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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铝盐絮凝剂在湖泊富营养化治理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应用过程中对水环境的改变可能会影响沉水植物的生长。该研究采用

室外模拟试验，考察了连续投加不同浓度梯度的明矾（KAl（SO4）2·12H2O）铝盐对五刺金鱼藻（Ceratophyllum oryzetorum Kom.）生长的影
响。试验设置了 6 个处理：1#（对照组）、2#、3#、4#、5#、6#，
分别投加 6 个梯度的明矾，
投加量分别为 0.0、
0.2、
0.8、
2.0、
4.0、
10.0 mg/L。结果表
明：
（1）当投加量达到约 2.0 mg/L 时，水中铝盐浓度明显升高，并随着投加的积累持续升高，低浓度投加对水中铝盐浓度影响不大；
（2）水
中铝盐浓度约（250±100）μg/L 时，最适于金鱼藻的生长；低于 150 μg/L，金鱼藻生长一般；高于 700 μg/L，则对金鱼藻的生长有明显损
害，叶绿素含量显著降低；
（3）水中铝盐浓度达到 360 μg/L 时，对刚毛藻有明显毒害作用，抑制其光合作用，但藻体并没有死亡；铝盐浓度
达到 700 μg/L 时，铝盐已导致了刚毛藻藻体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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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Aluminum Flocculant on Growth of Submerged
Macrophyte Ceratophyllum oryzetorum K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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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luminum flocculant has been often applied for lakes eutrophication control，which however could likely cause
the changes of water environment in the process of application，affecting the submerged macrophytes growing in the water. In
an outdoor simulation experiment，effects of continuous addition of alum in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n the growth of
submerged macrophyte C. oryzetorum Kom were studied. Six treatment groups were set up：1# （the control group，no
addition），2#（0.2 mg/L），3#（0.8 mg/L），4#（2.0 mg/L），5#（4.0 mg/L），6#（10.0 mg/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hen
added dosage of alum was as high as 2.0 mg/L，aluminum salt concentration of the dramatically and continued to rise as alum
being accumulated；while lower dosage had little impacts. When aluminum salt concentration of the water maintained （250±
100） μg/L，C. oryzetorum Kom grown in the water well thrived；when less than 150 μg/L，C. oryzetorum Kom. kept in
general state；but when more than 700 μg/L，the detrimental effect on C. oryzetorum Kom. growth was noted，and in the
same time，its chlorophyll content decreased notably. On the other hand，as to Cladophora oligoclona，360 μg/L of alum
was harmful and its photosynthesis was inhibited，though it remained live；however，700 μg/L of alum in the water could
lead to the perishing of Cladophora oligoclona body.
Key words：aluminium salt；Ceratophyllum oryzetorum Kom.；submerged macrophyte；alum；flocculant

我国是一个多湖泊国家，淡水湖泊多集中于长
江中下游地区，绝大多数淡水湖泊已经达到富营养

化状态，湖泊富营养化已成为我国淡水湖泊面临的
最主要的生态环境问题 [1] 。在对富营养湖泊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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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投加铝盐（以明矾最常见）是一种常用的化学方
法，其大量应用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在近几十
年来广泛应用于湖泊、水库，主要用于除磷以及抑制
磷从沉积物中释放[2-3]。铝盐也作为引水工程预处理混
凝药剂，在引水过程中输入受体湖泊（如杭州西湖），
该部分还尚未受到重视。在富营养化湖泊除藻的化学
方法中，铝盐制剂也是一种常用的杀藻剂，使藻类凝
聚沉降而去除[4]。
沉水植物是湖泊生物多样性赖以维持的基础 [5]，
在一定的营养水平下，沉水植物的有无决定湖泊稳态
类型[6]。提高本土沉水植物覆盖度是恢复湖泊生态系
是改善水质并长期维持的关键。然而
统的重要措施[7]，

设置 1 个对照组（1#）和 5 个试验组（2#、3#、4#、
5#、
6#）。每个玻璃缸在底部铺 10 cm 厚底泥，加入
自来 水 约 40 cm 深，待水 澄 清 后 移 栽 生 长 状 况 良
好、株高及湿重基本一致的金鱼藻 7~9 株，生长稳定
后加入自来水至 60 cm 深。加入营养盐，使得各缸水
中初始 N、P 营 养 盐 浓 度 约 为 TN 2 . 0 mg / L（氯 化
铵 ∶ 硝 酸 钾 = 1 ∶ 6）、TP 0 . 06 ~ 0 . 08 mg / L（磷 酸 二 氢
钠∶磷酸氢二钠=1∶1），配水营养盐比例参照西湖湖
水营养盐浓度。
试验组 2#、3#、
4#、
5#、
6# 分别投加 5 个梯度的明
矾，投加量为 0.2、0.8、
2.0、4.0、10.0 mg/L，每周五投加

实践证明，沉水植被的恢复，必须与其外部环境的改

献[13]及西湖引水铝盐浓度范围。每周取水样用于水

善结合起来，
否则很难成功 。铝盐在除磷除藻的过程

质测定，每 2 周取植物样用于生理指标测定，取样

中对水体环境的改变，也可能反过来影响沉水植物的

时每个玻璃缸随机取 3 份植物样作为平行。试验期约

生长。针对金属胁迫，研究较多的是 Hg、
Cr、
Cd、
Cu、

60 d。

[8]

Zn 等重金属及其复合作用对沉水植物的危害

[9-10]

，铝

盐的应用与输入对沉水植物的胁迫研究还较少。

固 体 药 剂 ，对 照 组 1# 不 投 加 ，投 加 量 设 置 参 照 文

1.3 分析方法
1.3.1 水质指标测定

金鱼藻（Ceratophyllum demersum L.）是一种具观

采集水样使用 Hach-HQ40 d 便携式水质分析仪

赏价值的沉水植物，同时也是一种抗污染力极强的植

测定 pH、电导率、DO、水温，使用 BZ-1Z 便携式浊度

物，在湖泊沉水植物恢复中得到了广泛应用。金鱼藻

仪测定浊度。采集水样测定水中铝盐含量（以 Al3+计），

漂浮于水体中，根部不发达，在多数情况下植株无根，

采用铬天青 S 分光光度法（GB/T 5750.6-2006）。

只有茎和叶 ，叶片表面组织细胞柱状排列，其间有

1.3.2

[11]

生理指标测定

许多沟缝、空隙，叶片外周边缘有一些针状的突起，利

采集金鱼藻，洗净后测定鲜重、株长、茎节数，取

于其对水中污染物质的吸收吸附 ，可能更易受水中

顶端茎叶测定叶绿素含量、可溶性蛋白含量、超氧化

离子的影响。故本文选取金鱼藻的常见品种五刺金鱼

物歧化酶（SOD）活性、过氧化物酶（POD）活性、丙二

藻（C. oryzetorum Kom.）为研究对象，探讨了铝盐浓

醛（MDA）含量等指标。叶绿素采用丙酮萃取分光光

度的不断累积对金鱼藻生长的影响，为沉水植物恢复
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度法、可溶性蛋白采用 G-250 考马斯亮蓝法[14]、SOD

[12]

MDA 采用硫代巴比妥酸法[15]。

试验材料与方法

1

材料来源及处理方法
2014 年 7 月下旬，从西湖采集五刺金鱼藻，洗净
培养备用；7 月底，从西湖乌龟潭采集底泥，混匀后沉
淀备用，理化性质见表 1。试验用水为自来水，投加营
养盐为氯化铵（NH4Cl）、硝酸钾（KNO3）、磷酸二氢钠
（NaH2PO4）、磷酸氢二钠（Na2HPO4），投加絮凝剂为明
矾（KAl（SO4）2·12H2O）。试验装置为透明玻璃缸，
尺寸
为 70 cm×50 cm×80 cm，共 6 个，置于室外。
1.1

表1

乌龟潭底泥性质

Table 1 Sediment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of Turtle Pond

指标

TP
/g·kg-1

TN
/g·kg-1

Al2O3
/%

pH

有机质
/%

含水率
/%

含量

1.05

4.12

14.5

7.21

12.66

75.35

1.2

试验设计

采用氮蓝四唑光化还原法、
POD 采用愈创木酚法、
1.4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利用 SPSS 13.0 统计软件中的 One-Way ANOVA

法进行多重比较方差分析及 Pearson 法进行相关性
分析，并用不同字母表示处理组间差异显著性水平
（P<0.05）。
2 结果与讨论
2.1 水中理化指标变化情况
2.1.1 水中铝盐含量变化
随着每周明矾的投加，
2#、3# 铝盐浓度保持平稳，
无明显上升，
与对照组接近，
保持在约（100±50）μg/L；
当 4# 投加浓度达到 2.0 mg/L 时，开始有明显升高，最
高达到 547.2 μg/L；当投加浓度达到或高于 4.0 mg/L
时，
5#、
6# 升高幅度更大，
分别达到初始浓度的3.07 倍、
4.55 倍，
6# 水中铝盐的浓度更是高达 1 178.2 μ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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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1。最后一周 5#、
6# 铝盐浓度有所下降。明矾投加
量对水中铝离子的积累影响很大，当投加量达到约
2.0 mg/L 时，水中铝盐浓度明显升高，并随着投加的
积累持续升高。王燕等[16]研究了聚合铝基复合混凝剂
（PAC -PDMDAAC）的 混 凝 性 能 ，发 现 当 投 加 量 为
3.36 mg/L 时，浊度保持在 2.0~4.0 NTU 的较低水平，
大于 3.36 mg/L 时，
随着投加量的增加，
残余铝量快速
增大，这与本试验的结论有相似之处。本试验的用水
为自配水，初始浊度较低，约（9.0±2.0） NTU，在铝盐
和沉水植物的共同作用下很快就能达到较低水平，
约（3.0±1.0）NTU，
2.0 mg/L 为投加量的分界值，大于
2.0 mg/L 时，水中余铝快速增大，浊度已达到较低水
平，
持续投加的铝盐难以继续降低浊度，并且这种降
低无实际意义。

降 低 的 一 个 重 要 原 因 。沉 水 植 物 的 吸 收 使 水 中 营
养 盐减少，离子减少，电导率也随之降低。铝盐进入
水体后会发生一系列复杂的化学反应，发生水解，
或形成沉淀及络合物，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 pH 的
降低。最后一周由于下雨，温度降低，且雨水对玻璃
缸中的水进行了稀释，故水中铝盐浓度又有一定的
降低。
表2

水质指标 Pearson 相关性分析结果

Table 2 Results of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water quality
indicators

相关系数

Al

pH

电导率

DO

浊度

水温

Al

1

0.167

0.209

0.071

-0.348*

-0.117

pH

—

1

0.339*

0.793**

0.088

0.440**

电导率

—

—

1

0.316*

0.229

0.651**

DO

—

—

—

1

0.254

0.298*

浊度

—

—

—

—

1

0.236

水温

—

—

—

—

—

1

** 表示极显著性相关（P<0.01）。
注：
* 表示显著性相关（P<0.05）；

2.1.2 主要水质指标相关性分析
对水质指标进行了 Pearson 相关性分析，见表 2。
发现铝盐含量与浊度呈显著负相关，铝盐对浊度的
降低有显著作用。水温、
pH、电导率、
DO 之间均呈显
著正相关关系，这几个指标的变化具有协同性。水温
对整个水生境的改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温度降低，
浮游藻类生长 减 缓 ，光 合 作 用 减 弱 ，放 氧 减 少 ，DO
随之降低，并且藻类对 CO2 的利用减弱，从而 pH 降
低。同时铝盐导致浊度降低，水温一定幅度的降低
（从约 35 ℃降至 25~28 ℃）和浊度的降低均有助于
沉水植物的生长，而浮游藻类的密度变低也是浊度

2.2 铝盐投加对各处理组金鱼藻生长情况的影响
2.2.1 铝盐投加对金鱼藻生长率、株长、节间长度及
叶绿素的影响
如图 2，随着明矾投加浓度的增加，各处理组金鱼
藻生长率呈先升高再降低的趋势，
4# 与其他组均达到
了显著性差异（P<0.05），生长率高达（0.95±0.1） g/d，
6# 长势最差，植株矮小，叶片枯黄，生长率仅（0.23±
0.04）g/d，
与其他组也达到显著性差异（P<0.05）。4#、
6#
金鱼藻株长与其他各组均达到显著性差异（P<0.05），
4# 金鱼藻株长远大于其他处理组，增长了约（66.98±
4.89） cm，6# 株长增长则较小，约（15.88±2.21） cm。
4# 平均节间长度与其他各处理组有显著性差异（P<
0.05），远大于其他组，约（1.5±0.35） cm，其余各组无
显著性差异，但 6# 最低。6# 金鱼藻叶绿素在约 24 d
后明显降低，显著低于其他处理组（P<0.05）。
各处理组生长率、株长增长长度、平均节间距离
变化情况相似，都表明 4# 金鱼藻生长显著优于其他
各组，而 6# 则生长最差。铝虽然不是植物生长的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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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但一定量的铝对植物的生长可能有促进作用。
刘鹏等 [17]认为较低浓度的铝可以维持细胞膜的稳定
性，减少细胞内的外渗物，
从而对植物的生长有利。
叶绿素作为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主要色素，其含
量高低能直接反映光合作用能力强弱及其生产力。在
铝胁迫下，植物叶绿体被膜会受到破坏 [18]，叶绿素含
量降低，光合作用受到抑制。金鱼藻表皮细胞含大量
的叶绿体，叶绿体沿细胞壁的边缘排列 [11]，高浓度铝
盐可能更易穿过细胞壁，破坏其叶绿体被膜，从而导
致叶绿体的流失。另一方面，
Al3+也可能在植株体内竞
争和取代 Mg2+，影响植物对镁的吸收和运输，使植物
缺镁，从而抑制叶绿素的合成，
使其含量下降[19]。

2.2.2 铝盐投加对金鱼藻 SOD 活性、POD 活性、可溶
性蛋白及 MDA 含量的影响
图 3 是各处理组金鱼藻生化指标的变化情况。各
处理组金鱼藻 SOD 活性随时间变化趋势接近，呈降
低升高再降低的变化，
4# 活性始终低于其他组。POD
活性随时间呈先降低后升高的趋势，
4# 活性较低，5#、
6# 在第 42 天开始活性高于其他处理组。可溶性蛋白
在第 42 天时有一定幅度增加，之后保持平稳，增加了
9.23%~80.1%，6# 金鱼藻增加了 80.1%，明显高于其他
组，有较多积累。各处理组 MDA 均呈上升趋势，5#、
6# 较其他组有显著而持续的增加，比最初分别增加了
2.77 倍、
5.66 倍。

胁迫会导致植物体内产生过量的活性氧，加剧植
物细胞的膜脂过氧化，从而破坏细胞内的代谢活动。
SOD 作为重要的活性氧清除剂，能催化活性氧转变为
H2O2，在逆境胁迫下会增大活性，从而减轻活性氧的
伤害，抑制膜脂过氧化产物 MDA 的积累，以保障细
胞膜的结构和正常功能，而当逆境对植物造成不可逆
的伤害时，SOD 活性则会下降[20]。各处理组金鱼藻随
着明矾的持续处理，
SOD 先有较大幅度的升高，而后
又有所降低，可见铝盐的胁迫作用一直存在，随着浓
度的不断升高和时间的持续，这种伤害也不断加大。
4# 金鱼藻 SOD 始终较低，升高后几乎一直保持，铝盐
的胁迫使得 SOD 活性增加用于清除活性氧，但并没
有达到严重不可逆的程度。POD 可把 SOD 等产生的
H2O2 变成 H2O，使活性氧维持在较低水平，减轻其对
植物生长的损害，因此 POD 与 SOD 变化趋势相似。
MAD 作为膜脂过氧化产物，其产生会加剧膜的损伤。
MDA 始终为升高趋势，在铝盐胁迫下有明显的积累，
尤其是 5#、
6#，在 30 d 之后急剧升高，与叶绿素含量
呈显著的负相关，可见铝胁迫下光合色素的降解与膜
脂过氧化密切相关，这与肖祥希等[21]的研究结果是一
致的。而后期 SOD 的降低也导致对 MDA 的抑制减
弱，
MDA 持续积累。可溶性蛋白是重要的渗透调节物
质和营养物质，它的增加和积累能提高细胞的保水能

力。铝胁迫膜脂过氧化加剧，也会抑制蛋白质的合
成 [22]，但后期金鱼藻可溶性蛋白并没有明显降低，可
能是铝诱导了结合蛋白的合成，以降低铝对细胞内重
要位点的毒害作用。Basu 等 [23]分离得到了铝诱导的
Ni 部分诱导外，
51KD 的微粒体膜蛋白，除了能被 Cd、
不能被其他环境胁迫诱导合成，并且这种蛋白只在耐
铝品种中发现，与植物的抗铝性有直接关系，说明铝
胁迫下植物细胞合成一些多肽与铝进行络合作用，是
植物减轻铝毒害的内部机制。
2.2.3 铝盐投加对水中丝状藻的影响
在金鱼藻生长几天后，每个试验组均出现了丝状
藻，主要为刚毛藻和水绵，来源于底泥及植株，附着在
沉水植物、
底泥及缸内壁，属于着生藻类。丝状藻多和
水生植物相伴生，且生命力旺盛、繁殖能力强，极易大
量孽生[24]。1#、2#、3# 均有少量丝状藻附着于金鱼藻茎
叶，丝状藻多附着于根部，随着明矾的连续投加，丝状
藻有一定减少，主要附着在根部；4# 金鱼藻几乎没有
丝状藻附着；
5#、6# 有大量丝状藻附着。丝状藻的大量
存在会与沉水植物形成竞争作用，争夺水体中营养成
分和光照，附着在沉水植物上的丝状藻也会造成沉水
植物的机械损伤，丝状藻死亡腐烂之后释放的有害物
质更是会影响水质及整个生态系统[25-26]。丝状藻对沉
水植物还会有化感作用，会影响沉水植物的生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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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藻植株柔软，叶片呈针状，更易被丝状藻附着，且丝
状藻易附着缠绕在根部造成机械损伤，同时争夺养
分，相对来说金鱼藻较其他种类的沉水植物更易受到
丝状藻伤害[24]。4# 铝盐浓度约（250±100）μg/L，对丝
状藻有一定抑制作用，以减小其对金鱼藻的影响。
约 24 d 时，5# 水中铝盐浓度达到 360 μg/L，出现
了白色丝状藻藻体，主要为刚毛藻。进入刚毛藻体内
的金属离子会改变其细胞膜透性，对叶绿体造成一
定 程度的破坏，致使叶绿素结构破坏，刚毛藻体失
绿 [27]，说明铝盐对刚毛藻有明显毒害作用，抑制其光
合作用。但刚毛藻仍大团簇集，
数量上并无明显减少，
虽受到严重损害，藻体并没有死亡。当水中铝盐浓度
达到 700 μg/L 时，白色藻体已不再大量簇集成团，而
是细小分散地附着于金鱼藻或缸内壁，数量上也明显
减少，此浓度铝盐已导致了藻体的死亡。
3

结论

９

2006，7（1）：
76-79.
Fu Jun，Yan Hai，Wang Dongsheng，et al. Effective floccu－
lations of Microcystis aeruginosa by HPACs and embedded
with clays[J]. Techniques and Equipment for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ontrol，2006，
7（1）：
76-79.（in Chinese）
[5] 吴振斌. 水生植物与水体生态修复[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1.
Wu Zhenbin. Macrophyte and Aquatic Ecological Restora－
tion[M]. Beijing：Science Press，2011.（in Chinese）
[6] Scheffer M. Multiplicity of stable states in freshwater systems
[J]. Hydrobiologia，1990，200/201（1）：
475-486.
[7] Van Nes EH，Scheffer M，Van den Berg MS，et al. Aquatic
macrophytes：restore，eradicate or is there a compromise[J].
Aquatic Botany，2002，72：387-403.
[8] 秦伯强，许海，董百丽. 富营养化湖泊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Qin Boqiang，Xu Hai，Dong Baili. Eutrophication of Lakes
Governance：
Theory and Practice[M]. Beijing：Higher Edu －

（1）当投加量达到约 2.0 mg/L 时，水中铝盐浓度
明显升高，并随着投加的积累持续升高。铝盐对浊度
的降低有显著作用，但铝盐浓度的持续升高对已经很
低的浊度不再有明显的降低效果。水温对整个水生境
的改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水中铝盐浓度约（250±100）μg/L 时，最适于
金鱼藻的生长，对其植株的生长有促进作用；低于
150 μg/L，金鱼藻生长一般；高于 700 μg/L，则对金鱼
藻的生长有明显损害，叶绿素含量明显降低。
（3）水中一定量铝盐（约（250±100）μg/L）对丝状
藻有一定抑制作用，促进金鱼藻的生长；水中铝盐
浓度达到 360 μg/L 时，对刚毛藻有明显毒害作用，
抑制其光合作用，但藻体并没有死亡；铝盐浓度达到
700 μg/L 时，
铝盐已导致了刚毛藻藻体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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