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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土壤有机污染物降解技术领域，

公开一种降解喹诺酮类抗生素的复合微生物菌

剂及制备方法与应用。本发明通过将喹诺酮类抗

生素降解菌液、能量供给菌菌液、磁介质菌菌液、

表面活性剂和发酵培养基混合，得到混合液；发

酵，得到降解喹诺酮类抗生素的复合微生物菌

剂。本发明采用的能量供给菌使复合微生物菌剂

在原位土壤环境中具有高的定殖和增殖能力；采

用的表面活性剂和磁介质菌使复合微生物菌剂

具有低的水分张力和抗生素极性。由此制备的复

合微生物菌剂活性高，环境适应性强。将该复合

微生物菌剂用于土壤中喹诺酮类抗生素的降解，

适用范围广，降解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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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降解喹诺酮类抗生素的复合微生物菌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

骤：将喹诺酮类抗生素降解菌液、能量供给菌菌液、磁介质菌菌液、表面活性剂、发酵培养基

和水混合，得到混合液；发酵，得到降解喹诺酮类抗生素的复合微生物菌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降解喹诺酮类抗生素的复合微生物菌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喹诺酮类抗生素降解菌为山羊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caprae)-NOR-36、近

平滑假丝酵母(Candida  parapsilosis)CICC  1973、红球菌(Rhodococcus  sp.)RP-11、假单

胞菌(Pseudomonas  sp.)ACCC  11715、不动杆菌(Acinetobacter  sp.)ACCC  11710和鞘氨醇

单胞菌(Sphingomonas  sp.)ACCC  11703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

所述的能量供给菌为谷氨酸棒状杆菌(Corynebacterium  glutamicum)ACCC  04261、短

小芽胞杆菌(Bacillus  pumilus) ACCC  10387、产氨短杆菌(Brevibacterium 

ammoniagenes)SCTCC100664、停滞棒状杆菌(Corynebacterium  stationis)CGMCC1.844和

产氨棒杆菌(Corynebacterium  ammoniagenes)ATCC  19183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

所述的磁介质菌为荧光假单胞菌(Pseudomonas  fluorescens)CICC  23919、鞘氨醇单

胞菌(Sphingomonas  yabuuchiae)ACCC  19937和洋葱伯克霍尔德氏菌(Burkholderia 

cepacia)CICC10828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

所述的发酵培养基的组成如下：糖蜜粉22～27g/L、质量百分比45％的氨基酸粉3～7g/

L、骨粉1～3g/L、蛋白胨1～3g/L、麦麸1～3g/L、马铃薯浸出汁2～4g/L、甜玉米汁1～3g/L、

麦芽浸出粉0.3～0.7g/L、葡萄糖1～3g/L、磷酸氢二钾1～3g/L、磷酸二氢钾0.5～1.5g/L、

磷酸氢二铵0.3～0.7g/L、七水硫酸镁0.2～0.4g/L、氯化铁0.05～0.15g/L、一水硫酸锰

0.05～0.15g/L、Fe3O4磁性纳米颗粒0.5～1.5g/L、Fe3O4@SiO2磁性纳米复合粒子1～3g/L，水

为溶剂，pH自然。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降解喹诺酮类抗生素的复合微生物菌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表面活性剂为十二烷基聚氧乙烯醚、曲拉通X-100、椰子油脂肪酸二乙醇酰胺、十

二烷基硫酸钠、十二烷基磺酸钠、Nε-十二酰基-L-赖氨酸钠、吐温20和吐温80中的一种或两

种以上。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降解喹诺酮类抗生素的复合微生物菌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表面活性剂为两种以上时，各种表面活性剂按等质量份配比。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降解喹诺酮类抗生素的复合微生物菌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混合物的组成按质量百分比计，如下：菌体浓度为(0.8～1.2)×1011cfu/mL的喹

诺酮类抗生素降解菌菌液8～12％、菌体浓度为(0.8～1.2)×1011cfu/mL的能量供给菌菌液

6～12％、菌体浓度为(0.8～1.2)×1011cfu/mL的磁介质菌菌液5～10％、表面活性剂1～

6％、发酵培养基8～15％、水余量。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降解喹诺酮类抗生素的复合微生物菌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

所述的喹诺酮类抗生素降解菌菌液通过如下步骤制备得到：

①将所述的喹诺酮类抗生素降解菌通过振荡培养，培养至对数增长期；

②再于30～37℃，120～150r/min条件下继续培养4～6天；

或是通过如下步骤制备得到：

A、将所述的喹诺酮类抗生素降解菌通过振荡培养，培养至对数增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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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然后通过含喹诺酮类抗生素的培养基进行驯化培养；

C、驯化得到的菌培养至对数增长期；

D、再于30～37℃，120～150r/min条件下继续培养4～6天；

所述的能量供给菌菌液通过如下方法得到：用CM  0002改良培养基将能量供给菌培养

至对数增长期，再于32～37℃，130～150r/min条件下培养4～5天，得到能量供给菌菌液；

CM0002改良培养基的组成如下：胰蛋白胨10g/L、酵母提取物5g/L、氯化钠5g/L、乳糖10g/L、

pH  7.0～7.5；

所述的磁介质菌菌液通过如下方法得到：用CM  0002改良培养基将磁介质菌培养至对

数增长期，再于32～37℃，130～150r/min条件下培养4～5天，得到磁介质菌菌液。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降解喹诺酮类抗生素的复合微生物菌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

步骤①和步骤A中所述的培养的条件为于28～30℃，120～150r/min条件下培养48～

72h；

步骤①和步骤A中所述的培养中的培养基为LB液体培养基或YPD液体培养基；

步骤B中所述含喹诺酮类抗生素的培养基的组成为：喹诺酮类抗生素240～440mg/L、硫

酸铵5.0g/L、磷酸二氢钾1.0g/L、硫酸镁0.5g/L、酵母浸膏0.2g/L；

步骤B中所述的驯化培养的条件为于28～30℃，120～150r/min条件下培养5～8天；

步骤C中所述的培养的条件为于30～37℃，120r/min条件下培养48～68h；

步骤②和步骤D中所述的继续培养的条件为于32～37℃，130～150r/min条件下继续培

养4～6天；

所述的将能量供给菌培养至对数增长期中的培养条件为：于28～30℃，130～150r/min

条件下震荡培养48～72h；

所述的将磁介质菌培养至对数增长期中的培养条件为：于28～30℃，130～150r/min条

件下震荡培养48～72h。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降解喹诺酮类抗生素的复合微生物菌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发酵的条件为于32～37℃，100～120r/min下，每隔4h强制通无菌空气30min，通

气量是0.5～2倍发酵罐容积/分钟，连续发酵5～8天。

9.一种降解喹诺酮类抗生素的复合微生物菌剂，其特征在于：通过权利要求1～8任一

项所述的制备方法得到。

10.权利要求9所述的降解喹诺酮类抗生素的复合微生物菌剂在土壤修复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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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解喹诺酮类抗生素的复合微生物菌剂及制备方法与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土壤有机污染物降解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降解喹诺酮类抗生素的

复合微生物菌剂及制备方法与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喹诺酮类抗生素(Quinolones,QNs)是人工合成的含4-喹诺酮基本结构的抗菌药，

具有抗菌谱广、抗菌活性强、与其他抗菌药物无交叉耐药性和毒副作用小等特点，是临床处

方率仅次于β-内酰胺类的人畜通用抗感染药物。中国是喹诺酮类抗生素的消耗大国。大量

的喹诺酮类抗生素通过人体或动物体内排出、制药污水排放、固废堆放等途径最终进入土

壤系统，导致我国农田土壤中的喹诺酮类抗生素检测含量高达mg/kg级。由于喹诺酮类抗生

素具有较强的生物活性及生物降解缓慢的特点，因此土壤中的高含量喹诺酮类抗生素形成

了直接或潜在污染，会最终对人类的健康和生存造成不利影响。

[0003] 土壤中喹诺酮类抗生素的去除方法主要有光解、水解和生物降解。其中，光解效率

受限于环境光强度、频率、环境因子(如土壤含水量、pH、有机质含量、阳离子交换量等)的影

响，而水解法的中间产物具有生物毒性，去除抗生素效果不明显，因此光解和水解均难实现

大规模应用。相对而言，生物降解由于其安全性以及易于使用等优点，受到推崇。然而，由于

现有的微生物菌剂效率不高，因此，生物降解喹诺酮类抗生素的降解效率低下，尚难实现技

术应用。

发明内容

[0004] 为克服现有技术的缺点与不足，本发明的首要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降解喹诺酮类抗

生素的复合微生物菌剂的制备方法。

[0005]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由上述方法制备得到的降解喹诺酮类抗生素的

复合微生物菌剂。

[0006] 本发明的又一目的在于提供所述降解喹诺酮类抗生素的复合微生物菌剂在土壤

修复中的应用。

[0007]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下述技术方案实现：一种降解喹诺酮类抗生素的复合微生物菌

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喹诺酮类抗生素降解菌液、能量供给菌菌液、磁介质菌菌

液、表面活性剂、发酵培养基和水混合，得到混合液；发酵，得到降解喹诺酮类抗生素的复合

微生物菌剂。

[0008] 所述的喹诺酮类抗生素降解菌优选为山羊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caprae)-

NOR-36、近平滑假丝酵母(Candida  parapsilosis)CICC  1973、红球菌(Rhodococcus  sp.)

RP-11(保藏编号为CGMCC  No.13024，于2016年9月21日保藏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1号

院3号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委员会普通微生物中心)、假单

胞菌(Pseudomonas  sp.)ACCC  11715、不动杆菌(Acinetobacter  sp.)ACCC  11710和鞘氨醇

单胞菌(Sphingomonas  sp.)ACCC  11703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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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所述的能量供给菌优选为谷氨酸棒状杆菌(Corynebacterium  glutamicum)ACCC 

04261、短小芽胞杆菌(Bacillus  pumilus)ACCC  10387、产氨短杆菌(Brevibacterium 

ammoniagenes)SCTCC  100664、停滞棒状杆菌(Corynebacterium  stationis)CGMCC1.844和

产氨棒杆菌(Corynebacterium  ammoniagenes)ATCC  19183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

[0010] 所述的磁介质菌优选为荧光假单胞菌(Pseudomonas  fluorescens)CICC  23919、

鞘氨醇单胞菌(Sphingomonas  yabuuchiae) ACCC  19937和洋葱伯克霍尔德氏菌

(Burkholderia  cepacia)CICC  10828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

[0011] 所述的发酵培养基的组成如下：糖蜜粉22～27g/L、质量百分比45％的氨基酸粉3

～7g/L、骨粉1～3g/L、蛋白胨1～3g/L、麦麸1～3g/L、马铃薯浸出汁2～4g/L、甜玉米汁1～

3g/L、麦芽浸出粉0.3～0.7g/L、葡萄糖1～3g/L、磷酸氢二钾1～3g/L、磷酸二氢钾0.5～

1.5g/L、磷酸氢二铵0.3～0.7g/L、七水硫酸镁0.2～0.4g/L、氯化铁0.05～0.15g/L、一水硫

酸锰0.05～0.15g/L、Fe3O4磁性纳米颗粒0.5～1.5g/L、Fe3O4@SiO2磁性纳米复合粒子1～3g/

L，水为溶剂，pH自然；优选如下：糖蜜粉24.5g/L、质量百分比45％的氨基酸原粉5g/L、骨粉

(粗制骨粉粉碎)2g/L、蛋白胨2g/L、麦麸2g/L、马铃薯浸出汁3g/L、甜玉米汁2g/L、麦芽浸出

粉0.5g/L、葡萄糖2g/L、磷酸氢二钾2g/L、磷酸二氢钾1g/L、磷酸氢二铵0.5g/L、七水硫酸镁

0.3g/L、氯化铁0.1g/L、一水硫酸锰0.1g/L、Fe3O4磁性纳米颗粒1g/L、Fe3O4@SiO2磁性纳米复

合粒子2g/L，水为溶剂，pH自然。

[0012] 所述的混合物的组成按质量百分比计，如下：菌体浓度为(0.8～1.2)×1011cfu/mL

的喹诺酮类抗生素降解菌菌液8～12％、菌体浓度为(0.8～1.2)×1011cfu/mL的能量供给菌

菌液6～12％、菌体浓度为(0.8～1.2)×1011cfu/mL的磁介质菌菌液5～10％、表面活性剂1

～6％、发酵培养基8～15％、水余量；优选如下：菌体浓度为(0.8～1.2)×1011cfu/mL的喹诺

酮类抗生素降解菌菌液9～12％、菌体浓度为(0.8～1.2)×1011cfu/mL的能量供给菌菌液6

～10％、菌体浓度为(0.8～1.2)×1011cfu/mL的磁介质菌菌液5～10％、表面活性剂1～6％、

发酵培养基8～15％、水余量。

[0013] 更优选的，所述的喹诺酮类抗生素降解菌菌液的菌体浓度为1.2×1011cfu/mL。

[0014] 所述的能量供给菌菌液的菌体浓度为1×1011cfu/mL。

[0015] 所述的磁介质菌菌液的菌体浓度为1×1011cfu/mL。

[0016] 所述的表面活性剂为十二烷基聚氧乙烯醚(C12En ,其中n＝4,10 ,23)、曲拉通X-

100、椰子油脂肪酸二乙醇酰胺(CDEA，分子式C11H23CON(CH2CH2OH) 2)、十二烷基硫酸钠

(C12H25NaO4S，CAS:151-21-3)、十二烷基磺酸钠(分子式C12H25NaO3S，CAS:2386-53-0)、Nε-十

二酰基-L-赖氨酸钠(LL)、吐温20和吐温80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

[0017] 所述的表面活性剂为两种以上形成的混合物时，各组分质量份数相同。

[0018] 所述的喹诺酮类抗生素降解菌菌液优选通过包含如下步骤的方法得到：

[0019] ①将所述的喹诺酮类抗生素降解菌通过振荡培养，培养至对数增长期；

[0020] ②再于30～37℃，120～150r/min条件下继续培养4～6天；

[0021] 或是通过包含如下步骤的方法得到：

[0022] A、将所述的喹诺酮类抗生素降解菌通过振荡培养，培养至对数增长期；

[0023] B、然后通过含喹诺酮类抗生素的培养基进行驯化培养；

[0024] C、驯化得到的菌培养至对数增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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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D、再于30～37℃，120～150r/min条件下继续培养4～6天。

[0026] 所述的喹诺酮类抗生素降解菌为混合菌时，是将喹诺酮类抗生素降解菌中的各个

菌分别通过振荡培养，培养至对数增长期，如步骤①、步骤A、步骤C；有驯化步骤时，是将各

个菌分别进行驯化，如步骤B；然后按等体积比混合再继续培养，如步骤②、步骤D。

[0027] 步骤①和步骤A中所述的培养的条件优选为于28～30℃，120～150r/min条件下培

养；更优选为于28～30℃，130～150r/min条件下培养。

[0028] 步骤①和步骤A中所述的培养中的培养基为LB液体培养基或YPD液体培养基。LB液

体培养基适合于细菌的培养，YPD液体培养基适合于酵母的培养。

[0029] 步骤B中所述含喹诺酮类抗生素的培养基的组成为：喹诺酮类抗生素240～440mg/

L、硫酸铵5.0g/L、磷酸二氢钾1.0g/L、硫酸镁0.5g/L、酵母浸膏0.2g/L；优选为喹诺酮类抗

生素240～440mg/L、硫酸铵5.0g/L、磷酸二氢钾1.0g/L、硫酸镁0.5g/L、酵母浸膏0.2g/L。

[0030] 所述的喹诺酮类抗生素包括诺氟沙星、环丙沙星和氧氟沙星。

[0031] 所述的驯化培养的条件优选为于28～30℃，120～150r/min条件下培养5～8天；更

优选为于28～30℃，130～150r/min条件下培养5～8天。

[0032] 所述的驯化培养的次数为3～8次；优选为5～6次。

[0033] 步骤C中所述的培养的条件优选为于30～37℃，110～130r/min条件下培养48～

68h；更优选为于30～37℃，120r/min条件下培养48～68h。

[0034] 步骤②和步骤D中所述的继续培养的条件优选为于32～37℃，130～150r/min条件

下继续培养4～6天。

[0035] 所述的能量供给菌菌液优选通过如下方法得到：用CM  0002改良培养基将能量供

给菌培养至对数增长期，再于32～37℃，130～150r/min条件下培养4～5天，得到能量供给

菌菌液；更优选为于32～37℃，150r/min条件下培养5天；CM  0002改良培养基的组成如下：

胰蛋白胨10g/L、酵母提取物5g/L、氯化钠5g/L、乳糖10g/L、pH  7.0～7.5。

[0036] 所述的能量供给菌为混合菌液时，是将各个菌分别培养至对数增长期，然后按等

体积比混合，再于32～37℃，130～150r/min条件下培养4～5天；更优选为于32～37℃，

150r/min条件下培养5天。

[0037] 所述的将能量供给菌培养至对数增长期中的培养条件为：于28～30℃，130～

150r/min条件下震荡培养48～72h；更优选为：于28～30℃，140r/min条件下震荡培养48～

72h。

[0038] 所述的磁介质菌菌液优选通过如下方法得到：用CM  0002改良培养基将磁介质菌

培养至对数增长期，再于32～37℃，130～150r/min条件下培养4～5天，得到磁介质菌菌液；

更优选为于34～37℃，150r/min条件下培养4～5天；CM  0002改良培养基的组成如下：胰蛋

白胨10g/L、酵母提取物5g/L、氯化钠5g/L、乳糖10g/L、pH  7.0～7.5。

[0039] 所述的磁介质菌为混合菌液时，是将各个菌分别培养至对数增长期，然后按等体

积比混合，再于32～37℃，130～150r/min条件下培养4～5天；更优选为于34～37℃，150r/

min条件下培养4～5天。

[0040] 所述的将磁介质菌培养至对数增长期中的培养条件为：于28～30℃，130～150r/

min条件下振荡培养48～72h；更优选为：于28～30℃，140r/min条件下振荡培养48～72h。

[0041] 所述的发酵的条件优选为于32～37℃，100～120r/min下，每隔4h强制通无菌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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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min，通气量是发酵罐容积的0.5～2倍/分钟，连续发酵5～8天。

[0042] 所述的发酵培养基在加入菌之前需先灭菌，灭菌的条件优选为于115～121℃灭菌

15～20min。

[0043] 一种降解喹诺酮类抗生素的复合微生物菌剂，通过上述制备方法得到。

[0044] 所述的降解喹诺酮类抗生素的复合微生物菌剂在土壤修复中的应用。

[0045] 所述的土壤为喹诺酮类抗生素污染的土壤。

[0046] 本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具有如下的优点及效果：

[0047] (1)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活性高、环境适应性强且可高效降解喹诺酮类抗生素污染

的复合微生物菌剂。

[0048] (2)本发明的喹诺酮类抗生素降解菌经能量供给菌伴生、耦合发酵可显著提高菌

种在原位土壤环境中的降解、定殖和增殖能力。

[0049] (3)本发明中表面活性剂和磁介质菌的加入，有助于消解喹诺酮类抗生素降解菌

施入土壤后的水分张力和抗生素极性，增强喹诺酮类抗生素跟降解菌的亲和力，加快喹诺

酮类抗生素残留的降解。

[0050] (4)用本发明中的降解喹诺酮类抗生素的复合微生物菌剂降解土壤中的喹诺酮类

抗生素，适用条件广，且降解效率高。

具体实施方式

[0051]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描述，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不限于此。

[0052] 所用菌株可由四川省微生物资源平台菌种保藏中心(SICC)、中国工业微生物菌种

保藏管理中心(CICC)、美国模式菌种收集中心(ATCC)、中国农业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中心

(ACCC)、中国普通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中心(CGMCC)获得；其中，ATCC菌株可由美国模式菌

种中心获得，或通过北纳生物获得。

[0053] Fe3O4磁性纳米颗粒、Fe3O4@SiO2磁性纳米复合粒子由西安瑞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其余原料均由市场商业途径获得。

[0054] 诺氟沙星、环丙沙星、氧氟沙星和恩诺沙星，购自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纯度

为95.0％

[0055] LB液体培养基配方：胰蛋白胨10g/L、酵母提取物5g/L、氯化钠10g/L。

[0056] YPD液体培养基配方：胰蛋白胨20g/L、酵母粉10g/L、葡萄糖10g/L。

[0057] 发酵初始培养基配方：糖蜜粉24.5g/L、质量百分比45％的氨基酸原粉5g/L、骨粉

(粗制骨粉粉碎)2g/L、蛋白胨2g/L、麦麸2g/L、马铃薯浸出汁3g/L、甜玉米汁2g/L、麦芽浸出

粉0.5g/L、葡萄糖2g/L、磷酸氢二钾2g/L、磷酸二氢钾1g/L、磷酸氢二铵0.5g/L、七水硫酸镁

0.3g/L、氯化铁0.1g/L、一水硫酸锰0.1g/L、Fe3O4磁性纳米颗粒1g/L、Fe3O4@SiO2磁性纳米复

合粒子2g/L，水为溶剂，pH自然。

[0058] 马铃薯浸出汁：将200g马铃薯去皮，去芽眼，切成小条放入铝锅中，加入1000mL水，

煮沸20～30分钟左右至马铃薯软而不烂时，用6～8层纱布过滤，取滤汁待用。

[0059] 甜玉米汁：将甜玉米直接压榨得到的汁液。

[0060] 液体CM  0002改良培养基：胰蛋白胨10g/L、酵母提取物5g/L、氯化钠5g/L、乳糖

10g/L、pH  7.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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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 实施例1

[0062] 1.喹诺酮类抗生素降解菌群的制备

[0063] 取降解菌：山羊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caprae)-NOR-36(已在文献“付泊明,

陈立伟,蔡天明,等.诺氟沙星降解菌NOR-36的分离筛选及降解特性研究[J].环境科学学

报,2017,37(2):576-584.”公开)、近平滑假丝酵母(Candida  parapsilosis)CICC  1973、红

球菌(Rhodococcus  sp.)CGMCC  13024、假单胞菌(Pseudomonas  sp.)ACCC  11715、不动杆菌

(Acinetobacter  sp.)ACCC  11710、鞘氨醇单胞菌(Sphingomonas  sp.)ACCC  11703，将其中

的单个细菌分别用LB液体培养基培养，单个酵母分别用YPD液体培养基培养至对数期，培养

在29℃，150r/min震荡条件下进行。将获得的各个降解菌种子原液调整浓度，使得各个菌菌

液浓度约为1×1011cfu/mL，然后按照等体积比混合均匀，置于摇床上，在36℃、130r/min的

条件下液体发酵6天，制备形成喹诺酮类抗生素降解菌群，菌体浓度为1.2×1011cfu/mL。

[0064] 2.能量供给菌菌液的制备

[0065] 将LB琼脂斜面培养基上生长良好的谷氨酸棒状杆菌(Corynebacterium 

glutamicum)ACCC  04261、短小芽胞杆菌(Bacillus  pumilus)ACCC  10387、产氨短杆菌

(Brevibacterium  ammoniagenes)SCTCC  100664、停滞棒状杆菌(Corynebacterium 

stationis)CGMCC1.844、产氨棒杆菌(Corynebacterium  ammoniagenes)ATCC  19183分别以

同样的接种量加入至同样体积的液体CM  0002改良培养基(pH7.0)中，在28℃、140r/min条

件下震荡培养48h。再将获得的各个菌种子原液以等体积比混合均匀，置于摇床上，在37℃、

150r/min条件下液体发酵5天，制备形成能量供给菌菌液，菌体浓度约为1×1011cfu/mL。

[0066] 3.磁介质菌菌液的制备

[0067] 将LB琼脂斜面培养基上生长良好的荧光假单胞菌(Pseudomonas  fluorescens)

CICC  23919、鞘氨醇单胞菌(Sphingomonas  yabuuchiae)ACCC  19937、洋葱伯克霍尔德氏菌

(Burkholderia  cepacia)CICC  10828中的单个菌分别以同样的接种量加入同样体积的液

体CM  0002改良培养基(pH7.0)中，在30℃、140r/min条件下震荡培养48h，再将获得的各个

菌种子原液以等体积比混合均匀，置于摇床上，在37℃、150r/min条件下液体发酵4天，制备

形成磁介质菌菌液，菌体浓度约为1×1011cfu/mL。

[0068] 4.降解喹诺酮类抗生素的复合微生物菌剂的制备

[0069] 在3000L微生物发酵罐中加入15％(w/w)发酵初始培养基和50％(w/w)自来水，然

后在121℃下灭菌20min。待发酵罐中发酵培养基温度降至培养温度时，在无菌条件下分别

接种12％(w/w)的上述喹诺酮类抗生素降解菌群、10％(w/w)的上述能量供给菌菌液、7％

(w/w)的上述磁介质菌菌液和6％(w/w)表面活性剂，其中表面活性剂的组成为等质量分数

的十二烷基聚氧乙烯醚(C12En,其中n＝4,10,23)和曲拉通X-100，得到发酵液2800L。然后，

在32℃、120r/min的条件下，每隔4h强制通无菌空气30min，通气量是发酵罐培养液容积的2

倍体积/分钟，连续发酵5天。发酵产物经检测符合《GB20287-2006农用微生物菌剂》标准，即

制得降解喹诺酮类抗生素的复合微生物菌剂。

[0070] 实施例2

[0071] 1.喹诺酮类抗生素降解菌群的制备

[0072] 将山羊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caprae)-NOR-36、假单胞菌(Pseudomonas 

sp.)ACCC  11715中的单个降解菌分别在LB液体培养基中培养至对数期，培养在30℃、130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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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震荡条件下进行。接着，进行驯化：A、各取200μL培养后的降解菌菌悬液分别置于250mL

三角瓶中，在三角瓶中加入灭菌的100mL液体选择性培养基(诺氟沙星440mg/L、硫酸铵

5.0g/L、磷酸二氢钾1.0g/L、硫酸镁0.5g/L、酵母浸膏0.2g/L)，对降解菌进行野生驯化5天

(驯化条件为30℃，130r/min震荡条件下进行)；B、取200μL野生驯化液重复步骤A6次，然后

在LB液体培养基中，在37℃、120r/min条件下震荡培养48h，制备形成单一降解菌种子原液，

菌体浓度约为1×1011cfu/mL；C、将各单一降解菌种子原液按照等体积比混合均匀，置于摇

床中，在32℃、150r/min条件下液体发酵4天，制备形成诺氟沙星降解菌群，菌体浓度约为

1.2×1011cfu/mL。

[0073] 2.能量供给菌菌液的制备

[0074] 将LB琼脂斜面培养基上生长良好的谷氨酸棒状杆菌(Corynebacterium 

glutamicum)ACCC  04261加入至CM  0002改良培养基(pH7.0)中，在30℃、140r/min条件下震

荡培养72h，再将获得的菌种子原液置于摇床上，在32℃、150r/min条件下液体发酵5天，制

备形成能量供给菌菌液，菌体浓度约为1×1011cfu/mL。

[0075] 3.磁介质菌菌液的制备

[0076] 将LB琼脂斜面培养基上生长良好的洋葱伯克霍尔德氏菌(Burkholderia 

cepacia)CICC  10828加入至液体CM  0002改良培养基(pH7.0)中，在28℃、140r/min条件下

震荡培养72h，再将获得的菌种子原液置于摇床上，在37℃、150r/min条件下液体发酵5天，

制备形成磁介质菌菌液，菌体浓度约为1×1011cfu/mL。

[0077] 4.降解喹诺酮类抗生素的复合微生物菌剂的制备

[0078] 在5000L微生物发酵罐中加入8％(w/w)发酵初始培养基和70％(w/w)自来水，然后

在121℃下灭菌20min。待发酵罐培养基温度降至所需培养温度时，在无菌条件下分别接种

10％(w/w)的上述诺氟沙星降解菌群、6％(w/w)的上述能量供给菌菌液、5％(w/w)的上述磁

介质菌菌液和1％(w/w)表面活性剂，得到发酵液4600L。其中表面活性剂的组成为等质量分

数的十二烷基磺酸钠(分子式C12H25NaO3S，CAS:2386-53-0)、Nε-十二酰基-L-赖氨酸钠(LL)

和吐温80。然后，在36℃、100r/min条件下，每隔4h强制通无菌空气30min，通气量是发酵罐

培养液容积的1.5倍体积/分钟，连续发酵8天。发酵产物经检测符合《GB20287-2006农用微

生物菌剂》标准，即制得降解诺氟沙星的复合微生物菌剂。

[0079] 实施例3

[0080] 1.喹诺酮类抗生素降解菌群的制备

[0081] 将山羊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caprae)-NOR-36、假单胞菌(Pseudomonas 

sp.)ACCC  11715、鞘氨醇单胞菌(Sphingomonas  sp.)ACCC  11703中的单个降解菌分别在LB

液体培养基培养至对数期，培养在29℃、150r/min震荡条件下进行。接着，进行驯化：A、各取

250μL富集培养后的降解菌菌悬液分别置于250mL三角瓶中，在三角瓶中加入灭菌的100mL

液体选择性培养基(环丙沙星345mg/L、硫酸铵5.0g/L、磷酸二氢钾1.0g/L、硫酸镁0.5g/L、

酵母浸膏0.2g/L)，对降解菌进行野生驯化8天(驯化条件为29℃、150r/min震荡条件下进

行)；B、取250μL野生驯化液重复步骤A6次，然后在LB液体培养基中，在30℃、120r/min条件

下震荡培养60h，制备形成单一降解菌种子原液，菌体浓度约为1×1011cfu/mL；C、将各单一

降解菌种子原液按照等体积比混合均匀，置于摇床中，在37℃、140r/min条件下液体发酵5

天，制备形成环丙沙星降解菌群，菌体浓度约为1.2×1011cfu/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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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2] 2.能量供给菌菌液的制备

[0083] 将LB琼脂斜面培养基上生长良好的短小芽胞杆菌(Bacillus  pumilus)ACCC 

10387和停滞棒状杆菌(Corynebacterium  stationis)CGMCC1.844分别以同样的接种量加

入至同样体积的CM  0002改良培养基(pH7.5)中，在29℃，140r/min条件下震荡培养60h，再

将获得的各个菌种子原液以等体积比混合均匀，置于摇床上，在35℃、150r/min条件下液体

发酵5天，制备形成能量供给菌菌液，菌体浓度约为1×1011cfu/mL。

[0084] 3.磁介质菌菌液的制备

[0085] 将LB琼脂斜面培养基上生长良好的鞘氨醇单胞菌(Sphingomonas  yabuuchiae)

ACCC  19937和洋葱伯克霍尔德氏菌(Burkholderia  cepacia)CICC  10828分别以同样的接

种量加入至同样体积的CM  0002改良培养基(pH7.5)中，在29℃、140r/min条件下震荡培养

60h，再将获得的各个菌种子原液以等体积比混合均匀，置于摇床上，在34℃、150r/min条件

下液体发酵5天，制备形成磁介质菌菌液，菌体浓度约为1×1011cfu/mL。

[0086] 4.降解喹诺酮类抗生素的复合微生物菌剂的制备

[0087] 在3000L微生物发酵罐中加入10％(w/w)发酵培养基组分和57％(w/w)自来水，然

后在121℃下灭菌20min。待发酵罐培养基温度降至所需培养温度时，在无菌条件下分别接

种9％(w/w)的上述环丙沙星降解菌群、8％(w/w)的上述能量供给菌菌液、10％(w/w)的上述

磁介质菌菌液和6％表面活性剂，得到发酵液2800L。其中表面活性剂的组成为等质量分数

的椰子油脂肪酸二乙醇酰胺(CDEA，分子式C11H23CON(CH2CH2OH) 2)、十二烷基硫酸钠

(C12H25NaO4S，CAS:151-21-3)和吐温20。然后，在37℃、110r/min条件下，每隔4h强制通无菌

空气30min，通气量是发酵罐容积的1倍体积/分钟，连续发酵7天。发酵产物经检测符合

《GB20287-2006农用微生物菌剂》标准，即制得降解环丙沙星的复合微生物菌剂。

[0088] 实施例4

[0089] 1.喹诺酮类抗生素降解菌群的制备

[0090] 取降解菌：山羊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caprae)-NOR-36、近平滑假丝酵母

(Candida  parapsilosis)CICC  1973、不动杆菌(Acinetobacter  sp.)ACCC  11710、鞘氨醇

单胞菌(Sphingomonas  sp.)ACCC  11703，将其中的细菌分别在LB液体培养基中培养，将其

中的酵母在YPD液体培养基中培养至对数期，培养在28℃，140r/min震荡条件下进行。接着，

进行驯化：A、各取200μL富集培养后的降解菌菌悬液分别置于250mL三角瓶中，在三角瓶中

加入灭菌的100mL液体选择性培养基(氧氟沙星240mg/L、硫酸铵5.0g/L、磷酸二氢钾1.0g/

L、硫酸镁0.5g/L、酵母浸膏0.2g/L)，对降解菌进行野生驯化6天(驯化条件为28℃，140r/

min震荡条件下进行)；B、取300μL野生驯化液重复步骤A5次，然后在LB液体培养基中或YPD

液体培养基(细菌用LB液体培养基培养，酵母用YPD液体培养基培养)，在34℃、120r/min条

件下震荡培养68h，制备形成单一降解菌种子原液，菌体浓度约为1×1011cfu/mL；C、将各单

一降解菌种子原液按照等体积比混合均匀，置于摇床上，在36℃、140r/min条件下液体发酵

5天，制备形成氧氟沙星降解菌群，菌体浓度约为1.2×1011cfu/mL。

[0091] 2.能量供给菌菌液的制备

[0092] 将LB琼脂斜面培养基上生长良好的产氨短杆菌(Brevibacterium  ammoniagenes)

SCTCC  100664、停滞棒状杆菌(Corynebacterium  stationis)CGMCC1 .844、产氨棒杆菌

(Corynebacterium  ammoniagenes)ATCC  19183分别以同样的接种量加入至同样体积的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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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改良培养基(pH7.5)中，在30℃、140r/min条件下震荡培养72h，再将获得的菌种子原液

以等体积比混合均匀，置于摇床上，在37℃、150r/min条件下液体发酵5天，制备形成能量供

给菌菌液，菌体浓度约为1×1011cfu/mL。

[0093] 3.磁介质菌菌液的制备

[0094] 将LB琼脂斜面培养基上生长良好的荧光假单胞菌(Pseudomonas  fluorescens)

CICC  23919、鞘氨醇单胞菌(Sphingomonas  yabuuchiae)ACCC  19937、洋葱伯克霍尔德氏菌

(Burkholderia  cepacia)CICC  10828分别以同样的接种量加入至同样体积的CM  0002改良

培养基(pH  7.5)中，在30℃、140r/min条件下震荡培养72h，再将获得的菌种子原液以等体

积比混合均匀，置于摇床上，在37℃、150r/min条件下液体发酵5天，制备形成磁介质菌菌

液，菌体浓度约为1×1011cfu/mL。

[0095] 4.降解喹诺酮类抗生素的复合微生物菌剂的制备

[0096] 在5000L微生物发酵罐中加入10％(w/w)发酵培养基组分和56％(w/w)自来水，然

后在121℃下灭菌20min。待发酵罐培养基温度降至所需培养温度时，在无菌条件下分别接

种11％(w/w)的上述氧氟沙星降解菌群、10％(w/w)的上述能量供给菌菌液、8％(w/w)的上

述磁介质菌菌液和5％(w/w)表面活性剂，得到发酵液4600L。其中表面活性剂为吐温80。在

32℃、120r/min条件下，每隔4h强制通无菌空气30min，通气量是发酵罐容积的0.5倍体积/

分钟，连续发酵8天。发酵产物经检测符合《GB20287-2006农用微生物菌剂》标准，即制得降

解氧氟沙星的复合微生物菌剂。

[0097] 实施例5

[0098] 1.喹诺酮类抗生素降解菌群的制备

[0099] 将山羊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caprae)-NOR-36在LB液体培养基中培养至对

数期，培养在30℃、130r/min震荡条件下进行。接着，进行驯化：A、取200μL培养后的降解菌

菌悬液置于250mL三角瓶中，在三角瓶中加入灭菌的100mL液体选择性培养基(诺氟沙星

440mg/L、硫酸铵5.0g/L、磷酸二氢钾1.0g/L、硫酸镁0.5g/L、酵母浸膏0.2g/L)，对降解菌进

行野生驯化5天(驯化条件为30℃，130r/min震荡条件下进行)；B、取200μL野生驯化液重复

步骤A6次，然后在LB液体培养基中，在37℃、120r/min条件下震荡培养48h，然后再在32℃、

150r/min条件下液体发酵4天，得到诺氟沙星降解菌，菌体浓度约为1.2×1011cfu/mL。

[0100] 2.能量供给菌菌液的制备

[0101] 将LB琼脂斜面培养基上生长良好的谷氨酸棒状杆菌(Corynebacterium 

glutamicum)ACCC  04261加入至CM  0002改良培养基(pH7.0)中，在30℃、140r/min条件下震

荡培养72h，再将获得的菌种子原液置于摇床上，在32℃、150r/min条件下液体发酵5天，制

备形成能量供给菌菌液，菌体浓度约为1×1011cfu/mL。

[0102] 3.磁介质菌菌液的制备

[0103] 将LB琼脂斜面培养基上生长良好的洋葱伯克霍尔德氏菌(Burkholderia 

cepacia)CICC  10828加入至液体CM  0002改良培养基(pH7.0)中，在28℃、140r/min条件下

震荡培养72h，再将获得的菌种子原液置于摇床上，在37℃、150r/min条件下液体发酵5天，

制备形成磁介质菌菌液，菌体浓度约为1×1011cfu/mL。

[0104] 4.降解喹诺酮类抗生素的复合微生物菌剂的制备

[0105] 在5000L微生物发酵罐中加入8％(w/w)发酵初始培养基和70％(w/w)自来水，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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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1℃下灭菌20min。待发酵罐培养基温度降至所需培养温度时，在无菌条件下分别接种

10％(w/w)的上述诺氟沙星降解菌群、6％(w/w)的上述能量供给菌菌液、5％(w/w)的上述磁

介质菌菌液和1％(w/w)表面活性剂，得到发酵液4600L。其中表面活性剂的组成为等质量分

数的十二烷基磺酸钠(分子式C12H25NaO3S，CAS:2386-53-0)、Nε-十二酰基-L-赖氨酸钠(LL)

和吐温80。然后，在36℃、100r/min条件下，每隔4h强制通无菌空气30min，通气量是发酵罐

培养液容积的1.5倍体积/分钟，连续发酵8天。发酵产物经检测符合《GB20287-2006农用微

生物菌剂》标准，即制得降解诺氟沙星的复合微生物菌剂。

[0106] 效果实施例

[0107] 以甲醇为溶剂，分别配制200mg/L的标准诺氟沙星(Nomoxacin，NOR)、环丙沙星

(Cipronoxacin，CIP)、氧氟沙星(Ofloxacin,FOL)、恩诺沙星(Enrofloxacin，ENR)溶液。取

新鲜土样过4mm筛，取过筛土样100kg，然后于室温下放置3d。待微生物活化后，分别向鲜土

中加入上述配制的四组溶液，使土壤中诺氟沙星、环丙沙星、氧氟沙星和恩诺沙星的底物浓

度均为50mg/kg。等甲醇挥发完全后，将鲜土分别倒入27个5L的塑料桶中，每桶3kg鲜土。以3

个塑料桶鲜土为一个处理组，试验共设9个处理组：

[0108] 处理组1，未增施菌剂；

[0109] 处理组2，增施实例1中步骤1所得的降解菌群，接种量为5％(w/w)；

[0110] 处理组3，增施实例1中步骤4所得的复合微生物菌剂，接种量为5％(w/w)；

[0111] 处理组4，增施实例2中步骤1所得的降解菌群，接种量为5％(w/w)；

[0112] 处理组5，增施实例2中步骤4所得的复合微生物菌剂，接种量为5％(w/w)；

[0113] 处理组6，增施实例3中步骤1所得的降解菌群，接种量为5％(w/w)；

[0114] 处理组7，增施实例3中步骤4所得的复合微生物菌剂，接种量为5％(w/w)；

[0115] 处理组8，增施实例4中步骤1所得的降解菌群，接种量为5％(w/w)；

[0116] 处理组9，增施实例4中步骤4所得的复合微生物菌剂，接种量为5％(w/w)。

[0117] 处理组10，增施实例5中步骤1所得的降解菌群，接种量为5％(w/w)；

[0118] 处理组11，增施实例5中步骤4所得的复合微生物菌剂，接种量为5％(w/w)。

[0119] 分装鲜土后，将土壤含水量调至饱和持水量的40％，并用湿布盖于土表，置于室温

下培养(20～25℃)。5天后采集各处理土壤样品，检测各处理土壤中诺氟沙星、环丙沙星、氧

氟沙星和恩诺沙星的含量。

[0120] 检测方法参照邰义萍等(邰义萍,莫测辉,李彦文,等.固相萃取-高效液相色谱-荧

光检测土壤中喹诺酮类抗生素[J].分析化学,2009,37(12):1733-1737)所述方法。

[0121] 结果如表1所示，可知增施实施例1、实施例2、实施例3、实施例4和实施例5中步骤1

所得降解菌群后，土壤中喹诺酮类抗生素降解率为：

[0122] 诺氟沙星：63.3～80.5％；          环丙沙星：62.0～82.0％；

[0123] 氧氟沙星：62.3～78.7％；          恩诺沙星：61.6～70.3％；

[0124] 上述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P＜0.01)。

[0125] 增施实施例1、实施例2、实施例3、实施例4和实施例5中步骤4所得复合微生物菌剂

后，土壤中喹诺酮类抗生素降解率为：

[0126] 诺氟沙星：80.3～95.9％；          环丙沙星：82.8～97.6％；

[0127] 氧氟沙星：84.1～98.1％；          恩诺沙星：79.9～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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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8] 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P＜0.01)。

[0129] 可见，制备的喹诺酮类抗生素降解菌群对喹诺酮类抗生素有明显的降解效果，能

量供给菌菌群、磁介质菌菌群和表面活性剂的加入可进一步将喹诺酮类抗生素的降解率提

高15～20％。

[0130] 表1不同实施例产品对4种喹诺酮类抗生素的降解效果(mg/kg)

[0131]

[0132] 注：表中数据为三个土壤样品测定的平均值，同一行数值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

理间差异性显著(P<0.05)，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性显著(P<0.01)。

[0133] 上述实施例为本发明较佳的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并不受上述实施例的

限制，其他的任何未背离本发明的精神实质与原理下所作的改变、修饰、替代、组合、简化，

均应为等效的置换方式，都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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