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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国家自然科学奖提名项目公示 

一、 项目名称 

我国典型土壤中氨氧化微生物的生态学特征及其功能活性 

二、 提名者及提名意见 

提名者：中国科学院 

提名意见： 

该项目针对农业生产中氮肥利用率低下和氮素负面环境效应等问题，紧密

结合农业科学和土壤微生物学研究的国际前沿，围绕土壤微生物参与氮素生物

地球化学循环过程和机理，在土壤微生物定量方法发展和氨氧化微生物空间分

布格局、功能活性及应用方面取得了创新性成果。 

项目发展了针对氨氧化细菌和古菌功能基因的定量技术，定量表征了不同

土壤环境中存在高丰度的氨氧化古菌，且其对酸性土壤环境条件变化的响应比

氨氧化细菌更敏感，揭示了这两类功能微生物不同的生理生态特征；针对难以

通过 15N 基质对参与氮转化的微生物进行标记的难题，成功应用稳定性同位素

探针技术，证实了国际上有关氨氧化古菌具有类似古菌适应极端环境条件特征

的猜测，同时从微生物的营养类型和生理生化特征等方面揭示了酸性土壤硝化

作用的微生物学机制；利用微宇宙研究技术并结合野外长期观测样地，发现氨

氧化古菌对不同氮肥种类、土地利用方式、氮沉降等人类活动干扰的响应，发

现了潜在的生物指示物。 

该项目在土壤微生物参与氮素循环的作用机制以及方法学方面取得的重要

成果，推动并引领了我国氮循环过程的微生物学研究。项目的 8 篇代表性论文

总他引 1501 次，单篇论文 SCI 他引最高达 411 次，表明该研究工作得到国际同

行的广泛关注和认可。项目研究成果获得 2017 年度中国土壤学会科技奖一等奖。 

提名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奖 二  等奖。 

三、 项目简介 

项目属于地球科学领域。土壤微生物是土壤发生与发育的重要推动力，在

元素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中起着引擎作用。开展土壤微生物生态相关研究对开发

生物资源、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环境污染、维持生态服务功能及促进土壤

可持续利用等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近三十年来，基于 DNA/RNA 水平的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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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纹图谱和新一代测序技术的应用，极大地促进了土壤微生物生态学的发展，

为揭示土壤微生物多样性及其驱动的元素循环过程和机理提供了有效手段。该

项目针对农业生产中氮肥利用率低下和氮素负面环境效应突出等问题，围绕土

壤微生物参与氮素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和机理，以分子生物学技术为主要研

究手段，在氨氧化微生物的多样性分布特征、驱动因子、功能活性和对环境变

化的指示作用等方面取得了系列创新性成果，主要包括： 

（1）发现了不同土壤环境中存在高丰度的氨氧化古菌 

一百多年来，科学家认为土壤中进行氨氧化作用的微生物是氨氧化细菌，

直到 2006 年才在欧洲土壤中发现大量氨氧化古菌。该项目对不同土壤中氨氧化

古菌和氨氧化细菌的丰度及组成进行了对比研究，确认了我国典型土壤环境中

氨氧化古菌的丰度高于氨氧化细菌，酸性土壤中氨氧化古菌对长期施肥导致的

酸度变化响应更敏感，而碱性土壤中则是氨氧化细菌更敏感，揭示了这两类功

能微生物不同的生理生态特征，对进一步探索其功能作用提供了重要线索。 

（2）揭示了酸性土壤硝化作用发生的微生物学机制 

利用稳定性同位素标记实验，通过克服难以通过 15N 基质对参与氮转化的微

生物进行标记的难题，应用 13C 标记发现氨氧化古菌主要驱动酸性土壤氨氧化过

程，揭示了pH和氮水平是导致氨氧化古菌和氨氧化细菌生态位分化的主要因子，

阐释了酸性土壤硝化作用发生的微生物学机制。 

（3）表征了氨氧化微生物对人类活动干扰的响应及其指示作用 

基于 RNA 水平的研究，证实了氨氧化古菌是水稻土根际优势氨氧化微生物

类群，进一步对比分析了氨氧化古菌和氨氧化细菌对土地利用方式和氮输入等

农业管理方式的响应和生理生态特征，揭示了氨氧化微生物及其功能基因对土

壤环境质量变化的快速指示和反馈作用，为评价人类活动干扰对地下生态系统

的负面影响提供了参考依据。 

项目在国际顶级环境微生物学和土壤学期刊，包括 The ISME Journal，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Soil Biology and Biochemistry 等的刊物上发表了多

篇论文。8 篇代表性论文他引总次数 1501 次，其中 SCI 他引 1226 次，单篇论文

SCI他引最高达 411次。4篇代表性论文被Web of Science数据库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检索为过去 10 年内 highly cited papers。该项目研究成果获得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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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中国土壤学会科技奖一等奖。项目完成人贺纪正（2010 年）获国家基金委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张丽梅获优秀青年基金资助（2013 年）。 

四、 客观评价 

该项目系统分析了我国典型土壤中氨氧化微生物的分布格局和关键影响因

子，证实了古菌对土壤硝化作用的贡献，成功解析了酸性土壤硝化作用的发生

机制，对理解氮循环过程和机理具有重要的基础意义。国内外学术界对项目取

得的重要发现点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关注： 

土壤氨氧化微生物分布格局：比利时皇家科学和艺术学院院士、根特大学

的 Willy Verstraete 教授在其发表于 FEMS Microbiology Reviews 上的综述文章中

引用该项目代表性论文 1的结果达 20 余次（附件 9），例如其认为“He et al. (2007) 

also demonstrated higher ratios of archaeal to bacterial amoA gene copy numbers... ”

（He 等工作同样展示了相比细菌氨氧化基因拷贝数高丰度的土壤氨氧化古

菌...）。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华盛顿大学 David Stahl 教授团队在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上发表论文（附件 10），其中引用代表性论文 2 来证明“In agricultural 

soils, AOB population size and diversity appear strongly influenced by inorganic 

nitrogen addition”（氮肥是影响农业土壤氨氧化细菌群落和多样性的主要因子）。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 Eric Triplett 教授在其综述中引用代表性论文 3 的结果证明“... 

there are many other factors that were shown to have some impact on AOA 

community，These include altitude...”（海拔梯度也是影响氨氧化古菌分布的主要

影响因子之一）（附件 11）。 

酸性土壤硝化作用发生的微生物学机制：土壤硝化微生物研究权威专家、

英国皇家学会院士 James Prosser 教授在发表于 Trends in Microbiology 的综述文

章（附件 12）引用代表性论文 4 的结果指出“Stable isotope-probing (SIP) 

microcosm studies provide strong evidence for autotrophic growth of AOA in a 

neutral agricultural soil [47] and two acidic soils [13,48].”（同位素标记的微宇宙实

验工作对氨氧化古菌在中性和酸性土壤硝化作用中起主导作用提供了强而有力

的证据）。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环境化学专家 Nanthi Bolan 教授在 Advances in 

Agronomy 上发表的综述文章中引用了代表性论文 5 关于奇古菌耐受低 pH 和低

浓度氨的观点：“ ...the Thaumarchaeota, which are ubiquitous in soils, with 

potentially better adaption to low pH and lower NH3 requirements compar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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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B”（奇古菌广泛存在于土壤中，相比 AOB 更能适应低 pH 和低氨的生境）（附

件 13）。 

氨氧化微生物对人类活动干扰的响应：以色列希伯来大学 Edouard Jurkevitch

教授在 Plant and Soil 发表综述引用了代表性论文 6 的工作证明水稻土中氨氧化

古菌的重要性：“Another recent study put forward data showing that ammonia 

oxidizing archaea predominate in paddy soil”（另一个近期的研究工作提供数据证

明水稻土中占主导作用的氨氧化古菌）（附件 14）。瑞典农业科学大学的 Sara 

Hallin 教授在 Frontiers in Microbiology 上的综述中引用代表性论文 7 的结果建议

重新考虑以氨氧化微生物作为生物指示物：“...recent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AOA could play a role as indicator for certain environmental factors”（最近的研究发

现氨氧化古菌对环境指示因子起着重要作用）（附件 15）。荷兰皇家科学院硝化

作用权威专家 Hendrikus Laanbroek 教授团队在 Frontiers in Microbiology 上发表

的关于氮肥和温度对冰岛草地土壤氨氧化微生物影响的研究中引用代表性论文

8 的结果证明氨氧化古菌和氨氧化细菌的生态位分化特征，前者在一定的土壤环

境中受氮的影响较小：“...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mineral fertilizer does not alter AOA community structure or size and is of minor 

importance for AOA in soils”（前期的研究已经表明化学氮肥的施用对氨氧化古菌

群落结构和数量的影响是微小的）（附件 16）。 

研究成果发表后，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8 篇代表性论文

他引总次数 1501 次，其中 SCI 他引 1226 次，单篇最高 SCI 他引 411 次（附件

17）。土壤硝化微生物研究权威专家、英国皇家学会院士 James Prosser 教授在邀

请项目完成人撰写相关成果时评价代表性论文 1，2，6“这些发现对微生物生态

学领域有普遍的重要性”，以及“在世界范围内首次在水稻土中开展的相关工

作”。（“The findings are therefore of considerable generic importance in the field of 

microbial ecology”，“the study of the paddy soil ammonia oxidisers represents the 

first work in the field in the world”）（附件18）。代表性论文1发表后被Nature China 

选为研究亮点（附件 19），还被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公布的中国热点论文

榜评选为“2007-2011 年环境科学领域研究论文中获得引用数最多的中国学者论

文”（Top 10 的第 8）（附件 20）。代表性论文 1 和 6 在发表后两年内其引用率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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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匀位居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杂志同时期文章的前 25（附件 21 和 22）。

代表性论文 1、2、4、5 被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检索

为 10 年内 highly cited papers（附件 23）。该项目成果获得 2017 年度中国土壤学

会科技奖一等奖（附件 24）。该项目成员被邀请在第 20 届国际土壤学大会等重

要国际会议和研究机构作特邀报告（附件 25、26 和 27），还被 FEMS Microbiology 

Reviews、Advances in Agronomy、Frontiers in Microbiology 等多个国际刊物邀请

撰写相关综述（附件 28、29 和 30）。作为 FEMS Microbiology Ecology 客座编辑

主持出版一期中国主题专刊（附件 31），另外还作为主编之一主持出版地球科学

学科前沿丛书《土壤生物学前沿》（附件 32）。项目完成人还积极与英国和新西

兰等氮循环专家开展国际学术合作，并在《美国科学院院报》（附件 33），《自然

-地球科学》等著名国际刊物上发表学术成果（附件 34）。 

五、 代表性论文专著目录 

序

号 
论文专著名称 
刊名/ 作者 

影响因

子 

年 卷

页码 
（ xx
年 xx
卷 xx
页） 

发 表

时 间

（ 年

月 
日） 

通讯作

者（含

共同） 

第一

作者

（含

共

同） 

国 内 作

者 

SCI
他 引

次数 

他 引

总 次

数 

论 文 署

名 单 位

是 否 包

含 国 外

单位 

1 

Quantitative analyses of the 
abundance and composition of 
ammonia- oxidizing bacteria and 
ammonia- oxidizing archaea of a 
Chinese upland red soil under 
long-term fertilization practices/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He 
JZ, Shen JP, Zhang LM, Zhu YG, 
Zheng YM, Xu MG, Di HJ 

5.395 

2007
年 9
卷
2364
-237
4 

2007.7
.26 

Ji-zhen
g He 

Ji-zh
eng 
He,J
u-pei 
Shen
, 
Li-m
ei 
Zhan
g 

贺纪正，

沈菊培，

张丽梅，

朱永官，

郑袁明，

徐明岗 

411 505 是 

2 

Abundance and composition of 
ammonia-oxidizing bacteria and 
ammonia- oxidizing archaea 
communities of an alkaline sandy 
loam/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Shen JP, Zhang 
LM, Zhu YG, Zhang JB, He JZ 

5.395 

2008
年 10
卷
1601
-161
1 

2008.3
.11 

Yong-g
uan 
Zhu, 
Ji-zhen
g He 

Ju-p
ei 
Shen 

沈菊培，

张丽梅，

朱永官，

张佳宝，

贺纪正 
233 301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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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ltitude ammonia-oxidizing 
bacteria and archaea in soils of 
Mount Everest/ FEMS 
Microbiology Ecology /Zhang 
LM, Wang M, Prosser JI, Zheng 
YM, He JZ 

3.720 

2009
年 70
卷
208-
217 

2009.9
.23 

Ji-Zhen
g He 

Li-M
ei 
Zhan
g  

张丽梅，

旺姆， 
郑袁明，

贺纪正 

77 94 是 

4 

Ammonia-oxidizing archaea have 
more important role than 
ammonia-oxidizing bacteria in 
ammonia oxidation of strongly 
acidic soils/The ISME Journal/ 
Zhang LM, Hu HW, Shen JP, He 
JZ 

9.664 

2012
年 6
卷
1032
-104
5 

2011.1
2.1 

Ji-Zhen
g He 

Li-M
ei 
Zhan
g  

张丽梅，

胡行伟，

沈菊培，

贺纪正 

180 207 否 

5 

Current insights into the 
autotrophic thaumarchaeal 
ammonia oxidation in acidic 
soils/Soil Biology and 
Biochemistry/ He JZ, Hu HW, 
Zhang LM 

4.857 

2012
年 
55 卷
146-
154 

2012.6
.19 

Ji-Zhen
g He 

Ji-Zh
eng 
He 

贺纪正，

胡行伟，

张丽梅 
64 72 是 

6 

Ammonia-oxidizing archaea: 
important players in paddy 
rhizosphere soil?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 Chen XP, Zhu YG, 
Xia Y, Shen JP, He JZ 

5.395 

2008
年 10
卷
1978
-198
7 

2008.4
.21 

Yong-
Guan 
Zhu, 
Ji-Zhe
ng He 

Xue-
Ping 
Chen 

陈学萍，

朱永官，

夏月， 
沈菊培，

贺纪正 

185 232 否 

7 

Putative ammonia-oxidizing 
bacteria and archaea in an acidic 
red soil with different land 
utilization patterns/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Reports/Ying JY, 
Zhang LM, He JZ 

3.363 

2010
年 2
卷
304-
312 

2010.4
.1 

Ji-Zhen
g He 

Jiao-
Yan
Ying 

应娇妍，

张丽梅，

贺纪正 
49 58 否 

8 

Nitrogen loading levels affect 
abundance and composition of soil 
ammonia oxidizing prokaryotes in 
semiarid temperate grassland/ 
Journal of Soils and 
Sediments/Shen XY, Zhang LM, 
Shen JP, Li LH, Yuan CL, He JZ 

2.522 

2011
年 11
卷
1243
-125
2 

2011.5
.19 

Li-Mei 
Zhang
, 
Ji-Zhe
ng He 

Xin-
Yi 
Shen 

沈昕一，

张丽梅，

沈菊培，

李凌浩，

袁超磊，

贺纪正 

27 32 否 

合  计 1226 1501  

 

六、 主要完成人情况 

姓 名 贺纪正 排 名 第一 行政职务  技术职称 研究员 

工作单位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完成单位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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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项目的总体设计及负责人，对重要科学发现 1、2 和 3 做出了创造性贡

献，是代表性论文 1-8 的作者。1）解析了我国土壤氨氧化微生物分布特征，发现土壤中氨氧化

古菌的数量高于氨氧化细菌，且在酸性土壤中氨氧化古菌组成对土壤环境条件的变化比氨氧化

细菌更敏感，2）揭示了酸性土壤硝化作用发生的微生物学机制，3）表征了氨氧化微生物对人

类活动干扰的指示作用及其响应。证明材料为附件 1-8。 

姓 名 张丽梅 排 名 第二 行政职务 无 技术职称 研究员 

工作单位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完成单位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项目的主要完成人之一，对重要科学发现 1、2 和 3 做出了主要贡献，

是代表性论文：1，2，3，4，5，7，8 的作者。1）发现旱地土壤环境中广泛分布氨氧化古菌；2）

成功的将稳定性同位素标记技术用于证明氨氧化古菌在酸性土壤氨氧化过程中的主导地位；3）

揭示了氨氧化微生物对人类活动干扰的响应和指示作用，证明材料为附件 1，2，3，4，5，7 和

8。 

姓 名 沈菊培 排 名 第三 行政职务 无 技术职称 副研究员 

工作单位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完成单位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项目的主要完成人之一，对重要科学发现 2 和 3 做出了主要贡献，是

代表性论文： 1，2，4，6 和 8 的作者。1）发现了酸性土壤中氨氧化古菌组成对土壤环境条件

的变化比氨氧化细菌更敏感；2）揭示了碱性土壤中氨氧化古菌对氨氧化能力的贡献；3）揭示

了氨氧化微生物对人类活动干扰的响应。证明材料为附件 1，2，4，6 和 8。 

姓 名 胡行伟 排 名 第四 行政职务 无 技术职称 博士后 

工作单位 墨尔本大学 完成单位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项目的主要完成人之一，对重要科学发现 2 做出了主要贡献，是代表

性论文 4、5 的作者。成功将稳定性同位素标记技术应用土壤硝化微生物研究，并系统阐述了酸

性土壤硝化作用发生的微生物学机制。证明材料为附件 4 和 5。 

 

七、 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项目完成人贺纪正、张丽梅、沈菊培均为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城

市与区域国家重点实验室成员，已进行过多年的长期合作并合作发表多篇论文

（代表性论文 1、2、4 和 8）。胡行伟 2008 年至 2013 年师从贺纪正研究员，对

酸性土壤中氨氧化微生物参与硝化作用的机理及其生态学特征展开了博士研究

工作，工作期间共同合作发表多篇学术论文（代表性论文 4 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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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第一完成人贺纪正主要负责项目创新研究、研究方向和思路、组织项

目研究内容等工作。主要应用分子生物学方法定量表征了土壤氨氧化微生物分

布格局，揭示了微生物介导的氮循环过程，与本项目所有其他完成人都有合著

论文（合作关系情况汇总表）。项目第二完成人张丽梅参与了与氮循环过程相关

的所有课题的设计、技术指导、代表性论文的撰写，对揭示酸性土壤氨氧化过

程的微生物机理有重大贡献，与第一完成人有多项合作研究项目和合著论文。

项目第三完成人沈菊培主要发现农业旱地土壤中氨氧化古菌的数量及其在氨氧

化过程中的相对贡献，与第一完成人长期合作，并撰写有多篇合著论文。项目

第四完成人胡行伟主要负责酸性土壤中氨氧化微生物生理生化特征，并解析了

硝化作用的微生物机理,与第一完成人长期保持合作关系，并共同发表多篇论

文。 

八、 知情同意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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