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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加有机肥下木质素对平邑甜茶根系活力及根际土壤微生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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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试验以 1年生平邑甜茶为试验材料，通过盆栽试验及室内分析，探究在施用有机肥条件下，木质素对平邑

甜茶根系活力、根际土壤酶活性及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结果表明：(1) 不论在 10%或 40%有机肥条件下，两种

浓度木质素均不同程度的提高平邑甜茶的根系活力，其中 2.5 g·kg-1处理提高最多。(2) 10%有机肥下，木质素抑制了

土壤脲酶活性，提高了土壤蔗糖酶活性，2.5 g·kg-1处理表现最为显著，1.5 g·kg-1处理显著提高了土壤纤维素酶活性；

40%有机肥下，两种浓度木质素均提高了土壤纤维素酶活性，2.5 g·kg-1处理显著提高了蔗糖酶活性。(3) 木质素某种

程度上增加了根际土壤微生物数量，有利于土壤微生物活性的提高。10%有机肥下，1.5 g·kg-1处理显著提高土壤微生

物细菌、真菌及放线菌数量；40%有机肥下，2.5 g·kg-1处理提高微生物数量最为显著。木质素改善了土壤微生物多样

性，改变了土壤酶活性，2.5 g·kg-1处理显著提高了平邑甜茶根系活力。研究结果为根系土壤环境的调控提供了理论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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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experiment, the effects of lignin on root activity, rhizosphere soil enzyme activity and soil microbial
diversity of Malus hupehensis Rehd. were investigated by pot experiment and laboratory analysis using one-year M.
hupehensis. as experimental material under organic fertilizer. The results showed: (1) Under the condition of 10% or 40%
organic fertilizer, both lignin concentrations could increase the root activity of M. hupehensis. to varying degrees, of which
2.5 g·kg-1 treatment increased the most. (2) Under 10% organic fertilizer, lignin inhibited soil urease activity, increased soil
sucrose enzyme activity, and 2.5 g·kg-1 treatment showed the most significant performance. 1.5 g·kg-1 treatment significantly
improved soil cellulase activity. Under the condition of 40% organic fertilizer, both concentrations of lignin increased soil
cellulose activities. 2.5 g·kg-1 treatment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sucrose enzyme activity. (3) To some extent, lignin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microbes in rhizosphere soil, which was beneficial to the improvement of soil microbial activity.
Under 10% organic fertilizer, 1.5 g·kg-1 treatment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soil microbial bacteria, fungi and
actinomycete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40% organic fertilizer, 2.5 g·kg-1 treatment obviously enhanced soil microbes amount.
Lignin improved soil microbial diversity and soil enzyme activity. 2.5 g·kg-1 treatment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root
activity ofM. hupehensis. The results provided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regulation of root soil environment.
Keywords: Malus hupehensis Rehd.; lignin; soil enzyme activity; microbial amount; root activity

我国造纸工业发展十分迅速，在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废弃物。而木质素就

是来源于废弃物之一，它存在于植物细胞次生壁与胞间层的中间[1]。制浆废液中的木质素以改变土

壤团聚体结构，增加营养元素的有效性等方式来改善土壤质量[2]。在土壤中施用木质素复合肥后，

其降解产物能有效结合土壤中分散的土粒胶体，降低土壤对磷、钾等的吸附固持能力[1]。木质素的

抗诱变性可以产生类似邻醌类植物生长激素，这种激素能够促进平邑甜茶植株幼苗根系的发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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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质素能够抑制脲酶活性[4,5]，且将其与氮肥配施有益于土壤中多酚氧化酶和过氧化物酶活性的

显著增加[6]。施用适量木质素可增加冬小麦的生长量[7]。近几年，以平邑甜茶（Malus hupehensis Rehd.）
为试材，对其进行生理特性的研究有很大的进展，但目前施用木质素对平邑甜茶根系活力及土壤微

生态环境影响的研究甚少，基于木质素与有机肥的大量研究，本实验将探讨在不同有机肥添加量下，

木质素施入土壤后对植物根系活力及土壤环境的影响，以便更好地在生产中应用。

土壤是植物赖以生存的大环境，土壤的改善导致根系环境的改变，它的养分状况因多种因素而

改变，如有机肥的施用及添加改良剂的种类等。土壤酶的存在使土壤中的微生物吸收足够供植株生

长的养分，对土壤中碳素循环及营养物质的积累有很大的作用，在土壤中加入有机肥后，可以促进

土壤磷酸酶，过氧化物酶及脲酶活性[8]。土壤微生物作为土壤有机质及土壤中养分分解的参与者，

其活性某种程度上可以表征土壤的健康状况。生物炭和有机肥组合可以改善土壤微生物多样性[9]。

作为苹果的一种砧木，平邑甜茶的抗病能力和适应能力极强，其实生苗个体间差异小，是一种

类茶植物[10]。本试验以平邑甜茶为试材，在盆栽条件下，探讨在施加有机肥条件下不同浓度木质素

对平邑甜茶根系活力及根区土壤酶活性和土壤微生物的变化，以期为进一步木质素资源的有效利用，

改善根际土壤的环境和科学培育平邑甜茶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区概况

试验于 2015年 311月在山东农业大学南校区科技创新园进行。供试植株为生长势相近的 1年
生盆栽平邑甜茶，花盆内径 36 cm，高 27 cm，装土量为 10.2 kg。盆土（普通褐土、河砂按照 8:2（V/V）
均匀混合而成）的速效磷 27.3 mg·kg-1，碱解氮 54.9 mg·kg-1，速效钾 33.9 mg·kg-1，有机质 12.4 g·kg-1，
pH 7.3，试验用木质素为碱木质素，购自山东某木质素生产有限公司。

1.2 试验处理

试验设计为在添加 10%和 40%体积配比的有机肥（主要成分为碱解氮 1.1 mg·kg-1，速效钾 12.1
g·kg-1，有机质 350.5 g·kg-1，速效磷 234.9 mg·kg-1）的盆土中，分别施入用量为 0、1.5、2.5 g·kg-1的
木质素，混合均匀，共 6 个处理；每处理 3株供试平邑甜茶；2015年 3月 21日将长势一致的一年

生平邑甜茶栽入盆中，以未施木质素的盆土为对照。在盆栽土壤相对含水量降到 50%左右时对各处

理进行灌溉，使其达到含水量大约 80%。取样前一周内不灌水。处理 180 d后取样测定。

1.3 测定指标与方法

试验于 2015年 11月下旬取样测定，取样时由于表层土壤相对干燥，微生物分布较少，所以用

小铲子刮掉表层土壤，在盆中均匀取出平邑甜茶根系及根系周围的土壤，分拣出根系，剔除土壤中

的杂物，用力抖动集中收集紧密粘附在根系表面的土壤为本次测定的根际土壤，1盆 1 株苗子，每

个处理取 3 个重复，然后把根系放入冰盒中以测定根系活力；根际土壤装进自封袋，分成 2 份，1
份放入带有冰块的保温瓶中，带回实验室放进 4 ℃冰箱内，以供测定土壤微生物等；另 1 份土壤自

然风干，研磨后过 18目筛，用于测定土壤酶活性。

1.3.1 土壤的基本特性 参照杨剑虹等[11]测定土壤速效钾、碱解氮及速效磷含量；土壤碱解氮采取碱

解扩散法来检测；土壤速效钾测定使用 1 mol·L-1乙酸铵浸提-火焰光度法；土壤速效磷采取 0.5 mol·L-1

的碳酸氢钠浸提-钼锑抗比色法测定。采用 Elab-TOC总有机碳分析仪测定土壤有机质含量[12]。

1.3.2 根系活力 利用 TTC法测定[13]。

1.3.3 土壤酶活性 土壤脲酶活性采用苯酚钠-次氯酸钠比色法，称取 5 g风干土于 50 mL三角瓶中于

37 ℃恒温培养箱 24 h，之后显色于 578 nm比色测定；土壤碱性磷酸酶采取磷酸苯二钠比色法，称 5
g风干土置于 50 mL三角瓶中于 37 ℃恒温箱中 2 h，之后按标准曲线方法于 510 nm比色测定光密度

从而计算出磷酸酶活性；土壤纤维素酶采用硝基水杨酸比色法测定，称取 10 g土壤于 50 mL三角瓶

中于 37 ℃恒温箱中培养 72 h，取培养后的滤液 1 mL，按标准曲线方法于 540 nm比色记录；土壤蔗

糖酶采取 3,5-二硝基水杨酸比色法来测定，称取 5 g风干土于 50 mL三角瓶中于 37 ℃恒温箱中培养

24 h，之后显色于 508 nm比色测定[14]。

测定土壤脱氢酶活性采用三苯基四氮唑氯化物比色法[15]。以 2,3,5-三苯基四氮唑氯化物为基质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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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脱氢酶的活化的氢，反应产物为 2,3,5-三苯基甲臢，显红色。由甲臢的生成数量及红色溶液吸光度，

然后进行定量分析，1 mg甲臢为 150.35 μL H+计算出酶活性。

1.3.4 土壤微生物数量 土壤微生物（细菌、真菌、放线菌）计数采用稀释涂抹平板法[15]。细菌培养

采用牛肉膏蛋白胨培养基，真菌采用加孟加拉红的马丁氏培养基，放线菌采用改良高氏Ⅰ号培养基。

置于 28 ℃培养箱中进行培养，细菌培养 2 d，真菌培养 3 d，放线菌培养 5 d后计数。微生物数量以

每克样品菌数表示。本试验细菌采取代表性 10-4 梯度，真菌 10-1 梯度，放线菌 10-5 梯度，选取

Shannon-Wiener指数代表用来计算微生物多样性指数(H)，计算公式为：H=-∑ (ni/N)*ln(ni/N)公式中

ni为第 i个物种微生物个体数量；N为群落中所有物种的微生物个体数目[16]。

1.3.5 数据处理 用Microsoft Excel 2003和 DPS 7.05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用 Tukey法（α=0.05）进

行差异显著性检验。

2 结果与分析

2.1 木质素对平邑甜茶根系活力的影响

由图 1 可以看出，施加有机肥后，经过不同的木质素施用量处理后，平邑甜茶根系活力发生不

同的变化。不论施加 10%或者 40%有机肥，平邑甜茶根系活力都随木质素施用量的增加而提高，其

中 2.5 g·kg-1提高最显著，分别比各自对照提高 61.2%和 77.4%。两种有机肥条件下 1.5 g·kg-1木质素

处理也提高了平邑甜茶根系活力，但提高效果不及 2.5 g·kg-1木质素处理显著。

2.2 木质素对平邑甜茶根际土壤酶活性的影响

由表 1 可以发现，施加有机肥下，不同的木质素施用量的处理之后，平邑甜茶根际土壤的酶活

性发生不同的变化。10%有机肥条件下，随木质素施用量增加，根际土壤蔗糖酶、脱氢酶活性呈现

逐渐升高的趋势，且显著高于对照，其中 2.5 g·kg-1木质素处理的根际土壤根际土壤蔗糖酶、脱氢酶

活性最高，分别比对照增加 73.2%和 63.7%。脲酶和纤维素酶活性呈现逐渐降低的趋势，2.5 g·kg-1

木质素处理的最低。

40%有机肥条件下，木质素处理增加了根际土壤脲酶、纤维素酶及脱氢酶活性，2.5 g·kg-1木质

素处理的蔗糖酶活性最高，比对照提高 22.6%，此外平邑甜茶根际土壤纤维素酶活性比对照增加 3.51
倍。1.5 g·kg-1木质素处理的土壤脲酶活性在三组中最高，比对照提高 10.6%。

图 1 木质素对平邑甜茶根系活力的影响
Fig.1 Effects of lignin on root activity ofMalus hupehensis Rehd.

注：图 A为 10%有机肥条件下；图 B为 40%有机肥条件下，图 A中的 CK 为对照 1，指盆土中掺入 10%有机肥，未掺入木质素；图 B 中的
CK为对照 2，指盆土中掺入 40%有机肥, 未掺入木质素；1.5，2.5分别指盆土中掺入质量比为 1.5 g·kg-1、2.5 g·kg-1的木质素。
Note: Fig. A represents the 10% organic fertilizer condition, Fig. B represents the 40% organic fertilizer condition in the text. CK represents adding
10% organic fertilizer but without adding lignin in fig. A, CK represents adding 40% organic fertilizer but without adding lignin in fig. B. 1.5 g·kg-1,
2.5 g·kg-1 lignin dosage were 1.5 g·kg-1, 2.5 g·kg-1 by soil weight treatment.

表 1 木质素对平邑甜茶根际土壤酶活性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lignin on enzymes activities in rhizosphere soil of Malus hupehensis Rehd.

有机肥含量
Content of

organic manure

木质
/g·kg-1
Lignin

脲酶
/mg·g-1·24 h-1

Urease

碱性磷酸酶
/mg·g-1·2 h-1

Alkaline phosphatase

蔗糖酶
/mg·g-1·24 h-1
Invertase

纤维素酶
/mg·g-1·72 h-1
Cellulase

脱氢酶
/μL H+·g-1·24 h-1
Dehydrogenase

10%有机肥
0(CK1) 0.41a 0.05b 0.93c 4.97b 1.82b
1.5 0.32b 0.04c 1.14b 6.92a 2.15b
2.5 0.31c 0.06a 1.61a 3.19c 2.98a

40%有机肥
0(CK2) 0.47c 0.10a 2.38b 2.74c 3.49b
1.5 0.52a 0.09b 2.12c 6.15b 5.87a
2.5 0.48b 0.08c 2.60a 12.37a 5.48ab

注:同列不同字母表示在 5%水平上差异显著,下同。Note:Different letters in each columnmean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t 5% level.The same as follows.

2.3 施用木质素对平邑甜茶根际土壤微生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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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可知，施加有机肥下，不同木质素施用量的处理，根际土壤的各种微生物数量出现不同

的变化。10%有机肥条件下，随木质素施用量增加，1.5 g·kg-1木质素处理的根际细菌、真菌、放线

菌、总数量增加最多，分别比对照增加了 57.5%、207%、67.2%、60.8%，与对照比较达到显著差

异水平。40%有机肥条件下，平邑甜茶根际细菌、真菌、放线菌、总微生物数量呈现逐渐升高的趋

势，其中，2.5 g·kg-1木质素处理的根际细菌、真菌、放线菌、总数量最多，分别比对照增加了 30.2%、

179%、40.9%、33.6%，与对照相比较达到显著差异水平。施加有机肥下，随木质素施用量增加，

根际土壤微生物多样性指数有所提高，但不同处理间土壤微生物多样性差异不显著。
表 2 木质素对平邑甜茶根际土壤微生物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lignin on microorganism in rhizosphere soil of Malus hupehensis Rehd.
有机肥含量
Content of

organic manure

木质素
/g·kg-1
Lignin

细菌
/106CFU·g-1
Bacterium

真菌
/102CFU·g-1
Fungus

放线菌
/106CFU·g-1
Actinomycetes

总数
/106CFU·g-1

Sum

多样性指数
Diversity index

10%有机肥
0( CK1) 33.88c 96.08b 17.70b 51.59c 0.64a
1.5 53.35a 295.11a 29.59a 82.98a 0.65a
2.5 49.45b 82.27c 27.99a 77.45b 0.65a

40%有机肥
0( CK2) 34.65c 64.54b 16.14b 50.79c 0.63a
1.5 38.89b 68.78b 18.52ab 57.41b 0.63a
2.5 45.11a 180.09a 22.74a 67.87a 0.64a

3 讨 论

土壤酶的活性与土壤类型等一些因素有很大的关系，它的活性高低反映了土壤中发生化学反应

的相对强度，每一种土壤酶从不同层面反映了土壤的状况，测定酶的活性可以了解土壤中某种物质

的转化情况。N素可以提高土壤微生物生物量，从而显著影响土壤纤维素酶和脱氢酶活性[17]，本试

验研究显示可知，10%有机肥条件下，经过不同的木质素施用量的处理，平邑甜茶根际蔗糖酶活性

随木质素浓度的增加都逐渐提高，而脲酶逐渐降低。这是因为木质素碳氮比相对较高为 250左右[18]，

多种活性基团在土壤中能受微生物的影响分解为腐植酸，土壤中施用腐植酸复合肥可以抑制脲酶活

性，显著提高蔗糖酶活性和磷酸酶活性[4]。土壤纤维素酶活性受根系分泌物、土壤有机碳及土壤 pH
值的影响很大[19]。本研究中 10%低有机肥下，添加木质素后，木质素使得平邑甜茶根系分泌物较少，

纤维素降解不够彻底导致土壤中易溶性营养物质减少，分解纤维素酶的细菌较少，进而导致纤维素

酶活性降低[20]。在 40%有机肥条件下，木质素提高了平邑甜茶根际土壤脲酶及纤维素酶活性，且较

高浓度木质素效果更为明显，这进一步证实了木质素的加入有利于土壤中主要酶活性的增加；低浓

度木质素提高平邑甜茶根际脲酶活性，这与张杰[21]研究结果相反，可能是较高有机肥施用量下，木

质素可以弥补氮素的缺失，一定程度增加土壤脲酶活性，促进植株生长。脱氢酶活性升高可能是由

于加入木质素后，木质素能够提高微生物固持氮素的能力，而土壤 N素可以提高土壤微生物生物量，

从而显著增加土壤脱氢酶活性[22]。

土壤微生物作为土壤中物质循环的主要推动者，它(细菌、真菌、放线菌)的数量是衡量土壤中微

生物体系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23]。通常来说，细菌在土壤中微生物中的数量最多；放线菌数量与土

壤有机质及有效磷含量等有关，可以抑制根际细菌，它介于细菌和真菌之间；真菌数量最少，但有

着生物量大的特点；反应微生物多样性的指数各有差异，本实验中选取 Shannon指数表示物种活动

的差异性。一般而言，根际微生物数量及微生物种类的多少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土壤微生物活性，

间接影响植株的生长发育，但微生物数量与土壤微生物多样性指数并不成正比[24]。本试验证明，10%
低有机肥条件下，施加低浓度木质素有利于平邑甜茶根际土壤中微生物的活动，更好的促进植株生

长。而较高浓度木质素则抑制了土壤中微生物种群的丰富。在 40%较高有机肥下，高浓度木质素提

高了平邑甜茶根际微生物多样性，有利于土壤养分最大化利用，保证土壤中各种活动的完成。微生

物多样性指数反映了土壤中微生物种群的丰富程度，如果土壤中多样性指数越低，那么其中微生物

种群比例分布越不均匀[25]。本试验中微生物多样性有所提高，Shannon指数无显著变化，但张杰[21]

研究表明木质素降低了 Shannon指数，减少了土壤微生物多样性，其结果差异的原因需进一步探讨。

根系活力是反映植物根系生命活动的一个重要的生理指标，与呼吸作用相关联[26]。根系吸收运

输植株所需的养料及水分的能量由根系部分细胞的呼吸提供。研究发现施用秸秆有利于土壤的物理

化学性质的改善，提高黄瓜的根系活力，而本试验中碱木质素是通过麦草秸杆等碱法制浆黑液中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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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开来的产物，在土壤中施用适宜浓度的木质素对提高植株根系活力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本研究证

明添加有机肥下，木质素提高了根系活力，2.5 g·kg-1木质素处理提高最大，这可能由于添加少量木

质素后，木质素作为氮磷复合肥提高了土壤的养分，优化了根系生长的土壤环境，提高了根系活力。

施用有机营养物能够改善根系的生长发育，添加不同物料结果表明番茄的根系活力与根系土壤的微

生物特性有正相关联系[27,28]。在高肥条件下，木质素使用使平邑甜茶根系活力与根系土壤的微生物

数量成正相关。本实验中平邑甜茶的根系活力改变与根际土壤微生态环境的改变有很大的关系，具

体的机制有待于下一步研究。

4 结 论

不论 10%或 40%有机肥条件下，施用木质素提高了平邑甜茶根系活力，较高浓度提高最为显著。

10%有机肥条件下，2.5 g·kg-1木质素处理抑制土壤脲酶及纤维素酶活性，提高土壤碱性磷酸酶及蔗

糖酶活性最为显著；1.5 g·kg-1木质素处理显著增加土壤微生物细菌、真菌及放线菌数量。40%有机

肥下，木质素对土壤脲酶、脱氢酶、纤维素酶活性有促进作用，2.5 g·kg-1木质素处理效果最显著；

2.5 g·kg-1木质素处理提高微生物数量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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