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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微塑料作为一种新型污染物在全球水生生态系统中普遍存在，其所引起的环境问题已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 . 选取鄱阳湖南矶山湿地
为研究区，湖泊湿地水体和沉积物中微塑料为研究对象，采集水体和沉积物及其中不同类型微塑料样品（薄膜类、碎片类和纤维类），并利用

高通量测序技术分析环境中和微塑料表面微生物群落结构和多样性 . 结果表明，环境中微生物丰富度和多样性与微塑料表面均存在明显
差异，沉积物中微塑料表面微生物丰富度和多样性低于周围沉积物 . 环境中微生物群落结构与微塑料表面不同，鄱阳湖南矶山湿地水体和
沉积物中细菌群落主要包括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蓝藻门（Cyanobacteria）、拟杆菌门（Bacteroidetes）和放线菌门（Actinobacteria）. 与沉积物

相比，沉积物中微塑料表面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和厚壁菌门（Firmicutes）相对丰度显著增加 . 真菌群落主要包括担子菌门（Basidiomycota）、
子囊菌门（Ascomycota）和壶菌门（Chytridiomycota）. 与环境样品相比，微塑料表面担子菌门（Basidiomycota）相对丰度增加 . 相关性网络分析
结果表明，细菌中 Geothermobacter、Sulfuricurvum、根瘤菌属（Rhizobacter）、MM2、马赛菌属（Massilia）、Methylotenera、Dongia、Sh765B-TzT-35、薄层
菌属（Hymenobacter）是本次实验预测的关键种 . 本研究可提高对淡水生态系统微塑料污染的认识，并为湖泊环境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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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icroplastics，as a kind of emerging contaminants，are ubiquitous in aquatic ecosystems worldwide，by which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
caused has become one important concern in recent years. In this study，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microplastics on microbial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diversity，different types of microplastics（film，debris and fiber）were collected from the water and sediment of Nanjishan wetland of Poyang Lake，
and the extracted DNA were analyzed by 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 compared to those from the surrounding water and sedime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bundance and diversity of microorganisms from microplastic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from the surrounding water and sediment. For
bacteria，Proteobacteria，Cyanobacteria，Bacteroidetes and Actinobacteria are dominant in water and sediment，while the abundance of Proteobacteria
and Firmicutes showed an obvious increase on the surface of microplastics. Meanwhile，Basidiomycota，Ascomycota and Chytridiomycota are the

dominant fungi in water and sediment，while the sample of microplastics exhibited an increased abundance of Basidiomycota. Correlation network

analysis predicted that Geothermobacter， Sulfuricurvum， rhizobia， Rhizobacter， MM2， Massilia， Methylotenera， Dongia， SH765B-TZT-35，
Hymenbacter are the key species. This work could provid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microplastic pollution in freshwater ecosystem and som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lak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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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Introduction）
当前，全球塑料产量超过 3 亿 t，预计未来 20 年将翻一番，每年有近 1300 万 t 塑料进入海洋及其周围环境

（Dmytriw，2020）. 积累在环境中的塑料垃圾可以降解为更小的塑料，其中，粒径小于 5 mm 的塑料被称为微

塑料（Thompson et al.，2004）. 此外，某些产品中也会添加微塑料，如化妆品、船舶油漆和玻璃抛光等（Lyons et
al.，2020；Lee et al.，2021），这些微塑料最终会进入环境中 . 目前，微塑料已经成为环境中不可忽视的新型

污染物（李道季，2019）.2015 年，联合国环境大会把微塑料问题与全球气候变化等并列为全球性重大环境问
题（Galloway et al.，2015）. 环境中的微塑料由于疏水性、持久性和较强的漂浮能力，有利于微生物种群定殖

和生物膜的形成，进而成为有害微生物在环境中传播的重要载体，可能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影响

（Lagana et al.，2019；季梦如等，2020；Wang et al.，2021）.

湿地具有独特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在多种元素和化学制品的迁移、转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Zedler，2000），是微塑料沉降和释放的枢纽（Liu et al.，2019a）. 鄱阳湖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和国际重要湿
地，也是我国湿地生态系统中生物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其在维护长江中下游水生生物多样性，实现水生生物

种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刘志刚等，2015）. 但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和经济的高速发

展，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放量增加，导致鄱阳湖流域的生态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呈现恶化趋势（弓晓峰等，
2006），目前鄱阳湖湿地微塑料污染问题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Liu et al.，2019b；刘淑丽等，2019；Yuan et
al.，2019）. 最新的数据表明，鄱阳湖水体、沉积物和生物体内存在大量的微塑料，人类活动和地形因素是影

响鄱阳湖微塑料丰度和分布的主要因素（简敏菲等，2018；刘淑丽等，2020）. 但以往的研究大都集中在鄱阳湖

水体、沉积物和生物体内微塑料的丰度、分布和组成上 . 目前对鄱阳湖微塑料表面微生物群落结构和功能的
研究还未展开，明晰鄱阳湖微塑料与微生物的互作机制已经成为鄱阳湖微塑料污染研究的重点之一 .

基于此，本研究选择鄱阳湖南矶山湿地为研究区，采集水体和沉积物及其中不同类型微塑料，利用分子

生物学技术，分析环境中和微塑料表面微生物多样性和群落结构，并与周围水体和沉积物进行比较分析，
深入探讨微塑料表面微生物的分布特征 . 以期为更好地理解微塑料对水生生态系统中微生物群落生态功能
的影响提供参考，并对防范湿地生态安全风险、保障大湖区公共卫生健康提供支持 .

2
2.1

材料与方法（Materials and methods）
研究区设置

鄱阳湖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 ，位于中国东南部

长江中游南岸，同时也是国际重要湿地 . 湿地随季节
性洪枯水位变化，洪、枯季节的水面面积、蓄水容积

悬殊极大，丰水季节出现在 5—9 月，枯水季节出现于
12—2 月 ，年 水 位 变 幅 为 8~14 m. 多 年 平 均 气 温 为

17.6 ℃，平均降水量为 1450~1550 mm. 根据前期关于

鄱 阳 湖 微 塑 料 丰 度 和 分 布 的 研 究 结 果（Liu et al.，
2019b；刘淑丽等，2020），拟将研究区域设置在鄱阳湖

湿地分布最为典型的区域—赣江三角洲前缘地带的
南矶湿地（图 1）.
2.2

样品采集

采样在 2020 年 12 月枯水期进行 . 使用拖网采集

水体中的微塑料，将浮游生物网（0.52 m×0.36 m，333

μm）固定在船后面进行水体微塑料的采样，约 15~20
min 一个样品 . 样品从网上被冲洗后放到用乙醇消毒
过的白色托盘中，将单独的微塑料颗粒用消毒的镊子

图1
Fig.1

采样点分布图

Location of sampling 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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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出放入 2 mL 离心管中 . 同时收集 2 L 10 cm 深未过滤的水，无菌环境下通过 0.22 μm 滤膜过滤 500 mL 水，
将滤膜取出放入 2 mL 离心管中 . 收集 1 L 表层沉积物，混匀，在托盘上将微塑料和沉积物分开，将不同类型

微塑料碎片和沉积物分别放入 2 mL 离心管中 . 设置 3 个重复 . 所有样本都储存在无菌容器中并置于冷藏箱
立即运至实验室，样品于-20 ℃下储存直到分析 .
2.3

微塑料的物理和化学特性

将收集到的样品在最短时间内处理完毕，所有过程均在无菌条件下进行 . 野外收集微塑料主要是视觉

识别疑似微塑料，在实验室通过金相显微镜（上海精密仪器公司）对微塑料的类型等物理参数进行表征，
并进一步利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FTIR，Nicolet 6700，Perkin Elmer）鉴定微塑料的组成成分 . 分类的颗粒
保存在封闭无菌的培养皿中，储存在-20 ℃冰箱中 .
2.4

DNA 提取

使用 MoBio Powersoil DNA（Qiagen，美国）试剂盒提取水体、沉积物和微塑料样品中的 DNA. 沉积物样品

用量为 0.5 g，水体样品先过 0.22 μm 滤膜，然后将滤膜取出用消毒的刀片切割后放入到 PowerBead Tube 中 .
对于微塑料样品，将收集到的每种类型的所有微塑料样品放入 50 mL 离心管中加入超纯水进行离心，多次离
心取沉淀放入到 PowerBead Tube 中 . 后续根据说明书提供的标准方法，提取样品的总 DNA. 将 3 个重复的
DNA 样品合并成一个，DNA 纯度和浓度依据 1% 琼脂糖凝胶电泳和 NanoDrop 仪鉴定，剩余 DNA 样品置于
-20 ℃冰箱保存 .
2.5

PCR 扩增

用上步检测合格的 DNA 作为 PCR 扩增模板，采用带有 Barcode 的通用引物 338F 和 806R 对细菌 16S

rRNA 基 因 的 V3+V4 区 域 进 行 扩 增 ，引 物 序 列 为 338F（5'-ACTCCTACGGGAG-GCAGCA-3'）和 806R（5'GGACTACHVGGGT-WTCTAAT-3'）. 采用引物 ITS1F 和 ITS2 对真菌 ITS1 区域进行扩增，引物序列为 ITS1F

（5'-CTTGGTCATTTAGAGGAAGTAA-3'）和 ITS2（5'-GCTGCGTTCTTCATCGATGC-3'）. PCR 反 应 体 系 为 10
μL，扩增反应条件：95 ℃预变性 5 min；95 ℃变性 30 s，50 ℃ 退火 30 s，72 ℃ 延伸 40 s，25 次循环；延伸 72 ℃

延 伸 7 min. 结 束 后 取 3 μL 产 物 用 1% 琼 脂 糖 凝 胶 电 泳 检 测 ，然 后 使 用 DNA 凝 胶 回 收 试 剂 盒（Axygen
Biosciences，Union City，CA，USA）进行纯化回收 . 回收产物利用 Illumina Miseq PE300 测序平台进行高通量
测序 .
2.6

序列处理及数据处理

高通量测序的序列分析基于软件 UPARSE、QIIME 及 R（version 3.2.3）完成 . 使用 uparse 方法将操作分类

单元（Operational taxonomic units，OTU）聚类，序列相似性设为 97%，得到 OTUs 代表序列 . 然后将得到的 OTU
代表性序列通过 PyNAST 比对 Greengenes 参考数据库进行物种组成分析 . 使用 R 软件计算样品 α 多样性指数

（Ace、Chao1 和 Shannon、Simpson 指数）. 根据物种注释结果，选取每个样品在各分类水平（Phylum、Class、
Order、Family、Genus）上最大丰度排名前 10 的物种，生成物种相对丰度柱形累加图，以便直观查看各样品在

不同分类水平上相对丰度较高的物种及其比例 . 通过主成分分析寻找环境和不同微塑料表面微生物菌群
结构差异 . 选择微塑料微生物群落中相关性最强的 50 个属进行相关性网络分析寻找关键菌群 .

3
3.1

结果与讨论（Results and discussion）
鄱阳湖湿地微塑料微生物多样性

根据本次调查结果显示，鄱阳湖湿地水体和沉积物中微塑料主要包括薄膜、碎片和纤维 3 种类型，经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鉴定薄膜类聚合物组成主要为聚乙烯（PE），碎片类以聚丙烯（PP1）为主，纤维类主要为
聚丙烯（PP2）.

对环境中和微塑料表面细菌群落进行统计分析，以 97% 以上的相似性划分共得到 1504 条 OTU（操作分

类单元）. 所有处理的测序覆盖率均高于 99%，且稀释曲线已趋于平缓，表明测序数据量大，样品测序完整 .
环境中和微塑料表面 OTU 相差较大（442~1237）.α 多样性中的 Chao 指数越大，代表样品中群落丰富度越高 .
本研究沉积物中细菌的物种丰富度较水体中高，沉积物中细菌丰富度与沉积物中微塑料表面细菌丰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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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差不大，水体中细菌丰富度高于水体中微塑料表面细菌丰富度 .Shannon 和 Simpson 指数用于衡量物种
多样性，其中，Shannon 指数来源于信息熵，Shannon 指数越大，生物多样性越高；Simpson 指数是每个种类分
布的均匀度，它描述从一个群落种连续两次抽样所得到的个体数属于同一种的概率 . 研究结果表明，沉积物
中细菌多样性高于沉积物中微塑料表面细菌多样性，水体中细菌多样性与其微塑料表面相差不大（表 1）. 对

样品中真菌群落进行统计分析共得到 664 条 OUT. 覆盖率（Coverage）数值越高，则样本中物种被测出的概率
越高，而没有被测出的概率越低 .WPP1 样品的覆盖率只有 0.5，说明该样品中真菌没被测出的概率较高，样品

测序不完整 . 除 WPP1 外环境中和微塑料表面真菌 OTU 相差不大（346 ~ 482）
（表 1）. 总的来讲，环境中真菌
丰富度和多样性均高于其微塑料表面，水体中真菌丰富度和多样性均最高 .

本实验发现，无论是环境样品还是微塑料样品，细菌丰度都远远大于真菌丰度，这与丁峰等（2021）的

研究结果一致，表明细菌是微塑料的主要定殖者，但真菌也有很明显的定殖（Baptista Neto et al.，2019）.
Table 1
样品

Simpson

Coverage

OTU

Chao

Shannon

Simpson

Coverage

1315

4.14

0.78

0.99

373

507

3.86

0.86

0.99

SPP1

983

1135

1025

SPP2

1175

WPP1

442

WT

913
688

1052

真菌

Shannon

1322

WPP2

Sequence information and alpha index of microbial in environment and microplastics

Chao

1237

WPE

鄱阳湖湿地环境中和微塑料表面微生物 α 多样性指数

细菌
OTU

SM

SPE

表1

1318
1111
604
936

1291

7.73
5.62
5.64
8.66
4.75
7.89
7.15

0.96
0.92
0.91
0.99
0.98
0.88
0.98

0.99
0.99
0.99
0.99
0.99
0.99
0.99

466
409
403
346
3

347
482

507
479
441
432
4

390
545

5.99
3.81
5.10
2.97
1.50
4.92
6.32

0.95
0.82
0.92
0.52
0.63
0.85
0.97

0.99
0.99
0.99
0.99
0.50
0.99
0.99

注：SM：沉积物；SPE：沉积物中薄膜类聚乙烯微塑料；SPP1：沉积物中碎片类聚丙烯微塑料；SPP2：沉积物中纤维类聚丙烯微塑料；WPE：

水体中薄膜类聚乙烯微塑料；WPP1：水体中碎片类聚丙烯微塑料；WPP2：水体中纤维类聚丙烯微塑料；WT：水体 .

基于环境和微塑料表面细菌群落的 OTU 分类水平，通过主坐标分析法（PCoA）分析环境中和微塑料
表面附着微生物群落 . 细菌 PCoA1 的解释度为 38.85%，PCoA2 的解释度为 18.87%，PCoA1 和 PCoA2 共解释
了 57.72%（图 2a）. 结果显示，沉积物与水体样品距离较近，并且单独处于 1 个区域，与微塑料样品距离较远，
可见环境中细菌群落结构与微塑料中不同 . 沉积物中 3 种类型微塑料彼此相距较近，说明沉积物中不同类型
微塑料样品细菌群落相差不大，水体中不同微塑料样品相距较远，细菌群落差异比较大 . 从细菌群落的主坐
标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微塑料所处环境是影响其表面定殖细菌群落的关键因素之一 . 真菌 PCoA1 的解释度
为 24.94%，PCoA2 的解释度为 22.21%，PCoA1 和 PCoA2 共解释了 47.15%. 结果显示，水体中碎片类聚丙烯微
塑料样品与其他微塑料样品相隔较远，可能是因为 WPP1 真菌被测出的概率较低 . 沉积物与水体距离较近，
说明环境样品具有相近的真菌群落（图 2b）. 沉积物中 3 种类型微塑料彼此相距较近，说明沉积物中不同类型
微塑料样品真菌群落相差不大，水体中其余两种微塑料相距较近，表明水体中薄膜类聚乙烯微塑料与纤维
类聚丙烯微塑料表面具有相近的真菌群落结构 .
本研究中水体和沉积物微生物群落结构比较相近，微塑料表面细菌和真菌群落结构与其周围环境不同 .
沉积物中不同类型微塑料表面微生物群落结构较相近，整体上水体中微塑料表面微生物群落结构与沉积物
中微塑料表面微生物群落结构相差较大 . 以往也有研究表明，微塑料颗粒表面微生物群落结构与周围环境
中的微生物群落结构存在明显区别（Hoellein et al.，2017；Kettner et al.，2019；李晨曦等，2020）. 这是由于
微塑料可以被不同于自然表面附着和自由生活的微生物群落所定殖（Zettler et al.，2013；Oberbeckmann et
al.，2015）. 居住在塑料中的细菌可以很好地适应与微塑料表面相关的生活方式（Bryant et al.，2016）. 本研究
中沉积物中微塑料表面微生物群落的多样性（丰富度和多样性）均低于沉积物，说明是基质驱动的选择
（Miao et al.，2019）. 微塑料拥有独特的细菌群落，至少在早期的演替阶段（Ogonowski et al.，2018）. 本研究中
沉积物和水体中不同类型微塑料表面微生物群落结构较相近，水体中微塑料表面微生物群落结构与沉积物
中微塑料表面微生物群落结构相差较大，表明微塑料表面微生物的分类组成与它们的沉积和水生环境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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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g et al.，2018）.

图 2 细菌（a）和真菌（b）的主坐标分析

3.2

Fig.2

Principal co-ordinates analysis（PcoA）of bacteria（a）and fungi（b）

鄱阳湖南矶山湿地微塑料表面微生物群落结构组成

在检测到的鄱阳湖湿地环境和微塑料表面微生物中，门分类水平上（丰度水平前 10 的物种）的细菌群落
组成如图 3a 所示 . 鄱阳湖南矶山湿地水体和沉积物细菌群落主要包括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蓝藻门
（Cyanobacteria）、拟杆菌门（Bacteroidetes）和放线菌门（Actinobacteria）. 与沉积物相比，沉积物中微塑料表面
的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和厚壁菌门（Firmicutes）相对丰度显著增加 . 而水体中微塑料表面细菌除了与
水体中相似的优势菌群外，绿弯菌门（Chloroflexi）、硝化螺旋菌门（Nitrospirae）和疣微菌门（Verrucomicrobia）
的相对丰度增大（图 3a）. 多项研究表明，变形菌门、蓝藻菌门和拟杆菌门是水生环境微塑料表面细菌的优势
菌群（Keswani et al.，2016；Jiang et al.，2018），它们代表着在水生生态系统底层定殖的主要细菌 .

本研究中真菌共检测到 7 个门、20 个纲、43 个目、78 个科、112 个属和 117 个种，Unclassified 代表未得到
分类学注释的物种 . 在门水平上，各样品间各物种的丰度明显不同 . 鄱阳湖南矶山湿地水体和沉积物真菌群
落主要包括担子菌门（Basidiomycota）、子囊菌门（Ascomycota）和壶菌门（Chytridiomycota）. 与环境样品相比，
微塑料表面担子菌门（Basidiomycota）相对丰度增加（图 3b）.

图3
Fig.3

环境中和微塑料表面细菌（a）和真菌（b）门水平分布

Species distribution of bacteria（a）and fungi（b）in environment and microplastics at the phylum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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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是环境和微塑料表面微生物属水平上的分类组成，图中只显示相对丰度>1% 的物种，并将其他物种

合并为 Others. 细菌相对丰度>1% 的属共有 18 个，其中 6 个属于未分类的，以 uncultured 作为标记 . 细菌群落

属水平分布图显示，沉积物细菌群落主要由未分类的伯克氏菌（uncultured_bacterium_f_Burkholderiaceae）、
uncultured_bacterium_o_Chloroplast 和地杆菌属（Geobacter）组成 . 与沉积物相比，沉积物中微塑料表面细菌
群落中马赛菌属（Massilia）、假单胞菌属（Pseudomonas）和紫色杆菌属（Janthinobacterium）相对丰度增加 . 水体

中细菌群落主要包括马赛菌属（Massilia）、未分类的伯克氏菌科（uncultured_bacterium_f_Burkholderiaceae）、
黄杆菌属（Flavobacterium）和 hgcI_clade. 水体中微塑料表面细菌群落与水体中相差较大，且不同类型微塑料
之间差异较大（图 4a）. 真菌相对丰度>1% 的属共有 9 个，根据置信度阈值的筛选，1 种真菌在属分类级别
分 值 较 低 时 ，在 统 计 时 以 Unclassified 标 记 . 沉 积 物 中 真 菌 主 要 由 壳 多 胞 菌 属（Stagonospora）和

Paraphaeosphaeria 组成，与沉积物相比，微塑料表面掷孢酵母属（Sporobolomyces）和枝孢属（Cladosporium）
相对丰度增加 . 除 WPP1，水体及其微塑料表面真菌群落差别不大，主要由掷孢酵母属（Sporobolomyces）、枝孢
属（Cladosporium）和 Paraphaeosphaeria 组成（图 4b）.

图4
Fig.4

环境中和微塑料表面细菌（a）和真菌（b）属水平分布

Species distribution of bacteria（a）and fungi（b）in environment and microplastics at the genus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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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 塑 料 表 面 细 菌 群 落 与 沉 积 物 相 比 ，马 赛 菌 属（Massilia）、假 单 胞 菌（Pseudomonas）和 紫 色 杆 菌 属

（Janthinobacterium）相对丰度增加 . 假单胞菌属是微塑料微生物群落中的优势菌群之一，在非塑料生物膜组
合中丰度极低，是塑料生物降解研究的重点（McCormick et al.，2014；McCormick et al.，2016）. 本研究中微塑

料上假单胞菌的相对丰度较高，说明能够降解塑料化合物的细菌可能更易在微塑料上定殖 . 此外，以往研究

观察到微塑料表面的微纹理包括凹坑和凹槽，符合微生物的形状，表明微生物群落可能在塑料降解中发挥

重要作用（Reisser et al.，2014）. 目前对微塑料在水生生态系统中的生物降解过程知之甚少，直到最近才有

更多关于环境中微生物对塑料的生物降解作用的报道（刘玮婷等，2018；Park et al.，2019；Zhu et al.，2020），
未来需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

假单胞菌属也是潜在的致病性菌属（Curren et al.，2019），通常与鱼类感染有关，尽管这些研究没有对其

致 病 性 提 供 完 整 的 信 息（McCormick et al.，2014）. 假 单 胞 菌 属 含 有 几 种 鱼 类 病 原 体（ 如

Pseudomonasanguilliseptica），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海水中均存在，同样也在塑料表面被检测到（McCormick et
al.，2016）. 塑料的疏水表面为微生物定殖提供了理想的环境，能够支持各种不同的微生物定殖，这一生物群
落可以作为病原体在海滩和水生环境中持续传播的重要媒介（Tarafdar et al.，2021）. 多项研究表明，潜在的

病原体附着在塑料碎片上，并可能被运送到新环境（Zhang et al.，2020）. 但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了解微塑料

在疾病传播和最终疾病发生中的作用，并需要确定其是否会对人类健康产生重大影响（Keswani et al.，
2016 ；Frere et al.，2018）. 提高对塑料表面微生物的认识，以确定微塑料在病原体传播中的作用，目前代表着

与健康相关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Curren et al.，2019；Amelia et al.，2021）. 考虑到微塑料污染在未来几年内

还会增加，了解微塑料表面的微生物群落就变得至关重要（Lear et al.，2021）. 未来的研究应该关注塑料相关
微生物群落的影响因素（例如，物理和化学塑料特性、其他非塑料基质上的微生物种群和环境参数），并需要
进一步评价微塑料的生态风险及其对人类的潜在威胁（Peng et al.，2018；Fu et al.，2020）.
3.3

相关性网络分析

相关性网络分析根据物种在样品中的丰度及变化情况，进行斯皮尔曼（Spearman）秩相关分析并筛选相

关性系数大于 0.1 且 p 值小于 0.05 的数据构建相关性网络 . 圆圈代表物种，圆圈大小代表物种平均丰度大小；
线条代表两物种间相关，线条的粗细代表相关性的强弱，橙色代表正相关，绿色代表负相关 . 本研究中细菌

相关性网络分析图由细菌群落中丰度前 78 的属组成，此处仅展示相关性最高的 50 个属 . 在该网络图中，
节点相邻的平均数为 20 个 . 对图中的网络节点，通过采用“点度中心性”
（Degree Centrality，DC）、
“ 紧密中心

性”
（Closeness Centrality，CC）和“中介中心性”
（BetweennessCentrality，BC）3 个参数评估网络结构中重要的

物种，点度中心性、紧密中心性、中介中心性值越大，说明节点重要性越高 . 由此筛选出 Geothermobacter、
Sulfuricurvum、根瘤菌属 Rhizobacter、MM2、马赛菌属 Massilia、Methylotenera、Dongia、Sh765B-TzT-35、薄层菌属
Hymenobacter9 个菌属，这 9 种细菌是本次实验预测的塑料表面细菌群落中的关键种（图 5a）.

真菌相关性网络分析图由真菌群落中丰度前 80 的属组成，此处仅展示相关性最高的 50 个属 . 在该网络

图中，节点相邻的平均数为 10 个 . 同样对图中的网络节点采用点度中心性、紧密中心性、中介中心性 3 个参

数评估网络结构中重要的物种，由此筛选出其中 5 个属分别是 Sclerostagonospora、Pseudopithomyces、白冬孢酵

母属 Leucosporidium、Eleutherascus、Cystofilobasidium，这 5 种真菌是本次实验预测的塑料表面真菌群落中的
关键种（图 5b）.

相关网络分析被用来识别微生物群落中的关键种，它们代表了微塑料表面微生物群落中重要的微生物

（Jiang et al.，2018）. 在本次实验中通过相关性网络分析确定了在微塑料中具有重要联系的核心细菌类别 . 本

研究共确定了 9 个核心细菌属，其中，Geothermobacter、Sulfuricurvum、根瘤菌属 Rhizobacter、马赛菌属 Massilia、
Methylotenera 均属于变形菌门，可见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 ）是该网络中丰度最高的类，同时也是北太平洋
和北大西洋环流中塑料碎片附着微生物群落中丰度最高的类（Bryant et al.，2016）. 研究表明，变形菌门中的

α 变形菌纲和 γ 变形菌纲在塑料共生群落中高度富集，这两个纲的细菌有效地减少了 PS 重量 . 利用傅里叶

变换红外分光光度法可以观察到官能团强度的变化及 PS 表面的生物侵蚀迹象，表明这些菌群能够降解风化
的 PS 碎片（Silva et al.，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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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a）和真菌（b）属水平物种网络图

Bacteria（a）and fungi（b）network diagram of species at genus level

结论（Conclusions）

1）鄱阳湖南矶山湿地水体和沉积物中细菌和真菌丰富度和多样性均高于微塑料表面 . 环境中细菌和
真菌群落结构与微塑料表面不同 .
2）与环境样品相比，微塑料表面细菌和真菌有其独特的菌落结构 . 与沉积物相比，沉积物中不同类型微
塑料表面细菌群落中假单胞菌（Pseudomonas）相对丰度明显增加，假单胞菌属是微塑生物群落中的优势菌群
之一，在非塑料生物群落组合中丰度极低，是塑料生物降解研究的重点 .
3）通 过 相 关 性 网 络 分 析 确 定 了 9 个 核 心 细 菌 属 ，其 中 ，Geothermobacter、Sulfuricurvum、根 瘤 菌 属
Rhizobacter、马赛菌属 Massilia、Methylotenera 均属于变形菌门 .
责任作者简介：简敏菲（1969—），女，江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鄱阳湖湿地生态过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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