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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促腐剂配施固氮蓝藻对水稻秸秆腐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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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对比6种市售促腐剂降解水稻秸秆的效果，并探究在不同促腐剂中添加固氮蓝藻是否有利于水稻秸

秆腐解，为加快还田过程中秸秆腐解速率及推动秸秆的合理化利用提供理论参考。【方法】利用平板培养法，设14组处

理，分别为不加菌剂（CK0）、添加固氮蓝藻（CK1）、6种促腐剂及与其对应的添加固氮蓝藻处理，在培养箱中连续培养

35 d，每7 d测定一次秸秆失重率、纤维素酶活性、纤维素和半纤维素降解率，并记录秸秆颜色的变化情况。【结果】随

着培养时间的延长，秸秆颜色逐渐加深。6种促腐剂均能促进水稻秸秆的腐解，培养至第35 d时，配施豫启富秸秆发

酵菌并添加固氮蓝藻（QF+L）处理的秸秆失重率最高，达30.09%，较单独配施豫启富秸秆发酵菌（QF）处理提高

13.23%（绝对值），其次为配施周天秸秆腐熟剂并添加固氮蓝藻（ZT+L）和配施益加益粪便除臭发酵菌液并添加固氮

蓝藻（YJY+L）处理，失重率分别为29.00%和28.87%，三者间差异不显著（P>0.05），但均显著高于其他处理（P<0.05）。

QF+L处理的纤维素酶活性和半纤维素降解率也在培养第35 d时达最高值，分别为27.41 U和28.99%。培养至第35 d

时，YJY+L处理的纤维素降解率达最高，为32.19%，且YJY+L处理的纤维素降解率在整个培养过程中均高于单独配

施益加益粪便除臭发酵菌液（YJY）处理。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失重率与纤维素和半纤维素降解率均呈极显著正相

关（P<0.01），即纤维素和半纤维素降解是导致水稻秸秆失重率上升的重要因素。【结论】在平板培养过程中豫启富秸

秆发酵菌和益加益粪便除臭发酵菌液是较好的促腐剂，且添加固氮蓝藻能促进促腐剂腐解水稻秸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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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microbial promoting-decomposing agent combined
with fixing-nitrogen cyanobacteria on rice straw decom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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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ollege of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Heilongjiang Bay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Daqing，Heilongjiang 163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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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 aim of the study was to compare the degradation effects of six kinds of microbial promo-
ting-decomposing agent on rice straw，and to explore whether nitrogen-fixing cyanobacteria could improve the ability of
the promoting-decomposing agent to decompose rice straw，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accelerating the rate of
straw decomposition during the process of returning to the field and promoting the rational utilization of straw.【Method】
In this paper，14 groups of treatments were designed with plate culture method in the incubator for 35 d，these treatments
included treatment without adding bacteria（CK0），adding nitrogen-fixing cyanobacteria（CK1），six kinds of promoting-
decomposing agents and corresponding promoting-decomposing agents with nitrogen-fixing cyanobacteria. The weight
loss rate of rice straw，cellulase activity，cellulose and hemicellulose degradation rate were measured every 7 d，and the
color variation of rice straw was recorded.【Result】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lor of the rice straw gradually deepe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ivation time，each of the promoting-decomposing agent could promote the degradation of
rice straw. The weight loss rate of rice straw treated by Yuqifu straw fermentation strain+ nitrogen-fixing cyanobacteria
（QF+L）was up to 30.09% at the 35th d，which was 13.23%（absolute value）higher than that of Yuqifu straw fermentation
strain only（QF）. Followed by treatment Zhoutian straw decomposing agent with nitrogen-fixing cyanobacteria（Z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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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我国秸秆理论资源量达9.84×108 t，

其中水稻秸秆约占秸秆总量的33%（柴世伟等，

2005；赵建宁等，2011；石祖梁等，2018）。秸秆中含

有许多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等有机物质，但多

数秸秆被直接焚烧或随意丢弃在田间地头（Shi et

al.，2014），既污染环境又浪费资源。自然界中存在

的多种微生物能将秸秆中难溶性的有机物分解成利

于作物吸收和循环利用的可溶性营养物质。由于秸

秆的碳氮比（C/N）过高，秸秆腐解微生物与秸秆间

会相互争抢无机氮，在实际应用中可通过施加化学

氮肥以调节腐解底物的C/N（韩梦颖等，2017）。固

氮蓝藻是具有固氮能力的蓝藻（包江桥等，2018），若

能以固氮蓝藻代替化学氮肥，既可加快秸秆腐解，还

能减少化学氮肥的使用量。因此，探讨促腐剂配施

固氮蓝藻对秸秆腐解的影响，对加快还田过程中秸

秆腐解速率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前人研究进展】前

人已针对促腐剂降解秸秆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发现

不同处理方式下各种促腐剂发挥的作用及促进秸秆

腐解的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冯海玮等（2015）研究表

明，在水稻秸秆中添加灰略红链霉菌能缩短水稻秸

秆的发酵时间。劳德坤等（2015）研究表明，添加微

生物秸秆促腐剂能有效降解蔬菜废物中的有机物，

提高废物中半纤维素、纤维素和木质素的降解率。

孙旭等（2018）研究了3种促腐剂对玉米秸秆腐熟的

效果，发现不同促腐剂均能缩短玉米秸秆的腐熟进

程，但效果存在差异。在调节腐解底物C/N研究中，

前人主要采用施加化学氮肥的方法。陈兴丽等

（2009）研究表明，施用化学氮肥尿素可使玉米秸秆

的碳氮比由58降至40。朱萍等（2018）发现在连续5

年秸秆还田配施促腐剂的条件下通过增施碳铵300

kg/ha可调节其碳氮比。朱远芃等（2019）研究发现，

田间堆腐小麦秸秆时添加尿素和腐熟剂可提高小麦

秸秆的氧化酶活性，进而加速小麦秸秆腐解。【本研

究切入点】目前，利用固氮蓝藻代替传统化学氮肥来

加快秸秆腐解进行腐解底物C/N调节的研究鲜见报

道。【拟解决的关键问题】采用平板培养法，对比6种

市售促腐剂降解水稻秸秆的效果，并探究在不同促

腐剂中添加固氮蓝藻是否有利于秸秆的腐解，为加

快还田过程中秸秆腐解速率及推动秸秆的合理化利

用提供理论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水稻秸秆：来自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水稻试验

田，秋收后收集到实验室80 ℃烘至恒重，剪至2~4

cm左右。微生物促腐剂：市售，详细信息及接种量

见表1，接种量按使用说明添加。固氮蓝藻菌剂：

由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生物技术实验室提供，用量

为0.031 g/皿，该使用量根据本课题组前期田间应

用数据确定。前期试验将固氮蓝藻菌剂按1.0 kg/ha

的用量连续3年应用于稻田，发现此菌剂可减少氮

肥的使用量，同时可提高水稻产量并改善稻米品质，

根据面积换算得出本研究中固氮蓝藻菌剂用量为

0.031 g/皿。

1. 2 试验方法

1. 2. 1 试验设计 称取烘干后的水稻秸秆，每皿

1.60 g，高温灭菌。设14组处理：CK0，不加菌剂；

CK1，固氮蓝藻；BJ，贝佳；YFB，益肥宝；WB，沃葆；

QF，启富；YJY，益佳益；ZT，周天；BJ+L，贝佳+固氮

蓝藻；YFB+L，益肥宝+固氮蓝藻；WB+L，沃葆+固氮

蓝藻；QF+L，启富+固氮蓝藻；YJY+L，益佳益+固氮

蓝藻；ZT+L，周天+固氮蓝藻。每处理30次重复，每

皿加入10 mL无菌水，用Parafilm封口后（保证秸秆

水含量在培养过程中不变）放入培养箱内25 ℃培养

35 d，每7 d测定一次秸秆颜色、秸秆失重率、纤维素

酶活性、纤维素和半纤维素降解率。

and adding Yijiayi manure deodorizing fermentation bacterial liquid with nitrogen-fixing cyanobacteria（YJY+L），their
weight loss rates were 29.00% and 28.87%，respectively.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he three treatments
（P>0.05），but they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other treatments（P<0.05）. The cellulase activity and hemicellulose
degradation rate of QF+L treatment also reached the highest values at the 35thd，which were 27.41 U and 28.99%，respec-
tively. At the 35thd，the cellulose degradation rate of YJY+L treatment reached the highest value（32.19%），and the cellu-
lose degradation rate of YJY+L treatment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manure detoxification fermentation liquid（YJY）alone in
the whole culture process.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there were extremely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weight loss
rate and degradation rate of cellulose and hemicellulose（P<0.01），the degradation rate of cellulose and hemicellulose
were important factors leading to the increase of weight loss rate of rice straw.【Conclusion】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is
experiment，Yuqifu and Yijiayi are better promoting-decomposing agent in the plate culture process，and the nitrogen-
fixing cyanobacteria can improve the ability of promoting-decomposing agent to decompose rice straw.

Key words：promoting-decomposing agent；nitrogen-fixing cyanobacteria；rice straw；decomp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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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2 纤维素酶活性测定 纤维素酶活性采用DNS

法（孙冬梅等，2019）测定。称取样品1.0 g，加入45 mL

蒸馏水和5 mL柠檬酸缓冲液，40 ℃浸提1 h，定性滤

纸过滤得到粗酶液。采用国际酶活单位，与葡萄糖

标准曲线对照，以1 mL酶液每分钟转化底物生成

1 μg葡萄糖所对应的酶活定义为一个酶活单位（U）。

1. 2. 3 失重率、纤维素和半纤维素降解率测定

失重率（%）=（M0-Mn）/M0×100

式中，M0为秸秆初始重量，Mn为降解n天时的秸

秆重。

降解率参考宋芳芳等（2015）的方法测定。

纤维素降解率（RCD，%）=（W0-Wn）/W0×100

半纤维素降解率（RHCD，%）=（W0-Wn）/W0×100

式中，W0为（半）纤维素含量初始值，Wn为降解n

天后的（半）纤维素含量。

1. 3 统计分析

采用Execl 2010进行数据处理，利用SPSS 20.0

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处理水稻秸秆颜色的变化

由表2和图1可看出，CK0在整个培养过程中颜

色基本未发生变化；CK1培养至第35 d时变为褐黄；

BJ、YFB和YFB+L处理前21 d颜色基本无明显变化，

后14 d大部分秸秆变为微黄；BJ+L处理前14 d颜色

基本无变化，14 d后变为微黄，培养结束时变为褐

黄；WB、QF、YJY和ZT处理在培养至35 d后秸秆颜

色全部由黄色变为褐黄色；WB+L、QF+L、YJY+L和

ZT+L处理在培养14 d后颜色开始发生明显变化，培

养结束后颜色均为黑色。

2. 2 不同处理水稻秸秆失重率的变化

由表2可知，随着腐解时间的延长，各处理的秸

秆失重率均逐渐升高。至第7 d时，CK1的失重率最

高，为4.49%，显著高于其他处理（P<0.05，下同）；其

次为YJY+L处理，秸秆失重率为2.53%。第14~28 d

时，均以YJY+L处理失重率最高，分别达17.08%、

21.92%和28.67%。培养至第35 d时，QF+L处理的失

促腐剂名称
Promoting-decomposing agent

菁贝秸秆还田菌种
Jingbei straw returning strain
益肥宝复合有机肥发酵剂 Yifeibao compound
organic fertilizer fermentation agent
沃葆发酵剂 Wobao fermentation agent
豫启富秸秆发酵菌
Yuqifu straw fermentation strain
益加益粪便除臭发酵菌液
Yijiayi deodorization fermentation broth of excrement
周天秸秆腐熟剂
Zhotian straw decomposition agent

简称
Short
name
贝佳

益肥宝

沃葆
启富

益加益

周天

主要成分
Main

ingredient
bj菌群、芽孢菌群、酵素菌群、木霉菌、光合菌、

乳酸菌及生物酶代谢物、分泌性孢外酶类
芽孢杆菌、乳酸菌、酵母菌、固氮菌、解磷细菌、

解钾细菌等多种有益微生物
芽孢杆菌、丝状真菌、乳酸菌等

放线菌、乳酸菌、芽孢杆菌、光合细菌、
酵母菌等

乳酸菌、酵母菌、芽孢杆菌、光合菌、丝状真菌、
放线菌等多种有益微生物菌群及其代谢产物

枯草芽孢杆菌

有效活菌数
Effective

viable count
≥100亿个/

mL
≥2亿个/g

≥100亿个/g
≥100亿个/g

≥200亿个/g

≥2亿个/g

接种量（g/皿）
Dosage

（g/plate）
0.0378

0.0032

0.0189
0.0050

0.0053

0.0189

表 1 6种微生物促腐剂的主要成分及用量
Table 1 Main components and application rates of six microbial promoting-decomposing agents

表 2 不同处理对秸秆颜色和失重率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the color and the weight loss rate of rice straw

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P<0.05）。表3同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reatments（P<0.05）.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Table 3

处理
Treatment

CK0

CK1

BJ
YFB
WB
QF
YJY
ZT
BJ+L
YFB+L
WB+L
QF+L
YJY+L
ZT+L

7 d
颜色
Color
黄
黄
黄
黄
黄
黄
黄
黄
黄
黄
黄
黄
黄
黄

失重率（%）
Weight loss rate

-
4.49±1.25a
0.41±0.03e
0.16±0.13e
0.23±0.17e
0.30±0.16e

1.32±0.39cd
0.45±0.19e

1.94±0.72bc
0.18±0.06e
0.33±0.03e
1.68±0.27c
2.53±0.48b
0.61±0.19de

14 d
颜色
Color
黄
黄
黄
黄
黄
黄
黄

微黄
黄
黄
黄

褐黄
微黄
褐黄

失重率（%）
Weight loss rate

-
4.68±0.59fg
3.30±0.32g

6.80±1.64defg
8.53±0.03bcde
4.83±2.16efg
11.69±0.87bc
5.00±1.48efg
9.64±2.17bcd
6.95±0.59defg
12.16±4.89b

8.30±1.42cdef
17.08±2.83a
8.98±0.64bcd

21 d
颜色
Color
黄
黄
黄
黄

微黄
黄

微黄
微黄
微黄
黄

微黄
褐黄
微黄
褐黄

失重率（%）
Weight loss rate

-
5.17±0.17j
7.42±0.57ij

15.16±3.05bcde
13.60±0.84de
7.78±0.77hi
12.77±0.85ef
9.92±0.30gh
10.86±1.32fg

14.41±0.85cde
15.81±1.27bcd
16.27±1.72bc
21.92±1.34a
17.08±2.32b

28 d
颜色
Color
黄
黄

微黄
微黄
褐黄
黄

微黄
微黄
微黄
微黄
褐黄
褐黄
褐黄
褐黄

失重率（%）
Weight loss rate

-
6.38±0.91g

10.77±0.65fg
16.09±2.79cdef
20.79±4.30bcd
10.62±0.59fg
13.03±1.46efg

18.66±3.24bcde
14.68±4.44def
16.40±1.51cdef
21.96±1.71bc
24.35±4.02ab
28.67±0.59a
25.19±0.62ab

35 d
颜色
Color
黄

褐黄
微黄
微黄
褐黄
褐黄
褐黄
褐黄
褐黄
微黄
黑
黑
黑
黑

失重率（%）
Weight loss rate

-
7.39±0.73g
13.36±1.02f

17.36±0.95de
21.26±1.89c
16.86±1.6de
22.81±0.35bc
15.51±1.09e
22.59±0.46bc
18.50±0.83d
23.58±1.52b
30.09±1.02a
28.87±2.12a
29.00±1.2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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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率最高，达30.09%，ZT+L和YJY+L处理其次，失重

率分别为29.00%和28.87%，三者间差异不显著（P>

0.05，下同），且均显著高于其他处理。在施加同种

促腐剂的情况下，除益肥宝外，添加固氮蓝藻可显著

促进其他促腐剂腐解水稻秸秆，至培养结束的第35

d，BJ+L、WB+L、QF+L、YJY+L和ZT+L处理的失重

率分别比BJ、WB、QF、YJY和ZT处理高9.23%（绝对

值，下同）、2.32%、13.23%、6.06%和10.35%。

2. 3 不同处理水稻秸秆纤维素酶活性的变化

由表3可看出，随着培养时间的延长，除ZT+L处

理外，其余处理的纤维素酶活性均呈先升高后降低

再升高的变化趋势。CK1的纤维素酶活性前21 d呈

逐渐升高趋势，至第28 d时下降为12.22 U，在培养

至第35 d时纤维素酶活性最高（22.79 U）；BJ、BJ+L、

YFB、YFB+L和WB+L处理的纤维素酶活性均在第

21 d时达最大值，分别为21.82、21.73、14.37、16.19和

19.20 U；WB处理在培养至第14 d时其酶活性达最

高值（21.71 U）；QF、QF+L、YJY、YJY+L和ZT处理均

在培养至第35 d时纤维素酶活性达最大值，其中

QF+L处理的酶活性为27.41 U，显著高于其他处理

（除CK1外）；ZT+L处理在第28 d时纤维素酶活性最

高（20.53 U），显著高于其他处理。

培养至第21 d时，YFB、WB、YJY、YJY+L、ZT和

ZT+L处理的纤维素酶活性显著低于CK1，其他处理

与CK1相比无显著差异。培养至第28 d时，BJ、BJ+L、

YFB、WB和WB+L处理的纤维素酶活性显著低于

CK1，ZT+L处理显著高于CK1，其他处理与CK1无显

著差异。培养至第35 d时，QF+L处理的纤维素酶活

性显著高于CK1，其他处理均低于CK1。在施加同种

促腐剂的情况下，培养至第21 d时WB+L处理的纤维

素酶活性显著高于WB处理；至第28 d时ZT+L处理

的纤维素酶活性显著高于ZT处理；至第35 d时QF+L

处理的纤维素酶活性显著高于QF处理；其余处理的

纤维素酶活性间均无显著差异。

2. 4 不同处理水稻秸秆纤维素和半纤维素降解率

的变化

由表4可看出，随培养时间的延长，CK1的纤维

素降解率呈升高趋势，但整体变化趋势不明显。培

养至第7 d时，YJY+L和ZT+L处理的纤维素降解率

分别达23.45%和22.78%，二者间差异不显著，但均

图 1 培养结束后秸秆颜色的变化
Fig.1 Straw color changes at the end of the test

A：CK0；B：BJ；C：WB；D：YJY；E：QF；F：ZT；G：YFB；H：CK1；I：BJ+L；J：WB+L；K：YJY+L；L：QF+L；M：ZT+L；N：YFB+L

表 3 不同处理对纤维素酶活性的影响（U）
Table 3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the activity of cellulase（U）

处理 Treatment
CK0

CK1

BJ
YFB
WB
QF
YJY
ZT
BJ+L
YFB+L
WB+L
QF+L
YJY+L
ZT+L

7 d
-

11.13±1.20ab
12.97±4.65a

10.91±0.80ab
10.94±0.52ab
10.99±1.75ab
11.84±2.38ab
9.88±1.34ab
11.49±1.61ab
10.40±1.06ab
11.33±0.61ab
8.50±0.49b

11.96±2.49ab
9.07±0.56b

14 d
-

15.75±0.47ab
17.29±0.36ab
13.11±0.18b
21.71±4.17a

16.97±0.46ab
13.79±0.25b
13.20±0.19b
17.16±1.10ab
14.14±0.14ab
15.27±0.92ab
15.05±0.11ab
13.79±0.33b
13.66±0.08b

21 d
-

20.20±4.84ab
21.82±3.38a

14.37±1.04de
14.62±0.42de

18.50±3.02abcd
15.66±1.37cde
13.45±0.62e
21.73±1.62a

16.19±2.16bcde
19.20±2.12abc

16.86±1.67bcde
15.81±1.81cde
14.92±1.11cde

28 d
-

12.22±5.46bc
6.72±1.56e
7.40±0.68de
7.10±0.92e

12.35±3.79bc
11.33±1.82bcde
10.26±1.16bcde

7.42±0.99de
7.96±1.61cde
8.00±1.30cde

12.03±0.84bcd
14.34±1.92b
20.53±4.34a

35 d
-

22.79±4.02ab
9.23±0.40f

10.27±0.18ef
13.94±0.80cdef
18.66±1.19bc
15.75±3.30cde
16.18±2.58cd

9.25±0.43f
11.72±0.39def
14.46±0.61cdef

27.41±1.88a
18.28±3.38bc
18.26±8.11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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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高于其他处理，在此后的培养过程中，二者的纤

维素降解率依然保持最高，培养至第35 d时，YJY+L

处理的纤维素降解率达32.19%，显著高于其他处理，

ZT+L处理的纤维素降解率其次，为26.74%。在施加

同种促腐剂的情况下，施加贝佳的两组处理，培养至

第28 d时BJ+L处理的降解率显著高于BJ处理，其余

时期二者差异均不显著；施加益肥宝的两组处理，前

21 d YFB+L处理的纤维素降解率显著高于YFB处

理，之后二者差异不显著；施加沃葆的两组处理降解

率始终无显著差异；施加启富的两组处理，前21 d

QF+L处理的纤维素降解率显著高于QF处理，培养

结束时二者差异不显著；施加益加益的两组处理，培

养过程中YJY+L处理的纤维素降解率始终显著高于

YJY处理；施加周天的两组处理，ZT+L处理纤维素

降解率始终高于ZT处理。

由表4还可看出，CK1的半纤维素降解率基本无

变化。培养至第7 d时，QF处理的半纤维素降解率最

高（15.10%）；第14~21 d时，WB处理的半纤维素降解

率最高，分别为21.63%和21.39%；第28~35 d时，QFL

处理的半纤维素降解率最高，分别为 27.96%和

28.99%。在施加同种促腐剂的情况下，施加贝佳的

两组处理，BJ处理的降解率始终显著高于BJ+L处

理；施加益肥宝的两组处理，前14 d YFB处理的降解

率高于YFB+L处理；施加沃葆的两组处理，第14~

28 d WB处理的降解率显著高于WB+L处理；施加启

富的两组处理，第28~35 d QF+L处理的降解率高于

QF处理；施加益加益的两组处理，第7~28 d YJY+L

处理的降解率高于YJY处理，第35 d时YJY+L处理

的降解率低于YJY处理，但差异不显著；施加周天的

两组处理，ZT+L处理的降解率始终高于ZT处理。

2. 5 水稻秸秆失重率、纤维素和半纤维素降解率及

纤维素酶活性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由表5可看出，水稻秸秆纤维素酶活性与半纤

维素降解率呈显著正相关，与纤维素降解率呈负相

关、与失重率呈正相关，但相关性均未达显著水平；

水稻秸秆纤维素降解率与半纤维素降解率呈极显著

正相关（P<0.01，下同）；失重率与纤维素和半纤维素

降解率均呈极显著正相关，说明纤维素和半纤维素

降解是导致水稻秸秆失重率上升的重要因素。

表 4 不同处理对秸秆纤维素和半纤维素降解率的影响（%）
Table 4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the rate of cellulose and hemicellulose degradation（%）

指标 Index
纤维素降解率
Cellulose degradation rate

半纤维素降解率
Hemicellulose degradation rate

处理 Treatment
CK0

CK1

BJ
YFB
WB
QF

YJY
ZT

BJ+L
YFB+L
WB+L
QF+L

YJY+L
ZT+L
CK0

CK1

BJ
YFB
WB
QF

YJY
ZT

BJ+L
YFB+L
WB+L
QF+L

YJY+L
ZT+L

7 d
-

0.46±0.16e
8.43±3.56bcd
5.33±0.70d
6.54±3.02cd
5.25±2.56d

10.42±4.28bc
12.23±1.79b
10.94±1.44bc
10.31±3.97bc
6.94±1.23cd
11.25±1.34bc
23.45±3.14a
22.78±2.34a

-
1.04±0.45d

10.84±0.12b
13.24±3.45ab
14.45±1.17ab
15.10±0.45a
3.78±1.93cd
5.73±0.45c
4.37±2.44cd
5.73±3.86c

11.59±1.15ab
11.07±4.77ab
10.81±1.19b
6.25±0.78c

14 d
-

0.46±0.15g
11.95±3.08cd

5.52±0.80f
11.30±2.06cde

7.42±1.66ef
10.76±0.64cde
17.95±4.91b

11.33±2.59cde
11.65±0.62cde
7.63±2.00def
14.01±1.52c
23.50±3.71a
22.88±0.84a

-
1.05±0.43g

18.38±3.43ab
13.76±0.48cd
21.63±5.28a

18.79±1.18ab
6.88±1.52ef
5.62±0.73f
6.32±1.31f

9.55±2.47def
11.66±3.19cd
14.61±0.49bc
11.09±2.83cde
9.69±2.54def

21 d
-

0.48±0.43f
12.32±2.83cd
6.56±0.90e

12.10±3.62cd
8.62±1.89de

12.63±2.43cd
18.18±2.06b
13.11±2.57c

14.48±2.52bc
11.24±2.12cd
14.99±1.29bc
24.02±2.47a
22.95±1.56a

-
1.07±0.90e
19.13±4.07a

13.73±0.57bc
21.39±2.31a
18.89±0.57a
7.97±2.00d
7.84±0.66d
8.80±3.66d

14.05±2.91bc
11.63±3.94cd
17.71±1.80ab
12.42±2.89cd
10.09±2.48cd

28 d
-

0.72±0.60f
12.66±2.87de
18.71±3.44bc
14.22±2.94cde

9.54±2.86e
12.66±0.65de
18.18±2.77bcd
22.69±4.02ab
14.39±4.30cde
17.66±3.21bcd
15.10±3.22cde
24.81±2.60a

23.15±3.01ab
-

1.08±1.19g
19.51±1.93bc
14.58±2.96de
21.67±2.93b
19.15±0.58bc
10.17±1.24ef
9.36±1.80f

10.57±0.36ef
16.44±1.64cd
11.69±1.99ef
27.96±5.18a

13.06±2.44def
11.58±2.36ef

35 d
-

1.84±1.90fE
20.40±4.01cde
19.96±2.95cde
21.42±1.33cd
18.51±2.31de
15.46±3.44e

22.15±2.33bcd
24.78±4.07bc
18.13±1.70de
23.70±2.89bc
15.46±2.09e
32.19±0.56a
26.74±3.52b

-
1.08±1.18f

21.43±4.84abcd
15.97±4.63cde

22.74±5.69abcd
23.62±3.70abc

22.84±1.70abcd
15.56±2.42de
12.67±3.69e

16.26±2.10cde
20.29±5.55bcde

28.99±5.25a
16.65±2.85cde
27.54±5.14ab

同一指标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brackets of the same column for the same index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杨帆等：微生物促腐剂配施固氮蓝藻对水稻秸秆腐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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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Index

纤维素酶活性 Cellulase activity
半纤维素降解率 Hemicellulose degradation rate
纤维素降解率 Cellulose degradation rate
失重率 Weight loss rate

纤维素酶活性
Cellulase activity

1.000
0.155*
-0.090
0.114

半纤维素降解率
Hemicellulose degradation rate

1.000
0.331**
0.503**

纤维素降解率
Cellulose degradation rate

1.000
0.605**

失重率
Weight loss rate

1.000

表 5 秸秆失重率、纤维素降解率、半纤维素降解率及纤维素酶活性的相关性分析
Table 5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weight loss rate，cellulose degradation rate，hemicellulose degradation rate，cellulase activity of rice
str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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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讨论

3. 1 促腐剂配施固氮蓝藻对水稻秸秆颜色和失重率

的影响

收获晾干后的水稻秸秆表面呈黄色，经过一段

时间的腐解，秸秆颜色会发生变化。本研究中，水稻

秸秆在培养过程中，颜色逐渐加深，培养至第35 d

时，WB+L、QF+L、YJY+L和ZT+L处理的秸秆颜色

变黑。王元明（2013）将复合菌应用于水稻盆栽中，

腐熟25 d后秸秆颜色变为灰黑色，总体时间比本研

究短。与单纯的平板培养相比，水稻盆栽是一个复

杂的生态环境，土壤中含有许多营养物质及微生物，

而平板中成分单一，缺失各种成分之间相互协调的

能力，因此，在平板中可能不会发挥出与田间相同的

效果，在平板中得到的培养效果不能完全代表实际

应用效果。

农作物秸秆的主要成分有纤维素、半纤维素、

木质素和粗蛋白等难溶性物质，不能被植物生长所

直接利用。龙云鹏和王兆龙（2013）研究发现，添加

微生物促腐剂，能促进秸秆中的难溶性成分分解成

可直接利用的物质，从而引起秸秆失重率升高。本

研究中，在添加6种促腐剂后，秸秆失重率均有所增

加，与龙云鹏和王兆龙（2013）的研究结果相似。腐

解微生物的生长需要适当补充氮肥，以维持正常的

生命活动，因此秸秆腐解过程中需添加外源氮肥以

保证整个体系能快速腐解（倪国荣等，2015）。朱远

芃等（2019）在小麦秸秆堆腐时添加外源氮肥和促腐

剂，结果发现同时添加氮肥和腐熟剂能显著增加小

麦秸秆腐解过程中过氧化物酶活性，协同促进小麦

秸秆腐解。本研究加入固氮蓝藻补充氮肥后，水稻

秸秆的腐解程度基本高于未添加的体系，初步证实

固氮蓝藻在水稻秸秆腐解过程中能促进促腐剂发挥

功效。但在只添加固氮蓝藻的培养体系中，秸秆也

存在一定程度的失重率，可能是因为秸秆中存在一

些水溶性物质如可溶性蛋白、可溶性糖和矿质离子

等（李锋等，2004；沈其荣等，2005；赵金鹏等，2019），

这些物质溶于水后可为作物及微生物提供营养物

质，因此造成秸秆失重。总之，在秸秆还田过程中添

加微生物促腐剂具有一定作用。

3. 2 促腐剂配施固氮蓝藻对水稻秸秆纤维素酶

活性、纤维素和半纤维素降解率的影响

降解纤维素的酶由内切葡聚糖酶、外切葡聚糖

酶和β-葡萄糖苷酶组成，具有复杂的协同作用，此外

还有一些辅助酶（裂解酶），因其组成复杂，故测定方

法并不统一，目前使用较多的测定方法为DNS法，故

选此法进行纤维素酶活性测定。本研究中，培养过

程中各处理的纤维素酶活性变化存在差异，可能与

促腐剂的成分不同有关，每种促腐剂含有不同种类

和功能的微生物，所使用的制剂载体也各不相同，导

致在使用时分泌纤维素酶的能力有所不同，因此各

处理间出现纤维素酶活性变化不一致的现象应属正

常。每种植物所含有的纤维素比例不同（Jeffries，

1994），使用微生物促腐剂时需有针对性地选择菌

种，才有利于促腐剂中的微生物产生含量较高的纤

维素酶从而加快秸秆的腐解。

纤维素和半纤维素是秸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自然环境中属于不易降解成分。试验过程中发现在

只添加固氮蓝藻的培养体系中，纤维素和半纤维素

的降解率也逐渐上升，可能是因为大部分蓝藻会存

在一些伴生细菌（荆瑞勇，2014），而这些伴生菌可能

具有降解纤维素和半纤维素的能力，若能将这些伴

生细菌分离纯化，可丰富降解秸秆的菌种资源库。

目前关于固氮蓝藻菌系伴生细菌的鉴定数据尚未明

确，在以后的工作中可尝试分离纯化具有降解秸秆

功能的伴生菌。秸秆腐解时，微生物首先对秸秆中

的易分解组分进行分解，这些组分是微生物的能源

物质，微生物依靠消耗这些组分来维持其生命活动，

促进自身繁殖；同时，微生物的活动会产生一些水溶

性次生代谢物质如糖类和氨基酸等。在本研究中，

整个腐解过程中半纤维素和纤维素降解率呈波动变

化，究其原因：一方面半纤维素和纤维素随着自身的

降解而减少，另一方面随着水溶性和醇溶性组分的

消耗而相对增加。其中，QF+L处理在培养前期半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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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素降解率缓慢增长，培养后期半纤维素的降解能

力表现突出，说明固氮蓝藻后期才开始促进启富发

挥作用；对于沃葆，整体的降解率并不低，但添加固

氮蓝藻抑制了半纤维素的降解，说明某些微生物间

发生了一定的竞争关系，或是此种培养条件不适合

降解半纤维素的微生物发挥作用；YJY+L和ZT+L处

理在培养前期降解纤维素的能力差别不明显，但后

期YJY+L处理纤维素降解率显著高于ZT+L处理，说

明益佳益在长期作用过程中降解纤维素的效果较

佳；培养结束时，6种促腐剂中纤维素降解率最高达

32.19%，半纤维素降解率最高达28.99%，说明促腐

剂对纤维素的降解效果优于对半纤维素的降解，在

以后的实际应用中可考虑添加一些降解半纤维素能

力强的菌剂以获得更好的整体降解效果。

3. 3 腐解过程中水稻秸秆失重率、纤维素和半纤维素

降解率及纤维素酶活性的相关性

经相关性分析可知，纤维素酶与纤维素降解率

呈负相关，与半纤维素降解率呈显著正相关，推测这

一现象与木质纤维素结构致密复杂相关。半纤维素

与纤维素形成致密的空间网状结构，且纤维素的结

晶度较高，从而降低纤维素与酶的可及度，不利于纤维

素酶水解反应的进行（Healey et al.，2016；Wojtusik

et al.，2016），纤维素酶先对易分解的半纤维素起作

用，暂时对纤维素还无明显的降解作用，因此会出现

以上现象。本研究在平板中仅培养35 d，而在实际生

产过程中应用促腐剂时，腐解时间会明显增加，今后

应验证田间试验是否会出现相同的结果。

本研究仅在平板中构建了秸秆与微生物菌剂

共同培养的体系，与复杂的田间环境相比，排除了来

自环境因素的干扰，单纯探究了促腐剂和固氮蓝藻

对秸秆的降解效果，若将效果较好的秸秆促腐剂应

用到田间还需进行一系列试验，如进一步分析其发

酵过程中产生的气体种类与数量，并对其进行环境

安全性评估等。此外，今后应深入研究固氮蓝藻与

化学氮肥的效果差异、促腐剂与固氮蓝藻菌剂协同

降解秸秆的机理及固氮蓝藻伴生细菌的鉴定等相关

内容。

4 结论

在室内平板培养的条件下，豫启富秸秆发酵菌

和益加益粪便除臭发酵菌液是秸秆有氧发酵培养过

程中较好的促腐剂，且添加固氮蓝藻能促进促腐剂

腐解水稻秸秆，经应用推广性试验后可在水稻秸秆

直接还田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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