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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菌菌株及其用途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保藏编号为CCTCC-

M2015093的弧菌菌株，该菌为溶藻弧菌。其发酵

液具有极强的溶藻活性，而且，利用其发酵液对

斑马鱼、丰年虾等进行急性毒理实验显示其没有

明显的生物毒性，可大规模用于赤潮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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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弧菌菌株，其在CCTCC的保藏编号为M2015093，所述弧菌菌株具有如SEQ  ID  NO：

1所示的16S  rDNA序列，所述弧菌菌株为溶藻弧菌，中文名称为弧菌属H115，拉丁文名称为

Vibrio  sp.H115。

2.一种用于检测权利要求1的弧菌菌株的试剂盒，其包括一对引物，所述引物的核苷酸

序列如SEQ  ID  NO：2-3所示。

3.一种获得溶藻物质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获取权利要求1的弧菌菌株的发酵液。

4.利用权利要求3的方法获得的溶藻物质在赤潮防治中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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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菌菌株及其用途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微生物领域，具体的，本发明涉及一种弧菌菌株、弧菌菌株的用途、弧

菌菌株分泌物的用途、组合物、组合物的用途，试剂盒、试剂盒的用途、获得溶藻物质的方法

以及溶藻物质的用途。

背景技术

[0002] 赤潮是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严重的海洋生态环境问题的灾害，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

广泛关注，由于近年来，沿海污染加剧，导致近海海域发生富营养化，导致赤潮频繁爆发当

赤潮藻类大量繁殖时，藻的光合作用消耗了大量的CO2，导致水体的酸碱度发生改变，影响

了海洋生物的正常生命活动，同时，由于赤潮生物覆盖在水上层，使阳光很难到达水体深

处，降低水体的透明度，导致底层的水草、珊瑚礁及以水草为主食的海洋动物死亡，生物多

样性锐减。因此，海域一旦发生富营养化，海洋生态系统的生物种群会发生大变化，生态平

衡便被打乱。特别是某些有毒赤潮藻种的爆发，不仅仅会毒害海洋生物，还会对人类健康造

成危害，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急需研究出一种区别于传统的物理法和化学法的新

型而高效的控制赤潮的方法，才能解决当前的赤潮问题。

[0003] 与传统的物理方法和化学方法相比较，利用生物特别是某些具有杀藻作用的微生

物控制赤潮的方法具有高效、安全等优点，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研究。利用海洋中

具有杀藻作用的微生物可使海洋生态环境保持动态平衡，并能实现对赤潮的预防和控制的

目的。其中溶藻细菌作为一类能够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来实现对藻类的灭活或溶解被越来

越多的学者所关注，许多研究表明有害藻类的生长和消亡与自然水体中存在的某些溶藻细

菌有关。溶藻细菌是海洋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有效维持藻华的生物量平衡【Imai 

I，Sunahara  T，Nishikawa  T，et  al .Fluctuations  of  the  red  tide  flagellates 

Chattonella  spp.(Raphidophyceae)and  the  algicidal  bacterium  Cytophaga  sp.in 

the  Seto  Inland  Sea，Japan[J].Marine  Biology，2001(138):1043-1049.】。

[0004] 溶藻细菌(Algae-lysing  bacteria)是专指那些能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使

藻类生长受到抑制或者杀灭藻细胞、裂解藻细胞的细菌统称。国内外学者十几年前就开展

了溶藻细菌的研究工作。溶藻细菌的相关报道主要集中在：粘细菌【Fukami  K，Yuzawa  T，

Nishijima  T，et  al .Isolation  and  properties  of  a  bacteriu  inhibiting  the 

growth  of  Gymnodinium  nagasakiense[J].Nibon  Suisan  Gakkai-shi，1992(58):1073-

1077】、噬胞菌属(Cytophaga)【Shilo  M，.Lysis  of  Blue-Green  Algae  by  Myxobacter

[J] .Journal  of  bacteriology，1970(9):453-461 .Shilo  M，.Lysis  of  Blue-Green 

Algae  by  Myxobacter[J].Journal  of  bacteriology，1970(9):453-461.】、纤维弧菌属

(Cellvibrio)、节杆菌(Arthrobacter)、蛭弧菌(Bdellovibrio  bacterious)、腐生螺旋体

属(Saprospira)、杆菌(Bacillus)、弧菌(Vibrio)【Oshikawa  K，K  Aachi，M  Nishijima，et 

al.13-Cyanoaianene  production  by  marine  bacteriaon  cyanide-free  medium  and 

its  specific  inhibitory  activity  toward  cyanobacteria[J] .Appl  Envi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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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biol，2000，66(2):718-722.】、黄杆菌属(Flavobacterium)、假单胞菌(Pseudomonas)

【Hayashida  A，Tanaka  S，Teramoto  Y，et  al.Isolation  of  anti-algal  Pseudomonas 

stutzeri  strains  and  their  lethal  activity  of  Chattonella  antiaua[J] .Agric 

Biol  Chem，1991 .55 (3) :787-790 .】、交替单胞菌(Alteromonas)、屈挠细菌属

(Flexibacter)、鞘氨醇单胞菌属(Sphingomonas)、交替假单胞菌(Pseudoalteromonas)等。

这些细菌大部分属于革兰氏阴性菌，它们的作用对象比较广泛，对许多微型藻类都具有杀

灭作用。

[0005] 溶藻细菌的作用方式分两种：一种是通过直接与宿主藻接触或者进入宿主藻细胞

体内杀灭藻细胞，另一种是通过分泌某些胞外活性物质或者活性酶等使藻细胞死亡的间接

溶藻方式【周瑞.高效溶藻细菌混合溶藻特性的初步研究[D] .湖北省武汉市:华中师范大

学，2006:7-10.】。最早被报道具有溶藻细菌是粘细菌，李勤生和黎尚豪【李勤生，黎尚豪.溶

解固氮蓝藻的细菌[J].水生生物学集刊，1981，7(3):377-384】报道了粘细菌与蓝藻细胞发

生直接接触而导致蓝藻细胞死亡，并发现该溶藻现象只发生在藻的营养细胞，对孢子和异

形胞等菌不会产生影响。Takenaka【Takenaka  S，Watanabe  M  F .Microcystin  LR 

degradation  by  Pseudomonas  aeruginosa  alkaline  protease[J].Chemosphere，1997，

34(4):749-757】从铜绿微囊藻水华中分离出一株与蛭弧菌相似度很高的细菌，该细菌能进

入宿主铜绿微囊藻细胞内使藻细胞溶解。

发明内容

[0006] 依据本发明的第一方面，本发明提供一种分离的弧菌菌株，其在中国典型培养物

保藏中心(China  Center  for  Type  Culture  Collection，CCTCC)的保藏编号为M2015093，

命名为Vibrio  sp.H115，保藏日期为2015年3月8日，保藏地址为湖北省武汉市武汉大学。

[0007] H115是发明人从赤潮海水样本中首次分离出来的一种新型溶藻细菌，鉴定属于弧

菌属，该菌的16S  rRNA序列如SEQ  ID  NO：1所示。该菌具有形态特征如下：菌落直径2-3mm，

圆形，表面光滑，湿润，灰白色。

[0008] 依据本发明的第二方面，本发明提供弧菌菌株H115在抑制藻类生长、杀灭藻细胞

和/或裂解藻细胞中的用途。

[0009] 依据本发明的第三方面，本发明提供弧菌菌株H115的分泌物在抑制藻类生长、杀

灭藻细胞和/或裂解藻细胞中的用途。该溶藻细菌通过分泌胞外活性物质对藻类进行溶解。

筛选溶藻细菌所分泌的高效溶藻物质为有效控制赤潮提供了的一个新的思路。该溶藻细菌

通过分泌特异性或非特异性的胞外物质，包括但不限于分泌氨基酸、多肽、蛋白质、羟胺和/

或抗生等物质来溶解藻细胞。

[0010] 依据本发明的第四方面，本发明提供弧菌菌株H115在制备溶藻物质中的用途。

[0011] 依据本发明的第五方面，本发明提供一种组合物，该组合物包括弧菌菌株H115。

[0012] 依据本发明的第六方面，本发明提供上述组合物在抑制藻类生长、杀灭藻细胞和/

或裂解藻细胞中的用途。

[0013] 依据本发明的第七方面，本发明提供一种组合物，其包括弧菌H115的分泌物。

[0014] 依据本发明的第八方面，本发明提供上述组合物在抑制藻类生长、杀灭藻细胞和/

或裂解藻细胞中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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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依据本发明的第九方面，本发明提供一种试剂盒，其包括弧菌菌株H115和/或该弧

菌菌株的分泌物。

[0016] 依据本发明的第十方面，本发明提供上述试剂盒在抑制藻类生长、杀灭藻细胞、裂

解藻细胞和/或制备溶藻物质中的用途。

[0017] 依据本发明的第十一方面，本发明提供一种用于检测弧菌H115的试剂盒，其包括

一对引物，所述引具有如SEQ  ID  NO：2-3所示的序列；任选的，所述试剂盒包括如SEQ  ID 

NO：1所示的参考序列。

[0018] 依据本发明的第十二方面，本发明提供一种检测弧菌H115的方法，该方法包括：利

用上述任一检测试剂盒获得待检样本的核酸序列，检测所述核酸序列是否来自弧菌H115。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该方法包括：提取待测样本的核酸，任选的电泳检测所述核酸；

利用检测试剂盒中的引物对所述核酸进行扩增，获得扩增产物，任选的电泳检测所述扩增

产物；对所述扩增产物进行序列测定，获得测定序列；将所述测定序列与SEQ  ID  NO：1比对，

完全匹配则确定待测样本包含该弧菌菌株。

[0019] 依据本发明的第十三方面，本发明提供一种获得溶藻物质的方法，该方法包括获

取弧菌菌株H115的发酵液。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该方法还包括：去除该细菌发酵液中

的菌体，包括离心获得上清液，以及利用滤膜过滤上清液。任选的，对过滤后的上清液进行

灭菌，和/或去除过滤后的上清液中的多糖，和/或对过滤后的上清液中进行脱盐，和/或蒸

干过滤后的上清液，以获得该菌株分泌的起溶藻作用的物质。

[0020] 依据本发明的第十四方面，本发明提供通过上述任一实施例获得的溶藻物质在赤

潮防治中的用途。

[0021] 本发明分离鉴定出的新型溶藻弧菌，其能够分泌强极性溶藻活性物质，具有强力

溶藻活性，能够抑制藻类生长、杀灭藻细胞和/或裂解藻细胞，而且没有明显的生物毒性，具

有生物安全性，可大规模用于赤潮防治。本发明基于分离的新型溶藻弧菌，利用溶藻细菌控

制赤潮藻类原理去研究赤潮的生消机理，为防治赤潮提供了新的方向，对海洋环境保护和

监测具有重要意义。本发明的弧菌H115还能用于其它的需要抑制、溶解或消除藻类的领域。

附图说明

[0022] 本发明的上述和/或附加的方面和优点从结合下面附图对实施方式的描述中将变

得明显和容易理解，其中：

[0023] 图1是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的溶藻菌H115的基因组DNA的电泳图，标记为3的泳

道为H115基因组DNA所在泳道；

[0024] 图2是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的溶藻菌H115的16S  rDNA的电泳图，标记为3的泳道

为H115  16S  rDNA所在泳道；

[0025] 图3是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的溶藻菌H115对血红哈卡藻细胞数的影响；

[0026] 图4是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的溶藻菌H115对血红哈卡藻细胞产量值的影响。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提供一种分离的弧菌菌株，其在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

中心(China  Center  for  Type  Culture  Collection，CCTCC)的保藏编号为M2015093，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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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H115。H115是发明人从赤潮海水样本中首次分离出来的一种新型溶藻细菌，鉴定属于弧

菌。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中，对该菌种进行筛选、培养和保存：用无菌的1000mL蓝口瓶从

赤潮爆发的深圳大梅沙海域采得海水样品，取回实验室后立刻使用天津津腾GM-0.20型隔

膜真空泵将海水滤过孔径分别为0.45um和0.22um的水系醋酸纤维滤膜，将所得的0.22um水

系醋酸纤维滤膜放入30mL无菌的2216E液体培养基中，25℃，180rpm恒温培养摇床培养箱培

养24h，放入预培养一周的50mL血红哈卡藻(Akashiwo  sanguinea，暨南大学海洋藻种室提

供)藻液中，按藻培养条件，培养一周以上——22℃，光照强度为2000lx，光照周期12h：12h。

将变浑浊藻液按梯度稀释，涂布2216E平板，25℃培养24h，经三次划线分离，获得纯培养的

菌株，将获得的纯培养菌株进行2216E液体培养，甘油保种后放置-80℃低温冷冻保存。以

上，采得赤潮水样后，以赤潮藻类血红哈卡藻(Akashiwo  sanguine)为对象，利用液体感染

法筛得一株具有极强溶藻效果的细菌H115，通过生理生化特性以及16S  rRNA核苷酸序列分

析，发现未曾有人报道过一样的菌株，鉴定该菌为巴西弧菌菌株(Vibrio  brasiliensis 

strain)，为溶藻弧菌，发明人命名为H115。该菌的16S  rDNA序列显示如下：

[0028] agtggtagag  cgtccccccg  aaggttaaac  tacccacttc  ttttgcagcc  cactcccatg 

gtgtgacggg  cggtgtgtac  aaggcccggg  aacgtattca  ccgtggcatt  ctgatccacg  attactagcg 

attccgactt  cacggagtcg  agttgcagac  tccgatccgg  actacgacgc  actttttggg  attcgctcac 

tctcgcaagt  tggccgccct  ctgtatgcgc  cattgtagca  cgtgtgtagc  cctactcgta  agggccatga 

tgacttgacg  tcgtccccac  cttcctccgg  tttatcaccg  gcagtctccc  tggagttccc  acccgaagtg 

ctggcaaaca  aggataaggg  ttgcgctcgt  tgcgggactt  aacccaacat  ttcacaacac  gagctgacga 

cagccatgca  gcacctgtct  cagagttccc  gaaggcacca  atccatctct  ggaaagttct  ctggatgtca 

agagtaggta  aggttcttcg  cgttgcatcg  aattaaacca  catgctccac  cgcttgtgcg  ggcccccgtc 

aattcatttg  agttttaatc  ttgcgaccgt  actccccagg  cggtctactt  aacgcgttag  ctccgaaagc 

cacggctcaa  ggccacaacc  tccaagtaga  catcgtttac  ggcgtggact  accagggtat  ctaatcctgt 

ttgctcccca  cgctttcgca  tctgagtgtc  agtatctgtc  cagggggccg  ccttcgccac  cggtattcct 

tcagatctct  acgcatttca  ccgctacacc  tgaaattcta  cccccctcta  cagtactcta  gtctgccagt 

ttcaaatgca  attccgaggt  tgagccccgg  gctttcacat  ctgacttaac  aaaccacctg  catgcgcttt 

acgcccagta  attccgatta  acgctcgcac  cctccgtatt  accgcggctg  ctggcacgga  gttagccggt 

gcttcttctg  cagctaacgt  caaatacagc  agctattaac  tacgatacct  tcctcactgc  tgaaagtact 

ttacaacccg  aaggccttct  tcatacacgc  ggcatggctg  catcaggctt  gcgcccattg  tgcaatattc 

cccactgctg  cctcccgtag  gagtctggac  cgtgtctcag  ttccagtgtg  gctgatcatc  ctctcagacc 

agctagggat  cgtcgccttg  gtgagccatt  acctcaccaa  ctagctaatc  ccacctgggc  atatcctgac 

gcgagaggcc  cgaaggtccc  cctctttgag  ccgaagctat  tatgcggtat  tagccatcgt  ttccaatggt 

tatcccccac  atcagggcaa  tttcccaggc  attactcacc  cgtccgccgc  tcgacgccgt  taacgttccc 

cgaaggttca  gttaactcgt  tccgctcgac  tgcat(SEQ  ID  NO：1)，其基因组DNA和16S  rDNA的电

泳结果分别如图1和图2所示。该菌具有形态特征如下：菌落直径2-3mm，圆形，表面光滑，湿

润，灰白色。该菌具有极强的溶藻活性，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培养该菌株24h，获得包

含其分泌物的发酵液，较佳的对发酵液进行离心和去除菌体以获得上清液，利用血红哈卡

藻藻液按上清液与藻液体积比为1：2000测试该上清液仍具溶藻活性。在本发明的另一个实

施例中，培养该菌株24h，获得包含其分泌物的发酵液，较佳的对发酵液进行离心、去除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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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脱盐蒸干等处理以获得沉淀物，用100mL去离子水溶解沉淀物后按溶解液与藻液体积比

为1：100加入血红哈卡藻藻液中仍具溶藻活性。

[0029]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提供弧菌菌株H115在减少藻类的用途，包括但不限于

抑制藻类生长、杀灭藻细胞和/或裂解藻细胞。该溶藻细菌通过分泌胞外活性物质对藻类进

行溶解，筛选溶藻细菌所分泌的高效溶藻物质为有效控制赤潮提供了的一个新的思路。本

发明的溶藻物质或者包含溶藻物质的组合物可以以固态或液态的形式使用或储藏。

[0030]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供弧菌菌株H115的分泌物在抑制藻类生长、杀灭藻细

胞和/或裂解藻细胞中的用途。该溶藻细菌通过分泌胞外活性物质对藻类进行溶解。筛选溶

藻细菌所分泌的高效溶藻物质为有效控制赤潮提供了的一个新的思路。该溶藻细菌通过分

泌特异性或非特异性的胞外物质，溶藻物质的组分可能包括但不限于氨基酸、多肽、蛋白

质、羟胺和/或抗生。

[0031]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提供弧菌菌株H115在制备溶藻物质中的用途。制备溶

藻物质包括培养获得H115的发酵液。

[0032]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提供一种组合物，该组合物包括弧菌菌株H115。根据本

发明的一些实施例，该组合物具有抑制藻类生长、杀灭藻细胞和/或裂解藻细胞的用途。

[0033]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提供一种组合物，其包括弧菌H115的分泌物。根据本发

明的一些实施例，该组合物具有减少藻类细胞，包括但不限于抑制藻类生长、杀灭藻细胞

和/或裂解藻细胞的用途。

[0034]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提供一种试剂盒，其包括弧菌菌株H115和/或该弧菌菌

株的分泌物。该试剂盒具有减少藻类细胞，包括但不限于抑制藻类生长、杀灭藻细胞和/或

裂解藻细胞的用途。

[0035]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提供上述试剂盒在抑制藻类生长、杀灭藻细胞、裂解藻

细胞和/或制备溶藻物质中的用途。

[0036]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提供一种用于检测弧菌H115的试剂盒，其包括一对引

物，所述引具有如SE Q  I D  N O ：2 - 3所示的序列，SE Q  I D  N O ：2和3分别为5’‐

AGAGTTTGATCCTGGCTCAG‐3’和5’‐GGCTACCTTGTTACGACTT‐3’；任选的，所述试剂盒包括如SEQ 

ID  NO：1所示的序列。

[0037]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提供一种检测弧菌H115的方法，该方法包括：利用上述

任一弧菌H115检测试剂盒获得待检样本的核酸序列，检测所述核酸序列是否包含来自弧菌

H115的核酸序列。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该方法包括：提取待测样本的核酸，任选的电

泳检测所述核酸；利用检测试剂盒中的引物SEQ  ID  NO：2和3对所述核酸进行扩增，获得扩

增产物，任选的电泳检测所述扩增产物；对所述扩增产物进行序列测定，获得测定序列；将

所述测定序列与SEQ  ID  NO：1比对，完全匹配则确定待测样本包含该弧菌菌株。

[0038]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提供一种获得溶藻物质的方法，该方法包括获取弧菌

菌株H115的发酵液。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提供一种对溶藻细菌弧菌属分泌的溶藻活

性物质的普适性的进一步的纯化方法，该方法还包括：去除该细菌发酵液中的菌体，包括离

心获得上清液，以及利用滤膜过滤上清液。任选的，对过滤后的上清液进行灭菌，和/或去除

过滤后的上清液中的多糖，和/或对过滤后的上清液中进行脱盐，和/或蒸干过滤后的上清

液，以获得该菌株分泌的起溶藻作用的物质。具体的，例如，先对H115菌株进行扩大培养，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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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将保存于-80℃冰箱的菌种按照1％的体积比接种到100mL无菌的液体2216E培养基中25

℃，180rpm恒温培养摇床培养箱培养24h。接着，对发酵液进行预处理，例如收集细菌发酵

液，利用高速离心机将菌液以10000×g，2min离心，将上清液收集后用0.22um水系醋酸纤维

滤膜过滤除去菌体，再用高温高压灭菌锅121℃，20min处理发酵液。再者，为进一步确定溶

藻活性物质，去掉培养基组分等中的多糖，例如进行多糖沉淀——将上一步处理得的发酵

液与无水乙醇(-20℃预冷5h)以体积比为1：3迅速剧烈混匀，于4℃冰箱静置过夜(8～14h)，

利用高速离心机将菌液以10000×g，2min离心，收集上清液，弃去沉淀部分，将收集的上清

液通过旋转蒸发仪将无水乙醇和水分蒸干，称重3.05g，再用100mL的去离子水重新溶解沉

淀。进一步可选的，进行脱盐，例如将上步所得的100mL溶液装到截留相对分子量为100的透

析袋中，放置在盛有去离子水的4L玻璃烧杯中用磁力搅拌器边搅拌边加热，每1h换一次去

离子水，连续换7次，将透析袋内的上清液收集，用1M的盐酸和1M的氢氧化钠溶液调节上清

液的pH至7.0。再进一步确定溶藻活性物质组分，可选的利用阳离子交换树脂进行分离，将

阳离子交换树脂(Amberlite  GC-50-type  1)按照说明书进行预处理，预处理完毕再用

5.6％的氨水处理树脂，将样品缓慢加入阳离子交换柱内，按3个柱体积加入去离子水洗脱

一次，再加3个柱体积的5.6％氨水洗脱，用干净的试管接取氨水洗脱相，将收集的氨水洗脱

相通过旋转蒸发仪将氨水和水分蒸干，称重2.85g。使用0.22um滤膜过滤溶藻细菌的培养液

和高温高压处理过的溶藻细菌菌液均具有溶藻效果，表明该溶藻菌很可能是通过分泌具有

热稳定性的非蛋白类代谢物进行间接溶藻作用，而且，该菌分泌的溶藻物质具有超强亲水

性，因能够被阳离子交换树脂(Amberlite  GC-50-type  1，ion-exchange  resin)吸附，能利

用5.6％氨水洗脱分离。而将所得发酵液通过多糖沉淀法弃去下层沉淀，取上清，再将所得

上清再利用阳离子交换方法分离和回收包含纯溶藻活性物质的氨水洗脱相，去除了包括大

分子蛋白、核酸以及多糖等大量杂质，能够实现强极性溶藻物质的纯化。溶藻物质或者包含

溶藻物质的组合物可以以固态或液态的形式使用或储藏。

[0039]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提供通过上述任一实施例获得的溶藻物质在溶解藻类

中的用途，例如在赤潮防治中的应用。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中，利用发酵液离心以及菌体

过滤后的上清液，对斑马鱼以及丰年虾的急性毒理学实验，24h后斑马鱼或丰年虾没有出现

致死现象。的溶藻活性物质的应用，其特征在于当赤潮爆发时，投放到海域进行溶藻。说明

当将溶藻物质或者包含溶解物质的组合物投放到相应海域时，不会对其他海洋生物造成毒

害作用，具有生物安全性。

[0040] 以下对分离得的新型菌株及其溶藻活性、生物毒性等方面进行详细的描述。下面

示例，仅用于解释本发明，而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除非另有说

明，“多个”的含义是两个或两个以上。

[0041] 除另有交待，以下实施例中涉及的未特别交待的试剂、试验动物及仪器，都是常规

市售产品或者公开的。

[0042] 实施例一

[0043] 溶藻菌的筛选培养和鉴定

[0044] 1.筛选培养

[0045] 选用的藻株为血红哈卡藻(Akashiwo  sanguine)(由暨南大学海洋藻种室提供)，

该藻株为海洋赤潮藻常见藻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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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血红哈卡藻培养时使用的培养基为改良f/2培养基，1L培养基的配方如下：

[0047] 5mg  NaH2PO4 .H2O ,75mg  NaNO3，微量元素混合液(0 .22mg  ZnSO4 .7H2O ,0 .01mg 

CoCl2 .6H2O ,0 .18mg  MnCl2 .4H2O ,0 .006mg  NaMoO4 .2H2O ,4 .36mg  Na2EDTA .2H2O ,3 .15mg 

FeCl2.6H2O,0.01mg  CuSO4.5H2O)0.1mg维生素B1,0.5ug维生素B12，0.1ug  Biotin(H)，陈海

水定容至1L。

[0048] 血红哈卡藻培养条件如下：在温度为22℃，光照为3000Lux条件下连续光照培养，

其生长周期为30天左右，最大藻细胞浓度为2×104cells/mL。

[0049] 从赤潮爆发的深圳大梅沙海域为实验水样来源。用经高温灭菌的蓝盖玻璃瓶采集

水样，采样后的2h内立即转移到4℃冰箱保存。水样先使用孔径0.45μm的滤膜过滤，去除杂

质和其它比细菌体积较大的生物；滤液再用0.22μm的滤膜过滤，将滤液中的细菌收集至滤

膜上；将0.22μm滤膜放入预培养一周的50mL藻液中，按藻培养条件培养一周以上；将变浑浊

藻液梯度稀释，涂布2216E平板，25℃培养24h，经三次划线分离，获得纯培养的菌株，将获得

的纯培养菌株进行2216E液体培养，甘油保种后放置-80℃低温冷冻保存。

[0050] 海洋细菌培养时使用的培养基为2216E培养基配方如下：

[0051] 5g蛋白胨(Peptone)，1g酵母提取物(Yeast  Extract)，0.1g磷酸高铁，10-12g琼脂

粉(固体培养基)，用1M盐酸调PH  7.6-7.8，陈海水定容到1L。

[0052] 2.鉴定

[0053] (1)提取获得的纯培养菌株的基因组DNA，电泳检测结果如图1所示，其中从左边

起，第一泳道是Marker，第四泳道(标记为3)为该基因组DNA。

[0054] (2)设计合成获得引物对SEQ  ID  NO：2和SEQ  ID  NO：3，以(1)中的基因组DNA为模

板，进行PCR，获得PCR产物。PCR产物的电泳检测结果如图2所示，其中的标记为3的泳道为该

PCR产物。

[0055] (3)对(2)中的PCR产物进行测序，获得该菌株的16S  rDNA序列，如SEQ  ID  NO：1所

示。

[0056] 以上，未特别交待的核酸提取过程、电泳检测和PCR反应等涉及的步骤可以参照

《分子克隆实验指南》第三版或者相关产品进行，所采用的试剂和产品也均为可通过市售获

得。

[0057] 实施例二

[0058] 纯化溶藻活性物质

[0059] (1)扩大培养

[0060] 将保存于-80℃冰箱的菌种按照1％的体积比接种到100mL无菌的液体2216E培养

基中25℃，180rpm恒温培养摇床培养箱培养24h。

[0061] (2)发酵液预处理

[0062] 收集细菌发酵液，利用高速离心机将菌液以10000×g，2min离心，将上清液收集后

用0.22um水系醋酸纤维滤膜过滤除去菌体，再用高温高压灭菌锅121℃，20min处理发酵液。

[0063] (3)多糖沉淀步骤

[0064] 将步骤(2)得到的发酵液按发酵液与无水乙醇(-20℃预冷5h，)的体积比为1：3迅

速剧烈混匀。于4℃冰箱静置过夜(8～14h)，利用高速离心机将菌液以10000×g，2min离心，

收集上清液，弃去沉淀部分。将收集的上清液通过旋转蒸发仪将无水乙醇和水分蒸干，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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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g，再用100mL的去离子水重新溶解沉淀。

[0065] (4)脱盐步骤

[0066] 将步骤(3)所得的100mL溶液装到截留相对分子量为100的透析袋中，放置在盛有

去离子水的4L玻璃烧杯中用磁力搅拌器边搅拌边加热，每1h换一次去离子水，连续换7次，

将透析袋内的上清液收集，用1M的盐酸和1M的氢氧化钠溶液调节上清液的pH至7.0。

[0067] (5)阳离子交换树脂分离步骤

[0068] 将阳离子交换树脂按照说明书进行预处理，预处理完毕再用5.6％的氨水处理树

脂，将样品缓慢加入阳离子交换柱内，按3个柱体积加入去离子水洗脱一次，再加3个柱体积

的5.6％氨水洗脱，用干净的试管接取氨水洗脱相。将收集的氨水洗脱相通过旋转蒸发仪将

氨水和水分蒸干，称重2.85g。

[0069] 实施例三

[0070] 溶藻活性测试

[0071] 通过设置不同的菌藻比例(体积比)进行溶藻实验，确定其溶藻细菌的最低溶藻浓

度；通过浮游生物框对血红哈卡藻液进行计数，测得藻浓度，摇匀并分装藻液；将溶藻细菌

培养到稳定期，菌液经过5000rpm离心10min，弃上清，用f/2重悬菌体2-3次，收集菌体；设置

不同的菌藻比例(体积比)，添加适量的菌悬液至藻培养液中。将菌藻混合液放至光照培养

箱中培养；使用细胞计数法定期检测藻浓度变化，图3显示溶藻菌H115对血红哈卡藻细胞数

的影响。使用Water-Pam水体荧光仪定期测其光合系统的影响，如图4，图4显示溶藻菌H115

对血红哈卡藻细胞产量值的影响。

[0072] 取实施例二步骤(3)所得的上清液，利用血红哈卡藻藻液按上清液与藻液体积比

为1:100测试上清液仍具溶藻活性。

[0073] 取实施例二步骤(5)所得的沉淀，用100mL去离子水溶解后按上清液与藻液体积比

为1:100加入血红哈卡藻藻液中仍具溶藻活性。

[0074] 实施例四

[0075] 急性毒理学实验

[0076] 利用实施例步骤(2)所得的上清液，对斑马鱼以及丰年虾的急性毒理学实验。

[0077] 1、随机挑选5条斑马鱼设为一组，分别置于200mL静置过夜的自来水中，将实施例

二步骤(2)所得的上清液分别加入100uL、400uL、1000uL，连续24h观察斑马鱼的状况并记录

数据。每个浓度设置3个平行实验，每个系列设置1个空白对照组，实验重复3次，24h后斑马

鱼并没有出现致死现象。

[0078] 2、随机挑选20条丰年虾设为一组，分别置于用一半海水和一半自来水配制的1mL

半咸水中，将实施例二步骤(2)所得的上清液分别加入5uL、10uL、20uL、40uL。实验开始连续

24h观察丰年虾的状况并记录数据。每个浓度设置3个平行实验，每个系列设置1个空白对照

组，实验重复3次，24h后丰年虾并没有出现致死现象。

说　明　书 8/8 页

10

CN 105349447 B

10



[0001]

序　列　表 1/2 页

11

CN 105349447 B

11



[0002]

序　列　表 2/2 页

12

CN 105349447 B

12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2 页

13

CN 105349447 B

13



图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14

CN 105349447 B

14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ES00010

	BIS
	BIS00011
	BIS00012

	DRA
	DRA00013
	DRA00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