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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株产纤维素酶菌株的鉴定及其产酶条件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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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土壤中筛选出一株产纤维素酶的细菌，编号为 X-2。该菌株为革兰氏阳性菌，好氧，可生成芽孢。根据其
菌体形态、菌落形态、生理生化特征作为初步分类依据，并通过 16S rDNA 分子生物学鉴定的技术手段，鉴定为苏云
金芽孢杆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液体发酵试验表明，其产酶的最适条件为：发酵时间为 72 h，培养温度 35 °C，
转速 130 rpm、接种量 6%以及初始 pH 7.2，在该条件下其羟甲基纤维素酶（CMCase）活性可达 10.89 U/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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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creened a strain of cellulose-producing bacteria No. X-2 from the soil. It was an aerobic Gram-positive
bacteria and able to generate spore. It had been identified as Bacillus thuringiensis in laboratory according to thallus
morphology, Colony morphology,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16S rDNA molecular biology
identification. Liquid fermentation test showed that Optimum fermentation conditions of X-2 were 72 h fermentation time,
incubation temperature at 35 °C, 130 rpm of revolving speed, 6% of inoculum size and pH7.2 of the initial value. The activity
of hydroxymethyl cellulase (CMCase) under this condition reached 10.89 U/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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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素是地球上数量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物质，由于其存在很多的高能氢键难以水解，因此很难
被人类或动物直接利用[1]。我国是农业大国，每年产玉米秸秆超过 7 亿 t，玉米秸秆是一种纤维素含
量很高的农作物废弃物，目前对玉米秸秆的处理大部分是丢弃或者焚烧，产生了严重的环境问题[2-4]。
如何使玉米秸秆达到无害化和资源化利用已经成为目前研究的热点。利用微生物产生的纤维素酶作
用于玉米秸秆，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具有效果稳定、降解彻底和降低污染的优点，因而得到了
普遍的认可[5,6]。因此，筛选和分离出产纤维素酶的微生物菌株，提高其对纤维素的降解能力，研制
出混合菌株的腐熟剂已经成为目前利用微生物降解玉米秸秆以及纤维素资源的开发利用的研究重
点，同时对于解决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等具有重大的意义。纤维素酶是能够降解纤维素生成葡萄糖
的一类酶的总称，是一个由多种水解酶组成的复杂酶系[7,8]。在纤维素资源的综合利用过程中，纤维
素酶发挥重要作用。
过去的研究中，大多数报道的纤维素酶来源于丝状真菌，尤其是木霉属和曲霉属，由于这些菌
株产纤维素酶种类多、产量高、性质多样，因此成为发酵法产纤维素酶的主要菌株[9,10]。近几年人们
对产纤维素酶的细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细菌的一个最大优点是易于培养、生长周期和产酶周
期短，生产过程中可以降低成本，同时可彻底降解天然纤维素，达到预想的效果。随着对细菌深入
研究，一些新的可降解纤维素的好氧细菌菌种被发现和开发利用。本实验室从自然界中筛选出了一
株好氧、生长速度快且产纤维素酶较高的细菌菌株 X-2，鉴定为苏云金芽孢杆菌，对其进行了进一
步分子生物学鉴定，通过测定菌株菌数和 CMCase 活力作为指标，优化其最适产酶条件，为后期深
入研究该菌株的规模化生产奠定了基础，同时为微生物秸秆腐熟剂提供一株后备菌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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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株与试剂

从土壤中分离一株产纤维素酶细菌，命名为 X-2。
1 mg/mL 葡萄糖标准溶液；3,5-二硝基水杨酸显色剂（DNS 显色剂）；pH4.8 乙酸-乙酸钠缓冲
液；1% CMC-Na 溶液。
1.2

培养基

牛肉膏蛋白胨培养基；羧甲基纤维素钠（CMC-Na）培养基[11]。
液体发酵培养基：蛋白胨 l0.0 g，酵母提取物 l0.0 g，(NH4)2S04 2.0 g，KH2PO4 4.0 g，CaCl2·2H2O
0.3 g，MgSO4·7H2O 0.3 g, CMC-Na l0.0 g，蒸馏水 l000 mL，pH7.2。
V-P 培养基；甲基红（M.R.）培养基；明胶液化培养基；淀粉水解培养基；葡萄糖氧化发酵培
养基（休和利夫森培养基）；柠檬酸盐利用培养基[12]。
甘露醇卵黄多粘素琼脂培养基（MYP）、胰酪胨大豆羊血琼脂基础培养基和无菌脱纤维羊血购
于青岛海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3

菌种鉴定方法

1.3.1 形态学特征和生理生化试验 根据《伯杰细菌鉴定手册》(第 8 版)和《常见细菌系统鉴定手册》
[13,14]
，对分离得到的菌株进行鉴定。
1.3.2 16S rDNA 序列比对及系统发育分析 用细菌 16 S rDNA 的引物，即上游引物 F：5′-CAGAGT
TTGATCCTGGCT-3′，下游引物 R：5′-AGGAGGTGATCCAGCCGCA-3′，进行 16S rDNA 的扩增。扩
增体系为：rTaq 酶(5 U/μL)12.5 μL，上游引物和下游引物（2.5 μmol/L）各 1 μL，模板 DNA 2 μL，
最后加双蒸水至 50 μL，混合后瞬间离心，置于 PCR 仪上 98 ℃变性 3 min，然后 98 ℃变性 25 s，5
5 ℃退火 25 s，72 ℃延伸 1 min，共 30 个循环，最后 72 ℃延伸 10 min 反应结束。PCR 产物经 1%
琼脂糖凝胶电泳，于凝胶成像系统下观察并拍照记录结果。委托上海生工进行测序。将测序结果输入
GenBank 进行同源性分析。利用 Mega、Clustal 等软件进行比对，构建进化树，重复次数为 1000 次。
1.4

产酶发酵条件优化

1.4.1 产 CMCase 的测定
1.4.1.1 刚果红平板法检测菌株产纤维素酶能力 将菌株接种于 CMC-Na 培养基平板上培养 3 d，用
0.1%的刚果红染色 30 min 后用 1 M NaCl 溶液洗脱，观察是否出现透明圈。
1.4.1.2 CMCase 的测定
(1)粗酶液的制备：将发酵液于 4 °C、5000 rpm 条件下离心 l0 min，所得上清液即为粗酶液。
(2)葡萄糖标准曲线：取 8 支 20 mL 的具塞刻度试管，分别加入标准葡萄糖溶液 0、0.2、0.4、0.6、
0.8、1.0、1.2、1.4 mL，加入蒸馏水 2.0、1.8、1.6、1.4、1.2、1.0、0.8、0.6 mL，1.5 mL 的 DNS 显
色剂，混合液摇匀后于沸水浴中煮沸 5 min，迅速置于凉水中冷却，定容到 l0 mL，摇匀，540 nm 处
测定吸光值。以葡萄糖含量（mg）为横坐标，以对应的吸光度值为纵坐标，绘制葡萄糖标准曲线。
(3)羧甲基纤维素酶活力（CMCase）的测定[15,16]。取 4 支试管编号。其中 1-3 号为反应管，4 号
为对照管。取 0.5 mL 粗酶液加入 1-3 号试管中，加入 1% CMC-Na 溶液 1.5 mL；4 号管中加入 0.5 mL
经高温灭活的粗酶液和 1% CMC-Na 溶液 1.5 mL。将上述试管置于 50 °C 水浴 30 min，立即加入 1.5
mL DNS 显色剂终止反应。再将上述试管一同沸水浴 5 min 后，迅速冷却并定容至 l0 mL，摇匀，540
nm 波长处测定吸光度，记录各管的吸光值。
CMCase 酶活力定义:在上述反应条件下,纤维素酶液每分钟催化底物 1% CMC-Na 溶液生成 l μg
葡萄糖所需酶量定义为一个酶活力单位（U）。
1.4.2 产酶发酵时间的优化 将菌株 X-2 接种到发酵培养基中，于 30 °C、130 rpm 条件下培养 24 h、
36 h、48h、60 h、72 h、84 h 及 96 h 后测发酵液在 570 nm 的 OD 值并测定 CMCase 活力，重复 3 次。
1.4.3 温度的优化 设 25 °C、30 °C、35 °C、40 °C 4 个温度条件，130 rpm 振荡培养 72 h 后测发酵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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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OD 值和 CMCase 活力，重复 3 次。
1.4.4 接种量的优化 按 1%、2%、4%、6%、8%、10%的接种量接种，在 35 °C、130 rpm 的条件下
培养 72 h 后测发酵液的 OD 值和 CMCase 活力，重复 3 次。
1.4.5 转速的优化 设定摇床转速在 100 rpm、130 rpm、150 rpm、180 rpm，于 35 °C 培养 72 h 后测
发酵液的 OD 值和 CMCase 活力，重复 3 次。
1.4.6 初始 pH 的优化 设定培养基初始 pH 为 6.8、7.0、7.2、7.4、7.6、7.8 和 8.0，于 35 °C、130 rpm
培养 72 h 后测发酵液的 OD 值和 CMCase 活力，重复 3 次。

2
2.1

结 果
形态学特征

对 X-2 细菌形态特征进行观察（表 1），结果表明菌株 X-2 为革兰氏阳性菌，24 h 后可形成稳
定的菌落。X-2 细菌菌体为杆状，侧生鞭毛，产中生芽孢。
表 1 细菌 X-2 的形态观察
Table 1 The morphological observation of X-2
菌株
Strain
X-2

2.2

菌落形态
芽 孢
菌体形态
革兰氏染色
鞭 毛
荚 膜
Colony morphology
Germ
Thallus morphology Gram stain Flagellum Membrane
菌落大、成片、不规则形状、有芽孢、椭圆形、
杆状
阳性
有鞭毛，侧生
无
边缘锯齿状、产黄色素 中生、孢囊不膨大

生理生化反应

X-2 菌生理生化反应见（表 2）。根据《伯杰细菌鉴定手册》和《常见细菌系统鉴定手册》所列
的芽孢杆菌属形态学和生理生化性状的描述，初步认为 X-2 为芽孢杆菌属（Bacillus）。
表 2 细菌 X-2 生理生化性状鉴定
Table 2 Identification of X-2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characters
实验项目
结果
实验项目
Items
Results
Items
1. 接触酶
+
8. 葡萄糖氧化发酵
2. 厌氧性
9. 脲酶
3. 淀粉水解
+
10. 运动性
4. 明胶液化
+
11. V-P 反应
5. 柠檬酸盐利用
12. 溶血性
13. 耐盐性 3%
6. 甲基红试验
+
5%
7. 卵黄反应

+

7%
10%

结果
Results
+
+
+
+
+
+
-

注:“+”为阳性，“-”为阴性。
Note: “+” is positive, ”-“ is negative

2.3

PCR 反应扩增后各菌株的 16 S rDNA 片断

从图 1 可以看出，得到的扩增产物的分子量在 1500 bp 左右，符合 16 S rDNA 片断大小，说明
该扩增片断是 16S rDNA 片断。

图 1 细菌 X-2 的 16 S rDNA
M 泳道为 marker，点样量为 5 μL

Fig.1 16 s rDNA of X-2

M lane was marker, sample dosage was 5 μ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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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 X-2 的 16 S rDNA 鉴定以及系统发育树的构建

测序测得 16 S rDNA 大部分序列为 1494 bp。登陆 NCBI，使用 BLAST 在线将得到的 16 S rDNA
序列提交进行 BLAST 在线分析。将测出的序列通过 16 S rDNA 序列同源性比较，X-2 与 Bacillus
thuringiensis 的 16 S rDNA 序列相似性均达到 100%。根据同源性比较结果，可以初步确认细菌 X-2
为苏云金芽孢杆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
从 Genbank 中选择了 11 个菌株，应用 Mega、Clustal 软件进行多重比较后构建系统发育树。如
图 2 所示，菌株 X-2 和苏云金芽孢杆菌在一个分支中，且菌株 X-2 与苏云金芽孢杆菌 Bacillus
thuringiensis（FN433030.1）和 Bacillus thuringiensis（GU471753.1）的亲缘关系较近。进一步证明菌
株 X-2 为苏云金芽孢杆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

图 2 细菌 X-2 基于 16 S rDNA 的系统进化树
Fig.2 Phulogenetic tree of X-2 based on the 16 S rDNA sequence

2.5

葡萄糖标准曲线的绘制

不同含量的葡萄糖对应的吸光值和葡萄糖标准曲线如下所示。吸光值与葡萄糖含量成正比例关
系，且 R2=0.995，因此可以通过测定溶液的吸光值 OD 计算出相应的葡萄糖含量。

图 3 葡萄糖标准曲线
Fig.3 Standard carve of Glucose

2.6

菌株 X-2 产纤维素酶能力的测定

菌株培养 3 d 后，结果如图 4。刚果红能与培养基中的纤维素形成红色复合物。当纤维素被纤维
素酶分解后，刚果红-纤维素的复合物就无法形成，培养基中会出现以纤维素分解菌为中心的透明圈，
因此通过是否产生透明圈可以判定菌株是否产纤维素酶。测量 X-2 透明圈的直径（12.72±3 mm），
D1/d1 是 3.24。故 X-2 是一株可以产纤维素酶的细菌。

图 4 菌株 X-2 产纤维素酶的定性分析
Fig.4 Qualitative analysis on CMCase of X-2

图 5 培养时间对菌株 X-2 生长和产 CMC 酶的影响
Fig.5 Culturing time effect on growth and CMCase of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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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条件对生长速率和产酶量的影响

2.7.1 发酵时间对生长速率和产酶量的影响 结果如图 5 所示，接种后 24 h 内，菌株生长比较缓慢，
24 h 后菌株快速生长，培养 72 h 后发酵液 OD 值达最大，产酶量达到 10.31 U/mL，为纤维素酶的最
佳收获期。72 h 后随着时间的延长，生长速率逐渐减小趋于平衡。由于养分的消耗和代谢产物的分
泌，菌丝老龄化严重，慢慢解体，故发酵液的 OD 值有所下降。
2.7.2 发酵温度对生长速率和产酶量的影响 结果如图 6 所示，X-2 在 30~35 °C 代谢最旺盛，可见其
最适生长温度为 30~35 °C。随着温度升高生长速率均受到抑制，说明培养温度对细菌 X-2 的 CMCase
影响效果显著。产酶量随着温度的升高呈上升趋势，在 35 °C 时达到最高，超过 35 °C，随温度升高，
酶活力有所下降。综合考虑其生长曲线和产酶能力，确定 X-2 最适宜的发酵产酶温度为 35 °C。

图 6 发酵温度对菌株 X-2 生长和产 CMC 酶的影响
图 7 接种量对菌株 X-2 生长和产 CMC 酶的影响
Fig.6 Temperatures effects on growth and CMCase of X-2 Fig.7 Inoculum effects on growth and CMCase of X-2

2.7.3 接种量对生长速率和产酶量的影响 结果表明，如图 7，随着接种量的增加，菌株的生长代谢
呈现较好状态，菌数和 CMCase 的酶活力均增加，OD 值均均可达到 1.00 以上，接种量对细菌 X-2
生长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当接种量超过 6%的时候，酶活力逐步下降，推测是由于接种量过多导致培
养基中溶氧量不足的原因。综合生长速率和 CMC 酶活力确定 X-2 的最适接种量为 6%。
2.7.4 转速对生长速率和产酶量的影响 由图 8 可以看出，当转速为 100 rpm 时，菌数和酶活力都较
低，生长状况相对最好的转速条件是 130 rpm 和 150 rpm，此时 OD 值分别为 1.011 和 1.014。130、
150 和 180 rpm 转速条件下，菌株 X-2 的产纤维素酶能力差别不大，当转速在 130 rpm 时，其菌数和
产纤维素酶能力相对偏高。综合考虑，菌株 X-2 的产酶发酵最佳转速确定为 130 rpm。

图 8 转速对菌株 X-2 生长和产 CMC 酶的影响
图 9 pH 对菌株 X-2 生长和产 CMC 酶的影响
Fig.8 Rotate speed effect on growth and CMCase of X-2 Fig.9 pH effect on growth and CMCase of X-2

2.7.5 初始 pH 对生长速率和产酶量的影响 从图 9 可以看出，初始 pH 对菌株 X-2 生长速率和酶活力
均有显著影响。初始 pH 在 6.5 时 OD 值较低，随着初始 pH 的增加，OD 值呈明显上升趋势。初始
pH 为 7.2 时，OD 值达最高 1.221，进一步增加而有所降低。初始 pH 在 7.2~8.0 的条件下，菌株 X-2
的产酶活性均可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在培养基初始 pH 为 7.2、7.4 时，CMCase 分别达 10.89 U/mL
和 10.72 U/mL。因此，菌株 X-2 的发酵培养最适 pH 为 7.2。

3

讨 论

纤维素是年产量巨大的可再生能源物质，通过微生物产生的纤维素酶来分解和转化纤维素是纤
维素利用的有效途径，也是多年来研究者的目标。已发现的具有降解纤维素能力的微生物有近 200
种，分布在真菌、细菌和放线菌中，其中以真菌类产纤维素酶为主[17-19]，但真菌产纤维素酶的规模
生产较繁琐、周期长，在很大程度影响了纤维素的酶解效率，增大了生产成本[20,21]，因此筛选出一
种周期短、产酶高的菌株至关重要。本试验对细菌菌株 X-2 进行了鉴定及产纤维素酶条件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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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株 X-2 能产芽孢，革兰氏阳性，分子生物学鉴定其为苏云金芽孢杆菌。其最适产酶条件为:培养基
起始 pH 值为 7.2，发酵温度 35 °C，接种量为 6%，转速为 130 rpm，培养 72 h，此条件下产 CMCase
可达 10.89 U/mL。X-2 在 72 h 即可达到产酶高峰，大大缩短了生产周期，且产纤维素酶量也较高，
这与陈晨[22]等发现菌株 F1 即鉴定为苏云金芽孢杆菌后，其纤维素酶活在 72 h 可达到最高的研究一
致。到目前为止，对 Bacillus agaradhaerens、Bacillus cellulyticus、解淀粉芽孢杆菌、环状芽孢杆菌、
短小芽孢杆菌和枯草芽孢杆菌产纤维素酶研究比较深入，纤维素酶的纯化方法已经形成，超过 20 个
编码纤维素降解酶的基因已经被测序和克隆[23]。X-2 对纤维素具有较强的降解作用，本实验只是对
其发酵条件进行了初步探索，下一步继续研究该菌株产纤维素酶的基因及其纤维素酶的性质，期望
从基因水平上提高菌株的纤维素酶活，将其应用于微生物腐熟剂的制作过程中，为腐熟剂的复合菌
种提供后备菌株，对环境和生态问题会有很大的应用前景和意义。

4

结 论

(1)根据其菌体形态、菌落形态、生理生化特征作为初步分类依据，该菌株为革兰氏阳性菌，杆
状，好氧，可生成芽孢。并通过 16S rDNA 分子生物学鉴定的技术手段，鉴定为苏云金芽孢杆菌
（Bacillus thuringiensis）。
(2)刚果红平板结果表明 X-2 是一株可以产纤维素酶的细菌，透明圈的直径（12.72±3 mm），D1/d1
是 3.24。
(3)液体发酵试验表明，其产酶的最适条件为：发酵时间为 72 h，培养温度 35 °C，转速 130 rpm、
接种量 6%以及初始 pH7.2，在该条件下其羟甲基纤维素酶（CMCase）活性可达 10.89 U/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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