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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茨木霉 T2-16 突变体库的构建及突变株表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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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优化高效拮抗生防菌哈茨木霉 T2-16 的 EMS 诱变条件，构建哈茨木霉 T2-16 突变体库，为哈茨
木霉功能基因组研究奠定材料基础，以哈茨木霉 T2-16 为试验材料，采用单因素试验以 0～0.6 mol·L-1 EMS 溶液分
别处理不同浓度孢子 0～6 h，明确适于哈茨木霉诱变的 EMS 最佳浓度、处理时间和孢子浓度。以最适参数诱变处
理野生型菌株，进行生长势、拮抗能力和生防效果比较。结果显示，0.4 mol·L-1 EMS 溶液处理浓度为 106 ·mL-1 的
孢子 4 h，其致死率接近 70%，诱变效果最佳。经生长势、拮抗能力和生防效果比较发现，生长势呈正向突变占有
率达 46.20%，其中，16 株突变菌株拮抗作用明显增强，
T42 和 T62 的生防效果分别高出野生型菌株 31.64%和 27.91%，
为研究哈茨木霉与生防相关的功能基因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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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optimize the EMS mutagenesis conditions of Trichoderma harzianum T2-16, we constructed a
mutant library of T. harzianum T2-16 to lay a material found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functional genome of T. harzianum. Using T. harzianum T2-16 as the experimental material, the spores were treated with 0-0.6 mol·L-1 EMS solution for 0-6 h, respectively. The optimum concentration, treatment time and spore concentration of EMS mutagenesis
were determined. The wild-type strains were mutagenized with the optimum parameters, and the growth potential,
antagonistic ability and biocontrol effect were compar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pores treated with 0.4 mol·L-1 EMS
solution at 106 ·mL-1 spore concentration for 4 h had the best mutagenic effect, with the lethal rate of about 70%. By
comparing growth potential, antagonistic ability and biocontrol effect, it was found that the positive mutation rate in
growth potential was 46.20%. Among them, the antagonistic effects of 16 mutant strains were significantly enhanced.
The biocontrol effect of T42 and T62 was 31.64% and 27.91% higher than that of wild type strains, respectively.
Key words: Trichoderma harzianum T2-16; EMS mutagenesis; mutant library; phenotypic analysis
哈茨木霉 Trichoderma harzianum 作为一类重要
的植病生防菌，具有拮抗广谱性、适应性强和多种作
用机制等特点[1]，应用于水稻纹枯病[2]、玉米纹枯病[3]、
黄瓜枯萎病[4]等作物病害防治[5]以及水稻[6-7]、茄子[8]

等作物促生[9]方面的农业生产提质增效，是当前国
内外研究与应用最多的生防微生物之一。目前已有
多种木霉生防制剂进行了登记与应用，但受环境因
素以及其施用菌体定殖量限制的影响，导致其田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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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效果不稳定[10]，制约了其进一步的推广应用。
因此，构建木霉菌突变体库，克隆木霉菌生防效应
的功能基因，对明确木霉菌的生防机制、菌株筛选
及改良、提高田间防效等都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潜
在的应用价值。
目前，各类诱变方法广泛用于作物新种质资源
的创制和微生物功能菌株的选育，其中甲基磺酸乙
酯( EMS)诱变剂具有饱和诱变机理，以及其操作简
便、突变频率高、染色体畸变少、易于筛选等特点[11]，
得到了育种家们的广泛应用与热衷研究。近年来，
水稻[12-13]、玉米[14]、辣椒[15-16]、西甜瓜[17-18]、番茄[19]
等作物均已成功利用 EMS 诱变技术完成其突变体库
的构建，对加快新品种的创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与此同时，微生物中疫霉菌[20]、黑曲霉[21]、球毛壳
菌[22]、产紫杉烷真菌[23]等也相应获得了 EMS 诱变体
系。但是，EMS 诱变技术构建木霉菌突变体库还鲜
有报道。目前，木霉菌构建突变体库、诱变育种主
要通过物理（ARTP 技术和射线）诱变，成功率不高；
而转座子法（插入缺失）因抗生素不敏感等原因，
导致哈茨木霉诱变效果不理想。因此，建立木霉菌
的高效 EMS 诱变技术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本研究以哈茨木霉 T2-16 为材料，通过分析不
同木霉孢子浓度、EMS 处理浓度以及诱变处理时间
对木霉菌 T2-16 致死率的影响，确定适宜的诱变方
案，并构建木霉菌 T2-16 的突变体库；同时对突变
菌株的菌落颜色、菌丝致密程度、菌落生长速度、
产孢量等表型特征进行分析，并对其生长势、拮抗
能力和生防效果进行比较，旨在为木霉菌 T2-16 的
功能基因挖掘及其应用研究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供试菌株与西瓜品种 哈茨木霉 T2-16，由
本实验室分离鉴定且保存；尖孢镰刀菌西瓜专化型
1 号生理小种 Fon-1 由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
中心许勇研究员惠赠；西瓜品种为早佳“8424”
，购
于新疆农人种子科技有限公司。
1.1.2 培养基 PDA 培养基：新鲜马铃薯 200 g、
葡萄糖 20 g、琼脂 15 g、水 1 L，pH 自然；液体培
养基为不加琼脂。
1.1.3 试剂 EMS 购自美国 Sigma 公司，利用磷酸
缓冲液（pH 7.0）配置成 EMS 磷酸缓冲液；NaH2PO4、
Na2HPO4、Na2S2O3 等试剂均购自国药集团化学试剂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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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1.2.1 木霉孢子悬浮液的制备 在无菌条件下，利
用磷酸缓冲液（pH 7.0）冲洗 PDA 培养基培养 7 d
的木霉分生孢子获取菌悬浮原液，4 层灭菌的擦镜
纸过滤并涡旋震荡，血球计数板计数，备用。
1.2.2 EMS 诱变处理及条件优化 取 50 μL 木霉孢
子悬浮液和不同浓度的 EMS 磷酸缓冲液 100 μL 充
分混匀，28℃避光震荡培养 1～6 h，加入 50 μL 的
10%的 Na2S2O3 溶液终止反应。稀释度为 10-2，取
100 μL 处理后的孢子液涂布于 PDA 培养基上，待
稀释液被培养基充分吸收后，放在 28℃培养箱中培
养 2～3 d。对照组用磷酸缓冲液代替 EMS，其余操
作同上。根据对照组和试验处理的诱变孢子生长情
况计算诱变致死率，致死率=(野生型-突变型)／野
生型×100%，筛选 EMS 诱变最佳条件，致死率控
制在 70%左右，正突变偏高，选取致死率 70%左右
的 EMS 诱变条件为最佳诱变条件。
按照上述诱变方法，对 EMS 处理浓度（0.1、0.2、
0.3、0.4、0.5 和 0.6 mol·L-1）
、诱变处理时间（1、2、
3、4、5 和 6 h）和木霉孢子浓度（104、5×104、105、
5×105、106 和 5×106 ·mL-1）等影响转化效率的主要
因子进行单因子条件试验。每个处理设置 3 组重复。
1.2.3 突变菌株形态及稳定性观察 以野生型菌株
T2-16 为对照组，用直径为 5 mm 的打孔器分别打取
野生型菌株 T2-16 和突变菌株菌落边缘的菌丝体，
分别接种于 PDA 固体培养基中，28℃培养，每 24 h
测定菌落的直径，直至长满整个平板，观察突变体
菌丝的形态、颜色、生长速度、及产孢量等性状，
筛选出表型显著变化的突变菌株；用菌丝尖端接种
法连续转接 4 代，观察其生长形态是否能稳定遗传。
1.2.4 突变菌株拮抗能力检测 将保存的突变菌株
及尖孢镰刀菌 Fon-1 分别接种于 PDA 培养基上活化
培养 72 h，用直径为 5 mm 的打孔器打取突变菌株
和尖孢镰刀菌 Fon-1 菌落边缘的菌丝体，分别对接
在直径为 90 mm 的 PDA 平板两端，两个菌块分别
距离培养基中心 25 mm，以野生型菌株 T2-16 为对
照组，3 次重复。28℃培养，观察拮抗效果，5 d 后
计算相对抑制率[24]。
相对抑制率(%) Ir= (R2-Ri2)/ R2×100
R：与原始木霉菌株 T2-16 对峙培养时 Fon-1
的生长半径；Ri：与木霉 T2-16 突变体对峙培养时
Fon-1 的生长半径。
1.2.5 突变菌株对西瓜枯萎病的防治效果 分别将
野生型 T2-16 菌株和突变菌株接种于 PDA 液体培养
基中，28℃、150 r·min-1 摇床培养 5 d，用 4 层灭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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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擦镜纸过滤，血球计数板计数，备用。采取西瓜
5 年连作土壤，用于盆栽试验，每盆加入 15 kg 连作
土后，分别加入 1×106 ·mL 孢子悬浮液 1 500 mL
至最终浓度为每克土含 1×105 个孢子，25℃覆膜培
养 2 d，3 次重复。挑取饱满、整齐度一致的早佳
“8424”西瓜种子，10% NaClO 溶液消毒 5 min，
清水冲洗 10 min。催芽后挑选出芽一致的西瓜种子
播种，置于大棚内，调查其枯萎病发病率。
1.2.6 数据分析 采用 Excel 2003 进行平均值和标
准差的计算；采用 SPSS 13.0 软件进行多重比较。

2

结果与分析

2.1 哈茨木霉 T2-16 EMS 诱变条件的优化
EMS 诱变过程中，致死率越高，突变率越高，
但过高的致死率会导致负向突变率增多，且易发生
回复突变。根据文献[21-23]，致死率在 70%左右菌
株的正突变率较高。因此，本研究以 EMS 诱变影
响因子处理 T2-16 孢子致死率为 70%为最宜处理条
件。结果表明（图 1），以木霉孢子浓度为 106 ·mL-1
为诱变受体，利用浓度为 0.4 mol·L-1 的 EMS 磷酸缓
冲液处理 4 h 时，木霉孢子 T2-16 致死率控制在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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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正向突变效率较高。因此，本研究以 106 ·mL-1
木霉孢子浓度为诱变受体，经 0.4 mol·L-1 EMS 浓度
处理 4 h，构建高效、稳定的木霉 T2-16 诱变体系及
突变体库。
2.2 哈茨木霉 T2-16 突变体库的构建
本研究利用 EMS 诱导构建哈茨木霉 T2-16 突变
体库，共得到突变菌株 418 个。在 PDA 固体培养基
上进行形态观察发现 EMS 诱变使得生长速率、菌
丝形态、色素产生、产孢量等方面变化的 4 大类别
突变菌株（表 1），其中，表型明显改变的突变菌株
15 株。野生型哈茨木霉在 PDA 平板上为致密丛束
状，有瘠状同心轮纹，培养 72 h 时菌落为绿色。对
于一些突变子来说，它们表现出明显的菌落形态变
化（图 2），如突变子 T120 的菌丝呈束状，比 T2-16
的菌落疏松，分生孢子产生延迟并为浅绿色；突变
子 T240 呈轮射状向外生长，主要在基内蔓延，孢
子产生很少，菌落呈白色；突变子 T383 菌丝生长
较弱，菌落稀疏，孢子产生延迟和减少，颜色为白
色。通过连续培养 4 代的形态观察，发现突变菌株
能保持良好的遗传稳定性。因此，本研究成功构建
了哈茨木霉 T2-16 突变体库。

A. EMS 浓度 EMS concentration；B. 诱变时间 Mutagenic time；C. 孢子浓度 Spore concentration
图 1 不同影响因子对 EMS 诱变致死率的影响
Figure 1 Effects of different influencing factors on the lethality of EMS mutagenesis
表 1 哈茨木霉 T2-16 突变菌株菌落形态类型
Colony morphology types of T. harzianum T2-16 mutant strains
菌丝形态
菌落颜色
产孢量
Mycelial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
Colony color
Sporulation capacity
致密丛束状，有瘠状同心轮纹
绿色，颜色较深
大
束状稀疏，有瘠状同心轮纹
绿色，颜色较浅
较少
稀疏，堆积向上生长
白色
少
稀薄，呈轮射状向外生长，主要在基内蔓延
白色
少

Table 1
类别
Category
第1类 I
第 2 类 II
第 3 类 III
第 4 类 IV

生长速度
Growth rate
快
较快
较慢
慢

哈茨木霉 T2-16 突变菌株的生长势和拮抗能
力比较
木霉主要是通过空间竞争或寄生等方式以达
到拮抗效应，拮抗能力则是衡量生防菌生防能力的
重要因素。本研究利用野生型 T2-16、突变菌株与
尖孢镰刀菌 Fon-1 的对峙培养，计算突变菌株的生
2.3

占比率/%
Proportion
46.20
53.10
0.48
0.24

长势和相对抑制率。
2.3.1 生长势比较 对 418 个突变子进行生长速度
的测定，发现与野生型 T2-16 相比，各突变菌株表
现的生长速率不同（表 2）。共获得 18 株生长速率
变化幅度幅度超过 10%的突变菌株，其中，T267
号突变菌株生长速度增加幅度最大，达到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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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哈茨木霉 T2-16 及部分突变株的菌落形态（28℃培养 120 h）
Colony morphology of T. harzianum T2-16 and mutant strains (cultured at 28℃ for 120 h)

表 2 部分突变菌株菌落生长直径及与野生型 T2-16 相比的变化幅度（28℃培养 48 h）
Table 2 Growth diameters of colony of some mutant strains and the growth rates compared with wild type (cultured at 28℃ for 48 h)
编号
Number
T2-16

菌落直径/mm
Colony diameter
66.3±0.6

变化幅度/%
Rangeability
/

编号
Number
T2-16

菌落直径/mm
Colony diameter
66.3±0.6

变化幅度/%
Rangeability
/

T267

79.1±0.1

19.70

T81

32.5±0.3

-50.76

T45

77.8±0.6

18.18

T120

36.1±0.1

-45.45

T239

76.9±0.7

16.67

T240

42.8±0.2

-34.85

T365

74.5±0.1

12.88

T62

44.3±0.6

-33.33

T41

74.1±0.4

12.12

T105

44.3±0.3

-33.33

T42

74.1±0.6

12.12

T89

46.2±0.7

-30.30

T84

73.5±0.1

11.36

T66

47.9±0.2

-27.27

T363

73.5±0.2

11.36

T83

50.2±0.6

-24.24

T86

73.2±0.6

10.61

T91

50.2±0.4

-24.24

T142

73.2±0.3

10.61

T216

51.3±0.1

-22.73

注：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
Note：The data are presented as mean±SD

而负增长表型最大的幅度达到了 50.76%。这可能是
由于哈茨木霉 T2-16 是 1 株优良的生防菌株，正向
变异拓展幅度较小。
2.3.2 拮抗能力比较 通过对突变体库进行大量的
平板对峙实验，筛选出了拮抗性能发生变异的突变
菌株。与野生型 T2-16 相比，以相对抑制率增加或
降低 30%以上的菌株为拮抗作用典型突变菌株。如
图 3 所示，试验共得到拮抗作用典型突变菌株 50
株，占 11.96%，说明 EMS 诱变效果良好。其中，
拮抗作用显著增强的典型突变株 16 株，占 3.83%，
拮抗作用显著减弱的典型突变株 34 株，占 8.13%。
图 4 为拮抗作用典型突变菌株的拮抗特征，结果显
示，T45 号、T84、T62 和 T42 号等突变菌株的抑制

活性明显强于野生型 T2-16，这些突变体菌丝生长
速度快，具有空间竞争优势，并迅速寄生在尖孢镰
刀菌 Fon-1 菌落上面，抑制病原菌丝生长；T81 号、
T55 号等突变菌株对尖孢镰刀菌 Fon-1 的抑制能力
和重寄生能力显著降低，这可能与它们产生的代谢
产物、寄生能力以及菌落生长速度有关。拮抗突变
株的获得为拮抗性能相关基因的分离奠定了基础，
对提高木霉菌的抗病性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4 哈茨木霉 T2-16 突变菌株对西瓜枯萎病的防治
效果
播种后第 25 天，CK、T81、T240 处理中西瓜
开始发枯萎病，随后各处理均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
发病症状。待第 45 天时（图 5），各处理枯萎病发

1038

安

徽

农

业

病趋于稳定，其中 T81 和 T240 处理的植株发病率
分别为 36.30%和 38.65%，显著高于野生型 T2-16
处理发病率 23.35%；反之，T42 和 T62 处理中的枯
萎病发病率分别为 11.25%和 12.70%，其防治效果
分别高出野生型菌株 31.64%和 27.91%。由此可以
看出，EMS 诱变对木霉菌 T2-16 防治西瓜枯萎病的
效果造成明显差异。

图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 0.05 水平差异显著，下同
Data with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the 0.05 level, and the same below
图 3 哈茨木霉 T2-16 突变菌株的相对抑制率分析
Figure 3 Relative inhibitory rate analysis of T. harzianum
T2-16 mutant strain

图 4

哈茨木霉 T2-16 突变菌株对尖孢镰刀菌 Fon-1 的拮抗
效果（28℃培养 120 h）
Figure 4 Antagonistic effect of T. harzianum T2-16 mutant
strain against Fusarium oxysporum Fon-1 (cultured
at 28℃ for 120 h)

图 5 野生型和部分突变子处理对西瓜枯萎病发病率影响
Figure 5 The effects of wild type and mutant on the incidence
rate of watermelon wi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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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S 诱变技术目前已经成功在多种作物上得
到了广泛应用，对现代分子生物学研究和新品种创
制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而 EMS 在微生物育种方
面，仅仅限于个别菌株诱变育种成功，木霉菌尚未
建立有效的 EMS 诱变体系。本研究以真菌成功诱
变体系中的 70%致死率达到最好诱变效果为参考，
采用单因素试验筛获得了以 106 ·mL -1 木霉孢子浓
度为诱变受体，经 0.4 mol·L -1 EMS 浓度处理 4 h 的
诱变体系，与球毛壳菌[22]、产紫杉烷真菌[23]的 EMS
诱变条件相一致，球毛壳菌与木霉均为重要的生防
真菌。因此，试验成功地建立了高效、稳定的木霉
T2-16 诱变体系及突变体库，并进一步对突变体库
生长势和拮抗效应进行了初步检测，为后续进一步
研究生防木霉菌 T2-16 重要基因功能、抗病分子机
制以及生防菌与寄主之间互作与调控等方面奠定基
础。
由于哈茨木霉 T2-16 是一株生防效应很好的生
防菌株，因此构建哈茨木霉 T2-16 的突变体库要求
兼顾变异拓展幅度和正向突变效率，如此才能做好
该菌的抗病机理研究，又可提升其应用能力。范亮
波[24]利用农杆菌介导获得哈茨木霉 Th-33 突变体库
并获得产孢能力突变株。本实验室前期试验中因哈
茨木霉 T2-16 对抗生素不敏感等原因，导致哈茨木
霉通过转座子法诱变效果不理想。而 EMS 诱变剂
具有饱和诱变机理，以及其操作简便、突变频率高
的特点，因此，本研究利用 EMS 诱变技术对木霉
菌 T2-16 进行诱变处理，构建木霉菌 T2-16 突变体
库。经生长势、拮抗力和生防效应分析发现，一些
突变子在产孢量、菌落颜色、菌落扩展速度、拮抗
能力、生防效果等方面产生了明显的变化。稳定性
遗传的 418 株突变菌株中在生长势呈正向突变占有
率达 46.20%，相对抑制率变化幅度超过 30%的典型
突变菌株占 11.96%。其中，突变菌 T267 较野生型
T2-16 的生长势提高 19.70%、拮抗抑菌效应提高
40.83%；相反地，突变菌 T81 号生长速度较野生型
T2-16 降低 50.16%，其对尖孢镰刀菌 Fon-1 的抑制
能力也显著降低。这结果与木霉菌的生防效应主要
体现在空间营养竞争和寄生两大方式的协同作用相
吻合。同时，范亮波[24]在木霉菌 Th-33 突变体库中
也发现 2 株木霉突变体的产孢能力与其拮抗能力同
时减弱现象，Elamathi 等[25]发现木霉通过重寄生作
用抑制病原菌生长，从而达到防病作用。与此同时，
鉴于目前木霉生防功能基因及机理鲜有报道，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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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通过盆栽防效试验发现，各突变菌株对西瓜枯萎
病的生防效应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中 T42 和 T62
处理的植株其生防效果分别高出野生型菌株
31.64%和 27.91%；反之，T81 和 T240 处理的植株
其生防效果几乎为 0。表明木霉生长势、重寄生能
力、拮抗能力与生物防治效果具有正相关性。李国
田 [26] 也研究发现木霉菌可以通过抑菌作用或者重
寄生作用或者二者共同作用来提高木霉的生物防治
效果，木霉抑菌能力、重寄生能力与生物防治效果
具有正相关性。究其原因，我们推测其菌丝生长、
分生孢子、寄生能力控制基因与生防功能基因可能
存在相关性，但是需要进一步研究证实。
目前，已经报道有影响木霉菌产孢、生长等功
能基因包括 BLR 复合物基因、tvl 基因、漆酶基因、
几丁质合成酶 ThChsC 基因和 Gα 基因等[27-29]。与此
同时，钟耀华[30]在研究瑞氏木霉 T-DNA 标签的突
变子时，发现两株色素能力发生变异的菌株产生类
胡萝卜素和 β 胡萝卜素的能力发生变化。本研究在
突变体库中也发现了产色素变浅绿色、白色等其他
形态变化，该类性状的功能基因是否和其他种已报
道的基因一致呢？这为下一步木霉菌相关性状的功
能基因的挖掘与其生防机理研究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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