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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酸奶到收获：乳酸菌在农业中的应用

摘要

乳酸菌(LAB)在农业系统中用于改善土壤、控制疾病和促进植物生长已经有

几十年的历史，但乳酸菌在植物微生物组中的功能作用尚未被发现。了解植物与

乳酸菌的共生关系对提高农业植物产量具有重要意义。

对乳酸菌促进植物生长特性的科学研究在数量和范围上都在不断增加。从不

同来源分离出来的 LAB 已被证明是有效的生物肥料、生物防治剂和生物刺激素。

作为生物肥料，乳酸菌可以提高堆肥和其他有机材料中的养分利用率。在发酵食

品中，乳酸菌是一种有效的生物防治剂。近年来，LAB 已被证明在控制多种真菌

和细菌植物致病菌方面是有效的。乳酸菌作为生物刺激素，可以直接促进植物生

长或种子萌发，缓解各种非生物胁迫。

在本文中，我们讨论了植物和乳酸菌的历史和生态学，评价了乳酸菌在提高

植物产量方面的可用信息，并考虑了乳酸菌在植物农业中应用的局限性和潜在的

新方向。

1. 前言

植物-微生物相互作用研究的最新进展引起了人们对微生物群落在促进植物

健康和抗逆力中的重要性关注。在气候变化和人口增长的背景下，促进植物生长

的工程植物微生物组是保持作物生产的一个很有前途的策略。广义地说，植物生

长促进微生物(PGPM)通过改善植物的营养获取，作为生物防治剂(BCAs)，提高宿

主植物抵抗生物和非生物胁迫的能力，或通过产生直接刺激植物生长的化合物来

促进植物生长。许多 PGPM 通过多种机制同时促进植物生长。

自然界中的植物与多种有益的、致病的、良性的微生物相互作用。大多数

PGPM 研究只集中在几个常见的共生根际微生物组：根瘤菌、芽孢杆菌、假单胞

菌和菌根真菌。然而，其他组潜在的 PGPMs 的功能作用，包括乳酸菌(LAB)，尚

未探索。植物微生物是一种尚未开发的遗传和代谢资源，可能为紧迫的农业问题

提供一系列生化解决方案。

LAB 是许多植物微生物群落中普遍存在的成员，但对 LAB 与其宿主之间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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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相互作用知之甚少。我们在 LAB-植物相互作用方面的知识，与我们在食品加

工方面的知识深度和广度的差距，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这篇综述中，我们从乳酸

菌在农业和食品保存方面的历史用途出发，对乳酸菌在提高植物产量方面的可用

信息进行了评估，并讨论了乳酸菌在农业中的局限性和潜在新方向。

LAB 是革兰氏阳性兼性厌氧细菌，通常生活在富含碳水化合物的底物中，它

们发酵成有机酸。乳酸菌生产有机酸和其他抗菌物质的能力使得它们在植物和动

物源食品的保存中是不可或缺的，这些食品包括：德国泡菜、奶酪、香肠、酸面

包和动物青贮饲料。此外，LAB 将碳水化合物转化为有机酸，引起了人们对 LAB

生物反应器用于生产有机酸的工业应用的兴趣，尤其是乳酸，它是可生物降解塑

料的重要前体。乳酸菌菌株对人类健康的益处也使其成为有价值的益生菌。

LAB 在食品加工中的广泛应用已经产生了大量关于其生理和所产生的生物

活性化合物的知识。这种用法也导致 LAB 被指定为通常被认为是安全的(GRAS)，

并且不会对食用作物生产中的应用带来风险，从而免除了昂贵和耗时的监管审批

过程。此外，结合来自农业的经验证据，以及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为 LAB 作为

一种新的 PGPM 类别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案例。在食品生产中，乳酸菌作为生物肥

料、生物防治剂和生物刺激素具有很大的应用潜力(图 1)。

2. 乳酸菌在农业中的历史

整体、生态农业系统的支持者长期以来一直重视乳酸菌，特别是作为一种农

业投入。乳酸菌在植物中普遍存在，当植物组织受损，释放出富含碳水化合物的

细胞成分时，乳酸菌会迅速增殖。野生乳酸杆菌的培养无需实验室设备或微生物

学专业知识，再加上其保存甚至改善食品营养品质和风味的能力，使得这些微生

物被农民和公众广泛使用。

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机械化农业设备、化学杀虫剂和化肥的使用变得越

来越普遍，世界各地开始了许多替代农业运动，它们借鉴了工业化前的农业实践。

许多替代农业运动采用 LAB，特别是乳杆菌，作为可持续农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以控制害虫，改善土壤条件，促进植物生长。

3. 植物乳酸菌生态

为了更好地利用 LAB 对农业生产的好处，我们必须首先了解植物与 LAB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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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态关系，包括 LAB 在自然界所占的生态位。植物与环境中各种有益、良性和

致病微生物群落相互作用，必须能够区分这些群落的成员，以优化生长。如果植

物-LAB 关系为植物提供了优势，这种关系可以被促进或操纵，以提高农业生产。

乳酸杆菌存在于许多植物的叶际、内部和根际。这些生态位中的每一个都为

LAB 的发展提供了独特的挑战。在叶圈中，乳酸杆菌暴露在一系列的胁迫下，包

括紫外线辐射、极端的水分有效性、稀缺的养分可用性和高氧化还原电位。LAB

也作为内生菌生活在植物内部，并可以在种子和营养繁殖体中存活。作为内生菌

乳酸菌也生活在不同作物，包括甜玉米、棉花、甜菜、草莓水果、胡椒,黄瓜、

小麦种子和多年生黑麦草的根。LAB 能够在如此多样的植物中生存，这表明植物

与 LAB 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根际定义为：受根系分泌物直接生化影响的土壤部分。植物将大量的光合固

定碳投入到根系分泌物中，其中包括糖、信号化合物、酶和其他化学物质，这些

物质可以改变土壤环境以选择特定的微生物群落。这种富含碳水化合物的环境似

乎是 LAB 的理想环境，然而，有机酸在根际分解很快，限制了 LAB 对根际酸化的

能力。尽管这种限制使 LAB 不能成为大多数土壤中的优势菌群，但已经从根际分

离出了多种 LAB 菌株。对根际微生物群落的研究表明，根际微生物群落在很大程

度上受植物种类、年龄以及温度、湿度等环境因素的影响。乳酸菌似乎是桑树微

生物群的组成成员，在根际中普遍存在，尽管植物之间的地理距离很大。

虽然许多土壤似乎并不含有大量的 LAB，但它们确实含有多种多样的 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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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产生多种代谢物。据报道，LAB 在碳丰富的土壤环境中数量最多，例如果树

或畜牧业，然而，丰富多样的 LAB 也从橄榄和沙漠松露的根际以及沙漠土壤中分

离出来。

乳酸杆菌能在低至 15 MPa 的干燥环境中生存和生长。也有许多耐盐乳酸菌，

盐水发酵食品中乳酸菌的多样性就证明了这一点。LAB 通常在混合培养中占主导

地位，因为它们能够使环境酸化到许多其他微生物无法生存的水平。

作为微生物肥料的乳酸菌

LAB 是主要的微生物群之一，负责分解各种有机材料用于农业，它们在堆肥、

青贮和厌氧消化系统中很常见。这些废物处理系统通常使用本地的微生物群，然

而，也有人尝试通过将废物接种微生物群来改进这些过程，这些微生物组通常含

有 LAB。

有效微生物联盟(EM)由酵母、霉菌、乳酸菌、光合细菌、放线菌和其他微生

物群组成。LAB 通常成为 EM 联盟成熟发酵中最活跃和最占优势的群体。对三种

商业 EM 产品的分析发现，乳酸菌是菌群中最丰富的微生物群。

与未接种的堆肥的植物相比，EM 接种的堆肥已被证明，可以提高小麦、大

豆、绿豆、水稻和棉花的产量和营养吸收。与未经处理的堆肥相比，经过 em 接

种的堆肥处理的作物产量有所提高，这可能是因为有机化合物加速分解为植物有

效养分。LAB 已被证明可溶解磷酸盐，可能是通过有机酸的产生。从甘蔗发酵中

分离出的三株 LAB 菌株可以固定大气中的氮。虽然 LAB 似乎几乎不需要铁，而且

一直被认为不会产生铁载体， Shrestha 等(2014)报道了乳酸菌的三种植物促生

长菌株产生铁载体。

虽然在许多EM试验中已经有了很有希望的结果，但EM的有效性还有待确定。

在热带或亚热带地区进行了许多利用 EM 提高作物产量的田间试验，而在温带地

区进行的大多数试验并未显示 EM 的应用有任何益处。

作为生物控制的乳酸菌

由于担心许多化学农药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有害影响，人们开始寻找更安全

的替代品。许多微生物已被确定为安全有效的细菌和真菌植物致病菌的生防剂

(BCA)。BCA 通过多种机制发挥作用。LAB 作为生物防治剂有三种已知机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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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抗菌化合物、活性氧物和细菌素，通过预先定殖易受感染的植物组织来排除

病原体，以及通过改变植物免疫反应。

LAB 生产多种抗菌化合物，包括抗真菌的二酮哌嗪、脂肪酸的羟基衍生物、

3-苯基乳酸盐；抗菌细菌素和类细菌素化合物；以及一般抗菌剂，如有机酸、过

氧化氢、吡啶酮-5-羧酸、双乙酰和罗氏菌素。有人提出乳酸菌控制叶面细菌性

病害的主要机制是产生有机酸，然而，考虑到乳酸菌生产的抗菌化合物的多样性，

也有人认为，LAB 用多种作用模式的多种化合物攻击竞争微生物。

除直接拮抗植物病原体外，LAB 处理还可以改变植物对病原体的反应，从而

提高植物的先天免疫能力。这种效应称为系统获得性抗性(SAR)。Hamed 等人

(2011)认为，番茄经不同乳酸菌菌株处理后的形态变化是 SAR 反应的证据，导致

了对真菌病原体的抗性。支持这一理论的是，番茄种子经番茄根际分离的副干酪

乳杆菌处理后，由于防御相关代谢物在处理幼苗中的表达差异，番茄种子产生的

幼苗更能抵抗番茄青枯病菌的感染。

LAB 控制细菌和真菌植物病害的能力已经被调查(表 1), 由于 LAB 在叶层中

普遍存在，因此 LAB 首次被作为叶面植物致病菌的 BCA 进行评估，LAB 首次被评

价为叶片植物致病菌的 BCA。

用含有乳酸菌的混合培养基发酵的堆肥茶对多种瓜类的白粉病都有效。其他

未明确的微生物群落的堆肥茶已经有效地控制了许多真菌病原体。很可能许多微

生物种群未明确的堆肥茶中都含有相当比例的 LAB，可能具有抗菌活性。同样，

牛奶、乳清和其他乳制品也经常被用作白粉病的自然控制剂，并已应用于各种瓜

类、葡萄和温室玫瑰。用乳酸菌发酵的牛奶是一种有效控制甜瓜白粉病的方法。

此外，即使是未接种的牛奶也有可能发酵，导致乳酸菌的增殖和相关的抗真菌活

性。

4. 乳酸菌作为生物刺激素

一些植物生长促进微生物产生能刺激植物生长的激素，然而，很少有证据表

明细菌激素在乳酸菌刺激植物生长中起重要作用。嗜酸乳杆菌已被报道能产生细

胞分裂素，而一些乳酸菌已被证明能产生吲哚-3-乙酸(IAA)。

虽然乳酸菌已被证明能促进多种作物的生长(表 2)，但这种生物刺激的潜在

机制仍不清楚。乳酸菌对植物的刺激具有植物和菌株的特异性。筛选数百株乳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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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菌株可能只产生少数刺激性菌株。此外，同一种乳酸菌的不同菌株可能在同一

株植物中产生不同的形态变化。

最早期的 EM 研究没有描述 EM 联盟个别成员的活动特征，但是，Higa 和

Kinjo(1991)发现萝卜对不同浓度的植物乳杆菌培养物有剂量依赖性的生长反应，

经过最高浓度培养的植物比未经处理的植物长得更大。EM 处理也会直接影响植

物的生长发育。

一种含有至少五种乳酸菌菌株的 EM 产品的应用改变了黑麦草的形态，使其

不易受到草坪草管理相关的机械损伤。Axel(2012)建议通过分离EM联盟中的LAB

成员，检测其生物活性，来阐明 LAB 在 EM 中的作用。

Kang 等人(2015)研究了 EM 联盟的三个潜在成员的影响：球形红杆菌、酿酒

酵母和植物乳杆菌对黄瓜生长发育的影响。所有 3种微生物均能提高黄瓜的生长、

养分吸收和氨基酸含量。球茎培养基滤液中大量的 IAA 对球茎的生长有促进作用。

在植物乳杆菌的培养基滤液中未检出 IAA，表明植物乳杆菌产生了另一种影响植

物生长的化合物。相反，也有人认为 LAB 产生的 IAA 对植物生长有促进作用。LAB

可能通过不同的环境、菌株和寄主依赖机制促进植物生长，这些机制目前尚不清

楚。

5. 局限性与新方向

广泛实施 PGPMs 的一些主要限制是，开发有效的方法来筛选 PGPMs，确保

PGPMs 能够在野外环境中生存并具有所需的生物活性，以及为应用 PGPMs 开发有

效和高效的配方。

传统的体外筛选 PGPMs 的方法可能不足以发现所有的 PGPMs。例如，Pereira

等人(2012)从草莓果实中筛选潜在的 PGPM 内生菌，虽然他们发现了几种植物乳

杆菌菌株，但用于识别 PGPM 的唯一标准是 IAA 产量、N固定和铁载体产量。除

了忽略可能是有效的 PGPM 的菌株外，体外筛选可能会识别出在该领域表现不佳

的菌株为良好的 PGPM 候选菌株。Visser 和 Holzapfel(1992)在对 LAB 作为 BCAs

的研究中发现，体外拮抗和田间实际的病原菌控制之间往往没有什么相关性。

与其他 PGPMs 一样，LAB 在农业应用中的一个主要限制是其在所需环境中生

存和产生足够数量的生物活性代谢物的能力。Visser 和 Holzapfel(1992)提出，

可以通过分离或工程处理那些非常适应叶圈环境的菌株、使用含有必需营养素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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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性载体的培养基、再次应用培养物以保持高数量的活细胞等，来克服这一点，

然而，这些方法繁琐且耗时。在更有利于它生长的环境中选择使用植物生长促进

LAB，比如果、花和高有机的土壤，可能是另一个选择。这种方法已经成功地控

制了玫瑰科树木的花病原体，并在控制采后病原体方面显示出巨大的潜力。

另一种方法是在理想的生物反应器条件下从 LAB 中产生具有生物活性的化

合物。来自 LAB 生物反应器的超纯活性剂，甚至纯化的生物活性化合物，可以应

用于作物，LAB 的生存将不再是一个问题。此外，一些研究表明，分泌的代谢产

物与 LAB 的活性有关。从苏云金芽孢杆菌 NEB17 中分离纯化细菌活性物质的策略

已成功应用。

虽然乳酸菌可以在恶劣的环境条件下生存，但它们的生长需要复杂的营养。

它们对生长有复杂的营养需求，以甜菜有机废弃物为原料配制 LAB 培养基的研究

已经开展，但需要一致的 LAB 培养基来提高工业 LAB 培养的可适应性。Higa 和

Kinjo(1991)认为 LAB 不象纯培养那样有效，应该应用于互补微生物的联合体，

如 EM。在 EM 框架中，乳酸菌的复杂营养需求是由联盟中其他成员的代谢物来满

足的。与此相反，Giassi 等人(2016)发现，接种纯 LAB 菌株可促进植物生长，

但该菌株与其他 PGPBs 混合后却不能促进植物生长，表明菌株之间存在抑制竞争。

考虑到这一点，必须仔细设计 PGPM 联盟以避免不兼容性。

LAB 菌株可以通过提高植物的养分利用率，作为 BCA，缓解生物和生物胁迫，

直接刺激植物生长来提高植物产量。这些促进植物生长的特性，加上它们在食品

科学中的悠久历史，以及包括所有乳酸菌在内的许多 LAB 的 GRAS 状态，使得它

们特别适合在植物生产中应用。尽管 LAB 是植物微群落的一种常见成员，但作为

潜在的 PGPBs 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历史和当前的研究表明，LAB 作为一种有

用、可再生和安全的农业投入品，有明显的潜力改善植物生长。重新审视这些无

处不在的生物的用途可能有助于解决 21 世纪食品生产面临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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