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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中降解有机磷微生物的筛选
张黎丽,张阁,王欣艺,杜安琪,李金宝,常允康,徐娜*

济宁医学院 生物科学学院,山东日照 276800
摘 要: 利用蒙金娜培养基从土壤中筛选出具有明显解磷能力的微生物，通过钼锑抗比色法对其解磷活性进行测

定，结合形态学观察、生理生化指标测定、16S rDNA基因测序三个方面结果对菌株进行鉴定。结果表明：成功分

离出 3株具有明显解磷能力的细菌，分别为蜡状芽孢杆菌、肺炎克雷伯氏菌、阴沟肠杆菌，其溶磷量分别为 54.51
mg/L、60.67 mg/L、67.52 mg/L，3者的溶磷能力均较好，以阴沟肠杆菌的解磷能力最强，具备较高的应用价值，为

进一步研究微生物肥料及微生物降解有机磷农药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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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eening of Strains for Organophosphorus-degradation in Soil
ZHANGLi-li,ZHANGGe,WANGXin-yi,DUAn-qi,LIJin-bao,CHANGYun-kang,XUNa*
School of Biological Science/Jining Medical University, Rizhao 276800, China
Abstract: We used Monjina medium to screen microorganisms with obvious ability to decompose phosphorus from the soil,
then determined its phosphorus solubilization activity of the strain by Mo-Sb antispetrophotography method and identified
the strains by morphological observation,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indexes determination and 16S rDNA gene
sequencing. Results showed three strains with obvious phosphorus - solubilizing ability were identified as Bacillus cereus,
Klebsiella pneumoniae and Enterobacter cloacae, the dissolved phosphorus content was 54.51 mg/L, 60.67 mg/L and
67.52mg/L, respectively, the phosphorus dissolving ability of enterobacter cloacae was the strongest, which was of high
application value, our study can contribute to the further research of microbial fertilizer and the microbial degradation of the
organophosphorus pestic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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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元素是植物生长所需的主要营养元素之一，其不仅能促进植物体内碳水化合物的运送和转

化，同时也是植物固氮所不可缺少的元素[1]。为提高农作物产量，人们长期大量施用磷肥，然而肥

料中 70%以上的水溶性磷与铁、铝等离子结合，形成难溶性磷酸盐，难以被植物利用[2]。因此，植

物对土壤中的大部分磷元素利用率很低。而解磷菌则可以将植物难吸收利用的磷转化成可利用的

磷，解磷菌分为无机磷降解菌和有机磷降解菌[3]。无机磷降解菌主要是通过生命活动中所产生的

酸，将难溶的无机磷化物（磷酸钙、磷灰石等）转化为可溶状态；而有机磷降解菌则通过分泌磷酸

酶、植酸酶、核酸酶等有机磷降解酶，将土壤中难溶的有机磷化物（核酸、磷脂、农药等）降解为

可溶性的小分子，为植物提供更多的磷源，从而促进植物生长发育[4]。

本研究拟从土壤中筛选具有明显溶磷效果的有机磷降解菌，对其解磷能力进行评估，并结合其

形态学、生理生化指标及 16S rDNA基因测序三个方面对菌株进行鉴定，为微生物肥料和微生物降

解有机磷农药的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1.1.1土壤样品 土壤样品采集于日照某田地小麦根周和根际。采样深度为 5~10 cm。

1.1.2主要培养基 有机磷液体培养基：在蒙金娜基础培养基[5]的基础上，待培养基温度降至 50 °C左

右，马上加入蛋黄卵磷脂溶液(50 g/L)，每 100 mL培养基加入 1 mL作为有机磷源，混匀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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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钼锑抗比色法主要试剂 磷标准贮存溶液、钼锑抗贮存液、钼锑抗显色剂及指示剂的配制方法

参照钼锑抗比色法[6]。

1.2 实验方法

1.2.1解磷菌株的分离与筛选 称取土壤样品 1 g于试管中，加入 9 mL无菌水，用移液枪吹打混匀，

静止放置 5 min左右。吸取 1 mL的悬液到 99 mL的蒙金娜液体培养基中，180 rpm，30 °C，震荡培

养 72 h。取 1 mL上述发酵液，于装有 9 mL无菌水的试管中，吹打混匀，稀释涂布于蒙金娜固体培

养基上，30 °C静置培养 1~2 d。挑取平板上的菌落，于有机磷固体培养基进行重复划线分离，挑选

能在蒙金娜平板上稳定生长的、有溶磷圈的菌株作为下一步研究对象。

1.2.2 解磷菌菌落特征的观察 将筛选后的解磷细菌于蒙金娜固体培养基上，30 °C，静置培养 3 d。
观察并记录单菌落特征。

1.2.3 解磷微生物的解磷活性测定 磷标准曲线的绘制和样品磷含量的测定方法参照钼锑抗比色法[6]。

结果计算：如公式所示。P =稀释倍数 × x

%100
W
PX

式中：P -溶磷量，可溶性磷含量，mg/L；x -标准曲线计算得出的可溶性磷含量，mg/L；
X -溶磷率，可溶性磷含量占总磷含量的百分比；W -培养液中加入的有机磷物质的质量，mg/L。
1.2.4生理生化试验 参照《常见细菌系统鉴定手册》[7]和《伯杰氏细菌鉴定手册》[8]的方法，对筛选

得到的解磷菌进行葡萄糖发酵、乳糖发酵、蔗糖发酵、甘露醇发酵、硫化氢产生、过氧化氢酶、

MR、VP、柠檬酸盐利用、淀粉水解试验及抗生素敏感性试验。

1.2.5 分子鉴定 使用天根细菌基因组 DNA提取试剂盒，提取筛选得到的解磷菌的基因组 DNA，并

利用细菌通用引物 27F 和 1387R，扩增其 16S rDNA。PCR 反应条件为：94 °C 5 min，94 °C 1
min，55 °C 1 min，72 °C 2 min，72 °C 10 min，35个循环。所得产物送至苏州金唯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天津公司进行测序。测序所得的 16S rDNA基因序列在 NCBI上进行 Blast分析比对，MEGA
7.0构建系统发育树。

2 结果与分析

2.1 解磷菌株的筛选

利用蒙金娜固体培养基，通过划线分离的方法，经过三次反复划线培养，筛选出 5株能在蒙金

娜培养基上稳定生长的菌株，但只有 3株具有降解有机磷的能力，菌株 JP-1、JP-2及 BP-1菌具有

明显溶磷圈，选择这 3株菌作为研究对象（见图 1）。

图 1有机磷降解菌的菌落形态
Fig.1 Colony morphology of organophosphorus-degrading strains

注：菌株 1-5分别命名为 JP-1、JP-2、JP-3、JP-4、BP-1。
Note: strains 1-5 were named as JP-1, JP-2, JP-3, JP-4, BP-1, respectively.

2.2 菌落特征观察

通过菌落特征，初步判断 3株菌均为细菌。（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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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菌株 JP-1、JP-2、BP-1的菌落特征

Table 1 Colony characteristics of strains JP-1, JP-2 and BP-1
菌株
Strain

形状
Shape

光泽度
Glossiness

边缘形状
Edge shape

表面
Surface smoothness

干湿度
Dry or wet

透明度
Clarity

颜色
Color

JP-1 不规则 无光泽 波状 褶皱 干 不透明 白色
JP-2 圆 有光泽 整齐 光滑 湿 不透明 浊白
BP-1 不规则 有光泽 波状 褶皱 湿 不透明 发黄

2.3 解磷微生物的解磷活性测定

标准曲线：y = 0.5841 x + 0.0046，R2= 0.9959。
3株菌溶磷量分别可达 54.51 mg/L、60.67 mg/L、67.52mg/L，结合图 1 中 3株菌的溶磷圈大

小，可以看出这 3株菌对有机磷的降解能力较强（见表 2）。

表 2菌株 JP-1、JP-2、BP-1的溶磷活性

Table 2 Phosphorus soluble activity of strains jp-1, jp-2 and bp-1
菌株
Strain

溶磷量/(mg/L)
Phosphate solubilization capacity

溶磷率/%
Phosphate solubilization efficiency

JP-1 54.51±0.55c 10.90±0.11c
JP-2 60.67±0.69b 12.13±0.14b
BP-1 67.52±0.88a 13.50±0.18a

注：a, b, c表示差异显著（P＜0.05）。
Note: a, b, c indicate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3 结果与分析

3.1 株菌的生理生化测定结果及抗生素敏感性试验
表 3菌株 JP-1、JP-2、BP-1的生理生化特征

Table 3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trains JP-1, JP-2 and BP-1
菌株
Strain 1 2 3 4 5 6 7 8 9 10

JP-1 + － + － － － + － + +
JP-2 + + + + + + － + + +
BP-1 － + + + － + － + + +

注：“+”表示阳性，“－”表示阴性；1-10分别代表葡萄糖发酵、乳糖发酵、蔗糖发酵、甘露醇发酵、硫化氢产生、过氧化氢酶、MR、V-
P、柠檬酸盐利用、淀粉水解试验
Note: + represents positive. – represents negative. Numbers 1-10 represent the tests of glucose ferment, lactose ferment, sucrose ferment, mannose
ferment, hydrogen sulfide production, catalase, MR, V-P, citrate utilization and starch hydrolysis, respectively.

表 4菌株 JP-1、JP-2、BP-1的抗生素敏感性试验
Table 4 Antibiotics sensitivity of strains JP-1, JP-2 and BP-1

菌株
Strain 1 2 3 4 5 6 7 8

JP-1 + + + + + + + +
JP-2 － + + － + + － －
BP-1 + + + + + + － －

注：“+”表示阳性，“－”表示阴性； 1-8分别代表克林霉素、多粘菌素 B、四环素、红霉素、庆大霉素、氯霉素、万古霉素、青霉素。
Note: + represents positive. – represents negative. Numbers 1-8 represent test of clindamycin, polymyxin B, tctracyclin, erthromycin, gentamycin,
chloromycctin, vancomycin and penicillin.

3.2 分子鉴定

3.2.1基因组 DNA提取与检测 利用细菌基因组 DNA提取试剂盒，提取 3株菌的基因组 DNA，所提

取 DNA条带明亮清晰（见图 2）。

图 2基因组 DNA的电泳结果
Fig.2 Electrophoresis results of genomic
DNA of strains JP-1, JP-2 and BP-1

图 3菌株 JP-1、JP-2、BP-1的 PCR产物电泳结果
Fig.3 Electrophoresis results of PCR product of

strains JP-1, JP-2 and B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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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16S rDNA序列扩增结果 以提取的基因组 DNA为

模板，使用细菌通用引物 27F和 1387R进行 PCR扩

增，条带为 1500 bp左右，与目的条带大小一致，且条

带明亮清晰（见图 3）。

3.2.3 序列比对及进化树构建 将上述 PCR扩增产物送至

苏州金唯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测序。将所得基因序列与

NCBI数据库中序列进行比对，并构建系统发育树。如

图 4 所示， JP-1 与 Bacillus cereus 的遗传进化距离最

近，序列比对显示二者 16SrDNA序列相似度为 100%；

JP-2 与 Klebsiella pneumoniae 的遗传进化距离最近，二

者 16S rDNA序列相似度为 100%；BP-1与 Enterobacter
cloacae的遗传进化距离最近，二者 16S rDNA序列相似

度为 99.61%。结合生理生化试验，3株菌分别为蜡状芽

孢杆菌、肺炎克雷伯氏菌和阴沟肠杆菌。

4 讨 论

通过溶磷圈和溶磷量测定实验可知，3株菌均具有较强的降解有机磷的能力。其中，经鉴定为

阴沟肠杆菌的 BP-1菌株的解磷能力最强，肺炎克雷伯氏菌（JP-2）和蜡状芽孢杆菌（JP-1）次之。

研究表明，蜡状芽孢杆菌不仅能够促进作物成熟、生长[9]，还可显著的防治根癌病的发生[10]。

肺炎克雷伯氏菌，不仅具有解磷能力，而且还具有固氮，铁载体的功能，对植物的生长有很大的促

进作用[11,12]；而阴沟肠杆菌的解磷能力不仅体现在对土壤有机磷的降解上，更重要的是对有机磷农

药有较好的降解能力，且其生存能力强[13]。因此，本研究筛选所得的 3株菌在微生物肥料及农药降

解方面具备较高的应用价值，为微生物肥料的开发利用以及农药的微生物降解奠定了基础。

5 结 论

利用蒙金娜培养基筛选出有明显溶磷圈，即有溶磷活性的 3株菌株（JP-1、JP-2、BP-1）。采

用钼锑抗比色法对 3株菌的溶磷活性进行测定，其溶磷量分别可达 54.51 mg/L、60.67 mg/L、67.52
mg/L，溶磷活性较好。经分子鉴定，结合生理生化试验结果，3株菌分别为蜡状芽孢杆菌、肺炎克

雷伯氏菌、阴沟肠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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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菌株 JP-1、JP-2、BP-1的系统发育树
Fig.4 Phylogenetic tree of strains JP-1, JP-2 andB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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