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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与丛枝菌根真菌的共生效应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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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丛枝菌根（Arbuscular mycorrhiza，AM）真菌是陆地生态系统中广泛存在的一类专性共生土壤微生物，是

根系土壤区域中重要的功能菌群之一。AM 真菌可侵染植物根系形成丛枝菌根共生体，改变植物根系形态和改善
营养状况，从而提高宿主植物的生长发育、产量、质量和抗逆性。目前从烟草根系土壤分离报道的 AM 真菌已达
13 属 54 种，显示出烟草（Nicotiana tobacum L.）栽培的潜在 AM 真菌资源较为丰富。围绕烟草与 AM 真菌的共生
效应，总结了影响 AM 真菌侵染和定殖烟草根系的主要因素，阐述了 AM 真菌对烟草生长、抗性生理及品质的影
响，并对 PGPR 与 AM 真菌的协同作用进行了简要回顾，最后讨论了该领域存在的不足及今后展望；旨在为菌根
技术运用于烟草栽培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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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枝菌根（Arbuscular mycorrhizal，AM）真菌作
［1］

分、缓解重金属元素毒害、协调生理生化代谢以及

，对农业微生

促进宿主水分利用效率等［5］，其中对植物磷营养状

物资源产业的建设与发展至关重要，其可与大多数

况的改善尤为突出［6］。菌根化植物的养分获取得益

植物构建共生关系，是现存于自然生态系统中最广

于其强大的地下菌丝网络，对整个生态系统植物间

泛、最古老的无性真核生物之一［2］。AM 真菌隶属

的养分流动和碳氮平衡具有重要作用［7-10］。

为土壤系统中重要的功能性微生物

烟草（Nicotiana tabacum L .）是目前我国栽种

球囊菌门（Glomeromycota），下设 1 纲 4 目 11 科 27
［3］

属，Borstler 等

认为全球范围内 AM 真菌种类资源

最为广泛的烟草类型，主要分布于我国西北、西南

至少存在 1250 种，目前已记录在库的 AM 真菌 300

和华东地区，以西南地区的云、贵两省烟草种植面

余种，大量的 AM 真菌种类有待发掘。我国 AM 真

积及产量最大。烟草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全

［4］

菌 147 种

，并且不断有新种发现，表明我国 AM

株可作农用杀虫剂，药用麻醉、镇定及催眠剂［11］，

真菌菌株资源库容潜力巨大。较其他菌根真菌而言，

最普遍的作为烟草卷烟工业原料，表现出较高的经

AM 真菌可侵染的植物数量基数占比最大，AM 真菌

济应用价值。烟草是被研究较多的模式作物之一，

需要从宿主植物体内获取满足自身生长的碳源营养，

目前，关于 AM 真菌作为接菌剂，探讨其在烟草作

作为回报，丛枝菌根帮助植物吸收土壤中的矿质养

物育苗繁殖、生长发育、养分吸收、抗胁迫能力以
及抗病虫害能力等方面展开了较多的研究。本文
以烟草作物为例，着重从烟草根系土壤中 AM 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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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根际土壤中 AM 真菌的物种多样性
Hayman 等［12］ 于 20 世纪 80 年代首次涉及烟草

根系的 AM 真菌多样性研究，发现 New South Wales 烟
区 中 的 优 势 种 为 Acaulospora laevis 和 Gloums moss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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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现有 AM 真菌最新分类系统体系及相关书籍的详

集中于单一的种质资源调查。

［3-4］

细分类列表

，对目前公布的烟草根系土壤中分离

进行 AM 真菌的资源调查和分类鉴定工作是开

鉴定的 AM 真菌进行统计（表 1），汇总发现烟草根

展其他与之相关研究的重要基础。过去针对 AM 真

系土壤中的 AM 真菌具有丰富的物种多样性，包含

菌多样性的研究大多基于蔗糖离心 - 湿筛斜析法

13 属 54 种。从表 1 可看出，不同烟草种植区根际土

与光学显微镜人为地进行孢子形态对比鉴定，其鉴

壤中 AM 真菌的群落组成和优势种皆存在较大差异，

定效率与准确度较低，且在鉴定过程中易造成疏

其中隶属于 Acaulospora（16 种）的种最为丰富，其

漏［15-17］。近年来，分子生物学技术特别是高通量

次为 Glomus（12 种）和 Rhizophagus（6 种）。但属、

测序平台的广泛应用积极推动了 AM 真菌的地理生

种间并未表现出一致性，各种中分别以摩西斗管囊

态学研究进程［18］，且研究不断完善 AM 真菌基因

霉（F.mosseae）、 根 内 根 孢 囊 霉（R.intraradices）、

序列（18S rRNA、ITS、β-tubulin 基因）的测序方

幼 套 近 明 球 囊 霉（Cl.etunicatum）、 近 明 球 囊 霉

法［19-20］，使得 AM 真菌的鉴定分类手段日趋成熟。

（Cl.claroideum）和光壁无梗囊霉（A.laevis）为优势

采用分子生物学技术进行烟草根系相关研究，揭

种。同时显示 F.mosseae 是分布最为广泛的种，其

示不同植烟区域的 AM 真菌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多样

分布区域囊括了我国多个省份种植区；此外，部分

性，明确其主要影响因子，对 AM 真菌的生产应用

种存在于特定的烟草种植地区，呈现出明显的 AM 真

和地理生态学具有重要意义，这仍需要烟草从事者

［13-14］

菌分布地域特性

。目前，关于烟草根际 AM 真

及相关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

菌多样性分布的研究较少，手段落后且工作目的主要
表1
属
近明球囊霉属

烟草根系土壤中分离的 AM 真菌分布区域

种
近明球囊霉 Cl.claroideum

Claroideoglomus

基原异名

分布区域

Glomus claroideum、Glomus macul-

贵州［21］、重庆市［22］、四川［23］、云南［16，24］、

osum

山东［15，16，25］、湖南［16］、江西［16］、湖北［16］、
广东［16］

幼套近明球囊霉 Cl.etunicatum

Glomus etunicatum

山东［15，16，25］、贵州［16，21］、福建［16］、河南［16］、
重庆市［22］、四川［23］

斗管囊霉属

摩西斗管囊霉 F.mosseae

Glomus mosseae、Endogone mosseae

Funneliformis

山 东［15，17］、 河 南［16］、 云 南［16］、 广 东［16］、
福建［16］、安徽［16］、湖北［16］、黑龙江［16］、吉
林［16］、贵州［16，21］、重庆市［22］、四川［23］

地斗管囊霉 F.geosporum

Glomus macrocarpum、Endogone macrocarpa

根孢囊霉属

江 西［16］、 湖 南［16］、 山 东［16］、 贵 州［16，21］、
重庆市［22］

苏格兰斗管囊霉 F.caledonium

Glomus caledonium

山东［15，16，25］、贵州［16］、河南［16］、重庆市［22］

根内根孢囊霉 R.intraradices

Glomus intraradices

山东［15-17，25］、湖南［16］、湖北［16］、贵州［21］、

Rhizophagus

重庆市［22］、四川［23］、云南［24］
明根孢囊霉 R.clarus

Glomus clarum

江西［16］、安徽［16］、吉林［16］、贵州［21］、重
庆市［22］、云南［16，24］

透光根孢囊霉 R.diaphanus

Glomus diaphanum

山东［16，25］、贵州［16，21］、吉林［16］、重庆市［22］、
四川［23］

聚丛根孢囊霉 R.aggregatus

Glomus aggregatum、Rhizoglomus

湖南［16］、四川［23］

aggregatum
聚生根孢囊霉 R.fasciculatus

Glomus fasciculatum、Endogone

广东［16］

fasciculata
木薯根孢囊霉 R.maniho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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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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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属
无梗囊霉属

种

基原异名

光壁无梗囊霉 A.laevis

贵州［16］、福建［16］、江西［16］、广东［16］、吉

Acaulospora

球囊霉属
Glomus

林［16］、重庆市［22］
刺无梗囊霉 A.spinosa

河南［16］、贵州［21］、重庆市［22］

毛氏无梗囊霉 A.morrowiae

安徽［16］、贵州［21］

孔窝无梗囊霉 A.foveata

吉林［16］、贵州［21］

尼氏无梗囊霉 A.nicolsonii

湖南［16］

椒红无梗囊霉 A.capsicula

贵州［21］

双网无梗囊霉 A.bireticulata

贵州［21］、四川［23］

凹坑无梗囊霉 A.excavata

贵州［21］、四川［23］

大型无梗囊霉 A.colossica

贵州［21］

蜜色无梗囊霉 A.mellea

重庆市［22］、四川［23］

皱壁无梗囊霉 A.rugosa

重庆市［22］

浅窝无梗囊霉 A.lacunosa

重庆市［22］

细齿无梗囊霉 A.denticulata

四川［23］

丽孢无梗囊霉 A.elegans

四川［23］

瑞氏无梗囊霉 A.rehmii

四川［23］

疣状无梗囊霉 A. tuberculata

四川［23］

团集球囊霉 G.glomerulatum

山东［15，25］、四川［23］

宽柄球囊霉 G.magnicaule

福建［16］、河南［16］、广东［16］

变形球囊霉 G.versiforme

伞房球囊霉属

Ambispora

云南［16］、贵州［21］、重庆市［22］、四川［23］
广东［16］、山东［16，25］、四川［23］

网状球囊霉 G.reticulatum

山东［16，25］、重庆市［22］、四川［23］

白色球囊霉 G.albidum

云南［16］、四川［23］

乳白球囊霉 G.lacteum

云南［16］

淡色球囊霉 G.pallidum

贵州［16］、云南［16］

双型球囊霉 G.ambisporum

贵州［21］、四川［23］

黑孢球囊霉 G.melanosporum

四川［23］

单孢球囊霉 G.monosporum

四川［23］

多梗球囊霉 G.multicaule

四川［23］

扭形伞房球囊霉 Co.tortuosum

Glomus tortuosum、Parapseudoglomus

四川［23］

tortuosum
缩隔球囊霉 Se.constrictum

Septoglomus
双型囊霉属

Endogone versiformis

德里球囊霉 G.delhiense

Corymbiglomus
隔球囊霉属

分布区域

Glomus constrictum、Funneliformis

山东［15-17，25］、云南［16］、重庆市［22］、四川［23］

constrictus
詹氏双型囊霉
Am.jimgerdemannii

Acaulospora gerdemannii、Appendicis-

山东［15，16］、湖南［16］、四川［23］

pora jimgerdemannii

薄壁双型囊霉 Am.leptoticha

Glomus leptotichum

重庆市［22］

格氏双型囊霉 Am.gerdemannii

Glomus gerdemannii、Appendicispora

重庆市［22］

gerdemann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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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属

种

基原异名

极大巨孢囊霉 Gi.gigantea

巨孢囊霉属

分布区域

Endogone gigantea

云南［16］、江西［16］、广东［16］、吉林［16］、贵

Gigaspora

州［21］
球状巨孢囊霉 Gi.margarita

贵州［21］、吉林［16］、重庆市［22］

微白巨孢囊霉 Gi.albida

山东［16］、贵州［21］

美丽盾巨孢囊霉 S.calospora

盾巨孢囊霉属
Scutellosspora

Gigaspora calospora、Endogone calos-

重庆市［22］、四川［23］

pora
透明盾巨孢囊霉 S.pellucida

Gigaspora pellucida、Cetraspora pe-

重庆市［22］

llucida

类球囊霉属

吉尔莫盾巨孢囊霉 S.gilmorei

Cetraspora gilmorei

重庆市［22］

黑盾巨孢囊霉 S.nigra

Gigaspora nigra、Dentiscutata nigra

四川［23］

隐类球囊霉 Pa.occultum

Glomus occultum

贵州［16］、重庆市［22］

红色齿盾囊霉 De. erythropus

Gigaspora erythropus、Scutellospora

江西［16］、贵州［21］

Paraglomus
齿盾囊霉属
Dentiscutata

erythropus
悬钩子硬囊霉 Sc.rubiformis

硬囊霉属
Sclerocystis

2

Glomus rubiforme、Sclerocystis pac-

重庆市［22］

hycaulis

影响 AM 真菌侵染定殖烟草根系的主要因素
菌根侵染定殖状况是反映其共生效应强弱的基

时存在其菌根特有性［14］。此外，同一 AM 菌种对野
生型烟草与转基因品种之间［29］、不同菌种对转基
因品种之间［30-32］的侵染共生效果也存在较大差异，

本表征。一般而言，AM 真菌侵染定殖烟草根系受

往往转基因型烟草菌根化的促生效益更佳，这为基

到烟草品种、AM 真菌种类、气候因子、土壤因子、

因组技术与菌根技术应用于作物育种提供了可能。

农业管理及宿主植物激素水平等多种因素影响。
2.1

不同烟草品种、AM 真菌种类的菌根定殖率不

烟草品种和 AM 真菌种类对菌根定殖的影响

同，同一 AM 真菌种的不同菌株侵染效果也存在

烟草品种与 AM 真菌种类是影响 AM 与烟草植

差 异。 如 G.intraradices PH5 和 G.intraradices BEG75

［26］

株共生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Janouškovú 等

研

对 不 同 烟 草 品 种 的 定 殖 状 况 差 异 均 较 大， 其 中

究不同 AM 真菌菌株对 Basma BEK、K326 和 TN90

在 Basma BEK 和 TN90 品 种 中 以 BEG75 侵 染 率

烟草品种的影响，结果显示 AM 真菌更偏向于侵

显著大于 PH5，在 K326 中则反之［26］。烟草接种

染 Basma BEK 和 TN90， 以 G.intraradices 的 侵 染 率

R.irregularis RI 和 R.irregularis FM 及 二 者 混 合 物，

［27］

整体高于其他种。周霞等

采用漂浮育苗法接种

结果显示各处理的菌丝和丛枝定殖率存在明显差

G.intraradices、G.etunicatum BEG-168 及 G.etunicatum

异，且混合处理的菌丝和丛枝发育整体低于单一菌

BGC-HEB07A，发现其侵染率因不同菌株而异，也

剂处理［32］。也有研究表明，复合菌剂接种其定殖

与干旱程度有关。Hua 等［28］ 评估了 Acaulospora 与

率显著提高［33］，关于复合菌剂的施用效果仍需进

Glomus 共 5 株菌种与云烟 85 的共生强度，发现不

一步研究。不同烟草品种对于 AM 真菌具有特异招

同属之间的定殖率不同，不同种之间也存在显著差

募性，不同 AM 真菌对烟草根系的依赖程度也存在

异，以 A.mellea 定殖效果最佳。对云南烟区主栽的

一定差异，AM 真菌与植物之间的相互选择和合理

云烟 202、云烟 87、云烟 85 及 MS-K326 烟草品种

匹配，是影响共生体系的关键［34］。

进行群落结构差异分析发现，侵染 4 个烟草品种根

2.2

系的主要 AM 真菌类型相同，但稀有 AM 真菌类型
［24］

明显不同

地理因素对 AM 真菌定殖侵染的影响
地理因子主要包括地理经纬度、海拔。纬度可

；该结果与全球尺度上的研究结论趋

通过表型可塑性、环境过滤和生态进化适应选择对

于一致，即不同地区 AM 真菌组成相似性较大，同

植物菌根产生影响，这一过程受制于太阳的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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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低纬度环境中植物与 AM 真菌表现出更好的

真菌的定殖降低根系呼吸速率，减少柠檬酸和苹果

表型可塑性；随着纬度梯度升高，AM 真菌与植物

酸的分泌，缓解胁迫效应，维持植株正常生长［45］。

共生关系消弱，由丛枝菌根向外生菌根（ECM）或

菌根共生体系的主要驱动因素被认为是植物光合

［35］

欧石楠类菌根（ERM）型植物转变

，这意味着

产物与真菌磷酸盐的交换，对于宿主而言，AM 菌

AM 菌根种类可能会随着纬度的升高而大幅度减少。

根的主要效益无疑是为植物提供更多的 P，因此土

植烟土壤受人类长期的农业生产活动和自然环境因

壤 P 的有效性是影响 AM 定殖的重要诱因。研究显

素影响，其土地使用强度和海拔等有所不同，AM

示，通过菌根作用换取单位数量的 P，植物所消耗

真菌的定殖效果差异较大

［36］

，这也是前文（表 1）

的能量约为通过根系本身吸收所耗能量的两倍［46］；

显示我国不同植烟区 AM 真菌分布不一致的主要原

这在土壤可利用养分过低时可能会增加植物的生长

因之一。我国拥有西南烟区、东南烟区、长江中上

负担。可见，土壤的养分供给能力直接影响着作物

游烟区等 5 大烟草种植区域，且各植烟区海拔、气

的养分吸收策略，从而影响 AM 真菌的定殖。较高

候、地貌亦存在较大差异

［37］

。探究不同植烟空间

P 条件下，植物仅根系吸收的 P 数量即可满足自身

尺度上 AM 真菌定殖状况、丰富度和多度，将有利

的需求，菌根依赖性降低，P 绝对过量时，外生菌

于烟草菌根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丝不劳而获，成为消费者［47］。目前适宜烟草菌根

2.3

化的具体土壤养分因子及其浓度范围尚不明确，这

土壤养分和逆境胁迫程度对 AM 真菌侵染定殖

的影响

些工作对后续烟草专用 AM 真菌菌剂的商业化开发

土壤的养分水平是影响微生物生长繁殖的重要
因子。对菌根化植物而言，土壤养分含量是影响植

及其适宜的植烟土壤条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4

物发育的关键诱因，同时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AM
真菌的多样性、孢子频度、菌丝密度以及共生效益
［38］

等

管理措施对 AM 真菌侵染定殖的影响
不合理的农业管理措施如不合理施肥、灌溉方

式及过量农药皆会影响 AM 真菌对宿主根系的定殖，

。一般而言，随着土壤养分含量的增加，AM

导致丛枝发育缓慢、产孢能力下降和共生效果衰

真菌与植物的共生更为牢固，当养分浓度超过一定

退。提高灌溉浇水量会降低 AM 真菌的侵染率及其

［39］

程度后其依赖性反而下降

。作为专性活体内生

与宿主的共生效果，且灌溉水中所含的养分离子会

真菌，AM 真菌在适宜条件下方能与植物形成良好

对烟草产生养分胁迫，多重影响侵染定殖效果［48］；

的共生体系，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植物所提供的

适度干旱可诱导 AM 真菌对烟草根系葡萄糖积累，

碳（C）数量。宿主植物会根据土壤的供肥能力调

有利于提高根系抗旱应激能力［49］。AM 真菌依赖于

节 AM 真菌对自身的依赖程度，土壤肥力较高时，

无机养分，AM 真菌共生的植物倾向于主导快速的

侵染率低，反之，侵染率相对较高。适宜丛枝菌根

养分吸收策略［50］，施用化肥可在短期内增加土壤

发育的土壤条件中，AM 真菌类群可产生大量的外

中养分有效性，有助于其发挥促生效果，对于自身

生菌丝为宿主获取 N、P 养分提供便利，积极改善

养分或施肥效应达丰富或极丰富水平的土壤，不利

［40］

烟株生长发育

，但共生关系得到提升的同时，

于接种 AM 真菌，研究显示，适当减量化施肥其侵

［41］

染强度增加，共生效益提高［51］，使用缓释肥有利

可能会对宿主造成更大的 C 损失

。此外，有研

究显示，当烟株累积过多的 C 时，通过韧皮部卸荷

于提高 AM 真菌的共生效果［52］。

减少根系同化物供应，不利于 AM 真菌的侵染［42］，

2.5

这意味着植物适应土壤环境的倾向选择策略是影响
菌根侵染及发育的重要因素。
在一定条件下，随着环境胁迫程度的提高，植

植物激素对 AM 真菌侵染定殖的影响
作为重要的信号分子，植物激素已被证实对

丛枝菌根形成过程具有诱导作用，包括独角金内
酯、生长素、水杨酸、油菜素内酯以及细胞分裂素

物对 AM 真菌的依赖程度随之增加。在低磷（P）

等。早期的研究表明，独脚金内酯（SL）是影响

限制与高盐胁迫下，AM 真菌的早期定殖共生使得

AM 真菌侵染植物根系的主要信号分子，AM 真菌

烟株氧化磷酸化加强，三磷酸腺苷（ATP）消耗严

孢子的萌发和菌丝生长受寄主根释放的 SL 所诱导，

重，但在侵染一段时间后植株表现出更快的生长速

使菌丝朝向根系生长，当 AM 菌丝侵入根系表皮细

［43］

率

。硝酸盐的供应水平显著影响着 AM 真菌对
［44］

烟草根系的定殖

，当硝酸盐供应不足时，AM

胞，会再次诱导丛枝生长，分支度高的丛枝形成共
生界面为养分交换提供场所［53］。植物细胞分裂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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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K）的分泌水平影响着 AM 真菌菌丝的生长［31］。
［32］

Cosme 等

应力方面具有较好的应用空间。但并非所有的 AM

研究指出茎部 CK 对 AM 真菌在根中

真菌菌株都具有相同的效果，其中烟草品种是决

的发育及根转录水平具有积极作用，而根部的 CK

定其共生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植株与 AM 真菌菌

限制碳输出、抑制 AM 真菌的定殖，可见不同部位

株或大多数 AM 真菌类型的亲和性较高，则表现出

的 CK 在 AM 共生中具有不同作用。AM 真菌的根

良好的共生效益。接种效果也取决于 AM 真菌的种

定殖也受水杨酸（SA）含量的诱导。María 等

［54］

类，同一菌株的不同生态小种或地缘小种之间都

研究发现，通过转基因途径抑制或增加烟草内源活

可能在功能上表现出较大差异［59］。烟草与 AM 真

性 SA 的分泌，菌根定殖率相应提高或降低，说明

菌互相之间存在一定的选择性和偏好性，这也是

烟草内源 SA 可延迟 AM 真菌的根系定殖与共生结

土著 AM 真菌促生效果优于外源 AM 菌株的原因之

［55］

将异黄酮基因导入烟草诱导

一［60-61］。应认识到，接种效果的优劣并不是绝对

异黄酮合成并外源性加入不同浓度的异黄酮，发现

的，环境因子也会影响其共生效果，因此，在实际

AM 真菌的定殖皆受内源性和外源性异黄酮的影响，

应用过程中应将多环境因子及因子间的综合作用纳

二者组合可显著促进 AM 真菌共生的形成。此外，

入研究范畴。

碱性几丁质酶和碱性 β-1，3- 葡聚糖酶也被证实

3.2

构的形成。Tan 等

［29］

影响 AM 真菌的定殖

AM 真菌对烟草生长的影响
AM 真菌可与烟草形成良好的共生关系，这已

。

3 AM 真菌与烟草共生的生理效应及作用机制

在盆栽试验中得到证实。在丛枝菌根共生体的建立
过程中，真菌菌丝侵入烟草根表皮细胞，烟草根表

AM 真菌可通过促进植物对水分、矿物质及多

皮细胞经历一系列的重编程事件，为引导菌丝形成

种养分的吸收，改善烟株生长，其强大的地下菌丝

‘丛枝’提供准备［62-63］，包括液泡破碎、细胞核运

网络可加强宿主间信号交流及缓解胁迫环境的耐

动、微管变向以及内质网重组等［64-66］，甚至涉及

受性［56］。

胞吐过程和细胞骨架的重排［67］，从而改变植株根

3.1

系形状及养分吸收策略［68］。随后，真菌菌丝在根皮

AM 真菌在烟草育苗抗病、抗旱中的应用与效

层细胞间生长，侵染一段时间后形成高度分化的丛枝

果
烟草无害化壮苗的培育是保证其田间产量获得

结构，无数分支度高的丛枝可为养分交换提供共生交

的基础。漂浮育苗已成为目前我国烟草育苗的主要

换界面，磷和氮等矿质营养物质通过共生界面从 AM

方式，实际应用过程中，漂浮育苗技术体系仍存在

真菌运输到根系内，养分经过长距离运输等方式到达

一些问题，如烟苗抗旱、抗病性不佳等。研究显

地上部［69-70］，对烟草植株的生长发育至关重要。研

示，将 AM 真菌运用于烟草育苗可有效解决上述问

究表明，接种 AM 真菌可显著提高烟草根系的根体

题。在干旱胁迫下，菌根化烟苗的碳分配显著向

积、根面积、总根长及根系活力［57，71］，改善根系形

可溶性糖积累，以缓解胁迫带来的损伤［49］。接种

态结构和烟株营养状况［26，40，55］；同时可有效缓解

G.intraradices、G.etunicatum 可降低干旱导致的膜脂

胁迫损伤，增加生物量累积［72-73］，其叶绿素含量

氧化损伤，烟苗生物量、营养状况、丙二醛、叶绿

和根系活力指数均显著高于不接种处理［27］。此外，

素和根系活力等得到显著提高［27］。也有研究指出，

接种 G.mosseae 可显著增加烟草叶片光合特征、PSII

AM 真菌单一施用更适合实际生产，且其抗旱效果

原初光能转换效率、最大相对电子传递速率及半饱

受菌株类型影响较大

［57］

。Subhashini 等

［58］

研究指

和光强等［74］。

出在接种 AM 真菌的烟草幼苗中，较杀菌剂对照处

丛枝菌根对植物养分吸收的促进作用可分为

理相比，植株生长苗高、鲜重、干重及叶面积等显

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间接作用指 AM 真菌间接通

著增加，菌根苗叶片胡萝卜素含量及营养元素 N、

过菌丝内部的原生质环流快速地将养分离子转运到

P、K、Zn、Cu、Fe、Mn 含量均高于非菌根苗，其

寄主植物根内的作用［75］；直接作用则指由丛枝菌

中以土著分离株（G.spp）定殖率、促生及防治效果

根协助根系直接吸收土壤难溶养分或直接改变寄主

最佳。

植物的根系觅食策略，从而影响宿主生长发育的作

上述研究表明，AM 真菌对烟草的促生效果显

用［76］。AM 真菌侵染宿主植物的根系后，一方面向

著，在提高烟苗的抗旱、抗病、养分累积、环境适

根内发展形成丛枝结构，另一方面向根外介质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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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形成致密的菌丝网。由于丛枝菌根真菌与宿

胜等［85］ 研究表明，烟草菌根化有利于烟株叶面伸

主植物专一性不强，当根外菌丝接触到其它寄主植

展，烤烟产量、中上等烟比例、均价、产值分别提

物时可再度侵染，从而形成根系之间的菌丝桥联系。

高 24.03%、9.62%、34%、66.19%。Subhashini［86］ 研

研究发现，同种植物、不同种植物间均可形成地下

究显示接种 AM 真菌烟叶生物量累积显著提高，烟

［8，50］

菌丝网络

，且远亲植物之间通过菌根共生的植
［77］

物促进作用更强

，在养分循环与资源高效利用
［78］

方面扮演重要角色。郭涛等

叶烟碱、还原糖、氯素的品质参数得到进一步改善。
接种 G.intraradices 或 G.mosseae 配施生物炭，可促进

采用分室法接种病

根系发育和叶片光合进程，显著改善烤烟叶片糖分、

原菌于供体植物，结果显示受体烟株叶片内的过氧

烟碱、氯元素及其比值协调性，提高烟叶品质［71］。

化物酶、多酚氧化酶、苯丙氨酸解氨酶活性等显著

赵方贵等［87］ 研究显示，接种 AM 真菌能够增加烟

提高，而在不接种 AM 真菌条件下，上述现象均无

叶腺毛密度，提高香气相关物质的表征含量，同时

明显变化。

促进香气物质合成途径中关键酶活性及酶基因的表

3.3

AM 真菌对烟草抗（耐）重金属胁迫的影响

达上调，说明接种 AM 真菌可增加烟叶腺毛的分泌

烟草是一种高生物量植物，具有较大的重金

活性，并促进烟草叶片香气物质的生物合成过程。

属累积潜力

［79］

，这意味着烟草植株可累积较多的

Sara 等［88］研究发现，AM 真菌（G.etunicatum）破碎

重金属物质，对烟草生产的质量安全极为不利［80］。

孢子（DS）及萌发孢子滤液（GS）均可诱导烟株生

许多研究表明，AM 真菌能够提高烟草对各类重金

物碱合成的相关基因表达量，提高烟草甘碱、烟碱

属胁迫的耐（抗）性，缓解重金属污染对烟草所带

及去甲烟碱的含量；此外，外源接种 AM 真菌菌剂

来的负面影响。Janousková等［81］ 发现菌根化的植

可改变生物碱生物合成途径的基因表达谱，烟株叶

物中 Cd 含量低于非菌根植物，外生菌丝（EHC）

部与根部中的烟碱、新烟碱、去甲烟碱亦较高［89］。

每单位生物量积累的 Cd 是烟草根系的 10 ～ 20 倍；

有研究显示，在遭受烟粉虱取食胁迫时，AM 真菌

进一步研究显示，根系底物中的低 Cd 含量与 EHC

可介导烟株次生代谢致使叶表化学物质产生变化，

诱导的碱化有关，但与 EHC 密度没有表现出明显

从而吸引黄蜂（烟粉虱天敌）的捕食［90］。

的直接关系［82］，尽管如此，研究证实了 AM 共生

3.5

AM 真菌与 PGPR 对烟草的促生效应影响

可有效抑制高 Cd 污染土壤带来的不利影响，以维

植物根际促生菌（PGPR）是一类生活在土壤

护其植物生长稳定性。AM 共生可降低酸性土壤中

中或依附于植物根系的有益微生物，对植物生长具

烟株叶片的 Cd 含量，但增加了低 Cd 的有效性如土

有积极作用。报道显示，AM 真菌与 PGPR 存在协

壤中 Cd 的有效性，表明 AM 共生可通过促进根系

同增效作用［91］。Cosme 等［31］研究表明，荧光假单

生长或菌根植物介导的化学或生物土壤性质的变化

胞菌（Pseudomonas fluorescens）与 AM 真菌的互作

［26］

。此外，有研究显示

效应依赖于土壤养分状况和宿主根系的激素分泌水

接种 AM 真菌配施适量化肥可有效降低植株的 Cd

平，可协同改变根形态以增加烟株对磷素的吸收及

间接影响烟草对 Cd 的吸收
［52，73］

［83］

。在

调节植株激素的生理代谢，从而达到提高地上部生

接种 AM 真菌处理的污染植烟土壤中，其烟草根

长的目的。接种 AM 真菌或解钾菌（potassium-mo-

际土壤 pH、水溶态 As 含量以及植株 As 吸收量均

bilizing bacterium，KMB）均不能显著提高土壤 P、

低于不接种处理，分析表明菌根对植物吸收 As 的

K 的有效性，二者联合配施，持续提高了土壤中 P

保护作用可能与土壤 pH 值变化介导的 As 溶解度

和 K 的有效性，改善了烟叶品质参数，增强了植

含量

，且配施有机肥其阻控效果更佳

发现在 Zn 污染土壤中，

株 的 生 长 与 活 力［86］， 体 现 出 AM 真 菌 和 KMB 作

AM 真菌的定殖率随 Zn 含量的增加而显著增加，

为生物肥料在烟草可持续生产中具有一定的应用潜

在 Zn 含量最高的土壤中其菌根结构最为丰富，同

力。哈茨木霉菌（Trichoderma harzianum strain）复

［28］

变化有关

。Audet 等

［84］

时 AM 植物（尤其是根系）的 Zn 含量和单位浓度

合有机肥（BOF）和 G.mosseae（Gm）单独施用其

均低于非 AM 植物。

病虫害防治效果均不理想，二者结合施用其病虫

3.4

AM 真菌对烟草品质的影响

害发生率最低，显著提高了系统抗性的相关酶活

接种 AM 真菌在促进宿主矿质元素吸收的同时，

性，防治效果可达 68.2%，且 BOF 可促进 Gm 的定

可对烟草产量和质量的形成产生较大影响。王茂

殖［92］。Subhashin［93］ 研究指出，根际细菌可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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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提高菌根化烟株的生长、产量及叶片质量，协助

探索 AM 真菌与病原菌的竞争机理，将是未来菌根

AM 真菌发挥促生功能，G.intraradices、Psuedomo-

技术防治病害的重要发展方向。改善宿主植物对养

nas flarescens 及 Azotobacter chroococum 三者联合接种

分的摄取能力，是丛枝菌根主要的促生功能之一，

可相互显著提高其余两者的根部定殖，其烟株生物

当下还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是，探索不同生境下宿

量、气体交换参数、叶片养分含量、产量、等级指

主植物与 AM 真菌之间物质交换的调节机理，明确

数及品质最佳。

AM 共生中的复杂运输机制，这些知识对烟草的田

4

间生产乃至整个农业生产及环境生态系统有着重要

存在问题与展望

作用。此外，今后的工作重点仍需放在了解植物宿

大多数陆地植物的根系皆能形成 AM 共生体，

主发育与植物激素信号、环境调节因子之间的耦合

对提高植物养分吸收、促进生长发育、缓解环境胁

机制；积极采用基因组技术与菌根技术结合，将有

迫、改善土壤特性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方面具有

助于未来的作物育种策略，有望促进作物生长、养

积极作用。AM 真菌能与烟草根系形成良好的共生

分获取、质量安全及产量指数，以实现效益最大

关系，在烟草的田间生产中，减肥增效、优质适

化。基于此，也将希望寄于相关领域的菌根学研究

产、生态型植烟体系构建等是烟叶生产的热门话

者以及农艺专家的共同努力，为推动农业产业的发

题，运用菌根技术以解决栽培种植的问题，为烟草

展及菌根技术的进程作出积极贡献。

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然而，定殖并不总是有
利于植物生长增加，几项研究显示外源 AM 的定殖
产生了零或负生长效应［27，94-95］，表明 AM 定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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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dvances in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obacco（Nicotiana tabacum L.）and Arbuscular mycorrhizal
fungi
CAO Ben-fu1，JIANG Hai-xia1，LU Yin-gang1，2，3*，LIU Li1，3*，WANG Mao-sheng4（1．The Agricultural College of
Guizhou University，Guiyang Guizhou 550025；2．Guizhou Key Laboratory for Tobacco Quality Study，Guiyang Guizhou
550025；3．Institute of New Fertilizer Resources and Technology，Guizhou University，Guiyang Guizhou 550025；
4．The Food and Drug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College of Gui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Guiyang Guizhou 550003）
Abstract：Arbuscular mycorrhizal（AM）fungi are ubiquitous soil microorganism in terrestrial ecosystem and are one of the
important functional microorganisms in the soil-plant system．It can form a arbuscular mycorrhiza symbiotic system with plant
roots by infecting the latter，which will significantly improve root morphology and nutrition，thereby improving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yield，quality and stress resistance of host plant．At present，more than 13 genera and 54 species of AM
fungi have been isolated from the roots rhizosphere soil of tobacco（Nicotiana tabacum L .）plant，which reveals that there
are potential AM fungi resources for tobacco cultivation．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symbiosis effect of tobacco and AM fungi，
summarizes the main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AM fungi ′s infection and colonization of tobacco roots，the role of AM fungi in
tobacco growth，resistance physiology and quality were also elaborated．We also summarized the synergistic effect between
PGPR and AM fungi，and outlined the shortcoming and prospects of it．All of this will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mycorrhizal technology in tobacco cultivation．
Key words：Arbuscular mycorrhizal fungi；tobacco；physiological effect；germplasm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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