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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通过研究新源县和巩留县野苹果林中疫霉菌的种类和致病性差异，为探讨新疆野苹果林衰亡原因

提供基本资料，为野苹果林病害防治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疑似疫霉病害样品采集、土壤诱捕、林间溪流

诱捕等方法对新疆野苹果林中的疫霉菌进行了调查采样和监测诱捕，并利用选择性培养基分离获得疫霉纯菌

株。通过形态学观察和ｒＤＮＡＩＴＳ序列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所获得的疫霉菌株进行分类鉴定，并通过离体叶片
接种试验对所鉴定的疫霉菌进行致病性测定。［结果］依据形态学特征和序列分析，鉴定得到５个种共计８８株
疫霉，分别为６５株湖沼疫霉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ｓＢｒａｓｉｅｒ，Ｃａｃｃｉｏｌａ，Ｎｅｃｈｗａｔａｌ，Ｊｕｎｇ＆Ｂａｋｏｎｙｉ、１６株节水霉状疫霉
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ｇｏｎａｐｏｄｙｉｄｅｓ（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Ｂｕｉｓｍａｎ、３株多寄主疫霉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ｐｌｕｒｉｖｏｒａＴ．Ｊｕｎｇ＆Ｔ．Ｉ．Ｂｕｒｇｅｓｓ、２株
聚疫霉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ｇｒｅｇａｔａＴ．Ｊｕｎｇ，Ｍ．Ｊ．Ｃ．Ｓｔｕｋｅｌｙ＆Ｔ．Ｉ．Ｂｕｒｇｅｓｓ和２株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ｓｐ．１。将前４种疫霉
接种离体野苹果叶片后，发现它们均产生病斑，其中湖沼疫霉在离体叶片上产生的病症最为明显。［结论］新疆

野苹果林中具有多种疫霉菌，且所鉴定的４种疫霉菌均对野苹果叶片有一定的致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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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霉菌（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ｄｅＢａｒｙ）是一类广泛分布
于自然界中的重要植物病原菌，可寄生于果树、林

木、农作物等多种植物，引起枝枯、溃疡、腐烂、猝倒，

甚至是植株死亡［１－３］。在全球目前已被正式描述的

１５０余种疫霉菌中，有些可危及重要林木和观赏植
物，对森林健康构成巨大威胁，严重影响森林景

观［４］。例 如，樟 疫 霉 （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ｉ
Ｒａｎｄｓ）严重威胁澳大利亚桉树森林生态系统；多枝
疫霉（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ｒａｒａｍｏｒｕｍＷｅｒｒｅｓ，ＤｅＣｏｃｋ＆Ｅ．
Ｍ．Ｈａｎｓｅｎ）已被包括我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列入了进
境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单，该病菌造成美国西海

岸栎类等多种树木大量枯萎死亡［５－７］；多寄主疫霉

（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ｒａｐｌｕｒｉｖｏｒａＴ．Ｊｕｎｇ＆Ｔ．Ｉ．Ｂｕｒｇｅｓｓ）可
以侵染欧洲冷杉（ＡｂｉｅｓａｌｂａＭｉｌｌ．）、欧洲赤杨（Ａｌｎｕｓ
ｇｌｕｔｉｎｏｓａ（Ｌ．）Ｇａｅｒｔｎ．）、灰桤木（Ａｌｎｕｓｉｎｃａｎａ（Ｌ．）
Ｍｏｅｎｃｈ）等多种植物，常寄生于这些植物根部或茎

基部，引起根腐或茎基溃疡，造成植物衰退、枯萎甚

至死亡［８－９］。

新疆野苹果（Ｍａｌｕｓｓｉｅｖｅｒｓｉｉ（Ｌｅｄｅｂ．）Ｒｏｅｍ．）
是天山野果林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濒危二级重

点保护植物，同时也是现代栽培苹果（Ｍａｌｕｓｄｏｍｅｓｔｉ
ｃａ（Ｂｏｒｋｈ．））的祖先，主要分布在新源县和巩留
县［１０－１１］。近些年来，由于过度放牧等人类活动和苹

小吉丁、野苹果腐烂病等病虫危害多种因素，造成新

疆野苹果林出现大面积的衰退和死亡，致使野苹果

林面积减少 ５０％左右［１０－１５］。通过前期调查，我们

发现受害野苹果树除了苹小吉丁和腐烂病菌典型危

害症状外，有些还出现顶稍枯萎、枝干溃疡、茎基腐

烂等症状，其受害状与疫霉菌危害症状较为相似。

因此，为了明确新疆野苹果林中疫霉菌的种类，探讨

其与野苹果树衰退和死亡的关系，本研究自２０１６年
起对我国新疆伊犁地区新源县和巩留县野苹果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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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疑似疫霉病害进行调查，通过ｒＤＮＡＩＴＳ基因序列
分析和形态学观察对从病害症状组织分离、土壤诱

捕和林间溪流诱捕获得的疫霉菌进行分类鉴定，并

利用离体叶片对所鉴定的疫霉菌进行致病性初步测

定，以期为后续研究其对新疆野苹果林衰退的影响

提供理论基础。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采样地点和样品采集

采样地点位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新源县

阿勒玛勒乡野果林改良场（４３°２２′Ｎ，８３°３６′Ｅ）和巩
留县库尔德宁镇交勒赛（４３°１３′Ｎ，８２°４６′Ｅ），属于
野苹果林集中分布区。新源阿勒玛勒乡无霜期为

１４５ １６５ｄ，年均降水量５００ ５８０ｍｍ，年均气温
７７℃，１月平均气温－８．１℃，７月平均气温２０．４℃，
冬季逆温现象明显；巩留县库尔德宁镇交勒赛无霜

期为１５０ｄ左右，年均降水量２００ ７８０ｍｍ，年均气
温７．４℃，属山地高寒气候［１５－１６］。

２０１６和２０１７年６—９月，在上述两样地内开展
调查和采样，将样地内出现叶片和枝梢枯萎、枝干溃

疡等疑似疫霉危害症状的野苹果叶片、枝条和树皮

等组织装入无菌袋带回实验室。同时，随机选取衰

弱的野苹果树，挖取 ２０ ３０ｃｍ深处的根际土壤
２００ｇ置于无菌密封袋，加入少量无菌水，浸泡２ ３
片健康的野苹果叶片或白蜡树叶片作为诱饵来诱捕

土壤中的疫霉菌。此外，在两个样地中各选择一溪

流平缓处设置诱捕监测点（分别记作 ＸＹ和 ＧＬ），用
野苹果或白蜡树的健康叶片做诱饵浸泡在林间溪水

中，每隔５ ７ｄ取出更换一次叶片。原叶片观察是
否产生病斑。具有病斑的叶片直接进行分离培养；

若未产生病斑，则将其放入无菌密封袋１８℃保湿培
养数日，待诱饵叶片产生病斑后，再进行分离培养。

１．２　样品分离和纯化
将采集的病样以及诱饵叶片使用组织分离

法［１７］分离后，放置于 ＶＡＲＰ＋选择培养基上２０℃培
养３ ５ｄ，待长出菌落后，将培养皿放置在显微镜
下观察，并挑取疑似疫霉和腐霉的菌丝转入 ＶＡＲＰ
选择培养基上纯化，最后转入玉米培养基（ＣＭＡ）观
察形态和保存。

１．３　形态观察
将分离获得的疫霉纯菌株转入胡萝卜汁培养基

（ＣＡ）平板上，在２０℃条件下培养５ １５ｄ后，观察
菌落形态，并在显微镜下观察和拍照。菌株在Ｖ８汁

固体培养基（Ｖ８Ｓ）培养４ ７ｄ后，用打孔器在菌落
边缘打出菌饼３ ５块放入培养皿中，并加入适量
无菌水，于２０℃、正常日光条件下培养２４ｈ后，置于
显微镜下观察其游动孢子囊、藏卵器、雄器和卵孢子

等形态结构特征并拍照［９，１８－２１］。单株培养不产生藏

卵器、雄器和卵孢子的疫霉菌，可通过直接配对法用

参考菌株栗疫霉黑水病菌（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ｃａｍｂｉｖｏｒａ
（Ｐｅｔｒｉ）Ｂｕｉｓｍａｎ）Ａ１型和 Ａ２型（美国俄勒冈州立
大学ＥｖｅｒｅｔｔＨａｎｓｅｎ教授实验室提供）来诱导其有性
器官的形成。

１．４　ＤＮＡ提取、ＰＣＲ扩增及系统发育树构建
所获得的疫霉菌株于马铃薯葡萄糖琼脂（ＰＤＡ）

培养基上 ２０℃培养 １０ｄ后，刮取少量菌丝，采用
ＣＴＡＢ法进行总 ＤＮＡ的提取。随后利用引物 ＩＴＳ４
和ＩＴＳ６对 ｒＤＮＡＩＴＳ序列进行 ＰＣＲ扩增［２２］。扩增

产物经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后，送北京美吉桑格生

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双向测序。测序结果利用

ＳｔａｄｅｎＰａｃｋａｇｅ１．６．０（ＭＲＣ，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Ｅｎｇｌａｎｄ）进
行序列拼接。将来自ＮＣＢＩ网站［２３］的参考序列与已

测菌株序列基于最大似然法构建系统发育树［２４－２６］。

１．５　致病性测定
通过离体叶片培养法对所鉴定的疫霉菌进行致

病性测定［２６］，每个菌株设３个重复，以接种无菌琼
脂块作为对照。于２５℃培养７ｄ后，采用十字交叉
法测量病斑大小并拍照。随后用ＶＡＲＰ培养基分离
病健交界处，鉴定是否为所接种疫霉菌。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样品采集和分离
２０１６年，从新源和巩留两个样地共采集叶片及

枝梢枯萎、枝干溃疡等疑似疫霉危害症状的野苹果

树叶片、枝条、树皮和果实等组织样品９０份，但均未
分离到疫霉菌；采集土壤样品１２３份，经过诱捕分离
获得６株疫霉菌；采集溪流诱捕样品１０份，分离纯
化后得到 ４株疫霉菌。２０１７年，采集土壤样品 ６３
份，获得２株疫霉菌；采集溪流诱捕样品４０份，得到
７６株疫霉菌。
２．２　基于ｒＤＮＡＩＴＳ序列鉴定的疫霉菌

所获得的８８株疫霉菌的完整 ＩＴＳ序列长度范
围为７６１ｂｐ至 ８２０ｂｐ，这些序列均已提交至 Ｇｅｎ
Ｂａｎｋ（登录号：ＭＫ０２７４０２ＭＫ０２７４６１）。序列比对结
果显示，３个疫霉菌株的ＩＴＳ序列与多寄主疫霉参考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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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株的 ＩＴＳ序列（ＦＪ６６５２２５）完全相同，一致性为
１００％；６５个疫霉菌株的 ＩＴＳ序列与参考菌株湖沼
疫 霉 （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 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ｓ Ｂｒａｓｉｅｒ， Ｃａｃｃｉｏｌａ，
Ｎｅｃｈｗ．，Ｔ．Ｊｕｎｇ＆Ｂａｋｏｎｙｉ）的序列（ＨＱ０１２９５６）一
致性为９９．７６％ １００％；１６个疫霉菌株的ＩＴＳ序列
与节水霉状疫霉（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ｇｏｎａｐｏｄｙｉｄｅｓ（Ｈ．Ｅ．
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Ｂｕｉｓｍａｎ（ＪＮ５４７６２０））序列一致性为
９９．６３％ ９９．７６％；２个疫霉菌株的ＩＴＳ序列与聚疫
霉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ｇｒｅｇａｔａＴ．Ｊｕｎｇ，Ｓｔｕｋｅｌｙ＆Ｔ．Ｉ．Ｂｕｒ
ｇｅｓｓ参考菌株的 ＩＴＳ序列（ＨＱ０１２９４１）最为相近，一
致性为 ９９．５１％；另外，有 ２株疫霉（ＣＹＰ３１和
ＣＹＰ７４）可能属于同一个新种，它们的 ＩＴＳ序列与疫
霉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ｓｐ．ＢＲ３３３（ＨＱ６４３３５５）最为相近，一
致性为９９．７６％ ９９．８８％。
２．３　系统进化分析

将供试菌株的ＩＴＳ序列与各个Ｃｌａｄｅ中的６９株
疫霉参考序列一起基于最大似然法构建系统发育

树，其中支持率≥０．７０的值被标注在树上，外类群
为弗吉尼亚疫霉（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ｎａＸｉａｏＹａｎｇ
＆Ｃ．Ｘ．Ｈｏｎｇ（ＫＣ２９５５４４））。结果显示：３个菌株位
于Ｃｌａｄｅ２，８５个菌株位于 Ｃｌａｄｅ６。在 ＩＴＳＣｌａｄｅ２
中（图１），有３株菌株与多寄主疫霉聚为一支，支持
率为０９３。而在ＩＴＳＣｌａｄｅ６中（图２），有６５株菌株
与湖沼疫霉聚为一支，支持率为０．８４；１６株与节水
霉状疫霉聚为一支，支持率为０．９５；２株与聚疫霉聚
在一支，支持率为０．９４，其也与Ｐ．ｔａｘｏｎｒａｓｐｂｅｒｒｙ聚
为一支，但目前聚疫霉和 Ｐ．ｔａｘｏｎｒａｓｐｂｅｒｒｙ被认为
属于同一个种。这些结果支持将所有菌株鉴定为５
种疫霉。

此外，ＩＴＳ序列分析结果显示 Ｃｌａｄｅ６中疑有１
个未描述的疫霉新种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ｓｐ．。该种的两个
菌株（ＣＹＰ３１和 ＣＹＰ７４）与未描述疫霉种 Ｐｈｙｔｏｐｈ
ｔｈｏｒａｓｐ．ＢＲ３３３（ＨＱ６４３３５５）聚为一支，支持率为
０７９，且在 ＣｏｘＩ基因序列上存在２０ ２４个碱基差
异（未发表）。该疑似新种与密西西比疫霉（Ｐｈｙｔｏ
ｐｈｔｈｏｒａｍｉｓｓｉｓｓｉｐｐｉａｅＸ．Ｙａｎｇ，Ｗ．Ｅ．Ｃｏｐｅｓ，ａｎｄＣ．
Ｘ．Ｈｏｎｇ．）在ＩＴＳ序列上存在５ ６个碱基差异，而
在ＣｏｘＩ基因片段序列上存在３９ ４１个碱基差异
（相关数据未展示）。

２．４　形态学鉴定
经ＩＴＳ序列分析鉴定的疫霉菌株，通过菌落形

态和游动孢子囊等形态学特征观察，与参考文献中

描述的疫霉种类进行了比对和确认。所鉴定的４种
疫霉Ｐ．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ｓ（菌株号ＣＹＰ４）、Ｐ．ｇｏｎａｐｏｄｙｉｄｅｓ（菌
株号ＣＹＰ５２）、Ｐ．ｐｌｕｒｉｖｏｒａ（菌株号ＣＹＰＸＹＳ７７．１）和
Ｐ．ｇｒｅｇａｔａ（菌株号ＣＹＰ９）的代表菌株在 ＣＡ培养基
上生长１５ｄ，菌落形态如图３所示。

湖沼疫霉培养在 ＣＡ培养基上呈花瓣状，少量
气生菌丝分布于菌落中央，而边缘菌丝生长在培养

基内部（图３ａ）。该疫霉通常在蒸馏水中产生大量
游动孢子囊；孢子囊多呈卵形或倒梨形，无乳突，不

脱落，大小为２７．１ ５７．５μｍ ×１４．８ ４１．１μｍ，
平均大小 ４０．０μｍ ×２５．７μｍ，长宽比为 １．４０
１．８３（平均长宽比１．５６），延伸式或巢式内层出；异
宗配合，供试菌株与栗疫霉黑水病菌的Ａ１型、Ａ２型
菌株进行配对时并未产生有性生殖器官，表现为自

身不育（图４ａ，４ｂ）。
节水霉状疫霉于 ＣＡ培养基呈玫瑰花状（图

３ｂ）；孢子囊为卵形或倒梨形，无乳突，不脱落，大小
为３９．８ ８０．９μｍ×２５．８ ４８．０μｍ，平均大小
５８．８μｍ×３６．９μｍ，长宽比为１．５４ １．６９（平均长
宽比１．５９），内层出；异宗配合，代表菌株表现为自
身不育，其与栗疫霉黑水病菌的Ａ１型、Ａ２型菌株进
行配对并未产生有性生殖器官（图４ｃ，４ｄ）。

多寄主疫霉在ＣＡ培养基上呈放射状（图３ｃ）；
游动孢子囊着生于不分枝的孢囊梗顶端，偶尔也会

间生或侧生，有时在节点处生成近球形菌丝膨大体；

孢子囊呈椭圆形、卵形、柠檬形或不规则形状。半乳

突，不脱落，偶见双或多乳突，大小为 ３８．２ ７９．７
μｍ×２９．６ ５５．５μｍ，平均大小５６．０μｍ ×３８．３
μｍ，长宽比为１．２９ １．４４（平均１．４６）；同宗配合，
藏卵器为球形，壁表面光滑，雄器侧生，大小为２０．４
３６．０μｍ，平均大小２６．１μｍ（图４ｅ ４ｇ）。
聚疫霉在 ＣＡ培养基上呈稀疏绒毛状，气生菌

丝较少（图３ｄ）；孢子囊呈长卵形、柠檬形、梨形或倒
梨形，不脱落，内层出或外层出，大小为２９．９ ７４．８
μｍ ×２２．５ ４６．１μｍ，平均大小５６．１μｍ×３４．２
μｍ，长宽比为１．３３ １．６２（平均长宽比１．５２），孢
囊梗在节点处形成近椭圆形的菌丝膨大体，并且在

黑暗条件下产生大量链式菌丝膨大体（图４ｈ ４ｌ）；
供试两菌株（ＣＹＰ６和 ＣＹＰ９）与栗疫霉黑水病菌的
Ａ１型、Ａ２型菌株进行配对时并未产生有性生殖器
官，表现为自身不育。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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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基于最大似然法构建的疫霉菌ｃｌａｄｅ６系统发育树
Ｆｉｇ．１　Ｍａｘｉｍｕｍ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ｔｒｅ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ｆｏｒ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ｃｌａｄｅ６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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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基于最大似然法构建的疫霉菌ｃｌａｄｅ２系统发育树
Ｆｉｇ．２　Ｍａｘｉｍｕｍ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ｔｒｅ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ｆｏｒ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ｃｌａｄｅ２

２．５　疫霉菌的分布
本研究共鉴定出５种疫霉菌，其中湖沼疫霉为

优势种。几种疫霉菌的分布信息见表１。

２．６　致病性测定
采用离体叶片培养法，用野苹果叶片对湖沼疫

霉、节水霉状疫霉、多寄主疫霉和聚疫霉４种疫霉的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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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ｄ分别为湖沼疫霉、节水霉状疫霉、多寄主疫霉和聚疫霉菌株

在ＣＡ培养基上２０℃生长１５ｄ后的菌落形态

ａ ｄｗｅｒｅｔｈｅｃｏｌｏｎｙ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Ｐ．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ｓ，Ｐ．ｇｏｎａｐｏｄｙｉｄｅｓ，Ｐ．

ｐｌｕｒｉｖｏｒａａｎｄＰ．ｇｒｅｇａｔａｔｈａｔｇｒｏｗｎｏｎＣＡｍｅｄｉａｆｏｒ１５ｄａｔ２０℃

图３　４种疫霉菌在胡萝卜琼脂培养基上生长的菌落形态
Ｆｉｇ．３　Ｃｏｌｏｎｙ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ｆｏｕｒｉｓｏｌａｔｅｓｏｆ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

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ｎＣａｒｒｏｔＡｇａｒｍｅｄｉａ

ａ，ｂ．湖沼疫霉孢子囊形态；ｃ，ｄ．节水霉状疫霉孢子囊形态；ｅ

ｇ．多寄主疫霉藏卵器和孢子囊形态；ｈ ｌ．聚疫霉孢子囊和菌丝

膨大体形态．—标尺＝２０μｍ）

ａ，ｂ．ｓｈａｐｅｓｏｆｓｐｏｒａｎｇｉａｏｆＰ．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ｓ；ｃ，ｄ，ｔｈｅ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ｐｏ

ｒａｎｇｉａｏｆＰ．ｇｏｎａｐｏｄｙｉｄｅｓ；ｅ ｇ，ｏｏｇｏｎｉｕｍａｎｄｓｐｏｒａｎｇｉａｏｆＰ．ｐｌｕ

ｒｉｖｏｒａ；ｈ ｌ，ｓｐｏｒａｎｇｉａａｎｄｈｙｐｈａｌｓｗｅｌｌｉｎｇｓｏｆＰ．ｇｒｅｇａｔａ．—Ｓｃａｌｅ

ｂａｒ＝２０μｍ．

图４　４种疫霉菌形态结构特征
Ｆｉｇ．４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ｏｆｆｏｕｒｓｔｒａｉｎｓｏｆ

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

代表菌株（湖沼疫霉：ＣＹＰ４；节水霉状疫霉：ＣＹＰ５２；
多寄主疫霉：ＣＹＰＸＹＳ７７．１；聚疫霉：ＣＹＰ９）进行了致
病性测定。结果显示：接种７ｄ后，上述疫霉菌均侵
染野苹果叶片并产生明显深褐色病斑，而所有健康

对照的野苹果叶片上均无病斑形成（图 ５）。利用十
字交叉法测量病斑大小（见图６），发现湖沼疫霉的
菌株对野苹果离体叶片的致病力最强，病斑大小为

２．３ｃｍ；其次是节水霉状疫霉和多寄主疫霉，而聚疫
霉致病力最弱，病斑大小仅为０．５ｃｍ。从表现症状
的离体叶片病斑上均能再次分离得到所接种的疫

霉菌。

表１　野苹果林疫霉菌分布信息表
Ｔａｂｌｅ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ｗｉｌｄａｐｐｌｅ

ｆｏｒｅｓｔｓ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时间

Ｔｉｍｅ
地点

Ｓｉｔｅ
方法

Ｍｅｔｈｏｄ
数量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湖沼疫霉

Ｐ．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ｓ

２０１６ 巩留 土壤诱捕 ２

２０１７
新源 溪流诱捕 ２３
巩留 溪流诱捕 ４０

节水霉状疫霉

Ｐ．ｇｏｎａｐｏｄｙｉｄｅｓ

２０１６ 新源 土壤诱捕 ３

２０１７
新源 溪流诱捕 ３
巩留 溪流诱捕 １０

多寄主疫霉

Ｐ．ｐｌｕｒｉｖｏｒａ
２０１６ 新源 土壤诱捕 １
２０１７ 新源 土壤诱捕 ２

聚疫霉Ｐ．ｇｒｅｇａｔａ ２０１６ 巩留 溪流诱捕 ２

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ｓｐ． ２０１６
新源 溪流诱捕 １
巩留 溪流诱捕 １

ａ ｃ、ｄ ｆ、ｇ ｉ和ｊ ｌ分别为接种疫霉Ｐ．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ｓ、Ｐ．ｇｏｎａｐｏｄｙ

ｉｄｅｓ、Ｐ．ｐｌｕｒｉｖｏｒａ和Ｐ．ｇｒｅｇａｔａ菌丝块后在野苹果叶片上所形成的病

斑，ｍ ｏ为无菌接种。—标尺＝１ｃｍ。

（ａ ｃ，ｄ ｆ，ｇ ｉ，ａｎｄｊ ｌａｒｅｔｈｅｌｅｓｉｏｎｓｆｏｒｍｅｄｏｎｗｉｌｄａｐｐｌｅ

ｌｅａｖｅｓａｆｔｅｒ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Ｐ．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ｓ，Ｐ．ｇｏｎａｐｏｄｙｉｄｅｓ，Ｐ．ｐｌｕ

ｒｉｖｏｒａａｎｄＰ．ｇｒｅｇａｔａ，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ｍ ｏｗｅｒｅｔｈｅｂｌａｎｋ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Ｓｃａｌｅｂａｒ＝１ｃｍ．）

图５　４种疫霉菌接种野苹果离体叶片发病情况
Ｆｉｇ．５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ｏｎｄｅｔａｃｈｅｄｌｅａｖｅｓｏｆｗｉｌｄａｐｐｌｅｓａｆｔｅｒ
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ｆｏｕｒｉｓｏｌａｔｅｓｏｆ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ｓｐｅｃｉｅｓ

３　讨论
本研究在两个野苹果林样地的土壤和溪流中共

分离到５种疫霉菌，分别是湖沼疫霉、节水霉状疫
霉、多寄主疫霉和聚疫霉以及疑似新种 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
ｓｐ．。其中前４种疫霉为广布种，在我国西南地区、
河北 雾 灵 山 以 及 欧 洲、美 洲 及 澳 洲 均 有 发

现［９，２０，２８－３０］。以前的学者依据ＩＴＳ、ＣＯＸ等基因序列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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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４种疫霉侵染离体野苹果叶片７ｄ后所产生病斑的
平均大小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ｓｉｚｅｏｆｌｅｓｉｏｎｓｏｎ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ｌｅａｖｅｓｏｆ
ｗｉｌｄａｐｐｌｅｓ７ｄａｆｔｅｒ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ｆｏｕｒｉｓｏｌａｔｅｓ

ｏｆ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ｓｐｅｃｉｅｓ

将疫霉菌划分为１０个 Ｃｌａｄｅｓ［３１－３４］。在本研究分离
鉴定出的５种疫霉菌中，只有多寄主疫霉属于Ｃｌａｄｅ
２，它是２００９年新描述的疫霉种。这种疫霉可侵染
北美红栎（ＱｕｅｒｃｕｓｒｕｂｒａＬ．）欧洲桤木（Ａｌｎｕｓｇｌｕｔｉｎｏ
ｓａ（Ｌ．）Ｇａｅｒｔｎ．）和挪威槭（ＡｃｅｒｐｌａｔａｎｏｉｄｅｓＬ．）等植
物，引起多种森林植物衰退和枯萎；该疫霉在欧洲、

北美、澳洲均有发现报道，分布相当广泛［８，２０］。刘爱

华等［３５］从新疆野苹果树发病树皮组织和根际土壤

样品中也分离获得到多寄主疫霉，并通过接种野苹

果离体茎段和根部对该疫霉进行致病性测定，证明

该疫霉菌可侵染野苹果的根部，使其根部坏死，但并

未发现其引起野苹果茎干溃疡。本研究中所获得的

两株多寄主疫霉在致病性测定中对野苹果的离体叶

片也表现出较强的致病性，说明多寄主疫霉可能与

新疆野苹果林的衰退和枯萎有关，但其对野外野苹

果树的致病性强弱尚待更深入的研究。

本研究中所鉴定的另外４种疫霉菌，即湖沼疫
霉、节水霉状疫霉、聚疫霉和疑似新种 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
ｓｐ．均属于Ｃｌａｄｅ６内的第二个ｓｕｂｃｌａｄｅ。自２０００年
以来，Ｃｌａｄｅ６中新增疫霉菌达２０种，从而使其成为
疫霉属中最大的 Ｃｌａｄｅ［３６］。其中，湖沼疫霉于１９７２
年首次从英国洪涝后的旱柳 （Ｓａｌｉｘｍａｔｓｕｄａｎａ
Ｋｏｉｄｚ．）病根上分离得到，Ｂｒａｓｉｅｒ等［１９］依据形态学

特征将其鉴定为节水霉状疫霉，随后又发现其不同

于节水霉状疫霉而将其描述为 Ｐ．ｔａｘｏｎＳａｌｉｘ
ｓｏｉｌ［３７］。该疫霉广泛存在与洪涝环境中［８，３８］，不仅曾

在意大利洪涝后的桃树（ＡｍｙｇｄａｌｕｓｐｅｒｓｉｃａＬ．）根部
病斑上分离获得过［３９］，还曾从欧洲白蜡树（Ｆｒａｘｉｎｕｓ
ｅｘｃｅｌｓｉｏｒＬ．）的根茎腐烂部分离获得过［４０］。Ｎｅｃｈ
ｗａｔａｌ等［１８］对湖沼疫霉进行致病性测定的结果显示，

该疫霉对桤木属（ＡｌｎｕｓＭｉｌｌ．）、李属（ＰｒｕｎｕｓＬ．）和
柳属（ＳａｌｉｘＬ．）的一些树种具有致病性。疫霉学者
们普遍认为，湖沼疫霉在潮湿的环境中是一种重要

的根部致病菌［４０－４２］。尽管本研究中仅用野苹果离

体叶片对该疫霉菌的致病性进行了初步测定，但结

果也显示该疫霉菌的致病性较强。另外，湖沼疫霉

是我们调查中从土壤和林间溪流中诱捕分离所获菌

株数量最多的一种疫霉菌。

与湖沼疫霉同属疫霉Ｃｌａｄｅ６ｂ中的另外两种疫
霉菌———节水霉状疫霉和聚疫霉，被认为属于弱致

病菌。其中，节水霉状疫霉能引起植物的根部或果

实腐烂，其寄主涉及１１个科１３种植物，但一般认为
该疫霉所引起的病害属于危害较小的次要病

害［３，４３］。而聚疫霉是２０１１年描述的疫霉种，分离自
澳大利亚西部濒死植物的根际土，最初被鉴定为 Ｐ．
ｔａｘｏｎＲａｓｐｂｅｒｒｙ和Ｐ．ｓｐ．７［２０］。本研究所鉴定的几
种疫霉菌对植物均有不同程度的致病性，暗示这些

疫霉可能与新疆野苹果林的衰退有关。但这几种疫

霉菌能否在野外直接引起野苹果树发病，或者其在

野苹果林衰退中所起的作用大小还有待于进一步的

调查和研究。

目前，在疫霉属Ｃｌａｄｅ６中仅正式描述的种就有
２８个，另外还有很多未命名的种和杂交种［３３］。本研

究所发现的疑似新种 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ｓｐ．的两个菌株
（ＣＹＰ３１和ＣＹＰ７４）在 ＩＴＳ序列上与 Ｒｏｂｉｄｅａｕ等［４４］

未描述疫霉种 Ｐ．ｓｐ．ＢＲ３３３（ＨＱ６４３３５５）仅存在１
或２个碱基差异，ＣｏｘＩ基因片段序列上与 Ｐ．ｓｐ．
ＢＲ３３３存在２０ ２４个碱基差异；而与密西西比疫
霉（ＫＦ１１２８５０）存在５ ６个ＩＴＳ序列的碱基差异和
３９ ４１个ＣｏｘＩ基因片段的碱基差异（相关数据未
展示）。另外，通过形态学的初步观察，我们发现该

疫霉的孢子囊形态也主要为卵圆形、椭圆形和倒梨

形，内层出，但未观察到卵孢子、藏卵器等生殖结构。

将来，可以通过诱捕获得该疑似新种的更多菌株，对

这个新种进行详细鉴定和描述。

本研究利用了疑似疫霉病害症状组织直接分离

法、林间溪流诱捕法和土壤诱捕法３种方法，对新疆
野苹果林中的疫霉菌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林间溪

流诱捕法的效果最佳，获得的菌株占总菌株数的

７２



林　业　科　学　研　究 第３２卷

９２．０５％。除了本研究中所用的３种方法外，森林疫
霉菌的诱捕方法还有很多种，例如刘爱华等［３５］利用

未成熟的青苹果从新疆野苹果树发病树皮组织和根

际土壤样品中诱捕获得了多寄主疫霉。采用多种分

离诱捕方法，选用不同诱饵，在不同季节重复采样等

都能分离获得更多的疫霉菌株或种类，而使研究结

果更具说服力。因此，在今后的调查监测中还将尝

试使用林冠穿透水诱捕法、溪流水过滤法等多种方

法，对新疆野苹果林中的疫霉菌开展更加系统和全

面的调查和研究。

４　结论
本研究首次对新疆新源和巩留两样地野苹果林

中的疫霉菌种类进行调查和研究，经 ＩＴＳ基因序列
分析和形态学观察发现新疆野苹果林中具有多种疫

霉菌，并且所鉴定出的４种疫霉菌对野苹果叶片具
有不同程度的致病性，为研究疫霉菌对新疆野苹果

林衰退的影响提供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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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ｓｑｕｉｔ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ｏ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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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６期 程　元，等：新疆野苹果林中疫霉菌种类鉴定及致病性研究

［２７］ＤｅＤＩ，ＶｅｒｃａｕｔｅｒｅｎＡ，ＳｐｅｙｂｒｏｅｃｋＮ，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ｈｏｓｔ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ｔｈｅ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ｔｏ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ｒａｍｏｒｕｍ

［Ｊ］．Ｐｌａｎｔ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５９（２）：３０１－３１２．

［２８］ＨｕａｉＷＸ，ＴｉａｎＧ，ＨａｎｓｅｎＥＭ，ｅｔ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ｈｙｔｏｐｈ

ｔｈｏｒａｓｐｅｃｉｅｓｂａｉｔｅｄａｎｄ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ｓｏｉｌａｎｄｓｔｒｅａｍ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ｅｒｎＹｕｎ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Ｊ］．Ｆｏｒｅｓｔ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４３（２）：

８７－１０３．

［２９］李雯雯．中国典型生境中森林疫霉的调查和分类研究［Ｄ］．北

京，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８．

［３０］ＢａｌｃｉＹ，Ｈａｌｍｓｃｈｌａｇｅｒ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ｏａｋ

ｆｏｒｅｓｔｓｉｎＡｕｓｔｒｉａ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ｉｎｏａｋｄｅｃｌｉｎｅ

［Ｊ］．Ｆｏｒｅｓｔ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３，３３（３）：１５７－１７４．

［３１］ＣｏｏｋｅＤＥＬ，ＤｒｅｎｔｈＡ，ＤｕｎｃａｎＪＭ，ｅｔａｌ．Ａ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ｐｈｙｌｏｇｅ

ｎｙｏｆ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ｏｏｍｙｃｅｔｅｓ［Ｊ］．ＦｕｎｇａｌＧｅｎｅｔｉｃｓ

ａｎｄ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０，３０（１）：１７－３２．

［３２］ＢｌａｉｒＪＥ，ＣｏｆｆｅｙＭＤ，ＰａｒｋＳＹ，ｅｔａｌ．Ａｍｕｌｔｉｌｏｃｕｓ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ｙ

ｆｏｒ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ｕｔｉｌｉｚｉｎｇｍａｒｋｅｒ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ｇｅｎｏｍ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Ｊ］．Ｆｕｎｇａｌ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ａｎｄ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８，４５（３）：２６６

－２７７．

［３３］ＭａｒｔｉｎＦＮ，ＢｌａｉｒＪＥ，ＣｏｆｆｅｙＭＤ．Ａ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ａｎｄ

ｎｕｃｌｅａｒｍｕｌｔｉｌｏｃｕｓ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ｙｏｆｔｈｅｇｅｎｕｓ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Ｊ］．Ｆｕｎ

ｇａｌ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ａｎｄ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６６（３）：１９－３２．

［３４］ＹａｎｇＸ，ＴｙｌｅｒＢＭ，ＨｏｎｇＣ．Ａｎ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ｙｆｏｒｔｈｅｇｅｎｕｓ

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Ｊ］．ＩＭＡＦｕｎｇｕｓ，２０１７，８（２）：３５５－３８４．

［３５］ＬｉｕＡＨ，ＳｈａｎｇＪ，ＺｈａｎｇＪＷ，ｅｔａｌ．Ｃａｎｋｅｒａｎｄｆｉｎｅｒｏｏｔｌｏｓｓｏｆ

Ｍａｌｕｓｓｉｅｖｅｒｓｉｉ（Ｌｄｂ．）Ｒｏｅｍ．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ｐｌｕｒｉｖｏｒａ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Ｆｏｒｅｓｔ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８，ｅ１２４６２．

ｈｔｔｐｓ：／／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１１１１／ｅｆｐ．１２４６

［３６］ＢｕｒｇｅｓｓＴＩ，ＳｉｍａｍｏｒａＡＶ，ＷｈｉｔｅＤ，ｅｔａｌ．Ｎｅｗｓｐｅｃｉｅｓｆｒｏｍ

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Ｃｌａｄｅ６ａ：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ｒｅｃｅｎｔ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Ｊ］．Ｐｅｒｓｏｏｎ

ｉａ，２０１８，４１：１－１７．

［３７］ＢｒａｓｉｅｒＣＭ，ＣｏｏｋｅＤＥＬ，ＤｕｎｃａｎＪＭ，ｅｔａｌ．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ｎｅｗｐｈｅ

ｎｏｔｙｐｉｃｔａｘａｆｒｏｍｔｒｅｅｓａｎｄｒｉｐａｒｉａｎ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ｎ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ｇｏｎａ

ｐｏｄｙｉｄｅｓＰ．ｍｅｇａｓｐｅｒｍａＩＴＳＣｌａｄｅ６，ｗｈｉｃｈｔｅｎｄｔｏｂｅｈｉｇｈｔｅｍ

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ｏｌｅｒａｎｔａｎｄｅｉｔｈｅｒｉｎｂｒｅｅｄｉｎｇｏｒｓｔｅｒｉｌｅ［Ｊ］．Ｍｙ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３，１０７（３）：２７７－２９０．

［３８］ＲｅｅｓｅｒＰＷ，ＳｕｔｔｏｎＷ，ＨａｎｓｅｎＥＭ，ｅｔａｌ．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ｆｏｒｅｓｔｓｔｒｅａｍｓｉｎＯｒｅｇｏｎａｎｄＡｌａｓｋａ［Ｊ］．Ｍｙｃｏｌｏｇｉａ，２０１１，１０３

（１）：２２－３５．

［３９］ＣａｃｃｉｏｌａＳＯ，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ＮＡ，ＣｏｏｋｅＤＥＬ，ｅｔａｌ．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ｉｄｅｎ

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ｎｓｏｍ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ｐｌａｎ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ｓｗｅｅｔｃｈｅｓｔｎｕｔ［Ｊ］．ＦｏｒｅｓｔＳｎｏｗ

ａｎｄ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１，７６（３）：３５１－３５６．

［４０］ＯｒｌｉｋｏｗｓｋｉＬＢ，ＰｔａｓｚｅｋＭ，ＲｏｄｚｉｅｗｉｃｚＡ，ｅｔａｌ．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

ｒｏｏｔａｎｄｃｏｌｌａｒｒｏｔｏｆｍａｔｕｒｅｆｒａｘｉｎｕｓｅｘｃｅｌｓｉｏｒｉｎｆｏｒｅｓｔｓｔａｎｄｓｉｎＰｏ

ｌａｎｄａｎｄＤｅｎｍａｒｋ［Ｊ］．Ｆｏｒｅｓｔ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４１（６）：５１０

－５１９．

［４１］ＮｅｃｈｗａｔａｌＪ，ＭｅｎｄｇｅｎＫ．Ｗｉｄｅｓｐｒｅａｄ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

ｔａｘｏｎＳａｌｉｘｓｏｉｌｉｎｔｈｅｌｉｔｔｏｒａｌｚｏｎｅｏｆｌａｋｅｃｏｎｓｔａｎｃｅ，Ｇｅｒｍａｎｙ［Ｊ］．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ｌａｎｔ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６，１１４（３）：２６１－２６４．

［４２］ＪｕｎｇＴ，ＮｅｃｈｗａｔａｌＪ．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ｇａｌｌｉｃａｓｐ．ｎｏｖ．ａｎｅｗ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ｒｏｍｒｈｉｚｏｓｐｈｅｒｅｓｏｉｌｏｆｄｅｃｌｉｎｉｎｇｏａｋａｎｄｒｅｅｄｓｔａｎｄｓｉｎＦｒａｎｃｅａｎｄ

Ｇｅｒｍａｎｙ［Ｊ］．Ｍｙ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８，１１２（１０）：１１９５

－１２０５．

［４３］ＣｏｒｃｏｂａｄｏＴ，ＣｕｂｅｒａＥ，ＰéｒｅｚｓｉｅｒｒａＡ，ｅｔａｌ．Ｆｉｒｓｔ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Ｐｈｙｔｏ

ｐｈｔｈｏｒａｇｏｎａｐｏｄｙｉｄｅｓ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ｉｎｔｈｅｄｅｃｌｉｎｅｏｆＱｕｅｒｃｕｓｉｌｅｘｉｎｘｅｒ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ｐａｉｎ［Ｊ］．ＮｅｗＤｉｓｅａｓｅ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０，２２：３３．

［４４］ＲｏｂｉｄｅａｕＧＰ，ＣｏｃｋＤＡＷＡＭ，ＣｏｆｆｅｙＭＤ，ｅｔａｌ．ＤＮＡｂａｒ

ｃｏｄｉｎｇｏｆｏｏｍｙｃｅｔｅｓｗｉｔｈｃｙｔｏｃｈｒｏｍｅｃｏｘｉｄａｓｅｓｕｂｕｎｉｔＩａｎｄｉｎｔｅｒ

ｎａｌ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ｂｅｄｓｐａｃｅｒ［Ｊ］．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Ｅｃｏｌｏｇｙ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０１１，１１

（６）：１００２－１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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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ｉｔｙｏｆ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Ｓｐｅｃｉｅｓｆｒｏｍ
ＷｉｌｄＡｐｐｌｅＦｏｒｅｓｔｓｉ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

ＣＨＥＮＧＹｕａｎ１，ＺＨＡＯＷｅｎｘｉａ１，Ｈａｍｉｔｉ２，ＬＩＮＲｕｏｚｈｕ１，ＹＡＯＹａｎｘｉａ１，ＸＵＥＨａｎ１，ＨＵＡＩＷｅｎｘｉａ１

（１．Ｔｈ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ａｎｄ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Ｆｏｒｅｓ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ＦｏｒｅｓｔＥｃｏｌｏｇ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９１，Ｃｈｉｎａ；

２．Ｔｈｅ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ＥｍｉｎＣｏｕｎｔｙ，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Ｕｙｇｕｒ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Ｒｅｇｉｏｎ，Ｅｍｉｎ　８３４６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ｓｕｒｖｅｙｔｈ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ｉｎｗｉｌｄａｐｐｌｅｆｏｒｅｓｔｓｉｎＸｉｎｙｕａｎｃｏｕｎｔｙ
ａｎｄＧｏｎｇｌｉｕｃｏｕｎｔｙｏｆ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Ｕｙｇｕｒ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ｉｍｉｎｇａｔｉｓｏｌａｔｉｎｇａｎｄ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ｓｐｅ
ｃｉｅ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ｓ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ｆｉｎｄｉｎｇｏｕｔｔｈｅ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ｔｈｅｄｅ
ｃｌｉｎｅｏｆｗｉｌｄａｐｐｌｅｆｏｒｅｓｔ．［Ｍｅｔｈｏｄ］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ｓｐｅｃｉｅｓｗｅｒｅｓｕｒｖｅｙｅｄｂｙ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ｓａｍｐｌｅｓｏｆ
ｓｕｓｐｅｃｔｅｄ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ｂａｉｔ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ｆｒｏｍｓｔｒｅａｍｓａｎｄｓｏｉｌｓｉｎｔｈｅｗｉｌｄａｐｐｌｅｆｏｒｅｓｔｉｎＸｉｎｙｕ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ｄＧｏｎｇｌｉｕｃｏｕｎｔｙｏ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ｓｌｏｐｅｏｆｔｈｅ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ｉ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ＴｈｅｐｕｒｅｉｓｏｌａｔｅｓｏｆＰｈｙｔｏ
ｐｈｔｈｏｒａｓｐｐ．ｗｅｒ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ｍｅｄｉｕｍａｎｄｓｕｂｃｕｌｔ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ｎｔｈｅｓｅｉｓｏｌａｔｅｓｗｅｒ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ａｎｄ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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