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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蔗内生菌 B9 的鉴定及其促生长机制和定殖能力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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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B9 是一株分离于甘蔗品种“云蔗 99-91”根部的内生菌，笔者对其种属鉴定与促生长机制开展研究，以

期应用于甘蔗生产。试验通过传统方法与 16S rRNA 等看家基因片段测序对菌株进行分类鉴定；采用固体透明圈、
酸性钼蓝比色法、火焰分光光度法、GFP 荧光标记等方法测定与研究 B9 菌株固氮、溶磷、解钾、产 IAA、嗜铁
素等生物学活性及在甘蔗苗内的定殖情况；最后通过回接法研究菌液处理对玉米种子萌发与甘蔗幼苗生长发育的
影响。结果表明 B9 菌属于芽孢杆菌属枯草芽孢杆菌（Bacillus subtilis），具有固氮、溶磷、解钾、产生 IAA 和嗜
铁素的能力。用 B9 菌液处理后能提高玉米种子的发芽势与促进根芽组织生长，同时处理组甘蔗苗株在农艺性状
与生理生化水平上明显优于无菌清水对照，并且发现 B9 菌能在甘蔗根茎叶内稳定定殖。本文鉴定了 B9 菌的种类
和功能，阐明了 B9 菌的促生长机制和定殖能力，为开发生物菌肥并应用于生产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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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蔗是重要的糖料作物和能源作物［1］，其内

营养物质进行生长繁殖，并且它们也合成分泌一些

部 存 在 大 量 的 内 生 菌。 从 1961 年 开 始， 中 外 研

代谢产物从而影响植物生长。研究发现大部分从健

究者从甘蔗中分离出了大量内生菌。植物内生菌

康植物根组织中分离获得的内生细菌与植物根际促

（endophyte）指能够在健康植物活组织中生存而不

生细菌（plant growth promoting rhizobacteria，PGPR）

引起寄主植物明显病变的一大类微生物，是一类丰

相似［7］，具有促进植物生长作用［8］。其促进机制

富的微生物资源，主要包括细菌、真菌和放线菌。

主要包括：
（1）产生促植物生长物质，如植物生长

［2］

，其

素、赤霉素以及细胞分裂素等，直接促进植物生

或木质部和

长；（2）活化养分作用，活化养分主要指如 PGPR

。种类包括革兰氏阳性菌和

菌株能够提高土壤中的可利用养分量，即通过解

现目前已从上百种植物中分离得到内生菌
［3-4］

主要寄生于植物细胞内、细胞间隙
［5］

韧皮部的维管束系统

革兰氏阴性菌的 71 个属的 219 个种

［6］

，不同寄主

磷、解钾、固氮及铁螯合等作用，为植物提供更多

植物与内生菌组成之间存在着差异，它们与植物长

可 利 用 的 N、P、K 及 Fe 等 元 素［9］；（3） 改 变 根

期互惠互利，共同生活，形成了独特的生态位。在

部周围的环境来缓解非生物压力，如分泌胞外多糖

植物为其提供一个更加安全稳定的生存环境下，细

来改变土壤结构，从而增加植物根部对环境的适应

菌也利用着植物包括根系分泌物、裂解物等在内的

性，促进植物的生长［10］。不仅如此，内生菌还会
产生与病原菌竞争营养和空间（如铁载体［11-12］ 的

收稿日期：2018-07-21；录用日期：2018-10-04

产生），或直接产生拮抗物质，从而抑制病原菌，

基金项目：云南省现代农业甘蔗产业技术体系建设专项（2017-2018）；福

间接促进植物生长。研究也证明，内生菌定殖能力

建农林大学国家甘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开放课题（NER02018.6.1）。

的强弱与数量直接影响着植株的生长，随着现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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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直径（D），计算透明圈与菌落直径比（D/d），溶

材料与方法

1.1

磷能力定量测定采用以无机磷源磷酸三钙［22］、有

菌株和质粒

机磷源植酸钙为底物进行摇瓶培养，以不接菌摇瓶

供试菌株是本课题组从种植于云南农业大学

CK 为对照，放于 36℃，160 r/min 恒温摇床培养，

甘蔗资源圃内的“云蔗 99-91”根部组织中筛选得

接种后 1、3、5、7、9 d 分别吸取发酵液测定发酵

到的 1 株内生细菌，编号为 B9（Genbank 登录号：

液 pH 值，并用钼蓝法［23］ 测定可溶性磷含量，细

MH935511）；促生正对照专利菌株 Y2（专利号：

菌解钾能力的测定［24］采用火焰光度法检测上清液

ZL200310104195.6）［16］与携带氨苄青霉素和氯霉素

中的钾含量［23］。

双重抗性标记的 pHT01-P43GFPmut3a 质粒由云南

1.6

农业大学何月秋教授惠赠。
1.2

IAA 的定量测定参照文献［25］采用 Salkowski

培养基与培养条件

比色法对 IAA 进行比色测定，IAA 标准曲线采取

试验所用培养基包括：① LB 培养基；② Ashby
［17］

无氮培养基

［18］

；③ Pikovskaya（简称 Pvk）培养基
［19］

④ NBRIP 培养基

吲哚 -3- 乙酸（IAA）的定量测定

；

IAA 标准品制作。
1.7

［20］

；⑤植酸钙培养基

；⑥优

嗜铁素的分类及其测定
采 用 CAS 平 板 法， 液 体 法 进 行 嗜 铁 素 活 性

化解钾培养基（葡萄糖 5 g，硫酸铵 0.5 g，酵母粉

测 定， 采 用 FeCl3 试 验［26］、 高 氯 酸 铁 试 验［27］、

0.5 g，硫酸镁 0.3 g，磷酸氢二钠 2 g，硫酸亚铁 0.03 g，

Arnow 等试验［28］及 Shenker 等试验［29］分析和确定

硫酸锰 0.03 g，钾长石 2 g，蒸馏水 1 000 mL，pH 值

菌株产生嗜铁素的类型以及嗜铁素相对含量。

［20］

7.2）；⑦ Landy 培养基

；⑧ LNM 培养基。B9，Y2

菌株 36 ℃培养；⑨ MS 培养基（常规配方）
。
1.3

1.8 细菌菌株对甘蔗幼苗、玉米种子的促生长作用
1.8.1

盆栽基质与供试作物

菌株活化备用
将供试菌株放于 LB 液体培养基 37℃培养 36 h，

盆 栽 基 质 配 方 为 草 泥 炭、 珍 珠 岩、 蛭 石
（2∶0.5∶1 v/v/v， 每 1 kg 基 质 中 混 入 0.4% 磷 矿 粉
与 0.3% 硝酸钾），121℃。0.1 MPa 高温灭菌 30 min

后将菌液经 12 000 r/min 离心收集沉淀，无菌水重
悬，调节菌悬液浓度为 106、107、108 cfu/mL 备用。
1.8.2

备用。供试作物为玉米云禾单 2 号，盆栽甘蔗为

浸种发芽试验
选择饱满健康的玉米种子，75% 酒精进行表

ROC10 号。组培苗为 ROC22 号无菌脱毒组培苗。

面消毒，用上述 3 个梯度的菌液分别浸泡种子，无

1.4

菌清水为空白对照，Y2 菌液处理为正对照，每个

1.4.1

内生菌的鉴定
传统鉴定方法

处理 30 颗种子，重复 3 次，50 h 后观测发芽情况，

将 B9 在 LB 平板培养 48 h，观察其形态特征，并
进行革兰氏染色；按照常见细菌系统鉴定手册方法，

记录发芽势，种子胚芽与胚根长度。
1.8.3

进行柠檬酸盐的利用、淀粉水解、硝酸盐还原、吲哚

盆栽试验
采用单芽苗催芽致鹦鹉嘴时期，移栽至基质中。

产生、明胶液化、硫化氢试验等生理生化指标测定。

处理为 CK（清水）与 B9 菌液处理，控制菌含量为

1.4.2

1×107 cfu/g，灌根法浇施，每个处理 6 次重复，共

现代基因片段测序
待 测 各 菌 株 在 LB 液 体 培 养 基 中 培 养 至 对 数
［21］

期，提取细菌的基因组 DNA

，扩增 16S rRNA、

12 株苗。于出现性状差异后，测量株高、茎粗、鲜
重、干重、叶绿素、根系活力及其植株氮磷钾［30］

gyrB、rpoB 片 段 后 由 公 司 完 成 测 序。 测 序 结 果

等农艺性状与理化性质。

用 DNAMAN 软 件 拼 接， 在 NCBI 数 据 库 中 进 行

1.9

B9 菌株的自然转化及其稳定性测定

BLAST 比对，选取同源性较高模式菌株的序列使用

B9 的自然转化具体操作见参考文献［31］，被

MEGA6 软件构建系统发育树，Bootstrap 重复值设

标记的荧光工程菌株命名为 B9-P43GFPmut3a。稳

置 1 000，确定菌株的分类地位。

定性检测采用杨秀荣［32］方法进行。

1.5

1.10

B9 菌固氮能力初探与其溶磷解钾能力的测定
挑取活化后菌株单菌落，接种于 Ashby，Pvk，

B9 菌在甘蔗幼苗内部定殖研究
选取已生根并长势基本一致的无菌脱毒 ROC22

NBRIP，植酸钙固体培养基上，置于 37℃恒温培养

甘蔗组培单苗，移装至含有 20 mL 的 1/10MS 液体

箱中倒置培养。4 d 后测量菌落直径（d）和透明圈

培养液的玻璃试管中，培养基不含维生素，也未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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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任何激素。周期为 1、5、10、15、20、25、30、35、

特征见表 1。生理生化鉴定结果 B9 符合芽孢杆菌

45、55 d，分别称取根茎叶 0.1 g，消毒（75% 酒精 1

特征，见表 2。NCBI 数据库比对结果中，B9 菌在

min，2% 次氯酸钠 2 min）并研磨涂板与含有 10 μg/mL

16S rRNA 基因水平上与 Bacillus subtilis strain CICC

的氯霉素 LB 固体平板，以最后一次无菌水冲洗留

10366 同 源 一 致 性 达 到 99%，gyrB 基 因 水 平 上 与

下的冲洗液无菌生长的条件下，统计根茎叶，平板

Bacillus subtilis strain ATCC 21228 达 99%，rpoB 与

Bacillus subtilis strain ATCC 21228 标 准 菌 同 源 性 达

在光电折射仪下观察荧光菌数量，计算平均数。

2

98%， 在 图 1 中，B9 与 Bacillus subtilis strain DSM

结果与分析

2.1

10T 模式菌株归为同一分支，结合同源一致性大于

菌落的特征、鉴定与系统发育进化树分析

98% 则可判定统一菌种，B9 菌最终鉴定为枯草芽

B9 菌在 37℃在 LB 培养基上培养 48 h，菌落

孢杆菌（Bacillus subtilis）。

表1
菌株
B9

B9 的菌落形态观察与生理生化测定

菌落形态特征

来源

菌落圆形，扁平，表面粗糙，边缘锯齿状，
黄色，大小 0.5 ～ 1.5 cm

表2

生理生化鉴定

云蔗 99-19 根部

革兰氏染色，淀粉水解，明胶液化，V.P，吲哚，接触酶试验皆
为阳性，可利用蔗糖，甘露醇，葡萄糖，木糖碳源进行生长

细菌 16S rRNA、gyrB、rpoB 基因片段在 NCBI 数据库中比对结果

菌株

类群

基因

片段大小

同源菌株

序列号

一致性（%）

B9

Bacillus

16S rRNA

1 431

Bacillus subtilis strain CICC

KM365462.1

99

CP020023.1

99

CP020023.1

98

10366
gyrB

1 178

Bacillus subtilis strain ATCC
21228

rpoB

1 203

Bacillus subtilis strain ATCC
21228

图1

2.2

最大似然法构建 B9 菌 16S rRNA 片段进化树

菌株固氮、溶磷、解钾能力测定

时可溶性磷含量最多，分别达（29.02±0.26）mg/L、

由表 3 可知，B9 在 Ashby 培养基中正常生长， （19.96±0.97）mg/L。在以植酸钙为底物的培养液
菌落颜色为黄白色，且有固氮圈的出现，可初步推

（图 2C）中，可溶性磷含量在 9 d 达到最大，溶磷

断 B9 能产生固氮酶，依靠空气中的氮进行生长；

量为（101.65±1.41）mg/L，可见，B9 菌对不同磷

除了在植酸钙培养基中没有发现明显的溶磷圈外，

源溶磷强弱分别为植酸钙 > 磷酸三钙，具有一定的

在 Pvk、NBRIP 平板上，均发现了溶磷圈。从图 2

溶磷能力；在解钾培养基（图 2D）中，7 d 解钾量

液体培养基中可发现，对比不接菌空白对照，在

达最大值，为（5.455±0.135）mg/L。由图 2A、B、

Pvk（A），NBRIP（B） 两 个 以 Ca3（PO4）2 难 溶 性

C 3 个图中还可看出，接种 B9 之后，培养基 pH 值

磷酸盐为底物的培养基中，接种 B9 菌，可溶性磷

低于空白 CK，由此猜测其溶磷机制与产生有机酸

含量明显增加，B9 菌在 PVK、NBRIP 培养基中 7 d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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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试验菌株在平板上的固氮与溶磷效果（5 d）
D/d

培养基类型

菌株

颜色

菌落直径（d）

透明圈直径（D）

Ashby 培养基

B9

黄白

0.308

0.488

1.58

Pvk 培养基

B9

蓝黑

0.508

0.724

1.43

NBRIP 培养基

B9

淡蓝

0.700

1.100

1.57

植酸钙培养基

B9

紫粉

0.448

0.448

1.00

图2

B9 菌在 Pvk（A）、NBRIP（B）、植酸钙（C）、解钾液体培养基（D）中的溶磷解钾情况

由图 3 可见，在加入 3 mmol/L 色氨酸与不加两
个培养基之间，IAA 的产生量显著不同，B9 菌在

2.3

菌液处理对玉米种子发芽情况及对甘蔗幼苗

盆栽试验农艺性状与生理生化指标的影响

不含 IAA 的 Landy 液体培养基中培养，4 d 时 IAA

在菌液处理玉米种子 50 h 后，测量玉米的芽长

含 量 最 高， 达 到（1.914±0.11）μg/mL， 在 含 有

和根长，B9 和 Y2 处理均比清水对照生长更长，长势

色氨酸为底物情况下，IAA 在 3 d 时含量最多，为

更好，芽长显著长于清水对照，根长更达到了极显

（63.067±2.49）μg/mL。在细胞数达到最大后，培

著差异。B9 催芽生根效果与空白清水对照和 Y2 处

养基中的 IAA 含量逐渐上升，随后下降。对于 B9

理相比，根长分别增加 456.52%、93.94%，芽长分别

产生的嗜铁素初步推测为混合型（Mixed ligand）嗜

增加 100%、16.28%。结合表 5 数据得到 B9 的催芽生

铁素，因为同时具有异羟肟酸型、儿茶酚型及羧酸

根最适 浓 度 为 106 cfu/mL。 同 时 B9 处 理 提 高 玉

型嗜铁素的特征，含有两类或两类以上螯合基团的

米 种 子 萌 发 率， 与 Y2 相 同， 均 比 清 水 对 照 提 高

嗜铁素，LNM 培养基中相对含量为 26%。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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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处理

图3

B9 在有无色氨酸的 Landy 培养基产生 IAA 与活菌数之间的关系

B9 菌产生嗜铁素的种类及相对含量

实验

实验

实验

实验

+

++

+

+

B9

CAS

铁载体

白对照增加 13.1%，根长为（0.456±0.133）m，较清

酸铁 平板

表达量

实验 测定

（%）

水增加 62.85%，茎粗增加 28.49%，在鲜重、干重方

高氯

s Shenker
FeCl3 Tetrazolium Arnow’

于清水，株高平均为（1.110±0.152）m，较清水空

-

+

26

注：+：为阳性变色，但颜色较浅；++：阳性变色，颜色较深，变色

面，分别增加 43.53%、34.03%，都与清水存在显著
差异。在植株氮磷钾含量测定中（表 7），B9 处理组

明显；- 为阴性无反应；铁载体表达量 =［
（Ar-As）/Ar］×100，Ar

显著高于清水对照，茎部氮磷钾分别增加 5.2%、0%、

为 630 nm 下以相对应的无菌培养液作空白对照测得的光吸收值，As

12.82%，叶部氮磷钾分别增加 7.1%、1.8%、16.67%。

为样品测得的光吸收值。

表5
处理

菌液重悬液对玉米种子根芽组织促生效果
根长 ±SD（cm）

处理

最适浓度
芽长 ±SD（cm）
（cfu/mL）

水（CK）

0.46±0.35cC

水

0.50±0.34c

—

Y2

1.32±0.33bB

Y2

  0.86±0.15ab

106

B9

2.56±0.445aA

B9

1.00±0.25a

106

注：不同小写字母为差异显著，不同大写字母代表差异极显著；SD
为数据标准差。下同。

在 B9 处理对甘蔗幼苗灌根处理后，由图 4 与
表 6 可见，处理组在叶绿素、根系活力指标中均高
表6

图4

盆栽试验中 B9 处理对甘蔗苗株生理生化指标的影响

盆栽试验中 B9 处理对甘蔗苗株农艺性状的影响

处理

株高 ±SD（m）

根长 ±SD（m）

茎粗 ±SD（cm）

地上鲜重（g）

地上干重（g）

根系活力［mg/（g·h-1）］

B9

1.110±0.152b

0.456±0.133b

10.181±0.596b

244.84b

58.68b

2.298±0.13Aa

清水

0.981±0.113a

0.280±0.097a

  7.923±0.529a

170.58a

43.78a

1.72±0.071Bb

处理
水
B9

茎部全氮
4.80a
5.05b

表7

接种 B9 对甘蔗植株地上部分氮磷钾元素含量的影响

叶部全氮
5.07a
5.43b

茎部全磷
1.23a
1.23a

叶部全磷
1.66a
1.69b

（g/kg）
茎部全钾
42.1a
47.5b

叶部全钾
36.6a
42.7b

荧光菌株的稳定性检测与植株内的定殖情况

测到 106~107cfu/g 的荧光菌，后期稳定在 105~107cfu/

试验结果（图 5）显示，连续培养 20 h 后其遗传

g 含量之间，定殖与叶部及茎部的数量较根相比略

稳定性为 97.39%，芽孢杆菌在实验室适宜条件下大约

少，随着培养时间的增长，数量呈现小幅上升，其

30 min 能分裂一代，而其在自然条件下分裂一代所需

中茎部稳定在 103~105cfu/g，叶部稳定在 103~104 cfu/

时间在 50~100 h 之间［33］，因此认为构建的 B9-P43G-

g，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下观察可见绿色的菌体定殖

FPmut3a 基因工程菌可以满足作物特定周期供研究的

在甘蔗根部，形成一层保护膜（图 7e），由此可见，

需要。为期 55 d 的跟踪检测结果（图 6）表明，定殖

B9-P43GFPmut3a 均能够在甘蔗根、茎、叶形成有效

于甘蔗根部的菌量最大，在接种 1 d 后就在根部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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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B9-P43GFPmut3a 稳定性检测

图7

图 6 标记菌株 B9-P43GFPmut3a 在甘蔗体内的定殖的回收检测

标记菌株 B9-P43GFPmut3a 在甘蔗体内的定殖情况

注：a：茎部空白对照；b：根部空白对照；c：叶部空白对照；d：接种 5 d 后在甘蔗幼嫩的分蘖上的定殖；e：接种 10 d 后在甘蔗侧生根上的定殖（横
切）；f：接种 10 d 后在甘蔗测生根上的定殖（纵向）；g：接种 10 d 后甘蔗茎表皮与皮层的定殖；h：接种 5 d 在甘蔗叶片上的定殖；i：接种 10 d 后
甘蔗根部成熟区定殖情况。

3

少学者发现植物内部也存在枯草芽孢杆菌，但对其

小结与讨论

生物学功能研究的报道还与非内生枯草芽孢杆菌如

试验的创新之处在于 B9 虽然分离于甘蔗品种云

FZB42 等相比有一定差距。在测定 B9 菌生物学特

蔗 99-91，但是在探究其促生长功能时，笔者加入

性试验中，B9 能在无氮源培养基中正常生长，并

了与甘蔗同科不同属的玉米作为试验对象，比较了

出现透明固氮圈，并在后期盆栽试验中，显著增加

内生菌在不同寄主的情况下的促生效应，扩大了 B9

蔗苗的生物量与全氮含量，表明其具有固氮酶活性

内生菌的使用范围，同时对玉米粮食产业的增产增

与固氮功能。本研究不足之处在于没有通过乙炔还

收也具有重大意义，试验后续将探究 B9 菌是否能对

原法对固氮酶活性进行定量测定，该内容与固氮酶

更多作物产生促生长效果，通过在不同作物上取得

基因 nifH 等的克隆与分类将在下一阶段研究中继

的效果，深化研究内生菌与植物的识别机制。

续报道；溶磷能力方面，综合目前对筛选溶磷菌的

枯草芽孢杆菌于 1872 年被正式命名，其因为

报道，溶磷细菌溶磷能力一般多在 19.2~519.7 mg/L

产生内生芽孢，耐热抗逆性强，在土壤和植物的表

范围内，多由土壤以及植物根际筛选分离，种类

［34］

面普遍存在从而被广泛分离

，又因其不污染环

多为芽孢杆菌和假单胞菌。B9 在以磷酸三钙为底

境，对人畜无害，生长速度快，营养需求简单，易

物 的 磷 源 培 养 基 中 溶 磷 量 为（29.02±0.26）mg/L，

于存活、定殖与繁殖，无致病性，并可以分泌多种

此数值与众多非芽孢阴性菌相比稍显逊色，但相比

酶与抗生素，而且还具有良好的发酵基础，在工业、

内生芽孢菌而言，如王辰月等［35］ 在线叶嵩草中分

农业、食品、医药卫生、畜牧业和水产养殖及科学

离的枯草芽孢杆菌 LXA10，对无机磷的溶解能力为

研究等领域中广泛应用。随着研究进一步深入，不

28.14 mg/L，B9 溶磷能力略显优势，同时 B9 菌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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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磷源植酸钙为底物时，表现出了较强的溶磷能
力。B9 菌针对不同磷源溶磷能力强弱依次为有机磷

（3）：269-275．
［3］

plants with Azoarcus spp．and other diazotrophs：identification，

> 无机磷，对有机磷源的溶磷能力更强；B9 菌解钾

localization，and perspectives to study their function［J］．

量为（5.455±0.135）mg/L，许多研究发现解钾菌在
不同环境，不同菌种之间解钾量存在差异，相比于

Critical Reviews in Plant Sciences，1998，17（1）：29-54．
［4］

其他高效解钾菌的解钾效率，B9 菌略低。但在盆栽

Interactions，2006，19（8）：827-837．
［5］

Lett，2008，278（1）：1-9．
［6］

Schulz B J，Boyle C J，Sieber T N，et al．Microbial root

［7］

Lodewyckx C，Vangronsveld J，Porteous F，et al．Endophytic

实了 B9 的固氮、溶磷、解钾能力。
对促生菌株 IAA 产生量的定量分析，嗜铁素

endophytes［M］．Springer，2006．17-18．
bacteria and their potential applications［J］．Critical Reviews in

的产生与种类，包括在植株内部的定殖情况计数
分析，是目前对于研究促生机制的常用手段，但其
意义也非常重要，试验结果 B9 菌在无色氨酸为底

Ryan R P，Germaine K，Franks A，et al．Bacterial endophytes：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applications［J］．FEMS Microbiol

果显示，B9 处理的蔗苗在氮、磷、钾、叶绿素、根
系活力水平上均高于清水对照，从植株理化性质证

Rosenblueth M，Martínez-Romero E．Bacterial endophytes
and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hosts［J］．Molecular Plant-Microbe

回接试验中，通过测定甘蔗茎部及叶部的全氮、全
磷、全钾含量，植株的叶绿素与根系活力，试验结

Reinhold-Hurek B，Hurek T．Interactions of gramineous

Plant Sciences，2002，21（6）：583-606．
［8］

Prieto P，Schilirò E，Maldonado-González M M，et al．Root
hairs play a key role in the endophytic colonization of olive roots

物 的 情 况 下 IAA 产 生 量 为（1.914±0.11）μg/mL，

by Pseudomonas spp．with biocontrol activity［J］．Microbial

在增加色氨酸后，IAA 产生量大幅度提高，达到

ecology，2011，62（2）：435-445．

（63.067±2.49）μg/mL。B9 产 生 铁 载 体 类 型 为 混

［9］

growth and nutrient up take of maize in two different soils［J］．

合型铁载体，其因含有两类或两类以上螯合基团的
嗜铁素，同时具有异羟肟酸型、儿茶酚型及羧酸型
嗜铁素的特征［36］，该结果可以推断，在低铁的环
境下，B9 产生的铁载体对铁具有更强的结合作用。

Appl Soil Ecol，2007，36：184-189．
［10］

姚领爱，胡之璧，王莉莉，等．植物内生菌与宿主关系研究

［11］

Drechsel H，Jung G. Peptide siderophores．
［J］.Pept Sci，1998，

［12］

Boukhalfa H，Crumbliss A L．Chemical aspects of siderophore

进展［J］．生态环境学报，2010，19（7）：1750-1754．

菌株 B9 能促进玉米种子萌发以及促进其胚芽，胚
根长度发育初步推断是产生 IAA 等激素导致，当菌
液浓度过高，产生 IAA 浓度偏大反而对种子发育产
生抑制作用。在定殖前期，笔者也对转化成功的基

4：147-181．
mediated iron transport［J］．Biometals，2002，15（4）：325-339．
［13］

（4）：106-111．
［14］

家基因（16S rRNA，gyrB，rpoB）的检测，弥补了
单纯使用 16S rRNA 基因片段的不足；在进化树构

刘拴成，杨进成，马丽华，等．解淀粉芽孢杆菌 B9601-Y2
提高玉米生长和产量的效应［J］．玉米科学，2010，18（6）：

明工程菌的促生长特性并未发生改变，其在甘蔗根、茎、
叶内定殖检测结果真实可靠。菌株鉴定通过比对三大看

郝慧娟，刘洪伟，尹淑丽，等．枯草芽孢杆菌 BSD-2 的 GFP
标记及其在黄瓜上的定殖研究［J］．华北农学报 ，2016，31

因工程菌 B9-P43GFPmut3a 与野生菌株 B9 进行了
玉米催芽与甘蔗组培苗促生长试验，二者并无差异，证

Egamberdiyeva D. The effect of plant growth promoting bacteria on

78-82，85．
［15］

Strobel G A．Endophytes as sources of bioactive products［J］．
Microbes and Infection，2003，5（6）：535-544．

［16］

崔文艳，何朋杰，尚娟，等．解淀粉芽孢杆菌 B9601-Y2 对

建方面采用了较邻接法更为准确的最大似然法，加

玉米的防病促生长效果研究［J］．玉米科学，2015，23（5）：

上外观形态与生理生化指标，更加系统和全面。上

153-158．

述结果对丰富甘蔗有益内生菌种类和开发应用生物
菌肥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但田间验证试验
和大田应用研究还有待下一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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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 of endophytic B9 from sugarcane and its growth-promoting mechanism and colonization ability
DI Yi-ning1，LIU Lu-feng1，HU Yi-fan1，XIE Lin-yan1，LI Yong-mei2，HE Peng-jie2，CUI Wen-yan2，HE Peng-fei2，
LI Fu-sheng1，3*，HE Li-lian1，3*（1．College of Agronomy and Biotechnology，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Kunming
Yunnan 650201；2．College of Plant Protection，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Kunming Yunnan 650201；3．
Sugarcane Research Institute，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Kunming Yunnan 650201）
Abstract：B9 is an endophytic bacterium isolated from the roots of the sugarcane variety“YUN 99-91”.The authors carried
out research on the identification and growth promotion mechanism of this strain .The strains were classified and identified by
physiological methods and sequencing of 16S rRNA and house-keeping genes．Halo zone on agar plate，acid molybdenum
blue colorimetric，flame spectrophotometric，GFP fluorescent labeling and other methods were used to determine and
study the biological activities of nitrogen，phosphorus，potassium，IAA，and siderophore in B9 strain and colonization in
sugarcane seedlings．Finally，the effects of bacterial treatment on maize seed germination and sugarcane seedling growth
and development were studied by B9 return inoculation method．The results indicated B9 was identified to Bacillus subtilis，
which has the ability to solubilize potassium and dissolve phosphorus，produce IAA and siderophore．B9 bacterial solution
can promote the germination potential and root bud tissue growth of maize seeds.Meanwhile，B9 bacterial solution treatment
group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sterile water control in agronomic traits and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levels of
sugarcane seedlings，and can stably colonize sugarcane roots and leaves．This article identifies the taxonomic status and
functions of B9 strain，and the growth-promoting mechanism and colonization ability were elucidated，which provided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io-fertilizer and its application in production.
Key words：sugarcane；endophyte；Bacillus subtilis；growth promoting mechanism；colonizat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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