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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固定化菌剂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菌剂固定化技术领域，具体公开

一种固定化菌剂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所述固定

化菌剂，包含不动杆菌和固定化载体，所述固定

化载体为谷糠。所述的固定化菌剂的制备方法，

至少包括以下步骤：培养所述不动杆菌得到菌悬

液；将所述谷糠进行灭菌处理，然后与所述菌悬

液在无菌条件下混合均匀，烘干得到所述固定化

菌剂。本发明通过制备固定化菌剂，将不动杆菌

负载到固定化载体中，保证微生物的生理活性和

稳定性不受影响，同时为微生物提供好氧缺氧的

微环境，既利于菌剂的生长又利于菌剂反硝化脱

氮性能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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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固定化菌剂，其特征在于：包含不动杆菌和固定化载体，所述不动杆菌保藏于中

国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委员会普通微生物中心，且所述不动杆菌的保藏编号为CGMCC 

NO.16620，所述固定化载体为谷糠。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固定化菌剂，其特征在于：所述不动杆菌的16S  rDNA的核苷酸序

列具有如SEQ  ID  NO.1所示的序列。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固定化菌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化菌剂采用吸附法将所述不

动杆菌的菌悬液中的菌体负载到所述固定化载体上。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固定化菌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化载体与所述不动杆菌的菌

悬液的质量比为4.5‑5.5:1.5‑2.5。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固定化菌剂，其特征在于：所述菌悬液为将所述不动杆菌培养至

对数生长期的菌悬液，且所述菌悬液的OD600为0.60‑0.63。

6.一种如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固定化菌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至少包括以

下步骤：

步骤a、培养所述不动杆菌得到菌悬液；

步骤b、将所述谷糠进行灭菌处理，然后与所述菌悬液在无菌条件下混合均匀，烘干得

到所述固定化菌剂。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固定化菌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b中，所述灭菌处理的

条件为：灭菌温度为120‑125℃，灭菌时间为25‑35min。

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固定化菌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b中，所述烘干温度为

在30‑40℃。

9.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固定化菌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b中，所述混合条件为

在100‑300rpm的条件下搅拌8‑12min。

10.如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固定化菌剂在含氮污水处理领域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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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固定化菌剂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菌剂固定化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固定化菌剂及其制备方法和应

用。

背景技术

[0002] 工农业的迅速发展和人类的生产活动，给水体环境带来了严重的污染。氮超标是

水体污染中最常见的一类污染问题，其会引起水体富营养化，导致藻类大量繁殖，水体溶氧

降低，水体黑臭，这不仅危及人类的用水安全，还会严重影响水体的生态平衡；另外，氮排放

过量还会导致氮平衡被破坏，从而造成水体失去自净功能。因此，富含氮的污水需要经过脱

氮处理达标后才能排放到自然环境中。

[0003] 生物脱氮是目前应用广泛的脱氮方法，有处理效果好、处理过程稳定可靠和操作

管理方便等优点。传统的生物脱氮是利用硝化菌的好氧自养硝化作用和反硝化菌的厌氧异

养反硝化作用共同完成，这样的生物脱氮需要分别提供有氧和无氧的两个反应器以分别进

行硝化作用和反硝化作用，以达到脱氮的目的。故这样的反应器所占空间较大，运行成本较

高，工艺较为繁琐。

[0004] 固定化技术是指通过物理或者化学的手段，将游离的微生物或者酶限定在一个特

定的空间区域内，使其得到更广泛而有效的利用。在流动态的污水中，由于水体的流动，固

定化载体材料的选择直接影响到微生物的生理活性和稳定性，甚至微生物的流失，因此选

择一种既能保证单位体积内的足够的微生物量的同时，又能对微生物具有保护作用使其处

于高活性状态的固定化载体，成为研究的热点。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生物脱氮成本高、工艺繁琐、固定化工艺降低菌种活性等问题，本发明提

供一种固定化菌剂。

[0006] 以及，上述固定化菌剂的制备方法。

[0007] 以及，上述固定化菌剂在含氮污水处理中的应用。

[0008] 为达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实施例采用了如下的技术方案：

[0009] 一种固定化菌剂，包含不动杆菌和固定化载体，所述不动杆菌保藏于中国微生物

菌种保藏管理委员会普通微生物中心，且所述不动杆菌的保藏编号为CGMCC  NO.16620；所

述固定化载体为谷糠。

[0010] 本发明提供的固定化菌剂，具有以下优势：

[0011] 本发明将不动杆菌以固定化菌剂的形式保存，将不动杆菌负载到谷糠中，解决不

动杆菌的难以保藏的问题，保证微生物的生理活性和稳定性不受影响，同时为微生物提供

好氧缺氧的微环境，既利于菌剂的生长又利于菌剂反硝化脱氮性能的发挥，也有利于在使

用时保持高活菌浓度、提高降解含氮污水的速率，并且固定化菌剂还具有便于施用、分离和

可重复使用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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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本发明以质量小的谷糠为固定化载体，撒向水体时易受风影响，使得固定化菌剂

能均匀分散到污水中，并且漂浮在水面上，不容易沉降入水中对水体造成二次污染；同时谷

糠多孔特征明显，比表面积较大，吸附能力较强，以它为载体的固定化菌剂投加到污水中

后，会促进含氮类污染物向谷糠载体迁移，使谷糠同时富集不动杆菌和污染物，增加了微生

物和污染物的接触；谷糠还可以为不动杆菌提供的独立微环境，屏蔽外界不利因素对不动

杆菌的直接侵害，提高不动杆菌对污染环境中含氮类污染物的去除效率；且谷糠作为一种

有机物，可以为不动杆菌的繁殖提供营养物质，为不动杆菌保持高活菌浓度提供营养基础，

所以谷糠固定化菌剂可实现污染物的富集‑降解一体化，有助于促进污水中含氮类污染物

的降解。

[0013] 本发明提供的不动杆菌是一种好氧反硝化菌，该不动杆菌通过生物培养手段富集

筛选得到，该不动杆菌具有在有氧条件下能发挥反硝化作用的特点，采用该好氧反硝化菌

株代替了常规的厌氧反硝化菌，进行污水的生物脱氮处理时，可以使硝化作用和反硝化作

用在一个反应中进行，因此具有简化污水处理流程，降低基建运行成本，提高生物脱氮的效

果，该不动杆菌在含氮污水处理方面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0014] 优选地，所述不动杆菌的16S  rDNA的核苷酸序列具有如SEQ  ID  NO.1所示的序列。

[0015] 本发明提供的不动杆菌的16S  rDNA基因序列如下所示：

[0016] SEQ  ID  NO.1：

[0017] GGCGGTGTGTACAAGGCCCGGGAACGTATTCACCGCGGCATTCTGATCCGCGATTACTAGCGATTCCG

ACTTCATGGAGTCGAGTTGCAGACTCCAATCCGGACTACGATCGGCTTTTTGAGATTAGCATCCTATCGCTAGGTA

GCAACCCTTTGTACCGACCATTGTAGCACGTGTGTAGCCCTGGCCGTAAGGGCCATGATGACTTGACGTCGTCCCC

GCCTTCCTCCAGTTTGTCACTGGCAGTATCCTTAAAGTTCCCGACATTACTCGCTGGCAAATAAGGAAAAGGGTTG

CGCTCGTTGCGGGACTTAACCCAACATCTCACGACACGAGCTGACGACAGCCATGCAGCACCTGTATGTAAGTTCC

CGAAGGCACCAATCCATCTCTGGAAAGTTCTTACTATGTCAAGGCCAGGTAAGGTTCTTCGCGTTGCATCGAATTA

AACCACATGCTCCACCGCTTGTGCGGGCCCCCGTCAATTCATTTGAGTTTTAGTCTTGCGACCGTACTCCCCAGGC

GGTCTACTTATCGCGTTAGCTGCGCCACTAAAGCCTCAAAGGCCCCAACGGCTAGTAGACATCGTTTACGGCATGG

ACTACCAGGGTATCTAATCCTGTTTGCTCCCCATGCTTTCGCACCTCAGCGTCAGTGTTAGGCCAGATGGCTGCCT

TCGCCATCGGTATTCCTCCAGATCTCTACGCATTTCACCGCTACACCTGGAATTCTACCATCCTCTCCCACACTCT

AGCTAACCAGTATCGAATGCAATTCCCAAGTTAAGCTCGGGGATTTCACATTTGACTTAATTAGCCGCCTACGCGC

GCTTTACGCCCAGTAAATCCGATTAACGCTTGCACCCTCTGTATTACCGCGGCTGCTGGCACAGAGTTAGCCGGTG

CTTATTCTGCGAGTAACGTCCACTATCTCTAGGTATTAACTAAAGTAGCCTCCTCCTCGCTTAAAGTGCTTTACAA

CCATAAGGCCTTCTTCACACACGCGGCATGGCTGGATCAGGCTTGCGCCCATTGTCCAATATTCCCCACTGCTGCC

TCCCGTAGGAGTCTGGGCCGTGTCTCAGTCCCAGTGTGGCGGATCATCCTCTCAGACCCGCTACAGATCGTCGCCT

TGGTAGGCCTTTACCCCACCAACTAGCTAATCCGACTTAGGCTCATCTATTAGCGCAAGGTCCGAAGATCCCCTGC

TTTCTCCCGTAGGACGTATGCGGTATTAGCATTCCTTTCGAAATGTTGTCCCCCACTAATAGGCAGATTCCTAA。

[0018] 该序列长度为1282bp，在GenBank中基因序列的登录号为MK163532。将该菌的基因

序列上传至GenBank中进行比对，比对结果表明：该菌的基因序列与Acinetobacter的序列

相似性最高。因此，结合细菌的形态特征判断该菌株属于不动杆菌菌(Acinetobacter)，并

将其命名为Acinetobacter  sp.A3。

[0019] 具体地，本发明的菌株Acinetobacter  sp.A3已于2018年10月24日保藏于中国微

说　明　书 2/9 页

4

CN 110699350 B

4



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委员会普通微生物中心(CGMCC)，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其保藏

编号为CGMCC  NO.16620。

[0020] 优选地，所述固定化菌剂采用吸附法将所述不动杆菌的菌悬液中的菌体负载到所

述固定化载体上。

[0021] 本申请采用吸附法直接利用不动杆菌进行负载，免去了复杂的不动杆菌的提取步

骤，制作方便，成本低廉。

[0022] 优选地，所述固定化载体与所述不动杆菌的菌悬液的质量比为4.5‑5.5:1.5‑2.5。

[0023] 优选地固定化载体与菌悬液的比例，使得固定化菌剂中不动杆菌的数量适中，若

是不动杆菌数太少，影响降解速率；若是不动杆菌数过多，固定化载体对微生物的吸附过饱

和，在降解污染物过程中微生物也会脱附进入水体中，然而水体中的微生物生理活性低、稳

定性差，因此优选控制固定化载体与菌悬液的比例。

[0024] 优选地，所述谷糠的吸水率为35‑45％。

[0025] 在质量相同的情况下，吸水率越大的载体能吸附较多的菌悬液；但是若是谷糠的

吸水率过高，微生物吸附量过高，固定化菌剂进入水体中也会脱附，造成不动杆菌的浪费，

且谷糠与菌悬液难以混合均匀，难以保证谷糠中微生物的分布是否均匀，所以优选谷糠的

比例，使得固定化载体对微生物的吸附量适中。

[0026] 优选地，所述菌悬液为将所述不动杆菌培养至对数生长期的菌悬液，且所述菌悬

液的OD600为0.60‑0.63。采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测定所述菌悬液在600nm波长下的吸光度数

值记为OD600。

[0027] 对数生长期的微生物生长速度最大，细胞数量呈指数递增，选择对数生长期的菌

悬液能保证制备的固定化菌剂生长速度高，并具有高的生物活性。

[0028] 以OD600的数值验证菌悬液中不动杆菌的含量，进而控制菌悬液是否处于对数生

长期。

[0029] 进一步地，本发明还提供所述固定化菌剂的制备方法。该制备方法，至少包括以下

步骤：

[0030] 步骤a、培养所述不动杆菌得到菌悬液；

[0031] 步骤b、将所述谷糠进行灭菌处理，然后与所述菌悬液在无菌条件下混合均匀，烘

干得到所述固定化菌剂。

[0032] 相对于现有技术，本发明提供的固定化菌剂的制备方法，具有以下优势：

[0033] 本发明以吸附法将不动杆菌负载到谷糠上，制备方法简单、条件温和，有利于工业

发范围推广，且将微生物固定在谷糠内，并利用谷糠的特性，提高固定化菌剂的生物活性和

稳定性。

[0034] 优选地，步骤b中，所述灭菌处理的条件为：灭菌温度为120‑125℃，灭菌时间为25‑

35min。

[0035] 对所述谷糠进行灭菌，保证后期过程中不引入其他的细菌，进而影响不动杆菌的

活性，甚至影响菌剂处理含氮污水的效果。

[0036] 优选地，步骤b中，所述烘干温度为在30‑40℃。

[0037] 优选的烘干温度能够将固定化菌剂中多余的水分出去，并且不影响不动杆菌的活

性。

说　明　书 3/9 页

5

CN 110699350 B

5



[0038] 优选地，步骤b中，所述混合条件为在100‑300rpm的条件下搅拌8‑12min。

[0039] 优选的混合条件使得菌悬液和载体充分混匀，直到载体材料湿润、疏松且不结块、

不粘壁。

[0040] 优选地，本发明还提供所述固定化菌剂含氮污水处理领域中的应用。

附图说明

[0041]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需要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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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附

图。

[0042]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1提供的固定化菌剂的脱氮性能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3]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

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

限定本发明。

[0044] 为了更好的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下面通过实施例做进一步的举例说明。

[0045] 实施例1

[0046]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固定化菌剂，包含不动杆菌和谷糠，所述不动杆菌保藏于

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委员会普通微生物中心，且所述不动杆菌的保藏编号为CGMCC 

NO.16620；所述谷糠的吸水率为40％。

[0047] 所述谷糠与所述不动杆菌的菌悬液的质量比为5:2，且所述菌悬液中所述不动杆

菌处于对数生长期；所述菌悬液的OD600为0.613。

[0048] 上述固定化菌剂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9] 步骤a、将所述不动杆菌的菌悬液培养至对数生长期；

[0050] 步骤b、将所述谷糠在121℃的条件下进行灭菌处理30min，然后与所述菌悬液在无

菌条件下以200rpm的速度搅拌10min混合均匀，至谷糠湿润、疏松且不结块、不粘壁，然后在

35℃条件下烘干得到所述固定化菌剂。

[0051] 实施例2

[0052]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固定化菌剂，包含不动杆菌和谷糠，所述不动杆菌保藏于

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委员会普通微生物中心，且所述不动杆菌的保藏编号为CGMCC 

NO.16620；所述谷糠的吸水率为45％。

[0053] 所述谷糠与所述不动杆菌的菌悬液的质量比为4.5:2.5，且所述菌悬液中所述不

动杆菌处于对数生长期；所述菌悬液的OD600为0.63。

[0054] 上述固定化菌剂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5] 步骤a、将所述不动杆菌的菌悬液培养至对数生长期；

[0056] 步骤b、将所述谷糠在125℃的条件下进行灭菌处理25min，然后与所述菌悬液在无

菌条件下以300rpm的速度搅拌8min混合均匀，至谷糠湿润、疏松且不结块、不粘壁，然后在

40℃条件下烘干得到所述固定化菌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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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实施例3

[0058]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固定化菌剂，包含不动杆菌和谷糠，所述不动杆菌保藏于

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委员会普通微生物中心，且所述不动杆菌的保藏编号为CGMCC 

NO.16620；所述谷糠的吸水率为35％。

[0059] 所述谷糠与所述不动杆菌的菌悬液的质量比为5.5:1.5，且所述菌悬液中所述不

动杆菌处于对数生长期；所述菌悬液的OD600为0.605。

[0060] 上述固定化菌剂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61] 步骤a、将所述不动杆菌的菌悬液培养至对数生长期；

[0062] 步骤b、将所述谷糠在120℃的条件下进行灭菌处理35min，然后与所述菌悬液在无

菌条件下以100rpm的速度搅拌12min混合均匀，至谷糠湿润、疏松且不结块、不粘壁，然后在

30℃条件下烘干得到所述固定化菌剂。

[0063] 实施例4

[0064]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固定化菌剂，包含不动杆菌和谷糠，所述不动杆菌保藏于

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委员会普通微生物中心，且所述不动杆菌的保藏编号为CGMCC 

NO.16620；所述谷糠的吸水率为40％。

[0065] 所述谷糠与所述不动杆菌的菌悬液的质量比为5:2，且所述菌悬液中所述不动杆

菌处于对数生长期；所述菌悬液的OD600为0 .153，即将实施例1中的菌悬液稀释至原有

OD600的1/4倍。

[0066] 上述固定化菌剂的制备方法也与实施例1相同，不再赘述。

[0067] 实施例5

[0068] 本对比例提供一种固定化菌剂，包含不动杆菌和谷糠，所述不动杆菌保藏于中国

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委员会普通微生物中心，且所述不动杆菌的保藏编号为CGMCC 

NO.16620；所述谷糠的吸水率为40％。

[0069] 所述谷糠与所述不动杆菌的菌悬液的质量比为5:2，所述菌悬液的OD600为1.226，

即将实施例1中的菌悬液浓缩至原有OD600的2倍。

[0070] 上述固定化菌剂的制备方法也与实施例1相同，不再赘述。

[0071] 为了更好的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下面还通过对比例和本发明的实施例做进一

步的对比。

[0072] 对比例1

[0073] 本对比例提供一种固定化菌剂，包含不动杆菌和沸石，所述不动杆菌保藏于中国

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委员会普通微生物中心，且所述不动杆菌的保藏编号为CGMCC 

NO.16620；所述沸石的吸水率为40％。

[0074] 所述沸石与所述不动杆菌的菌悬液的质量比为5:2，所述菌悬液的OD600为2.453，

即将实施例1中的菌悬液浓缩至原有OD600的4倍。

[0075] 上述固定化菌剂的制备方法也与实施例1相同，不再赘述。

[0076] 对比例2

[0077] 本对比例提供一种固定化菌剂，包含不动杆菌和活性炭，所述不动杆菌保藏于中

国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委员会普通微生物中心，且所述不动杆菌的保藏编号为CGMCC 

NO.16620；所述活性炭的吸水率为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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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8] 所述活性炭与所述不动杆菌的菌悬液的质量比为5:2，所述菌悬液的OD600为

2.453，即将实施例1中的菌悬液浓缩至原有OD600的4倍。

[0079] 上述固定化菌剂的制备方法也与实施例1相同，不再赘述。

[0080] 为了更好的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固定化菌剂的特性，下面将实施例1‑5以及

对比例1‑2制备的固定化菌剂进行性能测试。

[0081] 试验例1

[0082] 采用与菌种培养相同的培养基，分别在7个锥形瓶中分别加入150mL的培养基，在

120℃下灭菌30min。然后向锥形瓶中分别加入实施例1‑5以及对比例1‑2制备的固定化菌

剂，菌剂加入量均为干重0.5g，测试对硝氮的降解效果，降解效率如下表1所示，实施例1的

降解图如图1所示。

[0083] 表1降解效率

[0084]   硝氮初始浓度 脱氮时间 硝氮去除率

实施例1 100mg/L 16h 100％

实施例2 100mg/L 16.1h 100％

实施例3 100mg/L 16.1h 100％

实施例4 100mg/L 18h 100％

实施例5 100mg/L 14h 100％

对比例1 100mg/L 20h 35％

对比例2 100mg/L 20h 5％

[0085] 从表1中可以看出，本发明实施例1‑5提供的固定化菌剂能在18h内将浓度为

100mg/L的硝氮全部降解，其中，实施例1‑3的降解速率较好，16h左右即可全部降解，实施例

5的更优，14h即可全部降解。对比例1‑2制备的固定化菌剂的降解效果很差，20h内对硝氮去

除率仅仅为35％和5％。

[0086] 从图1中可以看出，实施例1制备的固定化菌剂在好氧条件下在16h内将100mg/L的

硝氮全部降解，同时将积累的亚硝氮降解完全，展示出良好的反硝化效果。不同于游离细

菌，吸附法制得的固定化菌剂可为微生物提供好氧缺氧的微环境，既利于菌剂的生长又利

于菌剂反硝化脱氮性能的发挥，实施例2‑5制备的固定化细菌也能在相应时间内完全降解

硝氮和亚硝氮。

[0087] 结合实施例1、实施例4‑5可以看出，随着固定化菌剂中不动杆菌的浓度的增加，达

到硝氮去除率为100％的脱氮时间缩短。

[0088] 对比例1‑2中，虽然采用的菌悬液的浓度为实施例1中菌悬液浓度的4倍，但是对硝

氮去除率远远低于实施例1的，甚至低于实施例4的，即对比例1‑2采用4倍的菌悬液浓度的

固定化菌剂的降解效果远远低于实施例5采用1/4倍的菌悬液浓度的效果。

[0089]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或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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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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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 SEQUENCE  LISTING

[0002] <110> 中电建水环境治理技术有限公司

[0003] <120>  一种固定化菌剂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0004] <130>  2019

[0005] <160>  1

[0006] <170>  PatentIn  version  3.5

[0007] <210>  1

[0008] <211>  1282

[0009] <212>  DNA

[0010] <213> 人工序列

[0011] <400>  1

[0012] ggcggtgtgt  acaaggcccg  ggaacgtatt  caccgcggca  ttctgatccg  cgattactag  60

[0013] cgattccgac  ttcatggagt  cgagttgcag  actccaatcc  ggactacgat  cggctttttg  120

[0014] agattagcat  cctatcgcta  ggtagcaacc  ctttgtaccg  accattgtag  cacgtgtgta  180

[0015] gccctggccg  taagggccat  gatgacttga  cgtcgtcccc  gccttcctcc  agtttgtcac  240

[0016] tggcagtatc  cttaaagttc  ccgacattac  tcgctggcaa  ataaggaaaa  gggttgcgct  300

[0017] cgttgcggga  cttaacccaa  catctcacga  cacgagctga  cgacagccat  gcagcacctg  360

[0018] tatgtaagtt  cccgaaggca  ccaatccatc  tctggaaagt  tcttactatg  tcaaggccag  420

[0019] gtaaggttct  tcgcgttgca  tcgaattaaa  ccacatgctc  caccgcttgt  gcgggccccc  480

[0020] gtcaattcat  ttgagtttta  gtcttgcgac  cgtactcccc  aggcggtcta  cttatcgcgt  540

[0021] tagctgcgcc  actaaagcct  caaaggcccc  aacggctagt  agacatcgtt  tacggcatgg  600

[0022] actaccaggg  tatctaatcc  tgtttgctcc  ccatgctttc  gcacctcagc  gtcagtgtta  660

[0023] ggccagatgg  ctgccttcgc  catcggtatt  cctccagatc  tctacgcatt  tcaccgctac  720

[0024] acctggaatt  ctaccatcct  ctcccacact  ctagctaacc  agtatcgaat  gcaattccca  780

[0025] agttaagctc  ggggatttca  catttgactt  aattagccgc  ctacgcgcgc  tttacgccca  840

[0026] gtaaatccga  ttaacgcttg  caccctctgt  attaccgcgg  ctgctggcac  agagttagcc  900

[0027] ggtgcttatt  ctgcgagtaa  cgtccactat  ctctaggtat  taactaaagt  agcctcctcc  960

[0028] tcgcttaaag  tgctttacaa  ccataaggcc  ttcttcacac  acgcggcatg  gctggatcag  1020

[0029] gcttgcgccc  attgtccaat  attccccact  gctgcctccc  gtaggagtct  gggccgtgtc  1080

[0030] tcagtcccag  tgtggcggat  catcctctca  gacccgctac  agatcgtcgc  cttggtaggc  1140

[0031] ctttacccca  ccaactagct  aatccgactt  aggctcatct  attagcgcaa  ggtccgaaga  1200

[0032] tcccctgctt  tctcccgtag  gacgtatgcg  gtattagcat  tcctttcgaa  atgttgtccc  1260

[0033] ccactaatag  gcagattcct  aa  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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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13

CN 110699350 B

13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ES00010
	DES00011

	BIS
	BIS00012

	DRA
	DRA00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