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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94年7月在墨西哥举行的第十五届国际土壤科学大会讨论了土壤微生物(包括土壤动物)
在可持续农业方面；土壤动物的变化导致土壤功能的变化；土壤和生物多样性与土壤生物修复密
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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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15th International Soil Science Conference held in Mexico in July 1994 discussed the role of
soil microorganisms (including soil animals) in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Changes in soil animals lead to changes in
soil functions;soil biodiversity are closely related to soil bioreme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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