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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铅微生物的筛选及其吸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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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从重金属污染的土壤中筛选出耐铅微生物，为土壤重金属生物修复提供参考，用 Pb2+浓度梯度筛选
培养法得到耐铅菌株，16S rRNA 测序以及系统发育树初步鉴定菌株。在不同温度、盐浓度、pH 梯度下研究耐铅菌
株的耐受性。多个 Pb2+浓度探究菌株在不同 Pb2+浓度下的吸附性。结果表明，通过牛肉膏蛋白胨培养基培养，得
到一株能够耐铅离子浓度在 1 200 mg·L-1 的菌株。16S rRNA 基因序列系统发育树显示，菌株 P15 属于大肠杆菌属
（Escherichia）
。该菌株在铅离子浓度为 200 mg·L-1 下的去除铅离子能力最强，达到 80%。 经过测定菌株 P15 的各
项生理指标表明，菌株适宜的环境条件分别为温度 30℃，pH6，盐浓度 0.005 mg·L-1。该铅耐受性菌株 P15 在生物
修复重金属污染的土壤上有较高的潜在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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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 resistance of microbial screening and preliminary determination of its adsor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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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creen lead-tolerant microorganisms from heavy metal contaminated soils for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soil heavy metal bioremediation, using Pb2+ concentration gradient cultivation, a lead-tolerant
strain was obtained, and further identified by 16S rRNA sequencing and phylogenetic tree. The tolerance of the
lead-tolerant strain P15 was studied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salt concentrations and pH gradients, to explore the
adsorbability of bacterial strain P15 in different lead concentrations. As results, the strain accordingly originating
from lead 1 200 mg·L-1 was isolated with a series of beef peptone mediums of different lead concentrations. And
16S rRNA gene sequence phylogenetic tree showed that strain P15 belongs to Escherichia.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Pb2+ adsorption rate of P15 was 80% in lead 200 mg·L-1. After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physiological indexes
of strain P15, it was shown that the optimum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were 30℃, pH6, and the best salt concentration of 0.005 mg·L-1. In conclusion, it is expected that P15 is a suitable bio-sorbent for lead in the soil.
Key words: soil; heavy metal; lead pollution; adsorption; lead tolerant bacteria
随着科技进步，生产步入工业化阶段，但重金
属污染却日益严重。因此治理重金属污染问题被提
上了日程 [1-2]。其中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也是其中
一部分，土壤重金属污染是由于人类在生活生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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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有害物质投入到泥土中，而且这些有害物质
在土壤中含量过度，使得土壤无法进行自我净化，
从而造成土壤质地恶化导致植物病变、水源恶化，
再通过食物链和食物网，造成人类健康受损甚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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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等各项危害 [3-4]。我国工矿用地面积平均每年都
在增加[5]。土壤重金属铅离子污染对人体的危害极
大，摄入铅含量过多会引起人体急性中毒甚至死
亡[6]，影响植物生长[7]，土壤中铅离子污染无法通
过一些化学的、物理的手段或者自然界自我修复，
铅离子具有富集性[8]，只能通过人为的方式去除[9]。
从最先发现工业化导致重金属排放入土壤的事件[10]
到今天，全球每一年都有成千上万篇对于重金属土
壤污染的有关研究，显然城市土壤重金属污染己是
全球环境科学等领域的研究热点，近年来重金属污
染事件越来越多[11]，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是目前研
究所要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去除重金属污染的方法有化学方法与生物方
法，化学方法包括化学沉淀、化学氧化还原、离子
交换、过滤以及电化学处理等。诸如这类的方法快
捷方便，但是都有一些不可避免的缺陷，例如，成
本高，重金属处理不彻底，以及一些因素的高需求
（如能量）
、将会在处理重金属污染中产生其他的二
[12-15]
次污染等
。目前需要处理的重点是怎么更好地
根治重金属污染[14]。生物技术去除重金属污染则是
利用微生物对重金属的吸附[16]、转化[17]和代谢[18]。
目前，国内外有关重金属耐受性微生物的分离修复
应用研究较常见，如 Park 等[19]发现细菌可以固定土
壤中的铅；Zhang 等[20]发现一种微生物能够将 As+ 3
氧化为 As+ 5，并且可以使用自身产生的能量同化二
氧化碳，以满足自身生长所需碳源；同时，分离自
铅污染水中的耐性菌株还可有效修复污染水体[21]。
生物技术处理重金属污染具有广阔前景[22-23]。目前
大多数关于重金属铅污染的治理研究都是以治理重
金属水污染为主的，而对于土壤的重金属铅污染治
理研究则相对较少。对于耐重金属铅的菌株目前筛
选出的基本集中于耐铅离子浓度为 500 mg·L-1 左右。
现在有少数菌株能够耐铅离子浓度为 500 mg·L-1，极
少数的菌株能够在含铅离子浓度为 1 000 mg·L-1 的
环境下生存。只有耐铅离子浓度越高的菌株，才有
治理高浓度铅污染的研究价值。因此，本实验从被
重金属污染的土样筛选出耐铅离子浓度在 1 000
mg·L-1 以上的菌株，测定该菌株对铅离子的吸附性并
初步鉴定与研究其生理特性。基于对菌株特性的了
解，进一步诱导菌株，增加菌株对铅离子的吸附能
力，为将来更好地治理土壤铅污染提供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含铅土样来自四川重金属污染的耕地土壤。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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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菌株筛选与纯化培养基采用牛肉膏蛋白膝培养
基[24]。
1.2 菌株筛选
称取过筛的土样各 5 g 放入三角瓶中，30℃、
150 r·min–1 振荡培养 12 h 后静置澄清，取稀释至
102、103 和 104 的上清液各 0.1 mL，分别涂布于含
有 200、400、600 和 800 mg·L-1 的 Pb2+培养基的平
板上，30℃培养 24 h 后观察细菌的种类及生长情况。
挑取单菌落进行平板划线纯化培养，即进行多次平
板划线培养，直到培养基上出现单个菌落为止[25]。
初筛得到的耐铅能力相对较强的菌株进行增加铅离
子浓度梯度的设置，进行培养。再次通过复筛选取
耐铅性强的菌株，进行纯化、驯化培养。
1.3 耐铅菌株的鉴定
1.3.1 耐铅菌株的形态特征观察 观察筛选菌株的
大小，菌落表面、边缘及其颜色等形态特征。
1.3.2 耐铅菌株的生理生化试验 革兰氏染色、糖
醇发酵试验蔗糖、麦芽糖、D-果糖、丙三醇、甘露
醇、D-山梨醇、肌醇、乳糖、产 H2S 试验、氧化酶、
过氧化氢酶、明胶液化、MR 、VR 和淀粉水解。
1.3.3 细菌的分子生物鉴定 采用 16S r RNA 序列
测定法，委托成都擎科梓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
16S rRNA 测定。将所得序列与 NCBI 数据库中已
有的 16S rRNA 序列进行 BLAST 分析，分析其同
源性，通过 MEGA 5.0 软件生成系统发育树。
1.4 各因素对菌株生长的影响
1.4.1 不同温度下菌株的生长情况 将驯化后的分
离菌株接入牛肉膏蛋白胨液体培养基，分别在 20、
25、30、35 和 40℃，150 r·min-1 培养 24 h。在 OD600
nm 下测定各管菌液的吸光度，绘出吸光度与温度之
间的曲线图。
1.4.2 不同 pH 值下菌株的生长情况 将驯化后的
分离菌株分别接入 pH 值为 3、4、5、6、7 和 8 牛
肉膏蛋白胨液体培养基。 30℃、150 r·min-1 培养 24
h，在 OD600 下测定各管菌液的吸光度值，制出吸光
度与 pH 值之间的曲线。
1.4.3 不同盐浓度下菌株的生长情况 将驯化后的
分离菌株分别分别接入 NaCl 浓度至 0.005 、0.01、
0.015、0.02、0.025 和 0.03 mg·L-1 无菌牛肉膏蛋白
胨液体培养基，30℃、150 r·min-1 培养 24 h，在 OD600
下测定各管菌液的吸光度值，绘制吸光度与盐浓度
的关系曲线。
1.4.4 菌株生长曲线的绘制 取菌液液体牛肉膏蛋
白腺培养基，30℃，150 r·min-1 恒温培养 12 h。设
未接抗铅细苗的培养基为对照样品，每隔 2 h 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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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OD 600 波长下测吸光度。
1.5 菌株对铅的吸附能力
1.5.1 绘制 Pb2+标准曲线 用硝酸铅配制含 Pb2+浓
度分别为 1、2、3、4 和 5 μg·L-1 的溶液，采用紫外
可见光分光光度计，以二甲酚橙做显色剂，在 580
nm 波长测定不同铅离子浓度的吸光度，绘制铅离子
浓度标准曲线[26]。
1.5.2 吸附铅离子含量计算 配制含 Pb2 浓度为
200、400、600、800、1 000 和 1 200 mg·L1 的液
体培养基，称取一定量的湿菌体加入到液体培养基，
按不同的试验要求振荡吸附后，3 000 r·min-1 离心
10 min，取上清液进行铅浓度测定。浓度的测定采
用紫外分光光度计，以二甲酚橙做显色剂，在 580
nm 波长测定浓度，计算公式如下：
去除率 

1.5.3

Pb 2  初 始 浓 度  Pb 2  终 浓 度
 100%
Pb 2  初 始 浓 度

Pb2+的初始浓度对菌株吸附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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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 离心管中，加入 Pb2+浓度分别为 0、200、400、
600、800、1 000 和 1 200 mg·L-1 的 15 mL 牛肉膏蛋
白胳培养基（液体）
，加入菌悬液 0.3 mL。在 pH 为
6 的条件下，30℃、150 r·min-1， 恒温振荡吸附 24 h，
3 000 r·min-1 离心 15 min，
取上清液测定 Pb2+浓度[27]。

2

结果与分析

2.1 菌株的分离
经过对菌株的初筛分离纯化及对菌株的复筛纯
化驯化培养，得到 15 株菌株，一次命名为 P1、P2、
P3、P4、P5、P6、P7、P8、P9、P10、P11、P12、
P13、P14 和 P15。
2.2 菌株的耐铅性
将筛选出的 15 株菌株进行置于有一定铅离子
浓度梯度的培养基进行培养，得到了这 15 株菌株对
铅离子的耐受情况，如表 1。

在 30

表 1 筛选出的菌株对铅离子含量的耐受情况
Table 1 Tolerance of selected strains to lead ion contents

mg·L-1

铅离子浓度 Lead ion concen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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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示菌株的生长状况，“– ”表示菌株不生长。
Note: “+” indicates the growth status of the strain, “–” indicates that the strain does not grow.

由表 1 可知，根据菌落形态，Pb2+浓度为 200
mg·L-1 时，有 8 株不同类型的细菌能良好生长，7
株生长状况较差；Pb2+浓度为 250 mg·L-1 时，有 8
株能良好生长，5 株生长状况较差；Pb2+浓度为 300
mg·L-1 时，有 3 株能良好生长，8 株生长状况较差；
Pb2+浓度为 400 mg·L-1 到时，有 1 株能良好生长，6
株生长状况较差；Pb2+浓度为 500 mg·L-1 到时，有 1
株能良好生长，2 株生长状况较差；Pb2+ 浓度为

600～1 200 mg·L-1 时，只有 P15 良好生长，其他菌
株均不能生存。故选择 P15 进行下一步研究。
2.3 菌株的初步鉴定
2.3.1 菌落特征 通过对菌株 P15 进行培养，观察
得到该菌株的形态特征，如表 2。
由表 2 可知，无铅离子培养基上，P15 菌落比
较粘稠，易挑取，菌落较小（2～3 mm），且颜色
乳白色。在含有铅离子的培养基中该菌落为棕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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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管，测定得到菌株 P15 的一些生理生化特征，
如表 3。

色，边缘凸起有褶皱。原因可能是菌株吸附铅离子
后造成自身代谢物改变，从而变成棕褐色。
2.3.2 耐铅菌株的生理生化特性分析 运用生理

表 2 P15 菌株的形态特征
Table 2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15 strain

菌落特征 Colony characteristics
颜色 Color

菌株 P15 strain
在无铅离子的培养基上菌落为乳白色，在含铅离子的培养基上菌落为棕褐色，
且随铅离子浓度的加深，菌落颜色越深

挑取难易程度 Peeling off status

易挑取

菌落大小 Size

2～3 mm

表面 Suface

光滑

边缘 Rim

边缘凸起，有褶皱

表 3 P15 菌株的生理生化特性
Table 3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15 strain
实验项目
菌株 Strain
实验项目
Experimental project
P15
Experimental project
_
甲基红反应 Methyl red reaction
甘露糖 Mannose

_

V-P 反应 V-P reaction

菌株 Strain
P15
+

果糖 Fructose

+

硫化氢 Hydrogen sulfide

_

乳糖 Lactose

+

葡萄糖 Glucose

+

山梨醇 Sorbitol

+

蔗糖 Saccharose

_

肌醇 Inositol

_

甘露醇 Mannitol

_

麦芽糖 Maltose

+

明胶水解 Gelatin hydrolysis

_

氧化酶 Oxidase

_

淀粉水解 Starch hydrolysis

_

过氧化氢酶 Catalase

_

注：“+”阳性反应，“– ”阴性反应。Note:“+” positive reaction, “–” negative reaction.

M. Marker 2000; 1、2 和 3 条带均为 P15 菌株 PCR 扩增
凝胶电泳图 1,2 and 3. Target gene fragment
图 1 P15 提取 DNA 琼脂糖凝胶电泳
Figure 1 Agarose gel electrophoresis of DNA extracted from P15

从表 3 中可以了解到该菌株的生理生化特性，
该菌株不能分解淀粉、明胶、蔗糖、肌醇，能分解
甘露糖、果糖、乳糖、麦芽糖、山梨醇,能分解葡萄
糖产酸，不产氧化酶和过氧化氢酶。
2.3.3 系统发育分析 为进一步认识耐铅细菌以及
对耐铅细菌进行鉴定，用试剂盒采用通用引物对

P15 菌株的基因组进行 PCR 扩增，结果见图 1。基
于 PCR 扩增凝胶电泳图，
对菌株 P15 进行 16S rRNA
基因片段进行测序，通过 BLAST 对比分析，利用
MEGA5.0 软件构建系统发育树，结果见图 2。
由图 1 可知，P15 的保守片段为 1500 bp 左右，
测序结果表明，所扩增的 P15 保守片段为 1 600bp，
通过 BLAST 对比分析，按照匹配度最高原则，鉴
定细菌系统发育特征。可以分析得出细菌 P15 与
Escherichia fergusonii strain NBRC 102419 的相似性
最高为 99%。通过用 MEGA5.0 软件进行多序列对
比以及构建系统发育树，且革兰氏染色后鉴定出菌
株 P15 为革兰氏阴性菌，杆状。归纳表 2 中 P15 菌
落的形态学特性以及表 3 该菌株的生理生化特征，
并参考《伯杰细菌鉴定手册》[28]，《常见细菌系统
鉴定手册》[29]，《微生物分类学》[30]初步鉴定该菌
为大肠杆菌属（Escherichia）。
2.4 各因素对菌株生长的影响
2.4.1 不同 pH 值下菌株的生长情况 为了解菌株
对 pH 的耐受性，测定得到 pH 变化对菌株生长的影
响情况，结果如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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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herichia fergusonii strain ATCC 35469 为埃希氏菌属菌株 ATCC 35469；Shigella flexneri strain ATCC 29903 为福氏志贺
菌菌株 ATCC 29903 分序列；Escherichia coli strain NBRC 102203 为大肠杆菌菌株 NBRC 102203；Shigella sonnei strain CECT
4887 为志贺氏菌志贺菌株 CECT 4887；
Shigella dysenteriae strain ATCC 13313 为志贺氏痢疾杆菌菌株 ATCC 13313；
Escherichia
fergusonii strain ATCC 35469 为埃希氏菌菌株 ATCC 35469；Escherichia fergusonii strain NBRC 102419 为埃希氏菌（Escherichia
fergusonii）菌株 NBRC 102419；Shigella boydii strain P288 为志贺氏菌菌株 P288；Escherichia coli strain U 5/41 为大肠杆菌菌
株 U 5/41；Escherichia marmotae strain HT073016 为大肠杆菌菌株 HT073016
图 2 基于 16S rRNA 序列的菌株 P15 的系统发育树
Figure 2 Phylogenetic tree of strain P15 based on 16S rRNA sequences

图 3 pH 对菌株生长的影响
Figure 3 Effect of pH on the growth of strain P15

从图 3 可以看出，细菌 P15 在 pH=3 时，其吸
光度十分低，几乎没有生长；在 pH=6 时，菌株的
吸光度达到最大值，菌株生长得最佳。菌株 P15 在
pH＞7 时，即在碱性环境下，菌株生长状况虽不如
在 pH=6 时的生长状况，但是长势还是相对于在极
酸环境下较好。综上分析，该菌应该属于酸性偏碱
性的菌株。
2.4.2 不同温度下菌株的生长情况 为了解菌株对
温度的耐受性，测定得到温度变化对菌株生长的影
响情况，如表 4。
表 4 温度对菌株生长的影响
Table 4 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the growth of strain P15
OD600
温度/℃
Temperature
20
0.386

25

0.550

30

1.622

35

0.786

40

0.686

从表 4 可以看出，细菌 P15 在温度为 20℃时吸
光度最小，即含菌量最小，生长状况最差。在温度
为 30℃时，吸光度最高，细菌的生长状况最好。在
温度为 20～30℃时，吸光度随着温度的上升而增
加，在温度为 30～40℃时，该菌的吸光度随温度的
升高而减少，但其减小率相对低于其在温度为 20～
30℃时的增加率。由此可见，该菌虽然在低温与高
温下生长情况均不太好，但是该菌更耐高温。
表 5 盐浓度对菌株生长的影响
Table 5 Effect of salt concentration on the growth of strain P15
OD600
盐浓度/mg·mL-1
Salt concentration
0.005
0.315

0.010

0.310

0.015

0.305

0.020

0.296

0.025

0.267

0.030

0.220

2.4.3 不同盐浓度下菌株的生长情况 为了解菌株
对盐浓度的耐受性，测定得到盐浓度变化对菌株生
长的影响情况，结果（表 5）表明各个盐浓度下菌
株的吸光度虽然不同，但是各个吸光度的值无显著
差异。随着盐浓度的增加，菌株的吸光度在逐渐降
低。说明随着盐浓度的增加，菌株的生长情况逐渐
变差。但是各个盐浓度下菌株的生长状况还是接近
于最适盐浓度的生长状况。可能是因为盐浓度梯度
变化不大，因此在这一系列盐浓度梯度下菌株的生
长情况差别不大。另外的原因可能是菌株的耐盐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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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比较强，因而造成在各个盐浓度梯度下吸光度差
值不大的现象。
2.5 菌株生长曲线
为了解菌株 P15 的生长情况，在 pH 为 6，30
℃下，150 r·min-1 恒温培养菌株，利用紫外分光光
度计每隔 2 h 测定菌株的吸光度，测定得到该菌株
在 24 h 的生长状况，结果如图 4。

图 4 P15 的生长曲线
Figure 4 Growth curve of P15

由图 4 可以看出，在 0 到 15 h 期间测得菌株的
吸光度在不断上升，说明菌株在这段期间生长状态
十分好。P15 菌株在生长 9 h 左右生长速率最快，
为其生长对数期。在生长了 20 h 左右时，其生长曲
线趋于平稳。如若要取得最佳的菌悬液，在该菌生
长了 15 h 左右最好，在 15 h 后菌株生长趋于平稳，
死菌也相对较多。
2.6 铅离子浓度标准曲线绘制
为测定菌株对铅离子的吸附效率，运用紫外分
光光度计，通过配制含铅离子浓度梯度的溶液进行
吸光度的测定，得到铅离子浓度标准曲线（如图 5）。

图 5 铅离子浓度标准曲线
Figure 5 Standard curve of lead ion concentration

线性回归方程为：y=0.020 3x+0.000 2，R2=0.997 4。
铅含量在 0～5 μg·L-1 范围内与紫外吸光度值有良好
的线型关系。
2.7 铅离子浓度对细菌吸附铅的影响
将菌株 P15 置于一系列铅离子浓度梯度的培
养液下培养 24 h 后，利用紫外分光光度测定其培养

液中的铅离子含量，从而计算得到该菌株对铅离子
的吸附效率，结果（表 6）表明细菌 P15 在铅离子
含量为 200 mg·L1 时吸附能力最高，为 80%，随着
铅离子浓度的提高，细菌对铅离子的吸附能力逐渐
减小，最低的吸附率仅有 15%，随着铅离子浓度的
升高，细菌的生长状况可能受到影响，降低其繁殖
能力以及其对铅离子的吸附能力，从而导致在铅离
子含量越高的培养液里，细菌对铅离子的吸附率越
低。说明该菌株虽然耐铅能力较强，但是对于铅离
子的吸附性却不高。虽然该菌株对铅离子有一定的
吸附性，但是因为在铅离子浓度提高时，菌株的生
长也随着铅离子浓度的提高而降低。
表 6 铅离子浓度对细菌吸附铅的影响
Table 6 Effect of lead ion concentration on adsorption of lead
by bacteria
初始铅离子浓度/mg·L-1
P15 对铅离子的吸附率/%
Initial lead ion concentration P15 adsorption rate of lead ions
200
80.00

3

400

52.50

600

48.30

800

37.50

1 000

32.00

1 200

15.00

讨论与结论

对被重金属污染的土壤中微生物的初筛与复
筛 ， 得 到 了 一 株 细 菌 的 耐 铅 离 子 浓 度 为 1 200
mg·L-1，该菌株能在 1 200 mg·L-1 的铅离子浓度固体
培养基下虽然能够生长，但是其长势明显低于该菌
株在 500 mg·L-1 的铅离子浓度下的长势，其菌落大
小明显变小，菌落数也减少。证明该菌株虽然有一
定的耐铅能力，但是铅离子的含量过高依然会使细
菌的生长受到阻碍，降低细菌的生长繁殖能力。
对该菌株进行生长曲线的绘制，可以看出该菌
株的生长对数期在生长 9 h 左右。在取生长状况最好
的菌株最好在菌株培养 9 h 后。从温度对细菌生长的
影响，可以分析出该菌是比较耐高温的菌，最适的
生长温度是在 30℃，耐高温可以将该菌作用于温度
较高的被铅污染的地区。通过 pH 对细菌生长的影响
以及细菌的耐盐性，可以看出该菌对于碱性环境的
适应能力还是比较强，虽然该菌的最适 pH 为 6，但
是对于在 pH 为 7～9 时，其生长活性虽然降低，但
是减少值不大。在盐浓度梯度变化的情况下，菌株
的生长状况变化不大。综合这两项，可以将该菌应
用于被铅离子污染的盐碱地进行土壤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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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该菌的吸附性的初步测定，发现该菌对铅离
子的吸附性还有待提高，在含铅离子浓度为 200
mg·L-1 时，该菌株对铅离子的吸附率有 80%，在铅
离子含量为 1 200 mg·L-1 时，对铅离子的吸附率仅
有 15%。吸附铅离子的能力属于一般性，不突出。
目前通过被重金属污染的土壤筛选出了耐铅离
子浓度在 1 200 mg·L-1 的菌株为 P15，本研究是以筛
选出的抗铅细菌为主要研究对象，对 P15 的生长条
件，对重金属的抗性特征、吸附能力和对环境的耐
受性等做了一系列的初步研究，但是由于时间、仪
器、实验室条件等方面的限制，本研究对生物吸附
某些方面的探讨还不够完善、详细。
虽然经过初步测定，发现其吸附铅离子的能力
不高，但是其耐铅离子能力却十分高，只有在高铅
离子浓度下生长的菌，对于处理铅污染才更具价值，
如果在高浓度铅离子含量下都无法生长，则不能够
用于高浓度铅污染的治理。目前已经测出该菌株的
各项生理特性，为了能将该菌应用于实际的土壤修
复中，可以以此为依据，对该菌株进行后续的诱导，
使其突变，以及进行正交试验，探究细菌对铅离子
的高吸附性需要的条件，从而提高该菌株对铅离子
的吸附率。该菌株在修复铅离子污染的土壤上具有
较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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