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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添加剂对甘蔗尾叶青贮细菌多样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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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微生物添加剂对甘蔗尾叶青贮细菌多样性的影响，为甘蔗尾叶青贮技术优化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试验设3个处理：处理1在新鲜甘蔗尾叶中添加1%植物乳杆菌和3%米曲霉，处理2添加1%饲用复合微生物制

剂，以新鲜甘蔗尾叶直接青贮为对照处理。青贮原料切碎后与添加剂充分混匀，密封，室温青贮45 d后采样，放入无

菌样品袋，-80 ℃保存。采用Miseq高通量测序分析甘蔗尾叶青贮细菌门、属水平群落结构，并对3个处理的甘蔗尾叶

青贮进行感官评定。【结果】对照、处理1和处理2甘蔗尾叶青贮的感官评定等级分别为良好、良好和一般。3个处理甘

蔗尾叶青贮细菌共有操作分类单元（OTU）182个，对照、处理1和处理2特有OTUs分别为179、319和3321个，OTUs总数

分别为845、1115和3815个。处理2的甘蔗青贮细菌群落Shannon指数和Chao1指数均显著高于对照和处理1（P<0.05，

下同），处理1的Shannon指数和Simpson指数显著高于对照，3个处理的覆盖指数均接近1.00。在门水平上，对照和处

理1甘蔗尾叶青贮的优势细菌门均为厚壁菌门（Firmicutes）和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相对丰度分别为95.92%、

2.46%和84.90%、13.79%；处理2的优势细菌门为变形菌门、厚壁菌门和拟杆菌门（Bacteroidetes），相对丰度分别为

74.67%、23.52%和1.61%。在属水平上，对照甘蔗尾叶青贮细菌中相对丰度在1.00%以上的属有乳杆菌属（Lactobacil-

lus）、梭菌属IV群（Clostridium_IV）和严格梭菌属（Clostridium_sensu_stricto），三者相对丰度分别为84.28%、1.18%和

5.14%；处理1中，乳杆菌属、醋酸杆菌属（Acetobacter）和芽孢杆菌属（Bacillus）3个属的相对丰度在1.00%以上，分别为

78.56%、12.78%和4.14%；处理2甘蔗尾叶青贮细菌中相对丰度在1.00%以上的属有10个，其中腐败菌肠杆菌科未分类

菌属（Enterobacteriaceae_unclassified）（47.64%）、梭菌科未分类菌属（Clostridiaceae_1_unclassified）（7.62%）、梭菌属

IV群（Clostridium_IV）（4.79%）和肠杆菌属（Enterobacter）（7.38%）占绝对优势，乳杆菌属相对丰度仅为0.81%。【结论】

甘蔗尾叶添加饲用复合微生物制剂进行青贮，其物种数最丰富，但腐败菌未得到抑制；甘蔗尾叶添加植物乳杆菌和米

曲霉进行青贮可显著提高甘蔗尾叶青贮细菌群落的繁殖生长，进而提高甘蔗尾叶青贮的微生物多样性及群落相对丰

度，可在甘蔗尾叶青贮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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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microbial additives on bacterial diversity of
sugarcane tops si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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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 objective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microbial additives on bacte-
rial diversity of sugarcane tops silages，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sugarcane tops silage.【Method】Three treatments were
set: treatment 1 adding 1% Lactobacillus plantarum and 3% Aspergillus oryzae in fresh sugarcane tops，treatment 2 adding
1% the compound microbiological preparation in fresh sugarcane tops，controlwithout any microbal additive in the fresh
sugarcane tops. Fresh sugarcane tops were cut，mixed with additives，sealed，and sampled after 45 d of ensiling，and put
into sterile sample bag and stored at -80 ℃. Miseq 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 technology was utilized to detect the bac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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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甘蔗是广西重要的特色农作物之

一，年种植面积在100万ha以上。甘蔗尾叶是甘蔗顶

部2~3个嫩节及附带的整个叶片，约占整株甘蔗全重

的20%。每年11月—翌年4月是甘蔗收获期，也是青

绿饲料生产的淡季；而大量的甘蔗尾叶被当作废弃

物焚烧，不仅造成资源浪费，还污染环境。若能有效

利用甘蔗尾叶，既可缓解冬季反刍动物养殖业青绿

饲料短缺的问题，又能促进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及农

作物秸秆的综合利用。甘蔗尾叶粗纤维含量高，质

地粗硬，通过青贮发酵可改善其适口性，提高其营养

品质，同时延长储存时间。青贮是一个由多种微生

物参与的复杂发酵过程，不同微生物对青贮品质有

不同影响。因此，全面了解经不同微生物添加剂处

理的甘蔗尾叶青贮微生物群落结构及有害菌种类，

对微生物添加剂的安全使用及青贮调控均具有重要

意义。【前人研究进展】青贮过程是多种微生物参与

的复杂发酵体系，不同微生物对青贮饲料品质的影

响有所不同。穆胜龙等（2018）、唐振华等（2018）研

究表明，新鲜甘蔗尾叶添加植物乳杆菌和布氏乳杆

菌进行青贮，可改善甘蔗尾叶青贮品质，并提高甘蔗

尾叶青贮的有氧稳定性。周俊华等（2019）研究发

现，添加乳酸芽胞杆菌和黑曲霉进行甘蔗尾叶青贮，

可改善甘蔗尾叶营养价值。高通量测序是可最大限

度保留菌群原有群落组成及分布特征的一种免培养

分子生物学技术。Li等（2015）采用高通量测序技术

检测到巴茅青贮过程中30多个菌属群落的变化情

况。陶莲和刁其玉（2016）采用高通量测序技术检测

分析了玉米秸秆青贮前后整个群落结构及微生物丰

度的变化信息。胡宗福等（2017）研究表明，全株玉

米青贮在发酵前期、后期和开袋期3个阶段，微生物

群落组成有明显变化。刘蓓一等（2019）研究发现，

大麦青贮第2~60 d的优势菌群是乳杆菌属，而有氧

暴露后，有害菌沙雷氏菌属和不动杆菌属等的相对

丰度有所增加。【本研究切入点】目前，尚无采用高通

量测序技术对添加微生物制剂的甘蔗尾叶青贮细菌

多样性进行检测分析的研究报道。【拟解决的关键问

题】采用MiSeq高通量测序技术，检测分析直接青

贮、植物乳杆菌及米曲霉、饲用复合微生物制剂对甘

蔗尾叶青贮细菌门、属水平群落结构的影响，为甘蔗

尾叶青贮技术优化提供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新鲜甘蔗尾叶来源于广西崇左市扶绥县甘蔗

种植区，揉搓切碎至2 cm左右。植物乳杆菌和米曲

霉由广西畜牧研究所动物营养实验室保存提供，饲

用复合微生物制剂（枯草芽孢杆菌≥5.6×107 CFU/g，

沼泽红假单胞菌≥2.0×107 CFU/g，乳酸菌≥4.0×106

rial composition of sugarcane tops silages at the phylum level and the genus level. Sensory evaluation was used to assess
the quality of sugarcane tops silage in three treatments.【Result】The sensory evaluation grades of control，treatment 1 and
treatment 2 were fine，fine and general，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at the operational taxonomic units（OTUs）
level，182 OTUs were shared by all samples in the three treatments，there were 179 special OTUs in control group，319
special OTUs in treatment 1 and 3321 special OTUs in treatment 2，and total OTUs in control，treatment 1 and treatment
2 were 845，1115 and 3815，respectively. Shannon index，Chao1 index of treatment 2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reatment 1（P<0.05，the same below）. Shannon index，Simpson index of treatment 1 were sig-
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coverage index of the three treatments all near 1.00. At the phylum
level，the dominant bacteria of control group were Firmicutes and Proteobacteria，with relative abundance of 95.92% and
2.46%；the dominant bacteria of treatment 1 were Firmicutes and Proteobacteria，with relative abundance of 84.90% and
13.79%；the dominant bacteria of treatment 2 were Proteobacteria，Firmicutes and Bacteroidetes，with relative abundance
of 74.67%，23.52% and 1.61%. At the genus level，the bacteria whose relative abundance was over 1.00% of control
group were Lactobacillus，Clostridium_IV and Clostridium_sensu_stricto ，with relative abundance of 84.28%，1.18%
and 5.14%；the bacteria whose relative abundance was over 1.00% of treatment 1 were Lactobacillus，Acetobacter and
Bacillus，with relative abundance of 78.56%，12.78% and 4.14%. There were ten bacteria whose relative abundance was
over 1.00% in treatment 2，but the Enterobacteriaceae_unclassifie（47.64%），Clostridiaceae_1_unclassified（7.62%），
Clostridium_IV（4.79%）and Enterobacter（7.38%）were dominant in the ten bacteria，relative abundance of Lactobacillus
was only 0.81%.【Conclusion】Adding the compound microbiological preparation in fresh sugarcane tops treatment has
the most abundant species but the spoilage bacteria are not inhibited. Adding L. plantarum and A. oryzae in fresh sugar-
cane top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growth and reproduction of bacterial community，and improve the microbial diver-
sity and community abundance of the sugarcane tops silages，which can be a reference for the actual production of sugar-
cane tops silage.

Key words：sugarcane tops；microbial additives；silage；bacteria diversity
Foundation item：Guangx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n Project（Guike AB16380175）；Nanning Scientific Re-

search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Project（20182195）；Guangxi Public Welfare Research Institute Project（GMYZX
20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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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U/g）购自南宁微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 2 试验设计

试验设3个处理，每处理3个重复。处理1：新鲜

甘蔗尾叶添加1%植物乳杆菌菌液（7.6×106 CFU/

mL，采用平板计数法检测菌液浓度）和3%米曲霉

（1.3×108 CFU/g，采用血球计数法进行孢子计数）；处

理2：新鲜甘蔗尾叶添加1%饲用复合微生物制剂；处

理3：对照，不添加微生物制剂。青贮原料与添加剂

充分混匀，装入青贮袋压实并用真空压包机封口，每

袋装样品8 kg，室温青贮45 d后，用无菌镊子采样，

放入无菌样品袋，-80 ℃保存待测。

1. 3 甘蔗尾叶青贮细菌高通量测序

1. 3. 1 甘蔗尾叶青贮细菌基因组DNA提取 利用

E.Z.N.A® Stool DNA Kit试剂盒（上海哈研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提取甘蔗尾叶青贮细菌基因组DNA，通

过2%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DNA提取质量，采用紫外

分光光度计对所提取DNA进行定量分析。

1. 3. 2 甘蔗尾叶青贮微生物群落结构MiSeq高通

量测序 以16S rDNA为目标区域进行引物设计，引

物序列为341F（5'-CCTACGGGNGGCWGCAG-3'），

805R（5'-GACTACHVGGGTATCTAATCC-3'）。PCR

反应体系25.0 μL：Phusion® High-Fidelity PCR Mas-

ter Mix（New England Biolabs）12.5 μL，正、反向引

物各2.4 μL，50 ng DNA模板，ddH2O补足至25.0 μL。

扩增程序：98 ℃预变性30 s；98 ℃ 10 s，54 ℃ 30 s，

72 ℃ 45 s，进行25个循环；72 ℃延伸10 s。扩增产

物通过 2% 琼脂糖凝胶电泳进行检测，并采用

AMPure XT beads Kit对目标片段进行回收纯化。

参照MiSeq Reagent Kit V3（深圳海恩安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说明，使用MiSeq测序仪进行2×300 bp的双

端测序。

1. 3. 3 生物信息分析 采用FLASH（v1.2.8）软件，

依据双端序列的Overlap关系，将序列拼接成Tag，并

去除Barcode及引物序列，采用Vsearch（v2.3.4）过滤

嵌合体。经预处理的Cleandate经Vsearch分析后获

得的有效序列作为该操作分类单元（OTU）的代表序

列。使用QIIME（v1.8.0）分析α多样性。使用BLAST

进行序列比对，将OTU代表序列与RDP（核糖体数据

库）及NCBI-16S数据库对每个代表序列进行物种注

释。图片均采用R包（v3.2.5）实现。利用Excel 2007

对甘蔗尾叶青贮细菌门、属水平的相对丰度进行统

计，采用SPSS 17.0对α多样性指数进行单因素方差分

析（One-way ANOVA），研究分析微生物菌剂对甘蔗

尾叶青贮细菌门、属水平相对丰度的影响。

1. 4 甘蔗尾叶青贮感官评定

依照《青贮饲料质量评定标准》（刘建新，1996）

对3个处理的甘蔗尾叶青贮进行感官评定，评判标准

参考表1。

2 结果与分析

2. 1 甘蔗尾叶青贮的感官评定结果

依照《青贮饲料质量评定标准》对3个处理甘蔗

尾叶的pH、水分、色泽、气味和质地等进行感官评

定，评定结果见表2。甘蔗尾叶经45 d青贮后，对照、

处理1和处理2的感官评定等级分别为良好、良好和

一般，其中处理1的甘蔗尾叶青贮pH为3.92、水分含

量77%、色泽亮黄、松散软柔不黏手、气味无不舒适

感，总分最高，为69分。

表 1 现场指标综合判别青贮饲料质量评分标准
Table 1 Silage quality evaluation standard by field indicators

等级
Grade
优等 Excellent

良好 Fine

一般 General

劣等 Bad

pH（25分）
pH（25 scores）

3.4（25分）
3.5（23分）
3.6（21分）
3.7（20分）
3.8（18分）
3.9（17分）

4.0（14分）
4.1（10分）
4.2（8分）
4.3（7分）

4.4（5分）
4.5（4分）
4.6（3分）
4.7（1分）

4.8以上（0分）

水分（20分）
Moisture（20 scores）

70%（20分）
71%（19分）
72%（18分）
73%（17分）
74%（16分）
75%（14分）
76%（13分）
77%（12分）
78%（11分）
79%（10分）
80%（8分）
81%（7分）
82%（6分）
83%（5分）
84%（3分）
85%（1分）

86%以上（0分）

气味（25分）
Odor（25 scores）

酸香味舒适感（18~25分）

酸臭味（9~17分）

刺鼻酸味不舒适感（1~8分）

腐败味、霉烂味（0分）

色泽（20分）
Color（20 scores）
亮黄色（14~20分）

黄褐色（8~13分）

中间褐色（1~7分）

暗褐色（0分）

质地（10分）
Texture（10 scores）

松散软柔不黏手（8~10分）

中间（4~7分）

略带黏性（1~3分）

腐烂发黏结块（0分）

50~26分

≤25分

总分
Total score
100~76分

75~5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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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甘蔗尾叶青贮细菌OTUs基础分析结果

OTU是人为给定品系、种和属等某一分类单元

设置的同一标志。对来自于同一环境的所有样品序

列进行合并，并将相似性大于97%的序列归类为一

个OTU。由图1可知，3个处理甘蔗尾叶青贮细菌共

有OTUs为182个，对照特有OTUs为179个，处理1特

有OTUs为319个，处理2特有OTUs为3321个。对照、

处理1和处理2的甘蔗尾叶青贮细菌OUTs分别为

845、1115和3815个。

2. 3 微生物添加剂对甘蔗尾叶青贮细菌群落α多样性

的影响

Shannon指数主要用于描述OTUs出现的紊乱及

不确定性，不确定性越高，多样性指数越高。由表3

可知，3个处理甘蔗尾叶青贮细菌群落的Shannon指

数差异显著（P<0.05，下同），变化范围为2.20~7.72，

其中处理2的Shannon指数最高，显著高于处理1和对

照。Simpson指数越高，表示样品物种多样性越丰

富。由表3可知，3个处理甘蔗尾叶青贮细菌群落的

Simpson指数变化范围在0.44~0.98，处理2和处理1显

著高于对照，但处理2与处理1间无显著差异（P>

0.05，下同）。Chao1指数在生态学中主要用来估测

物种丰富度，数值越高代表物种越多。由表3可知，

处理2甘蔗尾叶青贮细菌群落的Chao1指数显著高于

对照和处理1，对照与处理1间差异不显著，但处理1

较对照有所增加。覆盖指数用于表示本次测序相对

于整体样本的覆盖程度，数值越高，覆盖程度越高。

由表3可知，3个处理甘蔗尾叶青贮细菌群落的覆盖

指数均接近1.00，表明样品中微生物群落基本被检

测出。

2. 4 微生物添加剂对甘蔗尾叶青贮细菌门水平

群落组成及其相对丰度的影响

由图2可知，对照甘蔗尾叶青贮的优势细菌门

为厚壁菌门（Firmicutes）和变形菌门（Proteobacte-

ria），其相对丰度分别为95.92%和2.46%，两者总相

对丰度达98.38%。处理1甘蔗尾叶青贮的优势细菌

门也是厚壁菌门和变形菌门，相对丰度分别为

84.90%和13.79%，两者总相对丰度达98.69%。处理2

甘蔗尾叶青贮的优势细菌门为变形菌门、厚壁菌门

和 拟 杆 菌 门（Bacteroidetes），相 对 丰 度 分 别 为

74.67%、23.52%和1.61%，3个菌门的总相对丰度达

99.80%。

2. 5 微生物添加剂对甘蔗尾叶青贮细菌属水平

群落组成及其相对丰度的影响

由图3可知，在处理1甘蔗尾叶青贮细菌群落

中，乳杆菌属（Lactobacillus）、醋杆菌属（Aceto-

bacter）和芽孢杆菌属（Bacillus）的相对丰度均在

1.00%以上，分别为78.56%、12.78%和4.14%，三者总

相对丰度为95.48%。在处理2甘蔗尾叶青贮细菌群

落中，相对丰度在1.00%以上的菌属有10个，总相对

丰度为90.90%，其中肠杆菌科未分类菌属（Entero-

处理 Treatment
对照 Control
处理1 Treatment 1
处理2 Treatment 2

Shannon指数 Shannon index
2.20c
4.68b
7.72a

Simpson指数 Simpson index
0.44b
0.83a
0.98a

Chao1指数 Chao1 index
669.16b
901.48b
2380.86a

覆盖指数 Goods_coverage index
0.98
0.97
0.98

处理
Treatment
对照 Control
处理1 Treatment 1
处理2 Treatment 2

pH得分
pH score

17
16
10

水分得分
Moisture score

14
12
12

气味得分
Odor score

16
17
8

色泽得分
Color score

15
17
6

质地得分
Texture score

4
7
3

总分
Total score

66
69
39

等级
Grade
良好
良好
一般

表 2 甘蔗尾叶青贮的感官评定结果
Table 2 Sensory evaluation of sugarcane tops silage

图 1 甘蔗尾叶青贮细菌OTUs分布Venn图
Fig.1 Venn diagram of bacterial OTUs of sugarcane tops silage

表 3 微生物添加剂对甘蔗尾叶青贮细菌群落α多样性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microbial additives on alpha-diversity of bacteria colony in sugarcane tops silage

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P<0.05）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reatments（P<0.05）

处理1 Treatment 1

对照
Control

处理2
Treatment 2

179

91

3321

182

393 221

319

周俊华等：微生物添加剂对甘蔗尾叶青贮细菌多样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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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teriaceae_unclassified）占优势地位，相对丰度达

47.64%，随 后 依 次 为 兰 奥 尔 菌 属（Raoultella）

（8.38%）、梭菌科未分类菌属（Clostridiaceae_1_un-

classified）（7.62%）、肠杆菌属（Enterobacter）（7.38%）、

克雷伯氏菌属（Klebsiella）（5.75%）、梭菌属 IV群

（Clostridium_IV）（4.79%）、瘤胃球菌属（Ruminococ-

cus）（3.53%）、瘤胃菌科未分类属（Ruminococcace-

ae_unclassified）（2.83%）、梭菌属（Clostridium）（1.88%）

和沙雷氏菌属（Serratia）（1.10%），其他各菌属的相

对丰度不高，但也占有一定比例。在对照甘蔗尾叶

青贮细菌群落中，相对丰度在1.00%以上的属有乳杆

菌属、梭菌属IV群和严格梭菌属（Clostridium_sen-

su_stricto），三者总相对丰度达90.60%，其中乳杆菌

属（84.28%）占绝对优势地位。

3 讨论

青贮是青贮原料附着微生物、发酵微生物和腐

败变质微生物参与的复杂过程（Muck，2013），因此，

对青贮饲料微生物的群落组成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

义。Eikmeyer等（2013）研究报道，在饲草青贮过程

中，青贮第14 d和第58 d厚壁菌门的相对丰度分别

为86.00%和87.00%。McGarvey等（2013）研究报道，

苜蓿青贮主要的优势菌门是厚壁菌门和变形菌门。

刘蓓一等（2019）研究报道，在大麦青贮期，厚壁菌门

是绝对优势菌门。产芽孢菌群、支原体菌群及非产

芽孢菌群均属于厚壁菌门，且大部分厚壁菌门可降

解淀粉、纤维素和蛋白质等大分子化合物（Romero

et al.，2017）。大肠杆菌、弧菌、螺杆菌及欧文氏菌

图 3 甘蔗尾叶青贮细菌属水平群落组成及其相对丰度
Fig.3 Sugarcane tops silage bacterial composition and relative abundance at the genus level

图 2 甘蔗尾叶青贮细菌门水平群落组成及其相对丰度
Fig.2 Sugarcane tops silage bacterial composition and relative abundance at the phylum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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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甲基杆菌属和假单胞菌属等均属于变形菌门，是

细菌中最大的菌门（Peng et al.，2018）。变形菌门内

的物种在农业、环保及工业等领域具有重要价值，已

广泛用于污染物降解及废水处理等。本研究通过

MiSeq高通量测序技术对甘蔗尾叶青贮细菌群落组

成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变形菌门和厚壁菌门是3个

处理甘蔗尾叶青贮的优势细菌门，与Eikmeyer等

（2013）、McGarvey等（2013）、刘蓓一等（2019）的研

究结果基本一致。可见，变形菌门和厚壁菌门在青

贮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后续甘蔗尾叶青贮研究中，

分离培养变形菌门和厚壁菌门细菌并用于甘蔗尾叶

青贮，对于改善甘蔗尾叶青贮品质将具有指导意义。

湿度、温度、青贮原料及区域气候环境等均会

影响青贮饲料中优势群落的种类（熊乙等，2017）。

Dunière等（2013）研究发现，类芽孢杆菌、黄杆菌、鞘

氨醇单胞菌及微小杆菌等是玉米青贮的优势细菌。

陶莲和刁其玉（2016）研究发现，玉米秸秆青贮45 d

后，片球菌属（22.65%）、魏斯氏菌属（9.98%）及乳杆

菌属（9.74%）为优势菌群。豆艳丽等（2019）研究报

道，全株玉米青贮过程中乳酸杆菌属和魏斯氏属是

优势细菌属。本研究中，在属水平上，对照的优势菌

属为乳杆菌属、梭菌属IV群和严格梭菌属；处理1的

优势细菌属为乳杆菌属、醋酸杆菌属和芽孢杆菌属；

处理2的乳酸菌属相对丰度低于1.00%，非乳酸菌属

主要有肠杆菌科未分类菌属、梭菌科未分类菌属、兰

奥尔菌属、肠杆菌属、克雷伯氏菌属、梭菌属IV群、

瘤胃球菌属和瘤胃菌科未分类属。对照和处理1的

绝对优势菌属均为乳杆菌属，而处理2的优势菌属为

非乳酸菌属。乳酸菌是制作优良青贮饲料的主要微

生物，具有抑制腐败菌及其他有害菌繁殖的作用，进

而防腐保鲜青贮饲料。肠杆菌可对青贮饲料中的蛋

白质进行腐败性分解，破坏青贮饲料营养成分，而降

低青贮饲料适口性及营养价值。梭状芽孢杆菌在厌

氧条件下可将青贮饲料中的乳酸或葡萄糖进行丁酸

发酵，而丁酸发酵的程度是判断青贮饲料质量好坏

的重要标准，丁酸水平越高，青贮饲料品质越差。

α多样性是指特定环境或生态系统内的多样

性，主要用来反映物种丰富度和均匀度及测序深度

（Caporaso et al.，2012）。本研究结果显示，处理2甘

蔗尾叶青贮细菌OTU数目远高于对照和处理1，其

Shannon指数和Chao1指数显著高于对照和处理1，覆

盖指数与对照相同，略高于处理1。结合各处理优势

细菌门、属的分析结果可知，处理2细菌种群物种多，

多样性水平高，其优势菌属是非乳酸菌属，但乳酸菌

属是优良青贮饲料的关键微生物；同时腐败菌肠杆

菌科未分类菌属、梭菌科未分类菌属、梭菌属IV群和

肠杆菌属占绝对优势，由于腐败菌未得到抑制而导

致OTU数目远超对照和处理1。这与王聪（2018）、卢

强等（2020）的研究结果相似，均由于腐败菌未得到

有效抑制，导致OTU数目具有类似趋势。此外，处理2

感官评定中的质地、色泽和气味得分远低于对照和

处理1，可能也是腐败菌未得到抑制所致。青贮是一

个复杂的微生物发酵过程，本研究中不同微生物添

加剂在青贮过程中与各类微生物的相互竞争繁殖情

况有待进一步研究。

4 结论

甘蔗尾叶添加饲用复合微生物制剂进行青贮，

其物种数最丰富，但腐败菌未得到抑制；甘蔗尾叶添

加植物乳杆菌和米曲霉进行青贮可显著提高甘蔗尾

叶青贮细菌群落的繁殖生长，进而提高甘蔗尾叶青

贮的微生物多样性及群落相对丰度，可在甘蔗尾叶

青贮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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