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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重金属的毒性系数（ Ｔｈｅ Ｔｏｘ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ＴＦ） 是评价重金属潜在生态风险指数（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ｉｎｄｅｘ， ＲＩ） 的关键参数。
为了探究基于 Ｈａｋａｎｓｏｎ 提出的 ＴＦ 值是否适用于重金属对土壤微生物的生态风险评估，以 ＴＦ 值为 ５ 和 ３０ 的铅（ Ｐｂ） 和镉（ Ｃｄ）

构建土壤微宇宙试验，构建不同的 ＲＩ 水平（１００、２００ 和 ４００） ，通过 Ｂｉｏｌｏｇ⁃ＥＣＯ 板和高通量测序技术分析了 Ｐｂ 和 Ｃｄ 分别对细菌
功能多样性及群落结构的影响。 结果表明，对照处理（ ＣＫ） 的细菌丰度、功能多样性（ Ｓｈａｎｎｏｎ 指数，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和 ＭｃＩｎｔｏｓｈ 指
数） 和基因多样性（ ＡＣＥ 和 Ｃｈａｏ１ 指数） 均大于 Ｐｂ、Ｃｄ 污染的土壤，随着 ＲＩ 水平的升高，Ｐｂ 和 Ｃｄ 污染土壤中细菌的丰度、功能
多样性（ Ｓｈａｎｎｏｎ 指数和 ＭｃＩｎｔｏｓｈ 指数） 和基因多样性（ Ｃｈａｏ１ 指数和 ＡＣＥ 指数） 呈下降趋势。 相同 ＲＩ 水平下，Ｐｂ 污染土壤中
细菌群落的丰度、平均颜色变化率（ ＡＷＣＤ） 、功能多样性指数、ＯＴＵｓ 数和基因多样性指数均显著大于 Ｃｄ 污染（ Ｐ＜０．０５） ；６ 大类
碳源利用率及主成分（ ＰＣＡ） 分析表明，Ｐｂ 污染土壤中细菌对糖类和羧酸的利用率均显著大于 Ｃｄ 污染（ Ｐ＜０．０５） ，在不同 ＲＩ 水
平和重金属比例下，碳源利用模式而有所不同。 同一 ＲＩ 水平下，相对于 Ｐｂ 污染，Ｃｄ 污染土壤中变形菌门的相对丰度较为丰
富，而绿弯菌门的相对丰度稀少；Ｐｂ 和 Ｃｄ 污染土壤中慢生根瘤菌属、鞘脂单胞菌属、链霉菌属和 ｎｏｒａｎｋ＿ｆ＿＿Ｒｏｓｅｉｆｌｅｘａｃｅａｅ 等不
同属细菌相对丰度表现出差异性。 上述结果表明 Ｈａｋａｎｓｏｎ 提出的 ＴＦ 值并不适用于评估重金属 Ｐｂ 和 Ｃｄ 对土壤微生物的潜在
生态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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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ｉｎｄｅｘ； ｔｈｅ ｔｏｘ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 ｌｅａｄ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ｃａｄｍｉｕｍ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在 ２０１４ 年的全国土壤污染调查报告中显示，重金属 Ｃｄ、Ｐｂ 严重超标 ［１］ 。 Ｃｄ 以移动性大、毒性高、污染面

积大被称为“ 五毒之首” ，并且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第一类致癌物 ［２］ 。 Ｐｂ 可通过空气、水、土壤和食物等
多种途径进入人体，严重影响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肾脏和血压 ［３］ 。 为了评估 Ｐｂ、Ｃｄ 对生物的生态风险，必
须建立一套生态有效的指标体系，从而准确量化重金属在环境污染治理中的毒性 ［４］ 。 瑞典科学家 Ｈａｋａｎｓｏｎ

提出的潜在生态危害指数法（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ｃｋ Ｉｎｄｅｘ，ＲＩ） ［５］ 是目前最常用的评价重金属污染程度
的方法之一，它可以用来表征生态系统所面临的由多种重金属引起的整体生态风险。 因此，被广泛应用在生
物毒理学、环境化学和生态学等多个研究领域 ［６］ 。

毒性系数（ Ｔｈｅ Ｔｏｘ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ＴＦ） 作为 ＲＩ 中的关键参数，是 Ｈａｋａｎｓｏｎ 利用工业化前火成岩、土壤、淡水和

陆生动植物中重金属的浓度所建立。 但由于微生物中重金属浓度难以获取，Ｈａｋａｎｓｏｎ 并没有将其考虑其中。
微生物作为土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分解有机质、养分循环和改变养分对植物的可利用性方面发挥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 ［７］ 。 许多研究表明土壤中 Ｃｄ 和 Ｐｂ 含量达到一定浓度时，会导致微生物群落的变异性增大，降低群
落稳定性 ［８⁃ ９］ 。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等 ［１０］ 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土壤 Ｐｂ 浓度升高疣微菌门的丰度降低，Ｌｉ 等 ［１１］ 研究结果
表明硫杆菌属、Ｂｅｌｌｉｌｉｎｅａ 和 Ｇｐ１６ 与土壤 Ｃｄ 含量呈显著正相关，而 Ｌｏｎｇｉｌｉｎｅａ、Ｇｐ２ 和 Ｇｐ４ 呈显著负相关。 并
且在 Ｐｂ 和 Ｃｄ 复合污染下细菌丰富度和多样性均显著低于未污染土壤 ［１２］ 。 因此，探究 Ｐｂ、Ｃｄ 的 ＴＦ 值是否
适用于评估重金属对微生物的生态风险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在相同生态风险水平下设计 Ｐｂ 污染和 Ｃｄ 污染，构建微宇宙实验，利用 Ｂｉｏｌｏｇ⁃ＥＣＯ 板和高通量测

序技术分析 Ｐｂ 和 Ｃｄ 对微生物功能多样性和群落结构的影响，对比两者之间的差异性，探究 Ｐｂ 和 Ｃｄ 的 ＴＦ
值是否适用于评估重金属污染微生物的潜在生态风险，为重金属生态风险评价提供新的科学依据。
１
１．１

材料与方法
样品采集及理化性质的测定
土壤样品采集地位于山西省天龙山自然保护区的一处油松林（３７°４２′Ｎ，１１２°２７′Ｅ） ，清除表面覆盖物，采

集 ０—１０ ｃｍ 处表层土壤，类型为褐土。 土壤去除根系、枯落物，过 ２ ｍｍ 筛后分为两份，一份用于微宇宙实验，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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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自然风干后用于理化性质的测定。 土壤总氮（ ＴＮ） 、总碳（ ＴＣ） 和总硫（ ＴＳ） 由元素分析仪（ ｖａｒｉｏ ｍａｃｒｏ

ｃｕｂ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 Ｇｅｒｍａｎｙ） 测定，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ＩＣＰ⁃ＭＳ， Ｔｈｅｒｍｏ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ｌ， Ｘ７ 系列） 测定砷
（ Ａｓ） 、镉（ Ｃｄ） 、铬（ Ｃｒ） 、铜（ Ｃｕ） 、镍（ Ｎｉ） 、铅（ Ｐｂ） 和锌（ Ｚｎ） 的浓度（ 表 １） 。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Ｎ ／
（ｇ ／ ｋｇ）
７９．４３

ＴＣ ／
（ｇ ／ ｋｇ）
１４．４７

ＴＳ ／
（ｇ ／ ｋｇ）
０．３２

Ａｓ ／
（ｍｇ ／ ｋｇ）

土壤理化性质

Ｓｏｉｌ 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Ｃｄ ／
（ｍｇ ／ ｋｇ）

２６．１１

Ｃｒ ／
（ｍｇ ／ ｋｇ）

０．０７

１０２．７９

ＴＮ：总氮 Ｔｏｔ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ＴＣ：总碳 Ｔｏｔ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ＴＳ：总硫 Ｔｏｔａｌ Ｓｕｌｐｈｕｒ

１．２

Ｃｕ ／
（ｍｇ ／ ｋｇ）
４２．２６

Ｎｉ ／
（ｍｇ ／ ｋｇ）
３６．７９

Ｐｂ ／
（ｍｇ ／ ｋｇ）
２８．８１

Ｚｎ ／
（ｍｇ ／ ｋｇ）
９７．７４

潜在生态危害指数法（ ＲＩ）
潜在生态危害指数法（ ＲＩ） 的计算公式：
ＲＩ ＝

ｎ

∑
ｉ

Ｅ ＝
ｉ
ｒ

ｎ

çＴ
∑
ｉ

æ
è

ｉ
ｒ

×

ｃ ｉＤ ö
÷

ｃ ｉＲ ø

式中， ｃ ｉＤ 和 ｃ ｉＲ 分别表示重金属 ｉ 在测定样品中的浓度及其背景参考值（ ｍｇ ／ ｋｇ） 。 Ｔ ｉｒ 表示重金属 ｉ 的毒性系数，
反映重金属的毒性强度，根据 Ｈａｋａｎｓｏｎ（１９８０） ［５］ 估算，各重金属的毒性系数分别为 Ｚｎ ＝ １ ＜Ｃｒ ＝ ２ ＜Ｃｕ ＝ Ｐｂ ＝

Ｎｉ ＝ ５＜Ａｓ ＝ １０＜Ｃｄ ＝ ３０。 Ｅ ｉｒ 表示重金属 ｉ 的潜在生态风险系数。 潜在生态危害指数（ ＲＩ） 描述某一点多个污染
物潜在生态危害系数的综合值可分为 ４ 个等级 ［１３］ ，分别为轻微（ ＲＩ ＜ １５０） 、中等（ １５０≤ＲＩ ＜ ３００） 、强（ ３００≤
ＲＩ＜６００） 和很强（ ＲＩ≥６００） 。

１．３

微宇宙实验

微宇宙实验的建立：称取相当于 ４０ ｇ 干重的土壤置于 １５０ ｍＬ 的培养杯中，以原始土壤中的重金属含量

为背景值，根据上述的潜在生态危害指数（ ＲＩ） ，通过向培养杯中添加不同浓度的 Ｐｂ （ ＣＨ ３ ＣＯＯ） ２ 和 ＣｄＣｌ ２ ， 获

得强（ Ｈ， ＲＩ ＝ ４００） 、中等（ Ｍ， ＲＩ ＝ ２００） 和轻微（ Ｌ， ＲＩ ＝ １００）３ 种生态风险水平，原始土壤作为空白对照（ ＣＫ） ，
分别记作 Ｈ⁃Ｐｂ、Ｈ⁃Ｃｄ、Ｍ⁃Ｐｂ、Ｍ⁃Ｃｄ、Ｌ⁃Ｐｂ、Ｌ⁃Ｃｄ 和 ＣＫ，各 ３ 个重复。 土壤样品中 Ｐｂ 和 Ｃｄ 的含量及生态风险
如表 ２ 所示，由于 Ｐｂ 和 Ｃｄ 的毒性系数分别为 ５ 和 ３０，所以 ＣＫ 的 ＲＩ 水平为 ３５。 调节土壤样品的充水孔隙度
（ ＷＦＰＳ） 为 ６０％，置于恒温培养箱中 ２５℃ 黑暗条件下培养，每 ２ ｄ 打开一次保证其有氧条件，４５ ｄ 后破坏性取
样进行后续分析。

表２
Ｔａｂｌｅ ２

微宇宙培养土壤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ｍｉｃｒｏｃｏｓｍ

ＲＩ 水平
ＲＩ ｌｅｖｅｌ

样品
Ｓｉｍｐｌｅ

生态风险系数
Ｔｈｅ ｔｏｘ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

ＲＩ ＝ １００

Ｌ⁃Ｐｂ

Ｐｂ（７０） ／ Ｃｄ（３０）

ＣＫ

ＲＩ ＝ ２００
ＲＩ ＝ ４００

ＣＫ

Ｌ⁃Ｃｄ

Ｍ⁃Ｐｂ

Ｍ⁃Ｃｄ
Ｈ⁃Ｐｂ

Ｈ⁃Ｃｄ

Ｐｂ ／ Ｃｄ 含量 ／ （ ｍｇ ／ ｋ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Ｐｂ ／ Ｃｄ

Ｐｂ（５） ／ Ｃｄ（３０）

２８．８１ ／ ０．０７

Ｐｂ（５） ／ Ｃｄ（９５）

２８．８１ ／ ０．２１

Ｐｂ（１７０） ／ Ｃｄ（３０）
Ｐｂ（５） ／ Ｃｄ（１９５）

Ｐｂ（３７０） ／ Ｃｄ（３０）
Ｐｂ（５） ／ Ｃｄ（３９５）

４０３．３４ ／ ０．０７
９７９．５４ ／ ０．０７
２８．８１ ／ ０．４４

２１３１．９４ ／ ０．０７
２８．８１ ／ ０．８８

ＲＩ：潜在生态风险指数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ｉｎｄｅｘ；ＣＫ：空白对照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ｈｅｃｋ；Ｌ：轻微生态风险水平 Ｌｏｗ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ｌｅｖｅｌ；Ｍ：中等生态

风险水平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ｌｅｖｅｌ；Ｈ：强生态风险水平 Ｈｉｇｈ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ｌｅｖｅｌ；Ｐｂ：Ｐｂ 处理 Ｌｅａ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ｄ：Ｃｄ 处理 Ｃａｄｍｉｕｍ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１．４

土壤微生物功能多样性的测定
利用 Ｂｉｏｌｏｇ⁃ＥＣＯ 板对微生物群落功能多样性进行分析。 称取相当于 ５ ｇ 干重的土壤置于三角瓶中，加入

４５ ｍＬ 无菌 ０．９％ ＮａＣｌ 溶液，振荡 ３０ ｍｉｎ（ 转速 ２００ ｒ ／ ｍｉｎ） 后，静置 ３０ ｍｉｎ 后吸取土壤样品上清液并稀释到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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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Ｐｂ 和 Ｃｄ 对森林土壤细菌功能多样性及群落结构的影响

８４７５

０．１％，再用 ８ 通道加样器将稀释液接种到 Ｂｉｏｌｏｇ⁃ＥＣＯ 生态测试板上，接种量为 １５０ μＬ，每样 １ 板，每板 ３ 个重
复。 将接种好的测试板加盖，在 ２５℃ 下连续培养 １０ ｄ，每隔 ２４ ｈ 用 Ｉｎｆｉｎｉｔｅ ２００ ＰＲＯ（ ＴＥＣＡＮ， Ｓｗｅｄｅｎ） 在 ５９０

ｎｍ 下测定其吸光度。 土壤细菌群落利用碳源的整体能力用平均颜色变化率（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ｗｅｌｌ ｃｏｌ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ＷＣＤ） 表示，选择细菌群落生长平台初期的 ＡＷＣＤ 值进行碳源利用功能多样性分析，土壤细菌群落功能多
样性指数分析采用 Ｓｈａｎｎｏｎ 指数（ Ｈ）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 Ｄ） 和 ＭｃＩｎｔｏｓｈ 指数（ Ｕ） ，ＡＷＣＤ 值和指数的计算公式详
见文献 ［１４］ 。

Ｂｉｏｌｏｇ⁃ＥＣＯ 平板技术测定的群落功能多样性指数是利用不同种类的微生物对碳源的利用能力不同而产

生的不同碳源利用模式来表征微生物群落差异。 其中，Ｓｈａｎｎｏｎ 指数（ Ｈ） 可以表征土壤中细菌群落丰富度，
ＭｃＩｎｔａｓｈ 指数（ Ｕ） 则可反映土壤中细菌群落均匀度，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 Ｄ） 可以评估土壤中细菌群落优势度（ 指数
越高，微生物多样性越低） ，以上 ３ 种指数表征细菌群落的功能多样性。

１．５

ＤＮＡ 提取、定量 ＰＣＲ 及高通量测序

使用 Ｕｌｔｒａ⁃ｃｌｅａｎ ＴＭ 土壤 ＤＮＡ 分离试剂盒（ ＭｏＢｉｏ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ＵＳＡ） 从 ０．２５ ｇ 土壤中提取各生态风险水平下

土壤的 ＤＮＡ。 通过定量 ＰＣＲ 测定土壤细菌丰度，引物为 ３３８Ｆ（ ５′⁃ＡＣＴＣＣＴＡＣＧＡＧＧＡＧＣＡ⁃ ３′） 和 ５３４Ｒ（ ５′⁃
ＴＴＡＣＣＧＣＧＧＣＴＧＣＴＧＧＣＡＣ⁃ ３′） ，反应体系为 ２０ μＬ：７．６ μＬ ｄｄＨ ２ Ｏ，１０ μＬ ＳＹＢＲ Ｐｒｅｍｉｘ Ｅｘ ＴａｑＴＭ Ⅱ，２．０
μＬ 样本 ＤＮＡ，条件为： ９５℃ 变性 １０ ｍｉｎ， ９５℃ 变性 ３０ ｓ，５３℃ 退火 ４５ ｓ，７２℃ 延伸 ９０ ｓ，３５ 个循环。

采用 ３３８Ｆ （ ５′⁃ＡＣＴＣＣＴＡＣＧＧＧＡＧＧＣＡＧＣＡＧ⁃ ３′） 和 ８０６Ｒ （ ５′⁃ＧＧＡＣＴＡＣＨＶＧＧＧＴＷ⁃ＴＣＴＡＡＴ⁃ ３′） 引 物 对

１６Ｓ ｒＲＮＡ 基因的 Ｖ３—Ｖ４ 可变区域进行 ＰＣＲ 扩增。 扩增体系为 ２０ μＬ，扩增条件为：９５ ℃ 预变性 ３ ｍｉｎ，循环
条件为：９５℃ 变性 ３０ ｓ，５３℃ 退火 ３０ ｓ，７２℃ 延伸 ４５ ｓ，２９ 个循环，７２℃ 终延伸 １０ ｍｉｎ。 扩增产物纯化并利用
ＮａｎｏＤｒｏｐ ２０００ 测定 ＤＮＡ 纯度和浓度。 在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 公司的 ＭｉＳｅｑ ＰＥ３００ 平台上进行测序。

１．６

生信分析

首先使用 ｆａｓｔｐ 软件对原始测序序列进行质控，过滤去除低质量序列。 使用 Ｕｐａｒｓｅ 软件根据 ９７％的相似

度对序列进行 ＯＴＵｓ 聚类，在聚类过程中去除嵌合体。 在 Ｓｉｌｖａ １６Ｓ ｒＲＮＡ 数据库（ ｖ１３８） 中对基因序列进行比
对，采用 ＲＤＰ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 方法（ 置信阈值为 ０．７） 对每条序列进行物种分类注释，得到的 ＯＵＴｓ 数据按最小样本序

列数抽平进行后续统计分析。 通过计算获得每个土壤样品中细菌群落的基因多样性指 数 （ ＡＣＥ、 Ｃｈａｏ１、
Ｓｈａｎｎｏｎ） 与上述 的 功 能 多 样 性 指 数 不 同， 此 处 的 多 样 性 指 数 是 指 基 于 分 类 学 的 多 样 性 指 标 （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这些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群落或生态系统的某些特性，其中，Ｃｈａｏ１ 和 ＡＣＥ 指数反应细菌群落
的丰富度，指数越大，群落的丰富度越高；Ｓｈａｎｎｏｎ 指数综合反应细菌群落的丰富度和均匀度，指数越大，群落
的多样性越高。 高通量测序和生信分析在美吉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 完成。
１．７

数据分析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 比较相同生态风险水平下土壤的细菌丰度、孔平均颜色变化率

（ ＡＷＣＤ） 、碳源代谢强度、功能多样性指数和基因多样性指数的差异。 采用主成分分析（ ＰＣＡ） 对土壤细菌群
落 ３１ 种碳源的 ＡＷＣＤ 值进行分析。 数据通过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３ 和 ＳＰＳＳ ２４． ０ 进行处理和分析， 作图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８、Ｒ ３．５．１ 及 Ｃａｎｏｃｏ ５ 等完成。
２
２．１

结果与分析
土壤细菌丰度的差异
本研究采用定量 ＰＣＲ 来定量所有土壤样品中细菌群落的 ＤＮＡ 拷贝数，用其表征土壤样品中的细菌丰度

（ 图 １） 。 随着 ＲＩ 水平的升高，细菌丰度呈下降的趋势，ＣＫ 为最大值（３．７９ × １０ ９ ） 拷贝数 ／ ｇ 干土。 在相同的 ＲＩ
水平下，Ｐｂ 污染土壤的细菌丰度均显著大于 Ｃｄ 污染（ Ｐ＜０．０５） 。

２．２

土壤细菌碳源利用的差异性

ＡＷＣＤ 值可以判断土壤中细菌群落对碳源的利用能力，是细菌功能性的一项重要指标。 随时间的变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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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处理土壤样品的 ＡＷＣＤ 值逐渐增加，在第 １６８ ｈ 时
各样品的 ＡＷＣＤ 值基本达到平台期，因此采用第 １６８ ｈ

的 ＡＷＣＤ 值进行分析（ 图 ２） 。 ３ 种生态风险水平下土
壤样品的 ＡＷＣＤ 值均小于 ＣＫ，且随着 ＲＩ 水平的升高
而降低（ 图 ３） 。 表明重金属污染会对细菌群落的碳源
利用率造成不利的影响。 在相同 ＲＩ 水平下，不同重金
属处理之间的 ＡＷＣＤ 值也表现出显著差异，无论是轻
微、中等还是强风险水平下，Ｐｂ 污染土壤样品的 ＡＷＣＤ
值均显著大于 Ｃｄ 污染（ Ｐ＜０．０５） （ 图 ３） 。

功能多样性指数可以反映土壤细菌群落利用碳源

类型的差异性。 与 ＡＷＣＤ 值相似，在所有处理中，ＣＫ

的功能多样性指数均为最大（ 图 ４） ，表明 ＣＫ 土壤细菌
种类最多、分布较均匀且对碳源利用程度最高。 对比相
同 ＲＩ 水平下的 Ｐｂ 污染和 Ｃｄ 污染我们发现，功能多样
性指数 Ｓｈａｎｎｏｎ 指数和 ＭｃＩｎｔａｓｈ 指数均存在显著差异
（ Ｐ＜０．０５） ，Ｐｂ 处理显著高于 Ｃｄ 处理（ Ｐ ＜ ０．０５） 。 而对

图１
Ｆｉｇ．１

不同处理下的细菌丰度

Ｔｈｅ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不同的小写字母表示有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 ；Ｌ：轻微生态风险水平

Ｌｏｗ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ｌｅｖｅｌ；Ｍ：中等生态风险水平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ｌｅｖｅｌ；Ｈ：强生态风险水平 Ｈｉｇｈ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ｌｅｖｅｌ

于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则无显著差异，表明相同 ＲＩ 水平下不
同重金属处理对土壤细菌群落中的优势种影响不大。

图２
Ｆｉｇ．２

不同处理下细菌培养过程中平均颜色变化率（ ＡＷＣＤ）

ＡＷＣ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图３
Ｆｉｇ．３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１６８ｈ 平均颜色变化率（ ＡＷＣＤ）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ｃｏｌｏｒ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 ＡＷＣＤ） ａｔ １６８ｈ

为了更全面的了解不同处理之间细菌对碳源利用率的差异性，将 ３１ 种碳源分为 ６ 类（ 糖类、羧酸、氨基

酸、酯类、醇类和胺类） 进行分析比较（ 图 ５） 。 所有土壤样品对糖类和羧酸的利用率较高。 与 ＣＫ 相比，重金
属污染土壤样品对 ６ 类碳源的利用率均小于 ＣＫ。 在 ３ 种相同 ＲＩ 水平下，Ｐｂ 污染对糖类和羧酸的利用强度
均显著大于 Ｃｄ 污染（ Ｐ＜０．０５） ，而对其余 ４ 类碳源的利用强度无明显差异。

２．３

土壤细菌群落代谢功能分析

应用主成分分析，在 ３１ 个碳源中共提取 ７ 个主成分因子（ 表 ３） ，累积贡献率达到 ９２．２７％，从中选取累积

贡献率达到 ４９．４０％的前两个主成分 ＰＣ１ 和 ＰＣ２（ 特征根分别为 ９．２０ 和 ６．１１） 来分析细菌群落功能的综合差
异和相似状况。 如图 ６ 所示，不同处理在 ＰＣ 轴出现了明显的分异，在相同 ＲＩ 水平下 Ｐｂ 污染和 Ｃｄ 污染各为
一类，可见 ＰＣ１ 和 ＰＣ２ 能区分不同处理细菌微生物的群落特征。

考虑到各个主成分反应的变异问题，本研究进一步计算了 ＰＣ１ 与 ＰＣ２ 的综合得分（ 表 ４） 。 ＣＫ 与其余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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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Ｆｉｇ．４

不同处理下细菌的功能多样性指数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ｏｆ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图５
Ｆｉｇ．５

８４７７

不同处理下细菌群落的碳源代谢强度

Ｔｈ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ＲＩ： 潜在生态风险指数

品在 ＰＣ１ 和 ＰＣ２ 上得分系数均表现出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 。 在相同 ＲＩ 水平下，Ｐｂ 污染和 Ｃｄ 污染在 ＰＣ１ 轴
上得分系数均表现出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 。 在 ＰＣ２ 轴上，只有强危害水平下的 Ｐｂ 污染和 Ｃｄ 污染之间表现出
差异性（ Ｐ＜０．０５） 。 从第一主成分和第二主成分的综合得分来看，不同处理间均有显著性差异（ Ｐ＜０．０５） 。 表
明不同处理土壤样品中细菌群落具有不同的碳源利用模式。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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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主成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ＰＣ）

特征根
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ｓ

方差贡献率 ／ ％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累计贡献率 ／ ％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ＰＣ２

６．１１

１９．７１

４９．４０

ＰＣ１

９．２０

ＰＣ３

４．３２

ＰＣ４

Ｌ⁃Ｐｂ

８７．９３

４．３０

９２．２３

不同处理下主成分得分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ｓｃｏｒ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第一主成分
ＰＣ１

第二主成分
ＰＣ２

５．１±０．３７ａ

３．５０±０．２０ｂ

综合主成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０．５２±０．８０ｂ

３．０４±０．１７ａ

０．１８±０．０２ｂｃ

２．０１±０．１８ｂ

Ｌ⁃Ｃｄ

－３．５９±０．３２ｅ

－０．９１±０．０７ｃ

－２．３９±０．２６ｇ

Ｍ⁃Ｃｄ

－０．４１±０．０１ｃ

－１．６３±０．５３ｃ

－１．２７±０．２３ｅ

Ｍ⁃Ｐｂ
Ｈ⁃Ｐｂ

Ｈ⁃Ｃｄ

－２．２４±０．６４ｄ
－１．９９±０．２１ｄ
－０．１５±０．１７ｃ

－１．４６±０．２９ｃ

－１．８９±０．２５ｆ

５．３８±０．３９ａ

１．３２±０．２９ｃ

－４．０２±０．５１ｄ

－１．０１±０．１６ｄ

平均值±标准差（ ｎ ＝ ３） ，不同的小写字母表示有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

２．４

８２．４２

５．５１

１．３３
表４

ＣＫ

７３．４９

８．９３

１．７１

ＰＣ７

６３．３４

１０．１５

２．７７

ＰＣ６

２９．６９

１３．９５

３．１４

ＰＣ５

样品
Ｓｉｍｐｌｅ

２９．６９

土壤细菌群落多样性及群落结构
对所有土壤样品的 １６ｓ ｒＤＮＡ Ｖ３—Ｖ４ 可变区域测

序，每个样品得到 ２９９７４ 个序列，以 ９７％相似度划分，得
到 ４３０８ 个 ＯＴＵｓ，共 ３０ 个门，８５ 个纲，２３０ 个目，３８３ 个
科，６４１ 个属和 １４１７ 个种。

通过 Ｖｅｎｎ 图 可 以 直 观 地 表 现 不 同 土 壤 样 品 中

ＯＴＵｓ 数目组成的相似性及重叠情况（ 图 ７） 。 在 ＲＩ ＝

１００ 时， ＯＴＵｓ 数 量 为 Ｌ⁃Ｐｂ （ ２５２７ ） ＞ ＣＫ （ ２４９７ ） ＞ Ｌ⁃Ｃｄ

（１３５６） ； ＲＩ ＝ ２００ 时， ＣＫ （ ２４７９） ＞ Ｍ⁃Ｐｂ （ ２４８６） ＞ Ｍ⁃Ｃｄ
（１７１１） ； ＲＩ ＝ ４００ 时， ＣＫ （ ２４７９） ＞ Ｈ⁃Ｐｂ （ １８９５） ＞ Ｈ⁃Ｃｄ

（１４９６） 。 除了在 ＲＩ ＝ １００ 时， Ｌ⁃Ｐｂ 的 ＯＵＴｓ 数量大于
ＣＫ，其他 ＲＩ 水平下 ＣＫ 的 ＯＵＴｓ 数均为最大，在所有 ＲＩ

水平下 Ｐｂ 污染的 ＯＵＴｓ 数量均大于 Ｃｄ 污染。 同时，图

８ 的基因多样性指数 ＡＣＥ 指数和 Ｃｈａｎ１ 指数也验证了

图６
Ｆｉｇ．６

不同处理下细菌碳源利用特性的主成分分析（ ＰＣＡ）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ｃａｒｂｏｎ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上述物种丰富度的排名，Ｐｂ 污染均显著大于 Ｃｄ 污染（ Ｐ＜０．０５） 。 而在物种多样性和均匀性上，由 Ｓｈａｎｎｏｎ 指
数可以看出相同 ＲＩ 水平下 Ｐｂ 污染和 Ｃｄ 污染之间无显著差异。

从细菌群落结构来看，相同 ＲＩ 水平下的 Ｐｂ 污染和 Ｃｄ 污染之间也存在差异性。 在门分类水平上，相对丰

度大于 １％的细菌门共有 １１ 个（ 图 ９） 。 变形菌门（ Ｐｒｏｔｅ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为主要菌门，在 ７ 组样品中占比均在 ４２％以
上。 其他 优 势 菌 门 分 别 为 放 线 菌 门 （ Ａｃｔｉ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１２． ９６％—１７． ７６％） 、 酸 杆 菌 门 （ Ａｃｉｄ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８． ４９％—
１７．９４％） 和绿弯菌门（ Ｃｈｌｏｒｏｆｌｅｘｉ，２．１４％—１２．８７％） ，大约占总菌数 ８１％以上。 在相同 ＲＩ 水平下，Ｐｂ 污染土壤
样品中变形菌门的相对丰度均小于 Ｃｄ 污染，分别为 Ｌ⁃Ｐｂ（ ４４．９６％） 、Ｌ⁃Ｃｄ（ ５５．５７％） 、Ｍ⁃Ｐｂ（ ４２．７７％） 、Ｍ⁃Ｃｄ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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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Ｆｉｇ．７

８４７９

不同 ＲＩ 水平下不同处理 ＯＴＵｓ 的韦恩图

Ｔｈｅ Ｖｅｎ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ＯＴＵ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ａｔ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Ｉ ｌｅｖｅｌｓ

（５２．９１％） 、Ｈ⁃Ｐｂ（３６．８７％） 和 Ｈ⁃Ｃｄ（５１．２９％） 。 而绿弯菌门的相对丰度则表现相反的趋势，Ｐｂ 污染均大于 Ｃｄ
污染，Ｌ⁃Ｐｂ 是 Ｌ⁃Ｃｄ 的 ３．６ 倍，Ｍ⁃Ｐｂ 是 Ｍ⁃Ｃｄ 的 ４．８ 倍，Ｈ⁃Ｐｂ 是 Ｈ⁃Ｃｄ 的 ４．５ 倍。

将相对丰度前 ３０ 的属以热图的形式呈现，通过颜色的深浅将数据的大小直观表现出来（ 图 １０） 。 变形菌

门有 １４ 个 属， 酸 杆 菌 门 有 ７ 个 属， 放 线 菌 门 和 绿 弯 菌 门 各 有 ３ 个 属， 芽 单 胞 菌 门 （ Ｇｅｍｍａｔｉｍｏｎａｄｅｔｅｓ） 、
Ｐａｔｅｓｃｉ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和 Ｒｏｋｕ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各有 １ 个属。 在相同 ＲＩ 水平下，大部分属在 Ｐｂ 处理和 Ｃｄ 处理之间也具有不
同的相对丰度，如慢生根瘤菌属（ Ｂｒａｄｙｒｈｉｚｏｂｉｕｍ） 、鞘脂单胞菌属（ Ｓｐｈｉｎｇｏｍｏｎａｓ） 、链霉菌属（ Ｓｔｒｅｐｔｏｍｙｃｅｓ） 和
ｎｏｒａｎｋ＿ｆ＿＿Ｒｏｓｅｉｆｌｅｘａｃｅａｅ 等。
３

讨论
细菌对重金属的胁迫响应有多种方式，如群落数量的减少、功能多样性的降低以及群落结构的改变等，这

些细菌参数通常被用作重金属污染的指示 ［１５］ 。 Ｐｂ、Ｃｄ 污染土壤样品中的细菌丰度均小于 ＣＫ（ 图 １） ，并且随
着 ＲＩ 水平的升高，细菌丰度呈下降趋势。 这表明 Ｐｂ、Ｃｄ 污染会降低土壤细菌丰度，污染程度越高对细菌丰
度的影响越大，这与李勇等人 ［８］ 的研究结果相似。 在相同 ＲＩ 水平下，Ｃｄ 污染土壤中的细菌丰度显著小于 Ｐｂ

污染（ Ｐ＜０．０５） ，表明 Ｃｄ 对细菌丰度的毒害作用大于 Ｐｂ。 这可能是由于 Ｃｄ 对土壤胶体亲和力低，移动性很
大 ［１６］ ，重金属对细菌的可利用性大。 而 Ｐｂ 在土壤中受各种物理、化学作用的影响，总体上是由不稳定态向稳
定态转变，活性和毒性呈降低趋势 ［１７］ 。

ＡＷＣＤ 值是反映土壤微生物代谢活性的一个重要指标，ＡＷＣＤ 值越大，表明土壤微生物的活性越高，对

碳源利用率越高 ［１８］ 。 ＣＫ 的 ＡＷＣＤ 值和功能多样性指数均大于重金属 Ｐｂ、Ｃｄ 污染的土壤，表明土壤重金属
污染会降低细菌的碳源利用率及功能多样性，Ｍｋｈｉｎｉｎｉ 等 ［１９］ 的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 ＣＫ 对 ６ 大类碳源

的利用率均大于 Ｐｂ、Ｃｄ 污染的土壤样品，并且在糖类、 羧酸和酯类的利用率上存在显著差异 （ Ｐ ＜ ０． ０５） 。
Ｇｒｅｍｉｏｎ 等 ［２０］ 研究表明，重金属污染下的土壤微生物对氨基酸类、胺类以及氨基化合物碳源利用低。 张涪平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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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处理下细菌的基因多样性指数

Ｔｈｅ ｇｅｎ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图９
Ｆｉｇ．９

态

不同处理门水平土壤细菌群落的相对丰度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ｏｉｌ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ｔ ｐｈｙｌｕｍ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等 ［２１］ 研究也表明，与对照土壤相比，矿区土壤受重金属污染区的土壤酶活性、基础呼吸和代谢商均受到了一
定程度的抑制。 因此对比相同 ＲＩ 水平下 Ｐｂ 污染和 Ｃｄ 污染的 ＡＷＣＤ 值、Ｓｈａｎｎｏｎ 指数和 ＭｃＩｎｔｏｓｈ 指数我们
发现，Ｃｄ 污染均显著小于 Ｐｂ 污染（ Ｐ＜０．０５） ，在糖类和羧酸的利用率上存在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 ，并且主成分
分析结果也表示，Ｐｂ 污染和 Ｃｄ 污染具有不同的碳源利用模式，这表明 Ｃｄ 对细菌功能多样性的胁迫作用大
于 Ｐｂ。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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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Ｐｂ 和 Ｃｄ 对森林土壤细菌功能多样性及群落结构的影响

图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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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处理属水平土壤细菌群落的相对丰度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ｏｉｌ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ｔ ｇｅｎｕｓ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土壤中重金属污染会导致微生物多样性的下降 ［２２］ 。 除了 Ｌ⁃Ｐｂ，ＣＫ 的 ＯＴＵｓ 值均大于 Ｐｂ、Ｃｄ 处理的土

壤，Ｃｈａｏ１ 指数和 ＡＣＥ 指数随着 ＲＩ 水平呈下降的趋势，说明重金属污染降低细菌多样性，污染程度的越高对
细菌多样性的影响越大。 而 Ｌ⁃Ｐｂ 大于 ＣＫ 可能与中度干扰理论有关，Ｗａｋｅｌｉｎ 等 ［２３］ 研究表明微生物多样性

最初随着重金属浓度的升高而增加，直到达到临界值后多样性急剧下降，Ｊｉａ 等 ［２４］ 研究也得到相似的结果。
相同 ＲＩ 水平下，Ｐｂ 污染的 ＯＴＵｓ 数和群落丰富度指数（ ＡＣＥ 指数和 Ｃｈａｏ１ 指数） 均大于 Ｃｄ 污染，而 Ｓｈａｎｎｏｎ

指数无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 ，功能多样性的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也表现出相同结果，这表明 Ｃｄ 污染对细菌多样性的
影响大于 Ｐｂ 污染，而对优势种的影响较小。 这是由于重金属污染能降低原有群落的种间竞争关系，具有耐

受性的抗性菌种具有更好竞争力而迅速增长成为优势菌种 ［２５］ ，优势菌种可能对 Ｐｂ 和 Ｃｄ 具有相同的耐受性，
从而导致优势种无显著差异。 重金属污染对微生物群落结构产生较显著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比细菌

的相对丰度分析 Ｐｂ、Ｃｄ 对细菌群落结构影响的大小。 所有土壤样品中的优势菌门均为变形菌门、放线菌门、
酸杆菌门和绿弯菌门，这与大部分研究结果相似 ［２６⁃ ２７］ 。 相同 ＲＩ 水平下，Ｐｂ 污染土壤中变形菌门的相对丰度
小于 Ｃｄ 污染，而绿弯菌门表现出相反的趋势，属水平上不同菌属也表现出差异性，例如慢生根瘤菌属在 Ｐｂ

污染中相对丰度均大于 Ｃｄ 污染。 相关研究表明变形菌门在重金属污染土壤中为最丰富菌门，其相对丰度随

重金属污染程度的升高而增加 ［２６］ ，属于变形菌门的慢生根瘤菌属也是在中度和重度重金属污染土壤中比较
丰富 ［２８］ ，对比本研究结果说明相对于 Ｐｂ 污染，Ｃｄ 的污染程度更高。 而绿弯菌门的差异可能是其对 Ｐｂ、Ｃｄ 耐
受性的不同造成的，安凤秋等 ［２９］ 研究表明土壤中绿弯菌门的相对丰度与 Ｐｂ 浓度呈显著正相关，Ｆｅｎｇ 等 ［３０］ 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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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表明 Ｃｄ 污染土壤中绿弯菌门的相对丰度较低。 相同 ＲＩ 水平下细菌群落结构的变化，体现了 Ｐｂ 和 Ｃｄ 对
不同细菌菌种的毒性作用不同。 腾应等 ［３１］ 研究也表明在复合重金属污染的土壤中，Ｃｄ 对细菌群落结构的毒
性影响较为明显，Ｐｂ 的影响最小。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相同 ＲＩ 水平下，Ｐｂ 污染与 Ｃｄ 污染之间的细菌丰度、功能多样性和群落组成结构存在

明显差异，可见相对于 Ｃｄ，Ｐｂ 的 ＴＦ 值可能被高估。 Ｐｂ 与 Ｃｕ 具有相同的 ＴＦ 值 （ Ｐｂ ＝ Ｃｕ ＝ ５） ，而在 Ｃｈｅｎ

等 ［３２］ 研究中发现相同 ＲＩ 水平下，相对于 Ｃｄ，Ｃｕ 的 ＴＦ 值可能被低估。 因此，在评价重金属对微生物的生态风
险时，Ｐｂ 和 Ｃｄ 的 ＴＦ 值应当进行适当的调整。
４

结论
（１） 随着 ＲＩ 水平的升高，Ｐｂ 污染和 Ｃｄ 污染土壤中细菌的丰度、功能多样性和群落多样性呈下降的趋势。
（２） 相同 ＲＩ 水平下，Ｐｂ 污染土壤中细菌的丰度、ＡＷＣＤ 值、Ｓｈａｎｎｏｎ 指数、ＭｃＩｎｔｏｓｈ 指数以及对糖类和羧

酸的利用率均显著大于 Ｃｄ 污染（ Ｐ＜０．０５） ，主成分分析也表明 Ｐｂ 污染和 Ｃｄ 污染具有不同的碳源利用模式。

（３） 相同 ＲＩ 水平下，Ｐｂ 污染土壤中细菌的 ＯＴＵｓ 数、ＡＣＥ 指数和 Ｃｈａｏ１ 指数均大于 Ｃｄ 污染，而两者之间

的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无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 。 Ｐｂ 污染土壤中变形菌门的相对丰度大于 Ｃｄ 污染，绿弯菌门则表现出
相反的趋势，在属水平上各细菌的相对丰度也表现出差异性，如慢生根瘤菌属、鞘脂单胞菌属、链霉菌属和
ｎｏｒａｎｋ＿ｆ＿＿Ｒｏｓｅｉｆｌｅｘａｃｅａｅ 等。

（４） Ｈａｋａｎｓｏｎ 提出的 ＴＦ 值不适用于重金属对微生物的生态风险评价，因此为了更全面评估重金属的生

态潜在风险，有必要深入研究重金属对土壤微生物毒性效应特征。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１］
［２］
［３］
［４］
［５］

［ ６］

［７］

陈能场， 郑煜基， 何晓峰， 李小飞， 张晓霞． 《 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 探析．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２０１７， ３６（９） ： １６８９⁃ １６９２．

Ｗａｎｇ Ｐ， Ｃｈｅｎ Ｈ Ｐ， Ｋｏｐｉｔｔｋｅ Ｐ Ｍ， Ｚｈａｏ Ｆ Ｊ． Ｃａｄｍｉｕｍ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ｏｉｌ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ｆｏｏ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２０１９， ２４９： １０３８⁃１０４８．

Ｑｉｎ Ｇ Ｗ， Ｎｉｕ Ｚ Ｄ， Ｙｕ Ｊ Ｄ， Ｌｉ Ｚ Ｈ， Ｍａ Ｊ Ｙ， Ｘｉａｎｇ Ｐ． Ｓｏｉｌ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ｏ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２０２１， ２６７： １２９２０５．

Ａｃｃｏｌｌａ Ｃ， Ｆｏｒｂｅｓ Ｖ 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 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ｉｎｆｏｒｍ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ｉｎ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２１， ７６３： １４４０９６．

Ｈａｋａｎｓｏｎ Ｌ． 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ｉｎｄｅｘ ｆｏｒ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ａ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Ｐｅｒｇａｍｏｎ，１９８０，１４（８） ：９７５⁃１００１．

Ｙａｋｏｖｌｅｖ Ｅ， Ｍａｌｏｖ Ａ， Ｄｒｕｚｈｉｎｉｎ Ｓ， Ｚｙｋｏｖａ Ｅ， Ｍａｌｋｏｖ Ａ， Ｂｅｄｒｉｎａ 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ｃｅ ｍｅｔａｌｓ ａｎｄ 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ｍｏｎｏｓｏｖ ｄｉａｍｏｎ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 （ ＮＷ Ｒｕｓｓｉａ ）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２０， ２７ （ ２８ ） ：

３５３９２⁃ ３５４１５．

Ｃａｖｉｃｃｈｉｏｌｉ Ｒ， Ｒｉｐｐｌｅ Ｗ Ｊ， Ｔｉｍｍｉｓ Ｋ Ｎ， Ａｚａｍ Ｆ， Ｂａｋｋｅｎ Ｌ Ｒ， Ｂａｙｌｉｓ Ｍ， Ｂｅｈｒｅｎｆｅｌｄ Ｍ Ｊ， Ｂｏｅｔｉｕｓ Ａ， Ｂｏｙｄ Ｐ Ｗ， Ｃｌａｓｓｅｎ Ａ Ｔ， Ｃｒｏｗｔｈｅｒ Ｔ Ｗ，
Ｄａｎｏｖａｒｏ Ｒ， Ｆｏｒｅｍａｎ Ｃ Ｍ， Ｈｕｉｓｍａｎ Ｊ， Ｈｕｔｃｈｉｎｓ Ｄ Ａ， Ｊａｎｓｓｏｎ Ｊ Ｋ， Ｋａｒｌ Ｄ Ｍ， Ｋｏｓｋｅｌｌａ Ｂ， Ｗｅｌｃｈ Ｄ Ｂ Ｍ， Ｍａｒｔｉｎｙ Ｊ Ｂ Ｈ， Ｍｏｒａｎ Ｍ Ａ， Ｏｒｐｈａｎ

Ｖ Ｊ， Ｒｅａｙ Ｄ Ｓ， Ｒｅｍａｉｓ Ｊ Ｖ， Ｒｉｃｈ Ｖ Ｉ， Ｓｉｎｇｈ Ｂ Ｋ， Ｓｔｅｉｎ Ｌ Ｙ， Ｓｔｅｗａｒｔ Ｆ Ｊ，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 Ｍ Ｂ， ｖａｎ Ｏｐｐｅｎ Ｍ Ｊ Ｈ， Ｗｅａｖｅｒ Ｓ Ｃ， Ｗｅｂｂ Ｅ Ａ， Ｗｅｂｓｔｅｒ
［８］
［９］
［１０］

Ｎ Ｓ．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ｍｉｃｒｏ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９， １７（９） ： ５６９⁃５８６．

贾夏， 董岁明， 周春娟． Ｃｄ、低 Ｐｂ ／ Ｃｄ 下冬小麦幼苗根系分泌物酚酸、糖类及与根际土壤微生物活性的关系．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２， ３２（ １３） ：

４０５２⁃４０６１．

Ｋｏｋ Ｋ Ｈ， Ｋａｒｉｍ Ｍ Ｉ Ａ， Ａｒｉｆｆ Ａ． Ｂｉｏｒｅｍｏｖａｌ ｏｆ ｃａｄｍｉｕｍ， ｌｅａｄ ａｎｄ ｚｉｎｃ ｕｓｉｎｇ ｎｏｎ⁃ｌｉｖｉｎｇ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ｏｆ Ａｓｐｅｒｇｉｌｌｕｓ ｆｌａｖｕｓ．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０１， ４（７） ： ８４９⁃８５３．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Ａ Ｒ， Ｇｏｍｍｅａｕｘ Ｍ， Ｄｕｃｌｅｒｃｑ Ｊ， Ｆａｎｉｎ Ｎ， Ｃｏｎｒｅｕｘ Ａ， Ａｌａｈｍａｄ Ａ， Ｌａｃｏｕｘ Ｊ， Ｒｏｇｅｒ Ｄ， Ｓｐｉｃｈｅｒ Ｆ， Ｐｏｎｔｈｉｅｕ Ｍ， Ｃａｎｃèｓ Ｂ， Ｍｏｒｖａｎ

Ｘ， Ｍａｒｉｎ Ｂ．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Ｐｂ ｓｍｅｌｔ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ｎｇ ｓｏｉｌ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１７， ６０５⁃６０６： ４３６⁃
４４４．

［１１］

Ｌｉ Ｘ Ｑ， Ｍｅｎｇ Ｄ Ｌ， Ｌｉ Ｊ， Ｙｉｎ Ｈ Ｑ， Ｌｉｕ Ｈ Ｗ， Ｌｉｕ Ｘ Ｄ， Ｃｈｅｎｇ Ｃ， Ｘｉａｏ Ｙ Ｈ， Ｌｉｕ Ｚ Ｈ， Ｙａｎ Ｍ 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ｓｏｉ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１２］

Ｌｉ Ｓ， Ｗｕ Ｊ Ｌ， Ｈｕｏ Ｙ Ｌ， Ｚｈａｏ Ｘ， Ｘｕｅ Ｌ Ｇ．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ａｎ ｉｒｏｎ ｔａｉｌｉｎｇ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２０１７， ２３１： ９０８⁃９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２１ 期

李大乐

等：Ｐｂ 和 Ｃｄ 对森林土壤细菌功能多样性及群落结构的影响

８４８３

ｐｏｎｄ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２１， ７５２： １４１８２７．

［１３］

徐争启， 倪师军， 庹先国， 张成江． 潜在生态危害指数法评价中重金属毒性系数计算． 环境科学与技术， ２００８， ３１（２） ： １１２⁃１１５．

［ １５］

Ｐａｒｄｏ Ｔ， Ｃｌｅｍｅｎｔｅ Ｒ， Ｅｐｅｌｄｅ Ｌ， Ｇａｒｂｉｓｕ Ｃ， Ｂｅｒｎａｌ Ｍ Ｐ．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ｙｔｏｓｔａｂ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ａ 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 ｓｏｉｌ ｕｓｉｎｇ

［１４］

王强， 戴九兰， 吴大千， 余悦， 申天琳， 王仁卿． 微生物生态研究中基于 ＢＩＯＬＯＧ 方法的数据分析．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０， ３０（３） ： ８１７⁃８２３．
ｓｏｉ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２０１４， ２６８： ６８⁃７６．

［１６］

Ａｌｌｏｗａｙ Ｂ Ｊ．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ｓ ｉｎ Ｓｏｉｌ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２０１３．

［１８］

Ｌｉ Ｃ， Ｌｉｕ Ｘ， Ｍｅｎｇ Ｍ Ｊ， Ｚｈａｉ Ｌ， Ｚｈａｎｇ Ｂ， Ｊｉａ Ｚ Ｈ， Ｇｕ Ｚ Ｙ， Ｌｉｕ Ｑ Ｑ， Ｚｈａｎｇ Ｙ Ｌ， Ｚｈａｎｇ Ｊ Ｃ．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 Ｅｃｏ 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ｔｅｓ ｔｏ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ｔｈｅ

［１７］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 ２３］
［２４］

［２５］
［ ２６］
［２７］
［２８］

徐明岗， 吴曼， 武海雯， 张文菊． 土壤外源铅的稳定化特征及其对土壤性质的响应．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２０１２， ３１（９） ： １７０２⁃１７０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ｕｌｆｕｒｉｃ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ｒａｉｎ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ａ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ｒｅｇｉｏｎ． ＣＡＴＥＮＡ， ２０２１， １９８： １０５０３９．

Ｍｋｈｉｎｉｎｉ Ｍ， Ｂｏｕｇｈａｔｔａｓ Ｉ， Ａｌｐｈｏｎｓｅ Ｖ， Ｌｉｖｅｔ Ａ， Ｇıｕｓｔı⁃Ｍıｌｌｅｒ Ｓ， Ｂａｎｎı Ｍ， Ｂｏｕｓｓｅｒｒｈıｎｅ Ｎ．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ｓｏｉｌ

ｅｎｚｙｍｅ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ａｓｔ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Ｔｕｎｉｓｉａ （ Ｍｏｎａｓｔｉｒ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ａｔｅ） ．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２０， ２３５： １０６１５０．

Ｇｒｅｍｉｏｎ Ｆ， Ｃｈａｔｚｉｎｏｔａｓ Ａ， Ｋａｕｆｍａｎｎ Ｋ， Ｖｏｎ Ｓｉｇｌｅｒ Ｗ， Ｈａｒｍｓ Ｈ．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ｈｙｔｏ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ａ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ａ ｔｗｅｌｖｅ⁃ｍｏｎｔｈ ｍｉｃｒｏｃｏｓｍ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ＦＥＭＳ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４， ４８ （２） ： ２７３⁃２８３．

张涪平， 曹凑贵， 李苹， 次仁央金， 高超， 通乐嘎， 李成芳． 藏中矿区重金属污染土壤的微生物活性变化．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０， ３０（ １６） ：

４４５２⁃４４５９．

Ｈｅｍｍａｔ⁃Ｊｏｕ Ｍ Ｈ， Ｓａｆａｒｉ⁃Ｓｉｎｅｇａｎｉ Ａ Ａ， Ｍｉｒｚａｉｅ⁃Ａｓｌ Ａ， Ｔａｈｍｏｕｒｅｓｐｏｕｒ 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ｓ⁃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 ｓｏｉｌｓ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ｇｅｎｏｍ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Ｅｃｏ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８， ２７（９） ： １２８１⁃１２９１．

Ｗａｋｅｌｉｎ Ｓ Ａ， Ｃｈｕ Ｇ Ｘ， Ｌａｒｄｎｅｒ Ｒ， Ｌｉａｎｇ Ｙ Ｃ， ＭｃＬａｕｇｈｌｉｎ Ｍ．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 ｔｏ ｆｉｅｌｄ ｓｏｉｌ ｈａｓ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Ｐｅｄ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ａ， ２０１０， ５３（２） ： １４９⁃１５８．

Ｊｉａ Ｘ， Ｚｈａｎｇ Ｎ Ｊ， Ｚｈａｏ Ｙ Ｈ， Ｗａｎｇ Ｌ， Ｚｈａｎｇ Ｃ Ｙ， Ｌｉ Ｘ Ｄ， Ｃａｏ Ｋ Ｍ， Ｇａｏ Ｙ Ｆ． Ａ ｃｏｎｓｅｃｕｔｉｖｅ ４⁃ｙｅａｒ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ｈａｐｅｄ ｓｏｉｌ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ｈｉｚｏｓｐｈｅｒｅ ｏｆ ｂｌａｃｋ ｌｏｃｕｓｔ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ｌｅａｄ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２０， ７３２： １３９２７３．

Ｈｕ Ｈ Ｗ， Ｗａｎｇ Ｊ Ｔ， Ｌｉ Ｊ， Ｌｉ Ｊ Ｊ， Ｍａ Ｙ Ｂ， Ｃｈｅｎ Ｄ Ｌ， Ｈｅ Ｊ Ｚ． Ｆｉｅｌｄ ‐ ｂａｓｅｄ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ｃｏｐｐｅｒ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ｏｉｌ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６， １８（１１） ： ３８９６⁃３９０９．

Ｖｅｒｍａ Ｓ， Ｂｈａｔｔ Ｐ， Ｖｅｒｍａ Ａ， Ｍｕｄｉｌａ Ｈ， Ｐｒａｓｈｅｒ Ｐ， Ｒｅｎｅ Ｅ Ｒ．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Ｃｌｅａ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２１： １⁃ ２３．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０７ ／ ｓ１００９８⁃０２１⁃０２０２９⁃ ８．

Ｓｈａｒ Ｓ， Ｒｅｉｔｈ Ｆ， Ｂａｌｌ Ａ Ｓ， Ｓｈａｈｓａｖａｒｉ 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ｇｏｌｄ ａｎｄ ｐｌａｔｉｎｕｍ ｏｎ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ｓｏｉｌｓ．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２１： １⁃１３．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０７ ／ ｓ００２４８⁃０２０⁃０１６６３⁃ｘ．

Ｎａｖａｓ Ｍ， Ｐéｒｅｚ⁃Ｅｓｔｅｂａｎ Ｊ， Ｔｏｒｒｅｓ Ｍ Ａ， Ｈｏｎｔｏｒｉａ Ｃ， Ｍｏｌｉｎｅｒ Ａ．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ａ ｍｉｎｉｎｇ ｓｉｔ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ａ ｍｅｔａｌ（ ｌｏｉｄ）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ｉ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２０： １⁃１６． ＤＯＩ： １０．１１１１ ／ ｅｊｓｓ．１２９７９．

［２９］

安凤秋， 吕家珑， 刁展， 李海红， 赵琪琪． 铅对塿土细菌群落组成的影响研究．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２０１８， ３７（２） ： ２６８⁃２７５．

［３１］

滕应， 黄昌勇， 骆永明， 李振高． 重金属复合污染下红壤微生物活性及其群落结构的变化． 土壤学报， ２００５， ４２ （５） ： ８１９⁃１２６８２８．

［３０］

［３２］

Ｆｅｎｇ Ｇ， Ｘｉｅ Ｔ， Ｗａｎｇ Ｘ， Ｂａｉ Ｊ Ｙ， Ｔａｎｇ Ｌ， Ｚｈａｏ Ｈ， Ｗｅｉ Ｗ， Ｗａｎｇ Ｍ Ｌ， Ｚｈａｏ Ｙ． Ｍｅｔａｇｅｎｏ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ｃｄ⁃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 ｓｏｉｌ． ＢＭＣ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８， １８（１） ： １１．

Ｃｈｅｎ Ｊ Ｗ， Ｚｈａｎｇ Ｈ， Ｌｉ Ｊ Ｊ， Ｌｉｕ Ｙ， Ｓｈｉ Ｗ， Ｈｕ Ｈ Ｗ． Ｔｈｅ ｔｏｘ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 ｏｆ ｃｏｐｐｅｒ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ｓｏｉｌ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２０２０， １１１： １０６０７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