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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树上冰核活性细菌的分离、鉴定及防治
孙

健，何天良，江昌俊 1*

(安徽农业大学茶叶生物化学与生物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合肥 230036)
摘 要：霜冻发生时从茶树上分离到 1 株冰核活性细菌，该菌株在﹣5℃下在 2 min 内冻滴率达到 85%，一个
冰核产生需要的细胞数约为 5.4×103 个，该菌株具有明显冰核活性。对该菌株进行 16S rDNA 序列对比分析，判断
该菌株为萎蔫短小杆菌（Curtobacterium flaccumfaciens）。在 -5℃条件下，药剂防治效率顺序为：次氯酸钙＞Tween
80＞藏红＞亚甲蓝。在同一生态条件下的土壤中分离出 1 株拮抗菌，经鉴定该菌株为黄孢原毛平革菌(Phanerochaete
chrysospo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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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 and control of one strain of ice nucleation active (INA)
bacteria isolated from the tea plant
SUN Jian, HE Tian-liang, JIANG Chang-jun
(Key laboratory of Tea Biochemistry and Biotechnology, Education of Ministry,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6)

Abstract: One of ice nucleation active ( INA) bacteria was isolated from the tea plant when frost occurred，
and the freezing percentage of this strain was 85% at -5℃ in 2 min. The cells/ice nuclei were about 5.4×103, and
the strain shows significant ice nucleation activity. After 16S rDNA sequences of the isolates in GenBank were
analyzed, the strain was identified as Curtobacterium flaccumfaciens. The efficiency of chemical control order at
﹣5℃ was calcium hypochlorite> Tween 80> saffron> methylene blue. Under the same ecological condition, antagonist bacterium was isolated from the soil, which was identified as Phanerochaete chrysosporium.
Key words: INA bacteria; identification; medicament control; antagonistic bacterium
茶树(Camillia sinensis)冻害的发生受多种因子
的影响。多数研究者认为，茶树低温冻害与低温及
其持续时间，茶树品种以及茶树上附生的微生物有
关。冰核活性细菌[1]的存在使茶树在﹣2 ~ ﹣3℃下
细胞水结冰从而诱发冻害。本试验从茶树上分离的
1 株冰核活性细菌，通过对其鉴定，使用药剂和拮
抗菌对冰核活性细菌的室内防除，以期为茶树抗冻
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材料
用于分离冰核活性细菌的材料于秋冬季霜冻发
生后采集于安徽农业大学大杨店实验基地茶园。样
1.1

品采集范围为整个茶园，每种茶树采集 10 片老叶。
对照菌株为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药剂选择
次氯酸钙、Tween 80、藏红和亚甲蓝。
1.2 试验方法
1.2.1 冰核细菌的分离 用灭菌小刀切取采集的植
物组织，并切成碎片状后，再加入无菌水于摇床中
以 200 r·min-1 室温下振荡浸洗 1 h ，然后取 100 μL
浸洗液经 10 倍梯度稀释后涂布 KB 平板，置 24℃
恒温箱中培养 2 d。挑取所生长的单菌落进行划线分
离纯化，用于分离菌株的冰核活性测定和鉴定。
1.2.2 冰核活性的测定 测定冰核活性采用 Vali [1]
发明，后又由 Lindow 改进的小液滴冻结法。待移
植到试管斜面上的菌落长好后，用无菌水直接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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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斜面上，配制浓度大约为 108 cfu·mL-1 的细菌悬浮
液 ，无菌条件下吸取细菌悬浮液 0.2 mL，滴加到
－5℃的测试表面上，每滴 10 μL，每个菌株滴 10
滴，重复 1 次，排成 2 排，以未接种的无菌液体
培养基和无菌水作对照。如在 30 s 内，每个重复
有 2 滴以上的小液滴冻结成冰，即可初步认为该菌
株在－5℃ 时具有冰核活性。纯化后再重测 1 次确
认，记下冻滴数，换算成冻滴率，并保存纯化后的
菌株供进一步研究备用。
1.2.3 总 DNA 制备、PCR 反应扩增 16S rDNA 与序列
分析 待测菌株的总 DNA 制备。16S rDNA 的
PCR 采用引物对 27 F 和 1 492 R。设置梯度 PCR 摸
索条件。PCR 产物胶回收连接转化测序，将所测定
的序列从 GenBank 数据库中进行 BLAST 分析。
1.2.4 冰核基因的扩增 根据目前已发表的多个
inp 基因[2-3]，设计 1 对特定的 PCR 反应扩增引物
5′-TGA ATT CCT GGC CGT CTG AGT ACT GC-3′
和 5′-TAG ATC TCC GGA TAT GGC AGC ACG
CA-3′， 采用梯度 PCR 反应扩增 inp 基因。
[4-5]
1.2.5 药剂的筛选
（1）抑菌圈测定。采用圆
形滤纸片法测定。用培养 2 d 的 INA 细菌菌苔，配
制成 5×108 个·mL-1 细菌悬浮液，在无菌条件下取 0.5
mL 放入无菌培养皿内，倒入溶化后冷却至 50℃左
右的培养基，每皿约 18 mL 摇匀放平;然后用无菌的
滤纸片浸沾供试药剂，每皿呈等边三角形放置 3
片，每个处理 3 皿，放入 25℃ 培养箱里内，培养
48 h 后，观测圆形滤纸片的周围是否出现透明圈和
透明圈的大小，以此判定药剂是否有抑菌作用及其
强弱程度。
（2）破坏 INA 细菌冰核活性物质的测定。
将 INA 菌株接种在 KB 培养基上，于 24℃培养 48 h
后，在无菌条件下用灭菌水配成 5 ×108 cfu·mL-1 浓
度的细菌悬浮液，再用悬浮液将供试药剂稀释成实
验设计的倍数，配制药菌混合液。采用 Vali 小液滴
结冻法，吸取混合液，无菌条件下滴在平底船型锡
箔纸上，每滴 10 μL，每个处理 10 滴，重复 3 次，
并设灭菌水作对照。将锡箔纸漂浮在－5℃的低温酒
精液面上，处理 2 min 后，记载各处理的冻滴数，
换算成冻滴率(%)，根据冻滴率的高低，判定各种处
理的供试药剂对 INA 细菌冰核活性的破坏有无及
其强弱程度差异，从而判断各种药剂对冰核细菌活
性物质(冰核蛋白)的破坏作用。
(3) 触杀作用测定方法。 用浓度约为 3×108
个·mL-1 的冰核细菌悬浮液与供试每种药剂配成不
同浓度的药菌混合液，放置 5 h、10 h 后分别取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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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处理的药菌混合液 0.1 mL，放入培养皿内平板培
养基上，均匀涂抹，每个处理 3 皿，设无药菌液作
对照，于 25℃下培养 48 h，观测冰核活性细菌是否
生长以及生长差异，由此判定供试药剂对冰核细菌
有无触杀效果及其强弱程度。
[6]
1.2.6 拮抗菌的分离与鉴定
拮抗菌的来源，从
分离出 INA 的植物附近的土壤中分离，取样范围地
表以下 5 cm。
以冰核活性细菌作为指示菌，将新鲜的冰核菌
苔用灭菌水配成浓度约为 5×107 个·mL-1 细菌悬浮
液，无菌条件下取 0.5 mL 放入培养皿内，再将溶化
后冷却到 50℃左右的 KB 培养基倒入培养皿内混合
摇匀，制成含菌平板培养基，采用点接法，分别用
接种针蘸取菌苔，呈等边三角形点接在平板培养基
上，于 25℃下培养 48 h 后，观测是否产生透明的
抑菌圈，并记载其抑菌半径大小(mm)，以此判明抑
菌作用。

2

结果与分析

冰核细菌的分离与冰核活性的鉴定
从植物组织材料中初筛得到细菌菌株 9 株，经
进一步划线分离后进行冰核活性测定，发现其中一
株分离柱在－5℃条件下在 30 s 试验时间内有 2 个
以上液滴发生冻结，2 min 冻滴率 85%，而对照大
肠杆菌及其他 8 株菌株在 30 s 内均未见冻结液滴发
生。菌落表面湿润有光泽，黄色，光滑。
2.1

图 1 分离菌株的 16S rDNA 序列聚类分析结果
Figure 1 Cluster analysis of the isolated strain based on the
16S rDNA sequences

16S rDNA 扩增、序列测定与聚类分析
根据梯度 PCR 结果，设定退火温度为 54℃。
PCR 反应条件为：94℃ 30 s，54℃ 1 min，72℃ 1
min，30 个循环。PCR 产物 1 500 bp 左右，经胶回
收连接转化，菌落 PCR 有条带。经对扩增产物测序，
并 将 所 测 定 的 序 列 从 GenBank 数 据 库 中 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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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对照冰核细菌 INA 菌液，除次氯酸钙冻滴率
为 20%左右外 3 个处理的冻滴率与未药剂处理冻滴
率相同（表 1），说明次氯酸钙对冰核活性物质有明
显的破坏作用，另外 3 种药剂对冰核活性物质没有
破坏作用。
2.4.3 触杀作用测定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次氯酸钙
对冰核细菌触杀作用为 100%，藏红的触杀效果为
95%，亚甲蓝与 Tween80 对冰核细菌没有触杀作用。
2.5 拮抗菌的分离及鉴定
从土壤中分离出 7 种菌株，以冰核细菌做指示
菌，分离出一株拮抗菌。菌落表面细腻、白色、丝
状。经 16S rDNA 扩增、序列测定与聚类分析，鉴
定菌株为黄 孢原毛平革 菌(Phanerochaete chrysosporium)。

BLAST 分析(图 1)，鉴定出该菌株为萎蔫短小杆菌
（Curtobacterium flaccumfaciens）。
2.3 冰核基因的扩增
用 inp 基因保守区序列设计的引物可从中扩增
得到约 550 bp 的基因片段， 经序列分析，证明与
已发表的来自于丁香假单胞菌丁香亚种( P. syringae
subsp. syringae) inp 基因具有较高同源性。
2.4 药剂对冰核细菌抑菌圈测定、活性物质破坏和
触杀效果
2.4.1 抑菌圈测定 在 25℃培养 2 d，4 种试剂对冰
核菌的抑菌圈大小排序为：次氯酸钙＞Tween 80＞
亚甲蓝＞藏红（表 1），以次氯酸钙最佳。
2.4.2 破坏 INA 细菌冰核活性物质的测定 采用
Vali 小滴冻结法，对放置 5 h、10 h 的各处理的药
菌混合液，于－5℃和－7℃ 测定冰核活性结果显
表 1

学

药剂对对冰核细菌抑菌圈测定、活性物质破坏和触杀效果
Table 1 Effect of pesticide on INA bacteria
药菌混合液冻滴率/%
Freezing percent
触杀灭菌效果/%
5h
10 h
Tag sterilization
-7℃

抑菌圈测定/mm
Diameter of
inhibitation zone

-5℃

-7℃

-5℃

次氯酸钙 0.4% Calcium hypochlorite

20

25

20

20

100

3

藏红 0.4% Saffron

85

95

85

95

95

0

亚甲蓝 0.4% Methylene blue

85

100

85

95

0

1.8

Tween 80 0.4%

85

100

85

100

0

1.9

无菌水对照 CK

85

100

85

95

0

0

INA

85

100

85

100

3

讨论

一般认为[7-11]，在没有冰核存在的情况下，纯
水可以过冷却到－40℃仍不结冰。冰核作为晶核凝
结水分子整齐排列可以催化结冰过程的发生。在各
种冰核中，由冰核细菌形成的生物冰核是活性最强
的冰核之一，因而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大量研究
证明，在自 然界广泛存 在着冰核活 性细菌（ice
nucleation active bacteria，简称 INA 细菌）它可在
－2～－3℃下诱发植物细胞水结冰而发生霜冻，但
如果没有冰核细菌存在的植物，可耐－6～－7℃的
低温而不发生冻害。这证明了冰核细菌是诱发和加
重植物霜冻的重要因素。使用药剂活拮抗菌防除冰
核活性细菌，可以减轻或控制霜冻。
本试验针对 1 株从茶树上分离的冰核细菌，对
其进行鉴定，药剂和拮抗菌防除。分离的菌株鉴定
结果为萎蔫短小杆菌（Curtobacterium flaccumfaciens）。试验药剂中次氯酸钙的效果最好，次氯酸

钙能有效抑制此株冰核细菌，能够很好的触杀冰核
细菌并且破坏冰核活性物质。在同一生态条件下，
筛选出的一株对冰核细菌有拮抗作用的拮抗菌鉴定
为黄孢原毛平革菌(Phanerochaete chrysosporium)。
通过药剂和拮抗菌防除冰核活性细菌试验，可以为
其他种类冰核活性细菌的防除和利用提供理论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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