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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研究溢油对海岸潮间带重要的大型绿藻孔石莼(Ulva Pertusa)的影响,本文探究了在 180#燃
料油的原油分散液(WAF)胁迫下,孔石莼的生长速率、叶绿素 a 以及碳氮稳定同位素的变化。 在低 WAF
浓度(1. 43 mg / L、2. 87 mg / L 和 4. 30 mg / L)胁迫下,对孔石莼的生长具有促进作用,生长速率均高于对照

组,同时叶绿素 a 和碳氮稳定同位素均呈现上升的趋势;而高浓度 WAF(5. 72 mg / L 和 7. 17 mg / L)会抑制

藻类生长,导致生长速率低于对照组,而叶绿素 a 含量却高于对照组,孔石莼的 δ15N 和 δ13C 相比对照组偏

负。 对于孔石莼来说,C、N 稳定同位素变化的趋势比叶绿素 a 更明显,这表明在溢油胁迫下,孔石莼的 C、
N 稳定同位素能够更好更快速地评价溢油胁迫毒性大小,因此可以作为海洋环境监测和评价的一种新

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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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study the impact of oil spills on the Ulva Pertusa,one of the major macroalage in the intertidal
zone of the coast,this study measured the growth rates,chlorophyll a as well as the carbon and nitrogen stable isotope
of U. Pertusa under the stress of the water accommodated fraction (WAF) of 180# fuel oil. At the low WAF concentra-
tions (1. 43 mg / L,2. 87 mg / L and 4. 30 mg / L),the growth rates of U. Pertusa were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in-
dicating that the growth was promoted. Meanwhile,the contents of chlorophyll a increased,and carbon and nitrogen sta-
ble isotopes were enriched. However,at the high WAF concentrations (5. 72 mg / L and 7. 17 mg / L),the algal growth
was inhibited,with the lower growth rates but higher concentrations of chlorophyll a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In ad-
dition,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U. Pertusa showed the depletion in δ15N and δ13C at the high WAF concentra-
tions. Overall,the carbon and nitrogen stable isotopes were more sensitive to the WAF stress than chlorophyll a for U.
Pertusa. The present study indicated that δ15N and δ13C of U. Pertusa were the promising proxies to evaluate the toxici-
ty of oil spill in marine environment.
Key words:Ulva Pertusa;WAF;chlorophyll;stable isotope

　 　 溢油(原油或成品油)会对海洋生态环境造 成损害。 溢油发生后,油品中含有大量正构烷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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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多环芳烃,尤其多环芳烃毒性较强,不易降解会

长期蓄积在海水和沉积物中,对海洋植物和生物

都造成损伤[1]。 已有研究表明多环芳烃有三致

作用,影响海洋动物繁殖和发育,导致海洋物种减

少,影响海洋生态平衡。 多环芳烃中含有的萘和

菲系物,易被海洋藻类吸收并在体内累积,破坏藻

体的细胞结构和生物酶活性,抑制藻类生长[2]。
孔石莼作为海岸潮间带的优势绿藻,生长旺

盛,一年四季均有繁殖。 并且孔石莼营养成分丰

富,常被用来当做饵料供给海洋生物摄食,同时孔

石莼对营养吸收速率快,也多应用在生态养殖方

面[3]。 当石油泄漏后会随着海浪和风等不断扩散,
随着潮汐作用蓄在海岸潮间带,影响孔石莼的生长

繁殖,导致藻体内部化学成分发生变化,从而影响

了食物链的传递和生物的多样性。 已有研究报道

在不同污染胁迫下对孔石莼的影响,王珊等[4]研究

了石油烃对孔石莼生长及光合作用影响,发现低浓

度的石油烃会促进孔石莼生长;OH 等[5] 研究发现

低盐会加强金属对孔石莼的毒性等。
稳定同位素技术在环境生态研究领域中的应

用越来越广泛。 当藻类正常生长时,营养元素充,
足易吸收较轻12C 和14N[6],当有污染胁迫时,毒性

物质被藻体吸收进入到藻类内部,改变藻体细胞

膜的通透性,影响藻体内各类生物酶活性,导致藻

类代谢紊乱,对所需的营养物质,尤其 C、N 元素

吸收速率发生变化,可能会引起动力学分馏,从而

C、N 稳定同位素比值也会发生明显改变[7]。 也

会进一步影响生物体内脂肪酸、氨基酸等物质的

合成[8]。 所以应用稳定同位素技术可以更好推

断藻类的生长状态以及藻体内部代谢状况。
本文通过研究在不同含量 180#燃料油水溶

性成分胁迫下,对海岸带优势物种孔石莼的生长

速率,Chl a 含量及 C、N 稳定同位素组成的影响,
分析 WAF 对大型藻类的毒性效应,为潮间带环境

生态风险评估以及对石油污染生态环境进行监测

提供有效的手段。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海水和孔石莼取自于大连黑石礁海域,位于

中国辽宁大连的西南方海域(38°52′N,121°33′
E)。 海水经过灭菌过滤处理,用处理过的海水反

复冲洗藻体表面并用小毛刷轻轻刷洗以去除杂

质,用海水在充气条件下预培养一周,每两天更换

一次海水。
将 180#燃料油和灭菌海水按照 1 ∶ 9 的比例

混合在烧杯中,室温下磁力搅拌器搅拌 24 h,静置

使油水层分离,采用虹吸法将下层的含有石油组

分的海水收集到棕色瓶中,放在 4℃下保存待用。
1. 2　 原油分散液(WAF)浓度及烃类含量测定

180#燃料油的油浓度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进

行测定[9]。
WAF 中的正构烷烃及多环芳烃含量测定:取

100 mL 的 WAF,用 5 mL 的正己烷萃取,重复两

次,将正己烷萃取液合并到 10 mL 的具塞比色管

中,加入 3. 0 g 干燥后的无水 Na2SO4,离心处理后

的上清液氮吹至 1. 0 mL 待用。 用活化过的硅胶

填充层析柱,将溶液转移至层析柱中,用正己烷和

正己烷-二氯甲烷混合液(体积比 2 ∶ 1)洗脱出饱

和烃 15 mL 和多环芳烃 20 mL 后氮吹浓缩至 1
mL 待测。
1. 3　 培养条件

按照表 1 加入各种成分,不同百分含量

WAF 浓度分别为 0、1. 43、2. 87、4. 3、5. 73、7. 17
mg / L;在恒温光照培养箱中培养,加入改良的

Conway 营养液及维生素,光强为 3000 lx,光暗

周期 12 h / 12 h,温度 18 ± 0. 1℃ ,每天晃动一次

培养液。 每天在同一时间从不同浓度 WAF 中

取出孔石莼吸干水分并用超纯水反复冲洗干

净,放到冷冻干燥机中烘干待测。 实验进行 96
h,设置三组平行。 　 　

表 1　 分组名称及各成分加入量

Tab. 1 The names of groups and the amount of each ingredient

分组名称 对照 10% 20% 30% 40% 50%

孔石莼 / g 0. 50 0. 50 0. 50 0. 50 0. 50 0. 50

灭菌海水 / L 1 0. 9 0. 8 0. 7 0. 6 0. 5

WAF / L 0 0. 1 0. 2 0. 3 0. 4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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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生长速率及叶绿素含量的测定

吸干孔石莼表面水分,称取其重量计算特定

生长率,公式如下:
特定生长率 = [(Wt /W0) 1 / t - 1] × 100%
式中:Wt代表 t 时藻片湿重 m / g;W0为试验初

时藻片的湿重;t 为试验时间;
取出干燥好的孔石莼,用研钵研磨成粉末,称

取 0. 20 g 研磨好的孔石莼放到 10 mL 具塞比色

管中,加入 55℃的 90%丙酮 10 mL,在 4℃条件下

放置 4 h,离心 15 min 取上清液,用紫外分光光度

计测定吸光度,按照 Jeffrey 和 Humphrey 的公式

计算 Chl a 的含量[10]。
1. 5　 稳定同位素组成的测定

取出干燥好的不同组分的孔石莼,用研钵研

磨成粉末,称取 0. 45 mg 研磨的藻粉,包入到锡杯

当中,样品经过元素分析仪(flash EA 1112,thermo
fisher scientific,美国) 和稳定同位素比质谱仪

(delta V advantage,thermo fisher scientific,美国)
进行测定。 得到孔石莼的 δ15N 和 δ13C 值。

稳定 N、C 同位素的自然丰度表示为:
δX = [ (R样品 / R标准) - 1] × 103

式中: X 代表15 N 或13 C;R 代表15 N / 14 N 或
13C / 12C;δ15N 值是相对空气中 N2 的丰度;δ13 C 值

是相对于 PDB 标准的自然丰度。 δ15N 和 δ13C 的

分析精度分别为 ± 0. 30‰和 ± 0. 20‰。
1. 6　 统计分析

实验数据用 SPSS 20 软件经单因素方差分

析,结果差异显著后进行多重比较(Duncan)。 以

P < 0. 05 作为显著标准。

2　 结果与讨论

2. 1　 WAF 中烃类的相对含量

燃料油 180#的 WAF 中正构烷烃和多环芳烃

的相对含量如图 1 所示,其中正构烷烃的分布为

C11-C26;正构烷烃的 C12-C19 相对含量较大,
C14 相对含量最多为 27. 12% ,随着碳链的增加,
融入到海水中的含量越来越少。 多环芳烃的含量

如图 2 所示,萘和菲系列的化合物相对含量较多,
分别占总量的 24. 17% 和 45. 09% 。 三甲基萘含

量在萘系物中最多为 14. 91% ,二甲基菲在菲系

物中含量最多为 21. 67% ,其余苊、芴、芘等相对

含量较少。
在石油中多环芳烃(PAHs)属于持久性难降

解的有机污染物,易在沉积物和海洋生物中富集,
对海洋浮游植物以及藻类起到了主要的毒性作

用。 在多环芳烃中,随着苯环数量逐渐增加,其水

溶性逐渐减小。 低分子量的萘和菲的结构简单环

数较少,分别为二环和三环化合物;所以在 WAF
溶液中,萘和菲的含量相对较多,为主要的毒性成

分。 王秀翠等[11] 研究了微藻在三种多环芳烃化

合物毒性胁迫下,高浓度会抑制藻类生长并且破

坏细胞结构,并产生不可逆的毒性作用。 高雯

欣[12]研究了菲和芘对孔石莼的氧化胁迫,其会破

坏藻体内氧化酶活性,对藻体造成氧化损伤。 亲

脂性的多环芳烃也会被藻类累积到体内,影响到

食物链的传递[13]。 所以 WAF 对孔石莼的毒性效

应的探究是十分必要的。

图 1　 180#燃料油 WAF 中正构烷烃相对含量

Fig. 1 The relative content of n-alkanes in WAF of 180#
fuel oil

图 2 180#燃料油 WAF 中多环芳烃相对含量

Fig. 2 The relative content of PAHs in WAF of 180#
fuel oil

2. 2　 WAF 对孔石莼生长速率和叶绿素的影响

图 3 是不同 WAF 浓度下孔石莼每天的特定

生长率变化曲线。 由图可知随着时间的增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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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浓度下孔石莼的生长速率均逐渐减小,在 4 d
时生长速率最小分别为 4. 26% 、5. 52% 、6. 25% 、
6. 20% 、5. 00%和 1. 91% 。 随着孔石莼的生长需

要吸收大量的营养物质,1 d 时营养充足孔石莼生

长旺盛,生长速率大;随着时间推移,营养成分逐

渐消耗,孔石莼生长减缓,生长速率变小趋于平稳

状态。
当相同时间时,孔石莼的在不同浓度的 WAF

下,生长趋势不同。 有图可知,当 WAF 含量浓度

为 1. 43 mg / L、2. 87 mg / L 和 4. 30 mg / L 时,孔石

莼的生长速率要高于对照组。 当浓度为 5. 72
mg / L 和 7. 17 mg / L 时低于对照组并且生长速率

变化幅度小(P < 0. 05),生长速度缓慢。 研究表

明低浓度石油烃可以促进藻类生长,高浓度则抑

制生长。 袁萍等[14]研究了 0#柴油对微藻的影响,
也是相同的变化趋势。

图 3　 不同 WAF 胁迫下孔石莼的生长速率

　 　 Fig. 3 The growth rate of U. Pertusa under different
WAF stress

图 4　 不同 WAF 胁迫下孔石莼的 Chl a 含量

Fig. 4 The Chlorophyll a content of U. Pertusa under differ-
ent WAF stress

图 4 为不同 WAF 浓度下孔石莼的 Chl a 变

化趋势,随着浓度的增加,孔石莼 Chl a 的含量也

是先升高后下降的趋势,不同浓度 WAF 下,Chl a

含量也逐渐升高。 在 96 h 时,当 WAF 为 5. 72
mg / L 时,Chl a 含量最大为 2. 42 mg / L,均高于其

他组分(P < 0. 05),当 WAF 浓度为 7. 17 mg / L
时,Chl a 含量为 1. 45 mg / L,除了高于对照组但

均低于其他油组分。 由图可知,当在低浓度石油

烃刺激下, Chl a 含量升高,在高浓度刺激下,
Chl a 含量下降。 研究表明,随胁迫加剧,会减少

初级化学能产量、电子传递等来抑制藻类的光合

作用[15],导致叶绿素含量降低;在石油烃中一些

高毒性物质胁迫下,也会导致有关光合作用酶和

叶绿素合成酶失活,从而影响了叶绿素的含

量[4]。 但本文研究发现在高浓度下 Chl a 含量虽

然下降但高于对照组,无法很好判断藻类胁迫状

况。 Gilde 等[16] 发现 Chl a 的测量不能充分反映

出浮游植物群落对低浓度的石油暴露的反应。 所

以叶绿素并不能作为一个很好地指标去评估藻类

胁迫程度。
2. 3　 WAF 对孔石莼碳氮稳定同位素的影响

孔石莼在不同 WAF 胁迫下的氮稳定同位素

组成变化如图 5 所示,随着 180#燃料油 WAF 浓

度的升高,孔石莼 δ15N 的值呈现先偏正后偏负的

趋势。 随着时间增加,在相同浓度胁迫下孔石莼

的 δ15N 在对照组和低浓度中越来越正,在高浓度

中则变化平缓甚至略微的偏负。 在 96 h 不同浓

度 WAF 胁迫下, δ15 N 的变化范围在 7. 70‰ ~
5. 21‰;当 WAF 浓度为 5. 72 mg / L 和 7. 17 mg / L
时,δ15N 值相比对照组偏负,平均偏负了 2. 10‰
和 2. 00‰,差异性显著(P < 0. 01)。 WAF 浓度为

2. 87 mg / L 时 δ15 N 值最正,相比对照组偏正了

0. 39‰。
氮是藻类不可缺少营养元素之一,并且孔石莼

属于海洋大型藻类,叶片比表面积比较大,光合作

用能力和吸收营养成分能力相对微藻更强。 所以

在氮营养元素充足的条件下,孔石莼则会优先吸收

水体中较轻的14N,而歧视较重的15N,发生同位素分

馏现象。 而当石油烃浓度较低时,可以增加藻体中

酶的活性,加快藻体新陈代谢,促进藻类生长;导致

藻体要吸收更多的营养元素,导致水体中14N 缺乏

供应不足,藻类则要吸收15N 继续供应生长,从而使

δ15N 的值偏正[6]。 所以当 WAF 浓度较低时,孔石

莼的 δ15N 比对照组偏正。 当随着污染胁迫的加

深,石油中含有的毒性物质会进入到细胞内部,破
坏藻类细胞结构和细胞膜系统,改变细胞膜通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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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导致体内大分子物质蛋白质等流失,使毒性物

质更易进入到细胞当中,从而进一步加深对藻类毒

性作用[17],使细胞生长减缓或者死亡,所以 δ15N 逐

渐偏负。 Karsh 等[18] 研究发现当硝酸还原酶发生

低表达的时候,会影响硝酸盐的转化。 所以在高浓

度 WAF 胁迫下,可能抑制了硝酸还原酶活性,氮吸

收比率下降,导致 δ15N 逐渐偏负。

图 5　 不同 WAF 胁迫下孔石莼的 δ15N 含量

Fig. 5 The δ15N of U. Pertusa under different WAF stress

图 6　 不同 WAF 胁迫下孔石莼的 δ13C 含量

Fig. 6 The δ13C of U. Pertusa under different WAF stress

孔石莼在 180#燃料油 WAF 胁迫下的碳稳定

同位素如图 6 所示,随着 WAF 浓度升高,δ13C 均

是先偏正后偏负的趋势,在 96 h 的 δ13C 变化范围

在 - 16. 14‰ ~ -20. 07‰。 在 WAF 的浓度分别

为 7. 17 mg / L 时, 孔 石 莼 δ13 C 值 最 负 为

- 19. 94‰。 随着时间的逐渐增加, 不用浓度

WAF 下的孔石莼的 δ13C 值逐渐偏负,在 4 d 时最

负。 当低浓度时,WAF 作为外源物质,刺激孔石

莼快速增长,藻类会优先吸收水体中较轻的12C,
随着光合作用增强,加快藻体细胞的新陈代谢,藻
体需要大量碳源,12C 供应不足,藻体开始吸收大

量13C,所以在低浓度的胁迫下,孔石莼的 δ13C 相

比对照组偏正[19]。 随着 WAF 浓度逐渐增加,石

油烃会对孔石莼产生毒害作用,一方面使藻体生

长减缓,藻体内细胞合成速率也会减慢,在碳源充

足条件下,藻体优先吸收轻的12C,使 δ13C 逐渐偏

负;并且有机污染物还会从抑制光合作用的电子

传递,使 PSII 反应中心受损,光合能力和光化学

效率降低,减少了光合作用 CO2 固定,也会导致

δ13C 逐渐偏负[20]。 另一方面,WAF 含有大量的

烃类物质(烷烃及芳烃),尤其苯系物和萘系物,
两种物质具有高毒性并且还有一定的水溶性和亲

脂性,易在双层膜的中间积累,与磷脂双分子层相

互作用改变膜结构和影响膜功能,毒性物质还会

使藻细胞内参与生化过程生物酶失活[21],导致机

体的氧化平衡失调,会产生大量自由基破坏细胞,
导致藻体不能进行正常的生命活动,所以 δ13C 逐

渐偏负。

3　 结　 论

(1)在 180#燃料油不同 WAF 浓度胁迫下,孔
石莼的生长速率表现为低快高慢,且随着时间变

化生长速率逐渐减慢。
(2)Chl a 含量随着 WAF 浓度上升,呈现出

先高后低的趋势,但是在高浓度时,Chl a 含量虽

然下降但是依然高于对照组,不能很好地评价孔

石莼在溢油胁迫下的生长状态。
(3)孔石莼的 δ15N 和 δ13C 均随着 WAF 浓度

升高呈现先偏正后偏负的趋势,且在高浓度下差

异性显著,可以及时的反映藻类在受到外界胁迫

下对 C、N 元素吸收和分馏情况,可以更好更快速

地评价溢油胁迫毒性大小,因此可以作为海岸潮

间带环境监测和评价的一种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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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以及海洋的环境治理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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