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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草对热研二号柱花草化感作用初步研究 

郇树 乾 

(海南大学农学院，海南 海 1：3 570228) 

摘 要 ：为研究用热带牧草替代飞机草这种典型的恶性入侵杂草 ，选择了我国热带及南亚热带地区重要的热带 

豆科 牧草一热研二号柱花草(Stylosanthes guianensis CV．Reyan II)作为作用的对象 ，采用常规水浸提法 ，比较测试它 

们之 间的化感效应，从化感作用方面探讨热带牧草对飞机草入侵的适应及竞争的机制 ，为有效控制外来植物入侵提 

供思路和科学依据。结果表明 ，飞机草不同部位 的水浸提液对热研二号柱花草种子的萌发 、根长和苗长都有不 同程 

度的抑制作用，其中叶的浸提液抑制作用最大。总体来讲，高浓度飞机草根、茎、叶的水浸提液对热研二号柱花草的 

综合化感指数(SEI)分别为一0．407、一0．369、一0．493，飞机草水浸液对热研二号柱花草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 的影响强度 

顺序均为叶>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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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allelopathic effect of Eupatorium odoratum L． 

on Stylosanthes guianensis CV．Reyan lI 

HUAN Shu—qian 

似griculltural College，Hainan University,Haikou 570228，China) 

Abstract：To study the feasibility of tropical forage instead of Eupatorium odor~um L．，a noxious invasive alien weed， 

this study selected an important protein feed in tropical and tropical regions in South Asia of China，Stylosanthes 

guianensis CV．Reyan lI as object．By the conventional water extraction，this study compared the testing of allelopathic effect 

between them．explored the mechanism of adaptation and competition of S．guianensis CV．Reyan Ⅱagainst invasion from E． 

odoratum L．，to supply scientific basis for effective controlling of exotic plant invasion．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aqueous 

extracts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E．odoratum L．had different degree of inhibition on seed germination，root length and 

germinal length of S．guianensis ev．Reyan 1I，the inhibition of leaves extract was the strongest．Comprehensive sense index 

(SEI)of aqueous extracts from roots，stems and leaves of E odoratum L．with high concentration was一0．407，一0．369，一 

0．493 respectively．The order of effect of E．odoratum L．aqueous extracts on seed germination and seedling growth of S． 

guianensis CV．Reyan 11 was leaf>stem >r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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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草fChromolaena odorata L．)原产于 中、南美 

洲，现已广泛分布于非洲、亚洲、大洋洲和西太平洋群 

岛的大部分热带及亚热带地区_l】。1934年，在云南南部 

首次被发现，现已侵入海南、广东、台湾 、广西、云南、贵 

州、香港、澳门等地。飞机草喜光而不耐阴，但其苗期较 

耐阴[21，喜温不耐寒 、喜湿不耐旱[3J、不耐盐 ，一般分布 

在 30。N～30。S之间。飞机草对土壤要求不严格，但喜欢 

肥沃的生境[51，其根表及根际周围有自由的有生物活性 

的固氮菌，这些固氮菌可协助飞机草进行固氮，因此飞 

机草在贫瘠 的土地上也能生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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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有研究表明，飞机草具有较强的化感作用嘲，对 

农作物的种子萌发及生长均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 。 

Gill等Is1的试验表明，飞机草的根、茎、叶的水提物对豇 

豆[Vigna unguiculata(Linn．1 Walp]的生长有抑制作用， 

其中叶片水提物的抑制作用最为明显。Sangakkara等f9l 

比较了飞机草的根 、茎、叶及全株的提取物对 4种农作 

物的化感作用强度，结果显示叶提取物的抑制作用最 

强 据 Kayode~ O]报道．飞机草已腐烂叶片的水提物仍可 

使豇豆胚根和幼芽的延伸及生长速度大大下降。已腐 

烂的飞机草叶片抑制其他植物生长的时间长达 60 d 
⋯ j

。飞机草的挥发油对植物幼苗 、真菌 、昆虫的生长均具 

有明显的抑制作用l121。最新研究发现，在入侵地，飞机草 

能提高其根系周围的病原菌的含量，从而抑制本地植 

物的正常生长l1]]。 



 

飞机草这种具有超强入侵性的物种，给海南的生 

态系统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严重影响了本土植物的生 

长和分布，若任凭其自然发展，将使本土植物面临灭绝 

的危险。本研究通过分析比较其对推广面积较大的热 

带牧草——热研二号柱花草的化感作用，探究其对飞 

机草的耐受性，为其是否能成为飞机草严重危害地区 

的生态恢复替代草种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 试 柱 花 草 为 热 研 2号 柱 花 草(Stylosanthes 

guianensis CV．Reyan II 1种子，采 自中国热带农业科学 

院品种资源研究所实验基地，实验室内风干后 ，装至纸 

袋中，储藏保存。 

野生飞机草(Eupatorium odoratum L．)采自海南大 

学附近飞机草 自然入侵形成的单优群落。 

1．2 试验方法 

1．2．1 水浸提液的制备 2012年 5月取生长健壮的飞 

机草带根新鲜植株，用 自来水冲干净灰土，晾干表面水 

分后分别将根、茎 、叶分离，并剪切成 5 mm左右小段； 

称量后放入锥形瓶，按 1 g新鲜质量材料添加 5 mL蒸 

馏水的比例在室温下震荡浸泡48 h，然后过滤得到浓 

度为 0．20 g／mL的浸提液母液；将母液用蒸馏水分别稀 

释为0．05、0．10、0．15、0．20 g／mL，保存于 4~C冰箱中备 

用 。 

1．2．2 飞机草水浸提液对柱花草种子萌发的影响 选 

择颗粒饱满、大小均匀的热研二号柱花草种子，用 80℃ 

热水处理 3 min，然后用 10％ H20 消毒 5 min，再用蒸 

馏水冲洗干净备用。在每一培养皿(直径 12 em)中放 

入两张滤纸 ，分别加入不同浓度的飞机草浸提液 7 

mL，蒸馏水做对照，将已处理好的热研二号柱花草种子 

均匀排列于培养皿内，每皿 5O粒，加上盖，用封口膜封 

好边缘，置于25℃恒温培养箱中萌发，每天补充适量水 

浸提液或无菌蒸馏水 1次。并检测发芽数。胚根突破种 

皮 2 mm即视为萌发 ，每个处理 3次重复，测定 10 d 

的试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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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飞机草水浸提液对柱花草种子根长苗长的影响 

选择颗粒饱满、大小均匀的受体种子，用流水预萌发处 

理 18 h，选取同期发芽(胚根突破种皮 2 mm)的种子， 

均匀排列于已放人2张滤纸的培养皿(直径 12 cm)中， 

每皿 20粒，分别加入不同浓度的飞机草浸提液 7 mL， 

蒸馏水做对照，上盖，用封口膜封好边缘，置于 25cC恒温 

培养箱中。每天补充适量水浸提液或无菌蒸馏水 1次． 

每个处理3次重复。第5 d测量幼苗根长苗长。 

1．2．4 指标测定 发芽率f％')=发芽种子数／供试种子总 

数xl00；相对发芽率(％)=处理发芽率／对照发芽率xl00； 

化感效应指数(RI)采用 Williamsont 4]的方法：化感 

效应敏感指数 RI=1一C／T(T~C)，或 RI=7yC一1(T< ，C 

为对照值， 为处理值。尺，表示化感作用强度大小，正 

值为促进效应，负值为抑制效应，其绝对值大小反映化 

感作用的强弱。化感综合效应指数(SE1)用上述测试项 

目的RI的平均值或用化感促进或抑制百分率的平均 

值进行评价。 

2 结果与分析 

2．1 飞机草各部位水浸提液对热研二号柱花草种子萌 

发的影响 

不同浓度的飞机草根、茎和叶水浸提液均对热研 

二号柱花草种子的萌发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但各 

水平之间差异不显著 (表 1)。根浸提液在高浓度f0．20 

g／mL)、低浓度f0．05 g／mL)H~的抑制作用较强，发芽率均 

为 66．67％，化感效应指数达到一0．091，在浓度为0．15、 

0．10 g／mL时的抑制作用较弱。茎浸提液在高浓度 

f0．20 g／mL)、低浓度(0．05 g／mL)时的抑制作用较弱，发 

芽率均为 67．78％，化感效应指数达到一0．076，在浓度为 

0．15 g／mL时的抑制作用最强，发芽率为61．11％，化感 

效应指数达到一0．167，与根水浸提液的作用规律正好相 

反。根浸提液在高浓度(0．20 g／mL)t~有较显著的抑制作 

用 ，发芽率为43．33％，化感效应指数达到一0．409，在浓 

度为 0．10 g／mL时的抑制作用最弱，发芽率为 72．22％， 

化感效应指数达到一0．015。 

不同部位不同浓度的飞机草水浸提液对热研二号 

表 1 飞机草根 、茎、叶浸提 液对 热研 二号柱花草种子萌发的影响 

注 ：同列数据后 小写英文字母不 同表示差异显著 ，表 2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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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花草种子的萌发率影响不同，总的来说 ，叶浸提液的 

化感效应较根、茎浸提液的化感效应强，其变化规律为 

高浓度(0．20 g／mL)、低浓度(0．05 g／mL)时的抑制作用 

强，其他浓度抑制作用较弱，根浸提液也大致遵循这样 

的变化规律，而茎浸提液却呈现相反的变化规律，即高 

浓度(0．20 g／mL)、低浓度(0．05 g／mL)时的抑制作用较 

弱，其他浓度的抑制作用较强。 

2．2 飞机草各部位水浸提液对热研二号柱花草幼苗生 

长的影响 

飞机草根、茎和叶水浸提液对热研二号柱花草幼 

苗根长和苗长的生长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表 2)。经过 

根、茎和叶浸提液不同浓度处理，热研二号柱花草幼苗 

的根长均受到显著抑制，且抑制效应随浸提液浓度的 

增大而增强：但对热研二号柱花草幼苗苗长的影响较 

表 2 飞机草根、茎和叶浸提取液对热研二号柱花草 幼苗生长 的影 响 

复杂，低浓度时(0．05 g／mL)根和茎浸提液表现出促进 

作用，高浓度时有较显著的抑制作用。叶浸提液不同浓 

度均对苗长有抑制作用，浓度越大抑制越明显。 

不同部位不同浓度飞机草水浸提液均抑制了热研 

二号柱花草幼苗根长的生长，且浓度越高，抑制作用越 

强 ，在 0．20 g／mL时飞机草根水浸提液处理下，对根长 

的抑制作用最强(RI=一0．943)。在浓度为 0．05 g／mL飞 

机草茎水浸提液处理下，对根长的抑制作用最弱( ，_一 

0．364)；不同部位不同浓度飞机草水浸提液对热研二号 

柱花草幼苗苗长的生长影响不同，在浓度为 0．05 g／mL 

的飞机草根 、茎浸提液处理下 ，表现为促进作用 ，但作 

用不显著，在浓度为 0．15 g／mL时飞机草叶水浸提液处 

理下，对苗长的抑制作用最强(尺，_一0．253)，在此浓度下 

根水浸提液对苗长的抑制作用最弱(尺，_一0．005)。 

3．3 飞机草对热研二号柱花草的综合效应 

对上述热研二号柱花草种子的萌发率 、幼苗根长 

及苗长的生长 3项测试指标进行综合分析(表 3)发现． 

不同部位，不同浓度的飞机草水浸提液处理下，综合化 

感效应指数 SEI值均为负值，根浸提液化感抑制效应 

随着浓度的增加而增强 ．茎浸提液在浓度为 0．15 g／mL 

时化感抑制效应最强 ，0．05 g／mL时化感抑制效应最 

弱 ，叶浸提液在浓度为 0．10 g／mL时化感抑制效应最 

表 3飞机草对热研二号柱花草的综合效应指数 

弱，在浓度为 0．20 g／mL时达到最强。综合分析来看，化 

感效应 比较 ．飞机草叶片浸提液 >飞机草茎浸提液 > 

飞机草根浸提液。 

3 结论与讨论 

不同部位不同浓度的飞机草水浸提液对热研二号 

柱花草种子萌发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这与唐雪松[】 1在 

水花生不同部位水浸液对红三叶种子萌发的影响的研 

究结果相一致。从飞机草对热研二号柱花草的综合效 

应指数来看，飞机草各部位水浸液浓度越高，对柱花草 

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的化感效应越明显，抑制效应越 

强烈，这与大多数外来人侵植物的研究结果类似[16 9]。 

外来入侵杂草的化感抑制作用将严重影响受体植物对 

地上及地下资源的竞争能力 ，导致植物吸水，吸肥 ，争 

取阳光的能力降低．干扰植物幼苗的正常生长发育，这 

也许是飞机草成功入侵的原因之一。 

飞机草根、茎水浸液对热研二号柱花草幼苗生长 

表现低浓度(0．05 g／mL)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这说明在 

低浓度下水浸液可能主要起营养作用，化感作用很微 

弱，并且抑制效应可能被抵消。随着浓度升高，化感物 

质逐渐增多 ．化感效应越明显 ，逐渐起主导作用，这与 

许多研究结果类似[ ”。 

不同部位的飞机草水浸提液对热研二号柱花草化 

感抑制作用不同，影响呈现如下规律：叶片 >茎 >根，叶 

片作为飞机草植株光合作用的主要场所，含有较多的 

化感物质，因此叶片水浸液对种子萌发的化感抑制作 

用相对较强。有研究表明，茎秆、根系主要承担机械支 

持和物质输导的功能，次生代谢产物的含量相对较低 ， 

化感效应偏弱 。 



 

本试验所用的水浸液仅仅是飞机草根系、茎干和 

叶片的粗提物，飞机草化感物质的具体成分、合成与释 

放途径、浓度有效作用阈值及综合利用等还有待于进 
一 步开展科学实验，以更好地揭示飞机草的化感作用 

对其他植物的作用机理及其利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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