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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研究了盐场海芽孢杆菌(Marinibacillus campisalis)与大洋铁锰结核的相互作用过程, 以及海
洋微生物在铁锰结核形成中的作用。实验选取从深海沉积物中分离培养的盐场海芽孢杆菌(Marinibacillus
campisalis)和大洋铁锰结核样品进行相互作用实验, 设置有菌组和无菌组, 培养过程中间隔取样分析。
运 用 X 射 线 荧 光 光 谱 (XRF) 分 析 测 定 大 洋 铁 锰 结 核 元 素 组 成 , 通 过 电 感 耦 合 等 离 子 体 发 射 光 谱
(ICP-OES)和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ICP-MS)测定反应过程中 Fe、Mn、Co、Ni、Cu 等离子浓度的变
化, 通过透射电镜(TEM)、扫描电镜(SEM)和能谱仪(EDS)观察并分析微生物表面情况, 利用 X 射线衍
射(XRD)分析手段测定铁锰结核矿物组成的变化。实验进行 1 天内细菌处于对数生长期, 有菌组的 Fe、
Mn 等离子浓度增加; 2—7 天内细菌处于稳定期, Fe、Mn 等离子浓度有一定程度降低, 但总体浓度均大
于无菌组的离子浓度, 金属离子被吸附在菌体表面, 新形成了简单的含 Fe 化合物和矿物; 实验结束后,
XRD 分析结果显示样品的矿物含量, 如菱铁矿、赤铁矿和针铁矿等有轻微程度的增加。研究表明盐场
海芽孢杆菌(Marinibacillus campisalis)能够促进释放铁锰结核中的 Fe、Mn 等元素, 同时对释放出的金
属离子又有富集作用, 并能够诱导新矿物的形成。本研究为深入了解铁锰结核的生物成因提供了新的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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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铁锰结核富含铁、锰、铜、钴和镍等多种

源划分为上覆海水来源的水成型、沉积物间隙水来

金属元素, 是一种水下固体矿产资源, 广泛分布在

源的成岩型和海底热液喷发物质来源的热液型等成

世界各大洋底部, 亦称之为多金属结核、锰团块、锰

因类型 [5]。有研究认为铁锰结核的形成中起主导作用
的应为生物源物质, 海洋中大量的微生物能够促进

矿球和锰瘤等 [1]。铁锰结核中的主要矿物是水羟锰矿
和非晶态的水羟铁矿, 钴、镍、铜等金属元素主要赋

许多化学变化与成岩作用, 而浮游生物是 Cu、Ni、

存在锰氧化物中[2]。大洋铁锰结核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

Co 等微量元素的有效载体, 有利于铁锰结核的生长

根据 Mero 估计铁锰结核储量约超过 3 万亿吨, 太平洋
的克拉里昂和克里伯顿断裂带之间的区域是最具有开
采价值的富矿区, 铁锰结核远景储量达 150 亿吨[3]。
对于铁锰结核的成因, 至今仍未取得比较一致
的看法。早期的观念认为, 铁锰结核是由氧化作用和
胶体化学作用使 Mn 和 Fe 等元素从底层水和沉积物
间隙水中积聚形成, 在最低含氧层下方, 先形成的
铁锰水合氧化物胶体从水中吸附钴、镍等微量金属
元素, 然后在基岩上不断积累进而形成铁锰结核。该
机制得到了胶体化学的实验证明, 同时还得到微量
元素、稀土元素、结构构造以及微体化石的佐证 [4]。
铁锰结核的物质成分是多源的, 可因成矿物质的来
36

和富集 [6]。有孔虫、放射虫、硅藻等生物吸附海水中
的金属元素, 当这些有机体的残骸下沉时也将这些
元素带到海底, 其体内吸附的多种金属元素释放出
来, 对铁锰结核形成能起到重要的作用。随后一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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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认为微生物在铁锰结核的形成过程中可能起着重
要的作用, 因此大致形成了两种观点: 其一是微生
物成因观点, 即认为在微生物群的作用下形成了铁
锰结核; 其二是化学成因观点, 认为是海底(局部)富
多金属的热液或富多金属的流体沉淀形成。还有一
[7]

些学者提出了生物与生物-化学二元形成机制 。

1
1.1

材料与方法
实验材料
实验用盐场海芽孢杆菌(Marinibacillus campis-

alis)由本研究组分离自东海大陆架沉积物的表层样
品(表层 1 cm, 水深 81.13 m), 菌株 16s RNA 基因序

近年来的研究趋势开始重视微生物的生命活动

列 (GenBank No: KP307823)与 其亲缘菌 株 Marini-

在铁锰结核形成中的作用, 微生物与矿物具有相辅

bacillus campisalis strain C0010 的 16s RNA 基因序

相成的作用, 矿物能够为微生物提供代谢活动所需

列(GenBank No: GU947875)相似性为 99.2%。Mari-

的电子受体及能源、微营养, 微生物参与金属元素的

nibacillus campisalis 是革兰氏阳性杆菌, 大小约 1.5~

迁移、转化、富集与成矿, 能通过生命代谢活动将岩

3.0 μm, 生 长 温度在 4℃~39℃ [16] 。将 冻存于–80℃

[8]

石矿物中的重金属富集成矿 。微生物对几乎所有类
型的岩石和矿物都有破坏分解作用, 可以通过产生

冰箱中的菌种接种到培养基中, 活化后摇床 120 r/min、

如 Bacillus 类细菌在生长过程中可以从长石等矿物

25℃培养 1 天。选用培养基组成为: 人工海水(24.32 g/L
NaCl, 10.98 g/L MgCl2·6H2O, 4.06 g/L Na2SO4,
0.20 g/L NaHCO3, 0.027 g/L H3BO3, 0.10 g/L KBr,
0.69 g/L KCl, 1.14 g/L CaCl2)加入 5 g/L 蛋白胨, 1 g/L

中释放出 Na、K、Ca、Si 等元素 [10]。微生物的细胞

酵母提取物, pH 调节至 7.25。

有机酸、胞外多聚物、铁载体等多种方式来溶蚀矿
物, 进而释放出 K、Si、Fe 和 Mg 等矿质元素 [9], 例

[11]

, 本研究组前

实验用铁锰结核样品大小约在 3 厘米左右, 外

期的研究工作阐明了在较长时间的吸附过程中, 水

表呈黑色圆球状、瘤状, 剖面特点为外层黑色壳体包

溶液中溶解的金属元素可以被吸附到微生物表面并

裹内部沉积物(图 1)。样品于 2014 年“科学号”考

壁能够为矿物的沉淀提供成核位置

[12-15]

。微生物具备富集金属元素

察船采自西太平洋东菲律宾海, 水深约 4 092 m。剥

并形成矿物的能力, 因此研究海洋微生物对铁锰结

离铁锰结核样品外层黑色部分, 用玛瑙研钵研磨, 选

核的作用对于了解铁锰结核的生物成因极为重要。

取 65 目的样品粉末, 水洗后 60℃烘干, 并在 121℃下

通过分析对比前期从多个不同区域海洋沉积物样品

灭菌 30 min 备用。

富集形成金属矿物

中分离培养的微生物, 选取分离自东海大陆架沉积
物的盐场海芽孢杆菌(Marinibacillus campisalis)为试
验菌株。盐场海芽孢杆菌(Marinibacillus campisalis)
在海洋中广泛存在且易于培养, 此种属细菌在海洋
沉积物样品的微生物群落结构中所占比例较大。本文
从该菌种入手, 考察普通的海洋细菌和铁锰结核的相
互作用效果, 研究海洋微生物对大洋铁锰结核中 Fe、

考虑到对后续元素测定的影响, 反应体系采用
人 工 海 水 (24.32 g/L NaCl, 10.98 g/L MgCl2·6H2O,
4.06 g/L Na2SO4, 0.20 g/L NaHCO3, 0.027 g/L H3BO3,
0.10 g/L KBr, 0.69 g/L KCl, 1.14 g/L CaCl2), pH 调节
至 8.32。

1.2

实验方法

Mn、Co、Ni、Cu 元素的释放以及对铁锰结核矿物组

采用 500 mL 锥形瓶, 每瓶加入 350 mL 人工海水,

成的影响, 以期为深入理解微生物与铁锰结核相互作

在 121℃下灭菌 30 min 备用。离心管收集预先培养好

用过程及铁锰结核生物成因等提供科学依据。

的细菌(4 000 r/min 离心 10 min), 用灭菌后的 0.1 mol/L

Fig. 1

图 1 铁锰结核形貌
Morphological features of the ferromanganese nod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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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Cl 溶液水洗 3 次后加入灭菌的人工海水中, 测定

取培养液 4 000 r/min 离心 10min 后去除上清液, 用

反应体系的菌密度, 加入菌液的设为有菌组, 同时

超纯水反复清洗菌液 3 遍后, 吸取少量菌液滴到硅

未加入菌液的设为无菌组。随后在无菌操作台中向

片上, 于 45℃烘干, 固定于电镜样品台上, 喷金, 扫

有菌组和无菌组中分别加入 3 g 事先处理好的铁锰

描电镜进行观察, 工作电压 15 kV。

结核粉末, 在摇床 120 r/min、25℃条件下培养 21 天。

大洋铁锰结核和 Marinibacillus campisalis 相互

反应过程中在不同的时间点间隔取样, 测定反应体

作用 21 天后, 收集铁锰结核矿物粉末(4 000 r/min 离

系中离子浓度变化和 pH 值变化, 并观察不同时间微

心 10 min), 60℃烘干干燥后运用 X 射线衍射(X-ray

生物表面矿物形成情况, 测定铁锰结核和 Mariniba-

Diffraction, XRD Bruker D-8)分析铁锰结核的矿物

cillus campisalis 相互作用 21 天后铁锰结核矿物组成

组成。

的变化。

1.3

2

测试方法
采用 UV-5500PC 型分光光度计测定 Mariniba-

cillus campisalis 的 OD600, 绘制生长曲线。通过 X 射
线荧光光谱(X-ray Fluorescence, XRF)分析(德国布鲁
克公司 SB Tiger 波长型)测定铁锰结核样品的主要元
素组成。
反应过程中在不同时间点间隔取样, 用移液枪

2.1

结果与分析
铁锰结核元素组成
铁锰结核核心和壳层的元素含量差别较大, 核

心中的 Fe、Mn 、Co 、Ni、Cu 含量较低, 主要成
分为 SiO2、Al2O3 及少量的钙镁氧化物。而 Fe、Mn、
Co、Ni、Cu 等金属元素含量大约 96%~98%分布在
壳层中 [1]。实验用铁锰结核全岩样品与外层黑色样品

吸取液体, 离心后收集上清液, 通过 0.22 μm 聚四氟

的元素组成见表 1。铁锰结核外层黑色部分 Fe、Mn、

乙烯滤膜过滤, 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Optical Emission Spectrometer, ICP-OES, PerkinElmer 公司, Optima 7300DV)

全岩样品中含量的 2 倍, Na、K、Cl、S 等元素含量
比较低, 可以看出铁锰结核外层黑色部分富集大量

和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Fe、Mn 等金属元素, 因此选取铁锰结核外层黑色样

mass spectrometry, ICP-MS, Thermo Fisher 公司, ICAP-

品用于实验。

QC)测定反应体系中的 Fe、Mn、Co、Ni、Cu 等总离

2.2

子浓度。对每个样品进行了三次重复测定, Fe、Mn、

Ti、Ni、Co、Pb、Ce 等金属元素含量较高, 大约是

Co、Ni、Cu 离子浓度测定的相对标准偏差分别约为
3%、1%、1%、2%、2%。由于 Fe、Mn、Co、Ni、
Cu 是铁锰结核外层壳体成分中最主要的几种元素,
因此, 可以通过分析溶出离子浓度的变化, 探讨
Marinibacillus campisalis 在大洋铁锰结核形成或分
解过程中的作用。
采用透射电镜(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TEM, Hitachi 公司, HT7700)观察未加入结核粉末时
的菌体形态, 观察加入结核粉末反应 1 天后和 4 天后

盐场海芽孢杆菌(Marinibacillus campisalis)生长曲线
由于细菌浓度与吸光度成正比, 因此可利用吸

光度来测定菌液浓度, 绘制其生长曲线(图 2)。由图
2 可知, Marinibacillus campisalis 在 12—24 h 处于对
数生长期, 此时细胞数迅速增长, 酶系活跃、代谢旺
盛, 最适宜接种至反应体系。24 h 后, 细菌逐步进入
稳定期, 代谢产物累积, 生长速率逐渐降低。

2.3

pH 值变化
pH 值是培养液性质的重要指标之一。
在 120 r/min、

微生物表面的矿物形成情况。取培养液 4 000 r/min

25℃反应条件下, 通过不同时间点间隔取样, 测定

离心 10min 后去除上清液, 用超纯水反复清洗菌液 3

了实验过程中有菌组和无菌组反应体系的 pH 值变

遍后, 吸取少量菌液滴到铜网上, 待干燥后采用透

化(图 3)。由图 3 可以看出, 有菌组和无菌组反应体

射电镜进行观察。

系的 pH 值均稳定在 7.5~8.0 且差别不大, 推测反应

采 用 扫 描 电 镜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过程中没有有机酸的释放。在反应进行 1 天内, 两种

SEM, Hitachi 公司, S-4800 型)观察及能谱仪(Energy

条件的 pH 值均有轻微程度的降低, 推测由于铁锰结

Dispersive Spectrometer, EDS)分析原始铁锰结核粉

核溶出各种金属离子, 金属离子的水解作用导致反

末, 观察并分析反应过程中微生物表面形成的矿物。

应体系 pH 值有一定程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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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大洋铁锰结核样品的元素组成 (单位: ppm)
Tab. 1 The elemental composition of the ferromanganese nodules
样品

Si

Fe

Al

Ca

Mg

Na

K

全岩样品

222 926.7

116 900

47 858.8

18 071.4

9 360

30 345.2

21 989.4

80 969.3

壳层样品

194 180

202 440

24 122.4

30 773.4

9 120

8 904

5 808.6

104 174.6
Pb

Mn

样品

Cl

S

Ti

P

Ni

Co

Ba

全岩样品

6 010.3

820.7

7 298.1

2 297.5

1 523.9

1 245.9

1 019

壳层样品

132

229.1

10 483.9

4 431.9

2 117.8

2 125.4

321

1 277.7

样品

Ce

Sr

Cu

V

Zr

Zn

As

Nd

全岩样品

663.7

646

1 062.5

415.8

358

356.4

219.1

168.9

壳层样品

1 285.3

1 098

1 285.3

764.2

541

496.8

489.6

445.9

样品

La

Mo

Y

Cr

W

Nb

Th

Sb

全岩样品

174.3

159.3

104.9

53.6

37.6

29.5

18.5

4.6

壳层样品

321

297

160.6

83

67.2

45.6

42.1

样品

Hf

Cd

Bi

Rb

Sc

Ga

U

Br

全岩样品

10.7

8.9

9.4

35.7

11.7

6.7

0.8

15.2

壳层样品

14.8

15.4

8.4

7.2

4.5

2.7

0.1

0

671.8

12

元素的总离子浓度大于无菌组的浓度, 有菌组 Fe、
Mn、Ni 元素的总离子浓度在 1 天内大幅增加后又降
低, 2—7 天内的离子浓度相较于 1 天内又有一定程度
降低, 但仍高于无菌组的浓度。结合图 2 中盐场海芽
孢杆菌(Marinibacillus campisalis)的生长曲线可知, 1
天内是 Marinibacillus campisalis 的对数生长期, 此
时细菌量迅速增加, 细菌活性较强, 可能对铁锰结
Fig. 2

图 2 盐场海芽孢杆菌生长曲线
Growth curve of Marinibacillus campisalis

核中 Fe、Mn、Ni 等元素的释放有一定程度促进作用;
2—7 天内细菌处于稳定期, 对铁锰结核元素的释放
能力有所减弱, 此外细菌又对反应体系中的金属离
子有富集作用, 能够使金属离子被吸附固定到细菌
表面 [12-15], 因而可能导致 Fe、Mn、Ni 总离子浓度在
反应 1 天后有所降低, 但总体趋势仍高于无菌组。在
有菌组的反应体系中, Cu 元素的总离子浓度高于无
菌条件且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 表明盐场海芽孢杆
菌(Marinibacillus campisalis)对结核中 Cu 元素的溶

Fig. 3

2.4

图 3 反应溶液 pH 值变化曲线
Changes in pH value in the culture solution

解释放作用强于吸附固定作用。Co 元素的总离子浓
度在两种条件下的差别不大, 表明盐场海芽孢杆菌
(Marinibacillus campisalis)促进 Co 元素释放的作用
较弱。

主要离子浓度的变化
测试了 Marinibacillus campisalis 和铁锰结核相

2.5

透射电镜观察

互作用 7 天内, 有菌组以及无菌组中 Fe、Mn、Co、

运用透射电镜对盐场海芽孢杆菌(Marinibacillus

Ni、Cu 等元素总离子浓度变化。由图 4 可以看出, 在

campisalis)的菌体形态进行观察, 盐场海芽孢杆菌

Marinibacillus campisalis 的作用下 Fe、Mn、Ni、Cu

(Marinibacillus campisalis)的大小约在 1~2 μm, 呈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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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

图 4 反应溶液中 Fe(a)、Mn(b)、Ni(c)、Cu(d)、Co(e)浓度变化
Concentrations of Fe(a), Mn(b), Ni(c), Cu(d), and Co(e) in the culture solutions

圆杆状, 有鞭毛(图 5a, 5b)。对有菌组反应 1 天后和 4

元素组成, 并检测了实验过程中菌体表面颗粒物的

天后进行取样, 透射电镜观察微生物表面矿物形成

元素组成, 与原始铁锰结核矿物成分进行对比。图

情况的变化。图 5c、d 是反应 1 天后不同位置观察

6A、a 分别是铁锰结核矿物的 SEM 和 EDS 结果, 可

到的菌体形态, 与图 5 a、b 对比可以看到, 正常培养

以看到原始的铁锰结核粉末形状较规整, 颗粒较大,

的细菌表面没有其他物质存在, 而加入铁锰结核粉

在 100 μm 左右, 接近之前研磨过筛的尺寸, 元素组

末反应 1 天后, 可以看到在细菌表面吸附聚集了很

成较复杂, Fe、Mn 含量较高, 约在 20%左右, 并且含

多非常微小的颗粒物质, 大小约 0.1 μm, 并且有的

有 Ti、Co、Ni、Cu 等微量金属元素。图 6B、b 和图

颗粒物嵌入了细菌表面。图 5e、f 是反应 4 天后不同

6C、c 是菌体表面颗粒物的 SEM 和 EDS 结果, 图 6B、

位置观察的菌体形态, 与图 5 c、d 对比, 可以看到细

b 中颗粒物大小约在 1 μm 左右, 元素组成较简单,

菌表面嵌入的颗粒变大, 约 0.5 μm, 并且没有观察

Fe 含量 3.83%, 未测得 Mn 以及其他微量金属元素。

到反应 1 天后观察到的微小颗粒。在微生物表面观
察到的这些微小颗粒, 可能是由于细菌的细胞表面
含有大量带负电荷的官能团, 能够吸附反应体系中
的金属阳离子, 从而在细胞表面形成含金属离子的
微小颗粒 [12, 14]。

2.6

图 6C、c 中颗粒物大小约在 2 μm 左右, 元素组成
较简单, Fe 含量 9.87%, Mn 含量 5.06%, 未测得其
他微量金属元素。微生物在溶解矿物的同时, 能够
诱导形成新的矿物 [17] , 微生物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
和丰富的电荷 [18], 能够从周围环境中吸附和富集金
属离子, 又可以利用其细胞壁作为矿物成核结晶的

扫描电镜观察及能谱分析

模板 [19] , 形成菌体-矿物复合体, 当细胞最终死亡时,

为了鉴定微生物表面颗粒物的成分, 运用扫描

菌体的形态保持良好, 菌体便形成了新形成的矿物的

电镜能谱(SEM-EDS)分析了粉末状铁锰结核的矿物

核心[10]。由于菌体表面的颗粒物和原始的铁锰结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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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成分差别较大, 推测颗粒物是通过微生物成矿

含 Fe 化合物, 如图 6B、b 所示; 随着反应时间的

作用形成的, 反应过程中盐场海芽孢杆菌(Mariniba-

增 长 , 细菌继续吸附富集金属离子, 颗粒物逐渐增

cillus campisalis)促进铁锰结核溶解释放出金属离子,

大, 形成了新的矿物, Fe、Mn 含量增加, 如图 6C、c

随后金属离子又被吸附在菌体表面, 形成了简单的

所示。

Fig. 5

图 5 微生物表面形态
Morphology of the microbial surface

注: a, b: 微生物的形态; c, d: 反应 1 天后的形态; e, f: 反应 4 天后的形态

2.7

反应前后铁锰结核矿物 XRD 分析

矿(FeCO3)衍射特征主峰强度由 34 增加为 57, 赤铁

在 Marinibacillus campisalis 与铁锰结核外层矿

矿(Fe2O3)衍射特征主峰强度由 31 增加为 52, 针铁矿

物相互作用 21 天后, 运用 X 射线衍射手段分析反应

(α-Fe2O3)衍射特征主峰强度由 64 增加为 83。结合反

前后铁锰结核矿物组成的变化。在中性或碱性条件

应体系中总离子浓度变化和菌体表面形成的矿物结

[20]

。本实验在中性偏

果, 通过 Marinibacillus campisalis 的成矿作用, 形成

碱性条件下进行, 由图 7 可以看出, 剥离的铁锰结核

了新的含 Fe 化合物和含 Fe、Mn 的矿物颗粒, 因此

外层粉末经过 Marinibacillus campisalis 的作用, 菱

在 XRD 结果中铁矿物有轻微程度的增加。由于实验

铁矿、赤铁矿和针铁矿等有轻微程度的增加。菱铁

选用的铁锰结核样品中铁锰矿物初始含量较高,

下铁离子能够缓慢生成针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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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6

图 6 微生物表面矿物 SEM/EDS 分析
SEM and EDS analysis of microbial surface minerals

注: A: 铁锰结核粉末的 SEM 图; B、C: 微生物表面矿物的 SEM 图; a、b、c: A、B、C 中红色方框处的 EDS 谱图

Fig.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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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有菌组和无菌组矿物的 XRD 图
XRD patterns of minerals in blank and microbial action
海洋科学 / 2020 年 / 第 44 卷 / 第 1 期

而且反应体系中微生物量相对较少, 影响了微生物

(Marinibacillus campisalis)能够促进铁锰结核中 Fe、

的作用效果, 因此可能导致了 XRD 结果中没有体现

Mn、Cu 等元素的释放, 对 Cu 元素的吸附固定作用

出明显的矿物含量变化。Marinibacillus campisalis

较弱, 没有新形成的含铜矿物, 但是能够对 Fe、Mn

同 样 促 进 了 Cu 的 释 放 , 但 是 由 于 Marinibacillus

产生富集作用, 吸附金属离子到细菌表面, 从而在

campisalis 对结核中 Cu 元素的溶解释放作用强于吸

细胞表面形成简单的含 Fe 化合物和含 Fe、Mn 的矿

附固定作用, 总离子浓度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 在

物颗粒, 最终铁锰结核粉末中的菱铁矿、赤铁矿和针

EDS 和 XRD 结果中亦没有体现出含铜矿物的变化。

铁矿等有轻微程度的增加。因此推测在海洋微生物

3

的作用下, 如此次实验选用的盐场海芽孢杆菌

讨论

(Marinibacillus campisalis), 能够促进铁锰等元素的

微生物能够促进矿物的溶解或形成, 许多微生

成矿, 在较长时间的相互作用过程中, 海水中的金

物通过催化或以其他方式控制矿物形成或溶解, 对

属离子能够在海洋微生物的作用下被吸附固定形成

矿物产生重大影响

[21]

。微生物能够通过产生有机酸、

胞外多聚物、铁载体等方式来溶蚀矿物, 进而促进矿
[9]

物中矿质元素的释放 。此外, 微生物可以通过将金
属阳离子结合到细胞膜的带负电基团上来促进金属

金属矿物, 进而可能对大洋铁锰结核的形成有一定
程度的促进作用。

4

结论

矿物在其细胞表面的积累, 结合的金属离子随后可

本文详细研究了盐场海芽孢杆菌(Marinibacillus

以与阴离子反应以形成不溶性盐, 在足量的阳离子

campisalis)与大洋铁锰结核粉末状样品的相互作用

和阴离子的情况下, 细胞表面的金属盐形成矿物,

过程, 分析了海洋微生物对大洋铁锰结核矿物组成及

阴离子可能是细菌代谢的产物, 也可能具有非生物

其主要金属元素迁移过程的影响, 初步探究了可能存

起源。当细胞最终死亡时, 菌体便形成了新形成的矿

在的海洋微生物诱导矿化机制。表明海洋微生物对大

物的核心[10]。已有大量微生物诱导形成铁矿物或锰矿

洋铁锰结核中铁锰元素的成矿有重要作用, 海洋微生

物的研究将海洋锰结核的起源与细菌活动联系起来,

物的诱导成矿可能能够促进大洋铁锰结核的形成。

认为锰氧化细菌能够参与海洋锰结核的形成, 而且在

参考文献:

海洋锰元素的循环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2-24]

。锰氧

化菌参与海洋锰结核的形成有三类方式 [10]: 一类通

[1]

过将氧化锰与细胞表面结合, 然后通过细胞聚集引
发结核形成; 一类通过将海水中游离态的锰离子与
细胞表面结合并氧化形成结核 [25]; 一类通过对锰铁
氧化物或某些黏土矿物中的锰进行氧化, 这类锰氧

[2]

化菌能够从氧化过程中获得能量。这种作用机制直
接解释了锰氧化菌影响结核生长。已有较多与微生
物诱导锰矿化相关的研究成果, 如芽孢杆菌属细菌
能够促进菱锰矿的形成和沉淀 [26] 。此外有些微生物
能够将弱结晶的铁氧化物还原为离子态 Fe(II)或者
含 Fe(II)矿物, 已报道的有磁铁矿、菱铁矿等 [27-29],

[3]
[4]

微生物可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自然界含 Fe 矿物的迁
移、富集、转化和沉淀, 并直接影响生物地球化学循
环 [30-31] 。有研究认为微生物对大洋沉积物中铁、锰
的转移及沉析起极大作用, 远大于单纯的化学沉积

[5]

作用, 能够加速铁锰结核的形成 [32]。通过相互作用过
程中反应体系的 pH 值变化、总离子浓度变化、微生
物表面矿物形成情况变化以及反应前后的铁锰结核
矿物组成多方面的综合分析, 盐场海芽孢杆菌

[6]

张云, 管永诗, 田玉珍. 大洋锰结核资源的研究现状[J].
矿产保护与利用, 2000, (6): 39-42.
Zhang Yun, Guan Yongshi, Tian Yuzhen. Current status
of studies on the oceanic manganese nodule[J].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 2000, (6):
39-42.
徐兆凯. 东菲律宾海铁锰结壳(核)成因与古海洋环境
响应[D]. 青岛: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2007.
Xu Zhaokai. Origin and Paleoceanographic Environments Response of Ferromanganese Crusts (Nodules)
in the East Philippine Sea[D]. Qingdao: Institute of
Ocea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07.
Mero, John L. The Mineral Resources of the Sea[M].
New York: Elsevier, 1965.
Glasby G P, Stuben D, Jeschke G, et al. A model for the
formation of hydrothermal manganese crusts from the
Pitcairn Island hotspot[J].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1997, 61(61): 4583-4597.
周 怀 阳 . 深 海 海 底 铁 锰 结 核 的 秘 密 [J]. 自 然 杂 志 ,
2015, 37(6): 397-404.
Zhou Huaiyang. Metallogenetic mystery of deep sea
ferromanganese nodules[J]. Chinese Journal of Nature,
2015, 37(6): 397-404.
王海峰, 刘永刚, 朱克超. 中太平洋海盆多金属结核
分布及其与 CC 区中国多金属结核开辟区多金属结核

Marine Sciences / Vol. 44, No. 1 / 2020

43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44

特征对比[J]. 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 2015, 35(2):
73-79.
Wang Haifeng, Liu Yonggang, Zhu Kechao. Polymetallic nodules distribution in the central pacific basin
and comparison with nodules in China pioneer area, CC
Zone[J]. Marine geology and quaternary geology, 2015,
35(2): 73-79.
韩喜球, 沈华悌, 陈建林, 等. 太平洋多金属结核的
生物成因与生物-化学二元成矿机制初探[J]. 中国科
学: 地球科学, 1997, 27(4): 349-353.
Han Xiqiu, Shen Huadi, Chen Jianlin, et al. Biogenic
and bio chemical two element metallogenic mechanism
of polymetallic nodules in the Pacific Ocean[J]. Science
in China (Series D), 1997, 27(4): 349-353.
李文均, 蒋宏忱. 地质微生物学: 一门新兴的交叉学
科[J]. 微生物学报, 2018, 58(4): 521-523.
Li Wenjun, Jiang Hongchen. Geomicrobiology: a new
interdisciplinary subject[J]. Acta Microbiologica Sinica,
2018, 58(4): 521-523.
Baker M, Lalonde S, Konhauser K, et al. Role of extracellular polymeric substances in the surface chemical
reactivity of Hymenobacter aerophilus, a psychrotolerant bacterium[J]. Applied &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2010, 76(1): 102-109.
Ehrlich H. Geomicrobiology: its significance for geology[J]. Earth-Science Reviews, 1998, 45(1–2): 45-60.
谢先德, 张刚生. 微生物-矿物相互作用之环境意义
的研究[J]. 岩石矿物学杂志, 2001, 20(4): 382-386.
Xie Xiande, Zhang Gangsheng. Environmental Significanc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inerals and Microbes[J].
Acta Petrologica et Mineralogic, 2001, 20(4): 382-386.
Jiang M, Ohnuki T, Kozai N, et al. Biological nanomineralization of Ce phosphate by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J]. Chemical Geology, 2010, 277(1): 61-69.
Jiang M, Ohnuki T, Utsunomiya S. Biomineralization
of middle rare earth element samarium in yeast and
bacteria systems[J]. Geomicrobiology, 2018, 1-10.
Jiang M, Ohnuki T, Tanaka K, et al. Post-adsorption
process of Yb phosphate nano-particle formation by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J].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2012, 93: 30-46.
Ohnuki T, Jiang M, Sakamoto F, et al. Sorption of trivalent cerium by a mixture of microbial cells and manganese oxides: Effect of microbial cells on the oxidation of trivalent cerium[J].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2015, 163: 1-13.
Yoon J, Kim I, Schumann P, et al. Marinibacillus campisalis sp. nov., a moderate halophile isolated from a
marine solar saltern in Korea, with emended description of
the genus Marinibacillu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ystematic & Evolutionary Microbiology, 2004, 54(4):
1317-1321.
黄智, 何琳燕, 黄静, 等. 硅酸盐矿物分解细菌 Bacillus
globisporus Q12 与云母矿物相互作用的研究[J]. 矿
物岩石地球化学通报, 2011, 30(3): 286-291.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Huang Zhi, He Linyan, Huang Jing, et al. Interaction
Between Silicate-Dissolving Bacillus globisporus Q12
and Mica Minerals[J]. Bulletin of Mineralogy, Petrology
and Geochemistry, 2011, 30(3): 286-291.
Banfield J, Zhang H. Nanoparticles in the environment[J]. Reviews in Mineralogy & Geochemistry, 2001,
44(1): 1-58.
Kashefi K, Loviley D. Reduction of Fe(III), Mn(IV),
and toxic metals at 100 degrees C by Pyrobaculum islandicum[J]. Applied and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2000, 66(3): 1050-1056.
王恩德, 王丹丽, 王毅. 铁矿物形成过程中的细菌作
用研究[J]. 岩石矿物学杂志, 2001, 20(4): 414-418.
Wang Ende, Wang Danli, Wang Yi. A Study on the Role
of Bacterial Action in the Formation of Iron Minerals[J].
Acta Petrologica et Mineralogic, 2001, 20(4): 414-418.
Ehrlich H. How microbes influence mineral growth and
dissolution[J]. Chemical Geology, 1996, 132(1-4): 5-9.
Rosson R, Nealson K. Manganese binding and oxidation by spores of a marine bacillus[J]. Journal of
Bacteriology, 1982, 151(2): 1027-1034.
Larock P, Ehrlich H. Observations of bacterial microcolonies on the surface of ferromanganese nodules
from blake plateau by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J].
Microbial Ecology, 1975, 2(1): 84-96.
Gutteridge S, Tanner S, Bray R. The molybdenum centre of native xanthine oxidase. Evidence for proton
transfer from substrates to the centre and for existence
of an anion-binding site[J]. Biochemical Journal, 1978,
175(3): 869-878.
Kepkay P, Burdige D, Nealson K. Kinetics of bacterial
manganese binding and oxidation in the chemostat[J].
Geomicrobiology Journal, 1984, 3(3): 245-262.
陈笑夜, 陆现彩, 刘欢, 等.菱锰矿的微生物矿化实
验 研 究 [J]. 南 京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 2013, 49(6):
673-680.
Chen Xiaoye, Lu Xiancai, Liu Huan, et al. Experimental
study on microbial mineralization of rhodochrosite[J].
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s), 2013,
49(6): 673-680.
Salas E C, Berelson W M, Hammond D E, et al. The
impact of bacterial strain on the products of dissimilatory iron reduction[J].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2010, 74(2): 574-583.
Roh Y, Zhang C L, Vali H, et al. Biogeochemical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Fe biomineralization: Magnetite and siderite formation[J]. Clays and Clay Minerals,
2003, 51(1): 83-95.
Dong H L, Fredrickson J K, Kennedy D W, et al. Mineral transformations associated with the microbial reduction of magnetite[J].Chemical Geology, 2000,
169(3/4): 299-318.
Melton E D, Swanner E D, Behrens S, et al. The interplay of microbially mediated and abiotic reactions in
the biogeochemical Fe cycle[J]. Nature Reviews Mi-

海洋科学 / 2020 年 / 第 44 卷 / 第 1 期

crobiology, 2014, 12(12): 797-808.
[31] Konhauser K O, Kappler A, Roden E E. Iron in microbial metabolisms[J]. Elements, 2011, 7(2): 89-93.

[32] 阎葆瑞. 微生物成矿学[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0.
Yan Baorui. Microbial Metallogeny[M]. Beijing: The
Science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Interaction between Marinibacillus campisalis and oceanic
ferromanganese nod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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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to analyz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arinibacillus campisalis and oceanic ferromanganese nodules and the effect of marine microorganisms on the formation of ferromanganese nodules. M.
campisalis was isolated from deep sea sediments, and samples of oceanic ferromanganese nodules were selected for
the interaction experiment. Bacterial and sterile groups were set up, and the samples were analyzed at intervals
during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The elemental composition of the ferromanganese nodules was determined by X-ray
fluorescence spectrometry (XRF). The concentrations of Fe, Mn, Co, Ni, and Cu in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were
measured by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optical emission spectrometry (ICP-OES) and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mass spectrometry (ICP-MS). The formation of minerals on the surface of microorganisms was observed and analyzed by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TEM),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SEM), and energy dispersive
spectroscopy (EDS). Changes in the mineral composition of the ferromanganese nodules were determined by X-ray
diffraction (XRD). The first day was the logarithmic growth period of microorganisms, during which the concentrations of Fe and Mn in the bacterial group increased. Within 2–7 days, the growth rate of microorganisms became
stable, and Fe and Mn concentrations in the bacterial group decreased; however, the overall concentration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sterile conditions. Metal ions were adsorbed on the surface of microorganisms, and simple
Fe-containing compounds and minerals were formed. XRD analysis demonstrated that the contents of iron minerals,
such as siderite, hematite, and goethite, increased after the experiment. Therefore, M. campisalis promoted the release of Fe, Mn, and other elements in the ferromanganese nodules, enriched the released metal ions, and induced
the formation of new minerals. This study provides a novel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the biogenesis of ferromanganese nodules.
(本文编辑: 丛培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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