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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江苏省溧水区属宁镇扬丘陵山区，低山丘陵面积

占总面积 72.5% ， 最高海拔 368.5m， 年平均气温
15.5℃，降水量1 037mm，在低山丘陵及其坡麓地带土
壤以酸性黄壤为主，适合开展蓝莓种植。 白马镇石头
寨村于1986年开始引种兔眼蓝莓，至今已有三十年种
植历史。 为了提高蓝莓产量和果实品质，该地区果农
主要采用松针覆盖的方式进行土壤改良。由于土壤改
良见效周期较长，且松针覆盖需要2~3年更新一次，部
分果农因种种原因放弃覆盖，重新选择清耕或自然生
草。 为进一步发挥果园覆盖技术的增产增效作用，为
蓝莓园松针覆盖技术推广提供科学依据，2015年秋
季，选择了溧水区白马镇石头寨村持续松针覆盖(>10
年)的蓝莓果园，进行果园土壤质量调查研究。
1 试验设计与管理
1.1 试验地点

试验地安排在白马镇石头寨村， 该地块土质为酸
性黄壤土，肥力水平中等，排灌方便，肥力均匀，果园蓝
莓种植时间在20年以上，松针覆盖时间在10年以上。
1.2 栽培管理

不同品种蓝莓种植采用完全随机区组设计，小
区长50m，宽20m，小区面积1 000m2(1.5亩 )；株行距
1.5m×2m。 冬季每株果树穴施有机肥1.5~2kg。
1.3 田间采样

分别采集长期覆盖实验组和未覆盖对照组根区
10~15cm耕作层土样。 试验组与对照组根区土样均来

自同一个种植小区，且种植地势高度相同。其中试验组
和对照组中均包括四种优良兔眼蓝莓品种， 分别为梯
芙蓝 (tifblue)、粉蓝 (powderblue)、灿烂 (brightwell)、顶峰
(climax)。 每个品种根区土样重复取5次后合并样品，样
品测定取3次重复，试验组和对照组各测得12次重复。
1.4 土壤理化性质测定

用土钻采土，风干并碾碎，混匀并过2mm筛，用雷
磁牌电导率仪测定电导率 (水土比为5∶1)[1]， 土壤养
分、球囊霉素、金属离子分析采用鲁如坤 [2]、林先贵 [3]

的方法测定。
2 结果与分析

从表1、表2可得到以下结果：与对照相比松针覆
盖实验组有机质含量提高了47%， 全碳含量提高了
37.4%；土壤总球囊霉素和易提球囊霉素分别较对照
组提高了28.3%和23.6%； 土壤阳离子交换量和土壤
电导率分别较对照组提高了12%和50%。 同时，长期
松针覆盖并不具备显著提升土壤养分元素含量的能
力， 覆盖试验组除土壤全氮和碱解氮含量高于对照
外，全磷、速效磷、速效钾含量均低于对照。 此外，长
期松针覆盖对土壤pH未产生明显影响。

从表3、表4看出，长期松针覆盖不会显著影响土
壤金素元素含量，对土壤中钙、镁、钾、钠、铝、铁、锰、
铜这8种金属元素含量进行比较发现试验组与对照
组差异不明显。 而长期松针覆盖同样不会提高土壤
中铅、镉、汞这三种有害重金属，图1可见，实验组与
对照组这三种重金属含量无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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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结与讨论
长期松针覆盖显示出了卓越的土壤改良效果：

1）蓝莓果园土壤改良的主要指标土壤有机质含量较
对照显著提高。 2）标志着提升土壤有机质积累能力
的球囊霉素含量明显提高。 3）随着土壤阳离子交换
量和土壤电导率提高， 土壤保肥能力及土壤水溶性
盐离子含量的全面提升 [4]。 其次，长期松针覆盖不会
明显影响土壤中金属元素的含量， 造成有益金属元

处理 铝 铁 锰 铜

treatment Al(g·kg-1) Fe(g·kg-1) Mn(mg·kg-1) Cu(mg·kg-1)

覆盖试验组 43.82 18.36 226.13 16.15

对照组 40.82 19.11 265.80 16.33

处理 铝 铁 锰 铜

treatment Al(g·kg-1) Fe(g·kg-1) Mn(mg·kg-1) Cu(mg·kg-1)

覆盖试验组 43.82 18.36 226.13 16.15

对照组 40.82 19.11 265.80 16.33

表3 长期松针覆盖蓝莓根区土壤金属元素含量测定

表 4 长期松针覆盖蓝莓根区土壤金属元素含量测定

处理 电导率 pH值 有机质 全碳 全氮 全磷
treatment EC (ds·m-1) pH value OM(g·kg-1) TC(g·kg-1) TN(g·kg-1) TP(g·kg-1)

覆盖试验组 0.12 4.34 30.46 18.00 2.74 0.65

对照组 0.08 4.46 20.74 13.10 2.36 0.87

处理 速效磷 速效钾 碱解氮 总球囊霉素 易提球囊霉素 阳离子交换量

treatment AP(mg·kg-1) AK(mg·kg-1) AN(mg·kg-1) TG(mg·kg-1) EEG(mg·kg-1) CEC(cmol·kg-1)

覆盖试验组 21.31 136.93 121.81 10.29 4.45 12.87

对照组 26.71 192.68 114.94 8.02 3.60 11.49

表1 长期松针覆盖蓝莓根区土壤养分含量测定

表2 长期松针覆盖蓝莓根区土壤养分含量测定

图1 长期松针覆盖蓝莓根区土壤重金属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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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期出版的《Nature》杂志上，一项新的研究揭
示了植物在原子水平上的分子防御机制的奥秘。 这
项研究是由密歇根州立大学和文安德研究所领导
的，研究重点为植物激素茉莉酮酸酯及其与3个关键
蛋白质的相互影响。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植物学系教授何胜阳说
“我们的研究重点是 3个植物蛋白 MYC、JAZ和
MED25，它们是茉莉酮酸酯信号的关键调控因子。 ”
目前研究人员通过揭示茉莉酮酸酯信号复合体的结
构，可以看到这一关键激素路径是如何被控制的，他
与Karsten Melcher 及Eric Xu 领导了这项研究。

当植物受到来自有害生物或病原体攻击时，茉
莉酮酸酯在调控防御方面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
用。 然而产生并激活茉莉酮酸酯以抵挡这些攻击要
耗费大量的能量， 并且需要植物打破防御与能量守
恒间的一种微弱的平衡。 如果一个植物不断地产生

防御活力，那么它的生长就可能受到严重的影响。
了解这三个蛋白间的相互作用不仅对全球的作

物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还提供了洞察在人类疾病中
起重要作用的其它分子机制的视角。 这项研究首次
展示了一种蛋白质是如何不仅可以充当阻遏蛋白又
可以充当受体蛋白， 这是两个对基因表达至关重要
的关键作用。 在有茉莉酮酸酯的情况下，JAZ阻遏蛋
白通过改变其形状变成茉莉酮酸酯受体复合体的一
个成分。

Melcher 说，“MYC蛋白用于茉莉酮酸酯激素信
号，与大的激活与抑制蛋白机制协同作用，在人类中
也发现这种蛋白机制，它对人类疾病，包括癌症有重
要作用。 ”

（摘自：《农业科技要闻》第187期（总第1290期），
日期：2016年3月15日）

揭开原子水平的防御奥秘
周 凌/译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

素的亏缺及有毒害作用金属元素含量增加， 也不会
明显影响土壤pH。

以往对蓝莓松针覆盖的评价主要是通过盆栽试
验等方式进行的短期研究[5-6]。 本研究通过对松针长
期覆盖蓝莓根区土壤质量、养分含量、金属离子等影
响蓝莓生长的重要因素进行分析， 评价了松针覆盖
对蓝莓土壤改良的长期效应和综合效应。 经10年以
上松针覆盖后该试验小区蓝莓根区土壤中有机质含
量从2%提高到3%，达到了维持高丛蓝莓健康生长的
土壤质量标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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