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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北大宝山矿区土壤中抗铅菌株的筛选鉴定
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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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集大宝山矿区重金属污染的土壤样品，采用稀释涂布平板法对土壤样品中抗铅菌株的筛选，进一步
在含不同铅浓度的培养液中进行驯化；通过对该菌株的形态观察、一系列生理生化试验、以及 16S rDNA 序列的比
对研究进行鉴定；利用原子荧光光度计测定其对发酵液中铅的吸附能力。结果表明，分离获得的抗铅菌株在铅浓度
为 500 mg·L-1 的培养液中长势良好，鉴定为类短短芽孢杆菌（Brevibacillus parabrevis），该菌株在含铅浓度为 300
mg·L-1 的液体培养情况下，培养 20 h 左右，对发酵液中铅的去除效率高，高达 3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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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eening and identification of Pb-resistance strain from Dabaoshan mining area
in Northern Guangdong Province
KE Ye, LU Xingyan, ZENG Songrong, CHEN Yun
(Henry Fok College of Life Sciences, Shaoguan University, Shaoguan 512005)

Abstract: Using the method of dilution butteron on plate, a Pb-resistance strain was screened from the heavy
metal polluted soil in Dabaoshan mining area, north of Guangdong Province. The strain was further acclimatized
by culturing in liquid medium containing different lead concentrations. The strain was identified by cell morphology,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16S rDNA sequence alignment. Further its Pb adsorption
capacity in fermentation broth was determined by atom fluorescence spectrometry. The results showed a
Pb-resistance strain was obtained and it grew well in the condition of 500 mg/L Pb. This strain was identified as
Brevibacillus parabrevis. Cultured in liquid medium containing 300 mg/L Pb, the strain had the highest Pb removal efficiency (30.27%) after culturing for 20 hours.
Key words: Pb; screening and identification of strain; Brevibacillus parabrevis
随着工业社会的飞速发展，如采矿、工业废物
排放等人类活动的加剧，导致铅、镉、铬、铜、镍
等重金属以水溶性形式释放于土壤、地下水或地表
水中[1]，并且这些重金属不能被化学或生物降解[2]。
这种水溶性重金属被美国政府明确指出的首批污染
元素(http://www.atsdr.cd c.gov/cercla/ 07list.html)，由
于这些重金属即使在较低浓度下对生物细胞都有毒
害作用[3]。因此，对重金属污染的修复越来越受到
人们的重视。
多年来，人们一直采用易地修复和原位修复两
种策略。易地修复通常是成本高，土壤结构和功能

受到扰乱[4]；原位修复表现出耗时和不确定性的不
足。在原位修复中，可采用物理、化学和生物方法。
虽然物理和化学方法广泛应用，但是存在不足也较
为明显，一方面，特别是当重金属污染物浓度低于
100 mg·L-1 的情况下，降低重金属毒性效果并不明
显[5]；另一方面，这些试剂也是高污染的潜在有毒
试剂[6]。相反而言，利用生物修复重金属污染的环
境日益受到关注，由于该技术是一种清洁、不破坏
环境，且是对重金属污染治理的一种有效策略[7]。
生物修复主要是利用植物和微生物的联合修复。对
于微生物而言，主要是利用微生物对重金属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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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附、生物浸取、矿化作用、细胞内积累与酶催化
转化等方式[8]。
粤北大宝山矿区是一个铅、镉和铜等重金属丰
富的矿区。近年来，对矿区的过度开发，致使铅重
金属的可溶性离子对矿区及下游区域污染严重，如
尾矿和矿山废水中的铅等重金属超标，导致大宝山
矿区周围的 83 个自然村成为了肝病、皮肤病和癌症
的高发区[9-10]。因此，大宝山矿区的重金属污染现
状令人堪忧，对重金属污染的修复亟待解决。本论
文通过从大宝山矿区受到铅污染严重的土壤中，分
离纯化鉴定了 1 株耐铅能力强的菌株，进一步对该
菌株对铅的去除能力进行了研究。本研究为该地区
采用微生物去除重金属技术而需要高去除能力的菌
株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样品采集 供试土样采自广东省韶关市曲江
区大宝山矿区土壤，采集土样后风干过筛，然后分
装于三角瓶中备用。
1.1.2 培养基 筛选培养基：牛肉膏 3.0 g，蛋白胨
10.0 g，NaCl 5.0 g，琼脂 15～20.0 g，水 1000.0 mL，
pH 7.0～7.4。为了防止重金属在灭菌过程中变质沉
淀，先配制高浓度的硝酸铅溶液后，采用 0.45 μm
的细菌过滤膜进行过滤除菌，然后加至已熔化的牛
肉膏蛋白胨培养基中，混匀倒平板。
驯化培养基：采用液体牛肉膏蛋白胨培养基，
按照上述方法加入过滤除菌的重金属溶液，配制成
不同浓度的硝酸铅培养液。
1.1.3 试剂 细菌基因组 DNA 快速抽提试剂盒、
高保真 PCR 酶和扩增引物购自于生工生物工程（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铅标准储备液（1000 mg·L-1）：
由国家钢铁材料测试中心钢铁研究总院提供，编号
GBS G62071-90(8201);测定铅含量所用的硝酸、盐
酸、高氯酸等试剂均为优级纯，并且均是现配现用；
其他化学试剂均为国产分析纯。
1.2 方法
1.2.1 抗铅菌株的筛选 称取土壤 20 g 加入至 180
mL 无菌水中，振荡 30 min，制备成土悬液。按 10
倍的梯度稀释，吸取稀释的 1.0 mL 土悬液涂布在含
硝酸铅浓度分别为 20.0、40.0 和 80.0 mg·L-1 的牛肉
膏蛋白胨平板培养基上，37℃培养 24 h 左右，观察
平板长出的菌落，进一步将平板上的菌落利用无菌
水进行洗脱，配制为混合的菌悬液备用。
1.2.2 菌株的驯化与纯化 将 1.2.1 中制备的菌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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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接种至含 100.0 mg·L-1 硝酸铅的牛肉膏蛋白胨液
体培养基中，200 r·min-1，37℃振荡培养 24 h；然后
取 1.0 mL 菌悬液接种到含 120.0 mg·L-1 硝酸铅的液
体培养基中培养 24 h，又取 1.0 mL 菌悬液再次转接
到含硝酸铅浓度更高的培养液中培养，最终至菌株
不能在更高浓度硝酸铅培养液中生长为止。取少量
菌悬液采用稀释涂布平板法于牛肉膏蛋白胨培养基
上培养，挑取单菌落，然后采用多次划线分离法获
得纯化的抗铅菌株。
1.2.3 菌株的鉴定 根据东秀珠与蔡妙英共同编著
的《常见细菌系统鉴定手册》中对细菌菌株的鉴定
方法，对筛选纯化的抗铅菌株进行常规的生理生化
鉴定。进一步对该菌株的 16S rDNA 序列进行了测
序和比对，具体的方法如下：按照细菌基因组抽提
试剂盒的操作说明，利用试剂盒提取抗性菌株的基
因组 DNA；以基因组 DNA 作为模板，以细菌的通
用保守引物为引物（即 27F：5’-AGAGTTTGATCCT
G GC TCAG-3’，1492R：5’-TACCTTGTTACGACT
T-3’），进行 50 μL 反应体系的 PCR 反应。反应程序
为：94℃变性 2 min; 98℃变性 15 s，55℃退火 20 s，
72℃延伸 2 min；29 个循环，最后 72℃延伸 4～5
min。电泳鉴定、纯化 PCR 产物后，送至生工生物
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测序，将获得的测序结
果在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建立的 DNA 序列
数据库中，利用 Blastn 程序搜索比对获得亲缘关系
近的细菌序列，再利用 Mega 5.0 软件中的 NeighborJoining 算法对这些菌株的系统发育关系进行分析。
1.2.4 抗铅菌株对液体中铅的去除能力的测定 参
考陈韵等报道的试验方法，采用AFS-820 双光道原
子荧光光度计测定其荧光值来制作测定铅浓度的标
准曲线[11]。原子荧光光度计的设备参数设定为：氩
气的气压 0.2～0.5 MPa，流速 600 mL·min-1，屏蔽
气 1000 mL·min-1，灯电流为 75 mA，负高压 323 V，
原子化器的温度为 200℃，原子化器的高度为 8
mm，样品的进样时间在 100 r·min-1 速度下为 4 s，
读数时间为 10 s，读数方式为峰值，延迟时间为 1 s，
以Pb浓度值C作为横坐标，荧光值强度值I作为纵坐
标，绘制出标准曲线。
将筛选获得的抗铅菌株接种于牛肉膏蛋白胨液
体培养基中进行培养，制备液体菌种；然后将液体
菌种接种至含有 300 mg·L-1 铅浓度的牛肉膏蛋白胨
液体培养基中，37℃、200 r·min-1 振荡培养，每隔 1
h 取 5 mL 发酵液，4000 r·min-1 离心 10 min，收集
上清液，取 1 mL 上清液用超纯水（电导率≥18.2
M·cm-1）稀释定容至 1000 mL，然后取 1 mL 稀释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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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4HNO3:1HClO4）40 mL 混酸，用超存水稀释
定容至 50 mL 后，对其溶液进行加热微沸状态（4～
5 h）消化，至消化到还剩 1 mL 左右，然后再加 1:1
浓 HCl 1 mL，5%草酸 1 mL，10%铁氰化钾 2 mL，
用超纯水冲洗烧杯，并定容至 50 mL，同时做样品
的空白对照，混匀放置 30 min 后采用 AFS-820 双光
道原子荧光光度计测定其荧光值。抗铅菌株对铅的
去除率用以下公式计算，即去除率=（空白对照上
清液含铅浓度-菌体处理溶液含铅浓度）/空白对照
含铅浓度。

大小、扁平、不透明、边缘较规则。取少许菌苔置
于油镜下观察，观察结果见图 1 所示，由图 1 可见
菌体为杆状，两端钝圆。

Figure 1

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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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北大宝山矿区土壤中抗铅菌株获得及形态
当平板培养基中铅浓度低于 80.0 mg·L-1 时，平
板上能长出了大量的菌落；但是当铅的浓度逐渐提
高时，平板上生长的菌落种类越来越少。当铅浓度
高达 500.0 mg·L-1 时，平板上仍生长有长势较好的
菌落，但是菌落的形态基本完全一致；当硝酸铅的
浓度高于 560.0 mg·L-1 以上后，菌株基本上不生长，
由此初步确定抗铅菌株抗铅的最高浓度为 500.0～
560 mg·L-1。
将抗铅菌株接种于牛肉膏蛋白胨培养基中进行
培养观察，通过观察可见该菌株的菌落形态特征为：
菌落为浅灰黄色、表面湿润、呈圆形状、菌落中等
2.1

图 1 抗铅菌株的染色镜检图
Cell morphology of Pb-resistance strain

抗铅菌株的生理生化鉴定
对抗铅菌株进行生理生化试验，试验结果表明
该菌株生长的温度范围较宽，生长 pH 的范围也较
宽，5% NaCl 对菌株的生长有抑制作用，具体的生
理生化结果见表 1。
2.3 抗铅菌株的 16S rDNA 的克隆及其序列分析
提取抗铅菌株的基因组 DNA 见图 2；利用 16S
rDNA 的 PCR 引物进行 PCR 扩增，电泳 PCR 产物
可见获得单一 PCR 产物条带，然后将该 PCR 产物
进行回收纯化，测序结果表明该 PCR 产物大小为
1438 bp。
2.2

表 1 抗铅菌株的生理生化特性
Morphological, bi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b-resistance strain
结果
特性
结果
特性
Results
Characteristics
Results
Characteristics
明胶液化
+
+
50℃
Gelatin liquefaction
油脂水解
干酪素水解
v
+
Oil hydrolysis
Casein hydrolysis
淀粉水解
阿拉伯糖产酸
+
+
Amylolysis
Fermented arabia sugar producing acid
硝酸盐还原
木糖产酸
v
+
Nitrate reduction
Fermented xylose producing acid
柠檬酸盐的利用
甘露醇产酸
+
+
Utilization of citric acid
Fermented mannitol producing acid
V-P 反应
葡萄糖产酸
V-P reaction
Fermented glucose producing acid
+
+
DNA 酶 DNase

Table 1
特性
Characteristics
革兰氏染色
Gram stain
pH 5.5
pH 7.0
pH 9.0
3.0%（W/V）NaCl
5.0%（W/V）NaCl

结果
Results
+
+
+
+

15℃
注：“+”阳性反应；“-”阴性反应；“v”长势弱，能生长。
Note: “+”indicates positive reaction; “-”indicates negative reaction; “v” indicates weak growth.

将该序列提交至 GenBank 数据库，利用数据库
中的 Blastn 程序进行序列比对，通过比对发现 7 种
菌(8 个菌株)的 16S ribosomal RNA gene 与分离获得
的菌株 RS 的同源性高达 95%以上；进一步利用
Clustalx 2.0 版本对 8 个 16S ribosomal RNA gene 序

列进行比对，然后利用运用 MEGA 5.0 软件中的
Neighbor-Joining 法构建进化树，设定的参数如下：
测试方法选择 Bootstrap method，重复次数选择
1000，采用 Kimura 2-parameter 参数模型，获得的
抗铅菌株 16S rDNA 序列系统发育树见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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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S rDNA 序列的系统发育分析结果，初步鉴定抗
铅菌株为类短短芽孢杆菌（B. parabrevis）。

M: DNA marker；1：PCR 产物；2：抗铅菌株的基因组
DNA
M: DNA marker；1: PCR product；2: Genome DNA of
Pb-resistance strain
图 2 抗铅菌株 16S rDNA 的 PCR 产物电泳图
Figure 2 Electrophoresis results of PCR products of 16S
rDNA of Pb-resistance strain

由图 3 可见，抗铅菌株与 8 个菌株均具有较高
同源性，特别与 gi|694216992|gb|KM191288.1 (Brevibacill usbrevis) 、 gi|359802914|dbj|AB680273.1(B.
parabrevi s) 和 gi|359804441|dbj|AB680065.1(B.
parabrevis)3 个菌株的同源性最近。因此，结合抗铅
菌株的菌落形态、菌株形态、生理生化反应结果和

Table 1

图 3 抗铅菌株(RS)的 16S rDNA 序列系统发育树
Figure 3 Phylogenetic tree based on the 16S rDNA sequence
of Pb-resistance strain

抗铅菌株对液体中铅的去除能力
不同培养时间抗铅菌株对发酵液中铅的去除效
率见表 2，由表 2 可见，未接种抗性菌株的空白发
酵液中含 Pb 量为 302 mg·L-1，抗性菌株培养 20 h
左右，发酵液中的铅含量最低为 210.59 mg·L-1，根
据菌株对铅的去除率=（空白对照上清液含铅浓度菌体处理溶液含铅浓度）/空白对照含铅浓度，因此，
这表明抗铅菌株对重金属铅的去除率为 30.27%。
2.4

表 2 抗铅菌株在不同培养时间对铅的去除效率
Rmoval efficiency of Pb-resistance strain to Pb in different culture time
培养时间/h Incubation time

项目
Item
接种抗铅菌株的发酵液中含铅量/mg·L-1
Pb content in fermentation broth inoculated with Pb-resistance strain
未接种抗铅菌株的发酵液含铅量/mg·L-1
Pb content in fermentation broth of non inoculated Pb-resistance strain
铅的去除效率/%
Removal efficiency of Pb

3

讨论

抗性菌株的筛选
微生物被认为是对有机或无机污染物很好的生
物修复剂，对微生物筛选方案的设计就显得尤为重
要。因此，对重金属抗性微生物的筛选，一般都如
本研究一样从矿区、制革等重金属污染严重地区筛
选出土著微生物[12]。又如曹德菊等[13]从重金属污染
地分离获得 1 株属于假单胞菌属（Pseudomonas）
的抗铅菌株，付骁等[14]从广西大新铅锌矿区重金属
污染土壤中分离获得铅抗性菌株 K2 菌株。
在抗重金属菌株的筛选过程中，采用逐渐提高
重金属的浓度，对抗性菌株的筛选和驯化。在本试
3.1

10

14

18

20

24

259.58

241.68

228.03

210.60

212.76

302.00

302.00

302.00

302.00

302.00

14.05

19.97

24.50

30.27

29.55

验中，随着培养基中铅浓度的增加，能够在平板上
生长的菌株越来越少，基本上趋向于单一的菌株，
这表明重金属含量的提高对微生物的毒性逐渐增
加，能够耐高浓度的菌株越来越少；这个过程也是
对菌株的驯化适应高浓度铅溶液的过程。这也表明
采用平板梯度稀释法筛选抗重金属菌株是一种可行
的方法。
3.2 对重金属去除的机理
微生物对重金属的去除主要通过 3 种机制：一
是通过生物吸附，利用微生物的细胞表面的细胞壁、
糖蛋白等对重金属的吸附作用，并且微生物细胞的
比面值高，这也体现了较强的重金属吸附能力。二
是生物积累，将重金属通过代谢作用吸入到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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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内。三是化学转化，利用微生物的代谢过程如
产酸、某些代谢产物等将重金属转转为其他的化学
物质[16]。对于微生物对铅的去除作用主要采用生物
积累的方式[13]，对于本研究分离获得的抗铅菌株主
要以那种方式对铅的去除有待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4

结论

本试验从粤北重金属污染严重的大宝山矿区的
土壤中，分离获得 1 株在含铅浓度为 500 mg·L-1 的
培养基中生长良好的菌株，该菌株为革兰氏阳性的
杆状菌株，结合一系列的生理生化反应结果和 16S
rDNA 的测序比对结果，将该抗铅菌株鉴定类短短
芽孢杆菌，并且该菌株对铅的去除效率高达
3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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