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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青枯病是危害茄子生产的重要土传病害棳在高

热高湿条件下发病率高棳损失极为严重棳目前尚没

有有效的防治药剂棳从内生细菌中筛选有效拮抗青

枯病菌的生防菌株不失为青枯病防治的好方法暎内

生细菌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棳广泛存在于种子暍根暍
茎暍叶暍果实等器官中棳具有宿主特异性椲棻椵暎在宿

主的影响下棳内生菌的不同亚群会在不同的环境中

形成棳当宿主植物在环境恶化的情况下棳它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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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增强其抵抗恶劣环境的内生菌亚群的侵染椲棽椵暎
对于植物内生细菌的研究棳目前主要是集中在生防

因子的开发方面棳包括拮抗菌的筛选暍活性测定暍
培养条件研究暍群落动态分析等棳多采用单一菌株

纯培养的方法研究椲棾棴椃椵暎但自然界中棳微生物间之

间存在复杂的相互关系棳单一菌株纯培养难以反映

这些复杂关系棳不同菌株的混合培养是研究功能微

生物间相互关系的有效手段棳能够更客观的揭示菌

株间的相互作用暎微生物混合培养是指人工建立的

微生物区系棳利用棽种或棽种以上微生物不同特

性棳发挥混合体系中微生物之间生长代谢的协调作

用棳加以调节控制棳以达到优于单菌发酵效果的技

术椲椄椵暎目前对于具有协同作用菌株的混合培养有较

多研究椲椆棴棻棻椵棳而对于生防菌和病原菌的混合发酵

培养研究尚鲜见文献报道暎本研究筛选和优化培养

条件棳采用内生细菌和青枯病原菌共培养的方法棳
研究茄子内生细菌和青枯病原菌青枯雷尔氏菌

棬 棭生长数量的消长动态棳
量化地反应棽个菌株间互作关系棳研究结果对于科

学说明内生细菌对青枯病原菌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

作用棳为茄子内生细菌资源的进一步研究和开发利

用奠定基础暎
棻暋材料与方法

棻灡棻暋供试材料

从茄子植株内分离出的内生细菌巨大芽孢杆菌

斊斒斄斣灢椆棿棾 棬 棳斊斒斄斣灢椆棿棾棭暍
血 红 鞘 氨 醇 单 胞 菌 斊斒斄斣灢椆棿椂 棬

棳斊斒斄斣灢椆棿椂棭暍乙酸钙不动杆菌 斊斒斄斣灢
椆椂棿 棬 棳斊斒斄斣灢椆椂棿棭和

青 枯 雷 尔 氏 菌 斊斒斄斣灢棻棾棸 棬
棳斊斒斄斣灢棻棾棸 棭棳本实验室保藏暎茄

子品种为早丰红茄棳采集时间为棽棸棸椃年椂月棽椃
日棳生长阶段为结果期椈采集地点为福州福清暎
棻灡棽暋试验方法

棻灡棽灡棻暋混合体系培养基配方筛选与优化暋培养基

配方见表棻暎将各菌株于棻椃棸旘暏旐旈旑棴棻棾棸曟摇床振

荡培养棿椄旇后棳取 棸棸旛斕接种于上述 种培养基

中棳培养棿椄旇取出涂板棳青枯雷尔氏菌涂 斣斣斆平

板棳其他菌涂 斘斄 平板棳放入培养箱中棾棸曟培养

棿椄旇后棳取出观察结果暎每个处理重复棾次暎从

上面配方试验结果中选取适合的碳氮源设计成三因

素两水平的正交试验斕棿 棬棽棾棭棳确定混合培养基的

佳配方暎
棻灡棽灡棽暋内生菌与青枯雷尔氏菌生长动态分析暋将

培养棿椄旇的内生细菌和青枯雷尔氏菌菌液用无菌

水稀释成相同浓度棳将青枯雷尔氏菌分别与棾株内

生细菌各 棸棸毺斕等体积混合于装有棻棸旐斕 佳

配方培养液的 棸棸旐斕 三角瓶中棳于棻椃棸旘暏旐旈旑
棾棸曟摇床培养棳每隔棽棿旇取出稀释至棻棸棴椂暍棻棸棴椃暍
棻棸棴椄棳涂布于 斣斣斆平板及 斘斄 平板暎以各菌株棻
旐斕于装有棻棸旐斕 相应培养液体的 棸棸旐斕三角

瓶中单独培养为对照暎棾棸曟暗培养棿椄旇后统计各

菌株生长数量暎
表棻暋培养基配方

斣斸斺旍斿棻暋斆旛旍旚旛旘斿旐斿斾旈旛旐

成分
培养基类型

栺 栻 栿 桇 桋
葡萄糖棷旂 棻棸 棴 棻棸 棻棸
蛋白胨棷旂 棻棸 棻棸 棻棸 棴 棴
酵母膏棷旂 棴 棻棸 棻棸 棴
牛肉膏棷旂 棴 棴 棴 棴 棻棸

棽暋结果与分析

棽灡棻暋茄子青枯雷尔氏菌和内生细菌培养基优化

棿种菌均能利用葡萄糖暍酵母膏暍蛋白胨暍牛

肉膏棳以葡萄糖与酵母膏混合作为碳源棳棿种细菌

的长势相当棳仅以单一的葡萄糖为碳源棳青枯雷尔

氏菌的长势明显比其他细菌差 棬表棽棭暎而仅以单

一的酵母为碳源棳菌株巨大芽孢杆菌斊斒斄斣灢椆棿棾的

生长状况较差暎因此碳源考虑选择葡萄糖与酵母膏

混合作为碳源暎以酵母膏作为氮源棳青枯雷尔氏菌

的长势不理想棳而以蛋白胨或牛肉膏作为氮源棳棿
种细菌的生长态势相当棳因此可以考虑以蛋白胨或

牛肉膏作为氮源暎
对于 种培养基棳培养基栿 适合菌株斊斒斄斣灢

棻棾棸 的生长棳数量达椆灡棿棿暳棻棸椆斻旀旛暏旐斕棴棻棳与培

养基栺暍栻暍桇暍桋差异均达到极显著椈培养基

栺暍栿暍桇均适合菌株斊斒斄斣灢椆棿棾的生长棳差异不

显著椈菌株斊斒斄斣灢椆棿椂在培养基栿中生长 好棳数

量达椆灡椄棾暳棻棸椆斻旀旛暏旐斕棴棻棳与其他棿种培养基差

异显著椈菌株斊斒斄斣灢椆椂棿在培养基栺暍栿暍桋中均

生长良好棳差异不显著暎综合结果考虑棳选择培养

基栿用于混合培养暎
在初步确定葡萄糖暍酵母膏暍蛋白胨为棿种菌

混合培养所需营养成分的基础上棳采用 斕棿 棬棽棾棭
正交方案进一步优化暎 佳培养基配方 棬表棾棭为

斄棽斅棽斆棻棳即培养基中葡萄糖 旂暏斕棴棻棳酵母膏

旂暏斕棴棻棳蛋白胨棻棸旂暏斕棴棻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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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棽暋内生细菌在不同培养基上的生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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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基类型
内生细菌

斊斒斄斣灢棻棾棸 斊斒斄斣灢椆棿棾 斊斒斄斣灢椆棿椂 斊斒斄斣灢椆椂棿
栺 椃灡棸棸暲棸灡棾斻斆 椆灡棿暲棸灡棽棸斸斄 椄灡棿棿暲棸灡棾棸斻斆 棻棸灡棻椃暲棸灡棾椃斸斺斄
栻 椄灡椆椆暲棸灡棻椆斸斄斅 椃灡棸棿暲棸灡棸棿斾斆 椄灡棸棾暲棸灡棻椂斾斆 椆灡棻暲棸灡棽棸斻斅
栿 椆灡棿棿暲棸灡棽椆斸斄 椆灡棾椄暲棸灡棸椄斸斺斄 椆灡椄棾暲棸灡棸棾斸斄 棻棸灡棿椂暲棸灡棻椃斸斄
桇 椄灡棾椆暲棸灡棽棸斺斅 椆灡棾棾暲棸灡棻棸斺斄 椆灡棽棸暲棸灡棻椂斺斅 椆灡椄椂暲棸灡棻椆斺斻斄斅
桋 椄灡棿棸暲棸灡棽棽斺斅 椄灡棻暲棸灡棸棾斻斅 椆灡棾椄暲棸灡棽棽斺斄斅 棻棸灡棿棿暲棸灡棻棿斸斄

表棾暋正交优化方案与结果

斣斸斺旍斿棾暋斚旘旚旇旓旂旓旑斸旍旓旔旚旈旐旈旡斸旚旈旓旑旓旀斻旛旍旚旛旘斿旐斿斾旈旛旐

试验序号 斄葡萄糖棷
棬旂暏斕棴棻棭

斅酵母膏棷
棬旂暏斕棴棻棭

斆蛋白胨棷
棬旂暏斕棴棻棭

斕旂棷棬斆斊斦暏旐斕棴棻棭
斊斒斄斣灢棻棾棸 斊斒斄斣灢椆棿棾 斊斒斄斣灢椆棿椂 斊斒斄斣灢椆椂棿

棻 棻棬棻棸棭 棻棬棻棸棭 棻棬棻棸棭 棻棸灡棽棻 椆灡椂 椆灡椄椄 棻棸灡棿棿
棽 棻棬棻棸棭 棽棬棭 棽棬棭 椆灡椄椂 椆灡棸棿 椆灡棾棿 棻棸灡棿椄
棾 棽棬棭 棻棬棻棸棭 棽棬棭 椄灡棻椄 椆灡棿椆 椆灡椆棸 棻棸灡棽棾
棿 棽棬棭 棽棬棭 棻棬棻棸棭 椆灡棻 椆灡棾椂 椆灡椂棻 棻棸灡棾棸
栺棻 棻棸灡棸棾 椆灡棻椆 椆灡椄椂棸
栺棽 椄灡椄棿 椆灡椂椄 椆灡棸棽棸
斠棻 棻灡棻椆棸 棸灡棿椆棸 棸灡椄棿棸
栻棻 椆灡棾棸棸 椆灡棽 椆灡棿椂棸
栻棽 椆灡棿棽 椆灡棽棸棸 椆灡棽椂
斠棽 棸灡棻棽 棸灡棾棽 棸灡棻椆
栿棻 椆灡椂棻棸 椆灡椄椆棸 椆灡椃棿
栿棽 椆灡椃 椆灡棿椃 椆灡椂棽棸
斠棾 棸灡棻棿 棸灡棿棻 棸灡棻棽
桇棻 棻棸灡棿椂棸 棻棸灡棾棾 棻棸灡棾椃棸
桇棽 棻棸灡棽椂 棻棸灡棾椆棸 棻棸灡棾
斠棿 棸灡棻椆 棸灡棸 棸灡棸棻

棽灡棽暋茄子青枯雷尔氏菌和内生细菌生长特性

棿株内生细菌在优化培养基中单独培养生长动

态见图棻暎棿株细菌在优化培养基中单独培养的菌

体数量在棽暙棿斾内比较稳定棳差异不显著暎培养棽暍
棾和棿斾棳菌株 斊斎斄斣灢棻棾棸 数量分别为椆灡椃椄暍椆灡椃椂
和椆灡椄椃暳棻棸椆斆斊斦暏旐斕棴棻椈菌株斊斒斄斣灢椆棿棾数量分

别为棻棸灡棻椂暍棻棸灡棽棻和棻棸灡棽椆暳棻棸椆 斆斊斦暏旐斕棴棻椈菌
株椆棿椂 的数量 分别为 椆灡棽棿暍椆灡棻棽 和 椆灡棻椂暳棻棸椆

斆斊斦暏旐斕棴棻椈菌株椆椂棿数量分别为椆灡椄棸暍椆灡椄椄和

椆灡 暳棻棸椆斆斊斦暏旐斕棴棻暎
棽灡棾暋 茄 子 青 枯 雷 尔 氏 菌 和 内 生 巨 大 芽 孢 杆 菌

斊斒斄斣灢椆棿棾生长竞争

内生优势细菌 斊斒斄斣灢椆棿棾 与菌株 斊斒斄斣灢棻棾棸

图棻暋内生细菌在优化培养基上的生长情况

斊旈旂灡棻暋斍旘旓旝旚旇旓旀斿旑斾旓旔旇旟旚旈斻斺斸斻旚斿旘旈斸旈旑旓旔旚旈旐旈旡斿斾斻旛旍旚旛旘斿
旐斿斾旈旛旐

混合培养不同时间消长动态见图棽暎菌株 斊斒斄斣灢
椆棿棾与青枯雷尔氏菌菌株斊斒斄斣灢棻棾棸 混合培养后棳

椆椄棸棻第棻棸期 蓝江林等椇茄子棾株内生细菌分别与青枯雷尔氏菌混合培养特性研究



棽种菌株生长数量均比单独培养有所降低暎
菌株斊斒斄斣灢棻棾棸 与 斊斒斄斣灢椆棿棾混合培养棽暙棿

斾均未检测到菌株斊斒斄斣灢棻棾棸 棳说明菌株椆棾对菌

株斊斒斄斣灢棻棾棸 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暎单独培养菌

株斊斒斄斣灢椆棿棾培养棽暍棾和棿斾含量分别为棻棸灡棻椂暳
棻棸椆暍棻棸灡棸椃暳棻棸椆和棻棸灡棽椆暳棻棸椆 斆斊斦暏旐斕棴棻棳而

混合培养菌株斊斒斄斣灢椆棿棾含量略低于单独培养棳培

养棽暍棾和棿斾含量分别为棻棸灡棸棻暳棻棸椆暍椆灡椆椃暳棻棸椆

和椆灡椆棽暳棻棸椆 斆斊斦暏旐斕棴棻棳含量随培养时间延长

呈略微下降趋势棳变化不显著暎

图棽暋菌株斊斒斄斣灢椆棿棾与菌株斊斒斄斣灢棻棾棸 混合培养不同时

间的消长关系

斊旈旂灡棽暋斍旘旓旝旚旇旘斿旍斸旚旈旓旑旙旇旈旔斺斿旚旝斿斿旑斊斒斄斣灢椆棿棾斸旑斾斊斒斄斣灢
棻棾棸 旈旑斻旓灢斻旛旍旚旈旜斸旚旈旓旑斸旚斾旈旀旀斿旘斿旑旚旚旈旐斿

棽灡棿暋 茄子青枯雷尔氏菌和血红鞘氨醇单胞菌

斊斒斄斣灢椆棿椂生长竞争

内生细菌菌株 斊斒斄斣灢椆棿椂 与菌株 斊斒斄斣灢棻棾棸
混合培养不同时间消长动态见图棾暎混合培养不同

时间的生长数量均比单独培养低棳随着培养时间延

长棳数量呈下降趋势暎培养棽斾时棳菌株 斊斒斄斣灢
棻棾棸 和斊斒斄斣灢椆棿椂单独培养生长数量分别为椆灡椃椄
暳棻棸椆暍椆灡棽棿暳棻棸椆 斆斊斦暏旐斕棴棻棳混合培养的菌株

斊斒斄斣灢棻棾棸 和 斊斒斄斣灢椆棿椂数量分别为椃灡椆椆暳棻棸椆暍
椄灡棻暳棻棸椆斆斊斦暏旐斕棴棻棳单独培养和混合培养生长

数量差异不显著暎培养棾斾时棳菌株 斊斒斄斣灢棻棾棸
和斊斒斄斣灢椆棿椂单独培养生长数量分别为椆灡椃椄暳棻棸椆暍
椆灡棻棽暳棻棸椆 斆斊斦暏旐斕棴棻棳混合培养的菌株 斊斒斄斣灢
棻棾棸 生长数量为椃灡棿棸暳棻棸椆 斆斊斦暏旐斕棴棻斕棳与单

独培养生长数量差异显著椈混合培养菌株 斊斒斄斣灢
椆棿椂生长数量为 椃灡椆棿暳棻棸椆 斆斊斦暏旐斕棴棻棳与单独

培养差异不显著暎培养棿斾时棳菌株 斊斒斄斣灢棻棾棸
和斊斒斄斣灢椆棿椂单独培养生长数量分别为椆灡椄椃暳棻棸椆暍
椆灡棻椂暳棻棸椆 斆斊斦暏旐斕棴棻棳混合培养的菌株 斊斒斄斣灢
棻棾棸 和斊斒斄斣灢椆棿椂数量分别为椃灡棽椃暳棻棸椆暍椃灡棸暳
棻棸椆斆斊斦暏旐斕棴棻棳混合培养生长数量与单独培养

差异显著暎

图棾暋菌株斊斒斄斣灢椆棿椂与菌株斊斒斄斣灢棻棾棸 混合培养不同时

间的消长关系

斊旈旂灡棾暋斍旘旓旝旚旇旘斿旍斸旚旈旓旑旙旇旈旔斺斿旚旝斿斿旑斊斒斄斣灢椆棿椂斸旑斾斊斒斄斣灢
棻棾棸 旈旑斻旓灢斻旛旍旚旈旜斸旚旈旓旑斸旚斾旈旀旀斿旘斿旑旚旚旈旐斿

棽灡 暋茄子青枯雷尔氏菌和乙酸钙不动杆菌 斊斒斄斣灢
椆椂棿生长竞争

内生细菌菌株 斊斒斄斣灢椆椂棿与菌株 斊斒斄斣灢棻棾棸
混合培养不同时间消长动态图棿暎混合培养不同时

间的生长数量均比单独培养低棳随着培养时间延

长棳数量 同 样 呈 下 降 趋 势暎培 养 棽斾 时棳菌 株

斊斒斄斣灢棻棾棸 和斊斒斄斣灢椆椂棿单独培养生长数量分别为

椆灡椃椄暳棻棸椆暍椆灡椄棸暳棻棸椆 斆斊斦暏旐斕棴棻棳混合培养的

菌株斊斒斄斣灢棻棾棸 和 斊斒斄斣灢椆椂棿数量分别为椆灡椆暳
棻棸椆暍椆灡椄椆暳棻棸椆斆斊斦暏旐斕棴棻棳单独培养和混合培

养生长数量差异不显著暎培养棾斾时棳菌株斊斒斄斣灢
棻棾棸 和 斊斒斄斣灢椆椂棿 单 独 培 养 生 长 数 量 分 别 为

椆灡椃椄暳棻棸椆 暍椆灡椄椄暳棻棸椆斆斊斦暏旐斕棴棻棳混合培养的

菌株 斊斒斄斣灢棻棾棸 和菌株 斊斒斄斣灢椆棿椂生长数量分别

为椆灡棽棾暳棻棸椆暍椆灡棾椃暳棻棸椆斆斊斦暏旐斕棴棻棳与单独培

养差异不显著暎培养棿斾时棳菌株 斊斒斄斣灢棻棾棸 和

斊斒斄斣灢椆椂棿单独培养生长数量分别为椆灡椄椃暳棻棸椆暍
椆灡 暳棻棸椆 斆斊斦暏旐斕棴棻棳混合培养的菌株 斊斒斄斣灢
棻棾棸 生长数量为椄灡椆椄暳棻棸椆 斆斊斦暏旐斕棴棻棳与单独

培养差异不显著椈菌株斊斒斄斣灢椆椂棿生长数量为椄灡椃棽
暳棻棸椆斆斊斦暏旐斕棴棻棳与单独培养差异显著暎

棾暋讨暋论

内生细菌是庞大的一个群体棳广泛存在于种

子暍根暍茎暍叶暍果实等器官中暎其相互作用受到

环境因子的影响棳环境条件和宿主基因型决定内生

菌的遗传多样性椲棻棽椵暎内生菌作为病害防治暍促生因

子等方面研究进行的较多椲棻棾棴棻 椵暎研究过程一般为

内生细菌分离暍纯化暍功能研究棳多采用单菌株单独

培养的方法暎但在自然界中棳内生细菌间的相互作

用关系是十分复杂的棳受到多方面因子的影响暎因

此棳研究混合培养条件下各菌株间相互作用棳可以更

棸椆棸棻 福建农业学报 第棽椃卷



图棿暋菌株斊斒斄斣灢椆椂棿与菌株斊斒斄斣灢棻棾棸 混合培养不同时

间的消长关系

斊旈旂灡棿暋斍旘旓旝旚旇旘斿旍斸旚旈旓旑旙旇旈旔斺斿旚旝斿斿旑斊斒斄斣灢椆椂棿斸旑斾斊斒斄斣灢
棻棾棸 旈旑斻旓灢斻旛旍旚旈旜斸旚旈旓旑斸旚斾旈旀旀斿旘斿旑旚旚旈旐斿

客观的揭示内生细菌间的相关关系暎本研究利用实

验室保藏的茄子植株内生细菌棳菌株斊斒斄斣灢椆棿棾棬巨
大芽孢杆菌棳 棭暍菌株 斊斒斄斣灢
椆棿椂 棬血 红 鞘 氨 醇 单 胞 菌棳

棭和菌株 斊斒斄斣灢椆椂棿 棬乙酸钙不动杆菌棳
棭棳从培养条件的选择入

手棳研究棾个菌株分别与青枯雷尔氏菌混合培养条

件下棳各菌株生长数量动态暎首先筛选了同时适合

于棾种茄子植株内生细菌与青枯雷尔氏菌生长的培

养基棳优化后的混合培养条件为培养基中葡萄糖

旂暏斕棴棻棳酵母膏 旂暏斕棴棻棳蛋白胨棻棸旂暏斕棴棻暎
自然界中微生物菌群中存在的拮抗与互助是群

落的重要自稳机制椲棻椂椵棳但对具有协同关系菌株的

筛选和组合棳尚缺乏有效的方法与理论指导椲棻椃椵棳
混合培养时细菌间的生态关系不清晰棳培养条件筛

选判断因子单一棳均对研究结果的客观性有所影

响暎秦翠丽等椲棻椄椵研究了青春双歧杆菌与嗜酸乳杆

菌混合培养时棳两菌不同浓度配比暍不同旔斎 值暍
低聚果糖不同添加量对棽株菌生长的影响以及 适

生长条件暎结果表明棳棽株菌浓度配比棻暶棻暍旔斎
值椂灡 暍低聚果糖的添加量棻灡 棩时棳棽株菌在混

合培养体系中有良好的微生态关系暎斅斸旙旙旓旑斘斒椲棻椆椵

研究了在混合培养条件下白色念珠菌和口腔细菌对

葡萄糖的竞争关系椈斒斄斘 斍斿旘旘旈旚旙斿等椲棽棸椵进行了产

甲烷细菌和好氧细菌在有限供氧条件下混合培养的

研究暎薛胜平等椲棽棻椵研究棾种益生菌混合培养及共

生机理棳混合培养液的菌数较单独培养增加暎生防

菌与病原菌之间具有一定的拮抗作用棳对于具有生

防功能的植物内生细菌与病原菌混合培养微生态关

系的研究尚不多见棳本研究表明棳茄子植株棾种内

生细菌分别与青枯雷尔氏菌混合培养棳生长数量均

比单独培养有所降低棳但降低的幅度有所不同暎菌

株斊斒斄斣灢椆棿棾和菌株斊斒斄斣灢棻棾棸 混合培养体系中棳

菌株斊斒斄斣灢棻棾棸 不能生长椈菌株 斊斒斄斣灢椆棿椂与菌

株斊斒斄斣灢棻棾棸 混合培养棾斾棳菌株 斊斒斄斣灢棻棾棸 生

长数量为椃灡棿棸暳棻棸椆斻旀旛暏旐斕棴棻棳显著低于单独培

养的椆灡椃椄暳棻棸椆斻旀旛暏旐斕棴棻椈而菌株 斊斒斄斣灢椆椂棿与

菌株斊斒斄斣灢棻棾棸 混合棾斾时棳生长数量与单独培

养均无显著差异暎研究结果表明菌株斊斒斄斣灢椆棿棾和

斊斒斄斣灢椆棿椂对菌株 斊斒斄斣灢棻棾棸 具有显著抑制作用棳
可以作为潜在的生防菌株暎

内生细菌作为生防菌株的研究是目前植物病害

生物防治的热点棳具有生防功能的内生细菌与病原

菌混合培养的研究能够更客观的反映其之间的作用

机制棳本研究仅从生长数量方面对棾株内生细菌和

青枯雷尔氏菌分别混合培养进行了初步探讨棳对于

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棳以及更多菌株的混合培

养作用及功能等暎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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