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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解淀粉芽孢杆菌是具有良好生物防治功能的益生菌ꎬ广泛应用于植物病原真菌和细菌的防治ꎬ其功能基因组、蛋白组
和代谢组学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ꎮ 综述了解淀粉芽孢杆菌在分类学鉴定、抗菌物质、抗菌机理以及与植物互作等方
面的最新研究进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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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拮抗菌种类繁多ꎬ主要有真菌、细菌、放线菌和病毒等ꎬ相应的生物制剂已在生产上得到广泛应
用

[１－４]

ꎮ 芽孢杆菌是最具潜力和商业价值的生防菌之一ꎬ具有抗菌谱广、生长迅速、易培养、抗逆性强、生

物安全性高以及防治效果稳定等优点ꎬ是当前研究和开发的热点 [１] ꎮ

解淀粉芽孢杆菌(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ａｍｙｌｏｌｉｑｕｅｆａｃｉｅｎｓ) 属芽孢杆菌ꎬ可抑制灰葡萄孢、链格孢、尖孢镰刀菌、山茶

灰斑病菌、黑曲霉和粉红单端孢等植物病原菌的生长 [２－４] ꎮ 利用菌株 ＦＺＢ２４ 和 Ｂ９６０１￣Ｙ２ 开发的生物制剂
已经应用于防治镰刀菌和丝核菌引起的根腐病和枯萎病 [５－６] ꎮ 解淀粉芽孢杆菌还具有促进植物生长的功
能ꎬ含有菌株 ＳＱＲ９ 的复合微生物肥料可显著促进番茄的生长和产量的提高 [５] ꎮ 国内外对解淀粉芽孢杆
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菌株的鉴定与应用、抗菌机制与植物的互作 [６－７] 、功能基因组 [８－９] 以及生产中的发
酵条件与施用方式等 [１０－１２] ꎮ 本文总结了近几年国内外有关解淀粉芽孢杆菌的研究进展ꎬ以期为其深入研
究及有效开发利用提供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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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淀粉芽孢杆菌的分布与鉴定
解淀粉芽孢杆菌最早由 Ｐｒｉｅｓｔ ｅｔ ａｌ [１３] 发现并鉴定ꎬ其经典模式菌株为 ＡＴＣＣ２３３５０ꎬ自然界分布较广ꎬ

在堆肥 [１４] 、土壤 [１５－１７] 、植物表面和体内 [１５] 、青贮玉米秸秆饲料 [１６] 、海洋赤潮 [１７] 甚至污水湖泊的底泥 [１８－１９]

中均可分离得到ꎮ 随着鉴定检测技术的发展ꎬ解淀粉芽孢杆菌的鉴定方法也不断更新ꎮ 传统的鉴定方法
包括观察细菌及其菌落形态和测定革兰氏染色、淀粉水解、明胶液化、厌氧性、过氧化氢酶、氧化酶等生理
生化指标 [１３] ꎮ 与传统鉴定方法相比ꎬ直接利用基因序列进行鉴定和分类的方法更为方便ꎮ 常用的细菌分
类和鉴定基因包括 １６Ｓ ｒＤＮＡ 和部分保守看家基因ꎬ如 ｇｙｒＡ、ｇｙｒＢ、ｒｐｏＢ、ｇｒｏＥＬ 和 ｒｅｃＮ 等ꎮ 在 ＮＣＢＩ 中公布
了大量解淀粉芽孢杆菌核糖体 １６Ｓ ｒＤＮＡ 序列ꎬ可以作为参考序列进行种间的比较鉴定 [１８] ꎮ 特别是近年
来随着测序成本的降低ꎬ利用全基因组测序方法开展解淀粉芽孢杆菌的比较鉴定更为准确 [８－９] ꎮ

２

解淀粉芽孢杆菌的抗菌物质及抗菌机理
解淀粉芽孢杆菌主要通过分泌次生代谢产物抑制病原菌的生长发育ꎬ还可通过诱导植株增强自身免

疫系统以提高抗病能力ꎮ 鉴定解淀粉芽孢杆菌的抗菌物质和抑菌机理是目前的研究热点ꎮ 近年来ꎬ基因
组学和代谢组学的研究手段已广泛应用于与其抗菌功能相关的功能基因发掘和次生代谢产物的分离
鉴定ꎮ
２.１

抗菌物质
解淀粉芽孢杆菌次生代谢产物的种类较多ꎬ具有抗菌特性的物质主要包括:抗菌蛋白、脂肽类、磷脂

类、多烯类、氨基酸类、核酸类和聚酮化合物等ꎮ 抗菌蛋白包括:抗菌肽、细胞壁降解酶、芽孢结合蛋白等ꎮ
其中ꎬ抗菌肽是具有抵抗微生物侵染活性的小分子短肽ꎬ呈环肽结构ꎬ对酸碱性和温度不敏感ꎬ稳定性好ꎬ
抑菌谱广ꎬ在解淀粉芽孢杆菌中成功分离鉴定的较多ꎮ 如从菌株 ＦＺＢ４２ 中分离的环状细菌素( ａｍｙｌｏｃｙｃｌｉ￣

ｃｉｎ) 对革兰氏阳性细菌具有较强的防治效果ꎻ从 ＳＰ￣１￣１３ＬＭ 中分离的细菌素( ＰＰＢ) 具有广谱的抑菌活性ꎬ
能抑制李斯特氏菌、沙门氏菌和志贺氏杆菌 [２０－２１] ꎮ 解淀粉芽孢杆菌 ＳＱＲ９ 含有 ｂａｃｉｌｌｏｍｙｃｉｎ Ｄ 和 ｆｅｎｇｙｃｉｎ

２ 种脂肽ꎬ可有效拮抗香蕉枯萎病菌ꎮ Ｘｕ ｅｔ ａｌ [１９] 对相关的合成基因进行功能验证ꎬ认为 ｂａｃｉｌｌｏｍｙｃｉｎ Ｄ 的
抑菌作用更大ꎮ 细胞壁降解酶也是重要的抗菌活性物质之一ꎬ解淀粉芽孢杆菌中的水解酶包括:几丁质
酶、β￣１ꎬ３￣葡聚糖酶、内切葡聚糖酶和 ＤＥＦ￣纤维素蛋白酶等ꎮ 菌株 Ｖ６５６ 胞外分泌产物中分离出 ＦⅠ和 Ｆ

Ⅱ 两类具有抗菌功能的几丁质酶 [２２] ꎮ ＭＥＴ０９０８ 中鉴定出对黄瓜炭疽病具有拮抗作用的抗菌蛋白ꎬ其分
子质量为 ４０ ｋｕꎬ具有 β￣１ꎬ３￣葡聚糖酶活性 [２０] ꎮ 新型抗菌物质不断发现ꎬ王英国等 [２１] 分离得到的１ ４９８ ｕ

抗菌活性短肽具有一定的亲水性ꎬ含有甲硫氨酸ꎻ张荣胜等 [３] 通过 ＭＡＬＤＩ￣ＴＯＦ￣ＭＳ 技术在解淀粉芽孢杆
菌 Ｌｘ￣１１ 中鉴定出 ３ 类对水稻细菌性条斑病具有防治效果的脂肽抗菌物质ꎮ

抑菌物质的分离鉴定是生防菌开发应用的基础ꎬ随着研究方法的更新ꎬ结合基因组学、蛋白组学和代

谢组学技术将逐步解析其完整的抑菌调控体系ꎬ揭示各类抗菌物质的作用机制ꎬ拓宽其应用范围ꎬ促进抗
菌物质的商业化生产ꎮ
２.２

基因组和功能基因
目前已经完成全基因组测序的解淀粉芽孢杆菌野生型菌株达 ２０ 多株ꎬ其中菌株 ＦＺＢ４２、ＤＭＳ７ 和 ＵＣ￣

ＭＢ５０３６ 是进行功能基因组学研究的模式菌株ꎮ 最早完成全基因组测序的菌株是 ＦＺＢ４２ꎬ其基因组大小为

３.９ ＭｂｐꎬＧ ＋Ｃ 比例为 ４６.６％ꎬ８９ 个 ｔＲＮＡ 基因序列ꎬ１０ 个 ｒＲＮＡ 操纵子ꎬ预测编码 ３ ６９３ 个基因ꎬ其中 ３１０
个是特有基因 [２３－２５] ꎮ 在基因组水平上ꎬ各菌株之间有高度的基因同线性 [２５] ꎮ

随着生物信息学的发展ꎬ功能基因分析成为解析解淀粉芽孢杆菌抗菌机制的重要研究内容ꎮ 其中ꎬ合

成抑菌物质的单个基因、基因簇的功能是研究的热点ꎮ 解淀粉芽孢杆菌 ＦＺＢ４２ 中合成次生代谢产物的基
因总长达 ３４０ ｋｂꎬ是枯草芽孢杆菌的 ２ 倍ꎬ共有 ９ 个基因簇与合成抗菌肽和聚酮化合物相关ꎬ主要有非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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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体肽合成酶( ＮＲＰＳ) 和聚酮合酶( ＰＫＳ) ꎬ如 ｓｕｒｆａｃｔｉｎ、ｆｅｎｇｙｃｉｎ、ｄｉｆｆｉｃｉｄｉｎ、ｂａｃｉｌｙｓｉｎ、ｍａｃｒｏｌａｃｔｉｎ、ｂａｃｉｌｌａｅｎｅ、
ｂａｃｉｌｌｏｍｙｃｉｎ Ｄ 和 ｂａｃｉｌｌｉｂａｃｔｉｎꎬ其中ꎬ脂肽 ｂａｃｉｌｌｏｍｙｃｉｎ Ｄ、聚酮化合物( ｄｉｆｆｉｃｉｄｉｎ 和 ｍａｃｒｏｌａｃｔｉｎ) 在枯草芽孢
杆菌中未发现ꎮ ｓｒｆＡ 基因是合成 ｓｕｒｆａｃｔｉｎ 的关键基因ꎬ通过 ｇｅｎｏｍｅ ｓｈｕｆｆｌｉｎｇ 得到的突变菌株Ｆ２￣３８ꎬ其 ｓｒｆＡ

的表达量上调 １５.７ 倍ꎬｓｕｒｆａｃｔｉｎ 产量比对照提高了 ３.５ ~ １０.３ 倍 [２６] ꎮ 解淀粉芽孢杆菌基因组还包含细菌中
常见的耐重金属和药物、运动和趋化的基因ꎬ也含有和植物益生相关ꎬ如分解代谢植物化合物、促进在植物
根中定植的功能基因 [２７] ꎮ 解淀粉芽孢杆菌中的 ｓｆｐ、ｐａｂＢ、ｐｚｎＡ 和 ｄｅｇＵ 基因通过控制细菌生物膜形成和
菌体的群集运动ꎬ直接影响其在植物根部的定殖能力ꎻ而解淀粉芽孢杆菌中的 ａｂｒＢ、ｓｉｇＨ、ｓｉｇＤ、ｎｒｆＡ 和 ｙｕｓＶ

虽然不影响生物膜的形成ꎬ但能抑制群集运动导致突变体在根部的定殖能力显著下降 [２３] ꎮ 解淀粉芽孢杆
菌分泌的 ＩＡＡ 是一类生长物质ꎬ对植物的生长具有促进作用ꎬ在菌株 ＦＺＢ４２ 和 ＹＡＵ Ｂ９６０１￣Ｙ２ 都有相应
的基因簇 [２４－２５ꎬ２８] ꎮ 在解淀粉芽孢杆菌中ꎬ蛋白质类及酶类抑菌物质合成所涉及的基因数量相对较少ꎮ 一
些新的功能基因也在不断发掘ꎬ以转座子技术分离到 ２ 个新的抑菌作用调节基因( ｒｐｍＧＡ 和 ｙｘｌＣ) 以及与

能量代谢相关的基因( ｃｉｔＢ、ｅｉｔＧ 和 ｇｐｓＡ) ꎮ 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ꎬ特别是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广泛应用ꎬ
解淀粉芽孢杆菌在分子水平上的抑菌机制将越来越深入ꎮ
２.３

抗菌机理
解淀粉芽孢杆菌可抑制病原菌菌丝生长和孢子萌发ꎮ 其中ꎬ水解酶类作用于真菌细胞壁中的不同组

分导致菌丝发生消融ꎬ直径变细ꎬ菌丝膜发生破裂ꎬ原生质体凝集渗漏ꎬ菌丝体扭曲变形ꎬ前部生长端出现
膨大ꎬ形成泡囊结构ꎬ导致病原菌孢子的产生数量减少ꎬ孢子发芽及生长减慢ꎬ甚至绝大多数分生孢子裂
解ꎬ出现内容物外溢现象 [２９] ꎮ 菌株 ＹＮ￣１ 发酵液中的芬枯草菌素和伊枯草菌素引起棉花枯萎病病原菌和
球孢白僵菌出现内容物外溢现象ꎮ 芬枯草菌素会导致串珠镰刀菌菌丝体出现囊泡ꎬ菌丝顶端和菌丝膜裂
解ꎬ但对串珠镰刀菌孢子膜的破坏力有限ꎬ靶位点可能是卵磷脂ꎬ能抑制串珠镰刀菌分泌的磷脂酶 Ａ２ 的
活性 [２８－２９] ꎮ

３

解淀粉芽孢杆菌与植物的互作
解淀粉芽孢杆菌在甜瓜、玉米和甘蔗中均有分布ꎬ是益生的植物内生菌 [２] ꎬ探讨其与植物的互作机制

至关重要ꎮ 解淀粉芽孢杆菌在植物体内的定殖是其和植物共生的基础ꎮ 目前ꎬ通过人工接种可将分离纯
化的解淀粉芽孢杆菌菌株定殖在多种植物体内 [３０] ꎮ 通过 ＧＦＰ 标记观察ꎬ发现 ＦＺＢ４２ 菌株可以共生在植
物根部的初生根外表细胞表面、初生根和侧根交界处、根尖、叶片和茎中 [３０] ꎮ

解淀粉芽孢杆菌对植物的互作主要通过自身分泌的次生代谢物质来促进和保护菌体在植物体内的丛

集运动、生物膜形成、定殖和繁殖等 [３１－３２] ꎮ 受到植物根系分泌物的影响ꎬ在细菌与植物根际相互作用初
期ꎬ解淀粉芽孢杆菌 Ｂ５５ 中参与细菌表面黏附作用和蛋白修复的基因表达量瞬间上调ꎬ如 ａｎｓＢ、ｏｄｈＡ 和

ＢＤ３３ 等ꎬ促进细菌在植物中的定殖 [３３] ꎮ 定殖在植物体内的细菌分泌具有促进植物生长的次生代谢物质ꎬ
提高植物的诱导性系统抗病性( ＩＳＲ) ꎬ增强植物的抗病能力 [３２] ꎮ 菌株 ＦＺＢ４２ 和 ＹＡＵ Ｂ９６０１￣Ｙ２ 均可分泌

ＩＡＡꎮ Ｓｕｒｆａｃｔｉｎ 既能增加菌株的定殖能力ꎬ也具有维持植物诱导性系统抗病性 ＩＳＲ 的作用ꎮ 在植物体内ꎬ
诱导免疫系统酶活性的变化也和 ＩＳＲ 正相关ꎮ 菌株 Ｃ￣０２ 处理棉花植株后ꎬ使得棉叶中苯丙氨酸解氨酶、
过氧化物酶和多酚氧化酶等防御性酶的表达量提高ꎬ并能长时间保持高活性ꎬ提高棉苗的 ＩＳＲꎬ有效抵抗
病原菌的侵染 [３４] ꎮ

４

展望
解淀粉芽孢杆菌对植物病原真菌与细菌有显著的防治效果ꎬ作为生物农药可适当替代化学农药ꎬ在种

植业、水产养殖业上具有良好应用前景ꎮ 解淀粉芽孢杆菌次生代谢抑菌产物多而复杂ꎬ通过深入开展功能
基因组学、蛋白组学和代谢组学的研究有利于揭示抗菌机制和开发新型抗菌物质ꎮ 解淀粉芽孢杆菌中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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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基因高效表达模式ꎬ植物和病原菌的互作机制和高效商业化产品的研制将是今后的研究重点ꎮ
参考文献
[１] 马新ꎬ黄永ꎬ程娟ꎬ等.枯草芽孢杆菌微囊剂的制备及其对番茄立枯病的防治效果[Ｊ].农药学学报ꎬ２０１５ꎬ１７(４):４６２－４６８.
[２] 王奕文ꎬ胡文兵ꎬ许玲.甜瓜果实表面生防芽孢杆菌的类群与鉴别[ Ｊ] .植物病理学报ꎬ２００８ꎬ３８(３) :３１７－３２４.

[３] 张荣胜ꎬ王晓宇ꎬ罗楚平ꎬ等.解淀粉芽孢杆菌 Ｌｘ￣１１ 产脂肽类物质鉴定及表面活性素对水稻细菌性条斑病的防治作用
[ Ｊ] .中国农业科学ꎬ２０１３ꎬ４６(１０) :２ ０１４－２ ０２１.

[４] 张静ꎬ冉晓潇ꎬ朱天辉ꎬ等.解淀粉芽孢杆菌对山茶灰斑病菌的抑制作用[ Ｊ] .东北林业大学学报ꎬ２０１４ꎬ４２(７) :１２２－１２５.
[５] 梁晓琳ꎬ孙莉ꎬ张娟ꎬ等.利用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ａｍｙｌｏｌｉｑｕｅｆａｃｉｅｎｓ ＳＱＲ９ 研制复合微生物肥料[ Ｊ] .土壤ꎬ２０１５ꎬ４７(３) :５５８－５６３.

[６] 张楠ꎬ吴凯ꎬ沈怡斐ꎬ等.根际益生菌解淀粉芽孢杆菌 ＳＱＲ９ 在香蕉根表的定殖行为研究[ Ｊ]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ꎬ２０１４ꎬ３７
(６) :５９－６５.

[７] 王志远ꎬ吴兴兴ꎬ吴毅歆ꎬ等.解淀粉芽孢杆菌 Ｂ９６０１￣Ｙ２ 抗性基因标记及其在作物根部的定殖能力[ Ｊ] .华中农业大学学
报ꎬ２０１２ꎬ３１(３) :３１３－３１９.

[８] ＧＡＭＥＺ Ｒ Ｍꎬ 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 Ｆꎬ ＢＥＲＮＡＬ Ｊ Ｆꎬ ｅｔ ａｌ. Ｇｅｎｏｍ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ｎａｎａ ｐｌａ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ｒｈｉｚ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ａｍｙｌｏｌｉｑｕｅｆａｃｉｅｎｓ ＢＳ００６[ Ｊ] . Ｇｅｎｏｍｅ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ｓꎬ ２０１５ꎬ３(６) :ｅ０１３９１－１５.

[９] ＱＩＮ Ｙ Ｘꎬ ＨＡＮ Ｙ Ｚꎬ ＳＨＡＮＧ Ｑ Ｍꎬ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ｇｅｎｏｍ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ａｍｙｌｏｌｉｑｕｅｆａｃｉｅｎｓ Ｌ￣Ｈ１５ꎬ ａ ｐｌａ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ｒｏ￣
ｍｏｔｉｎｇ ｒｈｉｚ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ｃｕｃｕｍｂｅｒ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５ꎬ２００:５９－６０.

[１０] 刘京兰ꎬ薛雅蓉ꎬ刘常宏.内生解淀粉芽孢杆菌 ＣＣ０９ 产 Ｉｔｕｒｉｎ Ａ 摇瓶发酵条件优化[ Ｊ] . 微生物学通报ꎬ２０１４ꎬ４１( １) :
７５－８２.

[１１] 章小洪ꎬ汪琨ꎬ朱廷恒ꎬ等.解淀粉芽孢杆菌 ＢＷ￣１３ 培养基和培养条件优化[ Ｊ] .浙江工业大学学报ꎬ２０１３ꎬ４１(１) :３５－３９.
[１２] 谢兰芬ꎬ吴毅歆ꎬ何鹏飞ꎬ等.解淀粉芽孢杆菌 Ｂ９６０１￣Ｙ２ 悬浮剂配方的筛选[Ｊ].华中农业大学学报ꎬ２０１４ꎬ３３(５):４５－４９.

[１３] ＰＲＩＥＳＴ Ｆ Ｇꎬ ＧＯＯＤＦＥＬＬＯＷ Ｍꎬ ＳＨＵＴＥ Ｌ Ａꎬ ｅｔ ａｌ.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ａｍｙｌｏｌｉｑｕｅｆａｃｉｅｎｓ ｓｐ. ｎｏｖ.ꎬ ｎｏｍ. ｒｅｖ.[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ꎬ １９８７ꎬ３７(１) :６９－７１.

[１４] 权春善ꎬ王军华ꎬ徐洪涛ꎬ等.一株抗真菌解淀粉芽孢杆菌的分离鉴定及其发酵条件的初步研究[ Ｊ] .微生物学报ꎬ２００６ꎬ
４６(１) :７－１２.

[１５] 张宝俊ꎬ张家榕ꎬ韩巨才ꎬ等.内生解淀粉芽孢杆菌 ＬＰ￣５ 抗菌蛋白的分离纯化及特性[ Ｊ] .植物保护学报ꎬ２０１０ꎬ３７( ２) :
１４３－１４７.

[１６] 王德培ꎬ孟慧ꎬ管叙龙ꎬ等.解淀粉芽孢杆菌 ＢＩ ２ 的鉴定及其对黄曲霉的抑制作用[ Ｊ] .天津科技大学学报ꎬ２０１０ꎬ２５( ６) :
５－９.

[１７] ＩＭＡＩ Ｉꎬ ＳＵＮＡＨＡＲＡ Ｔꎬ ＮＩＳＨＩＫＡＷＡ Ｔꎬ ｅｔ ａｌ.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ｔｉｄｅ ｆｌａｇｅｌｌａｔｅｓ Ｃｈａｔｔｏｎｅｌｌａ ｓｐｐ. ( Ｒａｐｈｉｄｏｐｈｙｃｅａ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ｌｇｉｃｉｄａｌ 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Ｃｙｔｏｐｈａｇａ ｓｐ.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ｔｏ Ｉｎｌａｎｄ Ｓｅａꎬ Ｊａｐａｎ[ Ｊ] . Ｍａｒｉｎｅ Ｂｉ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０１ꎬ１３８(５) :１ ０４３－１ ０４９.

[１８] 陈成ꎬ崔堂兵ꎬ于平儒.一株抗真菌的解淀粉芽孢杆菌的鉴定及其抗菌性研究[ Ｊ] .现代食品科技ꎬ２０１１ꎬ２７(１) :３６－３９.

[１９] ＸＵ Ｚ Ｈꎬ ＳＨＡＯ Ｊ Ｈꎬ ＬＩ Ｂꎬ ｅｔ 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ｃｉｌｌｏｍｙｃｉｎ Ｄ ｉｎ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ａｍｙｌｏｌｉｑｕｅｆａｃｉｅｎｓ ＳＱＲ９ ｔｏ ａｎｔｉｆｕｎｇ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ｆｉｌｍ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Ｊ] .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３ꎬ７９(３) :８０８－８１５.

[２０] ＫＩＭ Ｐ Ｉꎬ ＣＨＵＮＧ Ｋ 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ａｎｔｉｆｕｎｇａｌ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ｔｏｔｒｉｃｈｕｍ ｌａｇｅｎａｒｉｕｍ ｂｙ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ａｍｙｌｏｌｉｑｕｅｆａ￣
ｃｉｅｎｓ ＭＥＴ０９０８[ Ｊ] . ＦＥＭＳ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Ｌｅｔｔｅｒｓꎬ ２００４ꎬ２３４(１) :１７７－１８３.

[２１] 王英国ꎬ王军华ꎬ权春善ꎬ等.解淀粉芽孢杆菌抗菌活性物质的分离纯化及抑菌活性研究[ Ｊ] .中国生物工程杂志ꎬ２００７ꎬ
２７(１２) :４１－４５.

[２２] ＷＡＮＧ Ｓ Ｌꎬ ＳＨＩＨ Ｉ Ｌꎬ ＬＩＡＮＧ Ｔ Ｗꎬ ｅｔ ａｌ.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ｗｏ ａｎｔｉｆｕｎｇａｌ ｃｈｉｔｉｎａｓｅｓ ｅｘ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ｌｙ ｐｒｏ￣

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ａｍｙｌｏｌｉｑｕｅｆａｃｉｅｎｓ Ｖ６５６ ｉｎ ａ ｓｈｒｉｍｐ ａｎｄ ｃｒａｂ ｓｈｅｌｌ ｐｏｗｄｅｒ ｍｅｄｉｕｍ[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Ｆｏｏｄ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ꎬ ２００２ꎬ５０(８) :２ ２４１－２ ２４８.

[２３] ＤＩＥＴＥＬ Ｋꎬ ＢＥＡＴＯＲ Ｂꎬ ＢＵＤＩＨＡＲＪＯ Ａꎬ ｅｔ ａｌ.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ｔｒａｉｔ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ａｂｉｄｏｐｓｉｓ ｔｈａｌｉａｎａ ｒｏｏｔｓ ｂｙ Ｂａ￣
ｃｉｌｌｕｓ ａｍｙｌｏｌｉｑｕｅｆａｃｉｅｎｓ ＦＺＢ４２[ Ｊ] .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２０１３ꎬ２９(１) :５９－６６.

[ ２４] ＩＤＲＩＳ Ｅ Ｅꎬ ＩＧＬＥＳＩＡＳ Ｄ Ｊꎬ ＴＡＬＯＮ Ｍꎬ ｅｔ ａｌ. Ｔｒｙｐｔｏｐｈａ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ｏｌｅ￣３￣ａｃｅｔｉｃ ａｃｉｄ ( ＩＡＡ)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ｌｅｖｅｌ ｏｆ

第３期

 １９５

王继华等:解淀粉芽孢杆菌的研究进展

ｐｌａ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ｂｙ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ａｍｙｌｏｌｉｑｕｅｆａｃｉｅｎｓ ＦＺＢ４２[ Ｊ] .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Ｍｉｃｒｏｂ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ꎬ ２００７ꎬ２０( ６) :６１９ －
６２６.

[ ２５] ＲＡＭÍＲＥＺ Ｃ Ａꎬ ＫＬＯＥＰＰＥＲ Ｊ Ｗ. Ｐｌａ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ｂｙ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ａｍｙｌｏｌｉｑｕｅｆａｃｉｅｎｓ ＦＺＢ４５ ｄｅｐｅｎｄｓ ｏｎ ｉｎｏｃｕｌｕｍ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ｌａｔｅｄ ｓｏｉ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Ｊ] .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ｉｌｓꎬ ２０１０ꎬ４６(８) :８３５－８４４.

[２６] ＺＨＡＯ Ｊ Ｆꎬ ＬＩ Ｙ Ｈꎬ ＺＨＡＮＧ Ｃꎬｅｔ ａｌ. Ｇｅｎｏｍｅ ｓｈｕｆｆｌｉｎｇ ｏｆ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ａｍｙｌｏｌｉｑｕｅｆａｃｉｅｎｓ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ｌｉｐｏｐｅｐｔｉｄ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ｇｅｎ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ＦＱ ＲＴ￣ＰＣＲ[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
ｏｇｙꎬ ２０１２ꎬ３９(６) :８８９－８９６.

[２７] ＭＡＮＺＯＯＲ Ｓꎬ ＮＩＡＺＩ Ａꎬ ＢＥＪＡＩ Ｓꎬ ｅｔ ａｌ. Ｇｅｎｏｍ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ａ ｐｌａｎｔ￣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ꎬ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ａｍｙｌｏｌｉｑｕｅｆａｃｉｅｎｓ ｓｔｒａｉｎ
ＵＣＭＢ５０３６[ Ｊ] . Ｇｅｎｏｍｅ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ｓꎬ ２０１３ꎬ１(２) :ｅ００１１１－１３.

[２８] ＨＡＯ Ｋꎬ ＨＥ Ｐ Ｆꎬ ＢＬＯＭ Ｊ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ｇｅｎｏｍｅ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ａｍｙｌｏｌｉｑｕｅｆａｃｉｅｎｓ ｓｕｂｓｐ. 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 ｓｔｒａｉｎ
ＹＡＵ Ｂ９６０１￣Ｙ２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ａ ｇｅｎｅ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ｆｏｒ ｍｅｒｓａｃｉｄｉｎ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ａｃｔｅｒｉ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２ꎬ１９４(１２) :３ ２６４－３ ２６５.

[２９] ＷＡＮＧ Ｓ Ｌꎬ ＬＩＮ Ｔ Ｙꎬ ＹＥＮ Ｙ Ｈꎬ ｅｔ ａｌ. Ｂｉｏ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ｅｌｌｆｉｓｈ ｃｈｉｔｉｎ ｗａｓｔ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ｓｕｂｔｉｌｉｓ Ｗ￣１１８
ｃｈｉｔｉｎａｓｅ[ Ｊ] .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２００６ꎬ３４１(１５) :２ ５０７－２ ５１５.

[３０] ＦＡＮ Ｂꎬ ＣＨＥＮ Ｘ Ｈꎬ ＢＵＤＩＨＡＲＪＯ Ａ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ｒｏｏｔｓ ｂｙ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Ｂａ￣

ｃｉｌｌｕｓ ａｍｙｌｏｌｉｑｕｅｆａｃｉｅｎｓ ＦＺＢ４２ꎬ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ｅｄ ｔｏ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ｇｒｅｅｎ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１ꎬ１５１(４) :

３０３－３１１.

[３１] 陈哲ꎬ黄静ꎬ赵佳ꎬ等.解淀粉芽孢杆菌抑菌机制的研究进展[ Ｊ] .生物技术通报ꎬ２０１５ꎬ３１(６) :３７－４１.

[３２] ＰＥＲＴＯＴ Ｉꎬ ＰＵＯＰＯＬＯ Ｇꎬ ＨＯＳＮＩ Ｔꎬ ｅｔ 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ａｂｉｏｔｉｃ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ｎ ｓｕｒｆａｃｔ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ｌａｎｔａ ａｎｄ ｏｎ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ａｍｙｌｏｌｉｑｕｅｆａｃｉｅｎｓ Ｓ４９９ ｉｎ ｔｏｍａｔｏ ａｎｄ ｂｅａｎ[ Ｊ] . ＦＥＭＳ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Ｅｃ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３ꎬ８６( ３) :

５０５－５１９.

[３３] ＬＩＵ Ｊꎬ ＨＥ Ｄꎬ ＭＡ Ｘꎬ ｅｔ 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ｇｅｎｅｓ ｏｆ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ａｍｙｌｏｌｉｑｕｅｆａｃｉｅｎｓ Ｂ５５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ｄｉ￣
ｒｅｃｔ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ｒｉｃｅ Ｒ１０９ ｒｏｏｔ[ Ｊ] .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１ꎬ６２(１) :２６７－２７２.

[３４] 田绍仁ꎬ聂太礼ꎬ王梦亮ꎬ等.拮抗细菌 Ｃ￣０２ 防治棉花黄萎病的机理研究[ Ｊ] .棉花学报ꎬ２０１５ꎬ２４(５) :４２０－４２６.

( 责任编辑:张云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