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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环丙沙星抗生素( Ciprofloxacin，CIP) 高、低积累菜心( 油青四九菜心、油绿粗苔菜心) 为研究对象，通过水培实验，研究了 CIP 胁迫下

( 0～5．0 mg·L－1 ) ，二者抗氧化性能( 蛋白质含量、超氧化歧化酶( SOD) 活性、过氧化物酶( POD) 活性和丙二醛( MDA) 含量) 的差异．结果表明，

不同浓度 CIP 条件下，高积累菜心根部 CIP 富集系数( 14．6～24．0) 大于低积累菜心( 11．3～13．5) ，但二者转运系数相当( 0．006～ 0．014) ．同时，高

积累菜心根部及地上部的可溶性蛋白质含量、SOD 酶活性以及 POD 酶活性总体大于低积累菜心，而其膜脂过氧化损伤( MDA 含量 0．29 ～ 3．61

nmol·mg－1 ) 低于后者( MDA 含量 0．87～6．23 nmol·mg－1 ) ，因此其对 CIP 耐受能力较强，利于吸收积累 C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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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ponse differences in antioxidant system ( protein contents，activities of superoxide dismutase ( SOD) and peroxidase ( POD) as well as

malondialdehyde ( MDA) concentrations) between two cultivar of Chinese flowering cabbages with high and low accumulating Ciprofloxacin ( CIP)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hydroponic culture with different CIP concentrations ( 0～5．0 mg·L－1 ) ． Results showed that CIP bioaccumulation coefficient ( 14．6 ～

24．0) of the high-CIP accumulator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low-CIP accumulator ( 11．3 ～ 13．5) ，but transfer coefficients of the two cultivars were

compareble． Under CIP stress，the antioxidant system ( protein contents，SOD activities，and POD activities) of the high-CIP accumulator were gernally

greater than those of the low-CIP accumulator，but its MDA concentrations were lower than that of the low-CIP accumulator ( 0．29 ～ 3．61 nmol·mg－1 ) ．

This indicated that the high-CIP accumulator had higher endurance to CIP and thus can accumulate higher CIP than the low-CIP accumu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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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Introduction)

抗生素被广泛用于人类医疗及动物养殖中，使

用后大部分以药物原形随粪尿等形式进入土壤环

境( Shi et al．，2012; Li et al．，2014) ．目前，在土壤及

蔬菜甚至所谓安全蔬菜 ( 无公害蔬菜、绿色蔬菜和

有机蔬菜) 中均普遍检出抗生素，其中喹诺酮类抗

生素检出较高( 检出率 ＞95%) ，严重威胁农产品安

全和人体健康( 吴小莲等，2011; 吴小莲等，2013a; 吴

小莲等，2013b) ．物化修复是解决土壤抗生素污染的

直接方式，但成本较高，难以解决大面积农田土壤

污染问题．通过筛选、研究和培育污染物低积累的作

物品种，可实现有效利用污染土壤生产并对其修复

的目的，已成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策略．为
此，我们筛选获得了高、低吸收积累喹诺酮类抗生

素环丙沙星( CIP) 的菜心品种( 高积累型-油青四九

菜心，低积累型-油绿粗苔菜心) ．在不同浓度土培条

件下，高、低积累菜心地上部 CIP 含量相差 3～10 倍

( 吕璇等，2014) ，但差异的机理尚未明确．
植物抗氧化系统可抵御污染物胁迫，是避免或

降低污 染 物 对 植 物 损 伤 的 重 要 屏 障 ( Sun et al．，
2007; Jin et al．，2008a) ．前人研究显示，重金属超积

累作物抗氧化系统性能显著强于普通品种或低积

累型品种 ( Jin et al．，2008b; Jin et al．，2009) ．然而

关于有机污染物高、低积累品种间抗氧化性能差异

的研究鲜见报道．因此，本文以 CIP 高、低积累菜心

为研究对象，研究二者抗氧化性能差异及其与菜心

吸收积累 CIP 的联系，以期初步查明菜心高、低吸收

积累 CIP 的机理．

2 材料与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

2．1 实验材料

实验菜心: CIP 高、低积累菜心种子均购自广东

省农科院．
实验 试 剂: 环 丙 沙 星 ( CIP ) ，购 自 德 国 Dr．

Ehrenstorfer 公司，纯度＞98%．甲醇、乙腈为色谱纯，

购自 Sigma 公司; 超氧化歧化酶( SOD) 试剂盒、过氧

化物酶( POD) 试剂盒、过氧化氢酶 ( CAT) 试剂盒、
蛋白质( TP) 试剂盒以及丙二醛( MDA) 试剂盒均购

自南京建成有限公司; 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购自

广州化学试剂有限公司，实验用水为去离子水．

2．2 实验方法

2．2．1 水培实验 选择籽粒饱满，大小均匀的高、
低积累菜心种子，用 1%( m/V) 的氯化汞浸泡消毒 5
min，之后用去离子水冲洗 3 遍，吸干水分，播种于育

苗板．待菜心长到 3 片真叶时，采用叶菜类营养液配

方( 刘士哲，2011) 分别配置含 CIP 浓度为 0、0． 2、
1．0、5．0 mg·L－1的营养液，即空白、低、中、高 CIP 浓

度处理组．再将两种菜心幼苗分别移植到盛放 20 L
含不同浓度 CIP 营养液的培养箱 ( 长 49 cm、宽 42
cm、高 47 cm) 中，每箱种植 12 株菜心幼苗，水培实

验于 2013 年 3—5 月在暨南大学环境工程系温室进

行． 为保证植株氧气需求，采用通气泵 24 h 供气．各
处理 营 养 液 pH 值 采 用 0． 1 mol·L－1 NaOH 或

0．1 mol·L－1 HCl 进行调节，使其在实验期间保持在

6．2～6．5 之间．每浓度抗生素处理设置 3 个重复．水
培实验 40 d 后采集菜心样品，用去离子水多次冲洗

以去除吸附于菜心根表的 CIP，之后将其切分为根

系及地上部分( 切分过程在 0 ℃冰水中进行) ，进行

各项指标测定．
2．2．2 菜心中 CIP 含量的测定 所采集菜心样品

( 根系或地上部分) 经冷冻干燥、磨碎后，准确称取

1．0 g 样品于 50 mL 离心管，加入 6 mL 的 1%酸化乙

腈进行萃取，萃取 3 次后，以 HLB 固相萃取( 3 mL /
60 mg，Waters) 柱富集、净化，之后氮吹浓缩，并以

0．1%甲酸溶液( 初始流动相) 定容备测． CIP 采用超

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 HPLC-MS /MS) 法测定( 吴

小 莲 等，2013c ) ，色 谱 条 件 为 高 效 液 相 色 谱 仪

( Agilent 1100) ，Eclipse XDB－C18 色谱柱 ( 150 mm×
2．1 mm，5 μm，Agilent) ，柱温 35 ℃，进样量 5 μL; 质

谱 条 件 为 电 喷 雾 ( ESI ) 串 联 质 谱 仪

( AB4000QTRAP，Agilent) ，正离子扫描，多反应检测

模式( MRM) ．为保证 CIP 测定的准确性，每间隔 8
个样品分别测定平行样、空白样以及样品基质加标

样．结果显示，平行样间相对标准偏差均小于 10%，

空白样中未检出 CIP，空白加标回收率在 90%～95%
之间; 样品加标回收率在 67% ～ 88%之间; CIP 的检

测限为 0．24 μg·kg－1，定量限为 0．84 μg·kg－1 ．
2．2．3 菜心抗氧化系统酶、蛋白质及丙二醛测定方

法 菜心组织匀浆液制备: 准确称取 5．0 g 菜心样

品，加入 25 mL pH 值为 7．4 的磷酸盐缓冲液，冰浴

条件下制备成 20% ( m/V，g·mL－1 ) 的组织匀浆，离

心 10 min( 3500 r·min－1 ) 后，取上清液备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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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氧化系统酶活性、蛋白质及丙二醛测定: 根

据南京建成试剂盒标准方法 ( 王震宇等，2010) ，以

考马斯亮蓝法测定总蛋白含量( TP ) ，以黄嘌呤氧化

酶法测定过氧化歧化酶( SOD) 活性，以愈创木酚法

测定过氧化物酶( POD) 活性，以硫代巴比妥酸法测

定丙二醛( MDA) 含量．TP 的测定结果以每克植物样

品( 鲜重) 的蛋白含量表示，记作 mg·g－1 ; SOD 酶及

POD 酶测定结果均以每毫克蛋白的酶活力表示，记

作 U·mg－1 ; MDA 的测定结果以每毫克蛋白的 MDA
含量表示，记作 nmol·mg－1．
2．3 数据处理与分析

采用 Excel 2007 进 行 数 据 处 理 和 绘 图． 采 用

SPSS 17．0 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计算平均值、标准差，

并进行回归分析和方差分析．实验结果以平均值±标

准偏差( Mean±SD) 表示，p＜ 0．05 指示处理组间或

处理组与空白处理间差异显著．

3 结果( Results)

3．1 高、低积累菜心 CIP 含量特征

不同 CIP 浓度条件下，高积累菜心根部及地上

部分 CIP 含量均大于低积累菜心，且在高浓度 CIP
时，前者显著大于后者，二者差异可达 2．1 倍( 表 1) ．
需要说明的是，水培条件下高、低积累菜心 CIP 的含

量差异( ～ 2．1 倍) 小于二者在土培条件下的差异

( 3～10 倍) ( 吕璇等，2014) ，这与 CIP 在水溶液中生

物有效性较强，易于被菜心吸收积累有关( 王朋等，

2011; 吴小莲等，2013b; 尹倩等，2013) ．计算显示，高

积累菜心根富集系数，即 CIP 根部含量与培养液含

量之比( 14．6～24．0) 高于低积累菜心( 11．3 ～ 13．5) ，

而其转运系数，即 CIP 地上部含量与根部含量之比

( 0．006～0．014) 与低积累菜心( 0．006 ～ 0．011) 相当，

指示高积累菜心根部对 CIP 的高富集作用是其高积

累 CIP 的重要原因．

表 1 不同浓度 CIP 胁迫下高、低积累菜心各部位 CIP 含量

Table 1 CIP concentration in low-and high-CIP accumulation cultivars of Chinese flowering cabbages under different CIP concentrations

品种
CIP 含量 / ( mg·L－1 )

0 mg·L－1 0．2 mg·L－1 1．0 mg·L－1 5 mg·L－1

高积累菜心 根部1) 160± 5aA 4500 ± 1100 bA2) 14600 ± 4700 cA 120000 ± 10800 dB

地上部 8．2± 1．1aA 25．9 ± 2．1bA 205．3 ± 20．7cB 824．2 ± 13．2dB

富集系数 3) 22．5 ± 4．5 bB 14．6 ± 3．8 aA 24 ± 1．8 bB

转运系数 0．006 ± 0．001 aA 0．014 ± 0．001 bA 0．007 ± 0．002 abA

低积累菜心 根部 100 ± 6aA 2600 ± 400bA 13500 ± 400 cA 56500 ± 800 dA

地上部 5．2± 2．1aA 17．7 ± 0．7bA 153．2 ± 6．8 cA ± 81．1 dA

富集系数 13 ± 2．1 aA 13．5 ± 0．3 aA 11．3 ± 0．1 aA

转运系数 0．006 ± 0．001 aA 0．011 ± 0．001 bA ± 0．002 bA

注: 1) 单位为 μg·kg－1 ; 2) 同一 CIP 浓度不同菜心品种含相同大写字母者差异不显著，同一菜心品种不同 CIP 浓度含相同小写字母者差异

不显著( p＜0．05) ; 3) 对照处理富集系数及转运系数未计算．

3．2 CIP 胁迫下高、低积累菜心生物量差异

空白处理条件下，高、低积累菜心地上部生物

量相当，但前者根部生物量显著大于后者( 图 1) ．在

低浓度下，CIP 即可抑制两种菜心生物量，且随其浓

度增加，抑制作用显著增强．相关性分析显示，两种

菜心地上部和根部生物量均与其 CIP 含量呈显著负

图 1 CIP 胁迫下高、低积累菜心生物量差异( a．根部; b．地上部) ( 注: 同一 CIP 浓度不同菜心品种含相同大写字母者差异不显著，同一菜心

品种不同 CIP 浓度含相同小写字母者差异不显著)

Fig．1 Biomass differences in low-and high-CIP accumulation cultivars of Chinese flowering cabbages under CIP stress ( a． root; b． sh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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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关系，指示吸收积累 CIP 是造成两种菜心生物

量降低的主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在各 CIP 浓度处

理下，高积累 CIP 菜心地上部和根部生物量均与低

积累 CIP 菜心相当，但其 CIP 含量高于后者，指示高

积累菜心对 CIP 的解毒和耐受能力强于后者．

图 2 CIP 胁迫下高、低积累菜心蛋白质含量差异( a． 根部; b．

地上部) ( 注: 同一 CIP 浓度不同菜心品种含相同大写字

母者差异不显著，同一菜心品种不同 CIP 浓度含相同小写

字母者差异不显著)

Fig．2 Protein content differences in low- and high-CIP

accumulation cultivars of Chinese flowering cabbages under

CIP stress ( a． root; b． shoot)

3．3 CIP 胁迫下高、低积累菜心蛋白质含量差异

蛋白质是生物体细胞代谢 ( 物质吸收积累等)

及抗逆性 ( 氧化损伤等) 的物质基础 ( 林仁漳等，

2008; Liu et al．，2010) ．空白处理条件下，高积累菜

心根部 ( 1．1 mg·g－1 ) 及地上部分蛋白质含量 ( 3．4
mg·g－1 ) 分别与低积累菜心相当( 根部 1．1 mg·g－1，

地上部 4．4 mg·g－1 ) ．CIP 胁迫下，两种菜心根部蛋白

质含量均较空白处理有所提高，且提高率随 CIP 浓

度升高而提高，在 16% ～ 105%之间( 图 2a) ．值得注

意的是，不同浓度 CIP 胁迫下，高积累菜心根部蛋白

质含量均高于低积累菜心，且在高浓度 CIP 胁迫下

二者差异显著．对于地上部而言( 图 2b) ，低浓度 CIP
( 0．2 mg·L－1 ) 胁迫下高积累菜心蛋白质含量显著高

于空白处理，随着 CIP 浓度提高( 1 ～ 5 mg·L－1 ) ，高

积累菜心蛋白质含量有所下降，但均与空白含量相

当．与此不同，CIP 胁迫下低积累菜心地上部蛋白质

含量显著低于空白处理，且随 CIP 浓度提高其含量

显著降低．可见，CIP 胁迫下高积累菜心根部及地上

部蛋白质含量总体大于低积累菜心．
3．4 CIP 胁迫下高、低积累菜心 SOD 酶活性差异

SOD 酶可清除污染物诱导产生的过氧自由基

( O－·
2 ) ，是植物抗氧化系统发挥功能的首要酶( 张琼

等，2010; 雷静静等，2013; 徐湘博等，2014) ． 空白处

理条件下，高、低积累菜心根部( 64．4～64．5 U·mg－1 )

及地上部分 SOD 酶活性( 19．5 ～ 21．1 U·mg－1 ) 均分

别相当． 低浓度 CIP 胁迫时，高、低积累菜心根部

SOD 酶活性均与空白相当; 随着 CIP 浓度升高，在

中浓度时，高、低积累菜心根部 SOD 酶活性均显著

降低，但二者差异不显著; 在高浓度时，高积累菜心

根部 SOD 酶活性有所提高，而低积累菜心根部 SOD
酶活性有所下降，因此前者根部 SOD 酶活性显著大

于后者．对于地上部而言，低浓度 CIP 胁迫下，高、低
积累菜心 SOD 酶活性均与空白相当，但随 CIP 浓度

升高，二者 SOD 酶活性均显著高于空白处理，且高

积累菜心 SOD 酶活性显著大于低积累菜心．

图 3 CIP 胁迫下高、低积累菜心 SOD 酶差异( a． 根部; b．地上

部) ( 注: 同一 CIP 浓度不同菜心品种含相同大写字母者

差异不显著，同一菜心品种不同 CIP 浓度含相同小写字母

者差异不显著．)

Fig．3 SOD activity differences in low- and high-CIP accumulation

cultivars of Chinese flowering cabbages under CIP stress ( a．

root; b． shoot)

3．5 CIP 胁迫下高低积累菜心 POD 酶活性差异

POD 酶可清除植物体内的过氧化氢 ( H2O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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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组成植物抗氧化系统的重要酶 ( 华涛和周启星，

2009; 周坤等，2014) ．空白处理条件下，两种菜心根

部( 52．40～59．70 U·mg－1 ) 及地上部分 POD 酶活性

( 230．8～223．5 U·mg－1 ) 均无显著差异( 图 4) ．CIP 胁

迫下，两种菜心根部 POD 酶活性均随 CIP 浓度升高

而显著降低，当 CIP 为中、低浓度时，两种菜心根部

POD 酶活性相当，当 CIP 为高浓度时，高积累菜心

根部 POD 酶活性显著高于低积累菜心．对于地上部

分而言，高积累菜心 POD 酶活性呈现随 CIP 浓度上

升而上升的特征，而低积累菜心 POD 酶活性随 CIP
浓度变化不大，即 CIP 胁迫下，高积累菜心地上部

POD 酶活性总体大于低积累菜心．

图 4 CIP 胁迫下高、低积累菜心 POD 酶的差异( a． 根部; b．地

上部) ( 注: 同一 CIP 浓度不同菜心品种含相同大写字母

者差异不显著，同一菜心品种不同 CIP 浓度含相同小写字

母者差异不显著．)

Fig．4 POD activity differences in low- and high-CIP accumulation

cultivars of Chinese flowering cabbages under CIP stress ( a．

root; b． shoot)

3．6 CIP 胁迫下高低积累菜心 MDA 的差异

MDA 是污染物胁迫产生的主要膜脂过氧化产

物之一，其含量高、低是衡量植物膜脂损伤程度的

重要指标( Wang et al．，2008; 田文静等，2010; Wang
et al．，2011) ． 空 白 处 理 条 件 下，高 积 累 菜 心 根 部

MDA 含量 ( 5． 3 nmol·mg－1 ) 显著高于低积累菜心

( 3．4 nmol·mg－1 ) ．CIP 胁迫下( 低至高浓度) ，低积累

菜心根部 MDA 含量均显著高于高积累菜心，但随

CIP 浓度增加二者 MDA 含量均显著下降，这与 CIP
激活菜心抗氧化酶有关．对于地上部而言，空白处理

下，低积累菜心 MDA 含量( 0．65 nmol·mg－1 ) 显著高

于高积累菜心( 0．37 nmol·mg－1 ) ．CIP 胁迫下( 低至

高浓度) ，低积累菜心 MDA 含量较其空白处理增高

迅速，达到 0．87 ～ 0．97 nmol·mg－1，显著高于高积累

菜心 MDA 含量( 0．29～0．49 nmol·mg－1 ) ．

图 5 CIP 胁迫下高、低积累菜心 MDA 含量的差异( a． 根部; b．

地上部) ( 注: 同一 CIP 浓度不同菜心品种含相同大写字

母者差异不显著，同一菜心品种不同 CIP 浓度含相同小写

字母者差异不显著．)

Fig．5 MDA concentration differences in low- and high-CIP

accumulation cultivars of Chinese flowering cabbages under

CIP stress ( a． root; b． shoot)

4 讨论( Discussion)

抗氧化系统是植物防御污染物胁迫与耐性机

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减少或避免细胞氧化损伤

有重要意义 ( An et al．，2009) ．前人研究显示，CIP
胁迫下( 0～50 mg·L－1 ) ，玉米幼苗抗氧化酶( 过氧化

氢酶 CAT、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及过氧化物酶 POD
等) 呈现低浓度被激活，而高浓度被抑制的特征( 王

朋等，2011) ．与此不同，本文研究显示，CIP ( 0 ～ 5
mg·L－1 ) 对高、低积累菜心根部及地上部可溶性蛋

白质、SOD 酶活性和 POD 酶活性的影响呈现出多种

特征，包括随 CIP 浓度增加而增加，随 CIP 浓度升高

而降低，或随 CIP 浓度变化不大等 ( 图 2、图 3、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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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同研究间结果的差异与实验设置浓度及作物

品种差异等因素有关．
植物品种间抗氧化系统性能的差异由其基因

型差异决定( Jin et al．，2008) ．抗氧化能力强的作物

品种，清除污染物产生活性氧化物质( 如 O－·
2 、H2O2、

OH·等) 的能力较强，因此污染物胁迫下其细胞氧

化损伤程度较低，对污染物耐受性高，有利于其吸

收累积污染物．反之，抗氧化能力弱的作物品种，为

减少污染物造成的氧化损伤，尽量低吸收积累污染

物( Andrade et al．，2010) ．前人研究发现，重金属超

积累植物抗氧化能力显著强于普通品种( Sun et al．，
2007; Jin et al．，2008) ．与此类似，有机污染物 CIP
胁迫下，高积累菜心根部及地上部诱导出更多的功

能蛋白质 ( 如载体蛋白、识别蛋白、抗氧化蛋白等

( 苏恩平等，2014) ，且其 SOD 酶活性和 POD 酶活性

总体强于低积累菜心( 图 2、图 3、图 4) ，因此，高积

累菜心膜脂损伤程度( MDA 含量) 低于后者( 图 5) ，

对 CIP 的耐性和解毒能力更强，有利于其吸收积累

CIP．可见，菜心品种间抗氧化性能是决定其高、低积

累 CIP 的重要生理生化机制． 需要指出的是，除抗

氧化性能外，决定作物高、低积累污染物的因素还

包括植物根际微生物、根系分泌物、根脂成分与含

量以 及 污 染 物 辛 醇 水 分 配 系 数 等 ( Dettenmaier
et al．，2008) ，这些因素对作物高、低积累污染物的

影响还有待深入研究．

5 结论( Conclusions)

1) CIP 胁迫下，高积累菜心根部及地上部蛋白

含量及抗氧化系统酶( POD 和 SOD) 活性总体高于

低累积型菜心，而膜脂损伤程度低于后者．
2) 高积累菜心对 CIP 的解毒和耐受能力高于

低积累菜心，从而利于其吸收积累 CIP．
3) 菜心品种间抗氧化性能的差异是其吸收累

积 CIP 差异的重要生理生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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