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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株赖氨酸芽孢杆菌S12及其应用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株赖氨酸芽孢杆菌S12及其

应用，涉及食用菌生物技术领域。其分类命名为

赖氨酸芽孢杆菌(Lysinibacillus sp.)S12，保

藏于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保藏编号CCTCC 

NO：M 2019713；保藏日期：2019年9月11日；保藏

地址：中国武汉武汉大学。本发明的赖氨酸芽孢

杆菌S12应用到双孢菇生长中，能够有效促进双

孢菇菌丝生长，缩短双孢菇的生产周期，提高双

孢菇产量，保证产品绿色健康无污染，无毒无害，

提高食用菌生产经济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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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株促进双孢菇生长的细菌，其分类命名为赖氨酸芽孢杆菌(Lysinibacillus  sp.)

S12，保藏于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保藏编号CCTCC  NO：M  2019713；保藏日期：2019年9

月11日；保藏地址：中国武汉武汉大学。

2.权利要求1所述的赖氨酸芽孢杆菌S12在促进双孢菇生长中的应用。

3.权利要求2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培养料制备、细菌菌液培养、覆

土栽培、出菇管理。

4.权利要求3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细菌以发酵液方式喷洒在覆土中。

5.权利要求3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覆土的制备方法为在泥土中加入经粉碎的干牛

粪、麦壳或砻糠、石灰、过磷酸钙，搅拌均匀，然后灌水，发酵后取土，用物理方法消毒。

6.权利要求3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覆土厚度与培养料厚度的比值为3.5～4.0：18

～22。

7.一种双孢菇促生菌剂，其特征在于，包括权利要求1所述的赖氨酸芽孢杆菌S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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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株赖氨酸芽孢杆菌S12及其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食用菌生物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株赖氨酸芽孢杆菌S12及其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双孢菇是最常见的食用菌种之一，肉质肥厚。菌丝银白色，生长速度中偏快，不易

结菌被，子实体多单生，圆正、白色、无鳞片，菌盖厚、不易开伞，菌柄中粗较直短，菌肉白色，

组织结实，菌柄上有半膜状菌环，孢子银褐色。双孢菇是一种栽培广泛、生产量高、消费量大

的食用菌，富含蛋白质、糖类、多种核苷酸、维生素和不饱和脂肪酸，营养丰富，味道鲜美，食

用价值较高。有抗肿瘤、增强免疫力、降血压等功效，具有明显的药用和滋补作用。原生于欧

洲及北美洲，人类至少自古希腊时代起便开始食用，人工栽培则约始于17世纪的法国等地，

现在则已经广泛在世界各地栽培。传统双孢菇种植方法产量低，化学污染多，满足不了消费

者的需求。微生物对植物生长的作用至关重要，微生物可以分解土壤中的有机物质形成腐

殖质并释放出养分，维持植物细胞正常生长，并且微生物又可以转化土壤碳素和固定无机

营养元素，增加土壤的利用率，达到连续培养的效果。因此为克服传统技术缺陷，减少化学

肥料的使用，寻找适宜的微生物，既能够促进双孢菇产量增加又不会造成人体健康危害和

环境污染，无毒无害，保证产品绿色健康无污染，变得尤为重要。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株促进双孢菇生长的

细菌；本发明所要解决的另一技术问题是提供赖氨酸芽孢杆菌S12在促进双孢菇生长中的

应用，以解决传统双孢菇种植方法产量低，化学污染多的问题。

[0004]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5] 一种促进双孢菇生长的细菌，其分类命名为赖氨酸芽孢杆菌(Lysinibacillus 

sp.)S12，保藏于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保藏编号CCTCC  NO：M  2019713；保藏日期：2019

年9月11日；保藏地址：中国武汉武汉大学。

[0006] 赖氨酸芽孢杆菌S12在促进双孢菇生长中的应用。

[0007] 上述应用，包括以下步骤：培养料制备、细菌菌液培养、覆土栽培、出菇管理。

[0008] 进一步的，细菌以发酵液方式喷洒在覆土中。

[0009] 进一步的，覆土的制备方法为在泥土中加入经粉碎的干牛粪、麦壳或砻糠、石灰、

过磷酸钙，搅拌均匀，然后灌水，发酵后取土，用物理方法消毒。

[0010] 进一步的，覆土厚度与培养料厚度的比值为3.5～4.0：18～22。

[0011] 一种双孢菇促生菌剂，包括赖氨酸芽孢杆菌S12。

[0012] 有益效果：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从双孢菇种植覆土根际土壤中筛选分离并鉴

定了一种促进双孢菇生长的细菌赖氨酸芽孢杆菌S12，通过菌液培养、覆土栽培、出菇管理，

加入促生细菌的双孢菇菌盖直径大，菌盖厚大，度菌柄长，菌株子实体总质量高。能够提高

双孢菇产量，无毒无害，保证产品绿色健康无污染，同时减少辅料用量，提高食用菌生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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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和社会效益。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筛选出来的菌与双孢菇菌株在平板上共培养7d后的结果图；上图为共培养

组；下图为对照组；

[0014] 图2是筛选出来的菌对双孢菇菌株菌丝生长半径的影响结果图；

[0015] 图3是赖氨酸芽孢杆菌S12的系统进化树图；

[0016] 图4是赖氨酸芽孢杆菌S12对双孢菇菌丝生长能力测定结果图；

[0017] 图5是赖氨酸芽孢杆菌S12对双孢菇菌株产量的影响结果图；

[0018] 图6是赖氨酸芽孢杆菌S12对双孢菇菌盖直径的影响结果图；

[0019] 图7是赖氨酸芽孢杆菌S12对双孢菇菌盖厚度的影响结果图；

[0020] 图8是赖氨酸芽孢杆菌S12对双孢菇菌柄直径的影响结果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进一步说明本发明，但这些实施例并不用来限制本发明。

[0022] 实施例1

[0023] 1)细菌的分离筛选和鉴定

[0024] 从山东泰安祝阳镇食用菌科技产业园种植基地随机采取双孢菇种植覆土根际土

壤样品，通过梯度稀释法，从根际土样中共分离得到78个细菌分离物，将其分别挑至加富琼

脂培养基(牛肉膏5g、蛋白胨10g、氯化钠5g、琼脂20g、pH7.2～7.4)培养5～7d后，挑选周围

形成透明圈的细菌单菌落分离物。

[0025] 将初筛分离纯化后保存的菌株接入NA培养基的锥形瓶中，28℃，180r/min，摇床培

养48h，得到培养好的饱和细菌菌液，用移液枪按无菌操作要求将细菌菌液各取0.2mL接种

于PDA平板(葡萄糖20g、马铃薯200g、蛋白胨10g、酵母膏3g、琼脂15-20g、水1000mL，pH7.0)，

用涂布器均匀涂抹，用打孔器取双孢菇真菌1cm，放于涂好菌的平板中央。对照组加入0.2mL

的无菌水，接种后置于28℃培养箱培养，每天观察菌丝的生长状况，拍照记录。培养7天结果

如图1所示，对菌丝生长半径的影响如图2所示。

[0026] 采用形态特征、菌体、革兰氏染色、3％KOH溶解性试验、芽孢染色等方法对筛选到

的赖氨酸芽孢杆菌S12进行生物学特征观察。形态特征为：菌体短杆状无芽孢无荚膜，菌落

呈圆形，表面光滑不透明，颜色乳白色。采用柠檬酸盐利用实验、吲哚实验、甲基红实验、伏

普(VP)实验等方法对筛选到的赖氨酸芽孢杆菌S12进行生化特征测定。结果如表1所示：

[0027] 表1  赖氨酸芽孢杆菌S12的生理生化特征

[0028] 项目 结果 项目 结果

蔗糖产酸 - 果糖产酸 +

V.P.反应 - 柠檬酸盐 -

吲哚生成 - 氧化酶 +

革兰氏染色 - 水解淀粉 +

硝酸盐还原 - 水解明胶 +

[0029] 对该菌株进行16S  rDNA序列进行扩增，将PCR扩增后的产物送至上海生工生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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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公司完成序列测定，其序列如SEQ  ID  NO.1所示。在NCBI上对测序结果进行Blast分析，并

且利用MEGA7.0构建系统进化树，系统进化树如图3所示。测序结果经Blast比对，确定该菌

株为赖氨酸芽孢杆菌(Lysinibacillus  sp.)S12。

[0030] 2)菌丝吃料生长能力测定

[0031] 将赖氨酸芽孢杆菌S12接种于培养料中，从第2天开始每天观测菌丝萌动生长量，

结果如图4所示。发现接入赖氨酸芽孢杆菌S12的双孢菇菌丝生长比较旺盛，从第4天开始菌

丝的日生长量逐渐增加，至第6天、第8天菌丝生长长度明显大于对照组，并且优势明显。

[0032] 实施例2

[0033] 在自然条件下，土壤与有机物质混合，有效地进行厌气发酵，在麦子或油菜后茬的

田里或近水源的地方，取一小块地，栽培双孢菇，取地深挖25-30cm，将土拍碎敲细，尽量做

到无泥块，然后加入经粉碎的干牛粪、麦壳或砻糠、石灰、过磷酸钙。把这些物质与泥土充分

拌匀，然后灌水，起到保温作用。捣土发酵均匀后取土，取土后用物理化学方法进行消毒，消

毒结束后放入菇床，菇床中放有已制备好的培养料。覆土厚度应视培养料厚度而定，高产栽

培的培养料厚度是18～22cm，覆土厚度应为3.5～4 .0cm。覆土制作完成后，用无菌水将

200mL赖氨酸芽孢杆菌S12菌液稀释到1L，均匀喷洒在覆土中，充分混合，保持适宜的温度水

分环境，观察双孢菇出菇速度以及产量，同时设置添加相同总体积的无菌水作为对照组。一

潮二潮三潮菌株产量如图5所示，食用菌促生细菌对双孢菇菌株的子实体性状影响如图6至

图8所示，加入促生细菌的双孢菇菌盖直径大，菌盖厚大，度菌柄长，菌株子实体总质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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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表

<110> 曲阜师范大学

<120> 一株赖氨酸芽孢杆菌S12及其应用

<130>  1

<160>  1

<170>  SIPOSequenceListing  1.0

<210>  1

<211>  1459

<212>  DNA

<213>  Lysinibacillus  sp.S12

<400>  1

aagggcggcg  tgctatacat  gcaagtcgag  cgaacagaga  aggagcttgc  tccttcgacg  60

ttagcggcgg  acgggtgagt  aacacgtggg  caacctacct  tatagtttgg  gataactccg  120

ggaaaccggg  gctaataccg  aataatctgt  ttcacctcat  ggtgaaacac  tgaaagacgg  180

tttcggctgt  cgctatagga  tgggcccgcg  gcgcattagc  tagttggtga  ggtaacggct  240

caccaaggcg  acgatgcgta  gccgacctga  gagggtgatc  ggccacactg  ggactgagac  300

acggcccaga  ctcctacggg  aggcagcagt  agggaatctt  ccacaatggg  cgaaagcctg  360

atggagcaac  gccgcgtgag  tgaagaagga  tttcggttcg  taaaactctg  ttgtaaggga  420

agaacaagta  cagtagtaac  tggctgtacc  ttgacggtac  cttattagaa  agccacggct  480

aactacgtgc  cagcagccgc  ggtaatacgt  aggtggcaag  cgttgtccgg  aattattggg  540

cgtaaagcgc  gcgcaggtgg  tttcttaagt  ctgatgtgaa  agcccacggc  tcaaccgtgg  600

agggtcattg  gaaactggga  gacttgagtg  cagaagagga  tagtggaatt  ccaagtgtag  660

cggtgaaatg  cgtagagatt  tggaggaaca  ccagtggcga  aggcgactat  ctggtctgta  720

actgacactg  aggcgcgaaa  gcgtggggag  caaacaggat  tagataccct  ggtagtccac  780

gccgtaaacg  atgagtgcta  agtgttaggg  ggtttccgcc  ccttagtgct  gcagctaacg  840

cattaagcac  tccgcctggg  gagtacggtc  gcaagactga  aactcaaagg  aattgacggg  900

ggcccgcaca  agcggtggag  catgtggttt  aattcgaagc  aacgcgaaga  accttaccag  960

gtcttgacat  cccgttgacc  actgtagaga  tatggtttcc  ccttcggggg  caacggtgac  1020

aggtggtgca  tggttgtcgt  cagctcgtgt  cgtgagatgt  tgggttaagt  cccgcaacga  1080

gcgcaaccct  tgatcttagt  tgccatcatt  tagttgggca  ctctaaggtg  actgccggtg  1140

acaaaccgga  ggaaggtggg  gatgacgtca  aatcatcatg  ccccttatga  cctgggctac  1200

acacgtgcta  caatggacga  tacaaacggt  tgccaactcg  cgagagggag  ctaatccgat  1260

aaagtcgttc  tcagttcgga  ttgtaggctg  caactcgcct  acatgaagcc  ggaatcgcta  1320

gtaatcgcgg  atcagcatgc  cgcggtgaat  acgttcccgg  gccttgtaca  caccgcccgt  1380

cacaccacga  gagtttgtaa  cacccgaagt  cggtgaggta  accttttgga  gccagccgcc  1440

gaaaggttgg  atttgaagt  1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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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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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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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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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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