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园14，33（11）:2077-2083

2014 年 11 月

农 业 环 境 科 学 学 报

允燥怎则灶葬造 燥枣 粤早则燥鄄耘灶增蚤则燥灶皂藻灶贼 杂糟蚤藻灶糟藻

硝化抑制剂的微生物抑制机理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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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硝化作用是导致我国农业氮肥利用率低以及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的主要原因，且对温室气体氧化亚氮（N2O）的排放具有

显著影响。硝化抑制剂可通过选择性抑制土壤硝化微生物的活动，有效减缓土壤中铵态氮向硝态氮的转化，是农业生产中常用的提
高氮肥利用率和减少硝化作用负面效应的一种有效管理方式。近年来，分子生态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人们可以从分子水平上认识

和研究硝化作用及抑制机理。本文综合论述了农业生产中常用的硝化抑制剂（双氰胺、3,4-甲基吡唑磷酸盐、2-氯-6-三氯甲基吡啶

和乙炔等）的作用机理和特征，特别是不同抑制剂对氨氧化细菌和氨氧化古菌的影响差异，同时总结了利用硝化抑制剂（双氰胺、乙
炔和烯丙基硫脲等）在硝化作用及其相关功能微生物研究中所取得的重要进展，以期为深刻认识和理解土壤硝化作用和硝化抑制
剂作用机理，合理利用硝化抑制剂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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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itrification in terrestrial ecosystem could cause many environmental issues, including low efficiency of N fertilizers, nitrate leach原
ing to surface water and groundwater and nitrous oxide（N2O）emissions. By inhibiting specifically the growth and activity of nitrifiers in

soils, nitrification inhibitors can allevi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monium to nitrate and are therefore widely used as an effective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practice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N fertilizers and to reduce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nitrification.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main progresses in characteristics and action mechanisms of major nitrification inhibitors commonly used in agriculture, such as dicyandi原

amide（DCD）, 3,4-dimethylpyrazole phosphate（DMPP）, nitrapyrin and acetylene, on soil microbes, especially key functional microbes（e.g.

ammonia-oxidizing bacteria, AOB, and ammonia-oxidizing archaea, AOA）. In addition, applications of nitrification inhibitors in the study of

nitrification mechanisms and microbial functions were briefly summ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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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氮循环是生命元素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重
要组成部分，主要由固氮作用、氨化作用、硝化作用和

（N2O）等的排放、土壤酸化及次生盐渍化等问题也都

反硝化作用组成，其中硝化作用是铵态氮在微生物的

硝化抑制剂通过选择性抑制土壤硝化微生物的

密切相关。

作用下经氨氧化和亚硝酸盐氧化两步反应转化为硝

活动，可有效减缓土壤中铵态氮向硝态氮的转化，

酸盐的过程，在土壤生态系统中普遍发生。硝化作用
的产物硝酸盐（NO3-）在土壤中易迁移和淋溶，是导致

是农业生产中常用的提高氮肥利用率和减少硝化作
用负面效应的一种有效的管理方式。硝化抑制剂种类

我国农业氮肥利用率低下以及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

多样，主要有氰胺类、含氮杂环化合物、含硫化合物、

[1]

的主要原因 。此外，
硝化作用与温室气体如氧化亚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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烃类及其衍生物四大类，其中农业生产中常用的包括
双氰胺（Dicyandiamide，DCD）、3，4-甲基吡唑磷酸盐

4-dimethylpyrazole phosphate，
DMPP）、2-氯-6-三
（3，
氯甲基吡啶（Nitrapyrin）和乙炔（C2H2）等。有关硝化抑

制剂的种类、筛选和应用效果等已有较多的综述 [2-4]。
近年来，随着分子生态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农业科学

研究中的应用，
使得人们可以从分子水平认识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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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化过程及其抑制机理。本文对常用硝化抑制剂的特
征及其在农业和科学研究中的应用进行了简要综述，

对无机氮的转化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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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般认为异养微生物对
硝化作用的贡献较少。目前也发现氨氧化古菌
Nitrososphaera viennensis 在富积培养条件下能够进行

并重点论述了不同硝化抑制剂对氨氧化细菌和氨氧
以期为深刻理解和认识
化古菌的作用效果及其机理，

自养和异养混合型生长[15]，但目前对生态系统中氨氧

硝化抑制剂的作用机理，并为硝化抑制剂的开发、筛

化古菌的异养硝化潜能如何仍不清楚。

选和应用提供指导依据。

因此，
目前对硝化抑制剂的筛选主要是依据其对
氨氧化细菌和氨氧化古菌 AMO 的影响和作用来进

1

参与硝化作用的主要微生物

硝化作用的第一个反应步骤——
—氨氧化作用，是
硝化作用的限速反应步骤，也是硝化抑制剂作用的靶
向环节。过去研究一直认为氨氧化作用主要由化能自
养的细菌（Ammonia-oxidizing bacteria，AOB）所催化。
但自 2004 年以来，通过宏基因组学和富集培养等的
研究发现，
古菌域中的微生物也具有催化氨氧化作用
的能力，是一些土壤中硝化作用的主要驱动者，这类
微生物被称为氨氧化古菌 （Ammonia-oxidizing ar原

chaea，AOA）[5-7]。AOB 和 AOA 都含有催化氨氧化进行

—氨单加氧酶（Ammonia monooxygenase，
的关键酶——
AMO）。AMO 是一种活性位点上含有 Cu 的单加氧酶，

底物范围非常广泛，除氨外，甲烷、苯、甲硫醚等 40 多
种化合物均可作为 AMO 的氧化底物[2]。AOA 和 AOB

的 AMO 并 不 完 全 相 同 ，AOB 的 AMO 是 由 amoC、
amoA 和 amoB 3 个亚基组成的三聚体膜结合蛋白 [8]，

其 中 amoA 亚 基 含 有 该 酶 的 活 性 位 点 ， 可 催 化 氨
（NH3）氧化成羟胺（NH2OH），羟胺再经由羟胺氧化还

原 酶（Hydroxylamine oxidoreductase, HAO）作 用 生 成
NO2- ；而 AOA 的 AMO 基因中并不一定同时含有编码

amoA、
amoB 和 amoC 3 个亚基的基因，但含有编码
amoA 亚基的基因 [5]，说明 AOA 和 AOB 二者的 AMO

此外，在 AOA 中检测不到HAO
氨基酸序列可能不同，
基因，同时 AOA 也缺少编码细胞色素 c 的基因 [9-10]，
而细胞色素 c 对 AOB 氨氧化过程中的电子传递具有
表明 AOA 与 AOB 的氨氧化过程可能存在
重要意义，
着差异。这些分子水平上的差异可能是导致两类氨氧
化微生物对不同类型的硝化抑制剂出现不同响应的
主要原因。
除了上述专性化能自养型氨氧化细菌和古菌外，
许多异养微生物如微藻类、放线菌、真菌和细菌等也
可进行异养硝化作用。如在纯培养条件下，异氧硝化
微生物 Thiosphaera pantotropha 的硝化速率最高可达

行的。

2 常用硝化抑制剂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及其
微生物抑制机理
目前农业中常用的硝化抑制剂包括双氰胺
3，4-甲基吡唑磷酸盐（DMPP）、2-氯-6-三氯
（DCD）、
甲基吡啶（Nitrapyrin）、乙炔等，均具有成本低、效率
高、
安全方便和对环境影响小的特点。农业中通常将
硝化抑制剂与肥料混包生产或与氮肥（如尿素、硫酸
铵等）同时施用，对提高土壤氮肥肥效、减少硝酸盐淋
溶损失、降低温室气体尤其是氮氧化物的排放、提高
作用产量等方面具有显著成效。
2.1 DCD

DCD 是氰胺类硝化抑制剂的典型代表，其硝化

不易挥发，且容易加入肥料
抑制效果显著，
价格低廉，
生产线，因此在国内外农业生产中得到广泛应用。早
期研究认为，DCD 结构中的功能团 C以N 可与细菌呼
吸酶中的巯基或重金属基团发生反应，抑制氨氧化细
菌呼吸作用中的电子转移和干扰细胞色素氧化酶功
能，
从而抑制硝化作用[16]。但进一步研究发现，DCD 对

细胞色素氧化酶和微生物呼吸作用没有显著影响，其
对硝化作用的抑制作用主要是因为 DCD 结构中含有

与 NH3 结构相似的氨基（-NH2）和亚氨基（=NH），可
使 DCD 以底物竞争的形式干扰氨氧化微生物对底物

的利用，从而抑制硝化作用（图 1）[17-18]。
大量田间应用研究表明，DCD 可显著抑制土壤

硝化作用，减少 NO3- 的淋溶及 N2O 的排放。如 Zaman
等 [19]研究发现，施用 7~10 kg·hm-2 DCD 后，春季和秋
季土壤中 NO3- 的淋溶损失分别降低 10%~26%和 55%

~57%，N2O 排放量降低 47%和 37%~53%。此外，Lin原

quist 等[20]发现，施用 10~30 kg·hm-2 DCD 不仅使土壤

N2O 释放量减少了 20%~40%，土壤 CH4 释放量也减

93.9 nmol NH·
。但在自然生态系统
3 min ·mg 蛋白

少了 12%~25%。对土壤微宇宙培养进行的研究发现，
施用 50 mg·kg -1 的 DCD 可显著抑制不同类型土壤，

含水率较高的土壤中硝酸盐主要来自异养微生物

硝化作用，并显著抑制氨氧化古菌或氨氧化细菌的数

-1

-1

[11]

中，仅发现在一些硝化作用较弱的酸性森林土壤或

包括我国南方酸性红壤、新西兰高氮草地土壤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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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7，21]。但 Monaghan 等[22]却发现 10 kg·hm-2 DCD 对新西
兰冬季牧场土壤中 NO3- 的淋溶没有显著影响，他们认

尿土壤中，1 kg·hm-2 DMPP 和 10 kg·hm-2 DCD 可使土
壤 NO 3- 淋 溶 从 628.6 kg NO 3- -N·hm -2 分 别 降 低 至

为这可能是因为 DCD 施用时间不当或大量矿化氮素

400.6、451.5 kg NO 3- -N·hm -2，5 kg·hm -2 DMPP 和 10
kg·hm-2 DCD 可使土壤N2O 释放量从 1.14 kg N2O-N·

滞留在更深层土壤而未随排水系统排出。Dai 等[23]也发
现，
向放牧农场土壤中同时施入尿素（50 kg N·hm-2）和

hm-2 分别降低至 0.43、0.39 kg N2O-N·hm-2。同时，施

DCD 10 kg·hm-2 并不能抑制土壤硝化作用，且 DCD 对

氨氧化古菌和细菌的数量和群落组成也无显著影响。
除了
导致这些案例中 DCD 抑制效果出现差异的原因，
土壤 pH 和土壤类型等理化
土壤含水量、
有机质含量、

因素的影响外，更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不同土壤中优
势氨氧化菌群对 DCD 的敏感性和要求的剂量不一致。

如对实验室富集培养菌株的研究发现，当培养液中
DCD 浓度为 100 滋mol·L-1 时，氨氧化细菌 Nitrosospira

multiformis 的硝化作用即被完全抑制 [16]；而 1 mmol·
L -1 DCD 对氨氧化古菌 Nitrosotalea de vanaterra 培养
当 DCD 浓度为
体系中 NO2- 累积的抑制效率仅为 33%，
-1
5 mmol·L 时才可完全抑制其中 NO2 的累积[24]。这些结
果表明，
不同氨氧化微生物对 DCD 的抗性和耐性存在
明显差异，由于不同土壤中氨氧化微生物的优势类群
DCD 在不同土壤中表现出的作用效果也不同。
不同，
2.2 DMPP

DMPP 迁移性较低，不易与土壤 NH 分离，通常
与氮肥或粪肥同时施用。目前关于 DMPP 对硝化作用
+
4

抑制机理的研究较少，
尚无定论。有学者认为，DMPP
仅抑制氨氧化过程中 NH3 向羟胺（NH2OH）的转化过
2

程，并不影响后续的羟胺氧化为亚硝酸盐（NO ）的过
程（图 1）[25]。
DMPP 价格较 DCD 高，但其抑制效率要远高于

DCD，1 kg·hm -2 DMPP 的用量即可获得相当 10 kg·
hm-2 DCD 用量的抑制效果，且前者一次施入的抑制
效果可持续 4~10 周

施加牛
。如 Di 等 研究发现，

[26-27]

[26]

加 DMPP 可显著抑制 AOB 的生长，改变其群落结构，
但对 AOA 无显著影响[28]。这可能与土壤中起主导作
用的氨氧化微生物类群有关。DMPP 对作物质量提高
和产量增加也有一定作用，例如，1.8 kg·hm-2 DMPP
可分别提高水稻及油菜产量 5.3%和 7.4%[29]。但和其
他的抑制剂一样，DMPP 的抑制效率也受到很多因素

如土壤孔隙充水率（WFPS）[30]和土壤温度[31]等的影响。
Barth 等 [32] 采用多元回归分析也发现，土壤质地、pH
和土壤微生物学参数（如过氧化氢酶活性）等均可影
响 DMPP 在土壤中的吸附和抑制效率。
2.3 Nitrapyrin

Nitrapyrin 也是 AMO 的一种催化底物，但由于

Nitrapyrin 对 AMO 的亲和能力并不强，底物竞争并不

是 其抑 制硝 化 作 用 的 直 接 原 因 。 有 研 究 认 为 Ni原
trapyrin 可 能 是 通 过 氧 化 产 物 6 - 氯 嘧 啶 羧 酸 螯 合

AMO 活性位点上的 Cu 来抑制硝化作用（图 1）[2，33]。

Nitrapyrin 是一种白色晶状固体物质， 难溶 于
水，在农业应用中有乳油剂和水乳剂两种剂型。在美
国，Nitrapyrin 被广泛应用于中西部玉米种植区，表

现出明显的增产效果。大量研究报道表明，除显著减
少地表径流中氮素流失和抑制 N2O 释放外，施用

Nitrapyrin 还可提高蔬菜产量，降低蔬菜中硝酸盐含
量[34]。同样，Nitrapyrin 的抑制效果也受多种因子包括
土壤水分、
温度、降雨量和土壤铵态氮浓度的影响，且

其对硝化作用的抑制效果还与土壤类型有关。例如，
当 Nitrapyrin 浓度为土壤纯氮量的 0.1%~0.4%时，对

氨氧化作用
NH3+O2

*

淫

AMO

NH2OH

UQH2 UQ
NAD（P）+还原酶
NAD（P）H+H+

NAD（P）+

亚硝化作用
*

HAO
c554

NO 2- +5H ++4e *
c552

细胞色素
aa3 氧化酶

NO3* 代表生物源硝化抑制剂 （BNI） 作用位
点；淫代表人工合成硝化抑制剂作用位
DMPP、
Nitrapyrin、乙炔、芳
点，包括 DCD、
香烃、ATU 等；箭头代表电子传递过程；
AMO 为氨单加氧酶；HAO 为羟胺氧化还

原酶；c554 和 c552 分别为细胞色素 554

和 552

图 1 各种硝化抑制剂的作用机理示意图[18]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inhibitory mechanisms of nitrification inhibitors[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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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土硝化抑制效率为 55.6%~91.4%，而对粘土的硝化
抑制效率则仅为 18.5%~50.9%[35]。
Nitrapyrin 对不同氨氧化微生物的抑制效果也不

同。Shen 等 对氨氧化古菌 N. viennensis 和氨氧化细
菌 N. multiformis 的富集培养物进行的研究发现，即
[36]

使培养液中 Nitrapyrin 浓度达最大溶解度（173 滋mol·
L -1）时，对 N. multiformis 仍无显著抑制效果，但当其

第 33 卷第 11 期

对作物的各个生长阶段
烯是一种作物生长调节激素，
[44]
均有重要意义 。但 ECC 抑制作用的有效性受土壤条

件影响很大，在粘粒和有机质含量较高的土壤中，施
用效果较差；当土壤水分含量较高时，也会影响乙炔
在土壤中的扩散，
从而影响其硝化抑制作用[45]。

除乙炔外，其他的炔烃及其衍生物也具有硝化
抑制作用，但不同的碳（C）链长度对 AOA 和 AOB 的

浓度为 118 滋mol·L -1 时对 N. viennensis 硝化活性的
抑制效率可达 50%。但也有研究发现，10 滋mol·L-1 的

抑制效果是不同的，属于选择性抑制。Taylor 等 [46]研
究发现，C 链长度为 3~4、浓度为 5 滋mol·L-1 炔烃可

菌 N. devanaterra 的生长及活性 ；1~40 滋mol·L 的
Nitrapyrin 即可完全抑制多株亚硝化单胞菌属和亚硝

5 的炔烃则可完全抑制这两株纯培养 AOB 的生长。

Nitrapyrin 即可显著甚至完全地抑制另一株氨氧化古
[24]

-1

化螺菌属氨氧化细菌的硝化作用，且不同菌株对 Ni原
trapyrin 的响应不同[37]。不同的氨氧化微生物菌株对
Nitrapyrin的敏感程度差异较大，
可能是导致该抑制剂

在不同土壤中抑制效果差别较大的原因之一。
由于 Nitrapyrin 易挥发和光解，且具有较高的蒸

汽压，在施用和储存上具有一定的不便；而且 Ni原
trapyrin 是一种有机氯化合物，施用量过大时，易对环
境和作物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在应用时应考虑到这
些问题。
2.4 乙炔

乙炔（C2H2）是一种非常高效的硝化抑制剂。当分
压为 0.1 Pa 时，乙炔即可显著抑制硝化作用；当分压

为 10 Pa 时，则可完全抑制硝化作用[38]。乙炔对于硝化
作用的抑制是一种非竞争性且不可逆的抑制，它作为
AMO 的底物，参与催化氧化，生成不饱和环氧化物。
可与催化氧化反应的蛋
由于该环氧化物具有高活性，
白质发生共价结合使其失活，从而抑制硝化作用（图
1）[39]。研究发现，
乙炔仅破坏单一蛋白质，当去除乙炔
[40]

抑制之后，
土壤硝化作用可迅速恢复 。

乙炔的高效抑制作用可能与两类主要的氨氧化
微生物 AOA 和 AOB 均对其非常敏感有关。在微宇宙
培养条件下，10 Pa 及 100 Pa 乙炔均可完全抑制土壤
硝化作用及 AOA 和 AOB 的生长

[41-42]

。尽管乙炔抑制

硝化作用的活性较高，但因其在常温常压下是气体，
难以直接应用于实际生产。故此，农业中通常用石蜡
或其他材料包被碳化钙（CaC2）制得 ECC（包被碳化

Encapsulated calcium carbide），ECC 可在土壤中水
钙，
施用
解缓慢释放乙炔，抑制硝化作用。已有研究报道，
ECC 可显著提高作物对土壤氮素的利用率 （61.1%）
ECC 水解释放出的乙炔可
并增加作物产量[43]。同时，
在微生物作用下还原生成植物激素乙烯（C2H4），而乙

部分抑制 AOB（N. europaea 和 N. multiformis）的生长
及硝化活性，而同样浓度下，C 链长度小于 2 和大于

对 AOA 纯培养菌株的研究则得出不同的结论：C 链
长度为 2~5、浓度为 20 滋mol·L-1 的炔烃均可显著甚

至完全抑制AOA（Nitrosopumilus maritimus）的生长，
但随 C 链长度增加，同样浓度的炔烃对该菌株硝化
作用的抑制效果显著降低甚至丧失，土壤培养实验
也得出与此相似的结果。
2.5 芳香烃及其衍生物

由于芳香族化合物难降解，可在微生物作用强烈
的热带地区持续稳定发挥抑制作用，曾有建议将芳香
族化合物作为硝化抑制剂应用于热带地区的农业生
产[47]。芳香族化合物对硝化作用的抑制是一种竞争性
抑制，其可与 NH3 竞争 AMO 的活性位点，并作为底

物参与催化氧化，从而抑制硝化作用。例如，苯可被
AMO 催化氧化生成苯酚，从而抑制 AOB N. europaea
的硝化活性[48]。不同化学结构的芳香族化合物对硝化
作用的抑制效果不同。Zhang 等[49]对近 50 种代表了硝
基、氨基和羟基芳香化合物的研究发现，大多数芳香

族化合物均可抑制土壤硝化作用，且抑制效果与抑
制剂的化学结构有关。间位上为硝基（-NO2）、氨基

（-NH2）或羟基（-OH）基团的硝基芳香化合物，以及
苯环上带有硝基基团或氯原子（-Cl）、或对位上为羟
基基团的氨基芳香化合物对硝化作用的抑制效率最
高，
可能与基团种类及其位置可导致抑制剂结构上的
电荷分布及电离常数（pKa）发生变化有关。他们还发
现，
芳香族硝化抑制剂在草甸棕壤中的抑制效果要优
于在棕壤和褐土中的抑制效果，只有当芳香族抑制剂
浓度大于 0.5 mg·kg-1 时方可在棕壤及褐土中表现出
硝化抑制效果。Puttanna 等[47]通过模拟热带条件在 30
益下进行室内微宇宙培养实验发现，间硝基苯胺、邻

硝基苯酚和苯并三唑均可显著抑制沙壤土中的硝化
作用，抑制效率分别为95%、89.4%和 77.8%。但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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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多数芳香族化合物具有毒性、致癌、致突变等问题，
在将其作为硝化抑制剂应用之前还需进行严格的生
态毒理研究和风险评价。
2.6 其他

除了上述人工合成硝化抑制剂在农业生产中具

有重要意义以外，农业生态系统中也发现有生物硝化
抑制作用（Biological nitrification inhibition，BNI）。这是
植物根系与土壤间的一种交互作用，植物根系通过分

泌特殊的化合物，抑制土壤硝化作用[50]。这种抑制作
用在热带放牧草场中十分普遍，在高粱根系也有同样
的发现 [51]。研究证明，非洲湿生臂形牧草 Brachiaria

humidicola 以 及 高 粱 的 根 系 分 泌 物 樱 花 素（Saku原
ranetin）和高粱醌（Sorgoleone）可同时抑制氨氧化和羟

胺氧化过程[51-52]，另一种高粱根系分泌物对羟基苯丙
酸甲酯[MHPP，methyl 3-（4-hydroxyphenyl）propionate]

则仅能抑制 AMO 催化氧化过程（图 1） 。有些生物
硝化抑制剂还可以扰乱硝化微生物中 HAO 与辅酶、
[53]

细胞色素之间的电子传递（图 1）[50]。

关于生物硝化抑制作用目前尚处于发现阶段，其
在农业生产中应用的研究还不多，但这可能是以后控
制农田氮素流失的一种有效途径[5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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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并结合稳定同位素技术得出氨氧化古菌在强酸性
土壤硝化作用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结论。这些研究共同
揭示了 AOA 和 AOB 具有明显分化的生态位特征，即
在高氮投入的 pH 中性和碱性的环境中，AOB 是硝化
作用的主要驱动者，而 AOA 则主要在较苛刻的环境

包括低氮和强酸性环境中发挥功能活性。这些研究极
大地丰富了人们对硝化作用机理的认识。
烯丙基硫脲（Allylthiourea，ATU）是一种非竞争性
的含硫（S）类硝化抑制剂，由于具有化学毒性而难以
在农业中使用，
但却是一种实验室研究中常用的硝化
抑制剂。一般来讲，含有 C=S 或 P=S 结构的含 S 化合

物如硫代硫酸盐、含硫氨基酸、磺酸盐和硫代氨基甲
酸酯等，均具有硝化抑制作用，但它们的硝化抑制机
理因各自化学结构不同而不同。ATU 的 C=S 位处中
间，可以单齿配体的形式与 AMO 活性中心铜（Cu）发
生螯合作用，从而抑制硝化作用（图 1）[2]。对富集培养

物的研究发现，当 ATU 浓度为 1 滋mol·L-1 时，对硝化
作 用 的 抑 制 效 率 可 达 到 80% ；ATU 浓 度 为 8 ~80

滋mol·L-1 时，即可显著或完全抑制 AOB 的生长及活
性[54]。但 ATU 对 AOA 的抑制效果相对较弱，如在 N.
devanaterra 的液体富集培养体系中，当 ATU 浓度为
100 滋mol·L -1 时，硝化作用的抑制效率为 85%，但对

硝化抑制剂在科学研究中的应用
利用硝化抑制剂对硝化微生物和硝化作用专一

性和高效性抑制的特点，硝化抑制剂在验证氨氧化微
生物的功能活性，揭示氨氧化过程的内在机理等研究
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DCD 和乙炔等由于其良好的抑制效果经常用于

实验室氨氧化微生物功能研究。如利用乙炔对氨氧化
微生物的自杀式利用的原理，Offer 等 [42] 在微宇宙培

养体系中加入不同浓度的乙炔后进行培养，发现乙炔

处理的土壤中硝化作用和氨氧化古菌的生长均受到
明显抑制，与对照土壤（不加乙炔处理）完全相反，间
接地证实了氨氧化古菌在该土壤硝化作用中的重要
贡献；Jia 等 [41]利用稳定性同位素探测技术结合添加

乙炔处理进行培养实验，发现在一处 pH 近中性的农
田土壤中，AOB 的数量在施氮肥后明显增加且与土

AOA 丰 度 的 抑 制 效 率 仅 为 32% [24]；ATU 对 N. de原
vanaterra 的半数效应浓度 EC50 为 193.3 滋mol·L -1，约

为其对 AOB（N. multiformis）的 1000 倍[36]。可见，抑制
土壤中 AOA 的生长及活性需要更高浓度的 ATU。

4

展望

综上所述，目前已发现的各种硝化抑制剂，包括
人工合成和生物源硝化抑制剂，主要通过与氨氧化微
生物的 AMO 竞争底物、螯合 AMO 的活性位点或被

AMO 氧化后的产物抑制其他蛋白质等作用方式抑制
硝化作用。硝化抑制剂除在农业生产中起到提高氮肥
肥效和作物产量、减少硝酸盐淋溶和 N2O 排放等作用

外，
在硝化作用的微生物学机理研究中也发挥了重要
作用。

目前对有些硝化抑制剂（如 DMPP、Nitrapyrin）的

壤硝化活性呈正相关，而乙炔能显著抑制这种增加，
AOA 则无此响应，揭示了该土壤中是 AOB 而不是

作用机理尚有争议。在今后的研究中应结合分子生物

论，发现加 DCD 后土壤硝化作用和 AOB 受到明显抑
制，
但对 AOA 无明显影响。而 Zhang 等[7]利用 DCD 培

度、湿度等的影响，导致硝化抑制剂在实际应用中效

AOA 在硝化作用中起着关键的作用。Di 等 利用
DCD 对新西兰高氮草地土壤的研究得到类似的结
[ 21]

学及生物化学的方法对硝化抑制机理进行深入研究，
以便更好地对其进行评估和使用。其次，硝化抑制剂
的使用效果受到多种因素如土壤类型、土壤 pH、温
果不佳。同时，
对硝化微生物生理和生态学的研究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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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了不同氨氧化微生物类群对各种硝化抑制剂的响
应及敏感程度并不相同，而不同土壤含有的氨氧化微
生物优势类群不同，可能是硝化抑制剂在不同土壤中
抑制效果存在差异的根本原因。因此，今后的研究应
进一步加强抑制剂对硝化微生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
理方面的研究，尤其应当注重结合传统微生物学方法
（如分离或富集培养纯菌株）与分子生态学方法，在加
强对 AOB 和 AOA 纯培养菌株比较研究的同时，深入
探究不同土壤硝化微生物的组成及其对硝化抑制剂
施用的响应特征。在此基础上，对硝化抑制剂进行优
化或筛选，根据土壤理化特征和微生物学特征的差
异，
因地制宜、
有针对性地选用适宜的硝化抑制剂，才
减少氮肥流失和保护环境
能达到改善硝化抑制效率、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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