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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大田开顶式气室熏气实验，研究大气汞浓度升高对水稻叶片气体交换参数、脯氨酸、丙二醛的积累以及超氧化物歧

化酶活性的影响。实验结果显示，水稻叶片净光合速率( Pn) 和气孔导度( Gs) 随大气汞浓度的升高均较对照略微下降，表明大

气汞浓度的升高对水稻光合作用和气孔开放程度有一定影响; 扬花期水稻胞间 CO2 浓度( Ci) 随大气汞浓度的升高明显降低

( P ＜ 0． 05) 表明 Pn 的略微下降属于气孔限制，同时蒸腾速率( Tr) 显著增加( P ＜ 0． 01) 表明大气汞对水稻的蒸腾生理功能有

一定的影响。乳熟期水稻叶片气体交换参数与大气汞浓度无显著差异( P ＞ 0． 05) ，且各指标均低于扬花期。水稻叶片脯氨酸

( Pro) 含量在拔节期随大气汞浓度的升高而显著增加( P ＜ 0． 05) ，扬花期先升高后下降，在 45 ng·m-3 时达到最大，成熟期无显

著差异( P ＞ 0． 05) ; 水稻叶片丙二醛( MDA) 含量在拔节期先升高后下降，45 ng·m-3 时达到最大，扬花期和成熟期均无显著差

异( P ＞ 0． 05) ; 水稻叶片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活性在拔节期先升高后下降，15 ng·m-3时达到最大，扬花期无显著差异( P ＞ 0．
05) 。以上结果表明大气汞浓度的升高可以引起水稻叶片膜脂过氧化以及脯氨酸和丙二醛含量的积累，且随着体内 Pro、MDA
和 SOD 对大气汞胁迫的协同反应，水稻对逆境的适应能力增强，对汞胁迫产生了耐受性。
关键词: 气态单质汞; 气体交换参数; 脯氨酸; 丙二醛; 超氧化物歧化酶; 开顶式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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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fects of elevated gaseous elemental mercury ( GEM) on gas exchange parameters，accumulation of
proline ( Pro) and malondialdehyde ( MDA) ，activity of superoxide dismutase ( SOD) in rice foliage were studied
with field open-top chambers ( OTCs) fumigation experime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net photosynthesis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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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n) and stomatal conductance ( Gs) were less slightly in GEM treatment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which indica-
ting that elevated GEM had some effect on photosynthesis and stomatal openness of rice leaves． In flowering stage of
rice，the distinct decrease ( P ＜ 0． 05 ) of intercellular CO2 concentration ( Ci) with elevated GEM indicated that
stomatal limitation led to the slight decrease of Pn，and the significant increase ( P ＜ 0． 01 ) of transpiration rate
( Tr) with elevated GEM showed that the physiological function of rice transpiration was effected by Hg in the at-
mosphere． Gas exchange parameters of rice leaves in milky stage were insignificantly difference with GEM in air ( P
＞ 0． 05) and lower than that in flowering stage． Proline concentrations in rice foliage were increased obviously with
elevated GEM ( P ＜ 0． 05) in jointing stage，declined after increasing and reached to the maximum value at 45 ng·
m-3 in flowering stage，and it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 P ＞ 0． 05) in mature stage among four treatments． The
contents of MDA in rice foliage increased first and reached the highest value at 45 ng·m-3，and then decreased in
jointing stage，and it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 P ＞ 0． 05 ) with the increase of GEM in flowering and mature
stage． The activity of SOD in rice foliage also increased first and then declined at 15 ng·m-3 in jointing stage，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 P ＞ 0． 05) in flowering stage．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elevated GEM in air
can cause membrane lipid peroxidation and accumulation of Pro and MDA in rice foliage，furthermore the ability of
adapting to adversity and the tolerance to elevated GEM for rice were enhanced with the concerted reactions in vivo
among Pro，MDA and SOD on the atmospheric mercury stress．
Keywords: GEM; gas exchange parameters; proline; malondialdehyde; superoxide dismutase; open-top chamber

汞是一种具有强烈植物毒性的重金属，它可以

抑制植物细胞分裂和根系伸长，刺激和抑制酶活性，

降低植物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甚至会使其受毒害

死亡［1］。由于汞具有很强的生物富集性，环境中毒

性较低的无机汞在生物体内富集，进而转化为高毒

性的甲基汞，通过食物链的放大作用，对高级生物的

生存和人类的健康构成严重的威胁［2］。大量研究

表明，汞进入植物体后，会对植物生理的很多方面产

生不利影响，例如影响对矿质元素的吸收［3］，限制

植物的光合作用［4］，诱导产生大量的活性氧自由基

造成膜脂过氧化损伤［5-6］，引起蛋白质和核酸等生

物大分子变性［5，7］。气体交换参数、脯氨酸、丙二醛

( MDA) 和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等是植物叶片的

重要生理指标，可以反应重金属胁迫下植物的功能

状态。光合作用是植物体内最重要的同化过程，重

金属能够从结构和代谢水平上对植物的光合作用发

挥多重抑制作用［8］。脯氨酸是植物体内的渗透调

节物质［9］，重金属胁迫下植物体内游离脯氨酸的积

累已被许多实验所证实［10-11］，被认为是一种逆境适

应机制［12］。丙二醛 ( MDA ) 是膜脂过氧化产物之

一，是重金属胁迫下常见的氧化伤害诊断指标［13］。
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普遍存在于植物体内，是重

要的抗氧化酶之一，在重金属胁迫下植物体内 SOD
活性会发生变化［5，14］。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将数千吨的汞以气

态元素汞( gaseous elemental mercury，GEM) 的形式

排放到大气中［15］，随大气传输扩散并通过干湿过程

沉降到土壤、植物表面，进而对生物体产生毒害作

用，据报道，当前大气汞的沉降速率是工业革命前的

3． 4 倍［16］。目前国内外大量工作关注于水培或土

培实验中 Hg2 + 对植物根、叶及幼苗的生理生化影响

研究［2，4，6，17］，而大气汞对植物生理的直接影响研究

相对缺乏。大量研究表明，植物叶片中汞的含量与

大气汞浓度显著正相关［18-21］，因此本文通过大田开

顶式气室熏气实验，研究了大气汞浓度升高对水稻

叶片气体交换参数、脯氨酸、丙二醛的积累以及超氧

化物歧化酶活性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 Materials and methods)
1． 1 开顶式气室( OTCs) 熏气实验设计

实验地点位于湖南农业大学农资系实验基地

( 28． 28°N，113． 01°E) ，实验田面积 30 m × 10 m，该

地区属于典型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季节变化明

显，年均气温 17． 2 ℃，供试水稻为该地区广泛播种

的中青优 2 号。
开顶式气室为 Heagle 型［22］，主要由气室主体、

GEM 生成系统和布气系统三部分组成，可以为植物

提供比较接近自然的生长环境。气室主体为长 1． 5
m，宽 1． 4 m，高 1 m( 地面以上部分) 的长方体，顶部

架设一个收缩角度为 45°的平截头体［23］，总体积约

为 2． 835 m3。气室骨架由 PVC 管连接构成，四面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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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覆盖 0． 08 mm 厚的透明聚氯乙烯塑料薄膜。在

一根上部直径 2 cm、长 40 cm，下部直径 4 cm、长 10
cm 的玻璃管底部加入少量液态元素汞( liquid ele-
mental mercury，LEM) 没入恒温槽液面以下，设定恒

温槽温度在 20 ℃左右，为 GEM 均匀稳定的产生提

供接近恒温且低于环境温度的条件。产生的 GEM
由一定流量的载气( 高纯氮气) 通过内径 2 mm 的聚

四氟塑料管带出玻璃管并引至田间，与鼓风机产生

的气流相混合，再由密布小孔的 PVC 管从底部通入

气室［24］。
根据城市大气平均汞含量及实验区近地表大气

背景汞浓度，本实验共设 4 组汞浓度水平，分别为

( 5 ± 2) ng·m-3 ( CK) 、( 15 ～ 20 ) ng·m-3、( 45 ～ 50 )

ng·m-3和( 90 ～ 100) ng·m-3，每个水平 3 个重复。为

避免相互遮荫，各气室之间留有 3 m 的间距。气室

内汞浓度通过浮子流量计调节载气流速来控制，每

50 s 左右气室由离心鼓风机( 690 m3·h-1 ) 完成 1 次

彻底换气。从 2013-08-31 正式开始熏气，到 2013-
11-15 结束熏气，24 h 连续供气，气室内汞浓度由

ＲA-915 + 赛曼原子吸收汞分析仪( Lumex Inc． ，Ｒus-
sia) 在线监测。
1． 2 叶片生理指标的测定

1． 2． 1 气体交换参数的测定

利用 LI-6400 便携式光合仪测定系统( LI-6400，

LICOＲ Inc． ，USA) 测定不同汞浓度水平熏气实验中

水稻叶片净光合速率( Pn) 、气孔导度( Gs) 、胞间 CO2

浓度( Ci) 和蒸腾速率( Tr) 4 个气体交换参数［25-26］。
实验表明植物叶片 Pn 一般在上午 9: 00-11: 00 达到

最大值［27-28］，因此本研究分别选择扬花期和乳熟期天

气状况基本一致的2 d，在上午10: 00-12: 00 对水稻叶

片气体交换参数进行测定，仪器 CO2浓度和流速分别

设定为 400 μmol·mol-1和 500 μmol·s-1，每个处理选择

4 片完整无缺的剑叶进行测定。
1． 2． 2 抗逆指标的测定

采集水稻拔节期、扬花期和成熟期的叶片鲜样，

用便携式冰箱迅速带回实验室，并先后用自来水和

去离子水冲洗干净。叶片游离脯氨酸( Pro) 和丙二

醛( MDA) 含量的测定参照朱广廉［29］、陈建勋［30］的

方法，脯氨酸含量采用磺基水杨酸提取，酸性茚三酮

染色的方法进行测定; 丙二醛含量采用硫代巴比妥

酸( TBA) 法测定; 叶片总超氧化物歧化酶( T-SOD)

活性采用黄嘌呤自氧化法( 羟胺法) 测定［31］。

2 结果( Ｒesults)
2． 1 大气汞对水稻叶片气体交换参数的影响

实验结果表明，在 3 个熏气汞浓度下，扬花期水

稻叶片净光合速率( Pn) 和气孔导度( Gs) 均比对照

略低( 图 1A、B) ，Pn 在 15 和 45 ng·m-3 的大气汞浓

度下显著低于对照( P ＜ 0． 05) ，但 Gs 在不同大气汞

浓度下无显著差异( P ＞ 0． 05) ，说明在实验处理水平

下的大气汞对水稻叶片的气孔开放程度无明显影响，

对光合作用有一定影响; 胞间 CO2浓度( Ci) 随大气汞

浓度的升高有明显降低的趋势( 图 1C，P ＜ 0． 05) ; 蒸

腾速率( Tr) 随大气汞浓度升高而显著增加( 图 1D，P
＜0． 01) 。乳熟期水稻叶片 Pn 在 45 ng·m-3的大气汞

浓度下显著低于对照，Gs、Ci 和 Tr 与大气汞浓度均无

显著差异( 图 1A、B、C、D，P ＞ 0． 05) ; 同时，除 Ci 与扬

花期无显著差异外，乳熟期 Pn、Gs 和 Tr 在 4 个大气

汞浓度水平下明显低于扬花期，表明乳熟期水稻叶片

的光合作用和蒸腾作用较扬花期弱，且大气汞对乳熟

期水稻叶片气体交换参数均无明显影响。
2． 2 大气汞对水稻叶片脯氨酸含量的影响

拔节期水稻叶片中脯氨酸含量随大气汞浓度的

升高而显著增加( 图 2，P ＜ 0． 05 ) ，扬花期和成熟期

水稻叶片中游离脯氨酸含量随大气汞浓度的升高均

有增加的趋势，表明大气汞浓度的升高会胁迫水稻

叶片产生并积累大量的游离脯氨酸。大气汞浓度在

5、15 和 45 ng·m-3时，扬花期叶片中脯氨酸含量明显

高于拔节期和成熟期，在 90 ng·m-3 的大气汞浓度

下，叶片中脯氨酸含量关系为: 成熟期 ＞ 扬花期 ＞ 拔

节期，表明环境浓度下的大气汞对水稻扬花期叶片

中游离脯氨酸的积累影响更大，而在高汞浓度下，汞

在叶片中随生长时期的延长而富集对脯氨酸的积累

影响更大。
2． 3 大气汞对水稻叶片丙二醛含量的影响

水稻叶片中丙二醛( MDA) 含量在各生长时期

随着大气汞浓度的升高无显著差异 ( 图 3，P ＞ 0．
05) ，但在拔节期和成熟期会随大气汞浓度从 5 ng·
m-3升高到 45 ng·m-3 而不断增加，在 90 ng·m-3 时又

下降，表明大气汞浓度的升高会胁迫叶片产生过多

的丙二醛。在 4 个大气汞浓度水平下，不同时期叶

片中 MDA 含量关系均为: 拔节期 ＞ 成熟期 ＞ 扬花

期，拔节期明显最高，且在 15 和 45 ng·m-3 时，叶片

内 MDA 含量显著高于对照( P ＜ 0． 05) ，表明大气汞

对水稻拔节期叶片中丙二醛含量的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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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大气汞对水稻叶片气体交换参数的影响

Fig． 1 Effects of air Hg to gas exchange parameters of rice foliage

图 2 大气汞对水稻叶片脯氨酸含量的影响

Fig． 2 Effects of air Hg to proline of rice foliage
图 3 大气汞对水稻叶片丙二醛( MDA) 含量的影响

F ig． 3 Effects of air Hg to malonaldehyde ( MDA) of rice foli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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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大气汞对水稻叶片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的影响

水稻叶片中总超氧化物歧化酶( T-SOD) 的活性

在拔节期和扬花期随着大气汞浓度的升高均无显著

差异( 图 4，P ＞ 0． 05) ，但在 15 ng·m-3时拔节期叶片

中 SOD 活性显著高于其他汞浓度下( P ＜ 0． 05 ) ; 在

5、15 和 45 ng·m-3 时，拔节期叶片中 SOD 活性均较

扬花期高，而在 90 ng·m-3时，扬花期较拔节期略高。

图 4 大气汞对水稻叶片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 SOD) 的影响

Fig． 4 Effects of air Hg to superoxide dismutase ( SOD)

of rice foliage

3 讨论( Discussion)

大量实验结果表明，汞影响植物的光合作用，影

响光反应和暗反应［32-33］，但也有一些实验结果表

明，水培实验中汞浓度低于 10 mg·L-1 时，汞对植物

的光合作用影响较小甚至无影响［32，34-37］。Ericksen
和 Gustin［34］ 的实验结果表明，不同浓度的大气汞

( 2． 4、11 和 30 ng·m-3 ) 熏蒸对杨树叶的 Pn 和 Gs 均

无显著影响，Niu 等［38］的实验结果也表明，环境浓

度的大气汞( 2、10、20 和 50 ng·m-3 ) 对玉米叶片的

气体交换参数基本没有影响。Ci 的变化是分析植

物气孔与非气孔限制的基础，作为光合过程中 CO2

的中介，一方面受到作为源的外界 CO2 浓度和气孔

导度的 影 响，另 一 方 面 又 受 叶 片 光 合 消 耗 的 影

响［26，39］，而非气孔限制常用于解释胞内恒定或者增

加的 Ci［40-41］，本实验中扬花期 Ci 随着大气汞浓度

的升高明显下降，且 Pn 和 Gs 均有一定程度的降低，

说明水稻扬花期属于气孔限制。王孟本等［42］对河

北杨和柠条的研究表明，在土壤水分充足的条件下，

若树木根系吸水力依然较强，而其蒸腾生理调控力

却大为减弱，蒸腾速率就会异常增大，本实验中随着

大气汞浓度的升高，水稻叶片光合作用和气孔导度

均无显著变化，而蒸腾速率却线性升高，说明大气汞

影响了水稻叶片的蒸腾生理功能。
脯氨酸( Pro) 是植物蛋白质的组分之一，可以游

离状态广泛存在于植物体中，在逆境( 旱、盐碱、热、
冷、冻等) 胁迫条件下，许多植物体内脯氨酸含量显

著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植物的抗逆性。实验

表明，重 金 属 胁 迫 下 植 物 体 内 Pro 浓 度 会 增

加［11-12，43］。刘玲等［44］的砂培实验结果表明，在低汞

浓度、短时间内，玉米体内 Pro 含量有上升趋势，在

高汞浓度、长时间内，玉米体内 Pro 含量会严重下

降，且 Pro 对汞的胁迫非常敏感; Niu 等［38］对玉米的

研究结果表明，大气汞浓度与 Pro 含量之间无显著

相关性( P ＞ 0． 05) ，但在大气汞浓度为 20 和 50 ng·
m-3时 Pro 含量显著高于对照( P ＜ 0． 05 ) 。本实验

中，在 15 和 45 ng·m-3 大气汞浓度下扬花期叶片脯

氨酸含量显著较高，而在 90 ng·m-3 时成熟期叶片脯

氨酸含量显著较高，表明随着大气汞浓度的升高，水

稻叶片脯氨酸含量随着大气汞浓度的升高均有不同

程度的增加。
在植物器官衰老或在逆境条件下，细胞内会产

生大量的活性自由基，并与脂质发生过氧化反应，最

终产物即为丙二醛( MDA) ，通常利用它作为脂质过

氧化指标，表示细胞膜脂过氧化程度和植物对逆境

条件反应的强弱。大量实验结果表明，重金属胁迫

下植物 体 内 丙 二 醛 的 含 量 会 增 加［6，45-46］。Cho 和

Park［6］报道西红柿叶中 MDA 水平随叶汞浓度的增

加而增加，Moreno-Jimeˊnez 等［47］对 2 种野生植物的

研究结果也表明叶中 MDA 含量与叶汞浓度显著正

相关( P ＜ 0． 05) ; 而 Niu 等［38］对玉米的研究结果表

明，大气汞浓度与 MDA 含量之间无显著相关性( P
＞ 0． 05) ，仅在大气汞浓度为 20 和 50 ng·m-3时 MDA

含量显著高于对照( P ＜ 0． 05 ) 。本实验中，高浓度

的大气汞熏气显著增加了丙二醛的含量，表明会引

起植物叶的膜脂过氧化。
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是机体内天然存在的超

氧自由基清除因子，是生物体内清除自由基的首要

物质，与体内的过氧化氢酶 ( CAT ) 和过氧化物酶

( POD) 组成了一个完整的防氧化链条。大量实验

结果表明重金属胁迫下植物体内 SOD 活性会发生

变化［12，45，48-49］。马成仓［44］用不同浓度的 HgCl2 溶液

灌溉油菜结果显示，油菜叶细胞内 SOD 活性在 0． 5
mg·L-1的汞浓度下无明显变化，( 1 ～ 10 ) mg·L-1 的

汞浓度下逐渐升高，50 mg·L-1 时持续下降; 陆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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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12］的研究结果显示，随着溶液中 Cd2 + 浓度的增

加，芦苇叶片中 SOD 活性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施国新等［49］的研究也表明，随着汞浓度的升高，满

江红叶片 SOD 活性逐渐增强，当浓度超过一定范围

时，SOD 活性则开始降低。本实验中，拔节期水稻

叶片 SOD 活性随大气汞浓度的升高先上升后下降，

15 ng·m-3时达到最大，表明水稻体内氧自由基清除

能力较强，水稻耐汞性较好。
综上分析，水稻叶片中 Pro、MDA 含量和 SOD

活性随着大气汞浓度的升高变化不同。在拔节期，

Pro 含量随大气汞浓度升高呈线性增加，MDA 含量

先急剧增加然后降低，在 45 ng·m-3 的汞浓度下达到

最大，SOD 活性先增大，在 15 ng·m-3 的汞浓度下达

到最大后又开始下降; 在扬花期，Pro 含量随大气汞

浓度的 升 高 先 增 加 后 下 降，且 明 显 比 拔 节 期 高，

MDA 含量和 SOD 活性无显著变化，且较拔节期低。
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原因是，汞胁迫下水稻叶片细

胞膜脂出现过氧化，体内 SOD 活性被激发，同时 Pro
和 MDA 含量增加，Pro 具有减少膜脂过氧化和稳定

细胞膜结构及生物大分子的作用［50］，因此对 SOD
这种生物蛋白大分子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对其他

膜结构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Pro 的这种双重作用

机制，使得 SOD 活性在迅速升高后又恢复到正常水

平，并随着 Pro 的不断增加，MDA 含量也开始下降;

随着生长期的延长，汞胁迫使水稻体内 Pro 含量升

高，同时对逆境适应能力增强，对汞污染产生了耐受

性，体内 Pro 含量开始降低。这与陆海燕等［12］在镉

污染下对芦苇叶片丙二醛、脯氨酸及 SOD 保护酶反

应的研究结果一致。因此，水稻叶片中 Pro、MDA 和

SOD 对大气汞浓度升高有协同反应。

通讯作者简介: 王章玮( 1978-) ，女，博士，副研究员，主要研

究方向大气汞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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