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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ＡＯ Ｙｕａｎ，ＬÜ Ｊｉａｎｇ，ＬＩ Ｃｈｕｎｚｈｅｎｇ，ｅｔ ａｌ （４８９２）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ｈｏｅｂｅ ｚｈｅｎｎａｎ Ｓ． Ｌｅｅ ｉｎ ｋａｒｓｔ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

………………………………………………………………………………… ＬＥＩ Ｙｉｎｇ， ＨＥ Ｘｕｅｎａ， ＷＡＮＧ Ｊｉａｍｉｎ，ｅｔ ａｌ （４９０３）

Ｎｉｃ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Ｌａｒｉｘ ｇｍｅｌｉｎｉｉ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ｇｅ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ｉｎ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Ｋｈｉｎｇａｎ Ｒａｎｇｅ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ｆｏｒｅｓｔ ａｒｅａ ………………………………………………………………………… ＹＵ Ｙｕｎ， ＢＡＩ Ｘｉａｏｊｕｎ， ＷＡＮＧ Ｚｈｉｙｉ （４９１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ｂａｎｄｏｎｅｄ ｃｒｏｐｌ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 ＷＡＮＧ Ｙｕｎｂｏ， ＳＵＮ Ｙｕ， ＺＨＡＯ Ｑｉｎｇｇｅ， ｅｔ ａｌ （４９２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ｂａｎｄｗｉｄｔｈ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ｌｙ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Ｃｉｔｙ …………………………………………………………………………… ＬＯＮＧ Ｙｉ， ＪＩＡＮＧ Ｆｕｇｅｎ， ＳＵＮ Ｈｕａ， ｅｔ ａｌ （４９３３）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ｕｎｏｆ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ｎｃｈｕａｎ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ｏｆ Ｓｈ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

…………………………………………………………………………………… ＬＥＩ Ｚｅｘｉｎ， ＦＵ Ｊｉａｎｙｕ， ＬＵＯ Ｊｕｎｊｉｅ，ｅｔ ａｌ （４９４６）

Ｓｃｏｐ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ｑｕａｔｉｃ⁃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ｅｃｏｔｏｎｅ ｏｆ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ｌ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

…………………………………………………………………………… ＭＡ Ｈｏｎｇｚｈｉ， ＺＨＯＮＧ Ｙｅｘｉ， ＯＵ Ｍｉｎｇｈｕｉ，ｅｔ ａｌ （４９５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Ｘｉｏｎｇ′ａｎ Ｎｅｗ Ａｒｅａ ………

…………………………………………………………………………… ＳＨＩ Ｌｏｎｇｙｕ， ＺＨＥＮＧ Ｑｉａｏｙａ， ＬＩＡＯ Ｚｈｅｎｚｈｅｎ （４９６８）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ｏｎ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ｕｐｔａｋｅ ｉｎ ａ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 ＬＩ Ｊｕｎｙｉ， ＸＩ Ｙｉ， ＺＨＡＯ Ｊｕｎｆｕ （４９７８）

５１３６

生

态

学

４２ 卷

报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ｘ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ｌｉｔｔｅｒｓ ｏｎ ｓｏｉ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ｏｓｏ ｂａｍｂｏｏ （ 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 ｅｄｕｌｉｓ）
ａｎｄ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ｓ

………………………………………………… ＬＵ Ｘｉａｏｎｉ， ＣＨＥＮ Ｌｕｙｕ， ＬＩ Ｙｏｎｇｃｈｕｎ， ｅｔ ａｌ （４９８８）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ｇｉｍｅ ｏｎ ｓｏｉ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ｔｉｐａ ｇｒａｎｄｉｓ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

………………………………………………………………………… ＺＨＥＮＧ Ｊｉａｈｕａ， ＺＨＡＯ Ｍｅｎｇｌｉ， ＷＡＮＧ Ｑｉ， ｅｔ ａｌ （４９９８）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ｅｅｐ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ｒｏｔａｒｙ ｔｉｌｌａｇｅ ｏｎ ｓｏｉｌ ｅｎｚｙ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 ＣＨＥＮ Ｙａｎｙｕｎ，ＸＩＡ Ｗａｎｙｕ，ＺＨＡＯ Ｈｕｉ， ｅｔ ａｌ （５００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ｔｒａｗ 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ａｍｍｏｎｉａ⁃ｏｘｉｄｉｚｅｒｓ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ｒｈｉｚｏｓｐｈｅｒｅ ｏｆ ｍａｉｚｅ ｉｎ ａ ｒｅｄ ｓｏｉｌ …………………………

………………………………………………………………………… ＺＨＥＮＧ Ｊｉｅ， ＣＨＥＮＧ Ｍｅｎｇｈｕａ， ＬＵＡＮ Ｌｕ， ｅｔ ａｌ （５０２２）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ｅａｒｔｈｗｏｒｍ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ｆｆｉｃｅ ｗａｓｔｅｐａｐ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ｐｏｏｒ ｓｏｉｌ ……………………

…………………………………………………………………………… ＺＨＡＮＧ Ｍｅｎｇｈａｏ， ＷＵ Ｌｉｎｇ， ＣＨＥＮ Ｊ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５０３４）

Ｐｈｏｓｐｈｏｌｉｐｉ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ｍｉｃｒｏｂｅｓ ｉｎ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ｓｌｏｐｅ ｏｆ Ｈｅｌ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 ＭＡ Ｊｉｎｐｅｎｇ， ＰＡＮＧ Ｄａｎｂｏ， ＣＨＥＮ Ｌｉｎ， ｅｔ ａｌ （５０４５）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ｆｕｎｇｉ ｉｎ ｔｗｏ ｔｒｉｂｕｔ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ｎｃ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ｎ， ＤＥＮＧ Ｗｅｉ， ＺＨＵ Ｙａｊｉａｏ， ｅｔ ａｌ （５０５９）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ｅｌｅｐｈ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Ｙｕａｎｊｉａｎｇ⁃Ｌｉｘｉａｎ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ｂｉｇ ｄａｔａ ……………………………………………………………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ｎ， ＹＩＮ Ｗｅｎｐｉｎｇ， ＸＩＥ Ｆｅｉ， ｅｔ ａｌ （５０６７）

Ｒｏｏｓｔｉ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ｈｉｎｏｌｏｐｈｕｓ ｓｉｎｉｃｕｓ ａｓ ａ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ｃａｖｅ⁃ｄｗｅｌｌｉｎｇ
ｂａ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Ｘ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 ＷＵ Ｌｉｙａｎ， ＲＥＮ Ｂｏｓｏｎｇ， ＷＵ Ｔａｏ， ｅｔ ａｌ （５０７９）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ｖｅ ｓｏｉｌ ｍｉｃｒｏ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 ｉｎ ｋａｒｓｔ ｒｅｇｉｏｎ …………………………………… ＹＡＮＧ Ｄａｘｉｎｇ， ＹＡＮＧ Ｊｕａｎ， ＬＩ Ｃａｎ （５０８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ｂａｃｔｅｒｉ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 ａｎｄ ｍｉｄｓｔｒｅ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Ｌｕａｎ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Ｃｈｉｎａ ……………………………………………………………………… ＬＩＵ Ｙａｎｇ， ＬＩＵ Ｑｉ， ＴＩＡＮ Ｙｕｌｕ， ｅｔ ａｌ （５１０３）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ｏｎ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ｃｙｃ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ｉｎ ｄｅｓｅｒ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

…………………………………………………………………………………… ＬＩ Ｃｈｅｎｇｙｉ， ＨＥ Ｍｉｎｇｚｈｕ，ＴＡＮＧ Ｌｉａｎｇ （５１１５）

《 生态学报》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入选 “ 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 ；入围“ 中国科协生态学领域高质量科技期刊 Ｔ１ 区”
《 生态学报》 是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中国生态学学会、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主办的生态学高级专业学术期

刊，半月刊，主编傅伯杰院士。 本刊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产生于科学性、立足于学术性、着眼于实践性、服务于社会性的办
刊宗旨，依靠和团结广大生态学科研工作者，为生态学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搭建国内一流的学术交流平台，促进生态学研究深
入发展，为我国培养和造就生态学科研人才，为国民经济建设和发展提供知识创新服务。
《 生态学报》 主要报道生态学重要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的原始创新性科研成果。 所刊文章类型有：研究综述；研究论文；学

术信息与动态；生态学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介绍；新书评介及开放实验室介绍等。 《 生态学报》 为国内一流领军期刊；国际生

态学 Ｑ１ 类期刊；期刊总被引频次居中国自然科学期刊第 １ 名，影响因子居生态学学科中文期刊第 １ 名；连年获得“中国百种杰
出学术期刊”、“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和 “期刊数字影响力 １００ 强” 等荣誉称号；获得中国科协 ＴＯＰ５０ 科技期刊和中国
科协中文精品科技期刊建设项目资助；中国科协生态学领域高质量科技期刊 Ｔ１ 区期刊；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入选期刊。
办公电话： ０１０⁃６２９４１０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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