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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暋目的:从口腔中分离枯草芽孢杆菌并验证其代谢产物对主要致龋菌的抑制作用。方法:搔刮法提取牙菌

斑,平板稀释法筛选出细菌后,进行形态学观察及16SrDNA 基因序列的比对。琼脂平板打孔法检测其代谢产物

对变形链球菌、粘性放线菌及嗜酸乳杆菌的抑菌活性。结果:从牙菌斑中分离出3株细菌,通过形态学及16SrD灢
NA基因序列检测确定为枯草芽孢杆菌;其代谢产物对变形链球菌、粘性放线菌、嗜酸乳杆菌均具有抑制作用,其中

对粘性放线菌抑制作用最强。结论:牙菌斑中可以分离出枯草芽孢杆菌,并且其代谢产物对主要致龋菌具有抑制

作用,枯草芽孢杆菌有望作为益生菌在龋病防治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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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暋Objective:ToisolateBacillussubtilisandverifywhetheritsmetabolicproductcouldinhibitthemajor
cariogenicbacteria.Methods:Thedentalplaquewasachievedbyscratchingmethod,andBacillussubtiliswerethen
isolatedusingplateculturemethod,whichwereidentifiedthroughmorphologyand16SrDNAgenesequenceanaly灢
sis.Theinhibitoryactivityofthemetabolicproductsagainstthemajorcariogenicbacteriawasobservedbyuseof
theagarwelldiffusionmethod.Results:Threestrainsofbacteriawereisolatedfromthedentalplaque,whichwere
identifiedasBacillussubtilisthroughmorphologyand16SrDNAgenesequenceanalysis.Themetabolicproducts
showedsignificantinhibitoryactivitytoStreptococcusmutans,ViscousactinomycetesandLactobacillusacidophilus,

especiallyViscousactinomycetes.Conclusion:Bacillussubtiliscanbeisolatedfromthedentalplaque,anditsmeta灢
bolicproductscaninhibitthemajorcariogenicbacteria.Bacillussubtilisisexpectedtoplayanimportantroleinpre灢
ventionandcontrolofcariesdiseaseasaninhibitivebacterium.
[Keywords]暋Bacillussubtilis暋Metabolicproduct暋Inhibitiveactivity暋Cariogenicbacteria

暋暋枯草芽孢杆菌(Bacillussubtilis)是一种革兰阳

性兼性厌氧菌,主要分布在自然环境和动物胃肠

道[1],在食品、工业、医疗等多个领域被广泛开发利

用[2,3]。在医疗领域,枯草芽孢杆菌具有很重要的

医学研究和应用价值。研究表明,枯草芽孢杆菌在

肠道内不仅可以消耗氧气促进其他优势厌氧菌繁殖

以维持肠道内的微生态平衡,其自身还可分泌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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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酶提高食物消化率。因此,其常作为微生态制剂

用于调节胃肠道菌群平衡,以治疗腹泻及慢性胃

炎[4]。枯草芽孢杆菌还可以促进肠道淋巴组织的发

育,直接或间接激活机体产生免疫应答,提高机体免

疫力,甚至在肿瘤预防上也具有一定的效果[5,6]。
齐涵等[7]将枯草芽孢杆菌活菌制剂用于治疗烧伤创

面取得了良好的抗感染作用。另外,枯草芽孢杆菌

还被用作破伤风等口服疫苗的载体[8]。

暋暋枯草芽孢杆菌还存在于人类口腔中。Naidorf
等(1974年)[9]与 Sunde等(2000年)[10]进行牙髓

病相关微生物研究时,都在口腔中检测出枯草芽孢

杆菌,由此引起口腔医学界学者们的关注。Yamane
等(2009年)[11]不仅应用培养法在口腔分离出枯草

芽孢杆菌,并对其进行了形态学及生理生化特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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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总体来看,枯草芽孢杆菌在口腔中的分布数

量较少,甚至在利用现代高通量测序技术对口腔微

生物多样性的检测中,应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数据进

行处理时,枯草芽孢杆菌在数量上也会被忽略不计。
由于众多因素的影响,口腔枯草芽孢杆菌的检出率

较低,其在口腔生态环境中的作用鲜有报道。

暋暋文献表明,枯草芽孢杆菌可以通过竞争粘附位

点、营养,或分泌抑菌物质等多种途径抑制微生物的

生长。陈天游等[12]通过将枯草芽孢杆菌与6种肠

道致病菌体外混培养表明,枯草芽孢杆菌对志贺菌、
大肠杆菌有很好的拮抗作用。程鹏飞等[13]证实枯

草芽孢杆菌次级代谢产物有较强的抑菌活性。枯草

芽孢杆菌可以产生细菌素、脂肽等多种抑菌性物质,
主要通过其代谢产物的抑菌性来实现对微生物生长

的抑制作用。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从口腔中分离

枯草芽孢杆菌并验证其代谢产物对变形链球菌

(Streptococcusmutans,S.mutans)、嗜酸乳杆菌

(Lactobacillusacidophilus,L.acidophilus)、粘性

放线菌(Viscousactinomycetes,V.actinomycetes)
等主要致龋菌具有抑制作用,进而对研究枯草芽孢

杆菌在口腔生态环境中的生理特性及作用打下良好

的基础。

1暋材料与方法

1.1暋样本的采集暋经兰州大学伦理委员会审核合

格,随机选取兰州大学在校硕士研究生,男、女各10
人,要求全身健康,无龋齿,与志愿者签订知情同意

书。晨起,未刷牙时用搔刮法提取指数牙(11、16、

17、26、27、31、36、37、46、47)牙菌斑。置入盛有无菌

PBS缓冲液的离心管中,37 曟下,在摇床上以220
r/min混匀,备用。

1.2暋细菌的筛选暋采用稀释涂平板法对枯草芽孢

杆菌进行分离。培养基选用枯草芽孢杆菌选择性培

养基 T2培养基:葡萄糖10g、大豆蛋白胨10g、牛
肉膏5g、酵母提取物2g,加入1L无菌去离子水。
固体培养基每升加入琼脂20g。pH 值调至7.0。
培养条件为:37曟孵箱培养16h。

1.3暋细菌的鉴定暋采用形态学和16SrDNA 技术

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细菌鉴定。观察细菌菌落形态及

暳400光镜下采用细菌基因组观察细菌形态,采用

革兰氏染色法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其菌体形态,并
测量菌体大小。依据《伯杰氏细菌鉴定手册》,菌株

在形态特征上与枯草芽孢杆菌相似.然后采用细菌

基因组试剂盒(OMEGA,D3350-01)提取初步筛

选细菌的基因组 DNA。以16SrDNA 基因通用引

物8F(5暞-AGAGTTTGATCCTGGCTCA-3暞)和

1492R(5暞-GGTTACCTTGTTACGACTT-3暞)

PCR 扩增各菌株 DNA。PCR 反应体系和条件按

Wen等[14]方法进行。阳性PCR 扩增产物委托北京

六合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完成测序。通过 NCBI
中的 BLAST 程 序 (http://blast.ncbi.nlm.nih.
gov/Blast.cgi)与 GenBank中的核酸序列数据进行

比对,最终进行种属分析。

1.4暋细菌生长曲线的测定暋应用比浊法进行细菌

生长曲线的测定。分别测定0、2、4、6、8、10、12、14、

16、18、20、22、24、26、28h的A600值,每组设置3个

重复,取平均值绘制细菌生长曲线。

1.5暋细菌代谢产物抑菌活性的检测暋代谢产物的

制备及抑菌活性的检测参照 Kavitha等[15]的法进

行,略有改动。指示菌为变形链球菌 ATCC25175,
粘性放线菌 ATCC15987、嗜酸乳杆菌 ATCC4356
标准菌株(西北民族大学国家民委口腔微生物重点

实验室提供)。在100mLBHI培养基灭菌后冷却

至45曟时混入CFU 为1暳106 变形链球菌菌液10

毺L,混匀,倒入培养皿中至凝固后用打孔器均匀打

孔。选取代谢物最丰富时的菌液50mL,3000r/

min离心3min。取其上清液经0.22毺m 滤器过滤

后旋转蒸发,调pH 值至7.0后用无菌纯水定容至5
mL,实验组每孔分别加入相应代谢产物200毺L。
空白培养基作为阴性对照。平板置于37曟孵箱培

养24h。按照十字交叉法用直尺测量牛津杯周围

的抑菌圈直径,每个处理设3个重复,取平均值,结
果用煀x暲s表示,应用SPSS17.0软件进行分析,分
别对对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水准为双侧

毩=0.05。

2暋结果

2.1暋细菌分离及革兰氏染色暋细菌筛选培养结果

见图1,培养皿中有 3 个菌落,分离出 3 株细菌

(Bs01、Bs02、Bs03)。形态学观察菌落形状不规则,
微黄色,表面有皱褶,有菌丝向培养基深部生长。革

兰氏染色(图2),为阳性,短杆状,有鞭毛。显微镜

下,在形态特征上3株菌株都确定为枯草芽孢杆菌。

2.2暋16SrDNA检测暋将Bs01、Bs02、Bs03三株菌

的16SrDNA序列与 GenBank中的16SrDNA 序列

进行同源比对,结果显示菌株 Bs01、Bs02、Bs03的

16SrDNA 序列与枯草芽孢杆菌16SrDNA 的序列

的相似度分别为99%、99%和97%,确定三株菌均

为枯草芽孢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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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暋枯草芽孢杆菌的筛选暋暋图2暋暳400光镜下的枯草

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 暋暋暋芽孢杆菌

Fig.1暋TheisolationofBaci-暋暋Fig.2暋Bacillussubtilisunder

暋暋暋 llussubtilis暋暋暋暋暋暋暋 暋暋暋暳-400microscope

2.3暋生长曲线暋菌株Bs01、Bs02及Bs03的生长

曲线分别见图3,菌株Bs01的生长曲线在6~12h
变陡显示进入对数生长期,在12h变平缓但依然增

长较为迅速,在16h曲线基本平缓但仍有增长显示

进入平台期;菌株Bs02在4~12h生长曲线较陡,
细菌处于对数生长期,在12~14h曲线平直,细菌

进入平台期,在14~16h曲线出现一个小的陡峰显

示细菌在16h有1个二次快速增长,16h以后曲线

平缓但一直上升显示细菌进入平台期;菌株Bs03的

生长曲线在2~12h较陡显示细菌处于对数生长

期,12h以后曲线基本平缓显示进入平台期,16h
曲线有轻微上扬显示在16h细菌有1个小的二次

增长。

图3暋枯草芽孢杆菌的生长曲线 图5暋Bs01、Bs02及Bs03三株菌代谢产物的

抑菌性强弱

图6暋枯草芽孢杆菌代谢产物对3种主要致

病菌的抑制作用的强弱

Fig.3暋ThegrowthcurveofBacillussubtilis Fig.5暋Theinhibitiveactivityofmetabolites

ofBs01,Bs02andBs03

Fig.6暋TheinhibitiveactivityofBacillussub灢
tilis metabolites againstthe major

cariogenicbacteria

图4暋枯草芽孢杆菌代谢产物对主要致龋菌的抑制作用

Fig.4暋TheinhibitionofBacillussubtilismetabolitesagainstthe

majorcariogenicbacteria

2.4暋细菌代谢物对主要致龋菌的抑制作用暋细菌

代谢产物对主要致龋菌的抑制作用见图4,Blank为

阴性对照组,周围细菌没有明显变化;样本 Bs01、

Bs02及Bs03周围均有透亮的抑菌环,说明三株菌

的代谢产物均对变形链球菌、嗜酸乳杆菌、粘性放线

菌具有抑制作用。Bs01、Bs02及 Bs03三株菌代谢

产物抑菌性的强弱,见图5。1)变形链球菌组:Bs02
>Bs01(P<0.05),Bs03>Bs01(P<0.05);2)粘
性放线菌组:Bs02>Bs01(P<0.05);3)嗜酸乳杆

菌组:Bs01>Bs02(P<0.05),Bs01>Bs03(P<0.
05)。枯草芽孢杆菌代谢产物对3种主要致病菌的

抑菌性强弱,见图6。1)Bs01组:粘性放线菌>变形

链球菌(P<0.05),粘性放线菌>嗜酸乳杆菌(P<
0.05);2)Bs02组:粘性放线菌>变形链球菌>嗜酸

乳杆菌(P<0.05);3)Bs03组:粘性放线菌>变形链

球菌>嗜酸乳杆菌(P<0.05)。

3暋讨论

暋暋近年来,抗生素的应用引发了一系列公共安全

问题,微生态疗法已日渐成熟并成为解决这些问题

的一种必然趋势[16]。益生菌为“控制在一定数量时

对宿 主 健 康 有 益 的 活 的 微 生 物暠(FAO/WHO
2001)在防治微生物因素引起的疾病中起着积极的

作用[16]。其中,枯草芽孢杆菌可有效定殖在肠道黏

膜的表面形成生物屏障以阻止致病菌的定殖,并通

过分泌抑菌物质杀死致病微生物或抑制其繁殖等方

式来调节胃肠道微生态系统的平衡[17,18]。由此,其
已作为效应菌株被用来胃肠道菌群失调引起的疾

病,并被认为是最适合作为益生菌的细菌[3,19]。这

提示枯草芽孢杆菌有望作为益生菌防止龋病,研究

其对主要致龋菌是否有抑制作用也就具有重要意

义。

暋暋众所周知,在口腔不同部位所检测到的微生物

种类也有所差异。口腔微生物研究中样本主要来源

于唾液和牙菌斑。其中,口腔唾液具备一定的流动

性,其微生物丰度更优于口腔其他部位,且唾液样本

相对于口腔内其他样本更易获取,这使得唾液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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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多样性研究的主要采样源[20]。但以往研究

表明,牙釉质表面所形成的生物膜为口腔微生物最

主要的粘附区且具备一定的稳定性,在牙齿表面微

生物多样性的研究中更具代表性[21]。因此,本研究

选择牙菌斑作为取样部位。

暋暋本研究通过选择性培养基进行细菌分离,避免

了口腔优势菌竞争性抑制枯草芽孢杆菌,提高了枯

草芽孢杆菌的检出率.传统的细菌系统分类主要依

据形态特征和生理生化特性,从形态学、生理生化反

应特征以及免疫学特性等方面加以鉴定,敏感性低。

16SrDNA技术对微生物进行鉴定的步骤又较为繁

琐。因此,本研究应用形态学方法与16SrDNA 技

术相结合的方法对细菌进行鉴定更为快速、准确。

暋暋生长曲线的检测结果显示,枯草芽孢杆菌基本

在6~12h处于对数增长期,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

一致[22]。由于细菌在16h时处于二次快速增长

期,细菌基数大,代谢物种类丰富且数量多,所以选

取这一时期的代谢产物。并且本研究用于测定枯草

芽孢杆菌生长曲线的培养基与后续取代谢产物的培

养基一致,能反应细菌代谢的真实情况,数据更可

靠。细菌代谢产物对变形链球菌具有与抑制作用也

与 Nicholson等[2]的枯草芽孢杆菌可以分泌抑菌活

性物质的结论相符。Bs01、Bs02及 Bs03三株菌代

谢产物抑菌性的强弱差异不明显,这与三株菌的生

长曲线相符,显示这三株菌代谢特征极其相近,为同

一种属的不同菌株。而枯草芽孢杆菌代谢产物对三

种主要致龋菌的抑制作用显示其对变形链球菌、粘
性放线菌、嗜酸乳杆菌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其中

对粘性放线菌抑制作用最强。

暋暋口腔枯草芽孢杆菌代谢产物对三种主要致龋菌

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这表明枯草芽孢杆菌有可

能会减少龋病的发生并抑制其发展,具有作为益生

菌防治龋病的巨大潜能。但是,枯草芽孢杆菌在口

腔微生态环境中能否对致龋菌起到抑制作用,还需

体内研究的验证。枯草芽孢杆菌代谢产物中的何种

物质对致龋菌具有抑制作用也尚不明确。尽管枯草

芽孢杆菌作为益生菌已经在临床应用,但口腔微生

态环境与肠道微生态系统不同,不同来源的芽孢杆

菌在不同部位的黏附、繁殖等生理功能有所不同,在
肠道中具有益生作用的细菌不一定在口腔中也具有

益生作用[23]。因此,枯草芽孢杆菌作为生物制剂应

用到龋病的替代疗法中仍需进行各项临床前研究。

4暋结论

暋暋牙菌斑中可以分离出枯草芽孢杆菌,其代谢产

物对变形链球菌具有抑制作用。枯草芽孢杆菌有望

作为益生菌在防治龋病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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