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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沙地苔藓种源高效扩繁

方法，涉及环境工程技术领域；以毛乌素沙地自

然发育的苔藓结皮为种源，以消毒沙土为基质，

添加放线菌与小球藻，接种粉碎沙地苔藓种源，

仅需0.24m2野外苔藓种源，30天内即可在培养箱

条件下，培育形成1m2稳定的苔藓结皮，实现4倍

扩繁，其盖度、株密度、株高度分别达到97.14％、

28.31株/cm2、2.28mm，是人工控制条件下高效培

育沙地苔藓结皮的一种有效方法，不仅为今后苔

藓种源工厂化扩繁实践提供借鉴，也为解决苔藓

结皮野外工程化恢复种源不足的瓶颈问题奠定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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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沙地苔藓种源高效室内扩繁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野外采集苔藓结皮，铲取苔藓结皮层1cm，阴干鉴种后，挑出杂物并将苔藓结皮茎叶

碎片粉碎，混匀后获得种源；

(2)铲取野外苔藓结皮下5～20cm原生沙土，过筛后消毒，得基质；

(3)在扩繁装置中填充混合了菌类添加物的所述基质；所述菌类添加物为放线菌；

(4)将所述种源接种于所述基质上，在所述接种2d后，在所述基质表面喷施藻液；所述

藻液为小球藻的水溶液；

(5)在所述接种后，在光照强度为6000lx，温度为20℃，空气湿度为75％的条件下进行

30d的扩繁，获得野外工程化恢复所需的苔藓种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所述阴干的时间为3～5d；将所述阴

干后的苔藓结皮粉碎成1～3mm长的茎叶碎片。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所述粉碎使用的高速植物粉碎机

为艾泽拉-2500C。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所述过筛为将所述原生沙土自然晒

干后，过2mm筛。

5.根据权利要求1或4所述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所述消毒为将过筛后的沙土放入

温度为108℃的烘干箱内烘干消毒80min。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所述沙土基质的添加量为所述扩繁

装置体积的2/3；所述基质中放线菌的添加量为1g/kg基质。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所述接种时，所述种源的接种量为

1020g/m2。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接种后，还包括喷施2～3L/m2的水。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所述藻液的喷施量为2g/m2，藻液中小

球藻的浓度为0.6g/L。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5)所述扩繁的周期内，每6天喷洒一

次改进霍格兰营养液，用量为2.1L/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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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沙地苔藓种源高效扩繁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环境工程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沙地苔藓种源高效扩繁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生物土壤结皮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分布广泛，特别是在维管植物难以生存地区，对

当地土地资源维持和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但沙漠生物结皮极易遭受破坏，一旦遭

到破坏，会加速沙漠化进程。根据结皮大小，一块完整结皮自然恢复时间从几年到十几年不

等，周期漫长。

[0003] 目前关于苔藓结皮的恢复工作所需的苔藓结皮种源均采自野外，在采集种源的过

程中对当地生态环境不可避免的造成破坏，且以往研究主要通过控制光、温、水、接种量等

物理因子或营养液和生长调节剂等化学因子对苔藓结皮培育的影响，大多集中在黄土高原

地区和新疆、宁夏等沙漠研究区，对毛乌素沙地具有显著防风固沙作用的苔藓植物及将菌

类、藻类等生物因子作为添加物促进苔藓结皮的生长发育还鲜有报道。同时目前并没有一

种能通过人工大规模扩繁的方法，满足野外工程化恢复所需巨量种源的方法。

发明内容

[0004]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目的在于为实现苔藓种源工厂化高效扩繁提供一种快速、有

效、易推广的方法，以期解决野外工程化生物结皮恢复所需苔藓种源不足的瓶颈问题。

[0005] 为了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提供以下技术方案：

[0006]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沙地苔藓种源高效室内扩繁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1)野外采集苔藓结皮，铲取苔藓结皮层1cm，阴干鉴种后，挑出杂物并将苔藓结皮

茎叶碎片粉碎，混匀后获得种源；

[0008] (2)铲取野外苔藓结皮下5～20cm原生沙土，过筛后消毒，得基质；

[0009] (3)在扩繁装置中填充混合了菌类添加物的所述基质；所述菌类添加物为放线菌；

[0010] (4)将所述种源接种于所述基质上，在所述接种2d后，在所述基质表面喷施藻液；

所述藻液为小球藻的水溶液；

[0011] (5)在所述接种后，在光照强度为6000lx，温度为20℃，空气湿度为75％的条件下

进行30d的扩繁，获得野外工程化恢复所需的苔藓种源。

[0012] 优选的，步骤(1)所述阴干的时间为3～5d；将所述阴干后的苔藓结皮粉碎成1～

3mm长的茎叶碎片。

[0013] 优选的，步骤(1)所述粉碎使用的高速植物粉碎机为艾泽拉-2500C。

[0014] 优选的，步骤(2)所述过筛为将所述原生沙土自然晒干后，过2mm筛。

[0015] 优选的，步骤(2)所述消毒为将过筛后的沙土放入温度为108℃的烘干箱内烘干消

毒80min。

[0016] 优选的，步骤(3)所述沙土基质的添加量为所述扩繁装置体积的2/3；所述基质中

放线菌的添加量为1g/kg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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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优选的，步骤(4)所述接种时，所述种源的接种量为1020g/m2。

[0018] 优选的，在所述接种后，还包括喷施2～3L/m2的水。

[0019] 优选的，步骤(4)所述藻液的喷施量为2g/m2，藻液中小球藻的浓度为0.6g/L。

[0020] 优选的，在步骤(5)所述扩繁的周期内，每6天喷洒一次改进霍格兰营养液，用量为

2.1L/m2。

[0021]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沙地苔藓种源高效扩繁方法，使用采自毛乌素沙地的银叶真藓

(Bryum  argenteum)为种源，沙土基质经消毒后添加放线菌与小球藻，接种苔藓种源，在短

时间内(30d)培育形成稳定苔藓结皮。本发明提供了包括种源处理、基质消毒、接种养护等

一系列科学有效步骤的苔藓种源扩繁方法，不仅对今后大规模扩繁沙地苔藓种源提供参

考，也可为苔藓结皮野外工程化恢复提供充足种源及理论依据。

[0022] 本发明推荐的最优扩繁组合“沙土基质+放线菌+小球藻”中的放线菌、小球藻的添

加显著提高了苔藓结皮的过氧化物酶活性和可溶性蛋白含量，降低了丙二醛含量，增强了

其细胞的保水能力，保护了细胞膜等生命物质，在培养箱条件下(光照、温度、空气湿度分别

设定为6000lx，20℃，75％)，仅需0.24m2野外苔藓种源，即可在短时间(30d)内培育形成1m2

稳定的苔藓结皮，实现4倍扩繁，其盖度、株密度、株高度分别达到97.14％、28.31株/cm2、

2.28mm。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所有处理培养初期(a)和培养末期(b、c)的生长对比图；

[0024] 图2为不同处理苔藓结皮盖度、株密度及高度随时间的变化图；

[0025] 图3为不同处理苔藓结皮15d与30d时POD、可溶性蛋白及MDA的比较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沙地苔藓种源高效室内扩繁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野外采集

苔藓结皮，铲取苔藓结皮层1cm，阴干鉴种后，挑出杂物并将苔藓结皮茎叶碎片粉碎，混匀后

获得种源；

[0027] (2)铲取野外苔藓结皮下5～20cm原生沙土，过筛后消毒，得基质；

[0028] (3)在扩繁装置中填充混合了菌类添加物的所述基质；所述菌类添加物为放线菌；

[0029] (4)将所述种源接种于所述基质上，在所述接种2d后，在所述基质表面喷施藻液；

所述藻液为小球藻的水溶液；

[0030] (5)在所述接种后，在光照强度为6000lx，温度为20℃，空气湿度为75％的条件下

进行30d的扩繁，获得野外工程化恢复所需的苔藓种源。

[0031] 本发明野外采集苔藓结皮，铲取苔藓结皮层1cm，阴干鉴种后，挑出杂物并将苔藓

结皮茎叶碎片粉碎，混匀后获得种源。本发明优选采集发育良好、较为完整的苔藓结皮，利

用小铲铲取苔藓结皮层1cm。本发明将采集好的结皮层优选装入透气性好的麻袋中运回实

验室，置于背阴处晾干备用。

[0032] 本发明优选将所述苔藓结皮阴干3～5d，而后粉碎，所述粉碎优选为利用高速植物

粉碎机(艾泽拉-2500C)将结皮层粉碎为长度均匀分布在1～3mm间的茎叶碎片，混匀后获得

苔藓结皮种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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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本发明铲取野外苔藓结皮下5～20cm原生沙土，过筛后消毒，得基质。本发明优选

采集野外苔藓结皮下5～20cm深的下伏土层可作为苔藓结皮种源扩繁时的沙土基质(后简

称为沙土)，采集5～20cm的土层，可消除结皮层中散落繁殖体的影响。本发明所述过筛沙土

在采集后，优选还包括自然晒干，过2mm筛后，放置在阴凉处。本发明所述消毒优选为将过筛

后的沙土放入温度为108℃的烘干箱内烘干消毒80min。

[0034] 本发明在扩繁装置中填充混合了菌类添加物的所述基质；所述菌类添加物为放线

菌。本发明所述扩繁装置优选为培育盒，规格为长17cm、宽17cm、高12cm，底部具有若干小

孔。本发明在对所述培育盒填充基质前优选还包括铺一层长、宽均为14cm，且用高锰酸钾稀

释液消毒后的正方形毛毡布，可起到防止基质流失及保水的作用。

[0035] 本发明优选向所述培育盒中添加体积比为2/3的基质；所述基质中放线菌的添加

量为1g/kg基质。本发明所述菌类添加物如放线菌，可改善土壤养分。

[0036] 本发明将所述种源接种于所述基质上，在所述接种2d后，在所述基质表面喷施藻

液；所述藻液为小球藻的水溶液。本发明在接种时，优选直接接种种源。本发明所述接种时，

所述种源的接种量优选为1020g/m2。本发明在所述接种后，优选还包括喷施2～3L/m2的水。

[0037] 本发明在所述接种后2d，在所述基质表面喷施小球藻的水溶液，所述小球藻的用

量为2g/m2，藻液中小球藻的浓度为0.6g/L。其不仅可分泌丝状体固结土粒，还通过固碳固

氮作用，促进结皮的定植发育。

[0038] 本发明在所述接种后，在光照强度为6000lx，温度为20℃，空气湿度为75％的条件

下进行30d的扩繁，获得野外工程化恢复所需的苔藓种源。本发明在所述扩繁的周期内，优

选每6天喷洒一次霍格改进兰营养液，用量优选为2.1L/m2。本发明在所述培育30d后，仅需

0.24m2野外苔藓种源，即可在短时间(30d)内培育形成1m2稳定的苔藓结皮，实现4倍扩繁，其

盖度、株密度、株高度分别达到97.14％、28.31株/cm2、2.28mm。

[0039]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提供的沙地苔藓种源高效扩繁方法进行详细的说明，但

是不能把它们理解为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定。

[0040] 实施例1

[0041] 1、供试材料

[0042] 1)苔藓结皮样

[0043] 苔藓结皮样品采自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孟家湾乡(109°36′14″-109°36′24″E，38°

32′50″-38°32′54″N)，海拔1148～1153m。该地区属中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

气温8.3℃，年均降水量405mm，降水主要集中在6～9月。该样地处于毛乌素沙地东南缘，地

貌类型以起伏的固定和半固定沙丘为主。主导的灌木为沙蒿(Artemisia  desertorum)、沙

柳(Salixpsammophila)和柠条锦鸡儿(Caragana  korshinskii)，在样地内多呈簇状均匀散

布。草本植物主要为沙竹(Psammochloa  villosa)和狗娃花(Heteropappus  hispidus)，在

样地内零星分布。

[0044] 采样时选择发育良好、较为完整的苔藓结皮，利用小铲铲取苔藓结皮层1cm。将采

集好的结皮层装入透气性好的麻袋中运回实验室，置于背阴处晾干备用。经鉴定供试苔藓

结皮主要为真藓科，优势种为银叶真藓(Bryum  argenteum)。待阴干后，人工挑出肉眼可见

的植物枯落物及根系、石块、牲畜粪便等，使用高速植物粉碎机(艾泽拉-2500C)将结皮层粉

碎为长度均匀分布在1-3mm间的茎叶碎片，混匀后获得苔藓结皮种源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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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2)土壤基质

[0046] 土壤基质采集地与苔藓结皮采集地点相同。为消除结皮层中散落繁殖体的影响，

首先除去地上苔藓结皮及0～5cm厚的土层，然后掘取5～20cm的下伏土层。采集土壤后运到

实验室自然晒干，过2mm筛后，放置在阴凉处备用。将过筛沙土、育苗基质和有机肥放入温度

为108℃的烘干箱内烘干消毒，其中过筛沙土和育苗基质烘干80min，有机肥烘干40min，中

途取出翻动一次，消毒后放置在阴凉处备用。实验所用基质包括配方基质和沙土基质，将消

毒沙土、育苗基质、有机肥按体积比为1:1:0.2混合搅拌形成配方基质，沙土基质则为上述

消毒沙土。

[0047] 2、实验设计方法

[0048] 设计如表1所示的8组处理，另设置沙土基质+种源(处理9)、配方基质+种源(处理

10)作为对照组，每组处理4个重复。

[0049] 表1 实验处理组合详表

[0050]

[0051]

[0052] 3、培育过程与方法

[0053] 1)培养材料的制备

[0054] 首先在消毒后的培育盒(长、宽、高分别为17cm、17cm、12cm，底部具有若干小孔)底

部放置一块(长×宽为14cm×14cm)用高锰酸钾稀释液消毒后的毛毡布。其次按照试验设计

装入5cm厚添加了放线菌(1g/公斤基质)或巨大芽孢杆菌(1g/公斤基质)的基质(沙土基质/

配方基质)。将基质表面抹平，每样方均匀撒播种源20g(接种面积为14cm×14cm，即1020g/

m2)。需添加沙蒿胶的处理，将沙蒿胶(0.1g/样方)加入种源中并搅拌均匀，接种后喷洒50ml

水，使沙蒿胶浓度达到0.2％，未添加沙蒿胶的处理喷洒等量清水。藻液(2g/m2)于接种苔藓

茎叶碎片后2天根据处理要求均匀撒于样方上。

[0055] 2)苔藓结皮培育过程

[0056] 实验在培养箱内完成。将培养箱光照、温度、空气湿度分别设定为6000lx，20℃，

75％。培育期内，每6天喷洒一次改进霍格兰营养液，用量为2.1L/m2，并在发现新植株体长

出开始每周(7天)测定一次苔藓结皮生长指标(盖度、密度和株高度)，当结皮盖度趋于稳定

时实验结束，本实验共持续30天。

[0057] 4、观测指标与方法

[0058] 1)生长指标的测定

[0059] 用电子游标卡尺随机测量培养盒内20株苔藓的高度，取均值为株高度；在每个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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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盒中均匀选取5个2.5cm×2.5cm小框，数出小框内的苔藓株数，求出其平均值后再除以一

个小框的面积作为一个培养盒内的株密度；盖度则用点针样框法，正方形网格板尺寸为

2.5cm×2.5cm，网格规格为0.5cm×0.5cm，网格焦点下有苔藓则记为1，无则记为0，用焦点

下有结皮的总点数除以网格板的总点数即为盖度。

[0060] 2)生理指标的测定

[0061] 1.试剂及配制方法

[0062] (1)0.2mol/L  pH7.8磷酸钠(Na2HPO4-NaH2PO4)缓冲液：

[0063] A液(0.2mol/L  NaH2PO4溶液)：准确称取15.715g  NaH2PO4·2H2O于50ml小烧杯中，

用少量蒸馏水溶解后，移入500ml容量瓶中用蒸馏水定容至刻度，充分混匀。4℃冰箱中保存

备用。

[0064] B液(0.2mol/L  Na2HPO4溶液)：准确称取71.63g  Na2HPO4·12H2O于100ml小烧杯中，

用少量蒸馏水溶解后，移入1000ml容量瓶中用蒸馏水定容至刻度，充分混匀。4℃冰箱中保

存备用。

[0065] 取上述A液34ml与B液366ml充分混匀后即为0.2mol/L  pH7.8的磷酸钠缓冲液。4℃

冰箱中保存备用。

[0066] (2)50mmol/L  pH7.8磷酸钠缓冲液

[0067] 取0.2mol/L  pH7.8的磷酸钠缓冲液250ml，移入1000ml容量瓶中用蒸馏水定容至

刻度，充分混匀。4℃冰箱中保存备用。

[0068] (3)过氧化物酶(POD)反应液

[0069] 将50ml  100mmol/L的磷酸缓冲液倒入烧杯中，加入愈创木酚28μL后置于磁力搅拌

器上进行加热搅拌，直至愈创木酚溶解，待溶液冷却之后，加入19μL  30％H2O2，均匀混合后

保存于4℃冰箱内。

[0070] (4)0.6％硫代巴比妥(TBA)溶液

[0071] 准确称取0.6g  TBA，先用少量1mol/L  NaOH溶解，再用10％TCA溶液定容至100ml。

[0072] (5)标准蛋白质溶液(100μg/ml牛血清蛋白)

[0073] 准确称取牛血清蛋白25mg，加蒸馏水溶解并定容至100ml，吸取40ml，用蒸馏水稀

释至100ml即可。

[0074] (6)考马斯亮蓝试剂

[0075] 准确称取100mg考马斯亮蓝G-250，溶于50ml  90％乙醇中，加入85％(W/V)的磷酸，

再用蒸馏水定容至1000ml，保存于棕色瓶中。常温下可保存一个月。

[0076] 2.酶液的提取

[0077] 在每个培育盒内用镊子随机拔取苔藓茎叶碎片至0.1g，置于预冷的研钵中，加2ml 

50mmol/L  pH7.8磷酸钠缓冲液(提取介质)，研磨成浆，之后加入提取介质3ml冲洗研钵，即

酶提取液为5ml，从研钵中直接移入离心管。将离心管放入4℃离心机，8000r/min离心

30min，上清液即为粗酶提取液，将粗酶提取液仔细移入5ml离心管，在0-4℃下保存，备用。

[0078] 3.过氧化物酶(POD)的测定：采用愈创木酚法。在3ml  POD反应液中加入100μL酶提

取液，在紫外分光光度计测定470nm波长下的吸光度，每隔1min读一次，读出反应前3min的

吸光度，对照用蒸馏水代替酶液。以ΔA470/g  FW/min表示酶活力单位，根据以下公式计算

POD酶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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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9] POD活性(U/g  FW)＝(A470×Vt)/(W×VS×t)

[0080] 式中A470代表反应时间内吸光度的变化；W代表鲜重(g)；Vt代表酶提取液总体积；VS

代表测定时取用酶液体积(ml)；t代表反应时间(min)。

[0081] 4.丙二醛(MDA)含量的测定：采用留待巴比妥酸(TBA)法。用移液枪吸取1ml酶提取

液，再加入4ml  0.6％TBA溶液，混匀后沸水浴15至30min，之后迅速冷却至室温，再在4000r/

min离心机上离心10min，取上清液在紫外分光光度计上分别测定450nm、523nm、600nm波长

下的吸光度值。根据以下公式计算MDA含量：

[0082] C＝6.45×(A532-A600)-0.56×A450

[0083] Y＝C×V/W

[0084] 式中：C代表MDA浓度(μmol/ml)；Y代表MDA含量(μmol/g)；V代表提取液总体积

(ml)；W代表苔藓植株茎叶碎片鲜重。

[0085] 5.可溶性蛋白的测定：采用考马斯亮蓝法。用移液枪吸取0.1ml酶提取液，移入具

有刻度的试管中，之后加入0.9ml蒸馏水，再加入5ml考马斯亮蓝G-250试剂，充分混合，静置

2min后在紫外分光光度计上测定595nm下的吸光度值，并通过标准曲线查出蛋白质的含量。

标准曲线的绘制方法：

[0086] 在6支试管中，按照表2加入试剂，混匀，向各管中加入5ml考马斯亮蓝试剂，摇匀，

并静置5min左右，以0号试管为空白对照，在595nm下比色测定吸光度。以蛋白质含量为横坐

标，以吸光度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

[0087] 表2  0-100μg蛋白质含量中标准蛋白质与蒸馏水配比

[0088]

[0089] 根据以下公式计算可溶性蛋白含量：

[0090] M＝C×Vt/(Vs×W)

[0091] 式中M代表样品中可溶性蛋白的含量(μg/g)；C代表标准曲线中查的的蛋白质含

量；Vt代表酶提取液总体积(ml)；Vs代表测定时酶提取液体积(ml)；W代表苔藓植株茎叶碎片

质量(g)。

[0092] 5、结果与分析

[0093] 1)不同处理对苔藓结皮生长状况的影响

[0094] 图1为所有处理培育初期及培育末期时苔藓结皮的生长状况，从中可以看出在培

养箱(光照、温度、空气湿度分别设定为6000lx，20℃，75％)内培育30d后可形成稳定的苔藓

结皮。图2为10种处理下苔藓结皮盖度、株密度与株高度在培育的第7天、15天、22天、30天的

变化情况，可以看出在培育第7天已有苔藓结皮发育。对于盖度及高度，其增长速率在7～15

天内快速增加，之后随着培育时间的延长逐渐减缓，且所有处理间的高度差异不显著，均在

1.77～2.32mm之间；株密度的变化趋势与此相反，即在前期增长较缓，之后逐渐增加。培育

末期，配方基质所有处理下的结皮盖度、株密度均值分别在22.38％及4.49株/cm2以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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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处理5(配方基质+沙蒿胶+巨大芽孢杆菌+小球藻)的培育效果较优，其盖度、株密度及株

高度均值分别为54.90％、13.03株/cm2及2.28mm；沙土基质所有处理下的结皮盖度、株密度

均值分别在89.73％及23.73株/cm2以上，其中处理4(沙土基质+放线菌+小球藻)的培育效

果较优，其盖度、株密度及株高度均值分别为97.14％、28.31株/cm2及2.28mm。综合考虑，所

有处理均可促进苔藓结皮的生长，以处理4(沙土基质+放线菌+小球藻)的培育效果最优,仅

需0.24m2野外苔藓种源，即可在短时间(30d)内培育形成1m2稳定的苔藓结皮，扩繁倍数达到

4倍。

[0095] 2)外源添加物对处理4苔藓结皮生长状况的影响机理

[0096] 当植物在受到逆境胁迫后，会产生H2O2等活性氧，这些活性氧会对植物细胞造成严

重破坏，而植物的过氧化物酶(POD)等是植物体内抗氧化系统中的关键酶，能够有效地清除

植物体内活性氧；可溶性蛋白是一种重要的渗透调节物质，具有较强的亲水性，一定程度的

胁迫下，其含量显著增加，可提高细胞保水力；丙二醛(MDA)是膜脂过氧化产物，是细胞膜被

破坏的标志物质，其含量可表示膜脂过氧化程度和植物对逆境条件反应的强弱。为明确处

理4苔藓结皮生长最好的原因，对培育过程中苔藓结皮中的POD活性、可溶性蛋白和MDA含量

等3个生理指标与各实验因素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0097] 三个生理指标能够有效反映苔藓的生长状况。通过相关性分析可知(表3)，苔藓

POD和可溶性蛋白与盖度和株密度存在极显著正相关关系(P<0.01)，MDA与盖度和株密度存

在极显著负相关关系(P<0.01)。

[0098] 表3 不同处理下各指标相关性分析

[0099]

[0100] *表示p<0.05，相关性达到显著，**表示p<0.01，相关性达到极显著。

[0101] 图3显示在培育期内，处理4(沙土基质+放线菌+小球藻)苔藓结皮长势最好，其POD

和可溶性蛋白含量在培育期内持续上升，培育30d分别达到108.69U/g  FW和244 .36mg/g 

FW，明显高于其他处理(P<0.05)，而MDA含量相比于其他处理较低，仅为34.61μmol/g，从而

使其清除氧自由基能力增强，叶肉细胞细胞膜脂的过氧化程度减轻，减缓了衰老速度。

[0102]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表4)，基质类型对苔藓结皮的可溶性蛋白和MDA影响极显著(P

<0.01)；藻类添加物对苔藓的POD、可溶性蛋白和MDA的影响极显著(P<0.01)；菌类添加物对

可溶性蛋白的影响极显著(P<0.01)。表明基质类型和菌藻添加物对苔藓结皮的生理特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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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状况影响极为明显。

[0103] 表4 不同因素对苔藓三个生理指标的方差分析结果

[0104]

[0105] 因此，以沙土为基质的处理4(沙土基质+放线菌+小球藻)，通过不同外源添加物使

得苔藓的POD活性和可溶性蛋白含量显著提高，MDA含量降低，细胞的保水能力增强，生命物

质得到保护，进而有效增加了苔藓的盖度与株密度，是沙地苔藓培育扩繁的最适方式。

[0106] 利用本发明所述方法，可快速得到大量的苔藓种源，用于野外苔藓结皮的恢复和

环境的修复。

[0107]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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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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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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