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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生态系统实际蒸散发数据驱动估算模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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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 Fluxnet2015 全球通量塔观测数据集，研究了随机森林（RF）
、梯度增强回归分析（GBR）、支持
向量回归（SVR）和深度学习神经网络（DNN）预测湿地生态系统的实际蒸散发（Evaporation，ET）
。通过对比研
究，确定了预测实际蒸散发的最佳特征变量组合，包括短波辐射、净辐射、初级生产总值、气温、土壤温度、风速、
降水、经度、纬度和时间。以此为模型输入，利用 Fluxnet2015 站点测试数据集和 ERA5-Land 再分析资料提供的输
入特征，对比分析了不同模型的实际蒸散发估计精度，结果表明：以站点数据为输入，SVR 算法精度相对较高，
其 R²可达 0.896，RPE 最小为 31.5%；以 ERA5-Land 再分析资料为输入，除了 GBR 算法以外，其余 3 种方法 R²
高于 0.820，RPE 小于 57%。另外，模型算法估计的 ET 精度要明显高于 ERA5-Land 再分析资料提供的 ET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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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ctual evapotranspiration data-driven of wetland ecosystem
the estimation mode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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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random forest (RF), gradient enhanced regression analysis (GBR), support vector regression (SVR) and deep learning neural network (DNN) were used to predict the actual evapotranspiration(Evaporation, ET) of wetland ecosystems using Fluxnet2015 global flux tower observation dataset. Through
comparative study, we found that the optimal combination of input features for predicting ET including shortwave
radiation, net radiation, gross primary product, air temperature, soil temperature, wind speed, precipitation, longitude, latitude and time. Furthermore, the estimation accuracy of different models was compared and analyzed using independent input datasets extracted from Fluxnet2015 datasets and ERA5-land reanalysis dat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aking Fluxnet site data as input, SVR algorithm has a relatively high accuracy, with R² up to 0.896
and minimum RPE of 31.5%. Using ERA5-Land reanalysis data as input, except GBR algorithm, the R² of the
other three methods was higher than 0.820, RPE was less than 57%. In addition, the accuracies of ET estimated by
data-driven algorithm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ET products in the ERA5-Land reanalysis data.
Key words: wetland; evapotranspiration; machine learning; deep learning; ERA5-Land
水是湿地生态环境的基本要素之一，湿地在调
节气候、涵养水源和降低环境污染方面都发挥着极
其重要的作用，具有巨大的环境功能和环境效益[1]。
湿地的蒸散发是水循环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实
际蒸散发（ET）包括植物的蒸腾作用和地表蒸发，
在水平衡和地表能量平衡中起着关键作用[2]，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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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反映区域的湿度条件和水资源的利用 [3-4]。因
此，准确估算湿地蒸散量是一项重要的任务[5]。然
而，湿地蒸散发很难精准估算[6]。传统的 ET 监测方
法通常基于原位热通量站估算[7]。最近，众多新的
方法被提出来以估计不同空间尺度上陆地 ET[8]。随
着遥感数据产品的增加，遥感已经成为研究大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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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中实际 ET 的重要技术手段[9]。基于遥感数据的
ET 反演模型有很多，包括基于温度的 Hargreaves
模型[10]、Priestley-Taylor 模型等[11]。在许多研究中，
FAO-56 Penman-Monteith 模型被视为估算 ET 的标
准方法[12]。这些模型具有复杂的计算过程，且深受
输入遥感数据和气象数据质量的影响。地表 ET 的
另一种量化方法是地表能量平衡模型[13]。然而，地
表模型需要了解复杂的水文过程，这需要获取与蒸
腾和蒸发过程相关的各种参数，这些参数通常很难
获得。
近年来，机器学习(ML)算法正在蓬勃发展[14]。
它具有强大的学习能力，能够发现复杂数据中变量
之间的潜在关系。与传统建模方法相比，机器学习
算法的计算过程一般更简单，输入变量的类型也更
灵活[15-16]。Wu 等利用新型的 K-means 聚类极限学
习机和萤火虫算法对鄱阳湖盆地 26 个气象站的平
均日 ET 进行了预测[17]。Fan 等利用支持向量机和
深度神经网络对西北地区夏玉米 ET 进行估计，得
到了较好的预测结果[18]。然而，在湿地实际蒸散发
预测中，机器学习方法的应用还很有限。因此，利
用机器学习建模方法估算湿地生态系统的蒸散量受
到越来越多的关注[19]。机器学习算法的主要挑战是
模型和输入模型变量的最优选择。比较不同机器学
习算法估计 ET 的性能也是相关研究领域的一个研
究热点[20-21]。
本研究基于前人少有选择的全球分布的
Fluxnet2015 数据集和 ERA5-Land 全球再分析资料，
评估了 4 种机器学习方法估算 ET 的表现，包括随
机森林(RF)、梯度增强回归树(GBR)、支持向量回
归(SVR)和深度学习（DNN）。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如
下:（1）优化估算 ET 模型输入变量；
（2）研究湿地
生态系统 ET 估算机器学习模型的精度。首先介绍
了本研究所用的数据来源以及 4 种估算 ET 的方法。
其次，确定了 4 种方法最优的特征变量组合，对 4
种模型预测 ET 精度进行了对比分析。最后，综合
评价了 4 种模型的优缺点。

1
1.1

材料与方法

材料
本 研 究 采 用 了 Fluxnet2015 数 据 集 （ http://
fluxnet.fluxdata.org/）的 18 个通量塔站点 2000 年—
2014 年数据，根据站点日志，这些通量塔所处生态
系统均为湿地生态系统。所选站点的位置分布信息
如表 1 所示，可以看到，所选站点分布范围较广，
有较好的代表性。其中，18 个站点 2000 年到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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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数据作为机器学习模型训练数据集，而 2014
年的数据则作为模型精度评估的参考值，用以计算
机器学习模型测试结果的精度指标。Fluxnet2015 数
据集各年份数据量图 1 显示，各年份的数据量差异
较为明显，主要是由于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剔除了有
缺失变量日期的数据。

Table 1
站点名
AU-Fog
CN-Ha2
CZ-Wet
DE-SfN
DE-Spw
Fl-Lom
GL-NuF
GL-ZaF
NO-Adv
RU-Che
SJ-Adv
US-Atq
US-Ivo
US-Los
US-Myb
US-Orv
US-Tw1
US-Tw4

表 1 本研究湿地站点信息
Wetland site information in this paper
纬度
经度
12°32′43″S
37°36′31″N
49°01′29″N
47°48′23″N
51°53′32″N
24°12′33″N
64°07′51″N
74°28′53″N
78°11′10″N
68°36′47″N
78°11′10″N
70°28′11″N
68°29′11″N
46°04′58″N
38°02′59″N
40°01′12″N
38°06′27″N
38°06′11″N

131°18′26″E
101°19′37″E
14°46′13″E
11°19′39″E
14°02′01″E
67°58′19″E
51°23′10″W
20°33′16″W
15°55′23″E
161°20′29″E
15°55′23″E
157°24′32″W
155°45′01″W
89°58′45″W
121°45′54″W
83°01′06″W
121°38′49″W
121°40′47″W

图 1 本研究所选 Fluxnet2015 站点逐年数据量
Figure 1 Annual data volume of Fluxnet2015 site selected in
this paper

Fluxnet2015 数据集提供了逐时、逐日、逐周、
逐月和逐年合计 5 个标准时间尺度数据集。在本研
究中，使用了 Fluxnet2015 数据集提供的每日数据。
Fluxnet 站点单日 ET 的参考值（mm·d-1）可通过公
式（1）计算[22]
ET =LE / λρ w
（1）
其 中 ， LE 是 每 日 潜 热 通 量 ， 可 以 直 接 从
Fluxnet2015 数据集获得；λ 为水的蒸发潜热；ρw 为
水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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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随机选取若干个属性值进行节点分裂，最大限
度地生成多个回归树且无需进行剪枝，最终形成一
个多元非线性回归组合模型[24]。模型训练完成后，
利用测试样本对各回归决策树 {s ( x,θt ) , t = 1, 2…,T}

图 2 ET 与多个特征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Figure 2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ET and multiple
characteristic variables

为 训 练 估 算 ET 机 器 学 习 模 型 ， 首 先 从
Fluxnet2015 数据集中选择了观测数据缺失较少的
特征量；然后计算 ET 与这些特征量间的相关系数，
结果如图 2 所示。考虑到变量的可用性及先验知识，
选择了 7 种特征作为模型的候选输入特征，包括短
、初级生
波辐射(SW,W·m-²)、净辐射（NR，W·m-²）
-1
产力(GPP，gC/·(m²·d ) )、气温（TA，℃）
、土壤温
-1
、降水（P，mm）
。
度（TS，℃）
、风速（WS，m·s ）
考虑到 Fluxnet 站点分布有限，为更好地验证
本研究算法的适用性，在测试评估算法精度时，采
用更易获取的面覆盖特征数据用以替代站点特征数
据，其中，ERA5-Land 再分析资料包含 SW、NR、
TA、TS、WS、P 等特征，而 GPP 数据由地理空间
数据云（http://www.gscloud.cn/search）提供的 1 km
总 初 级 生 产 力 8 天 合 成 产 品 。 ERA5-Land 为
ECMWF 第 5 代全球大气再分析数据集（https://cds.
climate.copernicus.eu/cdsapp#!/home），时间覆盖从
1950 年 1 月至今，时间分辨率为逐小时，空间分辨
率为 9 km（约为 0.1°×0.1°）
。
1.2 ET 估算方法
为构建 ET 估算模型，本研究基于 scikit-learn
库（https://scikit-learn.org/）开发了 RF、GBR 和 SVR
3 种算法模型，并基于 Keras 库（https://keras.io/）
构建并优化了一种深度神经网络 DNN，Keras 是用
Python 编 写 的 高 级 神 经 网 络 API ， 能 够 在
TensorFlow、CNTK 或 Theano 上运行，4 种算法的
基本原理如下。
1.2.1 随机森林（RF） 随机森林在分类和回归领
域应用广泛，并且具有强大的特征提取能力[23]。随
机森林回归的原理是在利用分类回归树（CART）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集成学习方法。基本原理是
首先利用 Bootstrap 重抽样方法建立决策树森林，并
且每棵树都是基于预测变量的随机子集独立创建

进行测试，取全部回归树输出值的平均值作为最终
预测结果[25]：
1 T
s ( x) = ∑ t =1{s ( x, θt )}
（2）
T
式（2）中：x 为自变量；T 为决策树个数；θ
为随机变量。
1.2.2 梯度提升回归树（GBR） GBR 广泛应用于
各个领域，如中长期径流预报研究[26]。该方法也被
应用于生态研究中，Song 等基于 GBR 预测了水合
物相平衡条件[27]。GBR 的原理是通过反复修正数据
的权重来训练一系列弱学习者[28]。将这些弱学习者
的预测结果与加权或加权求和相结合，就可以生成
最终的预测结果。该方法在回归问题中得到了广泛
应用，然而，当遇到大量和更复杂的数据集时，这
种方法的能力受到了挑战[29]。根据本研究实验，发
现模型学习率取决于数据量并且弱学习器的迭代次
数为 500，可以获得较好的预测。
1.2.3 支持向量回归（SVR） 支持向量机方法是
一种经典的数据驱动方法，在很多回归问题中也被
广泛应用[30-31]。尤其在高维空间中有效[32]。即使数
据维数大于样本数，SVR 仍然有效。该模型是通用
的，因为内核可以定制。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
果特征的数量远远大于样本的数量，模型的过拟合
可能会产生错误的预测。这一问题可以通过选择合
适的核函数和正则化项来解决。因此，本研究中采
用径向基函数作为核函数，发现惩罚参数 C 的最优
值为 1。
1.2.4 深度神经网络（DNN） DNN 可以被描述
为一个具有许多隐藏层的神经网络。根据不同层的
位置，DNN 中的神经网络层可以分为 3 种类型：输
入层、隐含层和输出层[33]。由于其强大的信息提取
能力，已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如 Sam 等利用
DNN 解决涉及隐私的图像分类问题[34]；Ahamad 等
对地表水水质的研究表明 DNN 在回归拟合问题上
具有优势[35]。然而，DNN 在 ET 估算中的应用研究
还不够多。
DNN 模型的估计精度与网络结构密切相关。根
据估计精度，可以优化网络的层数和神经元数量。
本研究训练了不同结构的 DNN 模型。优化后的
DNN 模型最终结构如图 3 所示。DNN 有 4 个全连
接层，每层神经元数量逐渐减少，从 512 个减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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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个。为了克服训练过程中的过拟合问题，加入了
dropout 层[36]。如图 3 所示，特征数据被标准化并输
入到模型和测试数据中。上层神经元的输出由式(3)
加权，再由式(4)计算激活函数，最后由式(5)估计
ET 预测。采用反向传播优化算法对神经元的权值进
行学习、调整和更新，最终得到最优的预测结果[37]。

ni , j
=

∑

Ni −1
k =1

( wi −1,k , j ai −1, j ) + bi , j 

（3）

ai , j = max ( 0, ni , j )

（4）

T = ∑ j =1 w4,1, j a4, j
N4

（5）
其中 ni,j 为第 i 个隐藏层的第 j 个神经元，N 为
第 i 层的神经元数，w 为两层之间的权值，a 为激活
计算过程后的值，b 为偏差，T 为估计的目标值。

图 3 DNN 模型结构
Figure 3 DNN model structure

1.3 模型表现比较
本研究使用决定系数（R2）和相对误差(RPE)
作为模型精度评估指标。R2 是一个归一化统计量，
计算方法如下[38]:
2
n
n
2
i
i
i 1
=i 1 =

R =
1− ∑

( P − T ) / ∑ (Ta − Ti )

2

（6）

其中，n 为测试数据总量，Ti 为的参考值，Ta
为测试数据集中的日平均 ET，Pi 为第 i 个日 ET 的
模型预测。式中分子部分表示实数和预测值的平方
和。分母部分表示真值与均值之差的平方和。R2 的
取值范围是 0～1。一般来说，R2 越大，模型的预测
效果越好。
RMSE 为预测值与参考值之间均方根误差[39]，
RMSE 定义为：
=
RMSE
RPE =

∑ (T + P ) / n
n

i =1

RMSE
1 n
∑ Ti
n i =1

i

i

（7）
（8）

式中各符号含义同式（6）
。此外，本研究中所
有指标均在 P<0.01 的显著性水平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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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2.1 输入变量的选择
如 1.1 节所述，根据相关性及先验知识选择了 7
种特征作为候选输入特征。为了最佳地确定每个算
法的输入变量，使用了 Fluxnet2015 数据集中 2000
年至 2013 年 18 个站点的 14 890 条记录训练不同的
机器学习方法模型。对于每个模型，80%的数据用
于训练模型，20%数据用于模型测试。对输入特征
进行标准化是关键的一步，在对每个模型进行训练
之前，必须对所有的输入变量进行标准化，否则非
标准化的数据会产生较差的预测。
分别评估不同输入特征组合下的 4 种模型测试
数据的 R2 和 RPE，结果如表 2 所示。对于 SW、NR
双变量组合，尽管这两个参数与 ET 是高度相关的，
但是其训练的模型 R2 总是低于 0.71，并且 RPE 都
大于 39%；而在输入变量中加入 GPP、TA 和 TS 可
以显著提高 4 种方法的预测精度；WS、P 特征对于
模型精度提高的贡献相对较小；还添加了经纬度
（Lon、Lat）和年积日（D）变量作为输入特征，
进一步改进模型精度。最后本研究确定模型最优输
入特征为 SW、NR、GPP、TA、TS、WS、P、Lon、
Lat 和 D 组合。
试验结果表明，无论选择哪种输入特征，SVR
方法的预测结果相对来说都是最差的，DNN 在多项
实验中表现较好。在不同的输入变量组合下，GBR
和 SVR 方法表现的 R2 和 RPE 都很接近。而这两种
方法的结果都低于 DNN。另外，不同的训练方法，
训练时间也不同。例如，输入变量为 10 个时，GBR
方法训练和预测需要十几分钟，而 DNN 只需要几
分钟，SVR 大约需要 0.5 h。
2.2 训练数据集大小的影响
数据集的大小也是模型预测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节研究了不同训练数据量下 4 种算法的性能。根
据 3.1 节的结果，所有方法均采用 SW、 NR、 GPP、
TA、 TS、 WS、 P、 Lon、 Lat 和 D 作为输入特
征。选取训练数据量分别为 3 000、6 000、10 000
和全部数据(14 890)。4 种不同训练数据集大小的方
法效果如图 4 所示。
可以看到，训练数据量的增加对模型的整体性
能有积极的影响。随着训练数据量的增加，4 种方法
的 R²基本都呈现递增的趋势，RPE 基本呈现递减的
趋势。总而言之，训练数据量的增加将改善模型的
性能，但是，随着训练数据量的增加，数据量变化
对模型的积极作用将减弱。同时，增加数据量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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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4 个模型对于湿地蒸散发的预测效果存在着差
异。可以看到，DNN 深度学习模型和 RF 机器学习
算法的训练效果最优，其次是 GBR 机器学习算法。

带来更多的时间成本。随着训练数据量的增加，使
用 SVR 方法进行模型训练的时间将会显著增加。当
使用全部数据量训练模型时，其模型训练效果如图 5
Table 2

775

表 2 不同输入变量组合对应 4 种方法的 R²和 RMSE
R² and RMSE of the four methods for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input variables
RF

变量组合
SW+NR
SW+NR+GPP
SW+NR+GPP+TA
SW+NR+GPP+TA+TS
SW+NR+GPP+TA+TS+WS
SW+NR+GPP+TA+TS+WS+P
SW+NR+GPP+TA+TS+WS+P+LON+LAT+D

R²
0.699
0.793
0.856
0.895
0.899
0.902
0.941

RPE
39.8%
33.0%
27.5%
23.4%
23.0%
22.7%
17.8%

GBR
RPE
R²
0.697
39.9%
0.769
34.8%
0.816
31.0%
0.852
27.8%
0.854
27.6%
0.861
27.0%
0.910
21.7%

SVR
RPE
R²
0.677
41.2%
0.755
35.9%
0.807
31.8%
0.844
28.6%
0.848
28.2%
0.846
28.4%
0.884
24.5%

图 4 不同数据量模型的 R²和 RPE
Figure 4 R²and RPE of different data volume models

Figure 5

图 5 模型的预测值与观测值之间的比较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predicted and observed values of the model

DNN
RPE
R²
0.709
39.1%
0.794
32.9%
0.856
27.5%
0.894
23.6%
0.905
22.3%
0.932
18.9%
0.940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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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独立数据集模型精度验证
ET 受气候因素（例如气温，风速等）以及人类
活动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它对子叶的叶区非常敏
感，因此影响了冠层的蒸腾和截留区[40]。在湿地生
态系统中，4 种机器学习方法在预测 ET 的性能是不
同的。
为进一步论证各模型性能，使用了 2014 年站点
观测值作为验证数据，而模型训练采用的是这些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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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2000—2013 年的观测数据，因此本次实验保证了
验证数据时间上的独立性。验证结果如图 6 所示。
可以看到，4 种方法的验证效果有较大差异，其中，
SVR 模型的效果最好，预测的 R²能达到 0.896，RPE
只有 31.5%。RF 次之，GBR 模型的效果最差。为
了更好地验证模型精度，验证了站点实际 ET 与
SVR 模型预测的 ET 在时间上的连续性，结果如图
7 所示。

图 6 2014 年 18 个站点测试效果
Figure 6 18 sites were tested in 2014

图 7 站点 ET 与 SVR 预测 ET 时间序列图
Figure 7 Site ET and SVR prediction ET time series diagram

2.4 基于 ERA5-Land 资料预测 ET
站点分布有限，观测范围也有限，ERA5-Land

资料覆盖全球，能够有效弥补站点在观测空间上的
缺陷。所以，基于本研究训练的 4 种机器学习模型，
在前述站点位置处，提取了 2014 年 ERA5-Land 资
料中的特征变量，用以评估本研究机器学习模型对
于 ERA5-Land 数据集的适用性，并且与 ERA5-Land
直接提供的 ET 结果进行了对比，结果如图 8 和图 9
所示。结果显示 RF 模型的预测效果是最好的，SVR
和 DNN 略差，而 GBR 在不同数据上的表现有明显
差异。另外，ERA5-Land 资料中提供的 ET 与站点
观测 ET 相关性较低（R²=0.134）
，且 RPE 明显偏大
（RPE=90%）。数据驱动的 4 种 ET 估算模型在预测
湿地 ET 精度方面，要明显优于 ERA5-Land 数据集
提供的 ET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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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014 年 18 个站点 ERA5-Land 测试效果
Figure 8 ERA5-Land was tested on 18 sites in 2014

图 9 ERA5-Land ET 与站点 ET 相关性比较
Figure 9 Comparison of correlation between ERA5-Land ET
and site ET

3

讨论与结论

湿地对于调节气候和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具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保护湿地显得尤为重要，湿地
的保护还需要了解生态系统中水平衡动态的相关知
识。因此，准确估算湿地生态系统的蒸散发也是至
关重要的。相关文献证明，在湿地生态系统蒸散发
估算中，传统的基于经验公式估算方法的精度存在
一定的缺陷。若提供足够的数据量，机器学习方法
是一种最为常见的替代方法。

本研究采用了 4 种数据驱动的机器学习算法来
预测湿地生态系统的单日 ET。阐述了利用深度学
习、随机森林、梯度提升回归树和支持向量回归建
立有效的湿地实际蒸散发预测模型。之所以选择前
述算法，是因为它们非常擅长学习复杂的、高度非
线性的关系。此外，这几种方法很少被用于专门研
究湿地蒸散发。实验结果表明，输入特征和训练数
据量会明显影响 4 种方法估算 ET 的性能，四种建
模方法的性能随着输入变量和数据量的增加而提
高。这一结果与 Granata 利用机器学习方法估算佛
罗里达州印第安河县蓝柏沼泽湿地蒸散发相一致。
本研究确定了 SW、NR、GPP、TA、TS、WS、P、
Lon、Lat 和 D 组成的最佳输入特征变量组合，使得
4 种模型的训练结果 R²均高于 0.8。由表 1 中的实验
结果可知，如果模型的输入变量不添加经纬度和日
期信息，所选择的算法模型精度会有降低，但是降
低的幅度不大。通过测量与蒸散发相关的必须变量，
例如短波辐射、净辐射、总初级生产力、气温、土
壤温度、风速和降水等，可以得到足够精确的估算
模型。因此，结合上述变量，建立可靠的机器学习
模型来预测湿地实际蒸散发是完全可能的。另外，
随着数据量的增加，数据量的变化对于模型的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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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将会减弱。在今后的研究中，选择最优模型时，
尤其是在训练数据量比较大的情况下，应平衡训练
时间与训练精度。
利用多种独立数据集（包括站点独立时间段数
据和 ERA5-Land 气象资料数据）提供的输入变量对
4 种模型的精度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SVR 和 RF
模型精度与可靠性相对较高，而数据驱动的 ET 估
算模型精度明显优于 ERA5-Land 资料中提供的 ET
产品。这表明相较于通量塔观测数据和传统的再分
析资料，本研究的高精度数据驱动模型能够为湿地
生态系统蒸散发相关研究提供更好的大范围的蒸散
发估算产品。
致谢：这项工作使用了来自 FLUXNET2015 数
据集的涡流相关数据和 ERA5-Land 再分析数据集，
该数据集分别由 FLUXNET 官网和 ECMWF 官网获
取并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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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农业大学在森林土壤微生物生物地理领域取得重要进展
国际高水平期刊《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IF=10.753，中科院一区）在线发表了安徽农业大
学农田生态保护与污染防治重点实验室的最新研究成果“黄山亚热带森林土壤深度对细菌群落的影响大于
海拔高度”。
该研究以安徽省黄山九龙峰自然保护区 500~1 100 m 不同海拔梯度的森林为研究对象，对土壤细菌多
样性和群落随海拔以及土层变化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发现，土壤表层细菌群落的多样性显著高于亚表层。
土壤细菌群落受土壤深度的影响明显大于受海拔梯度的影响。土壤活性有机碳和海拔分别是影响表层和地
下土壤细菌群落组成的主要因素。发生在土层和海拔中的随机过程主导了细菌群落。与地下土壤相比，表
层土壤网络对土壤环境变量的变化更为敏感，具有复杂的拓扑特征。在表层土壤中关键物种为红螺旋菌科，
而次表层为放线菌科。相关研究结果为了解微生物对森林生态系统中生境异质性、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
功能和服务的维持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安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2020 级农业资源利用专业学生宋路遥为第一作者，资源与环境学院马
超副教授为通信作者、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褚海燕研究员为共同通信作者，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
究所杨腾副研究员、安徽省林业科学院夏尚光教授等参与了该项研究。该研究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和安徽省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重大项目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