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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株对染料活性黑 5 (Reactive Black 5 , RB5)具有高效降解活性的酵母菌— Debaryomyces polymor-

phus ,在传代培养过程中脱色能力及产锰依赖过氧化物酶(MnP)活性逐步降低。研究结果表明 , 采用向培养

体系中反复投加新鲜染料的方法 ,可以对脱色酵母菌的生长形成持续性选择压力 , 从而使菌株的脱色和产

MnP活性得以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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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bilities of Debaryomyces polymorphus both in the decolorization and the manganese-dependent per-

oxidase(MnP)production g radually decreased its decolorizing Reactive Black 5 effectively during the process of suc-

cessive transfer ring culture.The research indicated that by adding fresh dyes again and again into the medium system

could form a selective stress during decoloring yeast' s grow th to raise the decolorization and MnP activity evid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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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Eaton 等人于 1980 年报道了白腐真菌

Phanerochaete chrysosporium 和 Tinctoporia sp.对

造纸废水的脱色效果以来[ 1 ,2] ,国内外学者对白

腐真菌 , 尤其是对 P .chrysosporium 进行了大量

的脱色研究 。结果发现 ,这类丝状真菌能够产生

一类可分泌到胞外的 、非底物专一性的木质素氧

化酶系—木质素过氧化物酶(LiP)、锰依赖过氧化

物酶(MnP)和漆酶(Laccase),具有对多种有机物

包括染料氧化降解的能力[ 3] ,在染料废水处理方

面具有一定的应用前景[ 4] 。然而 ,从实际应用的

角度看 , 同属真菌的酵母菌更适合于废水处理 。

但至今为止 ,有关酵母菌对染料降解脱色的研究 ,

仅见于 Martins(1999)[ 5] 和 Yang(2003)[ 6] ,而酵

母菌产 MnP 的现象国内还没有报道。

　　本课题组成功地从环境样品中分离出 1株可

产生 MnP 且能对染料 RB5高效降解脱色的酵母

菌—D .polymorphus[ 6] 。传代培养过程中发现菌

株的染料脱色及产酶能力均有所下降 ,经多次纯

化操作后其活性仍无明显改善 。本文探讨了利用

选择压力的方法对酵母菌脱色和产酶 P 活性的影

响 , 以期在实际废水处理中更好地发挥酵母菌的

脱色作用。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菌种　酵母菌 D.polymorphus ,由本实验

室分离并保藏(保藏号 CGMCC NO.0813)。

1.1.2　染料　活性黑 5(RB5),为活性偶氮染料 ,

分子式已知[ 6] ,购于德国 Dyestar 。

1.1.3　培养基　同菌种筛选所用培养基[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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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1.2.1　脱色培养　RB5 储备液为 10 g/L ,过滤

除菌后加入灭菌液体培养基中 ,使其终浓度为 50

～ 200 mg/L 。每 50 mL 培养基中接种 0.2 g 新

鲜湿菌体 ,28 ℃,160 r/min摇床培养。

1.2.2　脱色率的测定 　脱色培养液经 4 000

r/min离心 10 min ,取上清 ,在 RB5对应的最大吸

收波长 596 nm 处测定溶液的吸光值 A 。以接入

酵母菌之前的溶液吸光值为初始吸光值A0 ,脱色

反应后的吸光值为 A t ,按下列公式计算脱色率:

脱色率=(A0-A t)/A0×100。

1.2.3　酶活测定[ 6]

1.2.4　酵母菌经历选择压力的过程　原菌种经

液体活化培养 48 h 后 ,接种于含 7 g/L 葡萄糖 、

50 mg/L RB5 的 50 mL 培养基中 ,培养 24 h 染

料完全脱色。取 25 mL 此时的培养液于灭菌的

三角瓶中 ,向其中追加等体积 10 g/L 葡萄糖 ,

100 mg/L RB5的新鲜培养基继续脱色培养 ,在

24 、48 h 测定脱色率 ,然后 ,重复上述追加染料的

操作 ,从而对菌株的生长形成持续的选择压力。

经过几次这样的压力培养后发现 ,菌株的脱色能

力已恢复到最高水平 ,停止选择压力过程 ,在含

RB5 100 mg/ L的培养基平板上纯化菌种 2 次 ,

挑取有明显脱色圈的单菌落保藏备用。

2　结果与讨论

2.1　无选择压力条件下酵母菌脱色性能的改变

　　前期研究已知 ,酵母菌 D .polymorphus活性

最好时能够对 100 mg/ L 和 200 mg/ L 的 RB5在

24 h内脱色 90%以上 ,同时产生约 1 400 U/L

的MnP[ 7] 。该菌株经传代培养一年后发现其脱

色性能 明显 退化 , 72 h 内对 100 mg/L 和

200 mg/L的 RB5脱色率分别降至 51%和 26%

(图 1 和图 2),脱色 24 h 时测定产 MnP 分别为

580 U/L 和 350 U/L(图 3 和图 4)。经多次常规

纯化操作后其脱色活性仍无明显改善。

2.2　在选择压力过程中酵母菌脱色能力的变化

　　在经历选择压力的过程中酵母菌对 RB5脱

色率的变化结果记录如表 1。表 1 可知 ,经历 3

次选择压力作用后 ,脱色率逐渐趋于稳定 ,这是由

于菌体产生的代谢物以及未降解的染料的积累可

能对脱色有抑制作用。同时可见 ,在第 3 次选择

压力作用后 ,随着培养时间的延长脱色率不再增

加 ,这说明菌株的脱色能力已恢复到最高水平 ,故

停止选择压力过程 ,进一步纯化菌种 、保藏备用。

表 1　酵母菌在选择压力过程中对 RB5脱色率(%)的变化

Table1　the change of the yeast decolorization rate

under select ive st ress

t/ h 第 1 次选择 第 2次选择 第 3次选择

压力作用 压力作用 压力作用

24 87.2 85.2 74.3

48 90.1 86.9 74.7

2.3　选择压力作用对酵母菌脱色能力的影响　

　经上述选择压力作用前后的酵母菌在 72 h 内

对不同起始浓度 RB5的脱色结果见图 1 、2。由图

可见 ,经选择压力后的菌株脱色能力有明显提高:

对 100 mg/L RB5的最终脱色率由选择压力作用

前的 51%上升到 98%(图 1)。在此期间 ,培养液

颜色由深蓝色变为无色 ,菌体上始终无染料吸附。

当 RB5浓度为 200 mg/L 时 ,脱色率由选择压力

作用前的 26%提高到 77%(图 2),培养液最终呈

粉红色 ,菌体表面吸附少量残余染料。由此可见 ,

通过选择压力的方法可以显著提高酵母菌的脱色

能力 ,使其恢复最佳脱色水平 。

2.4　选择压力作用对酵母菌产MnP能力的影响

　　在对白腐真菌进行染料脱色的研究中发现 ,

木质素氧化酶系中的 3 种酶(LiP 、MnP 和 Lac-

case)是负责脱色的主要酶
[ 8]
。然而 ,据 Fu Y.和

Viraraghavan T .(2001)的报道 ,对每一种真菌而

言 ,这 3 种酶对染料脱色的作用可能不同[ 3] 。章

燕芳等的研究表明:对于 P.chrysosporium ,当仅

有 MnP 或 LiP 存在时 ,都可以对多种不同结构的

染料进行降解 ,但 LiP 比 MnP 具有更强的脱色能

力[ 9] 。Zhang 等发现用一株未鉴定的白腐真菌脱

色时 MnP 起主要作用 ,而无 LiP 作用[ 10] 。本实

验对经选择压力作用后脱色酵母菌的产酶情况进

行了探讨 。结果发现:24 h 测定时间内 ,该菌株

可以产生 MnP ,但不产生 LiP 和 Laccase 。此结果

与原菌株相一致[ 6] 。产 MnP 情况如图 3 、4 所

示:在对 100 mg/L RB5脱色时 ,经选择压力后的

菌株产 MnP能力由选择压力作用前的 580 U/L

提高到 1 200 U/L(图 3);当 RB5 浓度上升到

200 mg/L 时 ,经压力选择作用后的菌株产 M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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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由 350 U/L 提高到 800 U/L(图 4)。由此

可见 ,选择压力作用后酵母菌产 MnP能力与选择

压力作用前相比有 100%的提高 ,表明选择压力

条件确实显著提高了菌株的产 MnP 能力。

图 1　选择压力前后酵母菌对　　　　　　　　　　　　　　　图 2　选择压力前后酵母菌对

100 mg/ L RB5 的脱色率　　　　　　　　　　　　　　　　　　200 mg/ L RB5 的脱色率

图 3　选择压力前后酵母菌对　　　　　　　　　　　　　图 4　选择压力前后酵母菌对

100 mg/ L RB5 脱色时产MnP活性　　　　　　　　　　　200 mg/L RB5 脱色时产 MnP 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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