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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料种植淮山药根际土壤细菌多样性的
高通量测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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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南宁 530007）

摘要：【目的】比较淮山药袋料种植方法与常规定向结薯种植方法的根际土壤微生物种群多样性，为利用微生物

多样性指导淮山药袋料种植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集常规淮山药定向结薯种植的根际土壤样品（记为CK3）和袋料

种植的根际土壤样品（记为A3），对土壤样品中细菌的16S rDNA序列V4高变区进行PCR扩增，并对扩增产物进行高

通量测序，分析土壤样品中细菌群落的多样性及其分布规律。【结果】CK3的pH为6.21，有机质含量为32.2 g/kg；A3的

pH为5.98，有机质含量为30.0 g/kg。2种不同种植方法下淮山根际土壤样品中共检测出细菌41门100纲147目292科

530属。淮山药根际土壤细菌在门水平上的主要优势类群有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酸杆菌门（Acidobacteria）、放

线菌门（Actinobacteria）、绿弯菌门（Chloroflexi）和芽单胞菌门（Gemmatimonadetes）；在纲水平上的主要优势类群有α-

变形菌纲（Alphaproteobacteria）、γ-变形菌纲（Gammaproteobacteria）、β-变形菌纲（Betaproteobacteria）、放线菌纲（un-

identified-Actinobacteria）和δ-变形菌纲（Deltaproteobacteria）等。在门和纲分类水平上，2种种植方法淮山药根际土壤

样品中细菌的优势菌群相似，相对丰度差异不显著（P>0.05），CK3的细菌多样性高于A3。【结论】淮山药袋料种植方

法可行，可在旱坡地和石山地等非耕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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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 analysis of rhizosphere soil
bacterial diversity of yam planting in bag material

LAO Cheng-ying，WEI Ben-hui，ZHOU Ling-zhi，SHEN Zhang-you，
LI Yan-ying，HU Po，HUANG Yu-lan，ZHOU Jia*

（Cash Crops Research Institute，Guangxi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Nanning 530007，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 microbial population diversity in rhizosphere soil between bag material and conventional
orientation in yam planting was compared in order to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on the utilization of soil microbial diversity
to plant yam in bag material.【Method】Rhizosphere soil samples from conventional orientation planting method of yam
（marked as CK3）and from bag material planting method of yam（marked as A3）were collected in the field. The 16S
rDNA sequence V4 high-variable region of rhizosphere soil bacteria in two kinds of different planting methods were ampli-
fied by PCR，and then the products of PCR amplification were sequenced with high throughput to analyze the diversity
and distribution of bacterial community in soil.【Result】The pH value of CK3 sample was 6.21，organic matter content
was 32.2 g/kg；the pH value of A3 was 5.98，organic matter content was 30.0 g/kg. A total of 530 genera，292 families，147
orders，100 classes and 41 phyla of bacteria were detected in the two soil samples. The advantage groups in rhizosphere
soils of yam were Proteobacteria，Acidobacteria，Actinobacteria，Chloroflexi and Gemmatimonadetes on the phylum level.
The advantage groups in rhizosphere soils of yam were Alphaproteobacteria，Gammaproteobacteria，Betaproteobacteria，
unidentified-Actinobacteria and Deltaproteobacteria on the class level. The structure and composition of bacterial commu-
nity in rhizosphere soil samples of different planting methods were similar，the relative abundance of the different planting
methods had no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the phylum and class level（P>0.05）. Bacterial diversity of CK3 was higher 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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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淮山药（Dioscorea opposita Thunb.）

隶属于薯蓣科薯蓣属，为一年生或多年生单子叶缠

绕性藤本植物，可食用部分为肥厚的块茎，药食同源

（Hsu et al.，2003），是美味滋补的佳肴，具有较好的

经济价值和市场前景（赵令敏等，2019）。但淮山药

茎块多数是在疏松的土壤条件下垂直向下生长，种

植和采收均需挖深沟，耗时费力（韦本辉，2013）。为

降低种植和采收难度，减少种植和收获成本，韦本辉

等（2005）发明了淮山定向结薯栽培方法，该方法种

植的淮山药商品薯率高，可促进淮山药产量增加、品

质改善，并可较大幅度节约人工和成本投入。目前，

该方法已在南方淮山药产区大面积推广使用。淮山

药袋料种植方法是韦本辉等（2016）在定向结薯栽培

方法基础上的另一种创新，该方法能按照品种、种植

密度和生态区域的不同，设计不同规格的袋料，在袋

料上种植淮山药，并获得产量。土壤微生物可作为

土壤肥力的重要衡量指标，对维持土壤生态功能起

到重要作用（Nannipieri et al.，2003），同时也是评价

土壤质量和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指标（Kennedy and

Smith，1995），因而袋料的肥力状况可通过袋料中土

壤微生物进行评价。研究表明，影响土壤微生物种

群结构和多样性的因素有多种，可分为自然因素和

人为因素两大类。自然因素包括土壤类型、植被类

型、温度、湿度和pH等；人为因素包括施肥、除草、农

药施用、间套种等人类对土壤的管理利用（赵柏霞，

2012）。不同的土壤处理方式、土地耕作方法和管理

方式等对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不同，Sun等

（2004）对6个农业生态系统的土壤进行施用有机肥、

化肥和石灰等处理的研究，以未经处理的土壤微生

物群落为对照，施用有机肥的土壤微生物群落多样

性与对照相似，施用石灰对微生物群落多样性的影

响较小，但施用化肥的土壤微生物群落多样性与对

照存在明显差异。传统耕作土壤中细菌的数量和多

样性均低于免耕土壤，耕作可显著降低土壤中的细

菌多样性，且对非根际土壤中细菌的影响比对根际

土壤中细菌的影响更显著（Lupwayi et al.，1998）。

淮山药袋料种植方法通过人为铺设的塑料膜，为淮

山药的生长发育创造了一个与常规方式（淮山药定

向结薯种植方法）相对不一样的半封闭环境，这种土

壤环境的改变，对土壤微生物的生长生存造成一定

影响。因此，探讨淮山药袋料种植方法和定向种植

方法下淮山药根际土壤酸度、有机质含量及微生物

的种群多样性，对拓宽淮山药的种植用地范围，避免

与主要粮食作物抢占耕地具有重要意义。【前人研究

进展】高通量测序技术具有可全面、准确获得微生物

群落结构信息的特点，已广泛应用于微生物研究中

（赵帅等，2016；戴雅婷等，2017；李岩等，2018；任天

宝等，2018）。刘元等（2018）采用高通量测序技术分

别对怀山药和菜山药根茎中的内生细菌16S rDNA

V4区域进行扩增和测序，结果显示怀山药内生菌多

样性大于菜山药，怀山药和菜山药根茎中的优势菌

属均为狭义梭菌属（Clostridium sensu stricto 1）。康

捷等（2019）应用高通量测序技术对麻山药在苗期、

花期和收获期时根际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变化进行

研究，结果表明细菌多样性和丰富度在麻山药不同

生长时期内变化不显著，麻山药根际细菌群落的最

优势菌群是变形菌门和酸杆菌门。雷锋杰等（2019）

使用第二代高通量测序技术分析野生抚育模式、农

田栽参模式和伐林栽参模式3种不同栽培模式下人

参根部内生细菌和真菌的丰度和多样性，结果显示

野生抚育模式下人参根部内生细菌和真菌的Chao1、

ACE和Shannon指数值均高于伐林栽参模式，农田栽

参模式下这3种指数均最低，表明栽培模式能显著影

响人参根部内生菌的形成和多样性。许姗姗等

（2019）通过高通量测序方法研究云南昭通苹果栽培

模式与根际土壤微生物菌群的关系，结果表明不同

栽培模式影响根际土壤微生物种群，从而影响苹果

的生长。张红霞等（2019）采集山药连作2年的植株

根际土壤及根茎，采用高通量测序技术研究根际土

壤细菌多样性，结果表明山药根际土壤细菌优势群

落为变形菌、绿弯菌、酸杆菌和放线菌。【本研究切入

点】高通量测序技术可产生测序覆盖度更高的基因

数据，在细菌群落组成研究中能真实地反映环境中

细菌群落的丰度和多样性。目前，针对不同种植方

法下淮山药根际土壤细菌多样性的高通量测序分析

that of A3.【Conclusion】The bag material planting method of yam is feasible，and can be applied in uncultivated areas
such as dry slope land and stony hillside.

Key words：yam；bag material planting method；rhizosphere soil；bacteria diversity；high throughput sequencing
Foundation item：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31860347）；Guangxi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2018GXNSFAA281012）；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Project of Guangxi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Guinongke2017JM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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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鲜见报道。【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基于Illumina

HiSeq测序平台，采用双末端测序（Paired-End）的方

法，对淮山药根际土壤细菌的16S rDNA序列V4高变

区进行PCR扩增，并对扩增产物进行高通量测序，分

析淮山药袋料种植与常规定向种植方法下淮山药根

际土壤细菌群落多样性和分布规律，了解2种不同种

植方法下淮山药根际土壤细菌群落的结构、物种组

成及差异，探究根际土壤细菌与淮山药的相互关系，

为利用微生物多样性指导淮山药袋料种植提供科学

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供试材料为桂淮2号淮山药。

1. 2 淮山药种植

1. 2. 1 淮山药定向种植 起垄后在距垄斜面

15 cm左右深处铺设塑料薄膜或其他硬质材料，其斜

度与水平面成35°左右，在硬质材料上覆土3 cm左右

后播种淮山药种薯，淮山药结薯时块茎将顺着硬质

材料定向伸长生长。

1. 2. 2 淮山药袋料种植 先在土壤上开出一条深

20~30 cm，长1.0~1.2 m、坡度10~15°的种植槽，种植

槽内铺设经裁制好的塑料膜，并用圆形木条或铁管

压紧，然后填满细松土并在膜内施入肥料，混合形成

袋料，最后将塑料膜交叠呈袋状，头部的塑料膜上种

植种薯，种薯上覆盖土壤6~8 cm。

1. 3 土壤样品采集

于收获期（2018年4月15日）从广西南宁市隆安

县那桐镇大滕村采集淮山药根际土壤。采自淮山药

定向种植的土壤样品标记为CK3，采自淮山药袋料

种植的土壤样品标记为A3，2种栽培方式的田间管

理一致。采集20 cm深的根际土壤，每个小区随机选

取5个点的土壤混合成1个样品置于50 mL的无菌管

中，并迅速放在液氮中运回实验室。土壤样品过

2 mm筛，去除淮山药土壤样品中的杂物后分为2份，

一份冻存于-80 ℃冰箱，用于高通量测序进行土壤

微生物分析；另一份用于土壤pH和有机质含量测定。

1. 4 土壤样品pH和有机质含量测定

采用电极电位法测定土壤样品pH，用水合热重

铬酸钾氧化—比色法测定土壤样品有机质含量（鲍

士旦，2000）。

1. 5 土壤样品细菌16S rDNA扩增子V4高变区

测序及多样性分析

提取土壤的总DNA，针对细菌16S rDNA扩增

子序列V4区域，利用Illumina HiSeq测序平台进行双

末端测序。通过对Reads拼接过滤、操作分类单元

（OTUs）聚类、物种注释和丰度进行分析，根据物种

注释结果，选择每个土壤样品在不同分类水平上丰

度排名靠前的物种绘制相对丰度柱形图；再对OTUs

进行Alpha多样性指数等的统计和分析。样品测序

服务委托北京诺禾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完成。

2 结果与分析

2. 1 土壤样品pH和有机质含量测定结果

2种淮山药种植方法土壤样品的测定结果显

示，CK3的pH为6.21，有机质含量为32.2 g/kg；A3的

pH为5.98，有机质含量为30.0 g/kg。经方差检验分

析，2种种植方法的土壤样品pH存在显著差异（P<

0.05，下同），而有机质含量差异不显著（P>0.05，下同）。

2. 2 土壤样品细菌种群多样性分析结果

2. 2. 1 OTU分析结果 对所有样品的有效数据进

行聚类，以97%的一致性将序列聚类成为OTUs，共

获得5203个OTUs，其中，CK3包含4717个OTUs，A3

包含4557个OTUs。为分析不同样品间共有和特有

的OTUs，将所有样品进行均一化处理后绘制韦恩图

（图1）。图1显示，CK3和A3有4071个共有OTUs，

CK3和A3特有的OTUs分别为646和486个，表明淮山

药定向种植的土壤细菌多样性高于袋料种植。

2. 2. 2 淮山药根际土壤细菌多样性分析结果 Chao1

指数表示细菌群落的丰富度，其值越高表示细菌群

落物种的丰富度越高，细菌数量越多。图2显示2个

样品的细菌群落丰富度均随着测序深度的增加而增

加并逐渐趋于平缓，说明测序数据量足够反映出土

壤样品中的物种组成特征。Shannon指数表示样品

的细菌多样性程度，指数越高表示细菌群落的物种

多样性越高，分布也越均匀。图3显示，当2个样品的

Shannon指数曲线最终趋于平缓时，定向种植的土壤

图 1 土壤样品细菌OTUs韦恩图
Fig.1 Venn graph of bacteria OTUs from soil samples

劳承英等：袋料种植淮山药根际土壤细菌多样性的高通量测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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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多样性程度高于袋料种植。

2. 2. 3 在门水平上的细菌群落丰度分析结果 在

门水平上，CK3共获得41个类群，A3共获得36个类

群。其中，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酸杆菌门（Aci-

dobacteria）、放线菌门（Actinobacteria）、绿弯菌门

（Chloroflexi）和芽单胞菌门（Gemmatimonadetes）为

主要优势类群，5个优势类群在CK3和A3中的相对丰

度 分 别 为 40.90% 和 40.77%、14.40% 和 16.36%、

14.84%和12.93%、9.08%和9.45%、3.88%和4.52%，

CK3和A3的土壤样品中5个优势细菌门的相对丰度

之和分别占土壤样品细菌总丰度的 83.10% 和

84.03%。图4为门水平下相对丰度水平位于前10的

细菌群落。

将门水平上平均相对丰度<1%的类群归类为其

他，CK3共获得10个类群，A3共获得11个类群。经方

差检验分析，2种种植方法的根际土壤样品细菌群落

在门水平上各类群平均相对丰度差异不显著。

2. 2. 4 在纲水平上的细菌群落丰度分析结果 在

纲水平上，CK3获得98个类群，A3获得91个类群，二

者合计共100个类群。其中，α-变形菌纲（Alphapro-

teobacteria）、γ-变形菌纲（Gammaproteobacteria）、β-

变形菌纲（Betaproteobacteria）、放 线 菌 纲（unidenti-

fied-Actinobacteria）和δ-变形菌纲（Deltaproteobacte-

ria）等5个细菌纲为主要优势类群，这5个优势类群在

CK3和A3中的相对丰度分别为15.99%和16.84%、

11.10% 和 9.99%、9.33% 和 9.50%、9.71% 和 8.15%、

4.42%和4.38%，CK3和A3的土壤样品中5个优势细

菌纲的相对丰度之和分别占土壤样品细菌总丰度的

50.55%和48.86%。图5为纲水平下相对丰度水平位

于前20的细菌群落。

将纲水平上平均相对丰度<1%的类群归类为其

他，CK3共获得21个类群，A3共获得22个类群。经方

差检验分析，2种种植方法的根际土壤样品细菌群落

在纲水平上各类群平均相对丰度差异不显著。

2. 2. 5 在目水平上的细菌群落丰度分析结果 在

目水平上，CK3共获得144个类群，A3共获得134个类

群，二者合计共147个类群。其中，黄单胞菌目（Xan-

thomonadales）、红螺菌目（Rhodospirillales）、根瘤菌

目（Rhizobiales）、伯克氏菌目（Burkholderiales）和芽

单胞菌目（Gemmatimonadales）等5个细菌目的相对

丰度较高，5个细菌目在CK3和A3的相对丰度分别为

8.80% 和 8.27%、6.26% 和 6.68%、5.46% 和 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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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种植方法淮山药根际土壤细菌群落的丰富度分析
Fig.2 Bacteria community richness analysis of rhizosphere

soils of different planting patterns of yam

图 3 不同种植方法淮山药根际土壤细菌群落的多样性分析
Fig.3 Bacteria community diversity analysis of rhizosphere

soils of different planting patterns of yam

图 4 在门水平上相对丰度前10的细菌群落柱状图
Fig.4 Top 10 of relative abundance histogram of bacteria com-

munity on the phylum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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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在纲水平上相对丰度前20的细菌群落柱状图
Fig.5 Top 20 of relative abundance histogram of bacteria com-

munity on the class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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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和4.00%、3.78%和4.38%，CK3和A3的土壤样

品中5个细菌目的相对丰度之和分别占土壤样品细

菌总丰度的28.78%和29.18%。图6为在目水平下相

对丰度水平位于前30的细菌群落。

2. 2. 6 在科水平上的细菌群落丰度分析结果 在

科水平上，CK3获得282个类群，A3获得265个类群，

二者合计共292个类群。其中，黄单胞菌科（Xantho-

monadaceae）、芽单胞菌科（Gemmatimonadaceae）、酸

杆菌科（Acidobacteriaceae）、Solibacteraceae、小单孢

菌科（Micromonosporaceae）和鞘脂单胞菌科（Sphin-

gomonadaceae）等6个细菌科的相对丰度较高，6个细

菌科在CK3和A3的相对丰度分别为6.08%和5.29%、

3.78% 和 4.38%、3.65% 和 4.19%、2.92% 和 4.43%、

3.37%和3.10%、3.01%和3.11%，CK3和A3的土壤样

品中6个细菌科的相对丰度之和分别占土壤样品细

菌总丰度的22.81%和24.50%。图7为在科水平下相

对丰度水平位于前30的细菌群落。

2. 2. 7 在属水平上的细菌群落丰度分析结果 在

属水平上，CK3获得500个类群，A3获得449个类群，

二 者 合 计 共 530 个 类 群 。 其 中 ，水 恒 杆 菌 属

（Mizugakiibacter）、鞘氨醇单胞菌属（Sphingomo-

nas）、热酸菌属（Acidothermus）、不动杆菌属（Aci-

netobacter）、Bryobacter、Candidatus solibacter、Burk-

holderia-Paraburkholderia、Haliangium、芽单胞菌属

（Gemmatimonas）和Rhizomicrobium等10个细菌属的

相对丰度较高，10个细菌属在CK3和A3的相对丰度

分 别 为 3.65% 和 3.66%、2.61% 和 2.95%、2.10% 和

2.03%、1.80% 和 2.26%、1.42% 和 2.16%、1.30% 和

2.01%、1.58% 和 1.40%、1.33% 和 1.58%、1.50% 和

1.38%、0.95%和1.37%，CK3和A3的土壤样品中10个

细菌属的相对丰度之和分别占土壤样品细菌总丰度

的18.24%和20.80%。图8为在属水平下相对丰度水

平位于前30的细菌群落。

3 讨论

本研究采用高通量测序对淮山药定向种植和

袋料种植方法的根际土壤细菌多样性及其分布规律

进行研究，分析2种不同种植方法淮山药根际土壤细

菌在门、纲、目、科、属不同分类水平上的优势类群，

研究共检测出包含变形菌门、酸杆菌门和放线菌门

等优势菌门在内的41门细菌，其中变形菌门的相对

丰度最高，该结果与Constancias等（2015）、Docherty

等（2015）的研究结果一致；也与康捷等（2019）对麻

山药不同生长时期根际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研究结

果一致。本研究中，定向种植方法土壤样品的变形

菌门相对丰度为40.90%，稍高于袋料种植的40.77%，图 6 在目水平上相对丰度前30的细菌群落柱状图
Fig.6 Top 30 of relative abundance histogram of bacteria com-

munity on the order level

图 7 在科水平上相对丰度前30的细菌群落柱状图
Fig.7 Top 30 of relative abundance histogram of bacteria com-

munity on the family level

图 8 在属水平上相对丰度前30的细菌群落柱状图
Fig.8 Top 30 of relative abundance histogram of bacteria com-

munity on the genus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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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s
Ralstonia
Luedemannella
unidentified_Nitrospiraceae
Pseudomonas
Alkanindiges
Ramlibacter
Pseudolabrys
Halomonas
Streptomyces
Delftia
Phyllobacterium
Rhodoplanes
Paeniclostridium
Reyranella
unidentified_TK10
H16
Bradyrhizob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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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izomicrobium
Gemmatimonas
Haliangium
Burkholderia-Paraburkholderia
Rhodanobacter
Candidatus_Solibacter
Flavobacterium
Bryobacter
Acidibacter
Acidothermus
Sphingomonas
Mizugakiibac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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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定向种植中的酸杆菌门相对丰度（14.40%）低于袋

料种植（16.36%）。逄好胜（2016）研究认为，变形菌

门属于嗜营养菌，能在含碳量高的环境中快速生长，

而酸杆菌门是贫营养菌，其数量受土壤酸碱度的影

响，与土壤有机碳含量呈反比。本研究定向种植土

壤样品的pH为6.21，有机质含量为32.2 g/kg，而袋料

种植土壤样品的pH为5.98，有机质含量为30.0 g/kg，

说明定向种植的土壤有机质含量稍高，变形菌门的

相对丰度也稍高，而袋料种植的土壤有机质含量和

pH稍低，因此酸杆菌门的相对丰度稍高，该结果与

逄好胜（2016）的研究结果相吻合。

本研究共检测出包含α-变形菌纲和γ-变形菌纲

等优势菌纲在内的100纲；黄单胞菌目和红螺菌目等

优势菌目在内的147目，黄单胞菌科和芽单胞菌科等

优势菌科在内的292科，水恒杆菌属和鞘氨醇单胞菌

属等优势菌属在内的530属。在属水平上相对丰度

最高的水恒杆菌属隶属于变形菌门伽马变形菌纲黄

单胞菌目，2014年鉴定命名，此属已鉴定1种，属名中

的水恒指的是日本国山梨县水恒湖，菌名中或可加

上“湖”（万云洋等，2017），但未查阅到Rhizomicro-

bium相关特性的报道。在门和纲分类水平上，2种种

植方法土壤样品细菌群落各优势类群的相对丰度差

异不显著，表明2种不同种植方法土壤中细菌的优势

类群相似，但整体上看，定向种植的根际土壤细菌群

落多样性高于袋料种植。

4 结论

与常规定向种植相比，袋料种植方法的淮山药

根际土壤有机质和pH略低，在门和纲分类水平上，

2种种植方法土壤样品细菌群落各优势类群的相对

丰度差异不显著，细菌的优势类群相似。实际应用

中可选择合适的土壤进行袋料种植，并施用有机肥

料，从而促进淮山药的生长。因此，淮山药袋料种植

方法可行，可在旱坡地和石山地等非耕地应用，以拓

宽淮山药的种植用地范围，不与主要粮食作物抢占

耕地，丰富淮山药栽培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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