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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木薯叶化感作用对木薯根际土壤养分、酶活性的影响。【方法】采用大田试验，以

食用木薯品种华南 9 号为试验品种，设置不同浓度木薯叶浸提液，在不同处理期比较分析木薯根际土壤养分、
酶活性大小。【结果】木薯叶化感作用对 pH 影响不大；有机质含量受处理时间影响不大，但随处理浓度的增
高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最高值时处理浓度为 0.05 g/mL，有机质含量在处理 1、2、4 个月分别为 41.14、
52.20、36.22 g/kg；土壤碱解氮、有效磷表现出与有机质相似的趋势，都是随处理浓度的增高呈现先升高后降低
的趋势，最高值时处理浓度为 0.05 g/mL，处理 1、2、4 个月其含量分别为 143.21、204.83、127.88 mg/kg（碱解
氮）和 229.03、316.40、235.99 mg/kg（有效磷）；有效钾含量处理 1 个月最高值出现在 0.1 g/mL 浓度，为 675.16
mg/kg，处理 2 个月和 4 个月最高值出现在 0.05 g/mL 浓度，分别为 819.35、665.38 mg/kg。化感作用会整体提高土
壤酶活性，脲酶活性最高出现在 0.1 g/mL 浓度，处理 1、2、4 个月脲酶 NH4+-N
活性分别为 467、503、408 mg/kg；

土壤酸性磷酸酶 P2O5 活性和土壤过氧化氢酶（KMn04 滴定法）活性最高出现在 0.05 g/mL 浓度，处理 1、2、4 个月
其活性分别为 106、 143、134 mg/kg（土壤酸性磷酸酶）和 6.53、6.71、5.24 mg/kg（土壤过氧化氢酶）。【结论】
木薯叶化感作用对土壤养分及酶活性都具有影响，可以进一步利用其作为园区杂草控制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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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ffect of Cassava Leaf Allelopathy on
Soil Nutrient and Enzyme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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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he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cassava leaf allelopathy on
nutrients and enzyme activities in the rhizosphere soil of cassava. 【Method】The field experiment was designed by using
edible cassava variety“SC9” as tested variety and treating cassava leaf extracts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to explore
the nutrients and enzyme activities of cassava rhizosphere soil in different treatment periods. 【Result】The cassava leaf
allelopathy showed little effect on pH larger. The organic matter content was hardly affected by treatment time. However,
it increased first and then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treatment concentration and reached the highest value when
the treatment concentration was 0.05 g/mL, with the organic matter contents of 41.14 g/kg (one month treatment), 52.20
g/kg (two month treatment) and 36.22 g/kg (four month treatment), respectively. Soil available nitrogen and available
phosphorus content showed a similar trend with organic matter content. The available nitrogen content reached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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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when the treatment concentration was 0.05 g/mL, with the contents of 143.21 mg/kg (one month treatment), 204.83 mg/
kg(two months treatment) and 127.88 mg/kg (four months treatment) , respectively. The available phosphorus content got the
highest value when the treatment concentration was 0.05 g/mL, with the contents of 229.03 mg/kg (one month treatment),
316.40 mg/kg (two months treatment) and 235.99 mg/kg (four months treatment), respectively. The highest effective potassium
content was 675.16 mg/kg (one month treatment) when treated at the concentration of 0.1 g/mL, while its highest contents were
819.35 mg/kg (two months treatment) and 665.38 mg/kg (four months treatment) respectively when treated at the concentration of
0.05 g/mL. Generally, allelopathy could increase soil enzyme activities. The highest urease activity was obtained at the treatment
concentration of 0.1 g/mL, and the urease NH4+-N were 467 mg/kg (one month treatment), 503 mg/kg (two months treatment) and
408 mg/kg (four months treatment), respectively. The activities of soil acid phosphatase P2O5 and catalase reached the highest at
the concentration of 0.05 g/mL. The acid phosphatase activities were 106 mg/kg (one month treatment), 143 mg/kg (two months
treatment) and 134 mg/kg (four months treatment), respectively. The activities of catalase were 6.53 mg/kg (one month treatment),
6.71 mg/kg (two months treatment) and 5.24 mg/kg (four months treatment),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cassava leaf
allelopathy had effect on the soil nutrition and the enzyme activities, and allelopathy could be used as a measure for weed control in
the cassava field.
Key words：allelopathy; soil; cassava; ecosystem; weed control

【研究意义】土壤是植物生长的基本基质，
也是植物种间关系的介质，土壤的分解活动能够
改变养分矿化速率，影响内部养分含量及酶活性，
进而影响整个植物群落［1］。杂草会造成生态系统
破坏，降低作物产量，造成经济损失，土壤环境
影响农田杂草的种类和数量［2］。植物分泌化感物
质会改变土壤理化性质、酶活性和微生物群落结
构，进而影响周边其他植物的吸收和生长［3-5］，
研究化感作用对土壤养分、酶活性的影响对于揭
示植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利用作为杂草控制具有
重要意义。【前人研究进展】研究发现，酚酸类
化感物质会直接影响土壤生态系统营养元素的循
环［6-7］，土壤中化感物质阿魏酸浓度增加，会降
低土壤微生物数量，土壤酶活性以及土壤养分包
括有机质、铵态氮、有效磷和速效钾含量［8］。香
草醛和对羟基苯甲酸能够降低土壤有效氮和速效
钾的含量，萜类化感物质也能改变营养循环速率，
特别是氮和碳源物质的循环速率［9-10］。邰凤娇等［11］
发现，外来入侵植物苍耳水提液处理能够显著提
高土壤速效氮和速效钾的含量，并且增加土壤脲
酶和蔗糖酶的活性；吕可等［12］ 研究发现，花椒
叶水浸液会使根际土蛋白酶、蔗糖酶和酸性磷酸
酶活性明显低于非根际土相应的酶活性，而过氧
化氢酶和多酚氧化酶活性则显著升高。香樟凋落
物分解能够明显改变土壤氮营养状况，对受体植
物辣椒的生长、生殖光合生理和活性氧代谢起到
明显的干扰作用［13］。广藿香连作化感作用对土
壤产生的影响会进一步影响其本身扦插苗不定根
的形成和发展［14］；地黄的连作障碍是一个涉及

植物、土壤、微生物等多种生物及环境因素共同
作用的过程［15］。化感作用可以改变土壤微生物
群落结构，影响土壤酶的种类、活性以及土壤养
分的有效性，从而进一步影响植物的吸收利用［16］。
【本研究切入点】木薯叶具有化感作用［17］，
而化感作用是植物通过向环境释放化学物质而对
其他植物产生影响，利用化感作用能够进行自然
杂草控制［18］。木薯种植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木
薯叶，而这些木薯叶大部分以凋落物形式进入土
壤，为此，本研究就木薯化感作用对土壤养分、
酶活性的影响进行研究。【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本研究设计不同的木薯叶浸提液浓度处理木薯园
土壤，在不同的处理期采集土壤，选择土壤养分
（pH、有机质、碱解氮、有效磷、速效钾）和酶
活性（脲酶、磷酸酶、过氧化氢酶）评价木薯叶
化感对土壤的影响，旨在揭示化感作用通过影响
土壤指标在杂草控制上起作用的可能性。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木薯园种植品种为可食用木薯品种华南
9 号，由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
研究所培育，于 2018 年 4 月底开始种植于避雨大
棚，试验地点设在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四联村中
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广州实验站基地，种植前土壤
打碎混匀，保证种植起始条件均匀一致。
1.2 试验方法
选取植株中部生长无虫瘿的成熟叶片，将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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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的木薯叶片于阴凉处放置，随时翻动，直至阴
干。设置 3 种不同浓度的水提液（0.025、0.05、0.1
g/mL）（以干重计）处理，以不浇浸提液为对照。
3 次重复，小区面积 9 m2（3 m×3 m），种植株
行距（1 m×1 m）每个小区均为 4 株（3 m）×4
株（3 m）。小区土壤上层 20 cm 打碎混匀，太阳
能高温暴晒 2 周消毒。每个地块底层于 40 cm 处
埋入防雨布用于防止各地块间水提液渗透。将木
薯叶片用剪刀剪成 2 cm×2 cm 以下大小，于蒸馏
水中浸提 24 h，然后用纱布过滤，制作 0.025、0.05、
0.1 g/mL 3 种浓度浸提液。在木薯生长期 7 月中旬
开始进行水提液处理，整个处理期为 4 个月，每
周浇灌浸提液 1 次，每株浇灌 500 mL。处理 1 个
月（8 月 17 日）、2 个月（9 月 17 日）、4 个月（11
月 20 日）分别采集 3 次土壤样品进行测定。
土壤采集采用传统挖掘法，采集小区中央 4
株木薯根围附近土壤（0~20 cm）五点混合，避开
边际株，每个小区土壤混合作为一个样品。参照
《土壤农业化学分析方法》［19］ 土壤 pH 值用 pH
计测定；有机质用重铬酸钾容量法 - 外加热法测
定；碱解氮含量采用碱解扩散法测定；有效磷采
用盐酸 - 氟化铵提取 - 钼锑抗比色法；速效钾采
用乙酸铵提取 -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土壤
脲酶采用比色法；土壤磷酸酶采用磷酸苯二钠比
色法；过氧化氢酶活性采用容量法测定。
数据统计采用 SPSS11.5 一元方差分析（LSD
法），采用 Microsoft Excel 2000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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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2.1

木薯叶化感对木薯根际土壤养分的影响

2.1.1 土壤 pH 和有机质含量 土壤 pH 能影响植
物对其他养分的吸收，进而影响其他植物生长及
整个群落组成。整体来看，施用木薯叶浸提液 pH
稍微有所增高，但差异不显著。可见，木薯叶化
感作用对土壤 pH 影响不大（表 1）。

木薯根际土壤在施用木薯叶浸提液处理后，
有机质含量随木薯叶浸提液浓度的增加产生变
化，有机质含量随浓度的升高整体呈现先升高后
降低的趋势（表 2）。土壤有机质是评价土壤质
量的重要指标，从测定结果可以看到，适当浓度
（0.05 mg/mL）的木薯叶浸提液化感作用有助于
土壤有机质的释放，有机质含量要显著高于对照，
处理 1、2、4 个月分别比对照高 223%、165% 和
145%。而高浓度（0.1 mg/mL）的化感浸提液处理
则会对有机质的释放起到阻碍作用。
表 2 木薯叶化感作用对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cassava leaf allelopathy on
soil organic content（g/kg）
浓度
Concentration
（g/mL）

处理 1 个月
One month
treatment

处理 2 个月
Two months
treatment

处理 4 个月
Four months
treatment

0

12.71±0.66d

19.68±3.86c

14.76±2.43b

0.025

18.22±2.86c

12.78±0.19c

12.47±0.61b

0.05

41.14±0.36a

52.20±1.28a

36.22±7.13a

0.1

34.77±1.50b

33.87±2.77b

33.17±0.24a

   注：同列数据后小写英文字母不同者表示差异显著。
   Note: The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represen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2.1.2 土壤碱解氮、有效磷和速效钾含量 土壤
碱解氮表现出与有机质含量相似的结果（表 3），
适当浓度（0.05 mg/mL）的木薯叶浸提液化感作用
能够增加土壤碱解氮含量，高浓度（0.1 mg/mL）的
浸提液则会降低土壤碱解氮含量。处理 1 个月 0.025、
0.05、0.1 mg/mL 浓度浸提液处理土壤碱解氮含量分
别比对照高 28.99%、135.09% 和 129.87%。处理 2
个月低浓度（0.025 mg/mL）处理碱解氮含量有所降
低，但 0.05、0.1 mg/mL 处理比对照分别高 70.77%
和 23.76%。处理 4 个月表现与处理 2 个月相似的
趋势，0.025 mg/mL 处理碱解氮含量稍微有所下降，
但与对照差异不显著。0.05、0.1 mg/mL 处理比对
表 3 木薯叶化感作用对土壤碱解氮含量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cassava leaf allelopathy on soil
alkaline nitrogen content（mg/kg）

表 1 木薯叶化感作用对土壤 pH 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cassava leaf allelopathy on soil pH
浓度
Concentration
（g/mL）

处理 1 个月
One month
treatment

处理 2 个月
Two months
treatment

处理 4 个月
Four months
treatment

0

5.16±0.37b

5.65±0.72ab

6.11±0.15ab

0.025

6.05±0.43ab

5.32±0.02b

5.75±0.02b

0.05

6.62±0.16a

6.93±0.04a

6.72±0.24a

0.1

6.84±0.02a

6.81±0.10a

6.50±0.08a

   注：同列数据后小写英文字母不同者表示差异显著。
   Note: The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represen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浓度
Concentration
（g/mL）

处理 1 个月
One month
treatment

处理 2 个月
Two months
treatment

处理 4 个月
Four months
treatment

0

60.92±13.09b

119.94±1.51b

77.31±12.34ab

0.025

78.57±11.97b

66.89±2.86c

55.78±4.48b

0.05

143.21±1.32a

204.83±13.19a

127.88±13.67a

0.1

140.03±15.48a

148.44±21.82b

107.54±9.57a

   注：同列数据后小写英文字母不同者表示差异显著。
   Note: The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represen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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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分别高 65.41% 和 39.09%。
土壤有效磷能够反映土壤的供磷水平，整体
来看，木薯浸提液化感作用能够显著提高土壤的
供磷水平（表 4），在浸提液浓度为 0.05 mg/mL
时，处理 1 个月和 2 个月有效磷含量分别比对照
高 307.52% 和 47.85%。处理 4 个月各处理与对照
之间差异不显著，有效磷含量基本处于稳定。因
此，在木薯的特定生长期，木薯叶化感作用能够
影响土壤的有效磷含量。
表 4 木薯叶化感作用对土壤有效磷含量的影响
Table 4 Effects of cassava leaf allelopathy on soil
effective phosphorus content（mg/kg）
浓度
Concentration
（g/mL）
0

处理 1 个月
One month
treatment

处理 2 个月
Two months
treatment

处理 4 个月
Four months
treatment

56.20±11.00b

214.00±6.72b

177.03±2.87a

0.025

37.44±5.95b

123.00±0.12c

223.33±2.87a

0.05

229.03±3.11a

316.40±5.72a

235.99±66.33a

0.1

208.69±11.32a

193.40±28.82b

135.15±15.80a

   注：同列数据后小写英文字母不同者表示差异显著。
   Note: The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represen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木薯叶化感作用整体上提高土壤速效钾含
量，无论是处理 1 个月、2 个月还是 4 个月，化
感作用对土壤速效钾含量影响显著（表 5）。处
理 1 个月土壤速效钾含量随木薯叶浸提液浓度的
升高而升高，且达到显著差异，0.025、0.05、0.1
mg/mL 浓度浸提液处理分别比对照高 147.25%、
206.81% 和 264.88%。处理 2 个月土壤速效钾含
量随浸提液浓度呈先升高后下降的趋势，各浓度
处理分别比对照高 41.28%、71.69% 和 34.73%。
处理 4 个月各浓度处理之间土壤速效钾含量差异
显著，但比处理 2 个月速效钾含量要低，可能是
由于木薯生长吸收土壤养分导致土壤速效钾含量
降低。
表 5 木薯叶化感作用对土壤有效钾含量的影响
Table 5 Effects of cassava leaf allelopathy on soil
effective potassium content（mg/kg）
浓度
Concentration
（g/mL）

处理 1 个月
One month
treatment

处理 2 个月
Two months
treatment

处理 4 个月
Four months
treatment

2.2

木薯叶化感对土壤酶活性的影响

2.2.1 土壤脲酶活性 土壤脲酶能够促进肽键的
水解，脲酶活性与土壤微生物数量，有机质含量
和速效氮呈正相关关系，参与土壤含氮有机化合
物的转化，活性强度常用来表示土壤氮素供应强
度和氮素的有效化水平。因此，测定土壤脲酶活
性具有重要的意义。由表 6 可知，脲酶活性在用
木薯叶浸提液处理 1 个月、2 个月、4 个月表现出
来的趋势不同，但整体看来，化感作用提高土壤
脲酶活性。低浓度（0.025 mg/mL）浸提液对土壤
脲酶活性影响不大，随浸提液浓度升高脲酶活性
增强。0.05 和 0.1 mg/mL 浓度下脲酶活性在处理 1
个月时分别比对照高 74.49% 和 155.56%；处理 2
个月时比对照高 82.13% 和 243.69%；处理 4 个月
时分别比对照高 163.08% 和 235.82%。
表 6 木薯叶化感作用对土壤脲酶 NH4+-N 活性的影响
Table 6 Effects of cassava leaf allelopathy on soil
urease NH+-N activity（mg/kg）
浓度
Concentration
（g/mL）

处理 1 个月
One month
treatment

处理 2 个月
Two months
treatment

处理 4 个月
Four months
treatment

0

183.03±16.01c

146.63±4.14b

121.53±4.03c

0.025

150.77±13.73c

158.40±27.06b

166.07±19.28c

0.05

319.37±12.62b

267.07±30.11b

319.73±7.12b

0.1

467.77±43.70a

503.97±32.36a

408.13±33.26a

   注：同列数据后小写英文字母不同者表示差异显著。
   Note: The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represen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2.2.2 土壤酸性磷酸酶活性 酸性磷酸酶活性与
土壤有效磷含量呈正相关关系，能够酶促分解土
壤含磷化合物。从表 7 可以看出，木薯叶浸提液
处理 1 个月对土壤酸性磷酸酶活性影响不大，各
处理之间差异不显著。处理 2 个月和 4 个月其化
感作用整体促进土壤酸性磷酸酶活性，并且处理
表7

木薯叶化感作用对土壤酸性磷酸酶 P2O5 活性的影响
Table 7 Effects of cassava leaf allelopathy on soil
acid phosphatase P2O5 activity（mg/kg）

浓度
Concentration
（g/mL）

处理 1 个月
One month
treatment

处理 2 个月
Two months
treatment

处理 4 个月
Four months
treatment

0

185.04±2.04c

477.24±2.82c

356.24±19.11b

0

118.13±14.04a

66.33±4.02c

71.50±8.87c

0.025

457.51±3.87b

674.25±7.46b

146.30±23.55c

0.025

92.30±3.29a

96.70±7.85b

73.37±5.09c

0.05

567.73±28.78ab

819.35±14.49a

665.38±66.28a

0.05

106.07±13.58a

143.90±1.37a

134.63±8.06b

0.1

675.16±65.45a

642.97±16.60b

399.63±52.93b

0.1

100.30±2.26a

140.33±1.07a

188.53±19.46a

   注：同列数据后小写英文字母不同者表示差异显著。
   Note: The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represen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注：同列数据后小写英文字母不同者表示差异显著。
   Note: The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represen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15
结果显著高于对照。中浓度（0.05 mg/mL）和高
浓度（0.1 mg/mL）浸提液处理能够显著提高土壤
酸性磷酸酶活性。
2.2.3 土壤过氧化氢酶活性 土壤过氧化氢酶能
够促进土壤多种化合物的氧化，有利于防止过氧
化氢积累对生物体的毒害。整体来讲，随着化感
作用增强，土壤过氧化氢酶活性增强（表 8）。
处理 1 个月 3 种浓度木薯叶浸提液能显著提高土
壤过氧化氢酶活性，且浓度越大，活性越强，
3 种浓度处理后过氧化氢酶活性分别比对照高
74.56%、244.55% 和 242.33%。处理 2 个月低浓度
（0.025 mg/mL） 处理过氧化氢酶活性与对照差异
不大，中高浓度（0.05、0.1 mg/mL）处理显著增
强土壤过氧化氢酶活性，分别比对照高 468.89%、
327.32%。处理 4 个月后，浸提液浇灌土壤的过氧
化氢酶活性中高浓度（0.05、0.1 mg/mL）分别比
对照高 142.58%、135.97%。
表 8 木薯叶化感作用对土壤过氧化氢酶活性的影响
Table 8 Effects of cassava leaf allelopathy on
catalase activity（mL/g）
浓度
Concentration
（g/mL）

4

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木薯浸提液化感作用对土
壤养分指标除 pH 外，对其他指标均有不同程度
影响。其中有机质和碱解氮含量随着浸提液浓度
的大小先升高后降低，中高浓度浸提液能显著提
高土壤有效磷和速效钾含量。木薯叶浸提液化感
作用会提高土壤酶活性，中高浓度整体上能显著
提高土壤脲酶，酸性磷酸酶和过氧化氢酶活性。
因此，木薯叶化感作用能够对土壤环境产生影响，
有可能进一步在农田杂草控制上具有一定的应用
潜能。

处理 1 个月
One month
treatment

处理 2 个月
Two months
treatment

处理 4 个月
Four months
treatment

0

1.89±0.36c

1.18±0.09c

2.16±0.05b

0.025

3.31±0.68b

1.92±0.43c

2.74±0.29b

［1］ 李静，李志阳，陈秀龙，马帅鹏，杨之曦，覃新导 . 不同施肥处理对

0.05

6.53±0.14a

6.71±0.69a

5.24±0.37a

木薯园土壤养分、酶活性及木薯生长的影响［J］. 中国农学通报，

0.1

6.49±0.23a

5.04±0.45b

5.10±0.02a

   注：同列数据后小写英文字母不同者表示差异显著。
   Note: The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represen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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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铵态氮的含量，加速土壤有机磷和碳素的循
环［22］。豆科植物也能被土壤化感作用影响，根系
微生物种类的共生和结瘤，对豆科植物氮固定具
有很大的影响。木薯生长过程中产生大量木薯叶，
所含的化感物质属于一种天然的除草剂，来自于
植物体，是环境长期选择的结果，通过植物化感
作用影响土壤环境对杂草的控制效果是进行农业
生态系统管理的重要方法，不会对环境造成不利
影响，是农业中极具开发价值的环保型农药［23-24］。

讨论

植物所生长的环境因素与土壤化感作用密切
相关，化感作用能够影响土壤养分和其他因素的
的有效性［20］。本研究中木薯叶片浸提液处理土
壤能够对土壤养分、酶活性产生影响，浸提液浓
度变化对土壤指标也起到较大作用，因而木薯叶
化感作用对土壤养分及酶活性的影响有可能被利
用成为木薯园生态系统杂草控制的潜力因素。植
物分泌化感物质能够进行着各种生物化学过程，
改变土壤微生物区系，影响土壤微生物酶活性［21］，
整体改变土壤环境因素，进而影响与其共生的其
他植物生长乃至整个生态系统的组成。已有大量
的研究结果证实，如花椒凋落物释放的酚酸类化
感物质会改变土壤微生态环境和化学性质，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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