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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模拟大气 O3 浓度(0.02μL·L-1、0.1μL·L -1和 0.2μL·L-1)升高 , 观察其对丛枝菌根(AM)及功能的影响.结果表

明 ,大气 O3 浓度升高对菌根侵染率影响较小 ,但对孢子和外生菌丝影响显著 ,高浓度 O 3 时的孢子数比自然 O 3 浓度时增加 1

倍 ,低 、高浓度 O3 分别使AM 外生菌丝量比自然浓度时下降 48.7%和 85.6%.随着 O3 浓度的增加 ,蚕豆地下生物量 、根瘤数 、

蚕豆结荚数和籽粒重量(-S+M 处理除外)都呈明显的下降趋势.接种 AM 真菌能显著缓解上述指标的下降程度 , 减轻 O 3 浓

度升高对蚕豆生长的胁迫 ,如与同种处理条件下的不接种相比 ,接种 AM 真菌使根瘤数增加 2 ～ 5 倍 , 籽粒重量增加 3 ～ 6 倍 ,

并且 AM 的这种相对促进作用受 O 3浓度升高影响很小.土壤不灭菌时 , 尽管土著微生物会影响 AM 接种效果 ,但接种 AM 真

菌仍能有效减轻 O3 对植物的胁迫 ,这对缓解农田生态系统 O3 污染灾害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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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under stand the possibility of AM in protecting crops from O3 pollution , simulated experiment w as carried out to

investigate effect of increased atmospheric O3(0.02μL·L-1 , 0.1 μL·L-1 and 0.2μL·L-1)on AM and its function.The results

indica te that mycor rhizal colonization w as slightly affected by elevated atmospheric O3 , but spore and hypahe grow th were

significantly impacted.Spore number at high O 3 level increased 1 times than that at ambient O3;hypahe length of AM at low and

high O3 level decreased 48.7% and 85.6% than that at ambient O3 , respectively.Roo t biomass , nodule number , ho rsebean pod and

g rain w eight(excluding the treatment -S +M)significantly decreased with elevated a tmospheric O 3 , but they markedly increased

after inoculation w ith AM fungi.Compared with the uninoculated trea tment , nodule number increased by 2 ～ 5 times and grain

w eight of horsebean increased by 3 ～ 6 times after inoculation with AM fungi.Relative function of AM w as slightly impacted by

elevated atmospheric O3.Although indigenous microbes competed with inoculated AM fungi , inoculation with AM fungi could

decrease the stress o f O 3 on plant , w hich was positive significant to alleviate crop loss resulted from O3 pollution.
Key words:ozone;arbuscular mycor rhizae(AM);ho rsebean;grain weight;stress

　　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和汽车数量的急速增加 ,

近地层大气 O3 浓度日益升高 ,其危害的范围和程

度有日益扩大和加深之势.如长江三角洲地区 6 个

O3 监测点(佘山 、常熟 、建湖 、句容 、临安和嘉兴)

1999 ～ 2000 年日 7h 平均 O3 浓 度为 0.075

μL·L -1 ,最大 1h O3 浓度达到了 0.196μL·L-1[ 1] ,

造成该地区小麦产量损失约 66.93 万 t ,水稻损失

59.86万 t[ 2] .据预测 ,2020年我国原煤和石油消费

量将比 2004年增长 50%以上 ,汽车 NO x(O3 的前

体污染物)排放量将增加近 3 倍[ 3] ,届时大气 O3 浓

度将不可避免地继续增高 ,将导致我国东南沿海地

区粮食减产 30%左右[ 4] .因此在大气 O3 浓度持续

升高不可避免的情况下 ,如何减轻大气 O3 浓度升

高对农业生态系统的不利影响已迫在眉睫.

丛枝菌根(AM)在促进生态系统物质循环 、生

态系统恢复与重建 、提高植物抗逆能力等方面有积

极的作用[ 5 ～ 7] .农田不仅是 AM 真菌的重要资源

库 ,而且具有广泛的 AM 宿主和良好的环境条件 ,

因此 ,AM 对农业生态系统有很大的潜在影响力和

应用价值[ 8] .如果能充分利用 AM 增强植物抗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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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优势 ,通过生物手段达到减灾的目的 ,对于防范

O3污染将有积极的意义.然而 ,目前国内外有关这

方面的研究非常少 ,且结果也不一致[ 9 ,10] ,并不清

楚大气 O3 浓度升高对 AM 的功能是否有影响.本

研究通过自制的植物生长箱装置 ,观察大气 O3 浓

度升高条件下 AM 形成及功能的变化 ,为 AM 在抵

御O3 胁迫方面的应用提供理论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土壤

试验用土取自北京市海淀区清河营村附近 ,除

去植物根系和其它干扰物后 ,过 2m m 筛 ,部分土壤

在 120℃下高压湿热灭菌 25min ,备用.土壤理化性

质如下:pH(水∶土 =2.5∶1)为 8.0 , 有机质 21.8

g·kg -1 ,全氮 1.28 g·kg-1 ,有效磷 37.2 mg·kg-1 ,

有效钾 123.5 m g·kg -1.

1.2　供试作物

以蚕豆(Vicia faba L.)作为供试作物 ,选取籽

粒大小一致 、饱满的蚕豆种子 ,蒸馏水冲洗干净后 ,

用10%H2O2 表面消毒 10min ,再用蒸馏水冲洗干

净种子表面的 H2O2 ,在 25℃下避光萌发 48h ,然后

播种至盆钵中 ,每盆移栽 4粒种子 ,出苗生长稳定后

间苗至 2株.

1.3　实验容器

试验盆钵为 PVC 管 ,高 30cm ,直径 11cm ,底部

带 5mm 孔径 3个.每容器装土 2 kg ,置于自制的植

物生长箱中(1.2m×1.2m ×2.1m).箱顶内部有 12

盏分布均匀的钠灯 ,光强 80 μmol·(m2·s)-1 ,光照

时间 14h.O3 由臭氧发生器产生 ,以瓶装空气作为

O3发生器的气源 ,O3 由箱底部进入生长箱 ,进入前

先跟鼓风机吹进的空气混合 ,再经过箱子中下部起

混合作用的薄钢板(孔径 1mm),使 O3 与空气混合

均匀.箱子中部为带孔钢板(孔径 1mm),供放盆钵

和再次混匀气体.充分混匀后的气体进入生长室 ,生

长室内 O3 浓度由 O3 分析仪监测(M L9810 型 ,

ECOTECH 公司), O3 浓度通过空气钢瓶供气量的

大小和针型阀控制.生长箱顶部有排气通道 ,用于熏

蒸后废O3 气体的排放.

1.4　AM 菌剂

接种的丛枝菌根真菌(AMF)为 Glomus mosseae.

以三叶草为宿主 ,土-河砂混合物为培养基质扩繁菌

剂 ,培养后的基质和三叶草根系作为接种物.接种方

式为混合接种 ,接种菌剂量为容器土重的5%.

1.5　试验处理

试验共设12个处理 ,即土壤灭菌(+S)与不灭菌

(-S),接种 AM 真菌(+M)与不接种 AM 真菌

(-M),以及 3 个 O3 浓度:自然浓度(0.02±0.002)

μL·L-1 、低浓度(0.1±0.015)μL·L-1和高浓度(0.2

±0.03)μL·L
-1
.实验采用正交设计 ,每个处理有 6个

重复.蚕豆移栽后 15d开始 O3 熏气 ,每天熏气 8h

(09:00 ～ 17:00),共熏气 75d ,整个试验共持续90d.

1.6　收获和样品分析

将蚕豆地上 、地下部分开 ,分别称重.每个处理

称取湿根系 2g ,用于测定菌根侵染率 ,其余根系和

地上部于 70℃烘箱中烘 48h ,粉碎后用于各指标的

测试.土壤混合均匀后取土 50g 用于土壤AM 孢子 、

外生菌丝量的测定.具体测试指标及方法如下:①侵

染率采用交叉划线法
[ 11]
;②AM 外生菌丝量的测定

参考 Abbott 等的方法[ 12] ;③孢子数采用湿筛倾注

法[ 13] ;④蚕豆干生物量;⑤蚕豆结荚数和籽粒湿重;

⑥根瘤数.

1.7　数据统计及分析

采用SPSS 12.0分析软件对所有实验数据进行

显著性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大气 O3 浓度升高对AM 形成的影响

2.1.1　菌根侵染率的变化

在土壤灭菌不接种(+S-M)处理中 ,没有观察

到根系被侵染 ,但在土壤未灭菌未接种(-S-M)处

理中发现有根系被侵染 ,说明土壤中的土著微生物

具有一定的侵染能力(表 1).接种 AM 真菌后 ,侵染

率明显增加 ,其中灭菌土壤中侵染率更高 ,表明接种

的 AM 真菌有较强的活性和侵染能力 ,但在一定程

度上受土著微生物的影响.从表 1 还可看出 ,低 O3

浓度时菌根侵染率明显比自然浓度和高浓度 O3 时

低 ,而自然浓度与高浓度 O3 浓度时侵染率差异不

显著(p <0.05),这主要与根上及根内菌丝 、孢囊的

变化有关.检测时发现 ,在自然 O3 浓度时有大量的

　　 表 1　大气O3 浓度升高对菌根侵染率的影响
1)/ %

Table 1　Ef fect of elevated atmospheric O 3 on mycorrhizal

colonization/ %

处理
O3 浓度/μL·L-1

自然(0.02±0.002)低(0.1±0.015) 高(0.2±0.03)

-S-M 26.1±4.0a 18.7±6.4a 26.7±3.1a

-S+M 38.7±2.3a＊ 28.1±3.8b 37.3±4.1ab＊

+S-M 0 0 0

+S+M 56.7±4.2a＊ 40.0±3.8b＊ 58.6±100.7a＊

1)＊表示接种与不接种处理在 5%水平上差异显著;同一行中不同

小写字母表示不同O 3 浓度处理在 5%水平上差异显著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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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上与根内菌丝 ,在高浓度 O3 时则观察到了大量

的孢囊 ,而低浓度 O3 时 ,根系菌丝量和孢囊数都处

于较低的水平 ,所以 ,随着 O3 浓度的增加 ,尽管表

面上菌根侵染率变化不大 ,但体现侵染率高低的构

成要素却不同 ,这与 Duckmanton 等的结果相近[ 10] .

2.1.2　土壤中孢子数量的变化

本指标仅测定了土壤灭菌处理(+S -M ,

+S+M)中的 AM 孢子数量.在+S-M 处理中没

有观察到 AM 孢子.在+S+M 处理中 ,低浓度 O3

对孢子数量没有显著影响 ,但高浓度 O3 时的孢子

数分别比自然浓度和低浓度 O3 时增加 100%和

122%(图 1).由于 O3 渗透能力较弱 ,其对土壤中的

孢子直接影响甚微 ,所以 ,孢子数量的变化可能主要

与外生菌丝营养状况和生长环境变化有关 ,如 O3

胁迫下宿主分配到菌丝的养分下降导致孢子早熟 ,

根系分泌物发生改变影响孢子萌发等 ,孢子数量增

加可能是 AM 真菌的一种自我保护方式 ,在胁迫过

后的适宜条件下 ,孢子再继续萌发.

图 1　大气O3 浓度升高对土壤中AM孢子数的影响

Fig.1　Effect of elevated atmospheric O 3 on spore number

2.1.3　外生菌丝量的变化

在未灭菌土壤中 ,由于有大量的土著菌丝 ,为避

免测定时其它腐生菌菌丝对 AM 菌丝的干扰 ,本指

标的测定仅选择了土壤灭菌处理 , 即 +S -M 和

+S+M .在+S-M 处理中没有观察到有外生 AM

菌丝.在 +S +M 处理中 ,AM 的外生菌丝量随 O3

浓度升高而显著下降 ,低浓度和高浓度 O3 下的外

生菌丝量分别比自然浓度时下降 48.7%和 85.6%

(图 2).这可能是因为 AM 真菌是专性活体微生物 ,

生长严格依赖宿主植物的光合作用产物 ,而 O3 浓

度升高不但抑制植物的光合作用 ,而且还减少光合

产物向根系的分配
[ 14 ,15]

,导致供给 AM 真菌的“食

物”减少 ,从而使 AM 真菌活性下降 ,AM 菌丝生长

缓慢 ,或衰老加速.

图 2　大气 O3浓度升高对 AM外生菌丝量的影响

Fig.2　Ef fect of elevated atmospheric O 3 on AM hyphae grow th

2.2　大气 O3 浓度升高下AM 功能的变化

AM 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促进植物的生长 ,改善

植物的营养状况 ,增强植物的抗逆能力 ,提高植物产

量等诸多方面[ 16] ,本研究主要从植物生物量 、根瘤

数和籽粒产量 3 个指标反应大气 O3 浓度升高下

AM 功能的变化.

2.2.1　大气 O3 浓度升高对 AM 促进蚕豆生长的

影响

从表 2和表 3可以看出 ,与自然浓度相比 ,低浓

度 O3 使蚕豆的地上部分生物量稍有增加趋势 ,但

没有达到显著性差异(p<0.05),高浓度 O3 显著抑

制了蚕豆的地上和地下部的生长.土壤未灭菌时 ,接

种 AM 真菌仅对植物地下部分生长有显著的促进

作用 ,对地上部分的促进作用在高 O3 浓度下才表

现出来;土壤灭菌后 ,接种AM 真菌能显著促进3个

O3 浓度下蚕豆地上 、地下部的生长 ,这是由于土壤

灭菌后降低了土著微生物与 AM 真菌对资源和生

境的竞争 ,增加了 AM 真菌的接种效应.从 O3 浓度

变化看 ,O3 浓度升高对 AM 促进植物生长的相对作

用影响不大 ,如低 O3 浓度下 , +S+M 处理的地上

和地下部分的生物量分别比 +S -M 处理增加

24.4%和 60.9%;高 O3 浓度则分别增加 24.0%和

46.8%.

表 2　大气 O3浓度升高条件下 AM对蚕豆地上部

生长的影响/ g·pot-1

Table 2　Ef fect of AM on horsebean shoot grow th under elevated

atmospheric O 3/ g·pot -1

处理
O3 浓度/μL·L-1

自然(0.02±0.002)低(0.1±0.015) 高(0.2±0.03)

-S-M 4.32±0.36a 4.63±0.27a 2.56±0.09b

-S+M 5.18±0.56a 5.43±0.38a 4.96±0.31a＊

+S-M 3.76±0.22b 4.84±0.17a 3.84±0.18b

+S+M 5.26±0.43ab＊ 6.02±0.51 a＊ 4.76±0.3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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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大气O3 浓度升高条件下AM对蚕豆地下部

生长的影响/ g·pot-1

Table 3　Effect of AM on horsebean root grow th under elevated

atmospheric O3/ g·pot -1

处理
O 3 浓度/μL·L -1

自然(0.02±0.002)低(0.1±0.015) 高(0.2±0.03)

-S-M 1.58±0.12a 0.95±0.10b 0.48±0.055c

-S+M 1.82±0.18a ＊ 1.75±0.23a＊ 1.18±0.11b＊

+S-M 0.99±0.074b 1.33±0.10a 0.79±0.086c

+S+M 2.07±0.16a ＊ 2.14±0.22a＊ 1.16±0.094b＊

2.2.2　大气 O3 浓度升高对 AM 促进根瘤形成的

影响

由于土壤灭菌过程中杀死了包括固氮菌在内的

土著微生物 ,所以在土壤灭菌(+S-M 和+S+M)

处理中 ,未在根系上观察到根瘤.在未灭菌土壤中 ,

接种 AM 真菌明显促进了根瘤的形成 ,在自然 、低 、

高O3 浓度下 ,接种处理(-S+M)的蚕豆根瘤数分

别比不接种(-S-M)增加 5倍 , 2倍和 5倍(图 3),

这得益于 AM 真菌与根瘤菌的相互促进作用 ,根瘤

菌固氮促进植物的生长 , 并间接促使光合产物向

AM 真菌分配的增加 , AM 真菌活性的增强又促进

了根系的生长和更多根瘤的形成.随着 O3 浓度升

高 ,植物根瘤数显著下降 ,尤其-S+M 处理中根瘤

数下降明显 ,低 、高 O3浓度时的根瘤数分别为自然

浓度时的 51.8%和 35.7%,这与 O3 浓度升高对根

瘤形成影响较大 ,同时 AM 的促进作用使根瘤数基

数较大有关.但从不同 O3 浓度下接种与不接种的

差异看 ,O3 浓度升高对 AM 促进根瘤形成的相对作

用影响甚微.

图 3　大气O3 浓度升高条件下 AM对蚕豆根瘤形成的影响

Fig.3　Effect of AM on horsebean nodules number under

elevated atmospheric O 3

2.2.3　大气 O3 浓度升高对 AM 促进籽粒重量的

影响

由表 4可见 ,蚕豆结荚数随 O3 浓度升高呈下降

　　　　　表 4　大气 O3 浓度升高条件下 AM对蚕豆结荚的影响/个·pot-1

Table 4　Ef fect of AM on horsebean pod grow th under elevated

atmospheric O3/ numbers·pot-1

处理
O3 浓度/μL·L-1

自然(0.02±0.002)低(0.1±0.015) 高(0.2±0.03)

-S-M 4.0±0.43a 3.0±0.22b 1.0±0.16c

-S+M 5.2±0.49b＊ 6.6±1.04a ＊ 4.3±0.56c＊

+S-M 4.0±0.61b 4.0±0.49a 3.0±0.55b

+S+M 6.0±0.56a 6.0±0.45a ＊ 4.5±0.63b＊

趋势.在-S-M 处理中 ,低 、高 O3 浓度时的蚕豆结

荚数分别比自然浓度时下降 25%和 75%,表明在不

采取任何防范措施情况下 ,O3 浓度升高会抑制蚕豆

结荚.在不同 O3 浓度下 ,接种 AM 真菌均显著提高

了作物的结荚数量 , 如自然 、低 、高 O3 浓度下 ,

-S+M处理中的蚕豆结荚数分别比-S -M 处理

增加30%, 120%和333%,表明 AM 具有缓解O3胁

迫的作用 ,胁迫越严重 , AM 的相对促进作用越

明显.

表 5显示 ,低浓度O3就可使蚕豆籽粒重急剧下

降 ,并且随着 O3浓度的升高 ,这种下降趋势愈加明

显.在-S-M 处理中 ,低 O3 浓度时籽粒重比自然

浓度时下降 95.3%, +S-M 处理中也呈类似趋势 ,

说明 O3浓度升高对蚕豆饱实度影响较大.接种 AM

真菌后 ,在土壤未灭菌和灭菌条件下低浓度 O3 时

的蚕豆籽粒重分别比不接种增加 3.74 倍和

38.6%,高浓度 O3 时的蚕豆籽粒重分别比不接种

增加 6.41倍和 5.46 倍 ,表明接种 AM 真菌能显著

提高O3污染环境中作物的籽粒产量.从表5还可看

出 ,尽管接种 AM 真菌的作物籽粒重量随 O3 浓度

的升高呈现下降趋势 ,但差异不显著 ,而未接种 AM

真菌处理的作物籽粒重量下降明显(p <0.05),表

明 O3 浓度升高对 AM 促进蚕豆籽粒生长影响不

大 ,这对防范 O3 污染导致的农作物减产有积极

意义.
表 5　大气 O3浓度升高条件下 AM对蚕豆籽粒重量的影响/ g·pot-1

Table 5　Ef fect of AM on horsebean grain weigh t under elevated

atmospheric O 3/ g·pot -1

处理
O3 浓度/μL·L-1

自然(0.02±0.002)低(0.1±0.015) 高(0.2±0.03)

-S-M 11.16±1.043a 3.53±0.622b 2.1±0.316b

-S+M 14.00±2.113a 16.74±4.628a ＊ 15.55±1.81a＊

+S-M 10.71±2.104a 8.05±1.101b 1.78±1.536c

+S+M 16.37±1.768a＊ 11.16±1.430b 11.49±2.073b＊

3　讨论

3.1　大气 O3 浓度升高对AM 形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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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染率是表示 AM 真菌与植物根系建立共生

关系程度的指标.AM 真菌侵染植物的程度与植物

表现出的受益程度呈曲线关系
[ 17]
,因此侵染率高低

对AM 的功能非常重要.O3 浓度升高除低浓度 O3

时有所下降 ,对表面上的侵染率影响不大(表 1),但

体现侵染率高低的要素构成发生了变化 ,主要表现

在菌丝量的下降和孢囊的增加 , 这同 Duckmanton

等在糖槭树幼苗的研究结果类似[ 10] .土壤灭菌后菌

根侵染率比不灭菌高 ,表明土著微生物对接种效果

有一定的影响 ,但从实验结果看 ,该 AM 真菌对促

进植物抗 O3 胁迫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孢子和外生菌丝是 AM 功能的重要基础结构.

孢子数量随大气 O3 浓度升高呈增加趋势 ,可能有

以下 2个原因:①O3 浓度升高导致光合作用下降 ,

影响光合产物向根系(包括菌丝)的分配
[ 14 , 15]

,AM

真菌生长受到胁迫 ,促使孢子早熟;②O3 胁迫导致

根系分泌物成分和数量变化 ,而孢子萌发受根系分

泌物影响
[ 18]
,进而影响孢子萌发 ,造成土壤中孢子

数量增加.在其它研究中也发现有 AM 孢子为躲避

逆境胁迫而推迟萌发的类似现象[ 19] .外生菌丝量的

大小直接关系到 AM 触及土壤的范围 ,对养分和水

分的获取 、根际微环境的改善等有着重要意义[ 20] .

此外 ,外生菌丝对根系的侵染和再侵染还是 AM 形

成的主要途径 ,所以外生菌丝不但关系 AM 共生体

的形成 ,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AM 的功能.外

生菌丝量随 O3 浓度升高呈下降趋势 ,主要是由于

O3浓度升高抑制了植物的光合作用和光合产物向

根系的分配
[ 14 , 15]

,进而导致分配到 AM 真菌的光合

产物下降 ,而 AM 真菌是专性活体微生物 ,生长严

格依赖宿主植物的光合作用产物 ,所以 AM 真菌的

活性和生长无疑受到了影响;此外 ,一部分外生菌丝

由孢子萌发产生 ,如果孢子萌发下降也会影响外生

菌丝量.

3.2　大气 O3浓度升高下 AM 功能的变化

无论土壤灭菌和接种与否 ,随着 O3 浓度的增

加 ,蚕豆地下生物量 、根瘤数 、蚕豆结荚数和籽粒重

量(-S+M 除外)都呈明显的下降趋势 ,表明 O3 浓

度升高不仅抑制了植物生长 ,而且导致作物产量下

降 ,这已在许多作物上如水稻 、大豆 、小麦和马铃薯

被证实
[ 21～ 23]

.

尽管 O3 浓度升高影响了外生菌丝的生长 ,但

不同 O3 浓度下接种 AM 真菌仍能明显促进蚕豆地

上和地下部的生长 ,尤其对蚕豆地下部分的促进较

大(表 2和表 3),这可能是因为接种 AM 真菌有效

改善了根系微环境 ,促进了根系对水分和养分的吸

收.由于接种 AM 真菌的蚕豆根系生物量的增加 ,

使更多的根瘤菌有机会侵染根系形成根瘤 ,因此根

瘤数显著增加 ,是未接种处理的 3 ～ 6倍(图 3).无

论是从蚕豆的结荚数量(表 4)还是籽粒重量(表 5)

上看 ,接种 AM 真菌都能有效减轻大气 O3 污染导

致的减产效应 ,且随着 O3 浓度的增加 , 胁迫的加

重 ,这种缓解效应愈加明显 ,尤其是在-S+M 处理

中并未观测到籽粒重量随 O3 浓度升高而明显下

降.从农业生产角度来看 ,这对 O3 污染高发区作物

减产的防护可能具有积极意义.从土壤灭菌与否来

看 ,不灭菌时土著微生物对接种的 AM 真菌还是有

一定的影响 ,所以 ,还需要筛选和驯化活性更强的

AM 真菌 ,提高其在实际应用中的竞争力.

4　结论

尽管大气 O3 浓度升高对 AM 孢子 、外生菌丝

量 、侵染率构成等有一定影响 ,土著微生物也会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接种效果 ,但接种 AM 真菌(Glomus

mosseae)仍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 O3对植物的胁迫 ,

尤其对结荚数和籽粒重量的影响 , 即使在 0.2

μL·L-1高浓度 O3 时 , AM 的相对促进作用也非常

明显 ,这使O3 污染高发区采取 AM 措施缓解 O3 导

致的作物减产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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