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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说明书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微生物功能材

料，以及，一种利用微生物功能材料去除地下水

中五价钒的方法。其中，该材料包括：棉子糖乳球

菌和碳源，其中棉子糖乳球菌用于还原地下水中

五价钒，而碳源用于作为棉子糖乳球菌的养料以

及作为棉子糖乳球菌还原地下水中五价钒时的

电子供体。该方法包括：将所述微生物功能材料

投放到含有离子态的五价钒的地下水中，以使微

生物依托碳源作为电子供体将五价钒还原成的

可沉淀的四价钒。如此，实现利用微生物功能材

料去除地下水的五价钒，同时，取得优异的去除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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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微生物功能材料在去除地下水五价钒中的应用，其中，将微生物功能材料投放

到含有离子态的五价钒的地下水中，得到反应溶液；所述微生物功能材料包括棉子糖乳球

菌和柠檬酸钠；其中，棉子糖乳球菌用于还原地下水中五价钒；柠檬酸钠用于棉子糖乳球菌

的养料，以及用于棉子糖乳球菌还原地下水中五价钒时的电子供体；在反应溶液中，五价钒

的初始浓度为50mg/L、柠檬酸钠的初始浓度为5mM、反应溶液的pH值为7、棉子糖乳球菌的菌

液体积为100mL；反应时间≥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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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功能材料及去除地下水中五价钒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说明书一个或多个实施例涉及地下水处理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微生物功能

材料，以及利用微生物功能材料去除地下水中五价钒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去除地下水中五价钒的方法主要包括物理法和化学法，其中物理法包括改

土法和电解法等。具体地，改土法是指借助工程机械，将钒污染土壤置换、混合稀释或者深

埋，以去除或者降低钒的毒性，减轻土壤污染风险，此方法花费巨大，易造成二次污染。电解

法是指将直流电源通入装有废水的电解槽中，阳极析出金属离子，阴极析出H2，可还原五价

钒，随着溶液pH的升高生成四价钒的沉淀物，此种方法能耗高，效率低。此外，化学法包括化

学淋洗和化学吸附等。具体地，化学淋洗通过借助淋洗剂与土壤中的重金属作用以形成更

为稳定的金属络合物或溶解性的金属离子，将土壤中的重金属污染物高效而快速的去除，

此种方法可能改变土壤理化性质，引入新的污染物。吸附法因吸附性材料固体表面上的分

子处于不平衡或不饱和状态，与其接触的钒离子会吸附到材料表面使其分子力得到平衡，

以达到去除的目的，此种方法吸附剂再生后效率降低，易产生二次污染。

[0003] 而微生物还原固定五价钒因其相对以上方法来说，经济高效、成本低廉、容易操作

而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具体地，微生物功能菌在还原固定五价钒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因

此，迫切需要提出基于微生物功能菌的改进方案，以用于优化对地下水的处理效果。

发明内容

[0004] 本说明书一个或多个实施例描述了一种微生物功能材料，以及利用微生物功能材

料去除地下水中五价钒的方法，用于去除五价钒并优化去除效果。

[0005] 根据第一方面，提供一种微生物功能材料，所述材料中包括：

[0006] 棉子糖乳球菌，所述棉子糖乳球菌用于还原地下水中五价钒。

[0007] 碳源，所述碳源用于作为所述棉子糖乳球菌的养料，以及，用于作为所述棉子糖乳

球菌还原地下水中五价钒时的电子供体。

[0008] 在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碳源包括以下中的一种或多种：

[0009] 葡萄糖、乙酸盐、可溶性淀粉、柠檬酸钠和乳酸盐。

[0010] 在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碳源的初始浓度为1-10mM。

[0011] 根据第二方面，提供一种利用微生物功能材料去除地下水中五价钒的方法，所述

微生物功能材料为上述第一方面中任一实现方式中的材料，所述方法包括：

[0012] 将所述微生物功能材料投放到含有离子态的五价钒的地下水中，以使所述微生物

依托所述碳源作为电子供体将所述五价钒还原成的可沉淀的四价钒。

[0013] 在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所述方法还包括：

[0014] 在所述地下水的pH值小于7的情况下，向所述地下水中投放碱性物质，以使所述地

下水的pH值与7的差值小于预定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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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在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所述方法还包括：

[0016] 在所述地下水的pH值大于7的情况下，向所述地下水中投放酸性物质，以使所述地

下水的pH值与7的差值小于预定阈值。

[0017] 在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所述离子态的五价钒中包括(VO3)-和/或(VO4)3-。

[0018] 本说明书实施例提供的微生物功能材料及利用该材料去除五价钒的方法，可以高

效地还原固定地下水中五价钒。

附图说明

[0019]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描述中所需要使用

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

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它的

附图。

[0020] 图1示出根据一个实施例的反应器实物图片。其中，BS代表高温杀死微生物的空白

系统，CFS代表无碳系统，AS是具有碳源的微生物活性系统。

[0021] 图2示出以柠檬酸钠为碳源的AS、CFS、BS体系中五价钒的浓度。

[0022] 图3示出五组具有不同碳源的反应溶液中五价钒的浓度变化曲线。

[0023] 图4示出的五价钒初始浓度不同的反应溶液中五价钒的浓度变化曲线。

[0024] 图5示出的柠檬酸钠初始浓度不同的反应溶液中五价钒的浓度变化曲线。

[0025] 图6示出的PH值不同的反应溶液中五价钒的浓度变化曲线。

[0026] 图7示出的菌量不同的反应溶液中五价钒的浓度变化曲线。

[0027] 图8示出反应溶液中VFAs含量随着反应天数的变化柱状图。

[0028] 图9示出NADH和细胞色素C随着反应天数的变化柱状图。

[0029] 图10示出棉子糖乳球菌的EPS随着反应天数的变化柱状图。

[0030] 图11示出棉子糖乳球菌中的糖原随着反应天数的变化柱状图。

[0031] 图12示出反应溶液中ATP含量随着反应天数的变化柱状图。

[0032] 图13示出与细胞色素有关的功能基因的基因拷贝数。

[0033] 图14示出测定的棉子糖乳球菌中与脱氮相关的基因拷贝数。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应理解，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局限于下述特定的具体实施方案；还应当理解，本发

明实施例中使用的术语是为了描述特定的具体实施方案，而不是为了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在本发明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中，除非文中另外明确指出，单数形式“一个”、“一”和“这

个”包括复数形式。

[0035] 当实施例给出数值范围时，应理解，除非本发明另有说明，每个数值范围的两个端

点以及两个端点之间任何一个数值均可选用。除非另外定义，本发明中使用的所有技术和

科学术语与本技术领域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意义相同。除实施例中使用的具体方法、设备、

材料外，根据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对现有技术的掌握及本发明的记载，还可以使用与本

发明实施例中所述的方法、设备、材料相似或等同的现有技术的任何方法、设备和材料来实

现本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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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如前所述，微生物功能菌在还原固定五价钒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目前，常见的

已报道具备还原钒的微生物包括硫还原泥土杆菌(Geobacter  metallireducens) ,氧化亚

铁硫杆菌(Acidithiobacillus  ferrooxidans)和氧化硫硫杆菌(Acidithiobacillus 

thiooxidans) ,希瓦氏菌(Shewanella  oneidensis  MR-1) ,绿脓杆菌(Pseudomonas 

a erug inosa)。基于此，发明人创造性地提出利用棉子糖乳球菌(Lactococcus 

raffinolactis)还原五价钒。通过实验发现，该还原过程十分高效，同时，研究得到的还原

机理，十分具有指导意义。

[0037] 下面以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进行更具体地说明。

[0038] 实施例1、棉子糖乳球菌还原五价钒的可行性研究实验

[0039] 实验操作步骤：

[0040] 1、培养棉子糖乳球菌。

[0041] 在一个操作例中，将棉子糖乳球菌接种于灭菌后的LB培养基上生长。

[0042] 2、提取棉子糖乳球菌。

[0043] 在一个操作例中，从培养容器中取一定量的过夜的菌液离心，之后倒掉上清液，下

层用无菌水冲洗两次再离心。进一步地，在一个具体的操作例中，取出的一定量的菌液为

40ml。在一个具体的操作例中，其中涉及到各次离心，可以包括设置转速4000rpm，离心

20min。

[0044] 3、准备一个实验组和两个对照组。

[0045] 在一个操作例中，以无菌血清瓶作为反应容器，并用锡箔纸包裹以避光，从冲洗离

心后的棉子糖乳球菌中取出等量的棉子糖乳球菌，分别接种于等量的人工模拟地下水中。

进一步地，在其中一个反应容器中加入碳源，作为有碳源体系(AS)实验组。对于另外两个反

应容器，将其中一个直接作为无碳源的微生物体系(CFS)对照组，另一个加入碳源后，高温

杀死其中的微生物，作为高温杀死微生物后的体系(BS)对照组。在一个具体的操作例中，其

中各个反应容器中初始加入的人工模拟地下水均为100ml。

[0046] 实验结果：

[0047] 图1示出一个实验组和两个对照组的实验图片，其中在10天后将原本包裹在无菌

血清瓶外的锡箔纸撕除。

[0048] 图2示出以柠檬酸钠为碳源的AS、CFS、BS体系中五价钒的浓度变化曲线。

[0049] 经过测试分析，结合图2可知，AS实验组中，10天内对五价钒的还原效率为

86.46％，CFS对照组和BS对照组的还原效率分别为24.23％和2％。

[0050] 由此可知，棉子糖乳球菌具有还原固定五价钒的能力，利用棉子糖乳球菌去除地

下水中的五价钒是可行的，并且可以实现高效去除。

[0051] 实施例2、碳源的优选实验

[0052] 实验步骤：

[0053] 1、选取五种不同的碳源，具体包括葡萄糖、乙酸盐、可溶性淀粉、柠檬酸盐和乳酸

盐。在一个操作例中，乙酸盐、柠檬酸盐和乳酸盐具体分别为乙酸钠、柠檬酸钠和乳酸钠。

[0054] 2、对应配置五组反应溶液，其中均包括等量的棉子糖乳球菌、人工模拟地下水，以

及分别包括相同浓度的上述五种不同的碳源。在一个操作例中，碳源的浓度为1-10mM。在一

个具体的操作例中，碳源的浓度为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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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实验结果：

[0056] 图3示出五组具有不同碳源的反应溶液中五价钒的浓度变化曲线。

[0057] 结合图3可知，10天后不同碳源，即葡萄糖，乙酸钠，可溶性淀粉，柠檬酸钠和乳酸

钠对应的还原效率分别为80.58％，72.40％，69.52％，86.46％和80.59％。由此可知，使用

这几种碳源均取得较好的还原效果，尤其是柠檬酸钠的还原效率最高，去除效果最佳。因

此，在后续实验中，选取柠檬酸钠作为碳源。

[0058] 实施例3、还原效率的影响因素实验

[0059] 选取以下几种特征作为影响因素进行实验研究：地下水中五价钒的初始浓度、柠

檬酸钠的初始浓度、反应溶液的PH值、棉子糖乳球菌的菌液体积。

[0060] 1、以五价钒的初始浓度为影响因素

[0061] 制备四组反应溶液，其中各组反应溶液中五价钒的初始浓度分别为25mg/L、50mg/

L、75mg/L和100mg/L，10天后各组反应溶液中对五价钒的还原率分别为81.30％、86.46％、

84.51％和79.37％，具体可以参见图4，其中示出的具有不同五价钒初始浓度的反应溶液中

五价钒的浓度变化曲线。

[0062] 分析可得，本发明提供的微生物功能材料，对不同浓度五价钒的地下水都具有良

好的处理效果，可以高效地还原其中的五价钒，尤其在五价钒浓度为50mg/L时，对五价钒的

去除效率高达86.46％，之后随着五价钒初始浓度的增高，还原率略有降低。

[0063] 2、以柠檬酸钠的初始浓度为影响因素

[0064] 制备四组反应溶液，其中各组反应溶液中柠檬酸钠的初始浓度为1mM、2.5mM、5mM

和10mM，10天后各组反应溶液中对五价钒的还原率分别为60.05％、75.41％、86.46％和

80.01％，具体可以参见图5，其中示出的具有不同柠檬酸钠初始浓度的反应溶液中五价钒

的浓度变化曲线。

[0065] 分析可得，随着柠檬酸钠初始浓度的升高，对五价钒的去除率先增后降，具体当柠

檬酸钠的浓度为5mM时，去除率最高，且达到86.46％。

[0066] 3、以反应溶液的pH值为影响因素

[0067] 制备四组反应溶液，其中各组反应溶液的pH值的分别为5、6、7和8，10天后各组反

应溶液中对五价钒的还原率分别为66.87％、77.02％、86.46％和79.44％，具体可以参见图

6，其中示出的具有不同pH值的反应溶液中五价钒的浓度变化曲线。需要说明的是，其中可

以使用酸性物质或碱性物质实现对反应溶液pH值的调整。

[0068] 分析可得，pH值为7时，棉子糖乳球菌的活性最高，对五价钒的去除效果最好。

[0069] 4、以棉子糖乳球菌的菌液体积为影响因素

[0070] 需要说明的是，其中菌液体积，指从前述棉子糖乳球菌的培养液中所取出的菌液

的体积。

[0071] 具体地，制备四组反应溶液，其中各组反应溶液中接种的棉子糖乳球菌分别从

10mL、20mL、40mL和100mL菌液中提取。10天后各组反应溶液中对五价钒的去除率分别为

58.48％、76.02％和86.46％和100％，具体可以参见图7。

[0072] 分析可得，随着棉子糖乳球菌初始数量的增加，对五价钒的去除率增加，当菌液增

加到100ml时，V(V)的还原率在5天后达到100％。

[0073] 以上，由实施例1和实施例2可知，棉子糖乳球菌具有还原固定五价钒的能力，并且

说　明　书 4/6 页

6

CN 110294534 B

6



可以实现高效去除，尤其以柠檬酸钠作为碳源时还原效率最佳。由实施例3可知，地下水中

五价钒的初始浓度、柠檬酸钠的初始浓度、反应溶液的pH值、棉子糖乳球菌的菌液体积，均

会对五价钒的去除率造成影响。基于此，本说明书实施例提供一种微生物功能材料，以及，

一种利用微生物功能材料去除地下水中五价钒的方法。

[0074] 具体地，微生物功能材料中包括：棉子糖乳球菌和碳源，其中棉子糖乳球菌用于还

原地下水中五价钒；碳源用于作为所述棉子糖乳球菌的养料，以及，用于作为所述棉子糖乳

球菌还原地下水中五价钒时的电子供体。

[0075] 在一种可行的实施方式中，所述碳源包括以下中的一种或多种：葡萄糖、乙酸盐、

可溶性淀粉、柠檬酸盐和乳酸盐。

[0076] 在一种可行的实施方式中，所述碳源的初始浓度为1-10mM。

[0077] 以上微生物功能材料可以用于去除地下水中五价钒，具体的使用方法包括：将微

生物功能材料投放到含有离子态的五价钒的地下水中，以使所述微生物依托所述碳源作为

电子供体将所述五价钒还原成的可沉淀的四价钒。需要说明的是，其中离子态的五价钒中

包括(VO3)-和/或(VO4)3-。

[0078] 在一种可行的实施方式中，所述方法还包括：在所述地下水的pH值小于7的情况

下，向其中投放碱性物质，以使地下水的pH值与7的差值小于预定阈值。在另一种可行的实

施方式中，所述方法还包括：在所述地下水的pH值大于7的情况下，向其中投放酸性物质，以

使地下水的pH值与7的差值小于预定阈值。更具体地，其中预定阈值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设

定，如1或0.5等。

[0079] 由上，采用本说明书实施例提供的微生物功能材料，可以实现对地下水中五价钒

的高效去除。

[0080] 接下来，结合其他实施例，对棉子糖乳球菌还原五价钒的机理进行研究，研究结果

对后续实验及应用具有指导意义。

[0081] 实施例4、还原机理研究实验

[0082] 实验内容：

[0083] 配置反应溶液，其中包括前述微生物功能材料以及含有五价钒的地下水。之后每

天从反应器中取样测定ATP的含量，以及取样用0.22微米的滤膜过滤后测定VFAs。并且，取

反应周期第1、5、10天的等量溶液，离心洗涤后测定棉子糖乳球菌的EPS，细胞色素C，NADH，

糖原以及相关功能基因，对照组为不含五价钒的微生物体系(以下简称无钒对照组)。

[0084] 反应10天后,采用200kV(JEM-2100，Hitachi  Limited，Japan)的JEOL透射电子显

微镜(TEM)观察细胞形态，按照获得样品材料的超薄切片(50-60nm)，采用TEM/EDS结合扫描

透射电子显微镜(STEM)观察还原产物的细胞内和细胞外分布。

[0085] 实验结果：

[0086] 1、STEM显示，在细胞表面和细胞内部都分布着的诸多颗粒可能是五价钒还原为四

价钒产生的沉淀，棉子糖乳球菌内五价钒的扫描图显示细胞内的强度高于细胞外膜，表明

大部分的五价钒倾向于细胞内还原。

[0087] 2、图8示出反应溶液中VFAs含量随着反应天数的变化，图9示出棉子糖乳球菌的

NADH和细胞色素C随着反应天数的变化，图10示出棉子糖乳球菌的EPS随着反应天数的变

化，图11示出棉子糖乳球菌中的糖原随着反应天数的变化，图12示出反应溶液中ATP含量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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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反应天数的变化。

[0088] 分析可得，EPS的分泌保护细胞抵抗五价钒的入侵，NADH的含量高于无钒对照组，

ATP含量随着反应时间的增加而增加，微生物代谢产生的NADH与氧化磷酸盐反应，通过电子

转移产生大量的ATP，使得微生物保持活性并为还原五价钒提供能量。

[0089] 3、图13示出与细胞色素有关的功能基因的基因拷贝数。图14示出测定的棉子糖乳

球菌中与脱氮相关的基因拷贝数。

[0090] 分析可得，细胞色素C将电子从内膜传递到周质，并跨越外膜到达外部电子受体，

MtrC和OmcB在这一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0091] 通过qPCR定量检测硝酸盐还原酶基因napA、narG、亚硝酸盐还原酶基因nirS、

nirK、一氧化氮还原酶基因qnorB、一氧化二氮还原酶基因nosZ的丰度，发现与未接触五价

钒的微生物相比，在含有五价钒的微生物系统中，编码亚硝酸盐还原酶的基因nirS的基因

拷贝数随反应时间的增加最显著，达到10^12拷贝数/ng  DNA；编码硝酸盐还原酶的基因

napA、narG的基因拷贝数分别达到10^10拷贝数/ng  DNA和10^6拷贝数/ng  DNA。因此亚硝酸

盐还原酶基因nirS以及硝酸盐还原酶基因napA和narG可能参与到棉子糖乳球菌还原五价

钒的过程中。

[0092] 以上对棉子糖乳球菌还原五价钒的机理进行研究，研究结果对后续实验及应用具

有指导意义。

[0093] 上述实施例仅例示性说明本发明的原理及其功效，而非用于限制本发明。任何熟

悉此技术的人士皆可在不违背本发明的精神及范畴下，对上述实施例进行修饰或改变。因

此，举凡所属技术领域中具有通常知识者在未脱离本发明所揭示的精神与技术思想下所完

成的一切等效修饰或改变，仍应由本发明的权利要求所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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