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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白术根腐病发生危害及其病原菌生物学特性

杨成前，吴中宝*，余中莲，蒲盛才，雷美艳，杨天健

（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重庆 408435）

摘要：【目的】明确重庆市白术根腐病发生危害情况及其病原菌种类、生物学特性，为该病害的预测、防治及白术

抗病育种提供理论依据。【方法】2017年3~8月，每隔30 d对重庆市白术产区进行白术根腐病田间症状及危害情况调

查；采用组织分离法结合柯赫氏法则获得白术根腐病致病菌，根据病原菌的形态特征对病原菌进行种类鉴定，并考察

不同培养基、碳氮源、pH、温度等因素对病原菌菌丝生长和产孢等的影响。【结果】白术根腐病在田间有块茎腐烂型和

须根腐烂脱落型2种症状，其中块茎腐烂型占发病植株的69.68%，为主要症状类型。将2种来源的白术根腐病病原菌

接种于4种不同白术栽培类型，结果发病症状也以块茎腐烂型为主。引起2种症状的病原菌均为尖孢镰刀菌（Fusarium

oxysprum Schl.）。最适宜白术根腐病病原菌生长的培养基为PSA培养基；菌丝生长最适碳、氮源分别为蔗糖和甘氨

酸；最适产孢碳、氮源分别为D-果糖和亮氨酸；菌丝在5~45 ℃均能生长，最适温度为25~30 ℃，产孢及孢子萌发最适

温度为30 ℃；菌丝在pH为3~11时均能生长，最适pH为7，产孢及孢子萌发最适pH为6。【结论】重庆市白术根腐病表现

为块茎腐烂型和须根腐烂脱落型2种症状，病原菌均为尖孢镰刀菌（F. oxysprum），其症状表现与白术栽培类型的抗病

性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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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rence and damage of Atractylodes macrocephala Koidz. root
rot and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its pathogen

YANG Cheng-qian，WU Zhong-bao*，YU Zhong-lian，PU Sheng-cai，
LEI Mei-yan，YANG Tian-jian

（Chongqing Institute of Medicinal Plant Cultivation，Chongqing 408435，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 occurrence，pathogenic types and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root rot of Atractylodes
macrocephala Koidz. in Chongqing were clarified，which provided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prediction，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this disease and the breeding of resistant A.macrocephala seedlings.【Method】The damage and symptoms of
root rot disease were investigated every 30 days from March to August in 2017 in Chongqing. Then pathogens of root rot
were isolated and purified by onventional tissue separation combining Kirsch’s rule and pathogenic bacteria were identi-
fied by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fter that，the effects of culture medium，carbon nitrogen source，pH and tem-
perature on the growth of mycelia and spores were investigated.【Result】Two symptoms，including rhizome rot and fi-
brous rot，were observed in field，while the rhizome rot accounted for 69.68% of the total ill seedlings. After inoculating
the two types of pathogens on four different A. macrocephala cultivation patterns，rhizome rot appeared on most of the
seedlings. The main pathogen inducing these two symptoms was identified as Fusarium oxysprum Schl.，which was sui-
table for growing in PSA medium. The optimum carbon and nitrogen source for mycelia growth were sucrose and glycine，
but those for reproduction spore were fructopyranose and leucine respectively. The optimum living conditions for mycelia
growth was 25-30 ℃ and pH 7，but it could grow at 5-45 ℃ and pH 3-11. And the optimum living conditions for sporula-
tion and spore germination was 30 ℃ and pH 6.【Conclusion】Two symptoms，including rhizome rot and fibrous rot，are
observed in Chongqing root rot A. macrocephala. The main pathogen is F. oxysprum. The pathogenic symptom is related
to the different resistance types of A. macrocephala cultivation patterns.

Key words：root rot of Atractylodes macrocephala Koidz.；occurrence and damage；Fusarium oxysprum Schl.；bio-
logical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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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白术（Atractylodes macrocephala

Koidz.）为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以根茎入药，系大

宗常用中药材，在浙江、安徽、湖北、江西、湖南和四

川等地均有栽培（杨舒婷等，2013）。白术栽培中常

受根腐病危害，根腐病常年发生率在30%左右，严重

时达60%~70%，甚至绝收，是制约白术生产发展的

障碍之一（倪方方等，2017）。近年来，重庆市白术种

植面积逐年扩大，为贫困山区农民脱贫致富主推中

药材之一，但随着种植面积的扩大其根腐病发生也

日趋严重，成为影响白术产量的主要因素。因此，了

解重庆市白术产区白术根腐病田间发生危害规律，

并对其病原菌、生物学特性和致病性等进行研究，对

当地白术根腐病预测、防治及抗病品种选育等均具

有重要意义。【前人研究进展】引起白术根腐病的病

原菌种类较多，且不同地域报道的病原菌种类不同。

在四川宝兴县白术根腐病主要致病菌为砖红镰刀菌

（Fusarium lateritium）（朱磊等，2012）、恩施州为角

担菌（Ceratobasidium sp.）（游景茂等，2016）、贵州

为尖镰孢菌（F. oxysprum）（张礼维，2015）及由尖孢

镰刀菌、腐皮镰刀菌、燕麦镰刀菌和半裸镰刀菌等多

种镰刀菌和立枯丝核菌复合侵染引起（臧少先等，

2005）。白术根腐病主要有湿腐和干腐2种症状报道

（臧少先等，2005；陈小均等，2014）。【本研究切入点】

目前，各地关于白术根腐病病原菌种类的研究报道

较多，且症状多样，但针对重庆市白术根腐病症状类

型及病原菌、生物学特性、致病性研究等的报道较

少。【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本课题组在2012~2017年的

生产调查中发现，重庆市白术产区白术根腐病症状

有须根腐烂脱落型和根茎腐烂型。本研究针对重庆

市白术根腐病须根腐烂脱落型和根茎腐烂型2种症

状类型进行田间危害情况调查，并分别对其病原菌

进行分离、纯化和致病性测定，同时对病原菌的生物

学特性进行初步研究，根据病原菌的形态特征和培

养性状进行种类鉴定，为该病害的预测、综合防治及

白术抗病育种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供试品种：重庆白术产区4种栽培类型白术（由

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提供），分别为阔叶高株、阔

叶矮株、狭叶高株和狭叶矮株。

1. 2 试验方法

1. 2. 1 白术根腐病田间危害情况调查 调查地点

位于重庆市白术主要产区酉阳腴地乡。2017年3~8

月，每隔30 d对酉阳腴地乡白术种植基地进行根腐

病田间症状及危害情况调查。选择5个地块，每个地

块采用五点法取样，每点调查100株，统计白术根腐

病发病株数，计算发病率。

1. 2. 2 病原菌分离及纯化 分别采集田间须根腐

烂脱落型和根茎腐烂型2种症状类型的白术根腐病

病株，病样经75%乙醇表面消毒后，从病健交界处挑

取小块病组织，经70%酒精表面消毒后置于PDA培

养基中28 ℃恒温培养，待长出菌丝后，挑取菌落边

缘菌丝转皿培养，再单孢分离纯化。病原菌的具体

分离操作参照《植病研究方法》（方中达，1998）。

1. 2. 3 白术根腐病菌致病性测定 将病原菌在

PDA培养基上扩繁，培养9 d后，刮取菌丝和孢子，纱

布过滤去除菌丝，制成孢子悬浮液，在显微镜下用血

球计数板计数，将浓度调至1.0×107个/mL。每钵灭

菌土壤与150 mL孢子悬浮液混合，待移栽白术种

苗。选择健康的4种类型白术栽种，种苗用5%次氯

酸钠溶液浸泡1 min后移栽到营养钵中。设2个来源

症状的病原菌处理，每处理每个白术类型接种10

钵，每钵栽种1株，共80株，浇施灭菌水，接菌后第30

d调查不同类型白术发病程度，计算病情指数；从病

株上再次分离病原菌，并与最初的接种菌进行比较，

完成柯赫氏法则验证。

白术根腐病病情级别判定标准：0级，叶片无症

状，解剖根茎组织白色；1级，根茎组织有点状变褐，

须根有的变褐；2级，根茎组织变褐面积占球茎面积

的1/4以下；3级，根茎组织变褐面积占球茎面积的1/2

左右，须根变黑褐色，植株出现轻度萎蔫；4级，根茎

组织1/2以上至全部面积变褐或腐烂，须根黑褐色或

出现烂根；5级，整株枯死。

1. 2. 4 病原菌形态观察 将病原菌接种在PDA培

养基上28 ℃恒温培养，观察记录菌落颜色、形态、气

生菌丝的疏密程度。使用奥林巴斯CX41RF光学显

微镜观察产孢结构、分生孢子种类与形态，测量分生

孢子的大小。根据病原菌菌落、孢子形态特征和培

养性状，参照《真菌鉴定手册》（魏景超，1979）进行病

原菌种类鉴定。

1. 2. 5 病原菌生物学特性研究

1. 2. 5. 1 不同培养基对病原菌菌丝生长的影响

将直径5 mm的病原菌菌块接种于固体培养基中央，

在25 ℃恒温下培养7 d后，用十字交叉法测量菌落直

径，每处理重复3次。供试培养基：PDA培养基（马铃

薯200 g、葡萄糖20 g、琼脂20 g、水1000 mL），PSA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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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基（马铃薯200 g、蔗糖20 g、琼脂20 g、水1000

mL），玉米粉培养基（玉米粉300 g、葡萄糖20 g、琼脂

17 g、水1000 mL），燕麦培养基（燕麦片300 g、葡萄

糖20 g、琼脂17 g、水1000 mL），寄主煎汁培养基（白

术根状茎200 g、葡萄糖20 g、水1000 mL），查彼培养

基（KNO3 2 g、KH2PO4 1 g、KCl 0.5 g、MgSO4·7H2O

0.5 g、FeSO4 0.01 g、蔗糖 30 g、琼脂 17 g、水 1000

mL）。

1. 2. 5. 2 不同碳、氮源对病原菌菌丝和产孢量的

影响 以查彼培养基为基础培养基，以等量的葡萄

糖、可溶性淀粉、木糖、麦芽糖、乳糖和D-果糖6种碳

源替换蔗糖，以等量的甘氨酸、胱氨酸、赖氨酸、亮氨

酸、尿素和（NH4）2SO4 6种氮源替换NaNO3。每处理

重复3次。28 ℃恒温箱中培养7 d后，用十字交叉法

测量菌落直径和产孢量。

1. 2. 5. 3 不同温度、pH对病原菌菌丝生长和孢子

萌发的影响 取直径5 mm的病原菌菌块接种在

PSA培养基中央，分别置于5、10、15、20、25、30、35、

40和45 ℃共9个温度处理，于恒温培养箱中培养7 d

后，测量菌落直径和产孢量，每处理重复3次；将新鲜

孢子制成孢子悬浮液，孢子浓度为10×16倍镜下每视

野30~50个孢子；悬滴法于5、10、15、20、25、30、35、40

和45 ℃共9个温度下进行培养，经24 h后分别检查孢

子的萌发率。将直径5 mm的菌块接种在由0.1%

HCL和0.1% NaHO调节pH为2、3、4、5、6、7、8、9、10

和11的PSA培养基上，28 ℃恒温箱中培养7 d后，测

量菌落直径，测定产孢量；用柠檬酸—磷酸二氢钾缓

冲液配制pH为2~12、梯度为1的孢子悬浮液，悬滴法

28 ℃培养24 h后，检查其萌发率。每处理重复3次。

1. 3 统计分析

采用SPSS 19.0对试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运用

新复极差法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根据下列公式计

算病害的病情指数。

病情指数（%）=∑（病害级数×该级病害叶片

数）/（病害最高级数×调查总叶

片数）×100

2 结果与分析

2. 1 白术根腐病症状观察及危害情况调查结果

白术根腐病在田间具有2种症状，分别为块茎

腐烂型（图1-A）和须根腐烂脱落型（图1-B），其中块

茎腐烂为主要症状，占发病植株的69.68%（表1）。块

茎腐烂型症状：白术根茎呈褐色湿腐，须根和根茎全

部腐烂，仅剩残余木质纤维，潮湿时烂根茎表面生有

白色霉状物，并伴有难闻气味，干燥时，块茎呈黑色粉

状。须根腐烂脱落型症状：白术块茎须根脱落，植株地

上部分失水干枯，块茎上着生点呈黑褐色小点，但未

腐烂，可保持到收获期，且有部分植株可重新发芽。

图 1 白术根腐病田间危害症状
Fig.1 Symptoms of root rot disease on A. macrocephala in field

A：块茎腐烂型；B：须根腐烂脱落型
A：Rhizome rot；B：Fibrous rot

2. 2 白术根腐病菌致病性测定结果

在4种白术栽培类型植株上，来源于须根腐烂

脱落型和块茎腐烂型症状的病原菌均具有致病性，

平均病情指数分别为56.590%和59.580%（表2），以

阔叶高株类型病情指数最高，平均达69.995%，狭叶

矮株类型病情指数最低，为41.625%；2种来源的病原

菌接种在4种类型的白术植株上均可出现块茎腐烂

症状（图2-A），其中部分狭叶矮株植株上接种病原菌

后可重新长出新叶（图2-B），与田间须根腐烂症状

一致。

2. 3 白术根腐病菌显微观察及鉴定结果

白术根腐病病原菌菌落呈圆形，白色，培养基

无色或黄色，纤细，中间高，气生菌丝平铺。孢子着生在

分生孢子梗顶端，孢子梗侧生或单生，较短；大型孢

子呈镰刀形，无色，两头尖，稍弯，分隔，1~4隔，以2~3

隔居多，大小20.66~37.08 μm×2.27~4.13 μm；小型孢

A B

杨成前等：重庆市白术根腐病发生危害及其病原菌生物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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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呈圆形或椭圆形，无色，0~1隔，大小2.06~10.66

μm×2.48~4.13 μm。根据病原菌形态特征，将白术根

腐病病原菌鉴定为尖孢镰刀菌（F. oxysprum Schl.）。

2. 4 白术根腐病病原菌生物学特性

2. 4. 1 不同培养基对病原菌菌丝生长的影响 病

原菌在6种供试培养基上均能生长，接种培养7 d后，

不同培养基上的菌落直径和菌丝生长稀疏程度存在

明显差异（图3和图4），其菌落直径大小依次为：PSA

培养基>查彼培养基>寄主煎汁培养基>燕麦培养

基>PDA培养基>玉米粉培养基。其中，以PSA培养

基上致病菌株的生长最好，菌落生长平整，菌丝绵密

厚实，边缘规则，菌落直径最大，达7.23 cm；玉米粉

培养基上致病菌株的生长最差，菌落平整，但菌丝生

长稀疏、薄、细且透明，菌落直径为4.00 cm。

2. 4. 2 不同碳、氮源对病原菌菌丝生长和产孢的

影响 病原菌在7种供试碳源上均能生长，其中，以

蔗糖为碳源的菌丝生长速度最快，菌落直径最大，达

6.78 cm，其余依次为葡萄糖、D-果糖、可溶性淀粉、

麦芽糖、乳糖和木糖；蔗糖、葡萄糖和麦芽糖为碳源

的菌丝生长较紧密，乳糖为碳源的菌丝生长最稀疏；

产孢量以D-果糖最高，达3.79×104个/mL，乳糖最低，

产孢量为0.73×104个/mL（表3）。

病原菌在7种氮源的培养基上均能生长，其中，

以甘氨酸为氮源的菌丝生长速度最快，菌落直径达

6.40 cm，其余依次为亮氨酸、NaNO3、胱氨酸、赖氨

酸和尿素，以（NH4）2SO4最慢，菌落直径为1.34 cm，

几乎不生长；亮氨酸、甘氨酸、NaNO3和赖氨酸为氮

源的菌丝生长密度较大，产孢量也较高，以亮氨酸的

产孢量最高，达3.89×104个/mL，以（NH4）2SO4为氮源

的产孢量最低，为0.35×104个/mL。

2. 4. 3 不同培养条件对病原菌菌丝生长和产孢的

影响 温度和pH对病原菌菌丝生长、产孢均有显著

影响（表4）。病原菌在5~45 ℃的PSA培养基上均能

生长，最适培养温度为25~30 ℃，产孢最适温度为

30 ℃；病原菌生长的最高和最低温度分别为45和

5 ℃，高于或低于此温度条件病原菌产孢较少或不

产孢。病原菌在pH 3~11的PSA培养基上均能生长，

在pH 5~9时菌丝生长速度较快，其中以pH 7的最

快，此条件下菌落直径为6.96 cm，而产孢最适pH为

6，此条件下产孢量为4.31×104个/mL。

病原菌来源
Pathogen source

须根腐烂脱落型 Pathogen that caused fibrous rot
块茎腐烂型 Pathogen that caused rhizome rot
平均 Average

病情指数（%）Disease index
狭叶矮株

Narrow leaf and
dwarf plant

45.750
37.500
41.625

阔叶矮株
Broadleaf and

dwarf plant
60.000
65.180
62.590

阔叶高株
Broadleaf and

high plant
68.120
71.870
69.995

狭叶高株
Narrow leaf

and high plant
52.500
63.750
58.125

平均病情
指数（%）
Average

disease index

56.590
59.580
59.230

调查时间（月-日）
Investigate date（M-D）
03-01
04-30
05-29
06-30
07-28
08-30
平均 Average

须根腐烂脱落型（%）
Fibrous rot

30.50
32.70
22.80
35.60
35.00
30.20
31.32

块茎腐烂（%）
Rhizome rot

69.50
67.30
77.20
64.40
65.00
69.80
69.68

表 1 白术根腐病不同症状类型所占比例
Table 1 Proportion of different root rot symptom types on A.
macrocephala

表 2 不同症状类型病原菌的致病情况
Table 2 Pathogenicity of pathogens that caused different syptoms

图 2 4种类型白术根腐病病原菌的致病症状
Fig.2 Pathogenetic symptoms of four types of pathogen on A. macrocephala

A：块茎腐烂症状；B：须根腐烂脱落症状；C：清水对照
A：Rhizome rot；B：Fibrous rot；C：Clear water control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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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cd
c

bc b
a

0.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玉米粉 PDA 燕麦 寄主煎汁 查彼 PSA

图 3 病原菌在不同培养基上的菌落形态及菌丝生长表现
Fig.3 Colony morphology and mycelial growth of pathogen on different media

A：PSA培养基，菌丝绵密++；B：查彼培养基，菌丝中密+；C：寄主煎汁培养基，菌丝中密+；D：燕麦培养基，菌丝稀疏-；E：PDA培养基，菌丝稀
疏-；F：玉米粉培养基，菌丝极稀疏--

A：PSA medium，mycelia were very dense++；B：Czapek medium，mycelia were dense+；C：Host juice medium，mycelia were dense+；D：Oats
medium，mycelia were sparse-；E：PDA medium，mycelia were sparse-；F：Corn flour medium，very sparse mycelia--

图 4 不同培养基上病原菌菌丝的生长情况
Fig.4 Mycelial growth of pathogen on the different media
图柱上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on the bar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表 3 不同碳、氮源对病原菌菌丝生长和产孢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carbon sources and nitrogen sources on mycelium growth and spore production of pathogen

相同考查因素下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显著差异（P<0.05），表4同。++：菌丝绵密；+：菌丝中密；-：菌丝稀疏；\：菌丝极稀疏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under the same factor（P<0.05），the same was applied in Table 4. ++：
mycelia were very dense；+：mycelia were dense；-：mycelia were sparse；\：mycelia were very sparse

2. 4. 4 不同温度和pH对孢子萌发的影响 病原菌

孢子在10~40 ℃均能萌发，在20~35 ℃下孢子萌发较

好，最适萌发温度为30 ℃，此时的萌发率为49.03%；

在5和45 ℃下的孢子萌发率为0（表4）。病原菌孢子

在pH 3~11时均能萌发，在pH为6时孢子萌发率最

高，为33.00%；当pH达12时，其孢子萌发率为0（表

4）。表明弱酸环境条件下有利于白术根腐病菌孢子

萌发。

3 讨论

目前对白术根腐病症状的报道主要有干腐和

湿腐2种，但2种症状均危害白术的根茎，导致白术根

营养条件
Nutrition condition
碳源
Carbon source

氮源
Nitrogen source

蔗糖 Sucrose
葡萄糖 Glucose

D-果糖 Fructopyranose
可溶性淀粉 Soluble starch

麦芽糖 Maltose
乳糖 Lactose
木糖 Xylose

甘氨酸 Glycine
亮氨酸 Leucine

NaNO3

胱氨酸 Cystine
赖氨酸 Lysine
尿素 Urea

（NH4）2SO4

菌落直径（cm）
Colonial diameter

6.78±0.13a
6.40±0.13b
6.30±0.05b
6.22±0.08bc
6.15±0.17bc
6.02±0.22c
5.98±0.32c
6.40±0.05a
6.30±0.18a

6.22±0.13ab
5.85±0.22b
5.73±0.17b
4.13±0.09c
1.34±0.53d

产孢量（×104个/mL）
Spore production（104 spore/mL）

2.99±0.12b
1.04±0.06f
3.79±0.07a
1.90±0.07e
2.74±0.05c
0.73±0.11g
2.36±0.06d
1.35±0.10d
3.89±0.03a
1.76±0.22c
0.66±0.09e
2.18±0.12b
0.50±0.25e
0.35±0.05e

菌丝生长状况
Mycelium status

++
++
+
+

++
-
+

++
++
++
-

++
-
\

A B C

D E F

菌
落
直
径
（

cm
）

C
ol

on
y

di
am

et
er

玉米粉 PDA 燕麦 寄主煎汁 查彼 PSA

培养基 Culture me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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茎整体腐烂。本研究在2012~2017年间通过大田白

术根腐病调查发现，白术根腐病症状有须根腐烂脱

落型和根茎腐烂型2种，分别占发病植株的31.32%和

69.68%，其中须根腐烂脱落型症状至今未见相关报

道。对来源于白术须根腐烂脱落型和根茎腐烂型2

种症状的病原菌进行致病性测定、形态鉴定和生物

学特性研究，确定2种症状来源的病原菌均为尖孢镰

刀菌。

白术根腐病病原菌种类呈多样性，且不同产

区病原菌种类也不相同（臧少先等，2005；朱磊等，

2012；张礼维，2015；游景茂等，2016）。由于本研究

仅对重庆白术产区进行白术根腐病调查，因此需进

一步收集不同产区白术根腐病危害情况，并对病原

菌进行分离及生物学特性研究，明确不同产区白术

根腐病发生情况和主要致病菌种类，为各地白术根

腐病预测及综合防控提供理论依据。

本研究将来源于白术须根腐烂脱落型和根茎

腐烂型2种症状的病原菌接种在4种白术栽培类型

上，其致病症状均表现为块茎腐烂症状，其中又以狭

叶矮株平均病情指数最低，为41.625%。同时，部分

狭叶矮株接种病原菌可重新长出新叶，与田间须根

腐烂型症状一致。这可能与尖镰孢菌具有致病力分

化现象和白术不同栽培类型的抗病性不同相关。镰

孢菌（Fusarium）具有致病力分化的生理小种现象，

如香蕉枯萎病尖镰孢菌（F. oxysporum）（曹永军等，

2011；聂燕芳等，2017）、串珠镰孢菌（F. moniliforme）

（潘月敏等，2011）、瓜类枯萎病菌（F. oxysporum）（张

硕，2013）和大豆镰孢根腐病菌（F. solani）（张丽等，

2014）等均存在致病力分化及小种专化型。因此，针

对尖镰孢菌致病力分化现象，下一步需采集白术根

腐病菌菌株和白术品种进行致病力分化和白术抗病

性测定，为白术抗病育种提供理论基础。

4 结论

通过对来源于重庆市白术主产区白术根腐病2

种症状的病原菌进行形态特征及生物学特性研究，

确定2种症状来源的病原菌均为尖镰孢菌（F.oxyspo-

rum），其症状表现与4种白术栽培类型抗病性相关。

白术生产中，应根据白术根腐病危害特点和植株抗

病性，选择具有优良抗性植株进行留种或抗病育种；

根据病原菌生物学特性，选择微碱或中性土壤的地

块进行种植，并适时采取药剂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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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Effects of different temperature and pH on mycelium growth and spores ger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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