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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锰菌的筛选、鉴定及其吸附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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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筛选一株具有吸附重金属锰能力的菌株，且对其吸附机理和吸附效率进行研究分析。通过 16S rDNA 序
列进行鉴定；用最小抑菌浓度（MIC）测试对不同重金属的耐受程度；研究不同环境因素及锰浓度对菌生长的影响；
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ICP-AES）、扫描电镜-能谱仪（SEM-EDX）、傅里叶红外显微系统（FT-IR）等仪
器对该菌株吸附重金属效率及相关吸附机理进行研究分析。结果发现，16S rDNA 序列表明该细菌属于 Ralstonia
pickettii 菌属，命名为 ADZH5101。R.pickettii ADZH5101 对不同重金属耐受性为 Mn2+>Cd2+>Ni2+>Zn2+>Cu2+>Co2+，
其中耐受锰浓度可达 2 200 mg·L-1。SEM-EDX 结果显示吸附后，细胞表面有晶体析出，锰离子含量占总元素 16.19%；
FT-IR 结果显示参与吸附过程的官能团包括—PO43-、胺基中的—C—N—、—M—O（O—M—O）、酰胺基（—CO—
NH—）和 C—H 基团。同时 ICP-AES 结果显示在锰浓度为 450 mg·L-1 时去除效果最好，达到 180 mg·L-1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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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train able to adsorb heavy metal manganese was screened, isolated and identified. The strain’s
tolerance to several heavy metals was evaluated based on minimal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MIC). And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manganese concentration on the growth was investigated. The adsorption efficiency and related adsorption mechanism of heavy metals were studied by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emission spectrometer (ICP-AES),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energy spectrometer(SEM-EDX), and 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ometer(FT-IR). The isolated strain belonged to Ralstonia pickettii based on its 16S rDNA
sequence and was designated as ADZH5101.The tolerance of R. pickettii ADZH5101 to several heavy metals was
Mn2+>Cd2+>Ni2+>Zn2+>Cu2+>Co2+. The R. pickettii ADZH5101 can grow in the presence of Mn2+ up to 2 200
mg·L-1. The results of SEM-EDX showed that crystals were precipitated on the surface of the cells after adsorption, and the content of manganese ions accounted for 16.19% of the total elements. The FT-IR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unctional groups involved in the adsorption process included -PO43-, -C-N- in the amine group,
M—O(O—M—O), amide(—CO—NH—) and C—H groups. The results of ICP-AES showed that the highest
removal efficiency of Mn2+ by R. pickettii ADZH5101 reached to ~180 mg·L-1 when the concentration of dosed
manganese in the medium was 450 mg·L-1.
Key words: bacteria; heavy metals; tolerance; adsorption; manganese
在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同时往往伴随着环境污
染，重金属污染在环境中是难以生物降解的、不可

逆，通过食物链会进入人体，并产生生物累积，危
害健康。环境中的重金属污染大多是由人为来源引

收稿日期: 2019-08-27
基金项目: 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508085ME92），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项目（gxyq2018001），安徽大
学高层次人才引进项目（01001770）和安徽大学青年骨干教师培养项目（J01005132）共同资助。
作者简介: 李 琪，硕士研究生。E-mail：17694785@qq.com
* 通信作者: 武 超，博士，副教授。E-mail：wuchao@ahu.edu.cn

安

410

徽

农

业

起的，特别是金属矿石的采矿和冶炼作业[1]。重金
属治理，主要有物理、化学和生物修复，前两种方
法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工程量大、处理费用
高，而生物修复方法由于具有经济、生态效益等优
点，在重金属污理中占据优势地位[2]。生物吸附是
最有希望的方法之一，因其对环境的友好性、高效
率、成本效益和大量的可利用性而备受关注[3]。
一般情况下，在重金属污染区往往存在大量耐
受微生物群体，可筛选到对重金属离子具有较强耐
受性和吸附能力的微生物[14]。锰是生物体必需的微
量元素之一，可作为多种酶的辅因子，为脂质、蛋
白质等代谢所需要，但当水中锰含量超过 0.1 mg·L-1
时就会对人体造成危害，食用锰超标的水和食物可
导致生物机体慢性中毒，造成肝脏、肺等内脏器官
的损伤[6]。本研究从酸矿废水中筛选出一株可以对
重金属锰进行生物吸附的菌株，通过宏观检测和微
观表征对吸附重金属效率和机理进行研究分析，同
时 Ralstonia pickettii 属菌在吸附重金属方面的研究
相对较少，本研究旨在扩展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样品采集 选自安徽铜陵酸矿废水,经检测
水样 pH=3.86,其中 Mn2+、Zn2+、Cu2+、Cd2+、Ni2+
浓度为 3.95 mg·L-1、2.62 mg·L-1、0.86 mg·L-1、0.09
mg·L-1 和 0.05 mg·L-1。
1.1.2 仪器与试剂 数显 pH 计，赛多利斯科学仪
器有限公司；傅里叶红外显微镜，布鲁克光谱仪器
亚太有限公司；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上海美谱达
仪器有限公司；电感耦合离子体发射光谱仪，美国
赛默飞世尔科技；超高分辨电子显微镜，日立高新
技术公司。
YEAST EXTRACT，酪蛋白氨基酸，四水合氯
化锰，TYPTONE，其他试剂：国产分析纯。
1.1.3 培养基 富集培养基：蛋白胨 0.5 g·L-1；酵
母提取物 0.5 g·L-1；酪蛋白氨基酸 0.5 g·L-1；可溶性
淀粉 0.5 g·L-1；磷酸氢二钾 0.5 g·L-1；七水合硫酸镁
0.5 g·L-1；葡萄糖 0.5 g·L-1；丙酮酸钠 0.3 g·L-1；微
量元素储备液 5 mL·L-1；1 mol·L-1 HCL 调至 pH=5。
选择培养基：根据需求在富集培养基中添加不同浓
度的 Mn2+[22]。
微量元素储备液：七水合硫酸镁 3.0 g·L-1；硝
基三乙酸 1.5 g·L-1；二水合氯化钙 1.0 g·L-1；氯化
钠 1.0 g·L-1；七水合硫酸锰 0.5 g·L-1；七水合硫酸
钴 0.18 g·L-1；七水合硫酸锌 0.18 g·L-1；七水合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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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碲 0.1 g·L-1；六水合氯化镍 0.025 g·L-1；十二水
合硫酸铝钾 0.02 g·L-1；五水合硫酸铜 0.01 g·L-1；
硼酸 0.01 g·L-1；二水合钼酸钠 0.01 g·L-1；亚硒酸
钠 0.2 g·L-1。
1.2 方法
1.2.1 筛选分离 将 1 mL 水样加到含 50 mL 富集
培养基的 250 mL 锥形瓶于 30℃、150 RPM 摇床中
培养 36 h；取富集培养液 2 mL 加到含 550 mg·L-1
Mn2+的金属选择培养基中培养 36 h；
待培养基混浊，
-1
取 1 mL 培养液接种到 1 100 mg·L Mn2+的金属选
择培养基培养 36 h，依次提高锰含量以获取耐受性
更好的菌株；上述步骤筛选三代后取 10 μL 培养液
在 1 650 mg·L-1 Mn2+的固体培养基上划线，30℃培
养箱中培养 36 h，取不同形态的单克隆分别接种到
含 1 650 mg·L-1 Mn2+的金属选择培养基确保其耐受
性；待培养基混浊后，继续取 10 μL 培养液在 1 650
mg·L-1 Mn2+下划线、接种，重复 3 次得到一株纯化
后对锰具有较高耐受性的菌株，保种。
1.2.2 菌株鉴定 提取菌株基因组，用 16S rDNA
通用引物 Eub-ac27F：5′-AGAGTTTATCCTGGGCT
CAG-3′ 和 Eubac1492:5′-GGTTACCTTGTTACGAC
TT-3′[23]进行 PCR 扩增。PCR 扩增产物委托上海生
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测序，测序结果通过 BLAST
与 GenBank 数据库的其他 16S rDNA 序列进行同源
性分析。MAGE6.0 软件构建系统进化树。
1.2.3 多种重金属 MIC 测定 用含 Mn2+、Cd2+、
Ni2+、Zn2+、Cu2+、Co2+等重金属浓度分别为 0～6 875
mg·L-1 的培养基在 96 孔板中对菌株 ADZH5101 进
行其他重金属的 MIC 检测，重复 3 次于 30℃培养
箱培养 3 d。
1.2.4 最适生长条件 pH 值：活化 16 h 的菌液以
OD600=0.001 加到 pH=2～7（pH>7 时金属离子会发
生沉淀）的培养基，用 1 mol·L-1 的 HCL 溶液调节
pH 值，做有无 Mn2+对照，同时检测生长前后培养基
的 pH 值。温度：活化 16 h 的菌液以 OD600=0.001 加
到培养基，以 20℃、25℃、30℃、35℃和 40℃的摇
床。所有样品每式 4 份，150 RPM 摇床中培养 32 h。
1.2.5 不同 Mn2+浓度对生长影响 活化 16 h 的菌
液加到培养基中，初始 OD600=0.001（细胞数：4×106
CFU·mL-1），Mn2+浓度范围为 0～2 750 mg·L-1，每
式 4 份，于 30℃、150 RPM 摇床中培养，定时用分
光光度计检测、培养基校零。
1.2.6 去除效率的检测 将培养 16 h 的菌液以 5%
的浓度转接在 Mn2+浓度 0～600 mg·L-1 中培养 32 h，
在不同时间段取 2 mL 离心弃上清、重悬，重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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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后过滤去除沉淀，用纯水以 1∶100 稀释，ICP-AES
检测培养基中 Mn2+的含量，得出菌去除 Mn2+效率。
C 0  C1
P
 100%
（1）
C0
其中：P 为去除率；C0 为初始金属含量；C1 为
不同时间段的重金属含量；
1.2.7 SEM-EDX 分析 取在有无 Mn2+的培养基活
化 32 h 的菌液离心弃上清，戊二醛和磷酸盐缓冲液
重悬，静置，离心弃上清；不同浓度乙醇依次重悬、
离心弃上清、用 HMDS 重悬静置[5]；最后涡旋混匀，
滴在载玻片上，50℃热风烘干后喷金，扫描电镜观
察分析。

Figure 1

411

1.2.8 FT-IR 观察分析 取在有无 Mn2+情况下活化
32 h 的菌株离心弃上清，用纯水清洗菌体，80℃烘
箱烘干；混合溴化钾研磨碾碎最后压制成薄片用红
外光谱仪检测。

2

结果与分析

2.1 菌株筛选
滴板培养、鞭毛染色、扫描电镜以及运动实验
观察到菌株的形貌及特征（图 1）。菌落较小，外观
呈规则圆形、白色，表面光滑，较粘稠，易挑起；
菌体短杆状，表面粗糙；有鞭毛，可运动。

图 1 (A)菌落形态;(B)SEM 下的菌体形态;(C)鞭毛染色
(A)Colony morphology;(B)Morphology of bacteria under SEM;(C)Flagella staining
Ralstonia syzygii strain ATCC 49543 (NR 040803.1)

64
32

Ralstonia syzygii subsp. indonesiensis strain UQRS 464 (NR 134150.1)

92

Ralstonia solanacearum strain K60-1 (NR 044040.1)

94

Ralstonia pseudosolanacearum strain UQRS 461 (NR 134148.1)
Ralstonia mannitolilytica strain LMG 6866 (NR 025385.1)

100

Ralstonia insidiosa strain AU2944 (NR 025242.1)
Ralstonia pickettii strain ADZH5101 (MK610811.1)

94
100

Ralstonia pickettii strain ATCC 27511 (NR 043152.1)
Ralstonia pickettii strain NBRC 102503 (NR 114126.1)
Cupriavidus alkaliphilus strain ASC-732 (NR 109152.1)

80
76

Cupriavidus taiwanensis LMG 19424 (NR 074823.1)
Cupriavidus necator strain N-1 (NR 102851.1)
Cupriavidus pampae strain CPDB6 (NR 116994.1)
Cupriavidus metallidurans CH34 (NR 074704.1)

60
42

Cupriavidus plantarum strain ASC-64 (NR 109160.1)

0.005

图 2 系统发育分析
Figure 2 Phylogenetic analysis

图 3 不同重金属的 MIC
Figure 3 MIC of different heavy metals

2.2 菌株鉴定
将 16S rDNA 全序列在 NCBI 网站上用 BLAST
软件进行分析对比，显示该菌株与多株皮氏罗尔斯
顿菌（Ralstonia pickettii）的同源性达到 100%，推
测该菌株为 Ralstonia 属菌；将 ADZH5101 菌株与
同源性最高的 14 株菌通过 MEGA6.06 软件构建系
统发育树，如图 2。
2.3 多种重金属 MIC 测定
多种重金属 MIC 结果如图 3，其中对锰的耐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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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高达 2 200 mg·L-1，比先前研究[6-9]菌株的耐受度
高。对 Cd2+的耐受度达 2 000 mg·L-1，与之前研究
相比[14-15]，耐受程度略高；对 Ni2+的耐受程度达 940
mg·L-1；对 Zn2+、Cu2+和 Co2+的耐受度较低；菌株
的多种重金属耐受性提高其实际应用的价值。
2.4 最适生长条件
不同条件的生长如图 4，图 A：在 pH=4～7 情
况下生长差值较小，说明弱酸对菌株影响不大；当
pH 值降到 4 以下时，菌株无法生长，酸性太大抑制
菌株生长；pH=5 时，菌株生长最好，平行样误差
最小，较其他 pH 值生长最稳定。图 B：菌株对培

Figu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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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基 pH 值变化。对照组，在 32 h 后 pH 值基本无
变化；实验组，pH=4、5、6 均涨至 7～8 之间，而
pH=7 升到 8.2 左右，推测该菌株在酸性条件的中能
够产氢基化合物[15]，与之前的研究[15]中耐 Cd2+菌株
具有相似能力。图 C：温度对生长的影响。在 30℃
情况下，菌株生长最好，OD600 达到 1.5 左右；当
25℃和 35℃时，OD600 值相近，略小于 30℃时的
OD600 值；40℃时，OD600 值只有 1.1 左右属于缓慢
下降，说明温度略高对菌株生长的影响不大；而
20℃时，OD600 值只有 0.5 左右，说明低温对菌株的
生长的影响较大，该菌株不适用于低温环境。

图 4 (A)pH 值对生长影响；(B)菌株生长对 pH 值影响；(C)温度对生长影响
(A)Effect of pH on growth;(B)Effect of strain growth on pH value;(C)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growth

2.5 不同 Mn2+浓度对生长影响
培养基 Mn2+初始浓度为 0、275、550、1 650
和 2 750 mg·L-1，培养 32 h 测 OD600 值绘制生长曲
线（图 5）。无 Mn2+存在时 4 h 开始生长，随着 Mn2+
浓度的增加，菌株滞缓时间越长，1 650 mg·L-1 时，
菌株到 8 h 开始生长；菌株 ADZH5101 的生长对数
期集中在 8～24 h 之间，24 h 后达到平衡期，其
OD600=1.4 左右；在 1 650 mg·L-1 时，OD600 值只有
0.9 左右，重金属对菌株的生长抑制较为明显。耐受
浓度范围内 OD600 在 0.8～1.0 之间，与之前研究[6]
中的菌株相比菌株 AD5101 的生长能力较强。

图 6 不同浓度 Mn2+对去除的影响
Figure 6 Effect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Mn2+ on removal

Figure 7

Figure 5

报

图 5 不同 Mn2+浓度对菌的影响
Effect of different Mn2+ concentrations on bacteria

图 7 不同浓度 Mn2+最终去除量
Final removal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Mn2+

2.6 去除效率分析
去除效率如图 6。浓度为 150 mg·L-1 时，16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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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除率为 50%左右，而 24 h 的去除率只有 60%左右，
到 40 h 的去除率为 70%左右，与前 16 h 相比，后
24 h 只去除了 20%，说明 150 mg·L-1 时去除主要进
行在前 16 h。当浓度达到 600 mg·L-1 时，在前 8 h
去除率仅有 2%左右，高浓度重金属引起的细菌生
长缓慢导致；32 h 时达到 30%左右；在 8～32 h 之
间，每隔 8 h 去除率增加 10%左右，去除效率较为
平稳。该菌株能够产氢基化合物会改变培养基的 pH
值，弱酸会变成中性偏碱性，同时 pH>7 时重金属
会发生沉淀，推测菌株 ADZH5101 去除的重金属中
包含因 pH 值改变引起没有吸附的重金属产生少许
沉淀，从而导致小部分金属的去除，但因为 pH 值
仅向中性改变，所以金属沉淀占小部分，去除主要
以菌株吸附为主。
不同浓度 Mn2+的吸附量如图 7。150 mg·L-1 时
去除量为 100 mg·L-1 左右，300 mg·L-1 时去除量在
140 mg·L-1 左右，450 mg·L-1 时，细菌的吸附量达到
最大值在 180 mg·L-1 左右；浓度超过 450 mg·L-1，
菌株对 Mn2+的去除量不再增加，推测是因为细胞表
面的吸附位点有限，重金属浓度升高时毒性增大，
抑制菌株生长，结合位点变少，影响吸附效果。

Figure 9

SEM-EDX 观察分析
SEM 结果如图 8，吸附前（图 A）表面无其他
明显物质存在；吸附后（图 B）菌株之间可以明显
看到非细胞状物质，可能是 Mn2+对菌体产生毒害作
用，活体微生物在吸附重金属离子的过程中，需要
依赖新陈代谢，同时对重金属具有一定的抗逆性，
活体微生物通过分泌胞外产物与重金属离子结合，
从而降低重金属离子的危害[11]。
2.7

Figure 8

图 8 (A)吸附前和(B)吸附后 SEM 图
(A)SEM image of pre-adsorption and (B) postadsorption

图 9 为吸附前后的 EDX 分析图。吸附后，图 B
中出现几处关于 Mn 的特征峰，通过检测锰离子含
量占总元素的 16.19%，进一步验证菌株 ADZH5101
对 Mn2+存在吸附作用。

图 9 (A)吸附前和(B)吸附后 EDX 图
(A)EDX diagram of pre-adsorption and (B)post-adsorption

图 10 FT-IR 图
Figure 10 FT-IR diagram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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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IR 观察分析
菌体暴露在金属溶液时，首先与金属离子接触

的是细胞壁，细胞壁的化学组成和结构决定着金属
离子与它的相互作用特性[14]。FT-IR 如图 10，与不
含 Mn2+比较，加入 Mn2+时，细胞壁上的官能团活
跃，在 567 cm-1 处出现新—M—O（O—M—O）吸
收峰，与皮氏罗尔斯通氏菌株 DX-T3-01[14]在吸收
重金属镉是产生了相同的峰值，在吸附机理上一致；
1 065 cm-1 处—PO43-、胺基中的—C—N—特定吸收
峰变得强而宽；在 1 652 cm-1 处的红外光谱峰略微
增强一些，表明酰胺(I)基团参与反应过程。波长 2
927 cm-1 处对应饱和 C—H 基团，在吸附后吸收峰
增强；波数在 3 394 cm-1 有一个宽吸收峰，对应—OH
基团振动，在吸附后特定的吸收峰增宽增强，并且
移动到波数 3 392 cm-1 。综上所述得出，主要有
—PO43-、胺基中的—C—N—、—M—O（O—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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酰胺基（—CO—NH—）和 C—H 基团参与了整个
吸附过程。

3

结论

菌株对锰耐受 2 200 mg·L-1 左右，去除量在 180
mg·L-1 左右；与之前部分研究[7-9]相比，耐受程度相
对较高，去除效率相对较好；
该菌株对不同重金属都有一定的耐受性，之前
的文献[4]中筛选的菌株除锰外，仅对镉和锌有耐受
性，与之相比菌株 ADZH5101 实际应用价值更大，
同时部分研究 [6-9]中菌株对于其他重金属的耐受性
并未提起，限制了其应用范围；
吸附后细胞表面的物质可能是菌体产生的 EPS
与重金属发生络合作用，也可能是其他吸附作
用[11]；主要参与吸附的官能团与之前的研究[1]中参
与吸附的官能团（羟基和羧基）不同，相同点是都
有酰胺参与吸附，但强度不高，说明蛋白质对吸附
影响不大；上述证明菌株对重金属的吸附主要发生
在细胞表面。所以菌株 ADZH5101 在生物修复及重
金属的解毒等工程技术具有一定的应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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