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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明确青海省青稞根腐病发生情况及其病原菌，于 2016 年 6—9 月对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
海晏县、
刚察县，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苗期及成株期青稞上根腐病发生情况进行调查，采集 19 份
根腐病样品，采用常规组织分离法对样品进行分离，并对分离菌株进行致病性测定，通过形态学特
征及分子生物学方法对其进行鉴定。结果显示，
青海省青稞根腐病分布广泛，
发病率较高，
为 10%~
20%；发病植株长势弱、
发黄，
茎基部缢缩腐烂，
穗白粒瘪，
茎秆发褐或黑红；19 份样品中共分离纯化
得到 93 株病原菌菌株，其中 73 株为燕麦镰孢 Fusarium avenaceum，9 株为木贼镰孢 F. equiseti，11 株
为锐顶镰孢 F. acuminatum；木贼镰孢的绝对病情指数最强，为 79.43，燕麦镰孢次之，为 50.90，锐顶
镰孢最弱，为 23.70，各病原种间及种内致病性差异显著。根据分离率及各病原菌致病性综合确定
燕麦镰孢为青海省青稞根腐病的优势病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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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occurrence and etiology of naked barley root rot in Qinghai Province,
field surveys were conducted on naked barley root rot at seedling and adult stage, and 19 diseased root
samples were collected. Isolates were obtained from these samples using the conventional tissue separa‐
tion method, their pathogenicity was determined.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se isolates was done based on
their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hylogenetic analysis of their TEF-1α gene sequences. The re‐
sults showed that root rot was widely distributed in naked barley fields surveyed with the incidence
ranging from about 10% to 20%. The diseased plants grown weak and leaves turned yellow, other symp‐

toms also included constricted and rotten stem bases, the white ears, hollow grains, and brown or black
red stems. A total of 93 isolates were identified as Fusarium, of which 73 were F. avenaceum, nine
were F. equiseti and 11 were F. acuminatum. Pathogenicity test showed that F. equiseti was the most ag‐
gressive with a disease index of 79.43, followed by F. avenaceum with a disease index of 50.90, while
F. acuminatum had the lowest disease index of 23.70.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detected in interspecif‐
ic crossing and intraspecific. Considering both isolation rate and pathogenicity, it was found that F. av‐
enaceum was the dominant pathogen of naked barley fusarium root rot in Qinghai Province.
Key words: naked barley; root rot; Fusarium avenaceum; pathogenicity; pathogen iden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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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稞是多棱裸粒大麦的统称，其耐寒、抗贫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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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期的整株青稞上采集根腐类病害样品；致病性测

成熟期短，是青藏高原主导优势作物和藏区农牧民

定供试青稞品种为藏青 2000，种子由甘肃省甘南藏

赖以生存的主粮，其秸秆是高原地区牲畜冬季的主

族自治州农业科学研究所提供。

要干饲草（卢良恕，
1996）。青稞富含多种氨基酸、膳

培 养 基 ：马 铃 薯 葡 萄 糖 琼 脂（potato dextrose

食纤维、维生素、β-葡聚糖以及钙、镁、磷、锌、锰、硒

agar，
PDA）培养基成分为马铃薯 200 g、葡萄糖 20 g、

等矿质元素，
具有卓越的药用价值和食疗保健价值，

琼脂 20 g、蒸馏水 1 000 mL；马铃薯蔗糖琼脂（pota‐

是当代健康食品加工、酿酒等主要原料（曹丽萍等，

to sucrose agar，PSA）培养基成分为马铃薯 200 g、蔗

2020；Guo et al.，2020）。然而，青稞病害的发生对其

糖 20 g、琼脂 20 g、蒸馏水 1 000 mL；康乃馨叶片水

生产造成了严重威胁（Murray & Brennan，2010），如

琼脂（carnation leaves agar，CLA）培养基成分为琼脂

条 纹 病（Bakri et al.，2011）、黑 穗 病（陈 兆 金 等 ，

20 g、蒸馏水 1 000 mL 及辐照灭菌的康乃馨叶片 1~

2009）、云纹病（闫佳会等，
2016）、黄矮病（姚小波等，

2 片；PDA 液体培养基为 PDA 培养基中不加琼脂；

2018）、根腐病（李雪萍等，2017）、锈病（刘凤楼和王

1.2%水琼脂（water agar，
WA）培养基成分为琼脂12 g、

辉，2010）、白粉病等（尼玛潘多，2019），但未见有关

蒸馏水 1 000 mL。

青稞根腐病的报道。
青稞根腐病是一种世界性病害，
在澳大利亚、加

试 剂 及 仪 器 ：Fungal DNA Kit 试 剂 盒 ，美 国
Omega Bio-Tek 公 司 ；10×Buffer、10mmol/L dNTP、

拿大、美国及我国青藏高原地区发生频繁，
导致青稞

AxyPrep 凝胶回收试剂盒、Taq DNA 聚合酶，宝生物

品 质 下 降 ，减 产 可 达 15%~30%，严 重 时 颗 粒 无 收

工程（大连）有限公司；DNA Marker，北京天一辉远

（Zhong et al.，2015）。目前，国内外青稞根腐病的研

生 物科 技有限公司 ；其 他 试 剂 均 为 国 产 分 析 纯 。

究报道较少，
其病原菌尚不清楚，
但青稞是大麦的变

2720 型 PCR 仪，美国赛默飞公司；5804R 离心机，德

种，引起大麦类作物根腐病的病原菌主要为镰孢菌

国 Eppendorf 公司；GelDoc 凝胶成像系统，美国伯乐

（Fernandez et al.，2007）、麦根腐平脐蠕孢 Bipolaris

公司；BX43F 型显微镜，日本 Olympus 公司；RXZ 型

sorokiniana（Karov et al.，2009）和 丝 核 菌（Al-Ab‐

智能人工气候箱、CXZ 型智能光照培养箱，宁波江

dalall，2010），优势病原菌因地而异，如美国明尼苏

南仪器厂。

达州大麦根腐病病原菌是禾谷镰孢 Fusarium gra‐

1.2 方法

minearum（Windels，1992），加拿大魁北克省大麦根

1.2.1 青稞根腐病的调查与病样采集

腐病病原菌为麦根腐平脐蠕孢（Pua et al.，1985），加

2016 年 6—9 月对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

拿大爱德华王子岛大麦根腐病优势病原菌为燕麦镰

县、刚察县及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等青稞生产区

孢 F. avenaceum（Sturz & Carter，
1995）等。青海省地

苗期及成株期青稞的根腐病发生情况进行调查，调

理位置特殊、环境条件复杂，
加之对青稞产业的科学

查面积分别为 8.7、17.3 和 21.3 hm2，调查时避开地边

投入有限，各种病害的研究均不够深入，病原菌不

5 m，观察田块内青稞是否有长势明显很弱、枯黄和

明 ，难 以 从 根 本 上 对 其 病 害 进 行 防 治（赵 增 跃 ，

白穗的症状，
并拔出根进行观察，
确认为根腐类病害

2018）。

后，
估计其发生面积，
计算发病率（方中达，
1998），
发

青稞根腐病的病原菌复杂多样，为明确青海省

病率=发病田块面积/总调查面积×100%；采用多点

青稞根腐病的发生情况及病原菌，本研究对青海省

采样法采集青稞根腐病株，共采集 19 份样品，其中

青稞根腐病发病症状和发生率进行调查，并采集病

苗期样品 9 份，3 份来自海晏县，6 份来自刚察县，成

害样品，
对其进行分离纯化，
采用形态学鉴定和分子

株期样品 10 份，均来自互助土族自治县，将所有样

生物学鉴定相结合的方法确定其分类地位，掌握其

品低温保存带回实验室。

致病特性，
明确其病害类型，
以期为青稞根腐病的防

1.2.2 青稞根腐病病原菌的分离纯化

控工作夯实理论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将采集的青稞根腐病病株根部清洗干净，于超
净工作台中从根部病健交界处剪下约 1 cm 长的根
段放入装有 70% 酒精的小烧杯中浸 2~3 s，于 0.1%
升汞溶液中消毒 10 s，用无菌水涮洗 4 次后放在灭

供试材料：
自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刚

菌滤纸上吸干；用无菌解剖刀切去根段两端后接入

察县，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不同区域于苗期及成

到 PDA 平板中，每个平板接入 3 段病样，每份样品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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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5 个平板，培养 3~4 d 后及时将根段两端长出的菌

菌株的致病性。将菌株活化后，用直径 2.5 mm 打孔

丝转接到另一个 PDA 平板上，即病原菌分离成功。

器在菌落边缘打取菌饼，置于装有已灭菌的 1.2%

于显微镜下观察分离菌株产孢情况，采用单孢分离

WA 培养基中央，在温度 25℃、相对湿度 60% 的培养

方法对其进行纯化（李雪萍，2017）。计算分离率和

箱中黑暗培养 3 d，每株菌株 3 个重复。藏青 2000 种

检出率，分离率=目标菌株数/总菌株数×100%，检出

子用 70% 酒精消毒 1 min，
再用 0.1% 升汞消毒 2 min，

率=检出目标菌株的样品数/样品总数×100%。

无菌水冲洗 3 次，无菌滤纸吸干水分，置于已灭菌培

1.2.3 青稞根腐病病原菌的形态学鉴定

养皿中于 25℃保湿催芽 48 h。挑取发芽一致的种子

将分离纯化的菌株接种到 PSA 培养基上培养，

均匀摆放在带菌 WA 培养基上，以不接菌的 WA 培

7 d 后观察其在 PSA 培养基上的菌丝形状、色素产生

养基为对照，每杯放入 10 粒，用锡纸封口，装入烧杯

情况等菌落特征，并拍照记录；培养 4 d 时测量其菌

原包装纸盒，盖上纸盒盖，放入人工气候箱中培养，

落直径。将分离纯化的菌株接种到 CLA 培养基上

待青稞苗长至烧杯口时揭去锡纸，
打开纸盒盖，
观察

培养，7 d 后于显微镜下观察其分生孢子形态，观察

发病情况，统计发病幼苗数，计算发病率，发病率=

10~20 个视野。根据菌落直径、菌落特征以及分生

发病幼苗数/幼苗总数×100%。根据发病情况按照

孢子形态，参照 Booth（1988）方法对其种属进行初

分级标准确定病害等级，
计算病情指数。分级标准：

步鉴定。

0 级，健康无病，叶绿，根与根茎白；1 级，根系有褐色

1.2.4 青稞根腐病病原菌的分子生物学鉴定

斑点出现，但所占比例不超过 30%；2 级，根系成段

根据形态学鉴定结果，
每个菌种随机选取 2~5 株

变褐，但不缢缩发干，所占比例不超过 30%；3 级，根

代表菌株进行分子生物学鉴定。将代表菌株接种到

系 成 段 变 褐 或 变 黑 ，缢 缩 发 干 ，所 占 比 例 不 超 过

PDA 培养基上于 25℃、相对湿度 60% 的培养箱中黑

50%；4 级，根系成段变褐或变黑，缢缩发干，所占比

暗培养 5 d 进行活化，将活化后的菌株接种到 PDA

例大于 50% 或整个植株死亡。病情指数=（∑各级

液体培养基上，于 120 r/min、25℃下摇床培养 5 d

发病株数×病害分级代表值）（
/ 最高病级数×种子总

后，收集菌丝体，按照 Fungal DNA Kit 试剂盒说明书

数）×100。

提 取 DNA。 以 EF-1（5′-ATGGGTAAGGARGACA-

随机挑取 3 株发病植株，轻轻剪下其病根，分别

AGAC-3′）/EF-2（5′-GGARGTACCAGTSATCATGT-

接种到 PSA 和 CLA 培养基上，于温度 25℃、相对湿

T-3′）为引物对镰孢菌基因组 DNA 进行 PCR 扩增，

度 60%、光周期 12 L∶12 D 的培养箱中培养 7~10 d

引物委托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合成。

后，观察其菌落形态，按照柯赫氏法则，如果与接入

25 µL PCR 反应体系：
基因组 DNA 1.0 µL、10×Buffer

时一致，
则确认为根腐病的病原菌。

（含2.5 mmol/L Mg2+）2.5 µL、
5 U/µL Taq聚合酶 0.5 µL、
10 mmol/L dNTP 1.0 µL、10 µmol/L 上下游引物各

1.2.6 青海省青稞根腐病优势病原菌确定
根据分离纯化结果、鉴定结果及致病性测定结

1 µL、ddH2O 补至 25 µL。轻弹混匀 PCR 反应体系，

果，
计算青稞根腐病各病原菌的种间致病力，
绝对发

瞬时离心收集离心管管壁上的液滴，在 PCR 仪上进

病率=种内所有菌株的平均发病率，相对发病率=绝

行 PCR 扩增，PCR 扩增体系：94℃预变性5 min；
94℃

对发病率×分离率，绝对病情指数=种内所有菌株的

变性 30 s，58℃退火 45 s，72℃延伸 80 s，35 个循环；

平均病情指数，相对病情指数=绝对病情指数×分离

72℃再延伸 7 min，4℃保存。取 2 µL PCR 产物进行

率，相对发病率及相对病情指数较高的种为优势病

1% 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
确认 PCR 扩增片段。PCR

原菌。

产物按照 AxyPrep DNA 凝胶回收试剂盒说明书进

1.3 数据分析

行回收。取纯化后 PCR 产物，送至北京天一辉远生

试验数据采用 Excel 2007 和 DPS 15.10 软件进

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测序，将所获得的序列拼接后

行统计分析，应用 Duncan 氏新复极差法进行差异显

于 NCBI 中进行序列比对，利用 MEGA 7.0 软件采用

著性检验。

非 加 权 组 平 均（unweighted pair-group method with
arithmetic means，
UPGMA）法构建系统发育树，
1 000次
重复，
最后提交至NCBI系统，
获得GenBank登录号。
1.2.5 青稞根腐病病原菌的致病性测定与再分离
采用烧杯水琼脂法（李雪萍，2017）测定所分离

2 结果与分析
2.1 青海省青稞根腐病田间症状及发生分布
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刚察县和海东市互助
土族自治县 3 个调查区的青稞根腐病发病率存在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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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分别为 10%、20% 和 10%~15%。在苗期，青稞根

稞根腐病发病植株多表现为穗白，
粒瘪，
茎秆发褐或

腐病发病植株长势弱，
表现不同程度的发黄或萎蔫，

黑红（图 1-C），根及茎基部缢缩发干或腐烂等症状

茎基部多有变褐、缢缩腐烂的症状，
严重时整株死亡

（图 1-D）。

（图 1-A），根变褐，发干萎缩（图 1-B）；在成株期，青

A：苗期植株发病症状；B：苗期根部症状；C：成株期植株发病症状；D：成株期根部症状。A: Symp‐
toms on diseased plants at seedling stage; B: symptoms on diseased roots at seedling stage; C: above-ground
symptoms on diseased plants at adult-plant stage; D: root symptoms at adult-plant stage.
图 1 青海省青稞根腐病的田间发病症状
Fig. 1 Symptoms of naked barley root rot in the field in Qinghai Province

2.2 青海省青稞根腐病病原菌分离及形态学鉴定

毡状，背面玫红色变重，趋于暗红色（图 2-B）；在

19 份样品中共分离得到 93 株青稞根腐病病原

CLA 培养基培养上，其大型分生孢子形态一致，呈

菌，
其中Q12-1、
Q11-7、
Q11-2、
Q4-4、
Q7-1等73株菌株

弯曲镰刀状，有明显的顶细胞和足细胞，4~7 个分

在 PSA 培养基上的菌落直径为 5.0 cm；在 PSA 培养

隔，平均大小为 38.82~60.32 µm×2.97~4.63 µm（图 2-

基上呈白色绒毛状，
多数产玫红色和黄色色素，
培养

C），根据形态学特征初步将其鉴定为燕麦镰孢 F.

7~10 d 后，菌落正面呈浅黄棕色（图 2-A），菌丝变为

avenaceum。

A：菌落正面；B：菌落背面；C：分生孢子。A: Colony reverse; B: colony obverse; C: conidia.
图 2 Q12-1 等 73 株青稞根腐病病原菌菌株在 PSA（A、B）和 CLA（C）培养基上的形态特征
Fig. 2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isolate Q12-1,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73 pathogenic isolates from
naked barley root rot samples, on PSA (A, B) and CLA (C) medium

Q6-6 等 11 株菌株在 PSA 培养基上的菌落直径

Q1-3 等 9 株菌株在 PSA 培养基上的菌落直径

为 4.9 cm；
在 PSA 培养基上呈白色绒毛状，气生菌丝

为 5.2 cm；
在 PSA 培养基上呈白色绒毛状，产黄褐色

发达，产生浓重的玫红色色素，培养 7~10 d 后，菌落
正面气生菌丝变黄，疏散，最终呈棕红色（图 3-A），

色素，偶产淡粉色色素，培养 7~10 d 后，菌落正面绒
毛状菌丝逐渐退化与培养基紧密结合，呈黄褐色辐

菌落背面玫红色色素愈加浓重（图 3-B）；在 CLA 培

射状（图 4-A），菌落背面黄褐色色素加重（图 4-B）；

养基上，
其分生孢子形状较一致，
呈镰刀状，
有足细胞

在 CLA 培养基上，其分生孢子形态一致，呈镰刀状，

和顶细胞，
3~7 个分隔，
平均大小为 25.66~40.12 µm×

弯曲度大，顶细胞长，足细胞明显，4~7 个分隔，平均

2.64~4.58 µm（图 3-C），根据形态学特征初步将其鉴

大小为 39.46~51.73 µm×3.02~4.27 µm（图 4-C），根

定为锐顶镰孢 F. acuminatum。

据形态学特征初步将其鉴定为木贼镰孢 F. equise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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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菌落正面；B：菌落背面；C：分生孢子。A: Colony reverse; B: colony obverse; C: conidia.
图 3 Q6-6 等 11 株青稞根腐病病原菌菌株在 PSA（A、B）和 CLA（C）培养基上的形态特征
Fig. 3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isolate Q6-6, a representative of 11 pathogenic isolates from naked barley
root rot samples, on PSA (A, B) and CLA (C) medium

A：菌落正面；B：菌落背面；C：分生孢子。A: Colony reverse; B: colony obverse; c: conidia.
图 4 Q1-3 等 9 株青稞根腐病病原菌菌株在 PSA（A、B）和 CLA（C）培养基上的形态特征
Fig. 4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Q1-3, a representative of nine pathogenic isolates from naked barley
root rot samples, on PSA (A, B) and CLA (C) medium

2.3 青海省青稞根腐病病原菌分子生物学鉴定

其中自苗期青稞根腐病病株上分离获得 65 株菌株，

Q12-1（GenBank 登 录 号 KY365623）、Q11-7

分别为燕麦镰孢、木贼镰孢和锐顶镰孢，
自成株期青

（GenBank 登 录 号 KY365622）、Q11-2（GenBank 登

稞根腐病病株上分离获得 28 株菌株，分别为燕麦镰

录号 KY365621）、
Q4-4（GenBank登录号 KY365619）、

孢、木贼镰孢和锐顶镰孢。在 93 株菌株中，燕麦镰

Q7-1（GenBank 登录号 KY365620）5 株代表菌株与

孢菌株数最多，为 73 株，在苗期青稞根腐病病株上

燕麦镰孢的遗传距离为 0，自展支持率大于 90，与形

分离到 56 株，分离率达到 86.0%，检出率为 100.0%，

态学鉴定结果一致，将其鉴定为燕麦镰孢 F. avena‐

在成株期青稞根腐病病株上分离到 17 株，分离率为

ceum；Q6-6（GenBank 登 录 号 KY365617）、NQ3-5

61.0%，检出率为 75.0%，较苗期青稞根腐病病株上

（GenBank 登录号 KY365613）2 株代表菌菌与锐顶

的分离率和检出率有所下降，而成株期青稞根腐病

镰孢的遗传距离为 0，自展支持率为 99，与形态学鉴

病株上木贼镰孢的分离率和检出率分别为 25.0% 和

定结果一致，将其鉴定为锐顶镰孢 F. acuminatum；

62.5%，较苗期青稞根腐病病株上的分离率和检出

Q1-3（GenBank 登 录 号 KY365616）、NQ2-6（Gen‐

率有所上升（表 1）。

Bank 登录号 KY365612）2 株代表株菌与木贼镰孢

2.5 青海省青稞根腐病病原菌致病性及再分离

的遗传距离为 0，自展支持率为 99，与形态学鉴定结

所分离的 93 株镰孢菌菌株的致病性明显不同，

果一致，
将其鉴定为木贼镰孢 F. equiseti（图 5）。

仅列出部分菌株（表 2），燕麦镰孢和锐顶镰孢种内

2.4 青海省青稞根腐病病原菌组成

各菌株的发病率和病情指数差异较大。在 73 株燕

在分离得到的 93 株青稞根腐病病原菌菌株中，

麦镰孢中，有 34 株菌株的发病率达 100.00%，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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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为 3.33%，病情指数最高达 100，为菌株 Q4-7 和

病情指数最强，为 79.43，燕麦镰孢次之，为 50.90，锐

NQ5-6，病情指数最低为 0.83，为菌株 Q4-4；锐顶镰

顶 镰 孢 最 弱 ，为 23.70，且 三 者 之 间 差 异 显 著（P<

孢菌株最高发病率为 93.33%，最低发病率为 3.33%，

0.05）；燕麦镰孢的相对病情指数最强，为 39.95，木

病情指数最高为 42.33，病情指数最低为 0.83，分别

贼镰孢次之，为 7.69，锐顶镰孢最弱，为 2.80，三者之

为菌株 NQ3-5、NQ1-3、Q12-4 和 Q12-4。木贼镰孢

间差异显著（P<0.05，表 3）。在 3 种青稞根腐病病原

除 Q5-8 外，其余 8 株菌株的发病率均为 100.00%，病

菌中，燕麦镰孢的相对发病率最强，为 56.44，木贼镰

情指数均在 73.33 以上。所有发病菌株症状与田间

孢次之，为 9.45，锐顶镰孢最弱，为 6.90，且三者之间

苗期发病植株症状一致，发病植株的致病菌再次分

差异显著（P<0.05）；
木贼镰孢的绝对发病率最强，为

离后，其形态与接入时一致，符合柯赫氏法则。因
此，青海省青稞根腐病病原菌为燕麦镰孢、木贼镰

97.69，燕麦镰孢次之，为 71.90，锐顶镰孢最弱，为

孢、锐顶镰孢。

58.33，且三者之间差异显著（P<0.05，表 3），根据相

2.6 青海省青稞根腐病优势病原菌的确定

对发病率和相对病情指数，确定燕麦镰孢为青海省

在 3 种青稞根腐病病原菌中，木贼镰孢的绝对

青稞根腐病的优势病原菌。

图 5 基于 TEF 序列采用 UPGMA 法构建的青稞根腐病病原菌代表菌株与参考菌株的系统发育树
Fig. 5 Phylogenetic tree of representative and reference strains of naked barley root rot pathogen constructed
with UPGMA method based on TEF sequence
表 1 青海省青稞根腐病病株病原菌的组成、分离率和检出率
Table 1 Pathogens composition, isolation rate and detection rate of naked barley root rot in Qinghai Province
菌种
Species
燕麦镰孢
Fusarium avenaceum
锐顶镰孢
F. acuminatum
木贼镰孢 F. equiseti
合计 Total

苗期 Seedling stage
株数
分离率
检出率
No. of Separation Detection
strains
rate/%
rate/%
56
86.0
100.0

成株期 Adult-plant stage
株数
分离率
检出率
No. of Separation Detection
strains
rate/%
rate/%
17
61.0
75.0

株数
No. of
strains
73

合计 Total
分离率
检出率
Separation Detection
rate/%
rate/%
78.5
89.5

7

11.0

54.5

4

14.0

37.5

11

11.8

47.4

2

3.0

18.2

7

25.0

62.5

9

9.7

36.8

65

-

-

28

-

-

9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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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部分青稞根腐病病原菌菌株的发病率及病情指数
Table 2 Naked barley root rot incidence and disease index of some isolates obtained in pathogenicity tests
病原菌种 Species of isolates

菌株编号 Isolate code

发病率 Incidence/%

病情指数 Disease index

燕麦镰孢 Fusarium avenaceum

Q1-7
Q4-2
Q4-3
Q4-7
Q7-1
Q8-5
Q11-1
NQ2-2
NQ5-1
NQ5-2
NQ5-5
NQ5-6
NQ6-3
NQ9-2
Q6-6
Q8-4
Q9-5
Q10-10
Q10-9
Q12-4
Q13-1
NQ3-5
NQ1-2
NQ1-3
NQ8-2
Q1-3
Q5-8
NQ2-1
NQ2-4
NQ2-6
NQ4-2
NQ6-1
NQ8-3
NQ9-1

100.00±0.00 a
100.00±0.00 a
100.00±0.00 a
100.00±0.00 a
100.00±0.00 a
100.00±0.00 a
100.00±0.00 a
100.00±0.00 a
100.00±0.00 a
100.00±0.00 a
100.00±0.00 a
100.00±0.00 a
100.00±0.00 a
100.00±0.00 a
36.67±5.77 e
53.33±5.77 d
66.67±5.77 c
16.67±5.77 f
53.33±5.77 d
3.33±5.77 g
63.33±5.77 c
93.33±5.77 a
81.67±1.44 b
86.67±5.77 ab
86.67±5.77 ab
100.00±0.00 a
79.17±1.44 b
100.00±0.00 a
100.00±0.00 a
100.00±0.00 a
100.00±0.00 a
100.00±0.00 a
100.00±0.00 a
100.00±0.00 a
0.00±0.00

96.67±2.89 abc
95.83±3.82 abc
99.17±1.44 ab
100.00±0.00 a
90.00±2.50 ef
95.83±1.44 abc
95.83±1.44 abc
95.00±2.50 bed
98.33±1.44 abc
95.00±5.00 bcd
97.50±2.50 abc
100.00±0.00 a
90.83±1.44 def
95.00±0.00 bcd
9.17±2.88 f
28.33±1.44 cd
35.83±1.44 b
4.17±1.44 g
31.50±2.60 bc
0.83±1.44 g
20.00±2.50 e
32.50±2.50 bc
24.33±3.55 d
42.33±2.25 a
31.67±2.89 bc
86.67±2.89 b
54.00±1.32 e
74.17±3.82 d
73.33±1.44 d
86.67±3.82 b
80.00±2.50 c
95.00±5.00 a
80.00±2.50 c
85.00±2.50 bc
0.00±0.00

锐顶镰孢 F. acuminatum

木贼镰孢 F. equiseti

对照 CK

表中数据为平均数±标准差。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经 Duncan 氏新复极差法检验在 P<0.05 水平差异显著。Data are
mean±SD.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P<0.05 level by Duncan’s new multiple
range test.
表 3 3 种青海省青稞根腐病病原菌种间致病力
Table 3 Comprehensive pathogenicity of three naked barley root rot pathogen species in Qinghai Province
菌种
绝对发病率
相对发病率
Species
Absolute morbidity/% Relative morbidity/%
燕麦镰孢 Fusarium avenaceum
71.90±34.79 b
56.44±27.31 a

绝对病情指数
Absolute disease index
50.90±35.14 b

相对病情指数
Relative disease index
39.95±27.58 a

锐顶镰孢 F. acuminatum

58.33±29.58 c

6.90±3.50 c

23.70±13.59 c

2.80±1.60 c

木贼镰孢 F. equiseti

97.69±6.94 a

9.45±0.67 b

79.43±25.43 a

7.69±2.46 b

表中数据为平均数±标准差。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经 Duncan 氏新复极差法检验在 P<0.05 水平差异显著。Data are
mean±SD.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P<0.05 level by Duncan’s new multiple
range test.

3 讨论

的概率，
这表示该病原菌分布的广度，
而非菌种群群
落大小，
其不同于病原菌分离率，
而在已有研究中检

病原菌检出率表示从每份样品中检出各病原菌

出率常被忽略或与分离率混淆（张小明等，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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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检出率来看，
本研究结果中燕麦镰孢分布最广，
锐

禾谷镰孢等，
优势病原菌亦为燕麦镰孢，
与本研究结

顶镰孢次之，
木贼镰孢分布范围最小，
其值恰好与分

果一致，
但病原菌组成有所差异。因此，
青稞乃至大

离率一致，
但并不代表总是一致，
当研究区域范围越

麦病害的防控应因地制宜且以防控优势病原菌为

广时，
其不一致的可能性就越大。

主。本研究仅对青海省青稞根腐病病原菌进行了鉴

本研究结果发现，青稞根腐病病原菌种内及种
间致病性差异显著。因此，同一种内任何一株菌株

定及优势病原菌分析，
其病原菌生物学特性、致病机
理及病害发生规律均有待进一步研究。

均不能代表该种的整体致病水平，绝对发病率及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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