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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对连作大蒜根际土壤微生物和酶活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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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山东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山东济南250100；3山东临沂兰山区农业局，山东l临沂27600)

摘要：采用盆栽试验，研究了EM(Effective Microorganisms)对连作大蒜不同发育期千物质累积量，土壤微牛物数量

和酶活性的影响。结果表明，与对照相比，EM对土壤细菌、真菌和过氧化氢酶活性促进率随大蒜发育期均呈现先

升后降的趋势，在蒜薹伸长期达到最大值；对硫化细菌和酚分解菌促进率最大值均出现在鳞茎膨大期；对氨化细

菌和硝化细菌的促进率最大值分别出现在分化期和幼苗期。EM对放线菌、土壤多酚氧化酶、脲酶和磷酸酶活性促

进率随发育期的延长而呈现持续I：升的趋势。EM处理有利于改善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提高土壤微生物数量和

土壤酶活性，增加十物质的累积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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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effective microorganisms on microbial communities and

enzyme activities in rhizosphere soil of continuously cropped gar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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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pot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effective microorganisms(EM)on dry matter

accumulation，microbial communities and enzyme activities in rhizosphere soil of continuously cropped garlic at dif-

ferent growth stages．The number of bacteria and fungi and the soil catalase activity initially increased and then

decreased，and the maximum values were observed at the stem elongation stage．The maximum promotive effects of

EM on sulfur bacteria and phenol—decomposing bacteria were observed at the bulb enlargement stage，and on ammo—

nifying bacteria and nitrifying bacteria at the differentiation stage and seeding stage，respectively．The positive

effect of EM on the quantity of actinomycetes and the activity of polyphenol oxidase，urease and phosphatase

increased progressively and significantly with advancement of garlic growth．The soil microbial community struc—

ture，microbial populations，soil enzyme activities and dry matter accumulation were improved by use of EM．

Key words：effective microorganisms；continuous cropping；garlic；soil microbial communities；enzyme activities

大蒜(Alliura sativum L．)是重要的加工原料

和出口创汇蔬菜‘¨。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大蒜

主产区的连作现象也日益严重，连作障碍已成为

大蒜生产中亟待解决的一大难题⋯。前人从土壤

微生态角度对缓解作物连作障碍进行过探索。如

汪立刚等‘31研究表明，土壤灭菌能有效解除连作

障碍的不良影响，并能显著提高重、迎茬大豆产

量。吴凤芝等⋯研究也表明，土壤灭菌后黄瓜生

收稿日期：2010埘_28 接受日期：201l-01一19

基金项目：国家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项经费项目(200903018)；山东省农业重大应用技术创新课题“葱姜蒜安全生产关键技术”资助。

作者简介：刘素慧(198l一)，女，山东菏泽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蔬菜栽培生理研究。Tel：0538-8246236，E·mail：liusuhui2003@163．咖
·通讯作者Tel：0538-8246818，E—mail：liusq99@8d¨．edu．∞

万方数据



3期 刘素慧，等：EM对连作大蒜根际土壤微生物和酶活性的影响 719

长发育得到了显著改善。张春兰等H J研究生物有

机肥减轻设施栽培黄瓜连作障碍的效果时看出，

施肥后土壤微生物数量增多，土壤酶活性提高，作

物抗逆性增强。Yoshitaka等∞1认为，病原菌很难

在微生物多样性高的土壤中滋生。EM(Effective

Microorganisms)是20世纪80年代初由日本琉球

大学的比嘉照夫教授研制出来的由10个属80余

种微生物复合而成的一种多功能微生物菌剂。孙

红霞等"J研究表明，施用EM能有效克服茄子和黄

瓜的连作障碍；周晓芬等【81认为，EM菌剂可减轻

黄瓜重茬病害，降低土壤盐渍化程度。根际土壤

微生物种群结构及土壤酶活性作为评价土壤微生

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指标，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

视恤13J。关于EM对连作大蒜根际土壤微生物和

土壤酶活性的影响的研究尚鲜见报道。本研究通

过EM对连作大蒜根际土壤微生物数量、生理类群

及土壤酶活性的变化，探明EM对连作大蒜根际微

生态环境的影响，为缓解大蒜连作障碍以及大蒜

的优质丰产及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

1材料与方法

1．1试验材料

供试土壤取自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鸡黍镇季庄

村的连续种植20年大蒜的耕层土壤，土壤类型为棕

壤，有机质含量为23．6 g／kg，碱解氮93．5 mg／kg，速

效磷38．1 mg／kg，速效钾152．8 mg／kg，pH 6．27。

EM原液由爱睦乐环保生物技术(南京)有限公

司生产。施用前制作成活性液：将EM原液与等量

红糖按50倍比例用水稀释并搅均匀后(红糖先用

热水溶化)，置于密封容器内厌氧发酵，环境温度为

35±20C。发酵过程中及时放气，待pH降至3．5±

0．2，并有醇香发酵酸味，表明发酵成功。稀释一倍

后备用。

1．2试验设计

试验于2009年lO月1日在山东农业大学园艺

实验站进行。采用泥质陶盆，盆上、下口径和高度分

别为25 cm、23 cm和25 cm。每盆装土2．5 kg，种植4

株大蒜，供试品种为苏联蒜。每盆土壤均施加10 g

金正大集团生产的大蒜控释肥(N：P：K=16：5：17)

为基肥，并对大蒜按常规方法管理。试验设2个处

理，EM基施和追施各1次，每盆100 mL EM活性液，

对照施加等量的清水，每个处理重复3次，每个重复8

盆，随机排列。

1．3样品采集与测定

于大蒜幼苗期(2009年10月30日)、分化期

(2010年3月25 13)、蒜薹伸长期(2010年4月20

日)和鳞茎膨大后期(2010年5月15日)采集大蒜

根际土壤和大蒜植株。每个处理随机选取3盆，去

除表土，取0q0 cm土层中的根系，轻轻抖动出根

际土壤，混匀，用灭菌的塑料袋包扎密封，一部分

4℃保存，用于微生物数量的测定，一部分风干，过1

mm筛孔，用于测定土壤酶活性。所取大蒜植株烘

干后称干重。

土壤微生物数量测定：采用稀释平板计数法测

定土壤微生物数量¨引。细菌采用牛肉膏蛋白胨培

养基培养；真菌采用马丁氏培养基(1000 mL培养

基中加l％孟加拉红水溶液3．3 mL，l％链霉素3

mL)培养；放线菌采用改良高氏一号培养基(每300

mL培养基中加入3％重铬酸钾1 mL以抑制细菌和

真菌生长)培养。氨化细菌、硝酸细菌和芳香族化

合物降解菌(酚分解菌)采用特化液体培养基进行

培养，采用最大或然计数法(MPN)法测定。根据试

管中菌生长的情况由最大或然统计表查出近似值，

计算每个土壤中所含的活菌数【I“引。

土壤酶活性测定：脲酶活性用靛酚蓝比色法测

定，以24 h后1 g土壤中NH3-N的毫克数表示；多

酚氧化酶活性用邻苯三酚比色法测定，以2 h后l g

土壤中生成的紫色没食子素的毫克数表示；过氧化

氢酶活性用高锰酸钾滴定法测定，以l g土所消耗

的0．1 mol／LKMnO。溶液的毫升数表示；蔗糖酶活

性用3，5一二硝基水杨酸比色法测定，以24 h后1 g

土重的0．1 mol／L硫代硫酸钠溶液的毫升数表示；

磷酸酶活性用磷酸苯二钠法测定，以24 h后l g土

壤中释放出酚的毫克数表示【l引。

数据采用Excel 2007进行分析，DPS统计软件

进行显著性检验。

2结果与分析

2．1 EM对大蒜干物质累积量的影响

试验看出，幼苗期植株干物质累积量很少，处理

与对照(CK)之间差距小；幼苗期至分化期缓慢增

长；分化期到蒜薹伸长期干物质累积呈现平缓增长；

蒜甍伸长期到鳞茎膨大期间，于物质累积呈现大幅度

增长趋势(图1)。幼苗期、分化期、蒜甍伸长期和鳞

茎膨大期EM菌剂处理的于物质累积量分别比对照

(CK)增加一1．6l％、5．80％、10．94％和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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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M对连作大蒜干物质累积量的影响

Fig．1 Effects of EM On dry matter content of garlic

[注(Note)：ss—幼苗期Seeding stage；D蝴化期Differentiation
stage；E卜蒜薹伸长期Elongation stage；BES一鳞茎膨大后期

Bulb enlargement late stage．]

2．2 EM对连作大蒜根际土壤微生物的影响

2．2．1土壤微生物数量的变化 EM处理的连作

大蒜根际土壤中细菌和放线菌数量变化规律和

CK类似，均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蒜薹伸长期达

到最大值；真菌数量随生育期的延长而持续上升，

鳞茎膨大期达最大值(表1)。EM处理对土壤中3

种主要微生物数量均有促进作用，整个发育期，细

菌和真菌促进率的变化趋势一致，均为先升后降，

以蒜薹伸长期最大；放线菌促进率表现为持续上

升。EM对根际土壤细菌促进率各生育时期之间

差异显著。EM处理的真菌数量各生育时期均比

CK增加；放线菌数量增加量以鳞茎期达到最

大值。

表1 EM对连作大蒜根际土壤微生物数量的影响

Tablel]dllf]tlenf．e of EM On the quantities of microbial communities in rhizosphere soil of con"tmuous cropping garlic

注(Note)：ss一幼苗期Seeding stage；Ds—分化期Differentiation stage；Es一蒜薹伸长期Elongation stage；BES一鳞茎膨大后期Bulb en-

largement late stage．同行中不同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处理间差异达l％和5％显著水平Di伍erent capital and 8mail lettem in each∞w mean s目鲥昏

cant between different treatments at l％and 5％levels．respectively．

2．2．2土壤功能微生物的数量变化整个发育期，

连作大蒜根际土壤中氨化细菌和硝化细菌均呈现出

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但氨化细菌数量在蒜摹伸长

期达到最高值，硝化细菌最大值出现在分化期；硫

化细菌和酚分解菌数量在整个发育期的变化趋势为

持续升高，最大值均出现在鳞茎膨大期(表2)。试

验看出，氨化细菌的数量级高于硝化细菌、硫化细菌

和酚分解菌的数量级，为优势菌群。

表2 EM对连作大蒜根际土壤微生物生理类群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EM on the quantities of microbial flora in rhizosphere soil of continuous cropping garlic

注(Note)：Ss—幼苗期Seeding stage；Ds—分化期Differentiation stage；Es一蒜薹伸长期Elongation stage；BEs一鳞茎膨大后期Bulb@n-

hrgement late stage．同行中不同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处理间差异达l％和5％显著水平Different capital and$1nall letters in each row mean signifi-

cant between the two treatments at 1％and 5％levels．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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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还看出，各发育期EM处理的氨化细菌数

量均高于CK；硝化细菌数量最大虽出现在分化期，

但EM处理相对于CK的促进率最大值却在幼苗

期，其次为鳞茎膨大期，这可能是由于CK在幼苗期

和鳞茎膨大期的硝化细菌数量较低造成的。鳞茎膨

大期硫化细菌数量最多，其次是蒜薹伸长期，EM处

理的均高于CK。酚分解菌数量在大蒜整个发育期

的变化趋势为持续上升，这可能是由于生长后期连

作大蒜向土壤中释放出大量的酚类化合物，刺激酚

分解菌的生长繁殖。

2．3 EM对大蒜连作土壤酶活性的影响

由图2可知，在整个发育期，无论是EM处理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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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CK，连作大蒜根际土壤中脲酶、磷酸酶和过氧化

氢酶活性均呈现出先升后降趋势，最大值分别出现

在分化期和蒜薹伸长期；多酚氧化酶活性的变化趋

势均为持续上升，但鳞茎膨大期比蒜薹伸长期的增

幅较小。

图2还看出，EM处理的连作大蒜根际土壤酶

活性均高于CK，说明EM处理促进了连作大蒜根

际土壤酶活性。不同发育期，EM处理对根际土壤

酶活性的促进率不同，除过氧化氢酶鳞茎膨大期

和磷酸酶蒜薹伸长期有小幅度降低外，EM对4种

土壤酶活性的促进率均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

SS DS ES BES SS DS ES BES

图2 EIM对大蒜根际土壤酶活性的影响

Fig．2 Effects of EM on enzyme activities in rhizosphere soil of continuous cropping garlic

[注(Note)：sS—幼苗期Seeding stage；Ds～分化期Differentiation stage；Es一蒜薹伸长期Elongation stage；

BE卜鳞茎膨大后期Bulb enlm苫ement late stage．]

3讨论

EM处理和对照的连作大蒜干物质累积动态是

一致的，说明施用EM不改变干物质的累积规律，而

是通过协调大蒜机体发育，促进千物质量的积累来

提高大蒜产量，这与周莉华等Ⅲ1研究结果相一致。

凌宁等¨引研究也看出，根际施用微生物有机肥能防

止西瓜枯萎病发生，克服西瓜连作障碍，有效地促进

西瓜植株的生长。幼苗期EM处理的干物质的积累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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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比CK下降了1．6l％，这可能是由于温度偏低不

利于微生物的生长繁殖而导致EM的作用不能发挥

的缘故。

不同植物或者同一植物的不同生育期，其根系

释放的分泌物的数量、种类存在很大差异¨蚴】，进
而影响到根际土壤微生物的数量和类群。土壤微生

物不仅受作物根系分泌物的影响，而且受外界环境、

施肥种类等因素的影响心1垅]。土壤酶主要来源于

植物根系分泌物、动植物残体腐解过程¨7]和土壤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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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代谢过程∞]，根系分泌物种类和数量的增加、

动植物残体的腐解和土壤微生物的大量繁殖可激活

土壤中各种酶的活性。

本试验表明，EM处理和CK的连作大蒜根际土

壤可培养微生物数量和土壤酶活性与植株生长发育

阶段高度一致mJ。幼苗期温度偏低，植株生长缓

慢，根系分泌物较少，供给根际微生物的营养不充

足；温度低也制约微生物的生长繁殖，因此幼苗期

根际微生物数量和土壤酶活性均较低。从分化期到

蒜薹伸长期植株新陈代谢活动旺盛，其根系分泌物

也相应较多，为微生物提供较多营养，再加上温度适

宜，促使微生物快速增殖，因而微生物数量和土壤酶

活性也较高。在鳞茎膨大后期，根系大量死亡，叶片

干枯，叶鞘营养转移到鳞茎，根际微生物营养源不

足，微生物数量和土壤酶活性明显降低。

连作大蒜土壤添加EM后，土壤中可培养微生

物数量比CK显著增加。孙红霞等¨1研究也表明，

使用EM后，根际土壤微生物数量大大增加。这可

能是由于EM是通过发酵工艺将多属多种微生物混

合培养，各微生物在生长过程中产生的物质及其分

泌物，形成相互的基质和原料，通过共生、增值关系

形成的一个多种多样微生物群落的生物菌群的缘

故。向土壤施人EM后，土壤中有大量的有益微生

物，在养分充足和环境适宜的条件下就会快速生长

繁殖，并能抑制有害菌的生长及繁殖。

综上所述，施入EM有利于改善连作大蒜根际

土壤的微生物结构，促进有益微生物正常活动和繁

殖，抑制有害病菌的生长和繁殖；增强根际土壤多

酚氧化酶、脲酶、磷酸酶和过氧化氢酶活性，提高土

壤肥力，从而达到缓解大蒜连作障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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