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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低温酵解玉米秸秆的细菌菌

株及其发酵培养方法和应用。本发明首先公开了

一株分离的短小芽胞杆菌菌株，其微生物保藏编

号为：CGMCC  No.15177。本发明对所分离的短小

芽胞杆菌菌株的发酵制备方法的有关参数进行

了优化。本发明所分离的短小芽胞杆菌在不同温

度下都可生长，在4℃低温条件下，仍然具有旺盛

的生长力。本发明所分离的菌株能够在低温条件

下高效酵解秸秆，可以单独或与EM菌联合应用于

酵解秸秆。将本发明菌株的发酵液同EM菌液混合

后在低温下酵解玉米秸秆，秸秆酵解效果呈显著

提升，酵解率提高了47.4％。本发明所分离的短

小芽胞杆菌菌株在制备秸秆腐熟剂，尤其是玉米

秸秆腐熟剂中应用前景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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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株分离的短小芽胞杆菌（bacillus  pumilus）菌株，其特征在于，其微生物保藏编

号为：CGMCC  No.15177。

2.一种制备权利要求1所述短小芽胞杆菌（bacillus  pumilus）菌株的发酵液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包括：将权利要求1所述的菌株接种于发酵培养基中进行发酵培养，收集发酵

液，即得。

3.按照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发酵培养基的氮源为蛋白胨、酵母膏、

硫酸铵或尿素，添加量为0.2wt%。

4.按照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发酵培养基的氮源为蛋白胨。

5.按照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将按体积百分比计，将权利要求1所述菌株

按照1‑9%的接种量接种到发酵培养基中进行培养。

6.按照权利要求5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将权利要求1所述菌株按照5%的接种量接

种到发酵培养基中进行培养。

7.按照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发酵培养温度是10‑40℃。

8.按照权利要求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发酵培养温度是25‑30℃。

9.按照权利要求8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发酵培养温度是25℃。

10.按照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发酵培养基的初始pH值为4‑10。

11.按照权利要求10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发酵培养基的初始pH值为5‑8。

12.按照权利要求1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发酵培养基的初始pH值为7。

13.按照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发酵培养的时间为1‑7  d。

14.按照权利要求1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发酵培养的时间为3  d。

15.一种酵解秸秆的腐熟剂，其特征在于，包括：权利要求1所述的短小芽胞杆菌

（bacillus  pumilus）菌株的菌剂或其发酵液与EM菌菌液；其中，二者的体积比为1:1。

16.权利要求1所述的短小芽胞杆菌（bacillus  pumilus）菌株在酵解秸秆中的应用。

17.权利要求15所述的腐熟剂在酵解秸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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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酵解玉米秸秆的细菌菌株及其发酵培养方法和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株分离的寒地玉米秸秆腐熟细菌菌株，还涉及所述寒地  秸秆腐熟

细菌菌株在低温下高效酵解玉米秸秆中的应用，属于寒地秸秆腐  熟细菌的分离及应用领

域。

背景技术

[0002] 农作物秸秆含有丰富的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蛋白质和矿物质  元素等营养

物质，是一种可再生的生物资源。但中国秸秆利用率不足33％，  主要是由于秸秆在田中难

于收集，运输不便，大多数被焚烧或废弃处理。  黑龙江省是中国农业大省，每年产秸秆数量

巨大，这些秸秆由于环境温度  低、还田条件和推广程度不高，许多秸秆被焚烧或废弃，不仅

浪费宝贵的  农作物资源，还对环境造成了巨大污染。秸秆主要富含纤维素、半纤维素  和木

质素，许多真菌、细菌和放线菌等能分泌纤维素酶、半纤维素酶和木  质素酶而分解秸秆。由

于秸秆中纤维素含量最高，因此，筛选具有高纤维  素酶产酶特性的微生物成为研究秸秆腐

熟剂的重要方向之一。

[0003] EM菌是由光合菌群、乳酸菌群、酵母菌群、发酵丝状菌和放线菌  等多种微生物组

成的一个有益菌群，在应用时具有成本低、使用方法简便  等优点，已经在农业领域、畜牧业

领域、水产领域和水污染领域等方面被  广泛应用。许多试验结果已经证明EM菌中具有高效

分解秸秆纤维素的微  生物，并且这些微生物在低温条件下也能够正常发挥作用，因此，利

用  EM菌筛选寒地腐熟秸秆菌筛选出能够在低温条件下腐熟秸秆的高效菌  株，将为增加寒

地秸秆腐熟菌剂的菌种组成及秸秆腐熟剂的应用提供实践  基础和理论依据。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第一个技术问题是提供一株分离的低温高效酵解  玉米秸秆的

细菌菌株；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第二个技术问题是提供所述寒地秸秆腐熟细菌菌  株在低温下

高效酵解玉米秸秆中的应用。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0007] 本发明通过对寒地秸秆腐熟物中的微生物进行6次分离和纯化，共  获得了23个菌

株；在不同温度培养条件下，对分离的26个菌株进行培养，  观察其生长情况，进行低温秸秆

腐熟菌的初筛，筛选出能够在15℃低温  条件下正常生长细菌为7株，分别为A3、B7、C1、C4、

D7、E5和E14。  本发明进一步对初筛到的能在低温条件下正常生长的7株细菌菌进行复  筛，

观察筛选获得细菌的CMC‑刚果红固体培养基中透明圈直径与菌落直  径之比(D/d)大小，结

果发现，B7株具有较大的透明圈直径与菌落直径  之比(D/d)，为2.68；鉴于透明圈大小在一

定程度上可体现菌株产生纤  维素酶的能力，说明所筛选到的菌株B7具有较强的纤维素酶

的能力。

[0008] 本发明将筛选出来的秸秆腐熟细菌B7进行菌落及菌体形态观察。结  果发现，该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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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能在固体培养基上形成了单一的菌落。菌株B7的菌落为  具有黄色，半透明，光滑湿润，边

缘不整齐，稍隆起的圆形菌落，菌体为  细杆状，圆末端，单个或呈短链排列，呈现为革兰氏

阳性，通过以上观察，  初步推断筛选的秸秆腐熟细菌菌株B7为芽孢杆菌。根据系统发育树

的结  果，确定B7为短小芽胞杆菌(bacillus  pumilus)，将该菌株定名为bacillus 

pumilus‑B7。

[0009] 本发明将筛选获得的Bacillus  pumilus‑B7菌株进行耐冷性鉴定，结果  发现该菌

株在不同温度下都可以生长，在4℃条件下，仍然具有旺盛的生  长力，表明该腐熟菌株具有

较强的耐冷性。Morita指出耐冷微生物具有的  特征为在0‑5℃能够生长繁殖，最适生长温

度在15℃以上，最高生长温  度高于20℃。因此，本发明筛选获得的Bacillus  pumilus‑B7菌

株为耐冷微 生物，可以在北方低温地区正常生长。

[0010] 本发明将分离获得的Bacillus  pumilus‑B7菌株提交专利认可的机构  进行保藏，

其微生物保藏编号为：CGMCC  No.15177；分类命名为：短小  芽孢杆菌Bacillus  pumilus。保

藏单位：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委员会  普通微生物中心；保藏时间是2018年1月11日；保

藏地址：北京市朝阳 区北辰西路1号院3号。

[0011] 本发明所述Bacillus  pumilus‑B7菌株的发酵液的制备包括：将所述 的Bacillus 

pumilus‑B7菌株接种于液体培养基中进行培养，收集菌液，即 得。

[0012] 其中，所述液体培养基可以为赫奇逊氏无机盐培养基作为基础培养  基，所述的氮

源可以为蛋白胨、酵母膏、硫酸铵或尿素，添加量为0.2wt％；  优选的，所述的氮源为蛋白

胨；按体积百分比计，所述菌株的接种量可以  是1‑9％，优选的，菌株的接种量为5％；所述

培养温度可以是10‑40℃，  优选为25℃；液体培养基的初始pH值可以为4‑10，优选为7；所述

的发 酵培养的时间可以为1‑7d，优选为3d。

[0013] 发酵培养基的的最佳氮源筛选实验发现，在以蛋白胨和酵母膏为氮源  培养基上

产纤维素酶的活性较高，而在添加硫酸铵和尿素作物氮源培养基  上产生纤维素酶的活性

较低，并且差异很显著。综合比较结果，适合于寒  地秸秆腐熟细菌Bacillus  pumilus‑B7菌

株产纤维素酶的培养最佳氮源为蛋 白胨。

[0014] 发酵的最佳接种量筛选结果发现，接种量的不同会影响菌株液体发酵  产纤维素

酶的活性，随着接种量的增加，秸秆腐熟细菌产纤维素酶的活性  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

势，该细菌都具有较高纤维素酶活性。接种量为  1％和3％时，产酶和酶活力逐渐增高。接种

量超过5％后，酶活力开始下 降，可能是由于菌含量过多，环境中营养物质有限，菌体生长

大量消耗营  养物质而产酶能力下降。综合比较结果，最佳接种量为5％。

[0015] 发酵温度筛选实验结果发现，菌株Bacillus  pumilus‑B7是在温度  10‑30℃时酶

活力逐渐增加，到30℃时酶活力最高，但产酶的活力同25℃ 比，差异不显著。随着温度升

高，产酶活力开始下降，在40℃时，菌株 的产酶活力都下降到最低。由这些结果可以看出，

本试验筛选的菌株具有  一个很宽的产酶活性区间，低温更有利于其产酶。综合比较结果，

确定该  菌株发酵的最佳温度为25℃。

[0016] 培养基最佳初始pH值的筛选实验结果发现，在过酸、过碱的环境中  秸秆腐熟细菌

的CMC酶活力很低，甚至不产酶。在pH为5至8时，腐  熟细菌具有产酶活性，在培养基初始pH

为7时，具有最高的CMC酶活  力，当pH升高到8时，产酶的活性都出现了显著性下降。这些结

果表明，  本试验筛选的低温秸秆腐熟菌株更适于在酸性和中性条件下产酶，确定最  佳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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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基初始pH值为7。

[0017] 最佳培养时间的筛选实验结果发现，菌株的产酶活性随着培养时间的延  长，呈现

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培养3d的时候，都具有最好的产酶活  性，3d后CMC酶活力逐渐降

低，但仍具有较强的酶活性。确定寒地秸秆腐 熟细菌发酵的最佳培养时间为3d。

[0018] 为了验证所筛选的低温高效酵解秸秆细菌菌株Bacillus  pumilus‑B7 的酵解效

果，本发明采用腐熟细菌进行滤纸酵解试验。根据滤纸酵解试验  结果可见，本发明所筛选

的秸秆腐熟细菌菌株Bacillus  pumilus‑B7具有较 强的滤纸酵解效果。

[0019] 本发明进一步将低温高效酵解秸秆细菌Bacillus  pumilus‑B7与EM菌  配合进行

酵解秸秆试验，在30d的时候，两种处理中，秸秆出现了失重和  变黑现象，但是在添加了低

温高效酵解秸秆细菌Bacillus  pumilus‑B7组合  中，秸秆失重和变黑的程度更大，测定玉

米秸秆的失重率，添加了低温高  效酵解秸秆细菌Bacillus  pumilus‑B7组合的失重率为

56％，而只用EM菌 发酵液的处理，秸秆的失重率为38％，酵解率提高了47.4％，并且在秸秆 

腐熟过程中添加了低温高效酵解秸秆细菌Bacillus  pumilus‑B7，发酵30d 时，秸秆腐烂的

程度较好，易于破碎。由此，本发明所分离的Bacillus pumilus‑B7菌株能够在低温下高效

酵解秸秆，可以将其应用于酵解作物秸 秆，尤其是玉米秸秆。

[0020] 本发明进一步公开了所述的Bacillus  pumilus‑B7菌株在制备秸秆腐熟  剂中的

应用。

[0021] 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水稻秸秆腐熟剂，包括：本发明所述的Bacillus pumilus‑B7

菌株的发酵液。

[0022] 本发明所分离的Bacillus  pumilus‑B7菌株的发酵液可以单独应用于酵  解秸秆，

也可将其与EM菌菌液相配合应用于酵解，秸秆酵解率将得到显  著提高。

[0023] 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玉米秸秆腐熟剂，包括：本发明所述的Bacillus pumilus‑B7

菌株的发酵液和EM菌菌液。优选的，将Bacillus  pumilus‑B7  菌株的发酵液与EM菌菌液按

照1:1的体积比组成。

[0024] 本发明对所述EM菌菌液没有特殊限制，市售的EM菌菌液均适用于  本发明。

[0025] 本发明所分离的Bacillus  pumilus‑B7菌株在不同温度下都可以生长，  在4℃条

件下，仍然具有旺盛的生长力具有较强的耐冷性，能够在低温条  件下高效酵解秸秆；可以

单独或与EM菌联合应用于酵解秸秆；将Bacillus pumilus‑B7菌株的发酵液同EM菌发酵液

混合后在低温下酵解玉米秸秆， 秸秆酵解效果显著提高，酵解率提高了47.4％。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CMC‑刚果红培养基上腐熟细菌的透明圈；

[0027] 图2为腐熟细菌的菌落形态(A)及显微形态(B)；

[0028] 图3为菌株B7基于16SrDNA序列同源性构建的系统发育树；

[0029] 图4为不同氮源对菌株产酶的影响；

[0030] 图5为不同接种量对菌株发酵的影响；

[0031] 图6为不同温度对菌株发酵的影响；

[0032] 图7为不同培养基初始pH对3菌株产酶的影响；

[0033] 图8为不同培养时间发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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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图9为菌株对滤纸的分解率。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来进一步描述本发明，本发明的优点和特点将会  随着描述

而更为清楚。但是应理解所述实施例仅是范例性的，不对本发明 的范围构成任何限制。本

领域技术人员应该理解的是，在不偏离本发明的  精神和范围下可以对本发明技术方案的

细节和形式进行修改或替换，但这 些修改或替换均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36] 实施例1寒地秸秆腐熟菌的分离和鉴定

[0037] 1.试验方法

[0038] 1.1试验材料

[0039] 1.1.1菌种及秸秆

[0040] 本试验中所使用EM菌菌液由黑龙江省农科院提供。玉米秸秆采自东  北农业大学

试验田。

[0041] 1.2试验方法

[0042] 1.2.1寒地秸秆EM菌腐熟

[0043] 2016年12月份，在黑龙江省哈尔滨东北农业大学试验田，室外温  度在零下12℃至

25℃之间，将粉碎秸秆与EM菌液混合物埋于深沟中，  采用未处理的秸秆及塑料布覆盖，腐

熟分解60d。取出的秸秆腐熟物呈腐  烂状态，偶见条状或小碎片状未完全腐熟的秸秆碎块。

[0044] 1.2.2寒地秸秆腐熟菌的分离

[0045] 1.2.2.1秸秆腐熟物中细菌菌株的分离、初筛和保存

[0046] (1)腐熟物中细菌菌株的分离：称取5g秸秆腐熟物于锥形瓶中加入  50mL无菌水，

37℃在摇床上培养24h。用接菌环蘸取腐熟物悬浮上清  液在菌株分离培养基上划线，分离

出单菌落后，将细菌接在LB琼脂培养  基上，保存。

[0047] (2)低温条件下腐熟物中细菌菌株的初筛：利用寒地秸秆腐熟菌能够  在低温条件

下生长，利用不同温度对富集分离的菌株进行初筛。采用4℃、  10℃、15℃、25℃和37℃等温

度条件，培养所分离的菌株，观察菌株生  长情况，筛选出能在低温条件下正常生长的菌株。

[0048] (3)菌株的保存：将分离出的单菌落分类，细菌接在LB液体培养基  中37℃培养

24h，取细菌菌液置于已高压灭菌后的50％甘油中，‑80℃ 保存。

[0049] 1.2.2.2寒地秸秆腐熟菌的复筛

[0050] 以低温筛选获得微生物是否具有分解纤维素的能力作为依据，对寒地  秸秆腐熟

菌进行复筛。将初筛获得的可以在低温条件下生长的细菌，接种  在CMC‑刚果红培养基上，

培养至菌株生长。观察培养基上透明圈大小，  计算透明圈与菌株直径之比(D/d)。菌株在

CMC‑刚果红固体培养基上  透明圈大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菌株分解纤维素能力的大

小，透明圈越 大，菌株分解纤维素的能力越强。

[0051] 1.2.3寒地秸秆腐熟细菌的鉴定

[0052] 1.2.3.1寒地秸秆腐熟细菌的形态学鉴定

[0053] 将复筛到的细菌菌株分别接种于LB固体和液体培养基中，24h后  观察菌落外观和

菌体形态，采用革兰氏染色法对细菌进行分类鉴定。

[0054] 1.2.3.2寒地秸秆腐熟细菌的分子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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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从LB平板培养基上接种已经纯化好的单菌落到30mL的LB培养  基中，37℃培养

24h，采用SDS细菌的DNA，利用细菌鉴定的16SrDNA  序列通用引物27F/541R作为寒地秸秆腐

熟细菌的分子鉴定引物进行PCR  扩增，将PCR产物至哈尔滨博仕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进行测

序。将测序获  得的序列输入GenBank中，利用BLAST比对，进行序列同源性分析，并  采用

MEGA5.0软件构建系统发育树，对细菌的种属进行分子鉴定。

[0056] 1.2.4寒地秸秆腐熟菌的耐冷性鉴定

[0057] 将前期筛选和鉴定获得秸秆腐熟细菌分别接种于LB液体培养基和  LB固体培养基

上，记录菌株在4℃、10℃、15℃、20℃、25℃、30℃、  35℃的培养条件下的生长状况，确定筛

选的秸秆腐熟菌的耐冷性。

[0058] 2.试验结果

[0059] 2.1.寒地秸秆腐熟细菌的初筛

[0060] 通过对寒地秸秆腐熟物中的微生物进行6次分离和纯化，共获得了23  个菌株。在

不同温度培养条件下，对分离的菌株进行培养，观察其生长情  况，进行低温秸秆腐熟菌的

初筛。结果表明，筛选出的能够在15℃低温  条件下正常生长细菌为7株，分别为A3、B7、C1、

C4、D7、E5和E14。

[0061] 2.2寒地秸秆腐熟细菌的复筛

[0062] 对初筛到的能在低温条件下正常生长的7株细菌菌进行复筛，主要  是通过CMC‑刚

果红固体培养基上的透明圈直径大小进行复筛。观察筛选  获得细菌的CMC‑刚果红固体培

养基中透明圈直径与菌落直径之比(D/d)  大小，其中B7具有较大的透明圈直径与菌落直径

之比(D/d)，为2.68，  透明圈大小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菌株产生纤维素酶的能力，说明菌株B7

具  有较强的纤维素酶的能力(见图1)。

[0063] 2.3寒地秸秆腐熟菌的形态学观察

[0064] 2.3.1腐熟细菌的形态学观察

[0065] 将筛选出来的秸秆腐熟细菌B7在LB固体和液体培养基上进行培养，  观察菌落及

菌体形态。结果表明，该细菌都能在固体培养基上形成了单一 的菌落。菌株B7的菌落为具

有黄色，半透明，光滑湿润，边缘不整齐，  稍隆起的圆形菌落，菌体为细杆状，圆末端，单个

或呈短链排列(见图  2‑A)。呈现为革兰氏阳性(见图2‑B)，通过以上观察，初步推断筛选 的

秸秆腐熟细菌菌株都为芽孢杆菌。

[0066] 2.4寒地秸秆腐熟菌的分子鉴定

[0067] 通过细菌16SrDNA序列分析，对筛选获得的腐熟菌B7进行分子生物  学鉴定，其中，

扩增的获得16SrDNA序列片段长度为1449bp。

[0068] 对获得的序列进行BLAST比对及系统发育树构建，结果如图3所示。  根据系统发育

树的结果，确定B7为短小芽胞杆菌(bacillus  pumilus)，  这个结果同前面的形态学鉴定具

有一致性，将该菌株定名为bacillus pumilus‑B7。

[0069] 2.5寒地秸秆腐熟菌的耐冷性鉴定

[0070] 对筛选获得的Bacillus  pumilus‑B7菌株进行耐冷性鉴定。将筛选的腐  熟细菌接

种在LB的培养基中，在不同培养温度下进行培养，结果表明该  菌株在不同温度下都可以生

长，在4℃条件下，仍然具有旺盛的生长力，  表明这些腐熟菌具有较强的耐冷性。Morita指

出耐冷微生物具有的特征为  在0‑5℃能够生长繁殖，最适生长温度在15℃以上，最高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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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高于  20℃。因此，本试验筛选获得的腐熟菌株为耐冷微生物，可以在北方低温  地区正

常生长。

[0071] 试验例1寒地秸秆腐熟菌发酵条件优化试验

[0072] 1.试验方法

[0073] 1.1培养基不同的氮源对腐熟细菌发酵性能的影响

[0074] 为了确定培养基不同氮源的对腐熟菌发酵的影响，本试验采用无氮源  的赫奇逊

氏无机盐培养基作为基础培养基，在此基础上添加不同的氮源，  添加的氮源是蛋白胨、酵

母膏、硫酸铵和尿素，添加量为0.2％，每个处  理4瓶，设3个重复。25℃条件下发酵3d，取菌

液0.2mL，用于纤维素 酶活性测定，采用DNS测定方法。

[0075] 1.2菌种接种量对腐熟细菌发酵的影响

[0076] 为了观察不同菌种接种量对腐熟菌发酵的影响，本试验设计不同的菌  种接种量。

设置1％、3％、5％、7％、9％五个接种量处理。在以蛋白胨为  氮源的液体发酵培养基中接

种，培养基初始pH值为7.0，25℃培养，每  个处理5瓶，设3个重复。在25℃条件下培养3d时，

取菌液0.2mL，  用于纤维素酶活性测定。

[0077] 1.3培养温度对腐熟细菌发酵的影响

[0078] 为了观察不同培养温度对腐熟菌发酵的影响，本试验设计不同的菌株  培养温度。

设置了10℃、15℃、20℃、25℃、30℃、35℃、40℃共7个  培养温度处理。在以蛋白胨为氮源的

液体发酵培养基中分别以5％的接种  量接种，培养基初始pH值为7.0，每个处理7瓶，设3个

重复。在培养3  d时，取菌液0.2mL，用于纤维素酶活性测定。

[0079] 1.4培养基初始pH值对腐熟细菌发酵的影响

[0080] 为了观察不同培养基初始pH值对腐熟菌发酵的影响，本试验设计不 同的培养基

初始pH值。设置了4、5、6、7、8、9、10共7个不同培养  基初始pH值处理。以蛋白胨为氮源的液

体发酵培养基为基础培养基，调  节培养基初始pH，以5％的接种量接种，25℃培养，每个处

理7瓶，设3  个重复。在培养3d时，取菌液0.2mL，用于纤维素酶活性测定。

[0081] 1.5培养时间对腐熟菌纤维素酶活性的影响

[0082] 为了观察不同培养时间对腐熟菌发酵的影响，本试验设计不同的培  养时间。其中

细菌设置1d、2d、3d、4d、5d、6d、7d共7个不同培  养时间处理，以蛋白胨为氮源的液体发酵培

养基，培养基初始pH值为7， 以5％的接种量接种，25℃培养，细菌试验每个处理7瓶，按实验

设计的  培养时间培养后，分别取菌液0.2mL，用于纤维素酶活性测定。

[0083] 2.实验结果

[0084] 2.1最佳氮源筛选结果

[0085] 对筛选的寒地秸秆腐熟细菌发酵的最佳氮源进行筛选。结果如图4所  示，由结果

可以看出，在以蛋白胨和酵母膏为氮源培养基上产纤维素酶的 活性较高，而在添加硫酸铵

和尿素作物氮源培养基上产生纤维素酶的活性  较低，并且差异很显著。综合比较结果，适

合于寒地秸秆腐熟细菌产纤维 素酶的培养最佳氮源为蛋白胨。

[0086] 2.2接种量对发酵的影响

[0087] 对筛选的寒地秸秆腐熟细菌发酵的最佳接种量进行筛选，结果如图5  所示。由结

果可以看出，接种量的不同会影响菌株液体发酵产纤维素酶的  活性，随着接种量的增加，

秸秆腐熟细菌产纤维素酶的活性呈现先上升，  后下降的趋势，该细菌都具有较高纤维素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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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接种量为1％和3％时，  产酶和酶活力逐渐增高。接种量超过5％后，酶活力开始下降，

可能是由  于菌含量过多，环境中营养物质有限，菌体生长大量消耗营养物质而产酶  能力

下降。综合比较结果，最佳接种量为5％。

[0088] 2.3温度对发酵的影响

[0089] 由图6可看出，菌株Bacillus  pumilus‑B7是在温度10‑30℃时酶活力  逐渐增加，

到30℃时酶活力最高，但产酶的活力同25℃比，差异不显著。 随着温度升高，产酶活力开始

下降，在40℃时，菌株的产酶活力都下降  到最低。由这些结果可以看出，本试验筛选的菌株

具有一个很宽的产酶活  性区间，低温更有利于其产酶。综合比较结果，确定该菌株发酵的

最佳温  度为25℃。

[0090] 2.4培养基初始pH对发酵的影响

[0091] 由图7可看出，在过酸、过碱的环境中秸秆腐熟细菌的CMC酶活力  很低，甚至不产

酶。在pH为5至8时，腐熟细菌具有产酶活性，在培养  基初始pH为7时，具有最高的CMC酶活

力，当pH升高到8时，产酶的  活性都出现了显著性下降。这些结果表明，本试验筛选的低温

秸秆腐熟菌  株更适于在酸性和中性条件下产酶，确定最佳培养基初始pH值为7。

[0092] 2.5培养时间对产酶的影响

[0093] 由图8可以看出，菌株的产酶活性随着培养时间的延长，呈现先上升，  后下降的趋

势。在培养3d的时候，都具有最好的产酶活性，3d后CMC  酶活力逐渐降低，但仍具有较强的

酶活性。确定寒地秸秆腐熟细菌发酵的 最佳培养时间为3d。

[0094] 试验例2寒地秸秆腐熟菌的酵解秸秆的应用效果试验

[0095] 1.试验方法

[0096] 1.1秸秆腐熟细菌滤纸酵解试验

[0097] 取筛选到的秸秆腐熟细菌Bacillus  pumilus‑B7以5％的接种量接种于  培养基初

始pH为7的滤纸液体培养基上，15℃培养。在接种后，每24h  测量滤纸的失重率，连续测量

8d。每个处理8瓶，设3个重复。滤纸失  重率的测定方法是取发酵液过滤，将残留物质置于烘

箱中80℃烘干至恒  重，进而测定滤纸失重率。

[0098] 1.2低温高效酵解秸秆细菌与EM菌复配酵解秸秆试验

[0099] 采用发酵后的低温高效酵解秸秆细菌发酵液与EM菌发酵液1:1混合，  在4℃条件

下酵解玉米秸秆。玉米秸秆的处理方法：用2mol/L的NaOH  溶液浸泡玉米秸秆段24h，水洗至

pH＝7，干燥箱80℃烘干，烘干后的秸  秆段粉碎100目过筛备用。发酵的组成，根据发酵玉米

的量添加5％EM  菌发酵液，5％低温高效酵解秸秆细菌发酵液，1％红糖，湿度控制在  35％‑

65％之间，发酵30d，以EM菌发酵液为对照。酵解结束后，测定秸  秆的失重率，测定方法同滤

纸失重率方法相同。

[0100] 2.试验结果

[0101] 2.1细菌对滤纸的酵解效果

[0102] 为了验证筛选的寒地秸秆腐熟细菌Bacillus  pumilus‑B7的酵解效果，  采用腐熟

细菌进行滤纸酵解试验。细菌处理后，滤纸的分解率如图9所示。 由结果可以看出，在采用

Bacillus  pumilus‑B7处理后1～3d，随着处理时  间的延长，滤纸的失重率显著上升，3d后

滤纸的分解率呈现缓慢上升趋  势，在第15d达到了最高，分解率达75％以上，由以上结果可

以看出，本 试验筛选的秸秆腐熟细菌Bacillus  pumilus‑B7具有较强的滤纸酵解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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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3] 2.2低温高效酵解秸秆细菌与EM菌配合酵解秸秆试验结果

[0104] 在低温条件下，采用低温高效酵解秸秆细菌Bacillus  pumilus‑B7与EM  菌配合进

行玉米秸秆的酵解试验，在30d的时候，两种处理中，秸秆出现  了失重和变黑现象，但是在

添加了低温高效酵解秸秆细菌组合中，秸秆失  重和变黑的程度更大，测定玉米秸秆的失重

率，添加了低温高效酵解秸秆  细菌组合的失重率为56％，而只用EM菌发酵液的处理，秸秆

的失重率为  38％，酵解率提高了47.4％，并且在秸秆腐熟过程中添加了低温高效酵解  秸

秆细菌，发酵30d时，秸秆腐烂的程度较好，易于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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