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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究富里酸存在条件下，铜对普通小球藻光合作用与细胞生理的影响，对普通小球藻进行富里酸及铜的复合暴露，检测相关的光合作

用及细胞生理指标，并与单独暴露富里酸的普通小球藻指标水平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铜的加入会影响藻细胞的光合作用，增加细胞膜通

透性，使藻细胞体积增大，并导致藻细胞的死亡．富里酸可以明显减弱铜的毒性，减少藻细胞的死亡．随富里酸浓度升高，藻细胞死亡率呈下降

趋势；高浓度的富里酸（７４．５ ｍｇ·Ｌ－１和 １１９．２ ｍｇ·Ｌ－１）可以明显减弱铜对藻细胞体积增大的作用，低浓度的富里酸（２０ ｍｇ·Ｌ－１和 ５４ ｍｇ·Ｌ－１）无
明显影响．富里酸单独作用能够增强普通小球藻的光合作用，增加藻细胞的细胞膜通透性，但不具有致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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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藻类是水生生态系统的主要初级生产者，常作

为水环境质量变化的指示物种（ Ｊ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Ｌｉ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也是水生生态毒理研究的实验物

种之一（Ｏｕ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溶解性有机质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ＯＭ）是指水溶液中能够

通过 ０．４５ μｍ 滤膜的一类有机化合物，通常以总有

机碳（ＴＯＣ）表征．ＤＯＭ 结构复杂，来源广泛，在水生

生态系统中普遍存在，而且化学滞留时间长，是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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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生物与非生物环境的“桥梁” （何伟，２０１４）．基于

以上原因，ＤＯＭ 已经成为了环境科学领域目前的研

究热点之一．腐殖质类的 ＤＯＭ 源于碎屑的生物地球

化学降解，并很难进行进一步的降解，可以在水体

中存在较长的时间，因此研究腐殖质类 ＤＯＭ（如富

里酸，胡敏酸等）的生物化学性质及行为是 ＤＯＭ 研

究中较为重要的部分（Ｄ′Ａｎｄｒｉｌｌ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铜作为一种广泛存在于水环境中的重金属，毒

性显著（徐珑等，２００５）．由于自然水体组成多样，铜
的生物有效性问题也十分复杂．其中，ＤＯＭ 与铜之

间的相互作用是一项重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富含

ＤＯＭ 的样品相对自然和人工海水具有较高的铜

ＥＣ５０（Ｓáｎｃｈｅｚ Ｍａｒí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富里酸存在条件

下，对盘管虫线虫幼虫进行铜暴露，富里酸能够对

受试生物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Ｑｉ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
另有研究表明，ＤＯＭ 与铜的络合物也可能被翡翠贻

贝吸收，特别是一些小分子的 ＤＯＭ，如组氨酸、半胱

氨酸等（Ｚｈ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目前，ＤＯＭ 对铜毒性效应影响方面的研究已有

一些报道（李光林等，２００３； Ｔａｉ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Ｔａｙｌｏ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王静等，１９９２）；同时，以藻类为受试生

物进行的传统藻类毒理学研究方法着重计算 ＬＣ５０、
ＥＣ５０ 等反映致死率的指标，无法区分暴露实验中出

现的活细胞与死细胞（ Ｓｔａｕｂ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并且，
传统的藻类毒性研究方法多关注物质毒性，从化学

角度解释 ＤＯＭ 对铜毒性效应的影响机理，如富里

酸可络合铜离子，能有效降低铜离子的活度，降低

铜对藻类的毒害作用 （ Ｍ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 Ｙｔｒｅ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ａ； Ｙｔｒｅ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ｂ）；而对于从藻

类角度，分析其生理特征（如光合作用与细胞凋亡）
对毒性物质（如铜）的响应机制的研究较少（Ｏｕ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本文拟采用叶绿素荧光技术及

流式细胞术等近年来应用于藻类细胞毒性研究的

新技术方法（Ｏｕ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研究富里

酸存在条件下铜对普通小球藻光合作用与细胞生

理的影响，以便从相对微观的尺度上了解在 ＤＯＭ
和铜共存条件下藻类生理生态的响应机制．

叶绿素荧光分析技术以光合作用理论为基础，
以生物体内的叶绿素荧光为探针，研究生物光合生

理状况以及各种外界因素对光合作用的影响

（Ｍａｘｗｅｌｌ ａｎｄ Ｊｏｈｎｓｏｎ， ２０００），可以进行快速、灵敏

和无损伤的检测 （ Ｇｏｖｉｎｄｊｅｅ， １９９５； Ｋｒａｕｓｅ， １９８８；
Ｍａｘｗｅｌｌ ａｎｄ Ｊｏｈｎｓｏｎ， ２０００ ）． 流 式 细 胞 术 （ ｆｌｏｗ

ｃｙｔｏｍｅｔｒｙ， ＦＣＭ）是一种自动分析细胞或生物粒子

的技术，能够帮助区分活细胞与死细胞并对单个细

胞进行快速多参数检测（Ｓｔａｕｂ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在此

基础上测定所需的生理参数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

体系中活细胞而非细胞总体的生理水平，有利于更

为准确地获得藻类在胁迫条件下细胞水平上的响

应，近年来也被不断运用于藻类毒理学研究中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ａ；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ｂ； Ｙ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

本文在分析不同浓度的富里酸存在条件下铜

对普通小球藻光合作用与细胞生理的影响时，通过

对富里酸⁃铜的复合暴露实验及富里酸单独暴露实

验的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减少由于富里酸的加入对

实验结果讨论产生的干扰．同时结合叶绿素荧光分

析与流式细胞术在测定物质毒性大小的基础上，检
测小球藻在光合作用与细胞生理等方面各项参数

的变化，着重关注外界胁迫下单个小球藻细胞在细

胞层面上的生理响应，并对小球藻细胞生理水平变

化的机理进行探讨．使得研究从现象观察进入到细

胞水平，有助于深入了解物质毒性作用机理和相应

的藻细胞响应机制，为 ＤＯＭ 对铜生物毒性影响的

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２　 实验材料与方法（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２．１　 实验材料

２．１．１　 受试生物及预培养 　 受试生物选择普通小

球藻（Ｃｈｌｏｒｅｌｌａ ｖｕｌｇａｒｉｓ），实验中所用普通小球藻购

自中国科学院武汉水生生物研究所淡水藻种库，藻
种编号 １０６８．普通小球藻作为受试生物具有以下优

势：①生长条件相对简单，繁殖速率高；②细胞结构

及遗传物质相对简单，便于微观尺度上的研究；③
国内外有很多相关的研究报道，利于研究结果的

比较．
使用 ＢＧ１１ 液体培养基对普通小球藻进行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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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０００ Ｌｕｘ，光暗比

１４ ｈ ∶１０ ｈ，温度（２４±１） ℃ ．静止培养，每天摇动 ２～３
次且随机更换位置．由于 ＢＧ１１ 培养基中含有铜，为
减少干扰，在进行暴露实验之前将普通小球藻在无

铜 ＢＧ１１ 培养基中预培养至少 ３ ｄ，以除去原有的铜．
２．１．２　 实验试剂　 ＢＧ１１ 培养基的主要成分均购自

国 药； 富 里 酸 标 样 Ｓｕｗａｎｎｅｅ Ｒｉｖｅｒ Ｆｕｌｖｉｃ Ａｃｉ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Ｉ （ＳＲＦＡＳ Ｉ）购自国际腐殖酸协会（ＩＨ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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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期 焦扬等：富里酸存在条件下铜对普通小球藻光合作用与细胞生理的影响

ＣｕＳＯ４·５Ｈ２Ｏ 用于暴露实验，购自国药；ＮａＯＨ 用于

调节富里酸体系 ｐＨ，购自西陇化工；荧光素二乙酸

酯（ＦＤＡ）和碘化丙啶（ＰＩ）用于流式分析中的细胞

染色，购自 Ｓｉｇｍａ 公司．
２．２　 实验方法

选取生长状态良好且处于指数生长期的普通

小球藻（初始藻密度约为 １０６个·ｍＬ－１）接种于含 ５０
ｍＬ 无铜培养液的 １５０ ｍＬ 锥形瓶中．使用 ＳＲＦＡＳ Ｉ
的水溶液作为暴露试剂，暴露前使用 ０．０１ ｍｏｌ·Ｌ－１

的 ＮａＯＨ 溶液调节富里酸水溶液 ｐＨ 为 ６．５ ～ ７．５．实
验中设置阴性对照，阳性对照及 ４ 个实验组，每组设

３ 个重复．各对照组及实验组的试剂添加情况及富

里酸含量见表 １，阳性对照和实验组铜的终浓度设

为 ５ μｍｏｌ·Ｌ－１（Ｏｕ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宋淑芳，２０１２）
（铜的环境背景浓度约为 ０．１５ μｍｏｌ·Ｌ－１，可忽略不

计）．样品共暴露 ９６ ｈ，每隔 ２４ ｈ 进行相应指标的

测定．
复合暴露实验前进行富里酸单独暴露普通小

球藻的补充实验，实验中富里酸的浓度梯度，具体

实验流程及操作与上述复合暴露实验相同．

表 １　 对照组及实验组试剂添加情况及富里酸含量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ｅａｇｅｎｔｓ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ｆｕｌｖｉｃ ａｃｉｄ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ｆｕｌｖｉｃ ａｃｉ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组别 铜的添加
富里酸
的添加

富里酸浓度 ／
（ｍｇ·Ｌ－１）

ＴＯＣ ／
（ｍｇ·Ｌ－１）

阴性对照 —１） — ／ ３） ／

阳性对照 ＋２） — ／ ／

１ ＋ ＋ ２０ １０．４９

２ ＋ ＋ ５４ ２８．３２

３ ＋ ＋ ７４．５ ３９．０７

４ ＋ ＋ １１９．２ ６２．５１

　 　 注：１）“—”代表未添加该种试剂，２）“＋”代表添加该种试剂，３）

阴性对照与阳性对照的富里酸浓度及 ＴＯＣ 含量远低于实验组，未列

出，４） ＴＯＣ 使用富里酸浓度及 ＩＨＳＳ 官网数据计算得到．

２．３　 生理生态指标测定

２．３．１　 光合作用 　 使用叶绿素荧光仪测定普通小

球藻的光诱导曲线，进一步计算光合作用相关参数

值．实际测定时，样品进行 ２５ ｍｉｎ 暗适应后，利用

ＭＡＸＩ⁃Ｉｍａｇｉｎｇ－ＰＡＭ 进行光诱导曲线的测定，并进

一步计算光合作用相关参数值：Ｆｖ ／ Ｆｍ（最大光合作

用效率，表征植物光合作用的潜力，当植物收到胁

迫时，Ｆｖ ／ Ｆｍ 会有所降低）；ФＰＳＩＩ（实际光合作用效

率）；ＥＴＲ （表观光合电子传递速率） （ Ｇｏｖｉｎｄｊｅｅ，

１９９５； Ｋｒａｕｓｅ， １９８８； Ｌａｚáｒ， １９９９； Ｍａｘｗｅｌｌ ａｎｄ
Ｊｏｈｎｓｏｎ， ２０００）．
２．３．２　 细胞生理 　 使用流式细胞仪完成细胞生理

指标的测量，选择 ＦＤＡ 和 ＰＩ 两种染色剂对藻细胞

进行染色．ＦＤＡ 本身没有荧光效应，但进入藻细胞后

经脂酶水解后的产物能发出荧光，当藻细胞的脂酶

活性变化时，ＦＤＡ 的水解产物浓度也将随之变化，
其荧光强度即发生改变，因此 ＦＤＡ 染色荧光可以指

示细胞是否死亡，并且可用于评估细胞的脂酶活性

（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ａ； Ｓｔａｕｂ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 Ｙ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正常藻细胞的 ＰＩ 荧光较弱，当藻细胞

膜受影响破裂后，ＰＩ 能够进入细胞与核酸类物质结

合，引起 ＰＩ 荧光的大幅度增加，因此，ＰＩ 染色荧光

可用于评估细胞膜完整性（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ｂ；
Ｙ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Ｌｉ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实验中同时测量

叶绿素 ａ 自发荧光（表征叶绿素 ａ 含量）和 ＦＳＣ（前
向角散射光，可以表征细胞体积大小变化）．

测定时，使用 ＦＤＡ⁃ＰＩ 双染法（ＦＤＡ 使用丙酮溶

解，最终浓度 ２５ μｍｏｌ·Ｌ－１； ＰＩ 的最终浓度 １０
μｍｏｌ·Ｌ－１）对藻细胞暗处染色 ５ ｍｉｎ，检测 ＦＩＴＣ⁃Ａ 通

道（Ｅｘ：４８８ ｎｍ，Ｅｍ：５００ ～ ５６０ ｎｍ），ＰＥ⁃Ａ 通道（Ｅｘ：
４８８ ｎｍ，Ｅｍ：５４９ ～ ６０１ ｎｍ）， ＰｅｒＣＰ⁃Ｃｙ５⁃５⁃Ａ 通道

（Ｅｘ：４８８ ｎｍ，Ｅｍ：６５５ ～ ７３５ ｎｍ）和 ＦＳＣ⁃Ａ 通道（可
与其它荧光同时检测）荧光，进一步分析得到受影

响细胞比例及平均荧光强度（Ｍｅｄｉａｎ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ＭＦＩ）．
２．４　 数据处理

使用 ＦｌｏｗＪｏ ７．６．１ 对流式细胞仪测定数据分析

得到普通小球藻各检测通道的细胞荧光分布直方

图．通过阴性对照各通道的细胞荧光分布，确定受影

响细胞的范围，并进一步计算不同细胞所占比例以

及平 均 荧 光 强 度 （ Ｍｅｄｉａｎ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ＭＦＩ）．由于在藻类培养过程中会出现藻细胞正常死

亡的现象，因此本文使用相对阴性对照的正常细胞

比例和 ＭＦＩ 值 （阳性对照或实验组 ／阴性对照 ×
１００％）进行讨论．

使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０ 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现为：３
个平行的算术均值±标准差．差异显著性分析、单因

素方差分析、双因素方差分析等由 ＳＰＳＳ ２０．０ 统计

软件完成，差异显著性水平设为 ０．０５，其中 ｐ＞０．０５
和 ｐ＜０．０５ 分别表示无显著性差异和有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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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果（Ｒｅｓｕｌｔｓ）

３．１　 光合作用

　 　 针对富里酸存在条件下，铜对普通小球藻光合

作用的影响，使用叶绿素荧光仪测得阳性对照与实

验组的普通小球藻的 Ｆｖ ／ Ｆｍ，ФＰＳＩＩ 和 ＥＴＲ 相对值

（相对阴性对照的比值，下同）变化如图 １ 所示．阳性

对照组与 ２０ ｍｇ·Ｌ－１富里酸处理组的 Ｆｖ ／ Ｆｍ相对阴

性对照没有明显差别（ｐ＞０．０５）；高浓度富里酸（＞２０
ｍｇ·Ｌ－１）实验组明显高于阴性对照（ｐ＜０．０５），随着

富里酸浓度的升高，普通小球藻的 Ｆｖ ／ Ｆｍ水平也有

所升高．
对于实际光合作用效率 ФＰＳＩＩ和表观光合电子

传递速率 ＥＴＲ，阴性对照与阳性对照无显著区别

（ｐ＞０．０５），与实验组有显著区别（ｐ＜０．０５）．实验组的

ФＰＳＩＩ和 ＥＴＲ 水平均高于阳性对照，但不同实验组之

间并未表现出显著差异．暴露 ２４ ｈ 后，随着富里酸

浓度的增加，ФＰＳＩＩ和 ＥＴＲ 有所上升；但是随着暴露

时间的延长，不同实验组的结果相互趋近．

图 １　 富里酸存在条件下，铜对普通小球藻 Ｆｖ ／ Ｆｍ，ФＰＳＩＩ和 ＥＴＲ 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ｐｐ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Ｆｖ ／ Ｆｍ， ФＰＳＩＩ ａｎｄ ＥＴＲ ｏｆ Ｃ． ｖｕｌｇａｒ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ｆｕｌｖｉｃ ａｃｉｄ

　 　 富里酸单独作用下，普通小球藻的 Ｆｖ ／ Ｆｍ，ФＰＳＩＩ

和 ＥＴＲ 相对值变化见图 ２，富里酸对普通小球藻的

光合作用有促进的作用，２０ ｍｇ·Ｌ－１和 ５４ ｍｇ·Ｌ－１富

里酸处理组的普通小球藻的 Ｆｖ ／ Ｆｍ与阴性对照无显

著差别，但 ７４．５ ｍｇ·Ｌ－１和 １１９．２ ｍｇ·Ｌ－１的富里酸会

使 Ｆｖ ／ Ｆｍ显著升高． ２０ ｍｇ·Ｌ－１ 的富里酸对 ФＰＳＩＩ 和

ＥＴＲ 无显著影响，但较高浓度的富里酸会使其水平

升高．随着富里酸浓度的升高，各光合作用参数的水

平均有升高，并在 ２４ ｈ 时有最大值．

进一步对富里酸单独作用及富里酸与铜复合

作用下普通小球藻的光合作用参数值进行分析发

现：对于 Ｆｖ ／ Ｆｍ，当富里酸的浓度为 ２０ ｍｇ·Ｌ－１时，单
独作用和复合作用的结果间无明显差别，但当富里

酸的浓度≥５４ ｍｇ·Ｌ－１时，单独作用下的参数值明显

低于复合作用；对于实际光合作用效率 ФＰＳＩＩ和表观

光合电子传递速率 ＥＴＲ，富里酸单独作用下的参数

值均与复合作用时有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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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富里酸对普通小球藻 Ｆｖ ／ Ｆｍ，ФＰＳＩＩ和 ＥＴＲ 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ｕｌｖｉｃ ａｃｉｄ ｏｎ ｔｈｅ Ｆｖ ／ Ｆｍ， ФＰＳＩＩ ａｎｄ ＥＴＲ ｏｆ Ｃ． ｖｕｌｇａｒｉｓ

３．２　 细胞生理

流式细胞仪测得实验结束时（暴露 ９６ ｈ），各对

照组和实验组普通小球藻的 ＦＤＡ 染色荧光如图 ３
所示；实验过程中普通小球藻的 ＦＤＡ 荧光正常细胞

图 ３　 普通小球藻的 ＦＤＡ 染色荧光（９６ ｈ）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ＦＤＡ 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ｏｆ Ｃ． ｖｕｌｇａｒｉｓ （ａｆｔｅｒ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ｆｏｒ ９６ 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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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及 ＦＤＡ⁃ＭＦＩ 变化如图 ４ 所示．图 ３ 中，蓝色区域

代表正常细胞，并可用于进一步计算正常细胞比

例，红色区域代表受影响的细胞．铜对普通小球藻的

正常细胞比例有明显影响，阳性对照的正常细胞比

例最低．阴性对照与高浓度富里酸（ ＞２０ ｍｇ·Ｌ－１）处
理组之间无显著差别，２０ ｍｇ·Ｌ－１的富里酸处理组明

显高于阳性对照，低于阴性对照和其它实验组．随着

暴露时间的延长，２０ ｍｇ·Ｌ－１的富里酸处理组和阳性

对照的普通小球藻正常细胞比例逐渐升高，但仍然

低于阴性对照．进一步分析得到阴性对照的 ＦＤＡ⁃
ＭＦＩ，与 ７４．５ ｍｇ·Ｌ－１和 １１９．２ ｍｇ·Ｌ－１富里酸处理组

无显著差别（ｐ＞０．０５），但阳性对照、２０ ｍｇ·Ｌ－１和 ５４
ｍｇ·Ｌ－１ 富里酸处理组的 ＦＤＡ⁃ＭＦＩ 明显高于阴性

对照．

图 ４　 富里酸存在条件下，铜对普通小球藻正常细胞比例和 ＦＤＡ⁃ＭＦＩ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ｐｐ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ｎｏｒｍａｌ ａｌｇａｌ ｃｅｌｌｓ ａｎｄ ＦＤＡ⁃ＭＦＩ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ｆｕｌｖｉｃ ａｃｉｄ

　 　 富里酸作用下，铜对普通小球藻 ＰＩ 染色荧光的

影响如图 ５ 所示．阴性对照受影响的细胞比例与高

浓度富里酸（＞２０ ｍｇ·Ｌ－１）处理组无显著差别，阳性

对照的受影响细胞比例则显著高于其他实验组和

阴性对照（ｐ＜０．０５）．受影响细胞比例相对值由高到

低，依次是阳性对照＞２０ ｍｇ·Ｌ－１ ＞５４ ｍｇ·Ｌ－１ ＞７４．５
ｍｇ·Ｌ－１＞１１９．２ ｍｇ·Ｌ－１富里酸处理组，富里酸的加入

减弱了铜对小球藻的毒性，且在铜浓度一定的条件

下，增加富里酸的浓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受影

响的细胞数目．阳性对照和实验组测得的细胞膜通

透性均高于阴性对照 （ ｐ ＜ ０． ０５），７４． ５ ｍｇ·Ｌ－１ 和

１１９．２ ｍｇ·Ｌ－１富里酸处理组的细胞膜通透性无显著

差异，均高于阳性对照以及 ２０ ｍｇ·Ｌ－１和 ５４ ｍｇ·Ｌ－１

富里酸处理组．

图 ５　 富里酸作用下，铜对普通小球藻 ＰＩ染色荧光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ｐｐ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ａｌｇａｌ ｃｅｌｌｓ ａｎｄ ＰＩ⁃ＭＦＩ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ｆｕｌｖｉｃ ａｃ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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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期 焦扬等：富里酸存在条件下铜对普通小球藻光合作用与细胞生理的影响

　 　 实验浓度的富里酸对普通小球藻的 ＦＤＡ 染色

荧光，ＦＳＣ 及叶绿素 ａ 自发荧光均无显著影响，但会

显著提高 ＰＩ 染色荧光．富里酸单独暴露下的普通小

球藻 ＰＩ 染色荧光值均高于阴性对照，如图 ６ 所示．
相同浓度的富里酸，单独暴露下和与铜复合暴露下

的普通小球藻 ＰＩ 染色荧光间具有显著差异．

图 ６　 富里酸对普通小球藻 ＰＩ⁃ＭＦＩ的影响

Ｆｉｇ．６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ｕｌｖｉｃ ａｃｉ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Ｉ⁃ＭＦＩ ｏｆ Ｃ． ｖｕｌｇａｒｉｓ

不同浓度富里酸作用下，铜对普通小球藻叶绿

素 ａ 自发荧光的影响如图 ７ 所示，实验组和阳性对

照的叶绿素 ａ 自发荧光值均高于阴性对照，但随暴

露时间增加，荧光值逐渐降低，接近阴性对照．

图 ７　 富里酸存在条件下，铜对普通小球藻叶绿素 ａ 自发荧光的

影响

Ｆｉｇ．７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ｐｐ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ａ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ｏｆ Ｃ． ｖｕｌｇａｒ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ｆｕｌｖｉｃ ａｃｉｄ

不同浓度富里酸作用下，铜对普通小球藻 ＦＳＣ
荧光的影响如图 ８ 所示．阳性对照和实验组的 ＦＳＣ
荧光均明显高于阴性对照，即藻细胞体积大于阴性

对照．其中阳性对照与较低浓度的富里酸处理组（≤
５４ ｍｇ·Ｌ－１）无显著差异，高于高浓度富里酸处理组

（＞５４ ｍｇ·Ｌ－１）．

图 ８　 富里酸存在条件下，铜对普通小球藻 ＦＳＣ 荧光的影响

Ｆｉｇ．８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ｐｐ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ＦＳＣ⁃ＭＦＩ ｏｆ Ｃ． ｖｕｌｇａｒ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ｆｕｌｖｉｃ ａｃｉｄ

４　 讨论（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阳性对照和富里酸处理组的光合参数 Ｆｖ ／ Ｆｍ，
ФＰＳＩＩ和 ＥＴＲ 均高于阴性对照．根据富里酸单独暴露

的实验结果，富里酸能够使小球藻的 Ｆｖ ／ Ｆｍ，ФＰＳＩＩ和

ＥＴＲ 升高，当富里酸的浓度≥５４ ｍｇ·Ｌ－１时，富里酸

单独作用下的光合参数值显著低于复合作用，可以

认为复合暴露下普通小球藻光合参数的升高除富

里酸的影响外，铜也起到了一定作用．铜可以稳定叶

绿素 ａ 进而促进植物光合作用（洪法水等，２００１；胡
筑兵等，２００６），同时铜对小球藻的光合作用也有一

定的抑制作用 （ Ｂａｕ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欧阳慧灵，
２０１３）．铜对植物光合作用的抑制机理主要通过增加

植物体内活性氧的产量，导致膜脂过氧化，使类囊

体片层结构解体破坏，进而影响光合作用（Ｖａｓｓｉｌｅｖ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Ｐａｔｓｉｋｋ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本实验中，实验

组的铜对小球藻的光合作用既存在促进作用，也存

在抑制作用．在“铜饥饿”处理后，实验暴露过程中仍

使用无铜营养盐，阴性对照一直处于铜元素缺乏状

态，影响了小球藻的光合作用水平．对于阳性对照和

富里酸处理组，暴露前期，铜对光合作用的促进作

用表现较为明显，主要是由于铜的加入稳定了叶绿

素 ａ，在这一阶段，实际光合作用效率 ФＰＳＩＩ和表观光

合电子传递速率 ＥＴＲ 水平较高，同时也检测到了较

强的叶绿素 ａ 自发荧光．但随着暴露时间延长，铜对

小球藻的光合作用主要表现出抑制性．实验中，光合

参数 ФＰＳＩＩ和 ＥＴＲ，以及叶绿素 ａ 自发荧光均在 ２４ ｈ
时具有最大值，而在 ２４ ｈ 后迅速降低，可以发现铜

对光合作用的促进过程非常短暂，主要集中在藻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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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与铜接触最初的 ２４ ｈ．除铜对光合作用的促进作

用外，普通小球藻的光合作用在受到重金属的胁迫

时反应通常会相对滞后，这也是光合参数及叶绿素

ａ 自发荧光在暴露实验初期没有显著下降的原因之

一（欧阳慧灵，２０１３）．最大光合作用效率 Ｆｖ ／ Ｆｍ能够

表征植物光合作用的潜力，当植物收到胁迫时，Ｆｖ ／
Ｆｍ会有所降低．本实验中，铜的浓度一定，随着富里

酸浓度的升高，Ｆｖ ／ Ｆｍ的水平也在升高．通常小分子，
生物来源的 ＤＯＭ 与铜结合后的产物也能够被细胞

吸收（Ｂｕｃ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Ｚｈ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但由于

富里酸分子量较大，与铜络合后会降低藻细胞对其

的吸收，从而降低其生物毒性，表现为 Ｆｖ ／ Ｆｍ水平的

升高．富里酸浓度越高，络合态的铜所占比例越高，
生物毒性越低；当富里酸浓度达到一定水平时，络
合态的铜所占比例几乎不再变化，再增加富里酸浓

度，毒性效应基本不变．因此，７４．５ 和 １１９．２ ｍｇ·Ｌ－１

富里酸处理组的 Ｆｖ ／ Ｆｍ水平在整个暴露实验过程中

高于其他处理组，但是两个处理组之间未表现出明

显差异．
通过 ＦＤＡ 染色荧光的结果分析正常藻细胞的

比例可以发现，铜对于小球藻细胞具有明显的毒

性，增加了细胞死亡率，而富里酸的加入会降低铜

的毒性效应，降低藻细胞死亡率．与最大光合作用效

率 Ｆｖ ／ Ｆｍ 类似，当富里酸浓度增加到一定程度时

（７４．５ ｍｇ·Ｌ－１和 １１９．２ ｍｇ·Ｌ－１），藻细胞的正常细胞

比例不再随富里酸浓度的升高而升高．阳性对照，以
及 ２０ 和 ５４ ｍｇ·Ｌ－１富里酸处理组的 ＦＤＡ⁃ＭＦＩ 相对

较高，但此处较高水平的 ＦＤＡ⁃ＭＦＩ 并不是因为脂酶

活性较高，当铜的暴露浓度较低时，藻细胞的 ＦＤＡ
荧光值将高于对照组，主要是源于细胞膜极化导致

细胞对 ＦＤＡ 的吸收增加（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ａ）．随
富里酸浓度增加，自由形态的铜离子所占比例减

小，细胞膜的极化作用也不断减弱，ＦＤＡ⁃ＭＦＩ 逐渐

减小．随暴露时间增加，极化作用减弱，表现为 ＦＤＡ
荧光值的降低．根据 ＰＩ 染色荧光结果，铜和富里酸

均有增加小球藻细胞膜通透性的作用，结合 ＦＤＡ 染

色荧光数据，富里酸单独作用时的正常细胞比例与

阴性对照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可以认为富里酸能

够使藻细胞的细胞膜通透性增加，但是不具有致死

性；铜也具有增强藻细胞细胞膜通透性的作用，并
会造成细胞死亡，这也与之前铜对光合作用的抑制

机理具有一定的一致性．阳性对照和实验组均会使

普通小球藻的 ＦＳＣ 荧光升高，表明藻细胞体积有增

大的趋势，可能是由于体积较小的藻细胞更易受铜

胁迫而死亡．体积较小的藻细胞通常为新生细胞，各
项机能还未完善，因此对铜的耐受性也较弱．随暴露

时间延长，阳性对照和实验组的各项光合和细胞生

理指标均趋近阴性对照，可以认为是小球藻在受到

胁迫后耐受性增加，对环境适应的结果，使得普通

小球藻的光合作用和细胞生理得到了一定的恢复．

５　 结论（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１）富里酸能够促进普通小球藻的光合作用；铜
在暴露初期，藻细胞缺乏铜元素时能够稳定叶绿素

ａ，增强藻细胞的实际光合作用效率 ФＰＳＩＩ和表观光

合电子传递速率 ＥＴＲ，随暴露时间延长，对光合作

用的抑制表现明显；富里酸能够有效减弱铜的光合

毒性，增强藻细胞的光合作用潜力．
２）铜能够增大普通小球藻细胞的体积，增强细

胞膜通透性，并导致藻细胞死亡；富里酸的加入能

够明显降低藻细胞的死亡率，高浓度的富里酸可以

有效降低因铜导致的藻细胞体积的增大．
３）普通小球藻具有一定的耐受性和环境适应

性，暴露后期在光合作用和细胞生理方面均会有一

定程度的恢复．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ｕｃｋ Ｋ Ｎ， Ｒｏｓｓ Ｊ Ｒ Ｍ， Ｆｌｅｇａｌ Ａ 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ｃｏｐｐｅｒ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ｐｅ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Ｂａｙ，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０５（１）： ５⁃１９

Ｄ′Ａｎｄｒｉｌｌｉ Ｊ， Ｆｏｒｅｍａｎ Ｃ Ｍ，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Ａ 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ＨＳＳ Ｐｏｎｙ Ｌａｋｅ ｆｕｌｖｉｃ ａｃｉｄ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ｂｙ
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ｐｒａｙ ｉ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ｕｒｉｅｒ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ｉｏｎ ｃｙｃｌｏｔｒｏｎ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 Ｊ ］ ．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６５（６）：１９⁃２８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Ｎ Ｍ， Ｓｔａｕｂｅｒ Ｊ Ｌ， Ｌｉｍ Ｒ Ｐ． ２００１．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ｌｏｗ
ｃｙｔｏｍｅｔｒｙ⁃ｂａｓｅｄ ａｌｇａｌ ｂｉｏａｓｓａｙｓ ｆｏｒ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ｐｐｅｒ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ｗａｔｅｒｓ ［ 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
（１）：１６０⁃１７０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Ｎ Ｍ， Ａｄａｍｓ Ｍ Ｓ， Ｓｔａｕｂｅｒ Ｊ 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ｒａｐｉｄ ｅｎｚｙｍ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ｂｉｏａｓｓａｙ ｗｉｔｈ ｍａ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ｅ ｕｓｉｎｇ ｆｌｏｗ ｃｙｔｏｍｅｔｒｙ ［ Ｊ ］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 ４０（４）：４６９⁃４８０

Ｇｏｖｉｎｄｊｅｅ Ｅ． １９９５． Ｓｉｘｔｙ⁃ｔｈｒｅｅ ｙｅａｒｓ ｓｉｎｃｅ Ｋａｕｔｓｋｙ：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ａ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Ｊ］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２２（２）：
１３１⁃１６０

何伟． ２０１４． 巢湖水体溶解性有机质及其环境效应研究［Ｄ］． 北京：
北京大学． １⁃２１５

洪法水，魏正贵，赵贵文，等． ２００１． 金属叶绿素 ａ 配位结构的研究

［Ｊ］ ． 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 ２８（３）： ３８１⁃３８６

２９１３

环
境

科
学

学
报



８ 期 焦扬等：富里酸存在条件下铜对普通小球藻光合作用与细胞生理的影响

胡筑兵，陈亚华，王桂萍，等． ２００６． 铜胁迫对玉米幼苗生长、叶绿素

荧光参数和抗氧化酶活性的影响［ Ｊ］ ． 植物学通报， ２３（２）：
１２９⁃１３７

Ｊｉａｎｇ Ｙ Ｊ， Ｈｅ Ｗ， Ｌｉｕ Ｗ Ｘ，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Ｔｈｅ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ａ ｌａｒｇｅ 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ｋｅ （ Ｌａｋｅ
Ｃｈａｏｈｕ）［Ｊ］ ．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４０：５８⁃６７

Ｋｒａｕｓｅ Ｇ Ｈ． １９８８． Ｐｈｏｔｏ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Ａ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ａｍａ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Ｊ］ ．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ａ 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
７４（３）：５６６⁃５７４

Ｌａｚáｒ Ｄ． １９９９．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ａ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Ｊ］ ． Ｂｉｏｃｈｉｍｉｃａ ｅｔ
Ｂｉｏｐｈｙｓｉｃａ Ａｃｔａ， １４１２（１）：１⁃２８

Ｌｉｕ Ｗ， Ｃｈｅｎ Ｓ， Ｑｕａｎ Ｘ，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 Ｔｏｘ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ｅｒｉａｌ
ｐｅｒｆｌｕｏｒｏｓｕｌｆｏｎｉｃ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ｌｕｏｒｏｃａｒｂｏｘｙｌｉｃ ａｃｉ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ａ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ａｌｇａ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ｂｙ ｆｌｏｗ ｃｙｔｏｍｅｔｒｙ ［ Ｊ ］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７（７）：１５９７⁃１６０４

Ｍａ Ｍ， Ｚｈｕ Ｗ Ｚ， Ｗａｎｇ Ｚ Ｊ，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ｐｐｅｒ ｏｎ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ａｌｇａ （ Ｓｃｅｎｅｄｅｓｍｕｓ
ｓｕｂｓｐｉｃａｔｕｓ ８６．８１ ＳＡＧ）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ＤＴＡ ａｎｄ ｆｕｌｖｉｃ ａｃｉｄ
［Ｊ］ ．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 ６３：２２１⁃２２８

Ｍａｘｗｅｌｌ Ｋ，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Ｇ Ｎ． ２０００．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ａ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ｅ［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Ｂｏｔａｎｙ， ５１（３４５）：６５９⁃６６８

Ｏｕｙａｎｇ Ｈ Ｌ， Ｋｏｎｇ Ｘ Ｚ， Ｈｅ Ｗ，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ｉｖｅ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ｓ
ａｔ ｓｕｂ⁃ｌｅｔｈａｌ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Ｃｈｌｏｒｅｌｌａ ｖｕｌｇａｒｉｓ ［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５７ （ １０ ）：
７８５⁃７９３

欧阳慧灵． ２０１３． 重金属、化感物质和磷胁迫对普通小球藻生理生态

的影响［Ｄ］． 北京：北京大学． １⁃８６
Ｏｕｙａｎｇ Ｈ Ｌ， Ｋｏｎｇ Ｘ Ｚ， Ｌａｖｏｉｅ Ｍ，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ａｎｄ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ｄｍｉｕｍ ｉｎ Ｃｈｌｏｒｅｌｌａ ｖｕｌｇａｒｉｓ［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３２（１２）：２７６２⁃２７７０

Ｑｉｕ Ｊ Ｗ， Ｔａｎｇ Ｘ， Ｚｈｅｎｇ Ｃ Ｂ，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 Ｃｏｐｐｅｒ ｃｏｍｐｌｅｘ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ｆｕｌｖｉｃ ａｃｉｄ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ｃｏｐｐｅｒ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ｒｖａ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ｙｃｈａｅｔｅ
Ｈｙｄｒｏｉｄｅｓ ｅｌｅｇａｎｓ［ Ｊ］ ．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６４ （ ５）：
５６３⁃５７３

Ｓáｎｃｈｅｚ⁃Ｍａｒíｎ Ｐ， Ｓａｎｔｏｓ⁃Ｅｃｈｅａｎｄíａ Ｊ， Ｎｉｅｔｏ⁃Ｃｉｄ Ｍ，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ＤＯＭ）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ｎｇ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ｎ Ｃｕ ａｎｄ
Ｐｂ ｓｐｅ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ｔｏ Ｐａｒａｃｅｎｔｒｏｔｕｓ ｌｉｖｉｄｕｓ ｌａｒｖａｅ ［ Ｊ ］ ．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 ９６（２）：９０⁃１０２

宋淑芳． ２０１２． 铜和铬对小球藻的致毒机理及解毒方法研究［Ｄ］． 杭

州：浙江大学． １⁃１２４
Ｓｔａｕｂｅｒ Ｊ Ｌ，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Ｎ Ｍ， Ａｄａｍｓ Ｍ Ｓ． ２００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ｌｏｗ

ｃｙｔｏｍｅｔｒｙ ｔｏ ｅｃｏ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ｕｓｉｎｇ 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ｅ ［ Ｊ］ ．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４）：１４１⁃１４３

Ｔａｉｔ Ｔ Ｎ， Ｃｏｏｐｅｒ Ｃ Ａ， Ｍｃｇｅｅｒ Ｊ Ｃ，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ＤＯＭ）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ｎ ｃｏｐｐｅｒ ｓｐｅ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ｔｏ
Ｂｒａｃｈｉｏｎｕｓ ｐｌｉｃａｔｉｌｉｓ［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１３：４９６⁃５０６

Ｔａｙｌｏｒ Ｎ Ｓ， Ｋｉｒｗａｎ Ｊ Ａ， Ｙａｎ Ｎ 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Ｍｅｔａｂｏｌｏｍｉｃｓ ｃｏｎｆｉｒｍｓ
ｔｈａｔ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ｍｉｔｉｇａｔｅｓ ｃｏｐｐｅｒ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 Ｊ ］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 ＆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３５（３）：６３５⁃６４４

徐珑，杨曦，张爱茜，等． ２００５． 水环境中的光化学研究进展［Ｊ］ ． 化学

进展， １７（３）：４１２⁃４１５
Ｙｔｒｅｂｅｒｇ Ｅ， Ｋａｒｌｓｓｏｎ Ｊ， Ｈｏｐｐｅ 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ｏｍｐｌｅｘ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ｏｐｐｅｒ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ｔｏ ｔｈｅ Ｅｓｔｕａｒｉｎｅ
Ｒｅｄ Ｍａｃｒｏａｌｇａ Ｃｅｒａｍｉｕｍ ｔｅｎｕｉｃｏｒｎｅ： Ａ Ｔ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４５（７）：
３１４５⁃３１５３

Ｙｔｒｅｂｅｒｇ Ｅ， Ｋａｒｌｓｓｏｎ Ｊ， Ｎｄｕｎｇｕ 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Ｃｕ ｔｏ ａ ｂｒａｃｋｉｓｈ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ｎｅ
ｃｌ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ｍａｃｒｏａｌｇａ Ｃｅｒａｍｉｕｍ ｔｅｎｕｉｃｏｒｎｅ［ Ｊ］ ． Ｅｃｏ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７４（４）：６３６⁃６４２

Ｙｕ Ｙ， Ｋｏｎｇ Ｆ， Ｗａｎｇ Ｍ，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ｃｏｐｐｅｒ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ａ ｍｕｌｔｉｓｐｅｃｉｅｓ 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ｆｌｏｗ ｃｙｔｏｍｅｔｒｙ
［Ｊ］ ． Ｅｃｏ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６６（１）：４９⁃５６

张守仁． １９９９． 叶绿素荧光动力学参数的意义及讨论［ Ｊ］ ． 植物学通

报， １６（４）：４４４⁃４４８
Ｚｈｏｎｇ Ｈ， Ｅｖａｎｓ Ｄ， Ｗａｎｇ Ｗ Ｘ． ２０１２． Ｕｐｔａｋｅ ｏｆ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ｃｏｍｐｌｅｘｅｄ ６５Ｃｕ ｂｙ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ｍｕｓｓｅｌ Ｐｅｒｎａ ｖｉｒｉｄｉｓ ［ Ｊ ］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４６（４）：２３８３⁃２３９０

３９１３

环
境

科
学

学
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