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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丛枝菌根共生的生态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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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丛枝菌根（ AM） 共生是已知最为常见的植物与微生物共生的现象． 丛枝菌根真菌可以促进植物生长，改善

营养条件，提高抗逆性和抗病性． 菌丝网络改善了土壤颗粒聚集等土壤特性，从而提高了土壤对风和水侵蚀的抵抗
力，减少了土壤中的养分淋失，有助于保持土壤中的养分，并降低地下水污染的风险． 除此之外，AM 共生对于放射
性核素和重金属的治理、减少农药的使用、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维持生态系统的多功能性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生态学意义十分显著．
关键词

丛枝菌根； 丛枝菌根真菌； 共生； 生态学意义

中图分类号

Q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21（ 2018） 04－0045－06

Ec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Arbuscular Mycorrhizal Symbiosis
Huang Jinghua，Sun Che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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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buscular mycorrhiza （ AM ） symbiosis is the most common phenomenon in plants and microorganisms．

Arbuscular mycorrhizal fungi can promote plant growth，improve nutritional conditions，and improve stress or disease
resistance． The mycorrhiza network improves soil properties such as soil particle aggregation，thereby increasing soil
resistance to wind and water erosion，reducing nutrient leaching in the soil，helping to maintain nutrients in the soil and
reducing the risk of groundwater contamination． In addition，AM symbiosis plays a vital role in the management of
radionuclides and heavy metals，reducing the use of pesticides，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maintaining the versatility of ecosystems． Therefore，arbuscular mycorrhiza is of great ecologi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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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土壤中水分的流失，从而削弱了葡萄藤的生产

丛枝菌根（ AM） 共生是已知最为常见的植物与微
生物共生的现象，至少发生在 80% 的维管植物家族

力

中． AM 真菌通过增加根系营养吸收的表面积和活化

响

可利用的营养物质来促进植物对磷和氮等营养元素
的吸收，
同时，植物宿主为 AM 真菌提供生长必不可

发挥的重要的作用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近年来逐渐

［1，2］

少的碳源

． 植物-微生物相互作用提供了一种新
方法来提高农业生产力，同时该法还能降低环境成
本． 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正成为农户日益关注的问
题，
长期气候记录显示全球气温不断上升，其他极端
［3］

，
极端天气的增多对农业生产带
来不利甚至灾难性影响． 全球气候变暖与人为因素有
天气事件屡屡发生

关，
这一趋势可能继续进行． 对葡萄的研究表明，温度
升高会对葡萄生长产生不利影响，对浆果质量产生不
利影响，
除了增加病虫害的风险，生长季节的热浪增

［4］

，
而 AM 真菌可以缓解不利环境对葡萄生产的影

［5-8］

． AM 真菌可以与大多数作物建立共生关系而

步入了人们的视野．
工业活动造成了环境中重金属和放射性核素的
超标排放，
在食物链中的积聚将会对人类健康构成严
重威胁． 目前已有研究分析了 AM 真菌对重金属和放
［9，
10］

射性核素生物富集到植物中的影响

上的植物物种与 AM 真菌共生相关，并且 AM 真菌处
于植物-土壤界面处的关键位置，这对于环境中重金
属和放射性物质的检测与去除有重大的意义．
AM 共生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能够为植物提供
矿物质元素，
帮助植物应对不良气候变化，减少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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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蚀和营养流失，治理重金属和放射性物质的污染，
提高农作物的生产力，减少农药的使用，进而提高全

［11，
12］
并激活 AM 共生的共同共生信号通
的 Myc 因子
路（ CSSP） ． 由宿主根释放的独脚金内酯可诱导 AM

球农业系统的可持续性和恢复力． 本文主要从以下几

真菌孢子萌发和菌丝生长，
使得分枝的真菌菌丝向宿
［13］
主根生长 ． 一旦生长的菌丝接触根表面，
它们就会

个方面概述了目前对菌根共生生态学意义的相关
见解．

1 丛枝菌根共生分布广泛决定了其对
生态系统的重要性
AM 共生是通过根际微生物与寄主植物根之间
的化学通讯实现的． AM 真菌释放可被植物受体识别

图1
Fig．1

形成附着枝． 随后，
植物根表皮细胞经历一系列重编
，
程过程 包括细胞核的运动以及微管和内质网的变
化，
形成预穿透结构（ PPA） ，引导菌丝破坏根表皮细
［14］
胞，
真菌然后在细胞间生长 ，最后形成了高度分枝
的结构，
称为丛枝． 高度分叉的丛枝为营养交换提供
了大的界面． 磷和氮等矿物质营养物质通过共生界面
从 AM 真菌转移到植物宿主（ 图 1） ．

丛枝菌根的典型结构

Typical structure of arbuscular mycorrhizal fungi

在全球几乎所有主要生态系统中都观察到了丛
［15］
枝菌根真菌与植物共生的现象，如在北极地区 、热
［16］
［17］
阿拉伯半岛的沙漠 乃至海拔极高的喜
带森林 、
［18］
马拉雅山 等生态区域中均有发现． 虽然 AM 真菌
的分布是取决于自然因素，
还是人类活动所导致尚不
［19］

研究表明，
葡萄树与 AM 真菌的结合有利于次生代谢
产物白藜芦醇，黄酮醇和花青素等的合成，这不仅增
强了植物对环境胁迫的耐受性，
而且也是提高浆果质
［5］
量的决定性因素 ． 最近的一项研究中用 AM 真菌接
种葡萄树，
可以改善与葡萄成熟度相关的参数 （ 如花

清楚 ，但 AM 真菌物种在各种极端环境下出现表
明，
这些真菌在环境条件方面和寄主范围方面都具有

青素含量） 和增强抗氧化活性能力，能维持甚至改善
浆果质量，
因此 AM 真菌可能在未来的气候变化情景

极强的适应性． 这些特殊环境中植物多样性相对匮
乏，
但 AM 真菌多样性各异、
群落结构独特． 在极端环

［6］
中发挥重要作用 ．
与 AM 真菌共生的植物中较高浓度的次级代谢

境中很可能蕴藏着具有特殊功能尤其是抗逆性较强
的 AM 真菌种类． AM 真菌在应对非生物胁迫（ 干旱、

产物可能的机制是改善寄主植物的光合作用和矿物
质营养，
激活次生代谢途径，
产生信号分子和激素，促

寒冷、
盐害等） 和生物胁迫（ 虫害和病害等） 都发挥了
［20］
重要作用 ，
在野外条件下和农业体系中使宿主受

［7］
进参与次级代谢基因的大量表达 ． 对葡萄树与 AM
真菌共生研究可知，AM 真菌定植的一个明显结果是

益． 因此，
对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来说 AM 真菌有很
大积极作用．

如营养转运、
某些基因表达上调 ，
转录因子和细胞
壁等相关基因的基因表达． 此外，AM 真菌在葡萄树

2 丛枝菌根共生的生态学功能

的根中存在激活苯丙氨酸解氨酶和白藜芦醇 O-甲基
转移酶基因转录的现象，
并参与了葡萄树对单轴霉的

2．1 缓解气候变化对农作物的不利影响
葡萄酒酿造业的社会经济效益较高，
气候变化对
葡萄树栽培的影响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 菌根共生在
避免或减少不利天气条件的影响方面的研究大都集
中在葡萄的次生代谢过程中，特别是酚类化合物上．

［8］

［20］
防御反应 ．
2．2 改善土壤结构减少土壤养分流失

AM 真菌在自然和农业环境中的重要作用是使
土壤结构发生有益改变． 高度分枝的 AM 真菌菌丝体
的密集菌丝网络形成了一个三维基质，
使土壤颗粒融
［17］

合并交联而不会压实土壤

． 土壤蛋白 （ GＲSPs）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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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为土壤团聚体稳定的另一重要因素，
球囊霉素是
一类土壤蛋白，
命名原因是因为它被认为由 AM 真菌

方式实现其生物修复功能： （ 1） 通过积聚和隔离有毒
从而保护其主体免
的重金属离子或耐受放射性核素，

产生． 球囊霉素不是一种确定的基因产物或化学上同
质的分子种类，而是一种土壤的重要组分，由其免疫

［26］
受污染物的侵害 ； （ 2） 像吸收主要的矿物营养素如
Cu 和 Zn 一样将重金属离子或放射性核素输送到宿

反应性质决定． 最近，球囊霉素在研究中有了新的发
现． 虽然球囊霉素的起源和功能还远未为世人所知，

主，
从而使宿主中重金属或放射性核素富积． 在第一
种情况下，
可以在污染的基质中实现植物生产，并达

然而，
它们代表了土壤质量的重要决定因素． GＲSPs
占有机土壤碳总量的 2% ～ 5%，由于球囊霉素可以通

到对植物的污染程度最小． 第二种方法可以通过收获

过增加土壤颗粒聚集来保护其他形式的有机碳免于
降解，因 此 它 们 可 能 对 土 壤 中 碳 的 封 存 有 显 著 贡
［21］

． 总之，
AM 真菌的菌丝网络不仅对植物生长和
根系发育有促进作用，
还可以保护土壤免受强风和水
献

AM 真菌对土壤质量的影响还表现在更强
流的侵蚀，
的保水能力上． AM 真菌对于干旱地区处于干燥沙质

并无公害化处理掉富集植物以减少场地的重金属或
［27］
． 当然，
放射性核素的负荷（ 植物提取）
这两种方法
都需要耐重金属或耐放射性核素的 AM 真菌，
并且第
二种方法同时需要高度耐受的宿主植物． 既可以应对
有毒的环境，
同时又产生大量的地上生物量以富集重
金属或核素． 迄今为止，在探索 AM 在土壤生物修复
中的潜力方面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然而，目前只

土壤中的植物尤为重要． 这些土壤通常表现出低再生
率的特征，
一旦被破坏难以恢复，而且极易受风雨侵

有少数实地研究已经解决了该方法在大规模条件下
［28］
应用的适用性 ． 当前，全球只有少数公司使用 AM

蚀． 在这种情况下，接种丛枝菌根共生菌可以抵御侵
蚀和提高土壤肥力，
形成可持续生产方式．

真菌产 品 在 进 行 生 物 修 复，该 方 法 还 有 待 进 一 步
研究．

丛枝菌根共生除了具有改善土壤结构和保持水
土的功能外，
还能减少土壤中的养分淋失． 营养物浸

2．4 减少农药使用促进绿色农业发展

出会导致土壤肥力的丧失以及地下水和地表水 （ 河
流，
湖泊） 的污染． 由于根和土壤微生物 （ 主要是 AM

植物会采用各种策略来保护自己免受食草昆虫
的侵害，
并将即将发生的食草动物攻击的信号传达给
其他植物． 为人们熟知的策略如产生挥发性萜类化合

真菌） 对营养物质的有效吸附和保留，生态系统能表
现出良好的营养保持能力． 农业土壤受到农业活动

物． 其实萜类化合物还可以被真菌共生所诱导，这构
成了针对昆虫等食草动物的双管齐下 （ 地上 / 地下）

（ 特别是犁耕） 的人为干扰，接收了大量的肥料，主要
P、
K． 如果缺乏良好的营养保留系统，这些肥料
是 N、

的防御策略． 萜类化合物是食草动物诱导的植物挥发
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阻止食草动物取食植物和

特别是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硝酸盐，很容易从土壤中冲
刷掉． AM 真菌对营养物保留在不同程度上发挥有益

（ 或） 吸引它们的天敌． 已知 AM 真菌对根的定殖会影
响植物的次生代谢，
包括改变萜类化合物的浓度和组

的作用． 首先，
改良土壤结构，
可以增加菌根土壤中微
量和大量聚集体的养分螯合作用； 其次，AM 真菌也

成，
这可以促进对食草昆虫的直接和间接植物防御．
萜类化合物可以直接作为驱虫剂，
减少食草动物

可以直接从土壤溶液中吸收养分． 因此，接种过丛枝
［22］
菌根的土壤表现出更好的土壤溶液保留能力 ，同

的幼虫摄食和成虫产卵． 例如，由植物产生的单萜和
［29］
倍半萜可以驱除蚜虫 ． 尽管萜类化合物对昆虫害

时 AM 真菌有利于植物对土壤营养和水的吸收利用．
研究报道了 AM 真菌在干旱胁迫下对番茄的营养吸

但可能的机理包括抑制
虫的确切防御机制尚不清楚，
ATP 合成酶的生成，
抑制核苷酸的烷基化和干扰昆虫

［23］

收有益

． 对于 P 和 N 元素，
已经有研究证明了接种
丛枝菌根真菌后的土壤中这两种营养元素浸出减少．

蜕皮过程等，
萜烯类化合物已被证明可通过抑制乙酰
［30］
胆碱酯酶来干扰昆虫的神经系统 ． 由食草动物攻

可以推断出丛枝菌根对于其他矿物质营养元素也具
有类似的功能．AM 真菌能通过产生封闭的养分循环，

击诱导的萜类化合物在植物的间接防御中具有重要
作用，
可以吸引食草动物的捕食者或寄生虫． 例如，
蜘

将土壤中的养分通量结合起来，
从而促进长期土壤肥
力的提高．

蛛螨对利马豆叶片的侵染会触发从头合成萜类化合
［31］
物，
如芳樟醇，
它能够吸引捕食蜘蛛螨的天敌 ．

2．3 清除环境中的重金属和放射性核素污染
过去几十年中，
人们在探索植物在减少放射性核

AM 共生促进植物营养摄取增加，使得植物形态

素或重金属污染方面的作用时发现，AM 真菌可能在
［24，25］
．AM 真菌主要可以通过两种
其中发挥核心作用

和生理学发生变化从而引起参与萜类化合物生物合
成途径的某些基因的转录水平增加，
进而使植物防御
策略增加了一个维度． 从分子水平上看，丛枝菌根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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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上调生物合成途径中下游基因的转录来影响植物
中特定萜类化合物及其衍生物的浓度． 例如在菌根番
茄共 生 时，AM 真 菌 诱 导 了 萜 类 合 成 酶 （ terpenoid
synthase，TPS） 家族基因 TPS31，TPS32 和 TPS33 的
［32］
表达 ．
丛枝菌根共生通过以上几种机制减少了农作物
被昆虫所取食的可能性． 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减少了农
药的使 用，为 绿 色 无 公 害 农 业 的 推 广 提 供 了 新 的
图2

思路．
2．5 维持生态系统的多功能性

Fig．2

丛枝菌根真菌在生态系统中起着重要作用，
影响
着各种重要的生态系统功能． 尽管 AM 真菌会从植物

AMF 和 NMF 培养条件下的生态系统多功能指数

Index of ecosystem function under AMF and NMF culture
conditions

对生态系统多样性的影响十分关键．

［33］

，但这对于植物和农业生
态系统总体而言负面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它们更
宿主获取一定的碳营养

主要的影响是通过提高植物的抗逆性来提高植物生
［34］
产力 ．
到目前为止，
仅有较少的研究涉及了丛枝菌根群
落的变化如何改变植物生长和生态系统功能． 大多数
温室模拟实验是在菌根与非菌根条件下对植物的影
响有何区别上进行． 此外，丛枝菌根共生维持生态系
统的多功能性研究分析也是基于温室条件进行的． 研
究表明菌根真菌提供了广泛的生态系统功能，
尤其是
对幼苗的成长、
凋落物分解、土壤形成和土壤聚集等．
此外，
菌根真菌还可以为宿主植物提供抗旱、
抗盐、抗
重金属、
抗疾病等能力． 有研究者提出了 AM 真菌-植
物共生的生态位理论，认为许多植物不能与没有 AM
［35］

． 研究表明，菌根真菌可以改
［36］
变植物之间的竞争性相互作用 ． 因此，植物群落结

真菌共生的植物共存

［37］

构和多样性根据丛枝菌根真菌群落的不同而改变

．

因为许多变量同时在发生改变很难总结出菌根真菌
． 解决此问题的一种方法是
对生态系统的总体影响，
总结一系列生态系统功能的影响并计算总体响应指
数． 在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多种生态系统功能被归纳
为生态系统多功能指数． 用 AM 真菌 （ AMF） 或不含
AM 真菌（ NMF） 培养的两组植物群落，根据 shannong
生物多样性指数、
总植物生物量、总植物磷含量、
总植
物氮含量、
植物存活率和土壤团聚体（ ＞1 mm） 的百分
比 6 个变量计算生态系统多功能指数（ 计算时各变量
权重相等） ，
进行了生态系统的多功能性分析（ 图 2 ，

3 展望
尽管丛枝菌根对宿主植物生长发育起到重要作
用，
但对于 AM 共生的研究仍然较少． AM 真菌被认
为是天然生物肥料，可以替代化学肥料，而且同时作
［39］

． 有证据表明，
共生条件下植物与
真菌对新环境的共同适应可以实现利益最大化． 在非

物品质不会丧失

生物胁 迫 下，AM 真 菌 上 调 了 脱 落 酸 （ ABA） 的 产
［1］
生 ，
表明丛枝菌根共生可以代替外源植物激素． 不
仅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得到提高，还可以降低成本．
需要注意的是，
农作物对接种 AM 真菌的反应可能因
植物品种或外界环境的差异而不同，
需要采取因地制
宜的手段，
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
丛枝菌根真菌可以促进植物生长，改善营养条
件，
提高抗逆性和抗病性． 菌丝网络改善了土壤颗粒
聚集等土壤特性，
从而提高了土壤对风和水侵蚀的抵
抗力，
减少了土壤中的养分淋失，有助于保持土壤中
的养分，
并降低地下水污染的风险． 此外 AM 共生对
于放射性核素和重金属的治理、减少化肥农药的使
用、
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维持生态系统的多功能性
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生态学意义重大． 但目
前 AM 真菌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基因表达调控机制
未研究清楚． 同时还存在研究经费投入较少、菌根产
品市场认可度不高、
温室实验结论与实际生产实践有
一定出入等问题，亟待解决，AM 真菌研究需要进一
步去探索．

P＜0．001） ［38］． 可以观察到，与无菌根存在情况相比，
AM 真菌的存在显著增强了生态系统的多功能性． 这
些观察也证实了土壤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多功能
性呈正相关的观点． 丛枝菌根真菌是土壤生物多样性
在发挥生态系统多功能性作用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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