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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铜污染对苦草生长及叶绿素荧光特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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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南昌大学 资源环境与化工学院ꎬ 南昌 ３３００３１ꎻ ２. 南昌工程学院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ꎬ 南昌 ３３００９９ )

摘　 要: 该文以苦草(Ｖａｌｌｉｓｎｅｒｉａ ｎａｔａｎｓ)为材料ꎬ研究了不同浓度铜污染水体对其叶 /根长、生物量、光合色

素含量、体内重金属含量及叶绿素荧光参数的影响ꎮ 结果表明:随着水体铜浓度的增加ꎬ苦草的叶长、根长、
生物量均显著下降ꎻ光合色素含量逐渐下降ꎬ其中叶绿素 ａ 比叶绿素 ｂ 下降明显ꎬ类胡萝卜素下降幅度最

小ꎻ叶片铜含量随铜浓度的增加显著上升(Ｐ<０.０５)ꎬ各处理组根铜含量没有显著性差异ꎬ在水中铜低于 ０.５
ｍｇＬ￣１的环境中苦草具有正常的光合活性ꎮ 除 ０.５ ｍｇＬ￣１处理组外ꎬ最大荧光(Ｆｍ )、最大光化学效率

(Ｆｖ / Ｆｍ)、潜在光化学效率(Ｆｖ / Ｆｏ)、光化学淬灭系数( ｑＰ)与有效量子产量[Ｙ(Ⅱ)]均比对照组显著降低

(Ｐ<０.０５)ꎬ而非光化学淬灭效率(ｑＮ)、调节性能量耗散的量子产量[Ｙ(ＮＰＱ)]、非调节性能量耗散的量子

产量[Ｙ(ＮＯ)]均呈上升趋势ꎬ其中 Ｆｖ / Ｆｏ 对铜污染反应最为灵敏ꎮ 综合各参数变化情况ꎬ随着水体铜浓度

的增加ꎬ苦草生长受到抑制ꎬ叶片利用光能的效率下降ꎬＰＳⅡ反应中心的电子传递受到明显的抑制ꎻ苦草通

过自身调节以热的形式将过剩光能耗散ꎬ以减轻 ＰＳⅡ反应中心受伤害的程度ꎻ苦草是铜超富集植物ꎬ其可

作为低浓度铜污染水体生态修复的备选物种ꎮ
关键词: 苦草ꎬ 铜污染ꎬ 生物量ꎬ 光合色素ꎬ 荧光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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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ꎬ由于矿产开发及工业废水的滥排滥

放ꎬ水体中的重金属污染问题日益突出( Ｊ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ꎮ 重金属不能自然降解或被微生物所分解ꎬ
而是通过食物链的生物放大作用富集生物体并损

害动物和人类健康(徐勤松等ꎬ２００３)ꎮ 铜(Ｃｕ)是植

物生长的必需微量元素 (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ｓ ＆ Ｈｅｎｒｉｑｕｅｓꎬ
１９９１)ꎬ在许多和细胞代谢相关的酶和光合作用中

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Ｎａｇａｊｙｏｔｉｃ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０)ꎮ 但

过量 Ｃｕ 会对植物造成极大的毒性( Ｓｈａｈｉｄ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ꎬ抑制光合作用的进行ꎬ降低酶的活性等ꎮ 沉

水植物作为水生态系统中的重要初级生产力ꎬ对于

维持水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和清水稳态具有重要作用(宋玉芝等ꎬ２０１１)ꎮ 许多

沉水植物能够富集水体和底泥中的 Ｃｕ(潘义宏等ꎬ
２０１０ꎻＸｕｅ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０ꎻ谢佩君等ꎬ２０１６)ꎬ且不同类型

的沉水植物对 Ｃｕ 具有不同的耐受性和富集能力

(Ｕｐａｄｈｙａｙ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４ꎻ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４ꎻ简敏菲等ꎬ
２０１６)ꎮ 目前国内外学者一直关注重金属胁迫下沉

水植物体内重金属的积累(梁珊等ꎬ２０１６ꎻＡｈｍａｄ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６)、生理生化的影响(徐勤松等ꎬ２００６ꎻ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２)、亚显微结构变化(计汪栋等ꎬ２００７ꎻ赵
秀侠等ꎬ２０１７)等ꎬ对于重金属胁迫下苦草等沉水植

物的光合荧光特性较缺乏研究ꎮ
１９８０ 年 Ｓｃｈｒｅｉｂｅｒ 教授发明脉冲振幅调制叶绿

素荧光仪ꎬ在探测逆境对植物光合作用的影响等

方面具有快速、简便、灵敏、可靠等特性ꎮ 基于光

合作用理论ꎬ叶绿素荧光技术不会破坏细胞ꎬ不会

对植物造成伤害ꎬ被认为是研究植物光合作用与

环境胁迫之间关系的有效探针(李伶等ꎬ２０１０ꎻ晋
利和李晓亮ꎬ ２０１５)ꎮ 水下调制荧光仪 ( Ｄｉｖｉｎｇ￣
ｐａｍ)可以原位测定沉水植物的光合作用( Ｙ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０ꎻＨｕｓｓｎｅｒ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１)ꎮ

苦草(Ｖａｌｌｉｓｎｅｒｉａ ｎａｔａｎｓ)为水鳖科苦草属多年

生沉水草本植物ꎬ具有较高的经济利用价值(王艳

丽等ꎬ２００６)ꎬ再生能力强ꎬ广泛应用于水体生态修

复工程(顾燕飞等ꎬ２０１７ꎻ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９)ꎬ对重

金属具有较强的吸收积累能力(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２ꎻ
Ｘｉ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３)ꎮ 本研究通过不同浓度铜污染水

体对苦草叶长、根长、生物量、光合色素含量及叶

绿素荧光参数的影响ꎬ探讨苦草受胁迫后的生长

状态和光合系统响应的内在机制ꎬ以期为铜污染

水体的生态修复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本研究以苦草为材料ꎬ于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初采自

鄱阳湖南矶山自然保护区ꎮ 将采集到的苦草去除

死叶和死根ꎬ选择长势一致的植株ꎬ修剪为叶片长

度为 １５ ｃｍꎬ根长为 ３ ｃｍꎬ轻轻洗去叶表面附着物

和根部泥土ꎮ
１.２ 试验设计

试验在南昌工程学院生态园内完成ꎮ 将从鄱

阳湖采集到的底泥铺于塑料方盒(长 ３４.０ ｃｍ、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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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５ ｃｍ、高 １０ ｃｍ)ꎬ底泥厚 ８ ｃｍꎬ每盒均匀种植苦

草 １２ 株ꎬ然后将塑料方盒放入玻璃缸(长 ４０ ｃｍ、
宽 ４０ ｃｍ、高 ５０ ｃｍ)内ꎬ向缸中加入经过晾晒的自

来水至 ４０ ｃｍ 高度ꎮ 预培养 １ 周后ꎬ加入不同浓度

的 ＣｕＳＯ４溶液进行处理ꎬ结合前期预处理ꎬ５ 种处

理分别设置为 ０ ｍｇＬ￣１对照组ꎬ０.５ ｍｇＬ￣１处理

组ꎬ１.０ ｍｇＬ￣１处理组ꎬ１.５ ｍｇＬ￣１处理组和 ２.０
ｍｇＬ￣１处理组ꎬ每个处理设置 ３ 个重复ꎮ 在胁迫

处理 １ 周后ꎬ测定各参数ꎮ
１.３ 测定指标及方法

采用水下调制荧光仪(Ｄｉｖｉｎｇ￣ｐａｍ)和数据采

集软件 Ｗ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 原位测定苦草叶片的叶绿素荧

光参数ꎮ 每一处理组随机取 ３ 株ꎬ用暗叶夹夹住

叶片(离顶端 ３ ｃｍ 左右)ꎬ经暗适应 ２０ ｍｉｎ 后ꎬ打
开叶夹ꎬ开启检测光ꎬ得到最小荧光(Ｆｏ)ꎬ最大荧

光(Ｆｍ)ꎮ ＰＳⅡ反应中心的最大光化学效率(Ｆ ｖ /
Ｆｍ)、潜在光化学效率(Ｆ ｖ / Ｆｏ)、光化学淬灭系数

(ｑＰ)、非光化学淬灭系数( ｑＮ)、有效量子产量[Ｙ
(Ⅱ)]、调节性能量耗散的量子产量[Ｙ(ＮＰＱ)]和
非调节性能量耗散的量子产量[Ｙ(ＮＯ)]由系统选

定模式自动生成ꎮ
将采集的苦草用自来水将表面附着物和泥清

洗干净ꎬ用直尺测量其叶片和根的最大长度ꎬ用天

平称量鲜重ꎬ于空气中自然风干后称其干重ꎻ采用

丙酮萃取法测定光合色素含量(李合生ꎬ２０１０)ꎻ将
叶片和根于烘箱中烘至恒重ꎬ用粉碎机研磨后过

１００ 目筛ꎬ采用三酸消化法(ＨＮＯ３￣ＨＦ￣ＨＣｌＯ４)ꎬ定
容后用 ＩＣＰ￣ＡＥＳ 测定铜含量ꎮ
１.４ 数据处理与分析

试验结果为 ３ 次试验的平均值±标准差ꎬ试验

原始数据的处理和制图釆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７ 软件ꎻ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 软件对不同浓度铜污染下反应数据进行

单因素方差分析ꎬ用 Ｄｕｎｃａｎ 法进行多重比较分

析ꎬＰ<０.０５ 表示差异显著ꎻ并进行铜浓度与荧光参

数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分析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铜污染对苦草生长的影响

根据试验所设置的 ５ 个不同浓度梯度ꎬ测定苦

草的叶长、根长和生物量ꎬ分别统计其变化特征及

相关显著性ꎬ结果如图 １ 所示ꎮ 铜明显抑制了苦

草的生长ꎬ叶长、根长、鲜重和干重均显著低于对

照组ꎮ ２.０ ｍｇＬ￣１处理组苦草叶和根的长度最低ꎬ
分别为对照组的 ８２.４７％和 ６１.１０％ꎮ ０.５ ｍｇＬ￣１

和 １.０ ｍｇＬ￣１ 处理组根的鲜重无显著性差异ꎮ
２.０ ｍｇＬ￣１处理组苦草叶和根的鲜重最低ꎬ分别为

对照组的 ６７.７３％和 ５３.３７％ꎻ干重分别为对照组的

７１.３１％和 ５３.３７％ꎮ
２.２ 铜污染对苦草叶片光合色素的影响

随着水体铜浓度的升高ꎬ苦草叶片的叶绿素总

量(Ｃｔ)、叶绿素 ａ(Ｃａ)、叶绿素 ｂ(Ｃｂ)、类胡萝卜素

(Ｃｃ)和叶绿素 ａ /叶绿素 ｂ(Ｃａ / Ｃｂ)变化趋势一致ꎬ
整体均成下降趋势ꎬ叶片逐渐褪绿ꎮ Ｃｔ 和 Ｃａ 下降

显著(Ｐ<０.０５)ꎬ对照组和 ０.５ ｍｇＬ￣１处理组的 Ｃｂ
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ꎮ 叶绿素 ａ 比叶绿素 ｂ 下降

幅度大ꎬ其对铜胁迫更为敏感ꎮ Ｃｃ 下降幅度较小ꎬ
类胡萝卜素 /叶绿素总量(Ｃｃ / Ｃｔ)先降低后增加ꎬ说
明 Ｃｃ 对胁迫不敏感ꎮ Ｃｔ、Ｃａ、Ｃｂ、Ｃｃ、Ｃａ / Ｃｂ 与铜浓

度 的 相 关 系 数 ｒ 分 别 为 －０.９７０∗∗ꎬ －０.９６９∗∗ꎬ
－０.９５２∗∗ꎬ－０.８６４∗∗ꎬ－０.８７０∗∗ꎬ均呈极显著负相关ꎮ
２.３ 铜在苦草体内的富集

苦草叶片中铜的富集量随着水体铜浓度的增

加而增加ꎬ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Ｐ<０. ０５)ꎮ ２. ０ ｍｇＬ￣１ 处理组叶片铜含量达到

(５.７４± １. ０７) ｍｇｇ￣１ꎬ约为 ０. ５ ｍｇＬ￣１ 处理组的

３.０３７ 倍ꎻ根中铜含量在各处理组间无显著性差异

(Ｐ>０.０５)ꎮ
２.４ 铜对苦草叶片叶绿素荧光参数的影响

根据实验所设置的 ５ 个不同浓度梯度ꎬ测定苦

草叶片的 Ｆｏ、Ｆｍ、Ｆ ｖ / Ｆｍ、Ｆ ｖ / Ｆｏ、 ｑＰ、 ｑＮ、 Ｙ (Ⅱ)、
Ｙ(ＮＯ)和 Ｙ(ＮＰＱ)ꎬ分别统计其变化特征及相关

显著性ꎬ结果如图 ４、图 ５、图 ６ 所示ꎮ
最小荧光 Ｆｏ 指叶片经过充分暗适应后ꎬ光系

统Ⅱ的反应中心全部开放时的叶绿素荧光产量ꎮ
处理组的 Ｆｏ 分别为对照组的 １.００３、１.０２４、１.０４２、
１.１７５ 倍ꎬ但差异不显著ꎮ Ｆｏ 与铜浓度呈显著正相

关ꎬ相关系数 ｒ 为 ０.５５５∗ꎮ 处理组的 Ｆｍ 均小于对

照组ꎬ且随铜浓度的增加下降显著(Ｐ<０.０５)ꎮ 除

０.５ ｍｇＬ￣１处理组与对照组差异不显著ꎬ其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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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处理之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ꎮ 下同ꎮ
Ｎｏｔ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Ｐ<０.０５)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图 １　 不同浓度铜对苦草叶长、根长和生物量的影响
Ｆｉｇ. 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ｕ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ｌｅａｆꎬ ｒｏｏｔ ｌ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ｏｆ Ｖａｌｌｉｓｎｅｒｉａ ｎａｔａｎｓ

组的 Ｆ ｖ / Ｆｍ 均下降显著ꎬ２.０ ｍｇＬ￣１处理组仅为对

照组的 ４６.６８％ꎮ Ｆ ｖ / Ｆｏ 变化趋势与 Ｆ ｖ / Ｆｍ 相似ꎮ

当铜浓度低于 ０.５ ｍｇＬ￣１时ꎬ对叶片 ＰＳⅡ反应中

心捕获光能的效率影响不显著ꎮ Ｆｍ、Ｆ ｖ / Ｆｍ、Ｆ ｖ / Ｆｏ

与铜浓度呈极显著负相关ꎬ相关系数 ｒ 分别为

－０.９１４∗∗、－０.９６４∗∗、－０.９５８∗∗ꎮ
随着铜浓度的增加ꎬｑＰ 与 ｑＮ 呈相反的变化趋

势ꎮ ｑＰ 下降显著(Ｐ<０.０５)ꎬ２.０ ｍｇＬ￣１处理组仅

为对照组的 ５４.９０％ꎻｑＮ 呈上升趋势ꎬ２.０ ｍｇＬ￣１

处理组达到最大值 ０.６０８ꎬ高出对照 １４１.３％ꎬ说明

当苦草受到铜胁迫时ꎬ为维护自身生长需要ꎬ会将

越来越多天线色素吸收的光能以热能形式耗散掉

用于进行自我保护 (刘涛等ꎬ ２０１７ꎻ钱永强等ꎬ
２０１１ꎻ吴昊等ꎬ２０１６)ꎮ ｑＰ 与铜浓度呈极显著负相

关ꎬ相关系数 ｒ 为－０.９８２∗∗ꎻｑＮ 与铜浓度呈极显著

正相关ꎬ相关系数 ｒ 为 ０.８９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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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Ｃｔ. 叶绿素总量(ｍｇｇ ￣１ＦＷ)ꎻ Ｃａ. 叶绿素 ａ 含量(ｍｇ
ｇ ￣１ＦＷ)ꎻ Ｃｂ. 叶绿素 ｂ 含量(ｍｇｇ ￣１ＦＷ)ꎻ Ｃｃ. 类胡萝卜素

含量(ｍｇｇ ￣１ＦＷ)ꎻ Ｃａ / Ｃｂ. 叶绿素 ａ 含量 / 叶绿素 ｂ 含量ꎮ
Ｃｃ / Ｃｔ. 类胡卜素含量 / 叶绿素总量ꎮ

Ｎｏｔｅ: Ｃｔ.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ｍｇｇ￣１ＦＷ)ꎻ Ｃａ.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ａ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ｍｇｇ￣１ＦＷ)ꎻ Ｃｂ.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ｂ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ｍｇｇ￣１ＦＷ)ꎻ
Ｃｃ. Ｃａｒｏｔｅｎｏｉ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ｍｇｇ￣１ＦＷ)ꎻ Ｃａ / Ｃｂ.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ａ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ｂ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Ｃｃ / Ｃｔ. Ｃａｒｏｔｅｎｏｉ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Ｔｏｔａｌ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图 ２　 不同浓度铜对苦草光合色素的影响
Ｆｉｇ. 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ｕ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ｐｉｇｍｅｎｔ ｏｆ Ｖａｌｌｉｓｎｅｒｉａ ｎａｔａｎｓ

有效量子产量 Ｙ(Ⅱ)随着铜浓度的增加ꎬ下
降显著(Ｐ<０.０５)ꎮ Ｙ(Ⅱ)与铜浓度呈极显著负相

关ꎬ相关系数 ｒ 为－０.９２７∗∗ꎮ 这表明苦草叶片的实

际光合效率随着铜浓度的增加而降低ꎮ 随着胁迫

强度的增大ꎬＹ(ＮＯ)缓慢上升ꎬＹ(ＮＰＱ)也整体成

上升趋势ꎮ ２.０ ｍｇＬ￣１处理组 Ｙ(ＮＯ)和 Ｙ(ＮＰＱ)
分别是对照组的 １. ６６ 倍、 ４. ０２ 倍ꎬ Ｙ ( ＮＯ) 和 Ｙ
(ＮＰＱ)与铜浓度呈极显著正相关ꎬ相关系数 ｒ 分

别为 ０.８９６∗∗、０.８５８∗∗ꎮ

３　 讨论

重金属胁迫对植物生长具有强烈的抑制作

用ꎬ严重时会完全停止生长ꎬ出现不开花ꎬ不结果

等现象(简敏菲等ꎬ２０１７)ꎮ 本研究表明ꎬ水体铜污

染对苦草生长有显著的抑制作用ꎬ２.０ ｍｇＬ￣１处理

组部分叶片脱落ꎬ生物量明显减小ꎬ但仍能生存ꎮ
而陈萍萍等(２０１３)认为 １.０ ｍｇＬ￣１的铜对苦草生

长有促进作用ꎬ这是因为其种植苦草株数比本研

究大很多所致ꎮ 苦草对铜的富集量较大ꎬ叶片铜

含量可达到(５.７４±１.０７)ｍｇｇ￣１ꎬ属于 Ｃｕ 超富集

植物(Ｘｉ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３)ꎬ其可以作为低浓度铜污

染水体生态修复的备选物种ꎮ
重金属对植物光合作用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破

坏叶绿体膜和类囊体膜的超微结构ꎬ抑制叶绿素

的合成ꎬ阻断 ＰＳⅡ的电子传递ꎬ以及破坏卡尔文循

环的关键酶等方式来降低光合效率 ( Ｓｅｒｅｇｉｎ ＆
Ｉｖａｎｏｖꎬ２００１)ꎮ 本研究中随着铜浓度的增加ꎬ光合

色素含量显著下降ꎬ叶片逐渐褪绿ꎬ且老叶最先褪

绿ꎬ这与竹叶眼子菜遭受 Ｃｕ 胁迫的变化规律相一

致(计汪栋等ꎬ２００７)ꎮ 其中 Ｃａ 比 Ｃｂ 下降更快ꎬＣａ
对 Ｃｕ 更敏感ꎮ Ｃａ / Ｃｂ 缓慢降低ꎬ说明类囊体的垛

叠程度逐渐降低ꎬ叶片的光抑制增加(郭书奎和赵

可夫ꎬ２００１)ꎮ 随着铜浓度增加ꎬ叶绿素含量降低ꎬ
主要原因可能是铜进入植物细胞内ꎬ与叶绿体蛋

白上的巯基结合(Ａｓｓｃｈｅ ＆ Ｃｌｉｊｓｔｅｒｓꎬ１９９０)或取代

其中的 Ｆｅ２＋、Ｚｎ２＋、Ｍｇ２＋(张金彪和黄维南ꎬ２００７)ꎬ
破坏叶绿体结构ꎻ同时ꎬ随着铜在植物体内的累

积ꎬ它与细胞中合成叶绿素的某些酶(原叶绿素酸

酯还原酶和胆色素原脱氨酶)结合(Ａｓｇｈａｒｉｐｏｕｒ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１)ꎬ使酶活性受阻ꎬ叶绿素合成受到抑制ꎮ

叶绿素荧光动力学参数已被公认为植物抗逆

研究的良好指标之一ꎬ在正常条件下生长的植物

各荧 光 参 数 比 较 稳 定ꎬ 不 会 出 现 较 大 的 波 动

(Ｒｏｈáｃ̌ｅｋꎬ２００２)ꎮ 重金属对沉水植物光合作用的

影响程度可以通过测定荧光值的变化来反映(李

磊和黄小平ꎬ２００９)ꎮ Ｆｏ 的大小与 ＰＳⅡ原始激发

色素密度以及反应所处类囊体结构状态及叶绿素

含量 有 关ꎬ而 与 光 化 学 反 应 无 关 (陈 正 勇 等ꎬ
２０１１)ꎮ 在本研究中 Ｆｏ 略有增加ꎬ可能是铜会激

发色素密度升高和内囊体膜的改变ꎬ以适应环境

变化ꎮ Ｆ ｖ / Ｆｍ 表示当所有光系统Ⅱ反应中心处于

开放态时的最大量子产量ꎬ该指标可以从量子水

平反映理论上植物光合能力可以达到的最大程

度ꎬ胁 迫 条 件 下 该 参 数 显 著 下 降 (许 大 全 等ꎬ
２０１３)ꎮ 水体 ０.５ ｍｇＬ￣１铜对苦草叶片的潜在最

大光合能力影响微弱ꎬ造成的胁迫较轻ꎮ Ｆ ｖ / Ｆｏ 常

用于度量光系统Ⅱ的潜在活性ꎬ其对光合效率的

变化很敏感ꎮ 研究表明ꎬ 铜、 镉、 铬和锌可以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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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苦草叶和根对铜的富集
Ｆｉｇ. ３　 Ｃｕ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ｉｎ ｌｅａｖｅｓ ａｎｄ ｒｏｏｔｓ ｏｆ Ｖａｌｌｉｓｎｅｒｉａ ｎａｔａｎｓ

图 ４　 不同浓度铜对苦草 Ｆｏ、Ｆｍ、Ｆｖ / Ｆｍ 和 Ｆｖ / Ｆｏ 的影响

Ｆｉｇ. 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ｕ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Ｆｏꎬ Ｆｍꎬ Ｆｖ / Ｆｍ ａｎｄ Ｆｖ / Ｆｏ ｏｆ Ｖａｌｌｉｓｎｅｒｉａ ｎａｔａｎｓ

裂解端位点捕捉电子流ꎬ铜很有可能通过影响水

裂解端的电子流而影响 ＰＳⅡ的活性 (Ｍａｌｌｉｃｋ ＆
Ｍｏｈｎꎬ２００３)ꎮ

在本研究中 Ｆ ｖ / Ｆｏ的变化大于其他指标ꎬ说明

铜对水裂解端的影响远大于其他指标ꎬ这与李伶

等(２０１０)对浮萍的研究结果相类似ꎮ
光化学淬灭系数(ｑＰ)是将捕获的光子能量用

于光化学反应的能力指标ꎬ本研究中处理组的 ｑＰ

均低于对照组ꎬ说明铜抑制了苦草叶片光系统氧

化侧向 ＰＳⅡ反应中心的电子流动ꎬＰＳⅡ的电子传

递活性变小ꎬ导致光合速率下降(邱岚等ꎬ２０１８)ꎬ
以热或其他形式耗散的光能增加ꎮ 非光化学猝灭

系数(ｑＮ)的升高意味着重金属限制了 ＰＳⅡ的电

子传递ꎬ导致还原型辅酶Ⅱ和 ＡＴＰ 合成的下降

(Ｊａｎｓｓｅｎ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９２)ꎬＰＳⅡ吸收的光能以潜在热

形式耗散的能力增强ꎬ对苦草本身有保护作用ꎮ

４１２ 广　 西　 植　 物 ３９ 卷



图 ５　 不同浓度铜对苦草 ｑＰ 和 ｑＮ 的影响
Ｆｉｇ. ５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ｕ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ｑＰ ａｎｄ ｑＮ ｏｆ Ｖａｌｌｉｓｎｅｒｉａ ｎａｔａｎｓ

图 ６　 不同浓度铜对苦草 Ｙ(Ⅱ)、
Ｙ(ＮＯ)和 Ｙ(ＮＰＱ)的影响

Ｆｉｇ. ６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ｕ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Ｙ(Ⅱ)、
Ｙ(ＮＯ) ａｎｄ Ｙ(ＮＰＱ) ｏｆ Ｖａｌｌｉｓｎｅｒｉａ ｎａｔａｎｓ

　 　 ＰＳⅡ反应中心吸收的光量子主要通过光合电

子传递、叶绿素荧光及热散失三个途径进行转化

与耗散(甘龙等ꎬ２０１７)ꎬ在胁迫环境下三者的比例

会发生变化ꎮ 本研究中随着铜浓度的增加ꎬＹ(Ⅱ)
所占比例最小ꎬ这与过量的 Ｃｄ 会直接抑制光合电

子传递的速率ꎬ从而降低光化学途径转化能量的

比例相类似(秦天才等ꎬ１９９４)ꎮ Ｙ(Ⅱ)的下降必

然会造成 Ｙ(ＮＰＱ)和 Ｙ(ＮＯ)的升高ꎬ且 Ｙ(ＮＰＱ)
的上升幅度高于 Ｙ(ＮＯ)ꎬ说明叶片中铜的积累对

苦草造成了伤害ꎬ迫使其通过调节自身来抵御外

界环境所带来的伤害ꎬ且胁迫强度越大ꎬ苦草的响

应越大ꎮ 这与重度胁迫下植物对光能的利用减

弱ꎬ并以增加调节性能量耗散的量子产量的方式

来消耗过多的热量来保护自身(吴昊等ꎬ２０１６)相

稳合ꎮ

４　 结论

(１)水体铜污染对苦草的生长、光合素含量有

明显的抑制作用ꎬ且铜对叶绿素 ａ 的破坏作用强

于叶绿素 ｂꎮ (２)铜会抑制苦草 ＰＳⅡ反应中心的

光合活性ꎬ限制电子传递ꎻ其可通过自身调节以热

的形式将过剩光能耗散ꎬ减轻 ＰＳⅡ中心受伤害的

程度ꎮ (３)苦草对铜有较强的富集能力ꎬ在铜浓度

低于 ０.５ ｍｇＬ￣１的水环境中苦草具有正常的光合

活性ꎬ２.０ ｍｇＬ￣１超出了苦草的忍受范围ꎬ可推测

将苦草用于低浓度铜污染水体的生态修复ꎬ浓度

阈值尚需更多研究来进一步论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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