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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盆栽条件下，研究喷施短短芽胞杆菌ＦＪＡＴ０８０９ＧＬＸ对番茄植株生长的影响。结果表明，短短芽胞

杆菌ＦＪＡＴ０８０９ＧＬＸ的菌体、发酵上清液及发酵液喷施的番茄幼苗叶片数明显增加，茎长和茎粗也显著高于对

照组 （空白培养基和无菌水处理）。其中，经菌体处理的番茄幼苗茎最长，为２４．１８ｃｍ，叶片数最多，经发酵液

处理的番茄幼苗茎最粗，为４．７８ｍｍ。短短芽胞杆菌ＦＪＡＴ０８０９ＧＬＸ还可以促进叶绿素和类胡萝卜素含量的增

加，其中，发酵上清液处理的番茄幼苗叶绿素ａ、ｂ和类胡萝卜素含量最高，比培养基对照分别提高了１１３．３％、

１３６．０％和１０２．７％，表明短短芽胞杆菌ＦＪＡＴ０８０９ＧＬＸ对番茄植株具有明显的促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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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化学肥料和农药的大量使用，出

现了许多环境问题，如大量不可再生能源浪费、土

壤板结、农作物品质降低、土壤肥力下降及农田有

机质不足等［１］，进而促进了使用生物肥料、作物轮

作、作物秸秆、畜禽粪肥、豆科植物、绿肥、非农

业有机废弃物及机械耕作等保持土壤生产力的有机

农业［２］。微生态肥料是指由单一或多种特定功能菌

株，通过发酵工艺生产的能为植物提供有效养分或

防治植物病虫害的微生物制剂［３］。研究者们一般认

为其可通过产植物激素、非共生固氮及拮抗作用等

促进植物的生长［４－６］。以往的研究表明，根际接种

微生物或结合叶面喷施可刺激苹果、高灌木蓝莓及

福建农业学报３０（５）：４９８～５０３，２０１５
犉狌犼犻犪狀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犃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狊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０３８４ （２０１５）０５－４９８－０６



覆盆子等水果的生长，并增加其产量［７－１０］。

短短芽胞杆菌犅狉犲狏犻犫犪犮犻犾犾狌狊犫狉犲狏犻狊是从芽胞杆

菌属分立出的一个独立的属，该属细菌细胞呈杆

状，（０．７～０．９）μｍ× （３～５）μｍ，革兰氏阳性

或可变，以周生鞭毛运动，在膨大孢囊内含椭圆形

芽孢，菌落平整、光滑，无可溶色素［１１］，具有分

泌蛋白能力强、胞外蛋白酶活性低等优点，是分泌

表达蛋白较理想的宿主［１２］。短短芽胞杆菌在环保、

生防、化工、食品等方面也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可

作用于原油，通过氧化过程将高碳原油烃降解成低

碳烃，提高原油的采收率［１３］；可抑制尖孢镰刀菌、

香蕉枯萎病菌、棉花立枯病菌及黄萎病菌等的生

长［１４－１７］；可诱导烟草的系统抗性，增强烟草的抗

病能力［１７］，但其作为微生态肥料的应用未见相关

文献报道。

短短芽胞杆菌ＦＪＡＴ０８０９ＧＬＸ为福建省农业

科学院农业生物资源研究所农业微生物研究中心筛

选得到的菌株，试验表明该菌株对不同植物和动物

病原菌具有很好的抑制作用［１８］，同时，该菌株对

龙眼、枇杷等果实具有较好的保鲜效果［１８－１９］。为

观察短短芽胞杆菌ＦＪＡＴ０８０９ＧＬＸ对植株生长是

否有影响，本研究采用叶面喷施短短芽胞杆菌

ＦＪＡＴ０８０９ＧＬＸ菌体、发酵液及发酵上清液于番

茄幼苗植株上，观察其对番茄幼苗生长性状及生理

特性的影响，为其田间叶面喷施应用奠定理论

基础。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供试短短芽胞杆菌ＦＪＡＴ０８０９ＧＬＸ为福建省

农业科学院农业生物资源研究所农业微生物研究中

心保存。供试幼小番茄 ‘金石王’幼苗植株和土壤

购于厦门如意生物科技公司。供试培养基：每升培

养基中含牛肉膏０．５％、蛋白胨０．３％、蔗糖１％、

酵母提取物０．５％、氯化钙０．５％、可溶性淀粉

１％，ｐＨ７．０。试验所用乙醇及碳酸钙粉末均为分

析纯。

１２　试验方法

１２１　菌株发酵　从冻存管中取１０μＬ菌液于

ＮＡ平板中，划线，３０℃培养２４ｈ。用灭菌牙签挑

取单菌落于 ５０ ｍＬ 液体培养基中，３０℃、１７０

ｒ·ｍｉｎ－１培养２４ｈ。以１％的接种量向装液量为

２００ｍＬ的三角瓶中加入上述发酵液，３０℃、１７０

ｒ·ｍｉｎ－１培养４８ｈ。

１２２　番茄幼苗的处理　选择大小一致的番茄幼

苗，于室内种植７ｄ后，进行喷施处理，期间每２

ｄ浇１次水。共５个处理，分别为菌体 （稀释１００

倍，１×１０８ｃｆｕ·ｍＬ－１）、发酵上清液 （稀释１００

倍）、发酵液 （稀释１００倍，１×１０８ｃｆｕ·ｍＬ－１）、

空白培养基对照 （稀释１００倍）及无菌水对照处

理。每个处理１０盆，每盆３株番茄幼苗 （盆栽规

格为：直径１５ｃｍ，高度１２ｃｍ）。置于福建省农业

科学院农业生物资源研究所人工气候室进行培养，

温度为２５℃；试验开始于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０日，试

验时间１４ｄ。

１２３　番茄幼苗生长性状测定　喷施１４ｄ后，测

量茎长、茎粗、根长及叶片数。采用直尺测量茎长

及根长，采用游标卡尺测量茎粗。

１２４　番茄幼苗叶绿素含量测定　取喷施１４ｄ的

新鲜番茄植株叶片，剪碎 （去掉中脉），混匀，称

取０．２５ｇ，分别放入研纅中，加入少量碳酸钙粉末

及２～３ｍＬ９５％乙醇，匀浆，再加乙醇１０ｍＬ，

继续研磨至组织变白，静置３～５ｍｉｎ，过滤至２５

ｍＬ棕色容量瓶中，最后用乙醇定容至２５ｍＬ，摇

匀；取叶绿体色素提取液于比色杯内，以９５％乙

醇为空白，分别在６６５、６４９、４７０ｎｍ下测定吸光

度Ａ６６５、Ａ６４９、Ａ４７０。参考张彦
［２０］研究中的公式计

算叶绿素ａ、ｂ和类胡萝卜素的浓度。

１３　数据处理

采用ＤＰＳｖ３．０１专业版数据处理系统进行数

据分析，方差分析采用Ｄｕｎｃａｎ新复极差法。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短短芽胞杆菌ＦＪＡＴ０８０９ＧＬＸ 对番茄幼苗

生长性状的影响

２１１　对番茄幼苗茎长的影响　经菌体处理的番

茄幼苗茎最长，为２４．１８ｃｍ。随后依次为上清液、

发酵液、培养基和无菌水处理组，茎的长度分别为

２１．２０、２０．３２、１６．１８、１５．０６ｃｍ （表 １）。经菌

体、发酵上清液及发酵液处理的番茄幼苗茎长显著

高于 （犘＜０．０５）对照组 （培养基和无菌水处

理组）。

２１２　对番茄幼苗叶片数的影响　经菌体处理的

番茄幼苗叶片数最多，为６片。随后依次为发酵上

清液、发酵液、培养基和无菌水，平均叶片数分别

为５．８、５．４、５．２及４．９片 （表１）。经菌体、发

酵上清液及发酵液处理的番茄幼苗叶片数显著多于

无菌水处理 （犘＜０．０５），而经菌体处理的番茄幼

苗叶片数显著多于培养基和无菌水处理 （犘＜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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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３　对番茄幼苗茎粗的影响　经发酵液处理的

番茄幼苗茎最粗，为４．７８ｍｍ，随后依次为菌体、

上清液、培养基和无菌水处理的番茄幼苗，其茎粗

分别为４．５１、４．３１、３．９２、３．８３ｍｍ （表１）。经

菌体、发酵上清液及发酵液处理的番茄幼苗茎粗显

著高于经无菌水处理组 （犘＜０．０５），而经发酵液

和菌体处理的番茄幼苗茎粗显著高于经培养基和无

菌水处理组 （犘＜０．０５）。

２１４　对番茄幼苗叶片颜色的影响　处理１４ｄ

后，各处理番茄幼苗生长的整体情况和叶片生长情

况见图１、２。经菌体、发酵上清液及发酵液处理

的番茄幼苗长的更高，叶片更加浓绿；经培养基和

无菌水处理的番茄幼苗长的比较矮小，叶片颜色则

偏黄。

表１　短短芽胞杆菌ＦＪＡＴ０８０９ＧＬＸ对番茄幼苗生长性状

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１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狊狅狀犵狉狅狑狋犺狋狉犪犻狋狊狅犳狋狅犿犪狋狅

狆犾犪狀狋狊

不同处理 茎长／ｃｍ 茎粗／ｃｍ 叶片数／片

菌 体 ２４．１８±４．４５ａ ４．５１±０．４２ａｂ ６．０±０．９４ａ

上清液 ２１．２０±２．８１ａ ４．３１±０．３５ｂｃ ５．８±０．７９ａｂ

发酵液 ２０．３２±１．６１ａ ４．７８±０．３９ａ ５．４±０．５２ａｂｃ

培养基 １６．１８±２．１４ｂ ３．９２±０．２３ｃｄ ５．２±０．６３ｂｃ

无菌水 １５．０６±３．４８ｂ ３．８３±０．２７ｄ ４．９±０．９９ｃ

注：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犘＜０．０５），下表同。

图１　不同处理番茄幼苗的生长情况

犉犻犵．１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狊狅狀犵狉狅狑狋犺狅犳狋狅犿犪狋狅狆犾犪狀狋狊

２２　短短芽胞杆菌ＦＪＡＴ０８０９ＧＬＸ 对番茄幼苗

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发酵液处理组的叶绿素ａ含量为１３９４．３１

ｍｇ·ｇ
－１，比培养基对照处理组高７３４．６８ｍｇ·ｇ

－１，

提高 １１１．３％，发酵上清液处理组为 １４８０．６７

ｍｇ·ｇ
－１，比培养基对照处理组高８２１．０４ｍｇ·ｇ

－１，

提高１２４．５％，菌体处理组为１２３８．７４ｍｇ·ｇ
－１，

比无菌水对照组高６６６．７ｍｇ·ｇ
－１，提高１１６．５％

（表２）。菌体、上清液、发酵液处理组的叶绿素ａ

含量均显著高于培养基处理组和无菌水处理组，菌

体、上清液、发酵液处理组间差异不显著。

对于叶绿素ｂ的含量 （表２），发酵液处理组

为５２５．１０ ｍｇ·ｇ
－１，比培养基对照处理组高

３０２．６２ｍｇ·ｇ
－１，提高１３６．０％，发酵上清液处理

组为５５２．７５ｍｇ·ｇ
－１，比培养基对照处理组高

３３０．２７ｍｇ·ｇ
－１，提高１４８．４％，菌体处理组为

４８６．４７ｍｇ·ｇ
－１，比 无 菌 水 对 照 组 高 ２７５．４５

ｍｇ·ｇ
－１，提高了１３０．５％。菌体、上清液、发酵

液处理组的叶绿素ｂ含量均显著高于培养基处理组

和无菌水处理组，菌体、上清液、发酵液处理组间

差异不显著。

对于类胡萝卜素的含量，发酵液处理组为

２８１．９６ｍｇ·ｇ
－１，比培养基对照处理组高１４２．８４

ｍｇ·ｇ
－１，提高１０２．７％，发酵上清液处理组为

２９７．１２ｍｇ·ｇ
－１，比培养基对照处理组高１５８

ｍｇ·ｇ
－１，提高率为１１３．６％，菌体处理组为２４８．９１

ｍｇ·ｇ
－１，比无菌水对照组高１３４．６９ｍｇ·ｇ

－１，

提高了１１７．９％ （表２）。菌体、上清液、发酵液处

理组的类胡萝卜素含量均显著高于培养基处理组和

无菌水处理组，菌体、上清液、发酵液处理组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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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不显著。

对于 叶 绿 素 总 量 而 言，发 酵 液 处 理 组 为

１９１９．４１ｍｇ·ｇ
－１，比 培 养 基 对 照 处 理 组 高

１０３７．３１ｍｇ·ｇ
－１，提高了１１７．６％，发酵上清液

处理组为２０３３．４２ｍｇ·ｇ
－１，比培养基对照处理

组高１１５１．３２ｍｇ·ｇ
－１，提高率为１３０．５％，菌体

处理组为１７２５．２１ｍｇ·ｇ
－１，比无菌水对照组高

９４２．１５ｍｇ·ｇ
－１，提高率为１２０．３％ （表２）。菌

体、上清液、发酵液处理组的叶绿素总含量均显著

高于培养基处理组和无菌水处理组，菌体、上清

液、发酵液处理组间差异不显著。

图２　不同处理番茄幼苗叶片的生长情况

犉犻犵．２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狊狅狀犵狉狅狑狋犺狅犳狋狅犿犪狋狅犾犲犪狏犲狊

表２　短短芽胞杆菌ＦＪＡＴ０８０９ＧＬＸ对番茄幼苗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２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狊狅狀犮犺犾狅狉狅狆犺狔犾犾犮狅狀狋犲狀狋犻狀狋狅犿犪狋狅犾犲犪狏犲狊

不同处理
叶绿素ａ含量

／（ｍｇ·ｇ－１）

叶绿素ｂ含量

／（ｍｇ·ｇ－１）

类胡萝卜素含量

／（ｍｇ·ｇ－１）

叶绿素总含量

／（ｍｇ·ｇ－１）

菌体 １２３８．７４±１０．２１ａ ４８６．４７±１２．９４ａ ２４８．９１±２．０８ａ １７２５．２１±１３．２５ａ

上清液 １４８０．６７±７．４５ａ ５５２．７５±１０．２８ａ ２９７．１２±８．２９ａ ２０３３．４２±１０．９８ａ

发酵液 １３９４．３１±９．１７ａ ５２５．１０±８．５７ａ ２８１．９６±７．４１ａ １９１９．４１±９．８６ａ

培养基 ６５９．６３±５．２３ｂ ２２２．４８±８．２４ｂ １３９．１２±２．６３ｂ ８８２．１０±８．３９ｂ

无菌水 ５７２．０４±ｂ ２１１．０２±６．３５ｂ １１４．２２±８．５７ｂ ７８３．０６±９．４６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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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而言，经短短芽胞杆菌ＦＪＡＴ０８０９ＧＬＸ

发酵液、上清液和菌体喷施的番茄幼苗叶片中叶绿

素的总浓度和总含量均大于对照组无菌水和培养基

处理的番茄幼苗叶片，其中发酵上清液处理的叶片

中叶绿素ａ、叶绿素ｂ和类胡萝卜素以及总叶绿素

的浓度及含量最高，发酵液处理组次之。

３　讨　论

微生态肥料因其具有活化并促进植物对营养元

素的吸收、产生多种生理活性物质刺激调节植物生

长、产生抑菌作用间接促进植物生长及提高植物抗

逆性等优势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１，２１］。目前，微生

态肥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枯草芽胞杆菌［２２］、乳酸

菌［２３］、酵母菌［２２－２３］等菌株上，关于短短芽胞杆菌

可促进番茄植株生长的研究，目前未见相关文献报

道。冀宇婷等的研究表明枯草芽胞杆菌、沼泽红假

单胞菌、乳酸菌、假丝酵母菌单一菌种微生态叶面

肥对小麦生长具有促进作用［２２］；又如张雯景等的

研究表明由乳酸菌、酵母菌、芽胞杆菌和沼泽红假

单胞菌组成的微生态叶面肥对翠菊和鼠尾草的生长

都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２３］，与对照喷洒水相比，

翠菊的叶片长和叶片数较对照组增幅分别达到

６０％和７％，鼠尾草的叶片长和叶片数较对照组增

幅分别达到６７％和３３％。本试验的结果表明短短

芽胞杆菌微生物叶面肥具有促进植物生长的作用。

叶面喷施短短芽胞杆菌ＦＪＡＴ０８０９ＧＬＸ菌体、发

酵液和上清液均可促进番茄幼苗茎长、茎粗及叶片

的生长；同时，还可促使番茄叶片中的叶绿素含量

显著增加，发酵液处理后番茄叶片叶绿素ａ、ｂ和

类胡萝卜素分别比对照提高了１０４．５％、１３６．０％

和１０２．７％，比李瑞海等研究的混合叶面肥 （混合

氨基酸、芸苔素内酯、表面活性剂、微量元素）效

果有所提高，在盆栽条件下，喷施不同叶面肥可提

高番茄叶片叶绿素含量及光合速率［２１］，与对照相

比，各叶面肥处理叶绿素的含量增加４．５％～

２３．４％。

目前对于微生态肥料的作用机理尚不太清晰。

有的学者认为植物促生长微生物通过叶施方式作用

于植物时，其作用机理是通过固定氮气来促进植物

生长和增加产量［２４］。另外，有报道认为微生态叶

面肥中的植物促生长菌能够调节植物的内源性激

素，或产生外源性激素 （如乙烯和生长素）［２５］，从

而改善植物代谢、减少病害并促进植物生长［２６］。

对短短芽胞杆菌ＦＪＡＴ０８０９ＧＬＸ促进番茄幼苗生

长的机理还有待进一步探究。

当前，随着人们对绿色农业及绿色食品的关

注，微生态肥料作为一种有机活体肥料，具有见效

快、持效时间长、安全无害和消除农药残留等优

点［２７］，正逐渐成为国内外研究热点，因而其开发

和研究具有很大的潜力。本试验的结果进一步丰富

了微生态肥料资源，对其产业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

作用，同时，也扩大了短短芽胞杆菌的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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