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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解决现今纤维素酶生产的低效率和高成本问题，以及实现利用木质纤维素废弃物生产纤维素酶的目的，本研究结合羧甲基纤维素钠

（ＣＭＣ）水解圈法和胞外酶活测定法，从嗜热菌资源丰富的温泉区土壤中筛选出一株具有产羧甲基纤维素酶（ＣＭＣａｓｅ）的嗜热地芽孢杆菌

ＨＴＡ４２６（Ｇｅ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ｋａｕｓｔｏｐｈｉｌｕｓ ＨＴＡ４２６）．对菌株生产的酶进行酶学性质分析并将菌株应用于以木质纤维素为替代碳源产纤维素酶．采用硫酸

铵沉淀法和离子交换层析法对粗酶液进行二级纯化，回收率和纯化倍数分别为 １０．１４％和 ５．１２，纯化后的 ＣＭＣａｓｅ 的分子量约为 ４０ ｋＤａ．其
ＣＭＣａｓｅ 活性在温度为 ６０ ℃，ｐＨ 为 ７．０ 下达到最高．培育 ５ ｈ 后，酶的活性在温度为 ５０～７０ ℃下也能保持相对稳定．ＨＡＴ４２６ 菌株能够在已经经

过碱处理的甘蔗渣、稻杆及水葫芦为碳源的培养液中生长和生产 ＣＭＣａｓｅ．以甘蔗渣为碳源的培养液最适合于生产 ＣＭＣａｓｅ，其活性为 １０３．６７
Ｕ·ｍＬ－１ ．菌株 ＨＴＡ４２６ 是首次报道的具有产纤维素酶能力的嗜热地芽孢杆菌，经纯化的纤维素酶具有广泛的 ｐＨ 适用性（ｐＨ ５～ ８）和良好的热

稳定性（５０～７０ ℃），在运用于木质纤维素能源化中具有较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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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由于人口数量增加和经济发展，石油等化石燃

料消耗量急剧上升．化石燃料燃烧造成全球气候变

暖、环境污染等问题，迫使人们寻找能够替代化石

燃料的清洁能源（Ｎｉｇａｍ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木质纤维素

废弃物作为一种常见的农林固体废弃物，一般通过

室外燃烧进行处理，然而燃烧过程中释放出大量温

室气体和颗粒物，会对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研究发现，木质纤维素废弃物可以通

过一系列的技术转化为生物燃料（Ｍｅｎｏｎ ａｎｄ Ｒａｏ，
２０１２）．纤维素酶通常作为水解酶加入预处理后的木

质纤维素材料中，将纤维素酶分解成可发酵的单糖．
未来随着生物燃料的商业化生产，酶的需求量将大

大增加（Ｙｏ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然而，现今的商业酶不

仅活力低而且价格贵，难以实现工业化应用．所以通

过筛选出纤维素酶产量高，具有较高酶活性的纤维

素菌株，是降低生物燃料成本的有效手段．现今，大
多数的纤维素酶都是从真菌中获得，从真菌中获得

的纤维素酶产量高、活性高，并且其作为胞外酶易

于分离和提取 （ 刘洁丽和王婧， ２００８； Ｃｈａｕｒａｓｉ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但细菌有较高的生长速率，使得其在

生产纤维素酶中具有很大的潜力（Ｎａｇｅｎｄｒ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Ｐａｕｄｅｌ ａｎｄ Ｑｉｎ ２０１５）．因此，研究者从各种环

境中如土壤、堆肥及废水中分离出能够合成纤维素

酶的细菌 （ Ｔａ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Ｌｅ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其中，高温环境中筛选的嗜热纤维素酶

产生菌由于其能够在较高温度下生长，培养过程不

易受到污染，并且纤维素酶活性高，热稳定性强，因
而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因此，本研究从温泉区筛选

出具有生产嗜热性纤维素酶的菌株，并对其纤维素

酶性质进行分析．另外，为进一步降低产酶成本，试
验使用经过碱处理的木质纤维素废弃物作为替代

碳源生产纤维素酶，旨在为耐高温纤维素酶的开发

和生产提供一定依据．

２　 材料与方法（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２．１　 实验材料

土壤样品：样品采自中国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

热水镇 ６０．５ ℃温泉泥水混合样，ｐＨ 值为 ７．０．
培养基：为尽可能富集具有产纤维酶能力的菌

株，采用营养丰富的 Ｍｅｎｄｅｌ ａｎｄ Ｒｅｓｓｅ 培养基（ＭＲ
培养基）作为富集培养基（Ａｃｈａｒｙ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另
外还选取常用的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Ｓａｌｔ 培养基（ＭＳ 培养基）
（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 １９７２）、Ｂｕｓｈｎｅｌｌ Ｈａｎｎｓ 培养基（ＢＨ 培

养基） （Ｌ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作为比较．
木质纤维素材料：收集稻杆、甘蔗渣及水葫芦，

６０ ℃烘干并粉碎后，过 ４０ 目筛，于室温下密封保

存，以备后续实验使用．
２．２　 实验方法

２．２．１　 产纤维素酶嗜热菌的筛选　 向含有 １００ ｍＬ
富集培养基的 ２５０ ｍＬ 锥形瓶中加入 １０ ｍＬ 泥水样

品，将锥形瓶置于 ６０ ℃的摇床中以 １７０ ｒ·ｍｉｎ－１培养

２４ ｈ．从锥形瓶中移取 １ ｍＬ 的菌液到新的培养基

中，在相同条件下继续培养 ２４ ｈ，重复此过程一个星

期后，将菌液稀释后并取 ０．１ ｍＬ 涂布于平板筛选培

养基中，于 ６０ ℃下培养 ２４ ｈ．菌落长出后，挑取单个

菌落进行平板划线培养，重复划线使菌株得以分离

和纯化．对菌株进行初步筛选后，将筛选的菌株点种

于平板筛选培养基中，于 ６０ ℃下培养 ２４ ｈ．用 １％的

刚果红溶液对平板在室温下染色 １５ ｍｉｎ 后再用 １
ｍｏｌ·Ｌ－１ ＮａＣｌ 溶液进行脱色．挑选平板中周围出现透

明圈的菌落进行复筛．
２．２．２　 １６Ｓ ｒＲＮＡ 基因和系统发育分析　 使用基因

组提取试剂盒对菌株的基因组 ＤＮＡ 进行提取．并采

用细菌通用引物 ２７Ｆ（５′⁃ＡＧＴＴＴＧＡＴＣＣＴＧＧＣＴＣＡＧ⁃
３′）和 １４９２Ｒ （５′⁃ＧＧＴＴＡＣＣＴＴＧＴＴＡＣＧＡＣＴＴ⁃３′） 进

行 ＰＣＲ 扩增．ＰＣＲ 程序为：９４ ℃预变性 ５ ｍｉｎ，９４ ℃
变性 ３０ ｓ，５５ ℃退火 ５５ ｓ，７２ ℃延伸 １００ ｓ，３５ 个循

环，７２ ℃延伸 １０ ｍｉｎ，最后保持在 ４ ℃ ．对上述 ＰＣＲ
步骤所得的目标扩增产物送样至生工生物工程（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测序，将测序返回结果在 ＮＣＢＩ 网
站使用 ＢＬＡＳＴ 程序进行匹配，录入相似菌株序列．
用 Ｃｌｕｓｔａｌ 软件进行序列对比，使用 ＭＥＧＡ 程序进行

系统发育树的构建，采用邻接法获得分支系统树，
并通过自举分析进行拓扑结构置信度的检测，自举

数据集为 １０００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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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３　 酶活力及蛋白质浓度的测定　 羧甲基纤维

素酶（ＣＭＣａｓｅ）活性的测定使用 ３，５⁃二硝基水杨酸

（ＤＮＳ）法（Ｍｉｌｌｅｒ， １９５９）．酶活力单位（Ｕ）定义为 １
ｍｉｎ 水解底物产生 １ μｍｏｌ 葡萄糖所需要的酶量．蛋
白质浓度的测定使用考马斯亮蓝法 （ Ｂｒａｄｆｏｒｄ，
１９７６）．
２．２．４　 纤维素酶的纯化 　 将菌株接种于富集培养

基中于 ６０ ℃ 下培养 ４８ ｈ 后， 将菌液在 １００００
ｒ·ｍｉｎ－１下离心 ２０ ｍｉｎ，以去除细胞和残余培养基．取
上清液，加入饱和度为 ８０％的硫酸铵于 ４ ℃搅拌 ２４
ｈ 后在 １００００ ｒ·ｍｉｎ－１下离心 ２０ ｍｉｎ．收集蛋白沉淀，
重悬后再于 ４ ℃ 透析 ２４ ｈ．使用截留分子量为 １０
ｋＤ 的超滤管对样品进行浓缩后于阴离子交换柱进

行层析．收集洗脱液并在 ２８０ ｎｍ 下测定其吸光度以

检测蛋白质出峰情况．对具有纤维素酶活性的洗脱

液进行酶活力测定和蛋白质含量分析，酶的比活性

为总酶活（Ｕ） ／总蛋白质含量（ｍｇ），纯化倍数为纯

化后酶的比活性 ／粗酶液比酶活比值表示，将具有

最高比活性的洗脱液于 ４ ℃ 下密封保存以备后续

分析．
２．２．５　 蛋白质酶谱分析 　 对纯化过程中得到的样

品及分子量蛋白质标准分别进行 ＳＤＳ⁃ＰＡＧＥ 蛋白电

泳，采用 １５％分离胶和 ５％浓缩胶．电泳结束后，用考

马斯蓝 Ｒ⁃２５０ 染色液进行染色 １ ｈ，然后脱色 ２ ｈ 观

察蛋白条带．为检测特定蛋白质活性，在制作凝胶

时，将 １％（Ｗ ／ Ｖ，ｇ·ｍＬ－１）ＣＭＣ 溶液加入到聚丙烯酰

胺中，操作温度为 ４ ℃ ．电泳结束后，将复性后的凝

胶用０．２％（Ｗ ／ Ｖ，ｇ·ｍＬ－１）刚果红溶液进行染色，最
后用 ２ ｍｏｌ·Ｌ－１ ＮａＣｌ 溶液脱色显示透明带．
２．２．６　 产酶条件研究　 碱处理稻杆、甘蔗渣和水葫

芦：将干燥后的稻杆、甘蔗渣及水葫芦以固液比为

１ ／ ２０（Ｗ ／ Ｖ，ｇ·ｍＬ－１）于 ５０ ℃ 条件下在 ３％ （Ｗ ／ Ｖ，
ｇ·ｍＬ－１）的 ＮａＯＨ 溶液中浸泡 ２ ｈ．反应结束后，将溶

液过滤并水洗至中性后回收滤渣，将滤渣置于 １０５
℃下干燥后密封保存用于产酶发酵，并对处理前后

木质纤维素的组成成分如纤维素、半纤维素及木质

素进行分析（张耿崚等，２０１６）．
不同培养基对菌株产纤维素酶的影响：将分离

的菌株在含 １００ ｍＬ 富集培养基的 ２５０ ｍＬ 锥形瓶中

于 １７０ ｒ·ｍｉｎ－１、６０ ℃下培养至指数生长期后，将 ２０
ｍＬ 菌液移至含有 １００ ｍＬ 不同培养基（ＭＲ 培养基、
ＭＳ 培养基和 ＢＨ 培养基）的 ２５０ ｍＬ 锥形瓶中，于
６０ ℃培养 ７２ ｈ，最后测定菌株 ＣＭＣａｓｅ 活性．

不同培养时间对菌株产纤维素酶的影响：将培

养至指数生长期的 ２０ ｍＬ 菌液移至含有 １００ ｍＬ 最

佳培养基的 ２５０ ｍＬ 锥形瓶中，置于 １７０ ｒ·ｍｉｎ－１、６０
℃下培养，分别测定 ２６～１６８ ｈ 菌株的 ＣＭＣａｓｅ 活性．

不同碳源对菌株产纤维素酶的影响：将分离的

菌株在含 １００ ｍＬ 用经碱处理的稻杆、甘蔗渣和水葫

芦替代 ＣＭＣ 的富集培养基的 ２５０ ｍＬ 锥形瓶中培养

至指数生长期后，将 ２０ ｍＬ 菌液移至 １００ ｍＬ 新培养

基中于 ６０ ℃ 以 １７０ ｒ·ｍｉｎ－１下培养，分别测定 ２６ ～
１６８ ｈ 菌株的 ＣＭＣａｓａ 活性．
２．２．７　 酶学性质分析 　 酶的最适 ｐＨ：取适量纯化

后的酶液加入含 １％ ＣＭＣ 底物的不同 ｐＨ 的醋酸

（浓度为 １００ ｍｍｏｌ·Ｌ－１，ｐＨ 为 ３．０～６．０）、磷酸（浓度

为 １００ ｍｍｏｌ·Ｌ－１， ｐＨ 为 ７．０ ～ ８．０）和 Ｔｒｉｓ⁃ＨＣｌ（浓度

为 １００ ｍｍｏｌ·Ｌ－１， ｐＨ 为 ９．０ ～ １０．０）缓冲溶液中，于
５０ ℃下培养 ６０ ｍｉｎ 后采用 ＤＮＳ 法测定其酶活性，
并以最高酶活力作为 １００％计算相对活性．

酶的最适温度及热稳定性：取适量纯化后的酶

液加入含有 １％ ＣＭＣ 底物的磷酸 （浓度为 １００
ｍｍｏｌ·Ｌ－１， ｐＨ＝ ７．０）缓冲溶液中，将其置于 ３０ ～ ９０
℃不同温度下培养 ６０ ｍｉｎ，采用 ＤＮＳ 法测定其酶活

性．而测定其热稳定性时，取适量纯化后的酶液加入

磷酸（浓度为 １００ ｍｍｏｌ·Ｌ－１， ｐＨ＝ ７．０）缓冲溶液中，
将其置于 ３０ ～ ９０ ℃ 条件下培养时间 ６ ｈ，每隔 ６０
ｍｉｎ 测定其残余 ＣＭＣａｓｅ 活力，并以最高酶活力作为

１００％计算相对活性．

３　 结果（Ｒｅｓｕｌｔｓ）

３．１　 菌株的筛选和纯化

经过 ３ ～ ４ 次平板分离纯化后，有 ５ 株菌株在

ＣＭＣ 筛选培养基经染色脱色后出现透明圈．通过测

定菌株胞外酶活进行复核后，选取具有最高酶活力

的菌株作进一步研究．该菌株革兰氏染色结果显示

为阳性，在显微镜下的形状为杆状．利用 ＢＬＡＳＴ 程

序对菌株的 １６Ｓ ｒＤＮＡ 核苷酸序列进行同源性分析

结果显示（图 １），该菌株与嗜热芽孢杆菌 ＤＳＭ４０５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ＤＳＭ４０５）的同源性达 ９９％，初步确定该菌

株 为 嗜 热 地 芽 孢 杆 菌 ＨＴＡ４２６ （ Ｇｅ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ｋａｕｓｔｏｐｈｉｌｕｓ ｓｐ． ＨＴＡ ４２６）．
３．２　 纤维素酶的纯化与酶谱分析

粗酶提取液经硫酸铵沉淀纯化后，结果显示蛋

白质总量为 １０１３．０３ ｍｇ，ＣＭＣａｓｅ 总活性为 ３００９．５４
Ｕ，比酶活为 ２．９７ Ｕ·ｍｇ－１ ．经过 ＤＥＡＥ⁃纤维素柱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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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嗜热地芽孢杆菌 ＨＴＡ ４２６ 的系统发育树

Ｆｉｇ．１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ｔｒｅｅ ｏｆ Ｇｅ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ｋａｕｓｔｏｐｈｉｌｕｓ ｓｐ．ＨＴＡ ４２６

步纯化后，酶液的比酶活上升到 ６．７６ Ｕ·ｍｇ－１，是粗

酶提取液的 ５．１２ 倍，而酶回收率为 １０．１４％（表 １）．
ＳＤＳ⁃ＰＡＧＥ 凝胶电泳分析结果显示，在经过硫酸铵

沉淀提纯后，酶液中含有较多杂蛋白，而通过超滤

管浓缩并经 ＤＥＡＥ⁃纤维素柱层析纯化后，蛋白条带

较为集中，表明酶液达到进一步纯化．与标准蛋白质

图谱比较，在约 ４０ ｋＤａ 分子量下有明显蛋白条带．
并且在含 ＣＭＣ 凝胶片中，在同样位置发现明显的空

白带，表明在此处的蛋白具有降解 ＣＭＣ 的活性的功

能（图 ２）．

表 １　 纤维素酶纯化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ｅｌｌｕｌａｓｅ

纯化步骤 总活力 ／ Ｕ 总蛋白量 ／ ｍｇ 比酶活 ／ （Ｕ·ｍｇ－１） 纯化倍数 回收率

粗酶 ６７９６．９４ ５１４５．７４ １．３２ １．００ １００％

硫酸铵沉淀 ３００９．５４ １０１３．０３ ２．９７ ２．２５ ４４．２８％

ＤＥＡＥ⁃纤维素柱层析 ６８９．１１６ １０１．９１ ６．７６ ５．１２ １０．１４％

图 ２　 纤维素酶纯化过程的 ＳＤＳ⁃ＰＡＧＥ 电泳图（Ｍ．标准蛋白，１．
硫酸铵沉淀上清液，２．含酶活性的离子交换层析液，３．具
有纤维素酶活性的纯化酶）

Ｆｉｇ．２　 ＳＤＳ⁃ＰＡＧ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ｕｒｉｆｉｅｄ ｃｅｌｌｕｌａｓｅ（Ｍ．ｐｒｏｔｅｉｎ ｍａｒｋｅｒ，
１．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ｓｕｌｆａｔｅ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ｅ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ｕｐｅｒｎａｔａｎｔ， ２．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ｅｌｌｕｌ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ｉｏ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３． ｔｈｅ ｐｕｒｉｆｉｅｄ ｅｎｚｙｍ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ｅｌｌｕｌ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３．３　 产酶条件研究

不同培养基对菌株产酶的影响如图 ３ａ 所示，在
不同培养基培养 ７２ ｈ 后菌液 ＣＭＣａｓｅ 活性依次为

５４．９９（ＭＲ）、４６．７０（ＭＳ）和 ３６．９４ Ｕ·ｍＬ－１（ＢＨ）．这可

能由于在 ＭＳ 和 ＢＨ 培养基中以硝酸盐作为氮源对

菌株产纤维素酶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Ｒａｊｍａｎｅ ａｎｄ
Ｋｏｒｅｋａｒ，２０１２；Ｃｈａｕｒａｓｉ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而 ＭＲ 培养

基中的 ＮＨ４ＳＯ４是一种优质无机氮源，与蛋白胨形

成复合氮源，有利于菌株的吸收和利用（杨捷等，
２０１３）．对 ３ 种培养基中菌株的酶活性结果进行显著

性检验发现，３ 种不同培养基之间对菌株产酶的影

响并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ｎ ＝ ３）．这说明在有足够的

碳源和氮源下，培养基成分的差异并不会对菌株产

酶造成显著影响．
不同培养时间下菌株产酶情况如图 ３ｂ 所示，在

培养 ２４ ｈ 后，经过对培养基各营养成分的适应后开

始进入快速生长期，菌体大量繁殖且不断合成大量

的酶，菌液 ＣＭＣａｓｅ 活性显著上升（ ｐ＜０．０５，ｎ ＝ ３），
于 ７２ ｈ 时活性达到最高后显著下降（ ｐ＜０．０５，ｎ ＝
３），并在 ９６～１６８ ｈ 缓慢下降．这是因为在 ７２ ｈ 后营

养物质不足及菌株生长过程中有害代谢产物的持

续积累，使得菌株繁殖速度变慢，死亡量逐渐高于

繁殖量，并且酶的热稳定性也是导致培养后期酶活

逐渐下降的因素．由此可得，为了获得理想数量和活

性的纤维素酶，最适合收集的时间为 ４８～７２ 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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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不同培养基（ａ）和培养时间（ｂ）对菌株产酶影响（不同字母代表各组间在 Ｄｕｎｃａｎ′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Ｒａｎｇｅ Ｔｅｓｔ 下具有显著性差异（ ｐ＜０．０５，
ｎ＝ ３），部分数据标准偏差较小，未能显示误差棒，下同）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ｅｄｉｕｍ （ａ） ａｎｄ ｉｎｃｕｂ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ｂ）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ｎｓ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ｅｎｚｙｍｅ（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ａｃｈ ｇｒｏｕｐ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Ｄｕｎｃａｎ′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Ｒａｎｇｅ Ｔｅｓｔ（ ｐ＜０．０５，ｎ ＝ ３）， ｓｏｍｅ ｅｒｒｏｒ ｂａｒ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ｉ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ｔｏｏ
ｓｍａｌｌ ｔｏ ｂｅｅｎ ｓｅｅｎ，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稻杆、甘蔗渣及水葫芦进行碱处理前后的主要

成分如表 ２ 所示．而不同木质纤维素废弃物（稻杆、
甘蔗渣、水葫芦）及不同添加量（１％、３％、５％（Ｗ ／ Ｖ，
ｇ·ｍＬ－１））作为碳源对菌株产酶的影响如图 ４ 所示．
与图 ３ｂ 对比可发现，加入生物质替代 ＣＭＣ 碳源后

菌液 ＣＭＣａｓｅ 活性最高出现时间会相对推迟 ４８ ～ ７２
ｈ，这可能由于细菌适应生物质碳源需要更长的时

间，而 ＣＭＣ 结构相对较简单，且溶于培养液有利于

细菌吸收利用，所以菌株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进入对

数生长期，菌液酶活快速升高．为了探讨不同生物质

替代 ＣＭＣ 碳源对菌株产酶的影响，选取图 ３ｂ 和图

４ 中 ＣＭＣａｓｅ 活性最高值对稻杆、甘蔗渣、水葫芦、
ＣＭＣ 之间的显著差异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在以甘

蔗渣为碳源下 ＣＭＣａｓｅ 活性显著高于稻杆、ＣＭＣ 及

水葫芦（ ｐ ＜ ０． ０５，ｎ ＝ ３），分别高 ３８． ７％、６８． ７％和

８８．１％；稻杆也显著高于水葫芦和 ＣＭＣ （ ｐ＜０．０５，

ｎ＝ ３），水葫芦与 ＣＭＣ 无显著差别（ｐ＞０．０５，ｎ ＝ ３）．
根据成分分析结果显示，经过碱预处理后甘蔗渣、
稻杆中的纤维素显著高于水葫芦，而木质素则相反

（表 ２）（ｐ＜０．０５，ｎ＝ ３），纤维素含量高，碳源充足，有
利于菌株生长繁殖，符合酶活性的比较结果，由此

说明生物质作为替代碳源其成分对菌株产酶具有

显著影响．然而，甘蔗渣与稻杆中纤维素和木质素成

分无显著差别（ｐ＞０．０５，ｎ ＝ ３），而酶活性差别显著

（ｐ＜０．０５，ｎ＝ ３），由此可推测有其他因素影响菌株产

酶．碱处理不仅能够去除大部分木质素，还能改变木

质纤维素结构（Ｓａｔｉ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具体因素还需

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此外，还对同一时间下不同生物质添加量的结

果进行显著差异分析，对于稻杆（图 ４ａ），添加量为

１％时 ＣＭＣａｓｅ 活性显著高于其余添加量（ ｐ＜０．０５，
ｎ＝ ３） ，而添加量为３％与５％之间并无明显差异

表 ２　 未处理和碱处理木质纤维素生物质成分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ｔｒｅ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ａｌｋａｌｉ⁃ｔｒｅａｔｅｄ ｌｉｇｎｏ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 ｂｉｏｍａｓｓ
生物质 预处理 纤维素 半纤维素 木质素

稻杆
未处理
碱处理

３２．３６％±０．５９％ｄ

７５．４５％±０．５２％ ａ
３２．１６％±０．３２％ ｃ

１２．１０％±０．６９％ ｅ
１６．３２％±０．３２％ ｃ

３．５５％±０．２１％ ｅ

甘蔗渣
未处理
碱处理

３５．８３％±１．７９％ ｃ

７６．８０％±０．５７％ ａ
２８．８３％±１．２２％ｄ

９．８５％±０．４９％ ｆ
１８．９４％±０．３２％ｂ

４．２５％±０．２８％ ｅ

水葫芦
未处理
碱处理

１９．６３％±１．８０％ ｅ

４０．１５％±０．２１％ｂ
３３．６３％±０．８１％ｂ

３７．９０％±０．２３％ ａ
２６．１３％±０．１９％ ａ

７．４０％±０．４６％ｄ

　 　 注：１）同一列不同字母代表不同生物质处理前后同一成分在 Ｄｕｎｃａｎ′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Ｒａｎｇｅ Ｔｅｓｔ 下具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 ｎ＝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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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０．０５，ｎ＝３）．而对于甘蔗渣、水葫芦（图 ４ｂ、４ｃ），在
２４～４８ ｈ 内生物质添加量对 ＣＭＣａｓｅ 活性并无显著影

响（ｐ＞０．０５，ｎ＝３）．这可能是由于菌株处于适应培养基

阶段，还未能进行快速繁殖，所以不同生物质添加量的

影响并未显现．在 ４８ ｈ 后，对于甘蔗渣，添加量为 １％时

的酶活性显著高于添加量为 ３％和 ５％时（ｐ＜０．０５，ｎ ＝
３），原因与碳源为稻杆时相似．而碳源为水葫芦时，添

加量为 ５％的酶活性显著高于添加量为 １％，添加量为

３％时的酶活性与其余两者无显著差异，这可能是因为

经过碱处理的水葫芦中纤维素含量显著低于稻杆和甘

蔗渣（表 ２），需要更高的添加量才能提供充足碳源．对
比图 ４ａ、４ｂ、４ｃ 还可以得出，菌株更易适应以稻杆为碳

源的培养基，尽管最高 ＣＭＣａｓｅ 活性显著低于甘蔗渣

（ｐ＜０．０５，ｎ＝３）．

图 ４　 不同碳源对菌株产酶影响（ａ．稻杆、ｂ．甘蔗渣 ｃ．水葫芦）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ｉｃｅ ｓｔｒａｗ （ａ）， 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 （ｂ）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ｈｙａｃｉｎｔｈ （ｃ）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ｎｓ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ｅｎｚｙｍｅ

３．４　 酶学性质分析

ｐＨ 对酶活性的影响如图 ５ａ 所示．纯化后的酶活

性在 ｐＨ 为 ７ 时最高（ｐ＜０．０５， ｎ＝３）．在 ｐＨ 为 ５～７ 内

酶活均能够保持在 ７０％以上，而 ｐＨ 大于 ７ 时，酶活显

著下降至 ６５％以下（ｐ＜０．０５， ｎ ＝ ３），而 ｐＨ 为 １０ 时，
酶活急剧下降至 ３４％．这说明 ＨＴＡ４２６ 菌株合成的纤

维素酶在中性偏酸性下具有良好的活性，适合于中性

条件下反应．并且 ｐＨ 为 ５～８ 条件下活性依然能够保

持在 ６０％以上，说明此酶有较宽的 ｐＨ 适用范围．
温度对酶活性的影响如图 ５ｂ 所示．纯化后的酶

在 ６０ ℃下具有最高活性，在 ５０ ℃和 ７０ ℃下酶活性

都显著下降（ｐ＜０．０５， ｎ ＝ ３），但活性能够保持在 ６０％
以上．温度的升高对酶活性影响非常大，从 ４０ ℃升高

至 ６０ ℃的酶活由 ４４％显著提升至最高活性（ｐ＜０．０５，
ｎ＝３），而从 ７０ ℃升高至 ８０ ℃时，活性由 ６１％显著下

降至 ３６％（ｐ＜０．０５， ｎ＝３），温度继续升高至 ９０ ℃时活

性只有 ２１％，显著低于 ８０ ℃（ｐ＜０．０５， ｎ ＝ ３）．由此可

得，此酶在 ５０～７０ ℃具有良好的活性并对高温具有

一定的适应性，适合在 ６０ ℃反应，但在 ８０ ℃以上温

度下酶失活较大．这与 Ｐｒｉｙａ 等（２０１６）从温泉中筛选

的嗜热脱氮芽孢杆菌（Ｇｅ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ｔｈｅｒｍｏｄｅｎｉｔｒｉｆｉｃａｎｓ）
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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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ｐＨ（ａ）和温度（ｂ）对酶活性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Ｈ（ａ）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ｂ） 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ｚｙ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温度对酶的稳定性影响如图 ６ 所示．结果显示，
对于温度为 ２０～９０ ℃，酶的残余活性在 ０～３ ｈ 显著

下降（ｐ＜０．０５， ｎ ＝ ３），在 ３ ｈ 后 ４０ ～ ７０ ℃下残余酶

活保持相对稳定（ｐ＞０．０５，ｎ ＝ ３），而在 ３０ ℃下残余

酶活缓慢下降，对于 ８０ ℃ 在 ４ ｈ 内仍显著下降

（ｐ＜０．０５，ｎ ＝ ３），此时酶活几乎完全丧失．对于 ２０
℃，酶的残余活性在 ０～ ２ ｈ 内显著下降后以较慢速

度继续下降，而在 ９０ ℃下酶的残余酶活在 ０～２ ｈ 显

著下降后，在 ３ ｈ 酶活几乎完全丧失．这是因为在低

温下对酶会形成抑制作用，但作用效果较缓慢，而
高温会破坏酶的蛋白结构，使酶迅速丧失活性．由此

可得，此酶在 ２０～３０ ℃在 ５ ｈ 酶活性依然无法保持

稳定，会缓慢下降；而 ４０ ～ ７０ ℃在 ３ ｈ 后保持稳定，
在 ８０～９０ ℃在 ４ ｈ 后活性几乎完全丧失．

综上所述，在本实验提取的纤维素酶在 ｐＨ 为

７、６０℃ 下具有较高的ＣＭＣａｓｅ活性和热稳定性 ．并

图 ６　 温度对酶稳定性的影响

Ｆｉｇ．６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ｚｙｍ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在 ｐＨ 为 ５ ～ ８，温度为 ５０ ～ ７０ ℃ 时具有很好的适

应性．

４　 讨论（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地芽孢杆菌属（Ｇｅ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是 ２００１ 年新命名的

高温菌新属，它由芽孢杆菌属（ｂａｃｉｌｌｕｓ）分支的几种

菌种和新发现的菌种组成（Ｎａｚｉｎ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地
芽孢杆菌属（Ｇｅ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通常具有优越的耐高温

性，已有研究者筛选出具有产纤维素酶能力的嗜热

地芽孢杆菌属（Ｇｅ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Ａｓｓａｒｅｈ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Ａｌｒｕｍｍａｎ， ２０１６ ）． 嗜 热 地 芽 孢 杆 菌 ＨＴＡ４２６
（Ｇｅ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ｋａｕｓｔｏｐｈｉｌｕｓ ＨＴＡ４２６）因其良好的热稳

定性而一般作为嗜热基因源或工程菌进行利用

（Ｓｕｚｕｋ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而鲜有关于其具有产纤

维素酶能力的报道． 在本实验中筛选出的菌株

ＨＴＡ４２６ 能够生产较高酶活力的耐高温纤维素酶，
开拓了嗜热地芽孢杆菌属（Ｇｅ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的应用范围．

以木质纤维素生物质作为培养基碳源不仅能

够有效降低生产成本，还能够处理日益增多的木质

纤维素废弃物，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实现人类的可

持续发展． Ｓａｄｈｕ 等（２０１３）利用从牛粪中筛选的芽

孢杆菌（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ｓｐ．）降解 ＣＭＣ、甘蔗渣及稻杆等未

处理木质纤维素生物质产纤维素酶，发现以 １％（Ｗ ／
Ｖ，ｇ·ｍｇ－１）ＣＭＣ、甘蔗渣及稻杆为碳源，在相同条件

下培养后纤维素酶比酶活分别为 ０．７３、０．１８ 和０．１１
Ｕ·ｍｇ－１，ＣＭＣ 条件下的比酶活远高于甘蔗渣和稻

杆，而甘蔗渣与稻杆并无明显差异．本研究采用经过

碱处理的生物质作为替代碳源，与 Ｓａｄｈｕ 等研究条

件不相同，但通过对比发现，本试验中以甘蔗渣、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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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作为碳源的菌液中纤维素酶比酶活远高于 ＣＭＣ，
这是因为甘蔗渣等生物质经过碱处理的膨化作用

后，木质素大部分溶解于处理液中，木质素阻隔作

用的去除能够促进菌株对生物质的利用．并且纤维

素含量得到提高，为菌株生长和产酶提供充足碳源

（Ｌ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这说明利用碱处理后的生物质替

代 ＣＭＣ 作为碳源具有很大的可行性．试验结果中碱

处理后的甘蔗渣和稻杆之间纤维素和木质素并无

明显差别，而稻杆的半纤维素更高，如果菌株能够

利用半纤维素，稻杆的产酶效果应该更佳，然而结

果相反．所以此时纤维素、半纤维素及木质素的含量

并不是导致产酶结果出现差异的原因．而纤维素酶

是一种诱导性酶，不同生物质对菌株产酶的诱导性

也不 相 同． 有 研 究 者 曾 利 用 死 亡 谷 芽 孢 杆 菌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ｖａｌｌｉｓｍｏｒｔｉｓ）以甘蔗渣、米糠、麦麸、稻壳及

玉米糠作为碳源生产纤维素酶，结果发现以甘蔗渣

为碳源时酶活性最高，米糠和稻壳的效果小于甘蔗

渣，麦麸和玉米糠的效果最差，研究者认为甘蔗渣、
稻壳及米糠对菌株产酶具有不同程度的诱导性

（Ｇａｕｒ ａｎｄ Ｔｉｗａｒｉ ２０１５）．碱处理对木质纤维素中的

表面结构和纤维素的结晶结构同样具有很大的改

变，不同生物质在经过碱处理后结构同样存在差

异，所以未来在对其具体原因作进一步的研究时需

要从微观结构角度进行开展（ Ｓｉｎｄｈ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Ｓａｔｉ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有研 究 者 （ Ｇｂｅｋｅｌｏｌｕｗａ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１； Ｊａｄｈａｖ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在利用稻壳等农业废弃物作为碳源生

产纤维素酶时发现，生物质添加量为 １％ ～３％时，菌
液纤维素酶酶活性显著升高，添加量为 ５％时，酶活

性反而开始显著降低，而继续添加无明显变化．研究

者认为出现下降的原因是在较高添加量时，菌株利

用生物质时累积过多的纤维二糖和纤维糊精，对菌

株产酶具有抑制作用．Ｍｅｎｇ 等（２０１４）利用枯草杆菌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ｓｕｂｔｉｌｉｓ）以未处理的稻杆和玉米秆等生物

质作为碳源时也发现，随着碳源添加量的增大，菌
液酶活出现先增加后下降的趋势．本试验中水葫芦

条件下的变化趋势与上述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但甘

蔗渣和稻杆作为碳源时则不相同．这可能由于本研

究中稻杆和甘蔗渣经碱处理后纤维素含量有大幅

度提升，在较低添加量下就能达到菌株的最大利用

水平，而水葫芦因纤维素含量较低，需要更高添加

量才达到最佳碳源量．上述研究者采用未处理生物

质作为碳源，其添加量一般达 ３％ ～ ５％时菌液酶活

达到最高，这是因为未处理生物质中纤维素含量相

对较低，另外，半纤维素和木质素的阻隔作用使得

在发酵中只有在较高添加量下才能提供足够碳源，
这与本实验中水葫芦的结果相似．然而以生物质作

为替代碳源，由于其不具有 ＣＭＣ 溶于培养液的特

性，所以添加量的升高会造成培养液过于黏稠，影
响菌株的生长（程爱芳等，２０１５）．而经过碱处理后的

甘蔗渣和稻杆在较低添加量下就能够达到最佳碳

源量，能够为菌株生长提供良好条件，进一步促进

菌株的产酶效果．所以碱处理后的稻杆和甘蔗渣作

为替代碳源具有很大的优势．
产纤维素酶菌株的 ｐＨ、温度适应范围及热稳定

性对其应用于工业化生产纤维素酶具有重要意义．
通常地芽孢杆菌属（Ｇｅ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所生产的纤维素酶

最适 ｐＨ、温度分别为 ５ ～ ７ 和 ５０ ～ ７０ ℃，如 Ｔａｉ 等
（２００４）报道的一株嗜热地芽孢杆菌 Ｔ４（Ｇｅ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ｔｈｅｒｍｏｌｅｏｖｏｒａｎｓ Ｔ４），其合成的纤维素酶在 ｐＨ 为 ７，
温度为 ７０ ℃条件下具有较高的纤维素酶活性，在
３０～７０ ℃下酶活性在 １ ｈ 内均保持在 ９０％以上，但
温度高于 ７０ ℃，在 １ ｈ 内显著下降至 ３５％以下；
Ａｓｓａｒｅｈ 等 （ ２０１２） 也报道过一株地芽孢杆菌 Ｔ１
（Ｇｅ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ｓｐ． Ｔ１），提纯的酶在 ｐＨ 为 ６．５，温度为

７０ ℃下具有最高活性，５０～７０ ℃下在 １ ｈ 内活性也

保持在 ８０％以上，但在 ８０ ℃下显著下降至 ６０％，ｐＨ
为 ５．５～６．５ 时活性能保持在 ６０％以上．本试验筛选

的 ＨＴＡ４２６ 菌株合成的纤维素酶在 ｐＨ 为 ７，温度为

６０ ℃下活性达到最高，与上述研究报道相比温度较

低，但符合其生长环境温度和筛选温度，其热稳定

性和 ｐＨ 适应范围与 Ｔ１ 菌株相似．Ｒａｓｔｏｇｉ 等（２０１０）
曾在 ７０ ℃堆肥中筛选出一株具有产纤维素酶的地

芽孢杆菌（Ｇｅ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ｓｐ．），菌株最适温度和 ｐＨ 分

别为 ７０ ℃和 ７，而其生产的酶在 ７０ ℃下培养 １ ｄ 后

残余活性仍能够保持在 ７８％以上，表现出优异的热

稳定性．但本试验进行热稳定性研究采用的是经二

级纯化后的纤维素酶，而 Ｒａｓｔｏｇｉ 等采用的是未经纯

化的酶，所以稳定性会有一定差异．有关纯化前后酶

的热稳定性差异的系统研究鲜有文献报道，结合上

述研究者的结果分析，尽管纯化后的纤维素的比酶

活得到一定的提升，但热稳定性也相对地下降．所以

在实际运用中需要权衡活力和热稳定性的关系，以
达到最佳的利用效果．

５　 结论（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１）本试验从温泉区筛选出一株具有产纤维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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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能力的新型嗜热地芽孢杆菌 ＨＴＡ４２６（Ｇｅ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ｋａｕｓｔｏｐｈｉｌｕｓ ＨＴＡ４２６），其在 ｐＨ 为 ７．０，温度为 ６０ ℃
下在 ＭＲ 培养基下培养 ７２ ｈ 时，ＣＭＣａｓｅ 活性达到

最大．在碳源和氮源足够情况下，培养基的类型对菌

株产酶情况无明显差异．而 ＣＭＣａｓｅ 经二级纯化后，
其回收率和纯化倍数分别为 １０．１４％和 ５．１２，纯化后

的分子量为 ４０ ｋＤａ．
２）以经过碱处理的木质纤维素废弃物替代

ＣＭＣ 作为碳源的实验中，甘蔗渣对菌株产酶效果显

著高于稻杆和水葫芦，最佳添加量为 １％，最大活性

可达 １０３．６７ Ｕ·ｍＬ－１ ．
３）ＨＴＡ４２６ 菌株所生产的 ＣＭＣａｓｅ 在 ｐＨ 为７．０、

温度为 ６０ ℃下具有最高活性，在温度为 ５０ ～ ７０ ℃
时具有较好的热稳定性，并在 ｐＨ 为 ５ ～ ８ 时具有很

好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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