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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棶福建农林大学硕士论文棶棽棸棻棻椇棻棴椂棽棶

菌株 相 关 实 验
报告

暟报告灢棽棸棻棸棸椂棽椂灢芽胞杆菌椄椃椂灢椄椃椃椄对大肠和香
蕉枯萎病病原菌的拮抗筛选灢刘贯锋暠等

备注 棴

图棽暋斊斒斄斣灢椄椃椃 菌株菌落图片

斊旈旂灡棽暋斆旓旍旓旑旟旈旐斸旂斿旙旓旀旙旚旘斸旈旑斊斒斄斣灢椄椃椃
注椇斸 正面棳斺 背面暎

棽灡 暋芽胞杆菌核酸类型库的构建

对芽胞杆菌进行棻椂斢旘斠斘斄鉴定棳根据所得的

序列在 斘斆斅斏上进行对比棳得出鉴定结果暎斊斒斄斣灢
椄椃椃 菌株核酸类型试验结果将另文发表暎

表棽暋斊斒斄斣灢椄椃椃 菌株生理生化特征

斣斸斺旍斿棽暋斝旇旟旙旈旓旍旓旂旈斻斸旍斸旑斾斺旈旓斻旇斿旐旈斻斸旍旔旘旓旔斿旘旚旟旓旀旙旚旘斸旈旑
斊斒斄斣灢椄椃椃

项目
菌株例子

棬芽胞杆菌斊斒斄斣灢椄椃椃 棭
接触酶反应 棲
氧化酶反应 棴

淀粉水解反应 棲
硝酸还原反应 棴

吲哚反应 棴
柠檬酸反应 棴

明胶液化反应 棲
精氨酸双水解 棴

蔗糖发酵 棲
葡萄糖发酵 棲
斖棶斠反应 棲
斨棶斝反应 棲
硫化氢反应 棴
尿素酶反应 棴

棽灡椂暋芽胞杆菌脂肪酸类型库的构建

芽胞杆菌脂肪酸类型库包含以 斖斏斈斏脂肪酸鉴

定系统的检测结果及数据分析等暎每个菌株的脂肪

酸类型库都包含以下信息椇该菌株的菌株脂肪酸总

离子流图暍脂肪酸成分等暎以下以 斊斒斄斣灢椄椃椃 菌

株为例暎
斊斒斄斣灢椄椃椃 菌株脂肪酸总离子流图见图棾棳脂

肪酸类型见表棾暎由 斖斏斈斏脂肪酸鉴定系统鉴定结

果可知斊斒斄斣灢椄椄椃 中主要的脂肪酸包括棻 暶棸旈旙旓
棬棻灡棾椄棩棭暍棻椂 暶 棸棸 棬棻棸灡椆椆棩棭暍棻棾 暶 棸 旈旙旓
棬棻棸灡椂椂棩棭暍棻椃暶棸旈旙旓 棬椆灡椄椂棩棭暍棻椃暶棻旈旙旓旝棻棸斻
棬椆灡椃椂棩棭暎其他脂肪酸包括棻椂暶棸旈旙旓棬椂灡椂 棩棭暍棻
暶棸斸旑旚斿旈旙旓棬棿灡棻椃棩棭暍棻棿暶棸旈旙旓棬棾灡棸椃棩棭暍棻棿暶棸棸
棬棽灡椆棻棩棭暍棻椃暶棻旈旙旓 旝斻 棬棽灡棿棸棩棭暍棻棾暶棸
斸旑旚斿旈旙旓 棬棽灡棽椂棩棭暍棻椂暶棻旝棻棻斻 棬棽灡棻棽棩棭暍棻椃暶棸
斸旑旚斿旈旙旓 棬棻灡椄椂棩棭暍棻椂暶棻旝椃斻斸旍斻旓旇旓旍 棬棻灡椃棸棩棭暍
棻椄暶棸棸 棬棻灡棿棽棩棭暍棻 暶棸棽斚斎 棬棻灡棾椃棩棭暍棻棽暶棸
旈旙旓 棬棻灡棻椂棩棭暍棻椄暶棻旝椆斻 棬棸灡椄椃棩棭等暎
棽灡椃暋芽胞杆菌代谢物库构建

芽胞杆菌代谢物库主要包括脂溶性和水溶性成

分棳其极性分别为弱极性暍中级性和强极性棳包含

气相质谱 棬斍斆灢斖斢棭和液相四极杆飞行时间质谱

棬斕斆灢斞斣斚斊斖斢棭的检测结果及数据分析等暎每个

菌株的代谢物库都包含以下信息椇该菌株 斍斆灢斖斢
总离子流图暍斍斆灢斖斢的成分分析及测定成分的质

谱图椈斕斆灢斖斢总离子流图暍斕斆灢斖斢的成分分析及

测定成分的质谱图或二级质谱图暎

椂椃椄 福建农业学报 第棽椃卷



表棾暋斊斒斄斣灢椄椃椃 的脂肪酸成分

斣斸斺旍斿棾暋斊斸旚旚旟斸斻旈斾旓旀旙旚旘斸旈旑斊斒斄斣灢椄椃椃
保留时间
棷旐旈旑

反应
区域值

区域棷
峰高

相关
因子

相对链
反应

峰名称 含量 注解棻 注解棽
棸灡椂椆椆 棽棾椃棻椄棾 棸灡棸棸棿 棴 椂灡椂棿棽椆 棴 椉 旐旈旑旘旚
棸灡椃棸椃棸 棻灡棾棾椃斉棲椆 棸灡棸棻椃 棴 椂灡椂椆棾棽 斢斚斕斨斉斘斣斝斉斄斔 棴 椉 旐旈旑旘旚
棻灡棾棸 棾棸棻椃 棸灡棸棸椆 棻灡棸棾 棻棻灡椂棻椆 棻棽暶棸旈旙旓 棻灡棻椂 斉斆斕斾斿旜旈斸旚斿旙灢棸灡棸棸棻 斠斿旀斿旘斿旑斻斿棸灡棸棸棸
棻灡椂棽棾 棻椄棽椂 棸灡棸棸椆 棻灡棸棾椃 棻棽灡棸棸棸椆 棻棽暶棸 棸灡椂椆 斉斆斕斾斿旜旈斸旚斿旙棸灡棸棸棻 斠斿旀斿旘斿旑斻斿棸灡棸棸棽
棻灡椃椄椆棿 棽椄椆棿椂 棸灡棸棸椄 棻灡棸棻棾 棻棽灡椂棽棿棾 棻棾暶棸旈旙旓 棻棸灡椂椂 斉斆斕斾斿旜旈斸旚斿旙棸灡棸棸棻 斠斿旀斿旘斿旑斻斿棸灡棸棸棽
棻灡椄棻棾棿 椂棻棾 棸灡棸棸椆 棻灡棸棻棸 棻棽灡椃棻棿椂 棻棾暶棸斸旑旚斿旈旙旓 棽灡棽椂 斉斆斕斾斿旜旈斸旚斿旙棸灡棸棸棻 斠斿旀斿旘斿旑斻斿棸灡棸棸棽
棽灡棸椃棾椂 椄椂棸 棸灡棸棸椄 棸灡椆椄棻 棻棾灡椂棽椃椂 棻棿暶棸旈旙旓 棾灡棸椃 斉斆斕斾斿旜旈斸旚斿旙棸灡棸棸棸 斠斿旀斿旘斿旑斻斿棸灡棸棸棸
棽灡棻椄棽 椄棽棽棿 棸灡棸棸椆 棸灡椆椃棽 棻棾灡椆椆椄椆 棻棿暶棸 棽灡椆棻 斉斆斕斾斿旜旈斸旚斿旙灢棸灡棸棸棻 斠斿旀斿旘斿旑斻斿棴棸灡棸棸棻
棽灡棾椃椃椆 棿棿棻棽棾 棸灡棸棸椆 棸灡椆椄 棻棿灡椂棾棸椆 棻 暶棸旈旙旓 棻灡棾椄 斉斆斕斾斿旜旈斸旚斿旙棴棸灡棸棸棻 斠斿旀斿旘斿旑斻斿灢棸灡棸棸棻
棽灡棿棸椂椃 棻棻椆椄棾 棸灡棸棸椆 棸灡椆椂 棻棿灡椃棽棿棽 棻 暶棸斸旑旚斿旈旙旓 棿灡棻椃 斉斆斕斾斿旜旈斸旚斿旙灢棸灡棸棸棻 斠斿旀斿旘斿旑斻斿灢棸灡棸棸棻
棽灡棿椆棽棸 椂棸棾 棸灡棸棻棸 棴 棻灡棸棸棸棻 棻 暶棸 棴 斉斆斕斾斿旜旈斸旚斿旙棸灡棸棸棸
棽灡椄棻椆 椃椄 棸灡棸棸椆 棴 棻灡棽椄棽棿 棴
棽灡椂棽棾棿 棿椆棽椆 棸灡棸棸椆 棸灡椆棿 棻灡棿棻棽椆 棻椂暶棻旝椃斻斸旍斻旓旇旓旍 棻灡椃棸 斉斆斕斾斿旜旈斸旚斿旙灢棸灡棸棸棻
棽灡椂棾椂 棽棻椂 棸灡棸棸椆 棸灡椆棿棿 棻灡棸椄棸 斢旛旐斏旑斊斿斸旚旛旘斿棽 棸灡椄椂 斉斆斕斾斿旜旈斸旚斿旙灢棸灡棸棸椃 棻棿暶棸棾斚斎棷棻椂暶棻旈旙旓斏
棽灡椂椆棿椄 棻椆棾椆椆 棸灡棸棻棽 棸灡椆棿棾 棻灡椂棾椃棾 棻椂暶棸旈旙旓 椂灡椂 斉斆斕斾斿旜旈斸旚斿旙棸灡棸棸棿 斠斿旀斿旘斿旑斻斿棸灡棸棸棿
棽灡椃棿棸 椂棻椄椄 棸灡棸棻棸 棸灡椆棿棻 棻灡椃椄棻棸 棻椂暶棻旝棻棻斻 棽灡棻棽 斉斆斕斾斿旜旈斸旚斿旙灢棸灡棸棸棻
棽灡椃椃棸 棽棾棿棸 棸灡棸棸椆 棸灡椆棿棸 棻灡椄椃棾 斢旛旐斏旑斊斿斸旚旛旘斿棾 椄灡棸棽 斉斆斕斾斿旜旈斸旚斿旙棸灡棸棸棸 棻椂暶棻旝椂斻棷棻椂暶棻旝椃斻
棽灡椄棻棸棽 棾棽棻椂椄 棸灡棸棸椆 棸灡椆棾椆 棻椂灡棸棸棸棸 棻椂暶棸 棻棸灡椆椆 斉斆斕斾斿旜旈斸旚斿旙棸灡棸棸棸 斠斿旀斿旘斿旑斻斿灢棸灡棸棸棻
棽灡椄椆棽棽 棿棸棽棿 棸灡棸棻棻 棸灡椆棾椃 棻椂灡棽椃椂 棻 暶棸棽斚斎 棻灡棾椃 斉斆斕斾斿旜旈斸旚斿旙棸灡棸棸棾
棽灡椆棽棸棽 椆椂棸 棸灡棸棻棻 棴 棻椂灡棾棿椂 棴
棽灡椆棿棻椃 棽椄椂椄棸 棸灡棸棸椆 棸灡椆棾椂 棻椂灡棿棻棾棾 棻椃暶棻旈旙旓旝棻棸斻 椆灡椃椂 斉斆斕斾斿旜旈斸旚斿旙灢棸灡棸棸棻
棽灡椆椂棻 椃棸椂棾 棸灡棸棻棽 棸灡椆棾 棻椂灡棿椄椂 棻椃暶棻旈旙旓旝斻 棽灡棿棸 斉斆斕斾斿旜旈斸旚斿旙棸灡棸棸棾
棽灡椆椆棻椄 棽棻椃椆 棸灡棸棻棸 棸灡椆棾 棻椂灡椃棸 棻椃暶棻斸旑旚斿旈旙旓斄 棸灡椃棿 斉斆斕斾斿旜旈斸旚斿旙棸灡棸棸棸
棾灡棸棻棽椂 棽椆棸棻棽 棸灡棸棸椆 棸灡椆棾 棻椂灡椂棾椄 棻椃暶棸旈旙旓 椆灡椄椂 斉斆斕斾斿旜旈斸旚斿旙灢棸灡棸棸棻 斠斿旀斿旘斿旑斻斿灢棸灡棸棸棾
棾灡棸棿棾棾 棿椄椃 棸灡棸棸椆 棸灡椆棾棿 棻椂灡椃棾棽棽 棻椃暶棸斸旑旚斿旈旙旓 棻灡椄椂 斉斆斕斾斿旜旈斸旚斿旙灢棸灡棸棸棻 斠斿旀斿旘斿旑斻斿灢棸灡棸棸棽
棾灡棸椄椄 棾棸椆 棸灡棸棸椃 棸灡椆棾棿 棻椂灡椃椄棻棻 棻椃暶棻旝椆斻 棸灡棻棻 斉斆斕斾斿旜旈斸旚斿旙灢棸灡棸棸棽
棾灡棽椆椂 椃椆 棸灡棸棻棸 棸灡椆棾棾 棻椃灡棿棻棻 棻椃暶棸棻棸灢旐斿旚旇旟旍 棸灡棽椃 斉斆斕斾斿旜旈斸旚斿旙棸灡棸棸棸
棾灡棾棽椆棾 棻棾椃椆 棸灡棸棻棿 棸灡椆棾棾 棻椃灡椂棾椃 棻椄暶棸旈旙旓 棸灡棿椃 斉斆斕斾斿旜旈斸旚斿旙棸灡棸棸棸 斠斿旀斿旘斿旑斻斿灢棸灡棸棸棾
棾灡棾椃椆 棽 椆 棸灡棸棻棸 棸灡椆棾棾 棻椃灡椃椄棾棻 棻椄暶棻旝椆斻 棸灡椄椃 斉斆斕斾斿旜旈斸旚斿旙灢棸灡棸棻棻
棾灡棿棿棿棸 棿棻椂椆 棸灡棸棸椆 棸灡椆棾棿 棻椃灡椆椆椄椆 棻椄暶棸 棻灡棿棽 斉斆斕斾斿旜旈斸旚斿旙灢棸灡棸棸棻 斠斿旀斿旘斿旑斻斿灢棸灡棸棸棿
棾灡椂棿棻棾 椂椆椂 棸灡棸棻棻 棸灡椆棾椃 棻椄灡椂棾椆棽 棻椆暶棸旈旙旓 棸灡棽棿 斉斆斕斾斿旜旈斸旚斿旙棸灡棸棸棻 斠斿旀斿旘斿旑斻斿灢棸灡棸棸棾
棿灡棸棿椃棽 棻椄椆棾 棸灡棸棸椆 棴 棻椆灡椆椃椃棾 棴
棿灡棽椃棿棿 椆棽棽 棸灡棸棻棸 棴 棽棸灡椃棽椃椄 棴 椌 旐斸旞旘旚

棴 棽棻椂 棴 棴 棴 斢旛旐旐斿斾斊斿斸旚旛旘斿棽 棸灡椄椂 棻棽暶棸斸旍斾斿旇旟斾斿 旛旑旊旑旓旝旑棻棸灡椆棽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棻椂暶棻旈旙旓斏棷棻棿暶棸棾斚斎 棻棿暶棸棾斚斎棷棻椂暶棻旈旙旓斏
棴 棽棾棿棸 棴 棴 棴 斢旛旐旐斿斾斊斿斸旚旛旘斿棾 椄灡棸棽 棻椂暶棻旝椃斻棷棻椂暶棻旝椂斻 棻椂暶棻旝椂斻棷棻椂暶棻旝椃斻

椃椃椄第椄期 陈暋峥等椇芽胞杆菌资源库管理系统的构建



图棾暋斊斒斄斣灢椄椃椃 菌株脂肪酸总离子流图

斊旈旂灡棾暋斣斏斆旓旀斊斸旚旚旟斸斻旈斾旓旀旙旚旘斸旈旑斊斒斄斣灢椄椃椃

棽灡椃灡棻暋芽胞杆菌发酵液萃取液的 斍斆灢斖斢分析暋
斊斒斄斣灢椄椃椃 菌株的 斍斆灢斖斢总离子流图见图棿棳菌株

的斍斆灢斖斢成分分析见表棿暎结果表明从该菌株中鉴

定出棻椃种化合物棳其中含量 高的为六氢吡咯并椲棻棳
棽灢斸椵吡嗪灢棻棳棿灢二酮斝旟旘旘旓旍旓椲棻棳棽灢斸椵旔旟旘斸旡旈旑斿灢棻棳棿灢斾旈旓旑斿棳
旇斿旞斸旇旟斾旘旓灢棬相对含量为 棸灡棾椃棩棭棳匹配率高于椄 棩

的有棾种棳分别为 斚旞旈旐斿灢棳旐斿旚旇旓旞旟灢旔旇斿旑旟旍灢棬椄椃棩棭暍
斅斿旑旡斿旑斿棳棻棳棽棳棾棳棿灢旚斿旚旘斸旐斿旚旇旟旍灢棬椆棾棩棭暍六氢吡咯并

椲棻棳棽灢斸椵吡嗪灢棻棳棿灢二酮棬椆椃棩棭暎以六氢吡咯并椲棻棳棽灢斸椵
吡嗪灢棻棳棿灢二酮为例棳图 为谱库中该物质的质谱图棳
图椂为样品中测试得该物质的质谱图暎

表棿暋斊斒斄斣灢椄椃椃 菌株的斍斆灢斖斢的成分分析

斣斸斺旍斿棿暋斆旓旐旔旓旑斿旑旚旙旓旀旙旚旘斸旈旑斊斒斄斣灢椄椃椃 斺旟斍斆灢斖斢

峰号
保留
时间

面积
百分比

名称 斠斿旀 斆斄斢号 匹配度

棻 椂灡棽棽棿棻 椂灡椆 斚旞旈旐斿灢棳旐斿旚旇旓旞旟灢旔旇斿旑旟旍灢 棽棾椄棻 棻棸棸棸棽棽棽灢椄椂灢椂 椄椃
棽 椃灡 椃棿 棽灡椆椄椃椆 斆旟斻旍旓旚旘旈旙旈旍旓旞斸旑斿棳旇斿旞斸旐斿旚旇旟旍灢 椃棾棻棽棾 棸棸棸棿棻灢棸灢椆 椃棽
棾 椄灡棾棿椃 棻灡棽棿椆椄 斅斿旑旡斿旑斿棳棻棳棽棳棾棳棿灢旚斿旚旘斸旐斿旚旇旟旍灢 棻棿棾椃椃 棸棸棸棿椄椄灢棽棾灢棾 椆棾
棿 椆灡棻棻棾椃 棻灡棾棾椃棾 棽灢斝旈旔斿旘旈斾旈旑旓旑斿 棾棿棸椂 棸棸棸椂椃灢棽棸灢椃 棿棾

棻棸灡棾 棿 棻灡棻棾棻棿 棻棳棿灢斝斿旑旚斸旑斿斾旈斸旐旈旑斿棳斘棻棳斘棻灢斾旈斿旚旇旟旍灢 棽椆棸 棸棸棸棻棿棸灢椄棸灢椃 棾椄
椂 棻棻灡棻棾棾椂 棻灡棽椂棽 椂灢斏旙旓旔旘旓旔旟旍灢棽棳棾灢斾旈旇旟斾旘旓旔旟旘斸旑灢棽棳棿灢斾旈旓旑斿 棽椂棾棸棾 棸棾棽棾椂灢椄棾灢棸 棽椃
椃 棻棻灡椆棾棿椃 棻灡棿棾棻 斊旍斸旐斿旑旓旍 棻椃椂椆 棸棸棽棻椃棿灢椂棿灢棾 棿椃
椄 棻棾灡棻椆棾 棿灡椂棾 棽棬棾斎棭灢斊旛旘斸旑旓旑斿棳斾旈旇旟斾旘旓灢灢旔斿旑旚旟旍灢 棽椃椄棻椄 棸棸棸棻棸棿灢椂棻灢棸 椆
椆 棻灡棽椂棿椆 棿灡椆椄棿 棾灢斝旟旘旘旓旍旈斾旈旑灢棽灢旟旍灢旔旘旓旔旈旓旑旈斻斸斻旈斾 棻椆棻椆 棻棸棸棸棻椆棾灢椄椄灢棸 棿棽
棻棸 棻灡椂棻椆椂 棿灡棽棽棾 棻灢斎斿旞斸旑旓旟旍灢旔旟旘旘旓旍旈斾旈旑斿灢棽灢斻斸旘斺旓旞旟旍旈斻斸斻旈斾棳斾旈旈旙旓斺旛旚旟旍斸旐旈斾斿 棻棾椆棸椂椆 棻棸棸棸棻椄椆灢棽椄灢棻 棾椃
棻棻 棻椂灡棸棽棸棽 棸灡棾椃棸 斝旟旘旘旓旍旓椲棻棳棽灢斸椵旔旟旘斸旡旈旑斿灢棻棳棿灢斾旈旓旑斿棳旇斿旞斸旇旟斾旘旓灢 棽椂棻椄椆 棸棻椆棻椃椆灢棻棽灢 椆椃
棻棽 棻椂灡椄椃椄 棻灡棿椄棾 斈旈斿旚旇旟旍斾旈旚旇旈旓旔旇旓旙旔旇旈旑旈斻斸斻旈斾 棽椂棸棾棻 棸棸棸椄椂椂灢棿灢椂 棿椂
棻棾 棻椃灡棽椂椃椂 棾灡棾棽棽 斝旇斿旑旓旍棳棾棳灢斾旈旐斿旚旇旓旞旟灢 棽椂棽椃棻 棸棸棸棸棸灢椆椆灢棽 棿棾
棻棿 棻椄灡椂椃棻 棽灡棻椃椃 斝旟旘旘旓旍旓椲棻棳棽灢斸椵旔旟旘斸旡旈旑斿灢棻棳棿灢斾旈旓旑斿棳旇斿旞斸旇旟斾旘旓灢棾灢棬棽灢旐斿旚旇旟旍旔旘旓旔旟旍棭灢 椂棿棸棽棾 棸棸椂棿灢椄椂灢棿 椄
棻 棻椄灡椄棽椆椃 棽灡棾椄棿 斝旟旘旘旓旍旓椲棻棳棽灢斸椵旔旟旘斸旡旈旑斿灢棻棳棿灢斾旈旓旑斿棳旇斿旞斸旇旟斾旘旓灢棾灢棬棽灢旐斿旚旇旟旍旔旘旓旔旟旍棭灢 椂棿棸棽棾 棸棸椂棿灢椄椂灢棿 椃椄
棻椂 棻椄灡椆棸椆椃 灡椃椄棿椂 棳棻棸灢斈旈斿旚旇旓旞旟灢棽棳棾棳椃棳椄灢旚斿旚旘斸旇旟斾旘旓灢棻斎棳椂斎灢斾旈旔旟旘旘旓旍旓椲棻棳棽灢斸椈棻棫棳棽棫灢斾椵旔旟旘斸旡旈旑斿 椆棻椆棽 棻棸棸棸棻椆棸灢椃灢 椂棿
棻椃 棽棽灡椆棽棸椆 棿灡棿棿椄 灢斝旟旘旘旓旍旈斾旈旑旓灢棽灢旔旟旘旘旓旍旈斾旓旑斿 棽椂棾椄 棸椃椂棽椄棿灢棻棽灢棾 棽

椄椃椄 福建农业学报 第棽椃卷



图棿暋斊斒斄斣灢椄椃椃 菌株的斍斆灢斖斢总离子流图

斊旈旂灡棿暋斣斏斆旓旀旙旚旘斸旈旑斊斒斄斣灢椄椃椃 斺旟斍斆灢斖斢

图 暋谱库中六氢吡咯并 椲棻棳棽灢斸椵吡嗪灢棻棳棿灢二酮质谱图

斊旈旂灡 暋斖斸旙旙旙旔斿斻旚旘旓旂旘斸旐旓旀斎斿旞斸旇旟斾旘旓灢棾灢棬棽灢旐斿旚旇旟旍旔旘旓旔旟旍棭灢旔旟旘旘旓旍旓椲棻棳棽灢斸椵旔旟旘斸旡旈旑斿灢棻棳棿灢斾旈旓旑斿旈旑旚旇斿斾斸旚斸斺斸旙斿

图椂暋样品中六氢吡咯并 椲棻棳棽灢斸椵吡嗪灢棻棳棿灢二酮质谱图

斊旈旂灡椂暋斖斸旙旙旙旔斿斻旚旘旓旂旘斸旐旓旀斎斿旞斸旇旟斾旘旓灢棾灢棬棽灢旐斿旚旇旟旍旔旘旓旔旟旍棭灢旔旟旘旘旓旍旓椲棻棳棽灢斸椵旔旟旘斸旡旈旑斿灢棻棳棿灢斾旈旓旑斿旈旑旚旇斿旙斸旐旔旍斿

椆椃椄第椄期 陈暋峥等椇芽胞杆菌资源库管理系统的构建



棽灡椃灡棽暋芽胞杆菌发酵液萃取液的 斕斆灢斖斢分析暋
斊斒斄斣灢椄椃椃 菌株的 斕斆灢斖斢成分见表 棳从 斊斒斄斣灢
椄椃椃 菌株中检测得出成分共棻椃棸种棳其中含量 高

的成分为双降生物素棬斅旈旙旑旓旘斺旈旓旚旈旑棭棬相对含量为

棾灡椃棿棩棳斖斉斣斕斏斘 编 号 为 椃棸椄棾棳匹 配 度 斢斻旓旘斿 为

椄棻灡棿棭暎斊斒斄斣菌株的 斕斆灢斖斢总粒子流图见图椃暎
标配度 高的为 斍斝斍旘旓棬棻椄暶棸棷棽棽暶椂棬棿斱棳椃斱棳棻棸斱棳
棻棾斱棳棻椂斱棳棻椆斱棭棭棬相 对 含 量 为 棽灡椆棽棩棳匹 配 度 为

椆棸灡椆 棳斖斉斣斕斏斘编号为棿棸椄椃棻棭暎样品中双降生物

素棬斅旈旙旑旓旘斺旈旓旚旈旑棭成分的质谱图见图椄暎

表 暋斊斒斄斣灢椄椃椃 菌株斕斆灢斖斢成分分析

斣斸斺旍斿 暋斆旓旐旔旓旑斿旑旚旙旓旀旙旚旘斸旈旑斊斒斄斣灢椄椃椃 斺旟斕斆灢斖斢

化合物
编号 暋暋名称 斆斄斢号 分子式 分子量 质荷比 匹配度 百分比 斖斉斣斕斏斘

号
斎旈旚旙
棬斈斅棭

斈旈旀旀棬斈斅棳
旐斈斸棭

斈旈旀旀棬斈斅棳
旔旔旐棭

棻 斍斝斍旘旓棬棻椄暶棸棷棻椄暶棸棭椲斦椵 斆棿棽斎椄棾斚棻棸斝 椃椃椄灡椃棽棿 椃椃椃灡椂椆 椂棾灡椆 棸灡椂棽 棿棸椄棿 棽 棴棸灡椃椂 棴棸灡椆椄
棾 棽灢斖斿旚旇旓旞旟斿旙旚旘旓旑斿 棾椂棽灢棸椄灢棾 斆棻椆斎棽棿斚棾 棾棸棸灡棻椃棽 椆椆灡棾棾 椃灡椂椂 棻灡棿棿 棽椃椄 棻灡棻棿 棾灡椃椆
棿 旓灢斖斿旚旇旟旍斺斿旑旡旇旟斾旘旓旍 棿椃棽灢棻棾灢椆 斆棻棿斎棻棿斚 棻椆椄灡棻棸棿 棿棿棻灡棽棸椃椃 椄棸灡棸棽 棸灡椃椄 棻椂椂椆 棻 棴棸灡棽椄 棴棻灡棿棻
椃 斍旍旑斍旍旛斍旍旑 斆棻 斎棽 斘 斚椄 棿棸棾灡棻椃棸棾 椄棻灡棾棾椆棾 椂灡棸棻 棸灡棾棿 棻椃棿椆 棾 棴棸灡棽棿 棴棸灡椂
棻棾 斉旚旇旓旙旛旞旈旐旈斾斿 椃椃灢椂椃灢椄 斆椃斎棻棻斘斚棽 棻棿棻灡棸椃椆 棾棽椃灡棻 椂 棿椃灡棸椃 棸灡棻棿 棽椆 棻 棸灡棾 棽灡棻棾
棻 斝旈旘斿旑旡斿旔旈旑斿 棽椄椃椆椃灢椂棻灢椃 斆棻椆斎棽棻斘 斚棽 棾棻灡棻椂椆 椃棿椃灡棾棾椃 棽灡棿棾 棸灡棻 棻椆椃棾 椃 棸灡棻棾 棸灡棾椃
棻椂 棿棳椃棳棻棸棳棻棾棳棻椂棳棻椆灢

斈旓斻旓旙斸旇斿旞斸旟旑旓旈斻斸斻旈斾 斆棽棽斎棽棸斚棽 棾棻椂灡棻棿椂棾 椂椃椃灡棽椆棿 棿椄灡棿 棸灡棸椃 棾棽椃椂 棻 棴棻灡棿 棴棿灡椄椆
棽棻 斣旘旔斣旘旔 斆棽棽斎棽棽斘棿斚棾 棾椆棸灡棻椂椆棽 棾椄椆灡棻椂棽 棿椂灡椃椂 棸灡棸椆 棽棾椄椆棻 棻 棴棸灡椃 棴棻灡棿
棽棽 斄旍斸斖斿旚斄旙旑 斆棻棽斎棽棽斘棿斚 斢 棾棾棿灡棻棾棻棻 棾椃椆灡棻棾棻棻 棿棽灡棽 棸灡棸椄 棻椆椆棽棽 棻棸 棴棻灡棾棿 棴棿灡棸棻
棽椂 斝斿旘旂旓旍旈斾斿旙旛旍旀旓旑斿 椃棽椄棽棽灢棸棾灢椄 斆棻椆斎棽椂斘棽斚棽斢 棾棿椂灡棻椃棻 椃棾椃灡棾棿棾椄 棸灡棾椄 棸灡棽椃 棻椃椄椆 棻 棴棻灡棽椄 棴棾灡椃棻
棾棸 斨斸旍斄旙旔斝旘旓 斆棻棿斎棽棾斘棾斚椂 棾棽椆灡棻椄椃 棾棽椄灡棻棻棾 棿椃灡棾椄 棸灡棻棿 棽棸棻棾棾 椂 棸灡棽椄 棸灡椄棿
棾棻 斈斿旐斿旚旇旟旍斻旍旓旐旈旔旘斸旐旈旑斿 棾棸棾灢棿椄灢棸 斆棻椄斎棽棻斆旍斘棽 棾棸棸灡棻棾椆棾 棽椆椆灡棻棾棾棻 棿棾灡椆椂 棸灡棽椆 棻椄椄棽 棻 棴棻灡棸棿 棴棾灡棿椃
棾椂 斕旟旙斄旙旔斄旙旑 斆棻棿斎棽 斘 斚椃 棾椃灡棻椃棿 棾椃棿灡棻椂椃 棿椂灡椂椆 棸灡棸椄 棻椆椄棾椂 椆 棻灡棻 棾灡棸
棾椃 斘旓旘斻旓斾斿旈旑斿 棿椂椃灢棻灢棽 斆棻椃斎棻椆斘斚棾 棽椄灡棻棾椂 棽椄棿灡棻棽椆椂 棿椃灡棽 棸灡棽棾 棻椆棻棸 棿 棴棸灡棾棿 棴棻灡棻椄
棾椆 棻灢旓斻旚斸斾斿斻斿旑斿灢椆棳棻棻棳棻棾灢

旚旘旈旟旑旓旈斻斸斻旈斾 斆棻 斎棻椄斚棽 棽棾棸灡棻棾棸椃 棽棽椆灡棻棽棽椂 椃棿灡棸椄 棸灡椃棿 棾棽棻棾 棾 棸灡椄棿 棾灡椂椃
棿棸 斖斈斕椃棿棻椂旂旍旛斻旛旘旓旑旈斾斿 斆棽 斎棾棽斘棽斚椄 棿椄椄灡棽棻椆 棿椄椃灡棽棻棸棽 棿椃灡棽 棸灡棻 棽棾椂椄 椃 棴棸灡棿棽 棴棸灡椄
棿棿 斠旈旚旓斾旘旈旑斿 棽椂椂棽灢棸椆灢 斆棻椃斎棽棻斘斚棾 棽椄椃灡棻棽棻 棽椄椂灡棻棿 椃棻灡椄椃 棸灡棽椄 棽棾棾 椂 棴棸灡棻棾 棴棸灡棿椂
棿椄 斆旟旙斕斿旛斣旇旘 斆棻棾斎棽 斘棾斚 斢 棾棾灡棻棻 棾棾棿灡棻棿棿棻 椆灡椃棾 棸灡椃 棻椄棸椂棸 棻棸 棴棸灡棻椂 棴棸灡棿椄
棻 椂斺斿旚斸灢斘斸旍旚旘斿旞旓旍 棿椆椂棽灢椄椆灢棸 斆棽棸斎棽 斘斚棿 棾棿棾灡棻椃椄棿 棾棿棽灡棻椃棻棽 灡椆椆 棸灡椄棻 棻棿棽椂 棻 棸灡棸棾 棸灡棸椄
椆 棽棳棿棳椂灢旓斻旚斸旚旘旈斿旑斸旍 斆椄斎棻棸斚 棻棽棽灡棸椃棾棽 棽棿棾灡棻棾椄 椃棻灡椂棻 棸灡棿椃 棾椂 椂 棾 棸灡棾 棿灡棾棻

椂椄 斄旙旔斣旟旘 斆棻棾斎棻椂斘棽斚椂 棽椆椂灡棻棸棸椄 棽椆灡棸椆棾 椂棻灡椆棿 棸灡棿 棽棾椄椄棽 棽 棸灡棸棿 棸灡棻棽
椂椆 斈旈旔旇斿旑旟旍旐斿旚旇旟旍旔旇旓旙旔旇旈旑斿 棻棿椄椂灢棽椄灢椄 斆棻棾斎棻棾斝 棽棸棸灡棸椃 棻椆椆灡棸椂椆椆 棿灡棸棿 棸灡椂 棻椄 棻 棴棸灡椃棿 棴棾灡椂椄
椃棻 斍斝斄棬椂暶棸棷椂暶棸棭 斆棻 斎棽椆斚椄斝 棾椂椄灡棻椂 棾椂椃灡棻棻椆 棸灡棽 棸灡椂椆 棿棸椆棻椄 棻 棸灡椄棻 棽灡棽棻
椃 斆旟旙斄旘旂 斆椆斎棻椆斘 斚棾斢 棽椃椃灡棻棽棸椆 棽椃椂灡棻棻棽棿 棿棽灡椃 棸灡棽 棽棾椂棿棿 棽 棻灡棻椃 棿灡棽棻
椃椂 斄旐旈旑旓旀旛旘斸旑旚旓旈旑 棽棻椆椆椃灢棽棻灢椃 斆椄斎椄斘棿斚棾 棽棸椄灡棸椆椂 棽棾灡棸椃椂 椂灡椆椆 棸灡棽椂 棻椃椃 棽 棸灡棽棽 棻灡棸棿
椃椆 斖斿旚旇旈旓旑旈旑斿旙旛旍旀旓旞旈斾斿 斆 斎棻棻斘斚棾斢 棻椂灡棸棿椂 棻椂棿灡棸棾椄 棿棿灡椃椂 棻灡棻棻 椂棿棽椄 棻 棸灡椃棾 棿灡棿棻
椄椃 斝旟旘旓旂旍旛旚斸旐旈斻斸斻旈斾 椆椄灢椃椆灢棾 棾棽棻
椆棸 斈斿旙旐斿旚旇旟旍旐旈斸旑旙斿旘旈旑 椃棻椆棾椂灢椆棽灢棸 斆棻椃斎棻椄斘棽 棽棸灡棻棿椃 棽棿椆灡棻棾椄 椃椂灡椄椆 棸灡棾 棻棽椃棻 棻 棻灡棻椆 棿灡椃椂
椆椂 斝斿旑旚旓斺斸旘斺旈旚斸旍 椃椂灢椃棿灢棿 斆棻棻斎棻椄斘棽斚棾 棽棽椂灡棻棾棻椃 棽棽灡棻棽 棿椆灡棿椆 棻灡棽 棿椆棿 棾 棴棻灡棸棿 棴棿灡椄
棻棸 棻灢斘斸旔旇旚旇旓旈斻斸斻旈斾

旂旍旛斻旛旘旓旑旈斾斿 椆椆棿椃棾灢棻椄灢棿 斆棻椃斎棻椂斚椄 棾棿椄灡棸椄棿 棾棿椃灡棸椃椃椃 椃棾灡棽椄 棸灡棽棽 棽椃椂棸 棻 棴棸灡棿椂 棴棻灡棾棾

棻棸椄
棽灢斄旐旈旑旓灢棾灢
斻斸旘斺旓旞旟旐旛斻旓旑旈斻斸斻旈斾 椂灢
旙斿旐旈斸旍斾斿旇旟斾斿

棻椂椆椃灢椄灢棾 斆椃斎椃斘斚 棻椄灡棸棾棽棿 棿棻灡棸椂棾棻 椂棿灡椄椃 棸灡棻椆 棾棸 棽 棴棸灡棸棻 棴棸灡棸椃

棻棻棻 斝旘旓旐斸旡旈旑斿 椄灢棿棸灢棽 斆棻椃斎棽棸斘棽斢 棽椄棿灡棻棾棿椃 棽椄棾灡棻棽椄椄 棿棻灡棽 棸灡棻 棽棻棾棻 棾 棴棻灡棾棾 棴棿灡椂椄
棻棻棾 斉旘旈旓斾旈斻旚旟旓旍 棽灢椄灢椆 棾棿棻
棻棻椄 斣旈斻斸旘斻旈旍旍旈旑旔斿旑旈斻旈旍旍旓斸旚斿 椂椃棾椆棽灢椄椄灢 斆棻 斎棻椄斘棽斚椃斢棽 棿棸棽灡棸 棿棸棻灡棸棿椄 棿灡棽棿 棸灡棻棾 棽椄棽 棻 棸灡棽椂 棸灡椂椂
棻棽椂 斆斸旘旐旛旙旚旈旑斿 棻棿灢椆棾灢椄 斆 斎椆斆旍棽斘棾斚棽 棽棻棾灡棸棸椃棽 棿棽灡棸棸椂椂 棽灡椆椄 棸灡棽棾 棿 棻 棸灡棽 棻灡棻椆
棻棽椃 斣旘旟旔旚旓旔旇斸旑 椃棾灢棽棽灢棾 棾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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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
编号 暋暋名称 斆斄斢号 分子式 分子量 质荷比 匹配度 百分比 斖斉斣斕斏斘

号
斎旈旚旙棬斈斅棭

斈旈旀旀
棬斈斅棳
旐斈斸棭

斈旈旀旀
棬斈斅棳
旔旔旐棭

棻棽椄 斞旛旈旑旓旍 棻棽棾灢棾棻灢椆 棸
棻棾棸 斈旈旇旟斾旘旓旐旟旘旈斻斿旚旈旑 棽椃棽棸棸灢棻棽灢棸 棾棿棸
棻棿椃 斕旈旔旓旈斻斄斻旈斾 棻棸椃椃灢棽椄灢椃 斆椄斎棻棿斚棽斢棽 棽棸椂灡棸棿棾 棽棻灡棸棿棽椄 棸灡棾棻 棸灡棽 棻棽椂 棻 棴棻灡棸棾 棴棿灡椆椆
棻棿椄 斅旈旙旑旓旘斺旈旓旚旈旑 斆椄斎棻棽斘棽斚棾斢 棽棻椂灡棸椂椆 棽棻灡棸棿椆椂 椄棻灡棿 棾灡椃棿 椃棸椄棾 棽 棴棸灡棸棿 棴棸灡棽
棻椃 旇旟斾旘旓旞旟斾旓旞斿旔旈旑斖棽 棻棾棻棽棾灢椆椃灢棽 斆棻椆斎棽棻斘斚棽 棽椆灡棻椃棽 椄椆灡棾棸椂 灡椆 棸灡椂椃 棽棿椂椂 棿 棸灡棾 棻灡棻椆
棻椂棸 斈旈旔旈旔斸旑旓旑斿 棿椂椃灢椄棾灢棿 斆棽棿斎棾棻斘斚 棾棿椆灡棽棿棸椂 棾棿椄灡棽棾棿椆 棿灡棽椃 棸灡棻棾 棽棾棿棸 棻 棴棻灡椂棿 棴棿灡椂椆
棻椂棿 斝斿旘旂旓旍旈斾斿旙旛旍旀旓旑斿 椃棽椄棽棽灢棸棾灢椄 斆棻椆斎棽椂斘棽斚棽斢 棾棿椂灡棻椃棻 椃棾椃灡棾棿棽椂 椄灡棻椄 棸灡椃 棻椃椄椆 棻 棴棸灡椃棽 棴棽灡棸椃
棻椃棸 斍斝斍旘旓椲棻椄暶棸棷棽棽暶椂棬棿斱棳

椃斱棳棻棸斱棳棻棾斱棳棻椂斱棳棻椆斱椵 斆棿椂斎椃椆斚棻棸斝 椄棽棽灡棿棻棻 椄棽棻灡棾棾棿 椆棸灡椆 棽灡椆棽 棿棸椄椃棻 棻 棸灡棾椂 棸灡棿棿

图椃暋斊斒斄斣灢椄椃椃 菌株的斕斆灢斖斢总离子流图

斊旈旂灡椃暋斣斏斆旓旀旙旚旘斸旈旑斊斒斄斣灢椄椃椃 斺旟斕斆灢斖斢

图椄暋样品中双降生物素成分的质谱图

斊旈旂灡椄暋斖斸旙旙旙旔斿斻旚旘旓旂旘斸旐旓旀斅旈旙旑旓旘斺旈旓旚旈旑旈旑旚旇斿旙斸旐旔旍斿

棾暋讨暋论

目前主要的微生物资源保藏库的保藏对象主要

包括各类培养物 棬美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斄斣斆斆
等棭暍微生物 棬保加利亚菌种保藏库 斘斅斏斖斆斆等棭暍
工业微生物 棬俄罗斯国家工业微生物保藏中心

斨斔斝斖 等棭暍农业微生物 棬中国农业微生物菌种保

藏管理中心 斄斆斆斆等棭暍林业微生物 棬林业微生物

菌种保藏中心等棭暍医学微生物 棬医学微生物菌种

保藏管理中心等棭暍兽医微生物 棬兽医微生物菌种

保藏管理中心等棭暍抗菌素菌种 棬抗菌素菌种保藏

管理中心等棭暍酵母菌菌种 棬英国国家酵母菌保藏

中心 斘斆斮斆 等棭暍根瘤菌资源库 棬中国农业大学

等棭暍乳酸菌菌种资源库 棬内蒙古农业大学等棭等暎
目前多数国内外菌种资源库提供的服务包括保存菌

种的分离暍鉴定及保藏暍分子生物学和分类学研

究暍保藏细菌棳酵母棳质粒等棳并可以提供菌种出

售服务暎芽胞杆菌资源库的保藏对象主要为芽胞杆

菌棳包含芽胞杆菌基本信息库暍形态特征库棳生理

生化库棳核酸类型库棳脂肪酸类型库棳代谢物库棳

棻椄椄第椄期 陈暋峥等椇芽胞杆菌资源库管理系统的构建



代谢组研究等方面信息暎建立在这些信息基础上的

芽胞杆菌资源库管理系统实体模型则包含了菌种采

集棳菌株鉴定系统棳菌株保存系统棳芽胞杆菌资源

库棳菌种筛选评价体系棳菌株产业化前期研究体系

系统棳产业化应用等方面内容暎
芽胞杆菌具有较强的抵抗外界环境压力的能

力棳使其具有非常良好的生物学特性棳并已经在工

业暍农业暍医学上广泛应用暎建立芽胞杆菌菌种资

源库的收集保藏系统和以脂肪酸暍旘斠斘斄和传统生

理生化方法的细菌鉴定系统棳以气质联用暍液质联

用鉴定结果的细菌次生代谢物库椈在此基础上建立

一整套针对作物病害暍虫害暍线虫为害以及杂草微

生物农药候选菌株的筛选评价系统暎通过建立这套

系统棳能够大大加快菌株的筛选棳尽快将有用的菌

株从保存转入前期研究阶段棳对存在重大潜在应用

价值的菌株的生理生化暍发酵培养等特性进行基础

性研究棳使其能够尽快地进入开发阶段棳为相关菌

株的产业化做好充分的准备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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