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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炭和益生菌对桉树幼苗生物量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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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施用益生菌和不同浓度生物炭对桉树幼苗生物量及其林下土壤微生物活性的影响，为调控桉

树生长的土壤理化环境提供参考依据。【方法】以桉树幼苗为研究对象，进行2种浓度（20.0和40.0 t/ha）生物炭+5×1010

CFU/mL益生菌水平的野外栽培试验，测定分析各处理桉树幼苗的生长量和干生物量、林下土壤微生物数量、土壤氮

素含量和土壤酶活性。【结果】单独施用20.0 t/ha生物炭可显著提高桉树幼苗的茎、叶生物量和总生物量（P<0.05，下

同），单独施用5×1010 CFU/mL益生菌能显著降低桉树幼苗的树高、冠幅、地径、叶生物量和总生物量；单独施用5×1010

CFU/mL益生菌或20.0 t/ha生物炭均能显著降低桉树幼苗林下土壤的过氧化氢酶（CAT）活性，而5×1010 CFU/mL益生

菌与20.0 t/ha生物炭混施可显著增加桉树幼苗林下土壤真菌数量。因子分析及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土壤放线菌数

量与土壤因子［硝态氮（NO3
--N）、微生物量碳（MBC）和微生物量氮（MBN）］呈显著正相关，即微生物数量可反映桉树

幼苗林下土壤营养状况和微生物数量；低浓度生物炭处理在各公因子上的得分和排名最高，表明施用适宜浓度生物

炭能提升桉树幼苗林下土壤元素的固持能力和微生物数量。【结论】土壤微生物数量与土壤养分含量、酶活性及微生

物量碳氮含量等关系密切，施用20.0 t/ha生物炭可显著提高桉树幼苗的根、茎、叶生物量，同时能提高其对林下土壤

营养元素的固持能力和微生物量碳氮含量。

关键词：桉树；益生菌；生物炭；微生物；土壤酶；营养元素

中图分类号：S792.39；S71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1191（2019）08-1785-07

南方农业学报 Journal of Southern Agriculture 2019，50（8）：1785-1791
ISSN 2095-1191；CODEN NNXAAB
http://www.nfnyxb.com
DOI：10.3969/j.issn.2095-1191.2019.08.19

The impact of biochar and probiotics on eucalyptus seedlings
biomass and soil microbial activity under the forest

REN Han，HUANG Bao-ling，KANG Kai，DING Wei，LYU Cheng-qun*

（Forestry College，Guangxi University，Nanning 530004，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biochar and eucalyptus probiotics
on eucalyptus seedling biomass and soil microbial activity under the forest，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optimum soil
physicochemical environment regulation for eucalyptus growth.【Method】Eucalyptus seedlings were research targets. Two
concentrations（20.0 and 40.0 t/ha）of biochar+5×1010 CFU/mL probiotics were used to conduct field cultivation test.
Growth，dry biomass，soil microbial activity under the forest，soil nitrogen content and soil enzyme activity were detec-
ted and analyzed.【Result】Single application of 20.0 t/ha biochar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stem and foliar biomass（P<0.05，
the same below），and single application of 5×1010 CFU/mL probiotic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seedling height，crown dia-
meter，ground diameter，foliage biomassand total biomass. Catalase（CAT）activity in soil under eucalyptus forest was signi-
ficantly decreased by 5×1010 CFU/mL probiotics and low-level concentration（20.0 t/ha）of biochar.Fungi quantity under eu-
calyptus forest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y mixed application of 5×1010 CFU/mL probiotics and 20.0 t/ha biochar. The
factorialanalysi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demonstrated that soil actinomyces quantity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
ted to soil factor（NO3

--N），microbial biomass carbon（MBC）and microbial biomass nitrogen（MBN），indicating that soil
microbial quantity was able to reflect soil nutrient condition and microbial biomass. What was more，low concentration of
biochar treatment ranked and scored the highest on all common factors，indicating that a suitable concentration of biochar
increased the retention capacity of soil nutrient and soil microbial biomass under eucalyptus forest.【Conclusion】Soil mi-
crobial quantity is highly related to soil available nutrient content，enzyme activity，MBC and MBN. The biomass of euca-
lyptus root，stem and leaf can b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y 20.0 t/h biochar，meanwhile the capacity of soil nutrient reten-
tion，and soil microbial carbon and nitrogen concentrations ar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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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生物炭是一种在缺氧或绝氧环境

中高温裂解有机质的固态物质，可作为土壤理化性

质改良剂和二氧化碳封存剂（Lehmann et al.，2006），

是近年来农林、环境和新能源等诸多领域关注的焦

点。生物炭主要由碳、氢和氧及少量氮和硫等元素

组成，其中碳元素占60%以上，具有高度羧酸醋化及

芳香化结构，化学性质极其稳定。生物炭对土壤化

学性质的影响主要在于其对土壤pH、盐基饱和度和

阳离子交换量等方面的效应（Chan et al.，2008）。植

物根际益生菌（PGPR）可促进植物生长和吸收矿质

营养元素及抑制有害微生物生长，现已广泛应用于

农业生产和植物修复（Compant et al.，2010）。桉树

是我国三大速生树种之一，因具有生长快速、种类繁

多、抗逆性强等特性使其成为目前世界上最的重要

纸浆原材料（朱育峰等，2018）。桉树也是广西喀斯

特地区、广东和福建等沿海地区的重要经济树种（文

晓萍等，2008；朱育峰等，2018），但随着桉树人工林

面积的不断扩大，社会对其影响生态环境的负面评

价越来越多，包括桉树种植导致的林地土壤退化、

区域水资源量下降和林下生物多样性降低等问题

（平亮和谢宗强，2009）。Khan等（2000）研究表明，

PGPR能通过提高植物根系与植物体的元素交换而

降低土壤中对植物体有害的有机物含量。因此，探

讨植物益生菌和生物炭对桉树生长及其林下土壤微

生物活性的影响，对提高桉树林下土壤氮素利用率

和改善桉树苗木生长的土壤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前人研究进展】Glaser等（2002）、Chan等（2008）研

究表明，生物炭表面丰富的官能团可提高土壤阳离

子交换量（CEC）和土壤盐基饱和度，增加可利用磷

和盐基阳离子含量进而提高作物产量。Welbaum

Gregory（2004）研究发现，在一些林木根际施加从菌

根或根际土壤分离得到的益生菌可显著改善苗木的

生长环境、增加苗木对生物和非生物胁迫的抗性及

提高苗木的生长速度。文晓萍等（2008）将根瘤菌接

种至台湾相思和巨尾桉，结果发现根瘤菌能显著提

升苗木的苗高、地径、生物量及土壤含氮量。Laird

（2008）研究认为，生物炭进入土壤后，通过氧化作用

其表面会形成羧基和酚基等对阳离子具有较强吸附

能力的基团，增加对阳离子如NH4
+的吸附进而缓解

淋溶作用。Subramanian等（2015）研究认为，氮作为

植物—土壤生态系统中的必需元素是由于氮是形成

氨基酸、蛋白质和叶绿素的重要组分。程效义等

（2016）研究显示，施用生物炭可增强土壤保持养分

的能力和土壤养分的利用效率。Pham等（2017）在

温室条件下将从水稻根际分离到的固氮菌Pseudo-

monas stutzeri A15施加到水稻幼苗，结果显示，施加

益生菌的水稻幼苗生长状况明显优于空白对照和化

肥对照组。【本研究切入点】目前，已有大量关于益生

菌和生物炭应用于农林业生产的研究报道，但将二

者同时应用于桉树幼苗及其对林下土壤理化性质和

微生物影响的研究鲜见报道。【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对尾叶桉（Eucalypt urophylla×E. grandis）幼苗混施

桉树益生菌和不同浓度的生物炭，探讨生物炭+益生

菌对桉树幼苗生长、林下植被生物量、林下土壤微生

物数量和土壤—植物氮素循环的影响，为调控桉树

生长的土壤理化环境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地概况

试验于2018年1—4月在广西国有高峰林场长

客分场（东经108°21 ′，北纬22°58 ′）进行。样地地处

亚热带，年均气温21.6 ℃，年均降水量800~1600

mm，空气湿度70%~80%，年均霜期5 d。供试土壤为

赤红壤，成土母质有花岗岩和砂页岩风化物，酸度

高，pH 4.5~5.5（水土比2.5∶1），有机质和全氮含量中

等偏低，磷和钾含量欠丰富。

1. 2 试验材料

生物炭购自河南泰然有机肥企业，该产品是以

小麦秸秆为原料，经高温裂解分离而成。其主要技

术指标：生物质活性炭含量≥50%，pH 8.0。益生菌

由广西大学林学院微生物实验室黄宝灵研究员从桉

树根际土壤中分离纯化，并由上海美吉生物医药科技

有限公司鉴定为巨大芽孢杆菌属，菌株编号DU07，

在GenBank上的登录号为MK391000。通用引物为

Y1（5'-TGGCTCAGAACGAACGCTGGCGGC-3'）和

Y2（5'-CCCACTGCTGCCTCCCGTAGGAGT-3'），委

托上海美吉生物公司合成。供试所用尾叶桉DH32-29

为其无性系组培苗，由广西东门林场苗圃提供。

1. 3 试验方法

1. 3. 1 试验设计 参考Gaskin等（2008）的方法，设

5个处理：不施用益生菌和生物炭［M0B0，对照（CK）］、

单独施用生物炭20.0 t/ha（M0B20）、单独施用益生菌

5×1010 CFU/mL（MB0）、混施5×1010 CFU/mL益生菌+

20.0 t/ha生物炭（MB20）和混施5×1010 CFU/mL益生

菌+40.0 t/ha生物炭（MB40）。样地总面积约667 m2

（20.0 m×33.3 m），每处理面积约115 m2，25~30个重

复，采用随机区组设计。处理间设1.0 m宽缓冲带以

减少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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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2 测定指标及方法 2018年1月从每处理样

地随机抽取3个点采集0~10 cm表层土样并混合均匀

得到一个混合样，带回实验室后分成两份，一份置于

4 ℃冰箱储存，用于微生物相关指标测定，另一份风

干过筛用于测定土壤养分含量和土壤酶活性。土壤

微生物数量采用平板稀释法进行测定；土壤无机氮

（硝态氮和铵态氮，用NO3
--N和NH4

+-N表示）含量使

用CaCl2浸提法测定；土壤经H2SO4和HClO4消煮后用

连续流动分析仪（AA3）测定全氮（TN）含量，在全自

动酶标仪（Infinite 200）上700 nm波长处测定全磷

（TP）含量，在火焰光度计上测定全钾（TK）含量；土

壤微生物生物量碳氮（MBC和MBN）含量采用氯仿

熏蒸结合K2SO4浸提，以总有机碳分析仪（MULTIN/

C3100）进行测定。参考关松荫（1986）的方法，土壤

蛋白酶（Protease）活性采用茚三酮比色法测定，蔗糖

酶（Sucrase）和纤维素酶（Cellulase）活性采用3,5-二

硝基水杨酸比色法测定，过氧化氢酶（CAT）活性采

用高锰酸钾滴定法测定。每次进行土壤采集时，每

处理随机抽取3株幼苗进行树高和地径测量，并做

好标记带回实验室，105 ℃杀青30 min，65 ℃烘干至

恒重，用以测定根茎叶的干生物量。

1. 4 统计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Excel 2016进行统计分析；以

Pearson系数对5个处理的桉树幼苗生物量、土壤微

生物数量、土壤氮素含量和土壤酶活性进行相关性

分析和绘图。

2 结果与分析

2. 1 施用生物炭和益生菌对桉树幼苗生长量的影响

由表1可知，各处理桉树幼苗的根生物量差异

不显著（P>0.05，下同）；M0B20处理桉树幼苗的树高、

冠幅和地径与CK无显著差异，但根生物量明显高于

CK，茎和叶的生物量及总生物量分别较CK显著升

高73.68%、22.85%和45.02%（P<0.05，下同）；MB0处

理桉树幼苗的树高、冠幅、地径、茎生物量、叶生物

量和总生物量较 CK 显著降低 30.43%、38.82%、

19.11%、56.13%、51.68%和56.40%，说明单独施用益

生菌短期内会显著降低桉树幼苗的生长量和茎、叶

生物量及总生物量；MB20处理桉树幼苗的冠幅和总

生物量较CK显著降低11.76%和13.51%，其他指标与

CK差异不显著；MB40处理桉树幼苗的冠幅、地径、叶

生物量和总生物量分别较CK显著降低20.00%、

13.33%、42.32%和25.12%，树高和茎生物量与CK差

异不显著；MB20和MB40处理桉树幼苗的树高、冠幅及

茎生物量和总生物量均显著高于MB0处理，地径、根

生物量、叶生物量明显高于MB0处理，说明桉树幼苗

施用生物炭可在短期内迅速改良其林下土壤水分、

营养元素和通气条件等，从而改变桉树幼苗根系对

水肥的利用速率；混施20.0或40.0 t/ha生物炭+益生

菌相比于单独施用益生菌均能显著提高桉树幼苗的

树高、冠幅及茎生物量和总生物量。

2. 2 施用生物炭和益生菌对桉树幼苗林下土壤酶

活性的影响

由表2可知，MB0和M0B20处理的土壤CAT活性

显著低于CK，MB20和MB40处理的土壤CAT活性与

CK无显著差异；M0B20、MB0和MB40处理的土壤CAT

活性均显著低于MB20处理；M0B20、MB0、MB20、MB40

处理及CK间的蛋白酶活性、蔗糖酶活性和纤维酶活

性无显著差异。说明低浓度（20.0 t/ha）生物炭与益

生菌混施可显著提升桉树幼苗林下土壤CAT的酶促

反应速度，但生物炭与益生菌混施对土壤蔗糖酶、蛋

白酶和纤维素酶活性无显著影响。

2. 3 施用生物炭和益生菌对桉树幼苗林下土壤

微生物数量的影响

从表2可看出，MB20处理桉树幼苗林下土壤的

真菌数量显著多于CK及其他处理，M0B20、MB0和MB40

处理及CK桉树幼苗林下土壤的真菌数量间差异不

显著；各处理林下土壤细菌和放线菌数量在CK与各处

理间差异均不显著。说明低浓度（20.0 t/ha）生物炭与

益生菌混施可显著促进桉树幼苗林下土壤真菌生长

繁殖，而对细菌和放线菌的繁殖无显著促进作用。

处理
Treatment
M0B0（CK）
MB0

M0B20

MB20

MB40

树高（cm）
Tree height

0.460±0.010a
0.320±0.010b
0.460±0.020a
0.440±0.010a
0.460±0.030a

冠幅（cm）
Crown diameter
0.425±0.013a
0.260±0.005c
0.450±0.010a
0.375±0.020b
0.340±0.006b

地径（cm）
Ground diameter

4.500±0.200a
3.640±0.250c
4.240±0.110ab
4.100±0.087abc
3.900±0.250bc

根生物量（g）
Root biomas
0.434±2.320
0.057±0.004
0.905±0.015
0.135±0.007
0.586±0.030

茎生物量（g）
Stem biomas
1.117±0.005b
0.490±0.030c
1.940±0.035a
1.390±0.590b
1.040±0.280b

叶生物量（g）
Foliar biomas
2.670±0.055b
1.290±0.084c
3.280±0.046a
2.130±0.044b
1.540±0.024c

总生物量（g）
Total biomas
4.220±0.110b
1.840±0.024d
6.120±0.010a
3.650±0.010c
3.160±1.130c

表 1 施用益生菌和生物炭对桉树幼苗生物量的影响
Table 1 The effects of probiotics and biochar on eucalyptus seedling biomass

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表2同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Table 2

任涵等：生物炭和益生菌对桉树幼苗生物量及其林下土壤微生物活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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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施用生物炭和益生菌对桉树幼苗林下土壤

MBC、MBN和养分含量的影响

由表3可知，施用生物炭和益生菌对桉树幼苗

林下土壤MBC、MBN、NO3
--N、NH4

+-N和TN含量无

显著影响，但相较于CK，MB20处理可提高MBN、

NO3
--N、NNH4

+-N、TP和TK含量，M0B20处理可提高

MBC、MBN、NO3
--N、NH4

+-N、TP和TK含量。说明短

期内桉树幼苗林下土壤微生物量和土壤养分对施用

生物炭和益生菌的响应不显著。

2. 5 土壤营养元素、微生物量碳氮和酶活性的相关性

从图1可看出，NO3
--N含量与MBC含量呈显著

正相关（R2=0.53），NH4
+-N含量与蛋白酶活性呈显著

正相关（R2=0.52），TN含量与TP含量呈显著正相关

（R2=0.57），TP含量与纤维素酶活性呈极显著负相

关（P<0.01，下同；R2=-0.67），MBC含量与MBN含量

呈极显著正相关（R2=0.73），MBC含量和MBN含量

分别与蔗糖酶活性呈极显著和显著正相关（R2分别

为0.69和0.51），土壤CAT活性与纤维素酶活性呈极

显著负相关（R2=-0.64）。说明土壤微生物可直接利

用的碳源主要来源于地上凋落物和土壤有机质。

对桉树幼苗林下土壤微生物量碳氮和N素含量

7个因素提取公因式，提取的3个主成分PC1（第一

主成分）、PC2（第二主成分）和PC3（第三主成分）可

分别解释33.231%、26.36%和17.99%的方差，合计能

解释75.58%的方差（P=0.014）。PC1主要代表NO3
--

N、MBC和MBN因子，其荷载分别为0.734、0.857和

0.703；PC2主要代表TN、TK和TP因子，其荷载分别

为0.892、0733和0.775；PC3主要代表NH4
+-N因子，其

荷载为0.595。由表4可知，公因子PC1与放线菌数量

呈显著正相关，与PC2呈显著负相关，与PC3和细菌

数量呈负相关，与真菌数量呈正相关，但相关性不显

著；PC2与PC3和细菌数量呈正相关，与真菌数量和

放线菌数量呈负相关，但相关性不显著；PC3与细菌

数量、真菌数量和放线菌数量呈负相关，但相关性不

显著；细菌数量与真菌数量和放线菌数量呈负相关，

但相关性不显著；真菌数量与放线菌数量呈显著相

关。因此，放线菌数量可表征土壤因子中NO3
--N、

MBC含量和MBN含量的动态变化。将各处理桉树

幼苗林下的土壤营养元素含量和微生物量碳氮含量

代入以下方程计算其总得分，得到PC（M0B0）=1.24，

PC（MB0）=0.98，PC（MB40）=1.09，PC（M0B20）=1.45，

PC（MB20）=1.18。

PC1=0.36×NO3
--N含量+0.096×NH4

+-N含量-
0.15×TN含量+0.068×TK含量+0.066×TP

含量+0.42×MBC含量+0.34MBN含量

PC2=-0.31×NO3
--N含量+0.079×NH4

+-N含量+

0.57×TN含量+0.17×TK含量+0.52×TP

含量-0.098×MBC含量+0.035×MBN含量

PC3=0.35×NO3
--N含量+0.49×NH4

+-N含量-
0.024×TN含量-0.604×TK含量-0.12×TP

含量-0.003×MBC含量-0.15×MBN含量

PC=0.44×PC1+0.35×PC2+0.21×PC3

综上所述，施用低浓度（20.0 t/ha）生物炭相对

于CK和其他处理均能明显提高桉树幼苗林下土壤

养分和微生物量碳氮含量，且桉树幼苗林下土壤环

境因子NO3
--N、MBC和MBN含量与放线菌数量呈显

著正相关。

表 2 施用益生菌和生物炭对桉树幼苗林下土壤酶活性和微生物数量的影响
Table 2 The effects of probiotics and biochar on soil enzyme activities and microorganism number under eucalyptus seedlings

处理
Treat-
ment
M0B0（CK）
MB0

M0B20

MB20

MB40

蛋白酶活性
（mg/gDW）

Protease activity
0.0130±0.0024
0.0140±0.0024
0.0190±0.0071
0.0140±0.0120
0.0180±0.0091

CAT活性
（mg/gDW）
CAT activity

0.3260±0.0058ab
0.3050±0.0066c
0.3070±0.0038c
0.3310±0.0052a

0.3140±0.0058bc

蔗糖酶活性
（mg/gDW）

Sucrase activity
0.620±0.021
0.620±0.031
0.670±0.064
0.690±0.031
0.610±0.033

纤维素酶活性
（mg/gDW）

Cellulase activity
0.0610±0.0510
0.1100±0.0083
0.0870±0.0078
0.0600±0.0088
0.0950±0.0210

细菌数量
（×1010 CFU/gDW）

Bacteria number
1107.50±152.03

5.00±0.10
3.75±0.35
47.5±3.54
32.75±3.18

真菌数量
（×103 CFU/gDW）

Fungi number
5.00±0.71b
8.00±2.83b
1.25±1.06b
50.00±0.10a
16.00±8.49b

放线菌数量
（×103 CFU/gDW）
Actinomyces number

4.75±1.06
35.00±2.12

402.50±236.88
20.00±0.00
12.00±0.71

表 3 施用益生菌和生物炭对桉树幼苗林下土壤微生物量碳氮和N素含量的影响（mg/kg）
Table 3 The effects of probiotics and biochar on soil microbial biomass C and N contents under eucalyptus seedlings（mg/kg）

处理
Treatment
M0B0（CK）
MB0

M0B20

MB20

MB40

MBC含量
MBC content

5.76±0.91
4.63±2.28
7.03±1.04
5.50±1.84
3.85±1.27

MBN含量
MBN content

0.76±0.23
3.60±5.16
1.04±0.37
0.77±0.29
0.53±0.39

NO3
--N含量

NO3
--N content

0.026±0.019
0.026±0.008
0.030±0.009
0.034±0.010
0.027±0.021

NH4
+-N含量

NH4
+-N content

0.034±0.001
0.037±0.010
0.039±0.006
0.040±0.018
0.031±0.014

TN含量
TN content
2.36±0.21
1.65±0.72
1.65±0.57
2.22±0.22
2.12±0.50

TP含量
TP content
0.48±0.46
0.73±0.67
0.78±0.57
1.23±0.99
0.51±0.27

TK含量
TK content
2.44±0.49
2.42±0.30
2.73±0.41
2.80±0.27
2.65±0.32



8期 ·1789·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与CK相比，单独施用生物炭

可显著提高桉树幼苗的茎叶生物量和总生物量，单

独施用益生菌则显著降低桉树幼苗的生物量（根生

物量除外）和生长量，与覃小红等（2012）对桉树幼苗

的研究结果不一致，但与李明等（2015）对水稻的研

究结果相似。覃小红等（2012）研究发现，施用益生

菌对桉树幼苗生物量和生长量无显著影响，其原因

是桉树幼苗生长初期根系生长不发达，供给益生菌

生长繁殖所需碳源和能源的根际分泌物较少，益生

菌在幼苗生长初期固氮作用不明显，供给幼苗直接

利用的土壤氮素不足。李明等（2015）研究认为，施

用生物炭在短期内可迅速改良水稻土的水分状况、

营养元素含量和通气条件，从而改变水稻根系对水

肥的利用速率。本研究中，混施益生菌+20.0 t/ha生

物炭桉树幼苗的冠幅和叶生物量显著低于CK，其他

指标与CK差异不显著；混施益生菌+40.0 t/ha生物炭

桉树幼苗的冠幅、地径、叶生物量和总生物量显著低

图 1 桉树幼苗林下土壤营养元素含量、微生物量碳氮含量和酶活性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Fig.1 Correlations analysis among soil nutrient content，microbial C content，microbial N content and enzyme activities under

eucalyptus seedlings
*表示显著相关（P<0.05）；**表示极显著相关（P<0.01）

*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correlation（P<0.05）；** represented extremely significant correlation（P<0.01）

指标 Index
PC2
PC3
细菌数量 Bacteria number
真菌数量 Fungi number
放线菌数量 Actinomyces number

PC1
-0.80*
-0.18
-0.52
0.74

0.80*

PC2
1.00
0.25
0.03
-0.68
-0.29

PC3

1.00
-0.22
-0.53
-0.29

细菌数量 Bacteria number

1.00
-0.29
-0.69

真菌数量 Fungi number

1.00
0.89*

放线菌数量 Actinomyces number

1.00

表 4 桉树幼苗林下土壤营养元素和微生物量与土壤微生物数量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Table 4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soil nutrient contents and microbial biomass and soil microbial number under eucalyptus seedlings

*表示显著相关（P<0.05）
*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correlation（P<0.05）

任涵等：生物炭和益生菌对桉树幼苗生物量及其林下土壤微生物活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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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CK，树高与CK差异不显著，可能与施用生物炭短

期内迅速改变土壤持水率、养分因子和pH，从而改

变益生菌生长环境，降低益生菌固氮效率有关（Mu-

hammad et al.，2014）。

本研究中，单独施用益生菌桉树幼苗林下土壤

的CAT活性显著低于CK，与李媛媛（2015）研究认为

土壤CAT主要来源于植物根系分泌物及土壤细菌和

真菌，在根系生长不发达的土壤中CAT活性相对较

弱的观点一致。土壤蛋白酶作为土壤氮素转化的主

要水解酶，其活性与土壤可利用氮素水平直接相关。

王晓峰等（2015）研究表明，蛋白酶和谷氨酰胺酶等

氮转化酶的提升均有利于土壤氮素固持，本研究中土

壤NH4
+-N含量与蛋白酶活性呈显著正相关的研究结

果与其一致。本研究结果显示，MBC含量与NO3
--N含

量呈显著相关，与王艳芳等（2018）对旱作花生的研究

结果相似；MBC含量与MBN含量呈显著正相关，与符

鲜等（2018）对套作小麦—玉米土壤的研究结果一致。

本研究中，各处理桉树幼苗林下土壤的细菌数

量和放线菌数量间均无显著差异，但CK的细菌数量

明显多于其他处理，放线菌数量明显少于其他处理。

究其原因可能是高温时生物炭挥发的浓缩物是极

易被土壤放线菌分解的碳源（Ogawa and Okimori，

2010），但大量施用生物炭会降低土壤细菌对酚酸类

碳源的利用能力（胡瑞文等，2018），从而使细菌和放

线菌数量呈相反的变化趋势；土壤真菌数量表现为

MB20处理显著高于CK和其他处理，其原因是生物炭

的多孔隙结构能为真菌菌丝附着提供良好的栖息环

境，同时添加的益生菌兼具固氮、解磷、解钾功能，能

增加土壤供给真菌生长利用的营养元素，但施用高

浓度生物炭会使磷成为固氮菌生长繁殖的限制因子

而降低固氮菌的固氮量，与Rondon等（2007）的研究

结果一致。韩建刚和李占斌（2011）研究表明，真菌数

量随单独施用生物炭量的增加而减少，其原因是土壤

细菌和放线菌能在短期内吸收利用生物炭表面提供

的有机碳氮从而快速、大量繁殖，进而抑制真菌繁殖。

本研究结果表明，桉树幼苗林下土壤环境因子

NO3
--N、MBC和MBN含量与放线菌数量呈显著正相

关，说明土壤微生物数量与微生物量碳氮含量和土

壤养分含量间具有统一性，同时证实微生物数量可

作为判断土壤有效养分水平和微生物生物量的科学

依据，与卢成阳等（2013）对土壤微生物、微生物生物

量和土壤有效养分的研究结果一致。从不同处理在

公因子上的排名可知，施用低浓度（20.0 t/ha）生物炭

相对于CK和其他处理均能明显提高土壤养分和微

生物量碳氮含量，体现了施用适宜浓度生物炭对土

壤营养元素的固持作用和对微生物生长繁殖的促进

作用（张千丰和王光华，2012）。因此，在考虑土壤养

分变化和桉树幼苗生长对施用生物炭和益生菌的

响应时，应该充分考虑土壤养分与土壤微生物间的

联系特征及其耦合关系，以保障土壤生态系统朝着

更健康、更完备的方向发展。

4 结论

桉树幼苗林下土壤的微生物数量与土壤养分

含量、酶活性及微生物量碳氮含量等关系密切，施用

20.0 t/ha生物炭可显著提高桉树幼苗的根、茎、叶生

物量，同时能提高其对林下土壤营养元素的固持能

力和微生物量碳氮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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