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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殖酸与 PGPR 结合的微生物肥料（节选）

植物促生菌(PGPB)和腐殖质(HSs)是减少农药和矿物肥使用的理想选择。尽

管许多研究分别显示了 PGPB 和 HSs 的作用，尽管这些生物同时输入发挥作用的

潜力很大，但关于植物对这些生物刺激素联合应用的反应的信息很少。因此，本

文综述了 PGPB 和 HSs 在不同作物上应用的科学研究概况。首先，我们讨论了这

些生物刺激素对生物固氮的作用，接种有益菌与施用 HSs 促进非豆科植物生长的

各种效果，以及这种组合如何增加细菌在植物寄主中的定植。此外，我们还讨论

了 PGPB 和 HSs 对植物非生物胁迫响应的影响，以及 HSs 在保护植物免受病原菌

侵害中的作用。目前尚无关于 PGPB + HSs 在生物防治中的作用的研究。了解通

过应用 PGPB 和 HSs 促进植物生长的因素，有助于开发高效的农业管理生物刺激

素。这种方法有可能加速从传统种植向可持续农业系统的转变。

使用矿质肥料和农药可确保农业系统的高生产率，而利用这些肥料和农药是

合理的，因为不断增长的人口需要增加粮食产量。尽管农业产量有所增加，但使

用不可再生的化学品会造成环境破坏，如地表水和地下水受到污染，以及反硝化

过程发生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农业的需求是，专注于提高肥料的效率和

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更可持续农业的必要性。这种农业生态模式不仅需要在田间

使用有效的肥料，还需要使用生物刺激素来促进植物生长，其作用是改善植物的

生理过程，增加养分获取，提高对非生物和生物胁迫的耐受性。

植物促生细菌(PGPB)是一种重要的生物替代品，具有提高多种作物产量的能

力。PGPB 促进植物生长的机制之一是生物固氮。在这一过程中，研究最多的是

豆科植物与根瘤菌的相互作用。这种共生关系每年向农业系统提供大约 20-22 Tg

N。非结瘤固细菌也向培养基提供氮，并与比根瘤菌更广泛的植物结合。PGPB 还

能通过产生有机酸、排出的 H+离子、产生植酸酶和释放 HCN 来溶解磷(P)等其他

营养物质，为植物提供养分。此前，PGPB 产生的 HCN 与病原体抑制有关，然而

Rijavec 和 Lapanje(2016)提出，PGPB 对 HCN 的最大贡献是金属的隔离，从而增

加了养分的可用性。用 PGPB 生产螯合剂还可以增加植物锌和铁的供应。有机酸

和铁载体的生产改善了植物的铁供应。铁载体也可以通过剥夺这些生物体的铁捕

获来抑制病原体。此外，PGPB 还能产生植物激素，在适当浓度下，可作用于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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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根和枝生长，增加根系分泌物。这些微生物在生物防治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PGPB 诱导生物化学反应和植物防御反应，引起诱导的系统抗性(ISR)。除了合成

抑制病原体生长的化合物外，它们还可以诱导产生更多的化感物质，并改变植物

分泌物的组成，有助于减少害虫的发育。

反之，腐殖质(HSs)是土壤有机质的组成部分，具有高度复杂和生物活性。

这些物质包括腐殖酸(HA)、黄腐酸(FA)和胡敏素。HAs 可以刺激根系和植物生长，

减轻胁迫损害，它们的影响扩展到土壤性质和微生物群落结构。HSs 对植物生长

的生物激活作用与其化学成分密切相关。这些物质对植物生长的影响取决于 HSs

对植物的应用方式、生物活性分子含量、腐殖质组分的来源、剂量和分子量以及

植物种类。HSs 作用于根系，刺激侧根和根毛的数量和长度。这一过程显然是由

HSs 在涉及不同植物激素的信号通路中介导的。此外，HSs 在植物的初级代谢中

发挥作用，作用于 C和 N循环。HAs 对根系构型的影响有利于更大的土壤探寻，

从而提高对养分的吸收。HSs 在植物营养中的作用超出了植物根系形态的增加，

这些物质可以与土壤中的阳离子形成复合物，促进植物对磷、锌和铁等营养物质

的吸收。

此外，它们能够影响营养转运体的表达，使植物能够更多地吸收这些元素。

而且，HS 可能会增加根系中有机酸的分泌，有利于植物与 PGPB 等有益微生物的

相互作用。HSs 还能改变植物次生代谢，影响植物遗传表达，诱导合成化合物，

帮助植物对抗生物和非生物胁迫。在温室和大田条件下，盐胁迫和水分限制是研

究最多的胁迫，而高盐胁迫能使一些作物更好地应对这些胁迫。HA 在玉米中的

启动效应可以降低胁迫对该植物的负面影响。文献记载了 HSs 在保护植物免受病

原菌侵害方面的作用，研究表明，HSs 可以提高植物对有害微生物的防御系统，

直接抑制这些微生物，或诱导微生物的生长，从而对植物有更大的保护作用，使

植物得到更大程度的保护。

腐殖质对微生物的活动是相对顽固的，并表现为这些微生物的潜在载体。此

外，HSs 还能刺激植物根系释放有机酸，这些化合物是 PGPB 的营养来源，因此

可以促进植物根系生长和这些微生物的定植，对植物和土壤健康都有好处。因此，

生物技术，如 PGPB 和 HSs 的组合，是改善植物性能和代谢过程的有前途的方法，

可以降低农业生产的财务和环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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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在生长过程中具有高度的可塑性，这使它们能够对最多样化的环境

条件做出反应。有益微生物(如 PGPB)和生物活性化合物(如 HSs)的存在，为各种

农业系统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PGPB 和 HSs 的一些显著影响是：改善养分获取、

刺激根系和增强对逆境的耐受性。

2) 在有 HSs 存在的情况下，对豆科植物及其共生体的研究显示了有希望的

生物固氮效果。

腐殖质物质已被报道能促进微生物生长，影响细胞代谢的调节。除了改善微

生物和植物之间的交流外，这种组合还可以保护接种剂免受环境的有害影响。一

项利用 P溶磷微生物(PSM)和 HSs 的研究试图评价这些生物刺激素对天然磷矿 P

溶解度的影响。结果表明，与未接种处理相比，植株的地上部和根重均有所增加。

研究结果表明，磷的利用效率有所提高，而施用 PSM 和 HSs 可以在不损害植株产

量的情况下减少可溶性磷肥料的使用。

3) 生物刺激素的组合可以促进更大的植物生长和土壤微生物群的变化。HSs

引起的植物微生物群落的变化可以改善植物的生理过程。

对于非豆科植物，Canellas 和 Olivares(2014)提出了接种内生细菌并结合

HSs 应用的生物肥料概念。这些物质将增加细菌与植物寄主的相互作用，加上接

种剂在 HSs 的疏水域的保护。这种特性可以促进接种的细菌更多地接触植物的根。

接种剂在植物组织中沉降的机会增加，使预先选定的微生物在应用于植物时，与

竞争性土壤微生物相比，具有定植优势。

4) 施用 HAs 可以改变根系构型和形态，诱导侧根的形成，增加根毛长度和

密度。考虑到内生 PGPB 的渗透是机会性的，HSs 提供的新根出现时产生的自然

开口有利于这些微生物进入植物寄主。

5) PGPB+ HSs 促进植物生长的一致性效应，导致质量增长率的增加和营养

水平的提高。当接种芽孢杆菌和 HAs 时，除了更大的枝和根生长外，番茄植物表

现出更高水平的铁和 K。

植物养分浓度的升高不仅与 PGPB 或 HSs 的螯合作用有关，而且与根系从土

壤溶液中捕获养分的能力的提高有关。这些生物刺激素还可以通过改变根系形态

来改善植物营养，而这种效果通常归因于生长素的作用。PGPB 可以合成这些激

素，研究也指出生长素存在于 HSs 的分子结构中。推测，HSs 诱导的 H+-ATP 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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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压质子导致 pH 降低，有利于植物内生定植过程，因为 PGPB 在植物组织中进入

和传播的细胞壁水解酶活性在低 pH 时增加。

6) PGPB 和 HSs 引起的生理变化可以解释根渗出概况的变化。除了与 HSs 一

起施用的微生物具有优于土壤微生物的优势外，渗出模式的改变可能有助于增加

土壤多样性，招募微生物来改善植物营养，抵御胁迫，促进养分循环。

7) 植物对非生物胁迫的耐受性是通过不同的途径获得的，如植物育种、基

因工程和肥料。这些过程既耗时又昂贵，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对环境造成破坏。一

种能够减轻环境胁迫不利影响、改善农业生产的环境适宜方法是：利用 PGPB 和

生物刺激素，如 HSs。据报道，在正常和应激条件下，PGPB 和 HSs 联合或单独使

用可促进植物生长(图 4)。之前的报道表明，HA 诱导的根形态的改变可以改善

PGPB 定殖，有利于其在根表面的固定和生存。PGPB 的定殖增加和 HSs 介导的植

株增殖可能与植株建立的改善有关。

8) PGPB 和 HSs 对植物生长的主要影响之一是，改善营养物质的获取和对根

系的刺激。这些效应通常与生长素或“类生长素效应”有关。有人提出，生长素

在植物生长中的作用与(PM) H+-ATPase 活性的诱导有关，该活性可导致细胞外

体酸化，从而使细胞壁松动，允许细胞伸长。

9) HSs 和 PGPB 的应用有利于植物健康，对环境友好，促进植物生长，并刺

激对抗非生物和生物胁迫的防御机制。一些研究表明，HA 在植物根部的应用产

生了温和和短暂的胁迫，这反过来可以促进植物的生长和随后对其他非生物胁迫

施用 HSs 和 PGPB 对植物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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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抗性。HA 对植物生长的作用可能与该化合物与根细胞壁相互作用引起的胁迫

演化有关。胁迫强度取决于施用的 HA 浓度及其对植株的影响。低浓度会引起轻

度胁迫，促进植物生长，而高浓度则会引起强烈胁迫，阻碍植物生长。

10)HA 触发的机制会激活植物的“警报”状态，产生一系列适应性代谢变化，

使植物能够更有效地应对随后的胁迫。这些变化将负责调节植物中的微生物群落，

具有生物控制的潜力，招募微生物，将发挥植物防御的作用。

HSs 和 PGPB 介导的植物对非生物胁迫的耐受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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