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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及比较了 5 种重金属(铜、铬、锌、镉和铅)亚致死暴露浓度(0.05, 0.5, 5 μmol L1)对

普通小球藻的生长抑制作用与光合毒性作用. 在不同暴露时间(0, 24, 48, 72, 96 h)测量普通小

球藻的生物量和 PS II 系统潜在最大光能转换效率(Fv/Fm), 结果表明，5 种重金属对普通小球藻

的生长抑制作用具有浓度依赖性和时间依赖性, 5 μmol L1 的 5 种重金属对普通小球藻的生长

均有抑制作用, 且抑制作用随着时间的延长有所减弱; 5 μmol L1 铜和铬对普通小球藻的光合

作用强度有抑制作用, 锌和镉表现为促进作用, 而铅未表现出任何效应; 重金属对普通小球藻

生长的影响与其对光合作用的影响相互独立, 两者并不存在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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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 , 各类重金属

的使用日益增加 , 大量重金属进入自然水体并由此

引发了一系列的水环境污染问题 . 藻类是水体中的

初级生产力 , 研究重金属对藻类生长及光合作用的

影响 , 对评估重金属的水生生态系统风险和危害具

有重要意义.  

常见的重金属中 , 铜和锌是许多生物生长的必

需元素, 而镉、铬和铅的生物学功能并不明确. 铜是

光合作用及呼吸作用过程的重要辅酶因子和电子传

递链的组成成分 [1,2], 锌是光合作用和代谢相关酶类

如碳酸酐酶、酸性磷酸酶和碱性磷酸酶的组成成分[3]. 

铜和锌进入水体后能促进藻类的生长和繁殖 , 缺乏

铜和锌时, 藻类的生长和光合作用速率会大大降低; 

但当其浓度超过一定阈值 , 亦会对藻类产生毒性作

用. 与铜和锌不同, 铬、镉以及铅均不是植物生长的

必需元素, 但随着工业的发展, 日常生活中大量使用

的铬、镉和铅随着排放进入到水体中, 对植物的生长

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铬有多种存在形态, 其中六价铬

的毒性最强[4]. 镉是一种具有潜在危害的重金属, 在

水环境中非常稳定 , 能够直接影响藻类的各项生理

过程 [5,6]. 铅可在藻类细胞中大量累积并产生毒性  

作用[7].  

重金属对藻类的毒性作用主要表现为阻止细胞

分裂、抑制藻类的生长速率、降低酶的活性以及影响

光合作用效率等[8~10]. 目前针对重金属对藻类毒性效

应的研究多集中于重金属对藻类生长繁殖的影响上, 

主要关注重金属对藻类的致死效应(72 h-LC50 或 96 h- 

LC50)或生长抑制效应(72 h-EC50 或 96 h-EC50), 随着

叶绿素荧光技术的发展 , 污染物对藻类光合作用影

响的研究也不断增加 , 然而以往的研究多为获得

LC50 或 EC50 的数据, 重金属的浓度设定往往偏高, 

对于亚致死浓度下重金属的毒性效应研究较少.  

本文以绿藻的优势藻种普通小球藻为研究对象, 

分析及比较了亚致死浓度(0.05, 0.5, 5 μmol L1)下 5

种重金属(铜、铬、锌、镉和铅)对普通小球藻生长和

光合作用的毒性效应 , 以期为进一步了解重金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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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效应提供理论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 ⅰ ) 受 试生 物 .  本研 究选择 普通 小球藻

(Chlorella vulgaris)为受试生物, 主要基于如下考虑: 

普通小球藻是世界普生性种属 , 并且是绿藻的优势

藻种; 其相对简单的生长条件及较强的环境耐受性, 

使其非常适宜于实验室的毒性实验 ; 国内外有很多

使用普通小球藻作为受试生物的研究报道 , 这为不

同研究的相互比较提供了便利条件.  

普通小球藻(Chlorella vulgaris)购自中国科学院

武汉水生生物研究所淡水藻种库. 采用 BG11 培养基

进行培养, 培养条件为: GXZ-280B 智能型光照生物

培养箱(宁波东南仪器有限公司), 光强为 4000 Lux; 

光暗比 14 h:10 h; 温度(24±1)℃; 静止培养, 每天人

工摇动 2~3 次.  

( ⅱ ) 化 学 试 剂 .  分 析 纯 五 水 合 硫 酸 铜

(CuSO4·5H2O), 购自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 

作为 Cu2+的来源, 用于铜的暴露实验; 分析纯重铬酸

钾(K2CrO4), 购自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作为

Cr6+的来源 , 用于铬的暴露实验 ; 分析纯氯化锌

(ZnCl2), 购自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作为 Zn2+

的来源 , 用于锌的暴露实验 ; 分析纯水合氯化镉

(CdCl2·2.5H2O), 购自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 

作为 Cd2+的来源, 用于镉的暴露实验; 分析纯氯化铅

(PbCl2), 购自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作为 Pb2+

的来源, 用于铅的暴露实验.  

(ⅲ ) 暴露浓度 .  亚致死浓度是相对致死浓度

(LC50)而言的, 当暴露浓度低于 LC50 时, 该浓度可被

称为亚致死浓度. 对于藻类毒性实验而言, 初始藻密

度、培养基、培养温度等均会影响到 LC50 的值, 因

而即便是同样的藻种及同样的金属 , 在不同的培养

条件下得到的 LC50 也有一定的差异. 不同文献中的

铜对普通小球藻的致死浓度(LC50)差别较大, 且与本

研究的实验条件不完全吻合 , 因而无法作为判断依

据. 因此, 本研究通过预实验确定亚致死暴露浓度. 

预实验显示 , 采用与文中相同的实验条件培养

普通小球藻时, Cu2+的 96 h-LC50 约为 10 μmol L1. 许

多文献结论显示铜是文中使用的 5 种重金属中毒性

最强的物质, 推出其他 4 种重金属的 96 h-LC50 应该

高于 10 μmol L1, 因而未进行其他金属的预实验. 另

外，为了便于比较各金属的毒性强弱，将 5 种重金属

的暴露浓度均设定为 0.05, 0.5 和 5 μmol L−1. 实际上, 

本实验的结果也证实 , 在设定的暴露浓度下(0.05~5 

μmol L1), 5 种金属对普通小球藻的生长抑制率(96 h)

均低于 50% (详见 2.1 节). 因而, 本研究设定的浓度

范围确实属于亚致死浓度.  

(ⅳ) 藻类预培养.  由于 BG11 培养基中含有铜

离子和锌离子 , 在进行铜和锌的暴露实验之前应该

先将普通小球藻在无铜或无锌的培养液中进行预培

养，以除去原有的铜或锌。 

BG11 培养基中 CuSO4·5H2O 的量为 0.079 mg L−1 

(约 0.316 μmol L−1), ZnSO4·7H2O的量为 0.222 mg L1 

(约 0.77 μmol L−1). 在正式暴露实验中, 由于稀释作

用铜的浓度将降至 0.01 μmol L1 以下, 锌的浓度将

降至 0.02 μmol L1 以下, 分别是最低暴露浓度(0.05 

μmol L1)的 20%和 40%. 考虑到普通小球藻生长过

程对铜和锌的需求以及富集作用, 该浓度将更低; 单

是稀释后的 BG11 培养基中剩余的微量铜和锌仍有

可能对最低暴露浓度(0.05 μmol L1)组有轻微影响. 

为了尽可能消除 BG11 培养基中铜和锌对实验的影

响, 本研究在正常暴露之前, 将普通小球藻置于无铜

或无锌的培养基中进行预培养 . 本研究组前期实验

研究发现, 将普通小球藻在无磷的培养液中培养 3 天

就可以消除磷对实验的影响. 鉴于此, 本研究把普通

小球藻在无铜或无锌的培养基中预培养的时间也设

为 3 天. 在整个过程中, 进行了两次稀释; 第一次是

将正常培养的普通小球藻接种至无铜或无锌的培养

基(稀释 10 倍左右), 第二次是培养 3 天后将普通小球

藻稀释至所需的初始密度(一般需稀释 3~4 倍). 此时, 

原始的 BG11 培养基中铜或锌的浓度大幅度降低, 再

加上藻类生长的消耗 , 暴露所用的普通小球藻的藻

液中含有的铜和锌将低于 0.01 μmol L1 甚至低于检

出限. 这样, 我们可以认为, 经过 3 天无铜或无锌培

养基的预培养, 基本可以消除原始 BG11 培养基中残

留铜或锌对 0.05 μmol L1 暴露组的影响.  

(ⅴ) 暴露实验.  暴露实验在 250 mL 的锥形瓶

中进行, 5 种重金属的浓度梯度均设定为 0.05, 0.5, 5  

μmol L1, 以不加重金属的空白组为对照, 每个浓度

设定 3 个平行组. 将处于对数生长期的普通小球藻分

别加入含有上述重金属浓度的培养基中 , 暴露初始

的普通小球藻细胞密度设定为 2×106 个 mL1. 由于

BG11 培养基中含有铜离子和锌离子, 在进行铜和锌

的暴露实验之前先将普通小球藻在无铜或无锌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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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液中预培养 3 天以除去原培养基中含有的铜或锌. 

培养过程中不充气, 每日随机调换锥形瓶并摇动 2~3

次, 暴露时间设定为 96 h, 每隔 24 h 进行生物量及叶

绿素荧光参数的测定.  

(ⅵ) 生物量的测定及抑制率的计算.  选用普通

小球藻在 450 nm 条件下的吸光值(OD450)表征生物量

相对大小 , 并通过换算得到生物量(个  mL1). 根据

普通小球藻的生长曲线 , 不同时间重金属对普通小

球藻的抑制率可根据如下公式计算:  

control

control 0control

lg lg

lg lg





t t

t

N N
P

N N
,  

式中 N 表示普通小球藻的藻细胞密度 (生物量 ).  

Ntcontrol 表示 t 时刻空白对照组的藻细胞密度, Nt 表示

暴露 t 时刻后的藻细胞密度值, N0control 表示初始时刻

(刚加入目标实验试剂时)空白对照组的藻细胞密度值. 

(ⅶ) 叶绿素荧光参数的测定.  本实验用 PS II

系统的最大量子产量(Fv/Fm)的值表征普通小球藻的

光合作用能力. 采用德国 Walz 公司生产的 MAXI- 

Imaging-PAM 叶绿素荧光仪进行测定 , 测定前样品

需暗适应 25 min, 测定得到初始荧光 F0, 最大荧光

Fm, 通过计算可得到 Fv/Fm(Fv= Fm  F0).  

(ⅷ) 数据统计分析.  所有数据利用 Excel2010

和 Spss16.0 进行分析.  

2  结果与讨论 

2.1  5 种重金属对普通小球藻生长的抑制作用 

5 种重金属对普通小球藻的生长均有一定的影

响, 重金属浓度越高, 普通小球藻的生长受到的抑制

作用越强. 图 1 为普通小球藻在不同暴露条件下的生

长曲线, 0.05 μmol L1 的镉和锌对普通小球藻的生长

影响不大, 但铜、铬、铅表示出抑制作用, 5 μmol L1

的 5 种重金属对普通小球藻的生长均有显著的毒性

作用 . 普通小球藻在受到重金属的胁迫之后有一个

逐渐适应的过程, 随着胁迫时间的延长, 普通小球藻

的生长受到的抑制作用有所减弱 , 以铜为例 , 经 5 

μmol L1 的铜处理的样品在 24, 48, 72 和 96 h 的抑制

率分别为 85.5%, 67.8%, 55.0%和 38.3%.  

重金属对普通小球藻的毒性作用受到时间和金属

浓度的共同影响 . 双因子方差分析结果(表 1)显示:  

铜、铬、锌和铅的暴露浓度、胁迫时间及两者的交互作

用都对普通小球藻的生长有显著的影响作用(P<0.05), 

表 1  5 种重金属的暴露浓度和胁迫时间对普通小球藻生

长影响的双因子方差分析结果 

金属种类 影响因素 F P-level 

铜 暴露浓度(μmol L1) 180.848 P<0.001 

 胁迫时间(h) 796.695 P <0.001 

 暴露浓度×胁迫时间 26.094 P <0.001 

铬 暴露浓度(μmol L1) 111.172 P <0.001 

 胁迫时间(h) 765.912 P <0.001 

 暴露浓度×胁迫时间 14.372 P <0.001 

锌 暴露浓度(μmol L1) 9.218 P <0.001 

 胁迫时间(h) 547.360 P <0.001 

 暴露浓度×胁迫时间 2.010 P=0.049 

镉 暴露浓度(μmol L1) 9.330 P <0.001 

 胁迫时间(h) 364.299 P <0.001 

 暴露浓度×胁迫时间 1.965 P=0.055 

铅 暴露浓度(μmol L1) 15.888 P <0.001 

 胁迫时间(h) 979.575 P <0.001 

 暴露浓度×胁迫时间 5.499 P<0.001 

 
 

镉的暴露浓度和胁迫时间对普通小球藻的生长有显

著的影响, 但两者的交互作用表现为无显著影响(P = 

0.055).  
Qian 等人[5]发现铜抑制普通小球藻生长的 EC50

值比镉低, 可见铜的生长毒性强于镉. Ismail 等人 [9]

以 I. galbana, T. tetrahele 和 T. sp. 3 种藻为受试生物

时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 但对于 C. calcitrans 藻而

言, 铜和镉的毒性相当. Franklin 等人[11]研究结果显

示铜>镉>锌(实验藻种为 Chlorella sp.), 而梁英等

人 [12] 实 验 结 果 显 示 镉 > 铜 > 锌 ( 实 验 藻 种 为

Phaeodactylum tricornutum). 尽管与重金属对藻类

生长的抑制作用相关的研究颇多 , 但未发现重金属

对藻类的生长抑制强度的确切大小关系 , 藻类对重

金属的耐受性易随藻类种类和实验条件而发生变化. 

本研究发现铜的生长毒性最强 , 但其他金属的毒性

大小顺序随着暴露时间的变化有所不同. 暴露 24 h

后 , 5 种重金属的生长抑制强度为: 铜>镉>铅>铬>

锌(暴露浓度为 5 μmol L−1 时), 而暴露 96 h 后, 5 种

重金属的生长抑制强度变为 : 铜>铬>镉>锌>铅(暴

露浓度为 5 μmol L−1 时). 铜的生长毒性一直强于锌, 

该结论与以往的研究结论相同 . 鉴于铜和锌均为藻

类生长的必需元素 , 两者的毒性差异可能与藻类生

长需求的阈值有关；而其他几种重金属的毒性变化

可能与金属的致毒机理、藻类的耐受性或藻类受胁

迫后的解毒顺序等相关 , 具体的机理有待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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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5 种重金属对普通小球藻生长的影响 

2.2  不同重金属对普通小球藻光合作用过程的   

影响 

本实验用 PS II 系统的最大量子产量(Fv/Fm)的相

对变化来表征重金属对普通小球藻光合作用的影响. 

图 2 和图 3 分别为 Fv/Fm 随浓度的变化曲线以及暴露

96 h 后 5 种重金属的荧光成像图. 由图 2 可以看出, 

Fv/Fm 随着暴露时间的延长出现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过

程 , 最大量子产量在暴露初期的下降可能是由于暴

露实验开始时对普通小球藻进行了稀释 , 普通小球

藻进入到新环境有一个适应过程 , 表现为光合作用

强度略有下降 ; 后期的上升可能与普通小球藻的快

速生长有关, 随着时间的延长, 处于对数生长期的普

通小球藻藻密度大量增加, 在测定 Fv/Fm 时, 藻密度

的增加可能造成荧光的吸收及遮挡增加 , 最大荧光

(Fm)比最小荧光(F0)更大, 因而受藻密度增加的影响

也更大, 从而导致了 Fv (Fv = Fm − F0)的变化量比 Fm

更小, 表现为 Fv/Fm 的上升. 尽管在不同的暴露时间

下普通小球藻的光合作用强度有一定的变化 , 重金

属对其光合作用的影响仍能得以分辨与区分. 从图 3

中可以直观看出 Fv/Fm 的变化 : 铜和铬暴露组的

Fv/Fm 变化较为显著, 说明铜和铬对普通小球藻的光

合毒性较大; 铜和锌暴露组的 Fv/Fm 值较其他暴露组

略低, 这是因为铜和锌为藻类生长的必需元素, 在培

养的过程中 , 空白对照组因缺乏铜或锌表现出光合

作用能力的略微下降. 

5 种重金属对普通小球藻的生长均有抑制作用, 

但重金属对普通小球藻光合作用的影响有很大的不

同. 除镉外, 低浓度的重金属(0.05 μmol L−1)对普通

小球藻光合作用强度影响不大 . 最大暴露浓度 (5 

μmol L−1)下, 铜和铬表现出明显的抑制作用; 镉和锌

表现出一定的促进作用, 经过 96 h 的暴露处理, 普通

小球藻的最大量子产量约有 10%的增加.  

随着叶绿素荧光技术的发展 , 针对重金属对藻

类光合作用的影响的研究不断增加 , 但研究多关注

重金属是否对藻类的光合作用产生了影响 , 影响强

度如何, 或关注于重金属光合毒性的影响因素方面, 

对于不同重金属的之间的比较相较较少. Bauman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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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5 种重金属对普通小球藻光合作用的影响 

 

图 3  5 种重金属暴露 96 h 后普通小球藻的叶绿素荧光成像图 (Fv/Fm) 

人[10]研究 5 种重金属对 7 种藻类光合作用的毒性作

用时发现, 10 μmol L−1 铜、锌、镉和铬均能降低藻类

的光合作用 , 但铅的影响并不显著 . 本研究发现 5 

μmol L−1 铜和铬对普通小球藻的光合作用强度有抑

制作用, 锌和镉表现为促进作用, 而铅未表现出任何

效应 , 重金属对光合作用的促进作用在以往的研究

中描述的较少 , 本实验观察到相关现象可能是由于

本实验设定的重金属浓度较低(0.05~5 μmol L−1), 产

生了低浓度的刺激效应.  

2.3  5 种重金属对普通小球藻生长抑制与光合毒

性的比较 

为了比较 5 种重金属对普通小球藻生长和光合

作用的影响 , 计算各暴露浓度下普通小球藻的生长

抑制率及光合作用效率的相对值如图 4 和 5 所示. 图

4 显示了不同暴露时间下 5 种重金属对普通小球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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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重金属对普通小球藻生长的影响比较 

 
图 5  不同重金属对普通小球藻光合作用的影响比较 

长的影响比较, 以生长抑制率为度量, 当生长抑制率

为正时 , 重金属对普通小球藻的生长的影响表现为

抑制作用, 抑制率越高, 普通小球藻生长受到的影响

越大. 图 5 显示了不同暴露时间下 5 种重金属对普通

小球藻光合作用的影响比较, 以 PS II 系统最大量子

产量的相对变化为度量, 当比值大于 1 时, 重金属对

普通小球藻光合作用的影响表现为促进 , 反之则表

现为抑制.  

铜和铬对普通小球藻生长及光合作用均有抑制

作用, 但毒性作用的表现不一致. 铜和铬的生长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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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在 24 h便有所体现, 且 24 h的抑制强度最大, 而

后随着暴露时间的延长毒性作用有所减弱, 5 μmol L−1

铜的生长抑制作用大于铬 . 铬对普通小球藻光合作

用的抑制作用在 24 h 开始显现, 48 h 后达到最高且存

在于整个的暴露实验过程中 , 而铜对光合作用的抑

制作用在 48 h 才开始显现, 72 h 后达到最高; 两者随

着暴露时间的延长均表现出抑制作用的先增强后减

弱, 5 μmol L−1 铬的光合作用毒性强于铜. 与生长相

比 , 普通小球藻的光合作用在受到重金属的胁迫时

反应相对滞后 , 普通小球藻的生长和光合作用在受

到重金属胁迫后均表现出适应现象.  

锌、镉对普通小球藻的生长有抑制作用, 但对光

合作用有促进作用 . 镉对普通小球藻生长的抑制作

用与铜的类似, 在暴露初期抑制强度最大, 而后随着

暴露时间的延长不断减弱 , 而锌对生长的抑制作用

在 48 h 达到最大, 之后也有所减弱, 暴露初期(48 h

之内)镉的生长抑制强于锌, 暴露后期(48 h 之后)锌

的生长抑制更大 . 镉和锌对普通小球藻的光合作用

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 在暴露后期有比较明显的体现

(72 和 96 h), 镉对普通小球藻光合作用的促进强度 

略大于锌 . 普通小球藻在受到锌和镉的胁迫时 ,    

生长和光合作用受到的影响完全相反 , 由此可见重

金属对普通小球藻生长和光合作用的影响机制相互

独立.  

铅对普通小球藻的生长有抑制作用 , 但对光合

作用的影响不大 . 短时间的铅暴露对普通小球藻的

生长有较大的影响, 但随着时间的延长, 低浓度的铅

(0.05~5 μmol L1)对小球藻的抑制作用近乎消失.  

Perales-Vela 等人 [13]研究 Cu2+对 Scenedesmus 

incrassatulus 藻的毒性作用时发现, 在 0~3.145 μmol 

L−1 的 Cu2+胁迫下各项指标的敏感性的大小顺序为: 

生长>>光合电子传递速率 . 本实验也发现了类似的

现象, 在 5 μmol L−1 铜和铬暴露浓度下, 暴露 96 h 后

的数据显示 , 普通小球藻的生长受到的抑制程度高

于其光合作用能力受到的抑制程度 . 相较于光合作

用, 生长更容易受到影响, 这是因为藻类在受到胁迫

时 , 可将原本用于生长的能量用于维持内平衡及内

稳定, 如维持光合作用的正常进行[14]. 同理, 藻类光

合作用受到的影响将晚于生长 , 与本实验中铜和镉

的表现相一致 . 铜的毒害机制主要是增加植物体内

活性氧的产量, 导致膜脂过氧化, 致使类囊体片层结

构解体破坏, 进而影响到植物的光合作用[15,16]. 实验

结果表明 , 铜对普通小球藻光合作用的抑制晚于生

长 , 可以推测重金属抑制光合作用的前提可能是进

入细胞与叶绿体接触 , 因而当重金属的浓度较低或

藻类可耐受的阈值较高时 , 将出现生长受到了一定

的影响但光合作用的能力并无明显变化的现象. An-

drade 等人[17]发现藻细胞在抵御重金属的毒性时会产

生大量的多糖细胞壁, 以阻止重金属进入细胞内部. 

藻类在受到重金属胁迫时将激发其抵御机制以产生

更多的多糖物质, 而光合作用是将太阳能转为化学能

的关键, 因而藻类在受到重金属胁迫时为抵御胁迫可

能引起光合作用强度的增加, 表现为重金属对光合作

用的刺激作用.  

5 种重金属对普通小球藻生长及光合作用的影

响比较如表 2 所示, 不同重金属对普通小球藻的生长

和光合作用的影响并不一致 , 可见重金属对普通小

球藻生长的影响与其对光合作用的影响相互独立 ,  

表 2  5 种重金属对普通小球藻生长及光合作用的影响比较 

金属种类 受影响因素 
暴露浓度(μmol L− 1) 

0.05 0.5 5 

铜 生长 a) (P<0.001)  (P =0.002)  (P <0.001) 

 光合作用 0b) (P =0.877) 0 (P =0.657)  (P <0.001) 
铬 生长  (P =0.013) 0 (P =0.826)  (P <0.001) 

 光合作用 0 (P =0.421) 0 (P =0.165)  (P <0.001) 
锌 生长 0 (P =0.090) 0 (P =0.255)  (P <0.001) 

 光合作用 0 (P =0.910) +c) (P =0.020) + (P <0.001) 

镉 生长 0 (P =0.485) 0 (P =0.281)  (P <0.001) 

 光合作用 + (P <0.001) + (P <0.001) + (P <0.001) 

铅 生长  (P <0.001) 0 (P =0.058)  (P <0.001) 

 光合作用 0 (P =0.857) 0 (P =0.548) 0 (P =0.084) 

a) “－”表示抑制作用; b) “0”表示无显著影响; c) “＋”表示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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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并不存在因果关系. Nielsen 等人[18]研究 Cu2+胁

迫对 Fucus serratus 的毒性作用时发现，Cu2+对藻生

长的影响与 Cu2+对光合作用的影响无关, 两者受到

影响的机理并不相同. 他们认为, Cu2+能够直接影响

藻的生长过程导致藻的生长速率受到影响 , 藻细胞

的光合作用是否受到影响对生长率的影响较小 , 生

长过程与光合作用过程相互独立 , 该结论与本实验

的结果相一致 . 生长率和光合作用能力是评判藻类

是否处于健康状态的重要指标 , 鉴于毒性物质对于

生长过程和光合过程的影响相互独立 , 在评价物质

的毒性效应时 , 特别是评价低浓度的有毒物质的生

态风险时, 应综合考虑生长和光合作用的变化. 

3  结论 

5种重金属对普通小球藻生长均有一定的抑制作

用, 毒性大小受到金属种类和暴露时间的影响, 24 h

的毒性大小为: 铜>镉>铅>铬>锌(暴露浓度为 5 μmol 

L−1 时), 96 h 的毒性大小为: 铜>铬>镉>锌>铅(暴露浓

度为 5 μmol L−1 时). 随着时间的延长, 5 种重金属对

普通小球藻的生长抑制作用均有所减弱. 5 种金属对

普通小球藻的光合作用亦有一定的影响 , 但与对生

长的影响有较大的不同 , 铜和铬对普通小球藻的光

合作用强度有抑制作用, 锌和镉表现为促进作用, 而

铅未表现出任何效应. 由此可见, 不同重金属对普通

小球藻的生长和光合作用的影响无相关性 , 重金属

对普通小球藻生长的影响与其对光合作用的影响相

互独立, 两者并不存在因果关系.  

综合生长和光合作用的变化 , 亚致死浓度

(0.05~5 μmol L−1)的 5 种重金属中危害最大的为铜和

铬. 尽管 5 种重金属对光合作用的影响并不一致, 但

各金属对于普通小球藻的生长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低浓度的重金属污染应受到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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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five heavy metals at sub-lethal concentrations on the growth 
and photosynthesis of Chlorella vulgaris 

OUYANG HuiLing, KONG XiangZhen, QIN Ning, HE Wei, HE QiShuang, WANG Yan,  
WANG Rong & XU FuLiu 
MOE Laboratory for Earth Surface Process, College of Urban & Environment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The impact of five heavy metals, copper (Cu), chromium (Cr), zinc (Zn), cadmium (Cd) and lead (Pb) at sub-lethal concentrations 
(0.05, 0.5, 5 μmol L1) on the growth and photosynthesis of Chlorella vulgaris was studied through 96 h exposure experimen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ffects of five metals on the growth of Chlorella vulgaris were dependent on both metal concentrations and 
exposure time. It was found that 5 μmol L1 Cu, Cr, Zn, Cd and Pb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the growth of Chlorella vulgaris and the 
effect became weaker with the increase of exposure time. Different effects on chlorophyll fluorescence were found for different metals, 
among which Cu and Cr had an inhibiting effect and Zn and Cd promoted it. The effects of heavy metals on the growth and 
photosynthesis of Chlorella vulgaris are independent of each other; and they are not causally 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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