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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矮火绒草（Leontopodium nanum）内生细菌的群落结构多样性及其生物学功能，为开发相应功

能的生物菌剂提供参考，并为青藏高原生态农牧业生产提供有价值的内生细菌资源。【方法】采用组织分离法对矮火

绒草植株内生细菌进行分离纯化，基于16S rDNA序列分析确定分离菌株的系统发育地位；通过平板对峙法检测分离

菌株拮抗病原真菌活性；检测分离菌株的产吲哚乙酸（IAA）、溶磷和固氮能力；测定分离菌株除草活性、低温适生性

及促种子萌发特性。【结果】从矮火绒草植株根、茎、叶和种子部位共分离获得52株内生细菌，基于16S rDNA序列分析

发现52株菌株可归属于4门7纲10目14科18属。其中假单胞菌属细菌为根部优势属，约占根部细菌总数的52.17%；茎

中以芽孢杆菌为优势属，约占茎部细菌总数的41.18%；各部位的内生细菌数量分布表现为根>茎>种子>叶。在52株

内生细菌中，11株有拮抗病原真菌能力、9株具有产IAA能力、7株有溶磷活性、7株具有固氮活性、20株具有除草活性、

13株具有耐低温能力和8株具有促生作用；从植株部位分布来看，7种类型的功能菌在根、茎和种子部位均有分布，拮

抗菌和除草菌在根部所占的比例较高，溶磷菌株在各植株部位所占比例均较低；在叶中未分离到拮抗菌、产IAA菌、

固氮菌和促生菌。各功能菌株分布在17个属，多样性较高，其中假单胞菌属和芽孢杆菌属中含有多种功能菌株，在植

株4个部位所占比例也较高。【结论】矮火绒草植株不同部位内生细菌的数量分布具有差异性，但均可分离到不同类型

的功能菌株，功能菌株涵盖17个属，其中以假单胞菌属和芽孢杆菌属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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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ersity and biological function of endophytic bacteria in
Leontopodium nanum of Qinghai-Tibetan Plateau

CHENG Liang1，2

(1Institute of Plant Protection，Qinghai Academ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Science，Xining 810016，China；
2Key Laboratory of Agricultural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of Qinghai Province，Xining 810016，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 diversity and function of endophytic bacteria of Leontopodium nanum were explore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developing biological bacterium agent with related functions and to provide valuable endophytic bac-
teria resources for ecological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production in Qinghai-Tibet Plateau.【Method】The endo-
phytic bacteria of L. nanum were isolated and purified by tissue isolation method. The phylogenetic status of the isolated
strains was preliminarily determined based on 16S rDNA sequence analysis. The antagonistic activity of the strains against
pathogenic fungi was detected by plate confrontation method. The indoleacetic acid（IAA）secretion，phosphate solubiliza-
tion and nitrogen fixation abilities of the strains were tested. The herbicidal activity，low temperature suitability and seed
germination characteristics were also determined.【Result】Results showed that 52 endophytic bacteria that belonged to 28
genera，14 families，10 orders，7 classes，4 phyla were isolated from the root，stem leaf，and seed of L. nanum based on
their 16S rDNA sequences. 52.17% isolates were identified as Pseudomonas，which was the most dominant genus in the
roots of L. nanum. Bacillus was the most dominant genera in the stems of L. nanum，which accounted for 41.18% of the
total. The quantitative distribution of endophytic bacteria in different parts of L. nanum was root>stem>seed>leaf. Further-
more，out of 52 isolates，11 strains confirmed to have antifungal activity，10 strains showed IAA-producing activity，7
strains turned out to have phosphate-solubilizing activity，7 strains were proved to be azotobacter，20 strains showed herbi-
cidal activity，13 strains showed low temperature tolerance and 8 strains exhibited growth-promoting effects. Seven 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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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自然界中几乎所有的植物都能与

多种微生物形成互利共生或内寄生关系（Hardoim

et al.，2015）。一直以来，植物—内生细菌共生体因

其在生态环境中生长的优越性而备受关注（Vorholt，

2012），在长期协同进化过程中内生细菌与宿主植物

相互作用以维持互惠共生关系（White and Torres，

2010）。宿主植物为内生细菌的生长繁殖提供营养

物质和相对稳定的生存环境，而内生细菌通过调节

和修饰宿主植物形态学、生理学及生物化学等特征，

提高宿主植物在生物与非生物胁迫下的适应性，维

持共生关系的稳定性（Chanway，1998）。因此，开展

分离筛选植物内生细菌研究，可为今后开发功能抗

病、除草、解磷、固氮及促生等多功能微生物菌剂提

供菌种资源和筛选依据。【前人研究进展】近年来，有

关植物内生细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植物内生细菌基

础生物学特性及其功能活性等方面。植物内生细菌

的分布具有普遍性和多样性，在各种农作物及药用

植物中均有存在，人们已从水稻、油菜、杜仲、黄芪和

甘蔗等植物的苗期、成株期的根、茎和叶等部位分离

到内生细菌（Sun et al.，2008；刘蓬蓬等，2018；王梅

菊等，2018；陈小洁等，2019；刘鲁峰等，2019）。目前

研究发现植物内生细菌的种类已超过129种，分属于

54个属，主要集中在假单胞菌属（Pseudomonas）、肠

杆菌属（Enterobacter）、芽孢杆菌属（Bacillus）、土壤

杆菌属（Agrobacterium）、克雷伯氏菌属（Klebsiella）、

泛菌属（Pantoea）和甲基杆菌属（Methylobacterium）

等（Bulgarelli et al.，2013）。李晓璐等（2015）从水黄

皮内生细菌中筛选出的蜡样芽孢杆菌对水稻害虫稻

飞虱和稻纵卷叶螟有明显的毒杀作用，致死率在

85%以上。陈超琼（2017）从西北荒漠地区采集的骆

驼刺植物组织中分离获得的内生细菌LTYR-11Z不

仅能促进小麦生长，还能提高小麦对干旱胁迫的抵

抗能力。柳志强等（2017）从催吐萝芙木分离获得的

内生枯草芽孢杆菌LYM3具有广谱抗菌性，其产生的

抑菌活性产物主要为脂肽类物质。陆蓝翔等（2018）

采用组织匀浆法从健康樟树组织中分离内生细菌，

发现2株菌对扦插苗株高有较好的促生效果。赵玉

华等（2018）从樟树周皮组织中分离获得的内生枯草

芽孢杆菌EBS05对番茄植株具有明显的促生作用，

对番茄抗番茄黄化曲叶病毒（TYLCV）具有诱导作

用。Caulier等（2018）从马铃薯植株体内分离获得的

Bacillus subtilis 30B-B6菌株对马铃薯晚疫病有很好

的防治效果。【本研究切入点】矮火绒草（Leontopo-

dium nanum）为菊科火绒草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是高

寒草地牧区的优势牧草之一，是一种土壤趋于干旱

出现的指示性物种，在我国主要集中在西北部及西

南部地区，分布于高山或亚高山带，不仅抗逆性强、

耐寒、喜湿，还能为家畜提供优质的营养物质，具有

阻碍高寒生态群落旱生化和盐生化发展的作用（牟

晓明等，2015）。目前报道的内生细菌主要来源于经

济作物，对长期生活在高海拔、寒冷气候条件下不受

人为活动干扰的植物内生细菌的研究相对较少，而

针对矮火绒草内生细菌的研究尚无文献报道。【拟解

决的关键问题】以矮火绒草的根、茎、叶和种子为试

材，采用组织分离法分离其内生细菌，结合分子标记

对分离的内生细菌进行鉴定并进行生物学功能测

定，以期筛选出具有应用潜力的益生微生物，为开发

相应功能的生物菌剂提供参考，并为青藏高原生态

农牧业生产提供有价值的内生细菌资源。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1. 1. 1 植物材料 2016年6—9月从青海省祁连山

东段的门源县珠固乡高寒草地采集矮火绒草的根、

茎、叶和种子，混合均匀后装入无菌封口塑料袋，置

于4 ℃冰箱中保存备用。

1. 1. 2 培养基 肉汁培养基（NA）：牛肉膏3.00 g，

蛋白胨5.00 g，NaCl 5.00 g，琼脂18.00 g，蒸馏水

1000 mL，pH 6.8~7.0；马铃薯葡萄糖琼脂培养基

（PDA）：马铃薯200.00 g，葡萄糖20.00 g，琼脂18.00 g，

蒸馏水1000 mL，自然pH；King氏液体培养基：蛋白

胨20.00 g，K2HPO4 1.15 g，MgSO4·7H2O 1.50 g，丙

of functional endophytic bacteria were found in the root，stem，leaf and seed of L. nanum. Isolates with antagonistic and
herbicidal activity had a relatively large proportion in the roots of L. nanum. The proportion of strains with phosphate-solu-
bilizing activity in all plant parts was relatively small. Isolates with antagonistic，IAA-producing，nitrogen-fixing and
growth-promoting activity were not discovered in the leaves of L. nanum. The functional endophytic bacteria were distribu-
ted in 17 different genera and had high population diversity. The isolates from Pseudomonas and Bacillus were multi-
functional strains with a high proportion in the four parts of seedlings.【Conclusion】The number and distribution of endo-
phytic bacteria in different parts of L. nanum plant are different，but can be isolated into different functional types. The
functional strains consist of 17 genera，of which Pseudomonas and Bacillus are dominant genus.

Key words：Leontopodium nanum；endophytic bacteria；diversity；biological function；Qinghai-Tibetan Plat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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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醇15 mL，L-色氨酸0.10 g（或不加色氨酸）；Piko-

vaskaia培养基（PKO）：葡萄糖10.00 g，磷酸钙5.00 g，

（NH4）2SO4 0.50 g，NaCl 0.20 g，KCl 0.20 g，MgSO4

0.03 g，MnSO4 0.03 g，FeSO4·7H2O 0.03 g，蒸馏水

1000 mL，pH 6.8~7.0；蒙金娜有机磷培养基：MnSO4·

4H2O 0.03 g，FeSO4·7H2O 0.03 g，CaCO3 5.00 g，葡

萄糖10.00 g，（NH4）2SO4 0.50 g，卵磷脂0.20 g，NaCl

0.30 g，KCl 0.30 g，酵母膏0.40 g，琼脂20.00 g，蒸

馏水1000 mL，pH 7.0~7.5；改良阿氏无氮培养基

（Ashby）：葡 萄 糖 10.00 g，K2HPO4 0.20 g，K2SO4

0.20 g，MgSO4·7H2O 0.20 g，NaCl 0.20 g，CaCO3

5.00 g，蒸馏水1000 mL，pH 7.0~7.2。低温筛选培养

基：5×1C培养基（胰蛋白胨21.00 g、NaCl 15.00 g、大

豆粉9.00 g、蒸馏水600 mL）200 mL，土壤提取液

（土壤500.00 g、蒸馏水1000 mL，98 ℃煮45 min，

滤纸滤出土壤液，过滤灭菌后保藏）100 mL，20%葡

萄糖5 mL，加灭菌水至1000 mL。

1. 1. 3 指示菌 马铃薯晚疫病菌［Phytophthora in-

festans（Mont.）de Bary］和樱桃褐斑病菌（Mycosphae-

rella cerasella Aderh.）。

1. 2 试验方法

1. 2. 1 内生细菌分离纯化 采用梯度稀释法对内

生细菌进行分离纯化。清水冲洗矮火绒草材料的

根、茎、叶和种子，滤纸吸干表面水分；分别称取根、

茎、叶和种子部位3~5 g，于超净工作台内用75%酒

精（45 s）、3%次氯酸钠（3~5 min）依次对材料表面进

行消毒，然后用无菌水洗涤3~5次，将样品在灭菌研

钵中加适量无菌生理盐水研磨至匀浆状，取1.0 mL

浸出液按10倍浓度梯度稀释后，吸取0.1 mL涂布于

NA培养基上，最后一次洗涤水为空白对照。25 ℃

恒温培养3~5 d，根据菌落形态、颜色、大小、边缘整

齐度及表面形态等分类，纯化编号后4 ℃保存备用。

1. 2. 2 内生细菌属种分子鉴定 菌株基因组DNA

提取按照试剂盒［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

司］使用说明进行操作。以提取的内生细菌基因组

DNA为模板，应用细菌16S rRNA序列通用引物27f

（5' - AGAGTTTGATCCTGGCTCAG-3'）和1492r（5' -

GGTTACCTTGTTACGACTT-3'）进行扩增。PCR反

应体系25.0 µL：2×Taq PCR Master Mix 12.5 µL，

DNA模板（50 ng/L）1.0 µL，上、下游引物各1.0 µL，

双蒸水10.5 µL。扩增程序：95 ℃预变性5 min；

95 ℃ 30 s，52 ℃ 30 s，72 ℃ 1.5 min，进行40个循

环；72 ℃延伸10 min。PCR产物送至生工生物工程

（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测序，测序结果用Chromas进行

序列修正后，在NCBI数据库中进行BLAST检索，选

取若干较高相似性的序列，用ClustalX 1.8进行多重

序列比对，最后用MEGA 6.0的Neighbor-Joining构建

系统发育进化树，各分支的置信度自举检测（Boot-

strap）1000次。

1. 2. 3 内生细菌生物学功能测定 分泌吲哚乙酸

（IAA）能力测定参考东秀珠和蔡妙英（2001）的方

法，定性测定采用Salkowski比色法，定量测定采用

纯3-IAA标准曲线计算内生细菌菌株的IAA分泌量。

溶磷能力测定参考陆瑞霞等（2012）的方法，定性测

定采用溶磷圈法，根据溶磷圈直径/菌落直径（D/d

值）确定溶磷能力；采用钼锑抗比色法定量测定有效

磷增量。固氮能力测定参考Piromyou等（2011）的方

法，采用乙炔还原法测定固氮酶活性大小。抑菌能

力测定参考崔月贞等（2016）的方法，采用平板对峙

法测定抑菌效果，计算抑菌率。

除草活性测定参考王伟等（2019）采用培养皿

分析法。供试杂草分别为野燕麦和野油菜种子。选

择饱满完整的杂草种子，用10 g/L次氯酸钠溶液进

行表面消毒，无菌水冲洗3次，在12孔板的孔上铺圆

滤纸片，加入待测发酵滤液1.0 mL，每孔置10粒种子

进行除草活性测定。每处理重复3次，另设清水作空

白对照，28 ℃智能光照培养箱培养，处理3~5 d后测

定胚芽（根）长，计算胚芽（根）抑制率。

低温适生特性检测参考谢永丽等（2014）的方

法。将待测菌株接种到5×1C培养液中，过夜培养后

取10.0 µL点到5×1C培养基上，置于0、4、10、14、18、

30和45 ℃下，每天观察生长情况，7 d后记录生长

结果。

促生特性测定采用玉米种子。将内生菌株接

种到NA液体培养基中培养12 h，通过测定OD600及涂

平板计数法测定菌体浓度，取107 CFU/mL菌悬液和

0.9%灭菌生理盐水配制成混合液（1∶3）。植物种子

表面消毒后用悬浮混合液浸种2 h后取出种子，将种

子铺在有湿润滤纸的培养皿中，30 ℃暗培养，3 d后

观察萌发种子数，7 d后测量种子根长、芽长和鲜重。

每处理重复3次。以清水和0.9%灭菌生理盐水处理

为对照。

2 结果与分析

2. 1 内生细菌在矮火绒草植株不同部位的种群

分布

由表1可知，从矮火绒草植株的根、茎、叶和种

子部位共分离到52株内生细菌，覆盖4个菌门，分别

为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厚壁菌门（Firmicutes）、

放线菌门（Actinomycetes）和拟杆菌门（Bacter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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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在门水平上，各植株部位中变形菌门和厚壁

菌门细菌所占比例较高，分别为57.69%和23.08%，

拟杆菌门最少，占7.69%。其中，在根部以变形菌门

细菌所占比例最高，占根部细菌总数的78.26%；茎中

以厚壁菌门细菌所占比例最高，占茎部细菌总数的

41.18%；叶中所含4个菌门的比例均较低。

从属的水平上看，共分离出18个属的细菌，各

植株部位细菌属的数量在3~12个。其中，根部最多，

达12个属；种子次之，为8个属；叶中最少，仅有3个

属。假单胞菌属（Pseudomonas）细菌在各植株部位

所占比例均较高，是根部所占比例最高的属，为

52.17%。茎中所占比例最高的为芽孢杆菌属（Bacil-

lus）细菌，其次为假单胞菌属细菌，两属的细菌所占

比例分别为41.18%和23.53%。各植株部位的共有

属较少，仅假单胞菌属为各植株部位的共有属。总

体上来看，矮火绒草植株的内生细菌数量分布表现

为组织差异性，即根>茎>种子>叶。

2. 2 矮火绒草内生细菌的类群与系统发育分析

结果

通过与NCBI数据库比对，分析52株内生细菌的

16S rDNA序列同源性，结果（表2和图1-A）表明，矮

火绒草植株中的内生细菌共覆盖7纲10目14科18属，

其中22株细菌属于γ-变形菌纲（γ-proteobacteria），为

第一优势类群细菌，占分离菌株的42.31%；12株属于

芽孢杆菌纲（Bacilli），为第二优势类群细菌，占分离

菌株的23.08%；此外，分离到6株放线菌纲（Actino-

bacteria）、5株α-变形菌纲（α-proteobacteria）、3株β-变

形菌纲（β-proteobacteria）、2株鞘脂杆菌纲（Sphingo-

bacteriia）和2株黄杆菌纲（Flavobacteriia）类群细菌，

分别占分离菌株的11.54%、9.62%、5.77%、3.85%和

3.85%。在目的水平上，假单胞菌目（Pseudomona-

dales）为优势菌群，占总菌株数的36.54%，其次为芽

孢杆菌目（Bacillales）和微球菌目（Micrococales），分

别占总菌株数的23.08%和11.54%；在科的水平上，假

单胞菌科（Pseudomonadaceae）为优势菌群，占总菌

株数的34.62%，其次为芽孢杆菌科（Bacillaceae），占

总菌株数的19.23%。

对γ-变形菌纲细菌进一步分析表明，该纲共分

为4个属，分别是假单胞菌属、拉恩氏菌属（Rahnel-

la）、克雷伯氏菌属（Klebsiella）和不动杆菌属（Aci-

netobacter），以假单胞菌属为主，约占分离菌株的

34.62%，为优势种群，其余3个属的类群相对较少，合

计占分离菌株的7.69%；芽孢杆菌纲细菌分为2个属，

分别是芽孢杆菌属和类芽孢杆菌属（Paenibacillus），

其中10株来自芽孢杆菌属，占分离菌株的19.23%；放

线菌纲细菌分为3个属，分别为节杆菌属（Arthrobac-

ter）、微杆菌属（Microbacteriaceae）和棒形杆菌属

（Clavibacter）；α-变形菌纲细菌分为5个属，分别为根

瘤菌属（Rhizobium）、鞘脂单胞菌属（Sphingomonas）、

微枝形杆菌属（Microvirga）、叶杆菌属（Phyllobacte-

rium）和短波单胞菌属（Brevundimonas）；β-变形菌纲

细菌分为2个属，分别为代尔夫特菌属（Delftia）和伯

克氏菌属（Burkholderia）；鞘脂杆菌纲和黄杆菌纲细

菌各有1个属，分别为土地杆菌属（Pedobacter）和黄

杆菌属（Flavobacterium）（表2和图1-B）。

利用MEGA 6.0采用Neighbor-Joining法构建系

统发育进化树，结果（图2）表明，矮火绒草内生细菌

主要有4个进化分支，属于18个不同的属，其中假单

胞菌属和芽孢杆菌属占分离菌株的53.85%。在γ-变

形菌纲中，18株细菌（KBL1、KBL29、KBL5、KBL17、

KBL15、KBL47、KBL2、KBL19、KBL43、KBL8、

KBL22、KBL24、KBL25、KBL16、KBL28、KBL33、

KBL30和KBL42）聚类于Pseudomonas属分支单元，

属于同一属，但局部又分为7个种分类单元。其中菌

株KBL1、KBL29和KBL5同源性较高，可能属于同

一种。菌株 KBL25、KBL16、KBL28 和 KBL33 与

Pseudomonas fluorescens 相似性较高，均为 99%，

可能为同一种。菌株KBL23和KBL4分别归属于

Acinetobacter和Rahnella；菌株KBL35和KBL18归属

于Klebsiella。

分离得到的 10 株（KBL49、KBL37、KBL51、

KBL52、KBL27、KBL3、KBL46、KBL40、KBL50 和

分类
Taxa
变形菌门
Proteobacteria

厚壁菌门
Firmicutes

放线菌门
Actinobacteria

拟杆菌门
Bacteroidetes

合计 Total

假单胞菌属 Pseudomonas
拉恩氏菌属 Rahnella

鞘脂单胞菌属 Sphingomonas
代尔夫特菌属 Delftia

克雷伯氏菌属 Klebsiella
不动杆菌属 Acinetobacter
微枝形杆菌属 Microvirga
伯克氏菌属 Burkholderia
叶杆菌属 Phyllobacterium

短波单胞菌属 Brevundimonas
根瘤菌属 Rhizobium
芽孢杆菌属 Bacillus

类芽孢杆菌属 Paenibacillus
节杆菌属 Arthrobacter

微杆菌属 Microbacterium
棒形杆菌属 Clavibacter
黄杆菌属 Flavobacterium
土地杆菌属 Pedobacter

根
Root
12
1
1
1
1
1

1

1
1

1

1
1
23

茎
Stem

4

1
7

3
1

1

17

叶
Leaf

1

1

1

3

种子
Seed

1

1
1

1

1

2

1

1
9

表 1 矮火绒草植株不同部位内生细菌的数量及种群分布
Table 1 Numbers and classification of endophytic bacteria iso-
lated in different parts of L. nanum

程亮：青藏高原矮火绒草内生细菌多样性及生物功能分析



50卷南 方 农 业 学 报·2226·

3校

菌株 Strain
KBL1
（MG576154）
KBL2
（MG576155）
KBL3
（MG576156）
KBL4
（MG576157）
KBL5
（MG576158）
KBL6
（MG576159）
KBL7
（MG576160）
KBL8
（MG576161）
KBL9
（MG576162）
KBL10
（MG576163）
KBL11
（MG576164）
KBL12
（MG576165）
KBL13
（MG576166）
KBL14
（MG576167）
KBL15
（MG576168）
KBL16
（MG576169）
KBL17
（MG576170）
KBL18
（MG576171）
KBL19
（MG576172）
KBL20
（MG576173）
KBL21
（MG576174）
KBL22
（MG576175）
KBL23
（MG576176）
KBL24
（MG576177）
KBL25
（MG576178）
KBL26
（MG576179）
KBL27
（MG576180）
KBL28
（MG576181）
KBL29
（MG576182）
KBL30
（MG576183）
KBL31
（MG576184）
KBL32
（MG576185）
KBL33
（MG576186）

GenBank中同源菌株 Homologous strains from GenBank
Pseudomonas rhodesiae strain RD69

（KJ534472）
Pseudomonas sp. RZ110

（KT710812）
Bacillus subtilis strain N11

（JQ973708）
Rahnella aquatilis strain B215

（KJ781940）
P. rhodesiae strain RD69

（KJ534472）
Flavobacterium collinsii strain 983-08

（NR145952）
Delftia acidovorans strain RAY209

（CP022656）
P. migulae strain IHB B 13628

（KP762559）
Arthrobacter globiformis strain MR-25

（KY753224）
Paenibacillus prosopidis strain DSM 22405

（LT900191）
Microbacterium sp. 4_C16_47

（EF540512）
Arthrobacter pascens strain H57

（KC934834）
Sphingomonas melonis strain ZJ26

（CP023705）
Pedobacter agri strain PB92

（NR044339）
P. antarctica strain BS2772

（LT629704）
Pseudomonas sp. strain M6

（KY440054）
P. fluorescens strain Rs-198

（FJ147200）
Klebsiella oxytoca strain AR_0147

（CP020358）
Pseudomonas sp. J3.2C8

（KF317743）
Flavobacterium collinsii strain 983-08

（NR145952）
D. acidovorans strain RAY209

（CP022656）
Pseudomonas sp. JA1

（KR006341）
Acinetobacter albensis strain ANC 4875

（KR611799）
P. lutea strain OK2
（NR029103）

P. koreensis strain JDM-2
（GQ368179）

Microvirga aerilata strain MR-19
（KY753218）

B. subtilis strain SRS1
（HM486497）

P. fluorescens strain 48D1
（KT695833）

P. fluorescens strain 48D1
（KT695833）

Pseudomonas sp. TMB3-1-1
（JX949975）

Clavibacter michiganensis strain XBL-T12
（KR476449）

Burkholderia sp. III-116a-32
（FJ786047）

P. fluorescens strain K12
（KT767976）

相似度（%）Similarity
99

99

100

99

99

99

99

99

99

99

99

99

99

99

99

99

99

99

99

99

99

99

99

99

99

98

99

99

99

99

99

98

99

分类学地位 Taxonomy
变形菌门、γ-变形菌纲、假单胞菌目、

假单胞菌科、假单胞菌属
变形菌门、γ-变形菌纲、假单胞菌目、

假单胞菌科、假单胞菌属
厚壁菌门、芽孢杆菌纲、芽孢杆菌目、

芽孢杆菌科、芽孢杆菌属
变形菌门、γ-变形菌纲、肠杆菌目、

肠杆菌科、拉恩氏菌属
变形菌门、γ-变形菌纲、假单胞菌目、

假单胞菌科、假单胞菌属
拟杆菌门、黄杆菌纲、黄杆菌目、

黄杆菌科、黄杆菌属
变形菌门、β-变形菌纲、伯克霍尔德氏菌目、

丛毛单胞菌科、代尔夫特菌属
变形菌门、γ-变形菌纲、假单胞菌目、

假单胞菌科、假单胞菌属
放线菌门、放线菌纲、微球菌目、

微球菌科、节杆菌属
厚壁菌门、芽孢杆菌纲、芽孢杆菌目、

类芽孢杆菌科、类芽孢杆菌属
放线菌门、放线菌纲、微球菌目、

微杆菌科、微杆菌属
放线菌门、放线菌纲、微球菌目、

微球菌科、节杆菌属
变形菌门、α-变形菌纲、鞘脂单胞菌目、

鞘脂单胞菌科、鞘脂单胞菌属
拟杆菌门、鞘脂杆菌纲、鞘脂杆菌目、

鞘脂杆菌科、土地杆菌属
变形菌门、γ-变形菌纲、假单胞菌目、

假单胞菌科、假单胞菌属
变形菌门、γ-变形菌纲、假单胞菌目、

假单胞菌科、假单胞菌属
变形菌门、γ-变形菌纲、假单胞菌目、

假单胞菌科、假单胞菌属
变形菌门、γ-变形菌纲、肠杆菌目、

肠杆菌科、克雷伯氏菌属
变形菌门、γ-变形菌纲、假单胞菌目、

假单胞菌科、假单胞菌属
拟杆菌门、黄杆菌纲、黄杆菌目、

黄杆菌科、黄杆菌属
变形菌门、β-变形菌纲、伯克霍尔德氏菌目、

丛毛单胞菌科、代尔夫特菌属
变形菌门、γ-变形菌纲、假单胞菌目、

假单胞菌科、假单胞菌属
变形菌门、γ-变形菌纲、假单胞菌目、

莫拉菌科、不动杆菌属
变形菌门、γ-变形菌纲、假单胞菌目、

假单胞菌科、假单胞菌属
变形菌门、γ-变形菌纲、假单胞菌目、

假单胞菌科、假单胞菌属
变形菌门、α-变形菌纲、根瘤菌目、

甲基杆菌科、微枝形杆菌属
厚壁菌门、芽孢杆菌纲、芽孢杆菌目、

芽孢杆菌科、芽孢杆菌属
变形菌门、γ-变形菌纲、假单胞菌目、

假单胞菌科、假单胞菌属
变形菌门、γ-变形菌纲、假单胞菌目、

假单胞菌科、假单胞菌属
变形菌门、γ-变形菌纲、假单胞菌目、

假单胞菌科、假单胞菌属
放线菌门、放线菌纲、微球菌目、微杆菌科、

棒形杆菌属
变形菌门、β-变形菌纲、伯克氏菌目、

伯克氏菌科、伯克氏菌属
变形菌门、γ-变形菌纲、假单胞菌目、

假单胞菌科、假单胞菌属

表 2 52株矮火绒草内生细菌菌株的分类学地位
Table 2 Taxonomy of 52 endophytic bacteria isolated from L. na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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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BL39）芽孢杆菌纲聚类单元中，菌株KBL49和

KBL37归属于Bacillus pumilus；菌株KBL51、KBL52、

KBL3、KBL46、KBL40、KBL39、KBL50和KBL27与

Bacillus subtilis的相似性为100%，归为同一种。菌

株KBL10和KBL45与Paenibacillus prosopidis为同

一属。

在放线菌纲中，菌株KBL12、KBL9和KBL44归

属于Arthrobacter；菌株KBL11和KBL38归属于Mi-

crobacterium；菌株KBL31则聚类于Clavibacter。在β-

变形菌纲中，菌株 KBL32 应为 Burkholderia；菌株

KBL7和KBL21归属于Delftia。在α-变形菌纲中，菌

株KBL13、KBL36、KBL26、KBL34和KBL41分别归

属 于 Sphingomonas、Brevundimonas、Microvirga、

Phyllobacterium和Rhizobium。此外，在拟杆菌门中，

菌 株 KBL6 和 KBL20 归 属 于 Flavobacterium；而

KBL48和KBL14属于Pedobacter。

2. 3 矮火绒草植株内生细菌功能鉴定结果

分离获得的52株内生细菌中，共鉴定出除草活

性菌株20株、分泌IAA的菌株9株、固氮菌7株、溶磷

菌7株、耐低温菌13株、拮抗菌11株和促生菌8株。52

株内生细菌中，除草活性菌株数量占总菌株数量的

比例最高（38.46%），在各植株部位的功能菌中数量

也最多。根中产拮抗和除草菌株数量较多，均占总

分离菌株数的15.38%，其次是产IAA菌。在叶片中

未分离到拮抗菌、产IAA菌、固氮菌和促生菌，仅分

离到1株溶磷菌、1株除草活性菌和3株耐低温菌。

根、茎和种子中均可分离到可培养的功能菌株（图3）。

2. 4 矮火绒草内生细菌中多功能菌属的多样性

分析结果

由表4可知，内生细菌中的功能菌分布在17个

不同的菌属，从本研究测定的7种功能属性菌的角度

来看，20株除草菌株分别在11个菌属内有分布，13株

菌株 Strain
KBL34
（MG576187）
KBL35
（MG576188）
KBL36
（MG576189）
KBL37
（MG576190）
KBL38
（MG576191）
KBL39
（MG576192）
KBL40
（MG576193）
KBL41
（MG576194）
KBL42
（MG576195）
KBL43
（MG576196）
KBL44
（MG576197）
KBL45
（MG576198）
KBL46
（MG576199）
KBL47
（MG576200）
KBL48
（MG576201）
KBL49
（MG576202）
KBL50
（MG576203）
KBL51
（MG576204）
KBL52
（MG576205）

GenBank中同源菌株 Homologous strains from GenBank
Phyllobacterium bourgognense strain CCNWQLS82

（JX840383）
K. oxytoca strain LJ12

（KM408607）
Brevundimonas bullata strain 10

（KR003450））
B. pumilus strain 10A-B92

（MF062612）
Microbacterium sp. HBUM179221

（KR906361）
B. subtilis strain MBL_B13

（MF776610）
B. subtilis strain MBL_B13

（MF776610）
Rhizobium nepotum strain IHB B 13640

（KP762553）
P. xanthomarina strain QL-12

（HQ848146）
P. frederiksbergensis strain IHB B 765

（KF475871）
A. pascens strain Lad_12R

（KC354454）
Paenibacillus polymyxa strain Sb3-1

（CP010268）
B. subtilis strain 15A-B93

（MF062629）
Pseudomonas sp. PDD-48b-1

（KR922057）
Pedobacter himalayensis strain YF11-3（3）

（KT369906）
B. pumilus strain JH4

（DQ232734）
B. subtilis subsp. inaquosorum strain S-II

（MG432698）
B. subtilis strain MBL_B13

（MF776610）
B. subtilis strain MBL_B13

（MF776610）

相似度（%）Similarity
99

99

99

99

99

100

100

99

99

99

99

99

100

99

99

99

100

100

100

分类学地位 Taxonomy
变形菌门、α-变形菌纲、根瘤菌目、

叶杆菌科、叶杆菌属
变形菌门、γ-变形菌纲、肠杆菌目、

肠杆菌科、克雷伯氏菌属
变形菌门、α-变形菌纲、柄杆菌目、

柄杆菌科、短波单胞菌属
厚壁菌门、芽孢杆菌纲、芽孢杆菌目、

芽孢杆菌科、芽孢杆菌属
放线菌门、放线菌纲、微球菌目、

微杆菌科、微杆菌属
厚壁菌门、芽孢杆菌纲、芽孢杆菌目、

芽孢杆菌科、芽孢杆菌属
厚壁菌门、芽孢杆菌纲、芽孢杆菌目、

芽孢杆菌科、芽孢杆菌属
变形菌门、α-变形菌纲、根瘤菌目、

根瘤菌科、根瘤菌属
变形菌门、γ-变形菌纲、假单胞菌目、

假单胞菌科、假单胞菌属
变形菌门、γ-变形菌纲、假单胞菌目、

假单胞菌科、假单胞菌属
放线菌门、放线菌纲、微球菌目、

微球菌科、节杆菌属
厚壁菌门、芽孢杆菌纲、芽孢杆菌目、

类芽孢杆菌科、类芽孢杆菌属
厚壁菌门、芽孢杆菌纲、芽孢杆菌目、

芽孢杆菌科、芽孢杆菌属
变形菌门、γ-变形菌纲、假单胞菌目、

假单胞菌科、假单胞菌属
拟杆菌门、鞘脂杆菌纲、鞘脂杆菌目、

鞘脂杆菌科、土地杆菌属
厚壁菌门、芽孢杆菌纲、芽孢杆菌目、

芽孢杆菌科、芽孢杆菌属
厚壁菌门、芽孢杆菌纲、芽孢杆菌目、

芽孢杆菌科、芽孢杆菌属
厚壁菌门、芽孢杆菌纲、芽孢杆菌目、

芽孢杆菌科、芽孢杆菌属
厚壁菌门、芽孢杆菌纲、芽孢杆菌目、

芽孢杆菌科、芽孢杆菌属

程亮：青藏高原矮火绒草内生细菌多样性及生物功能分析

续表 2 52株矮火绒草内生细菌菌株的分类学地位
Continued Table 2 Taxonomy of 52 endophytic bacteria isolated from L. na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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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低温菌分布在10个菌属内，11株拮抗菌分布在6个

菌属内，8株促生菌分布在6个菌属内，7株溶磷菌分

布在5个菌属内，9株产IAA菌分布在4个菌属内。假

单胞菌属包括了除草活性菌、耐低温菌、拮抗菌、产

IAA菌、促生菌、溶磷菌和固氮菌，是唯一覆盖各功

能菌的菌属；其次为芽孢杆菌属，包括了除溶磷菌和

促生菌之外的其他5种功能菌；节杆菌属包括了除拮

抗菌和产IAA菌外的5种功能菌；克雷伯氏菌属包括

了拮抗菌、产IAA菌、除草菌和耐低温菌；微杆菌属

则包括溶磷菌、除草菌、拮抗菌和耐低温菌；黄杆菌

属和类芽孢杆菌属均包括除草菌、耐低温菌和促生

菌3种功能菌。

2. 5 矮火绒草内生细菌中有潜在应用价值的功能菌

分析结果

对矮火绒草内生细菌的生物学功能测定结果

显示，菌株拮抗能力的抑菌率为60.14%~95.47%，抑

菌率最强的为菌株KBL17，分离自矮火绒草的根组

织，属于假单胞菌属；菌株分泌IAA的能力为5.32~

35.98 µg/mL，分泌IAA能力最强的为菌株KBL30，分

离自矮火绒草的茎部组织，属于假单胞菌属；溶磷菌

的溶磷能力为73.99~156.81 µg/mL，7株溶磷菌中有3

株菌的溶磷能力大于100.00 µg/mL，其中溶磷能力

最强的为菌株KBL12（节杆菌属），分离自根部组织，

其次为菌株KBL19（假单胞菌属），也分离自根部组

织；分离出的7株固氮菌中，固氮酶的活性介于

98.57~369.29 nmol C2H4/（mL·h），菌株KBL16的固

氮酶活性最大，分离自根部组织，属于假单胞菌属；

来自种子组织的除草菌株数量相对较多，且有1株菌

株（KBL3，芽孢杆菌属）对野燕麦和野油菜的除草活

性大于>95.00%，有2株菌株（KBL15，假单胞菌属；

KBL18，克雷伯氏菌属）的除草活性介于90.00%~

95.00%；分离自叶部的菌株KBL10在4 ℃下培养

12 h可显现出明显的菌苔，属于类芽孢杆菌属；在4

个植株部位中只分离到8株促生菌，效果较好的为分

离自种子组织的菌株KBL20（黄杆菌属）和KBL33

（假单胞菌属）（表5）。在同时具备拮抗病原真菌和

分泌 IAA功能的菌株中，菌株KBL37的抑菌率达

90.16%，分泌IAA的能力为27.98 µg/mL，该菌经16S

rDNA序列比对，发现其与GenBank中1株具有抗真

菌能力的菌株（芽孢杆菌属）相似性达99%。

3 讨论

3. 1 矮火绒草内生细菌的群落结构多样性

本研究分离到的52株内生细菌涵盖了4个菌

门，分别为变形菌门、厚壁菌门、放线菌门和拟杆菌

门，与Bulgarelli等（2013）、胥婷等（2015）报道的植物

图 1 矮火绒草内生菌纲分类单元（A）和属分类单元（B）分布情况
Fig.1 Biosystematics distribution of L. nanum endophytic bacteria of based on phylum taxa（A）and genus tax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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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杆菌属 Pedobacter
节杆菌属Arthrobac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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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尔夫特菌属Delftia
伯克氏菌属Burkholderia
根瘤菌属Rhizobium
鞘脂单胞菌属Sphingomonas
微枝形杆菌属 Microvirga
叶杆菌属Phyllobacte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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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单胞菌属 Pseudomonas
拉恩氏菌属 Rahnella
克雷伯氏菌属 Klebsiella
不动杆菌属 Acinetobacter
芽孢杆菌属 Bacillus
类芽孢杆菌属 Paenibacillus
黄杆菌属 Flavobacterium
土地杆菌属 Pedobacter
节杆菌属 Arthrobacter
微杆菌属 Microbacterium
棒形杆菌属 Clavibacter
代尔夫特菌属 Delft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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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枝形杆菌属 Microvir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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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波单胞菌属 Brevundimonas

α-变形菌纲 α-proteobac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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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生细菌的种群结构一致。在分离得到的52株内

生细菌中，变形菌门细菌占总分离菌株数的一半以

上（57.69%）。有研究发现，水稻（Sun et al.，2008）、拟南

芥（Bodenhausen et al.，2013）、互米花（李虎等，

2014）、东南景天（邓平香等，2017）、巨菌草（林标声

等，2018）等优势内生细菌门也均为变形菌门，说明

变形菌门细菌广泛存在于植物体内。厚壁菌门细菌

在促进植物生长发育、营养吸收、抗逆能力和生理生

态过程等方面也扮演着重要角色（Vendan et al.，

2010；Kumar et al.，2012）。本研究结果显示，矮火绒

草植株内生细菌群体中也含有较丰富的厚壁菌门细

菌，其中包括芽孢杆菌属和类芽孢杆菌属，可能与该

属细菌内芽孢具有较强的抗逆能力有关，提示矮火

绒草植株内生细菌中该属细菌值得进一步研究。

植物内生细菌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并普遍存在

于各种植物体内。其中，假单胞菌属、芽孢杆菌属、

土地杆菌属和肠杆菌属为植物内生细菌的常见属和

优势种群（Sturz et al.，2000）。本研究利用16S rDNA

序列分析方法从矮火绒草根、茎、叶和种子4个不同

组织共分离获得52株内生细菌，覆盖4门7纲10目14

科18属，说明该植物内生细菌群体具有丰富的种群

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其中假单胞菌属18株，占分

离总菌株数的比例最高。此外，假单胞菌属内生细

菌在植物根、茎、叶和种子中均有分布，且比例均很

图 2 基于16S rDNA序列构建的矮火绒草内生细菌系统发育进化树
Fig.2 Phylogenetic tree of endophytic bacteria from L.nanum based on the 16S rDNA gene sequences
●：鞘脂杆菌纲；▲：黄杆菌纲；◆：芽孢杆菌纲；■：放线菌纲；○：γ-变形菌纲；□：α-变形菌纲；△：β-变形菌纲

●：Sphingobacteriia；▲：Flavobacteriia；◆：Bacilli；■：Actinobacteria；○：γ-proteobacteria；□：α-proteobacteria；△：β-proteobacteria

程亮：青藏高原矮火绒草内生细菌多样性及生物功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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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在根和茎中达50.00%以上。因此，假单胞菌是分

布较广的植物内生细菌之一。与本研究结论相似，

牧草（杨成德等，2016）、盐角草（赵帅等，2016）、线叶

嵩草（魏立娟等，2018）和三叶鬼针草（胡泽瑞等，

2019）等植物内生细菌群体优势细菌属也均为假单

胞菌属，说明假单胞菌属细菌广泛存在于植物体内，

可能与该属细菌多种功能活性有关。本研究仅利用

16S rDNA序列分析对矮火绒草内生细菌进行分类，

今后还需利用生理生化试验、（G+C）%及持家基因

（gyrB）等进一步鉴定到种。

3. 2 矮火绒草内生细菌生物学功能多样性

近年来，随着微生物分离和鉴定技术的发展，

被分离和鉴定出的植物功能内生细菌种类和数量逐

年增加，发现假单胞菌属、芽孢杆菌属、肠杆菌属、固

氮螺菌属、节杆菌属、沙雷氏菌属、克雷伯氏菌属、伯

克霍尔德氏菌属和不动杆菌属等主要种属均具有不

同的生物学功能。本研究对分离获得的52株内生细

菌进行7项功能测定，结果表明，菌株分泌IAA的能

力为5.32~35.98 µg/mL，其中产量最高的菌株KBL30

（Pseudomonas sp. TMB3-1-1）与1株从土壤中分离

的变形菌门、γ-变形菌纲、假单胞菌目、假单胞菌科

的假单胞菌属细菌相似度达 99%，其次为菌株

KBL37，属于芽孢杆菌属。有研究证实，植物内生细

菌如克雷伯氏菌属的某些细菌具有较强的IAA分泌

表 4 矮火绒草内生细菌中特有的功能菌
Table 4 Specific functional endophytic bacteria in L. nanum

功能属
Functional genera

假单胞菌属 Pseudomonas
鞘脂单胞菌属 Sphingomonas
不动杆菌属 Acinetobacter
克雷伯氏菌属 Klebsiella
芽孢杆菌属 Bacillus
微杆菌属 Microbacterium
叶杆菌属 Phyllobacterium
节杆菌属 Arthrobacter
棒形杆菌属 Clavibacter
代尔夫特菌属 Delftia
拉氏恩菌属 Rahnella
黄杆菌属 Flavobacterium
类芽孢杆菌属 Paenibacillus
土地杆菌属 Pedobacter
伯克氏菌属 Burkholderia
微枝形杆菌属 Microvirga
短波单胞菌属 Brevundimonas

拮抗
Antagonism

3
1
1
2
3
1

产IAA
IAA

producing
4

1
3

1

溶磷
Phosphate

solubilization
3
1

1

1
1

固氮
Nitrogen
fixation

3

1

1
1
1

除草
Herbicidal

activity
6

2
3
2

1

1
1
1
1
1
1

耐低温
Low temperature

tolerance
2

1
3
1
1
1

1

1
1

1

促生
Growth

promotion
3

1

1
1

1
1

表 5 矮火绒草内生细菌中有潜在应用价值的功能菌株
Table 5 Functional endophytic bacteria with potential application in L.nanum

菌株编号 Strain No.
KBL17
KBL37
KBL30
KBL12
KBL19
KBL16
KBL3
KBL15
KBL18
KBL10
KBL20
KBL33

属 Genus
假单胞菌属 Pseudomonas

芽孢杆菌属 Bacillus
假单胞菌属 Pseudomonas
节杆菌属 Arthrobacter

假单胞菌属 Pseudomonas
假单胞菌属 Pseudomonas

芽孢杆菌属 Bacillus
假单胞菌属 Pseudomonas
克雷伯氏菌属 Klebsiella

类芽孢杆菌属 Paenibacillus
黄杆菌属 Flavobacterium
假单胞菌属 Pseudomonas

分离部位 Isolation tissue
根
根
茎
根
根
根

种子
种子
种子
叶

种子
种子

功能特点 Functional feature
拮抗能力强，抑菌率95.47%

拮抗能力强，抑菌率90.16%；分泌IAA 27.98 µg/mL
分泌IAA 35.98 µg/mL
溶磷能力156.81 µg/mL
溶磷能力135.87 µg/mL

固氮酶活性369.29 nmol C2H4/（mL·h）
除草活性强，胚芽（根）抑制率95.56%
除草活性强，胚芽（根）抑制率93.17%
除草活性强，胚芽（根）抑制率94.78%
耐低温能力强，4℃条件下生长良好

促生能力强，根、芽和鲜重平均增长率50.2%
促生能力强，根、芽和鲜重平均增长率47.4%

菌
株
数
量

S
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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拮抗 IAA 溶磷 固氮 除草 耐低温 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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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各植株部位功能内生细菌的分布情况
Fig.3 Distribution of functional endophytic bacteria in diffe-

rent plant tissues

根 Root
茎 Stem
叶 Leaf
种子 Seed

功能内生细菌 Functional endophytic bac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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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具有促进植物生长的能力（吕泽勋和宋未，

1999；Ji et al.，2014），但本研究分离自矮火绒草种子

的菌株KBL18（克雷伯氏菌属）的除草抑制率为

94.78%，说明该属细菌也具有除草功能，为开发药肥

兼用的微生物产品提供了菌株资源。此外，植物内

生细菌如沙雷氏菌属、假单胞菌属和肠杆菌属等种

属的某些细菌具有溶磷和促生能力（Hameeda et al.，

2008）。陆瑞霞等（2012）从地八角根际分离具有溶

磷能力的菌株，通过溶磷圈法筛选出7株溶磷能力较

强的菌株。本研究在分离获得的52株内生细菌中有

7株可在有（无）机磷选择性培养基上形成透明的溶

磷圈，其中2株内生细菌（KBL12和KBL19）的溶磷活

性最强，分别为156.81和135.87 µg/mL。

除了营养促生功能，植物内生细菌也是植物病

害和杂草生物防治的资源菌来源，从植物体内分离

筛选具有防病和除草作用的内生细菌将具有很好的

应用前景。已有研究证明，内生细菌通过次生代谢

产生一些抗真菌或除草物质来达到防治植物病害和

杂草的目的（Ryan et al.，2008；陈世国和强胜，

2015）。李明智等（2004）从反枝苋根际土壤中分离

获得1株对反枝苋和荠菜等双子叶杂草具有较强除

草活性的野油菜黄单胞菌反枝苋致病变种；李振东

等（2011）从高山草甸紫花针茅中分离到2株对辣椒

立枯丝核菌具有拮抗作用的内生细菌；柯杨等

（2013）从冬凌草中分离筛选出对镰刀菌属及大茎点

霉属病原真菌具有明显拮抗作用的内生细菌；魏立

娟等（2018）从线叶嵩草植株中分离筛选出10株对马

铃薯炭疽病有较强抗性的内生细菌。本研究从52株

内生细菌中分离出11株同时对马铃薯晚疫病和樱桃

褐斑病具有拮抗能力的菌株，20株对野燕麦和野油

菜种子具有不同程度除草活性的菌株。

植物内生细菌因受植物保护而具有相对稳定

的生态环境，在可持续农牧业生产和土壤修复方面

是一类具有潜在应用价值且更直接、安全有效的微

生物资源。本研究证实所分离得到的内生细菌的部

分生物学功能，说明祁连高寒草甸矮火绒草能适应

极端环境而生存下来是植物与内生细菌协调进化的

结果，对于这部分功能菌株是否与宿主矮火绒草的

抗逆生存相关还有待进一步验证。然而，传统的培

养方法还不能完全揭示植物内生细菌的种类和分布

情况，使得研究植物内生细菌的种群结构数量及多

样性受到限制，因此，利用非培养的方法如高通量测

序技术进一步探究矮火绒草植株内生细菌的群落结

构、多样性及功能细菌预测具有必要性。

4 结论

从矮火绒草植株根、茎、叶和种子部位共分离

纯化出52株内生细菌，归属于4门7纲10目14科18属，

内生细菌数量分布表现为根>茎>种子>叶。其中，

11株有拮抗病原真菌的能力、9株具有产IAA的能

力、7株有溶磷活性、7株具有固氮活性、20株具有除

草活性、13株具有耐低温能力和8株具有促生作用。

各类型的功能菌在根、茎和种子部位均有分布，在叶

中未分离到拮抗菌、产IAA菌、固氮菌和促生菌。各

功能菌株分布在17个属，多样性较高，其中假单胞菌

属和芽孢杆菌属具有多种功能菌株，是矮火绒草植

株的重要内生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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