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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比较水旱轮作与旱地轮作两种种植模式下的马铃薯根际土壤及病株块茎的细菌群落多样性，为利

用土壤细菌多样性优化马铃薯种植模式和防治马铃薯病害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分别采集前作为水稻的水旱轮作和

前作为玉米的旱地轮作模式下马铃薯根际土壤样品（旱地轮作和水旱轮作健康马铃薯根际土壤样品分别记为HD.J

和SH.J，旱地轮作和水旱轮作发病马铃薯根际土壤样品分别记为HD.B和SH.B）及马铃薯病株块茎样品（旱地轮作和

水旱轮作发病马铃薯块茎样品分别记为P.HD.B和P.SH.B），基于高通量测序技术对样品中细菌16S rDNA的V3~V4区

域进行测序，分析2种种植模式下的马铃薯根际土壤样品和病株块茎样品的细菌种类及丰度差异。【结果】对马铃薯

根际土壤样品及病株块茎样品的细菌多样性分析结果显示，HD.J、HD.B、SH.J和SH.B的细菌种类（OTU数目）、丰富

度（Chao1指数）及多样性（Shannon指数）均高于P.SH.B和P.HD.B，且健株根际土壤细菌群落丰富度高于病株土壤。

马铃薯种植模式是影响根际土壤细菌群落变化的最主要因素，贡献率为39.1%，而马铃薯植株健康状况是影响根际

土壤细菌群落变化的第二大因素，贡献率为34.7%。病株根际土壤样品中，HD.B无丰度在1.00%以上的优势种，而

SH.B特有的优势种中包含软腐病果胶杆菌（Pectobacterium carotovorum）、雷尔氏菌（Ralstonia solanacearum）和不动

杆菌（Acinetobacter rudis），相对丰度分别为2.03%、1.46%和1.22%，其中软腐病果胶杆菌和雷尔氏菌是马铃薯的主要

病原细菌，可分别导致马铃薯黑胫病和青枯病发生。病株块茎样品中，P.SH.B除了包含P.HD.B检测到的23个属，还有

5个属是其所特有；P.SH.B特有的5个属中有3个优势属在SH.B中未检测到。HD.B特有的优势功能是产甲烷作用，相

对丰度为1.18%；SH.B特有的优势功能包括硝酸盐呼吸作用、氮呼吸作用、亚硝酸盐呼吸作用、亚硝酸盐氨化作用和

硝酸盐氨化作用，均属于氮利用及代谢功能，相对丰度为1.48%~1.95%。【结论】与旱地轮作模式相比，水旱轮作模式

可提高马铃薯根际土壤的细菌群落多样性，但在该种植模式下要重点预防马铃薯发生细菌性病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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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ersity analysis of bacterial community in potato rhizosphere
soil under the mode of paddy-upland ro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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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 microbial community diversity in rhizosphere soil and tuber between paddy-upland rota-
tion and upland rotation in potato planting was compared in order to optimize potato planting modes and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to develop potato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lant-microbiome ecology.【Method】Soil samples of potato rhizo-
sphere and tuber samples of potato diseased plant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rotation of rice paddy-upland rotation and
maize upland rotation，respectively. The rhizosphere soil samples of healthy potato in upland rotation and paddy-up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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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根际土壤微生物是植物微生态系

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活性和群落结构多样性可影

响土壤肥力的形成和植物对土壤有效养分的吸收及

营养物质转化，与植物健康生长发育和生产力密切

相关（Ling et al.，2014；李忠奎等，2019）。土壤微生

物群落在维持土壤肥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评

价土壤环境优劣状况的重要生态指标之一（Kumar

et al.，2017）。种植方式不同会影响土壤微生物生长

环境，使土壤微生物数量、组成及活性产生较大差

异，并最终导致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和功能发生改

变。广西是典型的马铃薯冬作区，主要采用水旱轮

作或旱地轮作种植马铃薯（韦本辉等，2005）。因此，

研究水旱轮作和旱地轮作2种种植模式下马铃薯根

际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多样性，可为评估其对马铃

薯健康生长的影响及选择合适的马铃薯种植模式提

供科学依据。【前人研究进展】微生物扩增子高通量

测序技术理论上可直接获得环境中所有微生物的基

因信息，能快速而全面地诠释土壤中的微生物群落

结构多样性，为根际土壤微生物研究提供新思路。

姚华开等（2018）使用MiSeq高通量测序平台对混栽

组合茄子根际土壤中细菌的16S rDNA基因V3~V4区

片段进行测序，发现混栽组合茄子根际土壤的细菌

多样性指数（H）、丰度（S）和均匀度指数（Eh）均显著

高于对照，而且茄子混栽组合种植还能有效提高主

栽作物茄子的根际土壤肥力；张笑宇等（2018）采用

实验室微生物培养联合微生物高通量测序技术对玉

米—烤烟轮作和烟叶连作2种种植模式下的烟株根

际土壤微生物数量、群落结构及其多样性进行研究，

发现轮作烟田根际土壤中的细菌和放线菌数量均高

于连作烟田根际土壤；廖咏梅等（2019）基于Illumina

MiSeq测序平台对真菌ITS1~ITS2区域和细菌16S

rDNA扩增子V3~V4区域进行双末端测序，分析稻鸭

共育模式与常规管理模式稻田土壤真菌和细菌的种

类及丰度差异，发现与常规管理模式种植水稻比较，

稻鸭共育模式的水稻根际土壤pH略低，有机质稍

高，真菌的种群结构丰富，而细菌的优势门和优势属

无明显差异；王悦等（2019）使用MiSeq高通量测序

平台对连作、轮作和套作种植模式下丹参根际土壤

细菌16S rDNA基因V3~V4区片段和真菌18S rDNA

基因V4区片段进行测序，发现不同种植模式下微生

物间的群落结构变化显著，相互作用关系也有明显

差异；杨潇湘等（2019）基于扩增子高通量测序技术

对豆—油轮作模式下的大豆与油菜根际土壤微生物

群落结构多样性进行研究，发现与油菜根际土壤微

生物相比，大豆根际土壤特异性富集具有固氮功能

苏燕等：水旱轮作模式下马铃薯根际土壤细菌群落多样性分析

rotation were marked with HD.J and SH.J，respectively. The rhizosphere soil samples of diseased potato in upland rotation
and paddy upland rotation were marked with HD.B and SH.B，respectively. Tuber samples of diseased potato in upland ro-
tation and paddy-upland rotation were marked with P.HD.B and P.SH.B，respectively. V3-V4 region of 16S rDNA ampli-
con of bacteria in the rhizosphere soil and tuber samples were sequenced using high throughput sequencing. Then the bac-
teria species and abundance differences of potato rhizosphere soil samples and diseased tuber samples in two cultivation
modes were analyzed.【Result】The results of bacterial diversity analysis of rhizosphere soil samples and tuber samples of
diseased potato showed that the bacterial species，richness（Chao1 index）and diversity（Shannon index）of HD.J，HD.B，
SH.J and SH.B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P.SH.B and P.HD.B. The abundance of bacterial community in rhizosphere soil
of healthy plant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diseased plants. Potato planting pattern wa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change of bacterial community in soil，with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39.1%，while the health status of potato plant was
the second most important factor with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34.7%. There was no dominant species with abundance of
more than 1.00% in HD.B，while the dominant species in SH.B included Pectinium carotovorum，Ralstonia solanacearum
and Acinetobacter rubis with abundances of 2.03%，1.46% and 1.22%，respectively. Among them，Pectinobacteria and
Ralstonia were the main potato pathogens，which could cause potato black leg and potato bacterial wilt，respectively. In
the tuber samples of diseased plants，P.SH.B contained not only twenty-three genera detected from P.HD.B，but also con-
tained five genera which were endemic to P.SH.B. Among the five genera which endemic to P.SH.B，three dominant gene-
ra were not detected in SH.B. The dominant function of HD.B was methanogenesis，with a relative abundance of 1.18%.
In SH.B，the dominant function was nitrogen utilization and metabolism，containing nitrate respiration，nitrogen respira-
tion，nitrite respiration，nitrite ammonification and nitrate ammonification，with the relative abundance of 1.48%-1.95%.
【Conclusion】Compared with the upland rotation mode，the paddy-upland rotation mode can improve the bacterial com-
munity diversity of potato rhizosphere soil，but the bacterial diseases of potato should be prevented under this planting
mode.

Key words：bacterial community diversity；potato；paddy-upland rotation；upland rotation；rhizosphere soil
Foundation item：Guangxi Innovation Driven Development Project（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jor Project）（Guike

AA17204054）；Guangxi Postdoctoral Science Foundation（BH2018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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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瘤菌属、慢生根瘤菌属和丛枝菌根真菌以及具

有生防作用和促进植物生长的微生物。水旱轮作模

式比常规连作模式的土壤微生物含量和多样性更

高，有助于减少病害发生和提高农作物产量。苏婷

等（2016）研究发现，水稻—玉米的水旱轮作模式不

仅能调节土壤pH，还能显著增加土壤细菌、真菌和

放线菌含量，促进土壤生态系统的平衡；谭雪莲等

（2016）的研究表明水旱轮作可提高马铃薯产量，可

能是因为水旱轮作提高了土壤微生物的数量和活

性，从而促进了马铃薯根系生长及营养吸收。正是

由于水旱轮作模式具有改善土壤理化性质、减少病

害发生和提高作物产量的优点，同时还能充分利用

冬闲田，目前已成为南方冬季种植马铃薯的主要模

式。【本研究切入点】前人主要对马铃薯不同耕作模

式的产量进行比较，并主要研究不同的连作/间作/轮

作模式对土壤性质及微生物总体群落的影响，而针

对马铃薯在不同耕作模式下的根际土壤及块茎的细

菌群落多样性研究鲜见报道。【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选取相同地点不同轮作模式的一组田块，通过16S

rDNA高通量测序分析前作为玉米的旱地轮作和前

作为水稻的水旱轮作模式下马铃薯根际土壤及块茎

的细菌种类及丰度差异，明确水旱轮作种植模式对

土壤细菌群落结构的潜在影响，为利用土壤细菌多

样性优化马铃薯种植模式和防治马铃薯病害提供科

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样品采集

试验地点位于广西贺州市昭平县五将镇，试验

设置2个田块，二者相邻，种植的马铃薯品种均为费

乌瑞它，采用相同的常规田间管理措施。试验田块1

的种植模式为玉米—马铃薯旱地轮作，于马铃薯收

获期（2018年3月）采集样品，记为HD；试验田块2的

种植模式为水稻—马铃薯水旱轮作，于马铃薯收获

期（2018年3月）采集样品，记为SH。同一个采样地

点，部分马铃薯发生细菌性软腐病。采用五点法采

样，采样地中心定一个采样点，等距离等角度辐射

4点。在每个采样点分别采集健康马铃薯和发病马

铃薯的根际土壤样品及病株块茎样品，分别装入无

菌密封塑料袋，保存于冰盒中，其中旱地轮作健康

马铃薯和发病马铃薯根际土壤样品分别记为HD.J和

HD.B，水旱轮作健康马铃薯和发病马铃薯根际土壤

样品分别记为SH.J和SH.B，旱地轮作发病马铃薯

和水旱轮作发病马铃薯块茎样品分别记为P.HD.B和

P.SH.B。

1. 2 微生物基因组DNA提取及16S rDNA高通量

测序

取样点的土壤样品置于研钵中磨碎，过80目筛

后，5个取样点的样品各称取1.0 g混匀，随机取约

0.5 g土壤用于提取微生物总DNA。马铃薯块茎样

品洗净后切成小块置于研钵中研磨，5个取样点各称

取1.0 g研磨后的样品混匀，随机取约0.5 g组织用于

提取微生物总DNA。使用BioFast土壤基因组DNA

提取试剂盒（杭州博日科技有限公司）提取土壤及马

铃薯块茎的微生物基因组DNA，采用NanoDrop -

2000（美国赛默飞世尔科技公司）测定DNA浓度，并

通过1%琼脂糖凝胶电泳分析DNA完整度。对样品

中的细菌16S rDNA基因V3~V4区域进行扩增并建

库，继而使用Illumina HiSeq 2500平台进行高通量

测序。

1. 3 生物信息学分析

测序原始数据去除低质量读段（Reads），然后根

据双末端测序（Paired-End，PE）数据间的叠连（Over-

lap）关系将成对的读段拼接成1条序列，为得到高质

量的读段，去除标签（Tags）两端的条形码（Barcode）

序列及引物序列，再去除嵌合体及其短序列等得到

干净序列标签（Clean tags）。拼接过滤后的干净序

列标签在97%相似度下利用QIIME（v1.8.0）将其聚

类为用于物种分类的操作分类单元（OTU），统计各

样品每个OTU的丰度信息。获得的OTU与RDP数据

库（Release 11.1，http：// rdpcme.msu.edu/）比对，通

过核糖体数据库项目贝叶斯分类法（Ribosomal Da-

tabase Project Bayesian，RDP Classifier）鉴定OTU代

表性序列的微生物分类地位。应用R语言Vegan软

件包进行基于Bray-Curtis距离的主坐标分析（PCoA）

及非度量多维标定法（NMDS）分析。应用Mothur

计算微生物Alpha（α）多样性指数。应用原核生物

类群的功能注释方法（FAPROTAX）（Louca et al.，

2016），将本研究的16S rDNA测序数据与FAPRO-

TAX数据库对比，分析功能基因在生物代谢通路上

的丰度。

2 结果与分析

2. 1 马铃薯根际土壤样品及病株块茎样品细菌

多样性分析结果

6个马铃薯根际土壤样品和病株块茎样品测序

共获得685267条原始序列标签（Raw tags），质控过

滤后共产生650335条干净序列标签，每个样品至少

产生103692条干净序列标签，平均产生108389条干

净序列标签，最终得到的干净序列标签平均长度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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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406~415 bp。在97%的相似水平下对序列进行

OTU聚类，共获得843个OTUs。

以OTU水平对6个样品进行PCoA分析，结果

（图1-A）发现4个土壤样品聚在一起，说明土壤样品

间的细菌群落结构更接近；而病株块茎的2个样品间

距离较远，且均与土壤样品完全分开，说明病株块茎

样品的细菌群落结构与土壤样品的细菌群落结构存

在较大差异。进行NMDS分析获得的结果（图1-B）

与PCoA分析结果一致，4个土壤样品几乎完全重叠，

而2个病株块茎样品间的距离很远，且与土壤样品的

距离也很远，说明与病株块茎相比较，土壤样品的细

菌群落结构非常相似，细菌群落结构与样品来源

相关。

以α多样性指数对土壤样品与病株块茎样品的

细菌群落多样性进行比较，结果（表1和图2）发现土

壤样品的细菌种类（OTU数目）、丰富度（Chao1指

数）和多样性（Shannon指数）均高于病株块茎样品，

说明土壤样品的细菌群落多样性高于病株块茎的细

菌群落多样性。

2. 2 马铃薯根际土壤细菌群落组成分析结果

对马铃薯根际土壤的4个样品进行PCoA分析，

此时4个样品均发生了分离。其中，旱地轮作样品

HD.J和HD.B位于横轴主坐标1（PCoA1）的正端，水

旱轮作样品SH.J和SH.B位于横轴PCoA1的负端，

PCoA1是造成4个样品的最大差异特征，贡献率为

39.1%（图3-A）；同时，健康马铃薯的根际土壤样品

HD.J和SH.J位于纵轴主坐标2（PCoA2）的正端，发病

马铃薯的根际土壤样品HD. B和SH. B位于纵轴

PCoA2的负端，PCoA2是造成4个样品的第二大差异

特征，贡献率为34.7%（图3-B）。PCoA1和PCoA2的

累积贡献率达73.8%，能较全面地反映样本信息。分

析结果表明，马铃薯种植模式（旱地轮作或水旱轮

作）是影响土壤细菌群落变化的最主要因素，贡献率

为39.1%，而马铃薯植株健康状况是影响土壤细菌群

落变化的第二大因素，贡献率为34.7%。

对马铃薯根际土壤的4个样品进行细菌种类、

丰富度和多样性分析，结果（表1）显示，各样品中按

OTU数目排序为：HD.J>HD.B>SH.J>SH.B，按Chao1

指数排序为：HD.J>HD.B>SH.J>SH.B，按Shannon指

数排序为：SH.J>SH.B>HD.J>HD.B。说明虽然旱地

轮作的土壤细菌群落种类较多，但水旱轮作的土壤

细菌群落多样性更高。结果也显示，健株根际土壤

细菌群落多样性均高于相应病株土壤的细菌群落。

4个马铃薯根际土壤样品的细菌归属于24门40

纲83目129科181属。在门水平上，相对丰度排前10

的细菌类群依次为细菌界的变形菌门（Proteobacte-

样品 Sample
HD.B
HD.J
SH.B
SH.J
P.HD.B
P.SH.B

OTU数目 OTU number
919
921
848
912
209
460

Chao1指数 Chao1 index
936.57
938.50
888.32
928.50
434.07
651.64

Shannon指数 Shannon index
5.13
5.22
5.24
5.36
4.96
5.12

图 1 马铃薯根际土壤样品及病株块茎样品细菌群落的β多样性分析
Fig.1 β diversity of bacterial community of rhizosphere soil sample and stem tuber of diseased potato

A：主坐标分析；B：非度量多维标定法分析
A：PCoA；B：NMDS

表 1 细菌α多样性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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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a）、酸杆菌门（Acidobacteria）、放线菌门（Actinobac-

teria）、绿 弯 菌 门（Chloroflexi）、厚 壁 菌 门（Fir-

micutes）、拟杆菌门（Bacteroidetes）、Saccharibacteria

和硝化螺旋菌门（Nitrospirae），以及古细菌界的奇古

菌门（Thaumarchaeota）和广古菌门（Euryarchaeota）

（图4-A）。其中，变形菌门是占绝对优势的细菌门，

在各样品中的相对丰度分别为：27.98%（HD.B）、

31.89%（HD.J）、45.46%（SH.B）和32.87%（SH.J）；其

次是酸杆菌门，在各样品中的相对丰度分别为：

14.80%（HD.B）、19.12%（HD.J）、24.36%（SH.B）和

30.83%（SH.J）。旱地轮作的2个样品的细菌群落结

构较相似，水旱轮作的2个样品的细菌群落结构较

相似。

在属水平上（图4-B），旱地轮作的2个样品与水

旱轮作的健株土壤样品的细菌群落结构较相似，而

水旱轮作的病株根际土壤样品呈现出特有的细菌群

落结构特征。以相对丰度大于1.00%的属为优势属，

分别取4个样品的优势属进行比较，HD.B与HD.J的

优势属均有10个，SH.J的优势属有9个，3个土壤样品

的优势属总相对丰度为23.00%~30.00%，而SH.B的

优势属有19个，相对丰度之和为44.60%。在4个土

壤样品中均出现的优势属是奇古菌门的Candida-

tus_Nitrosotalea、Candidatus_Koribacter 和 Candida-

tu_Solibacter，以及变形菌门的鞘氨醇单胞菌属

（Sphingomonas）和罗河杆菌属（Rhodanobacter），5个

优势属在各样品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5.92%（HD.

B）、22.38%（HD.J）、15.67%（SH.B）和20.83%（SH.J），

即5个优势属在病株土壤的相对丰度均低于健株土

壤。在旱地轮作的病株根际土壤样品中特有的优

势属为节杆菌属（Arthrobacter）、Mucilaginibacter、

Dyella和纤线杆菌属（Ktedonobacter），总相对丰度为

5.06%；在水旱轮作的病株根际土壤样品中特有的优

图 2 马铃薯根际土壤及病株块茎样品细菌群落的α多样性分析
Fig.2 α diversity of bacterial community of rhizosphere soil and stem tuber of diseased potato

A：OTU数目；B：Chao1指数；C：Shannon指数
A：OTU number；B：Chao1 index；C：Shannon index

图 3 马铃薯根际土壤样品的主坐标分析
Fig.3 PCoA analysis of rhizosphere soil of potato

A：样品按旱地轮作和水旱轮作分组；B：样品按病株和健株分组
A：Samples were grouped by upland rotation and paddy-upland rotation；B：Samples were grouped by diseased and healthy p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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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属为不动杆菌属（Acinetobacter）、肠杆菌属（En-

terobacter）、果胶杆菌属（Pectobacterium）、雷尔氏菌

属（Ralstonia）、水恒杆菌属（Mizugakiibacter）、土地

杆菌属（Pedobacter）、泛菌属（Pantoea）、Granulicella

和伯克氏菌属（Burkholderia），9个属的总相对丰度

为19.56%，除土地杆菌属和Granulicella外，其余7个

优势属均来自变形菌门，相对丰度总和为17.09%。

在种水平上，在旱地轮作的病株根际土壤样品中无

丰度大于1.00%的优势种，而水旱轮作的病株根际土

壤样品中特有的优势种是软腐病果胶杆菌（P. caro-

tovorum）、雷尔氏菌（R. solanacearum）和不动杆菌

（A. rudis），相对丰度分别为2.03%、1.46%和1.22%，

其中软腐病果胶杆菌和雷尔氏菌是马铃薯的主要病

原细菌，可分别导致马铃薯黑胫病和青枯病发生。

2. 3 马铃薯病株块茎细菌群落组成分析结果

PCoA分析和NMDS分析结果（图1）均显示，水

旱轮作病株块茎与旱地轮作病株块茎的细菌群落结

构发生显著分离。对马铃薯的2个病株块茎样品进

行细菌种类、丰富度及多样性分析结果（表1）显示，

旱地轮作病株块茎的细菌群落丰富度和多样性均比

水旱轮作的病株块茎低。旱地轮作的马铃薯病株块

茎（P.HD.B）样品细菌归属于12门16纲31目33科23

属；在门水平上，相对丰度排在前4的变形菌门

（40.33%）、酸杆菌门（26.73%）、放线菌门（10.50%）

和绿弯菌门（7.16%）的相对丰度总和达84.72%（图5-

A）；在属水平上有11个优势属，相对丰度总和为

24.10%，其中相对丰度最高的前3个属为鞘氨醇单胞

菌属（5.01%）、Candidatus_Nitrosotalea（3.58%）和嗜

盐单胞菌属（Halomonas）（3.10%）（图5-B）。水旱轮

作马铃薯病株块茎（P.SH.B）样品细菌归属于14门24

纲43目51科47属；在门水平，相对丰度排在前4的变

形菌门（36.25%）、厚壁菌门（21.89%）、放线菌门

（12.23%）和酸杆菌门（10.21%）的相对丰度总和达

80.58%（图5-A）；在属水平有17个优势属，相对丰度总

和为45.07%，其中相对丰度最高的前3个属为奈瑟菌

属（Neisseria）（7.65%）、嗜血杆菌属（Haemophilus）

（5.67%）和链球菌属（Streptococcus）（4.21%）（图5-

B），这3个属在P.HD.B中均未检测到。P.SH.B中除了

包含P.HD.B检测到的23个属，还有5个属是其所特

有。P.SH.B特有的5个属中有3个优势属在SH.B中未

检测到。

2. 4 细菌群落代谢功能预测结果

通过将16S rDNA基因测序数据与FAPROTAX

数据库比对，对不同菌落结构可能执行的功能进行

预测，结果显示化能异养型、有氧化能异养型和发

酵3类功能在各样品中的相对丰度均很高，其中在马

铃薯病株块茎中的相对丰度最高，分别为64.15%

（P.HD.B）和71.89%（P.SH.B），在旱地轮作土壤样品

中的相对丰度较低，分别为61.25%（HD.B）和57.56%

（HD.J），在水旱轮作土壤样品中的相对丰度最低，分

别为44.93%（SH.B）和51.07%（SH.J）（图6）。3类功

能中，发酵在P.SH.B样品中的相对丰度高达21.36%，

图 4 马铃薯根际土壤样品细菌群落在门（A）和属（B）水平的组成
Fig.4 Composition of bacterial community in rhizosphere soil of potato at phylum（A）and genus（B）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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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样品中的相对丰度在1.84%~4.41%。这是由

于与发酵相关的嗜血杆菌属及链球菌属是P.SH.B样

品的优势属。以相对丰度大于1.00%为优势功能，则

只在病株土壤样品中发现特有的优势功能。其中，

旱地轮作的病株根际土壤样品特有的优势功能是产

甲烷作用，相对丰度为1.18%，而该样品富含奇古菌

门的甲烷微菌纲（Methanomicrobia）。在水旱轮作病

株根际土壤样品中特有的优势功能种类较多，包括

硝酸盐呼吸作用、氮呼吸作用、亚硝酸盐呼吸作用、

亚硝酸盐氨化作用和硝酸盐氨化作用，均属于氮利

用及代谢功能，相对丰度为1.48%~1.95%。

3 讨论

植物生长与其根际土壤微生物密切相关，植物

通过根系分泌物可影响土壤的理化性质，进而影响

土壤微生物群落组成和结构（Chen et al.，2019）。研

究表明，不同种植模式对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形

成有明显的影响（张文锋等，2018；Hartman et al.，

2018）。而本研究通过比较根际土壤样品间细菌群

落差异也发现，不同种植模式对马铃薯根际土壤细

菌群落的影响较大。虽然旱地轮作模式下根际土壤

细菌群落种类更多，但其多样性不高，优势属的数量

及总丰度均低于水旱轮作模式。早期研究报道，轮

作模式可促进土壤中有机质的积累，从而提高土壤

中的微生物多样性，而水旱轮作模式在积累土壤有

机物质、改善土壤性质及提高土壤微生物活性方面

成效特别显著。水旱轮作模式下，土壤环境为厌氧

及好氧条件交替，土壤中的碳/氮循环加速，是水旱

轮作模式土壤中的微生物多样性高于旱地轮作模式

的主要原因（Kong et al.，2005；Liu et al.，2015）。本

研究发现水旱轮作模式下的优势属伯克氏菌属和果

胶杆菌属已有文献报道具有高效固氮作用，其氮利

用及代谢功能更强，能有效利用高分子量有机物，起

到更好的固氮作用，既促进作物生长，又促使作物更

能适应水旱轮作模式（Gyaneshwar et al.，2011）。本

研究对细菌功能进行预测的结果也显示，水旱轮作

模式下的氮利用及代谢功能更强，是由于水旱轮作

模式下富集了大量的可高效降解利用氮源等多种有

机质的细菌，从而为马铃薯生长提供更多的营养

物质。

植物健康与其土壤微生物群落多样性密切相

关。本研究发现，马铃薯健康植株的根际土壤细菌

群落多样性明显高于病株细菌群落多样性。但水旱

轮作模式的病株土壤样品微生物多样性高，优势属

多，且病原菌的相对丰度也高。可见，水旱轮作模式

的土壤环境也促进病原菌的生长，病原菌相对丰度

升高，增加了细菌性病害发生的风险。研究结果提

示，水旱轮作模式会促进营养利用率高的细菌包括

植物病原细菌增殖，因此在该种植模式下需要特别

注意防治细菌性病害。

本研究还发现马铃薯病株块茎的细菌群落种

类及多样性明显低于其根际土壤的细菌群落，但在

图 5 马铃薯病株块茎样品细菌群落在门（A）和属（B）水平的组成
Fig.5 Composition of bacterial community in stem tuber of diseased potato at phylum（A）and genus（B）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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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际土壤样品中能找到很多与马铃薯病株块茎样品

中相似的细菌类群，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马铃薯病

株块茎内定殖的细菌具有选择性，并且主要来源于

根际土壤。相关研究也发现类似的定殖规律，但根

系分泌的糖类、氨基酸和有机酸等物质与块茎内的

主要营养物质存在明显差别，即使块茎内的微生物

主要来源于根际，也会因其营养环境改变而定殖特

定的微生物（Kobayashi et al.，2015；Zimudzi et al.，

2018；Buchholz et al.，2019）。

4 结论

与旱地轮作模式相比较，水旱轮作模式下的马

铃薯根际土壤细菌相对丰度和多样性更高，优势属

的种类和相对丰度也更高。因此，通过水旱轮作的

方式可改善土壤微生物的种群结构，丰富土壤中有

益细菌，但在该种植模式下病原细菌也容易大量繁

殖，因此使用该种植模式需特别注意防治马铃薯细

菌性病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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