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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eudomonas putida 细胞对微囊藻毒素-LR 的胁迫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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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将 1.0g/L 的微囊藻毒素-LR(MC-LR)降解菌恶臭假单胞菌(Pseudomonas putida)置于含不同浓度 MC-LR 的体系中,研究了体系中菌
体细胞完整性和生物量的变化,考察了 MC-LR 对细胞的氧化胁迫以及抗氧化酶的响应.结果表明,MC-LR 能够增大 P. putida 细胞质膜通透
性,造成膜损伤,导致胞内物质外流,使细胞完整性遭到破坏;同时,MC-LR 能够引起 P. putida 细胞的氧化胁迫,随着毒素暴露时间的延长,活
性氧自由基(ROS)和膜脂过氧化产物丙二醛(MDA)含量显著升高,具有明显的剂量效应.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在 MC-LR 的诱导下有
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表现为对低浓度污染物的主动响应,而高浓度(2.5mg/L)MC-LR 作用 5d 后,ROS 积累到相当高水平,对细胞代谢功能造
成破坏,使 SOD 活性下降,并加速细胞的死亡,P. putida 生物量与对照相比,下降了将近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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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ell integrity and biomass changes of Pseudomonas putida, a MC-LR degrading bacterium, were studied
by inoculating 1.0g/L bacterium into systems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MC-LR. The oxidative stress of MC-LR on
bacterial cell and the responses of antioxidase were also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membrane permeability of P.
putida increas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C-LR, causing membrane damage, which resulted in the outflow of intracellular
substances and the destruction of cell integrity. Also, MC-LR could induce the oxidative stress on the cells of P. putida.
With prolonged exposure to MC-LR,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and malondialdehyde (MDA), a product of
membrane lipid peroxidation, evidently accumulated in the system, and had obvious dose-effect relationship. Under the
effect of MC-LR, the activity of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increased first and then declined, exhibiting an active
response to MC-LR of low level. However, after contacting higher concentrations (2.5mg/L) of MC-LR for 5d, ROS
accumulation was so high as to cause damage to the metabolism of cells. As a result, SOD activity was suppressed and
cells suffered mass mortality, and the biomass decreased by 50%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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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囊藻毒素(MCs)是富营养化污染的次生代 化水体中,两者相互接触,势必存在相互影响[5 6].
谢产物,其结构为环状七肽,具有很强的生物毒性. 杨翠云等[7 8]研究发现 MCs 能够促进溶菌酶对
研究表明,世界上 25%~70%的蓝藻水华能够产 大肠杆菌和枯草芽孢杆菌的细胞膜渗透性,增加
生藻毒素[1],对环境危害极大.目前,有关 MCs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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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内可溶性糖和可溶性蛋白的外渗.尹黎燕
等 [9]研究显示,MC-LR 可对烟草 BY-2 细胞造成
氧化胁迫,并激发细胞内抗氧化系统的响应.另一
方面,产毒藻类普遍存在于富营养化水环境中,能
够为微生物的附着生长及生物修复提供条件,然
而,MCs 的产生与蓝藻水华暴发具有同步性,二
者呈极显著正相关[10],MCs 对微生物的作用是否
会影响到水华污染水域的修复作用,是亟待解决
的科学问题.
当前,MCs 的微生物降解去除是科学研究的
热点,而关于 MCs 对菌体的毒性作用研究较少.
袁媛等[11]研究发现,MC-LR 能抑制降解菌的生
长,导致 MC-LR 的降解率下降.Ding 等[12]利用纯
微囊藻毒素作用于菌体中,发现藻毒素能够引起
菌体细胞的氧化胁迫,并破坏菌体线粒体和电子
传递链.本文选取我国蓝藻水华中常见且毒性最
强的 MC-LR 作为 MCs 代表物,利用本实验室前
期分离、筛选得到的对 MC-LR 有降解作用的恶
臭假单胞菌纯菌株(Pseudomonas putida)为研究
对象,分析 MC-LR 对菌体细胞的毒性胁迫影响,
并考察细胞抗氧化系统的响应机制,以期为进一
步揭示 MCs 对菌体的作用机制和生理毒性影响,
探明藻毒素对生态环境中藻菌之间的作用影响
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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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氢 荧 光 素 二 乙 酯 (DCFH-DA) 购 于 SigmaAldrich 公司.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测试试剂
盒、丙二醛(MDA)测试试剂盒均购于南京建成生
物研究所.
1.2 实验设备
高速冷冻离心机(KDC-160HR,安徽中科中
佳 科 学 仪 器 有 限 公 司 ); 紫 外 分 光 光 度 计
(UVmini-1240, 日 本 岛 津 公 司 ); 高 效 液 相 色 谱
(CBM-20A, 日 本 岛 津 公 司 ); 流 式 细 胞 仪
(FACSDiva, 美 国 BD 公 司 ); 超 声 破 壁 仪
(SCIENTZ-ⅡD,宁波新芝科技有限公司).
1.3 P. putida 的毒素处理
将活化后的 P. putida 投加到 MC-LR 质量浓
度分别为 0,0.5,2.5mg/L 的灭菌无机盐基础培养
基 中 , 使 体 系 最 终 为 20mL, 菌 体 质 量 浓 度 为
1.0g/L,于 30℃、130r/min 摇床中恒温振荡培养.
以不加 MC-LR 的 MSM 体系作为空白对照.
1.4 MC-LR 对 P. putida 细胞完整性的影响
分别取毒素处理 0,12,24,48,72,96,120h 后的
样品,测定其在 260nm 处的吸光度值,以表征细胞
完整性的变化.每组设置 3 个平行,进行 2 次重复
实验.
1.5 MC-LR 对 P. putida 细胞的氧化胁迫
1.5.1 MC-LR 作用下 P. putida 细胞内活性氧自
由基(ROS)的测定 分别取毒素处理第 0,1,2,3,
1 材料与方法
4,5d 样品,离心收集菌体,用 10mg/L 溶菌酶处理
1.1 实验试剂与材料
后,用双蒸水清洗 2~3 遍,用 PBS 重悬,加入 200µL
实 验 菌 种 : 恶 臭 假 单 胞 菌 (Pseudomonas DCFH-DA 染液,混匀,37℃避光孵育 20min;加入
putida),由本课题组从广州市某发生水华的人工 500µL PBS 洗涤,置于 1000r/min 下离心 5min,弃
湖底泥中筛选驯化得到,该菌对 MC-LR 有良好 上清液,加入 200µL PBS,混匀,用流式细胞仪检测
样品中生成的 DCF 荧光强度[15].
的降解效果[13].
MC-LR 储备液由实验室制备,其提取和纯 1.5.2 MC-LR 作用下 P. putida 细胞内丙二醛
化方法参照文献[14].
(MDA) 的 测 定 毒 素 处 理 后 于 0,24,48,72,96,
营养培养基:牛肉膏 3g,蛋白胨 10g,NaCl 120h 进行取样,离心收集菌体,用 PBS 清洗后重
5g,蒸馏水 1000mL,pH 为 7.4~7.6.
悬,置于 0℃冰-水混合水浴中,超声破壁.超声破
无机盐基础 培养基(MSM):K2HPO4 0.02g, 壁仪功率为:450W,工作 3s,间隙 3s,破壁 150 次.
NaH2PO4 0.1g, MgSO4·7H2O 0.05g, NH4NO3 取混合悬液利用丙二醛测试试剂盒测定 MDA
0.02g, CaCl2 0.05g,水 1000mL.
含量.
绝 对 计 数 管 (TruCOUNT Tubes) 购 于 1.6 MC-LR 作用下 P. putida 超氧化物歧化酶
Becton–Dickinson (SanJose, CA, USA);2',7'-二氯 S0D 的响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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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P. putida 细胞酶液的制备 将 P.putida 菌
体培养液离心过滤,收集菌体,用 0.9%的生理盐
水清洗 3 次.洗涤后的菌体收集于离心管中,加入
生理盐水 10mL,置于 0℃的冰-水混合水浴中,超
声破壁.将破碎后混合悬液离心 15min (8000r/
min,4℃),上清液即为所需酶液.参照考马斯亮蓝
G-250 法测定制备酶液中可溶性蛋白含量,用牛
血清蛋白(BSA)作为标准蛋白[16].
1.6.2 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测定 分别
取毒素处理后第 0,1,2,3,4,5d 样品,离心收集菌体,
根据 1.6.1 进行酶液的制备,并利用试剂盒测定
SOD 酶活性.
1.7 MC-LR 对 P. putida 细胞生物量的影响
取毒素处理后第 0,2,4,6d 样品,离心收集底
部菌体细胞,用 PBS 洗涤后重悬,稀释 2000 倍后,
取 300µL 加入绝对计数管中,涡旋震荡使样品与
管中的内参物荧光微球混匀后上机检测.
每根绝对计数管中含有已知数量的内参物
——荧光微球,通过流式细胞仪可以直接检测到
仪器进样中 P. putida 细胞的数目和荧光微球的
数目,得出数据后,通过公式(1)换算即可直接得
出每个样品中 P. putida 的细菌数目[17]:
B(荧光微球读数)
菌体绝对数 =
×
C (菌体细胞读数)
(1)
计数管内微球读数(已知)
× 2000(稀释倍数)
进样体积(300µL)
统计分析
试验所获数据利用 SPSS 17.0 和 One-Way
ANOVA 法进行相关性分析和差异显著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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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MC-LR 对 P. putida 细胞完整性的影响
Fig.1 Effect of MC-LR on the cell integrity of P. putida
*表示与对照组有显著性差异(P<0.05),下同

结果与讨论

MC-LR 对 P. putida 细胞完整性的影响
正常状态下的细胞,细胞质膜是完整闭合的,
胞内物质被封闭起来,只通过主动运输或离子交
换等方式与外界进行物质交换.当细胞质膜被损
坏时,细胞质膜通透性会增大,某些胞内大分子物
质会流出,这些胞内物质中如 DNA、RNA 等在波
长 260nm 的发射光照射下能够被检出,因此,可以
把测得的吸光度值变化情况作为间接判断细胞
质膜完整性是否受到损坏的依据[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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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1 可知,在未添加 MC-LR 的对照体系
中,随着培养时间的延长,吸光度值略微上升,这
可能是由于培养到后期,部分细胞逐渐衰老,少量
细胞出现死亡破裂现象,胞内物质外流,从而导致
所测吸光度值升高,反映出 P. putida 的完整性受
到一定程度的破坏.而对于经不同浓度 MC-LR
处理的实验组,测得的吸光度值增加的现象较对
照出现得更早,且随着 MC-LR 浓度的增加,吸光
度值上升幅度更大(P<0.05),这表明 MC-LR 导致
了胞内物质的大量外流,破坏了 P. putida 细胞的
完整性,分析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 MC-LR 能
作用于 P. putida 的细胞质膜,使细胞质膜通透性
增 大 [14], 从 而 使 胞 内 物 质 更 易 流 出 ; 另 一 方
面,MC-LR 可能致使细胞发生极化现象,使细胞
遭受损伤,加速细胞的破裂和死亡,最终使得胞内
物质大量流出,细胞的完整性遭到破坏.

吸光度值260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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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MC-LR 对 P. putida 细胞的氧化胁迫
活 性 氧 自 由 基 ROS(Reactive Oxygen
Species)是一类包括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羟基自
由基、过氧化氢等在内的高反应性分子[19].在正
常情况下,ROS 为细胞提供正常的生理环境,而
细胞内过量和长时间的 ROS 作用能破坏胞内蛋
白,引发脂质过氧化作用,并因此形成脂质过氧化
产物[20].丙二醛(MDA)是膜脂过氧化最重要的产
物之一,它的产生能加剧膜的损伤,因此,可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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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ROS 和 MDA 的含量了解膜脂过氧化的程度,
以间接反映 P. putida 细胞及膜系统受氧化胁迫
的损伤程度[21].
图 2 和图 3 分别为培养体系中不同 MC-LR
浓度下 P. putida 细胞内 ROS 和 MDA 随时间的
变化情况.由图中可以看出,MC-LR 可引起细胞
ROS 和 MDA 含量增多,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
且表现出一定的剂量效应,即 MC-LR 浓度越
高,ROS 和 MDA 增加越明显.
图 2 中,将 P. putida 投加至空白对照体系中,
由于细胞进入新的培养环境而产生氧化胁迫,而
菌体细胞通过自身的调节机制,很快适应了新的
环境.因此,表现为 ROS 含量略微增加,但维持在
较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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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御机制.因此,高浓度 MC-LR 使 P. putida 处于
不利环境,激发并积累大量活性氧自由基,毒素暴
露 5d 后,ROS 含量超过空白对照将近 2 倍多,对
细胞的氧化胁迫程度大大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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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MC-LR 作用下 P. putida 细胞丙二醛的变化
DCF荧光强度525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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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MC-LR 对 P. putida 细胞活性氧自由基的影响
Fig.2 Effect of MC-LR on ROS of P. putida

经 MC-LR 处理后的实验组细胞从第 2d
起,ROS 含量急剧上升,显著高于对照组,并在整
个培养阶段都维持在较高水平,表明 P. putida 细
胞受到了新的氧化胁迫,而这种胁迫正是由
MC-LR 所引起的.低浓度的 MC-LR(0.5mg/L)毒
性处于一个较低水平,对 ROS 的激发作用较小,
对菌体的毒害作用也有限,但会随着暴露时间的
增加而出现 ROS 的累积,最终使 ROS 含量逐渐
上升.当把加入体系中的 MC-LR 浓度提高到
2.5mg/L 时,菌体 ROS 水平经过第 1d 的自动调整
期之后,迅速呈现直线增长.Xiong 等[22]发现,高浓
度的 MC-LR 毒害性增大,能导致细胞膜系统变
性,进而导致细胞的损伤,迅速破坏细胞内的自我

Fig.3 Effect of MC-LR on MDA content of P. putida

膜脂过氧化是藻毒素诱导氧化损伤的另一个
表征 .由图 3 可知,对照组的膜脂过氧化程度(以
MDA 含量表示)在整个实验阶段保持较低水平,这
与 ROS 的形成相似.利用 SPSS 17.0 统计软件对毒
素处理组 MDA 含量的变化和 ROS 含量变化情况
作相关性分析,得出其相关性为 0.959,在 0.01 水平
上显著正相关,说明 P. putida 细胞膜脂过氧化的程
度与 ROS 的变化也存在一致性,均受到 MC-LR 剂
量效应的影响与时间效应的累积作用.这是因为
高浓度的 MC-LR 具有很强的生物毒性,能通过产
生活性氧来诱导氧化应激,使得细胞受到氧化胁
迫[24],影响细胞的活性,细胞功能遭到破坏,导致活
性氧自由基 ROS 的升高和积累,并发生膜脂过氧
化作用,造成细胞膜电位的去极化损伤和通透性
的变化,从而使膜脂过氧化产物 MDA 的含量增加,
这些结果与 Ding 等[12]的研究是一致的.
2.3 MC-LR 对 P. putida 细胞抗氧化性酶活的
影响
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是普遍存在于生物
中的抗膜脂质过氧化的保护性酶.研究表明,高浓
度的污染物能够导致细胞内活性氧自由基的过
度积累,并引起氧化胁迫,造成细胞质膜系统脂质
和蛋白的过氧化失活,并导致 DNA 等断裂,最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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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细胞发生死亡[19].而 SOD 能快速将超氧阴离
子自由基氧化还原为 H2O2 和 O2,H2O2 则进一步
经抗氧化酶分解为 H2O 和 O2,从而限制自由基的
过量积累,消除活性氧自由基对细胞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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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MC-LR 对 P. putida 细胞超氧化物歧化酶的影响
Fig.4 Effect of MC-LR on SOD activity of P. putida

如图 4 所示,在空白对照体系中,SOD 酶活性
处于比较平稳的状态,在 0~2d 有略微上升,但波
动不大,3d 以后略有下降,说明在空白体系中
SOD 酶没有受到显著诱导或抑制作用,变化不明
显.而在添加 MC-LR 的体系中,P. putida 受到氧
化胁迫,由 2.2 可知,细胞内氧自由基浓度上升,诱
导抗氧化酶系统做出反应,因此,在 0~2d SOD 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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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也会随着上升,以清除胞内自由基,减轻细胞
损伤.而随着藻毒素暴露时间的延长,从第 2d 开
始,SOD 酶活性出现明显的下降(P<0.05).由于细
胞内氧自由基浓度超过一定的范围,抗氧化体系
酶活不能及时清除,一方面,SOD 与 MC-LR 相结
合,参与了 MC-LR 的解毒和 ROS 的清除[25],消耗
大量的 SOD;另一方面,过量的自由基会导致严
重的氧化胁迫,破坏细胞,损伤细胞功能,使得抗
氧化体系酶活性降低,SOD 供应不足[9],最终导致
SOD 整体活性下降,且 MC-LR 浓度越高,下降越
明显.
根据本实验结果及结合前人研究,可以得出,
菌体抗氧化酶活可能受到诱导而升高,也有可能
受到抑制,对于一定浓度范围内的 MC-LR 作
用,P. putida 细胞表现出主动响应,而当污染物浓
度过高时,表现为对毒素的被动胁迫.
2.4 MC-LR 对 P. putida 细胞生物量的影响
本实验采用流式细胞术(FCM)和绝对计数
管(TruCount tube)相结合,对培养体系中的 P.
putida 生物量进行定量检测.该方法是利用特殊
荧光信号对悬液中的单细胞或生物粒子进行标
记,再通过流式细胞仪对荧光信号进行检测和分
析,从而实现高速、逐一的细胞定量分析和分
选 [26],比传统的细胞计数方法速度更快,精度更
高,且更准确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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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5 Flow cytometry diagram of P. putida
A．对照; B. 0.5mg/L MC-LR; C. 2.5mg/L MC-LR

图 5 为流式细胞仪荧光检测结果图,图中荧
光信号由两部分构成,其中 R1 部分为绝对计数

管中微球的荧光信号,R2 部分为检测样品中 P.
putida 的荧光信号.由于绝对计数管中微球的数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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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为已知量,因此,通过样品信号和微球信号的对
比,即可计算出样品中 P. putida 的数量,再通过样
品 的 稀 释 倍 数 换 算 , 便 可 得 出 培 养 体 系 中 P.
putida 的准确生物量.
MC-LR 对体系中 P. putida 细胞生物量的影
响如图 6 所示,在培养过程中 P. putida 细胞的生
物量变化情况可以反映出菌体对 MC-LR 作用
的响应.由图可知,体系中 P. putida 细胞的数目均
呈下降趋势.在空白体系中,当 P. putida 从营养
培养基转移到无机盐培养基中,由于环境的变化
及外界营养的突然匮乏,导致菌体短时间内适应
较差,从而发生菌体失活或死亡破裂等情况,使得
细胞数目略有减少;而随着培养时间延长,越来越
多细胞进入衰老期,死亡破裂的细胞逐渐增多,导
致体系中 P. putida 的生物量进一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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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活性降低并发生细胞凋亡 [12],细胞膜通透性
逐渐增大,细胞完整性遭到破坏,且随着暴露时间
的延长,污染物作用的时间效应加剧了细菌的死
亡和消融,从而使得 P. putida 生物量迅速减少.
3

结论

3.1 MC-LR 作用于 P. putida 的细胞质膜,使细
胞质膜通透性增大,细胞遭受损伤,细胞的完整性
遭到破坏.
3.2 MC-LR 可引起细胞 ROS 含量的增多和积
累,使 P. putida 遭受氧化胁迫,继而发生膜脂过氧
化作用,使膜脂过氧化产物 MDA 的含量增加.P.
putida 细胞膜脂过氧化的程度与 ROS 的变化也
存在一致性,均受到 MC-LR 剂量效应的影响与
时间效应的累积作用.
3.3 对于低浓度(0.5mg/L)的 MC-LR 作用,P.
putida 细胞表现出主动响应,细胞抗氧化酶 SOD
诱导升高;而当污染物浓度过高时(2.5mg/L),其
毒性胁迫作用增强,SOD 酶活性受到抑制而降低,
且导致 P. putida 生物量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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