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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明微生物菌肥与连作黄瓜生长及相关防御性酶的关系，在黄瓜连作土壤中添加４种不同的微生物菌

肥，研究微生物菌肥处理土壤对黄瓜不同时期的生长和其叶片防御性酶活性的影响。结果表明，４种微生物菌肥

均能不同程度促进连作黄瓜的生长，黄瓜各个生长时期叶片的过氧化物酶的活性增强，多酚氧化酶和苯丙氨酸

解氨酶活性呈现先增后降的趋势，微生物菌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诱导黄瓜的系统抗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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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瓜犆狌犮狌犿犻狊狊犪狋犻狏狌狊Ｌ．是设施蔬菜生产中主

要的栽培种类［１］，栽培面积大，产量高，经济效益

好。拉萨市设施黄瓜栽培面积较大，温室内高强度

栽培、超剂量施用农药化肥等现象非常普遍。设施

蔬菜生产过程中由于施肥不合理、复种指数过高等

问题，导致土壤生物多样性下降、土壤养分失衡及

微生态失调、土传病害严重、黄瓜产量和品质下降

等连作障碍非常普遍［２］。

众多研究发现：抗病的作物品种或被诱导产生

抗性的植物体内ＰＯＤ
［３］、ＰＰＯ

［４］和ＰＡＬ
［５］活性会

增强，这些酶与植物抗病性存在正相关性。诱导植

物抗性是生防菌防治植物病害的主要作用机制之

一，丛枝菌根真菌 （ＡＭＦ）可以通过影响作物根

系酶活性进而激活植株的防御反应，间接抑制病原

菌的侵染［６］。部分微生物可激活植物抗病机制，诱

导植物产生系统抗性，因而具有良好的防病效

果［７－８］。微生物菌肥是以活性微生物的生命活动使

作物得到所需养分的一种新型生物肥料。微生物菌

肥含有有益微生物菌群、多种微量元素、活性酶及

有机质，具有增加土壤肥力、增强植物对养分的吸

收、提高作物的抗病能力等多种功能［９］。

有关微生物菌肥对黄瓜生长、产量、品质、土

壤理化性状、微生物活性及相关抗性酶变化的研究

已见报道［８－１４］，但关于高海拔地区微生物菌肥处

理土壤后对黄瓜的生长及防御性酶的影响还未见报

道。本研究在借鉴国内外有关黄瓜连作障碍研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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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基础上，采集了拉萨市堆龙德庆区温室多茬种

植黄瓜的连作土壤，分别施用不同微生物菌剂处理

后，盆栽黄瓜于日光温室中进行试验，研究在连作

土壤胁迫条件下，黄瓜的生长指标及３种防御性酶

活性的变化，探讨微生物菌肥在缓解黄瓜连作方面

的机理，为促进微生物菌肥在改良连作土壤中的应

用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材料

１１１　黄瓜品种　供试黄瓜品种为 ‘亮剑Ｆ１’，

由宁阳县农业科学研究所提供。

１１２　供试土壤　采自堆龙德庆区岗德林日光温

室，此土壤已连作４茬黄瓜，黄瓜枯萎病等土传病

害发生严重。２０１７年４月１０日分别在２个日光温

室多点采取０～２０ｃｍ耕层土样，用编制袋装好带

回。供 试 土 壤 基 础 肥 力：有 机 质 含 量 ６３．７２

ｇ·ｋｇ
－１，全氮 ２．２７ｇ ·ｋｇ

－１，碱解氮 ４３．７５

ｍｇ·ｋｇ
－１，速效磷 ２３５．６０ ｍｇ·ｋｇ

－１，速效钾

２１３．０ｍｇ·ｋｇ
－１，电导率 ０．２１７ｓ·ｍ－１，容重

１．４７ｇ·ｃｍ
－３，ｐＨ７．２０（水∶土＝５∶１）。

１１３　供试菌剂　山东寿光绿士达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的 “生根”、 “重茬１２０”，石家庄兴柏生物工

程有限公司生产的 “柏威霉素微生物菌剂”，杨凌

绿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绿都菌剂１号解淀

粉芽孢杆菌”均为定型菌肥。菌肥参数见表１。

表１　４种微生物菌肥参数

犜犪犫犾犲１　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狅狀犳狅狌狉犿犻犮狉狅犫犻犪犾犳犲狉狋犻犾犻狕犲狉狊

名称 主要菌群 性状 活菌数

绿士达生根菌肥
枯草芽孢杆菌、生根放线菌、康氏木

霉菌、巨大芽孢杆菌
土黄色粉剂

枯草芽孢杆菌≥２．０亿个·ｇ－１、生根放线菌≥４亿个·ｇ－１、康

氏木霉菌≥２．０亿个·ｇ－１、巨大芽孢杆菌≥２．０亿个·ｇ－１

柏威霉素微生物菌剂
胶质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放线

菌、枯草芽孢杆菌、圆褐固氮菌
深褐色粉剂 有效活菌数≥２．０亿个·ｇ－１

绿都菌剂１号解淀粉

芽孢杆菌
解淀粉芽孢 黑褐色粉剂 有效活菌数≥１００亿个·ｇ－１

重茬１２０沃根微生物

菌肥
枯草芽孢杆菌、细黄莲霉素 粉红色粉剂 有效活菌数≥２０００万个·ｇ－１

１２　试验方法

本试验于２０１７年３月起在位于拉萨市堆龙德

庆区的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实训农场日光温室内进

行，自然光照。供试材料 ‘亮剑’Ｆ１黄瓜种子经浸

种催芽后，３月２０日播入５４孔黑色塑料穴盘育

苗。当幼苗长至约３叶１心时，定植于不同处理的

花盆中。

２０１７年４月中旬将充分混匀的黄瓜连作土壤

装入花盆 （规格：上口直径×下口直径×高＝２５

ｃｍ×１８ｃｍ×２０ｃｍ）中，每盆装土３．０ｋｇ。为增

加土壤肥力，每盆施入尿素、过磷酸钙、硫酸钾各

０．６ｇ，充分混匀。４月２５日定植，采用盆栽方式，完

全随机排列。试验设６个处理，即绿士达生根菌肥

０．１ｇ·盆
－１、柏威霉素微生物菌剂４ｇ·盆

－１、解淀

粉芽孢杆菌０．１ｇ·盆
－１、重茬１２０沃根微生物菌肥

０．１ｇ·盆
－１（剂量参考产品说明）、温室附近露地土

壤为ＣＫ１、连作土壤为ＣＫ２，分别表示为Ｊ１、Ｊ２、Ｊ３、

Ｊ４、ＣＫ１，ＣＫ２。每处理１０盆，重复３次，共３０盆。

定植前将不同微生物菌肥按量施入花盆中并混合均

匀，每盆定植黄瓜壮苗１株，黄瓜生长期管理同日

光温室常规方法进行，各处理间管理一致。

１３　生长数据测量及采样

黄瓜定植后第２５ｄ （幼苗期）、４０ｄ （抽蔓

期）、５２ｄ （开花坐果期）、７０ｄ （盛果期）从各处

理随机选取植株５株，测定其株高、径粗、植株总

干质量、叶面积等。黄瓜株高用钢卷尺 （１ｍｍ）

测定；茎粗 （取茎基部第１节）用游标卡尺 （０．０２

ｍｍ）测定；将植株从花盆中挖出，洗净，蘸除水

分，装入纸袋，１０５℃下杀青１５ｍｉｎ后，于８０℃

下烘干４８ｈ，冷却至室温，称取干样质量；叶面

积用便携式叶片表面积测量仪测定。

黄瓜定植后第２５ｄ （幼苗期）、４０ｄ （抽蔓

期）、５２ｄ （开花坐果期）、７０ｄ （盛果期）分别采

集不同植株中上部叶片若干，用洗瓶装自来水冲

洗，双层滤纸夹住叶片吸干表面水分，装入保鲜袋

并编号，置于－２０℃低温冰箱中待用。

１４　酶活性测定

过氧化物酶 （ＰＯＤ）活性测定参照张志良

等［１５］方法，多酚氧化酶 （ＰＰＯ）活性、苯丙氨酸

解氨酶 （ＰＡＬ）活性测定参考梁郸娜等
［１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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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Ｄ活力单位为 （Ｕ·ｍｇ
－１·ｍｉｎ－１），ＰＰＯ活力

单位为 （Ｕ·ｍｇ
－１·ｍｉｎ－１），ＰＡＬ活力单位最终

表示 （Ｕ·ｍｇ
－１·ｍｉｎ－１）。

１５　数据统计

采用软件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进行数据整理及图表制

作，采用ＳＰＳＳ１２．０软件进行方差分析。文中数

据均为３次重复平均值。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微生物菌肥处理土壤对黄瓜生长的影响

由表２可知，Ｊ１、Ｊ２处理连作土壤显著提高了

黄瓜幼苗期的生长，Ｊ１、Ｊ２、Ｊ３、Ｊ４处理连作土壤

后黄瓜抽蔓期的株高、植株总干质量均较两组对照

显著增加，Ｊ１、Ｊ２处理后黄瓜开花坐果期的株高、

径粗、植株总干质量均较两组对照显著增加，Ｊ１、

Ｊ２处理后黄瓜盛果期的径粗、植株总干质量、叶面

积均较两组对照显著增加，说明Ｊ１和Ｊ２处理土壤

后黄瓜的生长最好，这２种微生物菌剂对黄瓜在幼

苗期、抽蔓期、开花坐果期、盛果期光合产物的迅

速合成最有利。如幼苗期，绿士达生根菌肥处理土

壤后，黄瓜的株高、茎粗、植株总干质量及叶面积

均较温室附近露地土壤 ＣＫ１显著增加３２．７％、

７４．５％、５６．７％、５７．３％，较连作未处理土壤ＣＫ２

显著增加６０．４％、９１．３％、３６．２％、４３．４％。幼

苗期对照ＣＫ１与ＣＫ２在株高上存在显著差异，抽蔓

期叶面积对照ＣＫ１显著低于ＣＫ２，盛果期的植株总

干质量对照ＣＫ１显著低于ＣＫ２，其他时期两组对照

间ＣＫ１与ＣＫ２各项生长指标无显著差异。

表２　不同微生物菌肥处理土壤对黄瓜生长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２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犿犻犮狉狅犫犻犪犾犳犲狉狋犻犾犻狕犲狉狊狅狀犵狉狅狑狋犺狅犳犮狌犮狌犿犫犲狉狊

取样时期 处理
株高

／ｃｍ

径粗

／ｍｍ

植株总干质量

／ｇ

叶面积

／ｃｍ２

幼苗期 Ｊ１ ３６．１±１．２ａ ３．５６±０．３１ａ ３．２３±０．０７ａ １７７．７±１３．２ａ

Ｊ２ ３５．１±１．１ａ ３．２４±０．５２ａｂ ３．０７±０．１２ａ ２１７．３±９．３ａ

Ｊ３ ３４．１±０．９ａ ２．９６±０．２６ｂ ２．８８±０．０９ｂ １５９．６±５．４ｂ

Ｊ４ ２８．６±１．１ｂ ２．３３±０．４３ｃ ２．９９±０．１１ｂ １５０．０±７．７ｂｃ

ＣＫ１ ２７．２±１．４ｂ ２．０４±０．２８ｃｄ ２．０６±０．０８ｃ １１２．９±３．６ｃ

ＣＫ２ ２２．５±０．８ｃ １．８６±０．４１ｄ ２．３７±０．０９ｂｃ １２３．９±９．７ｃ

抽蔓期 Ｊ１ １３８．８±１．７ａｂ ５．２０±０．５７ａｂ ５．１３±０．１１ａ ３６８．９±１２．５ｂ

Ｊ２ １４３．９±１．９ａ ５．７２±０．３２ａ ５．７５±０．０９ａ ３６１．８±１８．２ｂ

Ｊ３ １２８．４±１．８ａｂ ４．７８±０．３６ｂ ４．１３±０．１４ｂ ４１９．６±１９．２ａ

Ｊ４ １２３．０±２．１ｂ ４．１５±０．２９ｂ ４．４８±０．１３ｂ ３３３．４±１５．４ｂｃ

ＣＫ１ ８２．７±１．５ｃ ４．０４±０．３３ｂｃ ３．４７±０．０７ｃ ２９６．７±１１．７ｄ

ＣＫ２ ９５．３±１．６ｃ ３．７４±０．４１ｃ ３．８８±０．０９ｃ ３０４．６±９．８ｃ

开花坐果期 Ｊ１ １７６．９±２．２ａ ７．５４±０．０８２ａ １３．４８±０．１５ａｂ ７１７．３±２６．１ａ

Ｊ２ １６１．５±２．３ａ ７．００±０．６３ａ １４．４３±０．２３ａ ５９３．８±２１．３ｂ

Ｊ３ １５６．７±１．９ａｂ ６．２０±０．１９ａｂ １２．６０±０．１７ｂ ６３６．６±７．４ｂ

Ｊ４ １６０．１±１．６ａ ６．５８±０．２８ａ １１．２４±０．１４ｃ ６８３．３±１０．２ａｂ

ＣＫ１ １４０．４±１．８ｂ ５．６８±０．４２ｂ １０．７４±０．０９ｃ ５７６．７±１４．５ｂｃ

ＣＫ２ １３２．１±１．９ｂ ５．１６±０．３１ｂ １０．２７±０．１０ｃ ５２９．４±１３．６ｃ

盛果期 Ｊ１ １８８．５±１．８ａ ８．３７±０．６３ａ １７．７８±０．３２ａ ７９７．３±２５．７ａ

Ｊ２ １７６．５±２．１ａ ８．０２±０．４５ａ １６．９０±０．２６ａｂ ６９３．８±２０．３ｂ

Ｊ３ １７２．１±２．３ａ ７．７５±０．５９ａｂ １７．４５±０．３５ａ ７０６．６±１９．６ｂ

Ｊ４ １７９．９±２．２ａ ７．６１±０．６２ａｂ １６．２８±０．１９ｂ ７４３．３±１８．７ａ

ＣＫ１ １６９．±２．１ａｂ ６．７０±０．４８ｂ １４．３４±０．１７ｃ ６０６．７±２３．１ｃ

ＣＫ２ １５６．１±１．９ｂ ７．０２±０．３１ｂ １５．７５±０．１１ｂ ６５９．４±１７．２ｂｃ

注：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达显著（犘＜０．０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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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微生物菌剂处理土壤对黄瓜叶片过氧化物酶

（ＰＯＤ）的影响

从图１可以看出，微生物菌肥处理连作土壤后

可显著提高黄瓜不同生长时期植株叶片的ＰＯＤ酶

活性，总体趋势为，随着黄瓜的生长ＰＯＤ活性在

增强。黄瓜植株叶片ＰＯＤ活性在开花坐果期处理

Ｊ２达到最大值，盛果期处理Ｊ３达到最大值，黄瓜根

系受逆境胁迫，经微生物菌肥诱导可产生并积累更

多的ＰＯＤ，帮助黄瓜对胁迫产生积极应答。如盛

果期时，处理 Ｊ３过氧化物酶分别比 ＣＫ１增加

４１．０７％，比ＣＫ２增加５５．２％，ＣＫ１过氧化物酶活

性也显著高于ＣＫ２。

图１　微生物菌剂处理土壤对黄瓜叶片过氧化物酶 （ＰＯＤ）活性的影响

犉犻犵．１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犿犻犮狉狅犫犻犪犾犳犲狉狋犻犾犻狕犲狉狊狅狀犘犗犇犪犮狋犻狏犻狋狔犻狀犮狌犮狌犿犫犲狉犾犲犪狏犲狊

注：图中竖线表示标准误，不同字母表示差异达５％显著水平。图２、３同。

２３　微生物菌剂处理土壤对黄瓜多酚氧化酶

（ＰＰＯ）的影响

从图２可以看出，微生物菌肥处理连作土壤均

可提高黄瓜不同生长时期植株叶片的多酚氧化酶活

性。随着黄瓜的生长，ＰＰＯ活性表现出先增后降

的趋势。黄瓜植株叶片ＰＰＯ活性在开花坐果期处

理Ｊ１和Ｊ２达到最大值，黄瓜盛果期时ＰＰＯ活性呈

现出下降趋势。如在开花坐果期，处理Ｊ２多酚氧

化酶 分 别 比 ＣＫ１ 增 加 ３０．４９％，比 ＣＫ２ 增 加

３６．４％。黄瓜生长的４个时期ＣＫ１与ＣＫ２差异不显

著，可能是相邻露地土壤中次生代谢废物较少，病

原微生物积累不多，黄瓜根系所受逆境胁迫较小所

致。

图２　微生物菌剂处理土壤对黄瓜叶片多酚氧化酶 （ＰＰＯ）活性的影响

犉犻犵．２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犿犻犮狉狅犫犻犪犾犳犲狉狋犻犾犻狕犲狉狊狅狀犘犘犗犪犮狋犻狏犻狋狔犻狀犮狌犮狌犿犫犲狉犾犲犪狏犲狊

２４　不同微生物菌肥处理土壤对黄瓜苯丙氨酸解

氨酶 （ＰＡＬ）的影响

从图３可以看出，微生物菌肥处理连作土壤显

著提高了黄瓜不同生长时期植株叶片的ＰＡＬ酶活

性。随着黄瓜的生长，ＰＡＬ酶活性表现出先增后

降的趋势。其中，Ｊ２ 和Ｊ３ 处理土壤后黄瓜叶片

９９６第７期 谢东锋等：不同微生物菌肥处理连作土壤对黄瓜生长及防御性酶的影响



ＰＡＬ活性最强，ＰＡＬ活性在开花坐果期时处理Ｊ３

达到最大值，处理Ｊ３苯丙氨酸解氨酶分别比ＣＫ１

增加５８．９％，比ＣＫ２增加７５．８％。除抽蔓期Ｊ１、

Ｊ４、ＣＫ１、ＣＫ２之间无显著差异外，黄瓜其他生长

时期，４种微生物菌肥处理ＰＡＬ活性物显著高于

对照ＣＫ１、ＣＫ２。

图３　微生物菌剂处理土壤对黄瓜叶片苯丙氨酸解氨酶 （ＰＡＬ）活性的影响

犉犻犵．３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犿犻犮狉狅犫犻犪犾犳犲狉狋犻犾犻狕犲狉狊狅狀犘犃犔犪犮狋犻狏犻狋狔犻狀犮狌犮狌犿犫犲狉犾犲犪狏犲狊

３　讨论与结论

西藏黄瓜生产几乎全为设施栽培，高原充足的

光热资源为黄瓜生产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设施

栽培环境密闭独特，随着黄瓜或其他葫芦科蔬菜的

连续栽培，连作效应逐渐显现。

本试验选取了４种微生物菌剂，在和２个对照

的对比分析中发现，微生物菌肥可显著缓解连作障

碍的发生，对黄瓜的生长促进作用明显。微生物菌

肥促进拉萨市连作黄瓜生长的原因可能与王涛

等［１０］在上海市所做试验相同。微生物菌肥中含有

大量有益微生物，可使土壤中的有机物质加速分

解，有助于土壤固定养分向有效养分转化。有益微

生物可对连作土壤微生物种群结构进行优化，活化

土壤酶活性。也可能由于一些特定的微生物会分解

次生代谢有毒物，对病原微生物产生抑制作用，进

而促进了黄瓜植株的生长。

本试验结果表明，微生物菌肥处理连作土壤

后，黄瓜４个生长阶段中叶片的防御酶活性均不同

程度地得到了提升。黄瓜连作土壤中存在大量的有

害物质及病原菌积累，黄瓜根系在此逆境胁迫下各

项生理机能下降，生长受阻，抗逆反应低下。植物

为应对逆境逐渐演化形成了多种次生代谢途径，并

生成相应的次生代谢产物以缓解逆境胁迫［１７］。过

氧化物酶 （ＰＯＤ）是植物抗逆反应过程中的关键酶

之一，多酚氧化酶可降解土壤中酚类物质，减缓植

物间的化感作用［１８］。苯丙氨酸解氨酶 （ＰＡＬ）能

催化Ｌ苯丙氨酸解氨生成反式肉桂酸，是苯丙烷

类次生代谢途径的限速酶和关键酶［１９］，微生物菌

肥处理土壤后，激活了黄瓜相关抗性反应，黄瓜体

内防御性酶活性相应得到提升。本试验中４种微生

物菌肥处理连作土壤后黄瓜的株高、径粗、植株总

干质量、叶面积不同程度地高于两组对照，叶片防

御性酶ＰＯＤ、ＰＰＯ、ＰＡＬ活性得到提高，这与微

生物菌肥在其他作物上的研究结果一致。４种微生

物菌肥处理的结果存在差异，虽然均表现为促进黄

瓜的生长和提高防御酶的活性，但不同微生物菌肥

处理后黄瓜的生长和防御性酶活性的提升效果随微

生物菌种及活菌数的不同而表现各异。为更好地缓

解温室黄瓜连作障碍，还需进一步试验不同微生物

菌种和活菌数的影响。

当前黄瓜栽培时连作障碍的克服，主要靠增施

有机肥、轮作、土壤消毒或嫁接等措施，不仅增加

了生产成本，而且费时费力。本试验中４种微生物

菌肥均能不同程度地促进连作黄瓜植株的生长，增

强黄瓜自身抗性，通过微生物菌肥诱导黄瓜产生抗

性来克服连作障碍，或可成为克服黄瓜栽培连作障

碍的可行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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