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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短期不同耕作方式对水稻根际土壤细菌群落结构多样性的影响，为阐释耕作对稻田土壤微生

物多样性的形成机制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以旋耕、免耕和粉垄3种不同耕作方式下的水稻根际土壤为研究对象，采

用Illumina MiSeq高通量测序技术结合土壤理化性质，分析不同耕作方式下水稻根际土壤细菌群落多样性特征及其

与土壤理化因子的关系。【结果】旋耕、免耕和粉垄处理文库覆盖率均较高，分别为98.96%、98.93%和99.04%。Alpha多

样性分析结果显示，粉垄处理水稻根际土壤细菌群落多样性Shannon指数显著高于免耕处理（P<0.05，下同）。旋耕、

免耕和粉垄处理分别获得2747、2734和2813个OTUs，处理间无显著差异（P>0.05）。各样本共检测到细菌类群206个

种，隶属于47门48纲85目134科217属。物种群落组成分析表明变形菌门、绿弯菌门、酸杆菌门和硝化螺旋菌门是水稻

根际土壤细菌主要优势菌群，共占比69.96%~73.51%；不同耕作处理水稻根际土壤细菌群落结构差异主要表现在菌

群的相对丰度上，变形菌门、硝化螺旋菌门、浮霉菌门、放线菌门和绿菌门的相对丰度在3种耕作方式间差异显著。旋

耕和免耕处理间OTU水平相似性较高。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第一主成分（PC1）和第二主成分（PC2）菌群结构的差

异性贡献率分别为43.15%和23.79%，细菌群落结构表现为粉垄处理受PC1影响明显、旋耕和免耕处理受PC2影响明

显。冗余分析结果表明前2个排序轴共解释69.09%细菌群落变化；速效磷、碱解氮和pH是影响细菌群落的重要因子，

与变形菌门、硝化螺旋菌门、浮霉菌门、放线菌门和绿菌门的群落分布显著相关。【结论】短期不同耕作方式可在一定

程度上改变稻田土壤细菌群落多样性，不同耕作方式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细菌群落相对丰度上；土壤速效磷、碱解氮

和pH是影响水稻根际土壤细菌群落分布的重要因素。从土壤微生物群落形成角度考虑，粉垄栽培优于旋耕和免耕。

关键词：水稻；粉垄栽培；旋耕；免耕；土壤细菌；群落结构多样性；高通量测序

中图分类号：S154.3；S34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1191（2020）10-2401-11

南方农业学报 Journal of Southern Agriculture 2020，51（10）：2401-2411
ISSN 2095-1191；CODEN NNXAAB
http://www.nfnyxb.com
DOI：10.3969/j.issn.2095-1191.2020.10.011

Effects of short-term different tillage methods on the diversity
of bacterial community in rice rhizosphere so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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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In order to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elucidating the formation mechanisms of soil microbial
diversity in paddy soils by tillage，the present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short-term different tillage
practices on the diversity of bacterial community in rice rhizosphere soils.【Method】Rice rhizosphere soils under different
cultivation modes of rotary tillage，no tillage and Fenlong cultivation were studied by Illumina MiSeq high-throughput se-
quencing，combined with soil physiochemical traits，to analyze the bacterial diversity characteristics and major microbial
communities of rice rhizosphere soils under different cultivation modes，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bacterial communities
and soil physiochemical traits.【Result】The results of 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library covera-
ge of rotary tillage，no tillage and Fenlong cultivation treatments were 98.96%，98.93% and 99.04%，respectively. Alpha di-
versity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Shannon index of bacterial community diversity of soil rhizosphere in Fenlong cultivation
treatment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in no tillage treatment（P<0.05，the same below）. The Venn diagram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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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土壤微生物作为土壤生态系统中

最活跃的部分，通过分解动植物残体参与土壤微生

态的营养物质转化循环和能量传递，是衡量土壤肥

力的重要指标之一（Brussaard et al.，2007；Heijden

and Wagg，2013）。土壤细菌作为土壤微生物中最大

的类群（Nacke et al.，2011），约占微生物总量的

70%~90%，可调节土壤结构与肥力的稳定性、养分

利用效率和植物生长发育等（Sims et al.，2013；Ed-

wards et al.，2015）。同时，土壤细菌比较敏感，其群

落结构组成及多样性易受土壤类型、土壤理化性质、

施肥方式、耕作方式和植被类型等多方面因素的影

响（钟文辉和蔡祖聪，2004；Gil et al.，2011；刘昌等，

2018；袁仁文等，2020）。已有研究表明，少免耕、轻

耕、旋耕、翻耕和深松等耕作措施能不同程度改变土

壤微生物学特性（樊晓刚等，2010；路丹等，2015；陈

力力等，2018；潘孝晨等，2019）。因此，研究稻田短

期不同耕作方式对水稻根际土壤细菌群落结构组成

和多样性的影响，对解析水稻根际土壤微生物的形

成机制及水稻种植耕作方式的选择具有重要意义。

【前人研究进展】近年来，不同耕作方式研究已从宏

观的作物产量和养分效率等逐渐转向微观的土壤微

生态方面。但由于土壤微生物对环境条件非常敏

感，采样时期、土壤耕作年限、土壤深度及研究方法

等不同也导致研究结果对土壤微生物数量、微生物

生物量碳氮和多样性等的影响各不相同（景依葶和

毛宁，2018；潘孝晨等，2019）。Minoshima等（2007）

研究认为耕作可改变土壤微生物群落的动力学特

征；陈冬林等（2010）研究表明耕翻可增加好气性细

菌并减少嫌气性细菌的数量；孔凡磊等（2011）研究

发现，长期免耕处理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在0~5 cm

土层增加，翻耕和旋耕处理则在5~10和10~20 cm土

层显著增加；姬艳艳等（2013）采用Biolog-ECO微平

板检测法研究发现，免耕处理的土壤微生物功能多

样性指数、优势度指数和丰富度指数比翻耕和旋耕

处理显著增加；郭梨锦等（2013）研究表明，与翻耕相

比，短期免耕表层土壤革兰氏阳性菌/阴性菌显著提

高、Shannon-Winner指数显著降低；路丹等（2015）采

用高通量测序研究发现，免耕和垄作有利于提高稻

田土壤微生物多样性指数；赵亚丽等（2015）研究表

明，深松耕作对土壤微生物多样性影响最大，微生物

多样性指数表现为深松耕作>传统旋耕>免耕；程教

擘等（2017）采用平板培养计数法研究发现免耕土壤

的细菌总量高于翻耕；陈力力等（2018）研究发现稻

田免耕和翻耕处理间的细菌多样性指数和菌群物种

相对丰度差异不显著；刘洪坤和严贤春（2019）研究

结果显示，果园土壤细菌数量表现为翻耕>旋耕>免

耕，且不同耕作方式间差异显著。可见，不同耕作方

式间土壤微生物数量、群落结构及多样性和微生物

生物量均存在一定差异，也必然影响土壤微生物多

showed that 2747，2734，and 2813 bacterial OTUs were obtained from rotary tillage，no tillage and Fenlong cultivation
treatments，respectively，with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hree treatments. A total of 206 species of bacteria were de-
tected in the samples，belonging to 47 phyla，48 classes，85 orders，134 families，217 genera. The analysis of the species
community composition showed that Proteobacteria，Chloroflexi，Acidobacteria and Nitrospirae were the dominant flora
of rice rhizosphere soils，totaling about 69.96%-73.51%. The relative abundance of Proteobacteria，Nitrospirae，Planctomy-
cetes，Actinobacteria and Chlorobi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mong three tillage treatments. Cluster analysis showed a
high OTU level similarity between rotary tillage and no tillage treatments.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of soil bacterial
community at the OTU level showed that the contribution rates of principal component 1（PC1）and principal component 2
（PC2）flora structure were 43.15% and 23.79%，respectively，and the bacterial flora structure was influenced by PC1 in
the Fenlong cultivation treatment and by PC2 in the rotary tillage and no tillage. Redundancy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first two ranking axes together explained 69.09% of the variation in the bacterial community. Available phosphorus，alka-
line nitrogen and pH value wer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bacterial community，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community distribution of Proteobacteria，Nitrospirae，Planctomycetes，Actinobacteria and Chlorobi.【Conclu-
sion】Short-term differences in tillage practices can alter the diversity of bacterial communities in rice paddies to some ex-
tents，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illage practices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relative abundance of bacterial flora. The
available phosphorus，alkaline nitrogen and pH of the rhizosphere soils in rice are important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istri-
bution of bacterial commun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il microbial community formation，Fenlong cultivation is pre-
ferable to rotary tillage and no tillage.

Key words：rice；Fenlong cultivation；rotary tillage；no tillage；soil bacteria；diversity of community structure；
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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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性，特别是在土壤中占比最高的细菌类群。关于

短期耕作对土壤微生物变化的影响，有学者认为短

期耕作可改变土壤微生物群落的动力学特征、细菌

和真菌的生物量（Minoshima et al.，2007；郭梨锦等，

2013），但也有研究认为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相对稳

定，短期耕作不会对其产生影响，只有长期耕作才能

改善土壤微生物的群落结构和多样性（Luo et al.，

2015；孙瑞波等，2015）。【本研究切入点】粉垄耕作是

一种新型全耕层深耕深松耕作技术，已有研究证实，

粉垄耕作能降低土壤容重、增加土壤蓄水量（杨雪

等，2013），可改变土壤团聚体颗粒组成、增加土壤孔

隙度（王世佳等，2020），同时提高作物产量和养分效

率，且其优势可保持多年（韦本辉等，2012；甘秀芹

等，2014；Zhai et al.，2017，2019）。目前，关于粉垄

耕作栽培对水稻根际土壤微生物影响的研究较少，

也缺乏短期耕作条件下粉垄与其他耕作方式对水

稻根际土壤细菌群落多样性影响的对比研究。【拟

解决的关键问题】利用 Illumina MiSeq高通量测

序技术，研究短期不同耕作方式下水稻根际土壤细

菌多样性的变化差异，探索耕作方式对水稻根际土

壤主要优势细菌群落结构和多样性的影响，为阐

释耕作对稻田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形成机制提供

科学依据，也为今后水稻种植耕作方式的选择提供

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试验于2017年2—7月在广西农业科学院经济

作物研究所试验基地进行（东经107°86 ′，北纬23°

03 ′）。供试水稻品种为H两优991，购自广西兆和种

业有限公司。供试土壤为红壤，耕作前采集0~15 cm

土层土壤，测定土壤理化性质：pH 6.12（土水比1∶

2.5），有机质含量26.73 g/kg，全氮1.46 g/kg，全磷0.88

g/kg，全钾13.62 g/kg，碱解氮71.80 mg/kg，速效磷

48.03 mg/kg，速效钾181.74 mg/kg。

1. 2 试验方法

1. 2. 1 试验方法 试验采用大田小区试验，小区

面积30 m2（5 m×6 m），小区四周用宽42 cm的塑料

隔板隔开（隔板插入土壤约30 cm深），随机区组排

列，3次重复。设旋耕、免耕和粉垄等3种耕作处理：

旋耕，即常规浆耕，移栽前1 d在稻田灌水后用传统

拖拉机一次性进行浆耙耕作，深度约15 cm；免耕，即

不进行耕作，于移栽前1 d 进行稻田灌水软土；粉

垄，干田时使用自走式粉垄深耕深松机械（广西五丰

机械有限公司）进行耕作整地，耕作深度28 cm，移栽

前1 d灌水至干土吸饱水并保持约5 cm水层。

水稻于3月21日采用塑盘浆播进行育秧，秧苗

3叶1心时进行抛秧，抛栽密度为30万蔸/ha。水稻生

育期内共施用N 225.0 kg /ha、P2O5 112.5 kg /ha和

K2O 270.0 kg/ha，分为基肥和3次追肥（抛秧后7和

12 d、幼穗分化前7 d）分次施入。水分干湿交替管理，

除种植前耕作方式不同外，其他田间管理措施一致。

1. 2. 2 土壤样品采集 在水稻成熟期，各处理随

机采集5株水稻根际土壤。具体方法：先去掉表层

1 cm 左右的土壤，从土中挖出水稻植株抖掉根系上

松散的土，然后刷下与根系紧密结合的土即为根际

土壤，土样在田间充分混匀，并剔除动植物残体、石

块等杂物后，用四分法取适量过20目筛，装入无菌离

心管后立即用液氮速冻，存放于-80 ℃冰箱用于土

壤细菌群落结构多样性分析，其余土壤置于通风处

风干用于测定土壤pH、有机质和速效氮磷钾等养

分。每处理各设3个生物学重复。

1. 2. 3 MiSeq文库制备及高通量测序 采用 MIO-

BIO PowerSoil DNA Isolation Kit试剂盒提取不同处

理的水稻根际土壤基因组DNA，经1.2%琼脂糖凝胶

电泳检测后送至微基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进行

文库构建和Illumina MiSeq高通量测序。采用两步

PCR扩增构建文库：采用特异引物515F（5'-GTGCC

AGCMGCCGCGGTAA - 3'）和 926R（5' - CCGTCAA

TTCMTTTGAGTTT-3'）扩增16S rRNA序列的V4~V5

目的片段，将目的片段用AxyPrep DNA凝胶回收

试剂盒进行胶回收，以回收产物为模板进行二次

PCR扩增，再次进行二次PCR扩增产物胶回收；采用

FTC-3000TM real-time PCR仪对回收产物进行实时

荧光定量PCR检测土壤基因组DNA拷贝数；最后，

进行Illumina MiSeq 2x300 bp高通量测序。

1. 2. 4 测序数据生物信息学分析 对MiSeq测序

得到的PE reads首先根据Barcode区分每个样本，接

着对序列质量进行质控和过滤，再根据重叠关系进

行拼接，拼接后的序列再次进行质控和过滤，最后得

到优化序列。利用USEARCH将拼接好的优化序

列在97%相似性下进行聚类，得到各样品OTU的代

表序列，利用Mothur和Adobe Illustrator CS6绘制

Venn图。通过Mothur将OTU代表序列在Silva 128、

Greengene和RDP数据库中进行物种注释分析，分别

统计各样品在不同分类水平上的序列数。同时采用

Mothur对OTU进行Alpha多样性分析，计算Chao、

ACE、Shannon和Simpson指数；基于分类学信息分析

其Beta多样性，运用主成分分析方差分解将多组数

据的差异反映在二维坐标图上，坐标轴取能最大反

周佳等：短期不同耕作方式对水稻根际土壤细菌群落结构多样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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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方差值的2个特征值，即有效反映样品间的差异和

距离。经Weighted UniFrac分析后，使用非加权组平

均法（UPGMA）构建样品树状结构聚类图，对各样品

OTU的组成情况进行相似性分析。此外，采用Cano-

co 4.5对土壤优势细菌门群落和土壤理化性质进行

冗余（RDA）分析。

1. 2. 5 土壤理化性质测定 土壤pH采用酸度计法

（土水比为1∶2.5）测定，土壤有机质采用重铬酸钾容

量法测定，土壤全氮采用半微量开氏法测定，土壤全

磷采用NaOH熔融钼锑抗比色法测定，土壤全钾采用

NaOH熔融火焰光度法测定，土壤碱解氮采用碱解扩

散法测定，土壤速效磷采用NH4F/HCl浸提钼锑抗比

色法测定，土壤速效钾采用醋酸铵浸提火焰光度法

测定。

1. 3 统计分析

土壤理化性质试验数据采用Excel 2019进行整

理，并以SPSS 22.0进行方差分析（ANOVA）、细菌丰

度差异显著性分析及细菌菌群与土壤理化性质间的

Pearson相关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耕作处理水稻根际土壤细菌群落高通量

文库评价结果

基于细菌16S rRNA序列分析，从各处理中共得

到有效序列687725条，对原始数据进行Barcode标签

序列过滤后，旋耕、免耕和粉垄处理分别得到优化序

列42512条（有效率69.13%）、41701条（有效率69.15%）

和46813条（有效率68.16%）（表1）。旋耕、免耕和

粉垄处理样品文库覆盖率均较高，分别为98.96%、

98.93%和99.04%，说明即使开展更深的测序几乎也

不会产生更多OTUs，即样品土壤的测序文库已达饱

和状态，所构建文库包含样品中大部分细菌种类，能

较好地反映土壤细菌群落结构。

2. 2 水稻根际土壤细菌Alpha多样性分析结果

为了解旋耕、免耕和粉垄处理下水稻根际土壤

细菌多样性差异，分别对细菌菌群丰富度（Chao指数

和ACE指数）和细菌群落多样性（Shannon指数和

Simpson指数）进行分析。结果（表1）显示，3种耕作

处理水稻根际土壤细菌的Chao指数范围在2544.83~

2675.01，ACE指数范围在2542.82~2654.11，Simpson

指数范围在0.0038~0.0045，以上Alpha多样性指数

在不同处理间的差异均未达显著水平（P>0.05，下

同）；Shannon指数范围在6.377~6.529，排序为粉垄>

旋耕>免耕，粉垄与免耕处理间差异显著（P<0.05，下

同）。说明不同耕作方式下水稻根际土壤细菌群落

丰富度差异不明显，但粉垄处理的细菌群落多样性

高于免耕处理。

2. 3 不同耕作处理水稻根际土壤细菌OTUs分布

情况

对有效序列进行质控、拼接和优化，通过RDP数

据库注释及对97%相似水平下的OTU进行生物信息

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在旋耕、免耕和粉垄处理水稻

根际土壤中分别获得2747、2734和2813个OTUs。

OTU均一化处理后绘制Venn图（图1），发现3个耕作

处理共有OTU为2493个，旋耕、免耕和粉垄处理特有

OTU分别为23、21和67个，旋耕和粉垄处理共有132

个OTUs，免耕和粉垄处理共有121个OTUs，旋耕和

处理
Treatment

旋耕 Rotary tillage
免耕 No tillage
粉垄 Fenlong cultivation

优化序列数
Clean sequences

42512±2146
41701±2799
46813±4722

Chao指数
Chao index

2640.41±30.80
2544.83±54.40
2675.01±25.81

ACE指数
ACE index

2623.76±26.81
2542.82±60.10
2654.11±8.42

Shannon指数
Shannon index

6.471±0.020ab
6.377±0.060b
6.529±0.030a

Simpson指数
Simpson index

0.0039±0.0001
0.0045±0.0005
0.0038±0.0004

表 1 不同耕作处理对水稻根际土壤细菌Alpha多样性指数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different tillage treatments on the Alpha diversity index of bacteria communities in rice rhizosphere soils

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P<0.05）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indica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reatments（P<0.05）

图 1 不同耕作处理水稻根际土壤细菌OTUs分布的Venn图
Fig.1 Venn graph of bacteria OTUs distribution in rice rhi-

zosphere soils under different tillage treatments
XG表示旋耕；MG表示免耕；FL表示粉垄。图2、图4和图5同
XG indicated rotary tillage，MG indicated no tillage and FL indicated
Fenlong cultivation.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Fig.2，Fig.4 and Fig.5

MG FL

XG

21

99

23

132

2493

121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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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耕处理共有99个OTUs。说明3种耕作处理的水稻

根际土壤中细菌群落OTU分布既有共性又存在差异。

2. 4 基于物种分类的水稻根际土壤细菌群落结构

组成及多样性分析结果

利用Illumina MiSeq高通量测序技术和物种分

类分析土壤细菌群落，结果显示，3种耕作处理水稻

根际土壤微生物细菌群落共得到206个种，隶属于47

门48纲85目134科217属。

为了解不同耕作处理下水稻根际土壤物种群

落组成多样性，在门分类水平上对细菌群落组成和

相对丰度进行分析，结果（图2）显示，旋耕、免耕和粉

垄处理水稻根际土壤微生物细菌群落组成多样性丰

富，3种耕作方式下细菌物种总相对丰度分别为

98.05%、98.23%和98.32%，主要含有变形菌门（Pro-

teobacteria）、绿弯菌门（Chloroflexi）、酸杆菌门（Ac-

idobacteria）、硝化螺旋菌门（Nitrospirae）、绿菌门

（Chlorobi）、装甲菌门（Armatimonadetes）、拟杆菌门

（Bacteroidetes）、放线菌门（Actinobacteria）、芽单胞

菌门（Gemmatimonadetes）、Latescibacteria、浮霉菌门

（Planctomycetes）和疣微菌门（Verrucomicrobia）等12

个已知菌门，共占比90.88%~93.81%。其中，变形菌

门（占比平均数23.06%~28.63%）、绿弯菌门（占比平

均 数 21.32%~25.92%）、酸 杆 菌 门（占 比 平 均 数

9.53%~15.88%）和硝化螺旋菌门（占比5.11%~7.49%）

在3种处理耕作土壤细菌群落结构中占主导地位，是

最主要的细菌类群，共占比69.96%~73.51%。

从门分类水平上对物种相对丰度进行Duncan’s

多重比较分析，结果（图3）显示，旋耕、免耕和粉垄处

理有14个菌门存在显著差异，分别为变形菌门、硝化

螺旋菌门、放线菌门、浮霉菌门、绿菌门、Ignavibacte-

riae、Candidatus_Woesebacteria、螺旋菌门（Spirochae-

图 3 不同耕作处理水稻根际土壤优势细菌菌门物种相对丰度差异分析结果
Fig.3 Analysis on the relative abundance differences of dominant bacteria at phylum level in rhizosphere soils of rice under different

tillage treatments
同一菌门图柱上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P<0.05）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on the same phylum diagram column in the figure indica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reatments（P<0.05）.

图 2 不同处理水稻根际土壤细菌菌门物种群落组成多样性
分析结果

Fig.2 Diversity analysis of bacterial community composition
at phylum level in rhizosphere soils of rice under diffe-
rent trea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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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多样本相似性聚类分析结果
Fig.4 Multiple samples similarity cluster analysis

图 5 基于OTU水平的不同耕作处理水稻根际土壤细菌群落
结构主成分分析结果

Fig.5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of soil bacterial communi-
ty structure in rhizosphere soils of rice under different
tillage treatments at OTU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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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e）、纤维杆菌门（Fibrobacteres）、Candidatus_Berkel-

bacteria、Parcubacteria、异常球菌—栖热菌门（Deino-

coccus-Thermus）、Candidatus_Amesbacteria和Nitro-

spinae。其中，变形菌门、硝化螺旋菌门、浮霉菌门、

放线菌门和绿菌门等主要优势菌门的相对丰度在

3种耕作方式间差异显著，具体表现：变形菌门相对丰

度为粉垄（28.63%）显著高于免耕（23.06%）；硝化螺

旋菌门相对丰度为免耕（8.43%）显著高于粉垄（6.35%）；

浮霉菌门相对丰度为粉垄（3.37%）显著高于旋耕

（2.99%）和免耕（2.89%）；放线菌门相对丰度为粉垄

（3.97%）和免耕（3.04%）显著高于旋耕（1.70%）；绿

菌门相对丰度为旋耕（3.01%）和免耕（2.62%）显著

高于粉垄（1.74%）；Ignavibacteriae和螺旋菌门相对

丰度为旋耕（1.18%和0.46%）显著高于粉垄（0.61%

和0.31%），免耕（0.88%和0.36%）与其他2种耕作方

式间无显著差异；Candidatus_Woesebacteria、Candi-

datus_Berkelbacteria、纤维杆菌门、Parcubacteria和异

常球菌—栖热菌门5个细菌门都是旋耕显著高于免

耕和粉垄；Candidatus_Amesbacteria和Nitrospinae相

对丰度为粉垄显著高于免耕，旋耕与其他2种耕作方

式间无显著差异。说明不同耕作处理水稻根际土壤

的细菌门水平群落结构组成基本相同，但其群落相

对丰度差异较明显。

2. 5 水稻根际土壤细菌群落Beta多样性分析结果

2. 5. 1 基于系统发育的相似度聚类分析 Weighted

UniFrac展示各样品间的关系，即组成越相似的样

品，其聚类关系越近。聚类分析结果（图4）表明，相

同耕作方式土壤样品的OTU水平相似，不同耕作方

式下旋耕和免耕样品的相似性较高，粉垄与旋耕和

免耕的相似性相对较低。

2. 5. 2 基于OTU的主成分分析 为了解不同耕作

方式下水稻根际土壤微生物群落组成的结构特征，

通过分析不同样品OTU（97%相似性）组成，对不同

耕作处理水稻根际土壤细菌群落数据进行主成分分

析。由图5可看出，3种不同耕作处理的水稻根际土

壤样品分布离散，并未聚在一起，表明样品间细菌群

落存在差异。以纵横坐标轴的零基准线为参考进行

主成成分分析，第一主成分（PC1）样品中菌群结构

的差异性贡献率为43.15%，粉垄处理与PC1轴相距

较近，说明粉垄处理水稻根际土壤细菌菌群结构受

PC1影响明显；第二主成分（PC2）的样品中菌群结构

的差异性贡献率为23.79%，旋耕和免耕与PC2轴相

距均较近，说明旋耕和免耕处理根际土壤细菌菌群

结构受PC2影响明显。因此，通过主成分分析可知，

细菌群落PC1和PC2共解释66.94%的样品间差异性，

旋耕、免耕和粉垄处理的水稻根际土壤细菌群落结

构存在明显差异。

2. 6 水稻根际土壤细菌主要群落与理化性质的

关系

2. 6. 1 不同耕作处理水稻根际土壤理化性质分析

由表2可知，3种耕作处理水稻根际土壤的pH为4.48~

4.95，均偏酸性，表现为粉垄处理显著高于旋耕和免

耕处理；土壤有机质含量为22.68~27.04 g/kg，粉垄

处理显著低于旋耕和免耕处理；土壤碱解氮含量为

81.86~100.16 mg/kg，粉垄处理显著低于旋耕和免耕

处理；土壤速效磷含量为36.36~69.94 mg/kg，旋耕处

理最高，粉垄处理最低，各处理间差异显著；土壤速

效钾含量为171.45~246.80 mg/kg，免耕处理最高，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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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处理最低，各处理间差异显著。由此可知，不同耕

作方式处理下水稻根际土壤理化性质存在明显

差异。

2. 6. 2 不同耕作处理水稻根际土壤细菌优势菌群与

土壤理化性质的RDA分析 为了解旋耕、免耕和粉垄

3种不同耕作方式下水稻根际土壤细菌群落与土壤

理化性质的关系，将pH、有机质、碱解氮、速效磷和

速效钾土壤理化因子与土壤优势细菌门进行RDA分

析。结果（图6）显示，RDA1和RDA2的特征值分别为

45.05%和24.04%，说明前2个排序轴共解释69.09%

细菌群落变化。土壤pH与RDA1轴呈正相关，碱解

氮、速效磷、速效钾和有机质则与RDA1轴呈负相关；

5个土壤因子均与RDA2轴呈负相关。不同耕作处理

的样品分布在不同象限内，粉垄处理与土壤pH分布

在同一象限内，免耕和旋耕处理与碱解氮、速效磷和

有机质等土壤因子更接近，说明不同耕作处理水稻根

际土壤细菌群落分布受不同土壤环境因子的影响。

2. 6. 3 不同耕作处理水稻根际土壤细菌主要菌群

与土壤理化性质的Pearson相关分析 为进一步明

确不同耕作方式下水稻根际土壤细菌群落与土壤理

化性质的相关性，对门分类水平相对丰度大于0.5%

的主要细菌群落与土壤理化因子间进行Pearson相

关分析，结果（表3）表明，在14个主要细菌门中，有

表 2 不同耕作处理对水稻根际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tillage treatments on physiochemical properties of the rice rhizosphere soil

处理
Treatment
旋耕 Rotary tillage
免耕 No tillage
粉垄 Fenlong cultivation

pH

4.52±0.07b
4.48±0.10b
4.95±0.12a

有机质（g/kg）
Organic matter

26.78±1.12a
27.04±0.27a
22.68±1.16b

碱解氮（mg/kg）
Available nitrogen

95.13±3.45a
100.16±2.38a
81.86±0.40b

速效磷（mg/kg）
Available phosphorus

69.94±1.01a
60.65±0.21b
36.36±0.60c

速效钾mg/kg）
Available potassium

171.45±7.67c
246.80±20.30a
213.31±7.67b

图 6 基于门分类水平下不同耕作处理水稻根际土壤细菌
优势菌群与土壤理化性质的RDA分析结果

Fig.6 Redundancy analysis of physiochemical properties of
rice rhizosphere soils bacteria dominant community and
soil at phylum level under different tillage treatments

图中不同绿色圆点（MG）、红色正方形（FL）和蓝色三角形（XG）为样
本组；黑色箭头代表物种；红色箭头表示环境影响因子，箭头长短代
表环境因子对物种数据的影响程度
In the figure，the green dots（MG），red square（FL）and blue triangle
（XG）were the sample groups；and the black arrow represented the spe-
cies，while the red arrow represented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factors；
and the length of the arrow represented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fac-
tors on the species data

表 3 不同耕作处理水稻根际土壤细菌主要菌群与土壤理化性质的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
Table 3 Pearson’s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the predominant flora of rice rhizosphere soil bacteria and soil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under different tillage treatments

细菌门
Bacterial phylum
变形菌门 Proteobacteria
绿弯菌门 Chloroflexi
酸杆菌门 Acidobacteria
硝化螺旋菌门 Nitrospirae
拟杆菌门 Bacteroidetes
芽单胞菌门 Gemmatimonadetes
浮霉菌门 Planctomycetes
放线菌门 Actinobacteria
绿菌门 Chlorobi
疣微菌门 Verrucomicrobia
装甲菌门 Armatimonadetes
Ignavibacteriae
Candidatus_Woesebacteria
迷踪菌门 Elusimicrobia

pH

0.769*
-0.065
-0.19

-0.637
-0.338
-0.494
0.708*
0.458

-0.679*
-0.027
0.020
-0.663
-0.546
-0.393

有机质
Organic matter

-0.615
-0.135
0.515
0.652
0.358
0.466

-0.877**
-0.645
0.718*
-0.035
-0.048
0.589
0.558
0.351

碱解氮
Available nitrogen

-0.706*
0.053
0.358

0.755*
0.053

0.667**
-0.701*
-0.464
0.580
-0.004
-0.127
0.534
0.435
0.095

速效磷
Available phosphorus

-0.63
-0.233
0.499
0.554
0.508
0.347

-0.741*
-0.725*
0.814**
-0.248
-0.076

0.809**
0.785*
0.349

速效钾
Available potassium

-0.297
0.62

-0.225
0.26

-0.662
0.318
-0.233
0.480
-0.136
0.622
0.367
-0.381

-0.683*
-0.229

*表示显著相关（P<0.05）；**表示极显著相关（P<0.01）
* indicated significant correlation（P<0.05）；** indicated extremely significant correlation（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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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个细菌门与土壤理化性质显著相关。其中，变形菌

门与pH呈显著正相关、与碱解氮呈显著负相关；硝

化螺旋菌门和芽单胞菌门与碱解氮呈显著或极显著

（P<0.01，下同）正相关；浮霉菌门与pH呈显著正相

关、与有机质呈极显著负相关、与碱解氮和速效磷呈

显著负相关；放线菌门与速效磷呈显著负相关；绿菌

门与有机质和速效磷呈显著或极显著正相关、与pH

呈显著负相关；Ignavibacteriae与速效磷呈极显著正

相关；Candidatus_Woesebacteria与速效磷呈显著正

相关、与速效钾呈显著负相关。可见，pH、碱解氮和

速效磷是影响细菌群落的重要因子，而速效钾对细

菌群落的影响最小。

3 讨论

土壤微生物多样性丰富有利于维持土壤生态

系统的稳定（Cardinale et al.，2006）。土壤微生物群

落多样性评价的重要指标就是多样性指数，多样性

指数越高说明微生物群落多样性越丰富、菌群分布

更均匀（Caporaso et al.，2010）。本研究的Alpha多样

性指数分析结果表明，不同耕作处理的水稻根际土

壤细菌群落丰富度指数差异不显著，群落组成分析

结果也表明旋耕、免耕和粉垄3种耕作方式下细菌物

种总相对丰度分别为98.05%、98.23%和98.32%，无

明显差异，说明不同耕作方式下的水稻根际土壤细

菌群落物种数量无显著差异。土壤细菌群落丰富度

差异不显著可能与试验周期较短有关，微生物繁殖

增殖和物种数量的提升需经过一定周期，同时存在

不同微生物群落间丰度上升和下降的相互抵消，导

致短期不同耕作方式处理的细菌群落物种数量无显

著差异。土壤细菌群落的Shannon指数表现为粉垄

处理显著高于免耕处理，表明粉垄处理较免耕处理

其细菌群落更具多样性，与郭梨锦等（2013）研究指

出短期免耕显著降低稻田土壤微生物群落Shannon-

Winner多样性指数的结果一致，可能与不同耕作方

式造成根际土壤通气状况不同有关，免耕处理有较强

的厌氧条件，而短期粉垄耕作改善了土壤通气状况，

因此造成不同耕作方式下微生物群落丰度的差异。

土壤细菌群落结构组成受种植作物和土壤环

境的影响，不同农田生态系统中细菌种群的组成和

丰度存在一定差异（Niu et al.，2017）。路丹等（2015）

研究发现，稻田短期免耕和垄作土壤优势微生物为

变形菌门、绿弯菌门、硝化螺杆菌门和酸杆菌门等10

个菌门。袁红朝等（2015）研究表明变形菌门、酸杆

菌门和绿弯菌门为稻田土壤细菌主要类群。陈力力

等（2018）研究显示，水稻—油菜双序列复种免耕和

翻耕稻田土壤细菌中主要优势菌群依次为绿弯菌

门、变形菌门、酸杆菌门、放线菌门和硝化螺杆菌门。

本研究的细菌群落组成分析结果表明，3种不同耕作

方式下水稻根际土壤细菌主要菌门为绿弯菌门、变

形菌门、酸杆菌门、硝化螺旋菌门等菌群，与路丹等

（2015）、袁红朝等（2015）、陈力力等（2018）对稻田土

壤细菌群落的研究结果相似；3种不同耕作处理水稻

根际土壤的细菌群落结构组成差异分析显示变形菌

门、硝化螺旋菌门、浮霉菌门、放线菌门和绿菌门等

14个菌门在相对丰度上存在显著差异；种群相对丰

度变化趋势分析发现，最大优势菌门变形菌门相对

丰度表现为粉垄显著高于免耕。此外，菌纲水平差

异分析显示3种耕作处理间主要是变形菌门的β变形

菌纲（β-Proteobacteria）差异显著。变形菌门是细菌

中的最大菌门，包含多种代谢种类的细菌，其中β变

形菌具有共生性，与许多营养物的利用有关（Li et

al.，2016）。免耕处理水稻根际土壤中的硝化螺旋菌

门相对丰度明显高于粉垄，旋耕居中，硝化螺旋菌门

是亚硝化反应的主要微生物，可将亚硝酸盐氧化成

硝酸盐，在氮循环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生态作用（You

et al.，2009；曹雁等，2017）。浮霉菌门相对丰度为粉

垄显著高于旋耕和免耕处理，浮霉菌门可利用亚硝

酸盐氧化铵离子生成氮气以获得能量，对全球氮循

环具有重要意义（曹雁等，2017）。故推测变形菌门、

硝化螺旋菌门和浮霉菌门的相对丰度变化可能参与

调节不同耕作方式下水稻根际土壤中氮素的循环

利用。放线菌门是植物根际土壤中重要的类群，在

促进植物生长及防止病害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Doumbou et al.，2001；Roopa and Gadag，2019）。

本研究中，放线菌门相对丰度在旋耕处理（1.70%）中

显著低于粉垄（3.97%）和免耕（3.04%）处理，具体功

能还有待深入研究。

土壤理化性状差异能显著影响微生物群落组

成（Wu et al.，2008；秦红灵等，2011）。本研究中，不

同耕作方式下水稻根际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与环境

因子关系的RDA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pH、碱解氮、

速效磷、速效钾和有机质均是影响土壤细菌群落分

布的因素，其中pH、碱解氮和速效磷是影响细菌群

落的重要因子。pH是影响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的

重要因素（Lauber et al.，2009）。不同耕作方式下，

水稻根际土壤中变形菌门、浮霉菌门和绿菌门相对

丰度与pH均有显著相关性；种植前耕层土壤pH为

6.12，种植后3种耕作处理水稻根际土壤pH较耕层

土壤明显降低，同时粉垄处理的Shannon多样性指

数显著高于免耕处理，与Hartman等（2008）研究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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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壤pH低于6.5时，微生物多样性会随pH降低而

减少的结果吻合。曹雁等（2017）研究表明，变形菌

门、浮霉菌门和硝化螺旋菌门是脱氮细菌，与氮素利

用相关。本研究发现3种耕作处理水稻根际土壤的

碱解氮含量表现为免耕最高、粉垄最低，变形菌门相

对丰度表现为粉垄处理显著高于免耕处理，浮霉菌

门相对丰度表现为粉垄处理显著高于旋耕和免耕处

理，硝化螺旋菌门相对丰度则是免耕处理显著高于

粉垄处理，相关分析结果也显示变形菌门和浮霉菌

门相对丰度与碱解氮含量呈负相关、硝化螺旋菌门

相对丰度与碱解氮含量呈正相关，说明变形菌门、硝

化螺旋菌门和浮霉菌门可能与土壤氮素的利用相

关。此外，本研究中的放线菌门和浮霉菌门相对丰

度与土壤速效磷含量呈显著负相关，粉垄处理水稻

根际土壤速效磷含量较低，放线菌门和浮霉菌门菌

门相对丰度较旋耕和免耕处理增加，说明粉垄处理

速效磷含量降低能激发放线菌门和浮霉菌门的增殖

增长，与李金融等（2018）研究复垦土壤多样性时发

现放线菌门菌群与速效磷、速效钾和有机质含量呈

负相关，放线菌门喜低水分、低营养土壤环境的结果

一致，但与马垒等（2019）研究认为放线菌门、浮霉菌

门和拟杆菌门相对丰度随着磷肥施入逐渐升高的结

果不同，可能与二者土壤环境条件差异较大有关。

马垒等（2019）的研究对象为砂姜黑土，而本研究是

在多呈厌氧的水田。此外，本研究中部分优势菌群

与不同耕作处理间的养分指标变化具有相关性，且

对种植后耕层土壤的养分分析结果也表明，免耕处

理多种养分主要在表层富集，粉垄处理的土壤养分

则为上层降低、下层增加，而旋耕处理中碱解氮和速

效磷与免耕相比也有在深层增加的趋势。因此推测

不同耕作方式间部分菌群相对丰度的差异，可能与

不同耕作处理改变细菌群落可利用的养分状况，而

引起不同菌群特征发生改变有关。

4 结论

短期不同耕作方式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水稻

根际土壤细菌群落结构分布和多样性，不同耕作方

式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细菌群落相对丰度上，而主

要优势菌门群落结构组成种类基本相似。土壤pH、

碱解氮和速效磷是影响不同耕作方式下水稻根际土

壤细菌群落分布的重要因素。从土壤微生物群落形

成角度考虑，粉垄栽培优于旋耕和免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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