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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微生物与金属共存的环境中，微生物能够利用胞外金属进行物质和能量代谢，从而起到加速 ／抑制

了金属腐蚀的作用．综述了金属－微生物界面电子传递及其对金属腐蚀影响的研究现状，着重介绍了金属氧化

物对微生物新陈代谢的促进作用，金属－微生物界面电子转移方式和相互作用机制对金属腐蚀的影响．探讨了

电化学微生物腐蚀中的胞外电子转移与微生物代谢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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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属材料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由于环境

（水、微生物、空气）等因素引起的金属材料腐蚀问

题普遍存在．据报道，许多海上、石油、天然气等重

大事故的发生是由金属腐蚀所引起的；在美国每 １
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腐蚀成本为 ６ 美分；
在全球范围内，这相当于每年 ４ 万亿美元，相当于

４０ 次卡特里娜飓风造成的损失［１］ ．中国工程院重

大咨询项目“我国腐蚀状况及控制战略研究”发布

的调查发现，我国每年的腐蚀成本超过 ２ 万亿元，
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３．３４％，人均承担腐蚀成本

１ ５５５元［２］ ．由此可见，金属腐蚀造成的经济损失是

非常庞大的．其中，由微生物所引起的腐蚀约占总

腐蚀的 ２０％［３］ ．所以，充分地认识微生物对金属腐

蚀影响的机理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微生物腐

蚀（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ＭＩＣ），是
指微生物生命活动及其代谢产物直接 ／间接地加速

材料腐蚀的过程［４－５］ ．早期，学者们大多采用电化学

方法研究微生物腐蚀，但电化学方法并不能完整地

反映微生物腐蚀金属的真实过程．随着先进的显微

学、光谱学等分析技术和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从分

子水平认识金属和微生物相互作用的机制，有助于

深入理解 ＭＩＣ 过程的内在规律和制约因素．全面的

认识微生物对金属腐蚀的影响，有助于开发有效的

微生物腐蚀的防腐材料．
ＭＩＣ 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在水、空气、土壤

等微生物存在和生长的场所，均会引起金属不同程

度的腐蚀［３－４］ ．引起 ＭＩＣ 的微生物主要有细菌、藻
类、真菌、病毒以及原核生物［３］ ．不同微生物，其腐

蚀结果不同．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 ＭＩＣ 机制．ＭＩＣ
机制从形式分为 ２ 种：微生物从周围环境中的有机

物获得电子，形成有机酸等代谢产物，加速阴极反

应、促进金属腐蚀的化学微生物腐蚀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ＣＭＩＣ）；具有胞外电

子转移 （ＥＥＴ） 能力的微生物（即电化学活性微生

物）直接从金属表面获取电子，加速金属腐蚀的电

化学微生物腐蚀 （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ＥＭＩＣ） ［６］ ．近年来，ＥＭＩＣ 引起了广泛关

注，但关于 ＥＭＩＣ 的报道仍较少，研究仍有待深入．
微生物如何利用胞外的金属进行物质和能量代谢

是认识 ＥＭＩＣ 的关键．探索这一科学问题需综合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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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分子生物学、化学、冶金学、电化学等多学科的知

识和技术，从微生物的生化过程、金属材料的界面

反应等不同方面描述金属和微生物之间的微观作

用机制．本文着重介绍了微生物异化还原 ／氧化金

属氧化物方面的研究进展，并阐述了微生物胞外电

子与金属之间的相互作用对腐蚀的影响以及胞外

电子转移和微生物代谢的相关性，从而为微生物腐

蚀的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１　 金属氧化物对微生物新陈代谢的促进作用

在 ＭＩＣ 过程中，微生物吸附到金属材料表面，
会产生特殊的细胞结构如纤毛 ／分泌出胞外多糖

（ＥＰＳ）等物质，以便更加牢固地吸附至金属表面．
微生物在金属材料表面生长并形成微菌落，营造出

局部微环境．这种方式形成的生物膜厚度为微米量

级，是原子 ／分子尺度的一万倍，可以看作介于金属

材料表面与环境之间的一道输运屏障［７］ ．金属与微

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驱动了能量的变化以及物质

的迁移． 微生物可以通过利用金属 （ Ｆｅ、Ｎｉ、 Ｍｎ
等）、非金属元素（Ｃ、Ｐ 和 Ｓ 等）维持自身生命活

动．如 Ｑｕ 等［８－９］ 研究黑曲霉和哈茨木霉菌 ２ 种真

菌对 ＡＺ３１Ｂ 镁合金腐蚀影响时，发现由于镁离子

对 ２ 种真菌的生理活性的影响不同，导致表面的吸

附行为不同，从而促进了镁合金的点蚀．微生物可

以通过多种途径利用金属材料中的金属和非金属

元素促进自身的新陈代谢．胞外电子传递是最重的

方式之一．
金属氧化物作为电子受体 ／供体促进微生物的

生长和代谢．许多研究表明，异化金属还原菌在 Ｆｅ
循环过程中还原 Ｆｅ（Ⅲ）氧化物，还原其它重要金

属离子如 Ｍｎ２＋，以及在厌氧环境中的碳和各种营

养元 素 的 生 物 地 球 化 学 循 环 中 起 着 主 要 作

用［１０－１１］ ． Ｌｉｕ 等［１２］ 发现 Ｒｈｏｄｏｐｓｅｔｄｏｍｏｎａｓ ｐａｌｕｓｔｒｉｓ
ＴＩＥ－１、Ｓｉｄｅｒｏｘｙｄａｎｓ ｌｉｔｈｏｔｒｏｏｈｉｃｕｓ ＥＳ－１ 金属氧化菌

以多种形态的亚铁离子作为电子 ／能量来源，还原

氧气（Ｏ２）、二氧化碳（ＣＯ２）和硝酸盐（ＮＯ－
３ ），促进

自身的生长代谢．Ｋｏｎｈａｕｓｅｒ 等［１３］ 报道称，铁还原 ／
氧化菌与铁氧化矿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促进了铁、碳
等元素的地球化学循环，同时促进了物质的迁移．
相似的作用机制可能发生在金属腐蚀过程中．微生

物以金属材料中的 Ｆｅ、Ｍｎ、Ａｌ、Ｍｇ 和 Ｃｒ 等金属元

素为电子来源进行呼吸代谢，从而促进金属材料的

腐蚀．Ｍｏｒｉ 等［１４］ 研究表明 Ｍｅｔｈａｎｏｃｏｃｃｕｓｍａｒｉｐａｌｕｄｉｓ

Ｍｉ１ｃ１０ 能够以 Ｆｅ 为电子来源进行呼吸代谢，促进

铁的腐蚀．研究者还发现产乙酸菌［１５］和硝酸盐还原

菌［１６］不仅可以代谢产生腐蚀性有机酸（乙酸、乳酸

等）和腐蚀性化合物（亚硝酸盐）引起 ＣＭＩＣ；而且，
还直接利用金属表面溶解的电子引起 ＥＭＩＣ．此外，
研究者还发现，在缺少碳源营养的条件下，硫酸盐还

原菌（ＳＲＢ）缺乏生长所必需的有机物质，生长处于

停滞阶段；此时，ＳＲＢ 为了维持其生命所必需的能量

从金属表面获得电子，导致了金属的腐蚀［１７－１８］ ．
金属氧化物促进微生物代谢生长的方式主要

是微生物与胞外金属之间的电子转移．微生物通过

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利用胞外的金属进行呼吸作用．
直接方式是微生物直接与金属接触，通过细胞外膜

上具有氧化还原活性的蛋白实现电子的跨膜传

递［１９］；间接方式是微生物不与金属表面接触，通过

纳米导电线或者微生物分泌的电子传导物质实现

和金属之间的电子传递［２０］ ．

２　 参与金属和微生物界面电子传递的物质

微生物在胞外呼吸过程中，利用细胞膜的电子

传输链实现跨膜电子转移，将细胞内代谢过程和胞

外金属的氧化还原联系起来．二者相互作用，从而

加速或抑制了细胞代谢和金属界面反应．
在电子传递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细胞色素

蛋白；细胞色素蛋白含有多个血红素，电子可以在

相邻血红素的铁原子之间进行跳跃，使得细胞色素

蛋白具有传导电子的能力［２１］ ．值得注意的是：细胞

色素蛋白具有得失电子的双向功能［２２－２３］ ．这样，这
种电子传递功能可能促进金属腐蚀，也可能抑制金

属腐蚀．Ｄｅｎｇ 等［２４］ 研究表明，Ｄｅｓｕｌｆｏｖｉ ｂｒｉｏｆｅｒｒｏｐｈｉ⁃
ｌｕｓ ｓｔｒａｉｎ ＩＳ５ 从惰性电极上获取电子，利用膜外细

胞色素 Ｃ 将转移电子到细胞内部，从而加速了铁

的腐蚀．此外，Ｅｎｎｉｎｇ 等［２５］认为，ＳＲＢ 加速钢腐蚀，
是由于铁溶解产生的电子以细胞色素 Ｃ 为载体，
通过细胞外膜、细胞周质、细胞质膜传递到细胞质

内；ＳＯ２－
４ 也通过细胞质膜进入胞内，被硫酸盐活化

酶活化后，与电子传递链偶联并逐级传递，产生大

量 ＡＴＰ；ＳＯ２－
４ 被还原生成 Ｈ２Ｓ 与金属离子相互作

用生成 ＦｅＳ，使得腐蚀反应持续进行．不同的微生物

对不同的电子受体 ／供体细胞色素的基因可能会发

生差异性表达［２６］ ．在电子传递链中，这些蛋白质的

调节和相互作用也尚不明晰．
另外一方面，微生物还可以通过纳米导电线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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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分泌的电子传导物质实现和金属材料之间

的电子传递．研究者发现，利用可溶性的氧化还原

电子穿梭物质能使其活化能被降低，从而提高胞外

电子转移速率［２７］ ．氧化还原反应过程中，要求穿梭

体水溶性好，相对分子质量小，有较强的氧化还原

电活性；这些中介物质（黄素腺嘌呤二核苷酸、细
胞色素、溶解酶、吩嗪等）直接与金属离子形成螯

合物，并将它们传递给细胞膜上的蛋白质或本身充

当电子载体［２８］ ．在腐蚀领域，Ｚｈａｎｇ 等［２９］ 报道称，
向培养基中添加核黄素黄素或腺嘌呤二核苷酸外

源性氧化还原介体时，ＳＲＢ 对 ３０４ 不锈钢的腐蚀程

度增大，点蚀深度增加，这表明氧化还原介体能够

促进金属的腐蚀．
微生物纳米导线有良好的导电性，可以将电子

从内膜横跨周质空间和外膜，这种渠道多血红素细

胞色素能够将电子传递到菌毛上，延伸十几微米附

着在金属表面［３０］ ．这样，微生物可通过纳米导线和

金属进行电子交换或从金属表面获得电子，为其新

陈代谢提供能量，从而起到加速或抑制金属腐蚀的

作用．Ｓｈｅｒａｒ［３１］课题组研究 ＳＲＢ 对碳钢腐蚀的影响

时，发现了纳米导线的存在．推测在有机碳源缺乏

的情况下，ＳＲＢ 形成了纳米导线延伸到碳钢的表

面，并从碳钢氧化的过程中获取代谢所需的能量以

还原硫酸盐．ＳＲＢ 以菌毛蛋白组成的纳米导线结构

为桥梁，直接从碳钢表面获取电子，促进电子转移，
从而加速了碳钢的腐蚀．

当前，关于纳米导线传递电子的具体机制仍存

在争议．早期研究认为，纳米导线的导电性是由于

表面密集分布的细胞色素 Ｃ（如 ＯｍｃＳ）电子跃迁

而产生的［３０］ ．然而，免疫标记和 Ｘ－射线衍射发现

细胞色素 Ｃ 间距太大，且突变后不影响纳米导线

的导电性，证明了细胞色素 Ｃ 与纳米导线的导电

性无关．近年来，研究者提出纳米导线通过苯环 π－
π 共轭而传递电子，他们研究发现 ＰｉｌＡ 蛋白的 Ｃ
末端富含芳香氨基酸，用丙氨酸代替这些芳香氨基

酸后，其导电性随之消失［３０－３２］ ．但 Ｙａｎ 等［３３］认为单

链纳米导线上的氨基酸苯环间距不能够满足 π－π
共轭的要求，且苯环与苯环之间的能量过低，不能

维持纳米导线高效地导电性．也有研究者认为，纳
米导线可通过多条聚集成簇，从而降低邻近苯环间

距；当苯环平面按最小能量原则呈无规则排序时，
其间距可以达到 ０．４ ～ ０．５ ｎｍ［３４］ ．纳米导线的形成

和作用在生态系统中可能普遍存在，因此，还需要

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其机制及其在金属腐蚀中所

扮演的角色．
总的来说，关于微生物－金属界面的电子传递

对金属腐蚀影响，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微生物胞

外电子的传递加速了金属的腐蚀，且作用机制仍处

于起步阶段，而关于胞外电子的传递抑制金属腐蚀

的文献仍未见报道．

３　 金属－微生物界面的相互作用机制

金属和微生物跨膜电子传输链上细胞色素蛋

白、非细胞色素蛋白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了金属－微
生物界面电子转移效率．研究这些物质在金属表面

的吸附作用、电子转移过程的机制和影响因素，是理

解微生物胞外呼吸对金属腐蚀速率影响的关键．
微生物外膜蛋白与金属之间的电子转移过程

包括：蛋白质扩散并吸附到金属材料表面，以及电

子在表面吸附的蛋白质分子和金属表面的金属离

子之间电子的转移．在生物矿化领域，研究者通过

理论计算发现，跨膜电子传递链中不同蛋白之间的

电子传输率远远大于蛋白质和矿物界面的电子传

递速率；微生物胞外呼吸铁氧化物矿物时的决速步

骤取决于细胞外膜蛋白与金属矿物表面之间的电

子转移［３５］ ．同理，不同合金材料由于所含元素不同

其性质不同，这样同种微生物对不同的金属材料产

生不同的影响，与微生物胞外电子传递相关．不同

的金属元素在微生物物质和能量代谢过程中产生

相同或不同的影响．
在氧化还原反应中，界面电子传递的效率与反

应物之间的氧化还原电位差有关．这样，金属的氧

化还原电位对细胞色素蛋白和金属材料界面电子

传递速率有较大的影响．Ｌｉｕ 等［３６］ 在研究 Ｓｉｄｅｒｏｘｙ⁃
ｄａｎｓ ｌｉｔｈｏｔｒｏｏｈｉｃｕｓ 氧化磁铁矿中发现，该菌株可以

直接利用外膜细胞色素蛋白（ＭｔｏＡ）氧化矿物品格

中的 Ｆｅ（Ⅱ），不用经过矿物溶解释放解离态的 Ｆｅ
（Ⅲ）；当在磁铁矿晶格中掺杂钛原子，可以有效地

提高矿物品格中 Ｆｅ （Ⅱ） ／ Ｆｅ（Ⅲ）的比例，而降低

矿物的还原电位；测量 ＭｔｏＡ 与钛磁铁矿之间的氧

化还原反应动力学，发现细胞色素蛋白与铁氧化物

的界面电子传递速率随着矿物品格中 Ｆｅ （Ⅱ） ／
Ｆｅ（Ⅲ）的比例的增大而增大，表明微生物胞外呼

吸速率与金属氧化物氧化还原电位之间的内在联

系．此外，Ｖｅｎｚｌａｆｆ ［３７］提出的 ＥＭＩＣ 机理与电化学反

应的电位相关，且给出了电位分布状况图，具体图

如 １ 所示．不同金属材料，因其组成元素不同，氧化

还原电位的不同，同种微生物对不同金属可能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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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影响．
此外，环境因素也是影响金属与细胞色素蛋白

之间的电子转移效率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如环境

中溶解的氧含量会影响微生物利用金属进行胞外

呼吸作用的效率．溶解的氧和金属均可作为微生物

的终端电子受体，氧气的竞争作用使得微生物细胞

胞外呼吸金属的效率被降低［３８］，导致微生物膜对

金属的溶解起到抑制作用，从而扮演着抑制金属腐

蚀的角色．另外一方面，对于一些产电微生物（如希

瓦氏菌），环境中溶解的氧会促进微生物的生长，
在电极 ／矿物表面形成生物量更大的生物膜，使得

总的产电效率增加［３８］，从而加速金属的溶解，使金

属的腐蚀情况加重．由此可见，溶解氧对微生物胞

外呼吸利用金属的过程存在多重影响，这样在微生

物环境中溶解的氧与生物膜胞外电子传递之间的

相互作用对金属材料的腐蚀起到双重作用，加速 ／
抑制金属腐蚀．

４　 总结与展望

金属－微生物界面电子转移是环境中生命体

与金属相互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深入认识微

生物对金属腐蚀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

围绕金属与微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介绍了微生物

利用胞外金属促进新陈代谢的不同方式；微生物利

用细胞膜上的一系列细胞色素蛋白组成跨膜电子

传递链，实现胞内物质与胞外金属之间的电子传

递．ＥＭＩＣ 过程是非常复杂的，某一种微生物可能同

时具备几种胞外电子传递机制．不同的金属材料，
不同的微生物的相互作用可能体现出不同的腐蚀

机制．关于 ＥＭＩＣ 的电子传递机制的研究仍处于起

步阶段，许多问题尚未被解决．
在自然环境中，金属微生物腐蚀是多种微生物

作用的结果．然而，目前关于胞外电子传递作用对

金属腐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单一菌种．关于种群间

的电子传递，以及生物膜的电活性对腐蚀产生影响

的报道仍很少．未来应逐步开展混菌条件下电化学

微生物腐蚀机理的研究．
微生物进行胞外呼吸的作用与生物科技、新能

源开发、冶金、采矿，环境治理等方面都有密切的联

系，我们可以借鉴这些领域的研究，开展微生物金

　 　 细胞外膜（Ｏｕｔｅｒ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ＯＭ）； 细胞质膜（Ｃｙｔｏｐｌａｓｍ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ＣＭ）； 细胞周质（Ｐｅｒｉｐｌａｓｍ，ＰＰ）；摄取硫酸盐特异蛋白（Ｐｒｏｔｅｉｎ ｆｏｒ ｓｕｌ⁃
ｆａｔｅ ｕｐｔａｋｅ，ＳＵ）；硫酸盐活化酶（Ｅｎｚｙｍｅ ｆｏｒ ｓｕｌｆａｔｅ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Ａ）；离子桥（ Ｉｏｎ ｂｒｉｄｇｅｓ，ＩＢ）；细胞质（Ｃｙｔｏｐｌａｓｍ，ＣＰ） ［３７］

　 　 图 １　 硫酸盐还原菌腐蚀金属时电子传递链与相关电化学反应的标准电极电位分布［３７］

　 　 Ｆｉｇ．１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ｃｈａｉ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ｅ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ｘｈｅｍｉｃａｌ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ＲＢ ｃｏｒｒｏ⁃
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ｔａｌｓ［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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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腐蚀的研究，尤其可利用原位电化学研究方法的

介入，进一步阐明微生物胞外电子传递的腐蚀机

理，从而为找到防治微生物腐蚀的有效方法打下良

好的基础；进而指导极端环境下金属材料的选择

（如土壤、海上输油输气管道）和抗菌材料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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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ｉｒｏｎ ａｓ ｔｈｅ ｓｏｌ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ｄｏｎｏｒ［Ｊ］ ．Ａｐｐｌ Ｅｎｖｉ⁃
ｒｏｎ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２０１５，８１（１）：６７⁃７３．

［１６］ 　 ＩＩＮＯ Ｔ，ＩＴＯ Ｋ，ＷＡＫＡＩ Ｓ，ｅｔ ａｌ．Ｉｒｏｎ 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ｎｏｎ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ｏｔｒｏｐｈｉｃ ｎｉｔｒａｔｅ－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Ｐｒｏｌｉｘｉｂａｃｔｅｒ
ｓｐ．ｓｔｒａｉｎ ＭＩＣ１－ １［ Ｊ］ ．Ａｐｐ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２０１５，
８１（５）：１８３９⁃１８４６．

［１７］ 　 ＧＵ Ｔ Ｙ，ＸＵ Ｄ Ｋ．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ｔａｒｖａｔｉｏｎ 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
ｍｏｒｅ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ｅｅｌ ｂｙ ｔｈｅ ｄｅｓｕｌｆｏｖｉｂｒｉｏ ｖｕｌ⁃
ｇａｒｉｓ ｂｉｏｆｉｌｍ［Ｊ］ ．Ｉｎｔ Ｂｉｏｄｅｔｅｒ Ｂｉｏｄｅｇｒ，２０１４，９１：７４⁃８１．

［１８］ 　 夏进，徐大可，南黎，等．从生物能量学和生物电化学

角度研究金属微生物腐蚀的机理［ Ｊ］ ．材料研究学

报，２０１６，３０（３）：１６１⁃１７０．
ＸＩＡ Ｊ，ＸＵ Ｄ Ｋ，ＮＡＮ Ｌ，ｅｔ ａｌ．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ｍｅｔａ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ｖｉｅｗ ｏｆ
ｂｉｏ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ｔｅ⁃
ｒｉａｌ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６，３０（３）：１６１⁃１７０．

［１９］ 　 ＳＨＩ Ｌ，ＲＯＳＳＯ Ｋ Ｍ，ＺＡＣＨＡＲＡ Ｊ Ｍ，ｅｔ ａｌ．Ｍｔｒ ｅｘｔｒａ⁃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ｉｎ Ｆｅ（Ⅲ） －ｒｅｄｕｃ⁃
ｉｎｇ ｏｒ Ｆｅ（Ⅱ） －ｏｘｉｄｉｚｉｎｇ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ａ ｇｅ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Ｊ］ ．Ｂｉｏｃｈｅｍ Ｓｏｃ Ｔｒａｎｓ，２０１２，４０（６）：１ ２６１⁃１ ２６７．

［２０］ 　 ＯＫＡＭＯＴＯ Ａ，ＨＡＳＨＩＭＯＴＯ Ｋ，ＮＥＡＬＳＯＮ Ｋ Ｈ，ｅｔ ａｌ．
Ｒａｔｅ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ｅｘ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ｂｏｕｎｄ ｆｌａｖｉｎ ｓｅｍｉｑｕｉｎｏｎｅｓ ［ Ｊ ］ ．
ＰＮＡＳ，２０１３，１１０（１９）：７ ８５６⁃７ ８６１．

［２１］ 　 韩蕊． Ｓｈｅｗａｎｅｌｌａ ｏｎｅｉｄｅｎｓｉｓ ＭＲ－１ 外膜细胞色素 ｃ
介导的胞外电子传递过程研究［Ｄ］ ．广州：华南理工

大学，２０１６．
ＨＡＮ Ｒ．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ｅｘ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ｍｅｄｉａ⁃
ｔｅｄ ｂｙ ｃｙｔｏｃｈｒｏｍｅ ｃ ｉｎ Ｓｈｅｗａｎｅｌｌａ ｏｎｅｉｄｅｎｓｉｓ ＭＲ－ １
ａｄｖｅｎｔｉｔｉａ［Ｄ］ ．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

［２２］ 　 ＢＲＥＵＥＲ Ｍ，ＺＡＲＺＹＣＫＩ Ｐ，ＢＬＵＭＢＥＲＧＥＲ Ｊ，ｅｔ ａｌ．
Ｔｈｅｒ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ｆｌｏｗ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ｄｅｃａ－
ｈｅｍｅ ｃｙｔｏｃｈｒｏｍｅ ＭｔｒＦ ［ Ｊ］ ． ＪＡＣＳ， ２０１２， １３４ （ ２４）：
９ ８６８⁃９ ８７１．

［２３］ 　 ＣＬＡＲＫＥ Ｔ Ａ，ＥＤＷＡＲＤＳ Ｍ Ｊ，ＧＡＴＥＳ Ａ Ｊ， ｅｔ 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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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ｄｕｉｔ［Ｊ］ ．ＰＮＡＳ，２０１１，１０８（２３）：９ ３８４⁃９ ３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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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ｎｅｗ 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ａｎ ｏｌ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Ｊ］ ．Ａｐ⁃
ｐ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２０１４，８０（４）：１ ２２６⁃１ ２３６．

［２６］ 　 ＡＫＬＵＪＫＡＲ Ｍ，ＣＯＰＰＩ Ｍ Ｖ，ＬＥＡＮＧ Ｃ，ｅｔ ａｌ．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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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Ｂｉ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５，１０１：１４⁃２１．

［３０］ 　 ＬＯＶＬＥＹ Ｄ Ｒ，ＭＡＬＶＡＮＫＡＲ Ｎ Ｓ．Ｓｅｅｉｎｇ ｉｓ ｂ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ｎｏｖｅｌ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ｈｅｌｐ ｃｌａｒｉｆｙ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ｎａｎｏｗｉ⁃
ｒ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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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ｒｏｂｉａｌ ｎａｎｏｗｉｒｅｓ［Ｊ］ ．Ｍｂｉｏ，２０１５，６（２）：ｅ０００８４⁃１５．

［３３］ 　 ＹＡＮ Ｈ Ｊ，ＣＨＵＡＮＧ Ｃ，ＺＨＵＧＡＹＥＶＹＣＨ Ａ，ｅｔ ａｌ．Ｉｎｔｅｒ
－ ａｒｏｍａｔｉｃ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Ｇｅｏｂａｃｔｅｒ ｓｕｌｆｕｒｒｅｄｕｃｅｎｓ ｐｉｌｉ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ｔｏ ｂｉｏｆｉｌｍ ｃｈａｒｇ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 Ｊ］ ． Ａｄｖ Ｍａ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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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ＸＩＡＯ Ｋ，ＭＡＬＶＡＮＫＡＲ Ｎ Ｓ，ＳＨＵ Ｃ Ｊ，ｅｔ ａｌ．Ｌｏｗ ｅｎｅｒ⁃
ｇｙ ａｔｏｍｉｃ ｍｏｄｅｌ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ｎｇ ａ ｐｉｌｕ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ｃｏｕｌ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ｆｏｒ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ｏｂａｃｔｅｒ ｓｕｌ⁃
ｆｕｒｒｅｄｕｃｅｎｓ ｐｉｌｉ［Ｊ］ ．Ｓｃｉ Ｒｅｐ，２０１６，６：２３３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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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ｙ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１８，３７（１）：３９⁃４７．

［３６］ 　 ＬＩＵ Ｊ，ＰＥＡＲＣＥ Ｃ Ｉ，ＬＩＵ Ｃ，ｅｔ ａｌ．Ｆｅ３－ｘＴｉｘＯ４ 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
ｃｌｅｓ ａｓ ｔｕｎａｂｌｅ ｐｒｏｂｅｓ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ｍｅｔａｌ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Ｊ］ ．
ＪＡＣＳ，２０１３，１３５（２４）：８ ８９６⁃８ ９０７．

［３７］ 　 ＶＥＮＺＬＡＦＦ Ｈ，ＥＮＮＩＮＧ Ｄ，ＳＲＩＮＩＶＡＳＡＮ Ｊ，ｅｔ ａｌ．Ａｃ⁃
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Ｃａｔｈｏｄｉｃ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 ｏｆ ｉ⁃
ｒｏｎ ｄｕｅ ｔｏ ｄｉｒｅｃｔ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ｕｐｔａｋｅ ｂｙ ｓｕｌｆａｔｅ－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Ｊ］ ．Ｃｏｒｒｏｓ Ｓｃｉ，２０１３，６６（１）：８８⁃９６．

［３８］ 　 ＬＵ Ｍ，ＣＨＡＮ Ｓ，ＢＡＢＡＮＯＶＡ Ｓ，ｅｔ ａｌ．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ｏｘｙｇ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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