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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六价铬具有还原能力的纤维菌及用途

(57)摘要

本发明为对六价铬具有还原能力的纤维菌

及用途，解决土壤中铬污染问题。纤维菌株拉丁

名为Cellulosimicrobium sp.，保藏号为CGMCC 

NO 11511。采集铬渣污染土壤，经过筛选、分离纯

化得到一株具有六价铬还原能力的菌株。本发明

菌株能将毒性强的六价铬还原成毒性较低的三

价铬，降低铬离子游离性，减缓铬对植物的胁迫

作用，减少植物对铬的吸收量；此外菌株能固氮，

易于定殖于植物根际并促进作物生长。本发明菌

株可用于铬污染土壤修复，减少铬污染进入食物

链，特别适合在已污染土壤上边修复边种植的我

国实际种植国情；并且在治理废水中铬污染治理

方面也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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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六价铬具有还原能力的纤维菌，其特征在于其拉丁文名Cellulosimicrobium 

s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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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藏日期：2015年10月16

日，保藏编号：CGMCC  NO.11511。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纤维菌在修复六价铬污染农田土壤的应用。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纤维菌在修复六价铬污染农田土壤的应用，其特征在于农田

种植的农作物为水稻、小麦、玉米、蔬菜、水果，在农作物种植过程中施用以纤维菌为主要成

分的微生物菌剂，可有效减少土壤中六价铬的含量，减少铬进入植株体内，进而阻止铬通过

植株可食器官污染食物。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纤维菌在六价铬污染废水处理中的应用。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纤维菌在六价铬污染废水处理中的应用，其特征在于：该菌株

还原六价铬过程中pH值为5—9；初始六价铬浓度不超过300mg/kg；铬污染废水中添加蔗糖、

葡萄糖、果糖或淀粉中的一种或其中任意几种的组合，添加量为按废水质量的0.1—1%；铬

污染废水中添加硫酸铵、硝酸钾、氯化铵或酵母膏中的一种或其中任意几种的组合，添加量

为按废水质量的0.1—1%；铬污染废水中添加碳酸钙，添加量为按废水质量的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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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六价铬具有还原能力的纤维菌及用途

[0001]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六价铬污染的微生物修复领域，具体涉及一株对六价铬具有高效还原

能力的菌株及应用方法。

[0003] 背景技术：

[0004] 由于人类对金属矿的开采、冶炼、加工及工业生产等活动日益增多，使得大量重金

属如铬、铅、镉、汞等进入土壤中，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引起了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重金

属在土壤中不易随水淋溶，不能被微生物降解，并能通过食物链在生物体内富集，甚至转化

为毒性更强的化合物。

[0005] 铬及其化合物是重要的工业原料，广泛应用于电镀、制革、印染等行业，大量含铬

废水、废气和废渣的排放对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铬作为常见的重金属污染物之一，在环境

中以多种价态存在，其中主要以三价铬和六价铬为主，两者在环境中表现出截然不同的行

为特征。六价铬毒性强，溶于水，易被植物吸收，在环境中主要以CrO42—、Cr2O72—存在，不易被

土壤颗粒吸附，迁移性强，容易造成地下水污染，对生物体产生致突变和致癌的作用。三价

铬毒性小，在环境中主要以难溶的氢氧化铬存在，活性较差，对植物的毒害作用较轻，有研

究表明六价铬的毒性是三价铬的100倍左右。环境中的三价铬和六价铬可以通过氧化还原

反应相互转化。目前针对铬污染土壤的传统修复治理方法有固定化/稳定化、化学还原、化

学淋洗、电动修复和植物修复等，但大多对场地要求较高，限制较多；对于含铬工业废水的

处理，则有硫酸亚铁法、离子交换法和微生物还原法。而微生物处理技术与传统处理技术相

比，具有快速、安全、费用低等优点，被称为新兴的环境友好替代技术。

[0006] 因此，从铬污染土壤中分离微生物，并充分利用土壤本身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将其

应用于污染土壤及水体修复，是一种较为理想的修复方法，避免了对在污染修复的同时产

生二次污染，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显著，对于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007] 自20世纪70年代起，研究人员发现一些微生物能够还原含铬废水中的六价铬，之

后人们在微生物还原六价铬的领域里做了大量相关研究，并分离出多种具有六价铬还原能

力的微生物。能够对六价铬进行还原的微生物可以从铬污染严重的地点进行采集分离，如

铬渣堆放场、制革污水排放点、矿场以及电镀废水等，并表现出不同的六价铬耐受和还原能

力，主要有无色杆菌、大肠杆菌、硫杆菌、芽胞杆菌、脱硫弧菌、微球菌以及假单胞菌等。

[0008] 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高效抗六价铬毒性的对六价铬具有还原能力的纤维

菌。

[0010]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提供上述纤维菌在修复六价铬污染土壤和含六价铬的废

水处理中的应用。

[0011] 发明是这样实现的：

[0012] 对六价铬具有还原能力的纤维菌，其拉丁文名Cellulosimicrobium  s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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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1号院3

号。保藏日期：2015年10月16日，保藏编号：CGMCC  NO.1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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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所述的纤维菌在修复六价铬污染农田土壤的应用。

[0014] 所述的纤维菌在修复六价铬污染土壤的应用，所述农作物为水稻、小麦、玉米、油

菜、蔬菜、水果，在农作物种植过程中施用以纤维菌为主要成分的微生物菌剂，可有效减少

土壤中六价铬的含量，减少铬进入植株体内，进而阻止铬通过植株可食器官污染食物。

[0015] 所述的纤维菌在六价铬污染废水处理中的应用。

[0016] 所述的纤维菌在六价铬污染废水处理中的应用，该菌株还原六价铬过程中pH值为

5—9；初始六价铬浓度不超过300mg/kg；铬污染废水中添加蔗糖、葡萄糖、果糖或淀粉中的

一种或其中任意几种的组合，添加量为按废水质量的0.1—1%；铬污染废水中添加硫酸铵、

硝酸钾、氯化铵或酵母膏中的一种或其中任意几种的组合，添加量为按废水质量的0.1—

1%；铬污染废水中添加碳酸钙，添加量为按废水质量的0.1—0.5%。

[0017] 本发明纤维菌Cellulosimicrobium  sp.，自编号LY22，详细分离筛选步骤如下：

[0018] （1）样品采集：2012年10月采取铬渣污染土壤0—20cm土层样品。

[0019] （2）富集培养：称取10g土样于灭菌的液体培养基（液体培养基成分为：蔗糖10  g·

L—1，K2HPO42  g·L—1，(NH4)SO4  1  g·L—1，MgSO4·7H2O  0.5  g·L—1，CaCO3  0.5  g·L—1，酵母

膏0.5  g·L—1，NaCl  0.1  g·L—1，铬酸钾  0.4  g·L—1，pH  7.0）中，28℃培养箱振荡培养48h

后吸取10ml培养液进行传代培养，传代5次。

[0020] （3）六价铬抗性菌株分离：吸取10ml富集培养液至装有90ml无菌生理盐水的三角

瓶中，于28℃摇床振荡30min，再一次吸取1ml到9ml无菌生理盐水中逐步稀释至不同梯度，

分别取不同稀释梯度菌悬液0.1ml涂布在含200mg·L—1六价铬的有氮改良固体培养基（蔗

糖10  g·L—1，K2HPO4  2  g·L—1，(NH4)SO4  1  g·L—1，MgSO4·7H2O  0.5  g·L—1，CaCO3  0.5 

g·L—1，酵母膏0.5  g·L—1，NaCl  0.1  g·L—1，铬酸钾  0.8  g·L—1，琼脂18  g·L—1，pH  7.0）

平板上，于28℃培养箱培养3天，长出的菌株为六价铬抗性菌株。

[0021] （4）六价铬抗性菌株划线分离：将步骤（3）中得到的六价铬抗性菌株挑取不同的菌

落进行平板划线培养，并进行复筛验证直到分离到纯菌落，将菌株接种到斜面培养基（蔗糖

10  g·L—1，K2HPO4  2  g·L—1，(NH4)SO4  1  g·L—1，MgSO4·7H2O  0.5  g·L—1，CaCO3  0.5  g·

L—1，酵母膏0.5  g·L—1，NaCl  0.1  g·L—1，琼脂18g·L—1，pH  7.0）上，菌长出后放4℃冰箱

中备用，并用甘油冷冻管保存一份于—80℃。

[0022] （5）纤维菌筛选：六价铬抗性菌株培养至对数期，按1%接种量接种至六价铬浓度为

100  mg·L—1的液体培养基（蔗糖10  g·L—1，K2HPO4  2  g·L—1，(NH4)SO4  1  g·L—1，MgSO4·

7H2O  0.5  g·L—1，CaCO3  0.5  g·L—1，酵母膏0.5  g·L—1，NaCl  0.1  g·L—1，铬酸钾  0.4 

g·L—1，pH  7.0），置28℃培养箱振荡培养48h后离心，用二苯碳酰二肼比色法测定上清液中

Cr6+含量，以不接种菌株的培养液为对照。测定结果表明：与对照相比，接种菌株后，92%的六

价铬被还原成三价铬，六价铬还原率高。

[0023] （6）菌株固氮能力测定：将菌株点接到Ashby无氮培养基平板（甘露醇10  g·L—1、

KH2PO4  0.2  g·L—1、MgSO4·7H2O  0.2  g·L—1、NaCl  0.2  g·L—1、CaSO4 ·2H2O  0.2  g·L
—1、CaCO3  5  g·L—1、琼脂18  g·L—1、pH7.2）上，28℃倒置培养5d，菌株能正常生长，转接5次

以后仍能正常生长。

[0024] 对六价铬具有高效还原能力的纤维菌，具有如下特征：

[0025] 1）菌落形态特征：在高氏一号培养基上菌落不规则、不透明、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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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2）菌体形态特征：利用电镜形态鉴定和革兰氏染色分析。特征如下：革兰氏阳性，

长杆状。

[0027] 3）生理生化特征：甲基红（+）、V.P反应（+）、过氧化氢酶（+）、氧化酶（+）、明胶水解

（+）、吲哚（—）、柠檬酸盐（+）、淀粉（+）。

[0028] 4）对六价铬还原能力：

[0029] 本发明在实验室条件下验证结果表明该纤维菌对六价铬有高效还原作用，可用于

重金属铬污染土壤及水体的生物修复。

[0030] 5）分子生物学鉴定：利用16S  rDNA鉴定，采用通用引物27F和1492R扩增其16S 

rDNA并测序，再与NCBI  GenBank核酸数据库比对，同源性为99%，鉴定为纤维菌

Cellulosimicrobium  sp.。

[0031] 6）将上述分离得到的菌株命名为LY22，经形态学特征观察和分子生物学鉴定，确

认该菌为纤维菌（Cellulosimicrobium  sp.）。该菌株于2015年10月16日送交中国微生物菌

种保藏管理委员会普通微生物中心(CGMCC)登记保藏，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1号院3

号。其保藏号为CGMCC  NO.11511。分类命名为：纤维菌（Cellulosimicrobium  sp.）。

[0032] 本发明通过大棚条件下用六价铬污染的土壤接种该菌株进行盆栽放大种植试验，

结果表明该菌对六价铬具有高效还原作用，能减少土壤中六价铬的含量，高效阻止铬进入

植物体内，减缓六价铬对植株胁迫作用，促进作物生长。在实验室条件下，六价铬污染废水

接种该菌株进行处理，结果表明该菌能有效还原水体中六价铬，水体由“黄”变清，六价铬还

原率达92%以上。该菌株对六价铬污染的土壤、水体生物修复方面有着良好的应用前景。

[0033] 以下节具体实施方式来进一步说明本发明提供的纤维菌的用途。

[0034]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实施例1：

[0036] 纤维菌（Cellulosimicrobium  sp.）LY22的制备方法，具体操作如下：

[0037] （1）样品采集：2012年10月采取铬渣污染土壤0—20cm土层样品。

[0038] （2）富集培养：称取10g土样于灭菌的液体培养基中，28℃培养箱振荡培养48h后吸

取10ml培养液进行传代培养，传代5次。液体培养基成分为：蔗糖10  g·L—1，K2HPO42  g·L
—1，(NH4)SO4  1  g·L—1，MgSO4·7H2O  0.5  g·L—1，CaCO3  0.5  g·L—1，酵母膏0.5  g·L—1，

NaCl  0.1  g·L—1，铬酸钾  0.4  g·L—1，pH  7.0。

[0039] （3）六价铬抗性菌株分离：吸取10ml富集培养液至装有90ml无菌生理盐水的三角

瓶中，于28℃摇床振荡30min，再一次吸取1ml到9ml无菌生理盐水中逐步稀释至不同梯度，

分别取不同稀释梯度菌悬液0.1ml涂布在含200mg·L—1六价铬的（蔗糖10  g·L—1，K2HPO4  2 

g·L—1，(NH4)SO4  1  g·L—1，MgSO4·7H2O  0.5  g·L—1，CaCO3  0.5  g·L—1，酵母膏0.5  g·L
—1，NaCl  0.1  g·L—1，铬酸钾  0.8  g·L—1，琼脂18  g·L—1，pH  7.0）上，于28℃培养箱培养3

天，长出的菌株为六价铬抗性菌株。

[0040] （4）六价铬抗性菌株划线分离：将步骤（3）中得到的六价铬抗性菌株挑取不同的菌

落进行平板划线培养，并进行复筛验证直到分离到纯菌落为止，将菌株接种到斜面培养基

（蔗糖10  g·L—1，K2HPO4  2  g·L—1，(NH4)SO4  1  g·L—1，MgSO4·7H2O  0.5  g·L—1，CaCO3  0.5 

g·L—1，酵母膏0.5  g·L—1，NaCl  0.1  g·L—1，琼脂18g·L—1，pH  7.0）上，菌长出后放4℃冰

箱为最终产品，并用甘油冷冻管保存一份于—80℃保藏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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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5）纤维菌筛选：六价铬抗性菌株培养至对数期，按1%接种量接种至六价铬浓度为

100  mg·L—1的液体培养基（蔗糖10  g·L—1，K2HPO4  2  g·L—1，(NH4)SO4  1  g·L—1，MgSO4·

7H2O  0.5  g·L—1，CaCO3  0.5  g·L—1，酵母膏0.5  g·L—1，NaCl  0.1  g·L—1，铬酸钾  0.4 

g·L—1，pH  7.0），置28℃培养箱振荡培养48h后离心，用二苯碳酰二肼比色法测定上清液中

Cr6+含量，以不接种菌株的培养液为对照。测定结果表明：与对照相比，接种菌株后,92%的六

价铬被还原成三价铬。

[0042] （6）菌株固氮能力测定：将菌株点接到Ashby无氮培养基平板上，28℃倒置培养5d，

菌株能正常生长，转接5次以后仍能正常生长。Ashby无氮培养基成分为：甘露醇10  g·L—1、

KH2PO4  0.2  g·L—1、MgSO4·7H2O  0.2  g·L—1、NaCl  0.2  g·L—1、CaSO4 ·2H2O  0.2  g·L
—1、CaCO3  5  g·L—1、琼脂18  g·L—1、pH7.2。

[0043] 对六价铬具有高效还原能力的纤维菌，该菌株具有如下特征：

[0044] 1）菌落形态特征：在高氏一号培养基上菌落不规则、不透明、白色。

[0045] 2）菌体形态特征：利用电镜形态鉴定和革兰氏染色分析。特征如下：革兰氏阳性，

长杆状。

[0046] 3）生理生化特征：甲基红（+）、V.P反应（+）、过氧化氢酶（+）、氧化酶（+）、明胶水解

（+）、吲哚（—）、柠檬酸盐（+）、淀粉（—）。

[0047] 4）对六价铬还原能力：

[0048] 本发明在实验室条件下验证结果表明该纤维菌对六价铬有高效还原作用，可用于

重金属铬污染土壤及水体的生物修复。

[0049] 5）分子生物学鉴定：利用16S  rDNA鉴定，采用通用引物27F和1492R扩增其16S 

rDNA并测序，再与NCBI  GenBank核酸数据库比对，同源性为99%，鉴定为纤维菌

Cellulosimicrobium  sp.。

[0050] 实施例2：

[0051] 纤维菌在还原土壤中六价铬，阻隔铬进入植株体内，并促进植物生长的应用，具体

操作如下：

[0052] 1、材料

[0053] 菌株：纤维菌（Cellulosimicrobium  sp.）LY22，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委员会

普通微生物中心(CGMCC)登记保藏号为CGMCC  NO.11511。

[0054] 种植介质：六价铬污染土壤，六价铬污染浓度30  mg·kg—1

[0055] 种植容器：容积为2升的栽培盆

[0056] 蔬菜幼苗：小白菜幼苗

[0057] 2、操作方法及步骤：

[0058] （1）菌液制备：将纤维菌（Cellulosimicrobium  sp.）LY22斜面菌株接种到装有有

氮改良液体培养基的三角瓶中，35℃、150r/min振荡培养，待菌液在600nm波长下吸光度达

0.6~0.8时，按1%~5%接种量（V/V）接种到装有有氮改良培养基的发酵罐中，35℃，搅拌速度

180r/min，通无菌空气进行发酵，发酵36h，菌液中有效纤维菌活菌数不低于5×109个/毫

升。有氮改良培养基成分为：蔗糖10  g·L—1，K2HPO4  2  g·L—1，(NH4)SO4  1  g·L—1，MgSO4·

7H2O  0.5  g·L—1，CaCO3  0.5  g·L—1，酵母膏0.5  g·L—1，NaCl  0.1  g·L—1，琼脂18g·L—1，

pH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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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 （2）固体菌剂制备：调节菌液pH至7.2—7.4，将稻糠、白炭黑、轻质碳酸钙按一定比

例与菌液混合制备成固体菌剂，菌剂中稻糠、白炭黑、轻质碳酸钙和菌液的质量比例为2:2:

2:1，固体菌剂含水量低于15%，纤维菌的有效活菌数不低于2×108个/g。

[0060] （3）种植介质准备：以每盆2公斤六价铬污染土壤；

[0061] （4）土壤修复处理及秧苗移栽：将按每公斤土壤施用50g固体菌剂的使用量，将土

壤与固体菌剂均匀混合，浇水使土壤保持湿润，平衡2周以后，移栽小白菜幼苗至处理后的

土壤中，并取土样测定六价铬含量；同时设置不使用菌剂的土壤作对照；

[0062] （4）小白菜种植日常管理，至收获期测定小白菜的生物量，并取叶片测定铬含量。

结果如下表：

[0063]

  土壤中六价铬含量（mg/kg） 叶片中铬含量（mg/kg） 单株生物量（g）

对照 29.21±2.11 0.62±0.10 46.52+3.47

处理 8.31±1.52 0.21±0.06 72.23+5.36

效果 六价铬还原率=72.41% 铬阻隔率=66.13% 增产率=55.27%

[0064] 注：六价铬还原率==(对照土壤中六价铬的含量—处理土壤中六价铬的含量)÷对

照土壤中六价铬的含量×100%

[0065] 铬阻隔率=(对照的植物生长器官中铬的含量—处理的植物生长器官中铬的含量)

÷对照的植物生长器官中隔的含量×100%

[0066] 增产率=(处理的植物单株生物量—对照的植物单株生物量)÷对照的植物单株生

物量×100%

[0067] 实施例3：

[0068] 纤维菌在还原废水中六价铬的应用，具体操作如下：

[0069] 1、材料

[0070] 菌株：纤维菌（Cellulosimicrobium  sp.）LY22，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委员会

普通微生物中心(CGMCC)登记保藏号为CGMCC  NO.11511。

[0071] 介质：六价铬污染废水，六价铬污染浓度200  mg·kg—1

[0072] 容器：容积为100升的塑料桶

[0073] 2、操作方法及步骤

[0074] （1）菌液制备：同实施例2。

[0075] （2）介质准备：每个塑料桶里面装50L含六价铬的废水。

[0076] （3）处理：调节废水pH为5—9，铬污染废水中添加蔗糖、葡萄糖、果糖或淀粉中的一

种或其中任意几种的组合（葡萄糖、蔗糖和淀粉所占质量比例为2:2:1），添加量为按废水质

量的0.1—1%；铬污染废水中添加硫酸铵、硝酸钾、氯化铵或酵母膏中的一种或其中任意几

种的组合（硫酸铵和酵母膏所占质量比例为1:1），添加量为按废水质量的0.1—1%；铬污染

废水中添加碳酸钙，添加量为按废水质量的0.1—0.5%；按废水质量的5%—10%添加菌液（制

备方法同（1）菌液制备：将纤维菌（Cellulosimicrobium  sp.）LY22斜面菌株接种到装有有

氮改良液体培养基的三角瓶中，35℃、150r/min振荡培养，待菌液在600nm波长下吸光度达

0.6~0.8时，按1%~5%接种量（V/V）接种到装有有氮改良培养基(培养基成分为：蔗糖10  g·

L—1，K2HPO4  2  g·L—1，(NH4)SO4  1  g·L—1，MgSO4·7H2O  0.5  g·L—1，CaCO3  0.5  g·L—1，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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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膏0.5  g·L—1，NaCl  0 .1  g·L—1，琼脂18g·L—1，pH  7 .0)的发酵罐中，35℃，搅拌速度

180r/min，通无菌空气进行发酵，发酵36h，菌液中有效纤维菌活菌数不低于5×109个/毫

升）。上述材料添加完毕以后混合均匀，曝气96h后测定废水中六价铬含量。同时设置不做任

何处理的废水为对照。结果如下表：

[0077]

  废水中六价铬含量（mg/kg）

对照 198.35±2.76

处理 15.32±1.03

六价铬还原率（%） 92.28

[0078] 根据上述试验效果表明，本发明提供的纤维菌（Cellulosimicrobium  sp.）LY22对

重金属六价铬具有很强的还原能力，降低土壤中六价铬含量，对铬进入植株体内具有显著

的阻隔效应，有效地减少了农作物中有害物质累积，并能促进作物生长，特别适合在已污染

土壤上边种植边修复的我国实际种植国情。此外，在含六价铬的废水处理方面具有很好的

效果。因此，在六价铬污染土壤和水体的微生物修复方面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0079] 上述实施例是对本发明的上述内容作进一步的说明，但不应将此理解为本发明上

述主题的范围仅限于上述实施例。凡基于上述内容所实现的技术均属于本发明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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