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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株降解土霉素的氨基杆菌及其应用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株降解土霉素的氨基杆菌

及 其 应 用 ，其 分 类 命 名 为 氨 基 杆 菌

(Aminobacter.sp)，菌株号为OTC-11，已保藏于

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委员会普通微生物中

心，保藏编号为CGMCC NO .10541，保藏日期为

2015年2月9日。在实验室摇瓶条件下该菌株对

500ug/L土霉素的降解率达94.5％，解决了含抗

生素废水对微生物产生抑制而影响其处理效果

的问题。该菌株的菌剂制备工艺简单，成本低、效

率高、无二次污染，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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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株降解土霉素的氨基杆菌，其分类命名为氨基杆菌(Aminobacter.sp)，菌株号为

OTC-11，已保藏于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委员会普通微生物中心，保藏编号为CGMCC 

NO.10541，保藏日期为2015年2月9日。

2.一种固定化微球，其特征在于，将权利要求1所述的氨基杆菌固定于微球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固定化微球，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固定化微球按照如下步骤制

备得到：

(1)将菌株OTC-11接种于LB液体培养基中于30℃下培养至对数期；

(2)将步骤(1)得到的菌液固液分离后去除掉清液，用无菌水洗涤菌体，再用无菌水重

悬菌体；

(3)将步骤(2)得到的菌体液与含有Fe3O4和海藻酸钠的水溶液混匀，然后用注射器将混

合液滴入常温下的CaCl2水溶液，于4℃交联钙化6h后得到海藻酸钙凝胶固定化微球，无菌

水洗两遍保存于4℃备用。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固定化微球，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所述的LB培养基配方

为：NaCl  10.0g/L，蛋白胨10.0g/L，酵母粉5.0g/L，pH7.0。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固定化微球，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所述的菌体液与含有

Fe3O4和海藻酸钠的水溶液的体积比为1:20；其中，所述的菌体液中，菌体的浓度OD600nm＝

1.0，所述的含有Fe3O4和海藻酸钠的水溶液中，Fe3O4的浓度为100mg/L，海藻酸钠的浓度为

4wt％。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固定化微球，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所述的CaCl2水溶液中，

CaCl2的浓度为3wt％。

7.权利要求1所述的氨基杆菌在降解土霉素中的应用。

8.权利要求2所述的固定化微球在降解土霉素中的应用。

9.根据权利要求7或8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土霉素存在的环境为水体。

10.根据权利要求7或8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菌株OTC-11能以土霉素和苯酚发生共

代谢进行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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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株降解土霉素的氨基杆菌及其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环境微生物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株降解土霉素的氨基杆菌及其应

用。

背景技术

[0002] 由于抗生素的大量频繁使用，由抗生素引起的细菌抗药性问题近年来开始引起人

们的关注。在抗生素的使用过程中会诱导产生了具有忍耐性的抗性菌株，使得抗生素能杀

死细菌的有效剂量在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试验证明，环境致病菌耐药性的增加和扩散，将

会对人类的公共健康构成潜在威胁。四环素类抗生素是由放线菌产生的一类广谱抗生素，

包括土霉素、金霉素和四环素等，其结构均含四苯基本骨架。其中土霉素是临床使用最多、

最广泛的抗生素之一，在药品市场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我国使用较多的药物添加剂。土霉

素性质稳定，在环境中不宜降解，被排泄到环境中仍能存在很长时间，从而造成环境中的药

物残留，而四环素在我国的生产量和使用量都非常巨大，所以城市污水处理厂对土霉素的

处理具有关键性的现实意义。微生物降解具有成本低、效率高、无二次污染、生态恢复性好

等优点，已在很多方面得到应用，所以筛选出土霉素降解菌对于处理土霉素的废水具有重

大意义。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株降解土霉素的氨基杆菌，可以高效降解废

水中土霉素。

[0004] 本发明还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上述降解土霉素的氨基杆菌的应用，利用微生

物的方法来降解废水中的污染物，适用于现代废水处理工艺，使废水达标排放，同时降低生

产和使用成本。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株降解土霉素的氨基杆菌，其分类命名为氨基杆菌(Aminobacter.sp)，菌株号

为OTC-11，已保藏于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委员会普通微生物中心(简称CGMCC)，地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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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100101，保藏编号为

CGMCC  NO.10541，保藏日期为2015年2月9日。菌株OTC-11是发明人于2015年1月于江苏省南

京市发现并筛选得到的，所述的菌株OTC-11其主要生物学特性为革兰氏阴性，杆状，不产芽

孢，硝酸盐还原阴性，菌落圆形，氧化酶和接触酶阳性，能以土霉素和苯酚发生共代谢进行

生长。测得菌株的16S  rDNA基因的核苷酸序列长度为1345bp，其基因序列如SEQ  ID  No：1所

示。

[0007] 一种固定化微球，将所述的氨基杆菌固定于微球上。

[0008] 其中，所述的固定化微球按照如下步骤制备得到：

[0009] (1)将菌株OTC-11接种于LB液体培养基中于30℃下培养至对数期；

[0010] (2)将步骤(1)得到的菌液固液分离后去除掉清液，用无菌水洗涤菌体，再用无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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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重悬菌体；

[0011] (3)将步骤(2)得到的菌体液与含有Fe3O4和海藻酸钠的水溶液混匀，然后用注射器

将混合液滴入常温下的CaCl2水溶液，于4℃交联钙化6h后得到海藻酸钙凝胶固定化微球，

无菌水洗两遍保存于4℃备用。

[0012] 步骤(1)中，所述的LB培养基配方为：NaCl  10.0g/L，蛋白胨10.0g/L，酵母粉5.0g/

L，pH7.0。

[0013] 步骤(3)中，所述的菌体液与含有Fe3O4和海藻酸钠的水溶液的体积比为1:20；其

中，所述的菌体液中，菌体的浓度OD600nm＝1.0，所述的含有Fe3O4和海藻酸钠的水溶液中，

Fe3O4的浓度为100mg/L，海藻酸钠的浓度为4wt％。

[0014] 步骤(3)中，所述的CaCl2水溶液中，CaCl2的浓度为3wt％。

[0015] 上述氨基杆菌在降解土霉素中的应用也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0016] 上述固定化微球在降解土霉素中的应用也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0017] 其中，所述的土霉素存在的环境为水体。

[0018] 具体的应用方法，优选为：先将固定化小球在废水中曝气15h进行活化，活化过程

中水温28±2℃，曝气量在1.5L/min，然后在温度为28±2℃、pH值为6.8-7.2，添加苯酚浓度

为1mg/L，在土霉素进水浓度500μg/L的情况下，每升土霉素废水采取200ml的固定化小球来

处理，同时，水力停留时间为72h，在这种情况下土霉素的去除率在90％以上，有较好的去除

效果。

[0019] 有益效果：本发明所述的土霉素降解菌株OTC-11能以土霉素和苯酚进行共代谢生

长。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菌株OTC-11所制备的固定化小球，实验室生物降解实验结果表明，固

定化小球对500μg/L土霉素的降解率达到94.5％。该发明生产的降解菌OTC-11的固定化小

球具有生产成本低，使用方便，去除效果好的优点，可以降解废水中的土霉素，适合在含有

土霉素的废水处理中推广使用。本发明对于保护生态环境，保护人类的身体健康，降低废水

处理成本具有重要的意义。

附图说明

[0020] 图1菌株OTC-11菌体结晶紫染色照片(1000x)；

[0021] 图2固定化小球对土霉素降解去除率随时间变化的示意图；

[0022] 图3不同温度条件对固定化小球对土霉素降解的影响。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根据下述实施例，可以更好地理解本发明。然而，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容易理解，实

施例所描述的内容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不应当也不会限制权利要求书中所详细描述的本

发明。

[0024] 若未特别指明，实施例中所用的技术手段为本领域技术人员所熟知的常规手段。

[0025] 实施例1：土霉素降解菌株OTC-11的分离和鉴定。

[0026] 取土霉素富集菌液1.0ml，加入9.0ml无菌水中，充分混匀配成10-1的富集液，再吸

取1.0ml配好的10-1的富集液加入9.0ml无菌水中，充分混匀配成10-2的富集液，以此类推，

对富集液进行梯度稀释。吸取各梯度的稀释液0.1ml涂布于含500ug/L土霉素的无机盐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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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基上，其配方为：每升含1.5g  K2HPO4、0.5g  KH2PO4、0.2g  MgSO4·7H2O、1.0g  NaCl、1.0g

(NH4)2SO4，1.0g苯酚，20g琼脂，pH  7.0，30℃培养72h。72h后从以上的无机盐固体培养基上

挑取单菌落，于5ml的LB液体培养基中培养24小时后，于10000r/min的条件下离心3min，倒

去上清液，加入5ml的无菌水摇匀，仍于10000r/min的条件下离心3min，按此方法用无菌水

洗两遍后，加入5ml无菌水悬浮该菌。吸取1ml该菌液加入100ml土霉素浓度为500ug/l的无

机盐液体培养基中，其配方为：每升含1.5g  K2HPO4、0.5g  KH2PO4、0.2g  MgSO4·7H2O、1.0g 

NaCl、1.0g(NH4)2SO4，1.0g苯酚，pH  7.0，于160r/min，30℃条件下振荡培养72h后，用高效液

相色谱测其降解效果。将降解效率较高的一株菌株保存，进行后续实验。其菌体革兰氏染色

照片(1000x)如图1所示，鉴定氨基杆菌(Aminobacter.sp)，命名为：OTC-11。主要生物学特

性为革兰氏阴性，杆状，不产芽孢，硝酸盐还原阴性，菌落圆形，氧化酶和接触酶阳性，能以

土霉素和苯酚发生共代谢生长。如图2所示，在实验室摇瓶条件下固定化小球对500ug/L土

霉素的降解率可达到90％以上。

[0027] 实施例2：菌株OTC-11制备成固定化小球的方法。

[0028] 1)用接种环在斜面培养基上挑取少量菌种接种于LB液体培养基中于30℃，160r/

min条件下振荡培养至对数期；

[0029] 2)将上述培养好的菌液于10000r/min的条件下离心3min，倒掉上清液，加入相同

体积的无菌水，摇匀后10000r/min离心3min，如此洗两遍，用相同体积的无菌水悬浮，制成

菌体液。

[0030] 3)取1ml菌体液与20ml含有100mg/L纳米Fe3O4的4％海藻酸钠溶液于常温混匀，然

后用注射器将混合液滴入常温下的3％CaCl2溶液，于4℃交联钙化6h后得到海藻酸钙凝胶

固定化小球，无菌水洗两遍保存于4℃备用。

[0031] 步骤1)中所述的LB培养基为：NaCl  10 .0g/L，蛋白胨10 .0g/L，酵母粉5.0g/L，

pH7.0。

[0032] 实施例3：固定化小球在土霉素降解中的应用方法。

[0033] 先将固定化小球在废水中曝气15h进行活化，活化过程中水温28±2℃，曝气量在

1.5L/min，然后在温度为28±2℃、pH值为6.8-7.2，添加苯酚浓度1.0g/L的条件下，在土霉

素进水浓度低于500ug/L的情况下，每升土霉素废水采取200ml的实施例2所制备的固定化

小球来处理，同时，水力停留时间为72h，如图2所示，在这种情况下土霉素的去除率在90％

以上，有较好的去除效果；而图3显示了对于不同温度条件下土霉素的去除情况，研究表明，

温度过高或过低对于菌株OTC-11处理土霉素的效果均有抑制，最适宜温度范围在25℃-35

℃，降解率可维持80％以上。

[0034] 通过以上实验可以看出，在温度为28±2℃、pH值为7.0左右，添加苯酚浓度1.0g/

L，水力停留时间为72h的条件下，在土霉素进水浓度500ug/L的情况下，每升土霉素废水采

取200ml的固定化微生物小球来处理，具有较好的去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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