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0157097.6

(22)申请日 2016.03.18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5886426 A

(43)申请公布日 2016.08.24

(83)生物保藏信息

CGMCC No.12142 2016.02.18

CGMCC No.12141 2016.02.18

(73)专利权人 天津大学

地址 300072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

津大学

(72)发明人 贾晓强　黄磊　

(74)专利代理机构 天津市北洋有限责任专利代

理事务所 12201

代理人 王丽

(51)Int.Cl.

C12N 1/20(2006.01)

B09C 1/10(2006.01)

C12R 1/385(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2925391 A,2013.02.13,

CN 102925391 A,2013.02.13,

CN 101486980 A,2009.07.22,

CN 103803714 A,2014.05.21,

CN 102533589 A,2012.07.04,

CN 102978135 A,2013.03.20,

CN 105170644 A,2015.12.23,

CN 102899381 A,2013.01.30,

CN 105316269 A,2016.02.10,

CN 103820370 A,2014.05.28,

WO 0056668 A1,2000.09.28,

刘环.铜绿假单胞菌SJTD-1降解烷烃的分子

机制研究.《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工程

科技Ⅰ辑》.2016,B027-38.

马霞.铜绿假单胞菌NY3胞外活性物对其降

解石油烃的作用研究.《 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全文数据库工程科技Ⅰ辑》.2015,B027-74.

审查员 沈晶晶

 

(54)发明名称

溢油修复菌剂及其在污染环境中的应用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溢油修复菌剂及在环境中应用。

将铜绿假单胞菌TJU-J-05和铜绿假单胞菌TJU-

J-12在活化斜面菌种的营养培养基中进行斜面

菌种活化，培养至对数期OD600＝0.8，获得种子

液，再将种子液接种于成分为麸皮、草炭、蒸馏水

的固体培养基中，30℃培养箱中培养两天，分别

制得TJU-J-05及TJU-J-12单一菌剂；最后用草炭

将两种单一菌剂稀释到相同的数量级后等质量

混合，得到混合修复菌剂。铜绿假单胞菌TJU-J-

05和铜绿假单胞菌TJU-J-12均于于2016年2月18

日保藏于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委员会普通

微生物中心，编号CGMCC No .12142和CGMCC 

No.1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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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株铜绿假单胞菌(Pseudomonas  aeruginosa)TJU-J-05，于2016年2月18日保藏于

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委员会普通微生物中心，编号CGMCC  No.12142。

2.一株铜绿假单胞菌(Pseudomonas  aeruginosa)TJU-J-12，于2016年2月18日保藏于

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委员会普通微生物中心，编号CGMCC  No.12141。

3.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铜绿假单胞菌在制备溢油混合修复菌剂中的应用。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将铜绿假单胞菌TJU-J-05和铜绿假单胞菌

TJU-J-12在活化斜面菌种的营养培养基中进行斜面菌种活化，培养至对数期OD600＝0.8，

获得种子液，再将种子液接种于成分为麸皮、草炭、蒸馏水的固体培养基中，30℃培养箱中

培养两天，分别制得TJU-J-05及TJU-J-12单一菌剂；最后用草炭将两种单一菌剂稀释到相

同的数量级后等质量混合，得到混合修复菌剂。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相同的数量级为107CFU/g。

6.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混合修复菌剂的制备方法如下：

(一)配制活化斜面菌种的牛肉膏-蛋白胨营养培养基，分别取100mL的培养基分装于4

个250mL的锥形瓶中，在121℃的高压灭菌锅中灭菌20分钟；

(二)待培养基冷却至室温后，超净条件下将菌种分别接种于两个锥形瓶中，将三角瓶

放在温度为30℃，培养转速是200rpm的摇床中培养24小时，达到对数期OD600＝0.8；

(三)取活化后的种子液浓缩至40ml加入160ml无菌水混匀，然后倒入200mL/瓶固体培

养基中混匀，30℃培养两天，得到单一菌种菌剂；

(四)将2种单一菌剂用草炭稀释到细菌数量相同的数量级，等质量混匀制得混合修复

菌剂。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牛肉膏-蛋白胨营养培养基配方为牛肉

膏3g/L，蛋白胨10g/L，氯化钠5g/L，运用精密电子调节pH电极进行测量，使用2mol/L的盐酸

和1mol/L的氢氧化钠溶液调节培养基pH为7.0～7.2。

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固体培养基配方为麸皮、草炭、蒸馏水；质量

比为1:1:1，121℃高压蒸汽灭菌锅灭菌2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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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油修复菌剂及其在污染环境中的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石油污染技术领域，特别是溢油修复菌剂及在环境中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石油作为最为重要的化石燃料及化工原料，关系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随

着石油大量的开采利用，由于受到工艺和技术水平的限制以及突发事故的影响，不可避免

的导致大量的石油以及含油的废渣废水进入到环境中，严重的影响了生态环境的平衡且因

石油中的部分多环芳烃类化合物属强致癌物质，若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也会对人体健康

具有很大的潜在危害。

[0003] 石油污染的修复技术有很多，如化学修复、物理修复、生物修复等。其中生物修复

是指利用生物特别是微生物来催化降解环境污染物，减小或最终消除环境污染的受控或自

发过程，是在微生物降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兴的环保技术。由于生物修复具有投资小，操

作简单，不易产生二次污染等优点，已成为一种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俱佳的解决石油污染

土壤或水体的有效手段。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出了新的溢油修复菌剂及在在环境中应用。

本发明的纯化出两株铜绿假单胞菌，于2016年2月18日保藏于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委

员会普通微生物中心，分别为铜绿假单胞菌(Pseudomonas  aeruginosa)TJU-J-05编号

CGMCC  No .12142和铜绿假单胞菌(Pseudomonas  aeruginosa)TJU-J-12，编号CGMCC 

No.12141。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株铜绿假单胞菌TJU-J-05，于2016年2月18日保藏于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

委员会普通微生物中心，编号CGMCC  No.12142，保藏单位的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

1号院3号。

[0007] 一株铜绿假单胞菌TJU-J-12，于2016年2月18日保藏于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管 理

委员会普通微生物中心，编号CGMCC  No.12141，保藏单位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1

号院3号。

[0008] 本发明的两种铜绿假单胞菌作为溢油混合修复菌剂应用。

[0009] 将铜绿假单胞菌TJU-J-05和铜绿假单胞菌TJU-J-12在活化斜面菌种的营养培养

基中进行斜面菌种活化，培养至对数期OD600＝0.8，获得种子液，再将种子液接种于成分为

麸皮、草炭、蒸馏水的固体培养基中，30℃培养箱中培养两天，分别制得TJU-J-05及TJU-J-

12单一菌剂；最后用草炭将两种单一菌剂稀释到相同的数量级后等质量混合，得到混合修

复菌剂。

[0010] 相同的数量级为107CFU/g。

[0011] 本发明的混合修复菌剂的制备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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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一)配制活化斜面菌种的牛肉膏-蛋白胨营养培养基，分别取100mL的培养基分装

于4个250mL的锥形瓶中，在121℃的高压灭菌锅中灭菌20分钟；

[0013] (二)待培养基冷却至室温后，超净条件下将菌种分别接种于两个锥形瓶中。将三

角瓶放在温度为30℃，培养转速是200rpm的摇床中培养24小时，达到对数期OD600＝0.8；

[0014] (三)取活化后的种子液浓缩至40ml加入160ml无菌水混匀，然后倒入200mL/瓶固

态培养基中混匀，30℃培养两天，得到单一菌种菌剂；

[0015] (四)将2种单一菌剂用草炭稀释到细菌数量相同的数量级，等质量混匀制得混合

菌剂。

[0016] 所述营养培养基配方为牛肉膏3g/L，蛋白胨10g/L，氯化钠5g/L，运用精密电子调

节pH电极进行测量，使用2mol/L的盐酸和1mol/L的氢氧化钠溶液调节培养基pH为7.0～

7.2。

[0017] 所述固态培养基配方为麸皮、草炭红外蒸馏水；质量比为1:1:1，121℃高压蒸汽灭

菌锅灭菌20min。

[0018] 利用菌剂进行环境溢油修复研究：

[0019] 选取3个土质较为疏松的海岸边砂质场地(尺寸4.5×2.5m)，编号1、2、3，先在各实

验场地添加6kg原油，加入5L柴油，快速搅拌至原油均匀分散后，均匀喷洒于基质表面，每天

定时抽取海水，依照潮汐表模拟涨落潮冲刷基质20天，待原油和柴油中轻质成分完全挥发

后(取土壤样测得每克土壤总石油烃含量为0.8％)，进行添加营养盐和菌剂的生物修复实

验。其中，1号修复池为对照组，需向其中添加水溶性肥料(NH4NO3，2.0kg；KH2PO4，0.4kg)及

0.5％原油，混匀后均匀铺撒在修复池中；其余2个修复池为  实验组，编号依次为2、3，与对

照组相比需额外添加1.0kg的混合菌剂，混匀后铺撒；此外，3号需均匀铺撒2.0kg的有机肥

(主要为鸡粪：分解的中间产物和无机酸根可作为微生物降解石油烃的电子受体)。60天后

取样测试各场地土壤中总石油烃含量的变化,如图1所示,试验1未添加外源菌剂，但由于土

著石油烃降解菌的生长利用原油，导致石油烃含量缓慢降低，60天后土壤中总石油烃降解

率为25.85％；而试验2，3由于添加了高效石油烃降解菌剂，石油烃含量下降趋势明显快于

试验1，其中试验2总石油烃降解率达到63.9％，试验3由于额外添加了有机肥(鸡粪)能够为

菌种的生长持续提供营养且其分解的中间产物和无机酸根可作为微生物降解石油烃的电

子受体，故其最终石油烃降解率最高，达到85.2％。

[0020] 本发明中2种石油烃降解菌复配铜绿假单胞菌(Pseudomonas  aeruginosa)TJU-J-

05、铜绿假单胞菌(Pseudomonas  aeruginosa)TJU-J-12具有高效降解石油的能力，摇瓶实

验发现，3天原油降解率(初始0.5％)达到91.3％。

[0021] 本发明中制备的菌剂应用于环境中，对石油污染的场地(初始含油量0.8％)60天

后土壤中原油的降解率最高达到85.28％(如图1)，比不添加菌剂的污染场地修复效果提高

了59.4％。

附图说明

[0022] 图1环境条件下菌剂对三块污染场地的修复能力实验石油烃降解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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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3] 通过下面结合具体实例将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本发明，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限

制于此：

[0024] 实施案例1

[0025] 所述的石油烃降解菌铜绿假单胞菌(Pseudomonas  aeruginosa)TJU-J-05及铜绿

假单胞菌(Pseudomonas  aeruginosa)TJU-J-12的筛选方法，步骤如下：

[0026] (一)采集矿井周围有明显溢油的石油污染土壤，采样点6处，采集土样约100g，用

封口袋封装留存。

[0027] (二)以石油为单一碳源，加入含有100mL  BH培养基的250mL摇瓶，30℃、220r/min

摇床驯化培养约一周后，可见摇瓶内石油有明显降解。弃上清液补加经高温灭菌加1％  原

油的BH培养基100mL，继续在30℃、220r/min下250mL摇瓶培养。重复2次。

[0028] (三)先吸取步骤二最终的培养液1ml用无菌水稀释10倍，再取稀释后的培养液1ml

稀释10倍，以此类推逐级稀释直至稀释倍数为105为止，取此浓度下菌液1ml均匀涂布于

0.5％原油的BH固体平板上(2％琼脂)30℃恒温培养箱，培养2周。

[0029] (四)用接种环挑取步骤三中出现的形态各异2个单菌落，在固体营养培养基(2％

琼脂)划线，30℃恒温培养箱培养两天。恒温培养后挑取单菌落，4℃保藏。

[0030] 本发明以石油烃为唯一碳源，保证只有能利用此种碳源生长代谢的菌种富集，起

到了定向筛选的作用。

[0031] 所述的BH培养基配方是：硝酸钠2g/L、磷酸二氢钾1.5g/L，磷酸氢二钾2g/L，硫酸

铵2g/L，氯化钠5g/L，硫酸镁0.5g/L。

[0032] 实施案例2

[0033] 铜绿假单胞菌(Pseudomonas  aeruginosa)TJU-J-05编号CGMCC  No.12142和铜绿

假单胞菌(Pseudomonas  aeruginosa)TJU-J-12，编号CGMCC  No.12141，混菌降解原油

[0034] 在利用混菌降解原油的实验中，BH培养基成分是硝酸钠2g/L、磷酸二氢钾1.5g/L，

磷酸氢二钾2g/L，硫酸铵2g/L，NaCL  5g/L，硫酸镁0.5g/L。微量元素10mL，调节pH到7.0，在

100mL的三角瓶中添加石油0.5g的原油，接种达到对数生长期(细胞浓度为6.32×10-2mg/

ml)的两株菌各3ml，30℃，220rpm，培养3天后，用正己烷萃取残留的原油，采用比重法比较

降解前后石油重量的变化，发现原油降解率达到91.3％。

[0035] 实施案例3

[0036] 摇瓶中残余原油萃取

[0037] 向摇瓶中加入分析纯的正己烷，左右摇晃使正己烷与原油充分接触，然后静置，待

正己烷与培养液分层后，将萃取液转移至干净的事先已知重量的烧杯中，再重新在摇瓶中

加入正己烷，摇晃、静置、转移，如此反复3次，最后将烧杯放置通风橱放置一段时间，待正己

烷挥发后，称量此时烧杯的重量。前后的重量之差即为残余原油的重量。

[0038] 实施案例4

[0039] 混合修复菌剂的制备

[0040] (一)配制活化斜面菌种的牛肉膏-蛋白胨营养培养基，分别取100mL的培养基分装

于4个250mL的锥形瓶中，在121℃的高压灭菌锅中灭菌20分钟；

[0041] (二)待培养基冷却至室温后，超净条件下将菌种分别接种于两个锥形瓶中。将三

说　明　书 3/5 页

5

CN 105886426 B

5



角瓶放在温度为30℃，培养转速是200rpm的摇床中培养24小时，达到对数期(OD600＝0.8)。

[0042] (三)取活化后的种子液浓缩至40ml加入160ml无菌水混匀，然后倒入200mL/瓶固

态培养基中混匀，30℃培养两天，得到单一菌种菌剂。

[0043] (四)将2种单一菌剂用草炭稀释到细菌数量相同的数量级(细菌试剂瓶法测得单

一菌剂的石油烃降解菌数)，等质量混匀制得混合菌剂。

[0044] 步骤(一)中营养培养基配方为牛肉膏3g/L，蛋白胨10g/L，氯化钠5g/L，运用精密

电子调节pH电极进行测量，使用2mol/L的盐酸和1mol/L的氢氧化钠溶液调节培养基pH为

7.0～7.2。

[0045] 步骤(三)中固态培养基配方为麸皮、草炭、蒸馏水(质量比为1:1:1)，pH为自然状

态，121℃高压蒸汽灭菌锅灭菌20min。

[0046] 实施案例5

[0047] 利用菌剂降解环境中的污染物

[0048] 构建人工溢油修复场地，设置不同的实验条件，考察菌剂在外界环境条件影响下

对溢油土壤修复效果，并且记录实验过程中的环境因子。具体操作如下：选取3个土质较为

疏松的海岸边砂质场地(尺寸4.5×2.5m)，编号1、2、3，先在各实验场地添加6kg原油，加入

5L柴油，快速搅拌至原油均匀分散后，均匀喷洒于基质表面，每天定时抽取海水，依照潮汐

表模拟涨落潮冲刷基质20天，待原油和柴油中轻质成分完全挥发后(取土壤样测得每克土

壤总石油烃含量为0.8％)，进行添加营养盐和菌剂的生物修复实验。其中，1号修复池为对

照组，需向其中添加水溶性肥料(NH4NO3，2.0kg；KH2PO4，0.4kg)及0.5％原油，混匀后均匀铺

撒在修复池中；其余2个修复池为实验组，编号依次为2、3，与对照组相比需额外添加1.0kg

的混合菌剂，混匀后铺撒；此外，3号需均匀铺撒2.0kg的有机肥(主要为鸡粪：分解的中间产

物和无机酸根可作为微生物降解石油烃的电子受体)。60天后取样测试各场地土壤中总石

油烃含量的变化。

[0049] 实施案例6

[0050] 土壤中原油萃取

[0051] 取10g  40℃烘干的土样置于小烧杯中，加入分析纯的正己烷进行多次萃取，萃取

液转移至干净的烧杯中，然后在通风橱放置一段时间，待正己烷挥发后，烧杯中残留的即 

为土样中所含的石油烃。

[0052] 表1两株菌的基本特性

[0053]

[0054] 表2环境溢油修复实验中各场地的投料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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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0056] 本发明公开和提出的一种溢油修复菌剂及其在污染环境中的应用，本领域技术人

员可通过借鉴本文内容，适当改变条件路线等环节实现，尽管本发明的方法和制备技术已

通过较佳实施例子进行了描述，相关技术人员明显能在不脱离本发明内容、精神和范围内

对本文所述的方法和技术路线进行改动或重新组合，来实现最终的制备技术。特别需要指

出的是，所有相类似的替换和改动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他们都被视为包

括在本发明精神、范围和内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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