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揖综摇 摇 述铱

第 38 卷第 1 期
2019 年 2 月

海摇 洋摇 环摇 境摇 科摇 学

MARINE ENVIRONMENTAL SCIENCE
Vol. 38摇 No. 1
February摇 2019

氨氧化微生物在河口与海洋中的生态位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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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氨氧化微生物(ammonia鄄oxidizing microorganisms AOMs)在氮素的地球化学循环中调控着硝化作用

的第一步,其能够将生境中的 NH3有氧氧化为亚硝酸盐 NO-
2。 随着对微生物参与地球化学循环的功能与

作用的深入研究,氨氧化微生物在世界各主要河口与海洋中的研究也备受关注。 AOMs 在不同环境中存

在不同的生态位分化,在河口与海洋两种环境下,氨氧化细菌(ammonia鄄oxidizing bacteria,AOB)与氨氧化

古菌(ammonia鄄oxidizing archaea,AOA)的丰度差异明显,AOB 和 AOA 的群落结构亦显著不同。 在河口与

海洋中,盐度、温度、氮含量、碳含量与溶解氧等环境因子有着明显的差异,通过分析不同环境因子对

AOMs 的作用,了解 AOMs 的时空动力学特征、群落结构变化规律及生态位分化特点,是研究微生物氮素

地球化学循环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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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dvances in niche of ammonia鄄oxidizing microorganisms in estuaries and oc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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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mmonia鄄 oxidizing microorganisms (AOMs) regulate the first step of nitrification in the geochemical cycle
of nitrogen,which can oxidize NH3 in the habitat to nitrite NO-

2 . With the in鄄depth study of the function and role of mi鄄
croorganisms in geochemical cycling,the study of ammonia鄄oxidizing microorganisms in the major estuaries and oceans
has also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AOMs has different niche differentiation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s. The abundance of
ammonia鄄oxidizing bacteria ( AOB ) and ammonia鄄oxidizing archaea ( AOA )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estuarine
and marine environments,and the community structures of AOB and AOA are also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estuaries
and oceans,environmental factors such as salinity,temperature,nitrogen content,carbon content and dissolved oxygen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nalyzing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AOMs and understanding the spa鄄
tiotemporal dynamics,community structure change and niche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OMs are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studying microbial nitrogen geochemical cycle.
Key words:oceans;estuaries;sediments;Ammonia鄄oxidizing microorganisms AOMs;niche

摇 摇 自然界中氮循环的四个主要过程,即固氮作 用、硝化作用、反硝化作用和氨化作用均由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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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中的环境微生物催化转化,其中硝化作用需

在 AOMs 和亚硝酸氧化细菌的共同参与下才能完

成由氨或铵离子到硝酸盐的转变过程,从而达到

增加环境中微生物可利用氮素营养的效果[2鄄3]。
氨氧化作用(NH3寅HNO2)作为硝化作用第一步,
限制着氮循环的反应速度[4],涉及到该过程的氨

氧化微生物类群主要为 AOB 和 AOA 两类,它们

在环境中通过氨单加氧酶(AMO)可以氧化环境

中的 NH3(如图 1 所示)。 而 AOB 与 AOA 两者在

不同生态环境中的生理分化、地域分化等也随之

不同[5]。 因地理位置的空间差异到环境改变的

时间差异,以及各种环境因子带来的影响导致

AOMs 的丰度、群落结构和功能显著不同,加上微

生物种间竞争和底物浓度高低的影响,导致在每

种环境中 AOMs 具有独特的生态位分化。
近年来,分子生物学技术从基因水平上推进

了 AMOs 的研究,通过 16S rRNA 基因与功能基因

的研究,发现氨氧化细菌和氨氧化古菌普遍存在

于土壤[6]、淡水[7]、海洋[8]、河口[9] 区域,甚至存

在于高温热泉[10]、南极土壤[11] 等极端环境中。
因为 AMOs 对环境中氨的转化作用,其研究备受

全球关注。 AOMs 催化着氨(NH3)的有氧氧化为

亚硝酸盐(NO-
2 ),该步骤的代谢标志物是氨单加

氧酶,相应的编码基因 amo 基因存在于细菌和古

菌内,现在已经成为环境微生物学中应用最广泛

的分子标志物之一[12] 。

河口和海洋区域作为地球化学循环中氮循环

的重要发生区域,具有复杂多样的生态环境,氨氧

化作用在这些区域调节着氮循环。 据报道,氨氧

化作用导致海洋中大部分的 N2O 的输出,且贡献

率要更高于反硝化作用[13]。 河口处较高的营养

盐含量以及氨氮浓度,更是影响着氨氧化的能

力[14]。 本文对河口及海洋环境中氨氧化细菌、氨
氧化古菌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通过对 AOB 与

AOA 在河口与海洋区域的生态位研究,更深入地

揭示 AOMs 在河口与海洋氮循环中的重要作用,
为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利用及污染修复等领域

奠定理论基础。

1摇 氨氧化细菌

1. 1摇 AOB 的发现

早在 1872 年,科学家首次发现自然界的氨氧

化过程,当时发现的微生物被误认为是发酵微生

物。 1890 年,Winogradsky 等发现第一株 AOB—
Nitrosomonas europaea,进而证实了自然环境下氨

氧微生物及氨氧化过程的存在[15]。 截至 2004
年,人们认为自然环境中氨氧化作用都是由 AOB
催化完成[12]。 最初 AOB 由形态学标准进行分

类,主要基于细胞膜的内部排列结构来进行不同

种属的划分。 1993 年 Head 等第一次从代表性菌

株纯培养物的 16S rRNA 基因序列的 PCR 扩增产

物中分类出 AOB[16]。 此后,16S rRNA 基因序列

成为评估 AOB 系统发育的主要方法。
1. 2摇 AOB 的种类与分布

结合生态学和遗传学数据,将 AOB 的生态型

分为 4 类,分别是:淡水沉积物类、废水(污水)
类、土壤类以及海洋类[17]。 在淡水和海洋系统,
一些 AOB 物种分布上存在重叠区,但是这些生态

系统中一般具有明显不同的优势 AOB 群落。 因

为时空动力学上的淡水和海水混合作用,河口

AOB 物种分布可能更加复杂。 由于河口区域的

生态特点,如潮汐变化、营养盐增加、淡水输入,形
成不 同 生 境, 决 定 了 AOB 群 落 结 构 和 多 样

性[18鄄19]。 氨氧化细菌主要是依靠氨的有氧化,所
以他们的生存环境需要氨和氧气,而在一些低氧

环境中如海洋的贫氧区等地域氨氧化细菌可能与

厌氧氨氧化细菌存在相互竞争,因为很多细菌可

以在厌氧条件下利用反硝化能力产生 NO,并直接

用于氨氧化从而产生氮气。 早在 1971 年 Watson
就提出了主要由细胞形态等结构和生理差异所决

定的 5 种 AOB ( Nitrosomonas、 Nitrosococcus、 Ni鄄
trosospira、‘ Nitrosovibrio爷 和 ‘ Nitrosolobus爷) [20]。
随后 基 于 16S rRNA 基 因 序 列 的 高 相 似 性

(98% ),提倡将“Nitrosovibrio冶,Nitrosospira 和 Ni鄄
trosolobus 合并为单一属 Nitrosospira[21]。 到目前

为止通过细菌 16S 基因相似性的研究确定了变形

菌门(Proteobacteria)中一个谱系隶属于 茁鄄变形菌

门 ( Betaproteobacteria ), 包 括 Nitrosospira, Nitro鄄
somonas 属和 Nitrosococcus 属等,以及另一个谱系

位于 酌鄄变形菌门(Gammaproteobacteria),包括 Ni鄄
trosococcus 属等成员[22]。 已有研究表明,茁鄄变形

菌门的 AOB 在大多数环境中广泛分布,而 酌 亚纲

的 AOB 仅在海洋与盐湖等环境中被发现[23]。 此

外,土壤和海水样品中均能检测到 Nitrosomonas
的 16S rRNA 基因序列,并且海水样品以 Ni鄄
trosospira 较为常见[24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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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摇 河口与海洋环境中氮循环过程,以及氨氧化作用在 AOB 与 AOA 中的途径(改编自 Maria

Monteiro 等人) [1]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nitrogen cycle in the estuary and marine environment, and the pathways of

ammonia oxidation in AOB and AOA (adapted from Maria Monteiro et al. ) [1]

1. 3摇 河口与海洋中 AOB 的生态位

1. 3. 1摇 游离氨及铵盐的影响

AOB 属于化能自养细菌,将氨作为生长的能

源,并结合 AOB 对 DO 的依赖。 在河口与海洋等

环境中氨氧化细菌将氨作为其能源和还原剂,通
过氨单加氧酶(AMO)首先将氨转化为 NH2 OH,
再通过 Hao 基因表达羟胺氧化还原酶(HAO)最

终生成 NO-
2,这个过程的反应底物氨存在于地球

的各个角落。 高氨浓度会使环境中一氧化氮和一

氧化二氮的含量增加,并且在游离氨升高的时候

(浓度在 50. 2 ~ 687. 2 mg / L),AOB 的活性会出现

明显的抑制[26]。 虽然海洋环境中的游离氨以及

铵盐的浓度普遍是较少的(<0. 03 ~ 1 mM),但是

相比海洋环境而言,河口区域特别是营养盐丰富

的地点,具有较高的氨浓度(<22 ~ 45 mM) [27鄄28],
通过适量的 NH3底物的提供,能发生较高的氨氧

化活性[29]。 Chain 等人发现 N. europaea 需要高浓

度的氨才能生长和分裂,因此在河口与海洋环境

下生 长 缓 慢[30]。 AOB 中 Nitrosomonas 和 Ni鄄
trosospira 属中的菌株对氨的耐受性也不同,Koops
等研究表明 Nitrosospira 的菌株通常对高氨浓度更

敏感,而 Nitrosomonas 则具有耐氨菌株以及氨浓

度敏感菌株[31]。 Nitrosospira 和 Nitrosomonas 成员

之间的氨氧化动力学差异也可能是生境选择和生

态位分化的重要因素。 基于实验培养的 AOA 和

AOB 菌株,较低氨浓度下,AOA 表现出比 AOB 更

为适应的生长速度[32]。
1. 3. 2摇 AOB 的细胞结构

最早对 AOB 的分类是基于可培养细菌细胞

形态上的不同进行。 研究表明,最近在环境中分

离出来的可培养的 Nitrosospira 菌株一般为革兰氏

阴性菌、螺旋形细胞结构,有运动性,并且为化学

无机营养型[33]。 Koops 对两种海洋和河口区域常

被检出的 AOB 的描述是 Nitrosospira 的细胞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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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合螺旋状,偶尔呈弧形,缺少广泛的胞质内膜,
并且偶尔观察到膜向原生质的侵入,而 Nitro鄄
somonas 细胞通常是棒状的。 但楚江等人分离出

的 Nitrosomonas sp. THD鄄1 的形态表现为球状至

椭球状,细胞大小在(0. 5 ~ 0. 8)滋m伊(0. 7 ~ 1. 3)
滋m 之间。[21,34]。
1. 3. 3摇 盐度的影响

在河口与海洋环境中,特别是具有盐度梯度

的河口环境下,盐度被认为是影响 AOB 和 AOA
群落结构的最主要因素。 盐度需求在决定许多细

菌的生态位分化作用中是一个主要的生理生化参

数。 海洋中特别是深海环境中的 AOB 一般以 Ni鄄
trosospira 主导,而河口及淡水更多的是 Nitro鄄
somonas[35],也有部分研究指出 Nitrosomonas 在海

洋环境中比其他属更具有代表性和更高的丰

度[21]。 实验室分离的 AOB 和克隆文库的特征描

述都表明,对于 Nitrosospira 和 Nitrosomonas,盐度

高低导致它们具有显著的区别[36鄄37]。 Plum 岛河

口沉积物中氨氧化细菌的多样性研究显示,盐度

变化对 AOB 群落组成影响明显,高盐站位 AOB
主要由 Nitrosospira 主导,而低盐和中盐站位 AOB
主要为 Nitrosospira鄄like 和 Nitrosomonas ureae / olig鄄
otropha 和 Nitrosomonas。 高盐站位的 AOB 群落的

稳定性和多样性在三年时间里变化很小[38]。
Ythan 河口沉积物 AOB 的分布、群落结构的研究

表明,受海洋影响强烈的站位 Nitrosospira cluster
1鄄like 序列在 AOB 群落中占优势,受淡水影响强

烈的站位 Nitrosomonas oligotropha鄄like 序列占主

导地位。 Nitrosomonas sp. Nm143 在中盐站位群落

中是最普遍的序列类型[39]。 旧金山湾河口 AOB
丰度和多样性的研究显示,大多数 茁鄄AOB 序列与

其他河口与海洋中 Nitrosomonas 和 Nitrosospira 的

序列紧密相关[40]。 总的来说 Nitrosomonas 的

AOB 群落在淡水部分占主导地位,而 Nitrosospira鄄
Like 的 AOB 在河口盐度较高的区域或者海洋中

出现。 在 Scheldt 河,当河口由淡水变为咸淡水状

态变为海水状态时,同样观察到了 AOB 群落结构

由 Nitrosomonas 群落转变为以 Nitrosospira 为主的

群落变化。 并且也有研究者指出,随着河口向海

方向,AOB 的群落结构多样性逐渐下降[41]。 在我

国的研究中,珠江口沉积物 AOB 的研究结果表

明,不同盐度的沉积物样品中氨氧化细菌物种的

相对丰度显著不同,因此,河口盐度是 AOB 生态

位分化重要的环境调控因子。
1. 3. 4摇 温度的影响

在研究温度对河口与海洋 AOB 群落生态位

的影响分析中,研究者选取的方法为时空动力学

研究,主要在夏季和冬季水域温度相差很大时进

行样品采集与数据分析。 2018 年 Hui He 等人在

中国乳山湾对 AOMs 的研究中发现 AOB 群落结

构与温度有显著相关性,并且在水温较高的夏季

AOB 对该地区氨氧化作用的贡献多于 AOA 群

落,而冬季则相反[42]。 Cao HL 等人在 2011 年发

现珠江口海域至南海表层沉积物中 AOB 的功能

基因 amoA 基因的多样性随着温度升高而出现降

低(从 2. 9益到 21. 3益) [43]。 同年 Emel Sahan 指

出,在 Westerschelde 河口处随着温度从 4益 到

29益的变化,温度决定了该河口 AOB 的群落结构

变化,并且温度与其群落结构多样性关系呈现负

相关的关系[44];同样的现象也在中国的沿海红树

林沉积物中被观测到[24]。 在 Adrien Vetterli 等人

对芬兰湾的研究中,通过 454 焦磷酸测序发现 Ni鄄
trosospira 更容易受到温度升高的影响而出现减

少[45],也就是说低温可能更适合于 AOMs 的活性。
1. 3. 5摇 溶解氧的影响

在自然环境中溶解氧对 AOB 群落的影响主

要表现在控制群落与盐度之间的联系,当对 DO
含量进行调控时,盐度对 AOB 群落结构的影响不

再显著,也就是说 DO 浓度同时影响着盐度变化

区域 AOB 的群落结构[18,46];而水深与水体环境

中的溶解氧含量紧密相关,表层水体溶氧量普遍

较高,而深海沉积物往往是缺氧环境,这些因子均

对菌落的筛选起到重要影响。 在 DO 值较低的环

境下例如贫瘠的深海沉积物中 AOB 表现出比

AOA 更弱的低氧耐受性[47鄄48]。 在缺氧的 3386 ~
5725 m 的印度洋海底沉积物以及 5017 ~ 7068 m
的太平洋沉积物中,通过高通量测序分析发现

AOB 群落全部是 Nitrosospira,没有检测到 Nitro鄄
somonas 和 Nitrosococcus 的菌株[49鄄50]。 在中国南

海的研究则发现 茁鄄AOB 在深海比近岸河口有着

更高的多样性[51]。 另外在 AOB 暴露于高 DO 浓

度的条件下(趋近氧饱和状态时),生长速率会出

现明显的下降[52]。 de Bie 等人研究发现河口区

域 Nitrosomonas 群落结构随着 DO 和盐度变化发

生着改变,并且还发现了适宜生长于低 DO 含量

及低盐度样品中的 N. oligotropha 谱系的成员[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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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AOB 主要依靠氨的有氧氧化,所以它们必须

在栖息地利用氨和氧,在低 DO 浓度的环境中,厌
氧 AOMs 会与 AOB 发生对氨的竞争作用。

2摇 氨氧化古菌

2. 1摇 AOA 的发现

2004 年 Venter 等人在 Sargasso 海域,发现古

菌的宏基因组中存在原本只存在于 AOB 中的氨

单加氧酶基因(amoA)序列,由此推测在海洋的古

菌中可能存在某些古菌群落具有驱动环境中氨氧

化反应的可能[12]。 随后在土壤宏基因组片段中

发现了泉古菌(Crenarchaeota)AMO 基因的 3 个亚

基的序列:amoA、amoB、amoC,且进一步研究发

现,上述三个基因转录水平与环境中氨氮浓度呈

正相 关[17,54]。 2005 年, 第 一 株 泉 古 菌 Nitros鄄
opumilus maritimu SCM1 被成功分离及纯培养,该
菌具有氨单加氧酶基因 amoA、amoB 和 amoC,且
将 NH3作为唯一氮源和能源,固定 CO2进行无机

化能自养生长[55]。 此后,分子证据显示,氨氧化

古菌在河口、海洋区域如透光层、低氧区水体等有

着广泛分布并具有很高的氨氧化能力[56鄄57]。 直

到 2008 年 C佴line Brochier鄄Armanet 等通过分析

“Ca. Cenarchaeum symbiosum冶基因组研究认为应

将 AOA 划分在一个新的古菌门,即奇古菌门

(Thaumarchaeota),并且这个新的分类现已被主

流所认可[58]。 并且由于 AOA 在酸性、高温等极

端条件下的广泛存在,已成为全球氮循环微生物

机理研究热门领域之一。
2. 2摇 AOA 的种类与分布

16S rRNA 基因系统发育研究表明,海洋来源

的 AOA 多属于 Group I. 1a,属于 Nitrosopumilales,
包括了 Nitrosopumilus maritimes SMC1、Nitrosospha鄄
era gargensis 以及 Cenarchaeum symbiosum 等,并且

这个谱系的 AOA 广泛的存在于世界各地的大洋

及沿海水域中[59];另外,土壤来源的 AOA 主要属

于 Group I. 1b。 近年来从各个实验室分离纯培养

的 AOA 有 Nitrosopumilus maritimus,Nitrososphaera
gargensis 与 Cenarchaeum symbiosum、Nitrosocaldus
yellowstonii[60],虽然 Group I. 1a 的所有代表都能

将氨氧化与自养碳氧化耦合在一起,但它们在代

谢特性方面各不相同,包括利用尿素的能力和对

少量有机化合物的依赖性[61],因此存在着多样的

生态位分化潜能。

目前绝大多数氨氧化古菌的研究集中在微生

物地理学分布规律。 根据 amoA 基因序列的多样

性及其所在环境,氨氧化古菌分为:海洋环境氨氧

化古菌、土壤环境氨氧化古菌、嗜极端环境氨氧化

古菌群落,而在海洋中的 AOA 具有较突出氧化氨

的潜在能力。 进而使用 qPCR 的方法发现,在多

数海洋生境中 AOA 丰度普遍超过同一地区的

AOB 丰度[47,50]。
2. 3摇 河口与海洋中 AOA 的生态位

2. 3. 1摇 寡营养和氨浓度的影响

AOA 在贫营养的海洋环境中主导着氮循环

过程,控制 AOA 相对分布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底物

浓度。 通过与 AOB 的对比研究,发现 AOA 中

N. marimimus SCM1 和底物浓度之间表现有较高

亲和力(Km(0. 133 滋mol / L))和较低的阈值(10
nM)。 最重要的是,这些值与已经显示含有大量

AOA 的寡营养性开放海洋的原位动力学相

关[62]。 在地球化学循环中如果大多数已知或未

知的 AOA 被确定属于 N. maritimus 种群的话,这
意味着 AOA 可以支撑起海洋环境中所被观察到

的大部分氨氧化作用,这样一来将会对现有的生

物地球化学模型起到进一步完善的作用。 在河口

与海洋中分离的古菌 N. maritimus 已经发现其在

低的铵盐浓度培养基下可以达到最大的生长速率

(0. 78 / d) [55]。 大多数在低铵盐含量和极低铵盐

(0. 5 nM)的环境中对古细菌 amoA 基因和原位

AOA 活性的研究发现,无处不在的 AOA 其生态

型具有明显的多功能性质[27]。 除了海洋环境之

外,其他几种环境研究报告也报道了 AOA 对低

NH3浓度的偏好[63]。 所以在营养贫瘠的海洋中

AOA 对氮循环的调控是非常重要的。
在众多 AOA 中也有一些古菌种类随着 NH3浓

度的增加可以被更多的检测到,例如 Ca. Nitrosota鄄
lea devanaterra 及 Ca. Nitrosoarchaeum koreensis,它
们可适应相当高的底物浓度[60,64]。 虽有研究发现

对于最寡营养 AOB 具有抑制作用的 NH3浓度(对
于 N. oligotropha JL21 为 21. 4 mM)与对 AOA 的产

生抑制性的 NH3浓度(10 至 20 mM)相当,但是依

旧明显低于 AOB 对 NH3的最高耐受性 100 倍[21]。
2. 3. 2摇 AOA 的细胞结构

AOA 细胞学的研究基于从环境中分离出可

纯培养的 N. maritimus SCM1 菌体。 SCM1 广泛存

在于海洋环境中,具有良好的代表性,最初通过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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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显微镜大致观测到 SCM1 的细胞呈现杆状,直
径约为 0. 17 ~ 0. 22 mm, 长度为 0. 5 ~ 0. 9
mm[55],根据低温电镜技术层析成像数据,指数生

长的 N. maritimus SCM1 细胞每 0. 023 m3 细胞体

积含有 1,000 个核糖体,大多数 AOA 的细胞体积

比已知 AOB 的细胞体积小 10 至 100 倍,每个细

胞中仅存在单个基因组拷贝以及具有非常低的基

因复制速率[65],可以推测 AOA 细胞更适应于在

寡营养的海洋沉积物中生长。
2. 3. 3摇 盐度的影响

在河口以及海洋环境中,AOA 群落的组成存

在着较大的差异;在河口沉积物中,古菌的 amoA
基因丰度与潜在硝化速率(PNR)呈负相关,同时

随盐度下降而增加,并且相对于细菌的 amoA 基

因丰度更加稳定[18,58]。 表明 AOA 在河口与海洋

环境中可能具有广泛的盐度耐受性,在生态位分

化上极有可能是因为优势生态类群具有高盐度耐

受性,所以 AOA 生态型对特定环境盐度或特定盐

度范围选择较为宽泛。 Mosier 等人对旧金山湾沉

积物中 AOA 的研究表明,来源于低盐河口区的

AOA 聚类到一起,形成了独特的低盐类群[40]。
在河口低盐区特别是淡水区域的 AOA 群落组成

可以单独聚为一类,而河口与海洋交叠区域则常

常分布着淡咸水环境下重叠的 AOA 的两个大类

的群落,在淡水区域出现的单独簇更可能是一群

处于狭窄生态位上适应于低盐度的 AOA 类型。
综上所述,盐度可以决定 AOA 群落结构在不同区

域的多样性,并且是影响 AOA 群落的重要因子。
通过海洋环境中细菌 amoA 基因和古菌 amoA

基因丰度的对比发现,多数海洋环境下盐度与

AOB 的相关性总是高于与 AOA 的相关性,Santoro
等人就指出在地下河中 AOA 在含氧量较高的盐

水中的含量比 茁鄄AOB 少 30 倍[30]。 在 Yan Zhang
等人的微环境模拟实验以及 Plum 岛河口的研究

中揭示了 AOA 的丰度在顺着盐度梯度上总是高

于 AOB 的丰度,位于中等盐度的条件下 AOA 具

有最高丰度[38]。
2. 3. 4摇 碳含量的影响

在河口沉积物和水体中的 AOA 丰度分布也

被指出受到总碳(TC)的影响,一些报道指出 TC
含量与 AOA 丰度呈显著正相关[66]。 在黄河口的

研究中指出沉积物中 TOC 的含量对 AOA 群落组

成有着显著影响[57]。 AOA 可以通过利用无机碳

和有机碳进行自养和异养生长[67]。 奇古菌在生

长过程中同化无机碳。 自养 AOA 的碳同化则是

通过 hcd 基因产物进行反应,即 3鄄羟基丙酸酯 / 4鄄
羟基丁酸酯循环和二羧酸 / 4鄄羟基丁酸酯循

环[68鄄69]为特征的两个自养途径之一进行碳同化

作用。 发现 AOA 具有自养代谢途径是通过对 N.
maritimus 和 C. symbiosum 的基因组研究,发现他

们具有该路径特征的一组基因[54,70],在研究中也

发现 hcd 基因可能来自于 AOA,奇古菌门 hcd 基

因与 amoA 基因的分布相似,并且很有可能起源

于相同的生物体,所以进一步表明了 AOA 可以通

过 3鄄羟基丙酸 / 4鄄羟基丁酸循环同化碳以进行自

养生长。 因此,AOA 的多样性和丰度在沉积物中

受到碳含量的显著影响,并且推测在生态位的分

化中 AOA 可能倾向于高碳含量的环境中。
2. 3. 5摇 温度的影响

不考虑热泉等高温环境中的嗜热 AOA 群落,
通过对河口与海洋环境中的奇古菌门基因和

AOA 的 amoA 基因丰度与温度的研究发现,在温

度达到 40益时海洋沉积物接种的富集培养物中

奇古菌门菌体活性受到完全抑制,对亚硝酸盐的

生成和累积产生严重影响。 在墨西哥湾缺氧区硝

化作用的分析中发现,温度是导致该地区 AOA 生

长和亚硝酸盐累积的主要因素[8]。 在旧金山湾

河口处通过对不同季节不同水温变化的研究表

明,温度对 AOA 群落结构影响是显著的[40]。 在

美国乔治亚洲的海岸观测到大陆架断层区域海水

中的奇古菌和 AOA 的 amoA 基因丰度在 4 月至 7
月之间降低,并于 11 月份开始回升[71]。 在南极

西半岛沿海区域中 Kalanetr 等人观测到奇古菌门

在冬季时出现了比夏季更高的丰度值[72],这一系

列低温季节出现的高丰度值被解释为冬季水层垂

直水平的混合造成的结果。
另一方面的分析表明,温度升高会导致河口

氨氧化速率更高,亚硝酸盐积聚明显,并可能产生

更广泛的影响。 而古菌对氨的氧化作用是海洋中

一氧化二氮的重要来源之一,水体中亚硝酸盐的

升高比硝酸盐更有效地促使沉积物中有效的温室

气体 N2O 的生成[73]。 沿海地区可能对海洋 N2O
排放有重要贡献,因此由于河口温度诱发的 NO-

2

峰值而增加的 N2O 排放可能有助于全球变暖的

正反馈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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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6摇 溶解氧的影响

DO 水平是影响 AOA 群落生态位分化的重要

因素之一。 通过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在系统发育树

上不同的进化枝上可能存在一些新的 AOA 成员,
并且这些新成员具有对极低 DO 水平的耐受性,推
测这些偏向于低 DO 水平区域的 AOA 可能还与厌

氧氨氧化作用或反硝化作用有一定的耦合关系。
在阿拉伯海的低氧区,Pitcher 等人报道了对低氧条

件偏好的 AOA 种群,并且 Molina 等人在 ETSP 水

层较深的缺氧区也发现了一个明显的 AOA 种

群[74,75]。 部分研究表明 AOA 在海洋中偏好于低

DO 浓度(5 ~ 7 mg / L)的环境,而 DO 浓度升高时

AOA 在海洋中进行氨氧化作用的能力将随之下降

甚至被抑制,相反,在 DO 值下降时其中 AOA 可能

转变为兼性厌氧的代谢方式,并与厌氧氨氧化(An鄄
ammox)或反硝化耦合,将导致生成更多的 N2O 等

温室气体[46]。 此外,从淡水沉积物中获得的三种

富集的 AOA 被证明在 DO 浓度降低的条件下是活

跃的[76]。 AOA 的某些特定生态型可以耐受从 3. 1
mM 到 0. 2 mM 的较宽范围的 DO 水平;然而,一些

生态型可能更适合于低氧和含氧缺氧环境。

3摇 总结与展望

河口与海洋生态系统具有相近且不同的生态

环境,在 AOMs 群落上既有重叠区,又各存在特殊

的优势菌群。 一般来说,在深海环境中氨氧化群

落多样性中 AOA 更优于 AOB,并且在 AOA / AOB
amoA 基因的丰度比例上也呈现出丰富的 AOA 水

平,这一结论在包括中国南海、小笠原海沟、西北

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和西印度洋深海的研

究[27,47,50,77],在这些区域的研究中古细菌 amoA 样

基因序列具有高度的多样性,可以推断 AOA 对这

些生境中氮循环的贡献是重要的。 对这些环境的

研究不仅有利于我们对氮循环的理解,而且这些

研究对于优化城市和工业废物的去除尤为重要。
此外,考虑到许多淡水和河口生态系统中受到了

人为氮的大量输入以及海洋中 AOA 的高丰度,沉
积物中存在的原位硝化活性及硝化速率也值得更

多关注。 另外由于微生物在空间上有较大的空间

分布差异特征,例如在墨西哥湾、南大西洋中部大

西洋洋中脊沉积物和寡营养性的南大西洋洋脊中

的表层沉积物中均发现 AOB 占据有主导地

位[48,78]。 在河口区域环境异质性下生境特征、环

境选择和生理特征共同作用决定了 AOMs 群落的

分布格局。 这些复杂并存在差异的结果表明我们

需要进一步调查和探索 AOMs 在河口与海洋中的

分布和功能。 但是鉴于现在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方

法的标准与统一性还不完善,研究结果都存在一

定的误差,比如在每个研究中 DNA 提取的回收率

差异、测序深度会有所不同和潜在的 PCR 偏差,
考虑到这些可能的误差,我们在数据处理上需要

更科学的数据同化方案,数据同化后再进行分析。
目前,对于 AOA 参与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及其

与 AOB 生态位分离的研究还处于基础阶段。 由

于 AOMs 群落结构在不同环境中受到的是多方面

环境因子的调控,所以从单一环境因子影响出发

无法全面解释对群落结构的影响,通常在耦合多

种因素后通过冗余度分析出某一环境下对 AOMs
群落结构最突出的影响因素。 对 AOA 底物范围

的确定及其参与 N2O 排放的贡献有助于深入理

解古菌对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作用。 AOA 与

AOB 的基因组序列为研究环境中细菌的功能提

供了新陈代谢、功能耦合与功能活性等方面的研

究基础。 基因组序列也提高了我们对 AOMs 生态

学的理解。 通过比较 AOMs 基因组序列,将进一

步深入认识从氨中获取能量的机制,以及了解

AOMs 进化历史的理论依据。 基因组序列为更全

面地了解 AOMs 及其位所处环境的生态位,并且

通过加强相关基础理论研究,有望为减轻环境污

染和开发 AOMs 的功能提供了更科学的方案。
AOMs 与亚硝酸盐氧化细菌(NOB)的关系有

待进一步研究。 过去的研究发现 AOB 和 NOB 的

相互依赖性是两类微生物功能代谢耦合的典型例

子,然而我们却缺乏关于 AOA 和 NOB 潜在相关性

的了解。 除掌握这些微生物在河口与海洋栖息地

中的时空分布与共同生存模式之外,对它们之间关

系的深入了解还很匮乏。 而海洋环境中具有较低

NH3的情况,并且溶解的 CO2浓度是可变的,这导致

AOMs 增长率很低,海洋中的硝化菌群在高盐浓度

下有较强耐受能力。 所以在河口与海洋区域

AOMs 与 NOB 的偶联作用很可能不同于其他生境

中的形式,在未来的研究中值得进一步探究。
尽管国内外学者对河口 AMOs 多样性、丰度

等特征进行了诸多研究,但 AMOs 是否是在氨氧

化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微生物类群仍有待进一

步的深入研究。 由于原始环境样品中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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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A 提取技术上的难点,AOA 与 AOB 的 amoA 基

因的功能活性很少在 RNA 水平上进行分析。 在

大多数研究中,均是将环境中硝化速率与 amoA
基因的丰度进行比较,进而分析 AOA 与 AOB 在

硝化作用中的贡献[79鄄80],虽然通过对这些数据的

分析能得到 AOMs 与硝化速率之间的关系,但是

并不能直观的得出 AOMs 在硝化作用第一步中起

到的关键作用能力的大小,所以对环境中 amoA
基因活性还有待深入研究。 只有进一步掌握这些

微生物在不同生境下功能活性的高低与不同功能

之间的耦合作用,我们才能够更好的理解微生物

在氮素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HATZENPICHLER R. Diversity,physiology,and niche differenti鄄
ation of ammonia鄄oxidizing archaea [ J] . Applied and Environ鄄
mental Microbiology,2012,78(21):7501鄄7510.

[2] ENRICH鄄PRAST A,FIGUEIREDO V,DE ASSIS ESTEVES F,et
al. Controls of sediment nitrogen dynamics in tropical coastal la鄄
goons[J] . PLoS One,2016,11(5):e0155586.

[3] KOWALCHUK G A,STEPHEN J R. Ammonia鄄oxidizing bacteri鄄
a:a model for molecular microbial ecology[J] . Annual Review of
Microbiology,2001,55:485鄄529.

[4] WANKEL S D,MOSIER A C,HANSEL C M,et al. Spatial varia鄄
bility in nitrification rates and ammonia鄄oxidizing microbial com鄄
munities in the agriculturally impacted Elkhorn Slough estuary,
California[J] . Applied and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2011,77
(1):269鄄280.

[5] WANG J,DONG H L,WANG W D,et al. Reverse鄄transcriptional
gene expression of anammox and ammonia鄄oxidizing archaea and
bacteria in soybean and rice paddy soils of Northeast China[ J] .
Applied Microbiology and Biotechnology, 2014, 98 ( 6 ):
2675鄄2686.

[6] LEE K H,WANG Y F,LI H,et al. Niche specificity of ammonia鄄
oxidizing archaeal and bacterial communities in a freshwater wet鄄
land receiving municipal wastewater in Daqing,Northeast China
[J] . Ecotoxicology,2014,23(10):2081鄄2091.

[7] FLOOD M,FRABUTT D,FLOYD D,et al. Ammonia鄄oxidizing
bacteria and archaea in sediments of the Gulf of Mexico[J] . En鄄
vironmental Technology,2015,36(1):124鄄135.

[8] XIA F,ZELEKE J,SHENG Q,et al. Communities of ammonia ox鄄
idizer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Spartina alterniflora invasion in salt
marshes of Yangtze River estuary[ J] . Journal of Microbiology,
2015,53(5):311鄄320.

[9] REIGSTAD L J,RICHTER A,DAIMS H,et al. Nitrification in
terrestrial hot springs of Iceland and Kamchatka[ J] . FEMS Mi鄄
crobiology Ecology,2008,64(2):167鄄174.

[10] JUNG J,YEOM J,KIM J,et al. Change in gene abundance in
the nitrogen biogeochemical cycle with temperature and nitrogen
addition in Antarctic soils[J] . Research in Microbiology,2011,

162(10):1018鄄1026.
[11] VENTER J C,REMINGTON K,HEIDELBERG J F,et al. Envi鄄

ronmental genome shotgun sequencing of the Sargasso Sea[ J] .
Science,2004,304(5667):66鄄74.

[12] WRIGHT J J,KONWAR K M,HALLAM S J. Microbial ecology
of expanding oxygen minimum zones[J] . Nature Reviews Micro鄄
biology,2012,10(6):381鄄394.

[13] P魪REZ鄄VILLALONA H,CORNWELL J C,ORTIZ鄄ZAYAS J R,
et al. Sediment denitrification and nutrient fluxes in the san Jos佴
lagoon,a tropical lagoon in the highly urbanized San Juan bay
estuary,Puerto Rico[ J] . Estuaries and Coasts,2015,38 (6):
2259鄄2278.

[14] WINOGRADSKY S. Recherches sur les organismes de la nitrifi鄄
cation[ J] . Annals de l忆 lnstitut Pasteur ( Paris ), 1890. 4,
213鄄231

[15] MONTEIRO M,S魪NECA J,MAGALH魨ES C. The history of
aerobic ammonia oxidizers: from the first discoveries to today
[J] . Journal of Microbiology,2014,52(7):537鄄547.

[16] HEAD I M,HIORNS W D,EMBLEY T M,et al. The phylogeny
of autotrophic ammonia鄄oxidizing bacteria as determined by a鄄
nalysis of 16S ribosomal RNA gene sequences[ J] . Journal of
General Microbiology,1993,139(6):1147鄄1153.

[17] ARP D J,CHAIN P S G,KLOTZ M G. The impact of genome
analyses on our understanding of ammonia鄄oxidizing bacteria
[J] . Annual Review of Microbiology,2007,61:503鄄528.

[18] SANTORO A E,FRANCIS C A,DE SIEYES N R,et al. Shifts
in the relative abundance of ammonia鄄oxidizing bacteria and ar鄄
chaea across physicochemical gradients in a subterranean estuary
[J] .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2008,10(4):1068鄄1079.

[19] BEMAN J M,FRANCIS C A. Diversity of ammonia鄄oxidizing ar鄄
chaea and bacteria in the sediments of a hypernutrified subtropi鄄
cal estuary:Bah侏a del T佼bari,Mexico[J] . Applied and Environ鄄
mental Microbiology,2006,72(12):7767鄄7777.

[20] WATSON S W,GRAHAM L B,REMSEN C C,et al. A lobular,
ammonia鄄oxidizing bacterium,Nitrosolobus multiformis nov. gen.
nov. sp[J] . Archiv f俟r Mikrobiologie,1971,76(3):183鄄203.

[21] KOOPS H P,PURKHOLD U,POMMERENING鄄R魻SER A,et
al. The lithoautotrophic ammonia鄄oxidizing bacteria [ M ] / /
DWORKIN M,FALKOW S,ROSENBERG E, et al. The Pro鄄
karyotes. New York:Springer,2006:778鄄811.

[22] 郝永俊,吴松维,吴伟祥,等. 好氧氨氧化菌的种群生态学研

究进展 [J] . 生态学报,2007,04):1573鄄1582.
[23] WOESE C R,WEISBURG W G,HAHN C M,et al. The phylog鄄

eny of purple bacteria: the gamma subdivision[ J] . Systematic
and Applied Microbiology,1985,6(1):25鄄33.

[24] CHEN J,GU J D. Faunal burrows alter the diversity,abundance,
and structure of AOA,AOB,Anammox and n鄄Damo communities
in coastal mangrove sediments[ J] . Microbial Ecology,2017,74
(1):140鄄156.

[25] XIE X F,HE Z L,HU X J,et al. Large鄄scale seaweed cultivation
diverges water and sediment microbial communities in the coast
of Nan忆ao Island,South China Sea[J] . Science of the Total En鄄
vironment,2017,598:97鄄108.

[26] HWANG B H,HWANG K Y,CHOI E S,et al. Enhanced nitrite



第 1 期 陈泉睿,等:摇 氨氧化微生物在河口与海洋中的生态位研究进展 137摇摇

build鄄up in proportion to increasing alklinity / NH4+ ratio of in鄄
fluent in biofilm reactor [ J] . Biotechnology Letters,2000,22
(16):1287鄄1290.

[27] BEMAN J M,POPP B N,FRANCIS C A. Molecular and biogeo鄄
chemical evidence for ammonia oxidation by marine Crenarchae鄄
ota in the Gulf of California [ J] . The ISME Journal,2008,2
(4):429鄄441.

[28] WUCHTER C,ABBAS B,COOLEN M J L,et al. Archaeal nitri鄄
fication in the ocean[ J] .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006,103 (33):
12317鄄12322.

[29] ARP D J,STEIN L Y. Metabolism of inorganic N compounds by
ammonia鄄oxidizing bacteria[ J] . Critical Reviews in Biochemis鄄
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2003,38(6):471鄄495.

[30] CHAIN P,LAMERDIN J,LARIMER F,et al. Complete genome
sequence of the ammonia鄄oxidizing bacterium and obligate
chemolithoautotroph Nitrosomonas europaea[J] . Journal of Bac鄄
teriology,2003,185(9):2759鄄2773.

[31] KOOPS H P,POMMERENING鄄R魻SER A. Distribution and eco鄄
physiology of the nitrifying bacteria emphasizing cultured species
[J] . FEMS Microbiology Ecology,2001,37(1):1鄄9.

[32] PROSSER J I,NICOL G W. Archaeal and bacterial ammonia鄄ox鄄
idisers in soil:the quest for niche specialisation and differentia鄄
tion[J] . Trends in Microbiology,2012,20(11):523鄄531.

[33] URAKAWA H,GARCIA J C,NIELSEN J L,et al. Nitrosospira
lacus sp. nov. ,a psychrotolerant,ammonia鄄oxidizing bacterium
from sandy lake sediment[J]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ystemat鄄
ic and Evolutionary Microbiology,2015,65:242鄄250.

[34] 楚 江,王一农,章文军,等. 亚硝化单胞菌(Nitrosomonas sp. )
THD鄄1 分离鉴定及高密度培养[ J] . 生物学杂志,2012,29
(5):81鄄84.

[35] CHEN Y Y,ZHEN Y,HE H,et al. Diversity,abundance,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mmonia鄄oxidizing 茁鄄proteobacteria in
sediments from Changjiang Estuary and its adjacent area in East
China Sea[J] . Microbial Ecology,2014,67(4):788鄄803.

[36] ZHANG Y,CHEN L J,DAI T J,et al. Ammonia manipulates the
ammonia鄄oxidizing archaea and bacteria in the coastal sediment鄄
water microcosms[J] . Applied Microbiology and Biotechnology,
2015,99(15):6481鄄6491.

[37] ZHANG Y,CHEN L J,DAI T J,et al. The influence of salinity
on the abundance,transcriptional activity,and diversity of AOA
and AOB in an estuarine sediment:a microcosm study[ J] . Ap鄄
plied Microbiology and Biotechnology, 2015, 99 ( 22 ):
9825鄄9833.

[38] BERNHARD A E,DONN T,GIBLIN A E,et al. Loss of diversi鄄
ty of ammonia鄄oxidizing bacteria correlates with increasing salin鄄
ity in an estuary system[J] .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2005,
7(9):1289鄄1297.

[39] FREITAG T E,CHANG L,PROSSER J I. Changes in the com鄄
munity structure and activity of betaproteobacterial ammonia鄄oxi鄄
dizing sediment bacteria along a freshwater鄄marine gradient[J] .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2006,8(4):684鄄696.

[40] MOSIER A C,FRANCIS C A. Relative abundance and diversity
of ammonia鄄oxidizing archaea and bacteria in the San Francisco

Bay estuary [ J] .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2008,10 (11):
3002鄄3016.

[41] LAANBROEK H J,SPEKSNIJDER A G C L. Niche separation
of ammonia鄄oxidizing bacteria across a tidal freshwater marsh
[J] .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2008,10(11):3017鄄3025.

[42] HE H,ZHEN Y,MI T Z,et al. Ammonia鄄oxidizing archaea and
bacteria differentially contribute to ammonia oxidation in sedi鄄
ments from adjacent waters of Rushan Bay,China[J] . Frontiers
in Microbiology,2018,9:116.

[43] CAO H L,HONG Y G,LI M,et al. Diversity and abundance of
ammonia鄄oxidizing prokaryotes in sediments from the coastal
Pearl River estuary to the South China Sea [ J] . Antonie van
Leeuwenhoek,2011,100(4):545鄄556.

[44] SAHAN E,MUYZER G. Diversity and spatio鄄temporal distribu鄄
tion of ammonia鄄oxidizing Archaea and Bacteria in sediments of
the Westerschelde estuary [ J] . FEMS Microbiology Ecology,
2008,64(2):175鄄186.

[45] VETTERLI A,HIETANEN S,LESKINEN E. Spatial and tempo鄄
ral dynamics of ammonia oxidizers in the sediments of the Gulf
of Finland, Baltic Sea [ J] . Marine Environmental Research,
2016,113:153鄄163.

[46] LAM P,JENSEN M M,LAVIK G,et al. Linking crenarchaeal
and bacterial nitrification to anammox in the Black Sea[J] . Pro鄄
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007,104(17):7104鄄7109.

[47] DANG H Y,ZHOU H X,YANG J Y,et al. Thaumarchaeotal sig鄄
nature gene distribution in sediments of the northern South Chi鄄
na Sea:an indicator of the metabolic intersection of the marine
carbon,nitrogen,and phosphorus cycles? [J] . Applied and En鄄
vironmental Microbiology,2013,79(7):2137鄄2147.

[48] XU W,LI M,DING J F,et al. Bacteria dominate the ammonia鄄
oxidizing community in a hydrothermal vent site at the Mid鄄At鄄
lantic Ridge of the South Atlantic Ocean[J] . Applied Microbiol鄄
ogy and Biotechnology,2014,98(18):7993鄄8004.

[49] WANG J,KAN J,ZHANG X,et al. Archaea Dominate the Am鄄
monia鄄Oxidizing Community in Deep鄄Sea Sediments of the East鄄
ern Indian Ocean鄄from the Equator to the Bay of Bengal [ J] .
Frontiers in microbiology,2017,8(415):1鄄16.

[50] LUO Z H,XU W,LI M,et al.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abundance
of ammonia鄄oxidizing microorganisms in deep鄄sea sediments of
the Pacific Ocean [ J] . Antonie van Leeuwenhoek,2015,108
(2):329鄄342.

[51] CAO H,HONG Y,LI M,et al. Community shift of ammonia鄄oxi鄄
dizing bacteria along an anthropogenic pollution gradient from
the Pearl River Delta to the South China Sea [ J] . Applied mi鄄
crobiology and biotechnology,2012,94(1):247鄄259.

[52] PARK H D,NOGUERA D R. Evaluating the effect of dissolved
oxygen on ammonia鄄oxidizing bacterial communities in activated
sludge[J] . Water Research,2004,38(14 / 15):3275鄄3286.

[53] DE BIE M J M,SPEKSNIJDER A G C L,KOWALCHUK G A,
et al. Shifts in the dominant populations of ammonia鄄oxidizing b鄄
subclass Proteobacteria along the eutrophic Schelde estuary[J] .
Aquatic Microbial Ecology,2001,23(3):225鄄236.

[54] HALLAM S J,MINCER T J,SCHLEPER C,et al. Pathways of



138摇摇 海摇 洋摇 环摇 境摇 科摇 学 第 38 卷

carbon assimilation and ammonia oxidation suggested by envi鄄
ronmental genomic analyses of marine Crenarchaeota[ J] . PLoS
Biology,2006,4(4):e95.

[55] K魻NNEKE M,BERNHARD A E,DE LA TORRE J R,et al. I鄄
solation of an autotrophic ammonia鄄oxidizing marine archaeon
[J] . Nature,2005,437(7058):543鄄546.

[56] XIA X M,GUO W,LIU H B. Basin scale variation on the com鄄
position and diversity of archaea in the pacific ocean[ J] . Fron鄄
tiers in Microbiology,2017,8:2057.

[57] LI M C,WEI G S,SHI W C,et al. Distinct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ammonia鄄oxidizing archaea and bacteria in sediment and wa鄄
ter column of the Yellow River estuary[ J] . Scientific Reports,
2018,8(1):1584.

[58] CAFFREY J M,BANO N,KALANETRA K,et al. Ammonia oxi鄄
dation and ammonia鄄oxidizing bacteria and archaea from estuar鄄
ies with differing histories of hypoxia[ J] . The ISME Journal,
2007,1(7):660鄄662.

[59] HATZENPICHLER R,LEBEDEVA E V,SPIECK E,et al. A
moderately thermophilic ammonia鄄oxidizing crenarchaeote from a
hot spring[J] .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008,105(6):2134鄄2139.

[60] TOURNA M,STIEGLMEIER M,SPANG A,et al. Nitrososphaera
viennensis,an ammonia oxidizing archaeon from soil [ J] . Pro鄄
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011,108(20):8420鄄8425.

[61] PARK S J,GHAI R,MART魱N鄄CUADRADO A B,et al. Ge鄄
nomes of two new ammonia鄄oxidizing archaea enriched from
deep marine sediments[J] . PLoS One,2014,9(5):e96449.

[62] MARTENS鄄HABBENA W,BERUBE P M,URAKAWA H, et
al. Ammonia oxidation kinetics determine niche separation of ni鄄
trifying Archaea and Bacteria[ J] . Nature,2009,461 (7266):
976鄄979.

[63] PRATSCHER J,DUMONT M G,CONRAD R. Ammonia oxida鄄
tion coupled to CO2 fixation by archaea and bacteria in an agri鄄
cultural soil[ J] .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鄄
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1, 108 ( 10 ):
4170鄄4175.

[64] JUNG M Y,PARK S J,MIN D,et al. Enrichment and character鄄
ization of an autotrophic ammonia鄄oxidizing archaeon of meso鄄
philic crenarchaeal group I. 1a from an agricultural soil[J] . Ap鄄
plied and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2011, 77 ( 24 ):
8635鄄8647.

[65] STAHL D A,DE LA TORRE J R. Physiology and diversity of
ammonia鄄oxidizing archaea[J] . Annual Review of Microbiology,
2012,66:83鄄101.

[66] 阳雯娜,董宏坡,侯庆华,等. 湛江湾沉积物中氨氧化微生物

的丰度、多样性和分布特征[ J] . 广东海洋大学学报,2018,
38(2):37鄄46.

[67] ZHANG L M,OFFRE P R,HE J Z,et al. Autotrophic ammonia
oxidation by soil thaumarchaea[ J] .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010,107
(40):17240鄄17245.

[68] ZARZYCKI J,BRECHT V,M譈LLER M,et al. Identifying the

missing steps of the autotrophic 3鄄hydroxypropionate CO2 fixa鄄
tion cycle in Chloroflexus aurantiacus [ J] .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9,106(50):21317鄄21322.

[69] HUBER H,GALLENBERGER M,JAHN U,et al. A dicarboxy鄄
late / 4鄄hydroxybutyrate autotrophic carbon assimilation cycle in
the hyperthermophilic Archaeum Ignicoccus hospitalis[ J] . Pro鄄
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008,105(22):7851鄄7856.

[70] WALKER C B,DE LA TORRE J R,KLOTZ M G,et al. Nitros鄄
opumilus maritimus genome reveals unique mechanisms for nitri鄄
fication and autotrophy in globally distributed marine crenar鄄
chaea[J] .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010,107(19):8818鄄8823.

[71] LIU Q,TOLAR B B,ROSS M J,et al. Light and temperature
control the seasonal distribution of thaumarchaeota in the South
Atlantic bight [ J ] . The ISME Journal, 2018, 12 ( 6 ):
1473鄄1485.

[72] KALANETRA K M,BANO N,HOLLIBAUGH J T. Ammonia鄄ox鄄
idizing Archaea in the arctic ocean and Antarctic coastal waters
[J] .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2009,11(9):2434鄄2445.

[73] 刘 建,詹力扬,张介霞. 海洋氨氧化古菌与氨氧化细菌在 N2

O 生成机制中贡献研究[ J] . 海洋环境科学,2017,36(6):
947鄄955.

[74] PITCHER A,VILLANUEVA L,HOPMANS E C,et al. Niche
segregation of ammonia鄄oxidizing archaea and anammox bacteria
in the Arabian Sea oxygen minimum zone[ J] . The ISME Jour鄄
nal,2011,5(12):1896鄄1904.

[75] MOLINA V,BELMAR L,ULLOA O. High diversity of ammonia鄄
oxidizing archaea in permanent and seasonal oxygen鄄deficient
waters of the eastern South Pacific[ J] . Environmental Microbi鄄
ology,2010,12(9):2450鄄2465.

[76] STOLPER D A,REVSBECH N P,CANFIELD D E. Aerobic
growth at nanomolar oxygen concentrations[ J] .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鄄
ca,2010,107(44):18755鄄18760.

[77] NUNOURA T,NISHIZAWA M,KIKUCHI T,et al. Molecular bi鄄
ological and isotopic biogeochemical prognoses of the nitrifica鄄
tion鄄driven dynamic microbial nitrogen cycle in hadopelagic sed鄄
iments [ J ] .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2013, 15 ( 11 ):
3087鄄3107.

[78] LAGOSTINA L,GOLDHAMMER T,R覫Y H,et al. Ammonia鄄ox鄄
idizing Bacteria of the Nitrosospira cluster 1 dominate over am鄄
monia鄄oxidizing Archaea in oligotrophic surface sediments near
the South Atlantic Gyre [ J] .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Re鄄
ports,2015,7(3):404鄄413.

[79] CHANG Y K,FAN J F,SU J,et al. Spatial abundance,diversi鄄
ty,and activity of ammonia鄄oxidizing bacteria in coastal sedi鄄
ments of the Liaohe estuary[J] . Current Microbiology,2017,74
(5):632鄄640.

[80] ZHOU L L,WANG S Y,ZOU Y X,et al. Species,abundance
and function of ammonia鄄oxidizing archaea in inland waters
across China[J] . Scientific Reports,2015,5:159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