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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际微生物对植物与土壤交互调控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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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土壤中拥有非常丰富的微生物群落，这些微生物对植物与土壤之间的交互作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调节作

用，尤其是根际微生物，其中一些重要的功能微生物作为主要的共生功能体参与到植物根系养分转化中。对根际
与根际土壤微生物的形成及其与土壤环境、植物根系之间互作关系的最新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这些研究成果均
肯定了根际微生物群落和多样性是积极促进植物个体和维持生态系统功能的活跃因子，并展望了今后土壤微生物
在多组学、植物功能性状和全球变化方面的研究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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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生态系统的功能得益于土壤生物的发展、

Bever［12］最早提出了植物 - 土壤反馈理论（PSF），

活动和维持，而土壤生物又依赖于植物，因为植物

即植物通过叶片凋落物和根系分泌的物质来影响根

通过凋落物、根系分泌物、黏液和根系残余物以及

际土壤微生物群落和理化性质，反过来，微生物的

［1］

根系活动为团聚体的形成增加了重要的碳源

。地

这些理化性状和生物学性状又影响宿主植物及其共

，且占据

存植物［13］。当一种植物改变了土壤环境，使同种

较大的生物量［4］。在土壤中也含有丰富的微生物生

栽培土壤中个体的生长大于（或小于）异种栽培土

［2-3］

球上生物体都有各种各样的微生物组
命体，统称为土壤微生物群落

［2］

，并且是所有土

壤中个体的生长时，这种反馈被定义为正（或负）

壤和植物系统的自然居民，在这些系统中，它们以

的 PSF［14-15］，即土壤微生物群落可以是促进、抑

其巨大的多样性和多功能性而占主导地位，许多微

制或不影响植物的生长［16］，如同动物的肠道一样，

生物功能与土壤中养分的有效性、可获得性、循环

植物吸收养分和水分的根系，也被与根相关的复杂

［5］

利用和修复有关

，也是指示陆地生态系统功能

微生物群落所包围［17］，并与植物体存在直接或间

。土壤微生物主要由土壤细菌、古生菌和

接关系，达到互惠共生，在营养循环与养分获取中

真菌组成，广泛分布在根际和非根际土壤中，其多

起关键作用［18-19］。例如，通过增加有机投入来完

样性和丰富度对调节有机质分解、生产力、土壤碳动

成养分循环，并以提高土壤养分有效性为目标来引

的关键

［6］

态和养分循环等生态系统功能起着关键作用［7-10］。植
物与土壤之间的交互作用塑造了植物群落结构

［11］

，

导生态群落，这是一种积极的 PSF 效应［20］。
植物不同器官及其内部都定居着不同的细菌群
落，其中根与叶表面相关的细菌群落特征最为明
显［19］，这些微生物群落组装与植物多样性及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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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在于植物根际，根际微生物对植物养分吸收和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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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环境的调控［25-27］，逐渐成为微生物生态领域的

物，对植物有直接的益处，这种益处表现在：根际

研究热点。本文以“土壤微生物”
“根系分泌物”
“根

细菌通过改善植物的生物、非生物胁迫或诱导植物

际微生物与土壤环境”“根际微生物与植物宿主”

的防御系统来间接帮助植物生长［30-31］，这种受根

等关键词，在 Web of Science 的核心合集进行了检

际影响的土壤体积也是决定陆地生态系统中碳、养

索，通过归纳和分析，综述了植物根际与根际微生

分及水的过程、动态和循环的最重要的微生物研究

物的形成及其对植物和根际土壤的调控方面的最新

热点之一［32］。因此，根际成了最活跃的微生物栖

研究进展，并展望了研究前景，以便增强人们对根

息地之一，也成了微生物生态学领域的研究热点。

际微生物在根 - 土界面的功能关系的认识，为今后

2

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1

2.1

根际与根际微生物
根际最早是 Hiltner

植物根际与微生物间的交互关系
根系分泌物塑造了根际微生物
在自然界中，植物永远在向环境分泌和释放各

［28］

提出来的，即为根周围

种化合物，通常发生在植物的不同器官，如子叶、

受根功能强烈影响的土壤体积，植物根际存在普遍

芽、根系等，这个分泌过程也称为渗出，常为固

的交互作用，主要由根系分泌的光合同化产物所介

体、液体或气体的形式。其中，根系分泌物成了重

［29］

导

。更重要的是，根际也是微生物与植物进行

要的方式之一，根系分泌物与根际互作密切相关，

交互的界面，是由细菌、古生菌、真菌、线虫、节

如碳、氮循环［33-34］。植物根系分泌物是形成根际

肢动物及草食动物等多种生物组成的复杂生态系

微生物的重要因素［35-36］，根系分泌物的组成常见

统，其中，根际微生物的组装系统包括根瘤菌、菌

的有糖类、氨基酸、有机酸、脂肪酸、甾醇类、维

根真菌、促进植物生长的细菌和真菌以及线虫，它

生素及酶等（表 1）［37-38］。根系分泌的各种初级代

们都与植物发生了相互作用，这些通常是对植物有

谢产物（如有机酸、碳水化合物和氨基酸等）和次

益的。研究发现，在一株健康的植物体上，其地上

级代谢产物（如生物碱、萜类和酚类物质等），能

和地下各器官天然地分布着不同分类结构的微生物

够发挥塑造、传递信号或干扰等作用来影响根际微

组装系统，它们与宿主植物紧密相连，发挥着保护

生物区系，根际释放或渗出的这些物质一般以牺牲

植物和促进生长的多种功能，且大多是非致病微生

植物的碳和氮为代价，最终促进和招募有益微生

表1

植物根系分泌物组成

根系分泌物

组成物质

糖类

阿拉伯糖、果糖、半乳糖、葡萄糖、麦芽糖、甘露糖、各种组成的黏液、寡糖、棉子糖、鼠李糖、核糖、蔗糖、木
糖、脱氧核糖

氨基酸

α- 丙氨酸、β- 中丙氨酸、γ- 氨基丁酸、α- 氨基己二烯、精氨酸、天冬氨酸、瓜氨酸、胱氨酸、半胱氨酸、脱
氧肌氨酸、3- 羟丙氨酸、谷氨酰胺、谷氨酸、甘氨酸、组氨酸、高丝氨酸、异亮氨酸、亮氨酸、赖氨酸、蛋氨酸、
肌氨酸、鸟氨酸、苯丙氨酸、脯氨酸、丝氨酸、苏氨酸、色氨酸、酪氨酸、缬氨酸

有机酸

醋酸、乙酰、抗坏血酸、醛酸、苯甲酸、丁酸、咖啡酸、柠檬酸、对香豆酸、赤链酸、阿魏酸、甲酸、延胡索酸、
二戊酸、乙醇酸、乳酸、苯乙酮酸、苹果酸、丙二酸、草酸、草酰乙酸、对羟基苯甲酸、番石榴酸、丙酸、丙酮酸、
琥珀酸、丁香酸、酒石酸、季酮酸、戊酸、香草酸

脂肪酸

亚油酸、亚麻酸、油酸、棕榈酸、硬脂酸

甾醇类

菜油甾醇、胆固醇、谷甾醇、豆甾醇

生长因子和维生素
酶类
黄酮类
核苷酸/嘌呤
其他物质

p- 氨基苯甲酸、生物素、胆碱、肌醇、N- 甲基烟酸、烟酸、致酸、泛酸、吡哆醇核黄素、独角金内酯、硫胺素
淀粉酶、转化酶、过氧化物酶、酚醛酶、酸性/碱性磷酸酶、多半乳糖醛酸酶、蛋白酶
查尔酮、香豆素、黄酮、黄酮醇、黄烷酮醇、异黄酮类
腺嘌呤、鸟嘌呤、尿苷/ 胞嘧啶核苷
Al- 诱导多肽、醇类物质、烷基硫化物、生长素、植保素、二对苯二酚、乙醇、葡萄糖苷、葡萄糖苷、甜菜碱、氢
氰酸、无机离子和气态分子（如二氧化碳、氢气、氢离子、氢氧根离子等）、异硫氰酸盐、未鉴定的茚三酮阳性化
合物、未鉴定的可溶性蛋白质、还原化合物、东莨菪素、索果烯酮、金内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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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抵御了有害微生物。与非根际土壤相比，根际
具有较高的微生物活性、丰度和多样性

［39］

，由此，

成了大量有益微生物群，分布在根表周围及根组
织内部，形成了内共生体系，并且是植物营养的关

形成了复杂的根际圈，而根际微生物的渗出物同样

键［55］。大量研究表明，健康的植物是根与根际微生

也改变了植物根系的分泌物质［34］。如在拟南芥中

物有益交互作用的结果，其潜在机制多种多样，包

接种了一种假单胞菌的研究中发现，植物可以构建

括提高养分利用率、促进植物生长、抑制病害、影

自身的有益根际微生物群落，其主要的途经是通过

响开花时期等［56-58］，而根际微生物群落在植物生

改变根际分泌模式来形成有益根际群落，以应对外

长、营养和健康方面起着重要作用［59］，可诱导根系

界病原体，从而有利于生长和繁衍后代［40］。在采
用蜈蚣草（Pteris vittata）来修复砷污染土壤的研

分泌物的系统性调整，引起芽和系统根代谢及转录

究中发现，砷的刺激能够显著提高蜈蚣草根系分泌

的，潜在的群体动态影响着植物的生长，如根瘤菌和

［41］

物和根际氮、磷、硫循环过程中的土壤酶活性

。

组的变化［60］。在营养循环中更多的是由微生物介导
某些自由生活的重氮营养体可以形成群体，通过代谢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根尖沉积物含有丰富的碳、氮

过程固定大气中的氮，并使植物易于吸收养分［61-63］。

元素，能够选择并促进根际微生物组的形成和代谢

陆地 74% 的植物都与丛枝菌根真菌（AMF）建立

活力，并在时空上具有动态变化特征，其组成主要

关系［64］，AMF 共生在植物磷营养中发挥着关键作

受寄主植物和环境因素的影响［35］。

用，通过扩展的真菌网络更有效地溶解和摄取正

根际虽然形成了微生物组，但是这种微生物

磷酸盐，对植物磷的吸收贡献高达 90%［65］。植物

根际组合是动态变化的，主要受根际沉积物的影

与 AMF 的共生相互作用在土壤养分有效性较低的

响，根际沉积物可以作为微生物的主要碳源、信号

生态系统中非常重要，虽然在农业生态系统中会受

分子或抗菌剂

［42］

。研究证实，根系分泌物具有重

生关系［66-67］。已有研究表明，在干旱寡氧生态系

可作为有益菌在不同植物模式下的化学引诱剂，从

统中，群落水平上的土壤物理性质和植被特征是影

、氨基酸

［43］

、糖类

［44］

到施肥的干扰，但大多数植物都会和 AMF 形成共

等

要的作用，如有机酸

［42］

［45］

，进而驱动

响根际生态酶化学计量学和微生物养分获取的最重

。不同的根系

要因素之一。更重要的是，根际微生物营养代谢受

分泌物改变了根系上微生物的分布，并通过土壤剖

氮和磷的共同耦合限制［68］。一些微生物类群可以

面改变了根尖生长的运动学［47-49］。通过对根分泌

通过产生细胞外化合物和酶来调动土壤中的磷，从

信号分子的趋化运动吸引微生物靠近根表面，同时

而增加植物利用磷的有效性；而微量元素铁可通过

根伸长率影响根表面黏附和纵向运输的动态，通常

不相关的微生物类群，产生铁载体等化合物，转化

在根尖周围会聚集大量不同数量的活性细菌，而与

成植物可利用的形式［69-72］。有研究表明，在对土

根伸长区相关的微生物类群则较少［50-51］。从根的

壤中活根和凋落物的输入进行差异跟踪发现，活根

伸长区到成熟区，细菌的密度越来越小，这可能是

输入在形成慢循环、矿物相关的有机碳以及快速循

因为根表皮细胞的快速膨胀稀释了驻留在根表面的

环、颗粒有机碳方面的效率是凋落物输入的 2 ～ 13

微生物细胞，直到表皮细胞分裂并在成熟区形成连

倍，而土壤微生物群落更有效地合成活根输入（被

续的生物膜。根际细菌的分散和趋化运动也可能决

称为“体内微生物转化途径”
）［73］。研究指出，微

定了根际微生物群落的变化［49，51-52］。在植物生命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土壤呼吸，

周期的特定时期产生的根际分泌物也塑造了不同的

也加剧了土壤呼吸对水分的响应，进一步说明了土

微生物群落，如拟南芥

［45］

发育早期和晚期相关的

壤微生物群落的完整性是维持土壤碳储量功能的关

根际微生物群落，燕麦

［53］

苗期丰富的蔗糖有助于

键［74］。在干旱和养分贫瘠的荒漠草原生态系统中，

而有利于根际微生物的塑造和定殖

［46］

植物 - 土壤对生长和防御的反馈

根际微生物群落的形成，而在营养期则转化成更多
［54］

土壤微生物群落与地上植被对氮、磷有很强的养分

的芳香化合物和氨基酸来提高防御，还有水稻

竞争，这种竞争表现出微球菌目、微球菌科和毛霉

等，均在不同的发育时段和根际相关微生物的变化

科的微生物类群与微生物氮限制显著相关，嗜热菌

形成相互协调的模式，以提高免疫和营养需求。

类群与微生物磷限制显著相关，这些与微生物营养

2.2

根际微生物促进植物的健康生长

限制相关类群被认为是形成微生物群落和功能的关

植物已经进化出相互作用的机制，支持并形

键，除此之外，氮的形态，如铵根离子和硝酸根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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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均对微生物群落组成产生影响［6］。三价铁离子

和其他代谢产物［86］，进而形成了较多有益菌株的

是根际微生物相互争夺的稀缺资源，为了获取这一

根际环境。

［75］

资源，微生物会产生铁载体

。最新的研究表明，

病原抑制菌群成员产生病原体不能使用的铁载体，

3

改变了微生物组 - 病原体的相互作用，具有生长

3.1

土壤环境与根际微生物之间的交互作用
土壤环境对根际微生物的影响

抑制铁载体的根际微生物组成员在体外以及在自然

土壤环境不仅决定了微生物的接种，而且也决

和温室土壤中均能抑制病原菌，保护番茄植株免受

定了植物的营养有效性，反过来又影响了植物的生

侵染，而具有促生长铁载体的根际微生物群落成员

长、根系结构和分泌以及微生物群落组成［87］。土

往往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并促进了病原体对植物的

壤微生物群落的结构和功能取决于捕食、植物输

［76］

入和土壤中存在的非生物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88］。

宿主植物根际优势群落的形成，对植物的健康

非生物变量即是土壤非生物因子，是土壤环境必不

生长更有意义。研究表明，宿主基因型也会影响这

可少的一部分。土壤环境作为微生物的栖息地，对

侵染

。

［19，77］

。与特定的宿主植物系统

微生物群落结构和多样性有着重要的影响［89］，如

相关的微生物群落称为核心微生物群，核心菌群是

在次生林演替的研究中发现，土壤的真菌和细菌类

基于其分类组成和功能，而这个功能核心微生物群

群与土壤非生物因素密切相关［90］。相反，土壤微

包括了携带复制基因的微生物载体，其具有完整生

生物群落，对生态系统功能和土壤肥力的维持也

些群落的整体组成

［78］

，如入侵植物可能支持更多的分

至关重要［91］，它们调节着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中至

解者，进而通过凋落物效应刺激养分释放，并通过

关重要的大量、微量营养元素［92］。微生物在调节

减少根被采食而增强养分吸收，在根际形成更多的

土壤碳、氮、磷循环过程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物的基本功能

共生体

［79］

。有研究显示，宿主植物丰富了根面上

但其组成与多样性却受土壤环境的影响。研究发

的特定细菌和功能，潜在的有益细菌可作为农业生

现，土壤碳循环过程主要受土壤环境因素的直接影

物肥料开发的宝贵知识基础

［80］

，如芽孢杆菌，有

响，而土壤氮循环过程却通过构建微生物群落来实

研究报道，根状芽孢杆菌是首个被描述为与根际相

现，进一步强调微生物群落对氮循环的重要性［93］。

关的糖化细菌门成员［81］。也有学者认为，植物根

根际是土壤微生物最活跃的区域，根际土壤是研究

际相关的本地微生物群落对宿主表型（如生长和健

土壤微生物活动、多样性和功能的重要突破点。在

康）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82］

。因此，根据宿主根

改变土壤营养环境的研究中，营养水平是影响土壤

际微生物组的特点，开发植物益生菌类的微生物制

微生物群落组成和功能的关键［94］。根际土壤主要

剂以提高产量并提供植物抵抗生物和非生物胁迫的

受根系分泌物的影响，这些分泌物富含有机碳化合

能力，同时尽量减少化学输入，这将有助于加深对

物，导致微生物组在根际组装，有机碳的数量决定

［21］

植物 - 微生物相互作用机制的理解

。如通过施

了典型的共生微生物在丰富的有机环境中生长良

入膨润土提高了玉米的产量，重塑了沙质土壤中的

好，如变形菌门、拟杆菌门或放线菌门［95-96］。在

微生物功能团，这是土壤结构改善以及水分和养分

青藏高原藏猪物理拔根干扰下，根际土壤持续降低

［83］

保持的结果

。除此之外，植物还在根系（根际）

的影响下，进化出改变土壤理化性质和微生物群落
的机制，以改善其觅食活动

［84］

了根际细菌的多样性，增加了变形门菌、放线菌和
拟杆菌的相对丰度，却降低了酸杆菌、绿弯菌和

。定居在植物根系

硝化螺旋菌的相对丰度，对碳的利用潜力下降了

及其内部的微生物以及由根系引起的土壤性质的变

30.4%［97］，土壤环境的变化导致根际微生物组成发

化，触发了植物重要功能的调整，如根系发育和生

生了变化，进而影响了土壤碳、氮循环过程。土地

理上的改变［55］，并为它们的宿主提供了许多生命

利用转换的研究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土壤管理措

维持功能

［85］

，如通过使用对映体除草剂咪唑乙烟

施的变化不仅影响植物多样性和生长，而且影响土

酸（R-S-IM）接触拟南芥 7 d 后，结果发现，拟南

壤水分、质地、pH 值和养分有效性等属性［98-99］。

芥通过增加有益根际菌株相对丰度来抵抗除草剂的

如亚马逊雨林向农业生态系统的转变导致了土壤碳

胁迫，如芽孢杆菌和 Ramlibacter，原因在于 R-IM

和 pH 值增加，改变了微生物多样性，酸性细菌物

处理使拟南芥根系产生大量的氨基酸、有机酸、糖

种相对丰度降低［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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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根际微生物促进了土壤养分的循环

物的能源和碳源，而这类细菌反过来向植物提供

微生物群落被视为真核宿主的功能驱动者，对

氨［114］，根瘤菌也可以和某些自由生活的固氮细菌

植物而言，微生物群可以扩展其宿主的基因组和

形成共生群体，通过代谢过程固定大气中的氮，并

代谢能力，提供或促进一系列基本的生命维持功

使植物易于吸收［115-117］。在许多植物宿主和根瘤菌

能，包括营养获取、免疫调节和生物（非生物）胁

共生体中，2 种共生关系成员之间存在明显的适应

［85］

迫

。而根际微生物介导的营养循环的互惠效应

度校准，且植物地上生物量和根瘤菌或根瘤菌生物

在调节土壤健康和土地开发方面比周围的非根际土

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118］。

壤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101］。根际为微生物群落的
建立起富含碳生态位的作用，而与之相反的是，大

4

量土壤中的碳和其他营养物质会被异养微生物迅速

4.1

［36］

耗尽

。研究发现，在局部范围内，较高的植物

多样性与较高的微生物多样性相关，但环境因素对
［96，102］

微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大于植物多样性

。有趣

研究前景与展望
多组学综合应用研究前景
相关研究表明，宏基因组学可以预测微生物群

落功能潜力，未来研究的前沿是微观领域的探索，
侧重于基因组预测、基因组与表型组关系、通量组

的是，与来自低植物多样性环境的分离株相比，高

学和建模技术的应用，结合代谢组学、成像技术，

植物多样性的土壤分离株始终表现出非狭窄的生态

在识别和跟踪土壤生物间信号分子和代谢物的交换

［103-104］

。植物可以与多种微生

方面有很大的前景［119］。特别是使用精确的序列而

物形成多种共生关系，提供植物一半以上的营养需

不是聚类的操作分类单元，使细菌和古生物核糖体

求［105］。而生活在根际圈的无数微生物中，只有一

RNA 基因序列能够在多个研究中被跟踪［120］。研究

小部分能与植物建立共生的相互作用。而非共生微

细菌基因和分子对其保护作用的特性，并确定调控

生物也可以与植物形成不严格的互惠或共栖关系，

根微生物群组装的宿主分子成分仍然很重要，这将

仍然为植物营养提供明显的好处。如腐生微生物通

有助于理解植物如何协调环境微生物的选择以在自

过矿化土壤有机质和溶解土壤非生物有效性养分，

然界生存［121］。因此，未来可基于宏基因组研究的

从而促进植物养分的吸收［55，106］。许多细菌（如假

基础上，开展基因组、代谢组及多组学技术、通量

单胞菌、芽孢杆菌）和真菌（如青霉菌、曲霉）能

组学和建模技术，研究植物根系分泌物［60］、根系

够通过分泌有机酸（如草酸、柠檬酸）使土壤矿质

黏液与根际微生物组、根表及根内微生物组的互作

磷酸盐溶解，从而导致局部酸化或与磷酸盐结合的

关系，进而揭示矿物元素迁移规律。

位和较少的资源竞争

［107］

阳离子螯合

。而变形门菌、AMF、Ectomycoral

真菌等微生物，可通过提高细胞外磷酸酶活性，矿
化土壤有机磷，供植物吸收

［108-109］

4.2

植物功能性状相关联的微生物组与生态系统

功能之间的关系

。根际微生物还

微生物功能多样性与特定生态系统功能之间的

通过产生铁载体，以螯合铁的形式来促进植物对铁

关系没有冗余，与生物和非生物环境因素变化相关

［76，110］

的吸收

。

的土壤微生物功能多样性的丧失可能对陆地生态系

能 够 促 进 土 壤 养 分 循 环 和 协 助 植 物 吸 收 氮、

统中的特殊土壤功能产生重要影响［122］。植物功能

磷 的 重 要 真 菌 是 AMF。 在 有 效 磷 含 量 低 的 农 业

性状多样性与微生物功能多样性对生态系统功能多

生态系统中，地上生物量和粮食产量变化可反映

样性的维持和促进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如植物根

AMF 在植物根际转运磷元素的重要性

［111］

。最近

际土壤［23］ 与植物叶片［10］ 功能性状相关的微生物

的研究发现，AMF 会影响玉米植株的水通道蛋白

群落如何介导生产力，进而影响生态系统功能等。

活性，在缺水情况下增加水分输送，从而提高幼

根际微生物群落组成和多样性不仅与土壤的非生物

苗的光合能力［112］。有研究报道，大豆接种 AMF

因子密切相关，而且与植物资源获取和利用相关的

后，建立了共生关系，便可以提高结瘤和固氮特

功能性状密切相关，植物性状可能是植物群落和土

［113］

性

。豆科植物通过根际定殖固氮菌来转化氮素

壤微生物群落之间的桥梁纽带，这需要更多的研究

营养，形成特殊的根瘤形态，具有共生关系。在

来量化这些由植物性状介导的根际微生物特性和植

这种共生关系中，植物向固氮细菌提供二羧酸盐

物群落动态之间的关系［90］，尤其是根际微生物对

（如 l- 苹果酸、琥珀酸、富马酸盐等），作为微生

寄主的表型可塑性起着重要作用，有助于宿主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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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环境的适应能力［55］。因此，控制扩展根表型的
遗传学与可持续生产以及表型相关的微生物组与生
态系统功能之间的关系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4.3

soil community composition determine ecosystem multifunctionality
［J］．Proc Natl Acad Sci U S A，2014，111（14）：5266-5270.
［10］

bacterial diversity mediates plant diversity and ecosystem function

全球气候变化与微生物组成及其多样性的

关系

relationships［J］．Nature，2017，546：145-147.
［11］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不同时空尺度的非
生物因子和人类活动影响了土壤微生物的组成和多
样性，由此导致功能成分发生变化，而微生物的功

The New Phytologist，2015，206（1）：329-341.
［12］

The New Phytologist，2003，157：465-473.
［13］

。今后在土壤 - 微生物 -

2005，30（1）：75-115.
［14］

feedback approach［J］．Journal of Ecology，1997，85：561-

方法，将土壤环境作为一个整体，通过模拟气候变
的多功能特性

573.
［15］

［93］

，进一步揭示植物与土壤的互作

Pernilla B E，Van der Putten W H，Bakker E J，et al．Plantsoil feedback：experimental approaches，statistical analyses and
ecological interpretations［J］．Journal of Ecology，2010，98

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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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interaction regulation of plant and soil by rhizosphere microbiome
LIU Wang-suo1，2，LI Hai-quan1，HE Yi1，HUANG Ye-yun1，QIU Kai-yang 1*，XIE Ying-zhong 1*（1．Grassland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School of Agriculture，Ningxia University，Yinchuan Ningxia 750021；2．Ningxia Grape Wine and
Desertification Prevention Technical College，Yinchuan Ningxia 750199）
Abstract：There is a remarkable diversity of microorganisms in soil which play a pivotal role in regulat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lant and soil．In particular，microbes in the rhizosphere，some of the important functional microorganisms
participate in the plant root nutrient cycling and transformation as the main holobiont．The recent research progress in the
research on the formation of rhizosphere and rhizosphere soil microbes，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rhizosphere soil microbes
and soil environment as well as plant roots are reviewed．All of these findings have firmly confirmed that the rhizosphere
microbial community and diversity are active factors in promoting individual plants and maintaining ecosystem functions．The
research prospects of soil microbe in multi-component，plant functional traits and global change are highlighted which will be
crucial to research in the future.
Key words：rhizosphere microbiome；root exudates；soil environment；interactive regulation；nutrient cyc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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