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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Bacillus amyloliquefaciens, summarized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the biological control mechanism of Bacillus amyloliquefaciens, including the production of antibac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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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防治是防治病虫害的有效措施袁然而随着农

现详细介绍如下袁以期为解淀粉芽孢杆菌的开发应用

药残留量增加尧病虫害抗药性提高尧害虫再猖獗等问

提供参考遥

题的出现袁生物防治这一领域再度受到重视遥 随着解

1 解淀粉芽孢杆菌的研发应用概况

淀粉芽孢杆菌被确立为独立的种以及对其进行全基

1.1 研发概况

因组测序袁人们对芽孢杆菌有了更多的了解遥 解淀粉

早从 20 世纪开始袁研究者们就开始对解淀粉芽孢

芽孢杆菌是一类植物根际促生细菌渊PGPR冤袁PGPR 菌

杆菌分泌的抑菌物质进行了分离尧纯化尧鉴定尧克隆和

株在作物保护尧促进植物生长和改良土壤等方面发挥

功能等方面的研究遥

着重要作用[1]遥 PGPR 菌株对根的形态有积极影响袁可

2014 年袁Bankura 等[2]通过甲醇提取结合电喷雾电

以增加根部表面积袁从而促进植物根部吸收营养物

离质谱渊LC-ESI-MS/MS冤对 B. amyloliquefaciens-6B 分

质袁使植物生长更加旺盛遥 研究发现袁解淀粉芽孢杆菌

泌的环脂肽类抗真菌物质进行鉴定和测序袁分析出

具有抑菌谱广尧防治效益高等特点遥 长期以来袁研究人
员对解淀粉芽孢杆菌不断开展研究袁并陆续取得成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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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种类表面活性素遥

2016 年袁陈欣怡[3]首次发现 iturinA 和 Fengucin 对

解淀粉芽孢杆菌生物膜 形 成 初 期 的 影 响 较 后 期 显
著袁首次证明伊枯草素家族的 iturinA 显著影响解淀
粉芽孢杆菌的运动性[3]遥

2017 年袁Jamal 等[4]利用 HPLC 结合核磁共振技术

首次从 B. amyloliquefacien尧发酵产物中分离鉴定出具
有较强杀线虫效果的二环肽渊Pro-Leu冤遥 薛松[5]通过试
验筛选出菌株 X5 和 BQA2袁发现其对青枯菌有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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拮抗效果曰通过采用 16S rDNA 基因鉴定以及生理生化

共线性情况会影响菌株的 Surfactin 合成能力曰合成酶

粉芽孢杆菌菌株 X5 和 B4A2 做 GFP 转化标记曰使用

择袁造成 surfactin 组分的差异曰目前会产生 surfactin 的

苗袁发现它们对 X5-GFP 和 BQA2-GFP 在番茄根部的

杆菌遥

芽孢杆菌菌株 BH072袁其产生 TasA 和 iturinA 等抗真

是受诱导的曰另外袁还发现了不同激发子在诱导植物

试验鉴定 X5 和 BQA2 为解淀粉芽孢杆菌袁然后对解淀

氮肥尧磷肥尧钾肥尧复合肥和标记菌株混合处理番茄
[6]

定殖起促进作用遥 赵鑫 从蜂蜜中分离鉴定了解淀粉

菌物质并且产生大分子蛋白鞭毛蛋白袁产量优化结
果 显 示 袁BH072 菌株的 iturinA 产量高于其他芽孢杆
[7]

菌遥 苏翠珠 突破以往只对单一菌株或者同属菌株分
析的局限袁将 2 种细 菌结合 在一 起分析 袁研究 了橘

黄假单胞菌芽孢 JD37 和解淀粉芽孢杆菌 53-1袁发现

基因发生的非同义突变会改变对氨基酸的特异性选
主要有解淀粉芽孢杆菌尧枯草芽孢杆菌和贝莱斯芽孢
2019 年袁刘云鹏 [15]发现了根系分泌的 D-半乳糖

抗性基因表达方面是相对特异性的遥 康星星[16]利用绿
色荧光蛋白标记菌株 Bv-GFP袁发现该菌能实现一次

接种全株分布和防病的特点曰 通过 qRT PCR 分析袁证

明在小麦植株内贝莱斯芽孢杆菌 CC09 能够转录抗菌

物质 iturin A 合成酶基因袁这可能说明 iturin A 在介导

两者之间无拮抗作用曰 然后通过试验找出 YPG 培养

内生贝莱斯芽孢杆菌 CC09 菌株的防病过程和机制中

菌菌丝数量为指标判断出其联合发酵具有较好的防

菌有很强的存活能力袁芽孢杆菌产生的抗菌物质对水

基和 36 h 的联合发酵条件曰最后以土壤中番茄灰霉病
[8]

治土传病害的效果遥 段静 采用壳聚糖选择性培养基
筛选到一株能够利用壳聚糖维持生长的解淀粉芽孢

发挥重要作用遥芽孢杆菌对鱼类无毒无害袁并且芽孢杆

产病原菌有很好的拮抗作用[17]袁因而被作为益生菌引
入水产养殖中遥

杆菌 HZ-1510曰并且对表达了该株细菌的壳聚糖酶进

1.2 应用状况

行酶活力研究袁明确了该壳聚糖酶的最适反应条件遥

解淀粉芽孢杆菌可用于防治大豆尧番茄尧小麦等

王淋敏 [9]证明了贝莱斯芽孢杆菌的发酵液对豌豆尧胡

农作物病虫害袁在农业尧工业尧医疗食品等多领域应用

豆和玉米起促生作用袁同时证明了促生物质对林木种

广泛袁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遥 早在 20 世纪袁芽孢杆菌

已运用于工业生产中袁利用其生产高纯度尧高活性的

子罗汉和合欢也起促生作用遥
2018 年袁潘虹余等 对 B. amyioiiquefaciens 突变
[10]

蛋白酶和淀粉酶遥 国内外将芽孢杆菌应用于食品领域

菌株的研究为抑菌物质相关菌株的选育提供了新方

的研究还不多遥 刘亚萍 [18]对解淀粉芽孢杆菌 CGMCC

菌进行处理袁观察到灰霉菌发生染色质收缩尧细胞核破

CGMCC 1.936 对大肠杆菌的抑菌效果明显上升袁抑菌

法曰用 B. amyioquefaciens B15 菌株的发酵液对灰霉病

裂和细胞凋亡等现象袁通过试验解释了抑菌物质对病
[11]

1.936 进行单菌落分离优化袁优化后袁解淀粉芽孢杆菌

活性先后提高了 123.62%遥由此袁其初步可作为食品保

原菌的作用机理遥 张臻 通过研究发现袁解淀粉芽孢杆

鲜剂应用遥 田间药效试验研究表明袁解淀粉芽孢杆菌

菌 HZ-25 在室内以及田间对小麦茎基腐病和赤霉病

对小麦黄花叶病有较好的预防效果袁且对小麦有一定

均具有较好的防治效果袁在防治小麦赤霉病中施用多
菌灵会使小麦产生抗药性袁为开发出替代多菌灵等农

的促生作用[19]遥 侯宝宏等[20]研制了防治苹果树腐烂病
的解淀粉芽孢杆菌 TS-1203 涂抹剂和可湿性粉剂袁其

药提供了材料遥 王慧 通过研究和优化袁已较好地解决

中涂抹剂剂型的防治效果更好遥 薛松[5]研究表明袁解淀

立了不同强度 PamyQ-SPaprE 突变体为高效表达元

株和根部起促生作用遥

[12]

了解淀粉芽孢杆菌 Kll 菌株质粒稳定性差的难题袁建

粉芽孢杆菌 X5尧BQA2 有较强的定殖能力袁对番茄植

件以解淀粉芽孢杆菌突变株 K7-6 为宿主菌的解淀粉

美国有 1 株解淀粉芽孢杆菌渊B. amyloliquefaciens冤

芽孢杆菌高效表达体系袁为以后更加深入研究解淀粉
[13]

芽孢杆菌高效分泌表达机制奠定了基础遥 孙亚芳 研

和 3 株枯草芽孢杆菌渊B. subtilis冤获得了 EPA 商品化

生产许可并且已经广泛应用遥 Bio Yield 是 Gunstafson

究表明袁解淀粉芽孢杆菌 B4 和枯草芽孢杆菌 B6 均属

公司用解淀粉芽孢杆菌 FZB42 与枯草芽孢杆菌 GB122

梨尧苹果尧番茄采后起到抑制病害发生的作用遥 枇杷自

病尧灰霉病和白粉病的防治遥

于安全无毒级别袁且解淀粉芽孢杆菌 B4 悬浊液对水晶

然腐败试验证明袁B4 和 B6 的发酵液均能显著降低高

温下枇杷的自然腐败袁延长贮藏期袁为食物保鲜提供
了研究基础遥 邓旗[14]运用比较基因组学分析不同种属
的芽孢杆菌基因组差异袁发现基因组间的亲缘关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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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制成的新型杀菌剂袁主要应用于水果或蔬菜霜霉
解淀粉芽孢杆菌 GHt-q6 对番茄灰霉病菌和叶霉

病菌的抑菌效果较好袁且能在植株体内定殖遥 许敏[21]利

用解淀粉芽孢杆菌 GHt-q6 制成乳悬剂和可湿性粉剂袁

为植物病害防治提供了安全有效的生物防治药剂袁为

贺海滨等院解淀粉芽孢杆菌研究进展
番茄病害防治提供了保障遥 解淀粉芽孢杆菌 LXY 6-2

的发酵液可用于防治辣椒根腐病袁虽然与化学药剂相
比防治效果略低袁但其安全环保且防效持久袁可以作为
传统化学药剂的替代品 遥
[22]

芽孢杆菌可以抑制有害藻类的生长和繁殖遥 例

病菌尧荔枝焦腐病菌尧橄榄焦腐病菌等多种果蔬病害

病原菌袁有良好的广谱性[29]遥

大量试验证实袁脂肽类和聚酮类等次级代谢产物

是生防菌芽孢杆菌防病的主要活性物质遥 湖南农业大
学植物病理实验室的前期研究也证实袁贝莱斯芽孢杆

如袁解淀粉芽孢杆菌 FZB42 对铜绿微囊藻的抑藻效果

菌菌株 Bv 的基因组中有 8.2%的基因负责编码脂肽类

用 遥 刘亚萍 在香蕉保鲜试验中使用解淀粉芽孢杆

病原真菌的生长和繁殖有抑制作用袁导致菌丝顶端膨

最好袁主要通过分泌胞外物质的间接方式起到抑藻作
[23]

[18]

菌 CGMCC 1.936 抗菌活性物质纯品和保鲜膜的复合

处理袁在短时间内可以有效延缓香蕉腐烂袁使香蕉保
[24]

持良好的品质遥 刘冬 从健康大豆土壤中分离得到
1 株对大豆疫病具有良好防治效果的菌株 JDF3袁该菌

和聚酮类化合物遥代谢产物抗菌试验表明袁这些物质对
大或菌丝溶解遥
2.3 诱导抗性
芽孢杆菌的防病作用机制主要涉及苯丙氨酸解
氨酶渊PAL冤尧多酚氧化酶渊PPO冤尧过氧化酶渊POD冤尧超氧

株对大豆疫病具有良好的防治效果遥

化物歧化酶渊SOD冤等一系列酶类活性变化袁通过组织

2 解淀粉芽孢杆菌的生物防治作用机制

木质化尧产生植保素尧增强细胞机械强度袁共同作用袁

2.1 产生抗菌物质
在 B. amyioiiguefaciens 发酵物中有越来越多能够
抑制致病菌生长的物质被发现并分离出来遥 按分子量
大小将其主要分为两大类袁即大分子抑菌蛋白类和小
分子抑菌肽类遥 抑菌肽类如 Surfactin 渊表面活性素冤尧
Fengucin渊丰原素冤尧Iturin渊伊枯草素冤等是目前研究的

抵抗病毒尧细菌和真菌袁从而提高宿主的抗病性[18]遥 此
外袁还有一些其他抗生素类物质袁本文重点研究了寡

肽类抗生素 bacilysin袁采用色谱技术对抗真菌化合物
进行分离纯化袁得到产物 bacilysin遥 反应动力学研究发

现袁bacilysin 与靶酶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一个线性混合
型抑制反应袁bacilysin 能够直接与靶酶发生作用袁抑制

热点[25]遥 姚佳明[25]利用高通量筛选方法袁获得解淀粉芽

其转氨酶活性[30]遥 薛松[5]发现袁解淀粉芽孢杆菌单独或

到 2 种抑菌活性成分袁其中一种是分子量为 639.75 Da

PPO尧CAT 的防御酶活性都有很大提高袁并且混合处理

孢杆菌 B815-1袁分离纯化其上清液中的抑菌物质袁得
的新型抗菌肽遥 通过抑菌谱探究发现袁Surfactin 与六肽
对革兰氏阳性菌尧革兰氏阴性菌均有抑菌作用[25]遥 解淀

与青枯菌混合处理后番茄苗叶片的 SOD尧POD尧PAL尧

组的酶活性要高于单独处理组遥 这表明解淀粉芽孢杆

菌 X5-GFP 和 BQA2-GFP 能够诱导番茄苗产生抗性遥

粉芽孢杆菌 PG 12 是理化性质稳定的脂肽类抗生素袁

解淀粉芽孢杆菌 Ba13 可通过激活番茄系统抗性相关

物质 遥

病的防御能力[31]遥赵鑫[6]从蜂蜜样品分离的解淀粉芽孢

生的脂肽作用于嗜水气单胞菌后袁其菌体表面出现塌

究报道了环二肽有诱导植物产生抗性的潜力袁可进行

该菌是抑制苹果轮纹病 菌菌 丝和孢 子的主 要抗菌
[3]

夏京津[26]通过扫描电镜显示袁解淀粉芽孢杆菌产

陷和孔洞袁变得粗糙袁说明脂肽的杀菌作用可能与细
[27]

胞膜相互作用有关遥 杨洋 研究发现院解淀粉芽孢杆菌
FZB42 对禾谷镰孢菌有较强的抑制作用曰通过试验证

明袁bacillomycin D 是 FZB42 中的主要抑菌物质袁bacillomycin D 对防治禾谷镰孢菌有显著效果遥 解淀粉芽

基因表达及相关酶活性来提高番茄对黄化曲叶病毒

杆菌 BH072 显示出对霉菌的抗真菌活性遥 吴黎明[23]研
深入研究遥
2.4 在空间和营养物质上的竞争
贝莱斯芽孢杆菌被确定为解淀粉芽孢杆菌的后

期异型体遥 内生贝莱斯芽孢杆菌 CC09 不仅能够在小

麦根部中定殖袁而且能够迁移至小麦的茎叶器官袁起到

孢杆菌 SYBC H47 能够产生脂肽类和酶等物质袁对桃

一定的防病作用[16]遥解淀粉芽孢杆菌 B4 能在枇杷果的

的茎叶组织中分离鉴定得到解淀粉芽孢杆菌 MG-3袁

绕袁分泌特定的抗生素袁或影响菌核形成袁从而抑制霉

明袁抗菌蛋白很可能是丝氨酸蛋白酶[29]遥

3 结语

树流胶病具有较好的防治作用[28]遥 王培松[29]从杧果树
该菌株通过分泌抗菌蛋白来抑制果蔬病害曰 试验表
2.2 溶菌作用
[29]

表面迅速增殖袁占据部分位点袁通过与其菌丝相互缠

菌菌丝生长[13]遥
目前袁国内抗菌物质研究主要集中在目标菌株的

王培松 进行了枇杷焦腐病抑制效果的研究袁结

筛选袁以及抗菌成分的分离尧纯化尧鉴定尧表征和作用

果表明袁抗菌蛋白可以降解病原真菌的菌丝袁抑制病

机理上遥 芽孢杆菌产生的抗菌物质虽然很多袁但单一

原菌分生孢子的萌发遥 该抗菌蛋白能够抑制枇杷焦腐

抗菌成分的收率低袁纯化工艺复杂袁难以满足农业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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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尧食品等行业对抗菌物质日益增长的需求遥 因此袁寻
找合适的方法同时提高抗菌物质的产量和使用效率
是重要的研究方向遥 基因组探测研究结果提供了许多
新抗菌物质基因簇的信息袁其是否为真正有效的抗菌
物质袁还需进一步研究试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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