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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３株源于滨麦的内生镰刀菌对北美枫香幼苗生长和耐盐性的调控效应，为开发极端环境中内生
菌资源应用于林木抗性育苗提供理论基础。［方法］结合形态学和分子系统学方法鉴定内生镰刀菌并体外检测其

毒素种类及含量，建立内生镰刀菌与无菌北美枫香实生幼苗共培养体系；利用台盼蓝染色观察菌株在根系组织中形

成的侵染结构；在正常和盐胁迫条件下，研究内生镰刀菌对幼苗生长和耐盐性的影响。［结果］３个菌株分别为黄色
镰刀菌（Ｃｌａｓｓ２１Ｂ）、假禾谷镰刀菌（Ｃｌａｓｓ２１Ｃ）和１株未鉴定到种的镰刀菌（Ｃｌａｓｓ２３）。与２株强毒力农作物病原
镰刀菌相比，Ｃｌａｓｓ２１Ｂ、Ｃｌａｓｓ２１Ｃ产毒素类型和含量极少，而Ｃｌａｓｓ２３能产生大量恩镰孢菌素。Ｃｌａｓｓ２１Ｂ、Ｃｌａｓｓ２１Ｃ
菌丝能顺利进入根部皮层细胞并形成串珠状的膨大细胞，Ｃｌａｓｓ２３菌丝几乎只在根表定殖。接种试验表明：Ｃｌａｓｓ２
１Ｂ、Ｃｌａｓｓ２１Ｃ接种幼苗的生物量、株高、根长和叶片数等多数指标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而Ｃｌａｓｓ２３对幼苗生
长有明显的抑制和毒害作用。３个菌株孢子混合接种也对幼苗表现出一定的促生效应。在海盐溶液胁迫处理下，
Ｃｌａｓｓ２１Ｂ处理组幼苗盐害指数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但处理组幼苗叶绿素体色素含量与对照组相比并无显
著差异。［结论］３株内生镰刀菌菌株对北美枫香幼苗生长和耐盐的调控存在显著差异，正负效应可能与镰刀菌产
毒素类型及含量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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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枫香（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Ｈａｎｃｅ）是一种优
良的抗逆树种选育材料，具有良好的生态适应性（抗

风、耐水湿等）［１－４］。枫香作为常用的优良彩叶树

种，在我国沿海平原地区防护林建设和城镇绿化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北美枫香（Ｌ．ｓｔｙｒａｃｉｆｌｕａＬ．）原产
于北美地区，生长速度快，树干挺直，在长江流域地

区引种栽培成功。但枫香和北美枫香幼苗对盐胁迫

均比较敏感［５］，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该类树种在我国

沿海滩涂的大面积推广栽培。培育耐盐枫香是进一

步提高沿海防护林体系生态效益的重要途径。利用

基因工程技术培育耐盐转基因枫香植株取得了一定

进展，如利用甘露糖筛选体系和根癌农杆菌介导法

获得了转ＡｔＮＨＸＩ基因的耐盐植株［６］。然而，林木耐

盐性是由多个数量性状基因控制的复杂性状，且育

种周期长［７］。因此，在林木耐盐常规育种和分子育

种研究中仍遇到很多难题。

根系共生菌对提高植物生产力和适应性至关重

要［８］。内生真菌是一类栖息在健康植物组织内部、

不引起宿主明显症状的共生菌类群。研究表明，在

干旱、盐渍化等极端环境中生长的植物，所蕴含的内

生真菌往往具有提高宿主生长、营养吸收和抗逆能

力等生理生态功能［９－１１］。如日本碱蓬（Ｓｕａｅｄａｊａ
ｐｏｎｉｃａＭａｋｉｎｏ．）中分离到的青霉（Ｐｅｎｉｃｉｌｌｉｕｍｓｐ．）菌
株可显著增加水稻的株长和茎长［１２］；Ｑｉｎ等发现，从
多种盐生植物根系分离的格孢腔目（Ｐｌｅａｐｏｒａｌｅｓ）内
生真菌，在有机氮条件下能有效促进植株生长［１１］。

作者前期对内陆和沿海滩涂多种盐生植物根系内生

真菌资源进行了调查分析，发现镰刀菌（Ｆｕｓａｒｉｕｍ

ｓｐｐ．）也是常见的内生菌，且遗传多样性丰富。
ＭａｃｉáＶｉｃｅｎｔｅ等对地中海地带滩涂和内陆盐碱地
２４种植物根系内生真菌进行研究［１３］，发现尖孢镰刀

菌（Ｆ．ｏｘｙｓｐｏｒｕｍＳｃｈｌ．）、茄病镰刀菌（Ｆ．ｓｏｌａｎｉ
（Ｍａｒｔ．）Ｓａｃｃ．）和木贼镰刀菌（Ｆ．ｅｑｕｉｓｅｔｉ（Ｃｏｒｄａ）
Ｓａｃｃ．）等都是优势种。国内学者的一些研究也得出
类似的结论，在翅碱蓬（Ｓ．ｈｅｔｅｒｏｐｔｅｒａＫｉｔａｇ．）和盐角
草（ＳａｌｉｃｏｒｎｉａｂｉｇｅｌｏｖｉｉＴｏｒｒ．）等盐生植物中鉴定出多
种内生镰刀菌［１４－１５］。一般而言，镰刀菌是一类重要

的植物病原菌，严重影响经济林木和作物生产。目

前对分布在盐碱地环境中的内生镰刀菌的生物学效

应（对植株致病、有益，还是中性等）尚缺乏深入认

识。本研究以分离自盐生植物滨麦（Ｌｅｙｍｕｓｍｏｌｌｉｓ
（Ｔｒｉｎ．）Ｈａｒａ）的３株内生镰刀菌为材料，初步研究
其基础生物学特性及其对北美枫香幼苗生长和耐盐

性的影响，为进一步挖掘共生菌资源应用于林木抗

性育苗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苗木及真菌材料
北美枫香种子由中国林科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

生态树种研究室保存。黄色镰刀菌（Ｆ．ｃｕｌｍｏｒｕｍ
（Ｗｍ．Ｇ．Ｓｍ．）Ｓａｃｃ．）Ｃｌａｓｓ２１Ｂ、假禾谷镰刀菌（Ｆ．
ｐｓｅｕｄｏ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ｒｕｍ（Ｏ’Ｄｏｎｎｅｌｌ＆Ａｏｋｉ））Ｃｌａｓｓ２１Ｃ
和镰刀菌 Ｃｌａｓｓ２３分离自盐生植物滨麦的健康植
株，由华盛顿大学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博士馈赠。毒素测定试
验中使用的禾谷镰刀菌（Ｆ．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ｒｕｍＳｃｈｗａｂｅ）
（ＦＧ１）分离自玉米（ＺｅａｍａｙｓＬ．）病株根系，假禾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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镰刀菌野生强毒株（ＷＺ２８Ａ）分离自小麦（Ｔｒｉｔｉｃｕｍ
ａｅｓｔｉｖｕｍＬ．）病株根系，２株病原镰刀菌分别由沈阳
农业大学白庆荣副教授和河南农业大学李洪连教授

馈赠。

１．２　内生镰刀菌菌株的形态学鉴定与分子系统学
分析

　　将３株菌株分别接种在合成低营养琼脂 ＳＮＡ
培养基（ＳＮＡ）或康乃馨叶片培养基（ＣＬＡ）平板上，
２５℃黑暗培养 １４ｄ后，用光学显微镜（ＡｘｉｏＳｃｏｐｅ
Ａ１，Ｚｅｉｓｓ公司）观察孢子形态并拍照；用马铃薯葡萄
糖琼脂培养基（ＰＤＡ）培养菌株７ｄ后观察记录菌落
特征。根据镰刀菌鉴定手册对菌株的形态学特征进

行描述［１６］。

翻译延长因子（ＴＥＦ１α）被认为是区分镰刀菌
种间差异的有效分子标记。使用真菌基因组 ＤＮＡ
快速提取试剂盒（北京艾德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提取３株内生镰刀菌株的基因组 ＤＮＡ。利用引物
ＥＦ１９８３Ｆ （５’ＧＣＹＣＣＹＧＧＨＣＡＹＣＧＴＧＡＹＴＴＹＡＴ
３’）和 ＥＦ１２２１８Ｒ（５’ＡＴＧＡＣＡＣＣＲＡＣＲＧＣＲＡＣＲＧ
ＴＹＴＧ３’）扩增 ＴＥＦ１α基因片段［１７］。采用 ５０μＬ
ＰＣＲ扩增体系，具体反应条件参照 Ｑｉｎ等的方
法［１１］。纯化后的产物送往擎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测序。

使用ＥｄｉｔＳｅｑ软件编辑ＴＥＦ１α序列并翻译出正
确的氨基酸序列后，用 Ｓｅｑｕｉｎ软件将３种内生镰刀
菌的ＴＥＦ１α序列及翻译的氨基酸序列上传至 Ｇｅｎ
Ｂａｎｋ数据库，Ｃｌａｓｓ２１Ｂ、Ｃｌａｓｓ２１Ｃ和 Ｃｌａｓｓ２３的
ＴＥＦ１α序列登录号分别为 ＭＦ８０７２２７、ＭＦ８０７２２８和
ＭＦ８０７２２９。使用 ＢＬＡＳＴ搜索程序找到与已知３株
镰刀菌ＴＥＦ１α序列相似性较高的匹配记录。使用
ＣｌｕｓｔＸ１８１软件进行多序列比对，再用 ＧｅｎｅＤｏｃ软
件进行序列头尾修饰，最后在 ＰＨＹＬＩＰ软件包中使
用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ｊｏｉｎｉｎｇ法构建系统发育树。
１．３　病原与内生镰刀菌菌株毒素含量分析

为更准确地反映和比较３株内生镰刀菌的产毒
素能力，选用 ２株强毒力病原镰刀菌禾谷镰刀菌
ＦＧ１和假禾谷镰刀菌野生强毒株 ＷＺ２８Ａ为阳性
对照。用０８５％无菌生理盐水倒在 ＰＤＡ平板上洗
脱孢子，配制浓度为１×１０５个·ｍＬ－１的５种镰刀菌
孢子悬浮液。将１００ｇ市售大麦粒与１００ｍＬ蒸馏水
混合均匀后装入２５０ｍＬ三角瓶内，１２１℃高压灭菌
３０ｍｉｎ。对照组每瓶加入 ０８５％无菌生理盐水 １
ｍＬ，处理组每瓶加孢子悬浮液１ｍＬ，每组设置３个

重复。２５℃黑暗培养１４ｄ至菌丝充分侵染大麦粒
后，将样品从三角瓶取出后风干、粉碎。处理后的样

品送至江苏省农业科学院食品质量安全与检测研究

所进行毒素检测分析。

１．４　北美枫香无菌实生幼苗培育
北美枫香种子表面消毒后播种于育苗床，土壤

基质组成为泥炭土∶珍珠岩∶蛭石∶有机肥 ＝１∶２∶２∶２
（１２１℃高压灭菌 ３０ｍｉｎ），置于光照培养箱，保持
８５％相对湿度，光照条件为 １４ｈ光照／１０ｈ黑暗，
２５℃恒温培养。２１ｄ后，种子萌发并长成株高约３
４ｃｍ的幼苗时，将幼苗从土壤基质中取出，剪去

根部并放入体积分数为０１％的升汞中消毒１２ｍｉｎ，
再用无菌水清洗４次。将表面消毒处理后的幼苗移
入含ＷＰＭ培养基（林木专用生根培养基）的试管
中，１株·管 －１。７ｄ后幼苗开始生根，２１ｄ后幼苗
株高约５ ６ｃｍ。随后将生长一致的幼苗转移到含
有７０ｍＬ改良ＭＳ［１８］培养基（蔗糖浓度调整为２ｇ·
Ｌ－１）的ＰｈｙｔａｔｒａｙＴＭ ＩＩ无菌培养容器（规格１１４ｃｍ
×８６ｃｍ×１０２ｃｍ，Ｓｉｇｍａ公司）中培养１０ｄ后用
于接种试验，每盒移植１０株。
１．５　共培养体系建立及内生镰刀菌侵染结构观察

菌株在 ＰＤＡ平板上 ２５℃培养 １４ｄ后，用
０８５％无菌生理盐水倒在平板上洗脱孢子，制备终
浓度为 １×１０５个·ｍＬ－１的 Ｃｌａｓｓ２１Ｂ、ｌａｓｓ２１Ｃ和
Ｃｌａｓｓ２３菌株孢子悬浮液。吸取１ｍＬ孢子液接种至
无菌幼苗根部周围，对照组幼苗只加入０８５％无菌
生理盐水，放置于组培架上培养，光照和温度条件同

方法１４。１０ｄ后取接种内生镰刀菌的北美枫香幼
苗根系，参照 Ｐａｄａｍｓｅｅ等［１９］的方法，以台盼蓝为染

料，对根系样品进行染色。以５０％甘油为浮载剂压
片后，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侵染结构。

１．６　正常和盐胁迫条件下内生镰刀菌对幼苗生长
和耐盐性的影响

　　接种处理同方法１５。除３个菌株单独接种外，
还设置混合接种处理组（含有等量３个菌株分生孢
子），每个处理设置４个重复，１０株·重复 －１。共培

养２５ｄ后，将幼苗从培养容器中取出，测定生物量、
株高、根长、叶片数等表型指标。随后将幼苗移植至

经高压灭菌处理的栽培基质中，栽培基质组成为

ＰＰＣ（Ｐｒｏｆｉｌｅｐｏｒｏｕｓｃｅｒａｍｉｃ）∶有机肥 ＝４∶１，每个
ＰｈｙｔａｔｒａｙＴＭＩＩ培养容器中含土壤基质约３５０ｇ。刚移
植的幼苗需盖上培养容器盖子以维持高湿度保证幼

苗成活，７ｄ后揭开盖子。每周施加 ２次 Ｈｏａｇｌ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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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液（５ｍＬ·株 －１），保证幼苗健康生长。移植后

１４ｄ，使用以Ｈｏａｇｌａｎｄ营养液为溶剂配制的质量浓
度１０ｇ·Ｌ－１的海盐溶液，对幼苗进行盐胁迫处理（５
ｍＬ·株 －１），隔４ｄ进行第２次盐胁迫处理。至少进
行２次独立重复试验，选择其中１次试验的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

１．７　植株表型指标、盐害指数及叶绿体色素含量
测定

　　盐胁迫处理１０ｄ后收获所有实验幼苗，统计全
株生物量、地上部分生物量、地下部分生物量、根冠

比、株高、根长、叶片数。盐害指数受害分级标准如

下：０级，叶片正常；１级，少量叶尖、叶缘或叶脉干枯
或黄化；２级，５０％叶片及少量茎段干枯或黄化；３
级，８０％以上叶片黄化，５０％以上茎段干枯；４级，完
全死亡。

盐害指数 ＝∑（代表级数 ×株数）／（最高级值
×总株数）×１００％ ［２０］。

叶绿素含量测定方法为：称取０２ｇ新鲜叶片，
用９５％乙醇定容到２５ｍＬ，浸泡４８ｈ，使用 ＧＥＮＥ

ＳＹＳ２０分光光度计（Ｔｈｅｒｍｏ公司，美国），以９５％乙
醇为空白，分别测定 ４７０、６４９、６６５ｎｍ的吸光值
Ａ４７０、Ａ６４９和 Ａ６６５，计算叶绿素 ａ、叶绿素 ｂ和类胡萝
卜素等含量。

１．８　数据处理与统计学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 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３和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分

析处理，ＬＳＤ法进行多重比较（Ｐ＜００５）。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内生镰刀菌菌株形态学鉴定及系统发育分析

从图１可以看出：３株镰刀菌菌株在 ＰＤＡ平板
上培养后均能产生红色色素，其中，Ｃｌａｓｓ２１Ｂ和
Ｃｌａｓｓ２１Ｃ生长速度较快，Ｃｌａｓｓ２１Ｂ气生菌丝极其发
达，Ｃｌａｓｓ２３生长速度最慢。Ｃｌａｓｓ２１Ｂ大型分生孢
子较短，无明显弯曲，成熟孢子具３ ４个隔膜，未
观察到小型分生孢子。Ｃｌａｓｓ２１Ｃ分生孢子较长无
明显弯曲，成熟孢子具５ ６个隔膜，未观察到小型
分生孢子。Ｃｌａｓｓ２３孢子顶端细胞明显变窄或呈喙
状，３ ５个隔膜，未观察到小型分生孢子。

注：Ａ、Ｄ、Ｇ为Ｃｌａｓｓ２１Ｂ菌株菌落正反面及孢子形态；Ｂ、Ｅ、Ｈ为Ｃｌａｓｓ２１Ｃ菌株菌落正反面及孢子形态；Ｃ、Ｆ、Ｉ为Ｃｌａｓｓ２３菌株菌落

正反面及孢子形态。标尺：Ｇ＝２０μｍ；Ｈ、Ｉ＝１０μｍ。

Ｎｏｔｅ：Ｆｉｇ．１Ａ，Ｄ，Ｇ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ｔｈｅｃｏｌｏｎｙａｎｄｃｏｎｉｄｉａ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２１Ｂｉｓｏｌａｔｅ；Ｆｉｇ．１Ｂ，Ｅ，Ｈ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ｔｈｅｃｏｌｏｎｙａｎｄ

ｃｏｎｉｄｉａ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２１Ｃｉｓｏｌａｔｅ；Ｆｉｇ．１Ｃ，Ｆ，Ｉ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ｔｈｅｃｏｌｏｎｙａｎｄｃｏｎｉｄｉａ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２３ｉｓｏｌａｔｅ．Ｂａｒｓ：Ｇ

＝２０μｍ；Ｈ，Ｉ＝１０μｍ．

图１　３株内生镰刀菌菌落特征及孢子形态

Ｆｉｇ．１　Ｃｏｌｏｎｙａｎｄｃｏｎｉｄｉａ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ｅｎｄｏｐｈｙｔｉｃＦｕｓａｒｉｕｍｉｓｏｌａｔ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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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探明３株内生镰刀菌的分类学地位，
基于ＴＥＦ１α基因构建了部分镰刀菌物种的系统发
育树。从图 ２可以看出：Ｃｌａｓｓ２１Ｂ和 Ｃｌａｓｓ２１Ｃ的
遗传关系较近，而 Ｃｌａｓｓ２３与 Ｃｌａｓｓ２１Ｂ、Ｃｌａｓｓ２１Ｃ
遗传关系较远，并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分支。其

Ｃｌａｓｓ２１Ｂ与２株黄色镰刀菌在同一分支，且 ｂｏｏｔ
ｓｔｒａｐ值（自展值）达到１００；Ｃｌａｓｓ２１Ｂ与假禾谷镰刀
菌遗传关系最近，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值也为１００；同时，参考镰
刀菌物种鉴定手册［１６］，发现 Ｃｌａｓｓ２１Ｂ和 Ｃｌａｓｓ２１Ｃ

分别与黄色镰刀菌和假禾谷镰刀菌的培养特征和产

孢结构吻合，故将 Ｃｌａｓｓ２１Ｂ鉴定为黄色镰刀菌，
Ｃｌａｓｓ２１Ｃ鉴定为假禾谷镰刀菌。虽然 ＢＬＡＳＴ搜索
结果表明，与Ｃｌａｓｓ２３的ＴＥＦ１α序列匹配度较高为
禾谷镰刀菌与假禾谷镰刀菌，形态学特征与禾谷镰

刀菌也较相近，但在系统发育树中，Ｃｌａｓｓ２３处在禾
谷镰刀菌、假禾谷镰刀菌和黄色镰刀菌进化分支的

基部，且分支较长，推测可能是潜在的新种，故在本

研究中，尚未将其鉴定到种。

图２　基于ＴＥＦ１α基因构建的部分镰刀菌系统发育树

Ｆｉｇ．２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ｓｅｖｅｒａｌＦｕｓａｒｉｕｍｓｐｅｃｉ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ａｒｔｉａｌＴＥＦ１αｇｅ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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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内生镰刀菌菌株毒素检测及含量分析
从表１可以看出：测试的５株镰刀菌都能产生

毒素，且毒素类型不同，主要检测到８种毒素，痕量
的毒素种类未列出。Ｃｌａｓｓ２１Ｂ能产生４种毒素，包
括３乙酰基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１５乙酰基脱氧雪
腐镰刀菌烯醇、玉米赤酶烯酮和腾毒素；Ｃｌａｓｓ２１Ｃ
只产生前２种毒素，除Ｃｌａｓｓ２１Ｂ产生的玉米赤酶烯

酮浓度接近１００μｇ·Ｌ－１外，其余毒素含量都极低
（少于１０μｇ·Ｌ－１）。相反，Ｃｌａｓｓ２３虽然产生毒素
类型较少，但恩镰孢菌素含量极高，浓度接近８０００
μｇ·Ｌ－１，同时也产生少量的串珠镰刀菌素。２株病
原镰刀菌均产生极高量的玉米赤酶烯酮，其中，

ＷＺ２８Ａ毒株产生的毒素种类较多。

表１　５株镰刀菌产毒素类型及含量测定
Ｔａｂｌｅ１　Ｉｎｖｉｔｒｏｔｏｘｉ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ｖｅＦｕｓａｒｉｕｍｉｓｏｌａｔｅｓ

毒素种类

Ｔｙｐｅｓｏｆｍｙｃｏｔｏｘｉｎ
Ｃｌａｓｓ２１Ｂ Ｃｌａｓｓ２１Ｃ Ｃｌａｓｓ２３ ＦＧ１ ＷＺ２８Ａ

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

Ｄｅｏｘｙｎｉｖａｌｅｎｏｌ／（μｇ·Ｌ－１）
－ － － － ７７．９１±４５．１８

３乙酰基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
３Ａｃｅｔｙｌｄｅｏｘｙｎｉｖａｌｅｎｏｌ／（μｇ·Ｌ－１）

９．９０±０．６４ ４．０７±２．６５ － － ４４．４３±２３．４５

１５乙酰基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
１５Ａｃｅｔｙｌｄｅｏｘｙｎｉｖａｌｅｎｏｌ／（μｇ·Ｌ－１）

３．１４±２．１０ ４．６８±０．９１ － ２．９３±１．８０ １４６．４１±６２．３５

玉米赤酶烯酮Ｚｅａｒａｌｅｎｏｎｅ／（μｇ·Ｌ－１） ９５．７９±３５．２２ － － ４５４９．４３±４３２．６５ ８２４９．１５±１７６３．０４
伏马毒素Ｂ１ＦｕｍｏｎｉｓｉｎＢ１／（μｇ·Ｌ－１） － － － １３８．７８±４．１３ －
恩镰孢菌素Ｅｎｎｉａｔｉｎ／（μｇ·Ｌ－１） － － ７８９２．２０±３４８．５３ － －
腾毒素Ｔｅｎｔｏｘｉｎ／（μｇ·Ｌ－１） １．０９５±０．５４ － － ５．９６±０．９７ ５．０９±０．７７
串珠镰刀菌素Ｍｏｎｉｌｉｆｏｒｍｉｎ／（μｇ·Ｌ－１） － － ４７．７５±２５．４１ － －

２．３　内生镰刀菌菌株侵染北美枫香幼苗根系特征
图３为利用台盼蓝组织染色法观察３株内生镰

刀菌侵染幼苗根系后形成的结构特征。从图３可以
看出：Ｃｌａｓｓ２１Ｂ、Ｃｌａｓｓ２１Ｃ能顺利进入根部皮层细
胞并形成明显侵染结构，且侵染强度高，菌丝分化成

串珠状的膨大细胞；而 Ｃｌａｓｓ２３菌丝多数只在根表
定殖，在皮层细胞组织中几乎观察不到菌丝的结构，

且根系组织出现褐化现象。

２．４　３株内生镰刀菌对北美枫香幼苗生长和耐盐
性的影响

　　从接种试验结果（图４、图５Ａ Ｅ）可以看出：
共培养２５ｄ后，３株内生镰刀菌对北美枫香幼苗生
长的调控存在正负效应，其中，Ｃｌａｓｓ２１Ｂ和 Ｃｌａｓｓ２
１Ｃ对幼苗表现出明显的促生效应，而 Ｃｌａｓｓ２３对幼
苗的生长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表现出强致病性。

在培养后期，Ｃｌａｓｓ２３菌丝可逐渐蔓延至幼苗地上
部分，最终导致幼苗萎蔫死亡，这与 Ｃｌａｓｓ２３产生大
量恩镰孢菌素有直接关系。Ｃｌａｓｓ２１Ｂ和 Ｃｌａｓｓ２１Ｃ
虽然菌丝生长旺盛（在 ＭＳ培养基上产生红色色
素），却不能侵染幼苗地上部分。混合孢子接种的幼

苗长势也良好，推测混合接种后，Ｃｌａｓｓ２３未能成为
优势菌，可能与 Ｃｌａｓｓ２１Ｂ和 Ｃｌａｓｓ２１Ｃ较快的生长

速度有关。

由表２中表型指标可以看出：接种 Ｃｌａｓｓ２１Ｂ、
Ｃｌａｓｓ２１Ｃ和混合接种的幼苗生物量显著高于对照
组幼苗和 Ｃｌａｓｓ２３接种的幼苗。与对照组相比，
Ｃｌａｓｓ２１Ｂ、Ｃｌａｓｓ２１Ｃ接种幼苗的株高、根长和单株
的叶片数量均有增加，多数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Ｃｌａｓｓ２１Ｂ促进幼苗生物量积累的能力最优，Ｃｌａｓｓ２
１Ｃ主要促进幼苗叶片数、株高和根长的增加，混合
接种对幼苗生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不如 Ｃｌａｓｓ２
１Ｂ和Ｃｌａｓｓ２１Ｃ处理组效果明显。

由于接种Ｃｌａｓｓ２３的北美枫香幼苗后期全部死
亡，故在盐胁迫试验中并未设置 Ｃｌａｓｓ２３接种处理
组。盐胁迫处理１０ｄ后，测定植株表型指标、盐害
指数和叶绿素含量（表 ３、４）。经盐胁迫处理后，
Ｃｌａｓｓ２１Ｂ接种的幼苗株高显著高于对照组和混合
接种组，比对照组株高增加了约２２％。３个处理组
幼苗的整株生物量和地上生物量均高于对照组，但

差异不显著。Ｃｌａｓｓ２１Ｂ处理组幼苗的盐害指数最
低，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显著（Ｐ＝００１６６）。叶绿素
含量的测定结果（表４）显示，各处理组与对照组叶
片叶绿素含量并无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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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Ａ、Ｂ为Ｃｌａｓｓ２１Ｂ侵染根系照片；Ｃ、Ｄ为Ｃｌａｓｓ２１Ｃ侵染根系照片；Ｅ、Ｆ为Ｃｌａｓｓ２３侵染根系照片。

标尺：Ａ、Ｃ、Ｅ＝５０μｍ；Ｂ、Ｄ、Ｆ＝１０μｍ。

Ｎｏｔｅ：Ａ，Ｂ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ｆｏｒｍｅｄｂｙ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２１Ｂ；Ｃ，Ｄｉｎｄｉｃａｅｔｄｔｈ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ｆｏｒｍｅｄｂｙ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２１Ｃ；Ｅ，Ｆ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ｆｏｒｍｅｄｂｙ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２３．

Ｂａｒｓ：Ａ，Ｃ，Ｅ＝５０μｍ；Ｂ，Ｄ，Ｆ＝１０μｍ

图３　３株内生镰刀菌菌株侵染北美枫香无菌幼苗根系的染色观察

Ｆｉｇ．３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ｆｏｒｍｅｄｉｎｇｎｏｔｏｂｉｏｔｉｃＬ．ｓｔｙｒａｃｉｆｌｕａ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ｒｏｏｔｓａｆｔｅｒ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ｒｅｅｅｎｄｏｐｈｙｔｉｃＦｕｓａｒｉｕｍｉｓｏｌａｔｅｓ

注：Ａ为对照组；Ｂ为Ｃｌａｓｓ２１Ｂ接种处理组；Ｃ为Ｃｌａｓｓ２１Ｃ接种处理组；Ｄ为Ｃｌａｓｓ２３接种处理组；Ｅ为混合接种孢子液处理组。

Ｎｏｔｅ：Ａ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Ｂ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２１Ｂｔｒｅａｔｅｄｇｒｏｕｐ，Ｃ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２Ｃｔｒｅａｔｅｄｇｒｏｕｐ，Ｄ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２

３ｔｒｅａｔｅｄ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ｅｍｉｘｅｄ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

图４　共培养体系下不同处理组幼苗生长情况比较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ｇｒｏｗｔｈ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ｉｖ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ｕｎｄｅｒｃｏ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ｙｓｔｅｍ

表２　盐胁迫前接种内生镰刀菌对北美枫香幼苗表型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２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ｉｃ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ｏｆＬ．ｓｔｙｒａｃｉｆｌｕａ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ｕｎｄｅｒｎｏｒｍ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ｒｅｅ

ｅｎｄｏｐｈｙｔｉｃＦｕｓａｒｉｕｍｉｓｏｌａｔｅ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生物量

Ｆｒｅｓｈｗｅｉｇｈｔ／ｍｇ
叶片数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ｌｅａｖｅｓ
株高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ｈｅｉｇｈｔ／ｍｍ
根长

Ｒｏｏｔｌｅｎｇｔｈ／ｍｍ
对照组Ｃｏｎｔｒｏｌ １１４．００±２３．９９ｃ ７．４３±１．４３ｂ ３４．７１±５．２９ｂ １９．４３±８．２０ｂ
Ｃｌａｓｓ２１Ｂ １５８．４３±３６．０１ａ ７．７５±１．４５ａｂ ３９．９８±５．５０ａ ２０．２３±４．９１ｂ
Ｃｌａｓｓ２１Ｃ １４７．９０±２６．６６ａｂ ８．１０±０．８１ａ ４１．０８±５．５２ａ ２４．４３±６．７７ａ
Ｃｌａｓｓ２３ ８７．２８±１９．４２ｄ ５．７２±１．６１ｃ ３１．０１±４．８４ｃ １３．８１±３．４５ｃ
混合接种Ｍｉｘｅｄ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１４２．７４±２９．１９ｂ ７．８７±１．３８ａｂ ３５．９７±６．２８ｂ １８．６７±６．６６ｂ
　　注：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在００５水平差异显著，下同。

Ｎｏｔｅ：ｖａｌｕｅｓ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ａ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ａｔｔｈｅ００５ｌｅｖｅｌ，ｔｈｅｓａｍｅｂｅｌ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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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盐胁迫后接种内生镰刀菌对北美枫香幼苗表型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３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ｉｃ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ｏｆ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ｓｔｙｒａｃｉｆｌｕａ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ｕｎｄｅｒｓａｌｉｎ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ｒｅｅ

ｅｎｄｏｐｈｙｔｉｃＦｕｓａｒｉｕｍｉｓｏｌａｔｅｓ

组别

全株生物量

Ｔｏｔａｌｆｒｅｓｈ
ｗｅｉｇｈｔ／ｍｇ

地上生物量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ｆｒｅｓｈｗｅｉｇｈｔ／ｍｇ

地下生物量

Ｂｅｌｏｗｇｒｏｕｎｄ
ｆｒｅｓｈｗｅｉｇｈｔ／ｍｇ

根冠比

Ｒｏｏｔｃａｎｏｐｙ
ｒａｔｉｏ

株高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ｈｅｉｇｈｔ
／ｍｍ

根长

Ｒｏｏｔｌｅｎｇｔｈ
／ｍｍ

叶片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ｌｅａｖｅｓ

盐害指数

Ｓａｌｔｉｎｊｕｒｙ
ｉｎｄｅｘ

对照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１２６．９５±５５．０５ａ ９４．５９±４２．９８ａ ３２．３６±１８．８７ａ０．３８±０．２４ａ４０．９５±７．８２ｃ ２２．０９±７．４１ｂ ６．８６±１．８１ａ５９．０２±０．５４ａ

Ｃｌａｓｓ２１Ｂ １５１．２６±５８．８４ａ １１５．１９±５１．１４ａ ３６．０６±１６．６８ａ０．３５±０．１７ａ５０．１６±７．９７ａ ２３．２９±１０．７５ｂ６．８７±２．２５ａ３３．２２±３．２３ｂ
Ｃｌａｓｓ２１Ｃ １４０．７３±５３．１４ａ １１６．２０±４２．１３ａ ２４．５３±１７．４６ｂ０．２１±０．１３ｂ４７．６３±９．６０ａｂ２１．０７±１０．６５ｂ７．２３±１．７５ａ３６．２０±５．５９ｂ

混合接种

Ｍｉｘｅｄ
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１４０．９６±６０．６３ａ １０５．００±４５．７５ａ ３５．９６±１９．６１ａ０．３５±０．１９ａ４５．３９±７．５８ｂｃ３３．６１±１５．２３ａ７．１７±２．０４ａ６６．９０±１２．８６ａ

表４　盐胁迫后接种内生镰刀菌对北美枫香幼苗叶绿体色素含量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４　Ｃｈｌｏｒｏｐｌａｓｔｐｉｇｍｅｎｔ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ｏｆＬ．ｓｔｙｒａｃｉｆｌｕａ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ｏｕ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ｕｎｄｅｒｓａｌｉｎ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组别

叶绿素ａ含量
Ｃｈｌａｃｏｎｔｅｎｔ
／（ｍｇ·ｇ－１）

叶绿素ｂ含量
Ｃｈｌｂｃｏｎｔｅｎｔ
／（ｍｇ·ｇ－１）

类胡萝卜素含量

Ｃａｒｏｔｅｎｏｉｄｃｏｎｔｅｎｔ
／（ｍｇ·ｇ－１）

叶绿素含量

Ｃｈｌｃｏｎｔｅｎｔ
／（ｍｇ·ｇ－１）

类胡萝卜素／
叶绿素Ｃａｒ／Ｃｈｌ

叶绿素ａ／叶绿素ｂ
Ｃｈｌａ／Ｃｈｌｂ

对照组Ｃｏｎｔｒｏｌ １．８３７５±０．１８５７ａ０．８３６１±０．１１３６ａ０．３２０８±０．０２９３ａ２．６７３６±０．２９９１ａ０．１２０２±０．００３２ａ２．２０５１±０．０７２５ａ
Ｃｌａｓｓ２１Ｂ １．７１９２±０．２１３２ａ０．７７５９±０．１２６３ａ０．２９４４±０．０３４５ａ２．４９５１±０．３３８５ａ０．１１８２±０．００２４ａ２．２２７０±０．０９６６ａ
Ｃｌａｓｓ２１Ｃ １．７８０３±０．１９７５ａ０．８１２６±０．１１８１ａ０．３０６９±０．０３３２ａ２．５９２９±０．３１５４ａ０．１１８６±０．００１９ａ２．１９８９±０．０７６３ａ
混合接种

Ｍｉｘｅｄ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１．９９２９±０．２１７２ａ０．９０３０±０．１４２３ａ０．３４１４±０．０３１６ａ２．８９６０±０．３５９６ａ０．１１８２±０．００４２ａ２．２１８６±０．０９８５ａ

注：Ａ、Ｆ为对照组；Ｂ、Ｇ为 Ｃｌａｓｓ２１Ｂ接种处理组；Ｃ、Ｈ为 Ｃｌａｓｓ２
１Ｃ接种处理组；Ｄ为 Ｃｌａｓｓ２３接种处理组；Ｅ、Ｉ为混合接种孢子
液处理组。

Ｎｏｔｅ：Ａ，Ｆ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Ｂ，Ｇ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２１Ｂ
ｔｒｅａｔｅｄｇｒｏｕｐ；Ｃ，Ｈ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２３ｔｒｅａｔｅｄｇｒｏｕｐ；Ｄ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２３ｔｒｅａｔｅｄｇｒｏｕｐ；Ｅ，Ｉ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ｅｍｉｘｅｄ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

图５　盐胁迫前后各处理组幼苗生长情况对比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ｇｒｏｗｔｈ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ｕｎｄｅｒ

ｎｏｒｍａｌａｎｄｓａｌｉｎ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３　讨论
本研究比较了３株盐碱地内生镰刀菌产毒素能

力及其调控北美枫香幼苗生长和耐盐性的差异。综

合分析试验数据，表明 Ｃｌａｓｓ２１Ｂ和 Ｃｌａｓｓ２１Ｃ对北
美枫香幼苗具有较明显的促生和耐盐功效，而

Ｃｌａｓｓ２３菌株对幼苗生长具有抑制作用。考虑到
Ｃｌａｓｓ２１Ｂ和 Ｃｌａｓｓ２１Ｃ菌株生长速度较快，可能会
导致在菌丝根系组织中侵染量过大而伤害植株，作

者曾尝试以低碳源（蔗糖浓度调整为０２ｇ·Ｌ－１）的
ＭＳ培养基进行共培养，接种的孢子液浓度也降至１
×１０４个·ｍＬ－１，在该条件下，３个菌株生长缓慢，基
质表面菌丝生长稀疏，也无色素形成，对幼苗生长无

显著促进或抑制效应（结果未列出）。这表明

Ｃｌａｓｓ２１Ｂ和Ｃｌａｓｓ２１Ｃ对苗木发挥有益功效可能需
要在高剂量接种条件下才能实现。２个菌株在根部
皮层细胞形成的高强度侵染结构也佐证了上述推

断。但多数研究认为，无论是菌根真菌还是内生真

菌，菌丝过度侵染根系会抑制植物生长。如 Ｋａｌｄｏｒｆ
等研究发现，将杂交杨（Ｐｏｐｕｌｕｓｔｒｅｍｕｌａ×Ｐ．ｔｒｅｍｕ
ｌｏｉｄｅｓ）幼苗移植至预先培养好的内生真菌印度梨形
孢（Ｓｅｒｅｎｄｉｐｉｔａｉｎｄｉｃａ（（Ｓａｖ．Ｖｅｒｍａ，Ａｊ．Ｖａｒｍａ，Ｒｅ
ｘｅｒ，Ｇ．Ｋｏｓｔ＆Ｐ．Ｆｒａｎｋｅｎ）Ｍ．Ｗｅｉ，Ｗａｌｌｅ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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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ｕｃｃａｒｏ＆Ｓｅｌｏｓｓｅ））培养基质中，幼苗生长明显迟
缓；相反，待苗木生长一段时间后再接种该菌株，则

表现出显著的促生效应［２１］。

毒素被认为是植物病原真菌的主要致病因子之

一［２２］。镰刀菌能产生近２０种毒素［２３－２４］，除了作为

重要的林木和农作物病原菌，镰刀菌也是常见的植

物内生菌［１３，２５－２６］。此外，从抑病型土壤中分离到的

某些非致病性镰刀菌可以诱导植物产生抗病

性［２７－２８］。如非致病性木贼镰刀菌接种黄瓜（Ｃｕｃｕ
ｍｉｓｓａｔｉｖｕｓＬ．）后能抑制炭疽病的发生［２９］。这些能

诱导植物抗病性的镰刀菌往往不产生高浓度毒

素［３０－３２］。本研究结果支持了上述结论，３株内生镰
刀菌对北美枫香幼苗生长和耐盐性的正负调控效应

与其毒素类型或含量相关。Ｃｌａｓｓ２１Ｂ和 Ｃｌａｓｓ２１Ｃ
２株菌株产生毒素类型和含量均较少，推测镰刀菌
与宿主（盐生植物）在协同进化过程中，可能丢失了

部分毒素合成基因或功能基因拷贝数减少。因此，

作者认为，通过体外检测毒素可初筛具有促生和增

强苗木适应性的镰刀菌菌株。同时，本研究结果也

说明极端环境中的内生镰刀菌也具有致病性，主要

取决于菌株的毒素浓度。

如前所述，尽管 Ｃｌａｓｓ２１Ｂ和 Ｃｌａｓｓ２１Ｃ对苗木
生长和耐盐性均有促进作用，但二者发挥功能的程

度和方式有一定差异：Ｃｌａｓｓ２１Ｂ主要促进植株生物
量的积累，而 Ｃｌａｓｓ２１Ｃ能显著提高植株叶片数、株
高和根长。毒素检测结果表明，Ｃｌａｓｓ２１Ｃ产生的毒
素类型和含量比Ｃｌａｓｓ２１Ｂ更少，推测２个菌株在基
础生物学性状方面可能有较大差异。目前，病原镰

刀菌全基因组测序进展很快［３３］，黄色镰刀菌、假禾

谷镰刀菌和禾谷镰刀菌等物种全基因组数据已陆续

公布。作者实验室正在开展２个菌株的基因组重测
序及核心／泛基因组分析，有望找到菌株特异性功能
基因，为揭示互作的分子机制提供重要线索。

此外，Ｃｌａｓｓ２１Ｂ和 Ｃｌａｓｓ２１Ｃ促进苗木生长和
耐盐性的生理与分子机制有待进一步探究。如２株
镰刀菌能否生产植物激素类物质？如何影响苗木矿

质元素吸收？在盐胁迫下如何维持 Ｋ＋／Ｎａ＋离子平
衡？抗氧化酶系统和渗透物质的变化规律及Ｃｌａｓｓ２
１Ｂ和Ｃｌａｓｓ２１Ｃ对苗木耐盐能力是否具有协同增益
等，均是下一步需要探索的重要问题。从应用角度

看，今后还需开展大规模盆栽及野外接种试验，选择

杨树（Ｐｏｐｕｌｕｓｓｐｐ．）、栎树（Ｑｕｅｒｃｕｓｓｐｐ．）等多个沿
海防护林造林树种，研究内生镰刀菌提高苗木的耐

盐碱能力，为将内生菌生物技术应用于林木抗性育

苗提供理论基础。

４　结论
３株内生镰刀菌菌株对北美枫香幼苗生长和耐

盐的调控作用存在显著差异，其中，Ｃｌａｓｓ２１Ｂ和
Ｃｌａｓｓ２１Ｃ能有效促进苗木生长和耐盐性，而 Ｃｌａｓｓ２
３严重抑制苗木生长。这种林木根系内生真菌互作
的正负效应可能与镰刀菌产毒素类型及含量有密切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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