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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发酵因子对棘孢木霉 Tr148c 分生孢子产量的影响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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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营养成分（碳源和氮源）、初始 pH、温度、转速、装液量和接种量等因子对棘孢木霉菌株 Tr148c
在液体发酵过程中分生孢子产量的影响。首先采用马铃薯液体培养基（PDB）对以上各单因子进行测试，并在此实
验基础上进一步采用 3 水平 4 因子的正交试验，对碳源、氮源、装液量和转数等因子进行优化测试。结果表明，综
合因子优化配方和发酵条件为: 当培养时间 144 h 时，甘露醇( 30 g·L-1)、酵母粉( 1 g·L-1)、初始 pH 为 6、温度 30
℃、转速 200 r·min-1、装液量 150 mL/500 mL、接种量 4%(v/v)，产分生孢子量可达到 2×108 个·m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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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liquid fermentation factors on conidial production
of Trichoderma asperellum strain Tr148c
WANG Jun1, 2, KUANG Wenfeng1, CHEN Chen1, WANG Chengfang1, MAO Weili1
(1. Shanghai W.H.L.Bio-tech Corp., Shanghai 201203; 2.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6)

Abstract: A strain of Trichoderma asperellum-Tr148c isolated from a soil sample by Wanlihua Bio-Tech
Company was used to study the effect of the factors of nutrient sources (carbon and nitrogen), initial pH, temperature,
rotating speed and volumes of loaded liquid and inoculum on the production of conidial spores of Tr148c during the
fermentation process. Potato dextrose broth (PDB) was initially used as a basic culture medium to test each individual factor, and an orthogonal test with four factors at three levels was then utili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highest production of conidial spores (2.0×108 cfu·mL-1) was obtained after 144 h liquid cultivation with an optimal combination of the factors within a formula during the fermentation process, which are the nitrogen and carbon sources
of mannitol 30 g·L-1 and yeast powder 1 g·L-1, respectively; initial pH, 6; temperature, 30℃; rotatingspeed: 200
r·min-1; volumes of loaded liquid and inoculums: 150 mL/500 mL and 4% (v/v), respectively.
Key words: Trichoderma asperellum; Tr148c; conidial production; liquid fermentation
木霉菌(Trichoderma spp.)属于半知菌亚门，丝
孢纲，丝孢目，粘孢菌类[1]。该菌生长迅速并具有
很强的生存适应能力，能分泌酶和抗生素，在植物
病害生物防治中起着重要作用[2]。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人们就发现了木霉菌对多种植物病原菌有拮
抗作用[3]。木霉菌的生防机制有竞争、分泌抗生素、
重寄生和诱导抗性等，已被广泛地应用于农业生
产[4]。20 世纪 80 年代，欧、美国家已开始了木霉菌
制剂的商品化生产[5]。木霉菌活孢子制剂是目前应
用在农业生产中的主要形式[6]。如何获得大量的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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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菌孢子，是制备木霉菌孢子制剂的关键技术。冯
卫华等 [7] 对绿色木霉菌液态培养条件定向控制研
究，通过对发酵时间、碳源、氮源、初始 pH 和培
养温度等条件的优化，最终使该绿色木霉菌产孢量
提高到 2.00×108 个·mL-1 以上。王伟东[8]在哈茨木
霉对几种病原菌的拮抗作用及液体产孢培养条件的
研究中分别考察了不同的初始 pH、转数、温度及有
无光照对哈茨木霉产孢的影响，优化结果较为理想。
李琳[9]研究的一株棘孢木霉菌（T31）对核盘菌、柑
橘炭疽病、玉米纹枯病菌、尖孢镰刀菌、玉米大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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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菌、人参锈腐病菌、禾谷镰刀菌和腐霉菌抑菌率
为 44.5%～77.9%，其中对玉米大斑病抑制效果最
好，利用光学显微镜可清晰观测到木霉菌菌株 T31
对玉米灰斑病菌的重寄生现象。但目前对棘孢木霉
液体发酵产分生孢子条件优化的报道较少。为此，
作者就棘孢木霉 Tr148c 摇瓶液体发酵产分生孢子
条件进行了探讨。首先通过单因素试验筛选出最佳
碳源、氮源和发酵条件，如初始 pH、温度、装液量、
摇床装速等。再利用正交试验法筛选出最佳综合发
酵条件，为进一步的中试和产业化生产提供了理论
依据和技术支撑。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供试菌株 棘孢木霉菌(Trichoderma asperellum）Tr148c 菌株，由本实验室人员分离采自安徽合
肥的土壤样品，该菌株现保存在 CGMCC（中国普通
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中心）
，保存号为 No.5201。
1.1.2 供试培养基 铃薯葡萄糖琼脂培养基和马铃
薯培养液。
1.2 方法
1.2.1 种子液制备 将分离得到的 Tr148c 转移并
接种在 PDA 平板培养基上，培养 72 h（自然光照，
28℃），无菌条件下刮取分生孢子，用无菌水配成分
生孢子悬浮液，孢子含量为 5×107 个·mL-1（采用血
球计数法统计分生孢子数目）。
1.2.2 发酵液培养条件 该菌种发酵培养条件为
28℃、150 r·min-1，培养基初始 pH 为 6，装液量为
用 500 mL 摇瓶装 100 mL 培养液（100 mL/500 mL），
接种量为 2%（v/v），每个处理重复 3 瓶，培养 144
h 后统计分生孢子数（采用血球计数法统计分生孢
子数目），计数结果取平均值。
1.2.3 碳源对产孢量的影响 选择 PDB 为基础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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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液，测试碳源分别为蔗糖、葡萄糖、甘露醇、可
溶性淀粉、麦芽糖和甘油，每种碳源测试用量为 10、
20 和 30 g·L-1。
1.2.4 氮源对产孢量的影响 选择 PDB 为基础培
养液，测试氮源分别为蛋白胨、酵母粉、尿素、硫
酸铵、半胱氨酸、丙氨酸、硝酸钾和谷氨酸共 8 种
氮源，每种氮源测试用量为 1、2 和 3 g·L-1。
1.2.5 初始 pH 值对产孢量的影响 测试培养基初
始 pH 值设为 2、3、4、5、6、7、8、9 和 10 共 9
个处理，用优化碳、氮源后的培养液培养，除了本
处理外，其他处理的培养条件与以上 1.2.2 相同。
1.2.6 温度对产孢量的影响 测试温度设定为 24
℃、26℃、28℃、30℃、32℃和 34℃，用优化碳、
氮源后的培养液培养，除了本处理外，其他处理的
培养条件与以上 1.2.2 相同。分别在 96、120 和 144
h 进行无菌条件下取样并统计分生孢子数。
1.2.7 转速对产孢量的影响 将测试摇床转速设为
100、150、200、250 和 300 r·min-1，用优化碳、氮
源后的培养液培养，除了本处理外，其他处理的培
养条件与以上 1.2.2 相同。
1.2.8 装液量对产孢量的影响 测试使用的摇瓶为
500 mL。将摇瓶装液量设为 50 mL/500 mL、100
mL/500 mL、150 mL/500 mL、200 mL/500 mL、250
mL/500 mL 和 300 mL/500 mL 共 6 个处理，用优化
碳、氮源后的培养液培养，除了本处理外，其他处
理的培养条件与以上 1.2.2 相同。
1.2.9 接种量对产孢量的影响 按照体积/体积比，
将测试接种量设为 2%、4%、6%和 8%（v/v）4 个
处理，即接种分生孢子悬浮液体积分别为 2 ml、4
ml、6 ml 和 8 ml，接种孢子量分别为 0.1×107 、0.2
×107 、0.3×107 和 0.4×107 个·mL-1，用优化碳、
氮源后的培养液培养，除了本处理外，其他处理的
培养条件与以上 1.2.2 相同。

表 1 正交试验因子水平测试
Factors and levels of the orthogonal test

1

A 甘露醇/%
Mannitol
1

B 酵母粉/%
Yeast powder
0.1

因素 Factor
C 装液量/mL·500 mL-1
Inoculum concentration
100

D 摇床转数/r·min-1
Rotating speed
150

2

2

0.2

150

200

3

3

0.3

200

250

水平
Level

根据以上单因子

单因子试验结果中选取 3 个最佳数据作为测试水

实验结果，进一步选择甘露醇、酵母粉、装液量和

平，采用正交试验方法，以分生孢子产量为指标，

摇床转数作为 4 个复合测试因子，并在他们各自的

设计一个 L9(34)4 因素 3 水平的正交试验[10]（如表

1.2.10

发酵工艺最佳组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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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各培养条件组合进行筛选和验证。

2

结果与分析

碳源筛选
结果如图 1 表明，在液体发酵过程中，Tr148c
分别以蔗糖、葡萄糖、甘露醇、可溶性淀粉、麦芽
糖和甘油作为碳源时，产分生孢子数均以培养基中
的碳源含量为 20 g·L-1 时最高。另外，以甘露醇作
为培养基中的碳源时，产分生孢子数高于以蔗糖、
葡萄糖、可溶性淀粉、麦芽糖、甘油在培养基中作
为碳源，产分生孢子数可达 7.5×107 个·mL-1，利用
蔗糖作为碳源时，产分生孢子数次之，以甘油作为
碳源时，产分生孢子数最低，仅为 2.0×107 个·mL-1。
因此，在该单因子试验中，培养基中含 20 g·L-1 甘
露醇为最佳碳源量。
2.1

597

作为氮源时，产分生孢子数次之，而以无机氮物质
（硫酸铵、硝酸钾）作为氮源培养时，产分生孢子
数最低,仅为 1.0×107 个·mL-1。因此，在该单因子试
验中， 培养基中含 2 g·L-1 酵母粉为最佳氮源量。

图 3 初始 pH 值对棘孢木霉菌株 Tr148c 分生孢子量影响
Figure 3 Effect of initial pH on the vield of conidial produced
by T.asperellum strain Tr148c

初始 pH 对产孢量的影响
初始 pH 值对产孢量的影响如图 3。结果表明，
Tr148c 在培养基初始 pH 为强酸性 2～4 或强碱性
9～10 的条件下，产分生孢子数都低于 6.0×107
个·mL-1，而当初始 pH 为 5～8 条件下，产分生孢子
数均达到 8.0×107 个·mL-1，其中当初始 pH 为 6 时，
产分生孢子数最高，为 11.0×107 个·mL-1。因此，
在该单因子试验中，培养基初始 pH 为 6 时为最佳
初始 pH 值。
2.4 温度对产孢量的影响
温度对产孢量的结果如图 4。结果表明，Tr148c
的分生孢子数随着温度升高而增多。在 24℃时产分
生孢子数最低，为 2.0×107 个·mL-1，在 30℃条件下
培养时，分生孢子数达到最高，为 11.0×107 个·mL-1，
而超过 30~34℃范围内，分生孢子数开始降低。因
此，在该单因子试验中，发酵培养最佳温度为 30℃。
2.3

图 1 碳源对棘孢木霉菌株 Tr148c 产分生孢子量的影响
Figure 1 Effect of different carbon sources on the vield of
conidial produced by T.asperellum strain Tr148c

图 2 氮源对棘孢木霉菌株 Tr148c 产分生孢子量的影响
Figure 2 Effect of different nitrogen sources on the vield of
conidial produced by T.asperellum strain Tr148c

氮源筛选
氮源筛选结果如图 2 所示。在液体发酵过程中，
菌株 Tr148c 以蛋白胨、酵母粉、尿素、半胱氨酸、
硫酸铵、丙氨酸、硝酸钾和谷氨酸作为氮源时，产
分生孢子数均以培养基中的氮源含量为 2 g·L-1 时最
高。另外，以酵母粉作为培养基中的氮源时，产分
生孢子数高于以蛋白胨、尿素、半胱氨酸、硫酸铵、
丙氨酸、硝酸钾和谷氨酸在培养基中作为氮源，产
分生孢子数可达 8.0×107 个·mL-1，其他有机氮物质
2.2

图 4 温度对棘孢木霉菌株 Tr148c 分生孢子量的影响
Figure 4 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the vield of conidial produced by T.asperellum strain Tr148c

转数对产孢量的影响
转数对产孢量的影响结果如图 5。结果表明，
菌株 Tr148c 在 100～200 r·min-1 范围内培养时，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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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148c 产分生孢子数随着转速升高而增多。其中，
在 100 r·min-1 时产分生孢子数最低，为 4.0×107
个·mL-1，在 200 r·min-1 条件下培养时，分生孢子数
达到最多，为 11.5×107 个·mL-1 ，而在 200～300
r·min-1 范围内，产分生孢子数开始降低。因此，在
该单因子试验中，发酵培养最佳转速为 200 r·min-1。

装液量增多，该菌株产孢量降低，可见提高溶氧量
可提高产分生孢子量和产分生孢子速度。另外，以
装液量为 150 mL/500 mL 时，产分生孢子数高于其
他所有的装液量，产分生孢子数为 9.0×107 个·mL-1。
因此，在该单因子试验中，发酵时间为 144 h，150
mL/500 mL 为最佳装液量。
2.7 接种量对产孢量的影响
在液体发酵过程中，接种量对发酵培养中孢子
数的影响见图 7。结果表明，产分生孢子数分别为
9.0×107、11.0×107、7.0×107 和 8.0×107 个·mL-1，
当接种量为 4%（v/v）时，产分生孢子数最高，为
11.0×107 个·mL-1。因此，在该单因子试验中，以接
种量为 4%（v/v）作为最佳接种量。

图 5 转速对棘孢木霉菌株 Tr148c 分生孢子量的影响
Figure 5 Effect of rotation of speed on the vield of conidial
produced by T.asperellum strain Tr148c

表 2 3 水平 4 因子正交试验结果
Table 2 Results from the orthogonal test with four factors at
three levels
产孢量/×107
A
B
C
D
Production of conidial spores
1
1
1
1
1
9
2
1
2
2
2
11
3
1
3
3
3
6
4
2
1
2
3
11
5
2
2
3
1
6
6
2
3
1
2
8
7
3
1
3
2
10
8
3
2
1
3
11
9
3
3
2
1
7
k1
8.7 10.0 9.3
7.3
k2
8.3
9.3
9.7
9.7
k3
9.3
7.0
7.3
9.3
K1 26.0 30.0 28.0 22.0
K2 25.0 28.0 29.0 29.0
K3 28.0 21.0 22.0 28.0
R
1.0
3.0
2.3
2.3

图 6 装液量对棘孢木霉菌株 Tr148c 分生孢子量的影响
Figure 6 Effect of loaded volume on the vield of conidial
produced by T.asperellum strain Tr148c

正交试验
由表 2 正交试验结果看出，极差 RB＞RC=RD
＞RA，4 个因子中对 Tr148c 产分生孢子数的影响主
次顺序一次为：酵母粉(B)＞装液量(C)=转速(D)＞
甘露醇(A)。各因子 k 值的最大值分别为 A3、B1、
C2 和 D2，即 9.3、10.0、9.7 和 9.7，得到甘露醇(A)、
酵母粉(B)、装液量(C)和转速(D)4 个因子最佳组合
为 A3、B1、C2 和 D2，即甘露醇含量 30 g·L-1，酵
母粉含量 1 g·L-1，装液量 150 mL/500 mL，转速 200
r·min-1。
2.9 验证实验
按 A3、B1、C2 与 D2 的组合，即甘露醇含量
30 g·L-1、酵母粉含量 1 g·L-1、装液量 150 mL/500 mL、
转速 200 r·min-1，其他培养条件采用以上单因子试验
2.8

图 7 接种量对棘孢木霉菌株 Tr148c 分生孢子量的影响
Figure 7 Effect of volume of loaded inoculum on the yield of
conidial produced by T.asperellum strain Tr148c

装液量产孢量的影响
在液体发酵过程中，装液量对产孢量的影响结
果如图 6。结果表明，产分生孢子数均以培养时间
到达 144 h 时为最高。当装液量低于 150 mL/500 mL
时，即发酵培养容器中的溶氧量相对较高时，培养
时间为 96 h，产分生孢子数均达到或超过 5.0×107
个·mL-1；当培养时间为 120 h 至 144 h 时，产分生
孢子数变化范围从 7.5×107~9.0×107 个·mL-1。随着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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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佳条件：初始 pH 为 6、温度 30℃、接种量 4%、
培养时间 144 h，对 Tr148c 进行发酵培养产分生孢子
数测试，重复 3 次实验，最终 Tr148c 产分生孢子数
平均值为 2×108，基本符合试验预期要求。因此，综
合优化配方和发酵条件为: 当培养时间 144 h 时，甘
露醇( 30 g·L-1)、酵母粉( 1 g·L-1)、初始 pH 为 6、温
度 30℃、转速 200 r·min-1、装液量 150 mL/500 mL、
接种量 4%。这与台莲梅等[2]对长枝木霉产孢研究结
果 30℃为最佳产分生孢子数的温度相符合。

3

小结与讨论

王淑军等[11]研究表明，适宜的非蛋白氮源如尿
素或铵盐，可有效促进木霉菌体的生长。在本文单
因子试验中，以 PDB 为基础培养基，加入有机氮源，
更有利于木霉菌 Tr148c 产生分生孢子，其中加入 2
g·L-1 酵母粉时，产分生孢子数可达 8.0×107 个·mL-1；
甘露醇为最佳碳源，有利于木霉菌 Tr148c 的分生
孢子的产生，与台莲梅等研究相符[2]。在单因子试
验中甘露醇含量 20 g·L-1、酵母粉含量 2 g·L-1 为最
佳，而在正交试验中对复合因子作产分生孢子测试
时，则是甘露醇含量 30 g·L-1、酵母粉含量 1 g·L-1
为最佳，可能原因是当培养条件（温度、溶氧量等）
变化时，菌体对营养物质的需求量和代谢方式会随
着变化，从而导致最终的生物量的变化，包括产分
生孢子量的变化。王英姿等[12]在对绿色木霉菌固体
发酵产孢优化研究中，采用正交方法对培养基中不
同成分（4 因素）不同含量（3 水平）进行筛选，最
终产孢子量提高 3 倍。而温度、pH 是微生物生长和
产物代谢的重要影响参数，温度影响酶的活性，而
酶催化在微生物的代谢中的影响至关重要；pH 则影
响细胞膜的表面电荷，使细胞膜渗透性改变，从而
影响菌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和产物的分泌。因此，
选择合适的温度和 pH 值对菌株发酵极其重要；装
液量和摇床转速影响微生物对氧的需求和与营养物
质传递交换效率，氧气、转速过低则不利于菌体生
长，并产生酸性中间代谢产物并积累，降低环境 pH，
影响菌体生长；氧气、转速过高则加速菌体老化，
进而影响菌体代谢及产物累积，所以合适的装液量
和转速能较好的促进微生物生长和产孢[13]。接种量
的影响则表现为，初始接种量过小微生物生长缓慢，
延长发酵周期；过大则生长过快，提前消耗完营养
物质，影响最终生物量的大小。本试验对 Tr148c 摇
瓶液态发酵产孢条件进行的产分生孢子测试，结果
符合预期要求，为进一步的中试和产业化生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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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
目前在农业生产中对作物病害的防治主要依靠
抗性品种和化学防治，但频繁、高剂量的化学药剂
防治己对环境和食品造成了严重污染，危及人类健
康，同时还引起病原菌对化学农药的抗性等问题；
对作物根际土壤有益微生物区系造成破坏，使作物
的自然抗病能力减弱。木霉菌是一类重要的生防真
菌，国内外已经有商品化的木霉菌制剂，其中应用
最多的有绿色木霉和哈茨木霉[14]。棘孢木霉作为木
霉菌的一种，国内关于其在生物防治中应用的报道
还不多。本试验探讨了 Tr148c 在液体发酵过程中，
对影响其产分生孢子数的条件进行优化，为棘孢木
霉作为生物防治产品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提供了必
要的技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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