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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种丛枝菌根真菌（ＡＭＦ）对施磷石膏云烟８７的
生长以及砷污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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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丛枝菌根真菌（ａｒｂｕｓｃｕｌａｒ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ｆｕｎｇｉ，ＡＭＦ）能够促进作物养分的吸收及生长，且对土壤砷污染
有一定的抗性。磷石膏（ｐｈｏｓｐｈｏｇｙｐｓｕｍ，ＰＧ）因含有丰富的磷、硫等养分可以为作物生长提供必要的养分，同时也
可能带来砷污染的风险。【方法】为了探讨接种ＡＭＦ对云烟８７生长的影响以及磷石膏农用可能引起的砷污染风
险，通过盆栽模拟试验研究了不同 ＰＧ添加量（０和４０ｇ／ｋｇ以 ＰＧ０、ＰＧ４０表示）和接种不同 ＡＭＦ［不接种 Ｎｏｎｅ
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ＮＭ）、接种Ｇ．ｍｏｓｓｅａｅ丛枝菌根真菌（ＧＭ）、接种Ｇ．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ｕｍ丛枝菌根真菌（ＧＡ）］对云烟８７苗期
生长及其磷、硫、砷吸收的影响。【结果】试验结果表明：无论接种与否，ＰＧ４０处理的云烟８７植株磷含量、吸收量及
吸收效率均显著增加，其地上部硫含量及吸收量也显著增加；除ＮＭ处理外，添加ＰＧ均显著增加了云烟８７根系的
硫含量、硫吸收量及吸收效率，并显著增加了其植株的生物量。相同ＰＧ添加水平下，与ＮＭ处理相比，接种ＧＭ显
著增加了云烟８７根系的磷、硫吸收效率和植株的磷、硫含量及吸收量，另外，ＧＭ处理显著降低了其地上部砷含量
及吸收量但显著增加了其植株的磷砷吸收比。在 ＰＧ０处理下，接种 ＧＡ显著增加了云烟８７植株的磷含量及吸收
量，并显著增加了其地上部硫含量及吸收量。在ＰＧ４０处理下，接种ＧＡ显著增加了云烟８７根系的硫含量和吸收量
以及植株的生物量。无论是否添加ＰＧ，接种ＧＡ不同程度地降低了云烟８７地上部砷含量和吸收量从而增加了其
地上部的磷砷吸收比。【结论】在所有复合处理中，以添加磷石膏４０ｇ／ｋｇ和接种ＧＭ对云烟８７生长的促进效果较
好，对施用磷石膏造成的砷污染有一定程度的抵御作用。

关键词：磷石膏；丛枝菌根真菌；云烟８７；磷；硫；砷
中图分类号：Ｓ１５４３；Ｓ５７２０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５０５Ｘ（２０１５）０２－０４７５－１０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ａｒｂｕｓｃｕｌａｒ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ｆｕｎｇｉ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ｏｂａｃｃｏ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ａｒｓｅｎｉｃ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ｒｉｓｋｆｒｏｍｐｈｏｓｐｈｏｇｙｐｓｕｍ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ＺＨＡＮＧＬｉ１，ＺＨＡＮＧＣｈｕａｎｇｕａｎｇ１，２，ＬＩＵＹｏｎｇ３，ＧＵＬｉｎｊｉｎｇ１，ＺＨＡＮＧＮａｉｍｉｎｇ１，ＹＵＥＸｉａｎｒｏｎｇ１，ＸＩＡＹｕｎｓｈｅｎｇ１

（１Ｙｕｎｎａ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Ｋｕｎｍｉｎｇ６５０２０１，Ｃｈｉｎａ；２Ｙｕｎｎａｎ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Ｋｕｎｍｉｎｇ６５０２０４，
Ｃｈｉｎａ；３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ｏｉ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５１０６５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Ａｒｂｕｓｃｕｌａｒ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ｆｕｎｇｉ（ＡＭＦ）ｃｏｕｌ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ｐｌａｎｔ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ｈａｓ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ｏａｒｓｅｎｉｃ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ｓｏｉｌ．Ｐｈｏｓｐｈｏｇｙｐｓｕｍ（ＰＧ）ｃｏｕｌ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ｔｈｅ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ｃｒｏｐｇｒｏｗｔｈ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ｓｕｃｈａｓ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Ｐ）ａｎｄｓｕｌｆｕｒ（Ｓ），ｂｕｔＰＧ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ａｒｓｅｎｉｃ（Ａｓ）ｗｈｉｃｈｃｏｕｌｄｂｒｉｇｈｔ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ｒｉｓｋｔｏｃｒｏｐｇｒｏｗｔｈ．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ｗａｓ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ｒｏｌｅ
ｏｆＡＭＦ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ｎ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ｔｏｂａｃｃｏ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Ｙｕｎｙａｎ８７，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Ａｓ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ｒｉｓｋｆｒｏｍＰＧ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ｐｏｔｃｕｌｔｕｒ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ｗａ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ｔｏｍｅａｓｕｒｅｔｈｅｐｌａｎｔｂｉｏｍａｓｓａｎｄＰ，ＳａｎｄＡｓ
ｕｐｔａｋｅｓｏｆｔｏｂａｃｃｏ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ｓ（０ａｎｄ４０ｇ／ｋｇ）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ＭＦｓｐｅｃｉｅｓ，ｎｏｎｅ
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ＮＭ），Ｇｌｏｍｕｓｍｏｓｓｅａｅ（ＧＭ）ａｎｄＧｌｏｍｕｓ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ｕｍ（ＧＡ）．【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ＰＧ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ｔｏｔａｌ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Ｐｉｎｐｌａｎｔｓ，ａｎｄ



植 物 营 养 与 肥 料 学 报 ２１卷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ｄｔｏｔａｌ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Ｓｉｎｔｏｂａｃｃｏｓｈｏｏｔｓ，ａｎ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ｔｏｂａｃｃｏ
ｓｈｏｏｔｂｉｏｍａｓｓｗｉｔｈｏｒｗｉｔｈｏｕｔｔｈｅ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ＭＦ．ＥｘｃｅｐｔｔｈｅＮＭ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ＰＧ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ｔｈｅｔｉｓｓｕ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ａｌ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Ｓｉｎｔｏｂａｃｃｏｒｏｏｔｓ，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ｔｏｂａｃｃｏｐｌａｎｔｂｉｏｍａｓ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ＮＭ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ＧＭ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ｏｆＰａｎｄＳｉｎｔｏｂａｃｃｏｒｏｏｔｓ，ａｎ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ｓｏｆＰａｎｄＳｉｎ“Ｙｕｎｙａｎ８７”ｐｌａｎｔｓＰ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ｓｉｎａｌｌ．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ＧＭ
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Ａｓｉｎｔｏｂａｃｃｏｓｈｏｏｔｓ，ａｎ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ｔｈｅ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ｏｆＰｔｏＡｓｉｎｔｏｂａｃｃｏｐｌａｎｔ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ＰＧ０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ＧＡ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ｔｈｅｐｌａｎｔ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ａｌ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ｎ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ｔｈｅｔｉｓｓｕ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ａｌ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Ｓｉｎｔｏｂａｃｃｏｓｈｏｏｔ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ＰＧ４０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ＧＡ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ｔｈｅｔｉｓｓｕ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ａｌ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Ｓｉｎｔｏｂａｃｃｏｒｏｏｔｓ，ａｎ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ｔｈｅｔｏｂａｃｃｏ
ｐｌａｎｔｂｉｏｍａｓ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ＲｅｇａｒｄｌｅｓｓｏｆＰ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ｔｈｅＧＡ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ｔｈｅｔｉｓｓｕ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Ａｓｉｎｔｏｂａｃｃｏｓｈｏｏｔ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ｇｒｅｅ，ａｎｄｔｈｕ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ｔｈｅ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ｏｆＰｔｏＡｓｉｎｔｏｂａｃｃｏｓｈｏｏｔｓ．ＡｍｏｎｇａｌｌＰＧ４０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ＧＭ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ｈａｓｔｈｅｍｏｓｔ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ｎ
ｔｏｂａｃｃｏ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ｃｏｕｌｄ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Ａｓ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Ｇｔｏｓｏｍｅｅｘｔ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牶ｐｈｏｓｐｈｏｇｙｐｓｕｍ牗ＰＧ牘牷ａｒｂｕｓｃｕｌａｒ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ｆｕｎｇｉ牗ＡＭＦ牘牷ｔｏｂａｃｃｏ牷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牷ｓｕｌｆｕｒ牷ａｒｓｅｎｉｃ

　　磷石膏（ｐｈｏｓｐｈｏｇｙｐｓｕｍ，ＰＧ）是用湿法生产磷
酸过程中及高浓度磷复肥工业排放的固体废弃物，

每生产１ｔ磷酸约能够产生４５ ５０ｔ磷石膏。磷
石膏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而急剧

增加。目前，全世界磷石膏年排放量已达 ２８０Ｍｔ，
２０１０年我国磷石膏年排放量也已经超过６０Ｍｔ，且
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１］。根据国家统计数据，２０１０
年底，我国工业副产磷石膏累积堆存量已超过２００
Ｍｔ，但其综合利用率仅约为２０％。据调查，我国磷
石膏的产生和堆放主要集中在云南、贵州、四川、湖

北等磷复肥产区，其中云南省磷石膏年排放量位居

全国第二，占全国年排放量的２４６２％［２］。

近些年来，磷石膏在农业上的研究及利用呈现

出了良好的势头，如把磷石膏作为盐碱土壤改良剂，

作为肥料促进作物生长及其增产。有研究发现，磷

石膏中含有植物生长所需要的多种营养元素（如

磷、硫、锌、铜等），对低磷缺硫土壤上玉米等作物幼

苗的生长有明显的促进效果［３］。然而，磷石膏具有

强酸性，并含有一定量的砷（Ａｓ）等不利于农作物生
长及农产品安全的逆境因素，不同程度地限制了磷

石膏在农业上的利用，且可能造成Ａｓ在作物中的富
集，增加农作物Ａｓ污染的风险。

丛枝菌根真菌（ａｒｂｕｓｃｕｌａｒ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ｆｕｎｇｉ，
ＡＭＦ）是一类存在于大部分自然和农业土壤中的重
要微生物。丛枝菌根是ＡＭＦ和宿主植物的共生体，
能通过分泌物将矿质营养元素（如磷、硫等）活化或

通过菌丝直接吸收到宿主植物根系以促进植物的生

长及增产［４－７］，如ＡＭＦ对玉米磷素的专性吸收起着
非常重要的作用，且可以改善葱属植物的硫营养状

况而明显提高其产量和辛辣品质［８－９］。此外，ＡＭＦ
还具有强化重金属如 Ａｓ污染土壤上宿主植物如玉
米、烤烟、白三叶草和黑麦草等对 Ａｓ的抗性［１０－１３］，

增加磷吸收促进生长的同时，相对减少了 Ａｓ的吸
收，表现出了一定的抗砷潜力。

烤烟是云南省主要的经济作物之一，种植历史

悠久，目前几乎所属各县市均有种植。有研究表明，

ＡＭＦ能侵染烤烟，且在云烟８５、Ｋ３２６、ＮＣ８９等烤烟
品种上显示出了比较明显的促进烟株生长、氮、磷等

营养元素的吸收以及提高烤烟产量和品质的效

果［１４－１６］。然而，有关菌根对烤烟施用磷石膏后砷吸

收及污染风险的影响的研究少见报道。因此，本文

通过盆栽模拟试验，以烤烟（云烟８７）为宿主植物，
研 究 了 接 种 ＡＭＦ（Ｇｌｏｍｕｓ ｍｏｓｓｅａｅ、Ｇｌｏｍｕｓ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ｕｍ）和添加磷石膏条件下云烟 ８７苗期生
长、养分吸收及砷污染风险，探讨了上述两因素作用

下烤烟磷、砷累积的相互作用机制，可为在南方土壤

上磷石膏的安全使用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盆栽试验于２０１１年８ １０月在云南农业大学
科研大棚内进行，室内分析在校内土壤与水环境实

验室完成。

供试土壤采自玉溪市江川县低硫缺磷土壤，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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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风干后过２ｍｍ筛，混合均匀后装小布袋中进行
高压蒸汽灭菌（１２１℃间歇灭菌共２ｈ），放于牛皮纸
上晾置２ ３ｄ，然后收入密封塑料袋中，尽量避免
微生物污染。供试磷石膏采自云南昆明市磷复肥企

业（古城镇的昆阳磷肥厂）西汉营村子堆放处。磷

石膏风干后过１ｍｍ筛，混合均匀，然后与土壤进行
同样的灭菌、风干等处理。土壤及磷石膏的基本化

学性状见如表１。

表１　供试土壤及磷石膏理化性质
Ｔａｂｌｅ１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ｏｉｌａｎｄＰｈｏｓｐｈｏｇｙｐｓｕｍ

供试材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ｐＨ

有机质

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ｔｅｒ
（ｇ／ｋｇ）

全磷

ＴｏｔａｌＰ
（ｇ／ｋｇ）

速效磷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Ｐ
（ｍｇ／ｋｇ）

有效硫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Ｓ
（ｍｇ／ｋｇ）

全砷

ＴｏｔａｌＡｓ
（ｍｇ／ｋｇ）

土壤Ｓｏｉｌ ７５０ １２４６ ０５８ ５７６ ３４６５ ６７０

磷石膏Ｐｈｏｓｐｈｏｇｙｐｓｕｍ ４６７ ４４６ ４８９ ２５５２ ３９５８４ １８５７

　　烤烟品种为“云烟８７”，由云南农业大学烟草学
院年夫照副教授提供。烤烟种子挑选质量均一，无

疤痕的包衣种子，采用漂浮育苗，育苗基质进行高压

灭菌，漂浮营养液用蒸馏水配置。移栽前１周在漂
浮液中加入一定浓度的苯菌灵以抑制可能带入真菌

的繁殖。

供试丛枝菌根真菌（ＡＭＦ）由北京市农林科学
院植物营养与资源研究所王幼珊研究员提供，为

Ｇｌｏｍｕｓｍｏｓｓｅａｅ（ＢＧＣ ＹＮ０５、１５１１Ｃ０００１ＢＧＣＡＭ
００１３）和Ｇｌｏｍｕｓ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ｕｍ（ＢＧＣＨＥＢ０７Ｃ），试验所
需要的菌根菌剂是用玉米和三叶草扩繁得到。

１２　试验设计
试验设０和４０ｇ／ｋｇ两个磷石膏添加水平，分

别用ＰＧ０和ＰＧ４０表示。每个磷石膏添加水平下分
别设不接种（ＮＭ）、接种 Ｇｌｏｍｕｓｍｏｓｓｅａｅ（ＧＭ）和
Ｇｌｏｍｕｓ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ｕｍ（ＧＡ）３个处理，每个处理重复
４次。

试验所用容器为１５Ｌ的塑料盆，容器内衬塑料
袋后再装土。每盆装土１ｋｇ，以溶液形式向土壤中加
入基础肥料 ［Ｎ６０ｍｇ／ｋｇ（ＮＨ４ＮＯ３），Ｐ３０ｍｇ／ｋｇ
（ＫＨ２ＰＯ４），Ｋ６７ｍｇ／ｋｇ（Ｋ２ＳＯ４），Ｃａ２０ｍｇ／ｋｇ（ＣａＣｌ２
·２Ｈ２Ｏ），Ｍｇ４５ｍｇ／ｋｇ（ＭｇＳＯ４·７Ｈ２Ｏ），Ｍｎ０９２
ｍｇ／ｋｇ（ＭｎＳＯ４·Ｈ２Ｏ），Ｃｕ０５４ｍｇ／ｋｇ（ＣｕＳＯ４·
５Ｈ２Ｏ），Ｚｎ１２４ｍｇ／ｋｇ（ＺｎＳＯ４·７Ｈ２Ｏ），Ｍｏ００６
ｍｇ／ｋｇ（（ＮＨ４）６Ｍｏ７Ｏ２４·４Ｈ２Ｏ）］，加入肥料后混匀，
平衡１周。两个接种处理中，每盆分别加入 ＧＭ和
ＧＡ菌剂均４０ｇ，对照处理（ＮＭ）加入等量的灭菌菌
剂，与土壤混匀后装盆，浇水使土壤含水量达到１５％。
待漂浮育苗的烤烟４叶期后选择长势均一的烟苗进
行移植。

科研大棚内白天和夜晚的气温分别为（３２±

３）℃及（２２±２）℃，采用自然光照，烤烟生长期间根据
土壤日常失水量来补充蒸馏水。为了保证烤烟生长

期间不缺少氮、钾等养分，在烤烟生长到３０ｄ时一次
追氮（Ｎ）３０ｍｇ／ｋｇ，钾（Ｋ）２０ｍｇ／ｋｇ。
１３　测定项目与方法

烤烟生长８周后将烤烟地上和根系部分分开收
获，先用自来水冲洗，再用蒸馏水冲洗干净，晾干，根

样剪成１ｃｍ根段。取部分根样用曲利苯蓝－方格交
叉法测定烤烟根系的根长和菌根侵染率［１７－１８］；剩余

部分经烘干（７０℃，７ｈ）、称重、粉碎后备用。植株含
磷量及含砷量的测定参见《土壤农化分析》［１９］，植株

含硫量采用比浊法测定［２０］，植株养分的吸收效率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ＡＲ）根据单位根系生物量
（ｍｇ）所对应的植株养分吸收量（μｇ）进行计算［２１］。

１．４　数据处理
试验数据用 ＳＰＳＳ１１５统计软件对不同菌根接

种和磷石膏添加水平进行双因素方差分析，在交互作

用显著的情况下对所有处理进行 ＬＳＤ多重比较，检
验菌根处理与磷石膏处理之间的差异显著性（Ｐ＜
００５）。交互作用不显著的情况下分别对菌根处理和
磷石膏处理进行多重比较，检验各自处理间的差异显

著性。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添加磷石膏与接种ＡＭＦ对云烟８７菌根建成及
生长的影响

由表２可以看出，ＮＭ处理的烤烟根系未发现有
菌根侵染。ＧＡ处理的云烟８７的菌根侵染率以ＰＧ４０
处理显著低于ＰＧ０。对ＰＧ０处理下不同接种处理进
行的多重比较显示，接种ＧＡ的烤烟根系菌根侵染率
显著高于其他处理。本实验中，不管是否添加磷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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膏，接种ＧＭ和ＧＡ的云烟８７根系的菌根侵染率均低
于１５％，这可能与昆明夏季大棚内白天的气温持续
偏高有关，也可能与磷石膏的添加增加了土壤的砷而

不利于菌根真菌对宿主根系的侵染有关。

经双因素方差分析，云烟８７地上部和根系生物
量及根长在磷石膏处理和菌根处理间均有显著的交

互作用（表２），除ＮＭ处理的烤烟地上部生物量外，
添加磷石膏（ＰＧ４０）后云烟８７地上部和根系的生物
量均显著增加，而且接种ＧＭ的云烟８７的根系长度
显著大于ＰＧ０处理。对同一磷石膏处理下不同接种
处理的多重比较表明，在ＰＧ０处理下，接种ＧＭ显著
增加了烤烟地上部和根系生物量，接种ＧＡ对云烟８７

的生物量没有显著影响，且地上部生物量以接种ＧＭ
的处理最高；添加磷石膏（ＰＧ４０）后，接种 ＧＭ和 ＧＡ
均显著增加了云烟８７地上部和根系生物量，而且地
上部和根系生物量均以ＧＭ处理最高。与不接种且
不添加磷石膏（ＮＭ－ＰＧ０）处理相比，ＧＭ－ＰＧ４０处
理的云烟８７的地上部和根系生物量增幅分别约为
６４％和８８％，可见，云烟８７植株的生长状况在接种
ＧＭ和添加磷石膏后均有显著的改善。虽然接种ＧＡ
对烤烟的生长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不如接种ＧＭ
的作用明显，因此接种ＧＭ真菌与添加磷石膏４０ｇ／
ｋｇ（ＰＧ４０）对烤烟植株的促生作用较好。

表２　添加磷石膏与接种ＡＭＦ条件下云烟８７生长及菌根侵染的状况
Ｔａｂｌｅ２　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ｔｏｂａｃｃｏ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ＰＧ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ＡＭＦ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接种处理

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磷石膏处理

ＰＧ
（ｇ／ｋｇ）

生物量 Ｂｉｏｍａｓｓ（ｇ／ｐｏｔ）

地上部分

Ｓｈｏｏｔ
根系

Ｒｏｏｔ

菌根侵染率

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

根长

Ｒｏｏｔｌｅｎｇｔｈ
（ｍ／ｐｏｔ）

ＮＭ ＰＧ０ ４５７ｃ ２７３ｄ ０ｃ ２６０ｂ

ＰＧ４０ ４６４ｃ ２７６ｃ ０ｃ ２８４ａｂ

ＧＭ ＰＧ０ ４６７ｂ ２８４ｂ １３０ｂ ２２６ｃ

ＰＧ４０ ４８６ａ ２９７ａ １３１ｂ ２８４ａｂ

ＧＡ ＰＧ０ ４６２ｃ ２７６ｃ １４９ａ ２９１ａｂ

ＰＧ４０ ４７６ｂ ２８３ｂ １２７ｂ ３０３ａ

显著性检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ｔｅｓｔ

接种处理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Ｔ）    

磷石膏处理ＰＧ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Ｇ）    ＮＳ

ＩＴ×ＰＧ    

　　注（Ｎｏｔｅ）：同列数据后不同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达５％显著水平 Ｖａｌｕｅｓ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ａｃｏｌｕｍｎａ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ｍｏｎｇ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ａｔｔｈｅ５％ ｌｅｖｅｌ．—Ｐ＜０００１；—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ＮＳ—不显著Ｎｏ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２２　添加磷石膏与接种ＡＭＦ对云烟８７磷、硫吸收
的影响

经双因素方差分析，云烟８７地上部的磷含量、硫
含量、磷吸收量、硫吸收量分别在磷石膏处理和菌根

处理间有显著的交互作用，显著水平分别为 Ｐ＜
００５、Ｐ＜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Ｐ＜００１，而其根系的磷含
量、硫含量、磷吸收量、硫吸收量则均在磷石膏处理和

菌根处理间有极显著的交互作用，均达Ｐ＜０００１显
著水平。

图１表明，ＰＧ４０处理可使云烟８７地上部和根系
的磷含量及吸收量均显著增加；与ＮＭ－ＰＧ０处理相

比，ＧＭ－ＰＧ４０处理的云烟８７的地上部和根系磷含
量及吸收量增加幅度约为１３ １５倍。相同磷石膏
添加量下不同接种处理的多重比较分析表明，在ＰＧ０
处理下，接种ＧＭ和ＧＡ均显著增加了云烟８７地上部
和根系磷含量及吸收量；在ＰＧ４０处理下，云烟８７地
上部和根系的磷含量及吸收量以ＧＭ处理最高。与
ＮＭ－ＰＧ０处理相比，ＧＭ－ＰＧ４０处理的云烟８７地上
部和根系磷的吸收量均约增加了１５倍，而 ＧＡ－
ＰＧ４０处理的地上部和根系磷吸收量也分别增加了
０６倍和０８倍，可见，ＧＭ－ＰＧ４０处理对云烟８７磷
吸收的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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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磷石膏添加与接种ＡＭＦ条件下云烟８７植株磷含量及磷吸收量
Ｆｉｇ．１　Ｐ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ｕｐｔａｋｅａｍｏｕｎｔｓｏｆｔｏｂａｃｃｏｐｌａｎｔ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ＰＧ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ＡＭＦ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ｕｓ
［注（Ｎｏｔｅ）：柱上不同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达５％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ａｂｏｖｅｔｈｅｂａｒｓｍｅ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ｍｏｎｇ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ａｔｔｈｅ５％ ｌｅｖｅｌ．］

　　由图２可以看出，除ＮＭ处理的烤烟根系外，添
加磷石膏的云烟８７地上部和根系硫含量及吸收量
均有显著增加。同一磷石膏添加量下各接种处理的

多重比较分析可知（图２），在 ＰＧ０处理中，云烟８７
地上部硫含量及吸收量均以 ＧＡ处理显著较高，其
根系硫含量及吸收量则均以ＧＭ处理显著高于其他
处理；在ＰＧ４０处理下，烤烟地上部和根系硫含量及
吸收量均以 ＧＭ处理显著高于其他处理；与 ＮＭ－
ＰＧ０处理相比，ＧＭ－ＰＧ４０处理的云烟８７地上部和
根系硫吸收量分别约增加了２６倍和１２倍。
２３　添加磷石膏与接种 ＡＭＦ对云烟８７砷吸收的
影响

双因素方差分析表明，云烟８７地上部的砷含量
和吸收量分别在磷石膏处理和菌根处理之间的交互

作用显著（均为Ｐ＜００５），而根系的砷含量和吸收
量在磷石膏处理和菌根处理间也有显著的交互作用

（分别为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由图３可知，除 ＧＡ
处理的烤烟地上部外，ＰＧ４０处理的云烟８７地上部
和根系砷含量及吸收量均显著增加。另外，同一接

种处理下，无论添加磷石膏与否，云烟８７根系的砷
含量及吸收量均高于地上部分，说明砷更多地富集

在烤烟的根系上。在同一磷石膏处理下进行比较分

析显示，接种ＧＭ和ＧＡ均显著降低云烟８７地上部

砷含量及吸收量。ＰＧ４０处理下，云烟８７根系砷含
量和吸收量均以接种 ＧＭ显著较高。与 ＮＭ－ＰＧ０
处理相比，添加磷石膏并接种 ＧＭ和 ＧＡ的处理云
烟８７地上部砷吸收量分别降低了约１２％和１４％。
说明接种 ＡＭＦ均可明显降低烤烟地上部的砷含量
及吸收量，使更多的砷元素富集于烤烟的根系部分，

减少砷对烤烟植株地上部的毒害。

２４　添加磷石膏与接种 ＡＭＦ对云烟８７植株磷砷
吸收比的影响

云烟８７根系磷砷吸收比在磷石膏处理和菌根
处理间的交互作用显著（Ｐ＜００１），而地上部磷砷
吸收比在磷石膏和菌根处理间没有显著的交互作

用，但地上部磷砷吸收比分别在磷石膏处理和菌根

处理内有显著差异（各为 Ｐ＜０００１和 Ｐ＜００１）。
由多重比较得出，除ＧＭ处理的烤烟根系外，添加磷
石膏后云烟８７地上部和根系磷、砷吸收比均有显
著增加。同一磷石膏处理下进行比较，云烟８７地上
部和根系磷砷吸收比均以ＧＭ处理较高（图４）。与
ＮＭ－ＰＧ０处理相比，ＧＭ－ＰＧ４０处理的云烟８７地
上部和根系磷砷吸收比分别增加了约１９倍和０６
倍，而ＧＡ－ＰＧ４０处理的烤烟地上部和根系磷砷吸
收比也分别增加了约０９倍和０４倍。可见，ＧＭ－
ＰＧ４０处理对促进云烟８７磷的吸收效果较好，并能

９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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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磷石膏添加量与接种ＡＭＦ条件下云烟８７植株硫含量及硫吸收量
Ｆｉｇ．２　Ｓ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ｕｐｔａｋｅｏｆｔｏｂａｃｃｏｐｌａｎｔ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ＰＧ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ＡＭＦ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ｕｓ

［注（Ｎｏｔｅ）：柱上不同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达５％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ａｂｏｖｅｔｈｅｂａｒｓｍｅ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ｍｏｎｇ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ａｔｔｈｅ５％ ｌｅｖｅｌ．］

图３　磷石膏添加与接种ＡＭＦ条件下云烟８７植株砷含量及砷吸收量
Ｆｉｇ．３　Ａｓ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ｕｐｔａｋｅｏｆｔｏｂａｃｃｏｐｌａｎｔ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ＰＧ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ＡＭＦ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ｕｓ
［注（Ｎｏｔｅ）：柱上不同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达５％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ａｂｏｖｅｔｈｅｂａｒｓｍｅ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ｍｏｎｇ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ａｔｔｈｅ５％ ｌｅｖｅｌ．］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砷在植株体内的累积。

２５　添加磷石膏与接种 ＡＭＦ对烤烟磷、砷、硫吸
收效率的影响

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３）显示，云烟８７根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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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硫、砷吸收效率在磷石膏处理和菌根处理间有显

著的交互作用。除 ＮＭ处理的根系硫吸收效率外，
添加磷石膏后云烟８７根系的磷、硫、砷吸收效率均
有显著增加。在同一磷石膏处理下不同接种处理进

行比较，接种ＧＭ的云烟８７根系磷、硫吸收效率均

显著高于其他处理。与 ＮＭ－ＰＧ０处理相比，ＧＭ－
ＰＧ４０处理的云烟８７根系的磷、硫吸收效率分别约
增加了１３倍和１１倍，而其根系砷的吸收效率增
幅也约达５０％。

图４　磷石膏添加和接种ＡＭＦ对云烟８７植株磷砷吸收比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ＰＧ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ＡＭＦ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ｕｐｔａｋｅｒａｔｉｏｓｏｆＰｔｏＡｓｉｎｔｏｂａｃｃｏｐｌａｎｔｓ

［注（Ｎｏｔｅ）：若各因素间没有显著交互作用则采用不同类型字母体系表示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ｓｙｓｔｅｍａｂｏｖｅｔｈｅｃｏｌｕｍｎ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ｎｏ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ＭＦ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Ｇａｄｄｉｔｉｏｎ．柱上不同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达 ５％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ａｂｏｖｅｔｈｅｂａｒｓｍｅａ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ｍｏｎｇ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ａｔｔｈｅ５％ ｌｅｖｅｌ．］

表３　磷石膏添加与接种ＡＭＦ对烤烟根系元素吸收效率的影响（μｇ／ｍｇ）
Ｔａｂｌｅ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ＰＧ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ＡＭＦ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ｎＳＡＲｏｆ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ｏｂａｃｃｏｒｏｏｔｓ

接种处理

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磷石膏处理

ＰＧ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ｋｇ）
磷Ｐ 硫Ｓ 砷Ａｓ

ＮＭ ＰＧ０ ６．００ｅ ３．８８ｃ ０．００６ｄ

ＰＧ４０ １０．０１ｂｃ ４．３０ｃ ０．００８ｂ

ＧＭ ＰＧ０ ９．２２ｃ ５．２７ｂ ０．００６ｄ

ＰＧ４０ １４．０３ａ ８．１１ａ ０．００９ａ

ＧＡ ＰＧ０ ８．１９ｄ ４．２４ｃ ０．００７ｃ

ＰＧ４０ １０．６７ｂ ５．５７ｂ ０．００８ｂ

显著性检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ｔｅｓｔ

接种处理 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Ｔ）   

磷石膏处理ＰＧ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Ｇ）   

ＩＴ×ＰＧ   

　　注（Ｎｏｔｅ）：同列数据后不同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达 ５％显著水平 Ｖａｌｕｅｓ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ａｃｏｌｕｍｎａ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ｍｏ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ａｔｔｈｅ５％ ｌｅｖｅｌ．—Ｐ＜０００１；—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ＮＳ—不显著Ｎｏ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３　讨论
３１　接种 ＡＭＦ或添加磷石膏对云烟 ８７生长及
磷、硫吸收的影响

大量研究已证实，大多数的ＡＭＦ对宿主植物的
生长有较明显的促进作用，均能不同程度地增加宿

主对磷、硫等营养元素的吸收［５－６］。本研究中，无论

是否添加磷石膏，接种ＧＭ的云烟８７植株磷含量及
吸收量均显著增加，且由于根系硫吸收效率的提高

而使其植株硫含量及吸收量显著增加，进而促进了

地上部生物量的增加，改善了烤烟的生长状况，这一

研究结果与上述研究结论基本一致。本研究组前期

的研究发现，添加磷石膏可显著增加玉米、小葱植株

的磷、硫含量，促进玉米和小葱的生长［３，２２］，在本试

１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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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条件下，添加磷石膏后云烟８７植株的磷含量及吸
收量均有显著增加，且除ＮＭ处理的根系外，添加磷
石膏后烤烟植株的硫含量及吸收量也显著增加，进

而改善了植株生物量，说明添加磷石膏在一定程度

上补充了烤烟生长所需的磷、硫等养分。

云南省是低硫缺磷土壤的主要分布区，且是烤

烟种植的主要区域，缺硫土壤（有效硫含量 ＜１２
ｍｇ／ｋｇ）样品高达 ３３４％［２３］。张宇亭等的研究表

明，接种ＡＭＦ对洋葱硫营养的影响与外源供硫水平
有密切关系，且ＡＭＦ能够帮助宿主植物吸收外界环
境中的硫营养［９］。另有研究表明，接种ＡＭＦ可以促
进低营养条件下烟苗对磷、硫等营养成分的吸

收［１６］。本研究的供试材料中，磷石膏有效磷含量是

土壤的５倍，有效硫含量是土壤的１１倍，因此添加
磷石膏显著增加了 ＧＭ和 ＧＡ处理的云烟８７根系
硫吸收效率而提高了地上部硫含量及吸收量，也增

加了植株磷含量及吸收量。可见，添加磷石膏增加

了外源硫、磷的供应水平，接种 ＧＭ和 ＧＡ促进了云
烟８７植株对外源硫、磷等营养成分的吸收，提高了
植株体内的硫、磷含量。这可为云南低硫缺磷土壤

提供必要的磷、硫等营养元素，对促进烤烟生长及提

高品质有重要意义。

３２　接种ＡＭＦ对云烟８７磷、砷吸收累积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表明，接种 ＧＭ和 ＧＡ显著增加了

云烟８７植株的磷含量及吸收量，并显著降低了其地
上部的砷含量及吸收量，进而增加了 ＧＭ处理植株
的磷砷吸收比，这与Ｃｈｅｎ等［２４］对Ａｓ污染苜蓿的研
究得出的ＡＭＦ对宿主植物磷、砷吸收有相反影响的
结论基本一致。由于砷和磷有着相似的化学特性，

在土壤中会竞争吸附点位，而植物对砷的吸收途径

通常认为是通过磷的吸收系统来进行的，因此，土壤

和植株内砷与磷之间有明显的拮抗作用［１１］。前人

研究表明，ＡＭ共生体可通过磷专性吸收通道和增
大吸收面积等途径向宿主植物提供更多的磷，也可

通过分泌物固定土壤中的砷而减少其向宿主植物根

系的运移。同时由于磷酸盐和砷酸盐之间的拮抗作

用，ＡＭ宿主植物中大量吸收的磷酸盐可能会抑制
根系对砷酸盐的吸收，并可能通过菌根结构对砷的

固定等途径减少了其向地上部的迁移［１３，２４－２５］，因此

ＡＭＦ处理下的土壤砷主要累积在云烟 ８７的根系
上，降低了其对烤烟地上部植株的毒害，强化了烤烟

对砷的抗性作用。不过，ＧＡ处理对云烟８７磷吸收
的增加效果不如 ＧＭ处理，说明不同 ＡＭ真菌菌株
对同一烤烟品种产生了不同的菌根效应［１６］，结合磷

石膏添加后的复合效应，可见优势组合的筛选非常

重要。

３３　接种ＡＭＦ对云南烤烟区磷石膏施用的可行
性分析

本研究中对于施用磷石膏的处理而言，ＡＭＦ处
理的云烟 ８７地上部砷含量范围在 ０２４ ０３１
ｍｇ／ｋｇ之间，且其地上部砷含量及吸收量均低于 ＮＭ
处理，此外，ＡＭＦ和 ＮＭ处理的烤烟根系砷含量范
围分别为 ５４２ ８０３ｍｇ／ｋｇ和 ５５１ ６７７
ｍｇ／ｋｇ。植物砷主要源于土壤，一般情况下以土壤
砷含量来表征污染程度。杨永建等［２６］建议将烤烟

中砷含量允许上限设为０８６ｍｇ／ｋｇ，按此建议值，
ＡＭＦ处理的云烟８７地上部砷含量在砷的安全标准
范围内，而ＡＭＦ和ＮＭ处理的烤烟根系砷含量均明
显超标。因此，不难推测在施用磷石膏的土壤上接

种ＡＭＦ的云烟８７烟叶的砷含量理论上不会超标，
安全性较高。

根据云南的气候、土壤和光照条件，烤烟一般采

用等行距栽植，这样便于烟株获得较均匀的光照和

土壤养分，也便于田间管理。云南烤烟的种植密度

一般为每公顷１６５００株 １９５００株，土壤磷石膏的
施用量为单位面积的烤烟株数与每株磷石膏用量的

乘积，如果以每盆等同于每株来估算每公顷磷石膏

的施用量，即可以得到 ＰＧ４０－ＧＭ组合处理相对应
的大田每公顷的磷石膏施用量大约为６６０ｋｇ ７８０
ｋｇ。可见，如果磷石膏能在云南烤烟种植区广泛而
安全地施用，可望解决大量磷石膏的堆放问题。

４　结论
１）无论是否接种丛枝菌根真菌（ＡＭＦ），施用磷

石膏均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云烟８７对磷、硫等养分
的吸收，进而改善其植株的生长状况。

２）在同一磷石膏施用量下，接种 ＧＭ能够显著
促进云烟８７植株对磷、硫的吸收，并减少砷在植株
地上部的累积。

３）通过向低硫缺磷土壤施用磷石膏和接种
ＡＭＦ发现，施磷石膏 ４０ｇ／ｋｇ并接种 Ｇ．ｍｏｓｓｅａｅ
（ＧＭ）丛枝菌根真菌 （ＰＧ４０－ＧＭ组合）对云烟 ８７
的生长及其对磷、硫等养分的吸收有较好的促进作

用，并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施磷石膏带来的砷污染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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