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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柱花草品种根系构型差异及其对间作柑橘
砧木实生苗磷营养的竞争
王彩环 1，李立颖 1,3，谢小林 1,2，朱红惠 2，姚

青 1,*

（1 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广州 510642；2 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广州 510070；3 河北省玉田县林业局，河北玉田
064199）

摘

要：根系构型与植物的养分吸收密切相关，可能影响植物不同个体间的养分竞争。比较了‘格

拉姆’和‘184 号’柱花草（Stylosanthes Sw.）的根系构型差异，并探讨了两者在间作条件下对柑橘砧木
红藜檬（Citrus limonia）实生苗的生长和养分吸收的影响。结果表明，‘格拉姆’和‘184 号’在单作条
件下生物量、总根长、主根长和根尖数相似，但是‘184 号’的基根角度、根系表面积、平均根直径均小
于‘格拉姆’；在与柑橘实生苗间作条件下，
‘184 号’有 41.4%的根系进入柑橘根区，而‘格拉姆’仅有
0.8%的根系进入柑橘根区，因此与‘184 号’间作的柑橘砧木实生苗的生物量和对磷养分的吸收均显著低
于与‘格拉姆’间作的柑橘砧木实生苗。本研究表明，与根系垂直生长型的‘格拉姆’相比，根系水平
生长型的柱花草‘184 号’不宜用于果园生草栽培，根系构型应该成为草种筛选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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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 in Root Architecture of Two Stylosanthes Cultivars and Their
Competition for Phosphorus with Citrus Rootstock Seed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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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oot architecture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plant nutrient uptake，and can influence the
nutrient competition among different plants. Root architectures of Stylosanthes‘Graham’and‘CIAT 184’
were compared，and their effects on plant growth and nutrient uptake of Citrus limonia in inter-cropping
condition were investigated. Results indicated that，the biomass，total root length，tap root length and root
tip number were comparable for‘Graham’and‘CIAT 184’in mono-cropping condition，however，the
basal root angle，root surface area and average root diameter of‘CIAT 184’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Graham’. In inter-cropping condition，41.4% roots of‘CIAT 184’grew into the root zone of citrus while
only 0.8% roots of‘Graham’grew into the root zone of citrus. Therefore，the biomass and phosphorus
uptake of citrus seedlings inter-cropped with‘CIAT 184’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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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ham’.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Stylosanthes‘CIAT 184’with horizontal root growth are not suitable
for sod culture in orchard when compared with Stylosanthes‘Graham’with vertical root growth，and that
root architecture can be regarded as critical indicator for the screening of grass species.
Key words：citrus；Stylosanthes；root architecture；nutrient competition
生草栽培是果园土壤管理的重要措施之一，在果树栽培发达的国家已有近百年的发展历程
（Skroch & Shribbs，1986）。研究发现，多年的生草栽培可以提高果园土壤肥力，减少水土流失，
改善果园小气候，增加果园生物多样性从而减少虫害的发生等等（李会科 等，2007；Gómez et al.，
2011；Simon et al.，2011）。因此，生草栽培被认为是果园可持续生产的重要保障，甚至是果树有机
栽培体系中的关键技术之一（Granatstein & Sánchez，2009）。然而，生草与果树之间的养分和水分
的过度竞争也不利于果树的生长（Tan & Crabtree，1990；Granatstein & Sánchez，2009；潘学军 等，
2010）
。生草对果树的养分竞争是通过根系进行的，抑制生草根系的生长则能有效抑制其养分竞争。
研究发现，生草刈割可以有效地减轻生草的养分竞争（姚青 等，2004）；利用有益土壤微生物促进
果树根系的养分吸收也可能有助于减轻竞争胁迫（Yao et al.，2005；Yu et al.，2011）。植物根系对
土壤养分的竞争（吸收）涉及两个途径，即空间上的竞争和效率上的竞争。前者与根系构型密切相
关，如基根角度、根系分支（侧根）等（Fitter，2002），后者则主要决定于根系生理功能，如分泌
磷酸酶、高效的磷酸转运蛋白等（Shen et al.，2011）
。对于在土壤中难以移动的养分（如磷）而言，
前者似乎更为关键。因此，选择根系构型适宜的草种或者品种（基因型）可以减轻对果树的养分竞
争。
果园种植柱花草进行生草栽培在华南地区已有多年的实践（唐燕琼 等，2009），但是柱花草属
植物有许多基因型，生产中对基因型的选择主要基于长势、抗性等（唐燕琼 等，2009）
。本研究中
将从养分竞争的角度，研究生产上常用的‘格拉姆’和‘184 号’两个柱花草基因型的根系构型差
异以及与柑橘间作时的养分竞争效应，为果树生草栽培体系中草种的选择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的选择
前期研究对柱花草属（Stylosanthes Sw.）植物的 7 个基因型的根系构型和生长状况进行了调查，

发现‘格拉姆’柱花草（Stylosanthes guianenss‘Graham’）的生物量大且根系垂直分布，
‘184 号’
柱花草（Stylosanthes guianenss ‘CIAT 184’）生物量大且根系水平分布。因此，本试验中以这两种具
有代表性的柱花草为供试草种，柑橘材料选择常用砧木红藜檬（Citrus limonia）的实生苗。
1.2

柱花草的根系构型差异比较试验
试验于 2011 年 4—6 月在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的温室中进行，柱花草种植在根箱中，根箱由

黑色 PVC 板制成，宽度、高度、厚度分别为 12、20 和 0.3 cm。培养基质为过 2 mm 筛的河沙，经
121 ℃灭菌 5 h 后装入根箱，每箱装 90 g。两种柱花草的种子经 10%的 NaClO 表面消毒后播于根箱
中，每箱播 3 粒，长至 3 ~ 4 片真叶后间苗，每箱留 1 株。每种柱花草设 4 个重复（即 4 个根箱）。
根箱在恒温光照培养箱中培养，培养条件为：每天 16 h 光照，温度 25 ℃。根箱每周浇一次 Hoagland
营养液。柱花草植株生长 60 d 后采收，用于生物量和根系构型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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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柱花草与柑橘的根系养分竞争试验

1.3

试验于 2012 年 3—7 月在华南农业大学园
艺学院的温室中进行，植株种植在根箱中，根
箱由黑色 PVC 板制成，宽度、高度、厚度分别
为 26、50 和 3 cm。培养基质为果园土壤，基
本理化性状如下：pH 5.47，速效氮、速效磷、
速效钾含量分别为 38.7、13.1 和 70.5 mg · kg-1。
土壤风干后过 2 mm 筛，经 121 ℃灭菌 5 h 后
施入基肥（N 200、P 50 和 K 200 mg · kg-1，分
别以 NH4NO3、KH2PO4、K2SO4 施入），肥料
与土壤充分混匀厚装入根箱，每箱装 1.8 kg。
柑橘种子经 10%的 NaClO3 表面消毒后播于根
箱中，每箱播 3 粒，出现 2 ~ 3 片真叶后间苗，
每箱留 1 株。柑橘实生苗生长 45 d 后进行柱花
草播种，即在柑橘实生苗两边各 9 cm 处播 5
粒柱花草种子，长至 3 ~ 4 片真叶后间苗，两
边各留 1 株，每箱 2 株柱花草（图 1）。另设立
一个不播种柱花草的对照。每种柱花草和对照

图1
Fig. 1

根箱及根区划分示意图

Illustration diagram of the rhizobox and
the division of root zones

处理均设 4 个重复。柱花草生长 60 d，即柑橘生长 105 d 时采收，用于生物量、根系长度、养分含
量的测定。在根系长度的测定中，为区分根系在柱花草侧和柑橘侧的分布比例，人为地将柑橘两边
各 5 cm 的土体界定为柑橘根区，其他的土体界定为柱花草根区（图 1）。
指标测定

1.4

柑橘和柱花草的生物量按常规方法测定；根表面积、平均根直径和根系长度用根系扫描仪进行
扫描，再经软件 WinRHIZO（Regent Instruments Inc，Quebec，Canada）进行分析测定（Yao et al.，
2009）
；基根夹角（即水平面与植株第 1 条基根约 1 cm 长根段之间的夹角）按照文献（Nord et al.，
2011）用量角器测定；植物组织的磷含量用钼锑抗比色法（Murphy & Riley，1963）测定。
所有数据为 4 次重复的平均值，采用 SPSS 13.0（SPSS Co Lt.，Chicago）进行多重比较分析（LSD，
P = 0.05），柑橘相关指标的多重比较和柱花草相关指标的多重比较分开进行。

2

结果与分析

2.1

两种柱花草的生物量与根系构型
试验结果表明，
‘格拉姆’和‘184 号’在砂培条件下具有相似的生长表现，两者的单株生物量

（干样质量）分别是 0.36 和 0.35 g，没有显著差异。但是两者的根系构型存在差异（图 2）。
表 1 中的数据表明两者的根系构型存在显著差异，主要表现在根系表面积、平均根直径和基根
角度上。‘格拉姆’具有较大的根系表面积、较粗的根系直径和较大的基根角度（即更为垂直），分
别为 123.9 cm2、0.68 mm 和 41.0o，而‘184 号’分别为 82.2 cm2、0.47 mm 和 17.5o，这表明‘184
号’的根系更倾向于水平生长，且根系较细。但是，两者在总根长、主根长和根尖数上没有显著差
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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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花草‘格拉姆’和‘184 号’的根系构型

Root system architectures of Stylosanthes guianenss‘Graham’and‘CIAT 184’

表1
Table 1

艺

柱花草‘格拉姆’和‘184 号’的部分根系构型指标差异

Difference in selected parameters of root system architectures of Stylosanthes guianenss‘Graham’and‘CIAT 184’

品种
Cultivar

总根长/(cm · pot-1)
Total root length

主根长/cm
根系表面积/cm2
Tap root length Root surface area

平均根直径/mm
根尖数
Average root diameter Root tip number

基根角度/o
Basal root angle

格拉姆 Graham

671.2 ± 102.3 NS

18.4 ± 3.6 NS

123.9 ± 21.0*

0.68 ± 0.05*

41.0 ± 5.4**

184 号 CIAT 184

541.9 ± 76.5

18.9 ± 2.9

82.2 ± 13.8

0.47 ± 0.05

962 ± 133 NS
1319 ± 265

17.5 ± 2.9

注：NS，*和**分别表示没有差异，P = 0.05 的显著差异和 P = 0.01 的显著差异（t 检验）。
Note：NS，* and ** indicate no significance，significance at P = 0.05 significance at P = 0.01，respectively（t test）.

2.2

柑橘与柱花草的根系分布
从根系生长看，柑橘实生苗的根系长度在 160 ~ 210 cm 之间，在水平方向主要分布在主根两侧

各 5 cm 的区域内，极少量根系延伸到之外的柱花草根区（‘格拉姆’处理中的 8.2%），柑橘实生苗
的根系长度在两个处理和对照之间均没有显著性差异（表 2）。柱花草的根系长度远高于柑橘实生苗，
‘格拉姆’和‘184 号’的总长度分别是 471.7 cm 和 328.2 cm。尽管‘格拉姆’的总根长远大于‘184
表2
Table 2
处理
Treatment

柑橘和柱花草根系分布的百分比例

The percentage of root distribution of citrus seedlings and Stylosanthes spp. plants

柑橘根区 Citrus root zone and
-1

柱花草根区 Stylosanthes root zone
-1

柑橘根系长/（cm · pot ） 柱花草根系长/（cm · pot ）
Citrus root length
Stylosanthes root length

对照（无柱花草）
164.7 ± 36.1 a（100%）
Control（no Stylosanthes）
柑橘 +‘格拉姆’
Citrus +‘Graham’

190.5 ± 33.5 a（91.8%）

柑橘 +‘184 号’
Citrus +‘CIAT 184’

158.5 ± 40.2 a（100%）

–
4.5 ± 6.1**（0.9%）

135.9 ± 28.1（41.4%）

柑橘根系长/（cm · pot-1） 柱花草根系长/（cm · pot-1）
Citrus root length
Stylosanthes root length
0 ± 0 b（0%）

17.0 ± 7.5 a（8.2%）

0 ± 0 b（0%）

–
467.3 ± 66.7**（99.1%）

192.4 ± 26.8（58.6%）

注：不同字母表示柑橘实生苗的根系长度差异达到显著水平（Duncan’s 多重比较，P = 0.05），**表示两个柱花草品种的根系长度差异
达到显著水平（t 检验，P = 0.01）；括号中的百分数表示植株根系分别在柑橘根区和柱花草根区的比例（以根长为基础）。
Note：Different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oot length of citrus seedlings（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P = 0.05）. ** indicate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oot length between two Stylosanthes citivars（t test，P = 0.01）. Percentages in brackets indicate the proportion of plant roots
in citrus root zone and Stylosanthes root zone，respectively（on the base of root 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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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但其几乎所有根系（99.1%）位于柱花草根区，而‘184 号’根系有 41.4%进入柑橘根区（表 2），
使得柱花草根区中‘格拉姆’的根长显著高于‘184 号’根长，而柑橘根区的‘格拉姆’根长显著
低于‘184 号’根长。
2.3

柑橘与柱花草的生长及其对磷营养的竞争
表 3 表明，柱花草间作对柑橘实生苗的生长产生影响。具体来看，间作‘184 号’柱花草的柑

橘实生苗生物量显著低于无间作和间作‘格拉姆’的柑橘实生苗生物量。另一面，在间作体系中，
两种柱花草的生物量也出现显著差异（P = 0.01），即‘格拉姆’的生物量显著低于‘184 号’。如果
将每盆中所有植株看作一个整体，无柱花草间作的总生物量为 0.29 g，柑橘实生苗占 100%；间作‘格
拉姆’的总生物量为 0.59 g，柑橘实生苗占 50.9%；间作‘184 号’的总生物量同样为 0.59 g，但是
柑橘实生苗占 30.6%。这表明间作柱花草虽然增加了系统的总生物量，但是根系呈水平生长的柱花
草会导致柑橘实生苗的生长受到抑制。
柑橘实生苗的磷吸收量差异与其生物量差异相似，无柱花草的对照和‘格拉姆’处理中的柑橘
实生苗磷吸收量之间没有差异，而均显著高于‘184 号’处理中的柑橘实生苗的磷吸收量（表 3）
。
对于柱花草而言，
‘格拉姆’的磷吸收量显著低于‘184 号’的磷吸收量（P = 0.05）。如果将每盆中
所有植株看作一个整体，那么无柱花草间作的总磷吸收量为 0.050 mg，柑橘实生苗占 100%；间作
‘格拉姆’的总磷吸收量为 0.137 mg，柑橘实生苗占 40.9%；间作‘184 号’的总磷吸收量为 0.126 mg，
但是柑橘实生苗仅占到 23.5%。这表明，
‘格拉姆’和‘184 号’根系构型的不同导致其根系对磷的
吸收存在差异，最终影响了柑橘实生苗对磷的吸收。
表 3
Table 3

柑橘和柱花草的生物量和磷吸收量及其所占比例

The biomass and phosphorus uptake of citrus seedlings and Stylosanthes spp. plants and their percentage

处理
Treatments
对照（无柱花草）
Contro（no Stylosanthes）
柑橘 +‘格拉姆’
Citrus +‘Graham’
柑橘 +‘184 号’
Citrus +‘CIAT 184’

柑橘 Citrus

柱花草 Stylosanthes

生物量/（g · pot-1）
Plant biomass
0.29 ± 0.02（100%）a

磷吸收量/（g · pot-1）
P uptake
0.050 ± 0.006（100%）a

生物量/（g · pot-1）
Plant biomass
–

磷吸收量/（g · pot-1）
P uptake
–

0.30 ± 0.03（50.9%）a

0.056 ± 0.008（40.9%）a

0.29 ± 0.03（49.1%）
**

0.081 ± 0.008（59.1%）
*

0.18 ± 0.01（30.6%）b

0.032 ± 0.005（23.5%）b

0.41 ± 0.03（69.4%）

0.104 ± 0.010（76.5%）

注：不同字母表示柑橘实生苗生物量或磷吸收量的差异达到显著水平（Duncan’s 多重比较，P = 0.05），**表示两个柱花草品种的生物
量或磷吸收量的差异达到显著水平（t 检验，P = 0.01）；括号中的百分数表示植株的生物量或磷吸收量占每盆总量的比例。
Note：Different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lant biomass or phosphorus uptake of citrus seedlings（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
P = 0.05）. ** indicate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biomass or phosphorus uptake between two Stylosanthes cultivars（t test，P = 0.01）. Percentages in
brackets indicate the proportion of plant biomass or phosphorus uptake in total amount of each pot.

3

讨论

3.1

间作体系中根系构型在养分竞争中意义
本研究结果清楚地表明，在相同的间作条件下，
‘184 号’对磷养分的竞争效应显著大于‘格拉

姆’
，抑制了柑橘实生苗的生长。这种抑制作用显然与两者根系构型（尤其是基根角度）的差异有关，
因为‘184 号’根系有 41.4%进入柑橘根区，而‘格拉姆’根系只有 0.8%进入柑橘根区。Liao 等（2001）
认为，基根角度是根系构型中决定根系吸收能力的重要指标。在菜豆、水稻等植物上的研究指出，
基根角度小的水平生长型根系对磷的吸收强于基根角度大的垂直生长型根系（Liao et al.，2001；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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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2009）。这一现象在农田土壤中尤其具有现实意义，因为由于土壤对磷的强烈固定，农田土壤
中的磷通常在表层累积。本研究结果则进一步表明这一现象在相邻植物（间作体系）的养分竞争（空
间竞争）中也有现实意义。
根系的养分竞争还受到其养分吸收效率的影响，如吸收面积，有机酸、磷酸酶的分泌，磷酸转
运蛋白的亲和性等（Shen et al.，2011）。本研究中‘184 号’的吸收面积小于‘格拉姆’，但是其根
尖数（即分支数）大于‘格拉姆’，这表明‘184 号’的根毛区面积可能大于‘格拉姆’；同时，
‘184
号’的平均根直径大于‘格拉姆’
。这些因素有可能导致‘184 号’比‘格拉姆’具有更高的吸收效
率。这可以从‘184 号’具有更高的生物量和磷吸收量上得到印证。然而，本研究未测定两者的生
理指标，有必要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中，在间作条件下每盆植物的生物量远大于单独种植柑橘实生苗的生物量，这表明间作
能够充分挖掘养分资源、增加单位面积土壤上植物生产力（肖焱波 等，2004）。
3.2

基于根系构型选育适于生草栽培体系的草种
本试验中柱花草‘格拉姆’显然比‘184 号’更适于柑橘园的生草栽培。从已有的草种中筛选

适于生草栽培体系的基因型是一条便捷的途径，以优良草种为母本培育具有适宜根系构型的基因型
则是另一条可行的途径，已有的根系构型相关指标的 QTL 定位研究（Cichy et al.，2009；Liang et al.，
2010）为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事实上，‘格拉姆’是 1990 年代从澳大利亚引进的品种，由于其对
炭疽病的抗性较弱而逐渐被‘184 号’取代（唐燕琼 等，2009）
。显然，如何获得兼具高抗性、低
竞争性的柱花草品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在柱花草的选育种中，增加根系构型相关指标（尤
其是基根角度）为育种目标之一，培育适宜南方红壤果园生草栽培的品种，将能够推动果树可持续
生产的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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