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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在原有标准NY/T 227--1994《微生物肥料》的基础上，对其中的磷细菌肥料部分进行修改

主要修改内容如下:

增加术语、抽样和判定规则部分;

一 增加菌种部分，包括菌种有效性、菌体特性特征、菌落形态;

— 删除成品无害化指标。因为磷细菌肥料一般以草炭为载体，不存在重金属的危害 草炭经高温

灭菌后，大肠菌群和蛔虫卵不再存在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同时代替NY/T 227-1994中的磷细菌肥料部分。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B,附录C,附录D都是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农业部微生物肥料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梁绍芬、姜瑞波、葛诚、李俊、沈德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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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 细 菌 肥 料

Phosphate bacteria fertilizer

飞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磷细菌肥料产品的分类、技术要求、抽样、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识、运输和贮

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含有益磷细菌微生物，能分解土壤中的难溶性磷化物，改善作物磷素营养状况，又能

分泌刺激素刺激作物生长发育的活体微生物制品。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IT 6643-1986 瓦楞纸箱

    N丫411一2OOQ 固氮菌肥料

3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3.1 磷细菌肥料

    能把土壤中难溶性的磷转化为作物能利用的有效磷素营养，又能分泌激素刺激作物生长的活体微

生物制品。

4 产品分类

4}， 按剂型不同分为:液体磷细菌肥料、固体粉状磷细菌肥料和颗粒状磷细菌肥料

4.2 按菌种及肥料的作用特性分为:有机磷细菌肥料、无机磷细菌肥料。

4. 2. 1 有机磷细菌肥料 能在土壤中分解有机态磷化物(卵磷脂、核酸和植素等)的有益微生物经发酵

iG+f成的微生物肥料。分解有机态磷化物的细菌有芽胞杆菌属中的种(Bacillussp.)、类芽胞杆菌属中的

种(Paerubacillus sp.、

4.2.2 无机磷细菌肥料:能把土壤中难溶性的不能被作物直接吸收利用的无机态磷化物溶解转化为作

物可以吸收利用的有效态磷化物。分解无机态磷化物的细菌有假单胞菌属中的种(Pseudomona.v sp. ),

产碱菌属中的种(Alcaligenes sp. )硫杆菌属中的种(Thiobacillus sp.
    使用本标准规定之外的菌种生产磷细菌肥料时 菌种必须经过鉴定，而且必须为非致病菌菌株

5 技术要求

5，飞 lid种的有效性

    用于生产磷细菌肥料的菌种，必须是从国家菌种中心或国家科研单位引进的并经过鉴定对动物和

植物均无致病作用的非致病菌菌株;这些菌株在含有卵磷脂或磷酸三钙的琼脂平板L培养，能观察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2000-12-22批准 2001一04-01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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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溶磷圈;发酵培养后解磷量与不接菌对照比较有显著差异(p}0.05)0

5.1.1 有机磷细菌:芽胞杆菌属的细菌为革兰氏染色{s0 it ,能产生抗热的芽胞，为椭圆形或柱形周生或

侧牛鞭毛，能运动，能产生接触酶。

5门.2 无机磷细菌:假单胞菌属中的细菌为革狡氏染色阴性杆菌，极生的单鞭毛或丛鞭毛.能运动.接

触酶阳性。此属中的部分菌株为致病菌，必须进行严格的菌种鉴定后才能用于生产。产碱菌属的细菌.

细胞呈杆状，1-4根周生鞭毛，能运动，革兰氏染色呈阴性，接触酶阳性。硫杆菌属的菌为革兰氏染色阴

性小杆菌，单根极生鞭毛，能运动.严格自养

5.2 产品技术指标

5.2.1 液体磷细菌肥料技术指标见表10

                                表 1 液体磷细菌肥料技术指标

项 日 指 标

外观、气味 浅黄或灰白色棍浊液体，稍有沉淀，微臭或无臭味

有效活菌数

亿个/.I-

有机磷细菌肥料 李2.0

无机磷细菌肥料 >1.5

杂菌率1)，% <5

pH值 4.5-8. 0

有效期，月 )6

1)杂菌率包括在选择培养基上的杂菌数和在马丁培养基上的霉菌数。其中对霉菌数的规定为:一般磷细菌肥料

  的霉菌数要求少于30. 0 X 10'个/.L(g)，拌种剂磷细菌肥料霉菌数要求少干10.0X10，个/ml, (g) o

5. 2.2 固体(粉状)磷细菌肥料技术指标见表20

表Z 固体(粉状)磷细菌肥料技术指标

项 目 指 标

外观、气味 粉末状、松散、湿润、无霉菌块，无霉味，微臭

水分，% 25 50

有效活菌数

  亿个/9

有机磷细菌肥料 >1.5

无机磷细菌肥料 李1.0

细度(粒径) 通过孔径。.20 .-标准筛的筛余物(10%

  pH值

杂菌率,%

6.0-7.5

簇10

有效期，月 >6

5. 2. 3 固体(颗粒)磷细菌肥料技术指标见表30

表3 固体(颗粒)磷细菌肥料技术指标

项 目 指 标

外观、气味

水分，%

松散、黑色或灰色颗粒，微臭

蕊10

有效活菌数

  亿个/g

有机磷细菌肥料 >0.5

无机磷细菌肥料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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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完)

项 目 指 标

pH值 G.0~ 7.5

一 摊率，% 一{ .。 — 一一一

有效期·月 I                             -6

6 抽样

    按每一发酵罐菌液制成的产品为一批，逐批抽样检验。抽样过程要严格避免杂菌污染

6门 抽样工具及用品

    抽样前预先准备好无菌塑料袋(或塑料瓶)、金属勺、剪刀、封口机、牛皮纸封样袋、标签、抽样封条和

胶水

62 抽样数量及抽样方法

    在成品库抽样，可按“:.:’，形分层设点抽取，抽样以件为单位，小包装产品以一包装箱为一件 大包装

(30 50 kg)产品以一袋(或一桶)为一件 抽样件数由样品基数的大小确定。10件以内全部抽样:11̂

20。件抽样10件;201̂-400件抽取20件。样品基数大于400件者，按超过部分的2%增加抽样件数卜但

总件数不要超过40件。

    每件小包装产品抽取一小袋，在无菌条件下每袋取样200 g。然后将所有样品棍匀，按四分法缩到

2 000 g，分装4袋，然后封口。每2袋为一份装人牛皮封样袋 最后贴上抽样标签和抽样封条(液体肥料

小包装亦参照此法进行)。所抽样品一份留存被抽样单位，一份交检测中心检测。

7 检验方法

7.1 仪器设备及试剂

7.1.1 仪器设备

    恒温培养箱;

    恒温千燥箱;

    恒温摇床;

    高速离心机;

    生物显微镜(lox 10o);

    高压灭菌锅;

    酸度计;

    扭力天平(分度值0,01 g) ;
    菌落计数器;

    无菌室或超净工作台;

    培养皿:直径9 cm;

    三角瓶:500 mL,100 ml;

    烧杯:500 ml;

    量筒:100 ml;

    无菌吸管:0.5,1.0,5.0,10.0 mL;

    玻璃刮刀;

    滤纸;

    酒精灯;

    标准筛:孔径().18 mm,2. 5 mm,5. 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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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铝盒;

    t号羊毛画笔

7门.2 试剂和培养基

7.1.2门 试A9

    蒸馏水;

    尤离子水;

    无菌水

了‘1.22 培养基(见附录n)

7门.2.2门 肉汤培养基(见附录Dl)

7.1.2.2.2 有机磷细菌培养基(见附录D2)e

7.1.2.2.3 无机磷细菌培养基(见附录DD.

7门.2-2.4 马丁培养基(见附录D4) o

了.2 成品检验

了2门 气味检验

    将液体或固体磷细菌肥料的包装打开，用手煽动包装口处的空气，嗅其气味。

了.2.2 外观检查

    将固体磷细菌肥料包装打开，置于白色搪瓷盘中，液体肥料摇匀，在明亮的光线下进行观察。

7.2.3  uH值测定

    液体磷细菌肥pH值的测定:取供检菌液于50 m工_烧杯中直接用酸度计测定pH值，取三次测定结

果的平均值

    固体磷细菌肥pH值的测定:在分度值。.01 g的扭力天平上称取供检样品15.00 g,置于500 ml,
烧杯中，用量筒量取30. 0 ml蒸馏水，用磁力搅拌或手摇动1 min，然后静止30 min，用酸度计测其pH

值，重复3次，取其算术平均值。

了2.4 含水量测定

    称取固体磷细菌肥料3份，每份20. 00 g，精确到0. 01 g，放入已称恒重的铝盒中，置105 C干燥箱
内烘烤4h，移至干燥器内，冷却后称重。取三个样品测定数的平均值 平行样品绝对偏差应低于1%0

    含水量按式(1)计算

                  含水量‘%，一塑盖考X 100 ····················一 )
式中:。。-一烘干前样品质量，9;

      rn,-一烘干后样品质量，9

7.2. 5 吸附剂颗粒细度测定

    准确称取10. 0 g样品，置于孔径。.20 mm的标准筛中，用水冲洗，用毛笔轻刷至样品不再通过为
止 将筛余物置105-110C温度下烘干，称重

    筛余物百分含量按式((2)计算:

筛余物(%)一筛余物重一((1一样品含水量百分数)
样品质量

火 100 ············一(2)

    颗粒肥料的粒径称样后直接过2. 5 mm和4. 5 mm的标准筛即可。

7.2.6 磷细菌肥料有效活菌数及杂菌率的测定

    采用平板计数法测定有效活菌数和杂菌率。

7.2. 6门 制作肉汤培养基平板和马丁培养基平板(配方见附录n)

了2.6.2 样品稀释培养及计数

    称取lOg供检样品(精确到。.O1 g),装人带玻璃珠及100 ml无菌水的三角瓶中(如供检样品为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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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则取10 m1_加人装90 mL无菌水的分角瓶中)，置转速为200 r/min的摇床振荡30 min，然后静置

20 min后用10倍稀释法稀释至10’(液体样品稀释至10 ")从最后三个浓度悬液中各取。. 1 mL加到

直径9 cm含培养基的平板上，用玻璃刮刀将菌液涂匀。每个稀释度重复3次。28-30'C温度下培养2-

5 d。在马丁培养基上加人10-'稀释度悬液测定霉菌数.

7.2.6.3 菌落鉴别及计数

    根据被检产品菌种的菌落特征与杂菌区别开 必要时进行革兰氏染色(见附录A)或芽胞染色(见附

录B)，在显微镜下观察，取菌落20̂ 300的平板计数。计算出三个重复的有效磷细菌菌落平均数。

    有效磷细菌菌落以外的其他细菌菌落为细菌杂菌菌落数 在马丁培养基上计出霉菌菌落数。有效

磷细菌活菌数按式((3)计算:

有效磷细菌活菌数(个/9)=有效菌落平均数 X
母液体积(ml)

称样量娘)X加样量(ML)
X稀释倍数

....(3杂菌数为马丁培养基上的霉菌数与选择培养基上出现的杂菌数之和。杂菌数按式((4)计算

.........(4)
      杂菌数(个/9)=杂菌菌落平均数X稀释倍数 X

杂菌率按式(5)计算:

母液体积(ML)
样品量(g) X加样量(mL)

                  杂菌率(%)=

7.2.6.4 磷细菌解磷效能测定

7.2-6.4门 平皿定性测定

杂菌菌落平均数
磷细菌菌落平均数 +杂菌菌落平均数

又 100 ·········。··⋯ (5)

    将有机磷细菌或无机磷细菌培养基融化后冷却至45 C左右倒人灭菌平皿，每皿约15 mL左右，凝

固后培养基表面无冷凝水后待用。待测菌种活化后加人适量无菌水，刮下菌苔，制成均匀的菌悬液。用

灭菌滴管滴人备用的平板上，每皿可均匀地分别滴四个点。待滴人的菌悬液干后才可反转置于28-

30 C恒温箱中培养，2--3 d后可观察结果。在菌落周围有透明圈为有溶磷或解磷作用，无透明圈的为不

溶磷、少溶磷，或不解磷、少解磷

7.2-6-4.2 钥锑抗比色法定量测定

    将磷细菌接种到相应的磷细菌液体培养基的三角瓶中，置摇床(200 r/min)上保温30-C振荡培养

72 h下摇床后加人无磷活性炭脱色高速离心，将上清液倾出待测 用铝锑抗比色法测定有效磷含量(见

附录B)

了. 2.了 有效期的检验

    在产品说明书标明的有效期到达前10d测定活菌数，活菌数达到标准要求的即为有效期合格。

8 检验规则(判定规则)

8门 检验分类

8.1.1 产品出厂检验

    产品交货时进行的检验。

8.1.2 产品型式检验

    新产品鉴定或国家质检机构质量监督检验。

8.2 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的检验项目按s. 2. 1或5.2.2要求进行。出厂检验不检有效期。

8.3 判定规则

    菌肥中有效菌活菌的数量是微生物肥料质量关键指标，是一切微生物肥料的产品必须达到的指标。

所规定的外观、水分、细度、有机质、pH值作为微生物肥料质量检验参考指标。

    对产品是否合格作如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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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活菌数不合格时该产品判定为不合格产品;

    b)有效活菌数合格，杂菌率合格，参考指标四项(包含四项)以卜不合格，该产品判定为不合格品;

    。)有效话菌数合格.而杂菌率不合格，但小于5.23所规定的2倍时参考指标一项不合格者，该产

品判定为合格产品;参考指标有两项以上(含两项)不合格者，该产品判定为不合格;

    d)有效活菌数合格，杂菌率大于5. 2. 3所规定的2倍;或者微生物肥料霉菌数大于或等于6. OX

10，个/g(ml)，拌种剂霉菌数大于等于3. 0 X 10'个/g (ml-)对该产品判为不合格产品。其他各项符合，

可判为合格产品。

9 包装、标识、运输和贮存

9门 包装

9.1.1 内包装

    液体肥料小包装用塑料瓶或玻璃瓶，大包装用塑料桶。固体肥料用不透明聚乙烯塑料袋包装。颗粒

磷细菌肥料亦可用编织袋包装。

9.1.2 外包装

    外包装采用纸箱，纸箱质量应符合UB/T 6543的要求。箱外用尼龙打包带加固

9.1.3 梅箱(袋)产品中附有产品合格证和使用说明书，在使用说明中标明使用方法、用量及注意事项。

9.2 标识、运输和贮存

    磷细菌肥料的标识、运输和贮存按NY 411--2000中的9. 2,9.3和9.4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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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标准的附录)

革 兰 氏 染 色

染色荆

1 结品紫液〔赫克尔(Hucker)氏配方〕

甲液: 结晶紫 29

        乙醇(95010)    20mL

乙液:草酸钱 。89
        蒸馏水 80 ml,

月
1

月
.
es

A

A

    甲、乙两液相混，静置48 h后使用。此染液较稳定，在不透气的暗色瓶中可储存数月。

Al. 2 卢哥(Lugol )氏碘液

    碘(1,)片 19

    碘化钾(KI)        2 g

    蒸馏水 300 mL

    先用少量(3-5 mL)蒸馏水溶解碘化钾，再投人碘片，待碘全溶后，加水至300 rn工。保存在棕色瓶

中待用

Al.3 脱色液

    95%的乙醇液。

Al. 4 复染液

    。5%的番红水溶液

    番红2.5%的酒精溶液2。mL

    蒸馏水 80 mL

    将此液贮存于棕色瓶中使用时再稀释

A2 涂片

A21

A2.2

A2. 3

  在无油迹的干净载片上注明日期、片号。

  在载片上滴加无菌水一小滴，用接种环挑取少许菌苔，于水滴边缘轻涂几下

  自然风干或微热促其快干，干后在火焰上通过2-3次，以固定涂片。

染色步骤

滴加结晶紫液，援盖约1 min

用水冲净结晶紫液。

先以碘液冲去残水，再加碘液覆盖约1 minx

用水冲去碘液，将片上水甩净或用滤纸吸干。

将片倾斜，并衬以白背景，流滴95%酒精液约20-30 s，立即用水冲净酒精。

用番红液染1-2(或更多)min,

用水洗净番红，用滤纸吸干表面水或风干。备镜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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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观察结果

用,U微镜油镜直接在载玻片匕观查。红色为革兰氏染色阴性，蓝紫色为革兰氏染色阳性 观察细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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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体形状、排列、大小、是否有芽胞及形状、大小和着生位置等

A5 注意事项

A5门 革、杏氏染色的配方很多，但染色成功与否很大程度卜取决于经验。在没有把握时，最好在同一载

玻片卜，用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作为革兰氏染色阴性和染色阳性的对照菌。

A5.2 革兰氏染色操作中，以涂片和脱色两步最为重要。涂片切不可过于浓厚。对于易于乳化的细菌

将沾有菌苔的接种环在水滴边缘轻轻涂一二下即可。镜检时，以分散开的细菌的革兰氏染色反应为准

过于密集的细菌，常常呈假阳性。对纯细菌的涂片，以95%乙醇易于掌握。乙醇中含有更多的水分，则脱

色力加强，易形成假阴性 因此要尽量减少载玻片h的残水。用甩净或用乙醇冲去残水，以脱色20 s为

宜;用滤纸吸净残水，可用乙醇脱色近30 s

A5.3 用火焰固定时不可过热，以载玻片不烫手为宜 过热会使染色反应不正确 实际上对斜面纯细菌

涂片，风干后不经火焰固定即可染色。

A5.4 推荐的复染液是。.5%番红液，比一般文献上的浓度浓一倍，这样更好用

A5.5 龙胆紫不是单一成分的染料，与结晶紫不同.染色后，常常不易脱色，出现假阳性。遇到这种情

况，将染剂稀释后使用。试用的龙胆紫稀释成十分之一的浓度可以使用，但颜色仍然不如结晶紫。

A5. 6 对一般容易生长的异养细菌，以检查培养18̂ 24 h的菌为宜。革兰氏染色阴性细菌的染色反应

稳定.不易受菌龄的影响。革兰氏染色阳性细菌的染色反应，有的受菌龄的影响:较幼的细胞，培养18-

24 h或更短的，呈阳性反应;较老的细胞，培养24 h或48 h以上的细胞，则部分或全部细胞转变为阴性

反应。在区分革兰氏染色反应时应注意

  附 录 B

(标准的附录)

芽 胞 染 色

Bl 染色剂

B1.1  7. 6%孔雀绿

孔雀绿

蒸馏水

7. 6 g

100 m1

mLm1,
20

80

B1.2  0.500番红液

    番红2.5%的酒精液

蒸馏水

B2 涂片(方法同A2)

B3 染色

a)用孔雀绿染液染滴于载片L 10 min左右;如果加热使冒水蒸气则效果更好

b)用自来水冲洗;

。)用 。.500番红液复染 30。;

d)川水冲洗后吸千、镜检

B4 结果观察

油镜卜观察，芽胞呈绿色，菌体和芽胞囊呈微红色。但菌体中有异染粒时，也可是现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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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C

      (标准的附录)

钥锑抗比色法测定有效磷

C1 试剂配制

C1.1 2,6一二硝基酚[C,H,OH (NO, ),]指示剂:0.25 g 2,6一二硝基酚溶于100 mL水中(饱和液)。

C1.2 无磷活性炭

Cl. 2.1 含磷量少的活性炭直接用。. 5 mol碳酸氢钠(NaHCO)浸24 h。在布氏漏斗上抽气过滤，每次

用少量蒸馏水淋洗多次，直至检查滤液无磷为止，然后烘干装瓶待用。

C1.2.2 含磷量多的活性炭首先用2 mol/L盐酸(HCl)浸泡过夜，用蒸馏水冲洗多次后再用。. 5 mol

碳酸氢钠(NaHCO,)浸泡处理。

C1.3 钥锑抗贮存液

    浓硫酸(H2SO4) (分析纯)153 mL缓缓地倾人约400 mL蒸馏水中，搅拌、冷却。10.0g钥酸钱(分析

纯)溶于约60℃的300 mL水中，冷却。然后将硫酸溶液缓缓滴人铝酸馁溶液中，再加人100 m工0.5%

酒石酸锑钾溶液[K (SbO)C,H,O,·告H,0分析纯:，最后用水稀释至:工，盛于棕色瓶中。
C1.4 钥锑抗显色剂:称1. 5 g抗坏血酸(C,H,O,，左旋比旋光度+21 22 0C分析纯)，溶于100 ml钥

锑抗贮存液中。此液随配随用，有效期1 d,

C1.5  5 mg/I磷标准液:称取在105℃烘箱中烘2h后冷却的磷酸二氢钾(KH,PO、分析纯))0. 439 g溶

于200 ml水中，加人5 mL浓硫酸(H,SO, )，转人11容量瓶中，用蒸馏水定容至刻度即为100 mg/L

磷标准液，可长期保存备用。取此溶液准确稀释20倍即为5 mg/L磷标准液，此溶液不宜久放。

C1.6 配制10%硫酸(H,SOO ,10 氢氧化钠(NaOH) ,

C2 操作步骤

C2. 1 将发酵液加人适量活性炭脱色，离心，吸取上清液2̂-10 mL(含5-25 ug磷)于50 m工容量瓶

中，用水稀释至20 mL，加2,6一二硝基酚指示剂2滴，用10 YO氢氧化钠或稀硫酸溶液调节pH至溶液刚

呈微黄色((d、心缓加，边加边摇，防止产生的二氧化碳把溶液喷出瓶口)，然后加人钥锑抗显色剂5 ml,

摇匀，定容至刻度。在室温20 C-25 C下放置30 min后在分光光度计上用波长680̂ 700 nm(红色滤光

片)比色，以空白试验溶液为参比液调零点。读取数值，在工作曲线上查出显色液磷的读数。颜色在8h

内可保持稳定

C2.2 工作曲线的绘制

    分别吸取5 mg/L磷标准溶液。,2,3,4,5,6 mL于50 ml容量瓶中，加水稀释至约20 ml，加人铂

锑抗显色剂5m工_，摇匀定容，即得0,0. 1,0. 2,0.3,0.4,0.5,0. 6 mg/L磷标准系列溶液，与待测溶液同

时比色，读出数值。在方格坐标纸上以测得数值为纵坐标，磷mg/L数为横坐标，绘制成工作曲线

C3 结果计旅

有效磷按式(C1)计算

            有效磷(%)=l鱼渔 读数x显色液体积x分取倍数
W x 109 x 100。·····。。⋯⋯ (C1)

式中:显色液磷(尸)读数— 从工作曲线上查得显色液磷的读数;

          显色液体积- 50 mL;

              分取倍数— 发酵液体积(三角瓶)(mL)/吸取发酵液(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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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发酵液中加人有机或无机磷化物物质的质量(指每个三角瓶)，9;

105— 将vg微克)换算成，只;

两次平行测定结果允许误差为<5%

                附 录 D

            (标准的附录)

测定磷细菌活菌数及杂菌含t的培养基

D1 肉汤培养基(测磷细菌菌数)

    蛋白陈

    牛肉膏

    氯化钠(NaCI )

    琼脂

      蒸馏水

      pH

D2 有机磷细菌培养基(测磷细菌解磷效能)

    葡萄糖

    硫酸钱C(NH,)2SO〕

    酵母粉

    氯化钠(NaCI )

    氯化钾(KCI)

    硫酸镁(MgSO,·7H,0)

    硫酸铁(FeSO,.7H20)

    硫酸锰(MnSO,·4H20)

    卵磷脂

    碳酸钙(CaCO, )

    琼脂

    蒸馏水

    pH

D3 无机磷细菌培养基(测磷细菌解磷效能)

    葡萄糖

    硫酸馁C(NH02SOO

    酵母粉

    氯化钠(NaCI)

    氯化钾(KCI)

    硫酸镁(MgSO ·7H,O)

    硫酸铁(FeSO,·7H20)

    硫酸锰(MnSO,·4H20)

    磷酸钙(Ca, (PO,),)

    琼脂

5 g/l

5g/L

5 g/L

18一20 g/I

1 000. 0 ml

6. 8-7. 0

10. 0 g/L

0. 5 g/L

0. 5 g/L

0. 3 g/I

0. 3 g/I

0. 3 g/L

0. 03 g/1

0. 03 g/l,

。.2(酒精溶解)g/L

1.。g/L

18̂ 20 g/L

1 000. 0 mL

7. 0- 7. 5

10. 0 g/I

。.5 g/L

。.5g/L

0. 3 g/1-

。.3 g/L

。.3g/L

0. 03 g/L

0. 03 g/L

5. 0 g/I

18一20 g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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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馏水

pH值

1 000. 0 ml

7 0̂ -7，污

D4 马丁培养基(测搏菌数)

    磷酸二氢钾(KH,PO)

    硫酸镁(MgSO, " 9H,O)

    1%孟加拉红水溶液

    葡萄糖

    蛋白陈

    琼脂

    蒸馏水

    每升培养基中加。.19氯霉素，一起灭菌

1. 0 g/1

0.5g/L

3.3 mL

10.0 g/1

5. 0 g/L

18̂ 20 g/1
1 000. 0 m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