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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种生物菌肥对桂蕉9号枯萎病室内
及田间防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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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佳林1，周 维1，黄曲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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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评价11种生物菌肥对桂蕉9号香蕉植株生长发育及枯萎病防控效果的影响，为生物菌肥大面积推广

应用提供参考，为香蕉枯萎病的综合防控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通过室内盆栽伤根淋菌接种法同时接种香蕉枯萎病

菌4号生理小种（FOC4）和施用不同种类的生物菌肥，接种60 d后测量并计算香蕉苗的叶绿素含量（SPAD值）和假茎

粗度处理前后的变化值及香蕉球茎被病原菌侵染程度，评价生物菌肥室内对盆栽香蕉植株的促生和防病效果。大田

采用随机区组设计，按不同生物菌肥田间推荐剂量施用，香蕉开始抽蕾后考察不同生物菌肥对香蕉植株抽蕾率及发

病率的影响，评价大田施用生物菌肥对香蕉植株的促生和防病效果。【结果】盆栽条件下，PZ6有机肥、沃泰克有机肥、

根妹妹有机肥和馕播王复合微生物肥处理后香蕉叶绿素含量（SPAD值）变化值均在7.10以上，香蕉植株假茎粗度变

化值在30.68 mm以上，对香蕉植株有明显的促生作用；大田条件下，供试生物菌肥均对香蕉植株生长发育具有一定

促进作用，对香蕉植株的促生作用整体呈生物有机肥>复合微生物菌肥>菌剂趋势，香蕉的抽蕾率均在11.29%以上，

均高于对照（6.34%），尤其以绿农林复合微生物菌肥和PZ6有机肥2种生物有机肥的促生作用较强，抽蕾率分别达

25.52%和21.65%，极显著高于对照（P<0.01，下同）。盆栽试验中，供试生物菌肥对香蕉枯萎病的防效表现为：NCD-2

枯草芽孢杆菌（53.87%）>馕播王复合微生物肥（48.07%）>金满枝头全水溶性菌肥（43.12%）>益生元微生物菌肥

（33.36%）>复合微生物肥（26.93%）>海朴海藻有机肥（24.31%）>PZ6有机肥（18.81%）>根妹妹有机肥（16.18%）>绿农

林复合微生物菌肥（15.13%）>CK＋（FOC4），病情指数极显著低于CK＋；而施用豆粕有机肥和沃泰克有机肥发病比

CK＋严重；大田试验中，供试生物菌肥对香蕉枯萎病均有一定的防治效果，对枯萎病的相对防效表现为：NCD-2枯草

芽孢杆菌（72.48%）>PZ6有机肥（67.52%）>绿农林复合微生物菌肥（67.34%）>馕播王复合微生物肥（65.87%）>根妹妹

有机肥（64.89%）>益生元微生物菌肥（64.38%）>海朴海藻有机肥（63.49%）>豆粕有机肥（63.28%）>金满枝头全水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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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微生物肥料又称生物肥料、生物菌

肥等，主要包括微生物接种剂（菌剂）、复合微生物肥

料和生物有机肥，属于特定肥料的一种，是通过严谨

的科学方法和特定的生产技术生产出的肥料，其含

有大量对农作物生长起促进作用的微生物，能通过

性菌肥（61.45%）>复合微生物肥（57.25%）>沃泰克有机肥（33.93%），发病率显著（P<0.05）或极显著低于对照。【结论】

在种植桂蕉9号中抗品种条件下，NCD-2枯草芽孢杆菌、PZ6有机肥、绿农林复合微生物肥、馕播王复合微生物肥、根

妹妹有机肥、益生元微生物菌肥、海朴海藻有机肥和金满枝头全水溶性菌肥等生物菌肥具有较好的促生及防治枯萎

病潜力，值得进一步研究验证。

关键词：香蕉枯萎病；生物菌肥；促生作用；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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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effect evaluations of eleven microbial fertilizers on
banana fusarium wilt for Guijiao 9 indoor and in fields
QIN Liu-yan1，WEI Li-ping1，LI Chao-sheng1*，TIAN Dan-dan1，WEI Di1，

HUANG Su-mei1，WEI Shao-long2，LI Jia-lin1，ZHOU Wei1，HUANG Qu-yan1

（1 Bio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Guangxi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Nanning 530007，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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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 effects of 11 different microbial fertilizers on banana growth and controlling banana fusa-
rium wilt were studie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ir extension and application in large scales，as well as offer scientific
basis for comprehensive control of banana fusarium wilt.【Method】By using the wounded-root inoculation method，the
potted plants in indoor were inoculated with the Fusarium oxysporum f. sp. cubense race 4（FOC4），and followed by trea-
ting with different kinds of microbial fertilizers. After treated for 60 d，the seedling chlorophyll content（SPAD value）of
banana leaf，pseudostem diameter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and the infection degree of banana bulbs by FOC4 were mea-
sured to evaluate the banana growth promoting and fusarium wilt controlling effects of microbial fertilizers indoor. In
field，the trial used the randomized block design，and different microbial fertilizer treatments were used on banana by re-
commended application. The flowering rate and the incidence rate of banana in different treatments were investigated after
flowering to evaluate the banana growth promoting and fusarium wilt controlling effects of microbial fertilizers in field.
【Result】Under the condition of pot culture，the changes of chlorophyll content（SPAD value）in banana leaf treated with
PZ6 microbial organic fertilizer（PZ6），Wotaike microbial organic fertilizer（WTK），Genmeimei microbial organic ferti-
lizer（GMM）and Nangbowang microbial organic fertilizer（NBW）were all above 7.10，and the variation value of pseudo-
stem diameter of banana plant was more than 30.68 mm，indicating that these treatments could promote banana growth
obviously. Under the field conditions，the growth promoting effect of the tested microbial fertilizers on banana plants pre-
sented the trend of microbial organic fertilizer>compound micro-fertilizer>micro-inoculants. The banana flowering rates
of all treatments were above 11.29%，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6.34%）. Of which，Lünonglin compound
microbial fertilizer（LNL）and PZ6 showed fine growth promoting effects，the flowering rate being 25.52% and 21.65%，
respectively，which were extremely higher than control（P<0.01，the same below）. In the pot experiment，the control ef-
fects of micro-fertilizer on fusarium wilt were as follows：NCD-2 Bacillus subtilis inoculant（NCD-2）（53.87%）>NBW
（48.07%）>Jinmanzhitou microbial fertilizer of water-solubility（JMZT）（43.12%）>Yishengyuan microbial fertilizer
（YSY）（33.36%）>Compound microbial fertilizer（26.93%）>Haipu seaweed microbial organic fertilizer（HP）（24.31%）>
PZ6（18.81%）>GMM（16.18%）>LNL（15.13%）>CK＋（FOC4），and their disease indexes were extreme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K＋. While soybean meal microbial organic fertilizer（SM）and WTK presented more serious than CK＋in occur-
rence of fusarium wilt. Furthermore，in the field experiment，all the tested micro-fertilizer treatments had control effects
on banana fusarium wilt to a certain extent，and the relative control effects of them were as follows:NCD-2（72.48%）>PZ6
（67.52%）>LNL（67.34%）>Nang bowang（65.87%）>GMM（64.89%）>YSY（64.38%）>HP（63.49%）>SM（63.28%）>
JMZT（61.45%）>Compound micro-fertilizer（57.25%）>WTK（33.93%），and their incidence rates of fusarium wilt were
significantly（P<0.05）or extreme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Conclusion】Under the condition of planting Guijiao 9
resistant to fusarium wilt moderately，these micro-fertilizers NCD-2，PZ6，LNL，NBW，GMM，YSY，HP，JMZT and
so on，present a large potential on promoting the growth of banana，and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fusarium wilt，and are
worth further testing.

Key words：banana fusarium wilt；microbial fertilizer；growth promoting effect；control effect
Foundation item：National Ke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2017YFD0202105-04）；Guangxi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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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的生命活动发挥促进植株生长和降低各种病

虫对作物负面影响的作用，在不破坏土壤质性的同

时提高农作物产量及农业经济效益（吴申姬，2015；

郑茗月等，2018）。香蕉枯萎病又称巴拿马病、黄叶

病、凋萎病，是由半知菌类镰孢菌属尖孢镰刀菌古巴

专化型（Fumsarium oxysporum f. sp. cubense）侵染引

起的破坏维管束，导致植株死亡的典型真菌性土传

病害，属于国际检疫对象（薛超等，2011）。香蕉枯萎

病菌潜伏期长、蔓延迅速，大部分蕉园因感染香蕉枯

萎病而造成的减产可达20%~40%，严重者可达90%

以上（韦绍龙等，2015）。因此，如何控制、延缓香蕉

枯萎病的发生和蔓延已迫在眉睫，但目前尚缺乏有

效的防治方法。生物防治作为综合防治香蕉枯萎病

的措施之一，具有兼防兼治、无污染、利于环境保护

和人畜安全的优点，且符合发展有机农业的要求，备

受人们重视（蔡燕飞等，2003；张志红等，2010；王荣

等，2018）。原农业部2015年制定的《到2020年化肥

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提出，到2020年力争实现农

作物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明确“有机肥部分替

代化肥”的技术路径（鲁洪娟等，2019），即减少化肥

使用，增加有机肥投入已成为共识。由于功能性生

物菌肥使用成本较高，在香蕉枯萎病区施用功能性

生物菌肥的效果如何，许多香蕉种植企业、种植大户

还存在疑虑和观望。因此，亟需筛选、评价生物菌肥

对香蕉生长的影响及对香蕉枯萎病的防控效果，以

期为生物菌肥大面积推广应用提供参考，为香蕉枯

萎病的综合防控提供科学依据。【前人研究进展】大

量研究表明，生物菌肥对作物产量、植物根系分泌物

组成、土壤养分、酶活性及土壤微生态等均具有不同

程度的影响。孙家骏等（2016）的田间试验结果表

明，施用生物有机肥在猕猴桃生育期内可显著提高

土壤蔗糖酶、荧光素二乙酸酯水解酶、土壤脲酶和酸

性磷酸酶活性；土壤微生物的物种多样性、丰富度和

均匀度也有明显提高。卢培娜等（2017）研究表明，

生物菌肥可促进燕麦分泌有机酸和可溶性糖，增加

根区土壤微生物数量和种类，为作物生长提供有利

环境。汪军等（2017）采用盆栽试验，研究以枯草芽

孢杆菌BLG010和淡紫拟青霉E16菌株制备成3种复

合微生物肥料对香蕉枯萎病发病率、香蕉生长指标、

病原尖孢镰刀菌和生防菌株在香蕉根际定殖情况的

影响，结果显示这3种复合微生物肥料均明显降低香

蕉枯萎病的发病率，显著提高香蕉的株高、茎围、地

下部和地上部鲜重等生物量；共聚焦显微镜观察发

现其根际中尖孢镰刀菌荧光强度减弱，体积缩小。

王梦雅等（2018）研究表明，施用菌肥可显著增加土

壤有机碳、速效磷和速效钾含量，提高土壤微生物功

能多样性及其呼吸速率。赖文全等（2019）研究报

道，在重茬茄子上施用紫牛复合微生物菌有机肥可

极大减少土传病害，并能促进生根壮苗、促进生长、

促进开花坐果，提高单株结果数及单果重。目前，生

物菌肥在大田香蕉上的使用及对香蕉枯萎病的防控

效果仍鲜见报道。【本研究切入点】在化肥用量减施、

增加有机肥用量的政策指引下，针对香蕉产区枯萎

病不断发生蔓延问题，施用生物菌肥作为生物防控

技术手段已成为广大种植户的常用措施，但目前市

场上生物菌肥产品鱼目混杂。本研究以农业防治和

生物防治为切入点，对11种生物菌肥在室内和大田

对香蕉植株生长发育及枯萎病的防控效果进行筛选

和评价。【拟解决的关键问题】采用室内盆栽接种病

原菌与大田栽培试验相结合的方法，从香蕉假茎粗

度变化、叶片叶绿素含量变化、枯萎病病菌对香蕉球

茎的侵染程度、大田香蕉的抽蕾和植株发病情况等

角度，综合评价11种生物菌肥对香蕉植株生长发育

及枯萎病防控效果的影响，旨在为生物菌肥大面积

推广应用提供参考，为香蕉枯萎病的综合防控提供

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供试香蕉品种为中抗品种桂蕉9号，为苗龄6~8

片叶的二级组培苗。供试生物菌肥11种，各生物菌

肥的来源及主要含菌种见表1。供试香蕉枯萎病菌

为4号生理小种（FOC4），由广西农业科学院生物技

术研究所香蕉遗传改良研究室分离、保存并提供。

1. 2 试验方法

1. 2. 1 室内盆栽试验 试验于2019年5—10月在

广西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香蕉枯萎病测试大

棚内进行。香蕉二级苗采用椰糠培育，接种前使用

便携式叶绿素仪SPAD-502（日本柯尼卡美能达公

司）测量香蕉倒数第3叶叶绿素含量；用游标卡尺测

量沿地表假茎粗度。室内生物菌肥施用量为产品推

荐使用量，枯萎病菌采用伤根接种法接种，接种浓度

为1.53×106 CFU/L，每盆接种量20 mL，每处理3个重

复，每重复10株，生物菌肥施用和枯萎病菌接种同时

进行。接种60 d后，测量香蕉植株倒数第3叶叶绿素

含量、沿地表假茎粗度和球茎发病指数等数据，计算

处理前后叶绿素含量和假茎粗度变化值，球茎病情

指数标准参照覃柳燕等（2014）的方法进行。以仅接种

FOC4为阳性对照（CK+），接清水为阴性对照（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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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2 生物菌肥对香蕉枯萎病的田间防效试验 大

田试验在广西武鸣培桂村香蕉种植基地进行，前茬

为高感品种桂蕉1号香蕉，平均发病率80.93%，属枯

萎病重病区。2018年11月，未经轮作，直接挖坑种植

桂蕉9号，试验区采用随机区组分布，每处理3个小区，

每小区60株。种植时每株均施用1.5 kg普通有机肥

作底肥，追肥和施药按常规管理，以不施用生物菌肥

（剂）为对照，各生物菌肥具体施用方法见表2。2019年

10月底调查统计香蕉抽蕾率和发病率等情况。

1. 3 统计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DPS 6.55进行处理，并以Dun-

can’s新复极差法进行显著性分析。

生物菌肥名称
Name of microbial fertilizer

馕播王复合微生物肥
Nangbowang compound microbial fertilizer
PZ6有机肥 PZ6 microbial organic fertilizer
沃泰克有机肥
Wotaike microbial organic fertilizer
海朴海藻有机肥
Haipu seaweed microbial organic fertilizer
益生元微生物菌肥 Yishengyuan microbial fertilizer
根妹妹有机肥
Genmeimei microbial organic fertilizer
豆粕有机肥
Soybean meal microbial organic fertilizer
金满枝头全水溶性菌肥
Jinmanzhitou microbial fertilizer of water-solubility
绿农林复合微生物菌肥
Lünonglin compound microbial fertilizer
NCD-2 枯草芽孢杆菌 NCD-2 B. subtilis
复合微生物肥 Compound microbial fertilizer

生物菌肥（剂）形态
Form of microbial

fertilizer
固体粉末状

固体颗粒粉末状
固体颗粒剂

固体粉末状

固体粉末状
固体粉末状

固体粉末状

液体

粉剂

粉剂
液体

施用量（kg/株）
Dosage of application

（kg/plant）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0.15

0.05

0.02
0.15

施用次数
Application
frequency

3

3
3

3

3
3

3

4

4

4
4

施用方法
Method of
application
条状埋施

条状埋施
条状埋施

条状埋施

条状埋施
条状埋施

条状埋施

对水2.0~2.5 L淋施

对水2.0~2.5 L淋施

对水2.0~2.5 L淋施
对水2.0~2.5 L淋施

间隔时间
（d）

Interval time
45

45
45

45

45
45

45

30

30

30
30

表 2 不同生物菌肥施用方案
Table 2 The different fertilization schemes of microbial fertilizers

序号
Serial number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生物菌肥名称
Name of microbial fertilizer

馕播王复合微生物肥
Nangbowang compound

microbial fertilizer
PZ6有机肥

PZ6 microbial organic fertilizer
沃泰克有机肥

Wotaike microbial
organic fertilizer
海朴海藻有机肥

Haipu seaweed microbial
organic fertilizer

益生元微生物菌肥
Yishengyuan microbial fertilizer

金满枝头全水溶性菌肥
Jinmanzhitou microbial fertilizer

of water-solubility
豆粕有机肥

Soybean meal microbial
organic fertilizer
根妹妹有机肥

Genmeimei microbial
organic fertilizer

绿农林复合微生物菌肥
Lünonglin compound
microbial fertilizer

NCD-2 枯草芽孢杆菌
NCD-2 Bacillus subtilis

复合微生物肥
Compound

microbial fertilizer

生产厂家
Manufacturer

江阴市鹏鹞联业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南京

农业大学研制）
自制

烟台市农业生产资料总
公司（菌种原产地日本）

桂林海朴植物营养
科技有限公司

京青仲信（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京青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沃地肥业
有限公司

广西金穗生态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
与植物保护研究所研制

保定市科绿丰生化
科技有限公司

国家香蕉产业技术体系
研发中心出品，中国热
带农业科学院研制

主要含菌种
Main organic matter
以芽孢杆菌为主的

复合生物菌

棘孢木霉菌

以枯草芽孢杆菌
为主的复合生物菌

复合共生菌

复合内生芽孢杆菌

枯草芽孢杆菌、甲基
营养型芽孢杆菌

复合共生菌

枯草芽孢杆菌+
侧孢短芽孢杆菌

淡紫拟青霉及
芽孢杆菌类

枯草芽孢杆菌

芽孢杆菌及
代谢物

菌肥种类及养分含量
Microbial fertilizer type and nutrient content

复合微生物肥，有效活菌数≥0.2亿/g，
有机质≥20%，总养分N+P+K2O=8%

生物有机肥，有效活菌数≥0.2亿/g，
有机质≥48%，总养分≥5.5%

生物有机肥，有效活菌数≥5亿/g，
有机质≥75%，N+P2O5+K2O≥5%

生物有机肥，有效活菌数≥0.2亿/g，有机
质≥40%，海带寡糖≥300 g/kg，海洋钙质
营养≥10%，天然海藻活性提取物≥15%
复合微生物肥，有效活菌数≥0.2亿/g，

有机质≥20%
复合微生物肥，有效活菌数≥0.2亿/g

生物有机肥，有效活菌数≥0.2亿/g，
有机质≥65%，总养分≥6%

生物有机肥，有效活菌数≥0.2亿/g，
有机质≥48%，总养分≥6.7%

生物有机肥，有效活菌数≥50亿/g，
有机质≥40%，总养分N+P+K2O≥12%

菌剂，有效活菌数≥10亿/g

复合微生物肥，有效活菌数≥0.5亿/mL，
有机质≥100 g/L，氨基酸≥25 g/L，

N+P+K2O≥60 g/L

表 1 供试11种生物菌肥来源及其主要含菌种
Table 1 Source of 11 kinds of microbial fertilizers and main organic ma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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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率（%）=发病株数/调查总株数×100

抽蕾率（%）=抽蕾株数/调查总株数×100

病情指数（DI）=∑（各级病株数×相应级数）/

（调查总株数×最高级别值）×100

相对防效（%）=（阳性对照区发病率-处理区发

病率）/阳性对照区发病率×100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生物菌肥对室内盆栽香蕉植株生长的

影响

从表3、图1和图2可看出，施用一定量的生物菌

肥对香蕉植株生长及营养积累均具有促进作用。其

中，PZ6有机肥、沃泰克有机肥和根妹妹有机肥处理

在香蕉叶绿素含量积累中表现较明显，处理后叶绿

素含量（SPAD值）增加了9.20以上，植株叶片浓绿，

厚实；其次是馕播王复合微生物肥，叶绿素含量

（SPAD值）增加了7.10，且与PZ6有机肥、沃泰克有机

肥和根妹妹有机肥处理相比差异不显著（P>0.05，下

同）；海朴海藻有机肥、益生元微生物菌肥和豆粕有

机肥处理的植株叶绿素含量（SPAD值）积累稍多于

CK-，但未达显著差异水平；而绿农林复合微生物菌

肥、NCD-2枯草芽孢杆菌、复合微生物肥和金满枝头

全水溶性菌肥处理的植株叶绿素含量（SPAD值）变

化呈负值。

从香蕉植株沿地表假茎粗度变化值来看，生物

菌肥对香蕉植株的假茎粗度均具有促长作用。其

中，表现较优的是PZ6有机肥、沃泰克有机肥、根妹

妹有机肥、豆粕有机肥和馕播王复合微生物肥处理，

各处理沿地表假茎粗度变化值为30.68~34.68 mm，

各处理间差异不显著；与CK－相比，5个处理的假茎

粗度增加了34.09%~51.57%，差异均达极显著水平

表 3 不同生物菌肥对室内盆栽香蕉植株叶绿素含量（SPAD值）和假茎粗度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different microbial fertilizers on chlorophyll content and pseudostem width increment of banana in indoor pot-
ting culture

图 1 几种固体生物菌肥对香蕉枯萎病的防控效果
Fig.1 Control effect of several solid microbial fertilizers on banana fusarium wilt

1：CK-；2：CK+；3：馕播王复合微生物肥；4：根妹妹有机肥；5：PZ6有机肥；6：豆粕有机肥；7：沃泰克有机肥；8：此文未录入；9：海朴海藻有机肥；
10：益生元微生物菌肥

1：CK-；2：CK+；3：Nangbowang compound microbial fertilizer；4：Genmeimei microbial organic fertilizer；5：PZ6 microbial organic fertilizer；
6：Soybean meal microbial organic fertilizer；7：Wotaike microbial organic fertilizer；8：It was not included in this article；9：Haipu seaweed microbial

organic fertilizer；10：Yishengyuan microbial fertilizer

同列数据后不同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差异极显著（P<0.01）或显著（P<0.05）。表4~表6同
Different upp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represented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1），and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represented sig-
nificant difference（P<0.05）.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Table 4-Table 6

生物菌肥名称
Name of microbial fertilizer

PZ6有机肥 PZ6 microbial organic fertilizer
沃泰克有机肥 Wotaike microbial organic fertilizer
根妹妹有机肥 Genmeimei microbial organic fertilizer
馕播王复合微生物肥 Nangbowang compound microbial fertilizer
海朴海藻有机肥 Haipu seaweed microbial organic fertilizer
益生元微生物菌肥 Yishengyuan microbial fertilizer
豆粕有机肥 Soybean meal microbial organic fertilizer
CK-（清水）CK-（clear water）
绿农林复合微生物菌肥 Lünonglin compound microbial fertilizer
CK+（FOC4）
NCD-2 枯草芽孢杆菌 NCD-2 B. subtilis
复合微生物肥 Compound microbial fertilizer
金满枝头全水溶性菌肥 Jinmanzhitou microbial fertilizer of water-solubility

叶绿素含量（SPAD值）变化值
Change value of

chlorophyll content
12.10±1.54aA
9.85±1.97aA

9.20±0.61aAB
7.10±1.18abABC
2.38±3.68bcBCD
1.35±1.57bcCDE
0.70±3.09cdCDE
0.08±2.23cdCDE
-0.53±3.58cdDE

-1.58±2.41cdDEF
-2.50±1.81cdeDEF

-4.98±2.58deEF
-7.95±3.29eF

假茎粗度变化值（mm）
Change value of

pseudostem width increment
34.68±1.00aA

33.22±3.05abAB
32.58±4.54abcABC

30.68±4.88abcdABCD
27.24±0.97bcdeBCDE

27.76±1.73bcdeABCDE
31.20±3.79abcdABCD

22.88±1.21eE
27.78±3.01bcdeABCDE

25.84±2.06deCDE
26.90±1.56cdeBCDE

23.06±1.98eE
24.56±1.56eDE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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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下同）。其次是绿农林复合微生物菌肥、益

生元微生物菌肥、海朴海藻有机肥和NCD-2枯草芽

孢杆菌处理，各处理沿地表假茎粗度变化值较CK－

的增幅均在17.57%以上，但与CK-差异均不显著。

增幅最小的复合微生物肥处理比CK-增加了0.79%，

二者间差异不显著。结果还发现，复合微生物肥和

金满枝头全水溶性菌肥处理对香蕉植株假茎粗度的

影响低于CK+处理，但差异未达显著水平。

2. 2 不同生物菌肥对室内盆栽香蕉枯萎病的防效

从表4可知，同时接种病原菌和生物菌肥后，香

蕉植株球茎受到病原菌不同程度的侵染，其中，

NCD-2枯草芽孢杆菌、馕播王复合微生物肥和金满

枝头全水溶性菌肥处理香蕉球茎的病情指数较低，

均在40.00以下，极显著低于CK+处理；其次是益生元

微生物菌肥、复合微生物菌肥、海朴海藻有机肥、

PZ6有机肥、根妹妹有机肥和绿农林复合微生物菌

肥处理，球茎的病情指数在41.33~52.67，除根妹妹有

机肥和绿农林复合微生物菌肥处理与CK+差异不显

著外，其他4个生物菌肥处理与CK+的差异均达显著

水平（P<0.05，下同）；豆粕有机肥和沃泰克有机肥处

理的球茎病情指数为66.00和75.67，分别比CK+球茎

病情指数高6.45%和22.05%。

从相对防效结果（表4）来看，不同生物菌肥对

枯萎病的相对防效也存在差异，其中，NCD-2枯草

芽孢杆菌、馕播王复合微生物肥和金满枝头全水溶

性菌肥处理的防效较优，相对防效分别为53.87%、

48.07%和43.12%，其中NCD-2枯草芽孢杆菌处理显

著高于金满枝头全水溶性菌肥处理，但与馕播王复

合微生物肥处理差异不显著；其次是益生元微生物

菌肥处理，相对防效为33.36%；复合微生物菌肥、海

朴海藻有机肥、PZ6有机肥、根妹妹有机肥和绿农林

复合微生物菌肥处理的防效稍低，相对防效介于

15.13%~26.93%；豆粕有机肥和沃泰克有机肥处理

香蕉球茎受侵染严重，相对防效为-6.51%和-22.11%。

2. 3 不同生物菌肥对大田香蕉植株抽蕾的影响及

香蕉枯萎病的防治效果

从表5可看出，施用不同生物菌肥对大田香蕉

植株生长发育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较对照均有不同

程度的提早抽蕾效果，整体促生作用呈生物有机肥>

复合微生物菌肥>菌剂趋势。其中，绿农林复合微生

物菌肥和PZ6有机肥处理的香蕉抽蕾率较高，分别

为25.52%和21.65%，两者差异不显著，但极显著高

图 2 几种液体生物菌肥对香蕉枯萎病的防控效果
Fig.2 Control effect of several liquid microbial fertilizers on banana fusarium wilt

1：CK－；2：CK＋；3：NCD-2 枯草芽孢杆菌；4：此文未录入；5：复合微生物肥；6：金满枝头全水溶性菌肥；7：绿农林复合微生物菌肥
1：CK－；2：CK＋；3：NCD-2 B. subtilis；4：It was not included in this article；5：Compound microbial fertilizer；6：Jinmanzhitou microbial fertilizer of

water-solubility；7：Lünonglin compound microbial fertilizer

1 2 3 4 5 6 7

表 4 不同生物菌肥对室内盆栽香蕉枯萎病的防治效果
Table 4 Effects of different microbial fertilizers on fusarium wilt of banana plants in indoor potted culture

生物菌肥名称
Name of microbial fertilizer
NCD-2 枯草芽孢杆菌 NCD-2 B. subtilis
馕播王复合微生物肥 Nangbowang compound microbial fertilizer
金满枝头全水溶性菌肥 Jinmanzhitou microbial fertilizer of water-solubility
益生元微生物菌肥 Yishengyuan microbial fertilizer
复合微生物肥 Compound microbial fertilizer
海朴海藻有机肥 Haipu seaweed microbial organic fertilizer
PZ6有机肥 PZ6 microbial organic fertilizer
根妹妹有机肥 Genmeimei microbial organic fertilizer
绿农林复合微生物菌肥 Lünonglin compound microbial fertilizer
CK+（FOC4）
豆粕有机肥 Soybean meal microbial organic fertilizer
沃泰克有机肥 Wotaike microbial organic fertilizer

球茎病情指数
Index of bulb disease

28.67±3.51hF
32.00±3.61ghF

35.33±4.04fdhEF
41.33±3.06efgDEF
45.33±3.52defDE
47.00±4.58deDE
50.33±3.06deCD
52.00±4.00cdeCD
52.67±4.51cdCD
62.00±3.61bcBC
66.00±3.00abAB

75.67±3.51aA

相对防效（%）
Relative control effect

53.87±3.29aA
48.07±8.59abA

43.12±3.76bcAB
33.36±2.22cdBC
26.93±4.64deCD
24.31±2.97defCD

18.81±2.12efD
16.18±2.14fD
15.13±3.05fD

-
-6.51±1.84gE
-22.11±2.45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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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照处理（6.34%）；其次是豆粕有机肥、根妹妹有

机肥、海朴海藻有机肥、益生元微生物菌肥、沃泰克

有机肥、馕播王复合微生物肥和金满枝头全水溶性

菌肥处理，抽蕾率均在15.32%以上，且相互间差异不

显著；相对其他生物菌肥，NCD-2枯草芽孢杆菌处理

的香蕉植株抽蕾率稍低，为11.29%，仍高于对照，但

差异不显著。

从表6结果看，生物菌肥对大田香蕉枯萎病有

较好的防治效果，不同生物菌肥处理的防治效果存

在一定差异。其中，NCD-2枯草芽孢杆菌、PZ6有机

肥、绿农林复合微生物菌肥、馕播王复合微生物肥、

根妹妹有机肥、益生元微生物菌肥、海朴海藻有机

肥、豆粕有机肥、金满枝头全水溶性菌肥和复合微生

物肥处理的香蕉枯萎病平均发病率低于15.43%，相

对防效均在57.25%以上，相对防效除复合微生物肥

和沃泰克有机肥处理外，其他处理间的差异均不显

著。不同处理中以NCD-2枯草芽孢杆菌处理的防治

效 果 最 好 ，平 均 发 病 率 为 9.78%，相 对 防 效 达

72.48%；沃泰克有机肥处理的发病较重，平均发病率

为23.64%，相对防效为33.93%，但发病率显著低于

对照（35.68%）。

3 讨论

3. 1 施用生物菌肥对香蕉植株生长具有促进作用

随着生态农业的发展和社会对环境保护的日

益重视，不断深入对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及探寻，

以新肥料（尤其是生物菌肥）来替代化肥的研究倍受

关注（赵秉强等，2004）。多年来香蕉生产一直以大

水大肥为主，几乎每个月滴1次水溶肥，1个生产周期

埋施3~4次化肥。减肥增效是近年来提倡的新生产

模式（鲁洪娟等，2019）。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NY/T 1113—

2006《微生物肥料术语》中，将微生物肥料定义为：含

有特定微生物活体的制品，应用于农业生产，通过其

中所含微生物的生命活动，增加植物养分的供应量

或促进植物生长，提高产量，改善农产品品质及农业

生态环境。其包括微生物接种剂（菌剂）、复合微生

物肥料和生物有机肥。生物菌肥，尤其是生物有机

肥自身含有大量的有机质及作物生长所需的多种营

养元素，同时含有大量有益微生物，施入土壤后能提

高土壤有机质，活化土壤养分，增加土壤供肥能力，

满足植物生长需要（沈德龙等，2007；付丽军等，

表 5 不同生物菌肥对大田香蕉植株抽蕾的影响
Table 5 Effects of different microbial fertilizers on budding of banana field plants

生物菌肥名称 Name of microbial fertilizer
绿农林复合微生物菌肥 Lünonglin compound microbial fertilizer
PZ6有机肥 PZ6 microbial organic fertilizer
豆粕有机肥 Soybean meal microbial organic fertilizer
根妹妹有机肥 Genmeimei microbial organic fertilizer
海朴海藻有机肥 Haipu seaweed microbial organic fertilizer
益生元微生物菌肥 Yishengyuan microbial fertilizer
沃泰克有机肥 Yishengyuan microbial fertilizer
馕播王复合微生物肥 Nangbowang compound microbial fertilizer
金满枝头全水溶性菌肥 Jinmanzhitou microbial fertilizer of water-solubility
复合微生物肥 Compound microbial fertilizer
NCD-2 枯草芽孢杆菌 NCD-2 B. subtilis
CK

抽蕾率（%）Budding rate
25.52±3.11aA

21.65±2.38abAB
19.30±2.18abcABC
19.25±3.03abcABC
18.88±3.56abcABC
18.31±2.01abcdABC
17.47±3.04bcdABC
15.48±2.07bcdBC
15.32±2.13bcdBC

13.36±2.93cdeBCD
11.29±2.08deCD

6.34±0.74eD

表 6 不同生物菌肥对大田香蕉枯萎病的防治效果
Table 6 Control effect of different microbial fertilizers on banana fusarium wilt in field

生物菌肥名称
Name of microbial fertilizer
NCD-2 枯草芽孢杆菌 NCD-2 B. subtilis
PZ6有机肥 PZ6 microbial organic fertilizer
绿农林复合微生物菌肥 Lünonglin compound microbial fertilizer
馕播王复合微生物肥 Nangbowang compound microbial fertilizer
根妹妹有机肥 Genmeimei microbial organic fertilizer
益生元微生物菌肥 Yishengyuan microbial fertilizer
海朴海藻有机肥 Haipu seaweed microbial organic fertilizer
豆粕有机肥 Soybean meal microbial organic fertilizer
金满枝头全水溶性菌肥 Jinmanzhitou microbial fertilizer of water-solubility
复合微生物肥 Compound microbial fertilizer
沃泰克有机肥 Yishengyuan microbial fertilizer
CK

平均发病率（%）
Average incidence

9.78±1.26cC
11.59±1.74cBC
11.77±2.88cBC
11.89±2.48cBC
12.30±3.01cBC
12.86±3.45cBC
13.21±3.74cBC
13.26±3.57cBC
13.90±3.54bcBC
15.43±4.03bcBC
23.64±4.22bAB
35.68±5.51aA

相对防效（%）
Relative control effect

72.48±2.12aA
67.52±0.32abA
67.34±3.02abA
65.87±3.18abA
64.89±4.32abA
64.38±4.17abA
63.49±5.18abA
63.28±5.01abA
61.45±4.10abA
57.25±4.85bA
33.93±1.93c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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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大量研究表明，微生物在土壤中的活动不仅

会增加土壤氮磷钾营养元素的含量，还可提高土壤

酶活性，有利于土壤养分的转化，利于植物吸收利

用，进而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王梦雅等，2018；邱吟

霜等，2019；闫鹏科等，2019）。朱丹等（2014）研究发

现，施用谷特菌肥能显著提高土壤全氮、全磷、全钾、

有机质、碱解氮、有效磷和速效钾的水平，可明显改

善青稞根际土壤理化性状，提高土壤细菌多样性。

闫鹏科等（2019）研究表明，施用生物有机肥对改善

土壤的理化性质，增加枸杞产量和促进果实膨大有

显著作用，随生物有机肥施用量的增加，土壤有机质

和速效养分显著提高，产量增加，果实膨大。

本研究的11种生物菌肥中包含生物有机肥6种、

复合微生物肥料4种、菌剂1种，各生物菌肥对香蕉植

株的生长及营养积累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与以

上学者的研究结果相似。在盆栽试验中，PZ6有机

肥、沃泰克有机肥、根妹妹有机肥和馕播王复合微生

物肥等生物有机物肥或复合微生物肥含有大量的有

益微生物、有机质及营养元素，处理后香蕉叶片的叶

绿素含量（SPAD值）变化值均在7.10以上，香蕉植株

假茎粗度变化值均在30.68 mm以上，对香蕉植株有

明显的促生作用。而绿农林复合微生物菌肥、NCD-2

枯草芽孢杆菌、复合微生物肥和金满枝头全水溶性

菌肥等菌剂或复合微生物肥处理，试验后期植株出

现黄叶、瘦弱现象，可能与生物菌肥（剂）的剂型有

关，在盆栽条件下，粉剂和液体菌肥需要淋施，而盆

栽基质椰糠不易保水保肥，试验后期不能给植株提

供足够营养；同时，生物菌肥（剂）内所含的生物菌可

萌发、存活，自身也会从盆栽基质中吸收养分，从而

使香蕉植株缺乏营养而表现变黄、变瘦。大田试验

中，由于可依托于土壤环境，生物菌肥内含有特定的

活体微生物通过其生命活动促进土壤中营养物质的

释放（丁文娟等，2014）和植物对营养元素的吸收；11

种生物菌肥处理的香蕉植株抽蕾率均超过11.29%，

均高于对照处理，对香蕉植株生长发育具有促进作

用，整体促生作用呈生物有机肥>复合微生物菌肥>

菌剂趋势，尤其以绿农林复合微生物菌肥和PZ6有

机肥2个生物有机肥的促生作用较强，抽蕾率分别为

25.52%和21.65%。本研究结果可为在香蕉生产中

适当增施生物菌肥，减少部分化肥的施用量提供参

考与借鉴。

3. 2 生物菌肥对香蕉枯萎病的发生具有延缓作用

施用生物菌肥后，其中的微生物可在土壤中大

量生长繁殖，聚集在作物根部形成优势菌群，在其自

身生长过程的同时，可分泌代谢产物或直接抑制病

原菌的生长，改善周围环境，提高植物体的抗逆性。

Montealegre等（2003）报道枯草芽孢杆菌能分泌多种

抗真菌代谢产物，如杆菌肽、枯草芽孢杆菌、杆菌素

和杆菌霉素，对多种病原真菌有抑制作用。Saad

（2006）发现荧光假单胞菌能分泌抗真菌代谢产物，

包括脂肽环及对真菌病原体具有抑制作用的几种水

解酶，如几丁质酶、内切酶、β-1,4葡聚糖酶、β-1,3葡

聚糖酶、脂肪酶和蛋白酶。张志红等（2008，2010）、

何欣等（2010）、赵兰凤等（2013）、丁文娟等（2014）研

究表明，生物菌肥能改善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提高

土壤酶活性，调节根系分泌物，减少根际尖孢镰刀菌

数量，延缓和降低香蕉枯萎病的发生。Al-Fadhal等

（2019）以荧光假单胞菌和枯草芽孢杆菌为菌剂，在

平板和温室盆栽进行引起黄瓜根腐病和幼苗猝倒病

的病原菌丝核菌（Rhizoctonia solani）和茄腐镰孢菌

（Fusarium solani）的防效评价，结果表明，枯草芽孢

杆菌和荧光假单胞菌均能显著抑制丝核菌和茄腐镰

孢菌菌丝生长，因此认为这2种细菌菌剂可分泌水解

酶或具有抗真菌代谢产物的能力。

本研究供试的生物菌肥均含有不同的微生物

活体，如枯草芽孢杆菌、木霉菌和淡紫拟青霉等生防

功能菌，其中枯草芽孢杆菌NCD-2菌株能有效防治

棉花黄萎病（李社增等，2004，2005），绿农林复合微

生物菌肥中所含的枯草芽孢杆菌和淡紫拟青霉复合

菌及PZ6有机肥中的棘孢木霉菌PZ6菌株能有效防

治香蕉枯萎病（覃柳燕等，2017；汪军等，2017）。本

研究中，室内盆栽试验与大田试验结果均证实NCD-2

枯草芽孢杆菌、PZ6有机肥、绿农林复合微生物菌

肥、馕播王复合微生物肥、根妹妹有机肥、益生元微

生物菌肥、海朴海藻有机肥和金满枝头全水溶性菌

肥和复合微生物菌肥等供试生物菌肥可减轻枯萎病

菌对香蕉的侵染，降低田间发病率，延缓和降低香蕉

枯萎病的发生。

4 结论

在种植桂蕉9号中抗品种条件下，NCD-2枯草芽

孢杆菌、PZ6有机肥、绿农林复合微生物肥、馕播王

复合微生物肥、根妹妹有机肥、益生元微生物菌肥、

海朴海藻有机肥和金满枝头全水溶性菌肥等生物菌

肥具有较好的促生及防治枯萎病潜力，值得进一步

研究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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