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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磷拮抗真菌分离鉴定及其对猕猴桃
软腐病的生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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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筛选可应用于猕猴桃果实软腐病的高效生防菌株，为猕猴桃软腐病生防制剂研发提供菌种资源。

【方法】采集有猕猴桃软腐病发生的猕猴桃种植园健康植株根际土壤，利用解磷选择性培养基分离土壤中解磷真菌，

采用平板对峙法、菌落直径法、继代培养及发酵液抑菌试验等从中筛选对猕猴桃软腐病菌具有拮抗作用的菌株，通过

形态学结合分子生物学方法对拮抗菌株进行鉴定。【结果】从猕猴桃根际土壤中分离得到35株解磷真菌菌株，通过对

峙培养从中筛选出5株对猕猴桃软腐病菌具有拮抗作用且抑菌率超过50.00%的菌株，其中MHT0308菌株的抑菌效果

最佳，对猕猴桃软腐病菌的抑菌率达87.71%，复筛抑菌圈也明显，抑菌直径达33.50 mm；MHT0308菌株的含菌发酵液

和无菌发酵液均对靶标菌生长有抑制作用，抑菌率分别达88.13%和80.87%；猕猴桃果实经MHT0308菌株发酵液处理

后对猕猴桃软腐病的离体防效达87.00%；根据MHT0308菌株形态学特征结合其分子生物学鉴定结果，确定

MHT0308菌株为哈茨木霉菌（Trichoderma harzianum）。【结论】MHT0308菌株对猕猴桃软腐病具有较好的防治效果，

可作为一种重要的生防菌资源用于猕猴桃软腐病防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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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l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phosphate-solubilizing antagonistic
fungus and its biocontrol effects against kiwifruit soft r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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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 aim of the study was to screen the efficient biocontrol strains that could be applied to the
gree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kiwifruit soft rot，and provide resources for biocontrol agent development for kiwifruit
soft rot.【Method】The healthy rhizosphere soil of kiwifruit plantation with kiwifruit soft rot was collected，and the phos-
phate- solubilizing fungus was separated from the soil using selective phosphate-degrading medium. At the same time，the
antagonistic fungus against kiwifruit soft rot were screened by using plate confront culture，colony diameter inhibition as-
say，subculture and fermentation broth inhibition test. The fungi were classified through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molecular biology.【Result】Thirty-five strains of phosphorus-releasing fungi were isolated from the rhizosphere soil
of kiwifruit，five strains with an antagonistic effect on soft rot of kiwifruit and the inhibition rate more than 50.00% were
selected through confrontation culture. Among them，MHT0308 strain had the best inhibitory effect and it had 87.71%
control efficiency to soft rot of kiwifruit. And the inhibition zone was obvious with the inhibition diameter of 33.50 mm.
Both sterilized and non-sterilized fermentation liquid of MHT0308 strain were effective against target pathogen hyphae，
the inhibitory rates were 88.13% and 80.87%，respectively. The control effect of kiwifruit in vitro was 87.00% after trea-
ted with MHT0308 fermentation broth. According to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molecular biology，the strain
MHT0308 was identified as Trichoderma harzianum.【Conclusion】Strain MHT0308 has sound control efficacy against
kiwifruit soft rot and can be used as an important biocontrol resource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kiwi soft r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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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猕猴桃（Actinidia chinensis Planch）

又名长寿果、美容果，每100 g猕猴桃果肉中维生素C

含量可达652~930 mg，故又被誉为维C之王（杨宗

正，2018）。猕猴桃在我国陕西、甘肃、河南、广西、广

东、福建、云南、贵州和四川等省（区）均有种植分布。

近年来，猕猴桃种植面积逐渐扩大，在产量和效益上

升的同时，猕猴桃病害也日益突出，尤其是猕猴桃果

实软腐病作为储藏期病害对猕猴桃产业危害尤为严

重，通常采摘时无症状，储藏期开始发病，发病率一

般为20%，严重时可达50%（马松涛等，2000），直接

影响猕猴桃的经济价值。目前国内外对该病害的防

控主要以化学防治为主，研究表明，抗菌素402、退菌

特、抗菌素401、波尔多液（余桂萍和周洪旗，2009），

多菌灵（王小洁等，2017），肟菌酯戊唑醇、己唑醇、戊

唑醇、异菌脲、苯醚甲环唑（吴文能等，2018）等化学

药剂对猕猴桃软腐病均有较好的防治效果。但化学

药剂的大量使用既增加了猕猴桃软腐病菌的抗药性

风险，还容易造成农药残留和环境污染等问题。随

着人们对绿色食品的需求，生物防治逐渐在病害防

控方面体现出其优势，因此，挖掘可利用的生防菌资

源对猕猴桃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前人

研究进展】猕猴桃软腐病是一类真菌病害，不同国家

及地区猕猴桃软腐病病原菌存在明显差异，主要有

拟茎点霉菌（Phomopsis sp.）（Luongo et al.，2011）和

葡萄座腔菌（Botryosphaeria dothidea）（Zhou et al.，

2015）等真菌。李黎等（2016）对我国猕猴桃主产区

的28个果园样本进行病原菌分离鉴定，发现拟茎点

霉菌（P. lithocarpus）是我国猕猴桃果实软腐病的主

要病原菌，葡萄座腔菌（B. dothidea）和小孢拟盘多

毛孢菌（Pestalotiopsis microspora）是次要病原菌，并

且拟茎点霉菌是贵州、四川及江西等地区的主要为

害病原菌。近年来，国内外已有学者对猕猴桃病害

的生物防治进行了研究，其中针对猕猴桃灰霉病的

研究较多（Dodd et al.，2004；Kim et al.，2015），而对

猕猴桃软腐病的研究相对较少。Mohamed等（2011）

发现用1-甲基环丙烯预处理后再用解淀粉芽孢杆菌

处理可降低冷藏过程中猕猴桃软腐病的发病率。何

应红等（2016）在青蒿内生真菌中筛选出一株对猕猴

桃软腐病有抑制作用的菌株青蒿21号，并进一步证

明其发酵液粗提物对该病原菌的抑菌活性达100%，

但并未对菌株进行鉴定。胡容平等（2017）通过木霉

与猕猴桃软腐病菌的对峙培养及其难挥发性代谢产

物的拮抗试验，发现木霉菌株T156-37对猕猴桃软腐

病有较好的抑制效果，抑制率达66.11%，另一株菌

株T163-8的代谢产物则表现出对猕猴桃软腐病

菌的拮抗优势，其抑制率达 63.26%。王小洁等

（2017）通过平板对峙法筛选发现多粘芽胞杆菌

（Paenibacillus polymyxa）对猕猴桃软腐病菌的菌丝

生长和孢子萌发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本研究切入

点】目前国内外报道用于防治猕猴桃软腐病的可用

生物菌株资源较少，缺少可替代化学农药的高效生

防制剂。为丰富可有效防控猕猴桃软腐病害的生防

微生物种类，进一步为开展生防菌制剂研发提供菌

种资源，有必要分离筛选更多不同类型的微生物功

能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利用解磷菌的溶磷特性

从土壤中选择分离解磷菌株，并利用平板对峙法、菌

落直径法、继代培养及发酵液抑菌试验等从中筛选

对猕猴桃软腐病菌有拮抗作用的菌株，同时通过形

态学结合分子生物学方法对拮抗菌株进行鉴定，以

期为猕猴桃软腐病生防制剂研发提供菌种资源。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1. 1. 1 供试材料 供试猕猴桃品种为贵长猕猴

桃。供试猕猴桃软腐病病菌为MHTRF160420，2015

年10月分离自贵州省修文县猕猴桃果园所采集的猕

猴桃软腐病果实病样，保存于贵州省植物保护研究

所植物病理研究室。

1. 1. 2 培养基 解磷选择性培养基：葡萄糖10.00 g，

NaCl 0.3 g，KCl 0.30 g，MgSO4·7H2O 0.30 g，

FeSO4·7H2O 0.03 g，MnSO4 0.03 g，（NH4）2SO4 0.50 g，

磷酸钙5.00 g，蒸馏水1000 mL，琼脂15.00~20.00 g，

pH 6.8~7.0。木霉培养基：马铃薯200.00 g，葡萄糖

20.00 g，琼脂20.00 g，链霉素（Streptomytin）0.10 g，

氯霉素（Chloramphenicol）0.30 g，玫瑰红（Rose ben-

gal）0.02 g，蒸馏水1000 mL，自然pH。PD液体培养

基：葡萄糖 20.00 g，土豆200.00 g，蒸馏水1000 mL，

自然pH。

1. 2 试验方法

1. 2. 1 猕猴桃软腐病拮抗菌株的分离与筛选 解

磷菌株筛选：在贵州省修文县中哨村猕猴桃园区（东

经106°34 ′ 25″，北纬26°47 ′ 42″，海拔1314.0±3.0 m）

选择猕猴桃软腐病等病害发生严重的地块为土样采

集点，利用五点法采集健康植株的根际土壤。将土

样与无菌水以1∶10的比例稀释，于150 r/min振荡

20 min后制成土壤初悬液备用，按逐级梯度稀释法

制备浓度为10-3、10-4和10-5的悬浮液，在冷凝的解

磷选择性培养基上涂布100 μL土壤悬浮液并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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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的培养箱中培养，每个浓度重复5板。培养2 d

后开始观察，纯化保存有解磷圈产生的菌落，从而分

离获得解磷真菌菌株。

平板对峙法试验：以猕猴桃软腐病菌MHTRF

160420为靶标病原菌，分离保存的解磷真菌菌株为

待测菌进行平板培养，在PDA培养基两侧分别接种

直径为5 mm的病原菌及待测菌菌饼，25 ℃培养7 d

后，计算待测菌的抑制率，抑制率的计算参照梁建

根等（2007）的方法，根据菌株抑制率初筛出猕猴

桃软腐病菌拮抗菌株，然后进行抑菌圈复筛。

拮抗菌复筛试验：将猕猴桃软腐病菌培养9 d

以上待其产孢后，用无菌水洗脱制成1×106 CFU/mL

的孢子悬液，按1∶10的比例将其与PDA培养基混匀

后倒板，然后在含有病原菌的PDA培养基中央接种

初筛拮抗效果较好的菌株，25 ℃黑暗培养，3 d后记

录抑菌圈直径，筛选出效果最好的拮抗菌株进行下

一步试验。

1. 2. 2 拮抗菌株继代培养试验 对筛选获得的拮

抗菌进行继代培养，根据其生长速率，28 ℃培养条

件下每生长3 d为1代，然后于菌落边缘打取菌块后

继续培养3 d为第2代，以此类推，继代培养后获得第

1、5、10、15和20代拮抗菌株，用平板对峙法分别测定

拮抗菌不同培养代数的拮抗活性，评估其拮抗性状

的遗传稳定性。

1. 2. 3 拮抗菌发酵液抑菌活性试验 将活化好的

拮抗菌株接种到PD液体培养基中，25 ℃下150 r/min

发酵培养7 d，利用单层无菌纱布过滤掉发酵液中的

菌丝块，将滤液分为两份，一份放入10000 r/min的离

心机中离心3 min，充分离心2次，得到的上清液为不

含菌体发酵液，主要含有拮抗菌的次生代谢产物；另

一份滤液再过一次无菌单层纱布后，放入3000 r/min

的离心机中离心3~5 s，并利用血球计数板将其发酵

滤液分生孢子浓度调整为1×106 CFU/mL，获得的上

清液为含有菌体发酵液。以猕猴桃软腐病菌为指示

菌，用菌落直径法测定拮抗菌两种发酵液的抑菌

特性。

两种发酵液抑菌活性测定：分别将拮抗菌的两

种发酵液与PDA培养基按体积1∶10的比例混匀后倒

板，冷凝后在中央接种猕猴桃软腐病菌菌饼，以普通

PDA培养基为对照，将处理与对照同时放于25 ℃的

生化培养箱中培养7 d后，调查猕猴桃软腐病菌的菌

落生长直径，计算两种发酵液对猕猴桃软腐病菌菌

丝生长的抑制率，每处理3次重复。

1. 2. 4 拮抗菌发酵液对猕猴桃软腐病的离体防效

测定 取新鲜健康的猕猴桃果实用75%酒精浸泡

30~60 s，然后用无菌水浸洗3次，擦干果实表面水

分，用接种针过火消毒后刺伤果皮，每果刺孔数相

同，待猕猴桃表皮毛软化后将其分为两组，一组用

1.2.3试验中制得的无菌发酵液喷雾整个猕猴桃果实

后于伤口处接种猕猴桃软腐病菌菌饼，另一组喷雾

无菌水后接种猕猴桃软腐病菌作为对照，两组同时

放入用无菌纱布保湿的保鲜盒中，用保鲜膜密封保

鲜，置于温度26 ℃、相对湿度90%的恒温室中12 h光

照黑暗交替培养，每处理重复3组，每组设6次重复。

3 d后开始观察猕猴桃的发病情况，7 d后调查猕猴

桃软腐病发病率及拮抗菌发酵液的防治效果。

1. 2. 5 拮抗菌株鉴定 形态学方法鉴定：刮取新

生长3 d的菌落边缘菌丝，用1%葡萄糖溶液制成拮

抗菌菌悬液，吸取1滴菌悬液制片并观察其菌丝形

态；将1%葡萄糖溶液倒入平板后用无菌刷洗菌落，

制成孢子悬浮液后，吸1滴孢子悬浮液制片并观察分

生孢子形态特征。

分子生物学方法鉴定：在冷凝的PDA培养基上

铺无菌玻璃纸，在培养基中央隔离接种拮抗菌，待菌

丝长满培养皿后，收集约20 mg菌丝体用液氮研磨成

粉末加入到15 mL的无菌离心管中，利用生工生物

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的Ezup柱式真菌基因

组DNA抽提试剂盒进行标准步骤抽提获得拮抗

菌DNA备用。PCR扩增和反应体系参照White等

（1990）的方法。PCR反应体系25.0 μL：DNA模板

1.0 μL，2×Es Taq Master Mix 12.5 μL，上、下游通用

引物ITS1和ITS4各1.0 μL，无菌水9.5 μL。系统发育

进化树构建及进化分析：先将测得的拮抗菌株ITS

序列在NCBI数据库中进行相似性检索，利用拮抗

菌株的ITS序列及GenBank相近似真菌的ITS序列在

MEGA 7.0中采用ClustalW进行对齐，用Neighbor-

joining法构建系统发育进化树，采用自举法对其进

行检验，重复1000次，进而分析拮抗菌株的分类

地位。

2 结果与分析

2. 1 解磷拮抗菌株对猕猴桃软腐病菌的抑菌作用

从猕猴桃根际土样中分离得到35株解磷真菌

菌株，对峙培养结果（表1）显示，从35株解磷真菌中

共筛选出5株对猕猴桃软腐病菌有拮抗作用且抑

菌率超过50.00%的菌株，其中对峙抑菌效果最好的

为MHT0308菌株，其对猕猴桃软腐病菌的抑菌率达

87.71%，其次为MHT0946菌株，两者对猕猴桃软腐

病菌的抑菌率差异不显著（P>0.05，下同），但均显著

高于其他3株菌株（P<0.05，下同）。5株菌株均能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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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抑菌圈，其中MHT0308菌株所产生的抑菌圈最大

（图1），其复筛抑菌圈直径在培养第3 d时达33.50

mm，而MHT0946菌株复筛第3 d的抑菌圈直径为

24.90 mm（图2），复筛效果稍差。经对峙初筛及抑

菌圈复筛两次筛选后，最终选择MHT0308菌株进行

后续试验。

菌株
Strain
DF0302
MHT1313
MHT0308
MHT0946
DF0214

指示病原菌生长直径（mm）
Diameter of indicator pathogen mycelia growth

27.33±2.16
15.33±1.08
7.33±0.54
8.67±0.41
11.83±1.43

抑菌率（%）
Inhibition rate
54.19±3.62d
74.30±1.81c
87.71±0.91a
85.48±0.68a
80.17±2.40b

表 1 拮抗菌株对猕猴桃软腐病菌的抑制作用
Table 1 Inhibition of antagonistic fungi against kiwifruit soft rot bacteria

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表2和表3同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Table 2 and Table 3

图 1 MHT0308菌株对指示病原菌的抑制作用
Fig.1 Inhibition of MHT0308 strain against indicator pathogen

a：MHT0308菌株的对峙初筛拮抗效果；b：MHT0308菌株在含指示病原菌PDA培养基上形成的抑菌圈（3 d）
a：Antagonistic effect of MHT0308 strain on antagonistic culture；b：The inhibition zone of MHT0308 strain against indicator pathogen on PDA plate

（3 d）

图 2 不同拮抗菌株对猕猴桃软腐病菌的抑制作用
Fig.2 Inhibition of the different antagonistic strains against ki-

wifruit soft rot bacteria
图柱上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P<0.05）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on the bar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reatments（P<0.05）

2. 2 MHT0308菌株继代培养结果

对2.1中筛选获得拮抗效果最好的MHT0308菌

株进行继代培养，结果（图3）表明，MHT0308菌株子

代拮抗病原菌能力在第10代之前无显著差异，其对

猕猴桃软腐病的抑制率仅从第1代的87.71%变为第

10代的86.64%，第15代开始对猕猴桃软腐病菌的拮

抗能力稍有下降，其抑菌率为85.02%，MHT0308

菌株一直继代培养至20代时仍有较强的拮抗能

力，抑菌率为84.92%。试验结果表明，虽然MHT0308

菌株随着继代数的增加，其拮抗能力稍有下降，但对

猕猴桃软腐病菌的拮抗能力总体趋于稳定，故可判

定MHT0308菌株对猕猴桃软腐病的拮抗能力遗传

较稳定，有利于菌株的进一步研究和生产实践应用。

2. 3 MHT0308菌株发酵液的抑菌特性

菌落直径法测定结果（表2、图4-a和图4-b）显

示，MHT0308菌株的含菌和无菌发酵液对猕猴桃软

腐病菌均具有抑制作用，其中含菌发酵液的抑菌效

果较好，猕猴桃软腐病菌受到明显抑制，其抑菌率为

88.13%，而无菌发酵液对猕猴桃软腐病菌的抑制率

也在80.00%以上。表明MHT0308菌株发酵液中产

生的某些次生代谢产物具有主要抑菌活性，此特性

有利于该菌株的下一步应用研发。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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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MHT0308菌株发酵液对猕猴桃软腐病的离体

防效

MHT0308菌株发酵液对猕猴桃软腐病的离体

防效试验结果（表3和图5）表明，其发酵液对猕猴

桃软腐病有明显的防治效果，喷雾MHT0308菌株

发酵液后再接种猕猴桃软腐病菌处理的发病程度

很轻，而未喷雾MHT0308菌株发酵液处理第3 d开

始显症时，其针刺处仍然光洁无显症；第10 d未喷雾

MHT0308菌株发酵液处理的病情指数达78.90，且猕

猴桃果实开始从里向外软烂变色，而经MHT0308菌

株发酵液处理的猕猴桃果实只有轻微显症，其病情

指数仅为10.30，对猕猴桃软腐病的防效达87.00%，

且经发酵液处理过的猕猴桃果实连续存放15 d以上

发酵液
Fermentation broth
MHT0308含菌发酵液 Fermentation broth of MHT0308 with strain
MHT0308无菌发酵液 Fermentation broth of MHT0308 without strain

指示病原菌菌落直径（mm）
Diameter of indicator pathogen colony

9.00±0.34
14.50±1.15

抑菌率（%）
Inhibition rate
88.13±0.21a
80.87±1.33b

图 3 MHT0308菌株对猕猴桃软腐病菌拮抗作用的遗传
稳定性

Fig.3 Genetic stability of MHT0308 strain against kiwifruit
soft rot pathogen antagonism

表 2 MHT0308菌株发酵液对猕猴桃软腐病菌的抑制作用
Table 2 Inhibition of fermentation broth of MHT0308 strain against kiwifruit soft rot pathogen

图 4 MHT0308菌株含菌（a）和无菌（b）发酵液对指示病原菌的抑制作用
Fig.4 Inhibition of fermentation broth of strain MHT0308 with strain（a）and without strain（b）against indicator pathogen

表 3 MHT0308菌株对猕猴桃软腐病的离体防治效果
Table 3 Control efficiency of MHT0308 strain in vitro against kiwifruit soft rot

处理
Treatment
MHT0308菌株发酵液 MHT0308 strain fermentation broth
无菌水 Sterile water

病果率（%）
Disease incidence

13.30±0.00b
98.20±0.00a

病情指数
Disease index
10.30±1.80b
78.90±1.20a

防治效果（%）
Control efficacy

87.00±1.53
-

传代数 Generation

a b

图 5 MHT0308菌株发酵液对猕猴桃软腐病的离体防效
Fig.5 Control efficiency of MHT0308 strain fermentation broth on kiwifruit soft rot in vitro

a~c：图左侧均为MHT0308菌株发酵液处理过的猕猴桃，右侧为未处理的对照
a-c：The left side of the figure was the kiwifruits treated with MHT0308 fermentation broth，and the right side was the untreate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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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腐烂。可见，MHT0308菌株发酵液对猕猴桃果实

软腐病有防效，可进一步研发作为猕猴桃储藏期病

害的有效生防菌剂。

2. 5 MHT0308菌株鉴定结果

2. 5. 1 形态特征鉴定结果 MHT0308菌株在PDA

培养基上菌丝呈放射状生长，其生长速度快，3 d即

可长满整个培养皿，随后形成分生孢子且开始产生

色素，7 d左右形成正面浅绿色至绿色的菌落，菌落

背面颜色较浅，若遇胁迫可产生黄色或黄绿色色素

（图6-a）。菌丝无色，有隔，可生长形成无色分生孢

子梗（图6-b）；其上产生产孢小梗，产孢小梗常对生

或轮生形成轮枝状结构（图6-c）；上着生大量分生孢

子，椭圆形或卵圆形大小，2.2~3.5 μm×2.5~3.2 μm，

产生初期无色，后期浅榄黄色或浅榄绿色（图6-d）。

综上所述，MHT0308菌株的培养性状及形态学特征

与哈茨木霉菌（Trichoderma harzianum）一致。

2. 5. 2 分子生物学鉴定结果 PCR扩增MHT0308

菌株的ITS全长序列，大小为580 bp。将测序结果

与GenBank中的ITS序列进行BLAST比对分析，结

果表明，与其同源性最高的为木霉属的哈茨木霉真

菌及其有性态（Hypocrea lixii），相似性均在99%以

上。再根据ITS序列利用MEGA 5.0对同源性较高

的序列进行序列分析并构建木霉属的系统发育进

化树，结果（图7）显示，MHT0308菌株与哈茨木霉在

同一分支。因此，根据形态学观察和分子鉴定结果

可确定MHT0308菌株为哈茨木霉菌（T. harzianum）。

3 讨论

筛选有益微生物对水果等果实类采后病害进

行生物防治是国内外近年来的新研究领域。研究表

图 6 MHT0308菌株的菌落（a）、菌丝（b）、产孢小梗（c）及分生孢子（d）形态特征
Fig.6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lony（a），hyphae（b），conidiophore（c）and conidia（d）of MHT0308 strain

图 7 基于ITS序列构建的木霉属系统发育进化树
Fig.7 Phylogenetic tree of Trichoderma based on ITS sequences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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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酵母菌（Pichia）对梨灰霉病（Botytis cinerea）、桃

子根霉腐烂（Rhizopus oryzae）、柑橘和苹果青霉病

（Penicillium sp.）等有很好的防治效果（Lu et al.，

2013；Lutc et al.，2013；Xu et al.，2013）；芽孢杆菌

（Bacillus）对柑橘的7种不同病原真菌具有抗菌活

性，且从中提取出伊草枯菌素A对柑橘采后病害有

抑制效果（Arrebola et al.，2009），另外，芽孢杆菌对

果实采后炭疽病和拟茎点霉软腐病、青曲霉病等有

防效（Hao et al.，2011；Mohamed et al.，2011）。在前

人的研究报道中，针对水果果实采后病害的生防菌

资源主要集中在酵母菌和芽孢杆菌等方面，可用于

果实采后病害防控的真菌类菌株资源报道相对较

少。本研究以西南地区致猕猴桃软腐病的主要为害

病原菌拟茎点霉菌作为靶标病原菌所筛选获得的

MHT0308菌株属于哈茨木霉真菌，对丰富猕猴桃软

腐病生防菌资源库及利用木霉菌防治猕猴桃软腐病

具有重要意义。但介于该病害在全国范围内的致病

菌差异较明显，因此下一步将开展MHT0308菌株对

其他地区猕猴桃软腐致病菌的广谱拮抗试验，或在

扩大所筛靶标病原菌范围的基础上找寻适用范围更

广的高效生防菌株。

木霉不仅对植物病原真菌具有广谱拮抗活性，

部分还兼具促进植物生长的作用（Altomare et al.，

1999），同时可产生许多次生代谢产物如酶类、抗生

素或抗菌肽、水溶性化合物等，对病原菌起生防作用

（Howell，2002），是一类具有应用价值的有益微生

物。本研究的平板对峙中MHT0308菌株对猕猴桃

软腐病病原菌有明显的竞争和拮抗作用，且其含菌

和无菌发酵液对猕猴桃软腐病菌均有抑制作用，说

明该菌株可产生具有抑菌活性的物质。张承等

（2016）发现采前喷施壳聚糖与生防菌代谢产物抗

菌肽等制成的复合膜对猕猴桃软腐病的防效达

69.23%，提高了果实的抗病性，从而提高了猕猴桃耐

贮性。结合MHT0308菌株可产生有效次生代谢产

物这一特征，后续将进一步重点研究该菌株的抗菌

活性物质，并对抑菌活性物质的有效应用及果实绿

色保鲜技术进行探索，从而为利用该菌开发新的生

物农药提供理论指导。

4 结论

筛选出一株对拟茎点霉菌引起的猕猴桃软腐

病有较强抑制作用的菌株MHT0308，根据其形态学

特征结合分子生物学鉴定结果，确定MHT0308菌株

为哈茨木霉菌（T. harzianum），该菌株对猕猴桃软腐

病有较好的防治效果，可作为一种重要的生防资源

菌用于猕猴桃软腐病防治研究，具有一定的开发

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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