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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草芽孢杆菌 RSS-1R 菌株在油菜植株和土壤中的
定殖以及对微生物种群数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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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双抗药性标记法（抗利福平和硫酸链霉素）和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法研究了枯草芽孢杆菌 RSS-1R
菌株在油菜植株和根际土壤的定殖。结果表明，喷雾处理后 2～6 d 内，油菜植株上 RSS-1R 菌株的平均菌量从
3.67×105 cfu·g-1 鲜组织下降到 1.00×103 cfu·g-1 鲜组织；到处理后 10 d，油菜植株上即检测不到 RSS-1R 菌株；喷
雾处理 30 d 内，油菜根际土壤中菌株 RSS-1R 种群数量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灌根处理后，菌株 RSS-1R 可
在油菜根际土壤中稳定定殖 30 d 以上，且其种群数量无显著变化。同时研究了 RSS-1R 菌株对油菜周围微生物种
群数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喷雾处理 2～10 d 后，油菜植株上的细菌种群数量由 6.30×106 cfu·g-1 湿土下降到
3.00×105 cfu·g-1 湿土，处理后 10 d，油菜植株上的细菌种群数量恢复到对照水平。喷雾处理 10 d 内油菜根际土壤
中的细菌种群数量与对照差异不显著，但是处理后 20 d，油菜根际土壤中的细菌种群菌量显著增加。灌根处理后，
油菜根际土壤中的细菌种群数量呈现出先增加后下降的趋势，处理后 30 d，油菜根际土壤中的细菌种群数量恢复到
对照水平。无论是喷雾还是灌根处理均不影响油菜植株或根际土壤中的真菌和放线菌的种群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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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nization of Bacillus subtilis strain RSS-1R on rapeseed plants and in rhizospheric soil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quantity of microbial population around rapeseed p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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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ouble resistance labeling technique (Rifampicin and Streptomycin) and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observation were adopted to investigate the colonization of Bacillus subtilis strain RSS-1R on rapeseed plants and in the rhizospheric soil.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RSS-1R population on rapeseed plant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fter spraying of RSS-1R suspension, which was reduced from 3.67×105 cfu·g-1 fresh tissue at 2
days post-inoculation (dpi) to 1.00×103 cfu·g-1 fresh tissue at 6 dpi. RSS-1R was not detected on rapeseed plants
since 10 dpi; whereas, the RSS-1R population showed a tendency of increase first and then decrease in the
rhizospheric soil during the period of 30 dpi. RSS-1R could stably colonize at least 30 d in the rhizospheric soil
without significant change of the population after the treatment of irrigating root. The quantity of microbial population on rapeseed plants and in the rhizospheric soil was also analyzed in this stud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quantity of bacteria on rapeseed plants was obviously decreased after spraying with RSS-1R suspension, which
was reduced from 6.30×106 cfu·g-1 wet soil at 2 dpi to 3.00×105 cfu·g-1 wet soil at 10 dpi, and then the bac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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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tion resumed to the control level. The population of bacteria in the rhizosphere soil had no significant variation during 10 days after spraying of RSS-1R suspension. Nevertheless, it was increased obviously after spraying
RSS-1R suspension for 20 days. The quantity of bacteria in the rhizosphere soil showed a tendency of increase
first and then decrease after root-irrigation of RSS-1R suspension, and then the bacteria population recuperated to
the control quantity at 30 dpi.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population of fungi and actinomyces regardless
of spraying or root-irrigation with RSS-1R suspension.
Key words: Bacillus subtilis; microbial population; colonization; antibiotics; Brassica napus L.
油菜（Brassica napus L.）是我国最重要的油料
作物之一，由油菜菌核病菌（Sclerotinia sclerotiorum）
侵染油菜引起的油菜菌核病严重制约着油菜生产[1]。
生物防治作为油菜菌核病的重要防治措施已越来越
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对油菜菌核病菌具有生防活性
的拮抗微生物类群有细菌[2-3]、真菌[4]、放线菌[5]和病
毒[6]。枯草芽孢杆菌（Bacillus subtilis）是细菌类群
中最活跃的生防因子，广泛分布于自然界中各种生
态环境里，是植物体表、根际及土壤中生防芽孢杆
菌的优势种群，亦是植物内生防芽孢杆菌中常见的
种群。已有报道表明，枯草芽孢杆菌菌株可在大田
条件下显著抑制油菜菌核病的病情扩展[2-3,7]。
一切生物生长、繁殖都具有一定的生态适应性，
人为的将生防菌引入一个新的生态系统后，该生防
菌能否适应新的环境并在该生态系统中成功定殖决
定着生物防治的成败[8]。Kloepper 和 Beauchamp[9]
认为植物病害生物防治最主要的因素是拮抗微生物
能在植物周围（体表、根围或植物体内）成功定殖，
且其定殖能力决定着生防作用的大小。土壤微生物
是土壤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组成成员，土壤微生物群
落多样性能够敏锐地反映生态系统的功能演变[10]。
人为引入生防菌进入新的生态系统可能会破坏该生
态系统中原有微生物种群结构和功能，从而导致土
壤生态系统的生物种群多样性降低[11-13]。因此，在
利用生防菌进行防治植物病害之前，有必要应用理
想的技术手段来跟踪检测引入的生防菌在农业生态
系统中的定殖情况及其对土壤生态环境的潜在影响
进行风险性评估，从而明确其在新的农业生态系统
中的定殖规律及其与土壤中其他微生物群落间的相
互关系。为了更好的研究有益拮抗微生物在植物周
围的定殖，通常需要对引入植物周围的生防菌进行
特殊标记。常用的方法有抗生素标记法[14-15]（如抗
利福平、氨苄青霉素、硫酸链霉素和卡那霉素等）、
扫描电镜观察法[16-17]、免疫学检测法[18]、聚合酶链
式反应（PCR）及荧光标记法[19-20]等。其中以抗生
素标记法、扫描电镜观察法和荧光标记法最为人们
所常用。
作者前期从油菜根际土壤中分离获得了一株枯

草芽孢杆菌 RSS-1 菌株，该菌株对油菜菌核病菌菌
丝生长和菌核形成的抑制率均高达 90%以上。因此，
本研究采用双抗药性标记法（抗利福平和硫酸链霉
素）及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法，对该菌株在油菜植
株表面和根际的定殖进行了研究；同时研究了经菌
株 RSS-1 的菌悬液喷雾和灌根处理后该菌株对油菜
周围微生物群落的影响。旨在对该菌株进行安全性
评估，为油菜菌核病菌的生物防治挖掘新的微生物
资源，以及为进一步利用该生防菌株对油菜菌核病
进行大田防治提供基础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菌株及植物材料
将保存在–20℃冰箱里的枯草芽孢杆菌 RSS-1
菌株划线接种于 LB 培养基平板上，
（25±1）℃培
养箱中活化 48 h 后，挑取新鲜菌落接种于含有 100
mL LB 液体培养基的 250 mL 三角瓶中，37℃、180
r·min-1 振荡培养 24 h，备用。
供试油菜及其培养：将供试的甘蓝型冬油菜
（Brassica napus）德油 7 号（合肥丰乐种业有限公
司，感病）播种于装有砂壤土和蛭石（体积分数 2:1）
的聚丙烯塑料花盆（10 cm×10 cm×9 cm）中，于
（25±1）℃温室（16:8 h 光照/黑暗）内培养 60 d（约
4～6 片真叶）
，备用。
1.2 供试培养基
1.2.1 PDA 培养基（Potato Dextrose Agar） 马铃
薯 200 g，葡萄糖（Dextrose）20 g，琼脂粉 15 g，
蒸馏水 1 000 mL，121℃高压蒸汽灭菌 20 min。
1.2.2 LB 培 养 基 （ Luria-Bertani ） 胰 蛋 白 胨
（Tryptone）10 g，酵母提取物（Yeast extract）5 g，
氯化钠（NaCl）10 g，蒸馏水 1 000 mL，调 pH 至
7.0，121℃高压蒸汽灭菌 20 min。若需要固体培养
基则按 15 g·L-1 加琼脂粉。
1.2.3 高氏 1 号培养基 可溶性淀粉 20 g，硝酸钾
（KNO3）1 g，磷酸氢二钾（K2HPO4）0.5 g，硫酸
镁（MgSO4·7H2O）0.5 g，氯化钠（NaCl）0.5 g，
硫酸亚铁（FeSO4·7H2O）0.01 g，重铬酸钾（K2Cr2O7）
0.6×10-6～0.7×10-6 g，调 pH 至 7.2～7.4，琼脂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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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ar）15 g，蒸馏水 1 000 mL，121 °C 高压蒸汽
灭菌 20 min。
1.3 抗药性标记菌株的诱导与培养
本研究采用抗利福平（Rifampicin，Rif）和硫
酸链霉素（Streptomycin，Str）双抗药性标记，菌株
RSS-1 的双抗药性菌株的获得参照 Chen 等[14]方法，
略有改动。
首先确定菌株 RSS-1 对利福平和硫酸链霉素的
敏感浓度分别为 0.5 μg·mL-1 和 1 μg·mL-1，先筛选
抗利福平的抗药性标记菌株，再筛选抗硫酸链霉素
的抗药性标记菌株：将菌株 RSS-1 在低于敏感浓度
的含利福平的 LB 培养液中培养，然后逐级提高利
福平的浓度（利福平和硫酸链霉素的浓度设置为
0.1、0.5、1、2、5、10、20、50、100 和 200 μg·mL-1）
进行诱导培养；在每一级浓度梯度下筛选到抗药性
菌株后，均在相同浓度的 LB 平板上连续继代培养
7～10 代，直到筛选出在含有 200 μg·mL-1 利福平的
LB 平板上能稳定生长、且菌落形态、生长曲线及对
油菜菌核病菌（Sclerotinia sclerotiorum）的抑菌作
用等保持不变的 RSS-1 抗利福平标记菌株；然后，
再用该抗利福平标记菌株来筛选抗硫酸链霉素的抗
药性标记菌株，方法同上。最后获得的抗利福平和
硫酸链霉素的双抗药性标记菌株记为 RSS-1R。
1.4 菌株 RSS-1R 在油菜周围的定殖
1.4.1 喷雾处理菌株 RSS-1R 在油菜周围的定殖 将
浓度为 1×108 cfu·mL-1 的菌株 RSS-1R 的菌悬液采
用喷雾法均匀喷施于整株油菜植株上，以施用等量
LB 液体培养基为空白对照，每处理重复 18～20 盆，
每盆 1 株幼苗，每株幼苗喷施 10 mL 菌株 RSS-1R
的菌悬液或 LB 液体培养基，实验重复 2 次。分别
于处理后 2、4、6、10、20 和 30 d 取各处理的油菜
植株的茎、叶组织和油菜根际土壤各 1.0 g。将油菜
植株的茎、叶组织于无菌研钵中研磨成匀浆，分别
将油菜茎、叶组织匀浆和根际土壤溶于 10 mL 无菌
水中，25℃、180 r·min-1 摇床上振荡 1 h 后，分别稀
释 10、102、103、104 和 105 倍；然后再分别取 100 μL
不同浓度菌悬液涂布于含 200 μg·mL-1 利福平和硫
酸链霉素的 LB 平板上，每处理 3 次重复，37℃黑
暗培养 24～48 h，统计每皿出现菌落数，计算每克
鲜重组织（或土壤）中的菌落数（cfu·g-1）。
1.4.2 菌株 RSS-1R 在油菜叶片定殖的扫描电镜观
察 菌株 RSS-1R 在油菜叶片定殖的扫描电子显微
镜（Scanning electron micrograph，SEM）观察参照
Heller 和 Geiges [21]，Yatzkan 和 Yarden [22]的方法：于
喷雾处理后 2、4、6 和 10 d 在上述各处理的油菜叶

711

片上打取直径 6 mm 的叶碟，放入干净、干燥的装青
霉素的小玻璃瓶内，
加入 2.5%的戊二醛溶液固定 8～
-1
10 h。100 mmol·L 的磷酸缓冲液（pH7.0）清洗 3
次，用 30%、50%、70%、85%和 95%乙醇梯度脱水，
各 1 次，每次 10 min。再用无水乙醇脱水 3 次，每
次 15～20 min。再将经过脱水处理的样品放入 K850
临界点干燥仪（Emitech，UK）中进行干燥处理 2 h。
样品干燥后即可放入 E-1010 离子溅射仪（Hitachi，
Japan）上进行喷金，然后将样品放入 S-4800 扫描电
子显微镜（Hitachi，Japan）中进行观察。
1.4.3 灌根处理 RSS-1R 菌株在油菜根际的定殖 将
浓度为 1×108 cfu·mL-1 的菌株 RSS-1R 的菌悬液采
用灌根法灌施于油菜根际的土壤中，以施用等量 LB
液体培养基为空白对照，每处理重复 18～20 盆，每
盆 1 株幼苗，每株幼苗灌施 10 mL 菌株 RSS-1R 的
菌悬液或 LB 液体培养基，实验重复 2 次。实验设
计及处理同 1.4.1。
1.5 菌株 RSS-1R 对油菜周围微生物群落的影响
1.5.1 喷雾处理菌株 RSS-1R 对油菜周围微生物群
落的影响 实验设计及处理同 1.4.1。分离真菌、细
菌和放线菌用的培养基分别为 PDA 培养基、LB 培
养基和高氏 1 号培养基，其中 PDA 培养基含终浓度
为 50 μg·mL-1 的青霉素和硫酸链霉素以抑制细菌生
长。取上述各稀释梯度的菌悬液 100 μL 涂布于上述
各培养基平板上，每处理 3 次重复，分离真菌和放
线菌的培养基平板于（25±1）℃黑暗条件下培养，
直至无新菌落产生为止；分离细菌的培养基平板于
37℃黑暗培养 24～48 h，统计每皿出现菌落数，计
算每克鲜重组织（或土壤）中的菌落数（cfu·g-1）。
1.5.2 灌根处理菌株 RSS-1R 对油菜根际微生物群
落的影响 实验设计及处理同 1.4.1 和 1.5.1。

2

结果与分析

2.1 菌株 RSS-1 双抗药性标记菌株的诱导
检测实验结果表明，枯草芽孢杆菌菌株 RSS-1
对利福平和硫酸链霉素的敏感浓度分别为
0.5 μg·mL-1 和 1 μg·mL-1，据此设置 0.1、0.5、1、2、
5、10、20、50、100 和 200 μg·mL-1 浓度梯度的含
利福平和硫酸链霉素的 LB 平板进行双抗药性菌株
的筛选，最终获得能在含 200 μg·mL-1 利福平和硫酸
链霉素的 LB 平板上生长的 RSS-1 双抗药性标记菌
株 RSS-1R。继而采用平板对峙法检测该双抗药性
标记菌株 RSS-1R 对油菜菌核病菌菌丝生长的抑制
作用与野生菌株间无显著差异（P＜0.01）。同时，
测 定 双 抗 药 性 标 记 菌 株 RSS-1R 与 野 生 型 菌 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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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1 的生长曲线，实验结果表明，抗药性标记菌
株 RSS-1R 的生长曲线略低于野生型菌株 RSS-1 的
生长曲线，但是两者之间的差异不显著（见图 1）。

图 1 野生型菌株RSS-1 与双抗药性标记菌株RSS-1R 生长曲线
Figure 1 Growth curves of strain RSS-1 and double- resistant
strain RSS-1R

2.2 喷雾处理菌株 RSS-1R 在油菜周围的定殖
喷雾处理结果表明，处理后 2 d，从油菜植株上
回收到的双抗药性标记菌株 RSS-1R 的平均菌量为
3.67×105 cfu·g-1 鲜组织，此后菌株 RSS-1R 的种群
数量显著下降（P＜0.05）（图 2A 和图 3），处理后
6 d，菌株 RSS-1R 在油菜植株上的平均菌量下降为
1.00×103 cfu·g-1 鲜组织。处理后 10 d，从油菜植株
上即检测不到菌株 RSS-1R（图 2A）
。喷雾处理后 4
d，才能从油菜根际土壤中回收到菌株 RSS-1R，其
平均菌量为 6.67×103 cfu·g-1 湿土，处理后 4～10 d，
油菜根际土壤中菌株 RSS-1R 的种群数量无显著变
化（P＜0.05）。处理后 10～30 d，油菜根际土壤中
的菌株 RSS-1R 的种群数量呈现一定的下降，然后
保持一定量的水平不变（见图 2A）
。
2.3 灌根处理菌株 RSS-1R 在油菜根际土壤中定殖
灌根处理结果表明，双抗药性标记菌株 RSS-1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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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油菜根际土壤中稳定定殖。处理后 2 d，从油菜
根际土壤中回收到的菌株 RSS-1R 的平均菌量为
1.12×105 cfu·g-1 湿土，此后油菜根际土壤中菌株
RSS-1R 的种群数量略有增加，从处理后 4～30 d，
菌株 RSS-1R 在油菜根际土壤中的种群数量无显著
差异（见图 2B）。
2.4 喷雾处理菌株 RSS-1R 对油菜周围微生物群落
的影响
菌株 RSS-1R 喷雾处理后，短期内油菜植株上
的细菌种群数量显著增加，处理后 2 d，在油菜植株
上分离到的平均细菌菌量为高达 6.30×106 cfu·g-1
鲜组织，显著高于对照组的平均菌量（6.67×105
cfu·g-1 鲜组织）；此后油菜植株上的细菌种群数量显
著下降，到处理后 10 d，其种群数量与对照组的细
菌种群菌量无显著性差异。喷雾处理 10 d 内，菌株
RSS-1R 对油菜根际土壤中的细菌种群数量的影响
不显著，但是喷雾处理 20 d 后，油菜根际土壤中的
细菌种群数量显著增加（表 1）。
喷雾处理对真菌和放线菌的种群菌量的影响无
论是油菜植株上还是在油菜根际土壤中均不显著
（P＜0.05）
（表 1）。在本实验中，无论是处理组还
是对照组，均未从油菜植株上分离到放线菌。
2.5 灌根处理菌株 RSS-1R 对油菜根际土壤微生物
群落的影响
灌根处理结果表明，经双抗药性标记菌株
RSS-1R 灌根处理后，油菜根际土壤中的细菌种群
数量显著增加，处理后 2 d，从油菜根际土壤中分离
到的平均细菌菌量为 4.17×107 cfu·g-1 湿土，而对照
处理组的平均细菌菌量为 2.67×107 cfu·g-1 湿土；到
处理后 20 d，油菜根际土壤中的细菌种群数量显著

(A)喷雾处理后双抗药性标记菌株 RSS-1R 在油菜植株和根际土壤中的定殖；(B)灌根处理后菌株 RSS-1R 在油菜根际土
壤中的定殖；不同的小写字母代表 0.05 水平上的差异显著性
(A) Dynamics of strain RSS-1R population on rapeseed plants and in rhizospheric soil with the treatment of spraying the
RSS-1R cell suspension (approximately 1×108 cfu·mL-1) to rapeseed plants. (B) Colonization of strain RSS-1R population in
rhizospheric soil of rapeseed with the treatment of irrigating the RSS-1R cell suspension (approximately 1×108 cfu·mL-1) to rapeseed
roots. Error bars represent standard deviations and different letters indicate that the differences were significant (P＜0.05).
图 2 菌株 RSS-1R 在油菜植株和根际土壤中的定殖动态
Figure 2 Dynamics of the strain RSS-1R population on rapeseed plants and in rhizospheric soil

44 卷 4 期

代玉立等: 枯草芽孢杆菌 RSS-1R 菌株在油菜植株和土壤中的定殖以及对微生物种群数量的影响

713

整株喷雾处理后 2 d(a, b)、4 d(c, d)和 6 d(e, f)双抗药性标记菌株 RSS-1R 在油菜叶片定殖的扫描电镜观察；图中黑色线
段表示 2 μm
Dynamics of strain RSS-1R population on rapeseed leaves with the treatment of spraying the double-resistant strain RSS-1R cell
suspension (approximately 1×108 cfu·mL-1) to rapeseed plants. SEM observations was performed at 2d(a, b), 4d(c, d) and 6d(e, f)
after treatments. Bars=2 μm
图 3 抗药性菌株 RSS-1R 在油菜叶片定殖的扫描电镜观察
Figure 3 SEM observations of the colonization of resistant strain RSS-1R population on rapeseed leaves
表 1 菌株 RSS-1R 不同处理对油菜周围微生物群落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microbial communities on rapeseed plants and in rhizospheric soil by B. subtilis strain RSS-1R
油菜植株 Rapeseed plant
细菌/105 cfu·g-1
Bacteria
CK
处理

处理/d
Treatment

根际土壤 Rhizospheric soil

真菌/103 cfu·g-1
Fungi
CK
处理

细菌/107 cfu·g-1
Bacteria
CK
处理

真菌/105 cfu·g-1
Fungi
CK
处理

放线菌/ 103 cfu·g-1
Actinomyces
CK
处理

喷雾

2

6.67±1.20d

63.0±8.89a

4.67±1.20a

2.00±1.00a

2.67±0.88abc

2.37±1.52bc

3.33±0.67abc

3.50±0.21abc

4.33±1.45a

4.67±2.03a

Spray

4

6.60±0.56d

39.7±7.72b

2.67±1.20a

4.33±0.67a

2.37±0.50bc

1.53±0.19c

3.37±0.47abc

3.43±0.49abc

3.33±0.33a

2.67±0.33a

6

5.40±0.74d

22.9±0.90c

1.67±0.33a

2.67±1.20a

1.77±0.48 c

1.57±0.23c

4.30±0.90 ab

2.77±0.46 bc

3.00±0.58a

5.00±1.00a

d

d

a

a

c

c

ab

abc

2.93±0.49

a

3.67±0.67

4.33±1.45a

10

4.63±0.34

3.00±1.53

2.67±0.67

3.00±1.00

2.20±0.17

20

4.00±0.52d

1.87±0.20d

3.33±1.45a

1.67±0.33a

2.90±0.44abc

4.63±0.12a

3.87±0.26abc

2.70±0.23 c

4.67±0.33a

3.67±0.33a

30

d

d

a

a

abc

ab

a

abc

a

5.67±0.88a

4.37±0.59

2.67±0.88

3.67±0.67

1.67±0.67

1.83±0.37

3.50±0.57

4.33±0.33

4.37±0.82

4.47±0.38

3.63±0.23

4.00±1.00

根际土壤 Rhizospheric soil
处理/d
Treatment

7

-1

真菌/105 cfu·g-1 Fungi

细菌/10 cfu·g Bacteria
CK

CK

处理
cde

ab

放线菌/103 cfu·g-1 Actinomyces
CK

处理
ab

ab

处理

4.17±0.47

3.33±0.67

3.57±0.24

4.00±2.52

4.33±0.67a

1.22±0.03e

3.37±0.47ab

3.27±0.48ab

4.67±1.76a

3.33±1.33a

ab

ab

a

6.33±1.20

3.67±1.76a

3.23±0.19ab

3.33±0.67a

3.00±1.15a

b

2.77±0.23

a

4.33±1.76

5.00±1.53a

3.57±0.35ab

4.67±2.19a

5.67±0.33a

灌根

2

2.67±0.88

Irrigation

4

2.37±0.50cde

6

de

1.77±0.48

2.64±0.18

4.30±0.90

3.80±0.71

10

2.20±0.17cde

1.23±0.03e

4.33±0.33ab

20

bcd

2.90±0.44

2.23±0.30

ab

3.87±0.26

30

3.50±0.57abc

4.40±0.44a

4.47±0.38a

cde

cde

a

注：表中数据表示为平均值±标准差（n=3），数据采用 Duncan’s 新复极差法比较差异显著性，不同字母表示 0.05 水平
上的差异显著性。
Note: Means±standard errors (n=3). Duncan's new multiple range method was used for variance analysis. Treatments with small
letters in columns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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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P＜0.05），到处理后 30 d，油菜根际土壤中
的平均细菌菌量再恢复到初始水平。通过灌根处理
后，无论是油菜根际土壤中的真菌还是放线菌的种
群数量变化均不显著（表 1）。

3

讨论

引入生防菌进行植物病害生物防治能否达到预
期的防病增产效果，其关键在于该生防菌能否适应
新的生态环境并在该生态系统中有效定殖[8-9]。对引
入生防菌的定殖能力以及在与生态系统中其他微生
物的竞争存活能力的研究是发掘和利用该生防菌的
基本前提，对于该生防菌发挥其最佳的生物防治效
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枯草芽孢杆菌作为理想的生防因子及农业生态
系统中的优势种群，具有极强的抵抗不良环境条件
的能力和生防抑菌效果。它能否在植物周围成功存
活决定了其对植物病害的生物防治效果。杨洪凤
等[23]研究表明内生 Bacillus amyloliquefaciens CC09
不同处理均能在小麦的叶际和叶内稳定定殖 15 d 以
上，且其预防与治疗小麦白粉病的防效均在 90%以
上。Chen 等[14]报道芽孢杆菌 JM-1128 菌株在棉花
植株上 7 d 内菌量显著下降，但是处理后 7 d 到 21 d
植株上的菌量下降缓慢。Theoduloz 等 [24] 报道 B.
subtilis 在温室条件下在番茄叶片上至少可存活
45 d，其菌量仅下降 2.5 个单位。Zhang 等[7]利用 B.
subtilis 菌株 SB24 防治大豆菌核病（Sclerotinia
sclerotiorum）时发现，在温室条件下菌株 SB24 可
在大豆叶片上存活超过 5 周，其菌量仅下降 0.8 个
单位；在大田条件下菌株 SB24 可在大豆叶片上存
活超过 15 d，其菌量仅下降 1.5 到 2.5 个单位。本研
究通过抗利福平和硫酸链霉素双抗药性标记法及扫
描电镜观察法，研究了喷雾和灌根 2 种不同处理下
菌株 RSS-1R 在油菜周围的定殖情况。结果表明，
喷雾处理后菌株 RSS-1R 可在油菜植株上定殖 6 d
左右。然而，无论是喷雾还是灌根处理菌株 RSS-1R
均可在油菜根际稳定定殖 30 d 以上。表明枯草芽孢
杆菌 RSS-1R 是一株具有极高应用潜能的生防菌
株。
将生防菌引入新的生态系统发挥生物防治作用
之前，研究引入的生防菌对植物周围其他微生物群
落结构以及周边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初步的风险
性 评 估 已 成 为 国 际 共 识 。 陈 雪 丽 等 [25] 利 用
DGGE-PCR 技术证明在盆栽条件下接种 B. subtilis
BRF-2 和 Paenibacillus polymyxa BRF-1 对不同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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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瓜和番茄根际土壤中的细菌群落结构影响不大，
但是对土壤真菌群落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特别是
对番茄根际土壤真菌群落结构影响较大。余贤美
等[26]通过固体平板法和 Biolog 法分析了具有良好
定殖能力的 B. subtilis Bs-15 对枣树根际土壤中细菌
的种群数量影响不显著；放线菌的种群数量在处理
后 7 d 内显著下降，14 d 以后恢复到对照水平；而
真菌种群数量的增长速度显著下降，
表明菌株 Bs-15
提高了土壤微生物的整体活性以及土壤微生物种群
和 功 能 多 样 性 。 Girlandad 等 [27] 研 究 表 明 ，
Pseudomonas fluorescens CHA0 不仅对黄瓜根部病
害具有较好的生物防治效果，而且其对黄瓜根际可
培养真菌群落多样性没有明显的影响。本研究结果
表明，经菌株 RSS-1R 喷雾处理后，短期内油菜植
株上的细菌种群数量显著增加，到处理后 10 d，油
菜植株上的细菌种群数量恢复到初始水平。喷雾处
理 10 d 内油菜根际土壤中的细菌种群数量变化不显
著，但是到处理后 20 d，油菜根际土壤中的细菌种
群菌量显著增加。灌根处理后，油菜根际土壤中的
细菌种群数量呈现出先增加后下降的趋势，到处理
后 30 d，油菜根际土壤中的细菌种群数量恢复到初
始水平。但是，无论是喷雾还是灌根处理，均对油
菜植株上的真菌或根际土壤中的真菌和放线菌的种
群数量影响不显著。表明对油菜菌核病菌具有良好
的生防效果的 B. subtilis 菌株 RSS-1R 不仅能够成功
在油菜植株和根际定殖，而且对油菜植株和根际土
壤中的可培养微生物群落亦不造成显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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