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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素、果胶、褐藻多糖等海藻多糖是一类

重要的细菌营养源，也是海洋食物网的主要成

分，是驱动海洋表面和有机碳等深海物质能量循

环的重要因素。拟杆菌被认为是藻类多糖的主

要降解者，在海洋碳元素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7 月初，《环境微生物》期刊发表了中国科学

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孙超岷课题组关于深海冷

泉拟杆菌可通过降解藻类多糖促进深海营养和

碳循环的最新研究成果。

深海微生物是如何在物质能量代谢和碳元

素生物地球循环中发生作用的？深海冷泉拟杆

菌降解藻类多糖的机制是什么？除了降解藻类

多糖，深海冷泉拟杆菌如何在促进深海营养循环

中发挥作用？

7 月 12 日，带着这些疑问，科技日报记者采

访了孙超岷课题组。

“全球初级生物质净产量的大约一半来自海

洋，主要是由小型海洋浮游植物贡献的。”孙超岷

说，海洋浮游植物只占全球植物生物量的 1%，但

却完成了全球一半的光合作用。

孙 超 岷 课 题 组 研 究 认 为 ，二 氧 化 碳 进 入

海水体系后，浮游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海

水中的二氧化碳进而生长繁殖，将其由无机

碳转化为生物体内的有机碳。作为初级生物

质，复合碳水化合物是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

中微生物的普遍能量来源，它们大多以多糖

的形式存在。

多糖是细胞壁和细胞内能量储存化合物的

结构成分，是深海碳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海藻

中将近 50%的成分都是多糖。大量含有各种多

糖的藻类植物和动物残骸会从上层海洋沉降下

来直至深海底部。孙超岷解释，在沉积过程中，

部分颗粒有机碳经上层微生物的分解又转化为

水中的有机碳，进入海洋再循环，大部分则被沉

积埋藏在深海里，为深海沉积物中的多糖降解微

生物提供了重要的有机碳源。

“这些沉积在海洋深层地下的复杂多糖大多

是难以降解的多糖，例如果胶、纤维素和半纤维

素。”孙超岷说，因此，微生物介导的多糖降解是

海洋碳循环中的一个重要过程。

多糖是深海碳循环重要组成部分

拟杆菌被认为是多糖的主要降解者，它们广

泛地分布于人类肠道、近岸海域、海洋沉积物和

其他环境中。

以往研究者推测，拟杆菌的多糖降解能力，

可能来源于其中的一种独特的多糖降解机制，即

在它们的基因组中含有大量的多糖利用位点

（PULs，polysaccharide utilization loci）。

“在大部分拟杆菌门成员的基因组中，碳水

化合物降解酶排列在 PULs的基因簇中。第一个

含有淀粉利用系统（Sus）的 PUL是在人类肠道细

菌多形拟杆菌中发现的，而 Sus操纵子被认为是

多糖降解所必需。”孙超岷说，在这个操纵子中，

蛋白因子转运蛋白和碳水化合物结合蛋白的同

源物必不可少，被认为是 PUL 的标志物。PULs

中含有许多编码碳水化合物酶的基因。

这些 PULs还包含一个编码表面多糖结合蛋

白和一个转运蛋白的串联基因。孙超岷认为，在

它们共同作用下，多糖最初结合到外膜蛋白上，

并被胞外碳水化合物酶切割成寡糖，寡糖通过外

膜转运蛋白从外膜转运到周质中。在周质中，寡

糖受到保护，免受其他细菌的利用，并进一步降

解为单糖，然后由特异的转运蛋白运输并穿过细

胞质膜进入细胞质被利用。

拟杆菌降解不同多糖的机制已经在人类肠

道中进行了研究，孙超岷说，另有研究表明，人类

肠道细菌可以从海洋细菌中获得编码碳水化合

物酶的基因，这可能是人类肠道微生物碳水化合

物酶多样性的一个原因。

“拟杆菌门是继变形菌门和蓝细菌门之后最

丰富的海洋细菌群，是藻类衍生碳水化合物最重

要的分解者，积极驱动海洋碳和营养循环。然而

之前深海拟杆菌的纯培养物很少。因此我们需

要获得深海拟杆菌的纯培养物，来进一步研究它

们在深海碳元素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中所起的

作用。”孙超岷说。

深海冷泉中富含硫化氢、甲烷、其他碳氢化

合物和含有各种多糖的动物残骸，在这些极端条

件的驱动下，冷泉环境中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微生

物群落，其中包含多种多样的古菌和细菌。

“因此，研究深海冷泉中拟杆菌降解多糖的

拟杆菌被认为是多糖主要降解者

研究认为，微生物可以通过固定或者释放

CO、CO2、CH4以及对各种有机碳的降解与转化

作用, 直接控制全球碳源的转换和碳形态的转

化，进而影响氮、硫、磷等其他元素的生物地球化

学循环。孙超岷介绍，微生物驱动的深海碳循环

是各元素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核心部分，主要包

括碳固定、碳降解、甲烷循环及其他碳循环途径

等，其中有机碳的降解是促进全球碳循环的重要

途径。

相应地，孙超岷课题组还发现纤维素不仅可

以促进拟杆菌的糖类和氨基酸代谢，还可以促进

其尿素循环和甲烷代谢。“因此，多糖可能是深海

沉积物中多糖降解细菌的主要营养来源，这些异

养微生物降解多糖是深海碳循环的一个关键过

程。”孙超岷说。

浒苔是一类绿藻，而浒苔绿潮在我国黄海已

连续爆发多年，成为严重的海洋生态灾害。

从 2008年 6月中旬开始，大量浒苔从黄海中

部海域漂移至青岛附近海域，而今年浒苔的爆发

量更是达到了近年来的一个新顶点。孙超岷说，

考虑到浒苔是一类飘浮型藻类以及海洋的开放

性环境，要想采用诸如除草剂之类的药物防治浒

苔难度极大。

“除了从根本上改善水质，从源头上减少浒

苔的生物量，还要积极发展浒苔的高值化利用。

鉴于浒苔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我们将尝试用

分离到的拟杆菌去降解浒苔多糖，以期产生有抗

菌、抗肿瘤等特殊生物学功能的寡糖衍生物，并

开发相应的多糖降解工具酶，从而将浒苔变废为

宝。”孙超岷说。

将藻类变废为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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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孙超岷说，在本研究中，他们

团队首先通过扩增子测序分析了深海冷泉中拟杆

菌的丰度，发现与其他环境中类似，拟杆菌是深海

表层沉积物的主要类群。拟杆菌门中的细菌编码

碳水化合物酶的基因数量明显高于变形菌门和绿

弯菌门中的细菌，表明拟杆菌门是碳水化合物降

解甚至深海冷泉环境中碳循环的主要参与者。

许多拟杆菌已经从普通环境中分离出来，然

而很少有从深海环境中获得的纯培养物。

“我们将深海沉积物样品接种到添加各种多

糖的基础培养基中，并在 28℃恒温培养箱中厌

氧富集一个月，然后将富集的样品转接到含有固

体培养基的厌氧管中，挑选并培养具有不同形态

的单个菌落。”孙超岷说，不出所料，大多数培养

的菌落被鉴定为拟杆菌，其中菌株 WC007 被鉴

定为一个新物种。这种策略在将来可能有助于

从其他环境中分离拟杆菌。为了深入了解菌株

WC007 降解多糖的能力和机制，研究团队对菌

株 WC007基因组进行了 PULs的预测和注释，发

现基因组中存在大量多糖降解利用位点，之后利

用基因组学、转录组学和代谢组学深入研究了菌

株 WC007对纤维素的降解和利用机制。

“海藻多糖是一种重要的细菌营养源和海洋

食物网的主要构成部分，也是海洋表面和深海碳

循环的关键因素。”孙超岷说，鉴于海藻多糖在海

洋碳循环中的重要性，他们团队推测容易降解的

多糖被海洋表面的需氧微生物利用，然后这些难

降解的多糖聚集形成颗粒碎屑，从透光表面向深

海沉积物中沉降。一旦碳水化合物衍生的颗粒

到达深海底部，像菌株 WC007 这样的高效多糖

降解菌会首先通过外膜转运蛋白识别胞外多糖

或寡糖，然后通过位于细胞质膜上的特定蛋白复

合物提供能量，将这些降解物（如寡糖）吸收到周

质中。然后，激活并释放碳水化合物酶，将寡糖

切割成单糖和二糖，之后将其运输到细胞质中进

行代谢和产生能量，以促进细菌生长。同时，一

些裂解产物可以供其他细菌吸收利用，这可以极

大地促进深层生物圈中的碳和营养元素循环。

科技日报讯（记者金凤 通讯员朱琳 杨芳）7月19日，记者从南京工业

大学获悉，该校材料化学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化工学院王军教授课题组联

袂浙江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合成自成型含铁丝光沸石吸附剂，破解了沸石

分子筛碳捕集痛点，二氧化碳吸附量创新高，可以更精准地吸附二氧化碳，且

性能不受水汽影响。近日，该成果在线刊发于国际著名期刊《科学》上。

沸石作为一种经典的吸附材料，已经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气体吸附

分离等众多领域，具有适用范围广、成本低、操作简单、循环复用便捷等诸

多优点，因而在碳捕集领域备受青睐。

不过，长期以来，沸石等吸附剂在碳捕集中存在吸附容量不高、气体

分离比低、不耐水汽、脱附再生能耗高、粘结剂成型后性能下降等问题，影

响着它们的使用效率。长期以来，课题组成员一直致力于研究一种新的

沸石材料，试图解决这些技术痛点。

“我们逐渐探索形成一种独特的‘酸水解’路径合成方法。这种工艺创

制的含铁丝光沸石吸附剂较之以前有两大突破，一是变原来的粉状为高机

械强度块状，省却了后续成型工艺，具有典型绿色化工特点；二是独特的孔

道结构实现了高效碳捕集。”论文第一作者、南京工业大学教授周瑜说。

他介绍，团队采用“酸水解”的合成路径，经过千百次反复优化，并进

行性能测试和结构解析后，得到了一种孔口更小的沸石材料。“二氧化碳

直径为 0.33纳米，我们的沸石吸附剂孔口尺寸是 0.33—0.34纳米，一来可

以让二氧化碳进入吸附材料，二来也能阻止甲烷等分子进入，如此一来，

这个孔口就成了二氧化碳专属的‘捕集孔’，吸附更精准。”周瑜说。

实验显示，团队合成的含铁丝光沸石吸附剂在 25摄氏度、1个大气压

条件下，每立方厘米可以吸附 219立方厘米二氧化碳，是迄今报道的最高

值。同等条件下，用于工业的 13X 沸石吸附剂，每立方厘米吸附 156立方

厘米二氧化碳。更重要的是，含铁丝光沸石吸附材料对氩气、氮气、甲烷

等表现出良好的筛分能力，其分离比 13X沸石吸附剂高出多个数量级。

此外，在分离过程中，气体中若有水汽，有的吸附剂会遇水不稳

定。大部分吸附剂亲水，故而分离性能受水汽干扰严重，常常需要先干

燥再吸附。而课题组合成的吸附剂，分离性能不受水汽干扰，且循环使

用效果较好。

“就能耗而言，13X 沸石吸附剂在分离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混合气时，

回收 1公斤二氧化碳需要消耗 0.97兆焦能量，而我们的吸附剂每吸附 1公

斤二氧化碳仅需消耗 0.7兆焦能量。”论文的通讯作者、南京工业大学教授

王军说，在纯度相同的情况下，课题组合成的吸附剂对二氧化碳的回收率

大于 95%，甲烷的回收率能从 61.9%提升到 96.9%。

周瑜表示，这一研究是碳捕集领域的重大突破，具有实际应用潜力，

开拓了杂原子沸石分子筛在气体吸附分离领域的新应用。

“碳捕获是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实现分离回收和综合利用的有效途

径，对于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周瑜说，此项研究成果

可应用于发电厂燃烧后的二氧化碳捕集、天然气净化、沼气纯化等方面。

“酸水解”合成路径

一网打尽沸石吸附剂碳捕集痛点

科技日报讯（通讯员衣晓峰 记者李丽云）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

蔓延，居家办公、远程学习得到了进一步的普及。针对网络学习等，专注

力一直是被密切关注的热点。如何实现对学习者在学习、培训、开会过程

中专注力的综合监测，进而对其学习培训、开会专注状态等做出客观有效

的评估，已在教育界、心理学界、医学界等领域受到高度瞩目。

针对这一问题，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孙金玮教授，生

物体传感技术团队博士曹天傲，以及副教授刘丹、王启松等人打造了一套

基于多元生理信息的专注状态评价系统。

目前，从学术研究角度看，专注状态监测系统评价存在方法过于主

观、采集信号单一、相关设备体积较大、便携性差、费电且各个模块分立、

集成性弱等问题。孙金玮团队另辟蹊径，打造了一套基于多元生理信息

的专注状态评价系统。他们首先针对传统式多通道脑电采集设备的体积

与内部模块分立的局限性，设计了微型化、可穿戴的多生理信号采集节

点，基于单通道脑电信号模拟采集前端、九轴加速度采集芯片和反射式血

氧采集模块，实现了对脑电信号、姿态信号和血氧信号的同步采集与实时

显示，便于被试者与操作人员的同步观测。

在此基础上，对于无线体域网中信息传输的带宽与功耗限制，孙金玮

科研团队设计了基于无线射频 WiFi的数据传输组网方式，可满足分析精

度的信号高速通信。他们在实验室环境下开展了专注状态诱发实验，建

立了以反应时间和正确率进行回归分析拟合的专注力客观评价指标。利

用预处理后的各类生理数据，提取了多种特征，并依据与评价基准的相关

性进行了专注状态评价性能的验证。实验表明，进行专注状态分类的准

确率最高可达 77.1%，实现了对专注状态的有效评价。

与此同时，孙金玮团队还成功研制了包含脑电信号、身体姿态信号、

血氧浓度信号的多元生理信号检测设备，可对学习者坐姿的头部状态变

化开展三维模拟与在线分析，并基于所采集的生理信号进行实时的脑力

专注力的分析评估。摒弃了传统采集设备体积庞大、不易佩戴的弊端，展

现出了小型化、智能化、可穿戴及稳定、高效、实用性强等特点，推动了多

元生理参数检测技术的实用化发展，对教育教学方案的改进与提高具有

反馈意义。

假装聚精会神学习？

脑电评价系统让你露出马脚

日前，在“青藏高原地气间水热交换立体综

合观测研究平台”启动仪式上，中国科学院青藏

高原研究所马耀明研究员讲述了数十年艰难科

研探索之路，也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地球最高处地

气作用过程的“最优解”图景。

“第三极”，改变全球天气气候

被称为“世界屋脊”“第三极”的青藏高原，平

均高度可达对流层中层的高度，独特而复杂的地

形特征使得其上强大的动力和热力作用影响着

东亚气候格局、亚洲季风进程和北半球大气环

流，是影响我国天气和气候事件的关键区，也是

全球气候变化最为敏感的地带之一。

为什么研究高原地气间相互作用过程？“大

气在经过青藏高原隆起的巨大地形时，会产生动

力和热力作用，地表与大气间的水热交换将水加

热蒸发，使大气对流形势发生变化，就会形成云，

发生降水。”马耀明解释道，而高原对周边气候的

影响是从冷高原的表面到近地面层，再到大气边

界层，逐步到自由大气层，所以研究高原表面与

近地面层、大气边界层的水热交换过程和交换规

律是非常重要的。

如何正确认识青藏高原复杂地表区域上的

水热交换规律？马耀明解释道，研究需要综合

借助四种方法。一是在各种不同下垫面上建立

地气相互作用综合观测台站，通过观测试验取

得资料进行分析，得到不同下垫面上、不同地

形条件下的水热交换规律，然后再通过类似瓷

砖拼贴的方法，就可以得到整个高原区域上的

水热交换规律；二是结合试验资料与卫星遥感

资料，通过参数化方案或模型得到整个高原区

域水热交换规律；三是结合试验资料与数值模

式系统，模拟得到整个高原区域水热交换规

律；四是将以上所取得的资料通过陆面资料同

化系统进行分析，得到整个高原区域水热交换

规律。

建台站，布网探测世界高地

“科学观测试验是关键。”马耀明反复强调。

针对青藏高原综合观测研究站点缺乏这一

短板，1989 年起，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地

气作用与气候效应团队建立了覆盖高寒草甸、高

寒荒漠戈壁、高寒荒漠草原等高原典型下垫面天

气气候关键敏感区的观测站，并对青藏高原不同

下垫面大气边界层、土壤水热变化以及地—气间

能量水分交换规律等进行长期观测研究。

在此基础上，马耀明等研究人员发布了全球

首套由长期气象梯度观测、四分量辐射观测、土

壤水热特征观测以及大气湍流特征观测构成的

高时间分辨率青藏高原地—气相互作用综合观

测数据集。

经过三十余年的艰苦努力，团队在青藏高原

上建立和完善了青藏高原水热交换综合立体观

测研究网络体系，基本建成了第三极地区多圈层

地气相互作用过程数据库。“在第二次青藏科考

项目的大力支持下，在青藏高原主体共新建了

11座大气边界层廓线塔站观测系统、9套微波辐

射计组网观测系统和 10 套风吹雪组网观测系

统。”马耀明说，加之高原上已有的大气边界层廓

线塔站组网观测系统、涡动协方差通量组网观测

系统以及土壤温、湿度组网监测系统，成功组建

了青藏高原地气间水热交换立体综合观测研究

平台。

立体化，实现综合集成观测

通过地平面上的测风雷达、微波辐射仪等设

备，地上 500 米处的低空无人机、地上 1000 米处

的系留艇、地上到高空 10000 米处的无线电探空

仪等设备，地上 10000 米处的遥感飞机，以及地

上 300千米处的专业卫星……据介绍，最新组建

的青藏高原地气间水热交换立体综合观测平台

涵盖了青藏高原的各种地形地貌，可实现青藏高

原近地层和对流层多要素、全天候的综合集成观

测，为区域及其周边地区天气监测与预报、灾害

性天气预警及气候环境预测等提供综合观测数

据和决策依据。

7 月 15 日，第二次青藏科考“地气相互作用

及其气候效应”专题分队从兰州集合出发，青藏

高原地气间水热交换立体综合观测平台也正式

启动。以青藏高原各种地形和地貌状况下的水

热交换规律为考察核心，专题分队目前已在国内

外 8个台站上完成了 3次地气相互作用及其气候

效应立体综合加强观测试验。

“此次科考将是首次利用地气间水热交换立

体综合观测平台、无人机多光谱影像、机载涡动

湍流通量观测平台、卫星遥感相结合方式的综

合、立体观测。”马耀明说，生成的实景三维模型，

可帮助研究人员准确掌握各种复杂地貌特征下

的综合信息资料。

在地球之巅 探求高原地气作用过程“最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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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肠道中的这些微生物你肠道中的这些微生物
竟与深海碳循环有关竟与深海碳循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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