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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腐植酸类物质是一类广泛存在于土壤、水体等的有机物质，对土壤物理、化学、生物性质及植物生长具有十
分重要的作用，可通过从土壤、动物粪便、低级别煤等中提取。本文综述了腐植酸类物质促进植物生长发育的生理
机制，并分别从抗旱、抗盐碱、抗低温/高温、抗重金属污染、抗病等方面详细介绍了腐植酸类物质对植物抗逆性的
影响，最后展望了在可持续农业中腐植酸类物质在作物上的应用和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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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Humic Substances on Plant Stress 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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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mic substances(HS) are a series of organic matter found in soil and lakes etc. HS could be extracted from soil,
animal waste, and low degrades coal and other organic wastes. HS are very important for soil physical, chemical and
microbial properties as well as for plants growth. This review summarized the mechanism of HS on plants growth and also
introduced the effects of HS on the plant stress resistances in detailed, including drought resistance, saline-alkali resistance,
low/high temperature resistance, heavy metals resistance and disease resistance.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prospects of HS
in advanced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were introduced in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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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境胁迫是全世界农业面临的共同问题，近年来受到了科学家们的重视。随着代谢组学、蛋白
质组学、基因组学、转录组学等技术及纳米技术、mRNA、基因沉默等技术的应用，使植物抗逆研
究在分子水平上研究更加深入[1,2]。碳水化合物、糖代谢物、各种有机质及营养元素等物质在植物抗
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腐植酸类物质(Humic Substances，HS)是有机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生理功能，来源
广泛，容易获得，成本相对较低，应用方式多样，因此腐植酸在农业上应用的越来越广泛。腐植酸
类物质可来自于土壤、动物粪便、低阶煤（泥炭、褐煤、风化煤等），农业副产品及废弃物在处理
过程中也可产生类似腐植酸类的物质。随着腐植酸类物质在农业中的应用，它在植物抗逆性中的作
用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腐植酸类物质作为生物刺激素(Biostimulant)中最为主要的一类，目前单独作为生物刺激素、肥
料添加剂、农药添加剂等方式已广泛使用。生物刺激素是全球农业投入品市场上的一个最新的概念，
是指通过少量施用就可达到促进植物生长和发育，而且这种促进作用通过传统植物营养的方式很难
达到。Du Jardin[3]将目前生物刺激素按其内含的主要的活性成分分为腐植酸类物质、复合有机矿物、
有益化学元素、无机盐类（如亚磷酸盐）、海藻提取物类、甲壳素及壳聚糖、氨基酸类等。生物刺
激素的靶标是农作物本身，它通过改善植物的生理生化状态，提高农药和肥料的利用率，改善作物
抵抗逆境的能力，最终实现农作物产量提高和农产品品质改善。生物刺激素在国外农业上的研究和
应用已有详细介绍[4,5]。随着国内对安全农业的不断重视以及未来市场对于生物刺激素类产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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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增加，将更加促进腐植酸类物质的研究和应用。
本文针对腐植酸对作物的影响机制及在逆境中对植物的缓解研究进展进行了分析，以期为腐植
酸类物质在逆境中的应用和研究提供支持。

1
1.1

腐植酸类物质促进植物生长的生理机制
腐植酸类物质的直接刺激植物功能

1.1.1 腐植酸类物质对植物的营养作用 Chen 等[6]研究表明，腐植酸类物质对作物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这种促进作用被认为是腐植酸中含有类似植物激素的物质[7-9]。Femiindez-Escobar 等[10]通过对橄榄幼
树叶面喷施煤基腐植酸的试验发现，在土壤中不施入肥料时，喷施腐植酸可显著促进盆栽幼树茎干
生长，但当在土壤中施入肥料后促进作用差异不显著。大田试验中，叶面喷施腐植酸可促进橄榄树
茎干生长并提高叶片中 K、B、Mg、Ca、Fe 的含量。但当土壤中养分满足橄榄生长需求后，施用腐
植酸则对不能提高叶片中这些元素的含量。Silva-Matos[11] 在西瓜幼苗上叶面喷施煤基腐植酸后，促
进了西瓜幼苗地上部生长，并促进了西瓜幼苗的根长和根体积。
腐植酸类物质富含碳素，廖宗文等[12]认为以褐煤为原料，加碱生成的腐植酸可作为碳肥施用。
Ertani 等[13]从农业废弃物中提取的腐植酸可以促进玉米中氮代谢。植物吸收有机小分子黄腐酸后，
可直接影响植物的代谢过程。分子量较小的腐植酸（LMS＜3500 Da）能够直接通过细胞膜进入原生
质体内发挥作用，分子量较大的腐植酸（HMS＞3500 Da）不能通过细胞膜，但是可以影响细胞膜的
性质，从而影响营养元素的吸收。
1.1.2 腐植酸类物质促进植物基因表达 Quaggiotti 等[14] 发现低分子量的腐植酸类物质 Hef 可能直接
影响玉米根系中基因的转录，如 Mha2 基因编码 H+-ATP 酶；同时 Hef 可以长距离影响地上部编码硝
酸盐转运的基因 ZmNrt2.1 发生变化。Billard 等[15]采用海藻中提取的 AZAL5 及黑炭中提取的腐植酸
HA7 两种生物刺激素，研究了施用 AZAL5、HA7 对冬油菜的矿质元素吸收及基因表达的影响。结
果发现这两种生物刺激素均促进根系生长和 N、S、K、P 的吸收。两种物质均刺激了叶绿体的分化。
此外，植物体内 Mg、Mn、Na 和 Cu 的浓度也有所提高，并提高了 Fe 和 Zn 在根-冠中的转运。这些
结果的产生是伴随着 Cu 转录子(COPT2)和据推断是 Fe 和 Zn 转运的基因 NRAMP3 的表达量的提高。
1.1.3 腐植酸类物质促进激素合成 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腐植酸促进了激素的合成。陈玉玲等[16]发现黄
腐酸（FA）能使 IAA、ABA 水平增加，且 FA 与这两种激素都没有协同作用。Mora 等[17-19]等相关研
究表明，从风化煤中纯化得到的纯化腐植酸（PHA）促进了黄瓜根系中 NO、IAA 的含量，同时 PHA
依赖于 NO-IAA 途径介导作用提高了黄瓜根系中 ABA、ETH 的含量；同时发现根系所富集的腐植酸
能显著增加黄瓜幼苗的生长与植物根系 H+-ATP 酶活性增强有关，使得植物幼芽中硝酸盐浓度增加
而根系中浓度降低，这种硝酸根浓度的变化影响了细胞分裂素和多胺物质在植物幼苗中的富集。
1.1.4 腐植酸类物质促进植株体内相关酶活性 Cordeiro 等[20]采用土壤提取的腐植酸（HA）在低氮和
高氮的营养液中研究了对 CAT 酶活性及 ROS 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施入 HA 后，ROS 增加，同
时 CAT 酶活性提高，说明 HA 对植物的作用依赖于 ROS 产生，以此促进了根系生长并促进了侧根
发生。Canellas 等[21] 发现从蚯蚓粪中提取的高分子腐植酸组分，通过提高酶含量促进了 H+-ATP 活性。
Zandonadi 等[22]研究证明 NO 介导了腐植酸促进根系生长以及质膜上 H+-ATP 活性的提高。
Mora 等[17]
也证实了腐植酸提高了质膜上 H+-ATP 活性。
1.1.5 腐植酸类物质调节气孔开闭 许旭旦等[23]研究发现临界期干早时喷施腐植酸类物质能使小麦叶
片气孔开张度减小，蒸腾降低，水分消耗速度减慢，从而使小麦体内水势提高，小麦抗旱性提高。
梅慧生等[24]发现不同来源的 HA 和 FA 均可抑制气孔开启，类似 ABA 的作用，都抑制了 K+在保卫细
胞中的积累，使用浓度以 100 ppm 为宜，并发现在 pH5 所得的 HA 抑制作用最大。Russell 等[25]则发
现从蚯蚓粪中提取的腐植酸诱导的气孔开放，是通过活化磷脂酶 A2 完成的，这与 IAA 一样，而不
是通过壳梭孢素及光照诱导的信号途径完成。
1.2

腐植酸类物质的间接作用
腐植酸作为土壤有机质的主要组成部分，通过促进土壤的保水持水能力，影响土壤结构，释放

第3期

谷端银等:腐植酸类物质与植物抗逆性研究进展

·323·

土壤中的营养元素，促进微量元素的有效性，达到促进土壤肥力的作用。当腐植酸在土壤中施用，
或者与肥料养分混合时，腐植酸可复合一定的营养元素离子并影响作物吸收营养元素的数量，以此
间接方式影响对植物大量及微量营养元素的吸收，促进作物的生长。

2
2.1

腐植酸类物质在各种逆境中的表现及研究、应用进展
腐植酸类物质与植物干旱胁迫

李绪行等[26]发现干旱条件下喷施 FA 后可促进小麦叶片脯氨酸含量的增加，促进了细胞的持水
能力，也提高了抗旱性。腐植酸类物质作为抗旱剂及抗蒸腾剂使用越来越多在农业研究和应用[27,28]。
腐植酸类物质作为添加剂加入肥料后制成的复混肥或者水溶肥，成为腐植酸发挥抗旱作用的主要途
径。薛世川等[29] 在完全营养液或肥料中添加适量腐植酸类物质均可提高小麦根内和叶片内 NR、SOD
和 POD 活性，降低细胞质膜透性，提高了小麦幼苗的抗旱性。刘伟等[30] 研究表明，施用腐植酸水溶
肥可提高提高燕麦的抗氧化系统提高燕麦的抗旱性。张小冰等[31]发现 400~500 μg·L-1 黄腐酸钾浸种
后，玉米植物体细胞保护酶活性，丙二醛含量降低，降低膜脂的过氧化程度，增加膜的稳定性，提
高植物抗旱性。梁强等[32] 研究发现喷施黄腐酸提高 ROC22#和园林 6#甘蔗苗期的抗旱性，以 200、
400 mg/L 处理效果较好。回振龙等[33] 用黄腐酸浸种提高了紫花苜蓿在 PEG 处理下的抗旱性。张磊等
[34]
研究发现富含腐植酸的植物生长营养液对马铃薯具有抗旱增产作用，增产幅度随水分胁迫程度的
增加而增大，重度水分胁迫处理下增幅达 33.33%。腐植酸还可提高鸡冠花对干旱的抗性[35]。
Vasconcelos 等[36]研究了干旱胁迫下施用 3 种不同组分的含有腐植酸的生物刺激素后在玉米和大
豆上抗性酶系统的响应。结果发现，施用 1 号生物刺激素后，SOD、APX 酶的活性提高，但 CAT 酶
的活性没有增强。García 等[37]采用从蚯蚓粪中提取的腐植酸，研究发现不同浓度的腐植酸影响了水稻
抗氧化系统中 SOD、POD、CAT、APX 酶的活性，抑制了 ROS 产生和膜脂过氧化。同时，腐植酸也
影响在液泡膜中编码水通道蛋白亚家族(OsTIPs)基因表达。进一步研究发现[38]，HA 在可同时调控植
物根系和叶片的水通道蛋白基因表达，腐植酸团聚体中占主要优势的烷基、羧基、羰基结构是腐植酸
在根系发挥作用的主要原因。结果表明，腐植酸发挥作用是独立于 ABA 的信号机制，它调控 OsTIPs
基因表达，同时腐植酸特殊结构与植物根系之间的物理和化学作用使其产生对植物的保护作用。
2.2

腐植酸类物质与植物盐碱胁迫

腐植酸类物质对植物的抗盐碱性研究，国内外多从腐植酸对盐碱土壤的改良方面研究[39-42]，通过腐
植酸改良土壤理化性质，间接提高植物的耐逆性和抗逆性。Adin 等[41]在 8 种不同盐（NaCl、Na2SO4、
CaCl2、CaSO4、KCl、K2SO4、MgCl2、MgSO4）、4 种浓度（0、30、60、120 mM）处理下，土壤中施
用 3 种浓度(0、0.05、0.1% w/w)腐植酸钾，研究了大豆(Phaseolus vulgaris L.)的抗盐性。结果表明，施
用腐植酸钾降低了土壤 EC 值，促进了植株体内 NO3--N、N、P 含量，降低了植株电解质渗漏率，缓解
了盐胁迫。Hanafy Ahmed 等[42]通过在盐碱土上叶面喷施腐植酸和腐胺研究了对埃及棉花(Gossypium
barbadense L.)生长及产量构成的影响。结果发现，1%腐植酸增产效果及对产量指标效果最好。
探索直接施用腐植酸类物质缓解植物盐碱胁迫的研究相对较少。郭伟等[43,44] 通过腐植酸浸种，
采用水培方式研究了腐植酸对盐碱胁迫下小麦的缓解效应。结果证明，腐植酸浸种处理下α-淀粉酶
活性降低，总可溶性糖含量表现为叶片中升高而根系中下降；蔗糖含量表现为叶片中下降而根系中
升高，叶片和根系浸出液电导率下降，推测腐植酸浸种可能是通过调控果糖浓度变化，使盐胁迫下
小麦幼苗的质膜损伤得到缓解。同时小麦叶片 SOD 和 CAT 活性提高，谷胱甘肽含量升高，有效缓
解了盐碱胁迫对幼苗生长的影响。张小冰等[45]采用腐植酸钾浸种玉米，提高了玉米幼苗在 NaCl 胁迫
下 SOD、POD、CAT 酶活性，降低了 MDA 含量，提高了玉米的耐盐性。
2.3

腐植酸类物质与植物温度胁迫

金平等[46]对水稻喷施煤基腐植酸后，再进行 14 ℃低温处理，结果表明，腐植酸可提高水稻脯氨
酸含量及脱落酸含量，多酚氧化酶比活力增强，提高了水稻的抗冷性，并且以 450 mg·L-1 浓度较好。
张彩凤等[47]试验发现，叶面喷施腐植酸钾，可有效提高低温胁迫下红掌细胞内保护酶（SOD、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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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性，并减少 MDA 的产生，而且可减弱植物在低温胁迫后蒸腾速率、气孔导度、净光合速率的
降低程度，有效提高红掌的抗低温能力。
在高温胁迫下，腐植酸类物质也有良好的表现。王润正等[48]研究发现喷施含腐植酸水溶肥料，
可以提高小麦的光合能力，籽粒产量有所增加，抗高温能力提高。林梅桂[49] 试验发现喷施矿源黄腐
酸(MFA)后的辣椒幼苗进行高温胁迫后，与对照（喷施清水）相比，CAT、SOD、POD 酶活性均有
提高，降低了超氧阴离子产生速率和 H2O2 的含量，提高了辣椒的抗热性。
2.4

腐植酸类物质与植物重金属胁迫

随着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程度的提高，在工矿企业周边、污水灌区及大中城市郊区等重点区域的
农田受到重金属污染。而农药和畜禽粪便等农业投入品的过量使用带来的重金属污染危害，造成作
物减产和农产品品质下降。腐植酸类物质中含有多种官能团，可以通过络合、螯合、还原作用使重
金属固定在土壤颗粒表面，从而影响它们的迁移并减少了重金属水溶态，降低其毒性。
马建军等[50]研究发现腐植酸钠可缓解重金属 Cd 元素对小麦幼苗的毒害作用，表现在小麦幼苗
干物质积累增加，抑制小麦幼苗对 Cd 元素的吸收，并促进小麦幼苗对 Cu、Zn、Fe、Mn 等营养元
素的吸收和积累。郭凌等[51]研究发现不同煤基腐植酸对砷胁迫下玉米有促进生长的作用，但根据腐
植酸对土壤中砷的活化和钝化的特点，筛选出配合植物可以替代 EDTA 活化土壤砷，与植物配合以
提高砷污染土壤的植物修复速度和效果 8 号和 9 号煤基腐植酸；6 号和 10 号则可用于土壤砷钝化剂，
以保证作物产品的安全。常思敏等[52] 研究发现在砷污染的土壤中对烤烟施用黄腐酸处理，与对照相
比提高了 NR 活性，促进了 NO3--N 的同化能力，从而减轻了土壤砷污染对烤烟氮同化的毒害。
2.5

腐植酸类物质与植物抗病性

20 世纪 70~80 年代，我国开展了较大规模腐植酸钠抗病试验，多地试验表明腐植酸钠有良好的
提高作物的抗病能力[53]。刘贺昌等[54]对腐植酸钠与黄瓜霜霉病防治方面开展了研究，结果显示，腐
植酸钠可抑制霜霉病孢子囊萌发，同时腐植酸钠通过增加叶片含糖量及叶绿素含量促进生长，也间
接提高了黄瓜的抗病能力。金平等[55]也发现腐植酸与农药“克露”复配可显著降低黄瓜霜霉病的发生。
谢文闻等[56] 通过将腐植酸类物质（黄腐酸钾粉剂、黄腐酸钠粉剂及黄腐酸液体）与药肥 SY 复
配，发现腐植酸类物质加入后增强了 SY 的抑制黄瓜矮化线虫和根结线虫的效果。但 3 种腐植酸类
物质直接差别不大。Singh 等[57]通过在草莓上连续喷施蚯蚓粪淋溶物提取的腐植酸类物质，显著降低
了草莓白化病、果实畸形和灰霉病的发生率，提高了草莓的品质。
腐植酸因特殊结构及功能广泛用于农药助剂[58]，也证明腐植酸对植物抗病性具有良好的作用。
2.6

腐植酸类物质与植物自毒作用

设施蔬菜种植面临的连作障碍，一方面原因来自于植物根系分泌物产生的自毒作用。张丽娜[59] 、
卢艺彬等[60]研究了腐植酸对自毒物质苯丙烯酸胁迫下黄瓜种子萌发及生理生化特性的影响。结果发
现，25 mg·L-1 处理可以缓解苯丙烯酸胁迫对种子萌发的抑制作用，表现为发芽势提高，种子活力、
α-淀粉酶、β-淀粉酶和蛋白酶活性以及种子物质消耗率提高。

3

展 望

腐植酸类物质是有机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减少肥料的施用，提高养分使用效率，部分替
代生物合成的植物生长调节剂，并改善蔬果品质，提高植物抗旱性，减少病虫害发生，促进植株早
发和开花等，也适合于作为微生物的载体应用于作物栽培中[61]。腐植酸类物质作为生物刺激素不仅
可以与其它农业措施综合使用以实现农业种植的高产和高效，而且对环境十分友好。这些有益功能
将促进腐植酸类物质在作物栽培中的研究和应用。
近年来，腐植酸类物质作为生物刺激素的重要成员吸引了众多科学家对其作用和机理进行重新
认识。腐植酸类物质未来的研究重点将更加关注对植物营养促进的机理研究，并将从分子水平上研
究腐植酸参与养分代谢及生理调节机制[62]，尤其是研究腐植酸类物质与植物激素间的互作关系[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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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研究重点还将对腐植酸类物质与植物抗逆性关系进一步深入研究，并将从生理和分子水平上
研究腐植酸类物质在不同作物、不同逆境条件下发挥抗逆作用的机理。随着研究和应用的深入，将
促进腐植酸类物质在农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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