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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土肥资源高效利用国家工程实验室



国家苹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微生物肥料创新中心



筛选具有促生、解磷、抗病、杀虫、解毒等功能微生物菌种20,000余株，建立了农业

微生物菌种资源保藏与利用中心。

不断开发线虫生防、疮痂病防治、盐碱地改良、自毒物质降解、促生抗逆等功能型

微生物菌剂。



“防治马铃薯连作障碍疮痂病生物肥料的研制与开

发” 通过了专家鉴定，总体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生物有机缓控释肥（4种中试新产品）



① 一种果树专用生物有机肥及其制备方法

② 一种土壤根结线虫防治制剂及其制备方

法及应用

③ 马铃薯专用生物有机控释肥

④ 一株樱桃根际促生假单胞菌及其应用，

ZL 201110376284.0

⑤ 一株冬枣根际促生枯草芽孢杆菌及其应

用，ZL 201110376966. 1

⑥ 一株蓝莓根际促生纺锤芽孢杆菌及其应

用，ZL 201310016604.0

⑦ 一株核桃根际促生乙酸钙不动杆菌及其

应用ZL 201310016531.5

⑧ 甜樱桃专用微生物菌剂、生物有机肥及

其制备方法，ZL 201210506261. 1

⑨ 缺陷短波毛单胞菌及其发酵方法、制剂

与应用，201110024393.6

⑩ 烟丝生产用酶菌复合制剂及其制备方法，

201110046320.7



两脚挂泥接地气



功能型微生物菌剂应用实例

1. 改良土壤——山东东营盐碱地改良为例

3. 抗病——根结线虫病

4. 功能菌剂促生实验

5. 化感自毒物质降解

2. 抗病——马铃薯疮痂病



1. 改良土壤——山东东营盐碱地改良为例



(1)  2015年冬小麦试验

实际产量达到594斤／亩：
T4比T1增产217.40%；T4比T2增产64.61%。

试验处理 处理方式

T1 空白对照

T2 常规施肥

T3 生物有机肥1（15kg）+常规施肥

T4 生物有机肥2（15kg）+常规施肥

2015年冬小麦试验处理

注：常规化肥：缓控释肥肥料

收获期与播种期相比：

根际土壤含盐量

T1减少0.85%；

T2增加7.55%；

T3减少10.86%

T4减少22.06%。

冬小麦根际土壤含盐量



(2)  2016年玉米试验

实际产量最高达917.14斤／亩
T6比T1增产81.53%
T6比T2增产35.98%。

试验处理 处理方式

T1 空白对照

T2 常规施肥

T3 生物有机肥1+常规施肥

T4 生物有机肥2+常规施肥

T5 生物有机肥3+常规施肥

T6 生物有机肥4+常规施肥

处理 株高（cm） 地茎（mm）
微生物数量
（CFU/g）

 T1 208.47±6.73(a/A) 18.25±1.84(a/A) 3.78×106

T2 217.28±7.77(ab/AB) 19.38±0.94(ab/AB) 4.12×106

T3 224.71±8.63(b/B) 20.72±1.54(b/AB) 2.29×107

T4 230.35±7.02(c/B) 21.60±1.16(c/BC) 5.84×107

T5 245.38±6.48(d/C) 23.58±1.64(d/CD) 8.13×107

T6 250.27±9.63(d/C) 24.61±1.57(d/D) 6.33×107

收获期与播种期相比：

根际土壤含盐量

T1增加了8.08%；

T2增加了0.24%；

T3降低了22.06%；

T4降低了35.11%；

T5降低了23.53%；

T6降低了25.94%。



2. 抗病——马铃薯疮痂病

危害：仅危害薯块表面；对马铃

薯品质及商品价值影响较

大。

范围：全世界马铃薯种植地区普

遍存在的一种严重病害。

在美国被认为是马铃薯的

第四大病害。

防控：由于病原菌特殊性，目前

没有成熟的研究体系和防

控措施。



疮痂病链霉菌（ Streptomyces SP.）1891 年Thaxter R在美国康州首次分离并

命名Oospora scabies；1948年Waksman 和 Henrici 将其更名为Streptomyces 

scabies。

S. scabies、S. acidiscabies及S. turgidiscabies是公认的最普遍的三种能够引起

疮痂病的病原菌。

马铃薯疮痂病病原菌简介



北方一作区：（8省40区／10省40县区）

内蒙、甘肃、黑龙江、吉林、陕西、山西、西藏、河北

等。共采集样品244份，主要集中在内蒙（141）和甘肃

（75）。

中原二作区：（1省8区／2省11区）

共采集样品96份。主要集中在山东枣庄（44）、潍坊

（22）等地。

南方冬作区：（3省5区／3省5区）

福建、广东、云南等地。共采集14份样品，主要集中在

广东（9）。

马铃薯疮痂病危害及病原菌普查





生防菌盆栽试验



生防菌盆栽试验

荧光定量检测生防菌定殖情况荧光定量检测病原菌变化

生防菌及病原菌在土壤中的定殖情况



生防菌对土壤中有益菌群的影响



Ø 生防菌对马铃薯的防效达到了70%，优于农用抗生素的效果；

Ø 生防菌能够在马铃薯整个生长期稳定定殖，显著降低马铃薯疮痂病病原菌数量；

Ø 生防菌增加了根际土壤中芽孢杆菌属、假单胞菌属和链霉菌属等有益功能菌群的数量；

Ø 生防效果优于农药且对环境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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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护
行

M1 M3 M1
M4 M1 M2
M2 M4 M3

保       护       行

M1：不施药（对照）
M2：硫酸铜（10g/小区）
M3：1号生物有机肥（800g/小区）
M4：2号生物有机肥（800g/小区）

株行距     70cm*19  cm                
密    度      5015     株/亩
小区面积   13.34    平方米           
本试验面积     0.24    亩

（2） 大田试验（2018年）

处理
 

各小区感病率（%） 小区平均感病率
（%）

差异显著

1 2 3 5% 1%
1 54.55 64.52 83.87 67.65 a A
2 10.71 39.13 68.00 39.28 ab A
3 58.97 30.00 64.00 50.99 ab A
4 30.77 20.00 25.93 25.57 b A

不同处理对马铃薯疮痂病的影响

处理
 

各小区病情指数（%） 小区平均病情指
数（%）

差异显著

1 2 3 5% 1%

1 22.73 20.61 24.24 22.53 a A

2 10.00 17.39 20.00 15.80 b AB

3 8.72 6.00 13.60 9.44 bc B

4 6.92 6.40 5.19 6.17 c B

马铃薯疮痂病病情指数

处理 小区平均 差异显著

 防效（％） 5％ 1％

1
2

0
29.88

d
c

D
C

3 58.07 b B

4 72.61 a A

不同处理对马铃薯疮痂病的防效



名  称：一株解淀粉芽孢杆菌及其在防治马铃薯疮痂病中

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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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采集10 株马铃薯：每株包括：

四个土层（薯块表层土GS、根际土RS、

根区土ZS和垄沟土FS），

三个部位（根Rt、薯块Tb、茎St）。

马铃薯疮痂病与土壤微生物群落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

仅薯块表层土（GS）的细菌丰度、
多样性和细菌群落组成等方面存
在显著差异，而RS、ZS和FS无明
显差异。



在疮痂病发病、病原菌、txtAB基因丰度与疮痂病
显著相关的微生物。
13个属（Stenotrophomonas寡养单胞菌属）与三者
显著正相关；
3个属（ Bacillus 芽孢杆菌等）与三者显著负相关。

GSL（发病轻）的共存网络比GSH（发病重）复杂。



GSH：240 Kos;     GSL：561 KOs

丰度最高的差异基因：
K02035，参与群感效应。

 GSH病：“ABC transporters”, “Bacterial secretion system”, “Nitrogen metabolism”, 
Cytochrome P450。

GSL健：some antibiotics biosynthesis。



Ø Quorum sensing，ABC transporter，细菌分泌系统，氮代

谢系统等协助侵染；

Ø Stenotrophomonas等纤维素降解微生物，诱导疮痂病毒素

的生物合成。

Ø Bacillus等能够直接作用于病原链霉菌，或通过控制微生物

群落结构，间接作用于病原菌，从而控制疮痂病。



3. 抗病——根结线虫病



莴笋 番茄

Ø 1855年，英国人Berkeley首次在黄瓜根结内发现根结线虫(Meloidigyne  spp.)。

Ø 根结线虫寄主范围极广，生活史短（20天），繁殖率高（500-1000），危害极大，

严重时可绝产。

Ø 全球每年由线虫造成的损失达数千亿美元（852亿，2015，Eyualem Abebe，
Nematology）。 

Ø 中国每年的损失约500-700亿元（彭德良，2018）

ü 寄主广泛，寄主植物114个科，超过3000种植物；

ü 涉及到几乎所有的经济和粮食作物，茄科、葫芦科、十字花科尤其严重。



  （1） 黄瓜预防施用试验 实验地点：孙集街道孙集村

地块说明：

此地块实验面积1000平方左右

（1.5亩地，拱棚内另有1.5亩地对

比地块，共计3亩地）。

春黄瓜生长周期3-7月份，共5个月。

秋黄瓜（8-11月份）。

清园时，实验地块出现大量根结

线虫，休园期未进行处理。

此生长周期内，使用菌剂处理的，

不再使用任何治疗根结线虫的药

剂。

o蘸根：

来苗后，用1：50稀释均
匀的菌液蘸根；

o沟施：

粉剂在定植区均匀撒施；

o追施：

隔15天左右，连续追施2
次（溶解好后滴灌）。

施用方法 施用效果

前期：黄瓜生长迅速，植株粗壮，叶片肥厚，抗病害
能力增强，提前开花座果；

中期：座果率高，挂3只黄瓜，对比地块
只能挂2只；黄  瓜顺直，口感好；

后期：植株相对健壮，异形果较少。

清园时菌剂处理区未发现根结线虫；
施用菌剂植株根部根多，根密。
施用菌剂的地块产量提高20%。

菌剂处理对照 阿维菌素



实验地点：青州孟家村(2) 山药预防施用试验

地块说明：

此地块为第三年

种植地块，有重

茬死棵现象，部

分地段有“黑皮

病”等根结线虫

引起的山药根茎

病害，严重影响

山药的产量和质

量。

施用方法

沟施：定植前直接
撒到山药沟里

追施：由于山药生
长周期较长，浇水
间隔较大，追施间
隔30天左右，连用
两次，稀释后，随
水冲施。

施用效果

o 截止到8月底，山药尚未挖出，仅挖几棵对比。

o 菌剂处理区山药长势好，病害少，山药根茎大，粗细均匀，
色泽好，无“黑皮”，“线虫斑”等病害；

o 对照区山药长势相对要差，抗病害能力一般，山药个头小，
粗细不均匀，色泽较差，有部分黑皮和线虫斑。

菌剂处理 对照



(3) 苦瓜治疗施用试验 实验地点：孙集街道小董家庄村

地块说明：

温室越冬苦瓜，

9月份定植，来

年7月份清园。

所选地块根结

线虫病非常严

重，对照施用

噻唑磷进行灌

根处理。

施用方法

o 灌根：

1:100倍稀释，直接灌在
苦瓜根部，每棵用菌液
100克左右；

o 追施：

方法同上，每隔15天使
用一次，连用2次。

o 噻唑磷用量1:2000倍
稀释，每棵施用药液
100克，追施两次。

o 对照地块

噻唑磷灌根后，死棵8棵/20棵明

显病株，植株生长受限，几乎不

再挂果，清园时新根少，根结未

见明显减少。

施用效果

o 菌剂处理区：

菌剂灌根后，死棵3棵/20棵明显

病株，植株能正常生长，挂果正

常，清园可见大量新根，根结部

分坏死不再发展；

菌剂的优点：抑制线虫生长，有效杀死线虫，促进植株根系发育，保
护作物根系，保证植株的成活率，提高作物的座果率，持效期长；

缺点：对比当前最好的治疗根结线虫的化学试剂噻唑磷，起效稍慢，
土壤里有杀菌剂时几乎无作用。



(4) 丝瓜治疗施用试验

o 实验地块：温室丝瓜，发现萎蔫现象，扒土可见小
根结的出现，在发现区域（约333平方，半亩地）
进行施用菌剂漫灌。

o 使用方法：在发现区域（约333平方，半亩地）进
行施用无线菌剂稀释后，随水漫灌。15天一次，连
用三次。

实验地点：上口镇贾王南邵村

使用效果

开始时，实验区仍有部分萎蔫现象，15天后逐渐生长正

常。7月份清园时，根结线虫侵染的根部得到有效控制，

新根长出，不影响产量。



(5) 黄瓜治疗施用试验 实验地点：孙集街道马家村

实验地块：
拱棚黄瓜，套种苦瓜。3-7月份黄瓜，7
月份-11月份苦瓜。实验区域发现少量
黄瓜生长矮小，扒土可见根结，整棚施
用，治疗加预防。

使用方法：
灌根：
生长不正常的植株单独灌根（1:100倍稀
释，100克/棵）；
冲施：
稀释后，滴灌冲施；
追施：
每隔15天左右，追施2次，施用方法同上。

施用效果

黄瓜清园时，根结线

虫植株未大量增加，

少量侵染的根部的根

结不大，预防和治疗

都很显著。黄瓜正常

生长，植株健壮，暂

未发现黄叶或萎蔫现

象。



(6) 山东莱芜大姜（2014年-2019年）



(7) 山东寿光黄瓜（2017年）



(8) 济阳哈密瓜（2017年）



试验处理
试验前
（7月9日）

施药30天
（8月20日）

施药2月后
（9月18日）

新型杀线剂 44 23 未检出

厚垣轮枝菌
（CK）

44 29 未检测

（9）广东增城石榴（2018）

试验处理
试验前
   （7月9日）

施药30天
  （8月20日）

施药2月后
   （9月18日）

新型杀线剂 194 未检出 未检出

阿维＋噻唑膦
    （CK）

194 11 未检测

（10）广西南宁香蕉（2018）

试验地点 供试作物
施用30d后 施用60d后

新型杀线
剂

常规用药
新型杀线
剂

 常规用药

广东增城 木瓜 81.13% / / /
广东增城 石榴 47.72% 34.09% / /
广西南宁 香蕉 100.00% 94.33% / /
山东寿光 西红柿 77.56% / / /
山东寿光 黄瓜 83.96% / / /
山东青州 黄瓜 41.03% / 76.92% /
山东龙口 大姜 31.67% 6.67% 85.00% 86.67%
山东龙口 大姜 54.05% 47.30% 97.30% 94.59%
山东龙口 大姜 21.15% -0.08% 84.61% 92.31%

2018-2019根结线虫生物防治
部分大田试验结果



4. 功能菌剂促生实验

对照 菌剂处理

处理 株高/cm 茎粗/cm 地上鲜重/g 地下鲜重/g 整株鲜重/g
      

15.40±1.21B 2.96±0.06B 1.18±0.18B 0.17±0.03B 1.45±0.21B

24.77±1.62A 3.67±0.17A 2.70±0.24A 0.72±0.14A 3.45±0.27A

60.84％ 19.35％ 128.8％ 323.5％ 137.9％

处理 根表面积 根系体积 根尖数 平均直径 根总长 分叉数

14.27±4.54

B

0.22±0.06

B

354.33±99.32

A

0.61±0.05

B

74.13±26.27

A

284.00±95.26

B

41.73±0.99

A

1.26±0.11

A

489.33±63.58

A

1.25±0.02

A

110.16±5.00

A

744.00±38.59

A

192％ 472％ 38.14％ 105％ 48.60％ 162％

处理
根表面积

cm2
根总长

cm 根尖数 分叉数
地下鲜重

g
整株鲜重

g

0.56±0.14

b

11.71±3.27

b

224.67±69.32

b

6.33±1.26

b

0.320±0.061

b

0.399±0.114

b

1.07±0.29

A

22.02±2.00

a

376.75±63.58

a

14.75±3.59

a

0.390±0.007

a

0.630±0.064

a

91.07％ 88.04％ 67.69％ 133.02％ 61.00％ 57.89％



自毒物质影响植物生长的原因：

o 改变膜通透性，抑制养分吸收；

o 影响植物的光合作用；

o 影响植物体内和土壤中酶活性，影响代谢和吸收；

o 影响植物呼吸作用；

o 影响蛋白质合成及基因表达。

5. 化感自毒物质降解



(1) 化感自毒物质降解——苯甲酸

苯甲酸经优化后苯甲酸的18h降解率可以达到99.01%。



(2) 化感自毒物质降解——根皮苷

功能菌降解化感自毒物质根皮苷（90d）



功能型生物有机肥施用试验总结

① 预防施用，效果良好；

② 抑制病原尤其是靶标病原效果明显；

③ 促进植物生长，增强抗病抗逆潜力；

④ 改良土壤结构，促进有效养分释放和吸

收；

⑤ 调理土壤菌群结构，增加土壤有益菌群

种类数量，环境友好。

一菌包打天下不靠谱，但是
针对一定地域气候和土壤特
点，科学利用两个或多个功
能菌组合，满足抗病促生等
特定需求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功能型生物有机肥的优势和
强项不在治病的“表” ，而
是在于调理植物和土壤脏腑
经络的“里”，以达到强身
健体，绿色发展，可持续增
产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