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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株好氧反硝化菌ZJ-17及其应用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株好氧反硝化菌ZJ-17及其

应用，好氧反硝化菌属嗜水气单胞菌（Aeromonas 

hydrophila），命名为ZJ-17，保藏于中国微生物

菌种保藏管理委员会普通微生物中心，保藏日期

为2017年5月27日，编号CGMCC No.14206，其16S 

rDNA的序列如序列表。ZJ-17菌为非发酵革兰氏

阴性菌，专性需氧菌，生长温度范围25-42℃，最

适温度为25-30℃，在4℃不生长而在42℃可以生

长。菌体长1.5-5.0μm，宽0.5-1μm，呈球杆状或

线状，成对或短链状排列，菌体一端有单鞭毛，无

芽孢。本发明菌株能以多种有机物为碳源，将菌

株ZJ-17进行活化培养后，有优秀的反硝化性能，

用于污水生物脱氮工艺，硝氮去除率高达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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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好氧反硝化菌，其特征在于：菌株为嗜水气单胞菌(Aeromonas  hydrophila)ZJ-

17，属于气单胞菌属(Aeromonas)，保藏于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委员会普通微生物中

心，保藏日期为2017年5月27日，保藏编号为CGMCC  No.1420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好氧反硝化菌，其特征在于：经鉴定为革兰氏阴性杆菌，

专性需氧菌，生长温度范围25-42℃，最适生长温度为25-30℃，特别是该菌在4℃不生长而

在42℃可以生长，菌体长度为1.5-5.0μm，宽度为0.5-1μm，呈球杆状或线状，成对或短链状

排列，菌体一端有单鞭毛，无芽孢。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好氧反硝化菌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嗜水气单胞菌

(Aeromonas  hydrophila)ZJ-17，用于在污水的生物脱氮，所述的生物脱氮为生物脱除硝氮

和氨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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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株好氧反硝化菌ZJ-17及其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生物工程、环境工程技术领域，涉及一种好氧反硝化菌株，同时提供这

种菌株的脱氮效能。

背景技术

[0002] 当前，随着国民经济地迅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地不断深入，城市生活和工业废水

的排放总量也在逐年增加。而农药、化肥和合成洗涤剂等的广泛使用，使得水体中的营养物

质浓度不断升高，其中氮是引起水体富营养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常规的生化处理工艺可以

有效地降低污水中的BOD和SS，但当污水中同时存在的N，P等营养物的时候，只能去除污水

中氮的30-40%，大量含氮污水将直接排入环境水体。

[0003] 传统的生物脱氮包括好氧硝化和缺氧反硝化两个过程，即首先在好氧条件下，亚

硝酸盐将氨氮氧化为亚硝酸盐，而后硝酸菌将亚硝酸氮进一步氧化为硝酸氮。随后在缺氧

条件下，反硝化菌将硝酸氮或亚硝酸氮还原成气体氮或者N2O。好氧反硝化具有以下优点：

（1）在有氧条件下进行反硝化，使得同步硝化反硝化（SND）成为可能；（2）硝化反应的产物可

直接成为反硝化反应的底物，避免了培养过程亚硝酸盐和硝酸盐的积累对硝化反应的抑

制，加速了硝化和反硝化进程.同时，反硝化会补偿硝化反应消耗的碱度，维持了反应系统

pH值稳定，降低了操作难度和运行成本；（3）大部分好氧反硝化菌适应性较强、生长速度快、

产量高并且对溶解氧浓度要求较低，反硝化速度快且彻底，适合治理大面积氮污染水域。好

氧反硝化技术作为一种全新的脱氮技术备受研究者关注。

[0004] 到目前为止，好氧反硝化菌株主要集中在Pseudomonas菌属和Bacillus菌属，菌种

较为单一，且研究多集中在降解基因和降解机理方面，实际应用研究有限。因此，从自然界

筛选出对具有高效好氧反硝化效能的菌株，对其生理生化特性及其脱氮除磷效能能进行深

入的研究都是必需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之一是从自然界筛选出具有好氧反硝化效能的菌株，为污水生物脱

氮工艺的生物强化提供高效的菌制剂，对氮等污染物进行生物处理。

[0006]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提供嗜水气单胞菌（Aeromonas  hydrophila）ZJ-17在水处

理中的应用效能。

[0007]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一株好氧反硝化细菌，其特征属于属

嗜水气单胞菌（Aeromonas  hydrophila），已在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保藏，保藏日期为

2017年5月27号，保藏编号为CGMCC  No.14206。

[0008] 本发明所提供的好氧反硝化细菌Aeromonas  hydrophila  ZJ-17，其特征在于经鉴

定为革兰氏阴性杆菌，专性需氧菌，生长温度范围25-42℃，最适生长温度为25-30℃，特别

是该菌在4℃不生长而在42℃可以生长，菌体长度为1.5-2.0 μm，宽度为1-1.5 μm，呈球杆

状或线状，成对或短链状排列，菌体一端有单鞭毛，无芽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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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好氧反硝化菌培养基配制如下：丁二酸钠，4.7g/L;Na2HPO4·7H2O ,  7 .9g/L;

MgSO4·7H2O ,  0.1g/L;  KNO3 ,  1 .  5g/L;  NH4C1，0.  3g/L;  KH2PO4 ,  1 .  5g/L，微量元素，

2mL/L。

[0010] 其中微量元素为:EDTA,  50g/L  ;ZnSO4,  2.2g/L  ;CaCl2,  5.5g/L  ;MnCl2·4H2O,

[0011] 5 .06g/L  ;FeSO4·7H2O ,  5.0g/L  ;(NH4)6Mo7O2·4H2O  1 .1  g;  L;CuSO4·5H2O，

1.57g/L;

[0012] CoCl2·6H2O,  1.61g/L。

[0013] 处理方法为：挑取ZJ-17菌落，富集24小时后，以每1L水样接种100ml菌液的比例接

种至含氮培养基中，培养时间为24小时。

[0014] 本发明所提供的好氧反硝化菌株的可用在含氮废水处理中的脱氮效能应用。

[0015] 本发明所提供的嗜水气单胞菌（Aeromonas  hydrophila）ZJ-17的基因具有较高的

好氧反硝化性能。在适当条件下，硝氮去除率高达100%，这些特点在水处理领域具有重大意

义。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菌株嗜水气单胞菌（Aeromonas  hydrophila）ZJ-17的系统进化树。

[0017] 图2是菌株嗜水气单胞菌（Aeromonas  hydrophila）ZJ-17的原子力显微镜成像图。

[0018] 图3是菌株嗜水气单胞菌（Aeromonas  hydrophila）ZJ-17的生长曲线及脱氮效能

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本发明中Aeromonas  hydrophila  ZJ-17是通过以下步骤获得：嗜水气单胞菌

（Aeromonas  hydrophila）ZJ-17的分离和纯化。SBR反应器采取先间歇曝气后连续曝气运行

方式，取运行稳定时某周期好氧段末的活性污泥作为分离用泥。采用稀释混合平板法进行

分离。使用反硝化培养基进行分离。

[0020] 对己分离出来的菌株在好氧条件下在反硝化培养基中进行脱氮试验。同时辅助进

行硝酸盐还原产气试验及异染颗粒染色（亚甲基蓝染色法）检验。对于硝酸还原性为阳性并

产气，并在好氧条件下能降低TN浓度的细菌即为好氧反硝化菌种属。

[0021] 具体试验如下：将嗜水气单胞菌（Aeromonas  hydrophila）ZJ-17按照具体实施方

法进行活化，富集培养。富集培养完成后移取10ml悬浊液至含有100  ml不含琼脂的好氧反

硝化培养基的250  ml锥形瓶中，在30℃，160  rpm条件下培养24h。培养完成后再离心（10000 

rpm，5  min），取上清液测定氨氮、硝态氮、亚硝氮及TN的含量。结果如表1。硝酸盐还原产气

试验：取各斜面菌种，接种在带杜氏小管的硝酸盐还原培养基（牛肉膏，3  g/L；蛋白陈，5  g/

L；KNO3，1  g/L；pH，7.4；121℃高压蒸汽灭菌20  min）中，每个菌株作2个平行试验，同时另外

留2管不接种做对照。30℃恒温培养，分别在1天、3天、5天后检测结果：检查杜氏小管内是否

产气，如有气泡表明有氮气产生；在比色瓷盘中加入少量培养液，滴入1-2滴格里斯试剂A液

（对氨基苯磺酸，0.5g；10%左右稀醋酸，150ml）和B液（a-苯胺，0.1g；10%左右稀醋酸，150ml；

H2O，20ml）。在对照管中同样加入A液和B液各1-2滴。若溶液变为红色，橙色，或棕色等，表示

有亚硝酸盐存在，为硝酸盐还原阳性；如无红色出现则可加入1-2滴二苯胺试剂（0.5g二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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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溶于100ml浓H2SO4，并加20ml蒸馏水稀释，存于棕色瓶中），如不呈蓝色反应，则仍为阳性

反应。若呈蓝色反应，则为阴性反应。

[0022] 嗜水气单胞菌（Aeromonas  hydrophila）ZJ-17的生理生化分析：嗜水气单胞菌

（Aeromonas  hydrophila）ZJ-17的生理生化鉴定参照《伯杰细菌鉴定手册》第八版操作，鉴

定结果为嗜水气单胞菌（Aeromonas  hydrophila）ZJ-17为非发酵革兰氏阴性菌，专性需氧

菌，生长温度范围25-42℃，最适生长温度为25-30℃，特别是该菌在4℃不生长而在42℃可

以生长。原子力显微镜观察显示该菌体长度为1.5-2.0μm，宽度为1-1 .5μm，呈球杆状或线

状，成对或短链状排列，菌体一端有单鞭毛，无芽孢。该菌株不需要有机生长因素。营养多样

化：单个菌株的生长可利用76-82种或更多的不同有机化合物。对菌株进行革兰氏染色，氧

化酶，接触酶，葡萄糖氧化发酵，产吲哚，V.P.测定，M.R.测定，明胶液化，淀粉水解，柠檬酸

盐利用，硝酸盐还原等主要生理生化指标试验，结果如表2所示。

[0023] 本发明嗜水气单胞菌（Aeromonas  hydrophila）ZJ-17能以多种有机物为碳源，可

用于污水生物脱氮。对嗜水气单胞菌（Aeromonas  hydrophila）ZJ-17生物脱氮能力进行检

测：

[0024] Aeromonas  hydrophila  ZJ-17生长曲线测定。按照测定细菌生长曲线的标准方法

对嗜水气单胞菌（Aeromonas  hydrophila）ZJ-17的生长曲线进行测定，每隔2h取培养液，采

用光电比浊法，在660nm波长处测定菌液的OD660（Optical  Density），然后经0.22pm微孔滤

膜过滤，检测滤液氨氮、亚硝氮、硝氮和  pH值等指标。获得嗜水气单胞菌（Aeromonas 

hydrophila）ZJ-17生长曲线如图3所示。从图3中可以看出，该嗜水气单胞菌（Aeromonas 

hydrophila）ZJ-17的生长曲线比较特殊，潜伏期较长，为4-6h左右，这可能是因为嗜水气单

胞菌（Aeromonas  hydrophila）ZJ-17接种后的培养基中无氨氮，接入后仅能以硝氮为氮源

进行细胞合成。菌株的对数生长期约为8-16h，18h以后开始进入稳定期和衰亡期。

[0025] 嗜水气单胞菌（Aeromonas  hydrophila）ZJ-17脱氮效能测定：将嗜水气单胞菌

（Aeromonas  hydrophila）ZJ-17按照实施方法进行活化，富集培养。富集培养完成后移取

10ml悬浊液至含有100ml不含琼脂的好氧反硝化培养基的250ml锥形瓶中，在30℃，160rpm

条件下培养24h。每隔2h取培养液，离心（10000rpm，5min），取上清液测定氨氮、硝氮、亚硝氮

及TN的含量。从图3和表1中可以看出，嗜水气单胞菌（Aeromonas  hydrophila）ZJ-17有良好

的好氧反硝化效果。一般来说传统反硝化理论认为，由于溶解氧会与硝酸盐氮竞争电子受

体，溶解氧（DO）的存在会对反硝化过程起到抑制作用，从而抑制反硝化的进行。但是，好氧

反硝化理论的提出转变了传统观念，其理论认为由于菌体中存在周质硝酸盐还原酶，因此

菌株可利用硝态氮和氧气同时作为电子受体进行协同呼吸。综上，嗜水气单胞菌

（Aeromonas  hydrophila）ZJ-17为高效的好氧反硝化菌。

[0026] 表1嗜水气单胞菌（Aeromonas  hydrophila）ZJ-17脱氮性能

[0027]

[0028] 表2嗜水气单胞菌（Aeromonas  hydrophila）ZJ-17生理生化鉴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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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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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 序列表

[0002] <110>  彭昆国

[0003] 庞长泷

[0004] 杨林锋

[0005] 余锦龙

[0006] <120> 一株好氧反硝化菌Aeromonas  hydrophila  ZJ-17及其应用

[0007] <141>  2018-01-31

[0008] <150>  2017104912838

[0009] <151>  2017-06-26

[0010] <160>  1

[0011] <170>  SIPOSequenceListing  1.0

[0012] <210>  2

[0013] <211>  957

[0014] <212>  DNA

[0015] <213> 好氧反硝化菌ZJ-17(Aeromonas  hydrophila  ZJ-17)

[0016] <400>  2

[0017] tatacggagg  gtgcaagcgt  taatcggaat  tactgggcgt  aaagcgcacg  caggcggttg  60

[0018] gataagttag  atgtgaaagc  cccgggctca  acctgggaat  tgcatttaaa  actgtccagc  120

[0019] tagagtcttg  tagagggggg  tagaattcca  ggtgtagcgg  tgaaatgcgt  agagatctgg  180

[0020] aggaataccg  gtggcgaagg  cggccccctg  gacaaagact  gacgctcagg  tgcgaaagcg  240

[0021] tggggagcaa  aacaggatta  gataccctgg  tagtccacgc  cgtaaacgat  gtcgatttgg  300

[0022] aggctgtgtc  cttgagacgt  ggcttccgga  gctaacgcgt  taaatcgacc  gcctggggag  360

[0023] tacggccgca  aggttaaaac  tcaaatgaat  tgacgggggc  ccgcacaagc  ggtggagcat  420

[0024] gtggtttaat  tcgatgcaac  gcgaagaacc  ttacctggcc  ttgacatgtc  tggaatcctg  480

[0025] cagagatgcg  ggagtgcctt  cgggaatcag  aacacaggtg  ctgcatggct  gtcgtcagct  540

[0026] cgtgtcgtga  gatgttgggt  taagtcccgc  aacgagcgca  acccctgtcc  tttgttgcca  600

[0027] gcacgtaatg  gtgggaactc  aagggagact  gccggtgata  aaccggagga  aggtggggat  660

[0028] gacgtcaagt  catcatggcc  cttacggcca  gggctacaca  cgtgctacaa  tggcgcgtac  720

[0029] agagggctgc  aagctagcga  tagtgagcga  atcccaaaaa  gcgcgtcgta  gtccggatcg  780

[0030] gagtctgcaa  ctcgactccg  tgaagtcgga  atcgctagta  atcgcaaatc  agaatgttgc  840

[0031] ggtgaatacg  ttcccgggcc  ttgtacacac  cgcccgtcac  accatgggag  tgggttgcac  900

[0032] cagaagtaga  tagcttaacc  ttcgggaggg  cgtttaccac  ggtgtgattc  atgactg    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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