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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湿地作为一种独特的生态系统,是大气中重要温室气体甲烷(CH4 )的“源”,湿地 CH4 的排放是

CH4的产生、传输和氧化三个过程的最终结果,其排放量与产甲烷菌(methanogens)和甲烷氧化菌(metha-
notrophs)的活动密切相关。 本文对湿地甲烷代谢重要微生物产甲烷菌和甲烷氧化菌的分类、特点、代谢途

径、分子生态学研究现状及影响湿地产甲烷菌和甲烷氧化菌的重要环境因子等方面进行了综述,旨在促进

我国湿地产甲烷及甲烷氧化菌群的领域更加系统和深入的研究,为有效调控湿地 CH4代谢,减少 CH4排放

通量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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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etland,as a unique ecological system,i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atmospheric methane (CH4 ),a potent
greenhouse gas. Methane (CH4) emission from the wetland is a ultimate consequence of the production,transport and
oxidation of methane. Meanwhile,the methane emission from the wetland i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microbial activi-
ties involving methanogens and methanotrophs. In this Review,we summarize current studies on the classification,
characterization,metabolic pathways,molecular ecology of methanogens and methanotrophs and related environmental
factors affecting methanogens and methanotrophs in the wetland,and the objectives of this Review are to promote stud-
ies on methanogens and methanotrophs in the wetland,and further provide the scientific guidance for regulating the
methane emission in the wet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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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湿地是一种多功能、过渡性的生态系统,介于

陆地和水域生态系统之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

重要自然资源,被称为“自然之肾” [1],在生态环

境维护、气候调节、蓄洪防旱及促淤造陆等方面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 湿地占陆地总面积的 5% ~

8% ,但其碳储量却 相 当 于 陆 地 碳 储 总 量 的

18% [2],释放的甲烷量约占全球甲烷排放总量的

30% [3]。 甲烷(CH4)是一种重要的温室气体,有
研究表明,自工业革命以来,大气中 CH4的浓度已

从 722 μg / L 增至 1830 μg / L,虽然其仅占全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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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温室气体年排放总量的 16% ,但其对温室效应

贡献率高达 30% ,且大气中 CH4 的浓度以每年

1. 0% ~1. 2%的速度持续增长[4]。 CH4的排放源

主要包括人为源与自然源两种,其中湿地生态系

统是 CH4最大的自然排放源[5]。 湿地是典型的无

氧环境,湿地中植物根系代谢物或植物残体会释

放、降解成产 CH4过程的底物,这些为 CH4的产生

创造了有利条件。
产甲烷菌和甲烷氧化菌是介导湿地 CH4循环

的重要功能菌群,产甲烷菌是一种广泛分布于厌

氧环境的古菌,在有机物厌氧降解的最后一步将

其转化为 CH4。 甲烷氧化菌以 CH4为其唯一的碳

源和能源进行同化和异化代谢[6],其生态分布广

泛,对于减少大气 CH4含量和减缓全球温室效应

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在厌氧条件下,湿地 CH4排

放的三个基本过程为:湿地中产甲烷菌分解土壤

中的有机质产生 CH4,即 CH4的产生;土壤氧化层

以及根际中的部分 CH4 被甲烷氧化菌氧化,即
CH4的氧化;CH4通过土壤、水体和植物体排入大

气,即 CH4的释放[7],湿地 CH4排放量占全球 CH4

排放通量的 20% ~ 40% [8]。 产甲烷菌和甲烷氧

化菌都是湿地中重要的环境微生物菌群,在湿地

CH4的平衡代谢及碳素循环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 本文对当前湿地中产甲烷菌和甲烷氧化菌

研究的发展、特点、代谢途径、研究技术手段及影

响湿地 CH4排放的因素进行了综述概括,并进行

了研究展望。

1　 产甲烷菌

1. 1　 产甲烷菌的分类及发展

Stephenson 等[9]1933 年在第一次得到了产甲

烷菌的纯培养物,Bryant 等在 1974 年首次提出

“产甲烷菌” 一词, 1996 年, 第一株产甲烷菌

DSM2661 株基因组测序由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完

成,这标志着产甲烷菌进入了分子生物学研究的

新时代[10]。 产甲烷菌属于古菌域( archaea)广古

门菌门(euryarchaeota),1998 年之前,学术界普遍

认为产甲烷菌仅由 5 个目组成,即甲烷杆菌目

(methanobacteriales)、 甲烷球菌目 ( methanococ-
cales)、甲烷微菌目(methanomicrobiales)、甲烷八

叠球 菌 目 ( methanosarcinales ) 和 甲 烷 火 菌 目

(methanopyrales)。 1998 年,德国科学家在水稻土

中发现了一类新的产甲烷菌,命名为 RC-1 株[11];
2007 年,日本研究者 Sakai 等[12] 从水稻土壤中获

得首个 RC-1 纯培养物,并确定其为一个新目,即
甲烷 胞 菌 目 ( methanocellales )。 2012 年, Dridi
等[13]从人类粪便中分离获得了一个新型纯培养

物,并正式提出第七产甲烷古菌目(methanomassi-
liicoccales)。 至此产甲烷菌的分类中包含上述 7
个目[14-15](表 1)。
1. 2　 产甲烷菌的特点和代谢途径

产甲烷菌是一种特殊的、现今已知的唯一一

种在能量代谢过程产生 CH4的原核生物。 产甲烷

菌的形态主要包括杆状、规则或不规则球状、螺旋

状和八叠状等,其细胞壁由大量的杂多糖和蛋白

质亚基组成,故产甲烷菌革兰染色既有阴性也有

阳性,甚至在同一属内不同种之间也存在差别。
产甲烷菌的生长条件较为苛刻,纯培养在曝氧条

件下最多存活 30 h,且生长繁殖十分缓慢。 产甲

烷菌广泛存在于湿地、湖泊、沼泽、水稻田、污泥和

海底沉积物等自然环境中,反刍动物的瘤胃等生

物体内,沼气反应器或生物反应池等人工生物降

解设施中,水底热流、热泉或含硫热液口等极端环

境中,深部油层和煤层等环境中也有分布[16]。
表 1　 产甲烷菌的分类

Tab. 1 Taxonomy of methanogens

目 科 属

甲烷杆菌目

methanobacteriales

甲烷杆菌科

methanobacteriaceae

甲烷杆菌属

methanobacterium

甲烷短杆菌属

methanobrevibacter

甲烷球形菌属

methanosphaera

甲烷嗜热杆菌属

methanothermobacter

甲烷嗜热菌科

methanothermaceae

甲烷嗜热菌属

methanothermaceae
甲烷球菌目

methanococcales

甲烷球菌科

methanococcaceae

甲烷球菌属

methanococcus
甲烷嗜热球菌属

methanothermococcus
甲烷热球菌科

methanocaldococcaceae

甲烷热球菌属

methanocaldococcus
甲烷干热菌属

methanotorris
甲烷微菌目

methanomicrobiales

甲烷微菌科

methanomicrobiaceae

甲烷微菌属

methanomicrob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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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科 属

甲烷袋状菌属

methanoculleus

产甲烷袋菌属

methanofollis

产甲烷菌属

methanogenium

叶形甲烷菌属

methanolacinia

甲烷盘菌属

methanoplanus

甲烷螺菌科

methanospirillaceae

甲烷螺菌属

methanospirillum

甲烷粒菌科

methanocorpusculaceae

甲烷粒菌属

methanocorpusculum

产甲烷石状菌属

methanocalculus

未分类

unclassified

甲烷绳菌属

methanolinea

candidatus methanore-

gula

candidatus methano-

sphaerula

甲烷八叠球菌目

methanosarcinales

甲烷八叠球菌科

methanosarcinaceae

甲烷八叠球菌属

methanosarcina

甲烷拟球菌属

methanococcoides

甲烷喜盐菌属

methanohalobium

甲烷嗜盐菌属

methanohalophilus

甲烷叶菌属

methanolobus

甲烷食甲基菌属

methanomethylovorans

甲烷微球菌属

methanimicrococcus

甲烷盐菌属

methanosalsum

鬃毛甲烷菌科

methanosaetaceae

鬃毛甲烷菌属

methanosaeta

甲热球菌科

methermicoccaceae

甲热球菌属

methermicoccus

甲烷火菌目

methanopyrales

甲烷火菌科

methanopyraceae

甲烷火菌属

methanopyrus

甲烷胞菌目

methanocellales

甲烷胞菌科

methanocellaceae

甲烷胞菌属

methanocella

热原体目

methanomassiliicoccalesUnclassified

　 　 产甲烷菌的代谢途径是以乙酸、CO2 和一些

简单的甲基化合物作为底物生产 CH4的过程。 根

据其利用底物的不同,可以将产甲烷菌代谢途径

分成三种类型:(1)乙酸型:通过裂解乙酸,将其

羧基氧化为 CO2,甲基还原为 CH4,自然界中近

70%生物产 CH4 来自于该途径,但仅 methanosar-
cina[17]和 methanosaeta[18-19] 能够利用乙酸途径产

CH4。 (2)氢营养型:主要利用 H2 作为电子供体

还原 CO2生成 CH4,绝大多数产甲烷菌均可以利

用该途径[20]。 (3)甲基营养型:该途径存在两种

代谢模式,第一种为 H2依赖型,以 H2作为电子供

体产 CH4
[21-22],仅有少数菌种使用这一方式;大多

数采用的甲基营养型代谢途径是一种严格的甲基

营养型,氧化甲基化合物自身产生的还原当量作

为电子供体还原甲基化合物中的甲基基团[23]。
三种代谢途径反应式见表 2。

表 2　 不同代谢类型产甲烷菌的典型反应式

Tab. 2 Typical organisms of methanogenesis reactions

Ⅰ型:乙酸型

　 CH3COOH ®CH4 + CO2

Ⅱ型:氢营养型

　 4H2 + CO2 ®CH4 + 2H2O

　 4HCOOH ®CH4 + 3CO2 + 2H2O

　 CO2 + 4 isopropanol ®CH4 + 4 acetone + 2H2O

　 4CO + 2H2O ®CH4 + 3CO2

Ⅲ型:甲基营养型

　 CH3OH + H2 ®CH4 + H2O

　 4CH3OH ®3CH4 + CO2 + 2H2O

　 2(CH3) 2 -S + 2H2O ®3CH4 + CO2 + 2H2S

　 4CH3 -NH2 + 2H2O ®3CH4 + CO2 + 4NH3

　 2(CH3) 2 -NH + 2H2O ®3CH4 + CO2 + 2NH3

　 4(CH3) 3 -N + 6H2O ®9CH4 + 3CO2 + 4NH3

　 4CH3NH3Cl + 2H2O ®3CH4 + CO2 + 4NH4Cl

2　 甲烷氧化菌

2. 1　 甲烷氧化菌的分类及发展

根据甲烷氧化菌是否利用环境中的氧气作为

电子受体,可以将其分为好氧甲烷氧化菌和厌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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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烷氧化菌,如表 3 所示[24]。
好氧甲烷氧化菌的研究比较早,同时也较深

入。 Sohnge[25]在 1906 年分离得到了一株可以氧

化甲烷的菌株,Whittenbury 等[26] 在 1970 年分离

鉴定了 100 多种以 CH4作为底物的细菌,为好氧

甲烷氧化菌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Bow-
man[27-30]在 1993 年对好氧甲烷氧化菌进行了更

加清晰的描述与分类。 迄今为止,已经发现了多

种不同的好氧甲烷氧化菌。 他们分属于变形菌门

(proteobacteria)、疣微菌门 ( verrucomicrobia),疣
微菌门的甲烷氧化菌迄今只分离到了 3 个菌株,
都是从极端环境中得到的,包括火山附近的沼泽

土壤及酸性温泉,其最适生长温度约为 55 ℃。
多年以来,科学界仅发现了在有氧条件下进

行的甲烷氧化作用。 直到 1976 年,Reeburgh[31]首

次证实了甲烷厌氧氧化 ( anaerobic oxidation of

methane,AOM)的存在,他发现在海洋含氧层中

CH4没有消耗,在缺氧层中却被快速消耗,因此只

可能是厌氧氧化过程的存在导致了 CH4 减少。
1999 年,Hinrichs 等[32-34] 先后通过 FISH 试验以

及14C 标记的 CH4 同位素示踪分析发现,AOM 过

程主要通过以硫酸盐为受体的产甲烷古菌完成。
2004 年, Islas-Lima 等[35] 首次证明了反硝化型

AOM 过程的存在。 2006 年,Raghoebarsing 等[36]

成功富集反硝化型 AOM 过程的功能微生物,并定

义的新亚门———NC10 门细菌。 相比于海洋,湿地

中的 AOM 过程发现较晚,Smemo 和 Yavitt[37]直到

2007 年才首次证明了 AOM 过程在湿地中存在。
以 Mn4 + 和 Fe3 + 作为电子受体的 AOM 研究开展

相对滞后。 2009 年, Beal 等[38] 首次发现了以

Mn4 + 和 Fe3 + 作为电子受体的甲烷厌氧氧化过程

的存在,但是其机理仍未证实。
表 3　 甲烷氧化菌的分类

Tab. 3 Taxonomy of methanotrophs

类型 门(纲) 属(种)

Aerobic methane-

Oxidizing bacteria

Type Ⅰ、Ⅹ
γ 变形菌纲

γ-Proteobacteria

甲基单胞菌属,甲基杆菌属

methylomonas,methylobacter,

甲基八叠球菌属,甲基微菌属

methylosarcina,methylomicrobium,

甲基盐菌属,甲基球形菌属

methyllohalobius,methylosphaera,

甲基热菌属

methylosoma,methylothermus,

甲基暖菌属,甲基球菌属

methylocaldum,methylococcus

Type Ⅱ
α 变形菌纲

α-Proteobacteria

甲基弯曲菌属,甲基孢囊菌属

methylosinus,methylocystis,

甲基细胞菌属,甲基帽菌属

methylocella,methylocapsa

methyloferula

其他

Others

疣微菌门

Verrucomicrobia

methylokorus infernorum

Acidimethylosilex fumarolicum

methylocacida kamchakensis

Anaerobicmethane-

Oxidizing bacteria

Archaea

Bacteria

ANME

marine Benthic Group D

Phylum NC10

ANME-1,ANME-3,ANME-2

ANME-2b,ANME-2c

ANME-2d

Unclassified

Candidatus methylomirabilis oxyfera

2. 2　 甲烷氧化菌的特点和代谢途径

甲烷氧化菌分布广泛,在河流、湖泊、稻田、泥
土、湿地、森林和海洋等生态系统中均都检测到了

它们的存在。 在 CH4浓度较低的环境如森林、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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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等,甲烷氧化菌每年氧化约 3 千万吨 CH4;而在

CH4浓度较高的环境如湿地、水稻土等,其中的甲

烷氧化菌每年氧化 CH4的量约占该环境中 CH4总

产量的一半。 根据需氧与否,可将甲烷氧化菌分

为好氧甲烷氧化菌及厌氧甲烷氧化菌两种类型。
好氧甲烷氧化菌可以根据细胞的内膜结构、磷脂

脂肪酸成分和碳同化途径分成三类,见表 3,第一

类为Ⅰ型菌和 X 型菌,它们分属 γ-变形细菌和 α
变形 细 菌, 都 利 用 5-磷 酸 核 酮 糖 同 化 途 径

(RuMP)同化甲醛[39],但不同之处在于 X 型含有

低水平的丝氨酸途径酶,且生长温度比Ⅰ型

高[40]。 第二类中,Ⅱ型菌同化甲醛的途径是丝氨

酸途径(serine pathway)。 第三类好氧甲烷氧化菌

主要由极端噬甲酸菌组成,先将 CH4转化成 CO2,
再利用卡尔文循环同化 CO2

[41]。
好氧甲烷氧化菌是在一些主要酶的作用下进

行代谢作用的,首先好氧甲烷氧化菌在甲烷单加

氧酶(MMO)的作用下将 CH4氧化成甲醇,再利用

甲醇脱氢酶(MDH)将甲醇进一步氧化生成甲醛,
一部分甲醛进入丝氨酸循环(serine pathway)或戊

糖磷酸途径(RUMP Pathway);另一部分甲醛在甲

醛脱氢酶(FADH)作用下生成甲酸,甲酸被甲酸

脱氢酶(FDH)彻底氧化生成 CO2和 H2O,并伴随

生成大量还原性辅酶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

(NADH) [42]。
由于厌氧甲烷氧化菌不易培养,因此,关于厌

氧甲烷氧化菌的研究进展比较缓慢。 目前根据电

子受体的不同将 AOM 分为三类,硫酸盐还原型甲

烷厌氧氧化(sulphate-dependent anaerobic methane
oxidation,S-DAMO)、硝酸盐或亚硝酸盐还原型甲

烷厌氧氧化 ( denitrification dependent anaerobic
methane oxidation,D-DAMO)以及 Mn4 + 和 Fe3 + 还

原型甲烷厌氧氧化(metal ion dependent anaerobic
methane oxidation,M-DAMO)。

(1)S-DAMO 由厌氧甲烷氧化古菌(anaerobic
methanotrophic archaea) 和硫酸盐还原细菌( sul-
fate-reducing bacteria, SRB) 通过共生关系完成

反应[43]。
(2 ) D-DAMO 主要由厌氧甲烷氧化古菌

(ANME-2d) [44]和 NC10 门细菌(以 M. oxyfera 为

代表) [45]共同完成反应。
(3)参加 M-DAMO 反应的主要是未培养细菌

Marine Benthic GroupD ( MBGD ), 同 时 古 菌

ANME-1、ANME-2、ANME-3 也参加了此反应[38],
见表 3。

目前,针对厌氧甲烷氧化古菌的代谢途径还

不是很清楚,现阶段,提出可能的 S-DAMO 途径有

3 种:
(1)逆甲烷生成途径:逆甲烷生成途径是最

早被提出关于 AOM 途径的假说,也是目前研究最

多的。 该假说认为 S-DAMO 与产甲烷过程密切相

关,两者反应方向相反,中间产物一致。 S-DAMO
以甲烷作为起始反应物,最终氧化产物为 CO2,具
体反应路径如下:

CH4→CH3OH→HCHO→HCOOH→CO2

(2)乙酰生成途径:根据参与反应的底物,可
将该途径分成两种类型[46]:第一种是 CH4被甲烷

氧化菌氧化生成 H2和乙酸,生成的产物进一步被

硫酸盐还原菌利用产生 HCO -
3 和 HS - ;第二种是

甲烷氧化菌在 CO2参与下将 CH4氧化为乙酸,产
生的乙酸为硫酸盐还原菌提供碳源,将 SO2 -

4 还原

为 HS - 。 具体途径如下

途径一:
2 CH4 + 2 H2O→CH3COOH +4 H2

4 H2 + SO2 -
4 + H + →HS - + 4 H2O

CH3COOH + SO2 -
4 →2 HCO -

3 + H S - + H +

途径二:
CO2 + CH4→CH3COOH

CH3COOH + SO2 -
4 →2HCO -

3 + HS - + H +

(3)甲基生成途径:CH4和 HS - 被甲烷氧化菌

利用生成甲硫醚(CH3SH),产物进一步被脱硫菌

利用,生成 HCO -
3 和 HS - [47],具体反应如下所示:

CH4 + 1
3 HCO -

3 + 5
3 H + + 4

3 HS - → 4
3 CH3 SH

+ H2O
4
3 CH3SH + SO2 -

4 →4
3 HCO -

3 + 7
3 HS - + 5

3 H +

负责 D-DAMO 过程的 NC10 门细菌具有较特

殊的代谢途径,目前普遍比较认同的一种代谢途

径为 NC10 门细菌利用一种内部好氧反硝化( in-
tra-aerobic denitrification)途径进行 CH4的氧化,在
该途径中,NO -

2 被分解为 NO 和 O2,从而用于 CH4

的活化及氧化,或被终端呼吸氧化酶( terminal re-
spiratory oxidases)用于呼吸作用[48-49]。

目前为止,由于缺乏足够的 M-DAMO 富集培

养物,有关 M-DAMO 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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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机理研究尚不清楚。

3　 湿地产甲烷菌和甲烷氧化菌的分子研究现状

产甲烷菌与甲烷氧化菌生态研究的传统方法

是细菌分离培养,但却由于培养要求较高、生长缓

慢而倍受局限,且然环境中微生物群落极其复杂,
依赖于传统的培养方法已无法对甲烷代谢菌的多

样性进行充分研究[50]。 近年来,通过提取微生物

基因组 DNA 直接对微生物进行研究的分子生物

学技术,克服了传统方法中绝大多数微生物难以

分离培养的缺点,能够提供丰富的不可培养的微

生物信息,逐渐发展成为研究环境中微生物的群

落结构、多样性、丰度及功能的有效手段。
目前,针对自然湿地土壤产甲烷菌和甲烷氧

化菌的研究常采用的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主要包

括基因克隆文库技术(cloning library technology)、
末端限制性酶切片段长度多态性( terminal restric-
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T-RFLP)、变性

梯度凝胶电泳变性梯度凝胶电泳(denaturing gra-
dient gel electrophoresis,DGGE)、荧光原位杂交技

术(fluorescent in situ hybridazation,FISH)、扩增子

高通量测序技术(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宏
基因组技术(metagenome technology)和实时定量

PCR 技术(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qPCR)等。
在产甲烷菌群落结构、多样性及丰度分析的

研究中,16Sr RNA 基因和 mcrA 功能基因被广泛

应用作为产甲烷菌检测的标记基因。 陈颖等[51]

采用克隆文库及 qPCR 技术,对桂林会仙岩溶湿

地 15 ~ 35 cm 沉积物中 mcrA 基因进行了研究,推
测会仙岩溶湿地具有同普通淡水湿地类似的产甲

烷菌群落组成和较高产 CH4潜力,并推测该环境

中可能蕴藏着许多尚未被发现的微生物资源。
Dettling 等[52] 以 16Sr RNA 为标记基因, 利用

RFLP 技术从美国芝加哥酸性苔藓泥炭沼泽检测

到四种产甲烷菌群,并发现酸碱性对产甲烷菌的

群落多样性有较大的影响。
在甲烷氧化菌群落结构分析的研究中,16Sr

RNA 基因和 pmoA 功能基因被广泛应用。 pmoA
基因几乎存在于所有的甲烷氧化菌,编码 pMMO
关键酶的一个亚基,故 pmoA 被广泛地用于甲烷

氧化菌的生物标记物。 国外针对湿地中甲烷氧化

菌的研究始于较早,主要集中在其代谢研究及与

环境因子的关系等方面。 Danilova 等[53] 基于16Sr

RNA 和 pmoA 基因对俄罗斯靠近北极圈地区的湿

地土壤中甲烷氧化菌进行多样性和遗传进化分

析,结果发现实验获取的大约 80% 的泥炭沼泽甲

烷氧化菌 pmoA 基因片段属于甲基孢囊菌属中的

一种微需氧螺旋型甲烷氧化菌。 近年来,我国已

逐步开展了自然湿地中甲烷氧化菌的研究,周
玉[54]对内蒙古高原某干涸的湖泊湿地甲烷氧化

菌的功能基因 pmoA 进行了 RFLP 分析,甲烷氧化

菌在湖心区、湖底区的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

相对较高,而在较早干涸的湖坡区以及相邻草原

的对照区其相关指数较低。 Yun 等[55] 通过高通

量测序技术以及 qPCR 技术对三江湿地中不同类

型沼泽土壤中甲烷氧化菌群落结构及丰度进行了

研究,不同类型的湿地土壤中的甲烷氧化菌的群

落结构及丰度具有显著差异。 Zelek 等[56] 基于

mcrA 基因、pmoA 基因以及 16Sr RNA 基因,采用

高通量测序技术时定量 PCR 分析等方法,对崇明

岛东滩潮间带滩涂(无植被生长)和盐沼地(有植

物生长)沉积物中产甲烷菌和甲烷氧化菌群落进

行了分析。 揭示了该地区产甲烷菌和甲烷氧化菌

群落结构及丰富度特性。 还证实了互花米草入侵

该河口湿地对甲烷循环相关微生物产生明显影

响。 研究技术手段的快速发展,为环境中产甲烷

菌以及甲烷氧化菌在湿地生态系统调节及生态价

值评估等方面提供了较大的便利,大大减少了实

验的成本与时间。

4　 影响湿地产甲烷菌和甲烷氧化菌的环境因子

4. 1　 温度

温度影响着湿地中产甲烷菌的代谢速率、底
物量和群落结构。 大多数产甲烷菌的最适温度为

35 ℃ ~40 ℃ [57],在低温环境下,产甲烷菌活性降

低,从而导致 CH4产生量降低;微生物介导的有机

物分解能力减弱,从而导致产甲烷菌可直接利用

的底物减少;温度还可使湿地中产甲烷优势菌的

种类发生演替,造成产甲烷途径的改变,从而影响

湿地中甲烷产生能力[58]。 甲烷氧化的最适温度

为 25 ℃ ~ 35 ℃,但温度对甲烷氧化菌的影响较

小,即便在极端条件下湿地中土壤也具有氧化

CH4的能力。
4. 2　 pH

产甲烷菌对环境中 pH 的变化较为敏感,生
长适宜的 pH 范围为 6 ~ 8。 甲烷氧化菌对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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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性耐受程度比产甲烷菌高,其最适 pH 范围为

5. 5 ~ 6. 5[59]。 但 pH 变化对 CH4产生率的影响不

是绝对的,这也与湿地类型有较大的联系,Wang
等[60]发现,酸性土壤施加尿素会导致 pH 升高,进
而促进 CH4的产生,但在非酸性土壤中加入尿素

则会抑制 CH4的产生。
4. 3　 氧化还原电位

土壤中氧化还原电位(Eh)决定着微生物和

及各种酶的活性,是影响湿地中产甲烷菌和甲烷

氧化菌的重要因子。 产甲烷作用位于呼吸链的最

末端,通常要求 Eh 较低,一般情况下,CH4产量随

土壤 Eh 的降低而增加,临界土壤的 Eh 起始值大

约为 - 140 mV,当土壤的 Eh 从 - 200 mV 降低至

- 300 mV 时,CH4的产量约增加 10 倍,而其排放

量约增加 17 倍[61]。 一般认为,产甲烷菌的最适

氧化还原电位在 - 320 mV 以下,相当于绝对的无

氧环境,但在氧化还原电位 - 160 mV 条件下产甲

烷菌也可缓慢生长。
4. 4　 有机质

有机质是产甲烷菌底物来源,且湿地中的产

甲烷作用与有机质含量具有正相关性,且高的有

机质含量也会促进甲烷氧化作用。 Bergman 和

Klarqvist[62] 等人发现,CH4 的产生速率主要受湿

地中溶解有机碳的影响,其浓度对产甲烷菌的活

性影响非常明显,有机碳越多,CH4的排放量就越

大。 Singh 等[63] 也发现了相似结论,即 CH4 排放

量随沉积物中有机碳含量升高而增大。
4. 5　 水位

湿地水位主要决定土壤的厌氧程度。 一般情

况下,水位越高,其厌氧程度越大,产甲烷菌的活

性就越高[64],但水位对甲烷氧化菌的影响则是不

同的。 Kettunen 等[65] 研究指出 CH4 产生量在地

表水位 20 cm 以下出现最大值,而 CH4氧化能力

是在水位 10 cm 以下出现的最大值。 Sun 等[66]发

现,当水位在地表下 20 ~ 30 cm 时,湿地氧化 CH4

的能力大于产生能力。
4. 6　 植物

植物是湿地中重要组成部分,根际会产生分

泌物和脱落物,为产甲烷菌提供丰富有机物质,影
响其活性[67]。 湿地植物的通气组织可作为氧气

传输通道,将氧气传输到植物根部从而促进甲烷

氧化作用。

5　 展望与小结

湿地是大气中 CH4的重要自然源,了解湿地

产甲烷菌以及甲烷氧化菌代谢机制、及影响因素,
对于调控湿地 CH4循环及减缓温室效应具有重要

的意义。 CH4代谢及排放是一个复杂而综合的过

程,涉及到土壤温度、pH 及氧化还原电位等多种

环境因素,并在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实现的。 产

甲烷菌纯培养物的获取及不同类型湿地中的多样

性差异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另外,产甲烷菌生存

适应能力较强,在环境适应性研究方面也有一定

的发展潜力。 针对甲烷氧化菌的研究目前更多是

集中于酸性泥沼湿地或泥炭藓湿地,今后的研究

中,应借助分子生物学技术以及高通量测序技术

的进步,对其进行更深的研究和开发,以便对湿地

甲烷的产生与氧化、CH4排放通量调控提供参考。
相信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和高通量测序技术

的不断发展,更多在湿地中存在的产甲烷菌和甲

烷氧化菌会不断被发现,在全球范围内各生态环

境中的研究成果也将会被不断累积,人们对湿地

产甲烷菌及甲烷氧化菌生理特点和生态特征将变

得逐渐清晰和完备。

参考文献:

[1] LIU H X,GAO C Y,WANG G P. Understand the resilience and

regime shift of the wetland ecosystem after human disturbances

[J] .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2018,643:1031-1040.

[2] SAENGKERDSUB S,RICKE S C. Ecolog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ethanogenic archaea in animals andhumans [ J] . Critical Re-

views in Microbiology,2013,40(2):97-116.

[3] SAUNOIS M, BOUSQUET P, POULTER B, et al. The global

methane budget 2000-2012 [ J] . Earth System Science Data,

2016,8(2):697-751.

[4] KIRSCHKE S,BOUSQUET P,CIAIS P,et al. Three decades of

global methane sources and sinks[J] . Nature Geoscience,2013,6

(10):813-823.

[5] EPA. Methane and nitrous oxide emissions from natural sources

[M]. Washington,DC,USA:U. 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

gency. 2010:194.

[6] STRONG P J,XIE S,CLARKE W P. Methane as a resource:can

the methanotrophs add value? [ J] .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2015,49(7):4001-4018.

[7] WANG W,ZENG C,SARDANS J,et al. Soil methane production,

anaerobic and aerobic oxidation in porewater of wetland soils of

the Minjiang River Estuarine, China [ J] . Wetlands, 2018, 38

(3):627-640.



第 3 期 李思琦,等:　 湿地甲烷代谢微生物产甲烷菌和甲烷氧化菌的研究进展 495　　

[8] 方晓瑜,李家宝,芮俊鹏,等. 产甲烷生化代谢途径研究进展

[J] . 应用与环境生物学报,2015,21(1):1-9.
[9] STEPHENSON M,STICKLAND L H. Hydrogenase:the bacterial

formation of methane by the reduction of one-carbon compounds
by molecular hydrogen[ J] . Biochemical Journal,1933,27 (5):

1517-1527.
[10] O′CONNOR F M,BOUCHER O,GEDNEY N,et al. Possible

role of wetlands,permafrost,and methane hydrates in the meth-
ane cycle under future climate change:A review[J] . Reviews of
Geophysics,2010,48(4):RG4005.

[11] 李煜珊,李耀明,欧阳志云. 产甲烷微生物研究概况[ J] . 环
境科学,2014,35(5):2025-2030.

[12] SAKAI S,IMACHI H,HANADA S,et al. Methanocella paludico-
la gen. nov. ,sp. nov. ,a methane-producing archaeon,the first

isolate of the lineage 'Rice Cluster I',and proposal of the new ar-
chaeal order Methanocellales ord. nov[ J]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ystematic and Evolutionary Microbiology,2008,58(4):929-
936.

[13] DRIDI B,RAOULT D,DRANCOURT M. 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 / ionization time-of-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identifi-
cation of Archaea:towards the universal identification of living

organisms[J] . APMIS:Acta Pathologica,Microbiologica,et Im-
munologica Scandinavica,2012,120(2):85-91.

[14] LIU Y. Taxonomy of methanogens[M] / / TIMMIS K N. Hand-
book of Hydrocarbon and Lipid Microbiology. Berlin Heidel-
berg:Springer,2010:547-558.

[15] BOONE D R,WHITMAN W B,ROUVIÈRE P. Diversity and
taxonomy of methanogens[M] / / FERRY J G. Methanogenesis.

Boston,MA:Springer,1993.
[16] MORRIS R, SCHAUER-GIMENEZ A, BHATTAD U, et al.

Methyl coenzyme M reductase (mcrA) gene abundance corre-
lates with activity measurements of methanogenic H2 / CO2 -en-

riched anaerobic biomass[ J] . Microbial Biotechnology,2014,7
(1):77-84.

[17] LIU Y,WHITMAN W B. Metabolic,phylogenetic,and ecological
diversity of the methanogenicarchaea [ J] .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2010,1125:171-189.

[18] GARCIA J L. Taxonomy and ecology of methanogens[J] . FEMS
Microbiology Letters,1990,87(3):297-308.

[19] FERRY J G. Enzymology of one-carbon metabolism in methano-
genicpathways[J] . FEMS Microbiology Reviews,2010,23(1):

13-38.
[20] THAUER R,KASTER A K,SEEDORF H,et al. Methanogenic

archaea:ecologically relevant differences in energy conservation

[J] . Nature Reviews Microbiology,2008,6(8):579-591.
[21] BIAVATI B,VASTA M,FERRY J G. Isolation and characteriza-

tion of “Methanosphaera cuniculi” sp. nov. [ J] . Applied and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1988,54(3):768-771.

[22] FRICKE W F,SEEDORF H,HENNE A,et al. The genome se-
quence of Methanosphaera stadtmanae reveals why this human

intestinal Archaeon is restricted to methanol and H2 for methane

formation and ATP synthesis[J] . Journal of Bacteriology,2006,

188(2):642-658.
[23] THAUER R K. Biochemistry ofmethanogenesis:a tribute to Mar-

jory Stephenson:1998 Marjory Stephenson Prize lecture[J] . Mi-
crobiology,1998,144:2377-2406.

[24] 蔡朝阳,何崭飞,胡宝兰. 甲烷氧化菌分类及代谢途径研究

进展[J] . 浙江大学学报:农业与生命科学版,2016,42(3):

273-281.
[25] SÖHNGEN N L. Über bakterien,welche methan als kohlenst-

offnahrung und energiequelle gebrauchen[J] . Zentrabl Bakteri-

ol Parasitenk Infektionskr,1906,15:513-517.
[26] WHITTENBURY R,PHILLIPS K C,WILKINSON J F. Enrich-

ment,isolation and some properties of methane-utilizing bacteria
[J] . Journal of General Microbiology,1970,61(2):205-218.

[27] BOWMAN J. The Methanotrophs-the families methylococcaceae
and methylocystaceae [ M ] / / DWORKIN M, FALKOW S,

ROSENBERG E,et al. The Prokaryotes. New York: Springer,
2006:266-289.

[28] BOWMAN J P,MCCAMMON S A,SKERRATT J H. Methyl-

osphaera hansonii gen. nov. ,sp. nov. ,a psychrophilic,group I
methanotroph from Antarctic marine-salinity, meromictic lakes

[J] . Microbiology,1997,143:1451-1459.
[29] BOWMAN J P,SLY L I,NICHOLS P D,et al. Revised taxonomy

of the methanotrophs: description of Methylobacter gen. nov. ,
emendation of Methylococcus, validation of Methylosinus and

Methylocystis species,and a proposal that the family Methylococ-
caceae includes only the group I methanotrophs[J] . Internation-
al Journal of Systematic Bacteriology,1993,43(4):735-753.

[30] BOWMAN J P,SLY L I,STACKEBRANDT E. The phylogenetic
position of the family Methylococcaceae[ J] . International Jour-

nal of Systematic Bacteriology,1995,45(1):182-185.
[31] REEBURGH W S. Methane consumption in Cariaco Trench wa-

ters and sediments [ J] . Earth ans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1976,28(3):337-344.

[32] HINRICHS K U,HAYES J M,SYLVA S P,et al. Methane-con-

sumingarchaebacteria in marine sediments [ J] . Nature,1999,
398(6730):802-805.

[33] ORPHAN V J,HOUSE C H,HINRICHS K U,et al. Methane-
consuming archaea revealed by directly coupled isotopic and

phylogenetic analysis[J] . Science,2001,293(5529):484-487.
[34] BOETIUS A,RAVENSCHLAG K,SCHUBERT C J,et al. A ma-

rine microbial consortium apparently mediating anaerobic oxida-
tion of methane[J] . Nature,2000,407(6804):623-626.

[35] ISLAS-LIMA S,THALASSO F,GÓMEZ-HERNANDEZ J. Evi-

dence of anoxic methane oxidation coupled to denitrification
[J] . Water Research,2004,38(1):13-16.

[36] RAGHOEBARSING A A,POL A,VAN DE PAS-SCHOONEN K
T,et al. A microbial consortium couples anaerobic methane oxi-

dation to denitrification [ J ] . Nature, 2006, 440 ( 7086 ):
918-921.

[37] SMEMO K,YAVITT J B. Evidence for anaerobic CH4 oxidation



496　　 海　 洋　 环　 境　 科　 学 第 39 卷

in freshwater peatlands[ J] . Geomicrobiology Journal,2007,24

(7 / 8):583-597.

[38] BEAL E J,HOUSE C H,ORPHAN V J. Manganese- and iron-

dependent marine methane oxidation [ J] . Science,2009,325

(5937):184-187.

[39] MCDONALD I R,BODROSSY L,CHEN Y,et al. Molecular ecol-

ogy techniques for the study of aerobic methanotrophs[ J]. Ap-

plied and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2008,74(5):1305-1315.

[40] GREEN P N. Taxonomy of methylotrophic bacteria[M] / / MUR-

RELL J C,DALTON H. Methane and Methanol Utilizers. Bos-

ton,MA:Springer,1992:23-84.

[41] VOROBEV A,JAGADEVAN S,BARAL B S,et al. Detoxifica-

tion of mercury bymethanobactin from Methylosinus trichospori-

um OB3b[J] . Applied and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2013,

79(19):5918-5926.

[42] BHATTACHARYYA P,ROY K S,NEOGI S,et al. Impact of el-

evated CO2 and temperature on soil C and N dynamics in rela-

tion to CH4 and N2O emissions from tropical flooded rice (Ory-

za sativa L. ) [ J] .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2013,

461 / 462:601-611.

[43] CALDWELL S L,LAIDLER J R,BREWER E A,et al. Anaero-

bic oxidation of methane:mechanisms,bioenergetics,and the e-

cology of associated microorganisms[ J] .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2008,42(18):6791-6799.

[44] HAROON M F,HU S H,SHI Y,et al. Anaerobic oxidation of

methane coupled to nitrate reduction in a novel archaeal lineage

[J] . Nature,2013,500(7464):567-570.

[45] ETTWIG K F,SHIMA S,VAN DE PAS-SCHOONEN K T,et al.

Denitrifying bacteria anaerobically oxidize methane in the ab-

sence of Archaea [ J] .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2010, 10

(11):3164-3173.

[46] VALENTINE D L,REEBURGH W S. New perspectives on an-

aerobic methane oxidation [ J] .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2010,2(5):477-484.

[47] MORAN J J,BEAL E J,VRENTAS J M,et al. Methyl sulfides as

intermediates in the anaerobic oxidation of methane[ J] . Envi-

ronmental Microbiology,2010,10(1):162-173.

[48] ETTWIG K F,BUTLER M K,LE PASLIER D,et al. Nitrite-

driven anaerobic methane oxidation by oxygenic bacteria[ J] .

Nature,2010,464(7288):543-548.

[49] WU M L,DE VRIES S,VAN ALEN T A,et al. Physiological

role of the respiratory quinol oxidase in the anaerobic nitrite-re-

ducing methanotroph 'Candidatus Methylomirabilis oxyfera'[ J] .

Microbiology,2011,157(3):890-898.

[50] AMANN R I,LUDWIG W,SCHLEIFER K H. Phylogenetic i-

dentification and in situ detection of individual microbial cells

without cultivation[J] . Microbiological Reviews,1995,59(1):

143-169.

[51] 陈 颖,邱凯瑞,吴 麒,等. 桂林会仙岩溶湿地产甲烷菌的数

量、群落组成和活性[ J] . 应用与环境生物学报,2017,23

(6):959-967.

[52] DETTLING M D,YAVITT J B,CADILLO-QUIROZ H,et al.

Soil-Methanogen interactions in two peatlands ( Bog,Fen) in

central New York State[ J] . Geomicrobiology Journal,2007,24

(3 / 4):247-259.

[53] DANILOVA O V,BELOVA S E,GAGARINOVA I V,et al. Mi-

crobial community composition and methanotroph diversity of a

subarctic wetland in Russia[ J] . Mikrobiologiia,2016,85(5):

545-554.

[54] 周 玉. 内蒙古高原干涸湖泊湿地甲烷氧化菌群落的 T-RFLP

分析[D].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2012.

[55] YUN J L,ZHANG H X,DENG Y C,et al. Aerobic methanotroph

diversity in Sanjiang Wetland,Northeast China [ J] . Microbial

Ecology,2015,69(3):567-576.

[56] HABTEWOLD J Z. 长江河口湿地产甲烷菌及甲烷氧化菌的

分子生态学研究[D]. 上海:复旦大学,2013.

[57] CONRAD R. Microbial Ecology of methanogens andmethanotro-

phs[J] . Advances in Agronomy,2007,96:1-63.

[58] LU Y,FU L,LU Y H,et al. 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the struc-

ture and activity of a methanogenic archaeal community during

rice straw decomposition [ J] . Soil Biology and Biochemistry,

2015,81:17-27.

[59] 姚守平,罗 鹏,王艳芬,等. 湿地甲烷排放研究进展[ J] . 世

界科技研究与发展,2007,29(2):58-63.

[60] WANG Z P,DELAUNE R D,PATRICK W H JR,et al. Soil red-

ox and pH effects on methane production in a flooded rice soil

[J] . Soil Science Society of America Journal,1993,57 (2):

382-385.

[61] 蒋跃平,于晨晨,韩文娟,等. 植物多样性对湿地氨挥发和温

室气体排放的影响[ J] .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7,16(5):491-497.

[62] BERGMAN I,KLARQVIST M,NILSSON M. Seasonal variation

in rates of methane production from peat of various botanical or-

igins:effects of temperature and substrate quality [ J] . FEMS

Microbiology Ecology,2000,33(3):181-189.

[63] SINGH S N,KULSHRESHTHA K,AGNIHOTRI S. Seasonal dy-

namics of methane emission fromwetlands[ J] . Global Change

Science,2000,2(1):39-46.

[64] 翟 俊,马宏璞,陈忠礼,等. 湿地甲烷厌氧氧化的重要性和机

制综述[J] . 中国环境科学,2017,37(9):3506-3514.

[65] KETTUNEN A,KAITALA V,LEHTINEN A,et al. Methane pro-

duction and oxidation potentials in relation to water table fluctu-

ations in two boreal mires[ J] . Soil Biology and Biochemistry,

1999,31(12):1741-1749.

[66] SUN X X,MU C C,SONG C C. Seasonal and spatial variations

of methane emissions from montane wetlands in Northeast China

[J] . Atmospheric Environment,2011,45(10):1809-1816.

[67] 王 洁,袁俊吉,刘德燕,等. 滨海湿地甲烷产生途径和产甲烷

菌研究进展[J] . 应用生态学报,2016,27(3):993-1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