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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笔者针对不同环境条件下的农田土壤做了一系列的对比研究,揭示了土壤微生物在土地生态
系统中的重要程度。通过对不同土壤微生物的生态特性研究,找出适合于本试验分析土层内细菌群落结
构特征和有机质组成变化规律、确定其生理活性功能以及提高土壤肥力和保护农田环境。并在大量阅
读国内外有关文献基础上提出了以土样、真菌为材料的微生物多样性调查系统。然后根据实验结果,
选择合适方法进行一系列数据采集与初步评价处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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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 has done a series of comparative studies on farmland soil under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nd reveals the important function of soil microorganisms in the land ecosystem.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soil microorganisms, it can find 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acterial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the change rule of organic matter composition in soil layer, determine its physiological
activity function, improve soil fertility and protect farmland environment. And on the basis of reading a large
number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related documents, a microbial diversity survey system based on soil samples
and fungi as materials is proposed. Then, according to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appropriate methods are selected
for a series of data acquisition and preliminary evaluation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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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群落调查与系统理论、植物生理
学模型等理论基础上建立植物不同营养

6

表 1 不同施肥处理方法下农间土壤微生物数量(×10 个/g)
处理方法

级组分组成之间相互作用关系,并对其
生物学特性进行研究。目前有机肥料中
有机质的检测方法最广泛的为重铬酸钾
容量法,在此检测过程中的不当操作以
及不同的影响因素会对检测结果造成误
[2]

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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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微生物
细菌

酵母菌

霉菌

放线菌

生物菌肥

1.35

1.79

2.56

0.36

复合肥

0.41

0.92

1.47

0.29

有机肥

0.16

0.76

0.79

0.29

生物菌肥+复合肥

0.15

0.22

1.35

0.24

生物菌肥+有机肥

0.31

0.33

1.03

0.54

复合肥+有机肥

0.71

0.34

1.91

0.21

不施肥对照

0.84

0.27

1.38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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