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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荞根系分泌物的化感作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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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甜荞品种“丰甜 1 号”为试验材料，研究其不同浓度的根系分泌物对自身的化感作用。结果表明，
低浓度的根系分泌物处理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丰甜 1 号”叶片 POD 和 CAT 酶活性、叶绿素含量及根系活力的增
加，随处理浓度的进一步增加而显著下降；丙二醛、脯氨酸含量和细胞膜透性随处理浓度的增加而显著增加；DNA
的提取量及 DNA 的增色效应均随处理浓度的增加而显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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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elopathic effect of common buckwheat root exudates
HUANG Kai-feng, HU Li-xue, RAO Qin-lin, SONG Yu-xue, CHEN Qing-fu
(Institute of Plant Genetics and Breeding，School of Life Science,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01)

Abstract: Allelopathy on the growth of Fengtian 1 treated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root exudates was
explored in this pape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OD (peroxide) and CAT (catalase) activities, chlorophyll content
and the root activity were increased when treated with low concentration of root exudates, while they were decreased when increasing the concentration of root exudates. MDA (methane dicarboxylic aldehyde), proline content and the membrane permeability were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concentration of root exudates. However, amount of extracted DNA and hyperchromicity were decreased when increasing the concentration of root
exu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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荞麦起源于我国，在世界上分布广泛，遍及亚
洲和欧洲一些国家[1]。荞麦大致可分为甜荞（Fearta
esculenium）
、苦荞（F. tataricum）与翅荞(F. emarginatum)3 大类[2]。荞麦是集营养、保健和医疗为一
体的作物，被称为“三降食品”，倍受人们青睐[3]。
甜荞是很好的救灾填闲作物和重要的蜜源作物，具
有生育期短的特点，同时还具有其它作物所不具备
的优点和成分[4]。甜荞经济价值高，其籽粒可以做
多种风味食品，具有药用保健价值，能达到强体、
健脑、美容、保持心血管正常、降低胆固醇、降低
血糖、降低血脂、降低尿糖、防癌的效果[4-7]，目前，
甜荞从国内市场到外贸出口都比较短缺，其原因在

于甜荞属于小宗粮食，其栽培过程没有引起足够的
重视，连作障碍严重，产量不足。
连作障碍是制约甜荞高产的主要原因之一，由
于甜荞种植施肥很少，连作不仅导致土壤肥力下降，
而且还逐渐积累荞麦病菌和虫卵，导致甜荞病虫发
生加重而减产[8]。据前期研究发现，连作甜荞 1 茬，
将减产 50%以上。近年来，随着对连作障碍的深入
研究，其化感作用日益受到重视。化感作用
（Allelopathy）是指植物(含微生物)通过释放化学物
质到环境中而产生对其他植物或自身直接或间接的
有害或有益的作用[9]。根系分泌物是植物产生化感
物质的一个重要来源，它是植物在生长过程中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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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液作为对照处理（CK）。
将第 2 批发芽的长势均匀一致的荞麦幼苗分别
移栽至上述各培养瓶中，每瓶移栽 30 株，每天加霍
格兰营养液，以维持液面在标记处，培养 10 d 后，
取各处理荞麦的叶片和根系进行研究。
1.4 测定方法
丙二醛、脯氨酸、叶绿素、根系活力、细胞膜
透性、抗氧化酶活性的测定参考邹琦[12]的方法；超

根的不同部位向其生长基质(如土壤、营养液等)溢
泌或分泌的一组种类繁多的物质[10-11]，但目前关于
荞麦的相关研究较少。因此，作者以本单位选育出
的甜荞品种“丰甜 1 号”为试验材料，研究了其不
同浓度的根系分泌物对自身的化感作用，以期为进
一步探讨荞麦的连作障碍机理提供部分理论依据。

1

学

材料与方法

材料
本研究所用的甜荞品种“丰甜 1 号”，由贵州师
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遗传育种研究所提供。
1.2 发芽处理
选取当年 4℃冰箱贮藏的丰甜 1 号荞麦种子，
采用光照培养箱，温度控制在 24～26℃左右，以滤
纸为发芽床，每天加入适量蒸馏水保证滤纸的湿润。
1.3 根系分泌物的收集及处理
光照培养 7 d 后，选择长势均匀一致的荞麦幼
苗，转移至盛有 20 mL 霍格兰营养液的培养瓶中，
共 20 瓶，每瓶移栽 30 株幼苗，在每个培养瓶的液
面处做标记，每天加营养液至标记处。培养 10 d 后，
将荞麦幼苗从培养瓶中全部取出，取其中 4 瓶作为
原液处理（A1），其他 16 瓶的培养液分别以霍格兰
营养液稀释 2 倍（A2）、4 倍（A3）、6 倍（A4）至
20 mL，每个处理 4 次重复，并以等体积的霍格兰

氧阴离子自由基的测定参考王爱国和罗广华 [13] 和
李忠光和龚明[14]的方法；
DNA 增色效应的测定参考
[15]
葛才林等 的方法。
采用 Excel 2003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利用 SPSS
17.0 对数据进行显著性差异测验，取 P=0.05。

1.1

2

结果与分析

丰甜 1 号根系分泌物对丰甜 1 号生理生化指标
的影响
由表 1 可以看出，随根系分泌物浓度的降低，
丰甜 1 号叶片的丙二醛、脯氨酸含量和细胞膜透性
呈显著降低的变化趋势；低浓度处理能促进丰甜 1
号叶片叶绿素含量及根系活力的增加，但随根系分
泌物浓度的进一步增加而显著下降，说明低浓度的
根系分泌物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丰甜 1 号的生长，
随处理浓度的进一步增加其生长受抑制。
2.1

表 1 丰甜 1 号根系分泌物对丰甜 1 号生理生化指标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root exudates of Fengtian1 on the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indexes of Fengtian 1
处理
丙二醛/µmol·g-1
脯氨酸/µg·g-1
叶绿素/mg·g-1
根系活力/μg·g-1·h-1
细胞膜透性/%
Treatment
MDA
Proline
Chlorophy
Activity of root system
Membrane permeability
1.84e
107.6e
36.7b
0.303a
29.1d
对照 CK
A1

2.56a

220.2a

26.3d

0.122d

51.0a

A2

2.38b

205.6b

31.6c

0.211c

42.5b

A3

2.21

c

c

a

43.9

0.262

b

36.4c

A4

1.95d

42.5a

0.329a

34.3c

188.3

135.5d

注：表中同一列数据中不同上标字母表示均值差异显著（P＜0.05）。下同。
Note: In the table, the different superscript letters in the same line represen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the 0.05 level. The same
below.
表 2 丰甜 1 号根系分泌物对丰甜 1 号保护酶活性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root exudates of Fengtian1 on the activity
of protective enzymes in leaves of Fengtian 1
过氧化物酶/
过氧化氢酶
处理
OD470·g-1·min-1
/OD240·g-1·min-1
Treatment
CAT
POD
28.8a
51.6b
对照 CK
A1

12.1d

17.3e

A2

17.0

c

38.5d

A3

23.9b

46.9c

A4

a

60.6a

31.2

甜荞根系分泌物对甜荞保护酶活性的影响
由表 2 可以看出，低浓度的根系分泌物处理能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丰甜 1 号叶片 POD 和 CAT 酶活
性的增加，但随处理浓度的进一步增加，2 种保护
酶的活性则呈显著下降的变化趋势。
2.3 甜荞根系分泌物对甜荞 DNA 增色效应的影响
由表 3 可以看出，随根系分泌物浓度的降低，
丰甜 1 号叶片中 DNA 的提取量及 DNA 的增色效应
均呈显著增加的变化趋势，与 CK 相比其增加的幅
度逐渐降低。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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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系分泌物的化感作用，导致作物体内超氧阴
离子自由基含量的增加，对作物产生伤害[16]，而作
物体内的 POD 和 CAT 等抗氧化酶组成了一个有效
的活性氧自由基清除系统[17]，在作物抗逆中起一定
的作用；研究表明在较低浓度胁迫下，2 种抗氧化
酶的活性都有不同程度的升高；但随胁迫浓度升
高，POD 和 CAT 活性逐渐下降[18]。本试验得出相
似的研究结果，这可能是低浓度处理对作物产生积
极的“刺激作用”[17]，从而清除自由基保护作物生
长；其后随处理浓度的进一步增加而下降，表现为

抑制作用逐渐增强，破坏了细胞内酶及代谢作用原
有的区域性，最终导致植物生长受到抑制[18]。可见，
POD 和 CAT 对膜系统保护作用是有一定限度。此
外，黄凯丰和江解增（2009） [19]的试验结果表明，
胁迫均能显著降低茭白叶片中 DNA 提取的量及
DNA 增色效应的程度,与本试验得出研究结果相
似，这可能是因为根系分泌物处理能引起“丰甜 1
号”叶片 DNA“片段”的凝聚[20]，使其叶片中的
DNA 发生链间交联，从而使 DNA 的解链温度显著
提高，导致在加热至 70℃时，DNA 仍不能解链，
因而未见明显的 DNA 增色效应，具体原因还有待
进一步的研究证实。

表 3 丰甜 1 号根系分泌物对丰甜 1 号 DNA 增色效应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root exudates of Fengtian1 on hyperchromicity of DNA in leaves of Fengtian 1
DNA 提取量/μg·μl-1
增加率（±%）
增加率（±%）
处理
DNA 增色效应/%
Amount of
Increase rate compared
Increase rate compared
Treatment
Hyperchromicity
extracted DNA
with control
with control
517.9a
—
4.9a
—
对照（CK）
A1

122.1e

-76.4

1.2e

-98.8

A2

242.2

d

-53.2

2.1

d

-57.1

A3

272.9c

-47.3

2.6c

-46.9

A4

b

-38.9

b

-34.7

316.3

越来越多的试验证明，作物的连作障碍与根系
分泌物的化感物质密切相关[21]。植物化感物质进行
环境主要有挥发、淋溶、根系分泌、植物残株腐解
4 种途径[22]，其中，挥发和淋溶只涉及植物的地上
部，这两种途径相对而言较为简单，而研究植物根
系分泌物和残株分解则复杂的多，主要是因为涉及
到土壤和微生物的作用。因此，本试验为了排除土
壤和微生物的影响，采用水培法研究了丰甜 1 号的
根系分泌物对其自身的化感作用。结果表明，较低
浓度的根系分泌物处理（6 倍稀释处理）能在一定
程度上促进丰甜 1 号的生长，表现为 POD 和 CAT
酶活性、叶绿素含量及根系活力的增加，但随处理
浓度的进一步增加而显著下降。大量研究表明[23]，
根系分泌物对受体的影响因浓度而异，一般表现为
“低促高抑”的现象，这与本试验的研究结果一致。
但是根系分泌物的种类较多[21]，究竟是哪一类（种）
物质对甜荞的连作起伤害作用，还需进一步的探讨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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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怀瑞，男，汉族，1929 年 9 月 26 日生，山东淄博人。中共党员。1950 年山东农学院园艺系毕业。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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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分团团长，山东省苹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山东省良种产业化工程果树首席专家。2001 年 12 月当选中
国工程院院士。
束怀瑞教授从事果树栽培、生理和生产的教学科研及推广工作 51 年，在果树碳氮营养、根系生物学和丰优
技术原理方面具有创造性、国内领先（部分国际先进）的系统理论成果，在国内外果树界有一定影响。获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4 项，成果应用创造了巨额经济效益。发明的“地膜
覆盖穴贮肥水技术”被国家科委列为“七·五”和“八·五”重点推广项目，在 17 省市推广 470 万亩，新增产值 7.6 亿
元；“山东省百万亩苹果幼树丰产优质技术开发研究”开发 108 万亩，单产由 129 kg 提高到 101 0 kg，接近世界
发达国家水平，纯增效益 56 亿元；积极倡导和推广保护地生产，创建了果树保护生产技术新体系。由于科技工
作成就突出，1997 年获中华农业科技奖，1999 年获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2001 年获全国农业科技先进工作者。
主参编教材专著 6 部，发表论文 30 余篇，率领山东农业大学果树学科建成硕士点、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培
养硕士 28 人、博士 19 人，指导博士后 11 人，现主持 948 项目 2 项，科技部果品加工 1 项，山东省良种产业化
工程重大项目 3 项，参与 2116 计划制订，为现代农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