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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丛枝菌根真菌(arbuscular mycorrhizal fungi, AMF)在植物与土壤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能促进寄

主植物对养分尤其是磷(P)的吸收。间作在提高土壤 P 素利用及增产增收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通过三
室隔网分室盆栽模拟试验, 在玉米/大豆间作种植体系下, 对菌丝室进行不同形态 P 处理[不施 P(P0)、施用无
机磷(IOP50)、施用有机磷(OP50)], 同时在根室进行不同 AMF 处理[不接种(NM)、接种 Funneliformis mosseae
(FM)], 研究了不同外源形态 P 添加和 AMF 处理下, 菌根作物对菌丝室红壤中不同形态 P 吸收利用的影响。
结果表明: 与单作-FM-IOP50 处理相比, 间作-FM-IOP50 处理下的玉米 P 吸收量显著增加 150.2%, 大豆 P 吸
收量增加 24.5%; 除大豆单作-P0 处理外, 接种 FM 均明显降低菌丝室土壤有效磷含量。除大豆单作-FM 处理
外, 施用 IOP50 使土壤有效磷含量在单作条件下最高, 而在间作条件下则最低。对红壤 P 形态的分级结果表
明, 接种 AMF 均一定程度增加了 Ca2-P、Al-P、Org-P、O-Al-P、Ca10-P 的含量, 而间作则显著提高了作物对
土壤 Ca2-P、Fe-P 的吸收; 相比其他处理, 土壤 Ca2-P、Org-P、O-Al-P 含量在间作-FM-IOP50 组合处理下较高
(P<0.05)。相关分析显示, Ca2-P 与玉米植株 P 吸收量呈显著负相关, 而 O-Al-P 与大豆植株 P 吸收量呈显著负
相关。总之, 接种 FM、磷肥施用与间作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宿主作物对 P 的吸收累积。其中间作-FM-IOP50
组合是促进间作玉米生长、P 素吸收及 Ca2-P、Org-P、O-Al-P 增加的最佳组合, 通过促进无机磷的活化而改
善作物对 P 素的吸收利用, 有效削减土壤 P 素的残留, 若将其应用于滇池流域, 可望减少 P 素的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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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buscular mycorrhizal fungi (AMF) can help host plants in the uptake of nutrients, especially phosphorus (P). Intercropping
also can promote use efficiency of P in soils and increase crop yield. In order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P additions and A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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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ments on the absorption and utilization of different forms of P of intercropping corps in red soils, a pot simulation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using the three-compartment method. Under maize-soybean intercropping system, the hyphal compartments were treated with
different forms of P — no P (P0), inorganic P (potassium dihydrogen phosphate – IOP50) and organic P (soy lecithin – OP50). Different
AMF treatments, including no AMF (NM), inoculation with Funneliformis mosseae (FM), were performed in the root chamber.
Intercropped maize and soybean, mono-cropped maize and soybean were planted in the experime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mono-cropping-FM and IOP50 treatment, P uptake in maize increased by 150.2% and P uptake in soybean increased by only 24.5%
under intercropping-FM and IOP50 treatment. Except mono-cropped soybean and P0 treatment, FM inoculation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vailable P content in hyphal compartment soils. In addition to soybean mono-cropping-FM treatment, IOP50 application yielded the
highest soil available P content under mono-cropping, and the lowest under intercropping conditions. AMF inoculation increased the
contents of Ca2-P, Al-P, Org-P, O-Al-P and Ca10-P to a certain extent, while intercropping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crop uptake of Ca2-P
and Fe-P in the soil. Under combined intercropping, FM and IOP50, the contents of Ca2-P, Org-P and O-Al-P in the soil were higher (P <
0.05) compared with other treatments.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Ca2-P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 uptake in
maize, while O-Al-P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 uptake in soybean. In conclusion, FM inoculation, P fertilizer
application and intercropping all promoted P absorption and accumulation of host crops to a certain extent. Among these, FM, IOP50 and
intercropping was the best combin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intercropped maize growth, P uptake and increased Ca2-P, Org-P and O-Al-P
of red soil. If applied to Dianchi watershed, it is expected to reduce the loss of P.
Keywords: Arbuscular mycorrhizal fungi (AMF); Intercropping; Maize; Soybean; Phosphorus form; Phosphorus uptake; Soil
available phosphorus

磷(P)作为作物生长发育的三大限制性元素之一,

难溶性无机磷酸盐和有机磷 [13-14] 。张宇亭等 [1] 研究

其在土壤中的化学有效性低是限制作物生产的重要

表 明 , 接 种 AMF 可 以 促 进 根 际 土 壤 中 难 溶 性 磷

[1]

原因 。由于红壤对 P 具有较强的吸附和固定特性,

(Ca2-P 和 O-P)向有效态磷转化, 并显著降低了总无

其中的 P 难以满足作物生长的需求。土壤中的无机

机磷含量。贾广军等 [15]运用隔根技术在玉米/大豆间

磷作为作物 P 的主要来源, 在土壤中的组分分为磷

作 条 件 下 接 种 AMF, 研 究 结 果 表 明 , 接 种

酸二钙(Ca2-P)、铝磷酸盐(Al-P)、铁磷酸盐(Fe-P)、

Funneliformis mosseae (FM)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玉

磷 酸 十 钙 (Ca10-P) 和 闭 蓄 态 磷 (O-P) 等 类 型 。 其 中

米生物量和株高, 并在根系不分隔处理下使玉米吸

Ca10-P 和 O-P 为土壤的潜在 P 源, 两种类型 P 源共

P 量增多、生长较好。张丽等 [7]研究了外源 P 与 AMF

占土壤无机磷的 80%[2] 。而磷肥施入土壤后作物利

对间作玉米种植红壤无机磷形态的影响, 结果表明

用率仅为 20%左右, 浪费资源且污染环境。因此, 提

无论是否接种 AMF, 间作处理使根室土壤有效磷含

[3]

高土壤 P 素利用率是当前农业领域的研究热点 。

量显著降低, 说明间作能够促进玉米植株对土壤有

大 量 研 究 表 明 , 丛 枝 菌 根 真 菌 (arbuscular

效磷的吸收。而在菌丝室外源 P 添加下, AMF 菌丝

mycorrhizal fungi, AMF)能与自然界大部分植物建立

与间作对滇池流域红壤 P 形态的影响研究尚鲜见报

共生关系, 并帮助植物有效利用土壤中难溶态磷(如

道。本文以玉米/大豆间作体系为对象, 研究了不同

Ca2-P、Al-P), 改善寄主植物 P 养分状况 [4-7]。此外,

形态外源 P 添加下对间作作物接种 FM 后, 菌丝作

AMF 在提高寄主植物获取养分资源的同时, 还能通

用下红壤 P 形态的变化以及被植物吸收利用的影响,

过 影 响 植 物 竞 争 关 系 的 模 式 间 接 影 响 植 物 群 落结

并筛选出优势 P 高效利用组合, 可为磷肥施用、间

构, 改善土壤环境, 具有极其重要的生态价值和经

作与 AMF 在农业生产上的协同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8]

济价值 。近年来, 除我国北方的各类作物间作外,

同时可降低土壤有效磷残留, 减少 P 流失, 为流域

西南地区的玉米(Zea mays)-大豆(Glycine max)间作

农业非点源 P 污染控制提供新思路。

模式得到迅速发展 [9]。玉米-大豆间作是禾本科与豆
科作物间作的典型模式, 能在时间和空间上实现种

1

植集约化, 具有相对稳产、高产的优势。研究表明,

1.1

豆科和禾本科作物间作通过根系的交互作用及种间
的促进作用可提高土壤 P 利用率

[10-12]

材料与方法
试验材料
供试土壤采自昆明市晋宁县(102°55′E, 25°02′N)

红壤, 土壤风干后过 2 mm 筛, 混匀后装小布袋中进

。

目前, 菌根技术在间作土壤中 P 吸收利用方面

行高压蒸汽灭菌(121 ℃间歇灭菌共 2 h), 放于牛皮

的研究受到广泛关注。前人研究表明, 接种 AMF 能

纸上晾置 2~3 d, 然后收入密封塑料袋中, 尽量避免

扩大植物根系对养分的吸收空间, 并活化土壤中的

微生物污染。其基本化学性质为: pH 6.22, 有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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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6 gkg1, 有效磷 5.76 mgkg1, 全磷 1.0 gkg1,
1

1

碱解氮 34.65 mgkg , 全氮 1.12 gkg , 速效钾 75.0
1

1

mgkg , 全钾 11.92 gk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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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塑料材质, 小瓶高 8.5 cm, 瓶口直径约 3.5 cm, 底
部直径约 5 cm, 瓶口用胶水粘有 400 目尼龙网(菌根菌
丝可以穿过尼龙网到菌丝室土壤中吸收养分, 而根系

供试寄主植物为‘农大 108’玉米和本地大豆。挑

不能穿过), 装土量共约 300 g, 按所设定的 P 添加比例

选大小一致且籽粒饱满的种子, 用 10% H2O2 表面消

向分室土中加入 P, 混匀后装瓶, 且均匀加入所需水

毒 10 min, 再用蒸馏水冲洗多次, 然后置于放有湿

分, 使土壤含水量达 13%, 然后把两小瓶横向斜对着

润定量滤纸的培养皿中, 于 25 ℃恒温培养箱中催芽

埋入塑料袋内靠近底层土壤中间的同一水平位置上。

2 d 后播种。

选出芽 1 cm 左右颗粒饱满的玉米和大豆种子, 间

供试 AMF 由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植物营养与资源

作处理每盆播种玉米 4 颗, 大豆 6 颗, 玉米和大豆各占

研究所提供, 为 Funneliformis mosseae (BGCGZ01A、

半盆, 出苗 4 d 后间苗至 2 颗玉米和 4 颗大豆; 单作玉

1511C0001BGCAM0012), 本试验所需菌根菌剂由玉

米和单作大豆每盆分别播种 6 颗和 10 颗, 出苗 4 d 后分

米和三叶草(Trifolium sp.)扩繁得到。

别间苗至 4 棵玉米和 8 颗大豆。为了保证植物生长期间

供试 P 均为分析纯, 无机磷选用磷酸二氢钾,

不受缺 N、K 营养的胁迫, 在植物生长至 40 d 时浇灌 1

有机磷选用大豆卵磷脂。

次营养液(N 60 mgkg1, P 30 mgkg1, K 67 mgkg1, Ca

1.2

20 mgkg1, Mg 7.5 mgkg1, Mn 0.5 mgkg1, Cu
0.35 mgkg1, Zn 0.9 mgkg1, Mo 0.02 mgkg1)。

试验设计
试验于 2016 年 9—11 月在云南农业大学科研大

棚 内 进 行 , 温 室 内 昼 夜 气 温 分 别 为 (30±3) ℃ 和

1.3

样品采集与测试分析

(20±2) ℃, 采用自然光照, 用称重法确保土壤含水

植物生长10周后收获, 将植株地上部和地下部

量。本试验采用三室隔网分室(图 1)研究方法, 为 3

分开收获, 收获后的根系先用清水冲洗干净, 之后

因素试验, 共涉及根室玉米单作、玉米/大豆间作、大

用蒸馏水漂洗1次, 放在牛皮纸上晾干。最后将植株

豆单作共 3 种种植方式和 2 个不同丛枝菌根处理[不

地上部和根系烘干后测定生物量。

接种 AMF(NM)、接种 Funneliformis mosseae(FM)];
同时分别在菌丝室中设不添加 P、添加无机磷和添加
有机磷 3 个处理, 施 P 量为 50 mgkg1, 分别用 P0、
IOP50、OP50 表示, 共计 18 个处理, 不接种处理重复

植株含P量参考《土壤农化分析》[16]测定, 植株
P吸收量(mg株 1)是相应植株的P含量(%)与其干重
(g株 1)的乘积。
植物收获后收集菌丝室土壤过2 mm筛后混匀,
取部分新鲜土样置于4 ℃冰箱待测土壤磷酸酶, 部

4 次, 接种处理重复 3 次。

分土样风干后待分析有效磷及各形态P。其中, 土壤
有效磷采用碳酸氢钠浸提-钼锑抗比色法测定, 磷酸
酶采用对硝基苯磷酸盐法测定。
根据酸性土样P分级新方法 [17], 土壤分级包括7
个连续提取步骤: (1) 0.25 molL1 NaHCO3 (pH 7.5)
提取Ca2-P; (2) 0.5 molL1 NH4F (pH 8.5)提取Al-P;
(3) 0.7 molL1 NaClO (pH 8.05)提取高活性有机磷
(Org-P); (4) 0.1 molL1 NaOH-0.1 molL1 Na2CO3提
取Fe-P; (5) 1 molL1 NaOH提取闭蓄态铝磷(O-Al-P);
图1
Fig. 1

试验装置示意图

Diagram of the pot used in the experiment

(6)连二亚硫酸钠柠檬酸钠提取闭蓄态铁磷(O-Fe-P);
(7) 0.25 molL1 H2SO4提取Ca10-P。Ca2-P和Ca10-P是

试验所用 5 L 塑料盆高 19 cm, 底部直径 16 cm,

土壤中两类比较重要的磷酸盐化合物, 其中Ca2-P具

顶部直径 26 cm, 装土前用与盆大小一致的塑料袋内

有较高的有效性, 而Ca10-P是一种潜在性P源, 对提

衬于盆壁, 作为根室。共装土约 4 kg。供试土壤共分 3

高土壤有效磷含量也有重要作用; Al-P和Fe-P均是

层装入盆内: 底层装 2.5 kg 土壤; 中间层土壤进行接

红壤中的有效态P源, 其中Al-P与Ca-P占有效磷的比

种处理, 每盆加菌剂 75 g, 对照加入等量的灭菌菌剂

例可达92%以上, 并且和作物产量具有一定的相关

(75 g), 与 900 g 土壤充分混匀后装盆; 覆盖土为 350 g,

性; Org-P是土壤中具有高活性的有机磷, 它能转化

最后在表层均匀覆盖 25 g 细沙; 共装土约 4 kg。作为

为高活性的有效磷源供给植物吸收利用; O-P作为闭

菌丝室的两个塑料小瓶为底部封闭的白色圆柱形状,

蓄态磷酸盐, 与土壤中有效磷的含量呈显著的负相

http://www.ecoagri.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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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这部分磷酸盐只有在强还原条件下才能分解释
放出来, 不能作为有效态P源, 因此O-P的增加可以
在一定时期内反馈P的固定情况。
1.4

2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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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接种 AMF 与施 P 对间作植株生物量及 P 吸收
量的影响

数据分析
试验数据使用 Microsoft Excel 2010 和 SPSS

19.0 统计软件对菌根处理情况、菌丝室施 P 处理和
种植模式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 交互作用显著的情

经多因素方差分析, 菌根处理、菌丝室施 P 处
理、种植模式对玉米生物量(P<0.001)和 P 吸收量
(P<0.05)具有显著的交互作用; 三者交互作用对大
豆生物量和 P 吸收量的影响未达到显著水平。

况下对所有处理进行 LSD 多重比较, 检验菌根处

由图 2 可知, 无论单作或间作种植模式, 除玉

理、菌丝室施 P 处理和种植模式之间的差异显著性

米单作处理外, FM 处理促进了植物生物量的增加。

(P<0.05)。交互作用不显著的情况下分别对菌根处

间作模式下, P0、IOP50、OP50 条件下 FM 处理的玉

理、菌丝室施 P 处理和种植模式处理进行多重比较,

米生物量较 NM 处理分别显著(P<0.001)增加 12.4%、

检验各自处理间的差异显著性。

73.7%、20.1%; 而 FM 处理的大豆生物量较 NM 处

图2
Fig. 2

接种 AMF 及施用不同形态磷肥对玉米-大豆间作系统植株生物量的影响

Effects of AMF inocul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different forms of phosphate fertilizer on plant dry biomass of maize-soybean
intercropping system

P0、IOP50 和 OP50 分别指在菌丝室中不添加 P、添加无机磷 50 mgkg1、添加有机磷 50 mgkg1。NM、FM 指不接种 AMF、接种 Funneliformis
mosseae。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处理间在 P<0.05 水平差异显著。P0, IOP50 and OP50 are treatments of no P, addition of inorganic P 50 mgkg1
and addition of organic P 50 mgkg1. NM and FM are treatments of no inoculation and inoculation with Funneliformis mosseae.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t P < 0.05 level among different treatments.

理分别显著(P<0.01)增加 48.5%、64.4%和 28.0%。

2.2

在单作-NM 条件下, 对于植株生物量, P0 处理均高

间作体系接种 AMF 与施 P 对菌丝室土壤有效
磷的影响

于 IOP50 和 OP50 处理; 在间作-FM 条件下, 结果与

经多因素方差分析, 菌根处理、菌丝室施 P 处

之相反, IOP50、OP50 处理均高于 P0 处理, 且 IOP50

理、种植模式对土壤有效磷具有显著的交互作用

处理下达到最大值。

(P<0.01)。由图 4 可知, P 添加处理对土壤有效磷含

由图 3 可知, 除玉米 NM-IOP50 处理、大豆

量的影响甚微。玉米单作下, 土壤有效磷含量在

NM-P0 和大豆 FM-P0 处理外, 植株 P 吸收量在间作

FM-OP50 处理下最低; 大豆单作下, 土壤有效磷含

种植模式比单作模式下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无论

量在 FM-IOP50 处理下最低。间作模式下, 土壤有效

是玉米还是大豆, 在间作模式下, 植株 P 吸收量在

磷含量在 FM 复合处理下均低于 NM 处理, 其中在

FM-OP50 处理下为最高, 其次为 FM-IOP50 处理。

FM-IOP50 处理下最低。

对于玉米植株, 与单作-FM 处理相比较, 间作-FM

2.3

处理下 P0、IOP50、OP50 处理 P 吸收量分别显著

间作体系接种 AMF 与施 P 对菌丝室土壤磷酸
酶活性的影响

(P<0.001)增加 117.7%、150.2%、36.8%; 对于大豆

经多因素方差分析, 菌根处理、菌丝室施 P 处

植株, 与单作-FM 处理相比较, 间作-FM 处理下除

理、种植模式对土壤磷酸酶活性具有显著的交互作

P0 处理以外, IOP50、OP50 处理分别使 P 吸收量显

用(P<0.05)。由图 5 可知, 玉米单作下, 无论是否接

著(P<0.001)增加 24.5%、26.0%。

种 AMF, P 添加处理会降低土壤的磷酸酶活性; 大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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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种 AMF 及施用不同形态磷肥对间作植株 P 吸收量的影响

Effects of AMF inocul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different forms of phosphate fertilizer on plant P uptake of maize-soybean
intercropping system

P0、IOP50 和 OP50 分别指在菌丝室中不添加 P、添加无机磷 50 mgkg1、添加有机磷 50 mgkg1。NM、FM 指不接种 AMF、接种 Funneliformis
mosseae。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处理间在 P<0.05 水平差异显著。P0, IOP50 and OP50 are treatments of no P, addition of inorganic P 50 mgkg1
and addition of organic P 50 mgkg1. NM and FM are treatments of no inoculation and inoculation with Funneliformis mosseae.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t P < 0.05 level among different treatments.

图4

接种 AMF 及施用不同形态磷肥对菌丝室土壤有效磷的影响

Fig. 4 Effects of AMF inocul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different forms of phosphate fertilizer on soil available P content in hyphal compartment

P0、IOP50 和 OP50 分别指在菌丝室中不添加 P、添加无机磷 50 mgkg1、添加有机磷 50 mgkg1。NM、FM 指不接种 AMF、接种 Funneliformis

mosseae。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处理间在 P<0.05 水平差异显著。P0, IOP50 and OP50 are treatments of no P, addition of inorganic P 50 mgkg1
and addition of organic P 50 mgkg1. NM and FM are treatments of no inoculation and inoculation with Funneliformis mosseae.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t P < 0.05 level among different treatments.

单作下, FM-OP50 处理土壤磷酸酶活性均显著高于

理、种植模式对 Ca2-P、Al-P、O-Al-P、O-Fe-P、

其他处理。间作模式下, 无论是否 P 添加处理与接

Ca10-P (P<0.001)和 Org-P、Fe-P (P<0.05)具有显著

种 AMF, 土壤磷酸酶活性均显著低于玉米、大豆单

的交互作用。

作处理。接种 FM 的土壤磷酸酶活性在 P 添加处理

由表 1 可知: 1)土壤 Ca 2 -P 含量在间作-FM-

下均高于 NM 处理。P0 处理下, 土壤磷酸酶活性在

IOP50 处理下显著高于其他复合处理, 而在玉米单

玉米单作下接种 FM 活性最高。IOP50 处理下, 无论

作-NM-P0 处理下最低。无论何种种植模式与 P 添加

何种种植模式, 土壤磷酸酶活性均低于 P0 与 OP50

处理下, 土壤 Ca2-P 含量在 FM 处理下均高于 NM 处

处理。无论何种种植模式下, 土壤磷酸酶活性的最

理。在 3 种种植模式下, 土壤 Ca2-P 含量的最大值均

大值均出现在 FM 的复合处理中。

处在 FM-IOP50 复合处理。无论是否接种 AMF, 土

2.4

间作体系接种 AMF 与施 P 对菌丝室土壤各形

壤 Ca2-P 含量在不同种植模式 IOP50、OP50 处理下

态 P 的影响

均高于 P0 处理。无论何种种植模式与 P 添加处理下,

经多因素方差分析, 菌根处理、菌丝室施 P 处

接种 AMF 能提高土壤 Ca2-P 含量。2)土壤 Al-P 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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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大豆间作和单作下接种 AMF 及施用不同形态磷肥对菌丝室土壤磷酸酶的影响

Effects of AMF inocul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different forms of phosphate fertilizer on soil phosphatase activity in hyphal
compartment under maize-soybean intercropped and monoculture

P0、IOP50 和 OP50 分别指在菌丝室中不添加 P、添加无机磷 50 mgkg1、添加有机磷 50 mgkg1。NM、FM 指不接种 AMF、接种 Funneliformis
mosseae。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处理间在 P<0.05 水平差异显著。P0, IOP50 and OP50 are treatments of no P, addition of inorganic P 50 mgkg1
and addition of organic P 50 mgkg1. NM and FM are treatments of no inoculation and inoculation with Funneliformis mosseae.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t P < 0.05 level among different treatments.

表1
Table 1

玉米-大豆间作和单作下接种 AMF 及施用不同形态磷肥对菌丝室土壤各形态 P 含量的影响

Effects of AMF inocul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different forms of phosphate fertilizer on contents of different P forms in
hyphal compartment under maize-soybean intercropped and monoculture

菌丝室施 P
种植模式
P addition to
Planting mode
hyphal
compartment
玉米单作
Maize
monoculture

P0

IOP50

OP50

大豆单作
Soybean
monoculture

Ca2-P

Al-P

Org-P

Fe-P

O-Al-P

21.90±0.34j

95.20±3.27i

0.11±0.00i

49.74±1.27g

FM

50.36±2.35fg

136.83±4.51h

1.23±0.18h

56.43±1.21ef 93.53±1.19ef 1.14±0.05c

102.73±0.74fgh

NM

56.63±1.51de

170.82±1.33b

0.15±0.02i

67.22±1.69d

104.15±2.23fgh

FM

59.17±1.33d

172.42±1.47b

1.68±0.02gh 70.65±1.11d

NM

44.45±1.25h

142.84±1.31fgh 2.74±0.04cd

FM

52.17±2.13fgh 183.74±5.80a

89.93±1.73b
103.00±2.41a

0.63±0.00j

Ca10-P

NM

3.36±0.09b

52.39±3.77h

O-Fe-P

82.38±0.86fg 0.72±0.04i
98.00±1.40e

87.84±1.66kl

1.18±0.02bc 146.80±1.67a

90.20±4.35efg 0.80±0.01hi

106.16±1.72fg

96.15±3.34e

113.28±1.00de

35.06±1.73i

142.71±2.01fgh 1.94±0.29fg

FM

45.07±1.40gh

154.04±4.28de

NM

53.78±1.19def 144.90±1.51efgh 2.74±0.13cd

FM

56.19±0.36de

164.60±4.20bc

NM

45.30±0.91gh

145.59±1.34efgh 2.49±0.01def 59.59±0.14e

FM

54.49±1.22def 161.01±1.79cd

3.41±0.19b

58.35±2.19e

95.82±0.62e

0.98±0.03d

P0

NM

44.86±1.21gh

1.34±0.03h

81.34±1.84c

79.01±3.19g

0.81±0.03gh

FM

52.19±1.29ef

23.38±2.37j

IOP50

NM

67.20±3.52c

138.50±3.36gh

FM

79.97±4.60a

151.60±6.83ef

4.48±0.38a

88.14±2.25b 191.88±2.89a

OP50

NM

68.90±0.84bc

138.74±2.62gh

2.01±0.23fg

89.20±0.79b 172.22±0.70bc 0.95±0.02de 108.30±0.76ef

FM

73.72±1.20b

146.98±1.84efg 2.70±0.20cde 89.35±0.78b 181.07±1.86ab 1.22±0.03b

OP50

19.70±0.46j

53.62±0.18fg 78.62±1.52g

1.88±0.02a

NM

P0

IOP50

间作
Intercropping

菌根处理
AMF
treatment

2.40±0.22def 58.07±0.92e

0.78±0.02hi

86.96±0.71l

92.59±2.57ef 0.95±0.05de

95.30±1.71ij

55.25±1.05ef 165.03±10.76c 0.84±0.03fgh 101.57±0.89gh

2.87±0.04bcd 58.57±0.57e 178.08±4.14b

82.65±1.13fg 0.89±0.02efg

2.15±0.19efg 87.17±0.66b 136.12±0.63d
3.19±0.31bc

87.74±1.17b

1.19±0.05bc 106.95±0.16fg
98.99±4.07hi
120.69±2.43c
92.29±0.48jk

0.89±0.02efg 116.68±1.65cd

82.66±1.95fg 0.95±0.01de

99.51±0.81hi

0.92±0.01def 136.65±0.77b

134.32±2.02b

P0、IOP50 和 OP50 分别指在菌丝室中不添加 P、添加无机磷 50 mgkg1、添加有机磷 50 mgkg1。NM、FM 指不接种 AMF、接种 Funneliformis
mosseae。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处理间 P<0.05 水平差异显著。P0, IOP50 and OP50 are treatments of no P, addition of inorganic P 50 mgkg1
and addition of organic P 50 mgkg1. NM and FM are treatments of no inoculation and inoculation with Funneliformis mosseae.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t P < 0.05 level among different treatments.

量在间作-NM-P0 处理下显著较低, 而在玉米单作-

合处理。无论何种种植模式与 P 添加处理, 土壤 Al-P

FM-OP50 处理下最高。除玉米单作种植模式外, 土

含量在 FM 处理下均高于 NM 处理, 且在玉米单作-P0

壤 Al-P 含量均在 FM-IOP50 复合处理下高于其他复

处理下较为显著。3)土壤 Org-P 含量在间作-FM-IO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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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下显著高于其他复合处理, 而在玉米单作-

含量在玉米单作-FM-IOP50 处理下显著较高, 而在

NM-P0 处理下最低。其中, 土壤 Org-P 含量最大值

大豆单作-NM-P0 处理下最低。无论何种种植模式与

是最小值的 40 倍。无论何种种植模式与 P 添加处理,

菌根处理, 土壤 Ca10-P 含量 IOP50、OP50 处理均高

土壤 Org-P 含量同样在 FM 处理下均高于 NM 处理。

于 P0 处理。无论何种种植模式与 P 添加处理, 土壤

无论何种种植模式, IOP50、OP50 复合处理下的土壤

Ca10-P 含量在 FM 处理下均高于 NM 处理。

Org-P 含量均高于 P0 复合处理。4)土壤 Fe-P 含量在

2.5

根室玉米、大豆植株 P 吸收量与菌丝室土壤中

玉米单作-FM-OP50 处理下显著较高, 而在玉米单

有效磷、磷酸酶活性及各无机磷形态之间的相

作-NM-P0 处理下最低。除大豆-OP50 复合处理外,

关分析

土壤 Fe-P 含量在其他任何复合处理下的 FM 处理均

将根室玉米、大豆植株 P 吸收量与菌丝室土

高于 NM 处理。无论种植模式如何, 土壤 Fe-P 含量

壤 中 有 效 磷、 磷 酸 酶 活性 及 各 无 机磷 形 态 含 量之

在 IOP50、OP50 复合处理均高于 P0 复合处理。5)

间进行相关性分析, 其相关性如表 2 所示。其中,

土壤 O-Al-P 含量在间作-FM-IOP50 处理下显著高于

土 壤 磷 酸 酶活 性 与 土 壤有 效 磷 含 量具 有 显 著 的负

其他复合处理, 而在玉米单作-NM-P0 处理下最低。

相关关系, 说明菌丝室施 P 导致土壤有效磷的增

无论何种种植模式与 P 添加处理, 土壤 O-Al-P 含量

加可能抑制了磷酸酶的活性; 而各无机磷形态中

在 FM 处理下均高于 NM 处理。无论何种种植模式

Ca 2 -P、Fe-P、O-Al-P、Ca 10 -P 与土壤有效磷含量

与菌根处理, 土壤 O-Al-P 含量 IOP50、OP50 处理下

间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说明这几种形态 P

高于 P0 处理。6)土壤 O-Fe-P 含量在玉米单作-FM-

可能更易被植株吸收利用; 此外, 玉米、大豆植株

OP50 处理下显著较高, 而在玉米单作-NM-P0 处理

P 吸收量与土壤有效磷含量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下最低。除间作-IOP50 复合处理以外, 土壤 O-Fe-P

其中, Ca 2 -P 与玉米植株 P 吸收量存在显著负相关

含量在其他任何复合处理下的 FM 处理均高于 NM

关系, 而 O-Al-P 与大豆植株 P 吸收量存在显著负

处理。无论何种种植模式与菌根处理, 土壤 O-Fe-P 含

相关关系, 说明 Ca 2 -P 和 O-Al-P 可能分别更易被

量 IOP50、OP50 处理下高于 P0 处理。7)土壤 Ca10-P

玉米和大豆获得。

表2
Table 2

植株 P 吸收量与菌丝室土壤中有效磷、磷酸酶活性及各无机磷形态之间的相关性

Correlation between P uptake of plants and available P, phosphatase activity and different inorganic P forms in hyphal
compartment soil
土壤有效磷
Soil available P

土壤磷酸酶
Soil phosphatase

土壤磷酸酶
Soil phosphatase

Ca2-P

Al-P

Org-P

Fe-P

O-Fe-P

Ca10-P

0.301*

Ca2-P

0.508**

Al-P

0.092

Org-P

0.226

0.073

0.368**

Fe-P

0.336**

0.596**

0.553**

0.102

0.545**

O-Al-P

0.369**

0.412**

0.695**

0.152

0.302*

0.287*

O-Fe-P

0.276*

0.108

0.342**

0.382**

0.506**

0.427**

0.126

**

**

**

Ca10-P

O-Al-P

0.534

0.533**
0.478**

**

0.299*

0.665

0.321*

0.296

*

0.342

0.412

0.243
0.521**

0.439**

玉米 P 吸收量
0.160
0.120
0.470*
0.305
0.531*
0.378
0.428
0.403
0.533
P uptake of maize
大豆 P 吸收量
0.296
0.087
0.124
0.422
0.188
0.236
0.508*
0.236
0.262
P uptake of soybean
**和*表示相关性分别在 0.01 和 0.05 水平上差异显著。** and * indicate that the correlation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0.01 and 0.05 levels,
respectively.

3
3.1

系 [18], 促进寄主对 P 的吸收。当植物受到 P 胁迫时,

讨论
AMF 菌丝对土壤有效磷、磷酸酶及无机磷形

AMF 不仅能提升寄主植物 P 的吸收运输速率, 还能

态的影响

提高寄主植物的菌根化水平, 进而促进寄主植物对

研究表明, P 不仅是 AMF 吸收的主要营养物质,

土壤中 P 的吸收 [19]。Clark 等 [20]研究表明, 在不同施

同时 P 本身又是一种信号物质, 能调控 AMF 共生体

P 水平下, 接种 AMF 显著增加植株吸 P 量, 土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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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磷含量显著影响丛枝菌根的形成和发育。本研究

酸酶活性, 而土壤磷酸酶活性在间作种植模式下明

中, 无论何种种植模式下, 接种 AFM 的土壤有效磷

显低于单作模式, 且土壤磷酸酶与土壤有效磷存在

含量均有所降低, 其中在间作-FM-P0 处理下降低最

显著负相关性, 说明在玉米大豆间作时, 植株吸收

为明显。AMF 还能分泌酸性磷酸酶, 矿化土壤中的

了更多的土壤有效磷。在间作模式下, 土壤磷酸酶

有机磷, 增强植物根际土壤酸性磷酸酶和碱性磷酸

活性在接种 AMF 时更高, 因为 AMF 在寄主植物受

酶的活性, 促进植物对 P 的吸收利用 [14]。本研究中,

到 P 胁迫时可以通过增加有机酸的分泌, 促进自身

在玉米单作种植模式下, 土壤磷酸酶活性在 FM-P0

对土壤中难溶性含 P 化合物的利用, 改善其体内 P

处理最高; 在大豆单作与间作模式下, 土壤磷酸酶

营养状况, 促进生长发育 [27]。土壤中 Ca2-P、Org-P、

活性均在 FM-OP50 最高, 且显著高于不接种的复合

Fe-P、 O-Al-P、Ca10-P 与土壤磷酸酶存在负相关关

处理。这与付晓峰等 [21]提出的接种 AMF 促进了南

系, 与土壤有效磷存在正相关关系, 说明间作体系

方红豆杉根际土壤酸性磷酸酶活性的增加、提高土

下接种 AMF 提高了土壤中这几种 P 形态的含量。而

壤微生物碳源利用率和土壤肥力的结论相一致。本

Ca10-P 与 Org-P 作为土壤中的潜在 P 源, 在间作模

研究中, 接种 AMF 均提高了除土壤中 Fe-P 外其他

式下接种 AMF 促进作物对其吸收与利用, 这与张

各 P 形态的含量, 可能是因为 AMF 可以活化促进难

宇亭等 [1]研究结果一致。土壤中 O-Fe-P 与土壤磷

溶性磷的溶解, 开发土壤中新的 P 源, 促进植物对 P

酸酶和有效磷存在正相关关系, 作为土壤有效磷中

的吸收。并且接种 AMF 后可以促进土壤中的 P 库

的难溶性磷, 间作下接种 AMF 使其在土壤中被活

——Ca10-P 和 O-P 转化为有效磷形态供给植物吸收

化, 提高了土壤中 P 的有效性与可利用性。此外,

利用[1]。结合相关性分析, 得出玉米的 P 吸收量与土

基于 间作-FM-IOP50 处理是促进间作玉米生长、P

[7]

素吸收及 Ca2-P、Org-P、O-Al-P 增加的最佳组合, 如

壤有效磷、Ca2-P 均存在显著负相关性, 这与张丽等

研究结果相一致, 说明玉米植株对 P 吸收的增加可

按上述组合进行播种收获, 并推广应用于诸如滇池

能主要来自于土壤 Ca10-P 形态的变化, 而由于玉米

流域乃至云南全省坡耕地, 不仅在农业生产中对作

根系对 P 的吸收, 导致土壤有效磷含量减少。
3.2

间作对土壤有效磷、磷酸酶及磷形态的影响
研究表明, 土壤磷酸酶活性与土壤有机磷含量

有密切的关系, 提高土壤磷酸酶活性可提高土壤有
机磷含量 [22] 。另有学者认为, 土壤磷酸酶活性随土
壤 P 含量的降低而增加 [23]。本研究中, 土壤有效磷

物生长有促进作用, 还能有效控制土壤 P 素的迁移,
以及有望减轻滇池水体富营养化情况。

4

结论
三室隔网分室研究表明, 采用间作种植模式,

接种 FM 均可以明显降低土壤有效磷的残留, 而外
源 P 的施用则可能抑制土壤磷酸酶的活性。间作-

含量的高低在 3 种种植模式间大致相同。但在间作

FM-IOP50 可大幅促进间作作物对土壤 P 的吸收利

模式下, 土壤磷酸酶活性明显低于其他两种种植模

用。对菌丝室土壤 P 分级情况的比较分析得出, 间

式, 其根本原因可能是土壤酶活性主要决定于某一

作-FM-IOP50 的协同组合可活化土壤中的潜在 P 源

类微生物的数量多样性指数的降低, 使得针对于某

而使 Ca2-P、Org-P、O-Al-P 等形态的含量明显增加。

一酶类的专一性微生物数量下降, 进而使相应酶活

相关分析表明, Ca2-P 和 O-Al-P 可能分别是与玉米和

。从相关性来看, 土壤磷酸酶与土壤有效

大豆共生的菌根菌丝更容易获取的 P 源形态。总之,

磷具有显著的负相关性。与单作相比, 间作下的土

接种 FM、菌丝室施 P 和间作均可在一定程度上促

壤磷酸酶活性降低, 而土壤有效磷变化不明显, 说

进间作作物对 P 的吸收利用。

明植株在吸收土壤原有的有效磷外, 还有其他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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