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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20 年 9 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5》(GBO-5)报告，助力世界实现

协商一致的愿景——到 2050 年“与自然和谐相处”。其实，原本地球上的所有生物都是相互依存、互
惠共生于地球村的，尽管存在少数“坏分子”。但由于人类的贪婪，过度扩张才导致地球“千疮百孔”的
面貌，严重威胁到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通过最近 20 年的研究，互惠共生微生物(mutualistic symbiotic
microbes，MSM)从其丰富的群落多样性到种质新资源、从多种多样的生理生态功能到作用机制、从基
础探究到新技术研发，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愿景提供了新机遇，同时也面临新挑战。令人可喜
的是，中国在 MSM 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
《微生物学通报》于 2020 年 11 期特别推出了
“互惠共生微生物专栏”，旨在展现中国 MSM 研究的最新进展和成果，促进生物共生学的发展壮大。
关键词：互惠共生微生物，互惠共生细菌，互惠共生真菌，宿主动物，寄主植物
Keywords: Mutualistic symbiotic microbes, Mutualistic symbiotic bacteria, Mutualistic symbiotic fungi,
Host animals, Host plants
互 惠 共 生 微 生 物 (mutualistic symbiotic

生细菌提供稳定的生境并共享特定的代谢途径，互

microbes，MSM)主要包括互惠共生细菌、放线菌

惠共生细菌则协助宿主营养代谢，提供食物中缺乏

和真菌等，其种类之繁多、分布之广泛、物种多

的养分，促进昆虫生长和繁殖；通过分泌抗菌肽、

样性之丰富、生理生态效能之强大、应用范围和

毒素等，细菌能增强昆虫对寄生物的防御能力和抗

[1-2]

。MSM 与其他生

病性，并通过调节昆虫对非生物因子的抗逆性和耐

物之间通过化学机制、生理机制、生态学机制和

药性扩大昆虫的生态位。然而通过研究昆虫 MSM

遗传学机制构建互惠共生体系，形成巨大共生网

及其功能基因在昆虫种群动态中的作用，特别是研

络，深刻影响与调控着生物健康、农林牧渔业生

究 MSM 对宿主昆虫发育、生殖、健康、环境适应

产、环境演化、生态系统可持续生产力和人类文

能力等方面的影响，将有利于揭示 MSM 与宿主的

应用前景之广阔令世人瞩目

明的可持续发展

[2-5]

。

经过漫长的协同进化，MSM 及其与其他生物

共生互作机制，并最终为开发绿色防控新技术提供
新思路。

构建的互惠共生体系参与整个生态过程，对于生态

当前 MSM 的研究范围越来越广，研究内容也

系统中物质转化与交换、能量流动与利用、信息传

越来越深入：从医学到农林牧渔产业、从群落到细

递与调控等均发挥重要作用。例如，昆虫为互惠共

胞、从超微结构到分子调控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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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全面的研究。令人可喜的是，中国科学家率先分

见解；感谢《微生物学通报》编辑部为中国 MSM

离 到 抑 制 肥胖 的 人 体 肠道 互 惠 共 生多 形 拟 杆 菌

研究成果的展示和交流做出的重要贡献。本专栏发

(Bacteroides thetaiotaomicron)，并证明该菌株有望

表的 14 篇关于 MSM 的代表性文章，包括研究论文

[6]

成为新益生菌研发靶点 ，这为减肥药物或食品研

和综述，涵盖人体、动物和植物 MSM 多样性特征

发提供了全新的方向和候选菌株。

与作用，以及部分生物的互惠共生真菌和互惠共生

然而针对 MSM 的研究与应用尚存在诸多难

放线菌的生理与生态等。这些文章只是相关研究与

题：众多的 MSM 难以分离培养；缺乏侵染定殖数

应用的一小部分，希望激发和引出更多的成果与发

量的测定技术及其评价体系；MSM 功能研究存在

明创造。由于我们能力和水平所限，专栏中存在疏

更大难度；应用技术存在相当的空白。可见，当务

忽和遗漏在所难免，请广大同行批评指正。我们期

之急，应着手依据不同 MSM 的生物学特性与定殖

望和相信随着本专栏的发表，必将有力推动中国

特征，建立准确、方便、可行的分离与培养方法，

MSM 研究与应用的发展进步。

[7]

以及其定殖数量的检测方法等 ，为后续研究提供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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