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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磷水平对玉米丛枝菌根侵染及其对异质养分吸收的影响
金 鑫，曾新颖，齐昌国，尹黎燕，邓 燕*
（海南省热带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重点实验室/海南大学热带农林学院，海南海口 570228）
摘要: 【目的】探究酸性土壤玉米丛枝菌根侵染对植物磷素吸收的促进作用，以加深理解根外菌丝对局部磷养
分的获取如何受丛枝真菌侵染和环境磷养分的影响。【方法】以玉米为宿主植物，进行盆栽试验。在低磷酸性
土壤上设置供 P 0、50、500 mg/kg 3 个水平 (P0、P50、P500)，供试磷肥为磷酸二氢钾。每个处理再设置局部养
分处理，即在每个重复中埋置两个各装有 120 g 灭菌土 (提前加 P 50 mg/kg) 的塑料小管，分别用孔径为 0.45 μm
(根系、菌丝均不能进入，以“–H”表示处理) 和 50 μm(根系不能进入，菌丝可以进入，以“+H”表示处理) 的
尼龙膜封住管口。测定了玉米的生长与磷吸收、土著丛枝菌根真菌的侵染和根外菌丝密度以及菌丝对局部磷养
分的获取。【结果】1) 玉米株高、叶片 SPAD 值、全株干重、磷浓度及吸收量都随供磷水平升高而增加，以
P50 处理的根系干重最高，根冠比随供磷水平上升而降低。3 个供磷水平下玉米根系均有不同程度的丛枝菌根
真菌侵染。以 P50 处理的丛枝菌根侵染率、丛枝和孢囊结构发育最好；P0 处理的丛枝菌根侵染率、丛枝丰度
与 P50 处理没有显著差异，但孢囊丰度明显下降；P500 处理虽然 87.2% 的根系具有侵染点，但整个根系形成的
真菌结构、丛枝和孢囊比例远低于 P0 和 P50 处理，丛枝菌根的发育受到严重抑制。2) 土体土 (除塑料管之外的
土) 菌丝密度随供磷水平升高而降低，但 P0 和 P50 处理差异不显著。–H 处理塑料管中的菌丝密度在 3 个供磷
水平下基本不变，保持在极低水平，而+H 处理塑料管中的菌丝密度随供磷水平升高而下降。在相同供磷水平
下，土体土的菌丝密度最高，其次是+H 处理，–H 处理的菌丝密度最低。根外菌丝从+H 处理塑料管中获取的磷
随环境供磷水平的升高而减少。【结论】酸性土壤条件下，适当地供磷可以促进玉米根系生长和丛枝菌根真菌
的侵染。根外菌丝对局部磷养分的获取受环境磷养分的调控，在环境磷养分较低而局部磷养分高于环境磷养分
时，较多的菌丝会进入局部区域获取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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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s of phosphorus application level on maize arbuscular mycorrhizal
colonization and hyphal acquisition to heterogeneous phosphorus 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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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The objectives of this study are to investigate the arbuscular mycorrhizal infection on
maize and their promotion to plant phosphorus uptake in acid soils, and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arbuscular
mycorrhizal fungi and environmental phosphorus nutrition on the acquisition of local phosphorus nutrition by root
hyphae.【Methods】Using pot experiment and maize as host plant, three P levels of 0, 50 and 500 mg/kg (P0,
P50 and P500, P was supplied by KH2PO4) were designed. Then two plastic chambers containing 120 g sterilized
soil with P 50 mg/kg were installed in each pot. One chamber was enclosed with 0.45 μm mesh fabric to
prevent hyphae and root from penetration (–H treatment), and the other one was enclosed with 50 μm mesh
fabric to allow hyphae penetration (+H treatment). Maize plant growth, P uptake, AM fungi colonization,
hyphal density and P acquisition by hyphae from chambers were measured.【Results】The plant height, leaf
SPAD value, total dry weight, P concentration and uptake were all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P supply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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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highest root dry weight in P50 treatment, while root/shoot ratio was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P
level. The P50 treatment showed the best AM fungi colonization rate and development of arbuscule and vesicle.
Compared with the P50 treatment, the P0 treatment had fewer vesicles although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AM colonization rate and arbuscule richness. Even with 87.22% colonization point existing in
whole root system, plants of the P500 treatment showed the lowest AM fungi colonization rate and
development of arbuscule and vesicle, indicating severe inhibition of high P supply on AM fungi. The bulk soil
hyphal density was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soil P level, with a littl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0 and P50
treatments. The hyphal density kept stable and was very low in all –H chambers, while the hyphal density in the
+H chambers was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bulk soil P level. Under the same P application level, the
hyphal density was highest in bulk soil, followed by +H chamber soil, and lowest in –H chamber soil. The P
acquisition from the +H chamber by hyphae was decreased with increase of bulk soil P supply.
【Conclusions】A moderate soil P supply could benefit root growth and AM fungi colonization in acid soil. The
hyphae exploration for local P supply is influenced by bulk soil P status, with higher P acquisition from P-rich
area when bulk soil P supply is low.
Key words: acid soil; phosphorus; arbuscular mycorrhizal colonization; hyphal density
磷是植物生长发育必需的重要养分之一，与其

外菌丝的分布对磷的获取有重要意义。研究表明可

他营养元素相比，在土壤中极易被固定，较难移

以通过分根装置或埋袋子、管子的形式对菌丝进行

动，通常是植物最难获取的养分 。第二次全国土壤

原位监测，也有通过32P 和 33P 标记的方式来证明菌丝

普查表明我国多数土壤缺磷，尤其是南方的酸性土

确实帮助植物吸收了磷[10–11]。AM 真菌对根系的侵染

壤[2]。当前，施用磷肥已成为农业生产中重要的增产

以及土壤中菌丝的发育，不受土壤的物理扰动和植

措施，但过量施肥引起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使农

株残体的保留影响，不同种类的 AM 真菌对土壤养

业增产承受着巨大的资源和环保压力 。发挥植物和

分吸收的贡献不一，有的敏感，有的不敏感，通过

微生物的生物学潜力高效获取磷，有助于提高磷肥

接种 AM 真菌也可以提高植株对养分的吸收，尤其

利用效率，减轻环境压力 。

是磷[12]。菌根在土壤中可以满足植物对磷的吸收，这

[1]

[3]

[4]

丛枝菌根真菌 (arbuscular mycorrhizal fungi，以
下简称 AM 真菌) 是一类广泛存在于自然环境中的重

种作用的好处是给根系更多的自由以满足生长所需
的其他资源，并适应多变的土壤[13]。

要微生物，可与 70%～80% 的陆生植物形成丛枝菌

土壤养分空间异质性普遍存在于自然生态系统

根共生体系，其中包括绝大多数的作物 (除十字花科

中[14–15]，磷在土壤中难移动、分布不均匀，具有明显

和藜科) [5] 。丛枝菌根的形成对宿主植物生长有多种

的空间异质性[16]。南方酸性土壤养分易发生淋洗、固

促进作用，其中以促进宿主植物磷素吸收的报道最

定等土壤经常表现出高度的异质性，而异质环境更

为广泛

。研究表明，形成丛枝菌根的植物具有两

利于植物养分的获得[17]。不同植物种根系对土壤养分

种磷吸收途径，一种是根系本身通过根毛和表皮的

空间异质性的反应不一致，结果可能造成植物生长

直接吸收途径，另一种是菌根吸收途径，以根外菌

的差异。当一定量养分以较高的异质性供应时，敏

丝为获取磷的主要部位 。丛枝菌根的根外菌丝直径

感度较高的植物种表现为总生物量的增加[18]。研究表

比根毛还小，可以进入根系本身不能进入的土壤微

明，植物根系生长对磷的空间异质性具有特殊的响

小空间获取磷，还能延伸到由植物根系直接吸收土

应，即在养分富集区域大量增生，或以增加根系分

壤磷而形成的耗竭区域以外吸收磷，增加了磷营养

泌物的释放和提高养分吸收速率等方式来促进对这

的来源 。据报道，丛枝菌根的根外菌丝可以延伸至

部分磷的吸收 [19–20]。对于丛枝菌根的根外菌丝来说，

距离根系 25 cm 远的土壤空间获取养分 。此外，根

可以进入根系本身不能进入的空间获取磷，也可能

外菌丝吸收的磷主要以聚磷酸盐颗粒的形式在菌丝

受到这种养分空间异质性的影响。研究根外菌丝对

内运输，到达与植物根系细胞接触的部位再降解成

局部磷养分的获取如何受 AM 真菌侵染和环境磷养

简单的无机磷转移给宿主植物，其运输速率明显高

分的影响，有助于深入理解 AM 真菌的功能。同

于根系直接吸收途径 。因此，丛枝菌根的形成及根

时，异质养分可以使这类物种在集约化生态系统中

[6–7]

[7]

[8]

[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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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多样性[21]。玉米是典型的菌根植物，即使在高磷

形式补充除磷以外的其他养分：N 60 mg/kg、K 67

供应的集约化生产条件下仍能保持较高的 AM 真菌

mg/kg、Ca 20 mg/kg、Mg 7.5 mg/kg、Mn 0.5 mg/kg、

侵染 。本研究以玉米为宿主植物，利用酸性土壤进

Cu 0.35 mg/kg、Zn 0.9 mg/kg、Mo 0.02 mg/kg。整个

行了不同供磷水平的盆栽试验，测定了玉米的生长

试验过程中，每盆的浇水量及营养液保持一致。

与磷吸收、土著 AM 真菌的侵染和根外菌丝密度以

1.3

[22]

及菌丝对局部磷养分的获取，以期更好地理解土壤
磷素供应对丛枝菌根的调控。

样品采集与分析
分别从播种后 7 天和 14 天开始测量株高和叶片

SPAD 值，每隔 7 天测一次，直到收获。株高取土表

1

材料与方法

到茎顶端分叉处两点的距离，SPAD 值测定最新完全

1.1

试验材料

获时，每盆中的两株玉米将地上部与根系分开收

展开叶的末端，每盆数据取两株玉米的平均值。收

试验于 2016 年 4 月 26 日至 5 月 31 日在海南大

获。植株样品带回实验室洗净，其中小部分根系鲜

学热带农林学院基地温室进行。供试土壤为采自海

样用于丛枝菌根侵染测定，即按照常规步骤，透

南省儋州市的砖红壤 (多年未种植的荒地，周边地块
种有木薯)，基础理化性质为 pH 4.67 (土水比 1∶
2.5)、有机质 18.00 g/kg、碱解氮 54.23 mg/kg、有效
磷 14.14 mg/kg、速效钾 151.99 mg/kg。土壤经风干
后过 2 mm 筛，混匀后取一部分放入布袋中高压蒸汽
灭菌 (121℃ 间歇灭菌 2 h)，放于干净牛皮纸上晾
干，然后收入密封袋中，备用 (塑料管中的土为灭菌
土，其余为正常土)。挑选大小一致且籽粒饱满的玉
米种子，用 10% H2O2 进行表面消毒 10 min，再用蒸
馏水冲洗多次，然后置于放有湿润滤纸的培养皿
中，于 25℃ 恒温培养箱中催芽 2 d，选萌芽程度一
致的玉米种子播种，每盆播种 4 粒，出苗 4 d 后间苗
至 2 株。种植容器为白色塑料花盆，规格为直径
25 cm，高 30 cm。

1.2

试验设计
本试验设置了 3 个供 P 水平：0、50、500

明、酸化、染色、脱色，然后随机选取 30 条根段，
制片，镜检。按照丛枝菌根侵染和丛枝丰度分级的
标准，将镜检记录的等级参数输入“Mycocalc”软
件，计算出 F%、M%、A% 和 V% 等参数，其中 F%
代表含有真菌结构的根系占整个根系的比例，M%
代表整个根系中 AM 真菌结构形成的强度，A% 代
表在整个根系中丛枝结构形成的丰度，V% 代表在整
个根系中泡囊形成的丰度[23]。剩下的根样和地上部样
品在 80℃ 烘干至恒重，称重，磨样，然后用
H2SO4–H 2O2 消煮、钒钼黄比色法测定磷浓度 [24]。收
获时，按土体土 (除塑料管之外的土)、–H 土
和+H 土 (塑料管中的土) 分别取土样，带回实验室风
干，过 2 mm 筛。一部分土样用于根外菌丝密度的测
定，采用真空泵微孔滤膜抽滤的方法[25]；一部分用于
土壤速效磷的测定，采用 0.03 mol/L NH 4 F–0.025
mol/L HCl 浸提、钼锑抗比色法测定[24]。

1.4

mg/kg，以 P0、P50、P500 表示。由磷酸二氢钾提供
磷，每个处理设 6 次重复，共计 18 盆。在此基础
上，每个处理再设置局部养分处理，方法是将白色
塑料瓶去掉顶端瓶口，保留底部，形成直径 5 cm、
高 5 cm 的小管，管内装入 120 g 灭菌土，灭菌土中
提前加入磷酸二氢钾使土壤含 P 50 mg/kg，再分别用

试验数据用 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07 进行整
理，用 SPSS 13.0 统计软件进行方差分析，用
LSD 法进行处理间多重比较，用 Origin Pro 9.1 软件
作图。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供磷水平对玉米植株生长的影响

孔径为 0.45 μm (–H 处理，根系与菌丝都不能通过)
和 50 μm (+H 处理，根系不能通过，菌丝能通过) 的
尼龙膜封住管口。
每盆装土 5 kg、椰糠 1 kg (防止土壤板结)，装盆

统计分析

从图 1 可知，玉米株高随种植时间推移呈逐渐
升高趋势，叶片 SPAD 值则表现为先升高后降低，

前将根据对应处理加入的磷酸二氢钾、土和椰糠充

两者都随供磷水平的增加而增加。前 21 天，P50 和

分混匀，装盆时先铺一层 5 cm 左右深的土，再每盆

P500 处理的株高和叶片 SPAD 值比较接近，明显高

分别垂直放入一个 –H 管和一个 +H 管，覆膜的一端

于 P0 处理；之后至收获时，P50 与 P500 处理的株高

朝上，对称放置，然后填满土，浇水。为了保证玉

差距逐渐变大，P50 与 P0 处理的叶片 SPAD 值逐渐

米生长期间不受其他养分缺乏的胁迫，以营养液的

接近，表明供磷水平对玉米植株生长的影响受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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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供磷处理玉米株高和叶片 SPAD 值的变化
Fig. 1 Dynamic of plant height and leaf SPAD values for maize under different P application treatments

时期的调控。叶片生长初期，SPAD 值随生育进程而

随供磷水平升高而快速增加，处理间差异显著。但

逐渐增加，在叶片功能期内变化较小，叶片进入衰

植株的根冠比则随供磷水平的增加而迅速降低，说

老后，SPAD 值逐渐下降，受生育期调控。

明在低磷条件下玉米植株会将更多的光合产物分配

由表 1 可知，随着供磷水平增加，玉米根系干
重表现为先升后降，P50 处理的根系干重显著高于
P0 和 P500 处理，表明中等供磷水平能够促进根系生

到根系。

2.2

不同供磷水平对玉米磷吸收的影响

长，而不施磷和过高供磷都会抑制根系生长。相应

从表 2 可以看出，根系和地上部磷浓度都随供

地，地上部干重表现为随供磷水平的增加而快速上

磷水平的升高而升高，P0 和 P50 处理的磷浓度水平

升，高磷处理 P500 的地上部干重约是不施磷处理

较低且接近，P500 处理的磷浓度大幅度增加。同

P0 的 2.5 倍。与地上部干重趋势一致，全株干重也

样，玉米植株总吸磷量随供磷水平增加而快速升

表 1 不同供磷处理玉米植株干重与根冠比
Table 1 Dry weight and root/shoot ratios for maize plants under different P application treatments
处理
Treatment

干重 Dry weight (g/pot)

供磷水平 (mg/kg)
P level

根系 Root

地上部 Aboveground

全株 Total

根冠比
Root/shoot ratio

P0

0

4.1 ± 0.15 b

16.8 ± 0.79 c

20.9 ± 0.86 c

0.25 ± 0.01 a

P50

50

5.0 ± 0.20 a

27.8 ± 0.65 b

32.8 ± 0.76 b

0.18 ± 0.01 b

P500

500

4.1 ± 0.14 b

41.5 ± 1.12 a

45.7 ± 1.23 a

0.10 ± 0.01 c

注（Note）：数据表示为平均值 ± 标准误Data are presented as mean ± SE；同列数值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供磷处理间在 5% 水平差
异显著 Data followed by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the 5% level among different P application
treatments.

表 2 不同供磷处理玉米磷浓度与磷吸收量
Table 2 P concentrations and uptakes for maize plants under different P application treatments
处理
Treatment

供磷水平 (mg/kg)
P level

磷浓度 P concentration (g/kg)
根系 Root

地上部 Aboveground

吸磷量 (mg/pot)
P uptake

P0

0

0.54 ± 0.02 b

1.06 ± 0.03 c

20.05 ± 0.93 c

P50

50

0.68 ± 0.04 b

1.30 ± 0.05 b

41.89 ± 3.18 b

P500

500

3.15 ± 0.09 a

4.43 ± 0.04 a

194.35 ± 7.15 a

注（Note）：数据表示为平均值 ± 标准误 Data are presented as mean ± SE；同一列数值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供磷处理间在 5% 水平
差异显著 Data followed by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the 5% level among different P application
trea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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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P50 和 P500 处理的吸磷量分别是 P0 处理的

制。–H 处理管中的菌丝密度在三个供磷水平下都保

2.1 倍、9.7 倍。

持在极低水平，且没有显著差异，表明 0.45 μm 的尼

2.3

龙膜有效阻止了菌丝的进入。+H 处理管中的菌丝密

不同供磷水平对丛枝菌根侵染的影响
从表 3 可以看出，在三个供磷水平下玉米根系

度也随供磷水平升高而降低，在 P50 处理就下降明

均有不同程度的 AM 真菌侵染。P50 处理的 F% 达

显，P50 与 P500 处理没有显著差异，说明在中等和

到 100%，表明所有根系都有 AM 真菌侵染点的存

高供磷条件下进入管中的菌丝数量明显减少。在相

在，形成的真菌结构在根系中的比例高达 43.8%

同供磷水平下，土体土的菌丝密度最高，其次是

(M%)，丛枝和泡囊结构也发育较好，在根系中的丰

+H 处理，–H 处理的菌丝密度最低，但值得注意的

度分别为 34.2%(A%)、71.7%(V%)。这些结果表明

是 P0 处理下+H 处理管中的菌丝密度只略低于土体

P50 处理下 AM 真菌与玉米根系形成的菌根共生体

土。

系发育状况良好。P0 处理与 P50 处理相比，F%、

2.5

M% 和 A% 没有显著差异，但泡囊丰度 V% 明显降
低，表明不施磷条件下丛枝菌根的发育受到一定程
度的抑制。在 P500 处理条件下，虽然 87.2% 的根系
具有 AM 真菌侵染点，但整个根系形成的真菌结
构、丛枝和泡囊的丰度都很低，远远低于 P0 和
P50 处理，表明丛枝菌根的发育受到严重抑制。

2.4

不同供磷水平对土壤有效磷的影响
从表 5 可以看出，随着供磷水平升高，土体土

有效磷含量快速上升，P500 处理下达极高水平。在
P0 和 P50 处理下，–H 处理的土壤有效磷含量没有差
异，而+H 处理的土壤有效磷含量在 P50 处理下高于
P0 处理，P500 水平下–H 和+H 处理的土壤有效磷含
量都显著升高，很可能是因为土体土中高浓度的磷

不同供磷水平对根外菌丝密度的影响

通过浇水随水流进入塑料管中。在 P0 处理下，土体

由表 4 可知，随着供磷水平升高，土体土的菌

土有效磷含量明显低于–H 和+H 处理，菌丝能进入

丝密度总体呈下降趋势，但 P50 处理只比 P0 处理略

的+H 处理比菌丝不能进入的对照处理–H 有效磷含

有下降，没有显著差异，P500 处理菌丝密度大幅度

量下降了 9.04 mg/kg，两者之间差异显著。在 P50 处

降低，表明高磷供应时根外菌丝发育受到较大抑

理下，土体土有效磷含量已超过–H 和+H 处理，此

表 3 不同供磷处理玉米丛枝菌根侵染
Table 3 Arbuscular mycorrhizal colonization of maize plants under different P application treatments
处理
Treatment

丛枝菌根侵染 Arbuscular mycorrhizal coloniztion

供磷水平 (mg/kg)
P level

F%

M%

A%

V%

P0

0

93.3 ± 2.7 ab

42.3 ± 3.9 a

35.8 ± 4.5 a

53.0 ± 4.3 b

P50

50

100 ± 0.0 a

43.8 ± 2.6 a

34.3 ± 3.4 a

71.7 ± 2.6 a

P500

500

87.2 ± 3.7 b

7.6 ± 0.5 b

0.8 ± 0.1 b

8.4 ± 3.8 c

注（Note）：数据表示为平均值 ± 标准误 Data are presented as mean ± SE；同列数值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供磷处理间在 5% 水平差
异显著 Data followed by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the 5% level among different P application
treatments.

表 4 不同供磷处理玉米根外菌丝密度
Table 4 Hyphal density of maize plants under different P application treatments
处理
Treatment

供磷水平 (mg/kg)
P level

菌丝密度 Hyphal density (m/g)
土体土 Bulk soil

–H

+H

P0

0

32.73 ± 7.82 bB

2.09 ± 0.14 aA

23.69 ± 6.36 bB

P50

50

31.01 ± 2.09 bB

1.99 ± 0.23 aA

7.14 ± 1.52 aA

P500

500

10.15 ± 0.67 aB

1.90 ± 0.18 aA

4.08 ± 1.04 aA

注（Note）：数据表示为平均值 ± 标准误 Data are presented as mean ± SE；同列数值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供磷处理间在 5% 水平差
异显著 Data followed by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the 5% level among different P application
treatments；同一行数值后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同一供磷处理不同土样间在 5% 水平差异显著 Data followed by different capital letters in the same
row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the 5% level among different soils with the same P application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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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施磷处理土壤有效磷含量
Table 5 Soil available P contents under different P application treatments
土体土 Bulk soil
处理
Treatment

供磷水平 (mg/kg)
P level

塑料管土 Plastic pipe soil

水溶性磷 (mg/kg)
Water-soluble P

有效磷 (mg/kg)
Available P

–H

+H

P0

0

0

16.93 ± 1.02 cC

31.57 ± 0.58 bA

22.53 ± 1.29 bB

P50

50

0

42.66 ± 0.32 bA

31.85 ± 0.82 bB

27.70 ± 1.77 bB

P500

500

2.15 ± 0.11

275.86 ± 5.32 aA

53.59 ± 2.26 aB

54.90 ± 4.70 aB

注（Note）：数据表示为平均值 ± 标准误 Data are presented as mean ± SE；同一列数值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供磷处理间在 5% 水平
差异显著 Data followed by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the 5% level among different P application
treatments；同一行数值后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同一供磷处理不同土样间在 5% 水平差异显著 Data followed by different capital letters in the same
row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the 5% level among different soils with the same P application level.

时+H 处理与–H 处理相比有效磷含量下降幅度变

够的磷而使生长严重受限，AM 真菌也不能获得足

小，为 4.15 mg/kg。在 P500 处理下，土体土有效磷

够的磷以满足自身正常生长，侵染率会降低，适当

含量远高于–H 和+H 处理，+H 处理与–H 处理相比

的供磷可以满足 AM 真菌自身对磷的需求，促进其

有效磷含量没有下降，两者差异不显著。P500 处理

生长[27]，本试验结果验证了这一点。当供磷超过一定

磷浓度过高，这可能是因为处理管子是竖直放置

水平，丛枝菌根侵染就会受到抑制，这很可能是因

的，浇水时可能使部分磷流入管子中，导致管子里

为植株体内磷含量增加，根细胞膜磷脂成分也增

磷浓度升高。

加，根细胞膜的透性随之下降，因而宿主植物向根

3

外分泌的 AM 真菌赖以生存的光合产物数量降低，

讨论

导致其侵染下降 [28]。P500 处理下，由于玉米植株磷

酸性土壤对磷的固定作用强烈，即使土壤全磷
含量不低，对植物的有效性也可能很低。本试验
中，在中等供磷处理，尽管土壤有效磷含量已达

浓度大幅度升高，丛枝菌根侵染明显下降，间接证
明了这一点。
本试验设置的+H 处理只允许菌丝进入，–H 处

42.66 mg/kg，处于较高水平，从玉米植株生长和体

理根系和菌丝都不能进入。P0 和 P50 供磷水平下，

内磷浓度来看，仍与最高施磷处理有很大的差别，

–H 处理的土壤有效磷含量没有变化，且菌丝密度很

还处于养分胁迫状态。在 P0 处理下，玉米植株所受

低，表明 0.45 μm 尼龙膜有效阻止了菌丝进入，

的缺磷胁迫更严重。在缺磷条件下，植物会将更多

而+H 处理的土壤有效磷含量和菌丝密度都有明显变

的光合产物用于根系生长，以增加根系对磷的吸

化，表明有菌丝进入其中。据此推测+H 处理相比

收，植株根冠比会增加 ，本试验 P0 和 P50 处理的

–H 处理降低的土壤有效磷含量应主要是由根外菌丝

结果验证了这一点。尽管 P0 处理的根冠比最高，但

进入+H 处理的管中吸收了部分磷引起的。结果表

根系干重并不是最高，在 P50 处理下根系生长最

明，在 P0 处理不施磷条件下，–H 和+H 处理的有效

好，该结果与李晓林

的研究结果一

磷含量明显高于土体土时，菌丝进入+H 处理管中的

致。在极低供磷条件下，根系生长受抑制是因为植

量最大，吸收的磷也最多。P50 处理下，随着土体土

株总光合产物有限，只能增加根系的相对生物量；

有效磷含量高于管内，虽然土体土菌丝密度与 P0 处

在极高供磷条件下，植株以较小的根系就能获取足

理相当，但进入+H 处理管内的菌丝明显减少，吸收

够的磷满足生长需要，降低根生物量能节约光合产

带走的磷也减少。在 P500 处理下，土体土有效磷水

物，更多地用于地上部生长，这反映了植物对环境

平远远高于管内，土体土内的菌丝密度已大幅度下

养分变化的自我调节能力。

降，只有少量菌丝进入+H 处理管内，对其中的有效

[26]

[27]

和 Deng 等

[22]

本试验中，P50 处理与 P0 处理相比，丛枝菌根

磷含量影响极小。这些结果表明根外菌丝对局部磷

的侵染并没有下降，孢囊结构的比例还有明显增

养分的获取受环境磷养分的调控，在局部磷养分高

加，表明 P50 处理具有更好的菌根发育。李晓林认

于环境磷养分时会增加根外菌丝对局部磷的吸收。

为，当供磷水平过低时，不仅宿主植物不能获取足

这与根系对局部养分的响应一致[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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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适当地供磷可以促进玉米根系生长和 AM 真菌

allocation and mycorrhizal fungi in soil with patchy P distribution[J].
Plant and Soil, 2013, 373: 569–582.

[14]

Cain M L, Subler S, Evans J P, et al. Sampling 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 in soil nitrogen availability[J]. Oecologia, 1999, 118:

的侵染。根外菌丝对局部磷养分的获取受环境磷养
分的调控，当环境磷养分含量较低而局部磷养分含

169

397–404.

[15]

量较高时，较多的菌丝会进入局部区域获取磷。

Farley R A, Fitter A H. Temporal and spatial variation in soil
resources in a deciduous woodland[J]. Journal of Ecology, 1999, 87:
688–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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