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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椇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生物资源研究所搜集并保存了大量的芽胞杆菌的样本棳并对其进行了分类暍统

计暍代谢产物分析等研究暎为了更好地对芽孢杆菌菌种资源库进行信息管理棳构建了芽胞杆菌的斢斞斕斢斿旘旜斿旘数

据库棳并通过 斚斈斅斆实现数据库与客户端的链接棳保证客户端能够通过网络方便地访问数据库暎芽胞杆菌的样

本信息采用二维码的方式建库棳可通过扫描枪实现样本的快速定位和样本信息的快速查询暎芽孢杆菌菌种资源

库信息管理系统可自定义样本信息棳并可根据任一样本信息进行多条件的检索与统计棳实现芽胞杆菌菌种资源

库智能化的信息管理暎
关键词椇芽胞杆菌椈数据库椈信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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斅斸斻旈旍旍斸旍斿旙棳芽胞杆菌科斅斸斻旈旍旍斸斻斿斸斿棳是一类好氧或兼

性厌氧暍产芽胞的革兰氏阳性杆状细菌椲棻椵暎大多数

以周生鞭毛或退化的周生鞭毛运动棳有的无鞭毛棳不
运动暎菌落形态和大小多变棳生理特征多样椲棽椵暎芽

胞杆菌可产生抗逆性极强的内生芽胞来度过不利的

生长条件棳广泛分布于土壤暍植物体表面和水体中棳
在极端环境如南极椲棾椵暍火山椲棿椵暍沙漠椲椵暍深海椲椂椵暍温
泉椲椃椵暍盐田椲椄椵暍矿藏椲椆椵等也常有芽胞杆菌的踪迹暎迄

今为止棳世界上共记录了芽胞杆菌属有效种棻椃棻种棳
芽胞杆菌近缘属棿椄属棽棾棻种棳菌种资源丰富椲棻棸椵暎
芽胞杆菌菌株样本信息是芽胞杆菌研究的基础棳对
于各地芽胞杆菌分布棳种类等信息的统计和芽胞杆

菌代谢产物的开发应用具有重要的意义暎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生物资源研究室农业微

生物研究中心近棽棸年来棳致力于芽胞杆菌属的研

究棳从全国棾棻个省份采集了不同生境的土壤芽胞

杆菌棳分离了近棽万多株的芽胞杆菌菌株棳收集保

存了芽胞杆菌标准菌株近棻椃棸种棳进行了形态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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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生化暍脂肪酸组学暍物质组学暍基因组学的分

析棳鉴定了一批芽胞杆菌棳保存了大量的菌株样本

和数据暎芽胞杆菌菌种资源库信息管理系统用于存

储大量的芽胞杆菌资源信息棳目的是为芽胞杆菌菌

种资源研究提供现代化管理技术暎
传统的芽胞杆菌菌种信息的管理棳主要靠人工书

写标签贴于冻存管上棳置于超低温冰箱保存暎传统的

手写标签具有难以辨识棳触摸时容易沾污棳书写费时棳
可写内容少棳墨水易褪色棳不耐溶剂和化学物品棳棴
椄棸曟冻存标签易脱落等问题暎样本信息的管理主要

通过斿旞斻斿旍表格管理棳图片暍代码等信息的插入较为麻

烦棳可记录的内容少棳样本的出入库不好统计棳样本的

信息的查询与统计不方便棳管理杂乱暎传统菌种信息

管理 大的问题是不能对样本进行定位棳每次寻找样

本都要花费很多时间棳效率低暎目前棳还没有专门针

对芽胞杆菌菌种信息智能化管理软件棳本研究设计了

一套针对芽胞杆菌样本信息智能化管理的软件棳以超

低温冰箱保存为例棳介绍芽胞杆菌样本的数据库和智

能化管理的系统棳为科学制定芽胞杆菌规范化的保存

和智能化管理提供理论依据暎
棻暋数据的采集

数据的采集是芽胞杆菌菌种库智能化管理的基

础暎芽胞杆菌分布广泛棳因此要对采集地点暍经度暍
纬度暍生境类型暍植被类型暍采集部位和采集时间等

信息进行管理棳这对芽胞杆菌菌种资源分布等信息

的统计具有重要的意义暎通过 棻斈旈旚旛公用 斄斝斏接

口棳采用基于 斄旉斸旞的斅棷斢模式棳构建芽胞杆菌样本

的地理信息系统棳在地图上进行标识椲棻棻椵暎
棽暋芽胞杆菌菌种信息智能化管理

芽胞杆菌菌种信息的智能化管理由棽个部分组

成椇数据库和样本管理软件暎数据库选择的为斢斞斕
斢斿旘旜斿数据库棳斢斞斕功能强大棳简单易学棳使用方便棳
已经成为数据库操作的基础棳并且现在几乎所有的

数据库均支持斢斞斕暎样本管理软件与数据库的联

系采用 斚斈斅斆棬斚旔斿旑斈斸旚斸斺斸旙斿斆旓旑旑斿斻旚旈旜旈旚旟棳开放

数据库互连棭棳使客户端能够通过网络访问服务端的

数据库棳实现数据的上传暍修改与检索暎以立式超低

温冰箱为保存介质棳以冷冻菌种样本为例棳介绍芽胞

杆菌菌种信息的智能化管理暎
棽灡棻暋芽胞杆菌冷冻样本信息的智能化管理的组成

芽胞杆菌冷冻样本信息的智能化管理的主要组

成如图棻所示棳包括椇冻存管暍冻存盒暍冻存架暍
保存设备 棬主要为超低温冰箱棭暍标签打印系统和

冻存管理系统暎首先将分离得到的芽胞杆菌的信息

输入冻存管理软件棳通过标签打印系统智能化打印

标签棳将标签信息贴于待保存菌种的冻存管棳通过

扫描枪快速对样本进行定位棳置于超低温冰箱的相

应位置 棬图棽棭暎使用冻存管理系统可以直观地在

计算机主界面上显示所有冰箱的存储状态棳方便地

进行数据库的登记暍检索暍统计和进出库操作棳并

可对数据进行方便的导入导出棳并配以条码扫描系

统进行快捷存取暎

图棻暋芽胞杆菌样本库的组成

斊旈旂灡棻暋斣旇斿斻旓旑旀旈旂旛旘斸旚旈旓旑旓旀 旙斸旐旔旍斿斾斸旚斸斺斸旙斿

椃椃第棻期 潘志针等椇芽胞杆菌菌种资源库信息管理系统研究



图棽暋芽胞杆菌菌种资源库信息管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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棽灡棽暋芽胞杆菌样本的空间定位

样本管理软件包括椇样本信息的管理和样本位

置的管理暎如何快速找到保存的样本椏 样本的定位

是关键暎因此棳应对超低温冰箱进行科学的空间定

位棳模拟不同规格的冰箱棳冻存架和冻存盒的空间

位置棳并加以编码棳如图棾所示棳样本的位置信息

用 斄斄灢斅斅灢斆斆灢斈斈表达棳其中 斄斄为冰箱编号棳表

征不同的冰箱棳如棸棻号冰箱棳棸棽号冰箱等暎斅斅
为冰箱内冻存架排列的行和列编号棳如棻棻表示第

一行第一列的冻存架暎斆斆为冻存架内冻存盒排列

的行和列编号棳如棻棻表示冻存架从里到外的第一

行第一列的冻存盒暎斈斈 为冻存盒内的位置编号棳
如 斄棻表示第一行第一列的位置暎通过对冰箱内冻

存架和冻存盒空间位置的模拟棳能很快在保存冰箱

中找到目标样本暎
棽灡棾暋芽胞杆菌菌株编码的设计

菌株编码的设计应具有唯一性和共享性暎传统

的手写标签存在难以辨识暍触摸时容易沾污暍书写

费时暍可写内容少暍墨水易褪色暍不耐溶剂和化学

物品等问题暎标签打印系统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

题棳特制的标签能耐得住超低温冷藏而不会脱落暎
芽胞杆菌菌种信息的保藏具有其特殊性棳芽胞杆菌

通过划线纯化得到单菌落后只能知道其微生物类

型棳具有种的信息要经过脂肪酸鉴定暍基因鉴定等

方法鉴定之后才知道棳这其中需要较长的时间棳而

单菌落的菌种需先行甘油保护超低温保存暎芽胞杆

菌保存的特殊性就决定了打印标签时所知道的菌种

信息较少棳而一次性分离得到的菌种样本数量较

多棳故样本的编码采用流水号编码的方式编码棳以

适应大批量样本的快速编码暎如图棿所示棳样本的

编号椊固定字段斊斒斄斣 棬福建农业科学研究院棭棲
流水号 棲 分管号棳由于菌种样本的保存需分装多

管棳故编码设计时引入了分管号棳可自动根据所需

的分管数自动生成分管号暎

图棾暋芽胞杆菌样本的空间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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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棿暋芽胞杆菌标签设计

斊旈旂灡棿暋斣旇斿斾斿旙旈旂旑旓旀 旍斸斺斿旍

暋暋棽旐斕的冻存管对应的有效书写长度仅为棻英

寸棳棾棸棸斾旔旈的打印机双点阵 多打印棻椄位数字暎
打印系统的编码方式有一维码和二维码棳其中一维

码条件下棳斻旓斾斿棻棽椄编码 短棳字母的长度为数字

的棽暙棿倍棳所占空间大暎二维码所占的打印面积

就小多了棳而且具有较强的纠错能力 棬图 棭棳故

菌种信息智能化管理采用二维码建库暎采用二维码

建库可节省大量的打印面积棳另外设计了棾个自定

义的文本信息 棬图棿棭棳自定义文本棻为微生物界棳
明确保存菌种的微生物类型暎自定义文本棽设计为

样本来源地及其分离基质暎标签的 右侧为初次入

库时间棳明确样本的入库时间暎 后设计了右侧的

圆形标签打印的为样本流水号 棬即菌种编号棭棳贴

在冻存管的瓶号上棳方便人工识别暎

图 暋一维码和二维码效果比较

斊旈旂灡 暋斣旇斿斻旓旐旔斸旘旈旙旓旑旓旀旚旇斿斿旀旀斿斻旚旙旓旀旓旑斿灢斾旈旐斿旑旙旈旓旑斸旍斻旓斾斿斸旑斾斞斠斻旓斾斿

图椂暋样本信息设计

斊旈旂灡椂暋斣旇斿斾斿旙旈旂旑旓旀旙斸旐旔旍斿旈旑旀旓旘旐斸旚旈旓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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棽灡棿暋芽胞杆菌样本信息的设计

样本编辑的数据类型可分为字符型暍代码型暍
日期型和图片型暎样本信息还可以设置权限级别棳
由不同权限的人输入不同的样本信息棳以保证样本

库的安全暎芽胞杆菌冷冻样本管理软件可自主设计

所有的样本信息棳根据多年来微生物分离鉴定的经

验棳设计的样本信息包括椇位置编号暍样本编号暍
菌株编号暍采集人员暍采集时间暍采集地点暍生境

类型暍植被类型暍分离基物暍样本名称暍微生物

界暍微生物科暍培养基暍培养温度暍培养时间暍通

气量暍菌落图片暍信息备注暍中文属名暍中文种

名暍标准菌株暍英文属名暍英文种名暍菌株来源暍
保存机构暍鉴定与否暍基因序列暍保存方法暍标签

编号暍打印备注暍土壤编号 棬与土壤库实现对接棭暍
冻存盒编号暍冻存盒信息暍初次存入时间暍 后存

入时间暍存入操作账号暍出库操作账号暍出库状态

和出库时间等棳如图椂所示暎
棽灡 暋芽胞杆菌样本入库

分离鉴定的芽胞杆菌样本棳输入具体的样本信

息棳通过标签打印系统打印标签棳将标签贴到冻存

管上棳结合扫描枪放置到规定位置快速入库棳如图

椃所示暎

图椃暋样本入库

斊旈旂灡椃暋斣旇斿旙斸旐旔旍斿旝斸旘斿旇旓旛旙旈旑旂旙旟旙旚斿旐

棽灡椂暋芽胞杆菌样本信息管理

样本信息管理软件提供了智能化的信息统计和

人性化的界面显示暎软件的主界面上可用不同颜色

显示对应冻存盒的存储空置情况棳可对对应冻存盒

进行管理棳整理出空的位置可供新的样本存入暎我

们用红色表示冻存盒内空置率为棸暙棻棩棳紫色表

示冻存盒空置率为棻棩暙棽棸棩棳蓝色表示冻存盒空

置率为 棽棸棩 暙椄棸棩棳黄色表示冻存盒空置率为

椄棸棩暙棻棸棸棩棳绿色表示冻存盒空置率为 棻棸棸棩棳

黑色则表示未存入冻存盒暎
棽灡椃暋芽胞杆菌样本信息安全性管理

样本信息管理软件通过权限管理棳样本出库审

核和日志管理来维护数据库的安全性暎权限管理包

括涉及到账号分配权限的程度棳权限级别的设置暎
如图椄所示棳可分配不同的人负责不同冰箱样本的

操作棳并可对样本的日常管理棳样本维护棳系统设

置棳数据管理等进行不同的权限设置棳以保证软件

操作的安全性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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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椄暋权限管理界面

斊旈旂灡椄暋斣旇斿旔斿旘旐旈旙旙旈旓旑旙旓旀旐斸旑斸旂斿旐斿旑旚旈旑旚斿旘旀斸斻斿

暋暋权限级别就像一道门槛棳只有高于这道门槛棳
才能进行更多的操作棳以自然数表示权限级别棳棸
代表 高的权限棳数值越大棳权限级别就越低暎每

个权限组棳每个用户都会有棻个对应的权限级别棳

可以通过设置不同的级别棳更加精细地限制每个账

号的功能暎权限级别的应用包括椇样本信息暍用户

组的管理和用户的管理 棬图椆棭暎

图椆暋权限级别设置

斊旈旂灡椆暋斣旇斿旙斿旚旚旈旑旂旓旀旔斿旘旐旈旙旙旈旓旑旙旍斿旜斿旍旙

暋暋如图棻棸所示为样本的出库审核棳每个使用该

样本的人都应进行申请棳再由专人审核申请棳只有

得到批准棳样本才能出库棳保证样本库的安全与规

范化操作暎
有效的监督才能保证样本库的安全运行暎软件

有提供日志管理的功能棳它能监视不同用户在各个

时间进行的操作棳做到有序管理 棬图棻棻棭暎

棽灡椄暋芽胞杆菌样本信息的查询与统计

样本信息的统计与查询是芽胞杆菌菌种信息智

能化管理的关键暎样本冻存管理软件可根据任一样

本信息查询暍统计棳方便芽胞杆菌任一条件下的统

计暎查询条件的逻辑有如下椄种椇等于暍大于暍大

于或等于暍小于或等于暍小于暍不等于暍包含暍不

包含棳可将查询条件保存成模板棳方便下一次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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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棻棸暋样本出库审核

斊旈旂灡棻棸暋斣旇斿斿旞斸旐旈旑斸旚旈旓旑旓旀旙斸旐旔旍斿旍斿斸旜旈旑旂斸旝斸旘斿旇旓旛旙斿

图棻棻暋日志管理

斊旈旂灡棻棻暋斣旇斿旍旓旂旐斸旑斸旂斿旐斿旑旚

查询暎如图棻棽所示棳可以设置初次入库时间大于

棽棸棻棽棸椆棻棸棳培 养 温 度 大 于 或 等 于 椂棸曟 来 检 索

棽棸棻棽棸椆棻棸之后筛选得到的嗜热菌棳或者可以根据

培养基的旔斎 来检索各种旔斎 下的微生物等等暎
样本信息的统计主要由基本信息统计 棬图棻棾灢

斸棭和分类信息统计 棬图棻棾灢斺棭棽个部分组成暎基

本信息统计又分为预存信息统计和统计棽种暎其中

预存信息是指没有位置编号的信息棳即在主界面显

示的保存设备中棳无法查找到的样本暎预存信息的

界面可以设置查询条件棳精确筛选符合条件的样

棽椄 福建农业学报 第棽椄卷



图棻棽暋样本信息检索

斊旈旂灡棻棽暋斣旇斿旙斸旐旔旍斿旈旑旀旓旘旐斸旚旈旓旑旘斿旚旘旈斿旜斸旍

图棻棾暋样本信息统计

斊旈旂灡棻棾暋斣旇斿旙斸旐旔旍斿旈旑旀旓旘旐斸旚旈旓旑旙旚斸旚旈旙旚旈斻旙

本棳进行标签的打印操作暎统计部分是指统计保存

设备中的样本暎分类信息统计是指通过样本信息栏

中的任一信息类别对库中的样本进行统计暎如根据

微生物类型统计棳可以知道库中的细菌有几株棳在

库中所占的比重是多少棳真菌有几株棳在库中所占

的比重是多少等椈或者根据分离基物进行统计棳可

以知道从植物的不同部位暍土壤暍垫料等不同的微

生物中分离的微生物有几株棳在库中所占的比例是

多少等椈又或者根据培养温度进行统计棳可以知道

不同温度下分离得到的微生物数量棳在库中所占的

比例棳这样就可以知道不同极性温度下得到的极性

条件菌有多少暎分类信息统计提供棿种显示方式棳
包括椇图形统计显示暍列表显示暍详情显示和图形

显示棳更加形象直观地显示分类信息统计结果暎
棾暋讨暋论

芽胞杆菌菌种信息的智能化管理是芽胞杆菌研

究的必要条件暎只有有序暍规范和高效地对芽胞杆

菌信息进行管理才能更好的进行芽胞杆菌后续的研

究暎本研究构建芽胞杆菌菌种信息的智能化管理系

棾椄第棻期 潘志针等椇芽胞杆菌菌种资源库信息管理系统研究



统棳完成样本管理软件平台的搭建棳完善了样本的

空间定位棳样本编码的设计棳样本信息的编辑棳样

本信息的管理棳样本信息的安全性管理和样本信息

的查询与统计等的规范棳实现了芽胞杆菌样本的规

范化管理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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