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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土壤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土壤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作物的品质和产量。微藻是土壤微生物的重要组成部

分，资源丰富，并具有固氮、固碳和分泌植物生长激素等特性，在促进作物生长、提高土壤肥力和改善土壤结
构方面具有良好的效果。综述了微藻作为生物肥料的优异特性，微藻生物肥料在农业生产和农业生态保护方面的
应用，以及近年来新技术的发展、商业化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为微藻生物肥料的应用提供一定的科学理论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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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为满足人口不断增长的

微藻是一类个体微小、结构简单、光合利用度

需要，在过去几十年的农业生产中单一大量的使用

高的低等自养生物，广泛分布于土壤、海洋、河流

化学肥料以促进农产品的增产增收，同时也造成了

和湖泊等不同生境，甚至生活在一些极端环境（南

［1-2］

。近年来，随

北极、干旱和盐碱土壤等）［7］。微藻种类繁多，地

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高产优质农产品和营养

球上约有 3 万余种不同的微藻，占全球已知藻类的

保健食品的需求日益增加。国家在“十三五”规划

70% 左右［8］，其中包括原核生物，如蓝藻门种类，

中明确提出要推广“生态农业”。为了发展生态农

也有真核生物，如绿藻门、硅藻门等。微藻作为一

业，提高化肥利用率，减少不合理投入，促进农业

种生物肥料的优势有以下几点：1）它可以通过缓

可持续发展，农业部制订了《到 2020 年化肥使用

慢释放氮、磷、钾来防止养分流失，满足植物的生

量零增长行动方案》，强调了合理利用有机养分资

长需求［9］；2）除了含有大量营养元素外，还含有

源，减少或不使用化学肥料。生物肥料是一类含有

微量元素和促进植物生长的物质，如植物激素、维

土壤肥力下降和环境污染等问题

［3］

，它能够通过微生物的生命

生素、类胡萝卜素、氨基酸和抗真菌物质［10］，这

活动，促进土壤和水质中的物质转化，促进作物对

些物质能促进作物生长和提高土壤肥力；3）微藻

环境中营养的吸收，刺激和调控作物生长，同时可

繁殖速度快，可规模化培养，其生物质可直接用

以防治病虫害，从而达到作物增产的目的，在为作

于土壤接种，不会污染地下水和土壤等周边环境；

物提供养分、调节有机质动态、增强土壤生物活性

4）利用微藻净化养殖废水或城市污水后收获微藻

有益微生物的制品

［4-5］

。生物肥料有着微

生物来作为肥料［11-13］，在净化水质的同时也极大

量高效、对环境无危害的特点，所用的微生物都是

地降低了生产成本［14］；5）能够修复被破坏的土

环境友好型的，不会出现化学肥料污染水源、破坏

壤，如荒漠化土壤和盐碱地等［15-16］。基于以上优

土壤质量等各种环境问题，因此，生物肥料是一种

势，微藻生物肥料在实验室环境和大田种植方面获

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化学肥料的最佳替代品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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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广泛的研究［17-20］。

1
1.1

微藻肥料的生物特性
固氮作用
生物固氮是自然生态系统最主要的氮来源［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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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共生结合体的固氮生物，是重要的可利用生物氮

通讯作者：孟宪刚，E-mail: mengxg@mail.lzjtu.cn。

1

中国土壤与肥料 2020 （5）
肥资源［23］。固氮蓝藻通过异形胞将空气中的分子
氮转化合成为氮素化合物

［24］

，从而满足土壤中动

的难溶磷释放出来，为植物生长提供营养。Durall
等［41］发现绿藻和蓝藻通过光合作用可以利用各种

植物的需要［25］。同时，固氮蓝藻是目前唯一发现

工业排放烟气中的 CO2 产生营养丰富的藻生物量，

的可以同时进行光合作用和固氮作用的生物，它不

收获藻生物质可以生产高附加值产品，如生物燃

与植物竞争对氮的需求，并且在生长繁殖过程中会

料、饲料和生物肥料等。藻类分泌的胞外多糖和土

不断分泌出氨基酸、糖类、多肽和少量激素等含氮

壤微生物在土壤表面形成的藻生物膜还有助于封存

化合物和活性物质，促进其他微生物的生长，提高

大气中的 CO2，并增加土壤中的有机碳［42］。Wang

土壤中的有效氮的浓度［26］。

等［43］报道，藻类生物肥料除了固定 CO2 和减少温

自 1939 年 印 度 首 次 报 道 用 固 氮 蓝 藻 肥 田 开
始

［27］

，许多研究证明使用固氮蓝藻可以增加农业
［28-30］

生产的产量

［26，31］

，提高土壤中的氮含量

。国

室气体排放之外，藻细胞死亡后可以转化为有机
肥，改善土壤结构，提高水稻产量和品质。
1.3

生物活性物质

内最初由黎尚豪院士率领的团队研究表明，接种固

土壤微藻除了进行固氮和固碳作用以外，还能

氮蓝藻后水稻平均增产超过 15%，最高达 33%，是

够分泌多种生物活性物质，如类胡萝卜素、蛋白

［32］

。之后，国内外许多

质、脂肪酸、植物激素、胞外多糖、维生素和抗生

学者研究表明在土壤中接种固氮蓝藻后，土壤氮含

素等。其中，植物激素是一类小分子，是协调高等

很有发展前景的晚稻肥源

［33］

以南非东开普省的

植物细胞活动的化学信使［44］，在植物的生长发育

两种土壤为研究对象，研究了接种念珠藻对土壤结

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胞外多糖能够为土壤微生物

构的影响，结果表明接种念珠藻后两种土壤中氮

提供营养物质和增加土壤有机碳含量，进而对土壤

量显著提高。Manjunath 等

［34］

含量分别增加了 17% 和 40%。孔德柱等

研究

性质产生影响［45］。

固氮鱼腥藻在小麦和西红柿上的肥效，发现施用

Lu 等［46］ 从基因组的代谢重建出发，认为现

蓝藻肥料的土壤在 90 d 后，土壤含氮量从最初的

代高等植物激素生物合成途径起源于古代微藻，虽

0.023% 上升到 0.075%；而施用尿素的土壤，刚施

然其中的一些微藻激素信号通路尚不清楚，但这

入时土壤中氮含量较高，达到 0.083%，但之后迅

表明了微藻在植物激素合成和分泌过程中的重要

速下降，在 90 d 后土壤含氮量基本回到最初的水平

性。微藻的细胞提取物和生长液中已被证明含有

（0.018%）。上述研究表明固氮鱼腥藻肥料肥效比较

植物激素（如生长素、细胞分裂素、赤霉素、脱

［35］

研究表明，在水

落酸和水杨酸），在植物发育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稻作物上接种丝状蓝藻，可以减少 50% 的化肥用

用［47-49］。Hussain 等［50］ 研究了在实验室和田间条

量，且粮食产量和品质与施用化肥相近。

件下，蓝藻菌株分泌激素刺激植物生长的能力。研

1.2

固碳作用

究表明，蓝藻分泌的激素（细胞分裂素和生长素）

近年来，化肥的使用增加了各种温室气体的

与植物生长参数如芽长、根长、穗长和种子重量之

缓慢，但十分持久。Pereira 等

排放

［36］

， 它 们 会 以 CO2、CH4 和 NO2 的 形 式 从

土壤中排出，对全球气候变暖具有重要影响
［38］

［37］

。

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植物中植物激素水平的增加
可能是根际的蓝藻与植物相互作用的结果。胞外

报道了化学肥料中不同营养成分的碳排放

多糖是由微藻通过光合作用及代谢合成的另一种

量，估算了 N、P2O5、K2O 和 CaCO3 碳排放量分别

生物活性物质。许多绿藻和蓝藻都被证明在周围环

是 0.9 ～ 1.8、0.1 ～ 0.3、0.1 ～ 0.2 和 0.03 ～ 0.23

境中产生和分泌胞外多糖［51］。Chittapun 等［52］ 从

CE kg/kg。

水稻田中分离出了两株念珠藻，它们能够分泌较

Lal

微藻是光养微生物，光合效率高，其固碳效率
［8］

高含量的胞外多糖和吲哚乙酸，胞外多糖能够提

。土壤中的藻类通

高土壤团聚体的稳定性，并且可以通过生物吸附

过光合作用吸收空气中的 CO2，释放 O2 可以提高

作用降低重金属的毒性；吲哚乙酸则可以促进种

土壤氧含量，为好氧微生物提供生存条件，改善土

子萌发和植物生长［53］。Issa 等［54］研究发现绿藻和

壤性质［39］。凌丽俐等［40］ 研究发现在正常光照下，

蓝藻产生的胞外多糖具有粘附性，有助于土壤颗

藻类通过光合作用，能使土壤的有机质不断增加，

粒的聚集，改善土壤结构，更大程度上防止土壤

并且在藻类和微生物的共同作用下，能够将土壤中

侵蚀。

是一般陆生植物的 10 ～ 5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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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微量元素

可以显著提高种子的发芽速率，在土壤中添加藻

植物正常生长所需要的营养元素除大量元素

液也显著增加了幼苗的鲜重、干重和色素含量。

氮、磷、钾外，还包括中量元素和微量元素，尤其

Saadatnia 等［65］ 研究发现用 0.1 g 蓝藻藻泥和水混

是微量元素对植物的正常生长和各项生理活动都起

合 浸 泡 的 水 稻 种 子 萌 发 速 度 快 于 对 照，2 d 后 观

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微量元素的缺乏与过剩和病虫

察到种子萌发，20 d 后测量幼苗高 7 cm，根长 3

危害一样，会威胁植物正常的生长发育，并且对作

cm；而对照组中，5 d 后观察到种子发芽，20 d 后

［55］

物的产量和品质造成一定的影响

测 量 幼 苗 高 4 cm， 根 长 0.5 cm。 李 羡 等［66］ 探 究

。

微藻中含有 Cu、Fe、Se、Mn、Zn 等多种微量

了不同浓度的小球藻提取液对蔬菜种子萌发的影

元素，在土壤中接种微藻后能够增加土壤中微量

响，结果表明，不同浓度小球藻提取物处理种子

元素的含量，促进植物生长。研究表明，项圈藻

均可提高发芽率、发芽势和发芽指数，当小球藻

可以提高土壤中微量元素（Zn、Cu、Fe 等）和大

提取物浓度为 4% 时，白菜、芥菜、萝卜的发芽

量元素（C、N、P、K 等）的有效性，以及它们在

率分别比对照增高 15%、12%、10%；发芽势分别

［56-57］

［58］

报道

增 高 14%、10%、20%； 发 芽 指 数 分 别 比 对 照 增

了细菌与蓝藻和绿藻的共同作用能够强化植物根

加 10.53%、17.98%、9.87%。 另 外， 小 球 藻 提 取

部 微 量 元 素 Cu、Mn、Fe 和 Zn 的 富 集。Simranjit

物还可促进种子萌发过程中胚根生长和缩短种子

植物体内向籽粒的转运

［59］

。Renuka 等

在土壤中同时接种鱼腥藻和固氮菌，发现土

萌发周期。Osman 等［67］ 研究接种两种蓝藻（念珠

壤 Zn、Mn、Cu 和 Fe 的有效浓度增加，叶片中叶

藻和颤藻）藻液对豌豆生长的影响，发现土壤中

等

［13］

利用水产

单独接种念珠藻和颤藻藻液或者接种两种蓝藻混

养殖废水培养的螺旋藻生物质作为农业肥料，与化

合藻液，均能显著提高豌豆的发芽率，分别比对

学肥料的成分相对比，发现藻类中氮、磷和钾的含

照增加 25.98%、22.55%、35.47%，同时指出豌豆

量较低，但检测到钙、铁、锰、锌和硒等微量元素

种子萌发、幼苗根和茎长度的增加可能是蓝藻中

的存在。钙是细胞壁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可以促

存在的生长素、细胞分裂素和赤霉素共同作用的

进新的生长点和根尖的形成，也可以增强细胞壁的

结果。

绿素 a 含量提高了 51.13%。Wuang 等

弹性和膨胀，使生长点不会变得僵硬和脆弱。铁是

在促进幼苗生长方面，Chittapun 等［52］ 分别研

几种必需酶的重要结构成分之一，铁缺乏会造成植

究了蓝藻和化肥对水稻生长的影响，蓝藻的施加促

物叶绿素难以形成，导致叶片黄化，植物光合作用

进了水稻幼苗的生长，与未施加蓝藻和化肥的对照

降低等问题。藻类生物质中的锰含量也显著高于化

组相比，接种蓝藻对水稻幼苗的根长、芽长、鲜重

，锰元素作为同化氮的酶活化剂，对叶

和干重均有提高的作用。Das 等［12］ 利用城市污水

绿素的合成至关重要。此外，参与生物质和酶系统

培养的微藻生物质作为小麦生长的生物肥料，与常

合成的锌元素与具有提高种子苗期根系活力作用的

规 N、P、K 肥料相比，藻肥组的植株叶片数和平

硒元素在化学肥料中并未检测到，但是，它们对于

均叶片大小均较高，说明微藻对促进幼苗生长有积

叶绿素和碳水化合物的产生以及促进某些代谢反应

极的作用。Grzesik 等［68］通过使用蓝藻和绿藻改善

是非常重要的［60］

玉米种子萌发、幼苗生长和代谢活性，结果表明，

2

单株培养的铜绿微囊藻、鱼腥藻和小球藻均能显著

学肥料

2.1

［13］

农业生产的应用

提高玉米幼苗的生长，并强化了酶的代谢活性，如
核糖核酸酶、脱氢酶等。Wuang 等［13］ 利用富含螺

对作物生长的影响
微藻对作物的影响主要是它可以合成和分泌多种
［61-63］

促生长物质，如生长素、赤霉素和细胞分裂素

，

旋藻的土壤中栽培的芝麻菜植物，与未使用任何肥
料的对照组相比，植物株高增加 55.3%，鲜重和干

这些生物活性物质在植物发育、植物代谢和植物生

重分别增加 18.7% 和 21.1%；与使用商用化肥的植

长调节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可以促进种子萌

物相比，在富含螺旋藻的土壤中生长的植物株高增

发、幼苗生长，影响果实品质以及作物产量。

加了 71.8%。

研究了

在 改 善 果 实 品 质 方 面，Coppens 等［9］ 通 过 实

小球藻对生菜的影响，结果表明，经过藻液处理

验发现藻肥能够使番茄果实中糖浓度显著升高，施

在 促 进 种 子 萌 发 方 面，Faheed 等

［64］

3

中国土壤与肥料 2020 （5）
用微拟球藻藻肥生长的番茄果实中葡萄糖浓度比

质，改善土壤结构和提高土壤肥力。唐东山等［75］

有机肥处理高 18%，比无机肥处理高 33%；类胡

利用肥沃土壤中的微藻改良贫瘠土壤，研究发现，

［69］

研

在无光照条件下的微藻在 30 d 内进入休眠状态或

究了不同浓度的螺旋藻叶面肥处理对茄子品质的

死亡；但在光照条件下，微藻的数量在第 30 d 以

影响，发现施用低浓度螺旋藻叶面肥虽然不影响

后迅速增殖，随着藻类的生长，土壤 pH 值发生了

果实的颜色和可溶性物质，但延长了果实的保质

一定变化；土壤有机质含量第 90 d 时分别为第 30

萝 卜 素 含 量 比 无 机 肥 处 理 高 36%。Dias 等

［70］

通过田间试验研究了藻

d 的 1.57、1.75 和 1.95 倍； 土 壤 有 效 磷 含 量 第 90

肥 对 洋 葱 栽 培 的 影 响， 结 果 表 明， 添 加 螺 旋 藻

d 时 分 别 为 第 30 d 的 1.37、1.41 和 1.40 倍。 这 表

与牛粪或者小球藻与牛粪的处理组效果均好于

明土壤微藻能改善贫瘠土壤的微生态环境和提高土

只 添 加 牛 粪 的 对 照 组， 处 理 组 中 的 洋 葱 色 素 含

壤肥力。刘淑芳等［76］施用 3 种微藻液体肥种植黄

量、 总 可 溶 性 糖、 总 游 离 氨 基 酸 等 成 分 都 有 所

瓜后发现土壤有机质、碱解氮、有效磷和速效钾含

增加。

量明显增加，土壤脲酶和蔗糖酶活性也有不同程

期。Dineshkumar 等

通过田

度的增加。Yilmaz 等［74］ 在温室条件下进行盆栽试

间试验，研究了藻类活性生物肥在马铃薯上的肥

验，研究不同有机肥和生物肥料对土壤有机碳含量

效。试验结果表明，马铃薯的产量随着施肥浓度的

的影响，结果表明，与未加肥料对照组相比，藻类

在提高作物产量方面，郗焕芳等

［71］

2

增加而增加，使用浓度为 3 L/hm 时与对照相比增
2

生物肥料的施用显著增加了土壤的有机碳；Emanga

产 33.59%，使用浓度为 6 L/hm 时与对照相比增产

等［77］ 研究了温室中两种藻类（小球藻和螺旋藻）

36.95%。代小等［72］研究了藻类活性细胞生物肥对

对土壤 C、N、P 含量和土壤团聚体稳定性的影响，

苜蓿草产量及品质的影响，施用生物肥料的两茬平

发现两种藻均可以增加土壤中总碳、总氮和有效

2

均增产 502.50 kg/hm ，增产率为 15.07%。

磷的浓度，其中螺旋藻还可以增加土壤中硝态氮的

2.2

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

浓度。

土壤理化性质的变化直接影响土壤质量，而土

2.3

对土壤生物性质的影响

壤质量的好坏是制约农业生产的重要因素之一。目

一般来讲，土壤生物性质即指土壤微生物性

前改善土壤质量的方法有很多，如物理法、化学法

质。微藻对土壤微生物的影响主要是藻细胞通过

和生物法等，但如何高效、环保、经济地改善土壤

其生命活动，利用环境中的营养物质，释放胞外

质量是当前农业生产面临的问题。微藻在土壤中普

物质，或者藻细胞发生死亡，微生物分解死亡细

遍存在，是一种重要的有机质来源，它在提高土壤

胞， 利 用 其 营 养 成 分， 改 变 环 境 pH， 同 时 影 响

肥力和改善土壤微生态系统方面具有独特的生态学

环境中微生物群落的构建，促使土壤形成不同数

功能

［73］

。因此，利用微藻改善土壤质量是一种经

济可行的方法。

量及种类的微生物群落［78-79］。叶华勋等［80］ 研究
了土壤藻类在植物生长过程中对植物生长及基质

微藻一方面能增强土壤团聚体的稳定性，另一

状况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正常光照下，单细胞

方面能提高土壤中有机质和氮、磷的含量，同时对

土壤藻类（沙角衣藻）可以促进土壤微生物的生

土壤 pH 产生重要影响。稳定的土壤团聚体是维持

长，能够转化磷矿粉中作物不能吸收的磷为可吸

土壤肥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土壤团聚体为植物提供

收的磷，从而提高土壤中有效磷的含量，增强土

了生长和根部渗入土壤所需的最小孔隙，良好的土

壤酶活性，最终达到改善土壤质量的作用。Priya

壤团聚结构能够增加土壤中氧含量和提高土壤的持

等［81］ 的研究表明，接种蓝藻会导致根际微生物

水能力。Issa 等［54］ 研究表明，在土壤中接种蓝藻

群的变化，使参与营养物质矿化和溶解的微生物

6 周后形成由藻丝和胞外多糖组成的有机土壤团聚

群落的结构和丰度发生变化。Marks 等［82］ 将污水

体，与未接种的对照组相比，明显增强了土壤团聚

处理产生的活性微藻生物作为生物肥料研究藻类

［74］

研究了不同微藻生物肥

对土壤性质的影响，发现自养藻类促进了异养细

料处理对土壤团聚体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单

菌的生长，光合藻悬液的应用增加了土壤中真核

独接种小球藻或与蛭石联合接种均能提高土壤团聚

微生物和原核微生物的生物量以及异养微生物的

体的稳定性。藻类生物质还能够增加土壤中的有机

活性。

体的稳定性。Yilmaz 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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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长［89］。据统计，我国目前盐碱地约有 9 913 万

农业环境保护

3.1

hm2，尤其是西北地区的甘肃、宁夏、新疆等省区

土壤荒漠化治理

都不同程度发生盐渍化危害。以甘肃省为例，全

在我国北方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由于降水稀

省目前受盐渍化影响的土壤已接近 3 万 hm2，特别

少，植被难以生长，土壤荒漠化严重，致使水土流

是河西及沿黄灌区，由于受不合理灌溉所致，土

失导致土壤退化、土地生产力下降，并带来一系列

壤盐渍化面积逐年增加，因土地盐渍化损失的粮

生态环境问题。为治理生态环境，防止土壤进一步

食每年超过 1 亿 kg［90］。蓝藻在盐渍土改良中发挥

沙化，通常采用向荒漠化土壤中人为地接入一定

着重要作用，它不仅改善了土壤中的氮、碳等营

［83］

，并获得了

养物质含量，而且有助于土壤中有害钠离子的螯

较好的效果。土壤生物结皮是由细菌、真菌、藻

合［91］。蓝藻分泌的胞外多糖，具有螯合阳离子的

类、地衣和苔藓等形成的一种混合体，而藻结皮是

趋势，这些胞外多糖具有像尿酸这样的带负电荷的

量的藻类使其在土壤表面形成结皮

［84］

［85］

在

基团［92］，它们与 Na 离子结合，从而降低了 Na 离

研究生物结皮演替过程中发现，藻结皮是以蓝藻为

子在土壤溶液中的有效性，有利于植物的生长。张

优势群落，尤其是丝状蓝藻，如具鞘微鞘藻、爪哇

巍［93］研究了藻类对盐碱土的改良发现，固氮蓝藻

伪枝藻，它们能够通过改善表土微环境为异养微生

提高了土壤有机质和土壤氮含量，分别达 530.01%

物的生长提供良好条件。许多蓝藻和绿藻分泌的

和 269.12%，降低了土壤交换性 Na+ 86.28%，使土

胞外多糖可以为农业上有益微生物的生长提供有

壤 pH 下降到 8.0 以下，且改变了根际微生物构成，

机碳，并在植物根际形成有用的生物絮团和生物

促进了植物生长。这说明固氮蓝藻可以改善土质，

土壤生物结皮的主要组成部分

。吴丽等

［45，51］

，其生物膜对于水土保持、流沙固定、其

促进植物生长，这对于生态修复盐碱化土壤具有一

他生物类群的生长繁殖以及土壤微生态系统的最终

定的作用。Nisha 等［91］ 从盐碱地中分离出了几株

形成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杜宇［86］进行了人工藻

耐盐耐干旱的蓝藻，将蓝藻作为生物肥料来修复盐

类生物结皮固沙效果的研究，发现流沙表面生长的

渍土，通过盆栽实验 240 d 后，蓝藻肥料处理后的

人工荒漠藻结皮可以改变土壤的理化性质，随着藻

土壤中碳、氮、磷、钾、镁阳离子交换能力和土壤

结皮的增厚，土壤含水量、有机质、总氮、总磷含

持水能量均有明显提高，而钠离子和电导率均有

量增加，土壤 pH 呈下降趋势，但都大于 7，呈弱

降低。

碱性。说明在沙土中接种藻类能够提高土壤养分含

4

膜

量，增强土壤持水力，使得土壤微生物和沙生植物
生长，从而改变荒漠化土壤表面单一、松散的原始
［87］

展望
在当前国家要求农业生产中化肥和农药减量化

研究

的背景下，微藻生物肥料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但

发现，将荒漠蓝藻接种到沙地表面，丝状蓝藻通过

是藻类生物肥料的应用依赖于其生物质生产的经济

紧密和高强度的机械束缚作用以及藻体胞外分泌物

性。利用农业废弃物或废水培养藻类是一种经济可

对沙粒的黏结作用，对维持藻结皮的强度起着至关

行的策略，且具有环境效益。此外，单一藻细胞分

状态，使土壤表面趋于固定化。饶本强等

［88］

研究发现生物结皮后显著

泌生物活性物质含量较低，结合两种或两种以上具

增加了土壤有机质、全氮、土壤细颗粒含量及土壤

有不同潜在性状的藻种，是提高藻类生物肥料活性

粘结力，降低了土壤容重。同时生物结皮显著降低

的有效策略；同时，筛选能与微藻互利共生的有益

了土壤可蚀性，增强了土壤抗蚀性。由此表明，在

土壤微生物，利用微藻与微生物混合发酵，制备具

荒漠土壤中接种藻，形成的藻结皮能使菌类和低等

有藻菌双重作用的微生物肥料，是微生物肥料开发

植物繁殖生长，进而改善土壤性质，有效地减小风

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现代分子生物技术的发展为

和水对荒漠化地表的侵蚀，从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荒

进一步阐明微藻、土壤和植物的作用机制提供了工

漠化进程。

具，有助于验证藻类生物肥料的商业化潜力。微藻

3.2

盐碱地修复

是发展可持续和环境友好型农业的重要资源，藻类

盐渍土通常氮、碳和磷含量较低，电导率较

生物肥料的发展需要建立更广泛的认识和更深入的

重要的作用。高丽倩

高，并含有一些有毒离子，这极大地限制了植物的

研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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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in agricultural application of microalgae bio-fertilizer
BIAN Jian-wen1，CUI Yan2，YANG Song-qi2，MENG Xian-gang1*，LUO Guang-hong2，WANG Zhen-nan1（1．College
of Chemistry and Bioengineering，Lanzhou Jiaotong University，Lanzhou Gansu 730070；2．Hexi University，Gansu
Microalgae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Zhangye Gansu 734000）
Abstract：Soil is the basi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and its quality directly affects the quality and yield of crops．
Microalgae，being rich in resource，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soil microorganisms，and has the functions of nitrogen
fixation，carbon fixation and secretion of plant growth hormones．It has good effects in promoting crop growth，improving
soil fertility and soil structure．In this paper，the advantages of microalgae as bio-fertilizer，the application of microalgae
bio-fertilizer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agro-ecological protection，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echnologies in recent
years，the status of commerci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in future were summarized，and it can provide a
scientific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microalgae bio-fertilizer.
Key words：microalgae；bio-fertilizer；plant growth；soil fertility；nitrogen-fixing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