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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虫内寄生真菌资源及生防应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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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线虫内寄生真菌是一类能通过产生各种特殊孢子寄生游离线虫的食线虫真菌，对维
持自然界线虫种群及其数量起到了关键作用，是线虫的重要天敌，也是研究物种多样性的重
要材料，因此具有特殊的研究意义和经济价值． 目前许多学者主要研究捕食线虫真菌对线虫
的侵染力．这种食线虫真菌的侵染力主要针对二龄幼虫，而线虫内寄生真菌对线虫的各个时
期都有侵染力．本文综述了线虫内寄生真菌物种资源现状，孢子形态多样性、侵染方式多样性、
生活史多样性和寄主多样性，以及具有生防潜力和已商品化的生防菌的生防应用，探讨了在物
种资源的发掘、物种分类鉴定和生防制剂商品化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并展望了研究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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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线虫真菌（ ｎｅｍａｔｏｐｈａｇｏｕｓ ｆｕｎｇｉ） 是指一类能

样性、侵染方式多样性和生活史多样性，是研究生物

捕捉、寄生、定殖和毒害线虫的菌物． 根据它们侵染

多样性不可多得的生物材料． 线虫内寄生真菌除寄

线虫的习性可分为捕食线虫真菌、线虫内寄生真菌、

生线虫外，也可寄生其他昆虫病原菌，具有寄主多样

．其中，线虫内寄生

性，是多种线虫或昆虫病原菌生物防治的重要材料．

线虫的真菌，有成囊孢子、粘性孢子和吞食孢子 ３ 种

物多样性及生防应用进行综述，提出值得深入研究

机会真菌和产毒真菌四大类群

［１］

真菌是一类能通过产生各种特殊孢子寄生游离活动
侵染孢子类型．

迄今为止，线虫内寄生真菌全世界共报道 １５０

余种，我国有 ２０ 余种 ［２］ ． 该类真菌具有孢子形态多

本文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３１５０００１４） 、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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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针对线虫内寄生真菌丰富的物种资源、生
的问题，为今后有害寄生线虫的生物防治研究及开
发利用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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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虫内寄生真菌物种资源
目前已报道的线虫内寄生真菌共涉及卵菌门 ４

个属、壶菌门 ６ 个属、接合菌门 ４ 个属、子囊菌及半
知菌 ８ 个属、担子菌门 １ 个属（ 表 １） ［３］ ．根据国际真
菌权威数据库 Ｉｎｄｅｘ Ｆｕｎｇｏｒｕｍ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ｎｄｅ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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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线虫内寄生真菌涉及的主要属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ａｊｏｒ ｇｅｎｅｒａ ｏｆ ｅｎｄｏ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 ｆｕｎｇｉ
门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属
Ｇｅｎｕｓ
串胞壶菌属 Ｍｙｚｏｃｙｔｉｕｍ

卵菌门

Ｏｏｍｙｃｏｔａ

链壶菌属 Ｌａｇｅｎｉｄｉｕｍ
造毛孢属 Ｇｏｎｉｍｏｃｈａｅｔｅ
粘舌孢属 Ｈａｐｔｏｇｌｏｓｓａ

壶菌门

Ｃｈｙｔｒｉｄｉｏｍｙｃｏｔａ

链枝菌属 Ｃａｔｅｎａｒｉａ
油壶菌属 Ｏｌｐｉｄｉｕｍ
根生壶菌属 Ｒｈｉｚｏｐｈｙｄｉｕｍ
顶裂霉属 Ｍｅｒｉｓｔａｃｒｕｍ

接合菌门

Ｚｙｇｏｍｙｃｏｔａ

广角捕虫霉属 Ｅｕｒｙａｎｃａｌｅ

子囊菌门及

钩丝孢属 Ｈａｒｐｏｓｐｏｒｉｕｍ

半知菌类

轮枝孢属 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ｉｕｍ

Ａｓｃｏｍｙｃｏｔａ

ａｎｄ 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

掘氏梅里霉属 Ｄｒｅｃｈｍｅｒｉａ
被毛孢属 Ｈｉｒｓｕｔｅｌｌａ
埃丝特氏属 Ｅｓｔｅｙａ
拟青霉属 Ｐａｅｃｉｌｏｍｙｃｅｓ

担子菌门
Ｂａｓｉｄｉｏｍｙｃｏｔａ

毒虫霉属
Ｎｅｍａｔｏｃｔｏｎｕｓ

报道时间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ｔｉｍｅ

报道人
Ｒｅｐｏｒｔｅｒ

世界分布
Ｗｏｒｌ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１８５８

Ｓｃｈｅｎｋ

波兰、中国、加拿大、印度、法国

１９４６

Ｄｒｅｃｈｓｌｅｒ

美国、英国、中国、加拿大

１８７２
１９４０
１８７６
１８５５
１８６３
１９４０
１９３９
１８７４
１８１６
１９８５
１８９２
１９９９
１９０７
１９４１

Ｓｃｈｅｎｋ

德国、美国、加拿大、巴西、中国、古巴

Ｄｒｅｃｈｓｌｅｒ

美国、新西兰、英国、中国、丹麦、加拿大

Ｓｏｒｏｋｉｎ

法国、俄罗斯、英国、巴西、中国、古巴

Ｂｒａｕｎ

美国、中国、俄罗斯、德国、加拿大等

Ｂａｒｙ

日耳曼尼亚、德国、中国、巴西、英国、坦桑尼亚、美国

Ｄｒｅｃｈｓｌｅｒ

美国、印度、乌克兰

Ｄｒｅｃｈｓｌｅｒ

美国、日本

Ｌｏｈｄｅ

美国、加拿大、中国、荷兰、英国、印度

Ｎｅｅｓ

德国、美国、加拿大、荷兰、法国、波兰、中国

Ｇａｍｓ

加拿大、美国、英国、中国、日本

Ｐａｔｏｕｉｌｌａｒｄ

法国、美国、中国、日本、波兰

Ｌｉｏｕ

中国

Ｂａｉｎｉｅｒ

奥地利、英国、日本、俄罗斯、乌克兰、中国

Ｄｒｅｃｈｓｌｅｒ

美国、中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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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中轮 枝 孢 属 （ 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ｉｕｍ） 和 根 生 壶 菌 属 （ Ｒｈｉｚｏ⁃

着分子生物学新技术的发展，新生的研究力量大多

种；其次是被毛孢属（ Ｈｉｒｓｕｔｅｌｌａ） 和油壶菌属（ Ｏｌｐｉｄｉ⁃

的资源研究中来． 然而，在全球报道的 ３１ 种钩丝孢

孢属近 ５ 年只发表 ２ 个新物种 Ｈｉｒｓｕｔｅｌｌａ ｔｕｎｉｃａｔａ ［１７］

孢 ［２０］ 、中华钩丝孢 ［１９］ 和多孢钩丝孢 ［１９］ ４ 个种．仅在

ｐｈｙｄｉｕｍ） 发表菌种最多，但近 ５ 年没有发表新的物
ｕｍ） ，而油壶菌属近 １０ 年也没有发表新物种，被毛

集中在前沿领域，很难补充到这种最基础、难度又大
属真菌中，中国报道了 Ｈ． ｍｉｃｒｏｓｐｉｒａｌｅｓ ［２２］ 、奇妙钩丝

和神农架被毛孢 （ Ｈｉｒｓｕｔｅｌｌａ ｓｈｅｎｎｏｎｇｊｉａｅｎｓｉｓ） ［１８］ ． 我

２００３—２００６ 年 ３ 年中，Ｗａｎｇ 等 ［１９］ 和 Ｌｉ 等 ［２０］ 对线

琦等为代表的学者报道的线虫内寄生真菌新物种有

种，即多孢钩丝孢、中华钩丝孢和奇妙钩丝孢．可见，

国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以张克勤、刘杏忠、梁宗
２０ 余种，多集中在被毛孢属和钩丝孢属（ Ｈａｒｐｏｓｐｏｒｉ⁃

ｕｍ） ，而埃丝特氏属（ Ｅｓｔｅｙａ） 仅发表 １ 个新物种蠕虫
埃斯特菌（ Ｅｓｔｅｙａ ｖｅｒｍｉｃｏｌａ） ［１４］ ． 线虫内寄生真菌中

研究较多的是串胞壶菌属（ Ｍｙｚｏｃｙｔｉｕｍ） 、钩丝孢属、

虫内寄生真菌的调查就发现了 ３ 个钩丝孢属真菌新
线虫内寄生真菌物种资源相当丰富，有待深入发掘．

２

线虫内寄生真菌的生物多样性
微生物多样性的研究是整个生物多样性研究的

掘氏梅里霉属 （ Ｄｒｅｃｈｍｅｒｉａ） 、 毒虫霉属 （ Ｎｅｍａｔａｃｔｏ⁃

重要组成部分 ［２３］ ，而线虫内寄生真菌具有孢子形态

（ Ｐａｅｃｉｌｏｍｙｃｅｓ ｌｉｌａｃｉｎｕｓ） ．

性，因此，该类真菌是研究生物多样性不可多得的生

ｎｕｓ） 、被 毛 孢 属 的 一 些 真 菌 种 类 以 及 淡 紫 拟 青 霉
自 １８７４ 年 Ｌｏｈｄｅ 首次报道线虫钩丝孢（ Ｈａｒｐｏｓ⁃

ｐｏｒｉｕｍ ａｎｇｕｉｌｌｕｌａｅ） 并建立钩丝孢属以来，全球共报
道 ３１ 种钩丝孢属真菌，其中寄生轮虫的 ６ 种、寄生
线虫的 ２５ 种

［１９］

． 有关钩丝孢属资源的相关报道主

要集中在 １９４１—１９９７ 年间，之后仅陆续报道了奇妙
钩丝孢 （ Ｈ． ｔｈａｕｍａｓｉｕｍ）
钩丝孢 （ Ｈ． ｓｉｎｅｎｓｅ）
ｍｉｓ）

［１９］

［１９］

［２０］

、 Ｈ． ｂｒｅｄｏｎｅｎｓｅ

［２１］

、 中华

和 多 孢 钩 丝 孢 （ Ｈ． ｍｕｌｔｉｆｏｒ⁃

４ 个种．２００７ 年后对该属物种资源的研究未

多样性、侵染方式多样性、生活史多样性和寄主多样
物材料．
２ １

孢子形态多样性
由于线虫内寄生真菌涉及卵菌门、壶菌门、接合

菌门、担子菌门、子囊菌及半知菌，因此，其孢子包括
了不同类群菌物的孢子类型． 如壶菌门的链枝菌属

（ Ｃａｔｅｎａｒｉａ） 和油壶菌属及卵菌门的串胞壶菌属都能
产生带有鞭毛的游动孢子，其中，链枝菌属和油壶菌
属产生单鞭毛的游动孢子，串胞壶菌属产生双鞭毛

见报道．物种资源调查研究出现这种断层的主要原

的游动孢子；半知菌门的钩丝孢属产生吞食孢子；被

因可能是：１） 由于该属真菌孢子变化幅度太大以及

毛孢属、掘氏梅里霉属产生粘性孢子．

分离率低，造成研究上的困难，且出成果缓慢；２） 随

即使在同属的孢子中，其形态也有较大差异．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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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３１

钩丝孢属产生的孢子呈弓形、螺旋形、不对称心形、

产果形成游动孢子囊，通过溢出管释放具有不等双

倒高跟鞋形、肱骨形等多种形态；顶裂霉属（ Ｍｅｒｉｓｔａ⁃

鞭毛的游动孢子和休止孢子．当寄主经过时，休止孢

ｃｒｕｍ） 的孢子为球形、 倒卵球形

子萌发形成舌形的枪细胞，通过强力将侵染孢子射

［１０］

；广角捕虫霉属

（Ｅｕｒｙａｎｃａｌｅ） 的孢子为星月型、龟头型；轮枝孢属的
孢子为球形、椭圆形、卵形或棱型

［１４］

． 另外，线虫内

入寄主体内进行侵染 ［２６］ ．

２ ３

生活史多样性

寄生真菌的同一种菌也会产生不同类型的分生孢

线虫内寄生真菌多数为专性寄生，具有有限的

子．例如，蠕虫埃斯特菌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分生孢

腐生阶段，在寄主线虫体内完成整个生活史，且生活

子：一种类型为不规则椭圆形，半月形，向内陷，末端

史具有多样性． 串胞壶菌属和链枝菌属等多数菌物

稍尖，无色，壁光滑，具黏性；另一种类型为杆形，柱

具有无性阶段和有性阶段的典型菌物生活史，其中

形，无色，壁光滑，不具黏性

［６］

；钩丝孢属的许多菌

种具有 ２ 种、３ 种或 ４ 种不同类型的孢子．例如，两栖
钩丝孢 （ Ｈａｒｐｏｓｐｏｒｉｕｍ ｊａｎｕｓ） 产 生 侵 染 孢 子 和 节 孢
子

［２４］

；多 孢 钩 丝 孢 产 生 侵 染 孢 子、 节 孢 子、 附 孢

子 ［１９］ ；奇妙钩丝孢产生侵染孢子、节孢子、附孢子和
厚垣孢子

［１６］

．孢子形态多样性为研究生物多样性提

供了重要的生物材料，同时也使仅靠传统的形态特
征分类系统难以对该类真菌进行准确的分类鉴定．

２ ２

侵染方式多样性

某些菌物的一个无性阶段可对应多个有性阶段，如
Ｊｏｎｅｓ ［２７］ 报道的粗壮毒虫霉（ Ｎｅｍａｔｏｃｔｏｎｕｓ ｒｏｂｕｓｔｕｓ）

对应 的 有 性 世 代 有： Ｈｏｈｅｎｂｕｅｈｅｌｉａ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ｎｓ、 Ｈ．

ｃｙｐｈｅｌｌｉｆｏｒｍｉｓ、Ｈ． ａｔｒｏｃａｅｒｕｌｅａ、 Ｈ． ｎｉｇｒａ ［２８－２９］ ． 某 些 半
知菌类的菌物只有无性阶段，还未发现有性阶段，如
轮枝孢属的多数种及毒虫霉属的一些种，亚肾形毒
虫霉 （ Ｎｅｍａｔｏｃｔｏｎｕｓ ｓｕｂｒｉｎｉｆｏｒｍｉｓ） 、 周 生 毒 虫 霉 （ Ｎ．

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ｓ） 、附枝毒虫霉（ Ｎ． ｈａｐｔｏｃｌａｄｕｓ） ． 虽然某些
半知菌类菌物未发现其有性生活阶段，但不能说明

线虫内寄生真菌主要是通过成囊孢子、粘性孢

它们的生活史中没有有性阶段．此外，线虫内寄生真

子、吞食孢子对线虫进行由外到内、再由内到外的侵

菌的个别种类在无性阶段会产生两种完全不同的分

染．因孢子不同，其侵染方式呈现多样性．

生孢子梗和分生孢子，如桅蛇钩丝孢（ Ｈａｒｐｏｓｐｏｒｉｕｍ

线虫链枝菌（ Ｃａｔｅｎａｒｉａ ａｎｇｕｉｌｌｕｌａｅ） 和串胞壶菌
属的许多菌可产生成囊孢子，侵染线虫．成囊孢子是
由游动孢子接触线虫失去鞭毛后休止形成，成囊孢
子产生穿刺钉，穿透线虫的表皮，孢子内含物进入寄
主体内，萌发形成侵染菌丝，而空壳留在虫体外，常
脱落．寄主体内的菌体成熟时，通过整体产果或分体
产果形成游动孢子囊，游动孢子在其中成熟，随后通
过游动孢子囊萌发产生的伸出寄主体外的溢出管释
放

［１］

．半知菌的轮枝孢属、掘氏梅里霉属、埃丝特氏

属、被毛孢属和钩丝孢属及担子菌门毒虫霉属的部

分菌种通过粘性孢子侵染线虫 ［２５］ ．粘性孢子接触自

ｃｅｒｂｅｒｉ） 除产生钩丝孢属的节孢子外，还产生被毛孢
属的椭圆形分生孢子 ［３０］ ．目前在已知的几种钩丝孢
属中有 １０ 种菌产生这种现象 ［３１］ ．

２ ４

寄主多样性

线虫内寄生真菌可寄生植物寄生线虫的卵、幼

虫及成虫 ［３２］ ，同时也能寄生动物寄生线虫 ［３３－３６］ 和
其他类寄主（ 表 ２） ，而且一种线虫内寄生真菌还能
寄生不同种类的植物寄生线虫（ 表 ３） ．因此，线虫内
寄生真菌是具有应用前景的线虫生防真菌．
３

线虫内寄生真菌的生防应用

由活动的线虫时，能牢固粘附在线虫体表，随后萌发

线虫内寄生真菌可侵染线虫卵、孢囊、幼虫和成

形成侵染管，穿透线虫体壁进入线虫体内，并在其中

虫等不同生长阶段，主要依赖于产生胞外酶作为毒

产生大量的营养菌丝，后期穿透线虫体壁形成体外
分生孢子梗，产生瓶梗和孢子．钩丝孢属的某些菌种
可产生吞食孢子，在食细菌线虫无选择性进食过程
中随食物被线虫吞食，附着在线虫口腔、咽喉球或肠
道中并萌发产生芽管，随后在线虫体内形成大量的
营养菌丝．当线虫体内营养消耗殆尽时，菌丝穿透线
虫体壁，在体外形成分生孢子梗，并在其上产生瓶梗
和孢子．这种孢子被线虫吞食后，附着在线虫口腔或
肠壁上侵染，因此这类孢子不能侵染具有口针的植
物寄生线虫．此外，粘舌孢属（ Ｈａｐｔｏｇｌｏｓｓａ） 则是整体

力因子去侵染和消化线虫的表皮 ［６３］ ，因此在生产实
践中存在巨大潜力．迄今为止，已被制成商业制剂的
线虫内寄生真菌有淡紫拟青霉和厚垣普奇尼亚菌
（ Ｐｏｃｈｏｎｉａ ｃｈｌａｍｙｄｏｓｐｏｒｉａ） ．另外，还有许多具有生防
潜力的线虫内寄生真菌虽未制成商业制剂，但相关
的生防应用研究在不断更新，其中对蠕虫埃斯特菌
和洛斯里被毛孢 （ Ｈｉｒｓｕｔｅｌｌａ ｒｈｏｓｓｉｌｉｅｎｓｉｓ） 、明尼苏达
被毛孢（ Ｈｉｒｓｕｔｅｌｌａ 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ｅｎｓｉｓ） 研究较多．

３ １

淡紫拟青霉和厚垣普奇尼亚菌的商业制剂
淡紫拟青霉和厚垣普奇尼亚菌可寄生不同种类

２１３２

应

用

生

态

学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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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线虫内寄生真菌寄主多样性（ 不包括线虫）
Ｔａｂｌｅ ２ Ｈｏｓ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ｅｎｄｏ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 ｆｕｎｇｉ （ ｅｘｃｌｕｄｉｎｇ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ｓ）

菌寄生线虫．

真菌名称
Ｆｕｎｇｉ ｎａｍｅ

和 Ｂｉｏａｃｔ 等商品化制剂出售，用于防治各种蔬菜、香

异形串胞壶菌
Ｍｙｚｏｃｙｔｉｕｍ ａｔｙｐｉｃｕｍ
小孢串胞壶菌
Ｍｙｚｏｃｙｔｉｕｍ ｍｉｃｒｏｓｐｏｒｉｕｍ
轮虫串胞壶菌
Ｍｙｚｏｃｙｔｉｕｍ ｒｏｔｉｆｅｒｕｍ
秀丽粘舌孢
Ｈａｐｔｏｇｌｏｓｓａ ｅｌｅｇａｎｓ
中间粘舌孢
Ｈａｐｔｏｇｌｏｓｓａ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
奇特粘舌孢
Ｈａｐｔｏｇｌｏｓｓａ ｍｉｒａｂｉｌｉｓ
线虫链枝菌
Ｃａｔｅｎａｒｉａ ａｎｇｕｉｌｌｕｌａｅ
线虫钩丝孢
Ｈａｒｐｏｓｐｏｒｉｕｍ ａｎｇｕｌａｒｉｓ
螺旋钩丝孢
Ｈａｒｐｏｓｐｏｒｉｕｍ ｃｏｃｌｅａｔｕｍ
柱钩丝孢
Ｈａｒｐｏｓｐｏｒｉｕｍ ｃｙｌｉｎｄｒｏｓｐｏｒｕｍ
旋钩丝孢
Ｈａｒｐｏｓｐｏｒｉｕｍ ｓｐｉｒｏｓｐｏｒｕｍ
三棱钩丝孢
Ｈａｒｐｏｓｐｏｒｉｕｍ ｔｒｉｇｏｎｏｓｐｏｒｕｍ
粗糙链孢霉
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ｉｕｍ ｔｅｎｅｒｕｍ
淡紫拟青霉
Ｐａｅｃｉｌｏｍｙｃｅｓ ｌｉｌａｃｉｎｕｓ

侵染对象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 ｏｒｇａｎｉｓｍ

藻类 Ａｌｇａ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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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ｃｈｏｎｉａ

甜菜孢囊线虫 Ｈｅｔｅｒｏｄｅｒａ ｓｃｈａｃｈｔｉｉ

ｃｈｌａｍｙｄｏｓｐｏｒｉａ

南方根结线虫 Ｍｅｌｏｉｄｏｇｙｎｅ ｉｎｃｏｇｎｉｔａ
爪哇根结线虫 Ｍｅｔｏｉｄｏｇｙｎｅ ｊａｖａｎｉｃａ

ｌｉｌａｃｉｎ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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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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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紫拟青霉

Ｓｃｉｅｎｃｅ 公司和菲律宾 Ｐｒｏｐｈｙｔａ 等公司开发成 Ｐａｅｃｉｌ

轮虫 Ｒｏｔｉｆｅｒａ

［３］

［４５－４７］

根结线虫 Ｍｅｔｏｉｄｏｇｙｎｅ ｓｐｐ．

花生根结线虫 Ｍｅｔｏｉｄｏｇｙｎｅ ａｒｅｎａｒｉａ
爪哇根结线虫 Ｍｅｔｏｉｄｏｇｙｎｅ ｊａｖａｎｉｃａ
象耳豆根结线虫 Ｍｅｔｏｉｄｏｇｙｎｅ ｅｎｔｅｒｏｌｏｂｉｉ
半穿刺线虫 Ｔｙｌｅｎｃｈｕｌｕｓ ｓｐｐ．
胞囊线虫 Ｈｅｔｅｒｏｄｅｒａ ｓｐｐ．

肾形线虫 Ｒｏｔｙｌｅｎｃｈｕｌｕｓ ｓｐｐ．

马铃薯金线虫 Ｇｌｏｂｏｄｅｒａ ｒｏｓｌｏｃｈｉｅｎｓｉｓ
圆锥掘氏梅里霉

草莓芽叶线虫 Ａｐｈｅｌｅｎｃｈｏｉｄｅｓ ｆｒａｇａｒｉａｅ

Ｄｒｅｃｈｍｅｒｉａ

马铃薯腐烂线虫 Ｄｉｔｙｌｅｎｃｈｕｓ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ｏｒ

ｃｏｎｉｏｓｐｏｒａ

南方根结线虫 Ｍｅｌｏｉｄｏｇｙｎｅ ｉｎｃｏｇｎｉｔａ

辅助链枝菌
Ｃａｔｅｎａｒｉａ 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ｉｓ

甜菜孢囊线虫 Ｈｅｔｅｒｏｄｅｒａ ｓｃｈａｃｈｔｉｉ
禾谷类孢囊线虫 Ｈｅｔｅｒｏｄｅｒａ ａｖｅｎａｅ

业研究所研发的‘ 灭线宁’ 中试粉剂对烟草根结线
虫病的防治效果在 ６３．６％左右 ［６５］ ；华远丰农（ 北京）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每克 １００ 亿活孢子制剂推出的
瓶装淡紫拟青霉颗粒制剂已上市 ［６６］ ．黑龙江强尔生
化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研发的淡紫拟青霉颗粒剂（ 每
克 ５ 亿活孢子） ，在豇豆定植 ７０ 和 １００ ｄ 后可使土
壤中 的 根 结 线 虫 二 龄 幼 虫 分 别 降 低 ７２． ３％ 和

５５．５％ ［６７］ ．

厚垣普奇尼亚菌在古巴以其为活性成分制成

工程重点实验室和昆明云大科技微生物资源开发股
剂，对烟草根结线虫的防治效果平均达 ６１．４％，并进
行了 ５３．３ ｋｍ ２ 大田应用 ［２］ ；２０００ 年，刘玉霞等 ［６６］ 研
制开发出‘ 豆丰一号’ 颗粒剂，对大豆孢囊线虫的平
均防效达 ５０％，并进行了 ２０．７ ｋｍ ２ 的大田应用．

３ ２

蠕虫埃斯特菌的生防潜力

蠕虫埃斯特菌是第一个被报道的松材线虫的内
寄生菌物，通过粘性孢子侵染寄生松材线虫，可随线

表 ３ 寄主植物寄生线虫多样性
Ｔａｂｌｅ 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
真菌名称
Ｆｕｎｇｉ
ｎａｍｅ

淡紫拟青霉作为活性成分被美国 Ｂａｙｅｒ Ｃｒｏｐ⁃

虫移动，进而增加了真菌孢子的扩散机会，使其具有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很高的生物防治潜力，已获得美国专利 ［６，６７］ ．在寄主

领域，研究发现，蠕虫埃斯特菌有一定的宿主范围，

［４８］

有较强的专一性 ［６８］ ． 在生物防治方面，现已获得几

［５０］

子悬液喷洒、树干注射、树体接种等不同方法将含有

［４９］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个高毒力的菌株，可在 ４ ～ ５ 天内杀死线虫． 采用孢
该菌株的生防制剂接种松树，结果表明，松材线虫的
侵染力降低． 例如，王海华等 ［６９］ 通过比较不同蠕虫

［５５］

埃斯特菌菌株形态特征、产孢能力及对松材线虫的

［５７］

松萎蔫病生防制剂开发和应用的菌株． Ｗａｎｇ 等 ［７０］

［５６］
［５８］

侵染活力，发现蠕虫埃斯特菌（ ＣＢＳ １１５８０） 可作为

［５９］

进行了田间试验，发现提前 １４ 天利用蠕虫埃斯特菌

［６０］

照组．

［６０］
［６１］
［６２］

孢子喷洒的松树幼苗，存活率达 ９０％，远远高于对
３ ３

被毛孢属真菌的生防潜力
被毛孢属真菌的洛斯里被毛孢、明尼苏达被毛

孢和 Ｈｉｒｓｕｔｅｌｌａ ｖｅｒｍｉｃｏｌａ，在自然条件下对植物寄生
的线虫，已被广泛用于植物寄生线虫的生物防治，并
被成功开发为商业试剂（ 表 ４） ，但其应用局限于活

线虫寄生率高，可寄生多种线虫，并可人工培养，具
有很大生防潜力，因此近年来被广泛研究 ［７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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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线虫内寄生真菌的商业化生防制剂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ｉｏ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ｄｏ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 ｎｅｍａｔｏｐｈａｇｏｕｓ ｆｕｎｇｉ
真菌名称
Ｆｕｎｇｉ

Ｐａｅｃｉｌ

淡紫拟青霉

产品名称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Ｂｉｏａｃｔ

Ｐａｅｃｉｌｏｍｙｃｅｓ

Ｂｉｏｃｏｎ

ｌｉｌａｃｉｎｕｓ

ＰＬ Ｇｏｌｄ
ＰｌＰｌｕｓ

Ｙｏｒｋｅｒ

灭线宁 Ｍｉｅｘｉａｎｎｉｎｇ
淡紫拟青霉颗粒
Ｐａｅｃｉｌｏｍｙｃｅｓ Ｌｉｌａｃｉｎｕｓ
Ｐｅｌｌｅｔ
Ｋｌａｍｉｃ

厚垣普奇尼亚菌
Ｐｏｃｈｏｎｉａ
ｃｈｌａｍｙｄｏｓｐｏｒｉａ

线虫必克
Ｘｉａｎｃｈｏｎｇｂｉｋｅ
豆丰一号 Ｄｏｕｆｅｎｇ １

Ｂａｙｅｒ ＣｒｏｐＳｃｉｅｎｃｅ

公司
Ｃｏｍｐａｎｙ

国家
Ｃｏｕｎｔｒｙ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菲律宾

［６５］

美国

Ｐｒｏｐｈｙｔａ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ｎｃ．

菲律宾

ＢＡＳＦ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德国

ＢＣＰ

南非

Ａｇｒｉｌａｎｄ Ｂｉｏｔｅｃｈ Ｌｉｍｉｔｅｄ

云南烟草科学研究院农业研究所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Ｙｕｎｎ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Ｓｃｉｅｗｎｃ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华远丰农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黑龙江强尔生化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Ｈｕａｙｕａｎｆｅｎｇｎｏｎｇ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Ｃｏｍｐａ⁃
ｎｙ，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Ｑｉａｎｇｅｒ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

印度
中国

［６５］
［６５］
［６５］
［６５］
［６５］
［６５］

中国

［６６］

未知 Ｕ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古巴

［６５］

未知 Ｕ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中国

云南省工业微生物发酵工程重点实验室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ｏ⁃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Ｙｕｎｎａｎ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起，研究发现，洛斯里被毛孢对

寄生线虫生物防治起重要作用．Ｐａｔｅｌ 等

［７２］

用高分子

化合物制成中空的胶囊，使洛斯里被毛孢在胶囊内

生长，当接种 １０００ 条甜菜胞囊线虫幼虫时，效果达

中国

［６４］
［６４］

条件等途径，进一步发掘线虫内寄生真菌资源，进而
筛选高效生防菌株，为国家生防资源提供战略贮备．
４ ２

借助分子系统学进行分类鉴定
线虫内寄生真菌具有孢子形态等多样性，为研

８０％，而直接使用菌体的对照组没有明显效果． Ｌｉｕ

究生物多样性提供了重要的生物材料，但是孢子形

孢对大豆胞囊线虫的生防作用进行了筛选，结果表

以对该类真菌进行准确的分类鉴定．因此，需借助分

明，洛斯里被毛孢在玉米粉培养基上对大豆胞囊线

子系统学与形态学特征结合，解决线虫内寄生真菌

虫的二龄幼虫有很高的寄生率，明尼苏达被毛孢次

分类特征复杂、鉴定工作相对较难等问题．

等

［７３］

用 ９３ 株洛斯里被毛孢和 ２５ 株明尼苏达被毛

之．Ｐａｔｅｌ 等

［７４］

研究洛斯里被毛孢的发酵和配方，发

态上的多样性使仅靠传统的形态特征分类系统，难

４ ３

生防菌及其次生代谢产物商业化

现含菌物和酵母粉的干燥的空心颗粒中的菌丝的放

线虫内寄生真菌在线虫生防方面显示出极大的

射性生长快于含等量菌物及酵母的海藻酸钙胶珠．

生防潜力，淡紫拟青霉和厚垣普奇尼亚菌已被成功

Ｘｉａｎｇ 等

［７５］

利用实时定量 ＰＣＲ 技术研究土壤环境

研制成生防制剂商品． 但这些商品化制剂的成分是

因素对明尼苏达被毛孢种群数量和活性的影响，发

菌体活菌，在应用上有一定的局限性，在田间实践应

现在土壤温度和含水量较低的土壤团粒结构中，明

用时会受到气候条件、土壤类型、土壤抑菌等因子影

尼苏达被毛孢含量较高，预示该菌有在较冷、较干燥

响，使防效具有不一致性和不稳定性．在研究与应用

的土壤中防治线虫的前景．

实践中，菌剂环境适应性可通过调控菌剂生产过程

４

中的生理生化途径，也可通过筛选高效菌株和优化

４ １

结论与展望
发掘资源、筛选高效生防菌株

剂型途径来增强 ［７６］ ． 因此，今后需要研究生防菌的
生物学和生态学，即明确生防菌的遗传稳定性、分

线虫内寄生真菌是食线虫真菌的一个大类群真

布、寄生与腐生能力、土壤条件，以及其寄主范围、寄

菌，分布广泛，寄生于富含有机质土壤和基质中的感

主密度依赖寄生性等，同时在生防菌株的筛选、发酵

病线虫中．然而，由于该菌物的分离率低、生长缓慢

工艺、合适剂型或加入添加物进行深入研究，以提高

等原因，近几年有关线虫内寄生真菌新资源的相关

防效．另外，也可以利用真菌产生的杀线虫活性代谢

报道较少，且现有的真菌资源仅有少部分真菌能够

成分，或借助分子生物学的方法将其有效成分的基

有效地寄生于线虫，也并非均能满足成为良好生防

因克隆到工程细菌上，更有效地发挥其生物防治作

制剂的要求．所以，需通过改进分离方法和改良培养

用，克服活体生防制剂生长缓慢和不稳定性等问题．

２１３４

应

用

生

态

学

随着更多、更有价值的线虫内寄生真菌新物种和特
殊活性物质的发现，并对现有物种进行合理化可持
续开发利用，必将推动植物寄生线虫生物防治的快
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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