克

隆生活史性状可塑性与种群更新关系研究奠定了基础。

���� 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孙庚博士和石福孙博士应国际山地中心

（ICIMODICIMODICIMODICIMOD）邀请赴不丹参加草地可持续管理政策研讨访问

8月 25日至 9月 2 日，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孙庚博士和石福孙博士应

国际山地中心（ICIMOD）

邀请赴不丹参加草地可持续

管理政策研讨访问。

访问中，孙庚博士和石

福孙博士与参会的巴基斯

坦、印度、阿富汗、尼泊尔

的代表以及来自不丹森林与

农业部的官员就各自国家的

草地管理政策进行了报告和

交流，并实地访问了不丹的高山牧场。通过此次访问，开阔了视野，加深了

对我国草地政策优缺点的认识，有助于为我国草地的可持续发展政策建议。

���� 美国加州大学的 LucasLucasLucasLucas SilvaSilvaSilvaSilva博士来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与孙

庚博士开展为期一年的国际合作研究

2012 年 10 月，美国加州大学的

Lucas Silva 博士来所与孙庚博士开展

为期一年的国际合作研究。Lucas Silva

博士，毕业于加拿大圭尔夫大学，目

前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Land

Air and Water Resources系从事博士后

研究。目前他的主要研究兴趣是长时

间尺度植被演化与气候变化和人类干

图 8 孙庚博士（中）

与 Lucas Silva 博士（左）合影

图 7 全体参会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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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的关系，他采用 13C、14N 稳定同位素和年轮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巴西热带

雨林、加拿大温带森林、美国草原等多个地区历史植被演变过程和机制。10

月 12 日，Lucas 博士作了题为“Natural and Human-induced Changes in the

Distribution and Performance of Forest Ecosystems”的学术报告，随后与孙庚

博士一起在红原和理县等地开展了高海拔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响应研究的

野外工作。

���� 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 2012012012012222年共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7777

项

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 2012年共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7项，其中

青年基金 5项，面上项目 2项。具体清单如下。具体清单如下。

序

号

项目

批准号

项目

负责人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1 31200169 徐 波

同一个属内为什么会出现两大类截然不同的

致同进化式样？- - 豆科胡枝子属的 ITS致同

进化研究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2 31200285 顾 垒
红花绿绒蒿柱头寄生传粉现象形成和维持的

机制研究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3 31200297 周志琼 干旱环境中植物母体效应及其生理生态机制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4 31200371 朱 单
低气压对高海拔湖泊甲烷气泡排放的驱动力

及机理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5 31200384 张楠楠
模拟氮沉降对青藏高原高寒草甸土壤氨氧化

微生物及 N2O排放的影响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6 31270492 庞学勇
青藏高原东缘典型人工林土壤有机质积累与

稳定性机制研究
面上项目

7 31270552 尹华军
气候变暖背景下西南亚高山针叶林根系分泌

物对根际土壤氮素转化的影响
面上项目

（编辑：向双 彭幼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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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次生代谢产物与环境的关系

李 甫

植物在为人类细胞生命活动提供必需的初生代谢产物（如糖类）的同时，

还提供了许多次生代谢产物，如酚类、萜类和生物碱。长期以来，人们对次

生代谢产物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如何将其开发为人类服务的药品、保健品和

化妆品等上，而忽视其在植物体内产生和积累的原因。随着对次生代谢产物

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地认识到次生代谢及其调控是植物进化过程中出现的

一系列复杂的对外界环境（病虫害侵袭、自身密度、温度、水分、光照、盐

分和养分等）改变的适应。它在植物提高自身保护和生存竞争能力，及协调

同环境的关系上都充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同初生代谢产物相比，其产生与

变化同环境影响有着更强的相关性和对应性。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环境中各种生物和非生物因素对植物次级代谢产

物的影响进行了研究。非生物因素主要包括温度、水分、光照、营养条件、

CO2浓度和环境污染等。研究表明，低温条件下许多植物或植物果实如大豆、

苹果、石榴等会较大幅度地提高体内酚类物质的水平以提高植物的抗寒性，

此外，外部施加酚类物质（水杨酸）溶液也可达到类似的效果。在干旱胁迫

下，植物体中某些次生代谢产物的含量会明显提升，如干旱胁迫会导致喜树

叶片中喜树碱和高山红景天根中红景天苷的含量增加，轻度干旱胁迫有利于

乌拉尔甘草中甘草酸的积累。光照强度和光照时间对植物次生代谢产物都有

重要的影响，许多植物中酚类物质的含量与光照时间呈正相关，如温室中的

烟草补加紫外光照射时绿原酸含量会增加 5倍，受红光照射时则生物碱含量

增加，酚类物质水平降低；遮阴可以导致高山红景天根中红景天苷含量的降

低，但却增加喜树叶中喜树碱的含量。许多盐生植物的体内有大量甜菜碱、

脯氨酸、山梨醇和右旋肌醇甲醚等的大量积累，这些化合物都易溶于水，因

而研究人员认为，盐水植物通过在细胞内积累这些无毒溶质可以平衡由于液

泡内无机离子(如 Na+等)积累所造成的细胞质渗透压的变化，从而对细胞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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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作用。大气中 CO2的浓度一直在增加，这种变化不仅作用于植物的初

生代谢，而且影响次生代谢过程。一些研究工作观察到，伴随着大气中 CO2

浓度的升高，落叶树叶片中单宁的浓度升高，盐生车前叶片中咖啡酸含量和

根部的香豆素含量也增加。CO2浓度倍增条件下，垂枝桦幼苗的类黄酮、原

花青素的浓度和欧洲赤松体内α-蒎烯的浓度均提高。一些研究表明，环境

污染可导致植物次生代谢产物的组成和含量发生变化，如酚类等化合物对各

种形式的污染物均有反应。在重金属及 SO2污染下，受污染程度最重的垂枝

桦中低分子量酚含量最高，总酚含量比对照区高 20%。增加乙烯的释放量

是植物对大气污染危害的普遍反应，在紫花苜蓿、大豆、西红柿、落叶松、

欧洲赤松和挪威云杉中都观察到这一现象。总之，植物可以改变某些次生代

谢产物的组成和含量来减轻环境污染的毒害作用。环境中对次生代谢产物有

重要影响的生物因素主要有昆虫、植食动物、竞争性植物和病原真菌等。植

物在防御天敌如昆虫和植食动物的侵食过程中，次生物质作为阻食剂发挥着

重要作用。阻食剂的作用机理十分复杂，它们可以通过影响动物体内的激素

平衡起作用，也可以通过其毒性起作用，还可以通过降低植物的适口性或营

养价值发挥作用。植物间的化感作用是近 10 年来逐步受到重视的一个新的

研究领域，它主要是指一个活体植物(供体植物)通过地上部分茎叶挥发、茎

叶淋溶、根系分泌等途径向环境中释放一些化学物质，从而影响周围植物(受

体植物)的生长和发育。植物的化感作用广泛存在，与植物对光、水分、养

分和空间的竞争一起构成植物间的相互作用，它影响植物分布、群落的形成

和演替、种子的保存和萌发、真菌孢子萌发、氮循环等。木本植物的心材部

分含有较高的萜类和酚类物质，具很强的抗腐性。植保素是在植物受到感染

后被诱发产生的，它对病原真菌具高度毒性，且对真菌无特异性，被认为是

植物产生的抗真菌物质中最重要的一类。植保素中最简单的一种物质是苯甲

酸，其它较复杂的有类异黄酮如碗豆素，类萜衍生物如甘薯黑疤霉酮，脂肪

族衍生物如红花醇。在研究过的豆科植物中几乎都发现能生成类异黄酮类植

保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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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的研究方法

孙棣棣

同陆地上其他生态系统相比，土壤具有丰富且了解甚少的生物多样性，

这种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是导致其群落结构和生态功能难以被预测的原因之

一。据估计，土壤中大约存在 0.5×l06种细菌，每克典型土壤中约有 104种

细菌，且大部分在目前实验条件下难以培养。Amann 等指出自然界中通过

纯培养技术分离和培养的微生物种类仅占环境微生物总数的 0.1%~10%。因

此，土壤微生物一直被认为是研究领域中的“黑盒子”。目前被广泛应用的

主要是基于群落水平的生理学谱图分析 (CLPP)、磷脂脂肪酸分析和基于

PCR的核酸分析(PCR- based nuclear acid analysis)。

1.1.1.1.基于群落水平的生理学指纹方法(CLPP)(CLPP)(CLPP)(CLPP)

群落水平生理学指纹方法(Community-level physiological profiling,CLPP)

是由Garland和Mills(1991)提出的一种基于酶的用于研究土壤微生物群落结

构的方法，微生物群落降解 95 种不同单一碳源的能力(sole carbon source

utilization,SCSU)可一次性进行分析。其中运用最为广泛的主要是 BiologGN

技术，其测定原理为，在分析板上有 96个孔，其中一个孔没有含任何碳源

作对照，其余 95个孔每孔含有一种碳源和氧化还原染料（四氮唑蓝）。微

生物在一定温度下培养一定时间，在利用碳源过程中产生的自由电子，与四

唑盐染料发生还原显色反应，颜色变化的速率和深浅代表了底物被利用的速

率和程度，利用分析系统分析结果，就可以得到微生物群落代谢的变化情况。

该方法由美国 BIOLOG公司于 1989年开发，最初应用于纯种微生物的鉴定。

但 Biolog反应只能粗略地揭示土壤微生物代谢底物的多样性。

2.2.2.2.磷脂脂肪酸技术(PLFA)(PLFA)(PLFA)(PLFA)

磷脂脂肪酸（Phospholipid fatty acid,PLFA）分析常被用于研究复杂群落

中微生物的多样性。脂类物质是构成生物细胞膜的主要成分，它在细胞中含

量稳定，约占细胞干重的 5%。细胞中包含脂肪酸的脂类物质主要有碳水化

合物、脂性醇、磷脂、糖脂和中性脂等。通常这些脂类物质的组成和含量在

同一种微生物中是稳定的和可遗传的。磷脂是所有活细胞细胞膜的基本组

成，具有多样性和生物学特异性，可用于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的鉴别研究。

细胞死亡后，迅速降解，其含量与微生物的生物量存在相对固定的比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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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脂脂肪酸通常的命名格式为：X:YωZ(c/t)，其中，x是总碳数，后面

跟一个冒号；Y 表示双键数；ω表示甲基末端；Z 是距离甲基端的距离；c

表示顺式，t表示反式；a和 i分别表示支链的反异构和异构；10Me表示一

个甲基团在距分子末端第 10个碳原子上；环丙烷磷脂脂肪酸用 cy表示。不

同微生物相对应的磷脂脂肪酸标记见表 1。

PLFA 含量的表示方式有两种：(1) 绝对含量(μg FAME g－1干土)，反

映微生物类群的生物量。 (2) 相对含量(%，即各 PLFA 组分对总 PLFA 的

贡献比例)，表征微生物群落的结构组成。数据处理方法主要有：主成分分

析(PCA)、聚类分析和人工神经元网络等，其中主成份分析方法最为常用。

表 1常用指示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的磷脂脂肪酸

微生物Microorganism 对应的磷脂脂肪酸 Unique fatty acids

常 见 细 菌 Common bacterial

signature

包括与甘油相连的饱和或单不饱和脂肪

酸如：:i15:0，a15:0，15:0，16:0，i16:0，

16:lw5，16:lw9，16:lw7t，i17:0，a17:0，

17:0，cyl7:0，18:lw7，18:lw7t，18:lw5，

i19:0，a19:0，和 cy19:0等

需氧菌 Aerobe 16:lw7，16:lw7t, 18:lw7t

厌氧菌 Anaerobe cyl7:0，cy19:0

硫酸盐还原菌 Sulfate-reducing

bacteria

10Mel6:0，i17:lw7，17:lw6

甲 烷 氧 化 细 菌

Methane-oxidizing bacteria

16:lw8c，16:lw8t，16:1w5c，18:lw8c，

18:lw8t, 18:lw6c

嗜 压 / 嗜 冷

Barophilic/psychrophilic bacteria

20:5，22:6

蓝细菌 Cyanobacteria 含有多不饱和脂肪酸如：18:2w6

原生动物 Protozoa 20:3w6，20:4w6

真菌 Fungi 18:lw9，18:2w6，18:3w6，18:3w3

放线菌 Actinobacteria 10Mel6:0，10Mel7:0，10Me18:0

微藻类 Microalgae 16:3w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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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杆菌 Flavobacteriumbalustinum i17:lw7

芽抱杆菌 Bacillus spp. 各种支链脂肪酸：Various branched chain

fatty acids

PLFA 法的优点是不需要对土壤微生物进行培养，避免了微生物生长的

选择性及其相互间的拮抗或竞争作用，可以直接取土壤微生物群落的磷脂脂

肪酸，而且可以表征数量上占优势的土壤微生物群落，特别是不可培养的微

生物。因此，应用该法可以较好的了解土壤微生物在不同水平上的多样性，

因而研究手段先进。但 PLFA 方法也存在着需要仪器支持、上机前操作步骤

繁多和土样中植物根系干扰等不足之处。

3.3.3.3.基于 PCRPCRPCRPCR的核酸技术

1980 年 Torsvik 率先从土壤中提取了细菌 DNA，这使得现代分子生物

技术在土壤微生物群落功能评价和方法研究上的应用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土

壤微生物在基因水平上的多样性可以通过微生物中DNA组成的复杂性表现

出来。这种方法首先要从土壤微生物中有效提取 DNA 或 RNA，经过纯化后

结合 PCR扩增、克隆等分子生物技术进行分析。

DNA的提取方法主要有二种，一是先从土壤中提取出微生物细胞，然

后从这些细胞中进一步提取 DNA；二是从土壤中直接提取 DNA，这种方法

更受人们的青睐。DNA提取后，通过 PCR扩增，再通过分子指纹技术，能

够快速地对微生物群落结构进行比较和监测等分析。

核酸技术能够避免传统培养方法造成大量信息丢失，分析结果更为全面

和客观，更精确地揭示土壤微生物种类和遗传多样性，并且从原理上揭示土

壤中微生物的种群结构。但是，由于微生物细胞的组成以及细胞在土壤复合

体中存在位置的差异，而使土壤中各种微生物细胞的溶解效率不同，导致不

同类型微生物之间 DNA提取效率的不同。其次，土壤含有大量影响分析的

杂质，因而造成结果的偏差性。在土壤中占非主导地位、含量微少的微生物

种群，经过提取得到的 DNA也相对很少，往往不够后续表达分析，因而这

类微生物种群容易在结果中被忽视。再者，在扩增上存在偏差，因为引物对

不同样品的扩增效率不同，导致 PCR 的效率不同，因此微生物群落的某些

组成相对于其它组成极有可能更容易被扩增。此外，基因组的大小以及 rm

操纵子数目的可变性也影响复合 DNA 体系的 PCR扩增。

（编辑：南宏伟 赵春章 张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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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动物之间的偏害关系以及对物种以及生态系统的影响

研究较少。孙书存研究员课题组博士生习新强在四川红原的草地

上布置了实验，设置 1）单独放养毛虫；2）单独放养蝗虫；3）草

原毛虫和蝗虫混放；4）二

者都不放等四种处理对毛

虫和蝗虫之间的关系进行

了研究。结果表明，蝗虫

的“无意识”干扰严重降

低了草原毛虫的取食时间

和取食量，减缓了其发育

速率，并最终导致雌性毛虫产卵量的下降。由于毛虫主要取食薹

草或嵩草等单子叶植物，毛虫取食量的下降也显著改变了群落组

成，提高了嵩草:杂草的比例。与此同时，蝗虫的取食和发育并没

有受到显著影响。该研究结果实地验证了偏害关系对物种和生态

系统的影响，表明物种间的非捕食关系往往也会有着巨大的生态

效应。目前该研究已经以“Grasshoppers amensalistically suppress

caterpillar performance and enhance plant biomass in an alpine

meadow”为题被杂志 OIKOS杂志接受待发表。

（编辑：向双 彭幼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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