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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进一步了解大豆根际土壤中真菌对盐碱胁迫的适应性，利用ＤＧＧＥ技术，通过浇灌盐碱液（Ａ）及覆盖

盐碱土（Ｂ）两种盐碱胁迫方式对野生大豆和栽培大豆根际真菌多样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不同盐碱胁迫方式对

大豆根际真菌相似性影响较大，如野生大豆和栽培大豆在相同的盐碱胁迫处理Ａ１浓度下，野生大豆和栽培大豆根

际真菌群落结构的相似性可达０．７０；适当的盐碱浓度可增加大豆根际真菌的均匀度和Ｓｈａｎｎｏｎ指数，如野生大豆

在Ｂ１浓度时均匀度为０．９９，在Ａ２浓度时Ｓｈａｎｎｏｎ指数为１．８７；其中对ＤＧＧＥ特异条带测序与基因库比对，获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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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人们对土地资源的需求不

断增加。而我国盐碱化的土壤面积约９．９１３×１０７

ｈｍ２，占陆地面积１０．３％
［１］，并且逐年增加。随着

盐碱化土壤面积日益扩大，盐碱胁迫已经成为农业

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限制因素［２］。大豆是我国的主

要油料作物［３］，其中栽培大豆是中度耐盐植物，而

野生大豆是栽培大豆的祖先种，具有特殊优良性状

和抗逆性，遗传资源丰富［４］。研究表明野生大豆和

栽培大豆在盐碱胁迫下具有生理特性、叶绿素及光

合作用上的差异［５－６］。而微生物作为植物和土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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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媒介，尤其是在根际分布密集、活动性强、参

与养分循环的根际微生物［７］，对植物的生长发育起

到至关重要的作用［８］。即根际微生物的多样性变化

是植物响应外界胁迫的一个重要体现。

依据根际微生物种类进行划分，主要为细菌、

真菌、放线菌、原生动物和藻类［９］。大多学者对在

盐碱环境中数量占优势的根际细菌进行了充分研

究，如吴凤芝等［１０］在盐胁迫环境下对黄瓜根际土

壤中细菌的群落结构进行了研究，得出不同浓度的

盐胁迫对黄瓜根际细菌群落结构差异。而根际真菌

在维持生物圈生态平衡中同样起到重要作用，因此

本文将在盐碱环境下利用ＤＧＧＥ （变性梯度凝胶

电泳）技术及ＤＮＡ克隆测序，对野生大豆和栽培

大豆的根际真菌群落进行分析。通过比对野生大豆

和栽培大豆根际真菌群落变化特征，获得驯化、栽

培作物在盐碱环境下对根际真菌的选择差异，从而

为盐碱土中优势菌株的筛选奠定基础。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点及样品

盐碱土在２０１６年春季采集于吉林省长春市农

安县万顺乡三家子村碱地 （北纬４４°３１′２８″，东经

１２４°５９′５８″，海 拔 １９７．９ ｍ，含 水 率 ３．５６％，

ｐＨ８．２６，电导率５４１μｓ·ｃｍ
－１）。自然土来源于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试验田 （北

纬４４°００′１″，东经１２５°２４′２４″，海拔２０２．２ｍ，含

水率３．６２％，ｐＨ７．５６，电导率１５３．７μｓ·ｃｍ
－１）。

野生大豆种子由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

态研究所提供，栽培大豆种子 （吉农１８号）来源

吉林农业大学种子资源室。

１２　试验方法

将萌发好的野生大豆和栽培大豆梅花点种于准

备好的试验花盆 （３０００ｇ自然土）中，２８℃温室

培育。出苗后，每天用 Ｈｏａｇｌａｎｄ 营养液透灌１

次，每盆大豆定苗６株，待真叶平展时，选取长势

均匀的大豆幼苗随机分１８组，其中ＣＫ２组，Ａ

和Ｂ盐碱胁迫方式各８组，每组３盆，为３次重

复。Ａ处理方式：每盆浇灌３４０ｍＬ按照摩尔比配

制的 盐 碱 溶 液，分 ３ 次 透 灌，对 照 组 只 浇

Ｈｏａｇｌａｎｄ营养液，每２ｄ处理１次，处理时间为

１７：００～１８：００，共处理３次后，待大豆开花期收

取样本。Ｂ处理方式：按照自然土和盐碱土的比例

模拟了不同的盐碱胁迫环境，日常管理及收取样本

的时间同Ａ处理，均采用抖根法收集附着根系表

面２ｍｍ的根际土壤 （表１）。

表１　处理方式及浓度配比

犜犪犫犾犲１　犜狉犲犪狋犿犲狀狋狊犪狀犱狊犪犾狋犪犾犽犪犾犻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犻狅狀狊犪狆狆犾犻犲犱犳狅狉

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狋犻狅狀

处理方式 序号 配制比例

ＣＫ Ｈｏａｇｌａｎｄ营养液

浇灌盐碱

溶液［１１］（Ａ）
Ａ１ ＮａＣｌ∶Ｎａ２ＳＯ４＝１∶１

Ａ２ ＮａＣｌ∶Ｎａ２ＳＯ４∶ＮａＨＣＯ３＝１∶２∶１

Ａ３ ＮａＣｌ∶Ｎａ２ＳＯ４∶ＮａＨＣＯ３∶Ｎａ２ＣＯ３＝１∶９∶９∶１

Ａ４ ＮａＣｌ∶Ｎａ２ＳＯ４∶ＮａＨＣＯ３∶Ｎａ２ＣＯ３＝１∶１∶１∶１

覆盖盐

碱土［１２］（Ｂ）
Ｂ１ ３００ｇ碱土

Ｂ２ ６００ｇ碱土

Ｂ３ ９００ｇ碱土

Ｂ４ １２００ｇ碱土

１３　真菌群落多样性分析

１３１　ＤＮＡ提取及ＰＣＲ扩增　采用ＴＩＡＮＧＥＮ

公司的土壤基因组 ＤＮＡ 提取试剂盒对根际土壤

ＤＮＡ进行提取。以提取的ＤＮＡ为模板，进行巢

式ＰＣＲ。第一轮扩增的引物 ＮＳ１ （５′ＧＴＡＧＴＣ

ＡＴＡ ＴＧＧ ＴＴＧ ＴＣＴ Ｃ３′）和 ＮＳ４ （５′ＣＴＴ

ＣＣＧＴＣＡＡＴＴＣＣＴＴＴＡＡＧ３′），扩增条带约

１４００ｂｐ。第二轮扩增时，以第１轮扩增产物为模

板，用含有 ＧＣ夹特异性引物 ＧＣＦｕｎｇ （５′ＣＧＣ

ＣＣＧＣＣＧＣＧＣＣＣＣＧＣＧＣＣＣＧＧＣＣＣＧＣＣＧ

ＣＣＣＣＣＧＣＣＣＣＡＴＴＣＣＣＣＧＴＴＡＣＣＣＧＴＴＧ

３′）和ＮＳ１ （５′ＧＴＡＧＴＣＡＴＡＴＧＧＴＴＧＴＣＴ

Ｃ３′）进行扩增。２轮扩增后产物大小均用１．５％

琼脂糖凝胶电泳进行检验。

ＰＣＲ扩增条件：２０μＬ扩增体系；９４℃预变性

４ｍｉｎ，９４℃变性３０ｓ，３５个循环，５２℃退火５５ｓ，

７２℃延伸５０ｓ，最后７２℃保持１０ｍｉｎ。

１３２　变性凝胶电泳　采用ＪＹＴＤ３３１ＡＣｅｌｌ突

变检测系统对ＰＣＲ扩增产物进行分析。８％聚丙烯

酰胺凝胶，变性剂浓度梯度为２０％～４０％，１×

ＴＡＥ电泳缓冲液。待胶完全聚合后，６０℃，９０Ｖ

电泳２０ｍｉｎ后，加入２０μＬ第二轮ＰＣＲ产物，将

电压调至２００Ｖ，进行预电泳，２０ｍｉｎ后将电压调

回９０Ｖ，时间１２ｈ。经ＥＢ替代物核酸染料染色１

ｈ后在凝胶成像仪中观察、拍照
［１３］。

１３３　ＤＧＧＥ指纹图谱分析　采用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Ｏｎｅ

软件对 ＤＧＧＥ 图谱进行数字化处理和聚类分析。

结合ＢｉｏＤａｐ软件，得出样本的Ｓｈａｎｎｏｎ多样性指

数 （犎′）以及均匀度 （Ｅ）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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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４　ＤＧＧＥ 片段切胶回收、克隆测序 　 对

ＤＧＧＥ中特异条带在紫外下进行切胶回收，放于

３０μＬ纯水中４℃过夜。以纯水中溶解的ＤＮＡ为

模板，用不含 ＧＣ 夹的 ＮＳ１，ＮＳ４为引物进行

ＰＣＲ，扩增条件同上述巢式ＰＣＲ，１．５％琼脂糖凝

胶电泳检测后经生工生物工程 （上海）股份有限公

司测序，所得序列在 ＮＣＢＩ数据库中ＢＬＡＳＴ分

析，进行基因的同源比较，选择同源性大于９８％的

菌 株 利 用 ＭＥＧＡ ５．１，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Ｊｏｉｎｉｎｇ Ｔｒｅｅ，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１０００构建系统发育进化树，根据进化地位

的远近不同，从而确定含有目标基因的真菌种群。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根际真菌群落ＰＣＲ扩增结果

第二轮ＰＣＲ扩增产物经１．５％琼脂糖凝胶电

泳检测，所得ＤＮＡ大小片段基本符合要求，大小

约５００ｂｐ （图１）。

图１　引物ＧＣＦｕｎｇ和ＮＳ１ 的琼脂糖凝胶电泳结果

犉犻犵．１　犃犵犪狉狅狊犲犵犲犾犲犾犲犮狋狉狅狆犺狅狉犲狊犻狊狅犳狆狉犻犿犲狉狊犌犆犉狌狀犵

犪狀犱犖犛１

注：Ｍ为ＤＬ２０００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１，３为ＣＫ；２，５，７，８为野

生大豆Ａ处理；１１，１３，１５，１７为野生大豆Ｂ处理；４，６，９，

１０为栽培大豆Ａ处理；１２，１４，１６，１８为栽培大豆Ｂ处理。

２２　根际真菌群落ＤＧＧＥ指纹图谱

对供试样品的ＰＣＲ产物进行变性凝胶电泳

（图２）。由于ＤＮＡ碱基组成不同，在图谱中呈现

了不同的梯度。图２中，收获１７条条带，不同的

条带间表现出明暗差异，条带的亮度代表了菌落的

丰度，如条带６，８等，在大多泳道中较亮，表示

该菌株在相应的盐碱胁迫处理方式和浓度下含量丰

富。其中部分条带肉眼看着较暗，如条带１，２和

条带１６，１７等，说明这些条带所代表的真菌群落

在相应的盐碱胁迫环境下可能不具有适应性。图２

中可见各泳道中含有的条带数量不等，其中有些条

带在部分处理下共有，如条带７，８，９，１０等。一

方面表明这些条带所代表菌群相对稳定，另外，共

有条带的数目间接反映了各样品间的真菌群落相似

性和对盐碱胁迫的适应性。

２３　根际真菌相似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了解野生大豆和栽培大豆根际真菌

图２　野生大豆和栽培大豆在不同盐碱浓度处理下根际真

菌的ＤＧＧＥ图谱

犉犻犵．２　犇犌犌犈狆犪狋狋犲狉狀狊狅犳狉犺犻狕狅狊狆犺犲狉犲犳狌狀犵犻犻狀犌．狊狅犼犪犪狀犱

犌．犿犪狓犳犻犲犾犱狊狌狀犱犲狉狏犪狉犻犲犱狊犪犾狋犪犾犽犪犾犻狊狋狉犲狊狊犲狊

注：１、３为ＣＫ；２、５、７、８为野生大豆 Ａ处理；１１、１３、１５、

１７为野生大豆Ｂ处理；４、６、９、１０为栽培大豆 Ａ处理；１２、

１４、１６、１８为栽培大豆Ｂ处理。

在不同盐碱胁迫方式和不同处理浓度上的选择差

异，进行了聚类分析 （图３）。在相同的盐碱胁迫

方式下，大豆根际真菌相似性较高。如野生大豆的

Ａ１和栽培大豆的Ａ１根际真菌群落结构的相似性达

０．７０，野生大豆的Ｂ３和Ｂ１处理相似性为０．８６。从

而可知，盐碱胁迫的处理方式对大豆根际真菌相似

性影响较大，同时，品种的差异性对此也会产生一

定的影响，如野生大豆Ｂ４和栽培大豆Ｂ３，相似性

为０．４１。

图３　根际真菌ＤＧＧＥ图谱ＵＰＧＭＡ聚类分析

犉犻犵．３　 犝犘犌犕犃 犮犾狌狊狋犲狉 犪狀犪犾狔狊犻狊 狅狀 犇犌犌犈 犫犪狀犱狊 狅犳

狉犺犻狕狅狊狆犺犲狉犲犳狌狀犵犻

２４　根际真菌的１８ＳｒＤＮＡ的多样性

不同盐碱环境下根际真菌的均匀度及Ｓｈａｎｎｏｎ

指数见表２。Ａ盐碱胁迫处理方式时，野生大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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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２处理下具有较高的Ｓｈａｎｎｏｎ指数为１．８７，栽培

大豆在Ａ１处理下Ｓｈａｎｎｏｎ指数较高为２．０３，均略

低于对照组，可见 Ａ处理方式不同盐碱浓度使野

生大豆和栽培大豆的Ｓｈａｎｎｏｎ指数降低。而在Ｂ

盐碱胁迫处理下，野生大豆和栽培大豆在均在Ｂ３

处理下有较高的Ｓｈａｎｎｏｎ指数，且均高于对照组。

适当的盐碱环境可增加大豆根际真菌的Ｓｈａｎｎｏｎ

指数和均匀度。

表２中均匀度结果显示，在 Ａ盐碱胁迫处理

方式下，野生大豆 Ａ３浓度的根际真菌的均匀度较

高为０．９８，栽培大豆在Ａ４浓度具有较高的均匀度

为０．９８。Ｂ盐碱胁迫处理下，野生大豆在Ｂ１浓度，

有较高的均匀度指数为０．９９，栽培大豆则是在Ｂ４

处理浓度均匀度指数较高为０．９６。

表２　真菌群落结构的均匀度、Ｓｈａｎｎｏｎ指数

犜犪犫犾犲２　犝狀犻犳狅狉犿犻狋犻犲狊犪狀犱犛犺犪狀狀狅狀犻狀犱犻犮犲狊狅犳犳狌狀犵犪犾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犻犲狊

类别 项目 ＣＫ
Ａ处理方式 Ｂ处理方式

Ａ１ Ａ２ Ａ３ Ａ４ Ｂ１ Ｂ２ Ｂ３ Ｂ４

野生大豆 均匀度 ０．９６ ０．７ ０．８５ ０．９８ ０．４５ ０．９９ ０．９７ ０．９７ ０．９３

Ｓｈａｎｎｏｎ指数 １．８８ １．４５ １．８７ １．７６ ０．３１ １．５９ １．８８ ２．４ １．９３

栽培大豆 均匀度 ０．９５ ０．９２ ０．８１ ０．９４ ０．９８ ０．９２ ０．７８ ０．９４ ０．９６

Ｓｈａｎｎｏｎ指数 ２．０９ ２．０３ １．３ １．９５ １．９１ １．６５ １．２５ ２．３４ ２．２１

２５　根际真菌特异条带测序分析

对野生大豆和栽培大豆真菌的ＤＧＧＥ指纹图

谱中部分特异条带进行切胶，获得１７条特异条带

后进行回收测序，通过Ｂｌａｓｔ与ＧｅｎＢａｎｋ数据库比

对，结 果 如 表 ３ 所 示。 其 中 １ 号 条 带

犛狅狉犱犪狉犻狅犿狔犮犲狋犻犱犪犲狊狆． （球壳亚纲）和１６号条带

犝狀犮狌犾狋狌狉犲犱犇犪狏犻犱犻犲犾犾犪犮犲犪犲犮犾狅狀犲存在于野生大豆

的高盐碱浓度Ｂ３，Ｂ４处理中；１３号条带犉狌狊犪狉犻狌犿

狅狓狔狊狆狅狉狌犿 存在野生大豆的Ｂ２处理及栽培大豆Ａ１

处理；２号条带犃犮狋犻狀狅犿狌犮狅狉犲犾犲犵犪狀狊 （雅致放射毛

霉）在栽培大豆 Ａ２和 Ｂ３浓度中；犕犪狉犮犲犾犾犲犻狀犪

狋狌犫犲狉犮狌犾犻狊狆狅狉犪在野生大豆Ａ２、Ｂ３处理及栽培大豆

Ｂ３ 处 理。４ 号 条 带 的 同 源 菌 株 犕犪狉犮犲犾犾犲犻狀犪

狆犲狉狊狅狅狀犻犻在本试验的条件下，存在于ＣＫ以及野

生大豆和栽培大豆 Ａ１处理和野生大豆的Ｂ３处理。

５ 号 条 带 犜狅犳犻犲犾犱犻犪犮犲犪犲犲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犪犾狊犪犿狆犾犲

犮犾狅狀犲存在野生大豆和栽培大豆Ａ４盐碱处理以及野

生 大 豆 Ｂ２、Ｂ３ 处 理；６ 号 条 带 犝狀犮狌犾狋狌狉犲犱

犆狔狊狋狅犳犻犾狅犫犪狊犻犱犻犪犾犲狊 和 ８ 号 条 带 犕犪狉犮犲犾犾犲犻狀犪

狋狌犫犲狉犮狌犾犻狊狆狅狉犪 是 野 生 大 豆 所 特 有；７ 号 条 带

犝狀犮狌犾狋狌狉犲犱犿犻犮狉狅犲狌犽犪狉狔狅狋犲犮犾狅狀犲 在 Ａ 处理方式

时，野生大豆和栽培大豆中分布广泛；９号条带

犝狀犮狌犾狋狌狉犲犱犲狌犽犪狉狔狅狋犲犮犾狅狀犲在野生大豆 Ａ２、Ａ３和

Ｂ２以及栽培大豆Ａ１、Ｂ１处理中被检测到；１０号条

带 犘狊犲狌犱狅狀犲犮狋狉犻犪 狉狅狌狊狊犲犾犻犪狀犪、１２ 号 条 带

犝狀犮狌犾狋狌狉犲犱犲狌犽犪狉狔狅狋犲犮犾狅狀犲、１３号条带犉狌狊犪狉犻狌犿

狊狆．、１４号条带狊狋犪犮犺狔犫狅狋狉狔狊犮犺犾狅狉狅犺犪犾狅狀犪狋犪 等在

Ａ、Ｂ两种处理方式下均广泛存在。

表３　测序条带与对应的同源性菌株

犜犪犫犾犲３　犛犲狇狌犲狀犮犻狀犵狊狋狉犻狆狊狅犳狊犪犿狆犾犲犳狌狀犵犻犪狀犱犮狅狉狉犲狊狆狅狀犱犻狀犵犺狅犿狅犾狅犵狅狌狊狊狋狉犪犻狀狊

条带编号 同源性菌株 条带编号 同源性菌株

１ 犉狌狊犪狉犻狌犿狅狓狔狊狆狅狉狌犿 １０ 犘狊犲狌犱狅狀犲犮狋狉犻犪狉狅狌狊狊犲犾犻犪狀犪

２ 犃犮狋犻狀狅犿狌犮狅狉犲犾犲犵犪狀狊 １１ 犝狀犮狌犾狋狌狉犲犱犳狌狀犵狌狊犮犾狅狀犲

３ 犕犪狉犮犲犾犾犲犻狀犪狋狌犫犲狉犮狌犾犻狊狆狅狉犪 １２ 犝狀犮狌犾狋狌狉犲犱犲狌犽犪狉狔狅狋犲犮犾狅狀犲

４ 犕犪狉犮犲犾犾犲犻狀犪狆犲狉狊狅狅狀犻犻 １３ 犉狌狊犪狉犻狌犿ｓｐ．

５ 犜狅犳犻犲犾犱犻犪犮犲犪犲犲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犪犾狊犪犿狆犾犲犮犾狅狀犲 １４ 犛狋犪犮犺狔犫狅狋狉狔狊犮犺犾狅狉狅犺犪犾狅狀犪狋犪狊狋狉犪犻狀

６ 犝狀犮狌犾狋狌狉犲犱犆狔狊狋狅犳犻犾狅犫犪狊犻犱犻犪犾犲狊（犪犳犳．犌狌犲犺狅犿狔犮犲狊）犮犾狅狀犲 １５ 犉狌狀犵犪犾ｓｐ．

７ 犝狀犮狌犾狋狌狉犲犱犿犻犮狉狅犲狌犽犪狉狔狅狋犲犮犾狅狀犲 １６ 犝狀犮狌犾狋狌狉犲犱犇犪狏犻犱犻犲犾犾犪犮犲犪犲犮犾狅狀犲

８ 犕犪狉犮犲犾犾犲犻狀犪狋狌犫犲狉犮狌犾犻狊狆狅狉犪 １７ 犛狅狉犱犪狉犻狅犿狔犮犲狋犻犱犪犲ｓｐ．

９ 犝狀犮狌犾狋狌狉犲犱犲狌犽犪狉狔狅狋犲犮犾狅狀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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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与结论

本文利用ＤＧＧＥ技术对野生大豆和栽培大豆

根际真菌在盐碱胁迫的适应性进行了表观阐述。从

ＤＧＧＥ指纹图谱可知，不同的真菌群落对盐碱环

境的适应能力不同，有些菌株的条带较亮较多，说

明了其含量丰富。通过对根际真菌的相似性分析，

进一步说明盐碱胁迫的方式在根际真菌相似性的分

类上起主导作用。通过对真菌群落结构的均匀度、

Ｓｈａｎｎｏｎ指数分析可知，适当的盐碱浓度会增加大

豆根际真菌的多样性。

ＤＧＧＥ指纹图谱中代表性条带测序结果表明：

犉狌狊犪狉犻狌犿 狅狓狔狊狆狅狉狌犿、 犃犮狋犻狀狅犿狌犮狅狉 犲犾犲犵犪狀狊、

犕犪狉犮犲犾犾犲犻狀犪 狋狌犫犲狉犮狌犾犻狊狆狅狉犪、 犝狀犮狌犾狋狌狉犲犱

犇犪狏犻犱犻犲犾犾犪犮犲犪犲犮犾狅狀犲、犛狅狉犱犪狉犻狅犿狔犮犲狋犻犱犪犲ｓｐ． （球

壳亚纲）在大豆根际微生态系统中相对较少，初步

认为这些菌株在本试验设计的盐碱胁迫环境中不具

有良好的适应性，而犝狀犮狌犾狋狌狉犲犱犿犻犮狉狅犲狌犽犪狉狔狅狋犲

犮犾狅狀犲、 犘狊犲狌犱狅狀犲犮狋狉犻犪 狉狅狌狊狊犲犾犻犪狀犪、犝狀犮狌犾狋狌狉犲犱

犲狌犽犪狉狔狅狋犲 犮犾狅狀犲、犉狌狊犪狉犻狌犿 ｓｐ．、狊狋犪犮犺狔犫狅狋狉狔狊

犮犺犾狅狉狅犺犪犾狅狀犪狋犪在Ａ和Ｂ两种处理方式下均广泛存

在，表明这些菌株对盐碱胁迫的耐受能力较强。其

中 犝狀犮狌犾狋狌狉犲犱 犇犪狏犻犱犻犲犾犾犪犮犲犪犲 犮犾狅狀犲、

犛狅狉犱犪狉犻狅犿狔犮犲狋犻犱犪犲ｓｐ． （球壳亚纲）为野生大豆Ｂ

处理方式下高盐碱浓度的优势菌，因此针对这些抗

盐碱菌株有必要进行后续的开发利用。

在生态系统中，植物作为第一生产者将大气中

的二氧化碳和水通过自身光合作用，转运至地

下［８］。由于土壤中存在着大量的微生物，它们在土

壤的碳、氮循环中起到重要作用［１５］，可以很好地

将有机态养分转化为无机态，维持土壤生态环境的

同时有助于植物的生长。因此土壤微生物作为植物

有效养分的储备库，对土壤的可持续性起着着重要

作用［１６］。土壤中真菌数量虽少，但种类繁多，是

土壤生物量和有机质分解的主要组成部分［１７］。因

此本文通过ＤＧＧＥ技术更进一步的揭开了野生大

豆和栽培大豆在盐碱环境下根际真菌多样性的神秘

面纱，但由于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仍存在局限性，

留给我们的是更加广阔的研究空间，如测序条带中

的１１、１５等，无法得知具体的属种，因此有必要

进行深入研究，期许拥有更加清晰的视野，得知根

际真菌与盐碱环境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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