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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院以明亮发光杆菌渊孕澡燥贼燥遭葬糟贼藻则蚤怎皂责澡燥泽责澡燥则藻怎皂冤为受试生物袁采用微孔板毒性测试法袁测定 远 种重金

属化合物的发光抑制毒性并对毒性数据进行非线性拟合和预测袁结果表明 在灶杂韵源窑苑匀圆韵尧运圆悦则圆韵苑尧匀早悦造圆尧
悦凿悦造圆窑圆援 缘匀圆韵 和 孕遭渊晕韵猿冤 圆缘 种重金属化合物的毒性作用关系均可以用 宰藻蚤遭怎造造 模型有效描述袁悦怎杂韵源窑
缘匀圆韵 的毒性作用关系可用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模型有效描述遥 几种重金属的毒性顺序为 运圆悦则圆 韵苑 约 悦怎杂韵源窑缘匀圆韵 约
悦凿悦造圆 约 孕遭渊晕韵猿冤 圆 约 在灶杂韵源窑苑匀圆韵 约 匀早悦造圆遥 明亮发光杆菌对 远 种重金属离子的 耘悦缘园值分布在由其它海

洋生物毒性效应值拟合的物种敏感度分布模型范围内遥 与海洋鱼类尧蚤类尧贝类和虾蟹类相比袁明亮发光

杆菌对 悦怎圆 垣 的毒性灵敏度较差袁但是对 悦凿圆 垣 尧孕遭圆 垣 尧匀早圆 垣 尧在灶圆 垣 尧悦则远 垣 缘 种重金属离子的毒性灵敏度较高袁
多数海洋生物对 远 种重金属的毒性响应顺序与明亮发光杆菌一致袁说明发光菌毒性测试法对于海洋环境

重金属污染的生态毒理效应具有重要预测价值遥
关键词院发光菌曰重金属曰毒性效应曰物种敏感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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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随着海洋环境中污染物数量和种类日益增

多袁发展快速有效的海洋环境生物监测技术对于

海洋生物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咱员鄄圆暂 遥 重金属是海

洋环境中常见典型污染物袁海水中微量重金属能



第 圆 期 李 真袁等院远 种重金属的发光菌毒性效应及其海洋生物物种敏感度分析 员苑苑摇摇
够刺激动植物的生长袁但因其无法降解排出体外袁
过量重金属会对生物造成严重危害咱猿鄄源暂 遥 我国

郧月猿园怨苑 原 员怨怨苑叶海水水质标准曳尧叶疏浚物海洋倾

倒分类标准和评价程序曳 咱缘鄄远暂 中均将重金属 匀早尧
悦凿尧悦则尧孕遭尧在灶尧悦怎 等污染物列为海洋环境污染必

测项目袁如何快速有效的评价海洋环境中这些重

金属的生态风险对于研究与制定相关环境标准或

决策具有重要意义遥
员怨愿员 年 月怎造蚤糟澡 等咱苑暂 首先采用发光菌进行废

水毒性的商业化检测袁后来发展为成套的 酝蚤糟则燥鄄
贼燥曾 检验方法遥 由于发光菌的发光强度与污染物

浓度呈较好的线性关系袁它能够稳定尧快速的反映

环境中的污染物浓度变化袁且具有检测时间短尧灵
敏度高的特点咱愿鄄怨暂 遥 明亮发光杆菌渊孕澡燥贼燥遭葬糟贼藻则蚤鄄
怎皂责澡燥泽责澡燥则藻怎皂冤隶属于发光杆菌属渊孕澡燥贼燥遭葬糟贼藻则蚤鄄
怎皂冤袁是一类可用于环境毒性检测的海洋发光细

菌袁在水体尧大气尧土壤污染监测袁河流沉积物毒

性尧工业废弃物毒性监测等方面得到越来越广泛

的应用袁但是在海洋环境监测的应用方面研究较

少遥 本实验研究了海洋环境中优先控制的 远 种重

金属污染物 匀早尧悦凿尧悦则尧孕遭尧悦怎 和 在灶 对明亮发光

杆菌的毒性作用袁并利用物种敏感度分布模型法

将其毒性值与鱼类尧贝类尧甲壳类等其它海洋生物

的急性毒性值进行比较袁以期发现发光菌发光抑

制率与其它海洋生物急性毒性值的相关性袁比较

其灵敏度水平袁为全面系统地了解和评价重金属

海洋生态毒性效应提供依据遥
员摇 材料与方法

员援 员摇 发光菌毒性试验

实验所用 晕葬悦造尧在灶杂韵源窑苑匀圆韵尧悦怎杂韵源窑缘匀圆韵尧
运圆悦则圆韵苑尧匀早悦造圆尧悦凿悦造圆窑圆援 缘匀圆 韵尧孕遭渊晕韵猿 冤圆 均为

分析纯试剂遥 称取 远 种重金属化合物袁由 猿豫
晕葬悦造 溶液配制成 圆园园园 皂早 辕 蕴 待测储备液袁超声溶

解 猿园 皂蚤灶袁棕色瓶中避光保存遥 在灶尧悦怎尧悦则尧悦凿尧孕遭
缘 种金属化合物以稀释因子为 园援 缘袁设置 员园 个等

对数间距梯度浓度院园尧圆尧源尧愿尧员远尧猿圆尧远源尧员圆愿 皂早 辕
蕴曰匀早悦造圆 浓度设置为 园尧园援 园员尧园援 园圆尧园援 园猿尧园援 园源尧
园郾 园缘尧园援 园远尧园援 园苑尧园援 园愿尧园援 园怨尧园援 员 皂早 辕 蕴遥

参照国标法咱员园暂 和毒性微板分析法咱员员暂 袁使用

悦韵杂栽粤砸襆怨远 微孔板尧月陨韵栽耘运襆 多功能酶标仪测

定发光菌的发光强度遥 首先取一支明亮发光杆菌

冻干粉渊北京滨松光子冤置于 圆园益平衡 员园 皂蚤灶 后

加入复苏稀释液制成菌悬液袁将 员园园 滋蕴 菌悬液

渊密度为 员园远 辕 皂蕴冤与 员园园 滋蕴 待测重金属溶液在微

孔中进行混合袁放入酶标仪中每 缘 皂蚤灶 读取各孔

发光值一次袁读板前震荡 员园 泽袁每个浓度设置 猿 个

平行袁以复苏稀释液作为对照袁重复测定 猿 次袁相
对偏差须小于 员缘豫 遥 待测化合物毒性测试结果

以发光相对抑制率 陨 表示

陨 越 渊员 原 砸蕴哉冤 伊 员园园豫
式中院砸蕴哉 为相对发光强度值遥
为保证发光细菌活性及稳定性袁每个 怨远 微孔

板均设置第一排 员圆 个孔为空白对照袁第 圆 耀 猿 排

为 在灶杂韵源窑苑匀圆 韵 系列浓度阳性对照咱员圆暂 袁空白对

照整个检测周期渊猿园 皂蚤灶冤内发光菌强度变化应在

园援 远 耀 员援 愿 之间咱员猿暂 袁阳性对照 蕴燥早耘悦缘园值在 园援 圆怨 耀
园援 猿怨 范围内为正常可用遥
员援 圆摇 物种敏感度分布曲线

根据美国 耘孕粤 和我国已有鱼类尧双壳贝类尧
虾蟹类和蚤类等海洋生物的急性毒性值咱员源鄄圆猿暂 袁参
照保护水生生物水质基准推导方法咱圆源暂 袁根据各物

种急性毒性数据分别计算种急性毒性平均值和属

急性毒性平均值渊杂酝粤灾尧郧酝粤灾冤 渊二者均为几何

平均值冤袁假设各毒性数据符合一定的概率函数袁
将 郧酝粤灾 按照大小排序袁并统一编号为 砸渊砸 越 员袁
圆袁猿噎晕冤袁其中袁砸 为急性毒性数据的个数袁计算

每个毒性数据的毒性百分数 孕渊累积概率冤袁孕 越
砸 辕 渊晕 垣 员冤袁以 郧酝粤灾 为纵坐标作图袁展示各物种

毒性效应值遥
圆摇 结果与讨论

圆援 员摇 远 种重金属对发光细菌的剂量鄄效应曲线

利用 杂蚤早皂葬责造燥贼 软件中的非线性拟合模块选

择剂量 原效应曲线 优拟合模型袁远 种重金属化

合物的模型参数和拟合相关系数 砸圆 以及半数效

应浓度 蕴燥早耘悦缘园如表 员 所示袁剂量 原效应曲线如图

员 所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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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员摇 远 种重金属化合物对明亮发光杆菌相对发光率的剂量 原效应曲线模型参数

栽葬遭援 员 酝燥凿藻造 责葬则葬皂藻贼藻则泽 枣燥则 贼澡藻 凿燥泽藻鄄则藻泽责燥灶泽藻 糟怎则增藻 燥枣 贼澡藻 澡藻葬增赠 皂藻贼葬造泽 燥灶 贼澡藻 造怎皂蚤灶藻泽糟藻灶糟藻 蚤灶澡蚤遭蚤贼蚤燥灶 燥枣 孕援 责澡燥泽责澡燥则藻怎皂
化合物 模型 砸圆 葬 遭 糟 载园 蕴燥早耘悦缘园

在灶杂韵源窑苑匀圆韵 宰藻蚤遭怎造造 园援 怨怨怨 园援 怨愿猿 猿援 员怨猿 圆援 猿源怨 员援 员圆怨 园援 猿源
匀早悦造圆 宰藻蚤遭怎造造 园援 怨怨远 园援 怨怨远 员援 园猿源 远缘援 远远 园援 园远猿 原 员援 圆员
悦凿悦造圆窑圆援 缘匀圆韵 宰藻蚤遭怎造造 园援 怨怨怨 员援 园园缘 员圆援 苑怨 远援 愿园怨 源援 源远猿 员援 猿源
孕遭渊晕韵猿 冤圆 宰藻蚤遭怎造造 园援 怨怨苑 园援 愿远圆 缘援 愿怨源 圆援 园愿园 圆援 苑远圆 园援 怨怨
运圆悦则圆韵苑 宰藻蚤遭怎造造 园援 怨怨圆 员援 源园猿 员员圆远园园 缘怨怨苑园 缘援 苑猿苑 员援 远远
悦怎杂韵源窑缘匀圆韵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园援 怨怨苑 园援 怨愿源 员员援 员远园 原 原 源援 苑园猿 员援 源圆

图 员摇 远 种重金属化合物对明亮发光杆菌发光抑制的剂量 原效应曲线

云蚤早援 员 栽澡藻 凿燥泽藻 原 则藻泽责燥灶泽藻 糟怎则增藻 燥枣 贼澡藻 远 澡藻葬增赠 皂藻贼葬造泽 燥灶 贼澡藻 造怎皂蚤灶藻泽糟藻灶糟藻 蚤灶澡蚤遭蚤贼蚤燥灶 燥枣 孕援 责澡燥泽责澡燥则藻怎皂
摇 摇 宰藻蚤遭怎造造 模型函数

赠 越 葬 员 原 藻原 曾垣遭造灶圆
员
糟 原曾园

遭[ ]糟[ ]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模型函数

赠 越 葬
员 垣 曾

曾园
( ) 遭

式中院葬尧遭尧糟尧 曾园均为常数参数袁用于表示拟合

曲线在浓度轴上的定位尧曲线的斜率以及曲线的

非对称性和尾部的长短袁决定拟合曲线的具体形

状和位置曰曾 表示溶液的浓度曰赠 表示相对抑制率遥
剂量 原效应拟合结果显示袁当重金属浓度升

高到一定程度时明亮发光杆菌的发光率趋近于



第 圆 期 李 真袁等院远 种重金属的发光菌毒性效应及其海洋生物物种敏感度分析 员苑怨摇摇
园袁抑制率达到 员园园豫 袁当低于该浓度时袁随着毒物

剂量的不断增加袁发光菌的相对发光率相应降低袁
毒性强度与污染物质量浓度呈显著正相关遥 在灶鄄
杂韵源 窑苑匀圆 韵尧运圆 悦则圆 韵苑尧匀早悦造圆尧悦凿悦造圆 窑圆援 缘匀圆 韵 和

孕遭渊晕韵猿冤圆 缘 种重金属化合物对明亮发光杆菌的

单一毒性数据均可用 宰藻蚤遭怎造造 函数进行非线性拟

合袁以浓度为横坐标尧相对抑制率为纵坐标袁拟合

模型呈现为野杂冶型曲线曰悦怎杂韵源窑缘匀圆韵 对明亮发

光杆菌的毒性数据由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函数进行拟合袁以等

梯度浓度为横坐标尧相对抑制率为纵坐标袁也呈现

野杂冶型曲线遥 所有模型 砸圆均大于 园援 怨怨员遥
结果表明 远 种重金属化合物对明亮发光杆菌

的毒性作用均呈现明显的单剂量鄄效应曲线特点袁
当稀释因子为 园援 缘 时袁以等对数间距或等浓度间

距为横坐标袁随着化合物浓度的增加袁悦怎杂韵源 窑
缘匀圆韵尧在灶杂韵源窑苑匀圆韵尧匀早悦造圆对发光细菌的毒性作

用急剧上升袁运圆悦则圆 韵苑尧悦凿悦造圆尧孕遭渊晕韵猿冤圆对发光细

菌的毒性则平缓增加袁因此明亮发光杆菌对

匀早圆 垣 尧在灶圆 垣 和 悦怎圆 垣 的毒性响应处在一个比较窄的

浓度变化范围内袁说明明亮发光杆菌指示环境中

悦怎杂韵源窑缘匀圆 韵尧在灶杂韵源 窑苑匀圆 韵尧匀早悦造圆 猿 种重金属

污染物较 运圆悦则圆 韵苑尧悦凿悦造圆尧孕遭渊晕韵猿 冤圆 猿 种重金属

更为敏感袁出现这样的规律推测与重金属对微生

物的毒性作用机制有关遥 已有研究表明袁 悦怎尧在灶
等重金属是微生物生长的必需元素袁当重金属在

菌体内浓度过高时微生物可以通过生物解毒途径

缓解重金属的毒性作用袁但是当重金属浓度超出

菌体的解毒代谢能力时则会破坏大分子的正常生

理功能进而产生毒性作用咱圆缘鄄圆远暂 遥
由剂量鄄效应曲线优化模型可预测得到明亮

发光杆菌对各重金属化合物的检测存在一定的灵

敏度范围袁当重金属化合物在水体中的含量处于

灵敏度检测区间范围内时袁可以依据明亮发光杆

菌的相对发光强度对化合物毒性进行预测曰当重

金属化合物在水体中的含量低于检测值下限或高

于检测值上限时则无法准确表征毒性物质的含

量袁本实验结果所得到的明亮发光杆菌对各重金

属的检测灵敏度范围与以往文献结果一致咱圆苑鄄圆愿暂 遥
远 种金属离子对明亮发光杆菌的毒性顺序为

运圆悦则圆韵苑 约 悦怎杂韵源 窑缘匀圆 韵 约 悦凿悦造圆 窑圆援 缘匀圆 韵 约
孕遭渊晕韵猿冤圆 约 在灶杂韵源 窑苑匀圆 韵 约 匀早悦造圆袁这与 耘蚤泽造藻则
总结的金属离子毒性顺序 晕蚤 约 悦则 约 在灶 约 悦凿 约 匀早
相似咱圆怨暂 袁并且与以往利用发光细菌进行重金属毒

性检测的研究结果有一定的一致性院如袁皇甫鑫等

利用发光细菌测试技术袁研究了 猿 种常用发光细

菌对 匀早悦造圆尧 孕遭 渊 晕韵猿 冤圆尧 悦则 渊 晕韵猿 冤猿 窑怨匀圆 韵 和

晕葬粤泽韵圆的毒性响应差异研究袁其中重金属对明亮

发光杆菌和费氏弧菌的毒性效应 匀早 跃 孕遭 跃 悦凿 与

本实验结果一致咱圆苑暂 曰利用费氏弧菌研究地表水环

境质量标准中 在灶尧悦怎尧晕蚤 等重金属标准限值毒性

等级评价时测得 愿 种重金属毒性大小顺序袁其中

匀早尧在灶尧悦怎尧悦则 毒性顺序与本实验结果一致咱猿园暂 遥
圆援 圆摇 发光菌与其他海洋生物的重金属毒性敏感度

不同海洋生物对同一种污染物的敏感性有较

大差异袁为验证发光菌与其它海洋生物对重金属

毒性效应的灵敏度水平袁我们将鱼类尧贝类尧虾蟹

类和蚤类的毒性试验结果与相同条件下发光菌毒

性试验所得数据进行比较渊表 圆 耀 苑冤袁以重金属浓

度和物种敏感性分布的累积概率进行作图袁构建

的物种敏感度分布曲线如图 圆 所示遥
表 圆摇 悦则远 垣 的海洋生物急性毒性数据

栽葬遭援 圆 粤糟怎贼藻 增葬造怎藻 燥枣 皂葬则蚤灶藻 燥则早葬灶蚤泽皂泽 枣燥则 悦则远 垣

物种分类 属名 中文属名 郧粤酝灾 辕 皂早窑蕴 原员 物种分类 属名 中文属名 郧粤酝灾 辕 皂早窑蕴 原员

发光细菌 光杆菌属 员远援 圆 鱼类 酝藻灶蚤凿蚤葬 银汉鱼属 员缘
虾蟹类 酝赠泽蚤凿燥责泽蚤泽 拟糠虾属 猿援 圆 悦蚤贼澡葬则蚤糟澡贼澡赠泽 副棘鮃属 猿园援 缘

孕葬早怎则怎泽 寄居蟹属 员园 云怎灶凿怎造怎泽 底鳉属 怨员
悦葬造造蚤灶藻糟贼藻泽 美青蟹属 怨猿 蚤类 孕泽藻怎凿燥凿蚤葬责贼燥皂怎泽 伪镖水蚤属 猿援 远缘

双壳贝类 砸葬灶早蚤葬 马珂蛤属 圆圆 粤糟葬则贼蚤葬 纺锤水蚤属 远援 远
酝赠葬 海螂属 缘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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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猿摇 悦凿圆 垣 的海洋生物急性毒性数据

栽葬遭援 猿 粤糟怎贼藻 增葬造怎藻 燥枣 皂葬则蚤灶藻 燥则早葬灶蚤泽皂泽 枣燥则 悦凿圆 垣

物种分类 属名 中文属名 郧粤酝灾 辕 皂早窑蕴 原员 物种分类 属名 中文属名 郧粤酝灾 辕 皂早窑蕴 原员

发光细菌 发光杆菌属 员园援 远缘 双壳贝类 悦则葬泽泽燥泽贼则藻葬 厚牡蛎属 猿援 愿
虾蟹类 匀燥皂葬则怎泽 螯龙虾属 园援 园苑愿 酝赠贼蚤造怎泽 贻贝属 猿援 怨源

酝赠泽蚤凿燥责泽蚤泽 拟糠虾属 园援 园愿愿 鱼类 孕泽藻怎凿燥责造藻怎则燥灶藻糟贼藻泽 黄盖鲽属 圆援 怨猿
悦则葬灶早燥灶 新对虾属 园援 猿圆 酝藻灶蚤凿蚤葬 银汉鱼属 猿援 源源
孕葬早怎则怎泽 寄居蟹属 园援 远源缘 酝燥则燥灶藻 条纹鲈属 圆员
孕葬造葬藻皂燥灶藻贼藻泽 沼虾属 园援 苑远 悦赠责则蚤灶燥凿燥灶 鳉属 缘园
悦葬造造蚤灶藻糟贼藻泽 美青蟹属 圆援 缘怨 云怎灶凿怎造怎泽 底鳉属 缘园援 远
孕藻灶葬藻怎泽 对虾属 猿援 缘 蚤类 粤糟葬则贼蚤葬 纺锤水蚤属 园援 员缘苑
悦葬则糟蚤灶怎泽 青蟹属 源援 员 耘怎则赠贼藻皂燥则葬 真宽水蚤属 员援 园愿
哉糟葬 招潮蟹属 圆员援 圆 孕泽藻怎凿燥凿蚤葬责贼燥皂怎泽 伪镖水蚤属 员援 苑员

双壳贝类 粤则早燥责藻糟贼藻灶 扇贝属 员援 源愿 晕蚤贼燥糟则葬 美丽猛水蚤属 员援 愿
酝赠葬 海螂属 员援 远苑 栽蚤早则蚤燥责怎泽 虎斑猛水蚤 缘援 圆怨

表 源摇 匀早圆 垣 的海洋生物急性毒性数据

栽葬遭援 源 粤糟怎贼藻 增葬造怎藻 燥枣 皂葬则蚤灶藻 燥则早葬灶蚤泽皂泽 枣燥则 匀早圆 垣

物种分类 属名 中文属名 郧粤酝灾 辕 皂早窑蕴 原员 物种分类 属名 中文属名 郧粤酝灾 辕 皂早窑蕴 原员

发光细菌 发光杆菌属 园援 园缘远 双壳贝类 酝燥凿蚤燥造怎泽 偏顶蛤属 园援 圆猿
虾蟹类 酝赠泽蚤凿燥责泽蚤泽 拟糠虾属 园援 园园猿缘 酝赠葬 海螂属 园援 源

悦葬灶糟藻则 黄道蟹属 园援 园园苑 鱼类 蕴藻蚤燥泽贼燥皂怎泽 平口石首鱼属 园援 园猿远
悦葬则糟蚤灶怎泽 青蟹属 园援 园员源 云怎灶凿怎造怎泽 底鳉属 园援 园远苑源
孕藻灶葬藻怎泽 对虾属 园援 园员苑 酝藻灶蚤凿蚤葬 银汉鱼属 园援 园怨员
匀燥皂葬则怎泽 螯龙虾属 园援 园圆 酝藻造葬灶燥早则葬皂皂怎泽 黑线鳕属 园援 园怨愿
孕葬早怎则怎泽 寄居蟹属 园援 园缘 粤责藻造贼藻泽 四棘刺鱼属 园援 猿员缘

双壳贝类 酝藻则糟藻灶葬则蚤葬 硬壳蛤属 园援 园园源愿 蚤类 粤糟葬则贼蚤葬 纺锤水蚤属 园援 园员圆
酝赠贼蚤造怎泽 贻贝属 园援 园园缘愿 孕泽藻怎凿燥凿蚤葬责贼燥皂怎泽 伪镖水蚤属 园援 园苑怨
悦则葬泽泽燥泽贼则藻葬 巨牡蛎属 园援 园园远苑 耘怎则赠贼藻皂燥则葬 真宽水蚤属 园援 员缘愿
粤则早燥责藻糟贼藻灶 海湾扇贝属 园援 园愿怨 晕蚤贼燥糟则葬 美丽猛水蚤属 园援 圆猿

表 缘摇 悦怎圆 垣 的海洋生物急性毒性数据

栽葬遭援 缘 粤糟怎贼藻 增葬造怎藻 燥枣 皂葬则蚤灶藻 燥则早葬灶蚤泽皂泽 枣燥则 悦怎圆 垣

物种分类 属名 中文属名 郧粤酝灾 辕 皂早窑蕴 原员 物种分类 属名 中文属名 郧粤酝灾 辕 皂早窑蕴 原员

发光细菌 光杆菌属 远援 苑园远 鱼类 孕葬则葬造蚤糟澡贼澡赠泽 牙鲆属 园援 园员源
虾蟹类 悦葬灶糟藻则 黄道蟹属 园援 园源怨 孕泽藻怎凿燥责造藻怎则燥灶藻糟贼藻泽 黄盖鲽属 园援 员圆怨

匀燥皂葬则怎泽 螯龙虾属 园援 园远怨 酝藻灶蚤凿蚤葬 银汉鱼属 园援 员猿愿
酝赠泽蚤凿燥责泽蚤泽 拟糠虾属 园援 员远 悦赠责则蚤灶燥凿燥灶 鳉属 园援 圆愿
悦葬则糟蚤灶怎泽 青蟹属 园援 远 栽则葬糟澡蚤灶燥贼怎泽 鲳鯵属 源援 员员苑

双壳贝类 酝赠贼蚤造怎泽 贻贝属 园援 园园远 蚤类 粤糟葬则贼蚤葬 纺锤水蚤属 园援 园源
悦则葬泽泽燥泽贼则藻葬 巨牡蛎属 园援 园员缘 孕泽藻怎凿燥凿蚤葬责贼燥皂怎泽 伪镖水蚤属 园援 员猿愿
酝赠葬 海螂属 园援 园猿怨 耘怎则赠贼藻皂燥则葬 真宽水蚤属 园援 缘圆远
砸葬灶早蚤葬 马珂蛤属 苑援 远怨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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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远摇 在灶圆 垣 的海洋生物急性毒性数据

栽葬遭援 远 粤糟怎贼藻 增葬造怎藻 燥枣 皂葬则蚤灶藻 燥则早葬灶蚤泽皂泽 枣燥则 在灶圆 垣

物种分类 属名 中文属名 郧粤酝灾 辕 皂早窑蕴 原员 物种分类 属名 中文属名 郧粤酝灾 辕 皂早窑蕴 原员

发光细菌 光杆菌属 园援 源怨愿 双壳贝类 酝赠葬 海螂属 远援 猿猿
虾蟹类 匀燥皂葬则怎泽 螯龙虾属 园援 猿圆员 鱼类 酝藻灶蚤凿蚤葬 银汉鱼属 猿援 远源

孕葬早怎则怎泽 寄居蟹属 园援 源 孕泽藻怎凿燥责造藻怎则燥灶藻糟贼藻泽 黄盖鲽属 怨援 源远
酝赠泽蚤凿燥责泽蚤泽 拟糠虾属 园援 缘源缘 蚤类 粤糟葬则贼蚤葬 纺锤水蚤属 园援 源缘缘
悦葬则糟蚤灶怎泽 青蟹属 员 晕蚤贼燥糟则葬 美丽猛水蚤属 员援 源缘

双壳贝类 酝藻则糟藻灶葬则蚤葬 硬壳蛤属 园援 员远远 孕泽藻怎凿燥凿蚤葬责贼燥皂怎泽 伪镖水蚤属 员援 苑愿
悦则葬泽泽燥泽贼则藻葬 巨牡蛎属 园援 猿员 栽蚤早则蚤燥责怎泽 虎斑猛水蚤 圆援 员远
酝赠贼蚤造怎泽 贻贝属 猿援 猿愿 耘怎则赠贼藻皂燥则葬 真宽水蚤属 源援 园怨

表 苑摇 孕遭圆 垣 的海洋生物急性毒性数据

栽葬遭援 苑 粤糟怎贼藻 增葬造怎藻 燥枣 皂葬则蚤灶藻 燥则早葬灶蚤泽皂泽 枣燥则 孕遭圆 垣

物种分类 属名 中文属名 郧粤酝灾 辕 皂早窑蕴 原员 物种分类 属名 中文属名 郧粤酝灾 辕 皂早窑蕴 原员

发光细菌 光杆菌属 远援 员猿 双壳贝类 粤则早燥责藻糟贼藻灶 海湾扇贝属 员援 愿园
虾蟹类 孕燥则贼怎灶怎泽 梭子蟹属 园援 园猿 悦则葬泽泽燥泽贼则藻葬 巨牡蛎属 圆援 源缘

孕藻灶葬糟怎泽 对虾属 员援 圆远 酝赠葬 海螂属 圆援 愿愿
酝赠泽蚤凿燥责泽蚤泽 拟糠虾属 圆援 怨远 鱼类 悦赠灶燥早造燥泽泽怎泽 舌鳎属 圆苑援 园

双壳贝类 酝藻则糟藻灶葬则蚤葬 硬壳蛤属 园援 苑愿 蚤类 粤糟葬则贼蚤葬 纺锤水蚤属 园援 远苑
摇 摇 由图 圆 和表 圆 耀 苑 可知院对 悦怎圆 垣 敏感的 源
个属为贻贝属尧牙鲆属尧巨牡蛎属和海螂属袁在现

有数据中发光杆菌 郧酝粤灾 远高于其它大部分物

种袁与双壳贝类马珂蛤属的 郧酝粤灾 为相近曰对
悦凿圆 垣 敏感的属为螯龙虾属尧拟糠虾属尧纺锤水

蚤属和寄居蟹属袁发光杆菌 郧酝粤灾 与大部分物种

相近但略高于这些物种袁其 郧酝粤灾 与蚤类虎斑猛

水蚤属生物 为接近曰孕遭圆 垣 对这几种海洋生物的

毒性数据较少袁其中梭子蟹属生物 为敏感袁发光

杆菌属与拟糠虾属 郧酝粤灾 为接近曰对 悦则远 垣 为

敏感的生物为拟糠虾属尧伪镖水蚤属尧纺锤水蚤属

和寄居蟹属袁发光杆菌 郧酝粤灾 排序处在中间位置袁
与银汉鱼属 郧酝粤灾 为接近曰对 匀早圆 垣 为敏感的

源 个属为拟糠虾属尧硬壳蛤属尧贻贝属和巨牡蛎

属袁发光杆菌 郧酝粤灾 与寄居蟹属生物 为接近袁为
一般敏感水平曰对 在灶圆 垣 敏感的属为硬壳蛤属尧
巨牡蛎属尧螯龙虾属和寄居蟹属袁发光杆菌 郧酝粤灾
与这 源 个属极为接近袁在 郧酝粤灾 排序中处在较敏

感水平遥
污染物引起不同受试生物毒性响应的作用机

制存在差异袁从而导致对污染物的敏感性不

同咱猿员暂 袁对具有特异毒性作用机制的污染物袁物种

间的毒性反应差异较大袁对于非特异性作用机制

污染物则毒性反应不明显咱猿圆暂 遥 采用单一物种进

行生物学检测比较片面袁因此了解不同污染物胁

迫下发光菌在指示生物中的敏感度水平袁可以有

效保证检测结果的可靠性遥 而物种敏感度分布曲

线法正是假定从整个生态系统中随机选取物种袁
将各毒性数据和物种敏感度分布累积概率进行拟

合袁充分考虑了全部数据袁从整体上展示了各物种

对同一污染物的敏感度分布袁具有统计学意义遥
物种 郧酝粤灾 比较结果显示袁发光菌对 远 种重金属

离子的灵敏度水平在物种敏感度分布区间范围

内遥 发光菌对 悦凿圆 垣 尧孕遭圆 垣 尧匀早圆 垣 尧在灶圆 垣 尧悦则远 垣 缘 种

重金属污染物的毒性敏感度与其它大部分物种相

近袁可以作为监测这 缘 种重金属的指示生物曰对于

重金属离子 悦怎圆 垣 袁明亮发光杆菌的毒性敏感度则

远远低于其它大部分物种遥
比较各类生物毒性数据可知袁明亮发光杆菌

对重金属的毒性响应规律与多数海洋生物具有一

致性院发光菌与其它受试生物一样均对重金属 悦则
表现出极强的耐受性袁即 悦则远 垣 对生物的毒性作用

小曰发光菌与多数受试生物一样对 匀早圆 垣 的耐受

性 弱袁即 远 种重金属离子中 匀早圆 垣 的毒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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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圆摇 远 种重金属的海洋生物物种敏感度分布模型

云蚤早援 圆 杂责藻糟蚤藻泽泽藻灶泽蚤贼蚤增蚤贼赠 凿蚤泽贼则蚤遭怎贼蚤燥灶 燥枣 皂葬则蚤灶藻 燥则早葬灶蚤泽皂泽 枣燥则 远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澡藻葬增赠 皂藻贼葬造泽
强遥 很多海洋生物如海湾扇贝属尧硬壳蛤属尧对虾

属尧美青蟹属尧虎斑猛水蚤属尧美丽猛水蚤属和底

鳉属等对重金属的毒性响应顺序与明亮发光杆菌

完全一致袁进一步证明了发光菌法在重金属污染

监测中的可行性袁说明发光菌毒性测试法对 早

期的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具有极高的预测价值遥 在

实际海洋环境中袁重金属并不是单独存在而是以

混合物的形式共存的袁本实验仅从单一毒性方面

对 远 种重金属化合物进行了评价袁重金属联合毒

性对海洋环境的风险评估方法仍有待于进一步的

研究遥
猿摇 结摇 论

渊员冤重金属化合物 在灶杂韵源 窑苑匀圆 韵尧运圆 悦则圆 韵苑尧
匀早悦造圆尧悦凿悦造圆窑圆援 缘匀圆 韵 和 孕遭渊晕韵猿 冤圆 的毒性作用

关系可以用 宰藻蚤遭怎造造 模型有效描述袁悦怎杂韵源窑缘匀圆韵
的毒性作用关系可用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模型有效描述袁均呈

现经典野杂冶型曲线曰各重金属对发光菌的毒性强

弱顺序为 运圆 悦则圆 韵苑 约 悦怎杂韵源 窑缘匀圆 韵 约 悦凿悦造圆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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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遭渊晕韵猿冤圆 约 在灶杂韵源窑苑匀圆韵 约 匀早悦造圆遥

渊圆冤明亮发光杆菌对 远 种重金属离子的 耘悦缘园
值分布在由其它海洋生物毒性效应值拟合的物种

敏感度分布模型范围内袁与其它海洋生物相比袁明
亮发光杆菌对 悦怎圆 垣 的毒性灵敏度较差袁但是对

悦凿圆 垣 尧孕遭圆 垣 尧匀早圆 垣 尧在灶圆 垣 尧悦则远 垣 缘 种重金属离子的

毒性灵敏度较高袁明亮发光杆菌毒性测试法对于

海洋环境重金属污染的生态毒理效应具有重要预

测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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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杂暂援
咱圆园暂 廖永岩袁陈润锋援 悦怎尧 孕遭尧 悦凿尧 匀早 亚致死浓度对三疣梭子蟹

幼体的影响咱允暂 援 环境科学学报袁圆园园苑袁圆苑渊愿冤院员猿源苑鄄员猿缘愿援
咱圆员暂 柳学周袁徐永江袁兰功刚援 几种重金属离子对半滑舌鳎胚胎

发育和仔稚鱼的毒性效应咱允暂 援 海洋水产研究袁圆园园远袁圆苑渊圆冤院
猿猿鄄源圆援

咱圆圆暂 刘亚杰袁王笑月援 锌尧 铜尧 铅尧 镉金属离子对海湾扇贝稚贝

的急性毒性试验咱允暂 援 水产科学袁员怨怨缘袁员源渊员冤院员园鄄员圆援
咱圆猿暂 张 征援 重金属对水生生物的毒性作用咱 允暂 援 水系污染与保

护袁员怨怨怨渊圆冤院圆愿鄄猿猿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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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苑员鄄缘愿猿援

咱圆缘暂 叶锦韶袁尹华袁彭 辉援 微生物抗重金属毒性研究进展咱 允暂 援 环
境污染治理技术与设备袁圆园园圆袁猿渊源冤院员鄄源援

咱圆远暂 粤蕴韵晕杂韵 粤袁杂粤晕悦匀耘在 孕袁酝粤砸栽魱晕耘在 允 蕴援 杂贼藻灶燥贼则燥责澡燥皂燥灶葬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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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允暂 援 粤灶贼蚤皂蚤糟则燥遭蚤葬造 粤早藻灶贼泽 葬灶凿 悦澡藻皂燥贼澡藻则葬责赠袁圆园园园袁源源 渊苑冤院
员苑苑愿鄄员苑愿圆援

咱圆苑暂 皇甫鑫袁廖 翀袁杨 坪袁等援 金属化合物对发光菌的毒性效应

及不同发光菌的敏感度差异研究咱允暂 援 环境科学学报袁圆园员园袁
猿园渊怨冤院员苑愿苑鄄员苑怨圆援

咱圆愿暂 邓辅财袁刘树深袁刘海玲袁等援 部分重金属化合物对淡水发光

菌的毒性研究咱允暂 援 生态毒理学报袁圆园园苑袁圆渊源冤院源园圆鄄源园愿援
咱圆怨暂 耘陨杂蕴耘砸 砸袁匀耘晕晕耘运耘再 砸 允援 粤糟怎贼藻 贼燥曾蚤糟蚤贼蚤藻泽 燥枣 悦凿圆 垣 袁悦则远 垣 袁

匀早圆 垣 袁晕蚤圆 垣 葬灶凿 在灶圆 垣 贼燥 藻泽贼怎葬则蚤灶藻 皂葬糟则燥枣葬怎灶葬咱 允暂 援 粤则糟澡蚤增藻泽 燥枣
耘灶增蚤则燥灶皂藻灶贼葬造 悦燥灶贼葬皂蚤灶葬贼蚤燥灶 葬灶凿 栽燥曾蚤糟燥造燥早赠袁 员怨苑苑袁 远 渊 员 冤院
猿员缘鄄猿圆猿援

咱猿园暂 朱丽娜袁刘瑞志袁夏建新援 基于发光细菌法的水体重金属标

准限值毒性评价咱允暂 援 环境与健康杂志袁圆园员猿袁猿园渊员冤院缘圆鄄缘缘援
咱猿员暂 栽匀哉砸杂栽韵晕 砸 灾袁郧蕴陨云韵陨蕴 栽 粤袁酝耘再晕 耘 蕴袁藻贼 葬造援 悦燥皂责葬则葬贼蚤增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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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猿圆暂 李会仙袁张瑞卿袁吴丰昌袁等援 中美淡水生物区系中汞物种敏

感度分布比较咱允暂 援 环境科学学报袁圆园员圆袁猿圆渊缘冤院员员愿猿鄄员员怨员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