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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甲烷菌是一类重要的环境微生物，其代谢产生的甲烷（ CH4 ） 是最重要的温室气体之一。现有研究表明，产

甲烷菌广泛存在于极地湿地、沼泽、湖泊、苔原、冻土和冰川等各类生境之中，并在碳循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对
极地产甲烷菌的群落结构、生物多样性、空间分布、环境影响因子（ 温度﹑营养物和 pH） 以及研究技术的最新进展进
行了总结，并对极地产甲烷菌研究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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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化的响应和反馈等领域是目前产甲烷菌的主要
研究热点。随着现代生物学尤其是聚合酶链式反应

引言

（ PCＲ） 、
全基因组测序等分子生物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极地、
特别是北极地区，是全球甲烷（ CH4 ） 重要源
区之一。据估算，北极每年向大气排放的 CH4 高达

人们对于产甲烷菌生物多样性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近年来，研究报道发现，在深海中存在大量的产

32—112 × 109 kg·a － 1［1］。研究显示，北极西伯利亚东

甲 烷 菌， 其 中 主 要 以 嗜 热 型 产 甲 烷 菌 为 主。

，西部沼泽

L＇Haridon［9］从印度洋 2 420 m 深海处分离出一种极端

－2
－ 1［3］
，而东西伯利
区的释放量为 3． 2—24 mg·m ·d
－2
亚海 大 陆 架 CH4 释 放 量 为 100—630 mg · m ·

嗜热自养型产甲烷菌 Methanocaldococcus indicus sp．
nov； L'Haridon 等［10］从那不勒斯深海火山泥中分离出

d － 1［4］。同时，最新研究也表明，全球变暖会加速北极

一种极端嗜热甲醇营养型产甲烷菌 Methanococcoides

部苔原区 CH4 含量高达 40． 0 mL·kg

－ 1［2］

［5 － 6］

vulcani sp． nov； Weng 等［11］从台湾西南海域深海沉积

。此外，
据估算，在南极大陆冰
盖底部储藏有高达 21 000 亿吨的有机碳，成为产生

物中分离出常温，氢营养型产甲烷菌 Methanoculleus

CH4 的主要碳库并极有可能随冰盖的持续消退而被释

taiwanensis sp． nov； Stewart 等［12］从太平洋海底火山口

CH4 向大气的排放

［7］

放至大气层 。
产甲烷菌是目前唯一已知的、
以 CH4 作为代谢终

发现并分离出一种极端嗜热产甲烷菌 Methanocaldococcus bathoardescens sp． nov。有关极地产甲烷菌的分离

［8］
产物且在遗传学上具有特殊地位的一类古菌 ，因其
产生 CH4 对温室效应有巨大贡献，同时易于培养和改

鉴定、
形态特征、
群落分布及其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目前
已有一定的研究

造而备受关注。产甲烷代谢机制、生物多样性以及对

的群落结构、
生物多样性和环境影响（ 温度、营养物和

［13 － 15］

。本文主要总结极地产甲烷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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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 等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以及产甲烷菌的研究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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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术，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存在海岸和勒拿河中心区的冻土中 。与陆地冻土环
境不同，拉普捷夫海陆架海底冻土主要存在 Methano-

1 群落结构与生物多样性

sarcina 和 Methanococcoides 两大类群［23］。此外有研究
［24］
表明，在极地冰川地区也存在产甲烷菌。Tung 等
［25］

的研究发现，在格陵兰 3 km 深的冰
川底部产甲烷菌占微生物总量的 2． 4% 以上，并产生

和 Skidmore 等
已有研究表明，在极地的湿地、
苔原、
沼泽、
冻土、
湖泊和冰川等各类生境中存在大量的产甲烷菌，其种

过量的甲烷，但尚未鉴定出产甲烷菌的类型。Boyd
［26］

类和分布情况见表 1。南极埃斯湖的产甲烷菌包括
Methanococcoides、
Methanogenium 和 Methanosarcina 三大

等

［13，
16-17］
。在北极高纬康沃利斯岛的湖泊和湿地
类群
（ 74°45'45． 30″N） 中也存在产甲烷菌，其中，湿地以

les 属种类为优势种。Stibal 等［27］在南极和北极冰川环

Methanosarcina spp． 和 Methanosaeta spp． 两 类 菌 属 为
［18］
主，而湖泊中则以 Methanoregula spp． 为主 。在中国
北极黄河站所在的斯匹次卑尔根地区的土壤和湿地
Methanosae中，产甲烷菌类群包括 Methanomicrobiales、
ta、Methanobacteriaceae 和 Methanosarcina 等 四 大
［19-20］
。在西伯利亚中东部勒拿河三角洲与科累马河
类
之间的苔原区，产甲烷菌优势类群为 Methanosarcinamazei 和 Methanobacterium［2］。北极加拿大苔原区，
Methanosarci主要产甲烷菌群落包括 Methanobacterium、
na、
Methanosaeta，其中 Methanosarcina 和 Methanosaeta
［21］

主要分布在深层土壤 。而在西伯利亚西部泥沼地存
在有 Methanomicrobiaceae 和 Methanosarcinaceae 两大产
［3］

甲烷菌类群 。北冰洋拉普捷夫海岸和西伯利亚北部
冻土中产甲烷菌群落结构分布不同，发现其产甲烷菌
类 群 有 Methanomicrobiaceae、Methanosarcinaceae 和
Methanosaetaceae 三大菌属，其中，Methanosaetaceae 仅

在罗伯逊冰川和加拿大落基山脉等冰川底部沉积
物中发现存在一些较活跃的产甲烷菌，Methanosarcina境下发现存在有 Methanomicrobials 和 Methanosarcinals
两个产甲烷菌属。
综上所述，南极现存六大类产甲烷菌菌属，分别
是 Methanococcoides、Methanogenium， Methanosarcina、
Methanomicrobiales、
Methanolobus 和 Methanosaeta，其中
Methanolobus 和 Methanogenium 仅发现在南极地区； 北
极现存有六大类产甲烷菌菌属，分别是 Methanomicrobiales、Methanobacterium、Methanosarcina、Methanosaeta、
Methanococcoides 和 Methanoregula，其中 Methanobacterium 和 Methanoregula 仅发现在北极地区。此外，南极
产甲烷菌主要分布在湖泊和冰川； 而北极产甲烷菌主
沼泽、
冻土、
苔原区、
冰川和湖泊等生境
要分布在湿地、
中。以上统计表明，南北极地区的产甲烷菌群落结构、
生物多样性差异较大。仅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北极冻
土地区产甲烷菌多样性较高，但对于整个极地环境
（ 特别是北冰洋中心区） 仍缺乏系统研究［28-29］。

表 1 南、北极产甲烷菌类群及分布
Table 1． Assemblages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polar methanogens
菌属
Methanomicrobiales
Methanobacterium
Methanobacterium sp． strain M2 VKM B-2371
Methanobacterium sp． strain MK4 VKM B-2440
Methanosarcina
Methanosarcinamazei strain JL01 VKM B-2370
Methanosarcina spp．
Methanosarcinals
Methanosaeta
Methanococcoides
Methanococcoides alaskense sp． nov．
MethanoregulaMethanococcoides
Methanococcoides burtonii sp． nov．
Methanogenium
Methanogenium frigidum sp． nov．
Methanosarcina
Methanomicrobiales
Methanolobus
Methanosaeta
Methanosaeta concillii

地理位置
北极

生境
湿地、沼泽、冻土、冰川

参考文献
［19-20，
30］

北极
北极

冻土、苔原
冻土、苔原

［2］
［2］

北极
北极
北极
北极

冻土、苔原
沼泽
冻土、冰川
湿地、沼泽、冻土、苔原

［2］
［3，
30］
［31］
［19-20，
30］

北极
北极
南极

海底沉积物
湖泊
湖泊

［32］
［18］
［16］

南极
南极
南极
南极

湖泊
湖泊、冰川
冰川
湖泊

［13］
［17］
［17］
［33］

南极

湖泊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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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度为 25—28 ℃ 时 CH4 排放量的 1 /6 。 因此，温
度是影响产甲烷菌丰度和多样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

重要环境影响因子

当温度增加，产甲烷菌的丰度和多样性增加，且
CH4 排放量也会增加。

温度

温度对极地产甲烷菌的群落结构组成 、丰度、分
布及其 CH4 排放量等方面均有重要影响。 产甲烷
［30，
34］

。 一般来
菌的最适生长温度通常在 4—20 ℃
讲，温度升高促进产甲烷菌生长，但也有些只在特
定温度下生长的种类。在南极埃斯湖，存在一种氢
还原 型 的 嗜 寒 性 产 甲 烷 菌 Methanogenium frigi-

2． 2

营养物

多数产甲烷菌以 H2 / CO2 （ 嗜氢型 ） 、甲酸和乙
酸（ 嗜酸型） 作为营养物，由于不同环境营养物的分
布不均一，其产甲烷菌属群落数量、组成分布和多
［39］

样性也不同。Popp 等

发现在加拿大北部中心区

dum［13］，它能在 15 ℃ 快速生长而无法在 18—20 ℃

沼泽的上层泥炭土中主要是以利用乙酸为主的产甲
烷菌，而深层土壤则是以氢营养型产甲烷途径占优

生长，表 明 温 度 的 高 低 会 抑 制 产 甲 烷 菌 的 生 长。
Morozova 和 Wagner［35］在西伯利亚永冻层发现一株

势，表明营养盐的变化会引起产甲烷菌代谢途径的
［33］
改变。Purdy 等 对南极洲南奥克尼群岛、西格尼

高度耐性（ 低温，高盐，饥饿，干旱和长时间冻存、
曝氧） 的产甲烷菌 Methanosarcina SMA-21，在长达 3

群岛的海沃德淡水湖泊和浅滩沉积物的研究发现 ，
在淡水湖泊存在以嗜酸性型为主的产甲烷菌 Metha-

个月的饥饿条件下，它仍具有较高的生长能力，低
温环境下（ 4 ℃ ） 的存活率要高于高温环境（ 28 ℃ ） ，

nosaeta concilii，它们以醋酸盐作为营养物，而在浅
滩沉积物中则是以 CO2 / H2 为营养源，主要菌群包

这与低温环境中代谢速率缓慢有关 。同时温度也会
［22］
对产甲烷菌群落的分布产生影响。Ganzert 等 对

括 Methanolobus、Methanococcoides 和 Methanogenium
［3］
三个类群。Kotsyurbenko 等 在西伯利亚沼泽地区

拉普捷夫海海岸和西伯利亚北极地区冻土的研究发
现，由于冻土环境温度不同，常温产甲烷菌主要分

发现部分嗜氢型和嗜酸型产甲烷菌，由于土壤中
H2 / CO2 和硫酸盐等营养物含量不同，产甲烷菌数

布在土壤上部，而嗜冷产甲烷菌丰度则随土壤深度
的增加而增加。 温度变化同时会影响产甲烷菌的

量随营养物浓度的增加而增加，且 CH4 生成率增

CH4 产量。 在加拿大 的 北 极 冻 土 中，当 永 冻 层 融
解、温度增加时，产甲烷菌多样性增加，冻土中 CH4

［40］

加。Karr 等

对南极弗里克塞尔湖地区的产甲烷
菌生物多样性分析显示，由于淡水湖中 H2 和硫化

。 在北极斯匹次卑尔根湿地，随着

物营养物的分布不均，产甲烷菌主要存在湖泊沉积
物中，为嗜酸型 （ 如 Methanosarcina） 。 此外，在北

夏季时间推移，温度降低和冻土融化深度增加均会
［19］
导致土壤中的 CH4 排放量随之降低 。 在北极新

极乌拉尔（ 68°N，65°E） 苔原湿地土壤中，低温环境
下，产甲烷菌主要以 H2 / CO2 作为营养物来源，它

奥尔松泥炭区，产甲烷菌的群落丰度和多样性随温
度增加而增加，与 CH4 排放量增加趋势一致，表明

们大多数属于自养型产甲烷菌

［31］

的含量增多

［30］

［41］

。 因而，极地产

甲烷菌主要以嗜氢型和嗜酸型两种类型为主 ，当营
养物增加时，产甲烷菌的数量增加，且 CH4 生成率

温度可提高产甲烷菌群落数量和多样性 。 同样
地，在加拿大的北极湿地，高温时 CH4 生成率较低
温时要高，且产甲烷菌的多样性与 CH4 生成率成正

也会增加。
2． 3 酸碱度（ pH）

［36］
相关 ，由于低温时产甲烷菌体内脂肪酸代谢延
迟，产甲烷菌的相对群落丰度间接地由温度控制。

有研究表明，极地产甲烷菌最适生长 pH 为中
［13］
，而它们大多数生活在偏酸性沼
性环境（ 6—8）

Metje 和 Frenzel［37］ 在斯堪迪纳维亚半岛 （ 68° N） 以
北地区发现 Methanobacterials 菌属，最适生长温度

泽 和 土 壤 沉 积 物 中。 在 西 伯 利 亚 西 部 酸 性
（ pH = 4． 2—4． 8） 沼泽地区，存在有 Methanomicrobi-

是 25 ℃ ，其甲烷生产途径主要通过 Fe 还原反应产
－1
生，CH4 排放量是 2． 3 μmol·d ，约是 4 ℃ 时 CH4
排放量的 10 倍。 在西伯利亚酸性泥炭环境中的相

aceae 和 Methanosarcinaceae 两类主要产甲烷菌，其
丰度随深度（ 5—55 cm） 的增加而增加，而在 pH 为

关研 究 表 明 产 甲 烷 菌 （ 包 括 Methanosarcinales 和
Methanobacteriales） 在4 ℃ 时 CH4 排放量仅相当于温

5． 0—5． 5 的层位 CH4 含量较高［3］。 此外，Kotsyurbenko 等［14］在西伯利亚西部泥沼地区，发现一种嗜
酸且耐寒的产甲烷菌 Methanobacterium sp． ，在强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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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pH = 3． 8） 下，主要以依赖于氢营养型甲烷生
成途径为主，CH4 生成率随 pH 降低而减少，因而
认为 pH 不仅影响产甲烷菌数量，而且影响甲烷产
［42］
生途径及其代谢速率。Galand 等 对北极湿地产
甲烷菌多样性分析发现，酸性泥炭中产甲烷菌的多
样性较低，且 pH 为 5． 27 时 CH4 产量要高于 pH 为

第 28 卷

va 和 Wagner［35］采用 FISH 技术对北极冻土中产甲烷菌
在不同环境压力（ 如低温、
高盐和饥饿等） 下的存活能
力进行研究，在低温、
高盐、
饥饿、
干旱和曝氧条件下，
产甲烷菌的存活力较高。
3． 2 图纹技术
PCＲ 技术已经成为分子生物学中的核心技术，结

3． 89 时的 CH4 产量。由此可见，pH 强弱是影响极
地产甲烷菌分布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极地产甲烷菌

合其他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手段在微生物多样性、
系统
发育进化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应用。末端限制性片段

主要存在于弱酸环境，在强酸环境下产甲烷菌多样
性较低，且 CH4 生成率也较低。

长度 多 态 性 （ T-ＲFLP） 和 变 性 梯 度 凝 胶 图 谱 技 术
（ DGGE） 是如今研究产甲烷菌群落结构和生物多样性

3

［14］
的主要分子生物学手段。如 Kotsyurbenko 等 采用 TＲFLP 图纹技术研究 pH 对北极西伯利亚泥沼中产甲烷

主要研究方法和技术

目前，对极地产甲烷菌进行分离、培养，主要
基于传统的厌氧微生物培养方法 。采用便携式采样
器采集样本（ 包括土壤，水样和沉积物） ，置于 4 ℃
且厌氧密封的无菌容器中 （ 如铝制盒或塑料袋等 ） ，

菌群落结构的影响，当 T-ＲFLP 为 185 bp 时，它代表
Methanosarcinaceae 家族成员； 当 T-ＲFLP 为 392 bp 时，
［30］
它代表 Methanomicrobiaceae 家族成员。Hj 等 通过
DGGE 图谱指纹技术分析温度对北极高纬度斯匹次卑

。 在实验室，制备好

尔根泥炭地产甲烷菌群落组成的影响，DGGE 图纹显
示，温度增加，DGGE 条带增多，表明产甲烷菌多样性

含有碳酸氢盐缓冲液的厌氧型基础培养基 （ 如 MSH
或 OCM） ，pH 调至 6． 8—8． 0，温度为 4—28 ℃ ，同

［22］
增加。Ganzert 等 采用 DGGE 图谱指纹技术分析北
冰洋拉普捷夫海冻土环境中产甲烷菌群落多样性，主

时向培养基中补充 H2 / CO2 （ 8∶ 2） 混合气体或者 N2 /
CO2 （ 7∶ 3） 混合气体，采用 Hungate 的培养技术对极

要是冻土垂直剖面和土壤层水平迁移中的群落变化和
［44-45］
分布情况。Chaudhary 等和 Galand 等
通过结合 T-

［13，
15，
35］
。
地产甲烷菌进行培养
，
此外 与传统生物学方法相比，对于极地产甲

ＲFLP 和 DGGE 技术对北极湖泊和沼泽中产甲烷菌群

［43］

运输到实验室 － 20 ℃ 保存

烷菌的研究技术主要集中在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应
用，如： 基于分子杂交技术的分子标记法，如荧光

落结构和多样性比较分析，与传统的培养技术相比，
更加灵敏、
高效和可靠。
3． 3

高通量测序技术

原位杂交 （ FISH） ； 基于 PCＲ 扩增技术的图谱指纹
法，如末端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 （ T-ＲFLP） ； 基于
DNA 序列测序的高通量法，如焦磷酸测序 （ Pyrose-

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极地产甲烷菌群落结构和生物多
［46］
样性等方面的研究。Allen 等 通过焦磷酸测序检测

quencing） 。其他理化技术，如基于特异性探针信号

在冻融过程中产甲烷菌群落组成及其生物多样性，并

检测的放射自显影技术等，目前的应用非常有限。
3． 1 分子杂交技术

分析温度变化对产甲烷菌群落结构和代谢活性的影
响，研究表明，Methanococcoides burtonii 通过基因重组

原位杂交技术是在研究 DNA 分子碱基互补配对
原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技术。主要包括荧光原

［18］
适应低温环境的改变。Stoeva 等 通过对北极冰川的
微生物群落结构分析，对其 16S rＲNA 序列比较和聚类

位杂交（ 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FISH） 和同位
［3］
素标记技术。Kotsyurbenko 等 采用 FISH 技术对北极

分析来获得不同样本产甲烷菌的群落结构和组成，主
Methanosaeta spp． 和 Meth要包括 Methanosarcina spp． 、

西伯利亚酸性泥沼中产甲烷菌数量和 CH4 排放量进行
分析，其产甲烷菌数量和 CH4 排放量随土壤深度的增

anoregula spp． 。而 Lipson 等［47］ 采用宏基因组测序的

［30］
加而增加。Olsen 等 采用 FISH 技术对北极酸性泥
炭中产甲烷菌群落结构进行调查分析，通过荧光强度

和荧光物的数量来反映样本中菌落数量的变化，高温
时荧光强度较高，产甲烷菌群落丰度也较高。Morozo-

随着高通量测序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日渐成熟，该

方法对北极不同深度的土壤层微生物代谢活动进行了
研究，其中活跃层（ ＜ 30 cm） 中 CH4 浓度较高。
3． 4 其他理化技术
目前，结合其他学科领域，一些基于物理和化学
相关原理的技术方法也被应用到极地产甲烷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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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如 Franzmann 等 通过免疫荧光抗原指纹技术和

免疫酶技术从南极埃斯湖中分离并鉴定出一种新型产
T
［33］
甲烷菌 Ace-2 。Purdy 等 采用放射自显影技术对南
极湖泊沉积物中产甲烷菌丰度和类群进行分析检测，
每个特异性探针标记代表一种产甲烷菌类群，从而通
过信号强弱可以检测出沉积物中产甲烷菌的种类和丰
度，研究发现，在南极西格尼岛和奥克尼群岛沉积物
中 分 布 有 Methanosaeta、Methanogenium、Methanococcoides、
Methanolobus，其中，Methanosaeta 丰度较高。另
［2］
外，Ｒivkina 等 通过气相色谱技术对北极苔原土壤中
CH4 排放量进行了分析，其浓度达到 40． 0 mL·kg － 1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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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仍有很多的研究要做。重点研究领域可以包括：
（ 1） 特殊生境产甲烷菌生物多样性研究。目前，
尚有大部分极地产甲烷菌属未被鉴定、
分离纯化和分
类，尤其对于北冰洋中心区的多年冰、
冰川底部、
海洋
陆架海底以及深海沉积物等极地特殊环境产甲烷菌更
是知之甚少，需要进一步深入开展研究。此外，据相
［35，
48］
，产甲烷菌可能存在于火星和土星生
关研究报道
态系统中，极地产甲烷菌是外空生物研究的候选菌之

一。因而，关于极地生境下更多未知产甲烷菌的发现，
或将为其他星体生命的探索提供必要的线索；
（ 2） 微观水平上对低温环境中 CH4 生成机理研

而 Koch 等 利用质谱技术对西伯利亚陆架冻土中
CH4 的浓度和含碳量进行了检测，在深度为 53—62 m

究。由于产甲烷菌存在于极地环境下几千年甚至几百
万年，并具备特殊适应机理，如研究显示嗜冷甲烷菌

－1
的沉积层中，CH4 浓度达到 284 nmol·g ，其含碳量
为 8． 7% 。

Methanosarcina SMA-21 能在 78． 5 ℃ 的环境存活［35］。
通过从遗传进化、
分子机制和代谢机制等方面研究极

4

地产甲烷菌，将有助于深入认识极地产甲烷菌的结构
和功能，尤其在 CH4 生成途径上的作用机理；

展望

目前，对于极地产甲烷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极
地沼泽、
湖泊、
湿地、
苔原和冻土等生境，对于冰川地区
有少量报道； 研究主要集中在极地产甲烷菌的丰度、
群
落结构和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的研究。总体而言，相关
的研究仍较为粗浅和有限，要深入了解极地产甲烷菌
生理生化特性以及在生态系统和碳循环中的
的类群、

（ 3） 产甲烷菌在全球环境中的作用及环境变化响
应研究。由于极地环境的快速变化、特别是北极变暖
以及西南极冰盖的消融，会影响极地产甲烷菌群落及
其 CH4 排放。因此，在极地环境变化背景下极地产甲
烷菌的潜在变化及其相关的甲烷产生和代谢是一个需
要长期关注和重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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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ＲOGＲESS OF POLAＲ METHANOGENIC COMMUNITY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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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thane is one of the principal greenhouse gases． The methanogenic community is an important group of microorganisms that has the capability of producing methane，which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carbon cycle． Studies of the methanogenic community in both the Arctic and the Antarctic have found ubiquitous distributions in habitats of wetlands，peatlands，lakes，tundra，permafrost，and the basal ice layer of glaciers． In this paper，the composition and diversity of the methanogenic community，its relationship with environmental change （ temperature，
nutrients，and pH） ，and the main analysis techniques used in its study are summarized，and the prospects for futur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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