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 物 学 研 究 2002，Apt．23(2)：129~135 

Zoolo~cal Research 

CN 53·—1040／Q ISSN 0254·—5853 

浦东滩涂中型土壤动物群落结构及土质酸碱度生物评价分析 

柯 欣 ，岳巧云 ，傅荣恕 ，谢荣栋 ，翁朝联 ，杨毅明 ，尹文英 

(1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上海 200032； 

2．山东师范大学 生物系，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1999年，对上海浦东滩涂 4类不同酸碱度土壤中的中型土壤动物进行了调查。应用物种丰富度、个 

体数多度、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4个群落参数，并结合种类研究，讨论了土壤动物群落结构与不同酸碱度土壤 

的关系。结果表明，土壤中弹尾目和蜱螨目对不同酸碱度土壤反应敏感。弹尾目的3个群落参数和蜱螨目的4 

个参数均很好地反映与土壤 pH的关系，相关系数分别在 0．9以上和 0．85左右，在 pH相差较大的情况下、可 

以区分不同酸碱度的土壤：弹尾目的符姚 (Paranura sp．)可用于评价酸碱度较接近的土壤 球角姚 (H~ogas一 

sp．)可用于评价酸碱度相差较大、高pH或环境条件较恶劣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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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oitmesc~atmain 4typesd mil gradieatin acidity‰ investigatedin beach rand  ofE&~tem ‰  a in 

1999．Relatior,s between 50“fauna and soiI acidity w~ere studled by ecr~nunity permneters of species richness，in 

dividuaJ abundance．diversity jnd味 and eventless 1he results ndicated that soil Collqmal：ola and Acanna~vere su．v．epfive 

to sol1 acidity Species richne~ ．diversiW inde~and e ess d C。1I印1b0Ia emmauniw and species richness．individual 

abtmdance．diversiw nd旺 and evenn~ of Acarina~ uniry well reflected soi1 pH．with correlafic~a coefficients being 

tTiore than 0．9 and aro~d 0．85 for Cdlembola and Acarina，respe ctively In mnclusica，these c~ unity permneters ol 

ColMnlx~la and Acarina can dlstlnguish the soils with pH rr矾 different．Pam，l啪 sp (CoLt~ )can be used for n 

dicatingthe soilswith pH closer，Mille F砷 ．一 l 一 sp (C0u邸 a)for asse．~ ent ofthe s0j1 th pH different 

and hi~er∞ under rrr sⅡ candit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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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质量是近年来由于土壤严重退化而提出的 

新概念(Pmadhumt ef a1．，1997)。现今世界各国越来 

越关注土壤退化和可持续性生产力，以及寻求有效 

的补救手段等问题。因而特别需要学者们提出对土 

壤质量评价的新方法和新策略，尤其是建立生物学 

的质量评价体系。土壤动物是土壤的重要组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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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在形成和维持陆地生态系统方面起着极其重要 

的作用。土壤动物、微生物和植物具有不同时空活 

动特点和生物学特性，共同组成复杂的营养网络，促 

进物质能量循环(Torstensclson et a1．，1998)。因此， 

土壤动物的群落结构和多样性反映土壤中食物源和 

生境多样性、环境压力强度和土壤动物对环境的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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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力。近年来国外不少学者从种类、群落(Hamers＆ 

t<xclgh，1997：School ＆ I3o Nielsen，1997；Haimi， 

2000)、生态系(Brussaard，1998；Setara et a1．，2000) 

及生物学(Krogh，1995；Vis~mathan，1997)方面对土 

壤动物评价土壤肥力、结构、养分、酸碱度 、污染等做 

了大量研究，并建立了标准方法 和指标 (Doran＆ 

Jones，1996；Lokke＆C-este[，1998)。同时还对土壤 

动物在土壤酸碱度评价中的作用做了较详尽的综述 

(Rnsek＆Marshall，2OOO) 但有关中型土壤动物与 

土壤pH关系的研究较少 

我国土壤动物种类 、土壤类型和环境条件与其 

他国家有所不同 (尹文英，2000)，且 目前国内尚 

无量化的表征土壤质量的土壤动物指标特征。中型 

土壤动物具备较好的作为指示生物的特征：①密度 

大 (仅跳虫就达 10 ～l0 头／m )、种类多 (仅跳虫 

就已发现约6 000种)；②在各种环境条件的土壤中 

均有发生；③对环境变化敏感；④群落结构呈规律 

性季节变化，年度变化却相对稳定；⑤调查方法简 

单有效。因而我们从中型土壤动物群落和种类分析 

着手，探索土壤动物与土壤质量的关系。土壤酸化 

和盐渍化是土壤退化中最常见、后果最严重的类型 

之一。浦东滩涂不同酸碱度土壤的梯度性变化又是 

多年海水沉积而天然形成的，所以本研究将其作为 

土壤模式地带。 

1 材料与方法 

1．1 采 样 

研究地点为上海浦东滩涂。主要选择 4种不同 

酸碱度土壤类型，距海岸由远而近依次为：黄泥土 

(pH 6．83，有机质 2．53％)、黄夹沙(pH 7．27，有机质 

2．23％)、灰潮土(pH 7．73，有机质2．23％)和盐化土 

(pH 8．82，有机质 1．95％)。黄泥土和黄夹沙为水旱 

轮作田．灰潮土为果园，盐化土为野芦苇。每种土壤 

类型随机选 4个大点，每大点取 5个小点(1m2左右 

范围)取样。每小点面积为 20 an ，取 3层(0～5 

m1．5～10 m1，10～15an)，将每大点的 5小点同层 

样品混合成 1个重复样品待测。 

1．2 土壤动物的收集 

用改进的Tullgren干法将中型土壤动物从土壤 

样品中分离出来。每个土壤动物收集箱包括 36只 

小型土壤筛 (网眼为 1．5iTgn)和 9盏 40w 白炽 

灯。收集时，将土样放人土壤筛的纱阿上，阿下用 

75％的酒精收集土壤动物，白炽灯悬于土壤筛上方 

20 m1处。连续光照 48 h。 

1．3 统计分析 

土壤动物的群落分析采用个体数多度、Shan— 

non多样性指数 (H ) (赵志模和郭依泉，1990)、 

物种丰富度和均匀度 (J) (Pielou，1966)4个群 

落参数 各参数均为每重复样品计算值的平均数； 

差异显著性用平均数的显著性 (t)检验：相关性 

分析用相关系数 (柯欣等，1999)来表达。 
S T T 

：  log2P J=南 
其中：s为物种数，P 为第i种的百分比。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种类、密度和分布 

4类土壤中共出现土壤动物5目29种 耕作层 

(0--15 an)土壤动物密度大小依次为：黄泥土(1．6 

×10 头／m )>黄夹沙(1．3×10 头／九1 )>灰潮土 

(3．8×10 头／m )>盐化土(1×10 头／m2)；出现的 

种类数依次为：黄夹沙(5目20种)>黄泥土(5目17 

种)>灰潮土(3目7种)>盐化土(2目5种)。除盐 

化土外，其余 3类型土壤均为表层(0-5 an)土壤动 

物密度最大，其中又以黄夹沙动物密度为最高。中 

层(5～10Ⅲ1)和底层(10～15 cm)密度大小依次为： 

黄泥土>黄夹沙>灰潮土>盐化土。其中弹尾 目和 

蜱螨目为优势类群。这2类群个体数之和在黄夹沙 

中占总个体数的70％，其余3类土壤中均占90％以 

上。2类群种类之和占总出现种类的百分 比分别 

为：黄泥土 70．6％，黄夹沙 60．0％，灰潮土 85．7％， 

盐化土 80．0％(表 1，图1)。 

2．2 群落分析 

弹尾目的物种丰富度、多样性指数、个体数多 

度和均匀度 4项群落参数均为 ：黄泥土>灰潮土和 

盐化土，黄泥土与黄夹沙之间无显著差异；除黄泥 

土的多样性指数大于盐化土外，黄夹沙、灰潮土和 

盐化土之间在该 4个参数上无显著差异。蜱螨 目的 

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指数均为：黄泥土和黄夹沙> 

灰潮土和盐化土，黄泥土与黄夹沙、灰潮土与盐化 

土之问无显著差异；个体数多度为：黄泥土>黄夹 

沙>灰潮土和盐化土，灰潮土与盐化土之问无显著 

差异；均匀度为：黄泥土>黄夹沙>盐化土，灰潮 

土与黄泥土、黄夹沙与盐化土之间无显著差异 (图 

2) 弹尾目和蜱螨目的4个群落参数与4类土壤 

pH呈负相 关 ．即 ：随着 土壤pH从黄泥土 、黄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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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灰潮土到盐化土依次增大，土壤中弹尾目和蜱 

螨目的物种丰富度、多样性指数、个体数多度和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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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土壤动物在4类土壤中的密度和分布 
Fig．1 Density and distribution of mesofauna in the 4 

types of soil 

u ，SL，GD和sr同表 l(LE，SL，GD and ST see Table 1) 

系数为 0．99。蜱螨 目4个群落参数的绝对值均在 

0．85左右 (表 2)。 

2．3 种类分析 

弹尾目的球角姚 、青浦陷等姚 (Isotomttrtts qin． 

puensis)和符姚为优势种。符姚密度从黄泥土 、黄 

夹沙到灰潮土逐渐降低 ；分布土层深度从黄泥土的 

底层减到黄夹沙中层和灰潮土表层，盐化土分布密 

度为0。球角姚在 4类土壤、3个土层均有发生； 

除盐化土外，其密度在不同土壤类型相差不大。青 

浦陷等姚只发生在黄泥土、黄夹沙和灰潮土的表 

层。依田氏棘姚 (Onychiurus yodai)、棘姚属的另 
一 种和拟裸长角姚 (PseudosineEa sp．)只发生在黄 

泥土，隐姚 (Co?~topygus sp．)、等节姚 (1sotoma 

sp．)和吉圆姚 (Yosiides sp．)发生在黄夹沙，类 

符姚 (Folsomina sp．)发 生 在盐化 土。陷 等姚 

(1sotomurus sp．)发生在黄泥土和黄夹沙 (表 1)。 

黄泥土中的种类和密度在3个土层间从高到低分布 

较均匀；黄夹沙和灰潮土中的种类和密度均为表层 

较高，中、底层较底；盐化土底层只有 2种发生 

(表 1，图 1)。 

蜱螨目的甲螨亚 目密度从黄泥土、黄夹沙到灰 

潮土迅速下降，盐化土中为 0。中气门和前气门亚 

目在4类土壤、3个土壤层均有发生 ，密度从黄泥 

土、黄夹沙到灰潮土呈梯度下降，灰潮土与盐化土 

相似。无气门亚目只在黄泥土中少量发生。甲螨亚 

目密度在黄泥土中高于中气门和前气门亚目，在另 

表2 弹尾目和蜱螨目的群落参数与4类土壤pH值的 

相关系数 

Table 2 Correlation eoemclents for linear telatiolm betw- 

een pH vaIu嚣 ofthe4types of soil and 咖mmun· 

ity paran~ters of Collembola and A∞dna 

3类土壤中均低于中气门和前气门亚 目，或相似。 

甲螨、中气门和前气门亚 目密度均在黄泥土和黄夹 

沙顶层土壤中最大，而在灰潮土和盐化土土层间相 

差不大。光滑菌甲螨 (Scheloribates laevigatus)密 

度在黄泥土中达各种类中的最大值，在黄夹沙中大 

幅度下降，在灰潮土和盐化土中为 0。覆盖头甲螨 

(Tectocep船W velattts)只发生在灰潮土中，盲甲螨 

(Malaconothrus sp．)发生在黄夹沙中，新小奥甲螨 

(Oppiella nom)发生在黄泥土和黄夹沙中 (表 1)。 

双翅 目和同翅 目在灰潮土和盐化土中无分布， 

鞘翅目在盐化土中也无分布。双翅目出现的种类远 

多于鞘翅目和同翅 目 各土壤类型表层种类和密度 

均大于中、底层。黄夹沙中的种类和密度均大于黄 

泥土。双翅 目中除摇蚊外，2种土壤发生的种类均 

不同。摇蚊科密度最大，3个土层均有发生，但在 

黄泥土中土层间相差不大，在黄夹沙中表层远大于 

中、底层。鞘翅目和同翅目都只出现 1个科，均在 

土壤表层 (表 1)。 

3 讨 论 

土壤 DH对小型(Ruess＆Funke，1992)、中型 

(Hagvar，1984)和大型(Clausen．1984；Hecdtor et d ．， 

1998)土壤动物均有很大的影响 土壤 pH对不同土 

壤动物类群及种类影响不同。Satchell(1955)根据对 

pH的忍耐程度将蚯蚓分为耐酸类、耐碱类、耐酸碱 

类。Dmowska(1995)发现某些种类的土壤线虫耐酸， 

而另一些耐碱 研究表明中型土壤动物特别是弹尾 

目与土壤DH总体呈负相关(Addison，1984；Rusek＆ 

Marshall，2000)，本研究与这一结果一致。目前认为 

土壤 pH影响土壤动物的机制主要有 3方面：第 1， 

氢离子的直接毒性作用(Hector，1998)；第 2，环境毒 

物(如重金属和多环芳烃类化合物)(Rundgren＆ 

Nilsson，1997)或某些土壤动物营养元素 (Piearce， 

1972；Maynardeta1．，1995)在不同氢离子浓度介质 

1『⋯ ■————— 霹虿曩 

一 一 一 一 。 

一 ；l̈； 5c 釉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2期 柯 欣等：浦东滩涂中型土壤动物群落结构及土质酸碱度生物评价分析 133 

茎喜 
蓑 

0 

● 弹尾目 Coil embo La 口 蜱螨目 Acatina 

图 2 4类土壤中弹尾目和蜱螨目的种类丰富度、个体数多度、多样陛指数和均匀度 
Fig．2 Species richness，abundance，divesny and e代nne吕s of Collembola aⅡd Acarina in the 4 types of soft 

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误差线为标准误 LE．sL，GD，ST同表 1 

Different smallleuers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 betw~n【} soils t】Ithem Error ba standfor standard— LE，SL．GD．ST see 

Table1 

中溶解度不同，从而对土壤动物产生不 同影响；第 

3，土壤生态系统中真菌(Visser＆Parkinson，1989)、 

原生动物和线虫(H~．wonen et a1．，1994)等的生物量 

受土壤 pH的影响较大 ，它们又是许多土壤动物(如 

大多数中型土壤动物)的主要食物源，从而间接影响 

土壤动物 

浦东滩涂土壤酸碱度的差异与离海水的距离、 

形成耕地的早晚、种植作物时间的长短有关。在本 

研究的4类土壤中，黄泥土离海岸最远，成为耕作 

土壤早，种植作物时间长，土壤pH低；其次是黄 

夹沙；再次是灰潮土；盐化土在海边，pH最高， 

目前尚未改造成耕作土壤。该4类土壤对土壤动物 

有明显的影响，总的趋势是离海较远、形成耕地较 

早、pH较低的土壤，其土壤动物数量和种类均较 

丰富；随着pH的增高，土壤动物趋于贫乏。相反 

地，土壤动物在不同酸碱度土壤中的不同特征可综 

合地反映土壤酸碱度、有机物、养分、土壤结构等 

性质。物种丰富度、个体数多度、Shannon多样性 

指数和均匀度是群落分析中广泛使用的4个参数， 

常作为指数用于环境质量评价。弹尾目的物种丰富 

度、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均随 4粪土壤 pH的增高 

而下降，且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均大于0．9 说明弹 

尾目的这3个参数值能很好地反映不同土壤的酸碱 

度。而弹尾目的个体数多度不及这 3个参数，是由 

于2个食真菌种球角姚和青浦陷等姚在黄夹沙土壤 

表层大量繁殖，使整体密度超过了黄泥土。蜱螨目 

的4个参数值均随4类土壤pH的升高而下降，相 

关系数绝对值均在0．85左右 说明蜱螨目这4个 

参数亦能很好地反映不同土壤的酸碱度。 

从图2看，除弹尾目个体数多度外，弹尾目和 

蜱螨目的所有群落参数均为：黄泥土>黄夹沙>灰 

潮土>盐化土。但对弹尾目和蜱螨目这些参数进行 

5  4  3  2  l 0  2  

罟舌 lJ 一 us 

姐|+毒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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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性检验，均显示黄泥土与黄夹沙、灰潮土与盐 

化土间无显著差异。这就意味着将该 4类土壤分成 

了 2类 ，但黄泥土与黄夹沙、灰潮土与盐化土间是 

有明显区别的。其原因可能有 2个：①采样的数据 

量不够或样点分布不够合理；②这 4个参数的灵敏 

度还不足以区分黄泥土与黄夹沙、灰潮土和盐化土 

间的差异 这也提示进一步研究时应改进采样方 

法、增加更敏感的指标 

符姚既是优势种，又是对 pH变化敏感的种 ， 

可能会成为土质评价中一个有价值的种。但该种在 

盐化土中却没有分布，有可能是对高 pH的耐受性 

较差所致。棘姚属的2个种为土内种，在养分高的 

土壤中大量发生，但在本研究中只少量出现在黄泥 

土中，说明该种是需高养分、不耐脊、耐pH范围 

小的种。拟裸长角姚与棘姚属的2个种有类似特 

性。球角姚、青浦陷等姚和类符姚是抗逆性强的 

种。球角姚在4类土壤 3个土层中均有发生 ，除盐 

化土外，在其余3类土壤间密度相差不大。因此这 

个种可用于评价高 pH和环境条件恶劣的土壤，但 

不能用于区分相差不大的土质 青浦陷等姚只出现 

在土壤表层，抗逆性强，耐脊性可能也强 ，但在盐 

化土中却无分布，可能不耐高 pH。这个种可用于 

对恶劣环境土壤的评价。类符姚只发生在盐化土， 

可能是高pH种。甲螨对 pH的反应敏感。这种敏 

感是由于不同种只能忍耐某段较窄的 pH范围所 

致。因此，利用甲螨评价土质，可以通过某一种的 

出现判断某段pH范围，根据整个类群的群落参数 

判断大范围 pH的变化 中气门和前气门亚目在4 

参考文献 

AddisoaPA，K~nnedyK A，M~ynardD C 1984 Effectsd ∞ gas p∞一 

cessing on a~orest ecosystem inwem—ce“Ⅱ beaalJ J Can For 

S鲫 Inf．Pep ．10：7-65． 

Bruw,aard L 1998．Soll h m，gu_】as，funetim~d~oups and ems~tem 

proce~s[J]  ̂自 s础Ecob~ ，9《1—3)：123—135 

ClausettIH 1984 Note~∞ theimpact air pollution(So2＆ Pb)∞ 

spider(Amneae)p。pL】 ad。ns in North ZeaLand，D即rrm [J]Ent 

Medd~ ，52：33—39 

【h姗 ka E 1995 Inf[uettee of simulated acid rain on ccrnmum6e*0f s 】 

nema~Jdes[J]Acta Zoof．Fenrdca，196：321—323 

IXx'an Jw，Jo A J 1996 M出划sh 埠 1ql i [M] I晰 
York：S翳A．1—409 

H 壮S 1984础 ec协dlin-ringand artil'icial acidmitt∞ Col~~da arid 

R彻 【J J Pedob~0g／a，27：341—354 

j 20o0 D∞∞】p(钟r attJiB~ and bloremediafon soils[J]Emd— 

romaeraal ，1o7(2)：233—238 

H阴肥俗T，K嘶 P H 1997 Pmdmr~prey relatiotxships in a r~o-specles 

类土壤 3个土层中均发生，密度随 pH升高而下 

降，但不如 甲螨敏感。因此这 2个亚 目可用在对 

pH相差较大、高 pH的土壤进行评价，双翅 目、 

鞘翅目和同翅目在灰潮土和盐化土中几乎无分布， 

说明这3个类群不耐高pH。它们在发生的种类和 

数量上远少于弹尾目和蜱螨目，但在土质评价中仍 

可作为参考。 

4 结 论 

弹尾目和蜱螨目对不同酸碱度土壤的反应是敏 

感的。在pH 6．83以上的土壤中，该2类群的种类 

和数量均随土壤 pH的增高而下降。其物种丰富 

度、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均能很好地反映土壤动物 

与土壤pH的关系，相关性显著。在pH相差较大 

的情况下，可用于区分不同酸碱度的土壤。这些群 

落参数可以进一步凝练成生物评价指数 

弹尾目的符姚发生量大、对土壤 pH反应敏 

感，球角姚发生量亦大，耐土壤 pH的范围宽，可 

耐高pH。因此，应对这 2种做进一步考察和室内 

生物学研究，使其成为能够表征土壤酸碱度和评价 

土壤质量的指示生物。其中，符姚用于评价酸碱度 

较接近的土壤，球角姚则用于评价酸碱度相差较 

大、高 pH和环境条件较恶劣的土壤。 

致谢 ：上海浦东新区农业科技推广中心土壤肥 

料站徐意章、黄建叉高级农艺师和陆建忠农艺师提 

供有关土壤历史资料并配台采集土样，特致谢意 

toxicitytest svstem[J]Ec~ '6Cagy andE~'mwcameental＆协 ．37： 

203—212． 

Hecloc A C，I~ IDJs P．D~niel B l998 Dist~budon 朗 ㈣ ~dong a 

sharp idmc ∞ ~dient[J]R出 职硇，42：88—95 

Syvol3ell R，Anti． san S，aⅫ + M 1994 Effects。f】Ⅱ cIds and 

endL',~'aeids Otl nam rnd es1nlimed and um nd c咖  n hu— 

mus[J] Fea,~鼢 ，17：201—205 

KeX ，Zh幻 LJ，Ⅵnw Y 1999 Succession ln ct／m~ ides。f蛐l an1， 

n-Ms dm5T塔 leaflitter deⅡn帅 n L∞ in Cyclobalawgpsisgl,z~a f 一 

[J]Zoo／ Res，2O(3)：207—213 柯 欣，赵立军 ，尹文英 

1999青冈#土壤动物群落结构在落叶分解过程中的演替变 

化．动物学研究，20(3)：207—213] 

Y,r~aPH 1995 Eff ects of pesticides∞ the reprcductkm H~Poaspis 

a,wlmfer(( sIda：L~ekapidae)in e hbomtcry[J] Am Zod 

Fera~'a，196：333—337 

l~kkBH．Ge5 CA M ㈣ 1998 Hatad Bookd SoilInane,atebrateTa~dci． 

ty 1 出 MJ 0 che5t ：Wiley 1—218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2期 柯 欣等：浦东滩涂中型土壤动物群蔼结构及土质酸碱度生物评竹分析 

Ma,vn~ D G．Stadt J J，Mal Let K L 1995 App~Mix to su Lfur impacts on 

forest health in 一centra L Alberta[J]Can For Sero 埘  

．334 

tNndhumt C．D。ube B N，Gupta V V S R 1997 Biological lndicators d 

Soi1 Heahh[M]LD̈如1：CAB Intern~dcaa L 1—451 
Pie啦 e T G 1972 d telerant and ubiquitous I』m-J：nicidae ln selected 

habitats in t~0rthWalws[J]J Ecd ．41：317～410 
Pie Lcu E C 1966 The m朗sm T1en1 of divers由 in different s of bio— 

Lcgica[ 1edl咖 』 The0r 两 ．，13：131—144 

Ru L Funke W 1992 Ett'~e,of e~ erlmenta【aci tlcatic~l叽 n邯  ． 

tnde popu Lafioas in soil cdmces[J]R ‰f ，36：231 239 

R 柚 S，Nilsson P．1997 Sl】ble吐La【dfeet8 d a Luminim  on earth 

werwsin acid so／J：the usefulness Dm击n舟 <Sav )in 

a】abcramrytest s~tem[J]Pedob4ologla，41：417—436 

Rnsek J．Marshal1VG 2000 [mpoc~ airborne pollutants∞ soi1fauna 

J]AzenaeagRmhIl EcdoSD'and8 m ，31：395 423 

Satchell J E 1955 一 拈pec拓 eanl 删 ecology【A J In：Kevan D 

K Sol【Zoot~ ,[M J bmdc~l：Burtert~rihs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l80 
一 l99 

Schoof R A．13o Nie／sea~J 1997 Evaluatic*a of n s for assessing the 

era【bioavaJlability ofinorganicmercuryln soi】_J J sk b ．17 

(5)：545—555 

目 H，Hj a J． Jm．Pietiki~inertA 2[岫0 S soil愀 e 鼯 

in nc~aem f~rest Lbm 眦 n《 t praclic~ a ducat J J Forest 

Ecdogy andMTmzgement，133(1 2)：5—11 

Ttxst~ L， _I M，Stenberg B l998+Soi L qua L ssr【1 【 culri 

dland requires a stratng~[3]AMBK)．27(1 ：28 30 
Ⅵsser S．parkirc~an D 1989 [V~cmbia【respiration and bimtass of a lcdge- 

pole plne g『衄d acidified w den~tM sulphttr[J J(7an J 凡r 

Res ，l9：955 961 

Viswanathaa R 1997 Ph
．

~iologica【hasis in the [n of ecocxxicity 

d pesficidesto蝴 l organisms【J J Chef．sphere，35(1—2)：323— 

334 

YinW Y 2000．Sod AnimalsinOainalMj BeiJing：Science Press 1 

339[尹文英 2009中国土壤动物 北京：科学出版杜 1—339] 

2h自oZM，GuoYQ 1990 Pri~cip【雌andMethods ofCorrjnum~'EeolcKv 

[M C1~ qlng：Pubfishing nouNe of Sciendfic and Technical Dec 

tmaentafic~，0吣 吨 Branch 200—203[赵志摸．郭依泉 1990 

群落生态学原理与方法 重庆：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分杜 

2110—203 j 

(上接第 112页) 

2 结 果 

捕捉和环志鸟类总计 233只，约 33种 (表 1) 

这次环志以小型雀类为主，特别是莺亚科(Sylviinae) 

和鸫亚科(Turdinae)的种类比较多见。其中的新疆 

歌鸲(Luscinia印．)等属于国内首次环志种类，新环 

志种类约有 l7种之多，占环志种数的53％。 

3 讨 论 

据统计，新疆有野生鸟类422种，至少有68％的 

种类属于候鸟(马鸣，2001) 然而，对于这些候鸟的 

迁徙方向和飞行路线始终存在争议。已经提出的观 

点有3种：①北南路线——迁往印度沿海地区越冬； 

②偏西路线——在欧洲南部、地中海或非洲越冬；③ 

偏东路线——在东南亚或澳大利亚越冬。野外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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