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２０１７ꎬ４０(６) :９４９－９５６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ｔｔｐ: / / ｎａｕｘｂ.ｎｊａｕ.ｅｄｕ.ｃｎ
ＤＯＩ:１０.７６８５ / ｊｎａｕ.２０１７０４００２



李宝玉ꎬ高明杰ꎬ高春雨ꎬ等. 亚磷酸盐在农业上的应用及机制研究进展[ Ｊ] .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ꎬ２０１７ꎬ４０(６) :９４９－９５６.

亚磷酸盐在农业上的应用及机制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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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ꎬ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要:亚磷酸盐被证明对农作物具有增产抗病的功效ꎬ是一种新型环保的化学制剂ꎮ 本文针对国内外亚磷酸盐作为杀菌剂
和功能性肥料在农业上的应用研究及作用机制进行综述ꎮ 目前亚磷酸盐在国外已经广泛应用到植物病虫害防治及植物营
养领域ꎬ而我国对其相关研究及应用则较为滞后ꎮ 亚磷酸盐用作杀菌剂在抑制茄属、芸薹属及其他叶菜类等卵菌纲病菌方
面均有很好的效果ꎬ同时在增加草莓、马铃薯等作物开花、产量、果实大小及可溶性物质含量等方面具有很好的肥效ꎮ 作用
机制研究证实ꎬ亚磷酸态磷可在作物木质部和韧皮部进行双渠道运输ꎬ加快营养吸收和利用ꎻ在抗病方面ꎬ研究者普遍认为
亚磷酸态磷能诱导作物产生抗御毒素及病程相关蛋白( ＰＲ 蛋白) ꎬ可能依赖水杨酸( ＳＡ) 开启防御机制ꎬ使作物对病原菌产
生持续免疫力ꎬ但至今尚未有明确定论ꎮ 本研究综述结果可为我国开展亚磷酸盐在农业上的推广应用提供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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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结构相似ꎬ亚磷酸盐常常被认为是磷酸盐的同类物 [１－２] ꎮ 而受磷分类方法和测定方法的限制ꎬ环境
中存在的低价磷形态( 如亚磷酸态磷) 较少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３] ꎮ 亚磷酸盐是亚磷酸的碱性金属盐ꎬ常常
－
２－
[４－５]
含有 Ｋ ＋ 、Ｎａ ＋ 、ＮＨ ＋４ 等阳离子ꎬ以及 ＰＯ ３－
ꎮ 由于植物不能够直接代谢亚磷酸
３ 、ＨＰＯ ３ 、Ｈ ２ ＰＯ ３ 等阴离子

盐ꎬ因此亚磷酸盐作为肥料磷来源的效果饱受争议 [４ꎬ６－９] ꎬ但亚磷酸盐作为杀菌剂在防治卵菌纲真菌方面
在国外许多国家已被广泛接受ꎮ 由于亚磷酸盐的抗菌增效作用给环境带来节能减排效应ꎬ美国环保总署
将亚磷酸及亚磷酸盐产品归类为一种环保的生物制剂 [１０] ꎮ 在我国ꎬ磷酸盐的诱导抗病作用已有一定的研
究 [１１] ꎬ但亚磷酸盐作为杀菌剂的研究应用还鲜见报道ꎬ仅赵金华等 [１２] 在 ２００６ 年申请了亚磷酸二氢钾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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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杀菌叶面肥的应用专利ꎬ但该专利在发表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专家学者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和应用
推广ꎮ 亚磷酸盐作为肥料的研究和应用也鲜有报道ꎬ仅楚雯瑛等 [１３] 探讨了亚磷酸盐作为缓释磷肥的可行
性ꎬ认为少量施用亚磷酸盐ꎬ可为植株提供缓效磷营养ꎮ 我国对亚磷酸盐增产抗病作用机制方面的研究更
是未见相关报道ꎮ 本文对亚磷酸盐作为杀菌剂和肥料方面的应用研究及作用机制进行综述ꎬ以期为我国
开展亚磷酸盐在农业上的推广应用提供参考ꎮ

１

亚磷酸盐用作杀菌剂的应用研究进展
亚磷酸盐作为杀菌剂的市场是由德国拜 尔 公 司 生 产 的 世 界 著 名 品 牌 三 乙 磷 酸 铝 ( 乙 磷 铝) 开 创

的

[１４]

ꎮ 随着乙磷铝有效成分的专利到期ꎬ阿根廷、美国、巴西、厄瓜多尔和秘鲁等国家陆续出现了亚磷酸

盐的生物农药ꎬ相关的亚磷酸盐产品对不同作物卵菌纲病害的效果也被不断报道 [１５－１６] ꎮ 目前ꎬ亚磷酸盐
作为杀菌剂在国外的研究与应用已经较为广泛ꎮ

１.１

施用方法及安全性
亚磷酸盐的施用方法主要依据作物和病原菌的情况而定ꎬ最为常见的是叶片喷施 [１５ꎬ１７－１８] ꎮ 其他施用

方法主要包括灌根 [１９] 、滴灌 [２０] 、水培营养液混合 [２０] 、种子处理 [２１] 、超低量喷雾 [２２] 或者浸渍处理 [２３] 等ꎮ
在使用安全性方面ꎬ磷酸在新鲜水果和加工水果中的残留问题是关注的重点 [２４] ꎮ 为此ꎬＫｅｌｄｅｒｅｒ 等 [２５] 开
展了苹果叶片和果实残留试验ꎬ结果表明在花前使用亚磷酸盐产品ꎬ果实中没有检测到亚磷酸残留ꎬ而在
花后使用ꎬ则在叶片和果实中检测到亚磷酸盐残留ꎮ

１.２

在马铃薯上的应用效果研究
目前ꎬ亚磷酸盐作为杀菌剂在马铃薯上的应用研究最为广泛ꎮ Ｊｏｈｎｓｏｎ 等 [１７] 通过叶面喷施亚磷酸防

治由卵菌纲引起的马铃薯块茎腐烂ꎬ结果显示ꎬ薯块中马铃薯晚疫病平均感病率和薯块腐烂程度均比不喷
施亚磷酸处理显著降低ꎮ Ｓｉｎｇｈ 等 [２６] 研究表明叶面喷施亚磷酸盐对预防马铃薯块茎粉红腐烂和晚疫病具
有很好的效果ꎮ Ｍｉｌｌｅｒ 等 [２７] 在收获后施用草酰胺和亚磷酸盐防治因收获引起的马铃薯块茎腐烂ꎬ亚磷酸
盐即使在接种后几小时施用ꎬ也具有持续的防治效果ꎮ Ｆｕｃｈｓ 等 [２８] 通过叶面喷施亚磷酸盐进行收获后抑
制马铃薯块茎感染晚疫病的试验ꎬ结果显示ꎬ马铃薯块茎贮存 ２ 个月以后对块茎晚疫病的抑制效果尤为明
显ꎮ Ｌｏｂａｔｏ 等 [２９] 采用叶面喷施亚磷酸盐对马铃薯的生长及收获后马铃薯病害及产量影响进行分析ꎬ结果
表明ꎬ在生长季节用亚磷酸钾进行叶面喷雾降低了收获后马铃薯晚疫病、干腐病、软腐病的侵染ꎮ Ｌｏｂａｔｏ

等 [３０] 进行了 ４ 种马铃薯病原菌对亚磷酸钙、亚磷酸钾和亚磷酸铜的敏感性试验ꎬ结果显示这几种亚磷酸
盐对疫病菌的抑制力最强ꎬ链霉菌次之ꎬ而对立枯丝核菌和腐皮镰刀菌抑制效果不明显ꎮ Ｌｉｌｊｅｒｏｔｈ 等 [３１] 针
对马铃薯晚疫病经过 ４ 年大规模田间试验发现ꎬ单独施用亚磷酸钾与杀菌剂具有同样的防治效果ꎬ最小剂
量亚磷酸钾加半剂量杀菌剂与全剂量杀菌剂效果相当ꎬ叶面喷施亚磷酸钾对块茎晚疫病的防治效果与直
接施用杀菌剂相当ꎮ 这些结果表明ꎬ亚磷酸钾的使用不仅可以减少杀菌剂的用量ꎬ而且可直接用于马铃薯
病害综合防治ꎬ但其用量、间隔期及与其他杀菌剂混用情况需根据马铃薯的品种进行调整ꎮ Ｂｏｒｚａ 等 [３２] 通
过高性能离子色谱法检测马铃薯块茎中亚磷酸盐的含量变化发现ꎬ在生长期ꎬ马铃薯块茎中的亚磷酸盐含
量随着亚磷酸盐杀菌剂施用量的增加而增加ꎮ 通过叶面喷施ꎬ亚磷酸盐在马铃薯块茎的皮质层浓度最高ꎬ
其次为髓质层和表皮层ꎻ而通过采收后块茎处理ꎬ亚磷酸盐在马铃薯块茎的表皮层浓度最高ꎬ其次为皮质
层和髓质层ꎻ这 ２ 种处理结果均显示ꎬ在块茎的表皮层和皮质层亚磷酸盐浓度超过 １００ μｇｇ －１ ꎬ新鲜组织
即可有效抑制贮存期块茎晚疫病病菌的生长ꎮ

１.３

在其他作物上的应用效果研究
研究人员对亚磷酸盐在抑制不同种类植物卵菌纲病菌方面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ꎮ Ｗｉｌｋｉｎｓｏｎ 等 [３３] 用

亚磷酸钾来控制温室和露天感病植株的樟疫霉孢子生长ꎬ结果发现亚磷酸钾减少了感病植株上有效孢子

产生ꎮ Ｉｎｇｅｒｄｓ 等 [３４] 在使用诱抗剂和亚磷酸钾防治冬小麦雪梅叶枯病菌和黄色镰刀菌的效果试验中发现ꎬ
用含有亚磷酸钾的液体喷施冬小麦能够减少雪梅叶枯病菌和黄色镰刀病菌的发生ꎮ Ｂｏｃｋ 等 [３５－３６] 进行了
亚磷酸盐防治核桃痂病的防治试验ꎬ结果表明ꎬ大部分核桃品种叶面喷施亚磷酸盐都能够显著降低叶片和
果实痂病的发生率和病害严重程度ꎮ Ｄｅｍｐｓｅｙ 等 [３７] 在冷季型草坪上进行了亚磷酸钾抑制小托菌病的效
果试验ꎬ结果表明ꎬ所有亚磷酸盐处理的草坪质量比对照及异丙二酮处理组极显著提高( Ｐ<０.０１) ꎮ Ｐａｇａｎｉ

等 [３８] 通过试验发现ꎬ亚磷酸盐和推荐杀菌剂一样对小麦枯萎病具有一定的防治效果ꎮ Ｍａｎｎａ 等 [３９] 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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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磷酸盐具有化肥和除草剂的双重功能ꎬ可减少磷肥的过度使用ꎬ减少富营养化和除草剂的使用ꎮ

２

亚磷酸盐用作肥料的应用研究进展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ꎬ亚磷酸盐在防治病害方面的效果掩盖了作为肥料的潜力ꎬ随着越来越多亚磷酸盐

产品登记成肥料进行推广销售ꎬ在肥料肥效方面的研究也越来越广泛ꎮ 研究表明ꎬ作为一种有效的络合
剂ꎬ亚磷酸盐可以和 Ｋ、Ｃａ、Ｂ、Ｚｎ、Ｍｏ、Ｍｎ 及其他营养元素结合ꎬ具有很好的肥效 [４ꎬ８ꎬ２６ꎬ４０－４２] ꎮ

２.１

亚磷酸盐用作肥料的争议

多年以来ꎬ普遍认为环境中的磷只以磷酸态磷的形式存在ꎬ而磷酸盐化合物被认为是提供植物磷营养
的唯一形式 [４３] ꎮ 亚磷酸盐在农业上的应用最初是因为它在植物病害防治方面的效果而不是植物营养ꎮ
由于亚磷酸盐氧化成磷酸盐需要时间较长ꎬ因此使用亚磷酸盐作为植物营养磷来源的观念受到争议ꎬ这也
让经销商和种植者产生了许多疑惑 [７] ꎮ 许多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证明了亚磷酸盐能够被植物叶片和根
系吸收ꎬ但作为磷肥却没有被植物利用 [４４] ꎮ 相反ꎬ在缺磷植物的生长和代谢过程中亚磷酸盐具有一些副
作用ꎬ会抑制植物典型分子的反应从而进一步导致缺磷 [２ꎬ４５－４７] ꎬ并在磷饥饿而不是磷充足植物中带来有害
影响 [１－２ꎬ９] ꎮ 当 Ｗａｔａｎａｂｅ [４８] 宣布因使用不当引起亚磷酸盐在植物生长过程中的副作用时ꎬ加剧了亚磷酸
盐作为肥料 使 用 的 疑 惑ꎮ 科 研 人 员 还 对 亚 磷 酸 盐 能 不 能 作 为 作 物 或 者 细 胞 的 磷 元 素 来 源 进 行 了 讨

论 [４ꎬ９ꎬ４９] ꎬ一些研究者认为ꎬ使用亚磷酸盐作为营养进行细胞培养会加速细胞死亡、蛋白质恶化及 ＤＮＡ 损
害 [２６] ꎮ 而有些研究者认为ꎬ亚磷酸盐的使用对于促进植物营养平衡、加速成熟、提高果实质量以及采后保
质期等具有一定效果ꎬ能够作为植物的营养来源 [２９ꎬ５０－５２] ꎮ

然而ꎬ当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植物病理学教授 Ｌｏｖａｔｔ [５３] 在柑橘试验中发现缺磷引起氮代谢变

化时ꎬ通过喷施亚磷酸钾ꎬ缺磷的柑橘可以恢复植物的生化反应并恢复其正常生长ꎬ科研人员开始重新关
注亚磷酸盐作为肥料的应用前景ꎮ 此外ꎬＬｏｖａｔｔ 等 [８] 通过土壤或者叶面喷施亚磷酸盐试验研究ꎬ认为亚磷
酸盐可以提高鳄梨的座果率和产量ꎬ替代磷酸盐作为鳄梨的磷来源ꎮ Ｌｏｖａｔｔ 的研究工作引起了亚磷酸盐

作为肥料的第一波商业化热潮ꎮ 一个专利产品以 Ｎｕｔｒｉ￣Ｐｈｉｔｅ 为商标进行销售( Ｂｉａｇｒｏ 西方销售公司) ꎬ许

多亚磷酸盐的新型磷肥不断面世ꎬ一系列美国专利所描述的含有亚磷酸盐的配方都适合用作磷肥ꎮ 目前ꎬ
在美洲和欧洲可作为肥料销售的亚磷酸盐产品名录已有几十个ꎮ

２.２

亚磷酸盐用作肥料的应用效果研究
亚磷酸盐可以延长作物生育期从而提高产量 [５４] ꎮ Ｇｌｉｎｉｃｋｉ 等 [５５] 进行了亚磷酸盐产品“ Ｒｅｓｉｓｔｉｍ” 对 ３

种草莓的生长发育影响效果试验ꎬ结果表明ꎬ亚磷酸盐对‘ Ｈｏｎｅｏｙｅ’ 的生长发育最为敏感ꎬ其根、茎的鲜物
质含量、干物质含量、茎叶数量等均比对照有显著增加ꎬ对‘ Ｅｌｓａｎｔａ’ 和‘ Ｓｅｌｖａ’ 的根部发育有一定影响ꎬ但
对茎叶生长影响效果不显著ꎮ Ｅｓｔｒａｄａ￣Ｏｒｔｉｚ 等 [５６] 进行了亚磷酸盐对草莓叶片、产量、ｐＨ 值、电导率、花青
素浓度以及果实大小等产量和质量方面的影响效果研究ꎬ结果显示ꎬ在果实发育期ꎬ磷在叶片中的浓度与
亚磷酸盐使用水平呈现一定比例ꎬ当添加 ２０％亚磷酸盐时可轻微地增加产量和果实大小ꎻ当添加 ３０％ 亚
磷酸盐时可以检测到较高的 ｐＨ 值、电导率和花青素浓度ꎮ 因此ꎬ亚磷酸盐可以提高产量、影响果实的质
量并激活植株的防御机制以产生高浓度花青素ꎮ Ｃｏｎｓｔｎ￣Ａｇｕｉｌａｒ 等 [５７] 进行亚磷酸盐作为黄瓜植株中磷来
源的生理和营养评价时发现ꎬ在生长基质磷酸盐不理想的状态下ꎬ亚磷酸盐以不小于 ５ ｍｍｏｌＬ －１ 的浓度作
为肥料施用是比较适宜和有效的ꎬ改善了生长参数、开花数量、叶面积、磷的营养状态以及植株对磷的利用

效率ꎮ Ｔａｍｂａｓｃｉｏ 等 [５８] 对亚磷酸钾在提高马铃薯种薯萌发、促进生长及根部菌根方面的影响进行了试验ꎬ
结果表明ꎬ使用亚磷酸钾减少了种植和萌发之间的间隔ꎬ增加了菌根数量、叶面积及干物质含量ꎬ确认了施
用亚磷酸钾对种薯早期生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ꎮ

亚磷酸盐作为肥料施用后还可以降低土壤 ｐＨ 值从而提高除草剂的防效 [８] ꎮ Ｓｔöｖｅｎ 等 [５９] 在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年进行亚磷酸盐对耕地土壤生物群落影响的调查研究发现ꎬ将亚磷酸盐( 亚磷酸钾) 施用到长满草的
田块中ꎬ土壤及代谢活跃的土壤微生物可引起部分亚磷酸氧化成磷酸ꎬ这与脱氢酶和磷酸盐含量增加有一
定的相关性ꎮ Ｌóｐｅｚ￣Ａｒｒｅｄｏｎｄｏ 等 [６０] 进行了亚磷酸盐作为唯一磷来源的转基因植物试验ꎬ结果显示ꎬ在温
室条件下ꎬ当使用亚磷酸盐作为肥料来获得与磷酸盐相同产量时ꎬ这些转基因植物需要磷的摄入量减少

３０％ ~ ５０％ꎬ当与杂草竞争时ꎬ与磷酸盐相比ꎬ积累的生物量高出 ２ ~ １０ 倍ꎬ证明了亚磷酸盐是抑制杂草方
面值得推广的一种肥料产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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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磷酸盐增产、抗病作用机制研究
磷( Ｐ) 是所有植物所需的基本要素之一ꎬ不仅参与了细胞内 ＡＴＰ、核酸、磷脂等重要物质的组成ꎬ而且

还是多种代谢反应的参与者或调节者ꎬ同时也参与了细胞信号转导过程ꎬ在植物整个生命活动中具有重要
作用ꎮ 亚磷酸及亚磷酸盐已经作为肥料和杀菌剂广泛应用于不同种类的农作物ꎬ但其作用机制尚未完全清楚ꎮ

３.１

亚磷酸盐的增产作用机制
众所周知ꎬ作为植物营养来源的磷酸盐中 ５ 价磷只能在木质部向上传导运输ꎮ 但有试验 [８] 表明ꎬ亚磷

酸盐被土壤矿物质吸附并固定的可能性比磷酸盐小ꎬ亚磷酸根离子可在植株体内的木质部和韧皮部进行
双渠道运输ꎬ使亚磷酸根离子与产品配方中的其他营养元素成分达到最佳协同ꎬ加快了营养的运输和吸
收ꎬ具有促根、促花、促座果等作用ꎬ同时提高果实固形物含量ꎮ Ｂｏｒｚａ 等 [６１] 通过叶面喷施亚磷酸钾产品
Ｃｏｎｆｉｎｅ 和磷酸钾ꎬ对马铃薯块茎和叶片中的亚磷酸盐和磷酸盐含量进行离子交换层析检测和分析ꎬ结果
显示ꎬ喷施 Ｃｏｎｆｉｎｅ 造成马铃薯叶片与块茎中亚磷酸盐大量积累ꎬ而磷酸盐在叶片中的含量保持稳定ꎬ这一
结果进一步证明了亚磷酸盐的 ３ 价磷可以在植株的木质部和韧皮部进行双渠道运输ꎮ 同时ꎬ亚磷酸盐可
被土壤微生物代谢氧化形成磷酸盐ꎬ成为植物的主要肥料之一ꎮ 因亚磷酸盐大概需要经过 ４ 个月时间才
能完全氧化成磷酸盐ꎬ因此被建议用作缓释肥 [４] ꎮ

３.２

３.２.１

亚磷酸盐的抗病作用机制
作用方式研究

ＭｃＧｒａｔｈ [６２] 认为ꎬ亚磷酸盐是通过抑制氧化磷酸化来抑制卵菌纲真菌的代谢ꎻ

Ｇｕｅｓｔ 等 [１４] 和 Ｄａｎｉｅｌ 等 [６３] 则认为ꎬ亚磷酸盐是通过激活植物自然防御反应来防治植物的卵菌纲病害ꎻ
Ｒａｍａｓａｍｙ [６４] 将不同浓度亚磷酸钾溶液加入到琼脂培养基中ꎬ并接种疫霉病菌孢子ꎬ使其在培养皿内生

长ꎬ结果表明亚磷酸盐是通过抑制疫霉菌孢子萌发及菌丝生长来抑制病菌的发生与发展ꎮ 总体来说ꎬ亚磷
酸盐在预防卵菌纲真菌方面具有复杂的作用方式ꎬ主要包括抑制菌丝的生长、孢子萌发、减少或者改变膜
代谢ꎬ以及病原体的磷酸化反应等直接作用和激活植物的防御反应等间接作用 [２２ꎬ６３ꎬ６５－６７] ꎬ而这种防御机制
的复杂性还包括了亚磷酸盐抑制病菌对这些物质产生抗性作用 [６８] ꎮ

３.２.２

酶与蛋白质学研究

亚磷酸盐在农业上可以激活植物防御机制的结论至今尚未完全清楚ꎬ有学者

对亚磷酸盐引起的酶和蛋白质学进行了一些研究探讨ꎮ Ｔｏｎóｎ 等 [４７] 和 Ｍａｃｈｉｎａｎｄｉａｒｅｎａ 等 [６９－７０] 认为植保
素参与亚磷酸盐对马铃薯疫霉属病害的防御反应ꎬ而几丁质酶和葡聚糖酶等病程相关蛋白会在马铃薯块
茎的伤口或植株疫霉侵染后积累ꎮ Ｌｏｂａｔｏ 等 [２９] 以马铃薯为研究对象ꎬ研究了亚磷酸盐可能参与的生化反
应机制ꎬ发现亚磷酸盐增加了马铃薯植株和块茎的葡聚糖酶、几丁质酶、过氧化物酶、多酚氧化酶以及植保
素等防御反应成分ꎬ从而增强马铃薯的抗病能力ꎮ Ｏｙａｒｂｕｒｏ 等 [７１] 对马铃薯叶进行亚磷酸钾( ＫＰｈｉ) 预处
理ꎬ以此对 ＵＶ￣Ｂ 胁迫的耐受性效果进行评价ꎬ结果表明ꎬ通过 ＵＶ￣Ｂ 胁迫并进行了亚磷酸钾预处理的植

物ꎬ成功诱导了葡聚糖酶和几丁质酶的积累ꎮ Ｏｌｉｖｉｅｒｉ 等 [７２] 研究发现ꎬ经过亚磷酸盐处理的马铃薯植株块
茎中周皮和果皮组织中的胶质大量增加ꎬ块茎中的果胶酶和蛋白酶抑制因子的含量和( 或者) 活性也相应
提高ꎬ同时在块茎周皮中还检测到一种几丁质酶ꎬ这说明亚磷酸盐作用于块茎和叶片可引起块茎周皮和果
皮的防御反应ꎮ Ｌｉｍ 等 [７３] 利用基于 ｉＴＲＡＱ 定量蛋白质组学研究了马铃薯植株在亚磷酸盐处理前后的蛋
白含量变化ꎬ结果表明ꎬ在亚磷酸盐处理后的马铃薯叶片中共识别出 ９３ 种蛋白ꎬ其中 ６２ 种蛋白表达量上
升ꎬ３１ 种蛋白表达量下降ꎻ接种晚疫病病菌后ꎬ３１ 种表达量下降的蛋白中有 １６ 种蛋白含量仍保持表达量

下调ꎬ６２ 种表达量上升的蛋白中有 ４２ 种蛋白含量仍保持增加ꎬ且这些蛋白中ꎬ有 ９０％的蛋白与抗性相关ꎮ
通过蛋白组相对定量测序和显微镜观察发现ꎬ亚磷酸盐处理后植株表现出的超敏反应是导致马铃薯抗晚
疫病的原因ꎮ Ｂｕｒｒａ 等 [７４] 通过马铃薯叶面喷施亚磷酸盐ꎬ利用定量蛋白质组学调查了马铃薯的转录组和
特种分泌蛋白质组ꎬ结果发现ꎬ亚磷酸盐对转录组具有快速瞬态影响ꎬ在处理后 ３ ｈ 内具有清晰的反应ꎬ且
这种效应可持续 ２４ ｈꎮ 在亚磷酸盐处理 ４８ ｈ 后ꎬ与防御、损伤和氧化应激有关的转录构成了亚磷酸盐反
应的核心ꎬ与细胞壁形成和防御过程有关的 ６７ 种分泌蛋白质组蛋白改变大ꎮ 试验还观察到在初级代谢和
细胞壁相关流程的变化并不是由亚磷酸盐处理引起的缺磷或磷酸盐酸化ꎻ亚磷酸盐调节的转录子有 ４０％
随着 β －氦基丁酸( ＢＡＢＡ) 作为激发子而改变ꎬ而 ＢＡＢＡ 的防御基因中 ＰＲ１ 基因是唯一的上调基因ꎮ

３.２.３

细胞学与分子生物学研究

随着亚磷酸盐在国外农业上的大面积推广应用ꎬ许多专家还针对亚磷

酸盐的防御机制进行了细胞学与分子生物学研究ꎮ Ｋｉｎｇ 等 [３] 发现亚磷酸盐可引起菌丝的扭曲变形和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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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壁的溶解ꎬ对菌丝的生长具有不利影响ꎻ在分子水平上ꎬ有 ４３ 个转录表达水平被改变ꎻ许多被编码的蛋
白质参与细胞壁合成或者细胞骨架建成ꎮ Ｅｓｈｒａｇｈｉ 等 [７５] 研究发现ꎬ在未接种樟疫霉菌的拟南芥 Ｌｅｒ 上施
用亚磷酸盐ꎬ水杨酸( ＳＡ) 、茉莉酸( ＪＡ) 和乙烯( ＥＴ) 信号传导途径的关键基因表达量明显升高ꎻ在接种樟
疫霉菌的拟南芥 Ｌｅｒ 上施用亚磷酸盐ꎬ抗病基因表达量明显升高ꎬ植株叶片胼胝质增加且产生大量过氧化
氢( Ｈ ２ Ｏ ２ ) ꎬ最终导致植株病斑面积显著减少( Ｐ<０.００１) ꎮ Ｍａｃｈｉｎａｎｄｉａｒｅｎａ 等 [７０] 通过 ＲＮＡ 凝胶印迹分析
法评价了亚磷酸钾诱导马铃薯植株对晚疫病侵染引起的防御反应机制ꎬ结果显示ꎬ接种亚磷酸钾后马铃薯
植株病菌生长变慢甚至停止ꎬ被感染的叶片面积大幅减小ꎬ在接种 １２ ｈ 后ꎬ亚磷酸钾将过氧化氢和超氧化

物阴离子产物导入到马铃薯叶片ꎻ在接种 ４８ ｈ 后ꎬ亚磷酸钾处理的叶片表现出胼胝质沉积提前和增加ꎮ
另外ꎬ通过 ＲＮＡ 凝胶印迹分析了基因相关的 ＳＡ 和 ＪＡ 引起的反应ꎬ发现了 ＳｔＮＰＲ１ 和 ＳｔＷＲＫＹ１ 的临时表

达模式ꎬ２ 种与 ＳＡ 相关的转录因子途径———ＳｔＰＲ１ 和 ＳｔＩＰＩＩꎬ以及 ＳＡ 和 ＪＡ 途径相关的基因标记ꎮ 其中ꎬ
接种亚磷酸钾 ４８ ｈ 内ꎬＳｔＮＰＲ１ 和 ＳｔＷＲＫＹ１ 的表达相应增强ꎬ而对照叶片中 ＳｔＩＰＩＩ 的表达则减少ꎮ 这一结
果表明ꎬ亚磷酸钾处理的基因调节能力可以自主发生ꎬ使植物对病菌侵染提早产生更加强烈的反应ꎬ而这
种反应则由 ＳＡ 调节ꎮ Ｇｒｏｖｅｓ 等 [７６] 采用室内气培法ꎬ叶面喷施亚磷酸盐、ＳＡ、亚磷酸盐 / ＳＡ 混合溶液到狭

叶羽扇豆ꎬ评估根尖损伤、植物亚磷酸盐 / ＳＡ 浓度及病变发展ꎬ并在施用 ２４ ｈ 内测量根尖亚磷酸盐和 ＳＡꎬ
结果显示ꎬ施用亚磷酸盐和 ＳＡ 均增加了植物中 ＳＡ 的浓度ꎬ其中ꎬ亚磷酸盐对根尖的伤害比 ＳＡ 处理或亚
磷酸盐 / ＳＡ 混合处理更大ꎬ与对照相比所有处理均缩短了 ７ ｄ 病程( Ｐ≤０.０５) ꎮ 因此认为ꎬ亚磷酸盐诱导
的敏感度可能是依赖 ＳＡ 完成ꎮ

４

４.１

结论与展望
主要结论
亚磷酸盐用作杀菌剂在抑制不同种类植物的卵菌纲病菌方面均有很好的效果 [１５ꎬ１７ꎬ７７－７８] ꎬ这些植物包

括茄属( 马铃薯、番茄、辣椒、茄子、烟草等) 、芸薹属和其他叶菜类以及葡萄、草莓、木瓜和鳄梨等 [９ꎬ５１ꎬ５４] ꎮ
亚磷酸盐不仅仅是杀菌剂ꎬ还是很好的植物营养源ꎬ在增加草莓、马铃薯等作物开花、产量、果实大小和可

溶性物质含量等方面具有很好的肥效ꎬ对降低溶液 ｐＨ 值从而抑制杂草方面也具有很好效果ꎮ 不管是用作
杀菌剂还是肥料ꎬ亚磷酸盐在国外已经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和推广ꎬ而我国的研究与应用都较为滞后ꎮ

通过总结运输方式、作用方式、酶与蛋白质学及细胞学与分子生物学等方面的研究结果发现ꎬ亚磷酸
盐的作用机制主要包括:１) 亚磷酸态磷可以在植株木质部和韧皮部进行双向运输ꎬ吸收速度快于磷酸态
的磷ꎬ具有很好的促根、促花、促果作用ꎬ可提高固形物含量ꎮ ２) 亚磷酸态磷能诱导植株或块茎产生抗御
毒素及 ＰＲ 蛋白ꎬ可能依赖 ＳＡ 开启防御机制ꎬ使作物对病原菌产生持续的免疫力ꎮ

４.２

未来展望

亚磷酸盐已经被证明对作物具有很好的增产抗病作用ꎬ但在虫害防治方面研究较少ꎮ 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 等 [７９]

研究了亚磷酸盐对科罗拉多马铃薯甲虫在田间和实验室的防治效果ꎬ结果发现ꎬ第 １ 年亚磷酸盐田间试验
区甲虫数量比对照低ꎻ第 ２ 年的田间试验并没有检测到亚磷酸盐防治甲虫的效果ꎬ但在实验室喂食亚磷酸
盐处理过的马铃薯植株叶片ꎬ幼虫的死亡率明显增加ꎮ Ｄｉａｓ￣Ａｒｉｅｉｒａ 等 [８０] 通过单独施用亚磷酸盐产品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 ® 或与巴西固氮螺菌混用ꎬ发现亚磷酸盐对大豆和玉米短尾线虫具有一定的抑制效果ꎮ 因此ꎬ亚
磷酸盐在防治作物害虫方面需要进一步证实和研究ꎮ

亚磷酸盐在作物木质部和韧皮部进行双渠道运输的功能已经通过试验得到证实ꎬ但在作物抗病方面
的作用机制尚未完全清楚ꎮ 因此ꎬ今后可以通过基因、蛋白、分子等生物学手段对亚磷酸盐在抗病抑菌方
面的作用机制进行进一步验证ꎮ 同时ꎬ亚磷酸盐是否对农产品的可溶性蛋白、淀粉还原糖、维生素等品质
有影响ꎬ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ꎮ
亚磷酸盐作为一种新型环保的化学制剂ꎬ在国外已经得到广泛推广与运用ꎬ但在我国的研究与应用仍
较为滞后ꎬ因此ꎬ应分析滞后原因ꎬ并针对我国土壤及作物条件ꎬ开展亚磷酸盐的田间用法、用量及使用安
全性等研究ꎬ以进一步推动亚磷酸盐在我国农业上的推广与应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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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ꎬ５０(５) :５８７－５９３.

[３４] Ｉｎｇｅｒｄｓ ＨꎬÅｓｈｉｌｄ ＥꎬＢｉｒｇｉｔｔｅ Ｈꎬ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ｄｕｃｅｒｓ 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ｄｏｃｈｉｕｍ ｍａｊｕｓ ａｎｄ Ｆｕｓａｒｉｕｍ ｃｕｌｍｏｒｕｍ
ｉｎ ｗｉｎｔｅｒ ｗｈｅａｔ[ Ｊ]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１０ꎬ１２８(２) :２６９－２８１.

[３５] Ｂｏｃｋ Ｃ ＨꎬＢｒｅｎｎｅｍａｎ Ｔ ＢꎬＨｏｔｃｈｋｉｓｓ Ｍ Ｗꎬｅｔ 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ｐｈｏｓｐｈｉｔｅ 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ｅｃａｎ ｓｃａｂ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ＵＳＡ[ Ｊ] . Ｃｒｏｐ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ꎬ２０１２ꎬ３６(３) :５８－６４.

[３６] Ｂｏｃｋ Ｃ ＨꎬＢｒｅｎｎｅｍａｎ Ｔ ＢꎬＨｏｔｃｈｋｉｓｓ Ｍ Ｗꎬｅｔ ａｌ. Ｔｒｕｎｋ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ｈｏｓｐｈｉｔ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ｆｏｌｉａｒ ａｎｄ ｆｒｕｉｔ ｓｃａｂ ｏｎ ｐｅｃａｎ[ Ｊ] . Ｃｒｏｐ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ꎬ２０１３ꎬ５４(１４５) :２１３－２２０.

[３７] Ｄｅｍｐｓｅｙ Ｊ ＪꎬＷｉｌｓｏｎ Ｉ ＤꎬＳｐｅｎｃｅｒ￣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Ｐ Ｔ Ｎꎬｅｔ ａｌ.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ｄｏｃｈｉｕｍ ｎｉｖａｌｅ ｂｙ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ｐｈｏｓｐｈｉｔｅꎬｉｎ ｃｏｏｌ￣ｓｅａｓｏｎ ｔｕｒｆｇｒａｓｓｅｓ
[ Ｊ] . Ａｃｔ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ｅ Ｓｃａｎｄｉｎａｖｉｃａꎬ２０１２ꎬ６２( Ｓｕｐｐｌ １) :７０－７８.

[３８] Ｐａｇａｎｉ Ａ Ｐ ＳꎬＤｉａｎｅｓｅ Ａ ＣꎬＣａｆé￣Ｆｉｌｈｏ Ａ 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ｈｅａｔ ｂｌａｓｔ ｗｉｔｈ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ｓꎬｐａｒｔｉａｌ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ｉｌｉｃａｔｅ 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ｉｔ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Ｊ] . Ｐｈｙｔｏ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ａꎬ２０１４ꎬ４２(５) :６０９－６１７.

[３９] Ｍａｎｎａ ＭꎬＡｃｈａｒｙ Ｖ Ｍ ＭꎬＩｓｌａｍ Ｔꎬ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ｐｈｏｓｐｈｉｔｅ￣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ｅ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ｒｉｃｅ[ Ｊ] .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ｓꎬ２０１６ꎬ６:２４９４１.

[４０] Ａｎｇｅｌｅｓ￣Ｗｅｄｌｅｒ Ｄ.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ｐｈｏｓｐｈｉｔｅ ｉｎ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ｏｉｌｓ[ Ｄ] . Ｂｒａｕｎｓｃｈｗｅｉｇ:Ｂｒａｕｎｓｃｈｗｅｉ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２００５:７０.

[４１] Ｂｒｏｓｃｈａｔ Ｔ Ｋ.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ｏｕｓ 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ｉｃ ａｃｉｄｓ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ｇｒｏｗｎ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ｏｒｎ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Ｊ] . Ｈｏｒ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０６ꎬ１６(１) :１０５－１０８.

[４２] Ｒｉｃｋａｒｄ Ｄ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ａｃｉｄ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ａｌｔｓ ａｓ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ꎬ２０００ꎬ２３(２) :１６１－１８０.

[ ４３] Ｍｏｒｔｏｎ Ｓ ＣꎬＧｌｉｎｄｅｍａｎｎ ＤꎬＷａｎｇ Ｘꎬ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ｉｎ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０５ꎬ３９(１２) :４３６９－４３７６.

[４４] Ｓｃｈｒｏｅｔｔｅｒ ＳꎬＡｎｇｅｌｅｓ￣Ｗｅｄｌｅｒ ＤꎬＫｒｅｕｚｉｇ Ｒꎬ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ｈｏｓｐｈｉｔｅ ｏｎ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ｃｏｒｎ( Ｚｅａ ｍａｙｓ) [ Ｊ] . Ｌａｎｄｂａｕｆｏｒｓ￣
ｃｈｕｎｇ Ｖöｌｋｅｎｒｏｄｅꎬ２００６ꎬ５６(３ / ４) :８７－９９.

[４５] Ａｂｅｌ ＳꎬＴｉｃｃｏｎｉ Ｃ ＡꎬＤｅｌａｔｏｒｒｅ Ｃ Ａ.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Ｊ] . Ｐｈｙｓｉｏｌ Ｐｌａｎｔꎬ２００２ꎬ１１５:１－８.

[４６] Ｔｉｃｃｏｎｉ Ｃ ＡꎬＤｅｌａｔｏｒｒｅ Ｃ Ａꎬ Ａｂｅｌ Ｓ.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ｓｔａｒｖ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ｂｙ ｐｈｏｓｐｈｉｔｅ ｉｎ Ａｒａｂｉｄｏｐｓｉｓ[ Ｊ] . Ｐｌａｎｔ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０１ꎬ
１２７(３) :９６３－９７２.

[４７] Ｔｏｎóｎ ＣꎬＧｕｅｖａｒａ ＧꎬＯｌｉｖａ Ｃꎬｅｔ ａｌ.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ｐｏｔａｔｏ ａｃｉｄｉｃ ３９ ｋＤａ β￣１ꎬ３￣ｇｌｕｃａｎａｓｅ ｗｉｔｈ ａｎｔｉｆｕｎｇ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 ｉｎｆｅｓｔａｎ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ｔ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ｐｏｔａｔｏ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ｄｉｆｆｅｒ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ｆｉｅｌｄ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ｙｔ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０２ꎬ１５０(１５０):１８９－１９５.

[４８] Ｗａｔａｎａｂｅ Ｋ. Ａ ｎｅｗ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ｆｏｒ ｆｏｌｉａ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ꎬｐｈｏｓｐｈｉｔ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Ｊ] .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ꎬ２００５ꎬ１０１:９１－９６.

[ ４９] Ｔｈａｏ Ｈ Ｔ ＢꎬＹａｍａｋａｗａ 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ｃｅｌｅｒｙ( Ａｐｉｕｍ ｇｒａｖｅｏｌｅｎｓ ｖａｒ. ｄｕｌｃｅ) ａ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２００８ꎬ５３(２) :３７５－３７８.

[５０] Ｂｒａｃｋｍａｎｎ ＡꎬＧｉｅｈｌ Ｒ Ｆ ＨꎬＳｅｓｔａｒｉ Ｉꎬｅｔ ａｌ. Ｆｏｓｆｉｔｏｓｐａｒａ 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ｅ ｄｅ ｐｏｄｒｉｄõｅｓｐóｓ￣ｃｏｌｈｅｉｔａｅｍｍａçãｓ‘ Ｆｕｊｉ’ ｄｕｒａｎｔｅ ｏ ａｒｍａｚｅｎａｍｅｎｔｏ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ｄｏ
[ Ｊ] . Ｃｉêｎｃｉａ Ｒｕｒａｌꎬ２００４ꎬ３４(４) :１０３９－１０４２.

[ ５１] Ｍｏｏｒ ＵꎬＰõｌｄｍａ ＰꎬＴõｎｕｔａｒｅ Ｔꎬ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ｈｏｓｐｈｉｔ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ꎬ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ｆｒｕｉ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ｒａｗｂｅｒｒｉｅｓ[ Ｊ] . Ｓｃｉｅｎｔｉａ Ｈｏｒｔｉｃｕｌ￣
ｔｕｒａｅꎬ２００９ꎬ１１９(３) :２６４－２６９.

[ ５２] Ｏｒｂｏｖｉ ＶꎬＳｙｖｅｒｔｓｅｎ Ｊ ＰꎬＢｒｉｇｈｔ Ｄꎬｅｔ ａｌ. Ｃｉｔｒｕｓ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ｒｏｏｔ ｒｏｔ ａ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ｐｈｏｓｐｈｉｔｅ 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ꎬ２００８ꎬ３１(４) :７７４－７８７.

[５３] Ｌｏｖａｔｔ Ｃ Ｊ. Ｆｏｌｉａｒ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ｔｒｕｓ ｂｙ ｆｏｌｉａ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ｏｓｐｈｉｔｅ[ Ｒ] . Ｓｕｍｍ Ｃｉｔｒｕｓ Ｒｅｓꎬ１９９０:２５－２６.

[５４] Ｌｏｂａｔｏ Ｍ ＣꎬＯｌｉｖｉｅｒｉ Ｆ ＰꎬＧｏｎｌｅｚ Ａｌｔａｍｉｒａｎｄａ Ｅ Ａꎬｅｔ ａｌ. Ｐｈｏｓｐｈｉｔｅ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ｒｅｄｕｃ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ｉｎ ｐｏｔａｔｏ ｓｅｅｄ ｔｕｂｅｒｓ ａｎｄ ｆｏｌｉａｇｅ[ Ｊ]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０８ꎬ１２２(３) :３４９－３５８.

[５５] Ｇｌｉｎｉｃｋｉ ＲꎬＳａｓ￣Ｐａｓｚｔ ＬꎬＪａｄｃｚｕｋ￣Ｔｏｂｊａｓｚ 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ｓｔｉｍｕｌａｎｔ /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 Ｒｅｓｉｓｔｉｍ"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ｒａｗｂｅｒｒｙ ｐｌａｎｔ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ｒｕｉｔ ａｎｄ Ｏｒｎ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２０１０ꎬ１８(１) :１１１－１２４.

[５６] Ｅｓｔｒａｄａ￣Ｏｒｔｉｚ ＥꎬＴｒｅｊｏ￣Ｔéｌｌｅｚ Ｌ ＩꎬＧóｍｅｚ￣Ｍｅｒｉｎｏ Ｆ Ｃꎬ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ｈｏｓｐｈｉｔｅ ｏｎ ｓｔｒａｗｂｅｒｒｙ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ｆｒｕｉ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ｉ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ꎬ２０１３ꎬ１３(３) :６１２－６２０.

[ ５７] Ｃｏｎｓｔｎ￣Ａｇｕｉｌａｒ ＣꎬＳｎｃｈｅｚ￣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 ＥꎬＲｕｂｉｏ￣Ｗｉｌｈｅｌｍｉ Ｍ Ｍꎬｅｔ ａｌ.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ｏｓｐｈｉｔｅ ａｓ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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