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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润土对花生连作根际土壤肥力和作物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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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设膨润土施用量 0、1.2、2.4、3.6、4.8 kg/m2，共 5 个处理，研究膨润土基质对风沙地半干旱区花生连作

土壤微生物量和酶活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施用膨润土明显提高了风沙地花生连作土壤含水量、微生物量碳、氮、
磷的含量以及土壤酶活性，在 3.6 kg/m2 处理条件下土壤含水量、微生物量碳、氮、磷含量和土壤酶活性增加最显
著。与不施膨润土相比，施用膨润土后花生产量分别提高了 10.01%、11.83%、21.34%、9.05%，在 3.6 kg/m2 处理
条件下花生增产显著。经相关性分析可知，花生产量与土壤微生物量碳、氮、磷含量均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与
土壤蔗糖酶、磷酸酶、脲酶、蛋白酶、脂肪酶均呈显著或极显著正相关关系，与土壤过氧化氢酶活性相关性不显
著。上述结果说明，在风沙地半干旱区花生连作土壤中添加适量膨润土能有效提高土壤微生物量和酶活性，对作
物增产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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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作为我国重要的油料和经济作物之一，在
［1］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辽宁省

催化土壤中的生化反应发挥重要作用，也是土壤肥
力和生物活性的重要指标［15-17］。本试验通过分析

55% 的花生种植面积位于辽西风沙半干旱区［2］，

不同膨润土施用量对土壤微生物生物量及土壤酶活

是辽西风沙地主要的抗旱农作物之一［3］。沙质土壤

性的影响，筛选适合该地区花生连作土壤的最佳膨

结构性差，蓄水保肥能力弱，养分含量少，不利于

润土施用量，以期为花生种植提供实践指导，并为

农作物生长发育

［4］

。另外，随着生产规模化及专业

化的发展，花生连作现象日益普遍，加上化肥的长

花生连作障碍的消减提供依据。

期使用，其结果导致土壤结构破坏、酸化板结、肥

1

力衰退、农作物生长发育不良，病害加重且品质下

1.1

［5］

降

。改良土壤质量，提高土壤肥力，是提高花生

产量及经济效益的重要措施之一

［6］

。

［7-8］

，且含有作物生长所需

［9］

的常量和微量元素

试验地概况
试验于 2017 年 4 月 20 日至 10 月 20 日在辽宁

省彰武县章古台试验站（122.65°
E，42.38°
N）进

膨润土是一种具有较强吸附性、黏着性、阳离
子交换性能的黏土矿物

材料与方法

，不仅能改善土壤物理性状，

行，该区地处东北科尔沁沙地的边缘，属典型的
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春冬两季多大风，降水
量少且分布不均，年平均气温 7.2℃，年均降水量

提高土壤保水抗旱能力，而且能增强土壤保土、保

510.3 mm［18］。供试土壤为风沙土，其基本性质见

肥能力［10-12］，从而改善土壤生态环境，增加作物

表 1。

产量，尤其在砂质或砂壤土上效果较为明显

［13］

。

1.2

土壤微生物量高低反映了土壤同化和矿化能力的
［14］

强弱，是土壤生态系统肥力的重要生物学指标

。

土壤酶主要来源于土壤微生物和根系分泌物，通过

供试材料
膨润土是以蒙脱石为主的黏土矿物，其成分分

析值为：SiO2 50.5%、AL2O3 16.88%、MgO 4.5.0%、
CaO 2.5%、Na2O 0.34%、Fe2O3 1.39%、K2O 0.25%、
TiO2 0.15%、LOI 9.44%。

收稿日期：2018-07-25；录用日期：2018-12-02
基金项目：特色粮油新品种选育及优质高效生产技术集成与示范
（花生）省科技厅项目（2017108006）
。
作者简介：赵雪淞（1971-），女，黑龙江五常人，博士，教授，主
要从事生态修复理论与技术方面的研究。E-mail：zhaoxs210@163.com。
通讯作者：王海新，E-mail: 2589111564@qq.com。

1.3

试验设计
试验区面积为 3 m×6 m=18 m2，花生连作，一

年一熟。供试作物品种为阜花 17 号，裸地种植。
试验共设 5 个处理：（1）不施膨润土对照（CK）；
（2）施膨润土 1.2 kg/m2（D1）；（3）施膨润土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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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g/m2（D2）；（4） 施 膨 润 土 3.6 kg/m2（D3）；（5）

种，播种时深开沟，施入化肥（二铵 0.03 kg/m2，

施膨润土 4.8 kg/m2（D4）。每个处理 3 次重复。膨

硫酸钾 0.02 kg/m2），覆土 3 cm 再播种，中耕管理

润 土 于 4 月 上 旬 撒 施， 之 后 旋 耕。5 月 中 上 旬 播

同大田。

表1

供试土壤的基本性质

土壤深度（cm） 全氮（g/kg） 全磷（g/kg） 全钾（g/kg） 有机质（g/kg） 碱解氮（mg/kg） 有效磷（mg/kg） 速效钾（mg/kg） pH 值
0 ～ 20

1.4

0.51

0.22

31.47

8.98

样品采集与测定方法

1.4.1

69.30

2

样品采集
2017 年 9 月，农作物收获后取样。取样时按

11.27

94.30

6.53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膨润土施用量对土壤含水量的影响
由 图 1 可 知， 不 同 膨 润 土 施 用 量 处 理 下 花

S 形路线横过试验田，在农作物根际 0 ～ 20 cm 深
度的耕层土壤处取样，每块试验田取 10 ～ 20 个样

生 土 壤 含 水 量 存 在 明 显 差 异， 各 处 理（D1、D2、

点混合成一个土壤样品，以相似的路线在其它试验

D3、D4）与对照（CK）相比，含水量分别增加了

田中再取样。样品带回实验室后拣出植物残体、砾

24.42%、47.58%、60.61%、55.17%， 总 体 表 现 为

石等，过 2 mm 筛，然后装袋编号，将一部分土样

随着膨润土施用量的增加，土壤含水量呈先增加后

放在室内阴凉处自然干燥，用于土壤理化性质的测

降低的趋势，在 D3 处理下达到峰值。该结果表明，

定；另一部分立即测定土壤微生物量及酶活性。

施用膨润土能提高风沙地花生连作土壤耕层土含

1.4.2

水量。

土壤含水量的测定
用土钻取 0 ～ 20 cm 耕层土样，置于铝盒中，

采用烘干法测定土壤含水量。
1.4.3

土壤微生物量的测定
土壤微生物量碳测定采用氯仿熏蒸 - 硫酸钾提

取法［19］；微生物量磷测定采用氯仿熏蒸 - 碳酸氢
钠提取法［19］；微生物量氮测定采用氯仿熏蒸 - 茚
三酮比色法［19］。
1.4.4

土壤酶活性的测定
土壤蔗糖酶用 3，5- 二硝基水杨酸比色法测

［20］

定

；土壤过氧化氢酶用高锰酸钾滴定法测

［20］

；土壤磷酸酶用磷酸苯二钠比色法测定［20］；

定

图1

土壤脲酶用次氯酸钠 - 苯酚钠比色法测定［20］；土
［20］

壤蛋白酶用茚三酮比色法测定
氢氧化钾滴定法测定
1.4.5

；土壤脂肪酶用

不同膨润土施用量对土壤含水量的影响

注：图中小写字母不同表示不同处理间差异达到 P<0.05 显著水平，
下同。

［20］

。

2.2

作物产量的测定
2

花生成熟后，每个小区选择 2 m×2 m=4 m （约
15 株花生），把花生全部摘下，风干后测产，然后

不同膨润土施用量对土壤微生物量碳、氮、

磷含量的影响
由图 2（A、B、C）可知，不同膨润土施用量

按照同等比例换算成整个小区产量。

处理对土壤微生物量碳、氮、磷含量产生显著影

1.5

统计分析

响。与对照（CK）相比，施用膨润土显著增加了

数据采用 Excel 2007 软件进行处理和绘图，采

土壤微生物量碳、氮、磷含量，并于 D3 处理（3.6

用 SPSS 21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处理间的差异显著

kg/m2）下微生物量碳、氮、磷含量最高。当施用量

性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并用 Duncan 法进行

进一步增加，土壤微生物生物量呈现下降趋势。该

两两之间的多重比较，各变量之间采用 Pearson 相

结果说明，在土壤中添加膨润土作为基质有利于提

关系数法进行相关分析。

高土壤微生物量碳、氮、磷含量，改善土壤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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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膨润土施用量对土壤微生物量碳、氮、磷含量的影响

2.3

不同膨润土施用量对土壤酶活性的影响

2.3.1

不同膨润土施用量对土壤蔗糖酶活性的影响
蔗糖酶又叫转化酶，参与土壤中碳水化合物的

显著高于 CK。土壤磷酸酶活性随膨润土施用量的增
加呈现先增加后下降趋势，D3 处理酶活性最高，达
到 44.64 mg/g。D1、D2、D4 处理无显著差异。

转化，其酶促产物—葡萄糖是植物的重要营养源。
由图 3 可知，施用膨润土处理能显著提高土壤蔗糖
酶活性，其中 D2 处理下蔗糖酶活性最高，较 CK
增加了 98.61%。该结果表明，适量施用膨润土会
提高土壤蔗糖酶活性，对提高土壤肥力和促进土壤
物质循环均有重要意义。

图4

图3

2.3.2

不同膨润土施用量对土壤过氧化氢酶活性的影响

不同膨润土施用量对土壤蔗糖酶活性的影响

不同膨润土施用量对土壤过氧化氢酶活性的

影响
土壤中的细菌、真菌和植物根系通过分泌物能
把过氧化氢分解为可供植物吸收的水和氧气。由
图 4 可知，4 种施用膨润土处理的土壤过氧化氢酶
活性均高于 CK，其中 D3 处理下过氧化氢酶活性
最高，较 CK 增加了 48.31%。D1、D2 处理无显著
差异。
2.3.3

不同膨润土施用量对土壤磷酸酶活性的影响
磷酸酶可参与到土壤有机磷的转化过程中，能

图5

2.3.4

不同膨润土施用量对土壤磷酸酶活性的影响

不同膨润土施用量对土壤脲酶活性的影响
土 壤 脲 酶 是 土 壤 中 重 要 的 水 解 酶， 酶 促 产

物—氨是植物生长所需氮源之一。由图 6 可知，各
施 膨 润 土 处 理 脲 酶 活 性 较 CK 分 别 提 高 77.88%、

酶促分解各种有机磷化合物，为植物生长提供磷元

116.54%、204.46%、18.77%，D3 处理显著高于其他

素。由图 5 可知，施膨润土处理的土壤磷酸酶活性

处理，说明适量施用膨润土能提高土壤脲酶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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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施用膨润土处理能够提高花生产量，其中 3.6
kg/m2 膨润土处理效果最好。

图6

2.3.5

不同膨润土施用量对土壤脲酶活性的影响

不同膨润土施用量对土壤蛋白酶活性的影响
图8

蛋白酶参与土壤中有机化合物的转化，其水
解产物是高等植物生长所需的氮源之一。由图 7 可

不同膨润土施用量对土壤脂肪酶活性的影响

知，随着膨润土施用量的增加，土壤蛋白酶活性呈
现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其中，D3 处理土壤蛋白
酶活性最高，比对照高出 85%。

图9

2.5
图7

不同膨润土施用量对土壤蛋白酶活性的影响

不同膨润土施用量对花生产量的影响

土壤微生物量、酶活性和产量的相关性分析
土壤微生物量与土壤酶活性的相关性分析表

明（表 2），土壤微生物量碳含量与土壤过氧化氢

不同膨润土施用量对土壤脂肪酶活性的影响

酶、蔗糖酶、磷酸酶、脲酶、蛋白酶、脂肪酶活性

在 脂 肪 酶 作 用 下， 脂 肪 水 解 成 可 溶 性 的 物

均呈显著或极显著正相关关系。土壤微生物量氮和

质，该酶在土壤微生物动力学中具有重要作用。从

磷含量与土壤脲酶、磷酸酶、蛋白酶、脂肪酶活性

图 8 可知，施膨润土的各处理土壤脂肪酶活性为

呈显著或极显著正相关关系，与土壤蔗糖酶和过

D3>D4>D2>D1。与 CK 相比，D3 处理土壤脂肪酶

氧化氢酶活性的相关性不显著。该结果表明，土

活性增加显著。

壤酶活性与土壤微生物量碳、氮、磷含量密切相

2.4

不同膨润土施用量对花生产量的影响

关，可以作为评价土壤肥力水平的指标。花生产量

由图 9 可知，各施用膨润土处理花生产量均显

与土壤微生物量碳、氮、磷均呈极显著正相关关

2.3.6

著高于 CK，产量高低顺序为 D3>D2>D1>D4>CK。

系，与除过氧化氢酶以外的其它土壤酶活性均呈显

其中，D3 处理产量最高，比 CK 处理增产 21.34%。

著或极显著正相关关系。由此可见，土壤微生物量

方差分析表明，D1、D2、D4 处理间产量差异不显

碳、氮、磷含量和土壤酶活性极大地影响了花生产

著，而与 D3 和 CK 差异显著（P<0.05）。该结果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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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C
MBN
MBP
CAT
INV
AKP
URE
PRO
LIP
YD

表2

MBC

MBN

1
0.834**
0.635**
0.515*
0.825**
0.751**
0.817**
0.711**
0.663**
0.707**

1
0.776**
0.320
0.503
0.804**
0.588*
0.832**
0.727**
0.651**

土壤微生物量与酶活性之间的线性相关关系

MBP

CAT

INV

AKP

URE

PRO

LIP

YD

1
0.457
0.353
0.921**
0.726**
0.883**
0.879**
0.773**

1
0.667**
0.651**
0.639*
0.417
0.523*
0.499

1
0.543*
0.735**
0.419
0.304
0.549*

1
0.807**
0.924**
0.879**
0.847**

1
0.714**
0.728**
0.856**

1
0.803**
0.824**

1
0.766**

1

注：MBC 土壤微生物量碳；MBN 土壤微生物量氮；MBP 土壤微生物量磷；CAT 土壤过氧化氢酶；INV 土壤蔗糖酶；AKP 土壤磷酸酶；URE 土壤脲
酶；PRO 土壤蛋白酶；LIP 土壤脂肪酶；YD 花生产量；* 表示在 0.05 水平上显著相关，** 表示在 0.01 水平上显著相关。

3

本研究表明，施膨润土处理条件下土壤微生物量碳

讨论

含量与土壤过氧化氢酶、蔗糖酶、磷酸酶、脲酶、

膨润土是一种亲水性的层状硅酸盐黏土矿物，
对人和植物无毒、无刺激、无腐蚀作用［21］。孙梦
媛等［9］ 的研究表明，施用膨润土可改善土壤的理

蛋白酶、脂肪酶活性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土壤微生
物量氮和磷含量与土壤脲酶、磷酸酶、蛋白酶、脂
肪酶活性呈显著或极显著正相关关系。这与杨佳

化性质，减少土壤肥力流失率。膨润土对提高土壤

佳等［28］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由此可见，施用膨

结构稳定性和抗蚀性，对维持土壤质量具有重要

润土处理条件下土壤微生物量和土壤酶活性之间存

作用，尤其在贫瘠沙质土壤上，施用膨润土后的

在密切联系，可以作为土壤微生物学指标评价土壤

效果更加突出。本试验发现，与对照相比，施用

肥力状况。花生产量与土壤微生物量碳、氮、磷均

膨润土处理后花生产量显著增加，产量高低排序

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与土壤蔗糖酶、磷酸酶、脲

为 D3>D2>D1>D4>CK，花生最高增产 21.34%。崔

酶、蛋白酶、脂肪酶活性均呈显著或极显著正相关

学奇等

［22］

的研究证明，膨润土有强烈的吸收膨胀

关系，与土壤过氧化氢酶相关性不显著。该结果表

性，能吸附自身体积 8 ～ 15 倍的水量，在干旱地

明，施用膨润土对提高土壤肥力和花生产量有明显

区，施用膨润土对改善土壤生态环境的效果较为明

的促进作用。

显。本研究结果表明，施膨润土处理组土壤含水
量和微生物量碳、氮、磷含量均高于对照，呈先上
升后下降的趋势，这与崔立莉［23］的研究结果基本一

4

结论
在 1.2、2.4、3.6、4.8 kg/m2 膨润土施用量处理

致，说明施用膨润土对提高风沙地土壤含水量和微生

下花生产量、土壤含水量和土壤微生物量碳、氮、

物量碳、氮、磷含量有明显效果。其中，在 D3 处理

磷含量均高于 CK，且呈现出相同的先增加后下降

下，土壤含水量和微生物量碳、氮、磷含量均达到最

的趋势，于 D3（3.6 kg/m2）处理条件下花生产量、

2

大值，说明以施用 3.6 kg/m 膨润土处理对该地区土壤

土壤含水量和土壤微生物量碳、氮、磷含量增加

的改良效果最好，可获得最优土壤微生物环境。

最显著。施用膨润土使土壤酶活性显著提高，其

土壤酶在土壤养分循环和物质转化过程中起着
重要的作用，影响土壤肥力的形成［24］。本研究结

中 D2（2.4 kg/m2）和 D3（3.6 kg/m2）处理条件下土
壤蔗糖酶、磷酸酶、蛋白酶、脲酶、脂肪酶、过氧

果表明，不同膨润土施用量处理下，土壤中蔗糖

化氢酶的活性增加较为显著。综上，合理施用膨润

酶、脲酶、蛋白酶、磷酸酶、脂肪酶、过氧化氢酶

土能够显著提高辽西风沙地土壤含水量和微生物量

活性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施用 2.4 ～ 3.6 kg/m2 膨
润土处理下该地区土壤酶活性提高最显著。施用膨
润土可以提高土壤酶活性，这与贾峥嵘等

［25］

、赵

［26］

丹

研究结果一致。

土壤酶活性对耕作方式、施肥方式、土地利用
方式和土壤环境等因素的反映比较敏感，在不同
的农田管理措施下，不同指标的反映程度不同［27］。

碳、氮、磷的含量，增强土壤酶活性，改善土壤质
量，提升土壤肥力，提高作物产量，缓解风沙地半
干旱区花生连作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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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bentonite on rhizosphere soil fertility and crop yield of peanut continuous cropping
ZHAO Xue-song 1，SONG Wang-fang 1，YANG Chen-xi 1，ZHANG Yu 2，WANG Hai-xin 2*（1．Liaoning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Fuxin Liaoning 123000；2．Liaoning Fengsha Land Improvement and Utilization Research
Institute，Fuxin Liaoning 123000）
Abstract：The effects of bentonite substrate on soil microbial biomass and enzyme activity of peanut continuous cropping in the
semi-arid area of wind-sand land were studied．The application amount of bentonite of 0，1.2，2.4，3.6，4.8 kg/m2 was set up
as treatment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bentonit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content of carbon，nitrogen and
phosphorus as well as the soil enzyme activity of peanut continuous cropping in wind-sand soil，and the most significant increase wa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3.6 kg/m2 treatment．Compared with non-bentonite，the production of peanut after bentonite was increased by
10.01%，11.83%，21.34%，9.05% for the treatments of adding 1.2，2.4，3.6，4.8 kg/m2 bentonite，respectively，and the yield
of peanut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under the 3.6 kg/m2 treatment．According to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the peanut yield was
extremely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oil microbial content of carbon，nitrogen and phosphorus，and significantly or
extremely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oil invertase，phosphatase，urease，protease and lipase，but not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soil catalase activity．The abov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addition of appropriate bentonite in the soil of
peanut continuous cropping in the semi-arid area of the sandstorm land could effectively improve soil microbial content and
enzyme activity，and significantly promoted crop yield and soil sustainable productivity．
Key words：bentonite；peanut continuous cropping；wind-sand soil；soil microbial biomass；soil enzyme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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