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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报道了中国6个典型地带土壤原生动物的食性观察结果，并就观察结果进行了讨 

论和分析。根据食性或营养方式，将鉴定到的29C1种土壤原生动物分为 8个功脆营养类群—— 

自养者、食细菌者、肉食者、食碎屑者、食真菌者、植食者、杂食者和腐生性营养者。对鉴定 

刊的各分类类群的食性进行了讨论和分析。 

美-词 墨 ，圭堡堡皇垫塑：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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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原生动物是土壤动物群落中一个重要类群，不仅种类较多，而且现存量也较大， 

其现存量仅次于土壤微生物。因此，土壤原生动物在土壤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 

中起着重要作用。这种作用除了原生动物本身对土壤中的物质进行分解和摄取，直接参与 

土壤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外，更重要的是通过食物链关系，间接地参与土壤 

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 (Bamforth，1985)。此外，对于土壤原生动物而言， 

土壤含水量只是其分布、生存和繁殖的限{嘲因子，食物则决定了某个或某些种类的存在与 

否。因此，对土壤原生动物的食性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国际上对土壤原生动物的食性 

有过一些报道，主要涉及肉足虫和纤毛虫的食性 (B&tTOa，1978 7 Bavee，1985；Fois~aer， 

1987；Lamir~er，1978 7 Nil【olyuk，1969；Petz等，1985；Schon~rn，1965)，然而太多 

数土壤原生动物种类的食性为未知数 (Foissner，1987)。本文对在我国土壤中鉴定到的 

290种土壤原生动物的食性及各分类类群的食性进行了观察和分析。 

1 采样地区和工作方法 

1．1 采样地区 

采样地区包括6个典型地带，即中热带 (海南尖峰岭)、北热带 (云南西双版纳)、亚 

热带 (湖北神农架、武昌珞珈山)、暖温带 (北京小龙FJ)、温带 (吉林长白山)和高寒带 

(青海海北)。 

1．2 采样方法 

在各典型地带各样点用 15 n 圆筒形采样器采样，凋落物层和0～5 cm土壤层各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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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样。取部分新鲜土样在采样当地镜检以鉴定种类，其余的自然风干，带回或邮回实验室 

做室内培养研究。每月采样 1～2次。 

1．3 研究方法 

1．3．1 直接观察法 取剐采回的新鲜土样 10~50g于培养皿中，加土壤浸出液 (配制方 

法：300 g土壤加 lL蒸馏水，煮沸 10min，过滤取滤液，冷却)，充分振荡后取悬浮液在 

显微镜下观察，进行种类鉴定、摄食观察和食物泡内含物的观察。 

1．3．2 培养观察法 鞭毛虫、纤毛虫的培养：取风干土样 10--50 g于培养皿中，加蒸馏 

水使之充分湿润但不被淹没，置于 25℃恒温光照培养箱中培养。培养后第 4、7、1l、14、 

20、28天镜检，进行种类鉴定、摄食观察和食物泡内含物的观察。 

肉足虫的培养分3步：(1)配置3种培养液：A液— __o．433gCat12·2I-I20加0．162g 

K cl，再加 100 rnL蒸馏水；B液——0．512 gK2I-'1]~4加 100 rnL蒸馏水；C液— __0．28 g 

MgSO4·7H2O加 100mL蒸馏水。(2)1 g莴苣叶加A、B、C液各lmL，再加 1000mL蒸 

馏水。煮沸 5 rain，过滤取滤液。(3)100Ⅱ1L滤液中加 1．5 g琼脂，在高压灭菌锅中加热 

30 rain后倾人培养皿，使之在培养皿底部呈一薄层 (约2／3培养皿高度)。冷却后将琼脂 

划分为两半，一半均匀撒洒 5 g风干土样．在土样上滴加蒸馏_水使之充分馒润；另一半加 

少量土壤浸出液 (2g风干土样加4mL蒸馏水，充分振荡，静置，取悬浮液)使之在琼脂 

层上形成一薄层水膜，置于 25℃恒温光照培养箱中培养。镜检、鉴定、观察同鞭毛虫和 

纤毛虫。 

2 结果和讨论 

2．1 土壤原生动物功能营养类群 

在各典型地带各样点共鉴定到土壤原生动物 290种，根据各种类的食性或营养方式， 

将290种原生动物分为 8个功能营养类群 (ftmcdonal-trophic groups)： 

①自养者 (autotrophs)：该类群的种类体内具色素体，能行光合自养。计有 3种。② 

食细苗者 (bactefivores)：该类群的种类仅以细菌为食。计有 122种。③肉食者 (carr~一 

~ores)：捕食性种类，捕食鞭毛虫、裸肉足虫、有壳肉足虫、纤毛虫甚至轮虫。计有 29 

种，全部为纤毛虫。④食碎屑者 (detrifivole)：仅见摄取碎屑，未见摄食其他食物。只有 

1种。⑤食真菌者 (fungivores)：以真菌苗丝为食。该类群的种类口器特殊，胞口发育成 

1个特殊的摄食胞器——触手 (palp)，摄食时将触手插入真菌苗丝内，汲取菌丝内的物 

质。计有 2种。⑥植食者 (herhi~res)：仅见摄食土壤中的藻类。计有 2种。⑦杂食者 

(omnivores)：该类群的种类摄取2种或 2种以上食物．或拥有 2种或2种以上营养方式。 

计有 118种。⑧腐生性营养者 (saprotrophs)：该类群的种类通过渗透方式汲取土壤环境 

中的液体食物，未见摄取固体食物。计有4种。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290种土壤原生动物中，食细菌者的种类最多，占全部种类的 

42．10％；此外，杂食性类群中有相当一部分种类其食物中也包括了细菌。由此可见土壤 

细菌是土壤中原生动物最重要的食源。从丰度而言，在土壤中，土壤细苗是现存量最大的 

生物类群。根据已有的报道 (Bamforth，1976)，土壤中的细菌数可达 3．76×10 个／g， 

巨大的土壤细菌数量为土壤原生动物提供了丰富的食源。正因为如此，土壤中食细菌类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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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生动物种类最多，成为最大的功能营养类群。 

杂食性类群的种类占全部种类的40．70％，种类数仅次于食细菌者的类群，成为第 2 

大功能营养类群。广食性种类比狭食性种类具有更大的生存优势，也比狭食性种类分布更 

广。因为广食性种类对食物的选择余地相对较大，食物来源相对广泛。这一点对于土壤中 

的原生动物比对水体中的原生动物更为重要，土壤中的原生动物因受特殊环境所限，活动 

的空间范围小，因而选择食物的自由度也小。如果某个种类为狭食性种，在其生存环境中 

又没有足够的可摄取食物，则很可能难以生存。但如果某个种类为广食性种，有较广的食 

谱，或兼有多种营养类型，即使一种食物缺乏，也可摄取其他类型的食物或以别的营养方 

式来补充，使之更能适应所生存的环境。这正是杂食性种类多的原因。 

肉食性类群的种类因捕食土壤中的微型动物 (包括鞭毛虫、裸肉足虫、纤毛虫甚至轮 

虫)，所以也具有较大的生存优势，成为8个功能营养类群中的第 3大类群，虽然其种类 

远少于食细菌类群和杂食性类群。 

其他功能营养类群的种类食性或营养方式比较特殊，种类较少或很少，与上述 3大类 

群相比，其地位则相对次要。 

2．2 土壤原生动物分类类群的食性 

研究结果表明，土壤中具色素行光合自养的种类极少，绝大多数种类为异养性鞭毛 

虫。异养性鞭毛虫除少数种类营腐生性营养，以渗透方式从土壤环境中汲取液体食物外， 

绝大多数种类以细菌为食。 

土壤肉足虫中，裸肉足虫主要摄食细菌，有壳肉足虫则几乎全部以细菌和藻类为食。 

土壤纤毛虫是土壤原生动物中较高等的类群，其食性情况相对复杂。前口目 (Pros． 

tomatida)和侧口目 (Pleurostonatida)的种类都是肉食性的，为土壤原生动物中重要的猎 

食者，肉食者类群中的绝大部分是这2个类群的种类。它们捕食鞭毛虫、裸肉足虫、有壳 

肉足虫、其他纤毛虫甚至轮虫。肾形目 (Colpc~&)中，肾形虫属 ( 出)、拟肾形虫 

属 (Paracoll~da)、篮环虫属 (Cyrtolol~osis)和拟篮环虫属 (Pseudocyrmlophosis)的种 

类全为食细菌者。肾形目的另2个属——担匙口虫属 (Pseudot~atyophrya)和密粒虫属 

(Grossglockneria)则是土壤动物中的特有属，其口器完全是因适应土壤生活而特化了的， 

其胞口发育成 1个特殊的摄食胞器——触手，摄食时将触手插入真菌菌丝内，汲取苗丝内 

的物质。这 2属的种类是食真菌的，8个功能营养类群中的食真菌者类群实即这 2个属的 

种类。篮 口目 (Nassulida)、管口目 (Cyrtophorlda)、膜口目 (Hymenostomatida)、盾纤目 

(Scutiocciliatida)、缘毛目 (Peritfiehida)、异毛目 (Hetemtrlchida)和寡毛目 (Oligotrichi— 

da)的种类几乎都以细菌为食。下毛目 (Hy~trlchi&)的一部分种类仅摄食细菌，为食 

细菌者；另一部分种类为肉食者，捕食鞭毛虫、裸肉足虫、有壳肉足虫、其他纤毛虫甚至 

轮虫；还有一部分种类为杂食者，摄取2种或2种以上不同类型的食物。 

本文只对观察到食性的种类及虽未观察到食性但已有食性报道的种类作了分析和讨 

论，因而所得的结论并不一定能反映整个土壤原生动物的食性情况。随着研究的深入，也 

许还会发现许多种类的食谱更宽。此外，作者观察到的某些种类的食性与已有的报道有所 

不同，如许多有壳肉足虫的种类在已有的报道 (Bovoe，1985)中被认为只摄食藻类，但 

作者观察到这些种类除摄食藻类外，还摄食细菌。其原因可能是同一种类的土壤原生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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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不同的地区或不同的生境中，食性存在差异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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