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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性蛋白酶是一类最适 pH 值为碱性的蛋白酶 ,

是一类非常重要的工业用酶, 其产量约占整个世界酶

制剂产量的 30 %, 广泛存在于动、植物及微生物体中 ,

在食品、医药、化工等工业有着广泛用途 , 比如可用于

蛋白质水解制备多肽等[1- 9]。由于微生物碱性蛋白酶与

来自动、植物的相比具有下游技术处理相对简单、价格

低廉、来源广、菌体易于培养、产量较高、选育简单快

速 , 易于实现工业化生产等特点 , 因此 , 微生物碱性蛋

白酶已成为研究的热点[9- 11]。

碱性蛋白酶等工业化酶制剂主要是通过复杂而成

本较高的微生物培养基制备的, 其培养基成本约占工

业化成本的 30 %~40 %; 另外, 碱性蛋白酶具有潜在的

工业化应用前景, 因此经价格低廉的培养基选育较高

产量的菌株以降低产酶成本显得尤为重要 [2, 12]。目前 ,

国产碱性蛋白酶主要在酶活、成本和酶学性质等方面

不能满足工业发展要求, 大规模工业用碱性蛋白酶主

要依赖进口[1, 13]; 碱性蛋白酶的主要研究方向是通过各

种来源发现新的酶, 使得产酶优良菌株的选育和酶学

性质的研究仍是重要的课题[14- 16]。菜粕作为农产品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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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菌株的 HC 值和液态发酵后酶产率

Table 1 The HC and enzyme activities after submerged

fermentations for the str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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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物, 价格低廉, 来源广泛, 如能得到综合利用, 不仅

可增加产品的附加值, 同时有利于环境保护和节约资

源。目前, 以菜粕为主要原料经液态发酵生产碱性蛋白

酶的文献鲜有报道。

诱变是常用的育种方法, 具有简便、快速和效果好

的特点, 是菌种选育中最常采用的技术手段, 目前仍然

为最主要、最广泛使用的一种育种手段[17- 19]。

本文以短小芽孢杆菌 1.894 为出发菌株 , 经紫外

诱变育种 , 得到了产碱性蛋白酶较高的新菌株 2080;

并研究了该新菌株的液态发酵条件及其粗酶液的部分

酶学特性, 为其深入研究和工业化生产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出发菌株

短小芽孢杆菌 1.894( Bacillus pumilus 1.894) 菌株,

由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中国普通微生物菌种保藏

中心提供 , 保藏于 4 ℃ 冰箱内 , 碱性琼脂培养基斜面 ,

半年转接一次。

1.2 原材料及试剂

菜粕、豆粕、鱼粉等均市售 ; 所用化学试剂均为分

析纯。

1.3 主要仪器设备

显 微 镜 , XSZ- H: 重 庆 光 学 仪 器 厂 ; 电 子 天 平 ,

AUY220: 岛津制作所 ; pH 计 , Delta320: 瑞士梅特勒公

司; 超净工作台, CJT- Z- II: 北京昌平长城空气净化设备

工程公司; 振荡器, HZ- 9211K: 太仓市科教仪器厂; 高压

蒸汽灭菌器, YX- 280: 江阴滨江医疗设备厂 ; 恒温培养

箱, LRH- 250: 上海一恒科技有限公司 ; 恒温水浴箱 ,

HH- 6: 江苏国华; 高速冷冻离心机, GL- 20G- II: 上海安

亭科学仪器厂 ;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 UV9200: 北京瑞

利分析仪器公司; 冰箱, BCD- 287F: 海尔集团公司等。

1.4 培养基

斜 面 保 藏 培 养 基( g/L) : 胰 蛋 白 胨 10, 牛 肉 膏 3,

NaCl 5, 琼脂 15, 用 20 % Na2CO3 调节 pH 8.5。121 ℃ 灭

菌 20 min。

液体种子培养( g/L) : 胰蛋白胨 10, 牛肉膏 3, NaCl5,

用 20 % Na2CO3 调节 pH 8.5。121 ℃ 灭菌 20 min。

平板分离培养基( g/L) : 酪蛋白 10, 琼脂 20, 用 20 %

Na2CO3 调节 pH 8.5, 121 ℃灭菌 20 min。

初始液态产酶培养基 ( %) : 豆粕粉 1, 干酪素 1,

KH2PO4 0.1, MgSO4·7H2O 0.02, CaCl2·2H2O 0.01, 用 20 %

的 Na2CO3 调节 pH 8.5, 121 ℃灭菌 20 min。

1.5 诱变育种

将活化后的出发菌株接入固体斜面培养基中, 30 ℃,

培养一段 时 间 后 , 用 生 理 盐 水 将 菌 苔 洗 下 , 制 备 菌

悬 液 , 菌 数 约 为 108 个 /mL。 取 菌 悬 液 4 mL 加 到 直

径 6 cm 培 养 皿 内 , 以 紫 外 灯( 20 W, 距 离 30 cm) 照

射不同时间。菌液稀释后涂布于平板分离培养基上 ,

30 ℃避光培养一段时间后 , 分别倒入适量 10 %三氯

乙酸 , 静置 10 min, 测定菌落周围出现的透明圈直径

( d/cm) 和菌落直径( d/cm) 并计算比值( HC 值) , 与未

处理的作对照 , 选取 HC 值较大的单菌落编号并移接

到斜面保藏培养基上 , 保存于 4 ℃ 冰箱 , 待固态发酵

复筛。

1.6 液态发酵

将液体种子培养基分装于三角瓶中, 接种菌种, 30 ℃

摇瓶培养 24 h, 即得液体种子。接种 8 %的液体种子于

液态产酶培养基中, 于 30 ℃静态培养 72 h。发酵后的

物料, 过滤 , 9 000 r/min 离心 20 min, 取上清液 , 得粗酶

液, 并测定酶活并计算酶产率。

1.7 酶活力测定

先用 0.050 mol/L 碳酸钠/碳酸氢钠缓冲液( pH10)

配制 1 %的酪蛋白缓冲液, 取 1 mL 适宜稀释酶液加入

1 mL 1 %的酪蛋白底物缓冲液 , 于 50 ℃作用 20 min,

用 4 mL 10 %的三氯醋酸终止反应, 继续于 40 ℃作用

20 min 沉淀残余底物, 取出, 用滤纸过滤, 滤液于 280 nm

测定吸光度。另以先加三氯醋酸使酶失活 , 后加酪蛋

白, 其余相同, 作为对照。

酶活定义: 在上述条件下, 每分钟由酪蛋白释放出

的三氯醋酸可溶物在 280 nm 的吸光度与 1 μg 酪氨酸

相当时, 其所需酶量为一个单位。

2 结果与讨论

2.1 诱变育种

经紫外线诱变得到了 HC 值较大的新菌株 , 再经

初始液态发酵复筛, 以出发菌株的酶产率为 100 %, 结

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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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可知, HC 值较大的菌株其酶产率未必就较

大 , 选出酶产率较高的三株主要新菌株 , 即 1、4 和

2080 号菌株; 并研究了 1 % 不同生物质氮源对这三株

菌液态产酶的影响, 以出发菌株采用豆粕为生物质氮

源的酶产率为 100 %, 如表 2 所示。

由表 2 可见, 不同菌株、不同生物质氮源其酶产率

不同, 其中菌株 2080 采用菜粕为生物质氮源其酶产率

最高。

2.2 液态发酵条件的优化

2.2.1 不同氮源对产酶的影响

在初始液态产酶培养基中, 以菜粕作为生物质氮

源代替豆粕, 分别加入 1 %的 大豆分离蛋白、胰蛋白胨、

酵母膏、硫酸铵、硝酸钠等氮源代替干酪素 , 接种菌株

2080 进行液态发酵, 以不加氮源为对照, 如表 3 所示。

由表 3 可见, 有机氮源较无机氮源更适合于提高

碱性蛋白酶的产率, 其中以干酪素作为非生物质氮源

时酶产率较高。

2.2.2 不同碳源对酶产率的影响

在上述优化后的培养基中, 分别以 1 %的米糠、玉

米粉、马铃薯淀粉、糊精、葡萄糖、D- 果糖、麦芽糖、乳

糖、D- 半乳糖等作为碳源进行液态发酵 , 以不加碳源

作对照。结果见表 4。

由表 4 可知, 不同碳源对菌株 2080 液态发酵产酶

的影响不同, 其中以 D- 果糖作为碳源时酶产率最高。

2.2.3 不同菜粕、干酪素和 D- 果糖含量对酶产率的影响

在上述优化后的培养基中, 添加不同含量的菜粕、

干酪素及 D- 果糖素进行液态发酵。研究不同含量的菜

粕对菌株 2080 发酵产酶的影响。

由图 1 可知, 当菜粕添加量为 1.5 % 时 , 酶产率最

高。菜粕是农副产品加工废弃物, 来源广泛, 价格低廉,

以它作为生物质氮源进行液态发酵, 可降低产酶成本,

可为其更好地应用奠定基础。当干酪素的添加量为

1 % 时, 酶产率最高。加入不同量的 D- 果糖, 测定碱性

蛋白酶产率 , D- 果糖添加量不同 , 其酶产率不同 ; 当

D- 果糖的添加量为 1 %时, 酶产率最高。

2.2.4 KH2PO4 的含量对产酶的影响

在上述优化后的培养基中, 分别加入不同含量的

KH2PO4, 接种菌株 2080 进行发酵试验 , 测定碱性蛋白

酶产率。结果表明, 当 KH2PO4 的添加量为 0.1 %时, 酶

产率最高, 如图 2 所示。

表 2 不同生物质氮源对主要菌株产酶的影响

Table 2 Effect of different biomass nitrogen sources on enzyme

production from the isolate strains

1

113.9

110.5

186.4

166.3

53.1

148.6

4

39.6

89.0

82.3

175.0

95.2

160.0

2080

154.8

208.6

77.6

189.6

55.7

170.8

相对酶活/% Relative activity/%氮 源

Nitrogen source

棉粕 Cottonseed meal

菜粕 Rapeseed meal

玉米粉 Maize powder

麸皮 Wheat bran

芝麻粕 Gingelly meal

豆粕 Soybean meal

表 3 不同非生物质氮源对产酶的影响

Table 3 Effect of different common nitrogen sources on enzyme

production

氮 源

Nitrogen source

不加氮源 No nitrogen source

酵母膏 Yeast extract

大豆分离蛋白 Soybean protein isolate

干酪素 Casein

胰蛋白胨 Peptone

硝酸钠 Sodium nitrate

硫酸铵 Ammonium sulfate

相对酶活/%

Relative activity/%

100

134.6

250.0

269.8

150.3

70.4

29.0

表 4 不同碳源对产酶的影响

Table 4 Effect of different carbon sources on enzyme production

碳源

Carbon source

不加碳源 No carbon source

麦芽糖 Maltose

葡萄糖 Glucose

糊精 Dextrine

淀粉 Starch

米糠 Rice bran

D- 半乳糖 D- Galactose

玉米粉 Maize powder

乳糖 Lactose

D- 果糖 D- Fructose

相对酶活/%

Relative activity/%

100

133.5

122.8

82.1

81.1

95.2

95.6

93.1

110.1

142.7

图 1 菜粕、干酪素和 D- 果糖含量对产酶的影响

Fig.1 Effect of additional amount of rapeseed meal, casein, and D-
glucose on enzyme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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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pH 对液态发酵产酶的影响

在上述优化后的培养基中 , 调节不同的 pH 值 , 进

行发酵试验 , 研究培养基 pH 对菌株 2080 发酵产酶的

影响, 结果如图 3 所示。

由图 3 可知, 当 pH 为 8.5 时, 酶产率达到最大, 菌

株 2080 液态发酵产酶的最适 pH 为 8.5。

2.2.6 培养基温度对液态发酵产酶的影响

采用较优的培养条件( 菜粕 1.5 %, 干酪素 1 %, D-

果糖 1 %, 磷酸二氢钾 0.1 %, MgSO4·7H2O 0.02 %, Ca-

Cl2·2H2O 0.01 %, pH 8.5, 种龄 24 h, 接种量 8 %) , 在不同

培养温度下绘制菌株 2080 的发酵产酶曲线, 如图 4 所示。

由图 4 可知, 菌株 2080 液态发酵的最适发酵温度

为 30 ℃, 在 84 h 出现产酶高峰。试验结果表明其最高

酶产率达到 4.04×106 U/L。

2.3 酶的特性

2.3.1 酶的最适 pH 和酸碱稳定性( 见图 5)

调节反应体系的 pH, 分别测定 40 ℃下菌株 2080

所产酶液的碱性蛋白酶的活力, 以最高酶活为 100 %。

由图 5 可知, 该酶的最适 pH 为 10。

分别用 0.1 mol/L 磷酸氢二钠/磷酸二氢钾 ( pH6~

8) 、碳酸钠/碳酸氢钠 (pH9~10.5) 和氢氧化钠/甘氨酸

(pH11~12) 缓冲液调节反应体系的 pH, 将菌株 2080 所

产酶液于 40 ℃ 分别保温 30 min 后 , 测其剩余的碱性

蛋白酶活力 , 以未处理的酶活为 100 %, 由图 5 可知 ,

在 pH 8~10 范围内, 该酶较为稳定。

2.3.2 酶的最适温度和热稳定性( 见图 6)

在 pH 10 的反应体系中, 将菌株 2080 所产酶液于不

同温度下进行酶促反应, 测定其碱性蛋白酶的活力, 以最

高酶活为 100 %。由图 6 可知, 该酶的最适温度为 50 ℃。

图 2 KH2PO4 的含量对产酶的影响

Fig.2 Effect of additional amount of KH2PO4 on enzyme production

KH2PO4/%

图 3 pH 对液态发酵产酶的影响

Fig.3 Effect of pH on enzyme production by SmF

图 4 培养温度对菌株 2080 产酶的影响

Fig.4 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enzyme production by strain 2080

图 5 pH 对酶促反应时酶活的影响以及酶的酸碱稳定性

Fig.5 Effect of pH on the activ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crude enzyme

图 6 温度对酶活的影响以及酶的热稳定性

Fig.6 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the activ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crude enzy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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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H 10 的反应体系中, 将菌株 2080 所产酶液置

于不同温度下保温 30 min 后 , 分别测定剩余的碱性蛋

白酶活力 , 以未处理的酶活为 100 %, 由图 6 可知 , 在

30 ℃~45 ℃ 范围内, 该酶较为稳定。

3 结论

采用紫外诱变处理 , 经透明圈与菌落直径之 比

( HC) 以及液态发酵条件选育, 得到了产碱性蛋白酶较

高 的 新 菌 株 短 小 芽 孢 杆 菌 2080 ( Bacillus pumilus

2080) 。并对该菌株进行了一系列液态发酵条件的优

化, 得到了较优的液态发酵条件为: 菜粕 1.5 %, 干酪素

1 %, D- 果糖 1 %, KH2PO4 0.1 %, MgSO4·7H2O 0.02 %,

CaCl2·2H2O 0.01 %, pH 8.5, 种龄 24 h, 接种量 8 %, 发

酵温度 30 ℃, 发酵时间 84 h, 酶产率可达 4.04×106 U/L。

对该新菌株所产碱性蛋白酶的部分酶学特性的研

究表明: 该酶的最适 pH 为 10, 最适温度为 50 ℃; 分别

在 pH 8~10 和 30 ℃~45 ℃ 范围内较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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