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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探讨油菜营养生长期根系分泌有机酸和氨基酸对不同施肥处理的响应，为油菜安全高效生产提供理论依

据。盆栽试验设置 5 个化肥有机肥不同配施比例，分析油菜根系和地上部的干重及其根系分泌的有机酸和氨基酸
的种类和含量。研究结果表明，油菜根系分泌有机酸以丙二酸、乙酸和柠檬酸为主，其中丙二酸和乙酸受施肥影
响最为显著，有机肥配施显著降低二者分泌量。与单施化肥相比，有机肥配施显著减少了油菜根系分泌有机酸总
量，并不同程度降低了地上部和根系生物量。化肥有机肥配施比例为 1∶3 时有机酸总量降低最明显，但生物量与
单施化肥无明显差异。油菜根系分泌氨基酸以谷氨酸和 γ- 氨基丁酸为主，不同配施比例对油菜根系分泌 35 种
氨基酸种类的影响不大，但对氨基酸分泌总量影响显著。随有机肥配比的增加，氨基酸总量呈现先减少后增加的
趋势。根系干重与有机酸分泌总量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但与氨基酸分泌总量无关，后者与土壤可溶性有机碳含
量和细菌数量显著相关。油菜根系分泌有机酸和氨基酸所起的生态作用可能不同，前者可能是植物受到养分胁迫
时的应激反应，后者可能是为了增强土壤活性。化肥有机肥 1∶3 配比为油菜生长提供最均衡养分，为油菜施肥管
理提供参考。
关键词：化肥；有机肥；油菜生长；有机酸；氨基酸

施肥是作物生产的重要措施，合理的施肥措施

农田土壤养分不足或失衡时，根系可通过释放

不仅需要满足作物各生育阶段必需的营养元素，还

根系分泌物，产生根际效应，进而调控植株生长发

［1］

。化肥氮是中国农田生态

育［7］。根系分泌物种类繁多，主要包括有机酸、氨

系统氮肥的主要投入形式，而有机肥投入比例不断

基酸和可溶性糖等［8］。关于施肥对根系分泌物的

下降，到 2010 年有机肥氮投入占总氮的投入只有

影响，目前多集中在根系有机酸和氨基酸对养分胁

需降低生态环境风险

。就养分供给而言，无机氮增加土壤速效氮

迫的响应。Colla 等［9］ 以南瓜根为砧木，研究发现

含量，提高土壤供氮强度；有机肥则主要改善养分

根系分泌的有机酸能促进植物对磷、铁和锰等营

20%

［2］

库容，提高土壤供肥容量

［3］

。有机肥促进无机氮

养元素的吸收。双子叶植物缺少微量元素锌和铜，

同化作用而缓解过量化肥氮引起的环境问题，但大

也会以增加其根系分泌物的量来应对［10］。常二华

量施用也会造成环境问题［4-5］。化学有机肥配施有

等［11-12］ 研究发现，水稻结实期低氮胁迫造成植株

助于全面供应作物生长所需养分，提高养分利用效

衰老，从而减少根系分泌物；低磷胁迫则改变了

率，并减少过量化肥施用造成的环境问题［6］。因

植株光合产物的分配，优先转移到根部，根系分

此，针对中国农田生态系统，迫切需要明确化肥有

泌能力增强。还有研究表明，缺钾诱导作物根系

机肥料合理的投入比例。

分泌大量有机酸和氨基酸，有利于土壤矿物钾的
活化，提高作物对钾的利用［13-14］。有机肥相较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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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油菜是世界上广泛种植的油料作物，在经济作
物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针对油菜的需肥状况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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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合理有效施肥对指导油菜生产具有重要意义。目

含量最终达到 N 200 mg·kg-1，P2O5 130 mg·kg-1，

前，油菜根系分泌物相关研究较少，尤其是化肥

K2O 200 mg·kg-1。把混肥土壤装入种植盆中，每

与有机肥配施对油菜根系分泌物的影响方面缺乏

盆装土 3.5 kg，调节土壤含水量至土壤田间持水量

系统研究。本试验以油菜为研究对象，在氮、磷、

的 75%。然后，移栽 3 株长势一致的 2 周龄油菜幼

钾肥施用量相同的条件下，按照氮素来源于化肥

苗，所用品种为湘杂油 6 号。15 d 后，定苗保留每

或有机肥，设置不同化肥有机肥施用比例，探讨

盆 2 棵油菜苗。58 d 后，在油菜蕾苔期，采样测定

根系分泌有机酸和氨基酸对不同施肥处理的响应

其根系和地上部干重以及根系分泌的有机酸和氨基

及其作用机制，为油菜的生态高效管理提供理论

酸的种类和含量。

依据。

1.3

1

1.3.1

材料与方法

样品的收集及测定
根系分泌物的收集和测定
根系分泌物收集采用离位溶液培养法［16］。将

供试土壤

收 集 到 的 根 系 分 泌 物 定 容 到 50 mL， 取 35 mL 滤

本试验以我国亚热带地区典型红壤（第四纪红

液真空冷冻干燥至干粉状，加入 0.5 mL 的去离子

色粘土发育）为供试土壤，从中国科学院桃源农

水溶解后转入 1.5 mL 离心管，放入 -20℃冰箱用

业生态试验站（111°26′E，28°55′N，海拔 92.2

于分析氨基酸。另外，15 mL 滤液真空冷冻干燥

m）采集旱地 0 ～ 20 cm 土壤，经过自然风干后过

至干粉状，加 1 mL 去离子水溶解后放入 -20℃冰

2 mm 筛，去除植物残体和杂质，充分混匀备用。

箱，用于分析低分子量有机酸。氨基酸组分用氨

供试土壤基础理化性质为 pH 4.55，有机质 13.81

基酸自动分析仪（日立 L8900）测定，有机酸类型

1.1

-1

-1

-1

g·kg ， 全 氮 0.84 g·kg ， 全 磷 0.38 g·kg ， 全
-1

-1

钾 12.33 g·kg ，碱解氮 77.8 1 mg·kg ，有效磷
-1

-1

测定。
1.3.2

6.05 mg·kg ，速效钾 103.40 mg·kg 。
1.2

和质量浓度采用高效液相色谱（安捷伦 LC1290）

采用常规烘箱烘干法测定，将植株地上部和

试验设计

1.2.1

植株生物量干重的测定

根系分离后装进档案袋中称其鲜重，然后于烘箱

化肥有机肥不同配比
按照氮素来源于化肥或有机肥比例，设置化

105℃烘 30 min 杀青后调节温度到 60℃烘干至恒

肥 有 机 肥 5 个 配 比：F1：化 肥 有 机 肥 的 施 用 配 比

重，取出称重计算其地上和根系生物量干重。

为 3∶1（75%∶25%）；F2：化 肥 有 机 肥 的 施 用 配

1.4

数据处理
试验数据采用 Excel 2010 进行初步处理和图表

比 为 1∶1（50%∶50%）；F3： 化 肥 有 机 肥 的 施 用
配 比 为 1∶3（25%∶75%）；F4： 只 施 用 有 机 肥

绘制，应用 SPSS 22.0 进行方差分析和相关分析，

（0∶100%）；单施化肥（CK）作为对照。各处理

并通过基迪奥生物平台绘制 Venn 图，利用 Origin 8

按照氮磷钾含量相同的原则，以纯氮量折算有机

绘制柱状图。

肥用量，再根据有机肥中磷和钾的含量，不足部
分由化肥补充。氮、磷、钾化肥分别用尿素、过磷

2

酸 钙 和 氯 化钾添加，有机肥采用经过发酵处理后

2.1

-1

自然风干的牛粪，其养分含量为 N 1.09 g·kg ，P2O5
-1

-1

4.39 g·kg ，K2O 18.46 g·kg 。共 5 个处理，每个

结果与分析
不同施肥处理对油菜地上部生物量和根系的

影响
与 CK 相比，有机肥配施会在不同程度上降低

处理 4 次重复。

地上部和根系生物量（图 1）。对于地上部生物量，

1.2.2

F2 和 F4 处理显著低于 CK，而 F1 和 F3 处理与 CK

植株栽培
盆 栽 试 验 利 用 高 20 cm、 直 径 16 cm 的 PVC 管
［15］

制作而成的根箱装置

差 异 不 显 著， 尤 其 是 F3 处 理， 与 CK 差 异 最 小。

， 于 2017-11-24 至 2018-

根干重同样以 F3 处理与 CK 差异最小，未达到显

01-21， 在 中 国 科 学 院 亚 热 带 农 业 生 态 研 究 所

著水平，其他处理均显著低于 CK。由此可见，化

（118°05′E，28°12′N）的三面通风、光照良好

肥有机肥合理配比，可保障油菜地上部和根系的健

的温室进行。首先，取适量风干土壤与不同有机肥

壮生长，其中化肥有机肥配比为 1∶3 时，对油菜

和化肥配比的肥料混合均匀，使土壤中添加的肥料

营养生长期生产未产生明显的抑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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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含 量 CK 处 理 最 小， 为 8.75%， 随 有 机 肥 配 比
增加，其含量逐步增加，F4 处理中高达 33.36%。
4 种化肥有机肥配施处理油菜根系分泌有机酸均以
乙酸为主，平均百分比为 51.24%，高于 CK 处理
（32.27%）。

图1

不同施肥处理油菜地上部和根系干重的变化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 0.05 水平上差异显著，下同。

2.2

油菜根系分泌主要有机酸种类及含量
从不同施肥处理油菜根系分泌不同有机酸含

量百分比来看（图 2），油菜根系分泌有机酸主要
以丙二酸、乙酸和柠檬酸为主，并受施肥方式的

图2

不同施肥处理油菜根系分泌不同有机酸种类百分比

影响。单施化肥丙二酸含量最高达 57.66%，随有

由于丙二酸和乙酸受施肥方式的显著影响，导

机肥配比增加，丙二酸百分含量逐步减少，F4 处

致化肥有机肥配施与 CK 相比，油菜根系分泌有机

理 最 低， 为 11.16%。 与 丙 二 酸 相 反， 柠 檬 酸 百

酸总量显著降低。由图 3 可见，有机酸总量 CK 最大，

图3

不同施肥处理油菜根系分泌各种有机酸含量
注：nd 表示未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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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高于 4 种化肥有机肥配施处理，而后 4 种处理
中 F3 最小。丙二酸含量 CK 最大，显著高于 4 种

表1

不同施肥处理油菜根系分泌物中氨基酸的种类及数量
处理

个数

种类

化肥有机肥配施处理，而后 4 者差异不显著。乙酸

F2，F4

1

Hypro

含量 CK 和 F1 较大，显著高于其他 3 种化肥有机

CK

1

Tau

肥配施处理，且后 3 者差异不显著。琥珀酸含量较

CK，F1，F2，

34

低， 其 中 F2 处 理 最 小， 显 著 低 于 CK、F1 和 F4，

F3，F4

Leu，β-AiBA，Lys，α-AAA，His，
Cit，α-ABA，Cys，Asp，Gly，Phe，

但和 F3 差异不显著。柠檬酸和草酸含量在所有处

Met，β-Ala，Val，Thr，EOHNH2，

理均没有显著差异。

Car，Pro，1Mehis，Ans，Glu，

2.3

γ-ABA，Orn，Ser，P-Ser，Ala，Arg，

油菜根系分泌氨基酸种类和含量

3Mehis，Sar，Tyr，Hylys，Cysthi，Ile，

对 35 种氨基酸 及 其 代 谢 产 物 含 量 进 行 检测
分析发现，不同施肥处理对根系分泌氨基酸种类的
影响不大，羟脯氨酸只在 F2、F4 处理中被检测到，
牛磺酸只在 CK 处理中被检测到，其余 33 种氨基
酸在各处理中均具有一定的分泌量（图 4、表 1）
。
在所有氨基酸种类中，只有谷氨酸和 γ- 氨基丁酸

氨基酸代谢产物

属 于 优 势 种 类（>10%）， 2 种 均 在 F3 处 理 最 高
（表 2）。油菜根系分泌氨基酸总量受到化肥有机肥
配施的影响，随有机肥配比的增加，氨基酸总量呈
现先减少后增加的趋势。由表 2 可见，F3 和 F4 处
理氨基酸总量显著高于 CK，但 F2 处理显著低于
CK。大部分氨基酸种类在 F3 处理分泌量最大，F2
处理分泌量最小。
2.4

油菜根系分泌有机酸和氨基酸之间的关系
相关分析发现，油菜根系分泌有机酸总量和氨

基酸总量呈显著负相关关系（r=-0.50*），说明油菜
根系分泌物有机酸和氨基酸对施肥的响应不同，所
起的生态功能也可能不同。由表 3 可见，油菜根系
分泌有机酸的总量与根系干重呈极显著正相关性，
且其中丙二酸和乙酸均与根系干重呈极显著正相关
关系，琥珀酸与根系干重呈显著正相关性，说明油
菜根系生长会对丙二酸、乙酸和琥珀酸等有机酸分
泌产生显著影响。但是，油菜根系分泌氨基酸的总
图4

不同施肥处理油菜根系分泌各种氨基酸 Venn 图
表2

氨基酸种类
磷酸丝氨酸（P-Ser）

量与根系干重不相关，具体作用机制需要进一步
分析。
（μg·株 -1）

不同施肥处理油菜根系分泌物中各类氨基酸的含量
处理

CK

F1

F2

F3

24.44±18.32a

29.30±14.20a

15.04±3.16a

26.15±4.50a

—

F4
39.56±8.01a

牛磺酸（Tau）

0.57±0.57a

—

—

天冬氨酸（Asp）

137.43±25.35a

109.88±9.56a

112.46±16.26a

155.01±16.70a

144.14±19.63a

—

苏氨酸（Thr）

116.37±18.33ab

105.43±7.84ab

101.00±15.91b

137.27±17.58ab

158.76±24.23a

丝氨酸（Ser）

116.01±19.98a

115.47±7.67a

112.20±17.88a

141.66±18.30a

164.90±22.91a

谷氨酸（Glu）

348.22±46.53b

341.81±25.59b

395.60±64.59b

588.60±81.19a

446.70±62.95ab

肌氨酸（Sar）

10.35±2.53a

10.49±2.40a

6.41±2.37a

11.24±2.00a

12.40±2.81a

22.62±3.34a

20.30±1.52a

18.04±2.82a

19.91±2.17a

22.34±3.05a

73.74±10.43b

66.04±5.03b

62.72±9.38b

85.20±10.04ab

α- 氨基已二酸
（α-AAA）
甘氨酸（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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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处理

氨基酸种类

CK

F1

F2

F3

F4

丙氨酸（Ala）

177.60±22.96b

172.44±13.02b

172.12±27.89b

245.96±33.77ab

277.04±40.99a

瓜氨酸（Cit）

0.69±0.23b

0.52±0.06b

0.70±0.20b

0.77±0.15b

8.19±2.22a

10.60±2.56a

6.41±0.47ab

7.37±1.56ab

6.49±0.91ab

4.68±0.63b

α- 氨基正丁酸
（α-ABA）
缬氨酸（Val）

129.51±21.70b

125.71±10.02b

125.58±21.24b

164.47±21.06ab

202.95±30.52a

胱氨酸（Cys）

9.03±2.31a

1.57±0.28a

2.71±0.62a

3.29±0.54a

10.16±7.12a

甲硫氨酸（Met）

40.95±8.79a

36.82±3.42a

32.87±5.62a

36.87±5.23a

43.63±6.19a

胱硫醚（Cysthi）

3.63±0.92a

4.74±0.40a

4.25±0.75a

3.61±0.76a

3.73±0.62a

异亮氨酸（Ile）

105.06±16.84a

106.24±8.69a

103.67±17.21a

129.44±16.99a

152.61±21.15a

亮氨酸（Leu）

164.05±26.77ab

158.31±13.57b

148.98±24.84b

190.31±24.51ab

238.58±32.56a

酪氨酸（Tyr）

84.46±12.34a

65.73±6.74ab

48.88±6.84b

72.68±7.58ab

92.45±12.97a

苯丙氨酸（Phe）

114.16±19.47a

102.69±16.17a

122.88±14.99a

148.06±18.81a

β- 丙氨酸（β-Ala）

3.19±0.61a

2.60±0.22a

3.31±0.48a

3.50±0.57a

3.67±0.75a

8.20±1.57ab

12.21±2.69a

9.05±1.54ab

6.35±1.09b

5.19±0.94b

β- 氨基异丁酸
（β-AiBA）

107.94±8.98a

γ- 氨基丁酸（γ-ABA）

359.38±64.00a

365.11±25.67a

349.61±55.06a

403.25±55.98a

311.18±54.30a

乙醇胺（EOHNH2）

64.33±12.31a

62.91±3.58a

63.49±9.96a

65.24±8.89a

82.50±12.87a

羟赖氨酸（Hylys）

3.34±0.96a

3.70±0.40a

3.58±0.66a

3.79±0.52a

4.68±0.66a

鸟氨酸（Orn）

15.48±3.92a

4.80±0.19b

4.73±0.52b

5.74±0.36b

9.25±2.37b

赖氨酸（Lys）

178.08±33.63a

174.55±14.61a

161.94±26.92a

177.61±24.55a

217.37±28.50a

1- 甲基组氨酸（1Mehis）

13.40±4.27a

14.31±1.12a

14.96±3.77a

13.26±2.21a

15.26±3.79a

组氨酸（His）

70.10±16.11a

56.67±4.24a

50.31±8.97a

52.70±7.32a

54.32±8.81a

3- 甲基组氨酸（3Mehis）

3.38±0.86a

3.67±0.48a

2.70±0.62a

2.84±0.42a

2.99±0.75a

鹅肌肽（Ans）

55.52±14.89a

57.85±6.86a

46.80±10.39a

38.65±6.44a

49.03±8.18a

肌肽（Car）

6.80±2.40a

6.30±1.21ab

2.83±0.80ab

2.26±0.72b

精氨酸（Arg）

242.35±60.39a

200.90±18.55a

168.12±26.96a

184.92±28.47a

177.20±23.96a

0.29±0.19b

—

1.66±0.53a

羟脯氨酸（Hypro）

—

—

3.36±1.21ab

脯氨酸（Pro）

59.32±9.50a

132.83±41.21a

135.48±40.38a

330.66±157.41a

331.14±131.23a

氨基酸代谢产物

58.95±22.63a

23.11±2.94b

19.38±6.74b

20.20±4.72b

23.94±6.84b

总量

2831.32±280.34ab

2706.67±182.39ab

2609.89±220.85b

3452.76±208.83a

3573.86±260.33a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 0.05 水平上差异显著。

表3

不同施肥处理油菜根系干重与根系

3

分泌有机酸和氨基酸的相关性分析
根系分泌物

有机酸

氨基酸

根系干重

3.1

讨论
不同施肥处理对营养生长期油菜生长的影响

     0.47

**

化肥中的养分含量高、肥效快，但持续时间

乙酸

     0.36

**

短，养分单一，有机肥则和化肥相反［17-18］。将两者

琥珀酸

     0.33*

丙二酸

**

总量

     0.49

总量

-0.16

注：* 表示 0.05 水平上显著相关；** 表示 0.01 水平上显著相关。

科学搭配使用可取长补短，不仅能防止有效成分的
挥发流失，而且还可以很大程度地提高肥效，满足
作物各个生长期对养分的需求［1，19］。本试验研究发
现，与单施化肥相比，除 F3 处理外，化肥有机肥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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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油菜营养生长期根 系 和地上

生长过旺，也不会因养分释放缓慢而出现植株营养

部的生长，且二者对施肥方式的响应表现出相似的

不良的现象［28-29］。本研究证实，在化肥有机肥配

趋势，但化肥有机肥配比为 1∶3 时，对油菜营养

比为 1∶3 时有机酸分泌总量最小，且油菜蕾苔期

生长期生长没有产生抑制效果（图 1）。以往研究

地上部生物量和根干重也与单施化肥差异不显著，

表 明， 无 机 肥 料 比 有 机 肥 料 能 更 有 效 地 促 进 植

可能为油菜生长提供了最均衡的养分。

物 的营养体生长，但对产量的影响不显著

［20］

。高

3.3

不同施肥处理对油菜根系分泌氨基酸的影响

肥水平下无机肥料可能更容易产生营养体生长过旺

与有机酸相反，高有机肥配比显著增加了油菜

的 现 象， 低 肥 水 平 下 有 机 肥 料 可 能 因 为 前 期 植

根系氨基酸分泌量，且主要以分泌谷氨酸和 γ- 氨

株无法获得足够的有效态养分而表现出营养胁

基丁酸为主（表 2）
。已有研究表明，不同养分供应

［6，20］

迫

。本研究发现，化肥有机肥配比为 1∶3 对

能够影响作物根系分泌氨基酸的组分和含量［30-31］。

油菜营养体生长（至蕾苔期）没有明显抑制效果，

本研究中，不同施肥处理对油菜根系分泌氨基酸

可保障植株的健壮。

种类的影响不大，而对各氨基酸分泌量的影响较

3.2

不同施肥处理对油菜根系分泌有机酸的影响

大。赵兰凤等［16］的研究表明生物有机肥和有机肥

本研究发现，单施化肥对照油菜根系分泌的

的施用都会提高香蕉根系分泌物中氨基酸的总量和

有机酸总量最高，但随着有机肥所占比例的增加

种类，与本试验结果基本一致。不同施肥处理下油

而逐渐减少，并在化肥有机肥配比为 1∶3 时降低

菜根系分泌氨基酸的总量发生变化的原因可能有两

最明显（图 3），说明化肥有机肥配施降低了油菜

种：其一，氨基酸是土壤微生物生理代谢过程中的

根系分泌物有机酸。前人研究发现，在遭受养分

重要营养来源，微生物将其作为前体合成刺激或促

胁迫时，各种作物的根系分别会分泌某种有机酸

进植物生长的生长调节剂，而微生物的代谢产物

来适应这一胁迫，并通过根际效应来促进养分吸

又反作用于植物根系对氨基酸的分泌［32-33］。本研

收［21］。比如在低磷胁迫下，白羽扁豆根系会分泌

究也发现油菜根际土壤细菌数量受施肥措施的影

大量柠檬酸来促进难溶性含磷化合物中磷的释放，

响，随有机肥配比增加而增加，并在化肥有机肥配

从而缓解土壤中有效磷的缺乏

［22-24］

。苜蓿在缺磷

比为 1∶3 时达到最大，其与根系氨基酸分泌总量

条件下根系会分泌柠檬酸、苹果酸和丁二酸，其

显著正相关（数据未发表）。可以推测，有机肥通

中柠檬酸的分泌量是正常供磷时的 2 倍

［25］

。本研

过提高土壤微生物活性来促进油菜根系分泌氨基

究发现油菜主要分泌乙酸和丙二酸对施肥产生响

酸。其二，有研究者认为，有机物质中含有大量的

应。与单施化肥相比，化肥有机肥配施有可能为

碳元素，可以为根系合成氨基酸提供大量的碳架，

油菜生长提供更均衡的营养，进而减少油菜根系

这有利于加强根系的氨基酸合成［34］。本研究也发

分泌有机酸来拮抗养分胁迫的需求。张知贵等［26］

现无论根际或非根际，油菜土壤可溶性有机碳含量

研究发现，单施化肥会导致油菜铁、锌、铜和锰

均受施肥措施的影响，随有机肥配比增加而增加，

等营养元素缺乏，进而会诱导根系分泌大量有机

并与根系氨基酸分泌总量呈显著正相关（数据未

酸，来促进土壤中该元素的释放，使油菜对其吸收

发表）。

利用。

4

另外，本研究还发现，油菜根系分泌有机酸的
总量与根系干重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表 3），与
［27］

前人研究结果相一致。刘洪升等

结论
油菜根系与地上部是统一的有机整体，在不同

研究发现，植

施肥处理下根系通过分泌有机酸和氨基酸等物质直

物根的生长状况会对根系分泌物的种类和含量产生

接对地上部植株的生长起调控作用，具体表现为根

影响，根系分泌物的总量会随着根干重和根表面积

系生长与地上生物量之间呈正相关。根系分泌有机

的增加而增加。本研究认为，由于有机肥料养分释

酸和氨基酸对施肥的响应不一致，化肥有机肥的合

放缓慢，导致其营养体弱小，根系分泌有机酸的量

理配施可以促进油菜根系对氨基酸的分泌，而减少

也就相对较少；而单施化肥油菜营养生长期根系干

对有机酸的分泌，化肥有机肥配比为 1∶3 可能为油

重较高，根系对有机酸的分泌量也就相对较多。化

菜生长提供了最均衡的养分。油菜根系分泌物中有

肥有机肥配施既不会因养分释放迅速而导致营养体

机酸和氨基酸所起的生态作用可能不同，有机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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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分泌可能是植物受到养分胁迫时的应激反应，

［16］

系分泌物的影响［J］．生态环境学报，2013，22（3）：423-

氨基酸的大量分泌可能是为了增强土壤活性，但根
系对它们的分泌都是植株适应环境积极主动的生理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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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chemical fertilizers combined with organic fertilizers on root exudates of rape during vegetative growth
period
WANG Dou1，2，YANG Jie2，3，LIAO Ru-jia2，YUAN Hui-zhong3，ZHOU Hua-jun4，LÜ Dian-qing2，QIN Hong-ling2，
LI Ling-ling1*（1．Gansu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Arid Land Crop Science，Agronomy College of Gansu Agriculture
University，Lanzhou Gansu 730070；2．Key Laboratory of Agro-Ecological Processes in Subtropical Region，Institute
of Subtropical Agriculture，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Taoyuan Agro-ecosystem Research Station，Changsha Hunan
410125；3．Agricultural Technology Promotion Center of Taoyuan County Sanyanggang Town，Changde Hunan 415700；
4．Agricultural Technology Promotion Center of Taoyuan County Shuangxikou Town，Changde Hunan 415700）
Abstract：The responses of organic acids and amino acids secreted by roots during the vegetating period of rape to different
fertilization treatments were explored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safe and efficient production of rape．The dry weight
of roots and above-ground parts in rape and the types and contents of organic acids and amino acids secreted by the roots
were analyzed in pot experiment with five different proportioned fertilizer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malonic acid，acetic
acid and citric acid were the main organic acids secreted by the roots of rape，among which malonic acid and acetic acid
were the most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fertilization，and organic fertilizer combined application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ir
secretion．Compared with single application of chemical fertilizer，combined application of organic fertilizer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total amount of organic acids secreted by the roots of rape，and reduced the biomass of above-ground and
root in different degrees．When the proportion of chemical fertilizer and organic fertilizer application was 1∶3，the total
organic acid decreased most obviously，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biomass compared with single chemical
fertilizer application．Glutamic acid and γ-aminobutyric acid were the main amino acids secreted by the roots of
rape．Different ratios of combined application had little effect on the 35 amino acids species secreted by the rape roots，but
had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total amino acid secretion．With the increase of organic fertilizer ratio，the total amount of amino
acids showed a trend of decreasing first and then increasing．The dry weight of the root was extremely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total amount of organic acid secretion，but not with the total amount of amino acid secretion，which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content of soluble organic carbon and the number of bacteria in the soil．We speculated that
the ecological effects of organic acids and amino acids secreted by the root of rape may be different，the former may be the
stress response of plants under nutrient stress，while the latter may be to enhance soil activity．The suitable ratio of chemical
fertilizer to organic fertilizer is 1∶3，which can provide the most balanced nutrition for the growth of rape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ertilization management of rape．
Key words：chemical fertilizer；organic fertilizer；rape growth；organic acid；amino a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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