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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验证硅酸盐细菌对铝土矿的脱硅效果,从某耕地土壤采样,通过分离获取1#菌株,将1#菌株
与硅酸盐菌胶质芽孢杆菌2#菌株进行细菌形态观察、生理生化特性实验,1#菌株与2#菌株的细菌形态
和生理生化特性基本一致。对1#菌株与2#菌株的铝土矿脱硅效果进行实验,实验结果表明铝硅比明显提
升,从9.86提升到11.41、11.51,证明脱硅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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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Selection of Silicate Bacteria and the Desilication Effect of Bauxite Bacteria
Yingyu He
Baise mineral resources management station
[Abstract] In order to verify the desilication effect of silicate bacteria on bauxite, sample a cultivated soil and
obtain 1# strain by separation, carry out bacterial morphology observation and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experiments of 1# strain and silicate glia bacillus 2# strain. The bacterial morphology and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1# strain and 2# strain are basically consistent. The desilication
effect of bauxite of 1# strain and 2# strain is tested, and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aluminum-silicon ratio increases significantly, from 9.86 to 11.41 and 11.51, which proves that the desilication
effect is obv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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