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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菌根是土壤真菌与高等植物的根系形成的一种互惠共生体, 它是自然界最古老且普遍的生物共生现象之一, 在维持

生态系统平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激素在植物生长发育乃至菌根共生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近年来, 大量的研究结果

表明激素尤其是赤霉素(GAs)和脱落酸(ABA)是菌根共生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因子。本文总结了近5年来相关的文献, 综述了

激素在菌根共生过程中的调控作用, 为进一步理解激素与菌根共生之间的关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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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菌是自然界中典型的异养生物, 植物是其

主要的营养来源。地球上90%的有胚植物都能与

真菌形成菌根共生关系(Smith和Read 2008)。通过

这种共生关系, 真菌不仅从植物中获取生存必需

的营养物质, 而且能促进植物的生长发育, 提高植

物对环境胁迫的抵抗能力。因此, 植物与真菌共

生对于维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有着重要

作用。

无论是内生菌根还是外生菌根, 菌根共生关

系形成的第一步便是真菌与宿主植物二者间的相

互感知和识别; 随后, 真菌与宿主植物接触、侵入

并在植物细胞内(内生菌根)或细胞间(外生菌根)定
殖, 形成共生结构丛枝(arbuscules)、泡囊(丛枝菌

根: arbuscular mycorrhiza, AM)或哈氏网(外生菌

根), 进而在共生界面发生营养交换。大量的研究

证明, 在AM共生关系形成的早期信号转导通路中, 
共生型受体蛋白激酶(symbiosis receptor-like protein 
kinase, SYMRK)、离子通道(ion channel)蛋白和钙/
钙调依赖性蛋白激酶(calcium and calmodulin-de-
pendent protein kinase, CCaMK)协同调控真菌侵入

宿主细胞, 在菌根真菌定殖的早期阶段发挥重要

作用(朱先灿和宋凤斌2008)。在菌根共生信号转

导过程中, 植物激素尤其是赤霉素(gibberellins, 
GAs)信号转导途径被证实在菌根早期共生中发挥

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GAs信号转导途径中的重要调

节蛋白DELLA蛋白突变会导致水稻不能形成菌根

(Yu等2014)。近年来, 关于激素在菌根共生体形成

过程中的关键作用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本文将从激素的种类、生物合成、信号转导及其

与菌根共生的关系等几个方面来论述激素在菌根

共生中的调控作用。

1  参与菌根形成的植物激素种类

植物激素是指植物体自身合成的痕量小分子

有机化合物, 在其合成部位或运输到其他部位产

生生理效应, 对植物的生长发育具有重要的调节

作用。植物激素参与细胞的分裂、分化、生长、

死亡等多个生理过程, 进而调控植物的形态、种

子萌发、开花周期、叶片衰老、果实成熟等。植

物内源激素平衡状况对植物生长发育意义重大, 
菌根真菌促进植物生根、提高幼苗移栽成活率和

抗旱性, 往往是因其改变了宿主内源激素的平衡

状况和酶活性。菌根真菌侵染宿主植物根系并建

立共生关系的过程中直接或诱导合成多种激素

(Pieterse等2009): GAs、生长素(auxins)、细胞分

裂素(cytokines, CTKs)、乙烯(ethylene)、脱落酸

(abscisic acid, ABA)、油菜素内酯(brassinosteroid, 
BR)、茉莉酸(jasmonic acid, JA)、独脚金内酯

(strigolactones, SLs)等。这些激素相互作用组成一

个复杂的网络系统, 共同调控植物的生长发育。

1.1  生长素

生长素是最早被发现, 在植物的生长发育中

最重要的一类生理活性物质。植物体内主要的生

长素是吲哚乙酸(indole-3-acetic acid, IAA), 通常存

在于植物的根尖、茎尖、嫩叶、正在发育的种子

和果实等分裂和生长代谢旺盛的组织中, 其主要

生理作用包括促进侧根和不定根的形成; 促进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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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鞘和茎的生长, 抑制根的生长, 维持顶端优势; 
诱导单性结实, 植物的生根, 作为除草剂等。生长

素应用在药用植物育苗上, 在适宜生长素浓度下, 
外源施加IAA对3个铁皮石斛(Dendrobium officinale)
良种高位腋芽的萌发均有显著的效果, 并且利用

生长素对铁皮石斛进行育苗, 不仅苗量大, 周期短, 
操作便捷, 且所育种苗从外观以及内含物质上均

完全符合《中国药典》的要求, 未发生变种现象

(刘穗金等2013)。而生长素在植物体内的合成有

着复杂的机制, 目前的研究显示IAA的生物合成有

多条途径, 主要分为依赖色氨酸和非依赖色氨酸

两条途径(Cohen等2003)。依据IAA合成过程中的

主要中间产物, 依赖色氨酸的生物合成过程通常

又划分为4条支路: 吲哚乙醛肟途径、色胺途径、

吲哚乙酰胺途径和吲哚丙酮酸途径(Lehmann等
2010); 而由于克隆到的非依赖色氨酸合成途径相

关基因较少, 对该途径的认识尚不清楚。

1.2  GAs
GAs广泛存在于植物、真菌和细菌中, 参与

调控植物生长发育的各个阶段, 如种子萌发、茎

的伸长、叶的生长、花果发育等。GAs在生物体

内一般以游离和结合型两种形态存在,分别被命名

为GA1~GAn, 其中, 仅GA3和GA4具有生物活性, 常
作为GAs的代表物。目前GAs的生物合成途径和

信号转导途径已被人们知晓, GAs生物合成前体是

牻牛儿基焦磷酸(geranylgeranyl diphosphate, 
GGDP), 从GGDP到合成具有生物活性的GAs共需

3类酶的参与 :  萜烯合成酶(terpene synthases, 
TPSs)、细胞色素P450单加氧酶(cytochrome P450 
monooxygenases, P450s)和2-酮戊二酸依赖的双加

氧酶(2-oxoglutarate-dependent dioxygenases, 
2ODDs) (岳川等2012)。在植物中GAs生物合成共

需要3个阶段: 在其合成第一阶段的古巴焦磷酸合

酶(copalyl pyrophosphate synthase, CPS)基因是

GAs生物合成途径正式开始的第一个关键酶基因, 
若CPS发生完全突变, 植物不能产生任何GAs, 种
子不能萌发; 第二个关键酶基因是对映-贝壳杉烯

合酶(ent-kaurene synthase, KS); 编码对映-贝壳杉

烯氧化酶(ent-kaurene oxidase, KO)和对映-贝壳杉

烯酸氧化酶(ent-kaurenoic acid oxidase, KAO)的基

因是GAs合成第二阶段的关键基因(张迎迎和何祖

华2010)。GA20氧化酶(GA 20-oxidase, GA20ox)和
GA3氧化酶(GA 3-oxidases, GA3ox)则在GAs合成

的第三阶段发挥重要作用, 最终合成具有生物活

性的GAs分子(张迎迎和何祖华2010)。在接种AM
真菌的番茄(Solanum lycopersicum)根中发现, 与
GAs生物合成相关的基因上调表达; 并且, 与非共

生的番茄根相比, GAs生物合成在番茄菌根中主要

通过13-羟基化途径来完成(Martín-Rodríguez等
2014)。

GAs信号转导通路主要包括受体、DELLA蛋

白以及其他调控因子(李强等2014)。活性GAs分
子与GAs受体(GID1)结合并感知GAs信号, 将信号

传递至DELLA蛋白, DELLA蛋白对GAs信号转导

起负调控作用, 消除DELLA蛋白的抑制作用有两

条途径: 一是依赖于F-box蛋白的泛素-蛋白酶体途

径 ;  二是不依赖于F-box蛋白 ,  形成稳定的GA-
GID1-DELLA复合体来降低植物体内游离的

DELLA蛋白含量(李强等2014)。
1.3  ABA

当植物受到生物或非生物胁迫时, ABA发挥

重要的调节作用(Wimalasekera等2015)。ABA最经

典的作用是在干旱胁迫下, 通过增加ABA的生物

合成提高植物抵抗逆境的能力, 并且这种应答机

制在维管植物、非维管植物和苔藓植物中普遍存

在(Takezawa等2015)。在高等植物中, ABA的生物

合成有两条途径: C15直接途径和C40间接途径: C15

直接途径的合成前体是甲瓦龙酸(mevalonic acid, 
MVA), 经C15的法呢焦磷酸(farnesyl pyrophosphate, 
FPP)直接形成ABA; 而C40间接途径通常为主要合

成途径, 参与该途径的重要的酶有玉米黄质环氧

化酶(zeaxanthin epoxidase, ZEP)、9-顺式-环氧类

胡萝卜素双加氧酶(9-cis-epoxycarotenoid dioxy-
genase, NCED)、醛氧化酶(aldehyde oxidase, AO)
等(李长宁 2012)。
1.4  CTKs

CTKs是一类腺嘌呤衍生物, 其主要合成部位

在根尖、茎端、发育中的果实、萌发的种子等。

CTKs是调节植物生长和发育的重要信号分子, 包
括胚胎发生、维管束发育、调节根伸长、侧根数

量、根瘤形成等(Osugi和Sakakibara 2015)。CTKs
的生物合成基本可分为tRNA途径和从头合成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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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 一般认为, 高等植物的CTKs主要是从头直接合

成的, 生物合成最关键的一步是由重要的限速酶

异戊烯基转移酶(isopentenyl transferase, IPT)催化

的二甲基丙烯基二磷酸(dimethyl allyl diphosphate, 
DMAPP)与腺苷酸(adenosine monophosphate, 
AMP)发生缩合反应, 并形成有活性的CTK——异

戊稀基腺苷-5′-磷酸(isopentenyladenosine-5′-mono-
phosphate, iPMP) (Taya等1978)。目前的研究认为, 
CTKs信号转导是通过磷酸基团在一个双元组分系

统之间的系列传递而完成的, 该过程被称之为“磷
酸接力传递” (phosphorelay) (邓岩等2006)。CTKs
可通过复杂的网络系统来调控植物的生长发育, 
但是如何实行特定的生理功能还有待研究。

1.5  乙烯

乙烯是一种特殊的气体类激素, 调控植物生

长发育多个过程, 包括种子萌发、幼苗生长、开

花、结实、成熟、衰老等。研究发现, 当植物遭

受逆境胁迫时可诱导植物体内乙烯含量的升高, 
并且在干旱条件下乙烯还可调节氮的固定, 增加

植物抗性(Larrainzar等2014)。因此, 可以认为乙烯

在植物的耐受性和抗性中发挥重要作用。地球上

几乎所有的植物都能产生乙烯, 乙烯的生物合成

途径大致可以分为3个过程: 首先, 由甲硫氨酸在S-
腺苷甲硫氨酸合成酶(S-adenosylmethionine synthe-
tase, SAMS)催化下变成S-腺苷甲硫氨酸(SAM), 然
后SAM在ACC合酶(1-aminocyclopropane-1-car-
boxylic acid synthase, ACS)的催化下产生氨基环丙

烷羧酸(1-aminocyclopropane-1-carboxylic acid, 
ACC)和5′-甲硫腺苷, 最后ACC在ACC氧化酶(ACC 
oxidase, ACO)催化下产生乙烯(Bleecker和Kende 
2000)。其中ACS是乙烯生物合成的关键酶和限速

酶, 对ACS基因家族特异性表达的调控可响应于多

种内外源因素对乙烯生物合成的影响(Xu和Zhang 
2015)。
2  菌根共生形成过程

菌根即土壤真菌与植物根系形成的互惠共生

体, 在生物界中广泛存在。根据参与共生的真菌

和宿主植物种类及形成共生体的特点, 菌根可分

为AM、外生菌根、内外生菌根、浆果鹃类菌

根、水晶兰类菌根、欧石楠类菌根、兰科菌根七

种类型(Smith和Read 2008)。在整个生态系统中, 

菌根作为最重要的互惠共生体, 在调节植物生长

发育、提高繁殖力、增强植物的抗病性、维持生

态系统的稳定性等方面发挥着直接或间接的重要

作用。

菌根真菌可以和大多数的高等植物建立共生

关系, 其中最为常见的是AM, 其应用最广、研究

最多。AM的形成需宿主植物根部与土壤中的菌

根真菌进行一系列的信号识别、交换和转导过程, 
从而激活植物和菌根真菌某些基因的表达并调控

植物生长发育各个过程。Kosuta等(2003)发现, 在
AM真菌侵染植物根部之前, AM真菌可产生一种

信号分子如菌根形成因子(Myc factor), 诱导宿主

植物基因表达 ,  并对寄主植物产生诱导性的反

应。同时植物也会分泌一种植物激素——SLs诱导

菌根真菌分枝, 菌根真菌也会分泌脂质几丁寡糖

促进两者菌根共生体的形成(尚赏等2011); AM真

菌侵染宿主植物根系后, 菌丝在皮层细胞间和细

胞内延伸分化, 形成典型的泡囊(vesicles)和丛枝结

构。AM真菌主要通过根外菌丝从土壤中吸收多

种矿质养分并转运给植物。

多数温带树木能够与土壤中的外生菌根真菌

互惠共生形成独特的外生菌根, 外生菌根是生态

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生态系统演替、维持生

态平衡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同样有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外生菌根真菌可产生激素 ,  如 IAA、

GAs、ABA、CTKs等(Morrison等2015)。
兰科(Orchidaceae)植物广泛分布在全球, 包括

许多名贵药材和花卉。兰科植物种子细小如尘, 
自然条件下萌发率极低, 必须与合适的真菌建立

共生关系才能萌发。兰科菌根是继AM和外生菌

根之后的第三大菌根类型, 目前, 有关兰科菌根共

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兰科菌根真菌多样性、分

布、专一性的调查上。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 
近年来, 兰科菌根共生的分子机理的研究也有陆

续报道。

3  激素在菌根共生形成过程中的调控作用

植物激素在植物与微生物相互作用过程中扮

演着重要角色。菌根真菌侵染宿主植物根系后, 
可通过影响宿主植物内源激素含量、改变其平衡

状况来应对环境的变化。将番茄幼苗接种5种AM
真菌, 一段时间后, 应用间接酶联免疫吸附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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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测定

出番茄植株根和叶片内源激素IAA、GAs、ABA
和玉米素核苷(zeatin riboside, ZR)的含量均有增加

(于建新等2010)。但是, 植物体激素含量的增加是

AM真菌诱发植物产生的还是AM自身产生的, 或
者二者皆有 ,  尚需结合分子生物学等技术来验

证。以下分别论述几种重要激素在菌根形成过程

中的调控作用。

3.1  GAs与菌根的形成

在AM菌丝分枝和定殖过程中GAs信号转导

起到重要作用。当用低浓度的GAs处理宿主植物

根部时, 虽能形成丛枝状菌根但菌丝分枝和定殖

程度受到一定的抑制, 而高浓度的GAs处理减少菌

丝进入宿主植物并且不能形成菌根结构(Takeda等
2015)。因此, 选择合适的GAs浓度范围对AM真菌

侵入和定殖是非常关键的。GAs在AM真菌侵染过

程中具多重作用: 一方面, 外源施加GAs抑制AM
菌丝进入到宿主根部并且抑制菌丝侵入和丛枝形

成相关基因的表达; 另一方面抑制GAs生物合成或

者抑制GAs信号转导都会影响宿主植物中AM的发

育(Takeda等2015)。
GAs一直被认为是菌根共生关系建立的负调

控因子(Floss等2013)。DELLA蛋白是GAs信号转

导途径的阻遏物, 其泛素化降解是GAs信号转导的

关键(张迎迎和何祖华2010)。DELLA蛋白可调控

蒺藜苜蓿(Medicago truncatula) (Floss等2013)、水

稻(Oryza sativa) (Yu等2014)、豌豆(Pisum sativum) 
(Foo等2013)等植物菌根的形成。在粳稻(O. sativa 
ssp. japonica)品种‘中花11’根部接种AM真菌Rhizo-
phagus irregularis后, 分别用0.1、1、10和100 
μmol·L-1的GA3处理, 发现在0.1和1 μmol·L-1的GA3

条件下菌根真菌定殖严重受损 ,  在 1 0和 1 0 0 
μmol·L-1 GA3条件下菌根真菌定殖完全受到抑制, 
这就意味着在植物与菌根共生关系的建立过程中

GAs发挥负调控作用; 实验进一步证明, 在水稻

AM形成过程中, SLR1 (水稻中DELLA蛋白同源

物)是连接GAs水平与AM真菌定殖的纽带, 但GAs
促进SLR1降解,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GAs处理对AM
形成负调控作用(Yu等2014)。Floss等(2013)认为, 
DELLA蛋白可以通过共生信号通路(symbiosis sig-
naling pathway, SSP)来调控AM共生体的形成进而

调节植物的营养状况和生长发育。因此, 从目前

的研究可以确定, DELLA蛋白是AM形成的积极调

控者, 并且是AM形成多条信号通路的核心因子

(Pimprikar等2016), 但确切的机制仍有待研究。至

于DELLA蛋白在外生菌根、兰科菌根等其他类型

的菌根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是否与AM形成有同样

的作用尚不清楚。

在百脉根(Lotus corniculatus)根部接种AM真

菌后 ,  植物激素GAs在植株根部积累并作用于

AM真菌 ,  转录组分析显示 ,  GAs生物合成基因

(GA20ox1和GA20ox2)和代谢基因(GA20ox1)在根

组织细胞中上调表达, 进而提高细胞内GAs浓度并

直接作用于AM菌丝发育; 当外源施加活性GA3和

GA3生物合成抑制剂(烯效唑)时, 菌丝分枝减少, 这
意味着GA3生物合成在AM发育过程中发挥重要作

用(Takeda等2015)。因此, GAs不仅仅是AM真菌侵

染的一个负调控因子, 同时GAs信号转导对菌根共

生应答和宿主植物根部菌丝定殖过程中发挥积极

的调控作用。

3.2  ABA与菌根的形成

长期以来, ABA一直被当作逆境胁迫下的应

激激素, 其在AM或豆科(Fabaceae)根瘤上的重要

作用常常被忽视。通过对模式植物番茄的研究表

明, ABA是植物与微生物产生相互作用的关键介

质, 用外源ABA处理接种AM真菌的番茄植株, 发
现与无ABA处理的对照组相比, 植株根部被AM真

菌侵染的速度高10% (Stec等2016)。与GA类似, 
ABA同样存在浓度的双重效应, 用低浓度ABA处

理蒺藜苜蓿可促进植物根部AM真菌的定殖, 高浓

度下降低AM菌丝分枝数量(Charpentier等2014)。
在干旱胁迫和恢复过程中, 接种AM真菌的植物能

够更好更快地调节植物体内的ABA水平(Aroca等
2008)。一般情况下, ABA在AM真菌定殖过程中

起正调节作用, 而在豆科植物-根瘤菌共生系统

(legume-rhizobia symbiosis, LRS)中表现为负调节; 
值得注意的是, AM和LRS具有一个共同的信号转

导通路, 这就意味着ABA对特定的共生信号通路

有着不同的应答机制(Stec等2016)。
3.3  生长素与菌根的形成

生长素与菌根共生的关系主要在外生菌根的

研究中有报道。外生菌根真菌与树的根部共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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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早期阶段是伴随着侧根发育的。研究表明, 
在杨树(Populus tremula)与真菌双色蜡蘑(Laccaria 
bicolor)形成外生菌根的早期阶段, 杨树的侧根数

量明显增加, 植物根尖生长素积累效果明显, 实验

进一步发现其作用机制包括依赖PtaPIN9的生长素

再分配和基于PtaIAA的生长素信号转导通路, 因
此可以认为, 菌根真菌诱导植物根尖生长素的积

累进而促进侧根的形成(Felten等2009)。
植物GH3 (Gretchen Hagen 3)基因家族参与调

节IAA的动态平衡,在植物生长发育和抗逆性方面

具有重要作用(Chen等2013)。以番茄为例, 6个
GH3基因对外源IAA均可作出应答, 并且其中3个
基因在AM共生期间显著上调, 表明菌根信号通路

不是独立于生长素信号转导途径, 而是菌根和生

长素共同激活GH3基因进而调节植物生长发育进

程(Liao等2014)。
3.4  乙烯与菌根的形成

乙烯对豆科根瘤形成有着复杂的调控机制。

早期研究显示, 乙烯对根瘤形成有抑制作用(Lee和
LaRue 1992), Foo等(2016)运用乙烯不敏感突变体

ein2 (ethylene-insensitive)来研究豆科根瘤形成与

乙烯间的关系, ein2突变消除了C末端结构域编码

蛋白, 乙烯信号转导途径的级联反应无法正常运

行, 导致豌豆乙烯不敏感突变体植株ein2与野生型

相比结瘤的数量显著增加。然而在根瘤形成的早

期乙烯对豆科根瘤形成有促进作用(Larrainzar等
2015)。因此乙烯在根瘤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还需更

加清晰广泛的研究。

乙烯在菌根共生中的负调控作用已有报道

(Foo等2013), 在AM真菌侵染豌豆植株时, 当乙烯

水平高于基础水平, 乙烯负调节菌根发育, 因此乙

烯发挥调控作用可能需要达到一个浓度的阈值

(Foo等2016)。在番茄植株ABA缺失型突变体中, 
植株因无ABA的合成导致AM真菌不能顺利形成

丛枝结构, 但在无AM形成的区域发现大量乙烯聚

集的现象(Martín-Rodríguez等2011), 暗示了乙烯在

AM形成中具负调控作用。然而, 最近的研究发现

乙烯对菌根形成的调控作用也有积极的一面, 特
别是植物在遭受生物或非生物胁迫时, 乙烯在AM
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磷是植物生长所需的大量

营养元素之一, 植物可通过共生途径(包括形成菌

根)获得无机磷, 但在高磷胁迫下, 植物菌根定殖程

度会受到抑制(Balzergue等2010)。de los Santos等
(2016)认为, 乙烯可缓解高磷条件下对AM形成的

抑制作用。因此, 乙烯对菌根形成的调控作用还

需进一步细致研究。

3.5  CTKs与菌根的形成

CTKs与菌根共生的研究不多, 主要是与IAA
或其他植物激素共同作用于菌根共生体的建立, 
研究显示, 在形成菌根共生体的植物中, CTKs大量

积累, 这表明CTKs与菌根共生形成存在必然联系

(Barker和Tagu 2000)。在养分亏缺胁迫下, IAA和

CTKs共同响应于大豆(Glycine max)基因家族的表

达(Li等2014)。
3.6  其他激素与菌根的形成

SLs能促进独脚金属(Striga)和列当属(Oro-
banche)根寄生植物种子萌发。在菌根真菌与植物

根部接触时, 引导菌丝趋向宿主方向延伸菌丝、

进而形成分枝的物质称为“分枝因子(branching 
factor)” (Parniske 2008), Akiyama等(2005)认为, 植
物激素SLs是“分枝因子”的一种。SLs作为一类新

的与植物生长相关的激素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

关注: 一方面被认为是寄生植物识别宿主植物的

信号分子, 并有助于AM真菌与植物的共生; 另一

方面, SLs参与多个植物生理过程, 如对植物生长

的调节和对非生物胁迫的响应, 但是SLs在植物中

产量很低并且在纯化过程中不稳定, 因此生产SLs
类似物对植物菌根共生的建立很重要(Zwanenburg
等2016)。

BR是一种天然植物激素, 又称芸薹素内酯, 
可以促进番茄和水稻菌根的发育(Bit terl ich等
2014)。在转基因番茄植物中, BR能够通过蔗糖转

运者SISUT2抑制蔗糖发挥作用从而影响菌根真菌

的定殖(Bitterlich等2014)。在干旱等条件下, 植物

通过增加体内BR含量、促进菌根共生的建立来适

应环境胁迫, 提高根部的耐受性(Ruiz-Lozano等
2015)。

研究表明, 在有菌根真菌定殖的植物根中参

与JA生物合成的酶基因表达增强,如在藜蒺苜蓿根

中, 催化JA生物合成的关键酶——丙二烯氧化物环

化酶(allene-oxide cyclase, AOC)的基因表达增加; 
当抑制藜蒺苜蓿根部AOC基因的表达时, 根中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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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显著降低, 导致植物根部AM真菌定殖明显延

迟, 形成丛枝数量降低, 意味着JA在菌根共生体建

立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Isayenkov等2005)。在双

色蜡蘑与杨树形成的外生菌根中, 由外生菌根真

菌编码的效应器蛋白MiSSP7是菌根形成过程中必

不可少的, 而PtJAZ6蛋白是JA在杨树基因调控中

的负调节者, 真菌双色蜡蘑通过MISSP7和PtJAZ6
相互作用来促进外生菌根共生体形成 (Ple t t等
2014), 意味着JA与外生菌根形成有紧密联系。番

茄植株接种AM真菌Glomus fasciculatum后, 可诱

导该植株对叶面病原体链格孢菌属(Alternaria)的
系统抗性, 同时为了验证JA在这种菌根诱导的抗

性中的作用, Nair等(2014)测定了脂氧合酶(lipoxy-
genase, LOX)和茉莉酮酸甲酯(methyl jasmonate, 
MeJA)活性及含量, 结果显示, 与不接种菌根真菌

的对照组相比, 有AM真菌定殖的植物中有更高的

LOX活性和MeJA含量; 当用JA生物合成抑制剂水

杨酰羟肟酸(salicylhydroxamic acid, SHAM)处理植

物, 结果导致对照组和AM真菌定植的植物中的

MeJA含量均降低50%, 并且与植物链格孢菌属的

易感性增加相关, 表明JA在AM真菌诱导的对病原

体的抗性表达中具有关键作用。

3.7  植物激素间互作对菌根共生的影响

由于各种激素间存在协同与拮抗作用, 因此, 
激素对于菌根共生的建立也有着复杂的机制, 并
且各激素间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状态, 共同调节植

物体的正常生长发育。如在豆科根瘤形成过程中, 
根瘤菌侵染植物根部并在内皮层中形成结瘤原基

时IAA和CTKs的协同调控作用是非常关键的(Miri
等2015)。GAs缺失突变体na表现为结瘤减少, 这
种结果可以被乙烯合成抑制剂恢复(Ferguson等
2011), 并且在根瘤共生体形成过程中GAs生物合

成通路可被乙烯调节(Larrainzar等2015), 多种激素

间互作关系在根瘤形成过程中还需要进一步研

究。在番茄AM共生体的研究中发现, ABA可能通

过调节GAs的水平来控制AM的发育, 并且ABA/
GAs的动态平衡对共生体的发育有重要意义(Martín- 
Rodríguez等2016)。 

在根瘤形成过程中, BR可能是通过乙烯水平

的变化刺激根瘤起始发育; 植物体内GAs和BR的

水平影响乙烯的水平, 进而影响结瘤的数量, 但在

AM上目前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GAs或者BR与

乙烯之间的互作关系(Foo等2016)。在双色蜡蘑与

杨树根部形成的外生菌根中, 乙烯和JA相互作用

抑制根系菌根真菌定殖, 共同作为负调控因子调

节外生菌根的形成(Plett等2014)。
4  总结

综上所述, 植物激素在菌根共生体的形成过

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是菌根真菌侵染、定殖于

植物体并形成菌根所必需的。菌根共生关系的建

立与植物激素间的关系虽已经取得实质性的研究

进展, 但是有关激素在菌根共生过程中更具体的

作用机制还有待研究和阐释, 具体表现在: 
(1)目前对激素的研究多集中于植物的地上部

分, 而激素在植物根部、种子萌发中的作用及与

宿主植物相互作用关系还不是很清楚, 其作用机制是

否与植物地上部分相似等更确切的机制有待研究。

(2)已有的研究对GAs、ABA、生长素等几种

主要的植物激素在植物菌根共生中的作用有了很

好阐释, 但其作用机制分析多是集中在真菌定殖

对宿主植物内源激素水平的影响上, 而对真菌自

身所产生的激素在共生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研究

甚少。困难主要来源于没有合适的方法来标记和

测量共生过程中宿主植物体内激素的累积是否包

含真菌产生的部分。虽然激素在菌根中的作用起

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但在菌根共生过程中, 激素的

产生究竟是直接产生、诱导产生、原位产生还是

真菌的运输作用, 这些细节还不清楚。因此, 今后

有必要开展菌根共生体在不同发育阶段激素含量

的变化及与宿主表型变化间的关系的研究。

(3)激素调控植物生长发育是通过一个复杂的

网络系统, 各种激素间有交互作用。激素发挥作

用同时受环境条件的影响。研究表明, 菌根共生

与根瘤共生都有一套公共的共生信号转导途径。

因此, 如若详细阐释激素在菌根共生中的作用, 必
须将激素自身的生物合成和信号转导途径与菌根

共生信号转导途径结合起来, 两条途径交互影响

发生作用, 最终导致菌根共生体的形成并发挥其

促进植物生长发育、种子萌发等作用。

(4)迄今为止, 随着“组学”技术的发展, 研究人

员已经鉴定了很多与激素合成或菌根共生相关的

基因或蛋白, 并逐渐地验证了其功能。但是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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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未被了解的植物激素和小的信号分子参与

调控植物与菌根共生关系的建立, 更多的共生相

关基因与激素生物合成或信号转导通路相关基因

间的联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5)目前激素在菌根共生体系中作用的研究多

集中在AM和外生菌根中, 对兰科菌根中激素的调

控作用研究较少, 且主要集中在根器官与真菌间

的共生关系及激素在菌根共生过程中对植物生长

发育的影响上, 而菌根真菌在种子萌发过程中具

体的作用和机制还不甚清楚, 尤其像兰科植物种

子细小如尘, 自然条件下需要和真菌共生才能萌

发的情况。因此激素在兰科植物种子共生萌发中

的作用机制方面的研究需要加强。通过对激素与

菌根的进一步研究, 对保护珍稀濒危药用植物, 特
别是兰科药用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有重要意义。

5  展望

在整个生态系统中菌根占据着重要地位, 因
其极高的经济和生态价值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

注, 尤其是几乎所有的兰科植物须与菌根真菌共

生才能完成其生活史, 研究激素对兰科植物菌根

形成的调控作用, 有着极高的应用价值。近几年

来关于菌根的研究在分子水平上有了较大的突破, 
一些植物信号物质与菌根共生相关的基因逐渐被

认知, 但这也许只是冰山一角, 未来关于菌根与植

物信号物质之间更微妙的生物学规律和调控方式

等待我们去探索。随着拟南芥、水稻、烟草(Ni-
cotiana tabacum)等模式植物基因组测序的完成, 
植物基因组学进入后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时代, 
通过筛选激素相关基因并运用基因敲除等技术验

证基因功能, 为激素在植物菌根共生形成机制的

研究奠定基础。目前关于激素与菌根形成机制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AM上, 进一步可研究这些植物激

素在兰科菌根、外生菌根等中是否具有和AM相

似的效果, 从理论上证明激素对菌根的形成关系

的影响是否具有普遍性及调控途径是否相同, 同
时为激素在菌根共生体系的建立并运用于生产实

践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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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in regulating effects of hormones in mycorrhizal symbiosis
YAN Bo, CHEN Juan*, GUO Shun-Xing*

Institute of Medicinal Plant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Beijing 
100193, China

Abstract: Mycorrhizal symbiosis is a process that soil fungi and plant roots form the mutualistic symbiosis, 
which is an ancient and widespread biological phenomenon. Mycorrhizal symbiosi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maintaining the ecosystem balance. Most studies demonstrated that plant hormones, especially gibberellins 
(GAs) and abscisic acid (ABA) are necessary for establishing of mycorrhizal symbiosis.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summarized recent literatures and reviewed the effects of the hormones on mycorrhizal symbiosis process. 
It would provide fundamental information for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nt hormones 
and mycorrhizal symbiosis.
Key words: mycorrhiza; gibberellins; abscisic acid; interac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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