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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沼肥与钾肥配施对不同基因型玉米叶片保护酶及土壤酶活性的影响，为沼肥与钾肥配施在东

北春玉米生产中的应用提供参考。【方法】选用玉米郑单958（紧凑型）和丰禾1号（平展型）为供试材料，采用盆栽方式，

设A1（单施沼肥）、A2（沼肥与钾肥配施）和A3（单施钾肥）3个施肥处理，以不施肥为对照（CK）。于玉米三叶期后0、

8、16和24 d取叶片测定抗氧化酶活性，并于三叶期后0、10、20和30 d取土样测定土壤酶活性。【结果】在不同施肥处理

条件下，两供试玉米品种幼苗叶片的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和过氧化物酶（POD）活性均随生长天数的增加逐渐升

高，各处理提升叶片SOD和POD活性的效果表现为A2>A3>A1>CK。随着玉米幼苗的生长，两供试玉米品种各处理

的叶片MDA含量逐渐增加，但与CK相比，各施肥处理整体上可降低叶片MDA含量，且均以A2处理的MDA含量最

低。同时，随着施肥时间的推移，玉米根际土壤蔗糖酶、过氧化氢酶和脲酶活性均逐渐增加，不同施肥处理对土壤酶

活性的提升效果表现为A2>A3>A1>CK。【结论】适当施用肥料有利于提高东北春玉米幼苗叶片的保护酶活性及玉米

根际土壤酶活性，其中以沼肥与钾肥配施的效果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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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Effects of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biogas manure and potassium fertilizer on the protective en-
zymes in maize leaf of different genotypes and soil enzyme activity were studie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biogas manure and potassium fertilizer in planting of spring maize in northeast China.【Method】Zhengdan 958（com-
pact type）and Fenghe 1（flat-unfolded type）were chosen as experimental materials. The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in
pot under four treatments including A1（single application of biogas manure），A2（combined application of biogas manure
and potassium fertilizer），A3（single application of potassium fertilizer）and CK（no fertilizer）. The activity of antioxidant
enzymes was detected 0，8，16 and 24 d after three-leaf period of maize，and that of soil enzymes was measured 0，10，
20 and 30 d after three-leaf period.【Result】Activities of superoxide dismutase（SOD）and peroxidase（POD）in leaves of
two tested maize varieties increased as the days spent under different fertilization treatments，and the increasing effects of
SOD and POD activities on leaf were A2>A3>A1>CK. With the growth of maize seedlings，content of malondialdehyde
（MDA）in leaves of two tested varieties increased gradually. Compared with CK，content of MDA in leaves under all
treatments decreased on a whole，with that under A2 treatment the lowest. At the same time，with the increase of fertiliza-
tion time，activity of invertase，catalase and urease of maize rhizosphere soil increased gradually，and the increasing ef-
fects of different fertilization treatments on soil enzyme activity showed A2>A3>A1>CK.【Conclusion】Appropriate appli-
cation of fertilizers can improve the protective enzyme activity in leaf of spring maize seedlings and invertase activity of
maize rhizosphere soil，and the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biogas manure and potassium fertilizer presents the optimal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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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世界农业发展实践证明，施用化肥

可促进玉米高产、稳产，是提高玉米产量的前提条

件。但在实际生产中存在大量、甚至超量施用化肥的

现象，造成资源浪费及环境污染等负面影响，沼肥与

化肥混合施用是改善上述状况的良好方式。沼肥不

仅含有腐殖质、有机质，还含有硼、铜、铁、锰、钙、锌等

多种元素（李丙智等，2010），这些物质可促进作物的

生理生化反应，增强植物抗冻、抗旱能力，减少病虫害

发生。将沼肥与钾肥配制成有机无机复混肥，可集结

有机肥和无机肥的优点，既能提供植物生长发育所需

要的养分，又有助于土壤中有机质的更新和激活，因而

使土壤养分得到充分利用。因此，探讨沼肥与钾肥配

施对玉米生长及土壤酶活性的影响，对玉米生产中肥

料的合理施用及玉米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均具有重要

意义。【前人研究进展】有关有机无机复混肥对作物生

长及土壤酶活性影响的研究，冯伟等（2011）研究发

现，基施沼液氮肥，再追施化学氮肥能显著提高冬小

麦土壤脲酶和蛋白酶活性；姜丹丹（2013）研究发现，

厩肥与无机肥混合施用能增加土壤脲酶、蔗糖酶、多

酚氧化酶和过氧化氢酶活性，其中以猪厩肥的效果最

佳；艾俊国（2014）研究了化肥与沼肥不同配比对春玉

米生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二者比例为2∶8时，春玉米叶

片的抗氧化酶活性最高；张世明等（2016）研究表明，化

肥和沼肥比例为1∶3时，棉田土壤的脲酶、过氧化氢酶

和磷酸酶活性最强；姜佰文等（2016）研究了有机肥氮

和尿素氮混合配施对玉米土壤酶活性的效果，结果表

明，混合施肥能明显提升土壤酶脲酶、蔗糖酶和过氧

化氢酶活性；汪帆等（2016）研究表明，不同的复混肥

及其不同施用方式均会对土壤养分含量和土壤酶活性

产生显著影响；万海文等（2017）研究表明，在基肥为尿

素的基础上追施沼液，能提高小麦的土壤酶活性。

【本研究切入点】东北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农业基地，

是我国玉米、大豆等作物的主要产区，但至今未见沼肥

与钾肥配施对玉米叶片抗氧化酶及土壤酶活性影响

的研究报道。【拟解决的关键问题】以不同株型玉米丰

禾1号和郑单958为研究对象，通过盆栽试验，探讨沼

肥与钾肥配施对玉米叶片抗氧化保护酶系统及土壤

酶活性的影响，明确沼肥与钾肥配施增效机理，为沼

肥与钾肥配施在东北春玉米种植中的应用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供试玉米品种为平展型品种丰禾1号和紧凑型

品种郑单958，分别由黑龙江省双城市丰禾玉米研究

所和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提供。

供试肥料为沼肥和钾肥。沼肥为沼渣和沼液

的混合物，经作物秸秆、人畜排泄物和少量绿肥厌氧

发酵后形成，外观细腻均匀，无明显粪臭味；其养分

含量为：全氮13.47 g/kg，全磷6.26 g/kg，全钾8.10

g/kg，有机质228.70 g/kg，速效氮1082.10 mg/kg，速

效磷1274.30 mg / kg，速效钾1688.20 mg / kg，水分

73.9%，pH 7.5，由黑龙江省海林农场绿源沼气站提

供。钾肥为K2SO4，含K2O 50%。

1. 2 试验方法

试验于2015~2016年在东北农业大学农学院盆

栽试验场进行，试验土壤取自东北农业大学试验农

牧场，属沙质土壤，肥力中等，养分含量：有机质

26.45 g/kg，全氮1.85 g/kg，速效钾185.47 mg/kg，速

效磷65.13 mg/kg，pH 6.78。

试验采用盆栽育苗，培养盆半径15 cm、深40

cm，覆土质量5 kg，每盆1株。试验设3个施肥处理：

A1，单施沼肥，每株25.0 g；A2，沼肥与钾肥配施，每

株25.0 g沼肥+0.5 g K2SO4；A3：单施钾肥，每株1.0 g

K2SO4。以不施肥为对照（CK）。3次重复。其中，沼

肥用量基于前期预备试验结果筛选确定，钾肥用量

结合黑龙江省玉米苗期钾肥施用量推算得出。于5

月2日施肥，具体方法为：用蒸馏水将各处理肥料稀

释至500 mL，均匀浇入盆中。次日，挑选籽粒饱满

的玉米种子，经2%次氯酸钠溶液消毒 5 min，用蒸馏

水冲洗干净，种于培养盆中，并保证播深与种子间距

一致；出苗后每盆定苗4株。分别于玉米幼苗三叶期

后0（施肥后17 h，下同）、8、16和24 d取叶片测定超

氧化物歧化酶（SOD）和过氧化物酶（POD）活性及丙

二醛（MDA）含量，并于玉米三叶期后0、10、20和

30 d取土壤样品测定土壤酶活性。

1. 3 测定项目及方法

1. 3. 1 叶片取样及指标测定 玉米叶片取样选择

倒二叶（Giannopolitis and Ries，1977）。叶片SOD活

性采用氮蓝四唑（NBT）法测定；POD活性采用愈创

木酚法测定，以每分钟A470的变化为POD活性单位

（曾韶西等，1991）；MDA含量采用硫代巴比妥酸显

色法测定（Kuk et al.，2003）。

1. 3. 2 土壤取样及酶活性测定 将玉米幼苗根系

从土壤中整体挖出，采用抖土法使根系与根系松散结

合的表土分离，用毛刷刷下与根系紧密结合的根际

土，收集5~10 cm的根际土作为供试土样进行土壤酶

活性测定。土壤蔗糖酶活性采用3,5-二硝基水杨酸

比色法测定，脲酶活性采用苯酚钠次氯酸钠比色法测

定，酸性磷酸酶活性采用磷酸苯二钠比色法测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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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氢酶活性采用滴定法测定（关松荫，1986）。

1. 4 统计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Excel 2007进行制图，采用SPSS

11.0进行方差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 1 沼肥与钾肥配施对玉米幼苗叶片保护酶的

影响

2. 1. 1 玉米幼苗叶片SOD活性变化 由图1可看

出，在不同施肥处理下，两供试玉米品种的幼苗叶片

SOD活性均随生长天数的增加而逐渐升高。各处理

提升叶片SOD活性的效果表现为A2>A3>A1>CK，

除丰禾1号A1处理0 d外，各处理与CK的差异均达显

著水平（P<0.05，下同）。说明随着玉米幼苗生育进

程的推进，其清除体内超氧化物自由基的能力逐渐

增强，施肥可显著提高玉米幼苗叶片SOD活性，不同

施肥方式间也存在显著差异，其中以沼肥与钾肥配

施处理的效果最佳。

图 1 沼肥与钾肥配施后玉米幼苗SOD活性变化
Fig.1 Changes of SOD activity of maize seedlings after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biogas manure and potassium fertilizer

同一时间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P<0.05）。图2和图3同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on the same time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The same was applied in Fig.2 and Fig.3

2. 1. 2 玉米幼苗叶片POD活性变化 由图2可看

出，与SOD活性表现相似，不同施肥处理下，随着生

长天数的增加，玉米幼苗叶片POD活性逐渐升高，各

处理叶片POD活性均表现为A2>A3>A1>CK。其中

三叶期后0和8 d，各处理间POD活性差异不显著（P>

0.05，下同），但三叶期第16 d后叶片POD活性较前期

明显增加。与CK相比，三叶期后16 和24 d的A2和

A3处理与CK的差异均达显著水平。由此看出，适当

施用肥料可提高玉米幼苗叶片POD活性，其中以沼

肥与钾肥配施处理效果最佳。

图 2 沼肥与钾肥配施后玉米幼苗POD活性变化
Fig.2 Changes of POD activity of maize seedlings after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biogas manure and potassium fertilizer

2. 1. 3 玉米幼苗叶片MDA含量的变化 由图3可

看出，随着玉米幼苗的生长，两供试玉米品种各处理

的叶片MDA含量逐渐增加，但与CK相比，各施肥处

理整体上可降低叶片MDA含量，且均以A2处理的

MDA含量最低，与CK差异显著（郑单958三叶期后

8 d除外）。表明适当施肥可降低玉米叶片的脂膜过

氧化程度，使玉米幼苗叶片具有较好的持绿性。

2. 2 沼肥与钾肥配施对玉米根际土壤酶活性的

影响

2. 2. 1 对土壤蔗糖酶活性的影响 土壤蔗糖酶能

促进土壤中的蔗糖分解产生葡萄糖和果糖，可增加

土壤中的易溶物质。由表1可知，随着施肥时间的推

移及玉米幼苗的生长，土壤蔗糖酶活性逐渐增加，两

供试玉米品种各处理均在三叶期后30 d时达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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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不同施肥处理的土壤蔗糖酶活性均表现为A2>

A3>A1>CK。与CK相比，三叶期第0、10、20和30 d

时，A2处理对郑单958土壤蔗糖酶活性的提升幅度

分别为35.67%、44.77%、27.12%和30.92%，对丰禾1

号的提升幅度分别为 37.95%、33.25%、27.38%和

24.50%，其中三叶期第10、20和30 d时丰禾1号的土

壤蔗糖酶活性高于郑单958。

品种
Cultivar

郑单958
Zhengdan 958

丰禾1号
Fenghe 1

处理
Treatment

A1
A2
A3
CK
A1
A2
A3
CK

三叶期后天数（d）Days after three-leaf period
0

15.31±0.92b
19.74±1.18a
16.05±1.31b
14.55±1.38b
15.37±1.06bc
18.21±0.78a

17.76±0.98ab
13.20±1.12c

10
16.22±1.00b
21.86±1.05a
17.01±1.17b
15.10±0.90b
16.31±1.17b
20.96±0.88a
17.82±0.90b
15.73±0.93b

20
20.47±1.25b
24.75±1.27a

22.86±1.75ab
19.47±0.95b
19.23±1.00ba
23.68±1.26a

21.14±0.99ab
18.59±1.04b

30
24.36±0.66b
30.40±2.11a

26.89±1.33ab
23.22±1.26b
23.86±0.92b
28.20±1.41a
24.78±1.33b
22.65±1.16b

品种
Cultivar
郑单958
Zhengdan 958

丰禾1号
Fenghe 1

处理
Treatment

A1
A2
A3
CK
A1
A2
A3
CK

三叶期后天数（d）Days after three-leaf period
0 d

0.662±0.022ab
0.710±0.026a

0.670±0.020ab
0.645±0.023b
0.631±0.035ab
0.687±0.025a

0.644±0.030ab
0.609±0.019b

10 d
0.703±0.027ab
0.743±0.026a
0.711±0.020ab
0.670±0.026b
0.655±0.034
0.695±0.041
0.664±0.031
0.627±0.036

20 d
0.756±0.035
0.782±0.030
0.766±0.027
0.712±0.026

0.700±0.037ab
0.743±0.027a

0.709±0.024ab
0.668±0.022b

30 d
0.805±0.028ab
0.857±0.023a

0.818±0.024ab
0.753±0.026b
0.732±0.022
0.784±0.023
0.750±0.024
0.744±0.024

图 3 沼肥与钾肥配施后玉米幼苗MDA含量变化
Fig.3 Changes of MDA content of maize seedlings after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biogas manure and potassium fertilizer

同一玉米品种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P<0.05）。表2~表4同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Table 2-Table 4

表 1 沼肥与钾肥配施对玉米根际土壤蔗糖酶活性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biogas manure and potassium fertilizer on invertase activity of maize rhizosphere soil

2. 2. 2 对土壤过氧化氢酶活性的影响 土壤过氧

化氢酶能促进土壤中的过氧化氢分解为水和氧气，

从而消除其危害，在土壤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中起

重要作用。由表2可知，两供试玉米品种不同时期的

土壤过氧化氢酶活性变化规律基本一致，均随玉米

幼苗的生长，土壤过氧化氢酶活性增加，三叶期后

30 d时达最大值。不同施肥处理间相比，土壤过氧

化氢酶活性整体表现为A2>A3>A1＞CK。说明合

理施用肥料可增加土壤过氧化氢酶活性，减少过氧化

氢对玉米的毒害，但单施钾肥和单施沼肥的优势并不

明显，提升幅度有限，沼肥和钾肥配施的效果相对较

好。从表2中还可看出，不同供试玉米品种相比较，同

时期同处理的土壤过氧化氢酶活性一般表现为郑单

958高于丰禾1号，可能是品种差异所造成。

表 2 沼肥与钾肥配施对玉米根际土壤过氧化氢酶活性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biogas manure and potassium fertilizer on catalase activity of maize rhizosphere 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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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3 对土壤脲酶活性的影响 脲酶可促进有机

分子中的肽键水解，主要作用是催化尿素分解为氨

气和碳酸。由表3可知，随着生育时期的推进，土壤

脲酶活性不断升高，玉米幼苗获得的氮源更加丰

丰禾1号 Fenghe 1

丣丣丣丣
丣丣丣丣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

丐丐丐丐
丐丐丐丐

A1 A2 A3 CK 丣丣丣丣
丣丣丣丣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

丐丐丐丐
丐丐丐丐

A1 A2 A3 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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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沼肥与钾肥配施对玉米根际土壤脲酶活性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biogas manure and potassium fertilizer on urease activity of maize rhizosphere soil

品种
Cultivar
郑单958
Zhengdan 958

丰禾1号
Fenghe 1

处理
Treatment

A1
A2
A3
CK
A1
A2
A3
CK

三叶期后天数（d）Days after three-leaf period
0 d

4.95±0.26ab
5.52±0.60a

5.13±0.30ab
4.45±0.80b
4.38±0.50
5.00±0.64
4.76±0.59
4.23±0.44

10 d
8.77±0.34
10.50±0.65
9.21±0.55
8.21±0.48
7.82±0.83
8.89±0.60
8.55±0.64
7.66±0.59

20 d
12.24±1.27ab
13.89±0.55a

12.88±0.78ab
11.34±0.75b
11.50±0.58ab
12.74±0.71a
11.79±0.56ab
10.68±0.56b

30 d
12.85±0.34
15.57±0.65
13.18±0.55
12.74±0.48

12.32±0.63b
13.84±0.50a
12.50±0.36b
11.45±0.44b

品种
Cultivar
郑单958
Zhengdan 958

丰禾1号
Fenghe 1

处理
Treatment

A1
A2
A3
CK
A1
A2
A3
CK

三叶期后天数（d）Days after three-leaf period
0 d

1.00±0.19
1.09±0.28
1.04±0.17
0.97±0.13

0.88±0.03b
1.05±0.04a

0.96±0.04ab
0.90±0.05b

10 d
1.17±0.14
1.36±0.12
1.25±0.10
1.04±0.15

1.03±0.04bc
1.29±0.08a
1.11±0.06b
0.95±0.05c

20 d
1.41±0.11bc
1.75±0.11a

1.58±0.07ab
1.24±0.13c

1.46±0.12ab
1.70±0.13a

1.55±0.07ab
1.33±0.11b

30 d
1.35±0.08
1.58±0.07
1.38±0.12
1.30±0.10

1.26±0.07ab
1.44±0.05a

1.26±0.40ab
1.20±0.11b

2. 2. 4 对土壤酸性磷酸酶活性的影响 酸性磷酸

酶是植物体和土壤中普遍存在的一种重要水解酶，

可促进有机磷水解，以满足植物对无机磷的需求。

由表4可知，在玉米幼苗三叶期后的0~30 d，土壤酸

性磷酸酶活性整体上呈先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趋势，

在三叶期后第20 d达最大值。说明在整个取样时

期，三叶期后20 d土壤酸性磷酸酶活性最高，水解土

壤中有机磷的能力最强。各处理间土壤酸性磷酸酶

活性整体表现为A2>A3>A1>CK，其中郑单958各处

理在三叶期第0、10和30 d时的土壤酸性磷酸酶活性

相差均不显著，第20 d时A2和A3处理显著高于CK；

丰禾1号A2处理的土壤酸性磷酸酶活性在不同时期

均显著高于CK。两供试玉米品种相比较，郑单958

各时期各处理的酸性磷酸酶活性均高于丰禾1号。

表 4 沼肥与钾肥配施对玉米根际土壤酸性磷酸酶活性的影响
Table 4 Effects of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biogas manure and potassium fertilizer on phosphatase activity of maize rhizosphere soil

3 讨论

为抵御自由基及活性氧的毒害，植物不断进行

系统进化并形成了一定的保护机制，其中活性氧清

除系统起主导作用，可保护植物正常进行生理代谢

和生化反应。在活性氧清除系统中，SOD和POD是

重要的保护酶，可阻碍脂膜的过氧化作用并使高浓

度氧的积累速度减慢，进而延缓植物衰老。已有研

究发现，有机肥与无机肥配施有利于提高水稻（袁

颖红等，2011）和花生（许小伟等，2015）叶片的SOD

和POD活性。本研究发现，在玉米三叶期0~24 d，

幼苗叶片的SOD和POD活性不断升高，说明随着幼

苗的生长其抗逆性逐渐增强；不同处理间相比，

SOD和POD活性均表现为沼肥与钾肥配施>单施钾

肥>单施沼肥>不施肥，与袁颖红等（2011）、许小伟

等（2015）的结论相似。MDA产生的原因是植物膜

脂发生过氧化作用，其含量过高可使植物细胞膜受

到伤害。有研究表明，供钾不足也会导致POD活性

下降和MDA含量增加，从而引起作物早衰（于振文

等，1996）。本研究发现，两供试玉米品种在不同施

肥处理下，MDA含量均表现为不施肥>单施沼肥>

单施钾肥>沼肥与钾肥配施。由此看出，适当施肥

可提高植物体内的抗氧化酶活性，同时降低植物体

内的MDA含量，其中以沼肥与钾肥配施的效果最

佳。其原因可能是在实际生产中多偏重施用氮肥，

而钾肥施用量不足，钾肥加入后解决了沼肥中钾元

素不足及部分地区土壤中钾肥含量偏少的现状，优

化了土壤养分配比，使其更利于作物生长，因此沼

肥与钾肥配合施用的效果较佳。两供试玉米品种

SOD和POD活性及MDA含量变化幅度存在差异，可

能是品种基因型不同所致。

富。两供试玉米品种玉米幼苗根际土壤脲酶活性均

表现为A2>A3>A1>CK。与CK相比，三叶期第0、10、

20和30 d时，A2处理对郑单958根际土壤脲酶活性的

提升幅度分别为24.04%、27.89%、22.49%和22.21%，

对丰禾1号的提升幅度分别为18.20%、16.06%、19.29%

和20.87%。说明施肥可促使玉米根际土壤脲酶活性

提升，且以沼肥与钾肥配施处理的效果较佳，对土壤

脲酶活性的提升能力表现为郑单958大于丰禾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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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酶在土壤新陈代谢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参与土壤多种元素的生物循环、有机质的转化及腐

殖质和无机有机胶体的形成。土壤酶和土壤中微生

物、土壤有机质含量呈正相关，可通过测定其活性来

检验土壤肥力变化情况及营养物质转化效率（李世

清和李生秀，2001）。董志新等（2015）研究表明，与

无机肥处理相比，沼渣有机无机复混肥处理可明显

提高土壤有机质、全氮和有效磷含量，且以秸秆沼渣

有机无机复混肥的效果较优。李轶等（2006）研究了

沼肥、猪粪、化肥等不同施肥组合对保护地土壤酶活

性的影响，结果发现沼渣与化肥配合施用有利于提

高土壤磷酸酶的活性。本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不

施肥处理，各肥料处理均可使土壤蔗糖酶、脲酶、过

氧化氢酶及酸性磷酸酶活性呈不同程度的提高，其

中以沼肥与钾肥配施处理的提高幅度较明显。与董

志新等（2015）、李轶等（2006）的研究结果一致。其

原因可能是沼肥促进了土壤中团粒结构的形成，使

土壤孔隙度增加，土壤容重降低，从而提高土壤水含

率，减小紧实度，增加土壤保温能力，使有机C含量

显著增加，改变土壤C/N，增加土壤中的微生物和酶

含量；除此之外，使土壤中的活性有机质含量极大增

加，有机质为土壤提供了较多的碳源和氮源，有助于

土壤中的微生物生长，微生物群体数量明显增加，从

而提高各种酶的活性。

4 结论

适当施用肥料有利于提高东北春玉米幼苗叶

片的保护酶活性，从而增加其抗逆性，延缓叶片衰

老，延长叶片功能，增加叶片持绿性；同时可显著增

加玉米根际土壤的酶活性，进而增强土壤营养物质

转化功能。其中以沼肥与钾肥配施的效果最佳，可

在东北春玉米生产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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