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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评价多金属矿山废渣堆场生态修复过程中，废渣在先锋修复植物根系分泌的机酸参与下浸出液对周边环境生物的影响 . 以斑马鱼

（Danio rerio）为受试生物，通过模拟添加典型先锋植物（黑麦草）根系分泌的有机酸（草酸和酒石酸）处理贵州威宁土法炼锌废渣，以废渣浸出
液对受试生物抗氧化酶和乙酰胆碱酯酶（AchE）的不同响应为评价指标，研究各处理组对斑马鱼抗氧化系统、神经系统及组织学的影响 . 结果

表明，两种有机酸的参与均会不同程度地降低炼锌废渣浸出液的 pH，并导致废渣释放出更多重金属；暴露于有机酸参与的废渣浸出液 14 d
后，受试生物组织中的抗氧化酶受到显著影响，并因无法克服长时间的氧化应激最终引起丙二醇（MDA）在组织中累积；有机酸参与下废渣浸
出液对斑马鱼具有明显的神经毒性，长时间暴露后受试生物出现游动迟缓、呼吸慢和鳃盖张合频率降低的现象；鳃组织存在上皮细胞水肿、增
生或脱落、鳃丝充血和鳃小片扭曲或断裂的现象，而肌肉组织中出现更多肌纤维核增大、固缩和碎裂的现象 . 综上，选用适生性和耐受性较强、
根系发达且有机酸分泌量较大的先锋植物来修复多金属废渣场地将可能促进废渣中重金属的释放并引起环境生物抗氧化系统和神经系统的
损伤 . 着眼于某些高适应高耐受劣境的先锋植物修复所带来快速复绿效果的同时，其根系分泌的有机酸可能带来的环境生态风险也应引起
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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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influence of waste residue leaching solution of waste residue after adding organic acid secreted by pioneer plant roots

on surrounding environmental organisms in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waste residue yard in polymetallic mines. In this paper，zebrafish

（Danio rerio）was used as the subject. The organic acids（oxalic acid and tartaric acid）secreted by the roots of a typical pioneer plant（ryegrass）were

used to treat the waste residue of native zinc smelting in Weining，Guizhou Province. And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the antioxidant system，
nervous system，and histology of zebrafish were reflected by taking the different responses of the leachate to the tested biological antioxidant enzymes

and acetylcholinesterase（AchE）as the evaluation index.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articipation of two kinds of organic acids can reduce the pH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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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aching solution of zinc smelting slag in different degrees，and more heavy metals can be released from the waste slag. Fourteen days after exposure
to the waste residue leaching solution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organic acids，the antioxidant enzymes in the tested biological tissues were significantly

affected，and the accumulation of propanediol（MDA）in the tissues was finally caused by the inability to overcome long-term oxidative stress. The
leaching solution of waste residue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organic acid had obvious neurotoxicity to zebrafish. After long-term exposure，the tested
organisms showed slow swimming，slow breathing，and decreased operculum opening frequency. There were edema，proliferation，or exfoliation of

epithelial cells，hyperemia of gill filaments，and twisted or broken gill fragments in gill tissue，while more muscle fiber nuclei enlarged，pyknotic and
fragmented in muscle tissue. Anyway，the heavy metals in the waste residue can be released and cause damage to the environmental biological

antioxidant system and nervous system，through the selection of pioneer plants with strong adaptability，strong tolerance，a developed root system，and
a large amount of organic acid secretion to repair the polymetallic waste site. While focusing on the rapid greening effect brought by some pioneer
phytoremediation with high adaptability and high tolerance，attention should also be paid to the possible environmental and ecological risks caused by
organic acids secreted by their roots.

Keywords：zinc smelting residue；organic acid；zebrafish；antioxidant enzymes；neurotoxicity

1

引言（Introduction）
金属冶炼活动是环境潜在有毒金属元素（PTEs）污染的一种重要人为来源（Zhang et al.，2021），由于其

大规模性和全球性特点而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Dudka et al.，1997；Wang et al.，2021）. 贵州黔西北地区在

历史上采用手工土法方式冶炼铅锌矿，该方法由于金属回收率较低，在提炼金属锌的同时也导致大量伴矿

重金属（Cu、Pb、Zn、Cd 等）留存于废渣中（罗有发，2018）. 其中，威宁县的废渣冶炼堆场位于黔中水利枢纽上
游干流（三岔河）附近，是贵州众多金属冶炼废渣堆场的一个缩影 . 堆场炼锌废渣中重金属颗粒可能通过
地表径流、风力扩散等途径扩散至周围环境介质中，不仅会对周边及水体下游的环境造成破坏，更可能通过
食物链富集进一步危害人体健康 .

鉴于植物修复技术成本低、实用性强和后期无需维护等特点（Ali et al.，2013），吴永贵团队于 2012 年

采用先锋植物与改良基质相结合的方法对威宁县的废渣冶炼堆场地进行生态修复 . 通过前期研究发现，该

植物修复方法可实现废渣场地的植被重建，在一定程度上保护重建场地免受雨水侵蚀，并有效改善该废渣

堆场的营养条件，增加其中 N、P、K 等营养元素及有机质的含量（Luo et al.，2017）. 随修复植物凋落物的大量

累积和持续分解，废渣堆场中营养成分的含量也进一步增加（Luo et al.，2018）. 由于先锋植物具有较强的适

应性，且多数具有分泌大量根系分泌物的特性，当前理论研究和工程实践中对于通过植物重建修复废渣场
地的安全性仍存有较大争议（Pardo et al.，2017；Gil-Loaiza et al.，2018），有学者认为重建植被根系分泌物的
产生可能会破坏修复场地的地球化学稳定（Nigam et al.，2001）. 特别要指出的是，矿山污染区特殊的生境会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植物的生长繁殖（邱静等，2019），而某些先锋植物（如黑麦草）由于耐受性强、适应性好的
特点常被优先选用于污染场地的植物修复（Mahdavian et al.，2017）. 这些先锋植物（如黑麦草）往往具有根系

发达、有机酸分泌能力较一般植物更强的特性（赵宽等，2016），矿区的劣境胁迫常会导致黑麦草等植物排根
并释放大量有机酸（韩蓉蓉等，2014），这些都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促进根际炼锌废渣中重金属的释放，进而

产生一定的环境影响和生态风险（图 1）. 目前虽有一些室内研究模拟植物修复对尾矿及废渣的影响，但迄今

关于选用有机酸分泌能力较强的先锋植物（如黑麦草），通过研究其根系分泌的两种典型有机酸来模拟先锋
植物参与下多金属矿物冶炼废渣中重金属释放及其对环境生物体损伤的相关研究还鲜有报道 .

斑马鱼作为一种模式生物，因大约 70% 的基因组序列与人类基因组同源而被广泛用于环境有毒物质的

生物模拟实验（Howe et al.，2013）. 鱼类在有毒有害环境下会出现氧化应激反应，继而通过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和过氧化氢酶（CAT）来调节氧化应激（Hussain et al.，2020；谢荣等，2021）. 当氧化应激超过可调节水

平时，脂质过氧化反应会相应增加，最终导致组织丙二醛（MDA）含量增高（杨开智等，2021）. 对生物体而言，
乙酰胆碱酶（AChE）也是一种重要的生物标志物（Fako et al.，2009），当污染物对神经系统造成负面影响时
乙酰胆碱酶（AchE）会失活（Richetti et al.，2011）. 其中，Castro 等（2009）研究发现，砷等重金属具有一定的
神经毒性，会抑制斑马鱼大脑中 AchE 的活性 .

基于此，本实验采用室内模拟实验研究代表性先锋植物（黑麦草）根系分泌的两种典型有机酸（草酸和

酒石酸）对于炼锌废渣重金属释放率的影响，并通过浸出液暴露实验研究斑马鱼鳃和肌肉组织中超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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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化酶（SOD）、过氧化氢酶（CAT）活性和丙二醇（MDA）含量及对大脑中乙酰胆碱酶（AChE）活性的改变，
讨论两种典型有机酸参与下炼锌废渣对斑马鱼抗氧化防御系统和神经系统的损伤，最后通过组织切片的病

理学分析进一步讨论炼锌废渣对于呼吸器官鳃组织和肌肉组织的损伤 . 以期为矿山环境生态治理过中修复
植物种类的选择与环境生态风险的防范提供理论支撑 .

Fig.1

2
2.1

图1

有机酸参与下炼锌废渣对斑马鱼抗氧化酶和神经毒性的影响

Effects of discrete and neurotoxicity of Isozygs under organic acid participation

材料与方法（Materials and methods）
实验材料

研究区域位于贵州省威宁县候场镇内（图 2），炼锌废渣堆场占地面积约为 5000 m2，平均海拔约为 2200

m，年均气温和降雨量分别为 10 ℃和 890 mm. 研究区所在的威宁县曾是我国锌产量最高的地区之一，虽然土
法炼锌活动已于 2004 年完全停止，但长年冶炼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废渣仍堆积在周边多个渣场中 .2012 年初

本项目团队选用构树、柳杉、槐树及三叶草和黑麦草等植物对该炼锌废渣堆场（图 2a）进行生态修复 .2018 年

10 月项目团队对治理场地（图 2b）进行了实地调查，并采集了位于修复场地茂密植被边缘光照条件较好的
未被遮蔽死亡的多年生黑麦草，从黑麦草根系表面（0~5 mm，对根系黏附较强处）提取废渣，检测其中重金属
及有机酸含量（表 1）. 炼锌废渣的采样深度为 20~30 cm，经自然风干后研磨过 2 mm 筛备用 .

图2

研究区土法炼锌废渣堆场修复区位及生态修复前（2011 年）后（2018 年）图示（a.2011 年未经修复前的废渣堆场；b. 生态修复 7 年后的

“废渣堆场”
）

Fig.2

Diagram of restoration location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before（2011）and after（2018）of indigenous zinc smelting waste yard in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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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植物（黑麦草）根系表面的炼锌废渣中重金属和有机酸含量

Contents of heavy metals and organic acids in zinc smelting residue on the root surface of pioneer plant（ryegrass）
Pb

567.18

Zn

5974.17

Cd

10404.37

155.94

mg·kg-1

草酸

酒石酸

290.76

1400.46

实验用 SOD、CAT、MDA 和 AchE 试剂盒均采购于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 . 受试斑马鱼购于贵阳花鸟

市场，体长 3.5~4.0 cm，平均质量为（0.29±0.40）g. 斑马鱼后续饲养于贵州大学应用生态研究所内，在实验室
光暗循环（14 h（光）/10 h（暗））中适应经 24 h 曝气的脱氯自来水 . 在此期间水温保持在（24±2）℃，当斑马鱼

死亡率低于 5% 后开始用于实验 . 浸出液中重金属含量采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AAS，ICE3500，Thermo
Fisher Science，USA）测定，质量控制使用国家标准中心提供的标准物质进行，数据的精确度和准确度均符合
要求 .
2.2

实验设计及测定

为模拟植物根系分泌有机酸对炼锌废渣环境生物效应的影响，本实验采用《固体废物浸出毒性浸出方

法—水平振荡法》
（HJ557-2010）规定的标准，将 100 g 锌渣样品与 1000 mL 含有机酸的去离子水（无；草酸

291、582 和 1164 mg·L-1；酒石酸 1400、2800 和 5600 mg·L-1）混合，经水平振荡 8 h 后静置 16 h，最后通过 0.45
mm 膜过滤上清液 . 重复上述操作，取 3000 mL 上清液作为斑马鱼毒性试验的实验溶液（表 2）；取 3000 mL
去离子水作为空白组实验溶液 . 每组设置 3 个平行缸并分别放入 25 尾斑马鱼进行试验，每 7 d 更换一次实验
溶液，每次更换 1500 mL. 实验期间选用丰年虫为饲料，每日定时喂养斑马鱼两次 .

分别于实验第 1、7 和 14 d 随机选取各组斑马鱼 5 尾，在下置冰袋的玻璃片上解剖并取出肌肉、鳃和脑组

织备用，SOD、CAT、MDA 和 AchE 测定按照南京建成生物所说明书要求进行 . 于实验第 14 d，随机选取 3 尾

斑马鱼并取出其鳃和肌肉组织固定于 4% 多聚甲醛中 . 当斑马鱼肌肉和鳃组织固定 48 h 后，分别进行脱钙、
脱水、包埋、切片和染色处理，最后放置于共聚焦荧光显微镜（Nikon ECLIPSE 80i）下观察、拍照并分析 .
2.3

数据处理

炼锌废渣浸出液处理斑马鱼后，通过 Origin2017 软件绘图，通过 SPSS 软件对斑马鱼实验结果进行差异

性分析（LSD 法，p<0.05 表示差异显著），实验结果以平均值±标准差（mean±SD，n=3）的形式表示 .

3

结果（Results）

3.1

有机酸参与对炼锌废渣浸出液主要重金属释放的影响

有机酸对炼锌废渣重金属释放的影响如表 2 所示，在无有机酸参与的情况下，炼锌废渣重金属的释放率

均较低，其中，Pb 和 Zn 的释放率仅为 0.01%. 随着有机酸浓度的增大，溶液中 pH 逐步降低 . 在 Slag-J（4T）组

（浸出液中酒石酸浓度为 5600 mg·L-1）中，溶液 pH 降至 5.71，大量重金属由废渣中释放而出，其中，Cd 的释放

率（5.58%）最高，Pb 的释放率（0.14%）最低 .Slag-J（4T）组中 4 种重金属的含量均超过《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Table 2
实验组

pH

Slag

7.35

Slag-C（2T）

7.27

Slag-C（1T）
Slag-C（4T）
Slag-J（1T）
Slag-J（2T）
Slag-J（4T）

7.31

有机酸参与下炼锌废渣浸出液中重金属含量

含量/（μg·L ）

释放率

37.86

0.07%

17.45

0.03%

32.74

0.06%

121.29

6.42

689.53

5.71

Cu

-1

7.03
7.02

表2

Heavy metal content in the organic acid participation under the leaching liquid

193.57
1702.51

0.21%
0.34%
1.22%
3.00%

Pb

含量/（μg·L ）

释放率

49.71

-1

含量/（μg·L ）

释放率

0.01%

167.12

0.02%

0.01%

287.07

40.49

0.01%

74.67

0.01%

63.82
97.94

196.32
856.75

Zn

0.02%
0.03%
0.14%

-1

59.53

0.01%

143.59

0.01%

474.71
777.69

5066.64

Cd

含量/（μg·L ）

释放率

41.91

0.27%

-1

38.57

0.25%

98.73

0.63%

0.03%

164.32

0.08%

453.51

0.05%
0.49%

172.98
870.59

1.11%
1.12%
2.91%
5.58%

注：Slag 表示无有机酸参与；Slag-C（1T）、Slag-C（2T）和 Slag-C（4T）表示浸出液中草酸浓度分别为 291、582 和 1164 mg·L-1；Slag-J（1T）、

Slag-J（2T）和 Slag-J（4T）表示浸出液中酒石酸浓度分别为 1400、2800 和 5600 mg·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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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3838-2002）V 类水标准，Cu 含量（1702.51 μg·L-1）、Pb 含量（856.75 μg·L-1）、Zn 含量（5066.64 μg·L-1）和 Cd
含量（870.59 μg·L-1）分别是 V 类水标准的 1.7、8.6、2.5 和 87.1 倍 .
3.2

有机酸参与下炼锌废渣浸出液对斑马鱼肌肉和鳃组织抗氧化酶活性的影响

分别于实验暴露 1、7、14 d 对各有机酸处理组、废渣（对照）组（DZ）和空白组（KB）斑马鱼取样，测定肌肉

组织和鳃组织中 SOD 活性，结果如图 3 所示 . 由图 3 可知，有机酸处理组在暴露 24 h 后均受到一定诱导，其

中，Slag-C（4T）组、Slag-J（2T）组和 Slag-J（4T）组肌肉组织和鳃组织中 SOD 活性均明显高于空白组（p<0.05）.
Slag-J（4T）组 SOD 活性受到的诱导效果最为明显（p<0.05），其肌肉组织和鳃组织中 SOD 活性分别是空白组的

1.53 和 1.57 倍 . 各有机酸处理组 SOD 活性随暴露时间的增加均有一定程度的降低，当暴露时间达到 7 d 后，
除 Slag-J（4T）外，其余各组 SOD 活性较空白组并无明显改变（p>0.05）. 当暴露时间达到 14 d 后，Slag-J（2T）组

肌肉组织的 SOD 活性仍然受到明显诱导（p<0.05），其活性为空白组的 1.24 倍 . 然而，反观重金属含量最高的

Slag-J（4T）组，在暴露 14 d 后其肌肉组织的 SOD 活性却低于空白组 .Slag-J（1T）组、Slag-J（2T）组和 Slag-J（4T）
组暴露 14 d 后，其鳃组织的 SOD 活性明显高于空白组（p<0.05）.

图3

有机酸参与下炼锌废渣浸出液对斑马鱼肌肉（a）和鳃（b）SOD 活性的影响（图中字母 a 代表与空白组（KB）相较存在差异显著（p<
0.05），b 代表与无有机酸参与的炼锌废渣组（DZ）相较存在差异显著（p<0.05），C1~J4 分别表示 Slag-C（1T）~Slag-J（4T），下同）

Fig.3

Effect of leaching solution of zinc smelting residue with addition of organic acid on zebrafish muscle（a）and gills（b）SOD activity

在实验溶液中暴露 1、7、14 d 后对各有机酸处理组、炼锌废渣组和空白组的斑马鱼取样，测定斑马鱼

肌肉组织和鳃组织中 CAT 活性，结果如图 4 所示 . 由图 4 可知，各草酸处理组和废渣组在暴露 1、7、14 d 后，

图4
Fig.4

有机酸参与下炼锌废渣浸出液对斑马鱼肌肉（a）和鳃（b）CAT 活性的影响

Effect of leaching solution of zinc smelting residue with addition of organic acid on zebrafish muscle（a）and gills（b）CAT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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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肌肉组织和鳃组织中 CAT 活性呈现无规律性，与空白组相比并无明显差异（p>0.05）. 在酒石酸处理组暴露

24 h 后，其肌肉组织和鳃组织中 CAT 活性均受到明显抑制（p<0.05），且抑制程度随酒石酸添加量上升而

增强 . 其中，Slag-J（4T）组肌肉组织和鳃组织受到的抑制最为明显（p<0.05），其 CAT 活性分别为空白组的 0.59
和 0.41 倍 . 随暴露时间增加，酒石酸处理组肌肉组织和鳃组织中 CAT 活性均有一定程度的上升，但暴露时间
达到 14 d 后，其 CAT 活性依然显著低于空白组（p<0.05）.
3.3

有机酸参与下炼锌废渣浸出液对斑马鱼肌肉和鳃组织 MDA 含量的影响

在实验溶液中暴露 1、7、14 d 后对各有机酸处理组、废渣组和空白组的斑马鱼取样，测定肌肉组织和鳃

组织中 MDA 含量，结果如图 5 所示 . 由图 5 可知，暴露前 24 h，除 Slag-C（1T）和 Slag-C（2T）组外，其余有机酸处

理组肌肉组织和鳃组织中 MDA 含量均显著高于空白组（p<0.05）. 各组肌肉组织中 MDA 的含量随暴露时间的

延长出现了一定的增加，其中，Slag-J（4T）组的肌肉组织中 MDA 含量在暴露 14 d 后达到峰值 5.19 nmol·mg-1，
为空白组的 2.4 倍 .Slag-C（1T）和 Slag-C（2T）组在暴露 7 d 后，其鳃组织的 MDA 含量有一定增加，但相较于空

白组仍不明显（p>0.05）. 随暴露时间增加至 14 d，Slag-C（1T）和 Slag-C（2T）组鳃组织中 MDA 含量进一步增加

并显著高于空白组（p<0.05）. 暴露时间达到 14 d 后，Slag-J（4T）组鳃组织 MDA 含量达到峰值 6.15 nmol·mg-1，
为空白组的 2.15 倍 .

图5
Fig.5

3.4

有机酸参与下炼锌废渣浸出液对斑马鱼肌肉（a）和鳃（b）MDA 含量的影响

Effect of leaching solution of zinc smelting residue with addition of organic acid on zebrafish muscle（a）and gills（b）MDA content

有机酸参与下炼锌废渣浸出液对斑马鱼大脑 AchE 活性的影响

在实验溶液中暴露 1、7、14 d 后对各有机酸处理组、废渣组和空白组的斑马鱼取样，测定大脑组织中

AchE 活性，结果如图 6 所示 . 由图 6 可知，各组斑马鱼在暴露 24 h 后，其大脑中 AchE 活性均受到明显抑制（p<

0.05），其中，Slag-J（4T）组的 AchE 活性抑制效果最为明显（p<0.05），仅为空白组的 0.33 倍 . 随暴露时间增加，
各组 AchE 活性有所上升，除 Slag-J（1T）组和 Slag-J（4T）组外均恢复至相对正常水平，与空白组并无显著差异

（p>0.05）. 当处理时间达到 14 d，各组 AchE 活性呈现无规律性，其中，Slag-J（2T）组和 Slag-J（4T）组的 AchE 活
性仍显著低于空白组（p<0.05）.
3.5

有机酸参与下炼锌废渣浸出液对斑马鱼鳃和肌肉解剖结构的影响

在实验溶液中暴露 14 d 后，对空白组、废渣组、Slag-C（4T）组和 Slag-J（4T）组的斑马鱼取样，解剖鳃组织

和肌肉组织并分别制作切片，其分析结果如图 7 和图 8 所示 . 由图 7 可知，空白组鳃丝结构完整有序，鳃小片
通过粘液细胞连接于鳃丝之上，各鳃小片排列呈梳状，上皮细胞紧贴于鳃小片上，未见上皮细胞增生、鳃丝

充血、鳃小片断裂等病变症状 . 炼锌废渣组在暴露 14 d 后，除出现鳃丝充血和少数上皮细胞水肿、增生或

脱落的现象外，整体较为正常 .Slag-C（4T）组和 Slag-J（4T）组在暴露 14 d 后，其鳃组织发现较为严重的病变症

状，大量上皮细胞增生或脱落，鳃丝结构不整且鳃小片排列无序 .Slag-J（4T）组的鳃组织病变症状最为明显，
少量鳃小片出现了扭曲或断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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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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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酸参与下炼锌废渣浸出液对斑马鱼大脑 AchE 活性的影响

Effect of leaching solution of zinc smelting residue with addition of organic acid on the activity of zebrafish brain AchE activity

有机酸参与下炼锌废渣浸出液对斑马鱼鳃组织结构的影响（H-E）
（a. 空白组，b.Slag 组，c.Slag-C（4T）组，d.Slag-J（4T）组；PiC：柱细

胞，EC：上皮细胞，GF：鳃丝，MC：粘液细胞，SF：鳃小片； ：上皮细胞脱落， ：上皮细胞增生，：上皮细胞水肿，：鳃丝充血， ：鳃小片
断裂，：鳃小片扭曲）
Fig.7

图8

Effect of leaching solution of zinc smelting residue with addition of organic acid on gills structure of zebrafish（H&E stain）

有机酸参与下炼锌废渣浸出液对斑马鱼肌肉组织结构的影响（H-E）
（a. 空白组，b.Slag 组，c.Slag-C（4T）组，d.Slag-J（4T）组；MF：肌纤
维，Nu：细胞核； ：细胞核增大，：核碎裂， ：核固缩）
Fig.8

Effect of leaching solution of zinc smelting residue with addition of organic acid on muscle structure of zebrafish（H&E s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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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8 可知，空白组肌肉组织的整体结构正常，肌纤维排列较整齐，除出现少量细胞核增大和核碎裂

现象外，未见其他肌纤维核内坏死的病变症状 . 炼锌废渣组、Slag-C（4T）组和 Slag-J（4T）在暴露 14 d 后，肌肉

组织整体结构基本正常，肌纤维排列较整齐，但出现较多细胞核固缩现象，相较空白组各组细胞核增大和
核碎裂现象有一定增多 .

4

讨论（Discussion）
冶炼废渣不合理处置所导致的矿区土壤污染已成为当下土壤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个突出问题（孟凡生，

2016；章艳红等，2021）. 研究区炼锌废渣堆场由于较高重金属含量、强碱性和养分贫瘠等特性，不利于普通

植被生长 . 采用黑麦草等耐受性强、适应性好的先锋植物进行植物修复在一定程度上可实现堆场的复绿和
植被重建，然而植物根系持续产生的大量分泌物也可能引起一定的环境生态风险 . 本研究中，炼锌废渣在无

有机酸参与下重金属的释放量相对较小，但在模拟黑麦草根际废渣中两种典型有机酸参与下炼锌废渣浸出
液的 pH 逐步降低，大量重金属从废渣中释放进入周边环境 . 当前已有研究表明有机酸作为植物根系分泌物
的主要类型之一，可能会促进根际矿物风化并破坏废渣的地球化学稳定，进而增加冶炼废渣环境风险

（Krishnamurti et al.，1997）. 一方面，在矿山生态修复（矿山复绿）中采用的大多数先锋植物（如黑麦草）往往

具有根系发达、有机酸分泌能力较一般植物更强的特性（赵宽等，2016）；另一方面，在矿区本身的劣境胁迫
下，黑麦草等先锋植物会产生大量排根并释放更多数量和种类的有机酸来分解根际矿物，以便获得矿物质

来适应周边的恶劣环境（韩蓉蓉等，2014）. 这两者都会导致植物根际有机酸的累积，引起废渣中多种重金属
的释放，从而引起一系列的非预期环境生物效应 .

斑马鱼因体型小、易饲养和繁殖周期短的优点而成为一种优秀的生物模型（邓军等，2013），被广泛应用

于环境毒理学的相关研究中（高腾飞等，2021）. 在环境污染物的胁迫下，斑马鱼体内的 ROS 水平会急剧增
加，进一步诱导组织氧化损伤（曹慧等，2012）. 抗氧化酶是斑马鱼抗氧化防御系统用以清除过量 ROS、维持

ROS 代谢平衡并缓解氧化损伤的一种手段（Zhou et al.，2020）. 研究发现，SOD 是斑马鱼体内唯一以 O2- 自由

基为底物的抗氧化酶，它能够催化超氧阴离子自由基歧化生成氧和过氧化氢，在机体氧化与抗氧化平衡中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Zhang et al.，2015）. 本研究中，斑马鱼肌肉组织和鳃组织的 SOD 活性在短时间内受到
明显的诱导，暴露于各有机酸处理组 1 d 后鳃组织 SOD 活性均显著高于空白组 . 该研究结果与 Stebbing 等

（1982）的结论相似，一方面，短时间内炼锌废渣中低浓度毒物对斑马鱼具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即“毒物兴奋

效应”；另一方面，斑马鱼接触炼锌废渣浸出液中有毒重金属后，机体通过激活大量 SOD 以应对并清除体内

过多的 ROS. 随暴露时间增加，各有机酸处理组 SOD 活性出现一定程度的降低，这可能是由于长时间接触下
浸出液中有毒物质与 SOD 活性点位结合并使其变性，进而导致了 SOD 活性的降低（Wang et al.，2021）. 与其

他组不同的是，斑马鱼暴露于 Slag-J（4T）组 14 d 后，其肌肉组织的 SOD 活性低于对照组，推测这可能与 Slag-J

（4T）组内高含量的重金属有关 .Slag-J（4T）组内各重金属含量均高于其他组，SOD 无法在长时间内克服高浓
度重金属带来的氧化应激，而过度的氧化应激又加速了 SOD 失活（Dong et al.，2018）. 也有研究认为，当污染
物质胁迫斑马鱼机体产生过多氧自由基时，作为第一道防线的 SOD 已无法有效消除其负面作用，其他的
抗氧化酶（如 CAT）则会参与抗氧化过程，进而也会降低 SOD 活性（沈洪艳等，2015）.

CAT 是斑马鱼体内另一种重要的二级抗氧化酶，能将 SOD 氧化产生的过氧化氢分解为氧气和水，从而

减轻机体氧化应激（Zheng et al.，2016）. 本研究中，斑马鱼暴露初期组织中 CAT 活性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其

中，酒石酸组的 CAT 活性均显著低于空白组，这是由于在暴露初期斑马鱼受处理组内浸出液污染物质诱导，
产生大量 SOD 将过多的 O2- 转化为过氧化氢，进而抑制了 CAT 的活性 . 这也与 Xiong 等（2011）的研究结果类

似，斑马鱼暴露于氧化锌纳米颗粒和氧化锌混合溶液 3 d 后，其体内 CAT 活性均出现一定降低 . 随着斑马鱼
暴露至 7、14 d 后，其 CAT 活性虽恢复至一定水平，但仍低于空白组，这是因为随斑马鱼暴露时间增加，处理

组的 SOD 活性下降，过氧化氢的产生量也因此降低，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 CAT 的抑制效果 . 另一方
面，斑马鱼长时间暴露后体内存在大量的过氧化氢，仍需消耗 CAT 将过量的过氧化氢分解为氧气和水，这是
生物应激的体现（刘林等，2015）.

6期

王晓睿等：模拟黑麦草根系有机酸参与下炼锌废渣对斑马鱼抗氧化酶和神经毒性的影响

463

斑马鱼暴露于废渣组和有机酸处理组后，受到浸出液中重金属等有毒物质刺激会产生大量 ROS，进而

导致组织内脂质过氧化并生成脂质过氧化产物 .MDA 作为脂质过氧化的最终产物被用作判定细胞氧化损伤
的敏感诊断指标（于庆云等，2013）. 本研究结果发现，炼锌废渣释放的有毒物质会导致斑马鱼体内 MDA 含量
增加 . 暴露于各处理组 1 d 后，Slag-C（4T）、Slag-J（1T）、Slag-J（2T）和 Slag-J（4T）组肌肉和鳃组织中 MDA 含量

均显著高于空白组 .Banni 等（2011）通过含有重金属的溶液进行生物毒理研究，发现当斑马鱼暴露于含有

0.4 mg·L-1 的 Cd 溶液后，机体组织内脂质过氧化，MDA 含量显著上升 . 结合之前关于抗氧化酶（SOD 和 CAT）
的研究结果，可以推测过度的氧化应激会诱导脂质过氧化物的产生，从而导致氧化损伤 . 现有研究认为氧化
应激会改变细胞膜的结构和物理性质，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脂质过氧化物的产生（Catalá，2009）. 暴露于

炼锌废渣浸出液 14 d 后，所有有机酸处理组组织中 MDA 含量均显著高于空白组，且随着各组有机酸参与量

的增加，组织氧化损伤也进一步加重，可见炼锌废渣对生物体氧化损伤的影响与有机酸参与量和胁迫时间
密切相关 .

在先锋植物根系分泌的有机酸参与下炼锌废渣释放出大量重金属，其中，Cd 和 Pb 是被认为具有神经毒

性的典型重金属，可能会对接触生物体造成神经系统的损伤（惠天朝等，2004；汪慧琼等，2015）. 本研究采用

乙酰胆碱酯酶（AchE）作为生物毒理指标进行炼锌废渣浸出液的神经毒性检测，结果发现，斑马鱼接触各组
炼锌废渣浸出液后，大脑的 AchE 活性均出现一定程度的抑制 . 乙酰胆碱酯酶的核心部位由酯解区域、阴离

子区域和疏水性区域组成，其中，酯解区域含有大量的丝氨酸和组氨酸（赵顺顺等，2010），本研究中炼锌废
渣释放的重金属可能会在初期共价结合酯解区域中的丝氨酸进而导致 AchE 的失活 . 随暴露时间增加，各组

AchE 活性有所恢复但仍低于对照组，这可能与斑马鱼在炼锌废渣浸出液中的长期暴露有关 . 重金属会通过
斑马鱼长时间呼吸、进食、消化等活动在体内富集，可能会与 AchE 中的巯基相结合造成空间构造改变，进而

间接降低 AchE 活性（A-Szabó et al.，1992）. 现有研究认为生物体 AchE 活性受污染物质影响被抑制时，机体
会出现多动、反应缓慢、瘫痪及其他类型的行为改变（Zhang et al.，2017）. 在本研究也观察到相似现象，在暴

露初期（24 h 内），斑马鱼在实验缸内快速游动并来回打转；暴露后期（3 d 后），斑马鱼出现游动迟缓、呼吸慢、
鳃盖张合频率降低的现象，且当外界出现刺激时（如通过玻璃棒或手指敲击鱼缸），斑马鱼闪躲较慢 . 由此可

见，接触炼锌废渣浸出液的确会对斑马鱼神经系统造成一定影响，且该影响不会随适应时间的增加而有所
缓解 .

鳃是鱼类对环境污染物质最敏感的组织器官，参与机体渗透调节、呼吸和排泄功能的同时，还维持着

自身与外部环境的紧密联系（胡毅等，2012）. 炼锌废渣释放的有毒污染物质会通过初始点位（鳃）进入斑马鱼
体内，进而影响鱼体的呼吸 . 一般而言鳃组织受到的损伤归为两种（Cengiz et al.，2006）：一种是污染物质对

鳃组织直接造成的损伤；另外一种则是鱼体因防御反应出现的组织损伤 . 本研究发现，炼锌废渣浸出液长期
胁迫会引起斑马鱼鳃组织上皮细胞水肿、增生或脱落、鳃丝充血和鳃小片扭曲或断裂等现象 . 其中，炼锌废

渣浸出液对鳃组织造成的直接损伤表现为鳃丝上皮细胞脱落、鳃小片的扭曲及断裂 . 鳃小片上皮细胞水肿
或增生可以降低浸出液中污染物质在鳃组织中的扩散，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鳃组织，这也说明了浸出液中

污染物质对鳃的损伤可以引起组织的自我防御机制 . 明玺等（2006）的研究也有相似的发现，通过林丹胁迫

斑马鱼 10 d 后观察到鳃组织上皮细胞肿大、脱落并推测上皮细胞水肿是生物体应对林丹毒害作用的自我
防御反应 . 而 Cengiz 等（2006）通过溴氰菊酯分别胁迫食蚊鱼 10、20 和 30 d 后，发现鱼体鳃、肝脏和肠道组织
均有组织学改变，其中，在鳃组织观察到上皮细胞增生、脱落及坏死，鳃丝血管扩张，形成动脉瘤 . 本研究中

并未发现斑马鱼鳃丝毛细血管的扩张和动脉瘤，但以上皮细胞增生或水肿形式表现的防御反应会降低鳃的
呼吸效率，其对斑马鱼的影响是弊大于利的 . 本研究中，各处理组间鳃组织病变程度与浸出液中的重金属
含量并无明显的浓度效应关系，但重金属含量最高的 Slag-J（4T）组的鳃组织结构异常最为明显，少量鳃小片
出现了扭曲或断裂，这说明其受到的损伤更为严重 .

与鳃组织受到的损伤不同，斑马鱼肌肉组织受炼锌废渣浸出液影响较小 . 从空白组的表现可以看出

正常环境下肌肉组织也存在细胞核增大和核碎裂现象，即生物体自然存在的程序性细胞死亡机制，这是
斑马鱼及其他生物体在漫长进化过程中发展出的一种清除无用、多余或癌变细胞的自杀机制，用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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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体内环境的相对稳定（Eder et al.，2014）. 在炼锌废渣浸出液胁迫下，可见肌肉组织中核增大现象增多，

一般而言核增大常见于两种情况，外源性物质的参与会促进细胞核功能旺盛，进而增大核仁体积（刘靖，
2017）；而当细胞受损时，细胞会出现水肿现象，即水变性，这也会导致细胞核增大（陈海鹏，2018）. 本研究

中，炼锌废渣浸出液含有的大量重金属可能会引起细胞核膜钠泵衰竭，导致水和电解质运输障碍，进一步引
起细胞核增大 . 核固缩或核碎裂是凋亡细胞的特征（李屹，2017），在废渣组、Slag-C（4T）组和 Slag-J（4T）组中

发现肌肉组织细胞核固缩和核碎裂现象多于空白组，可以推测暴露于含有炼锌废渣污染物质的水体在一定
程度上会诱导生物体细胞的凋亡 . 现有研究表明，氧化应激反应是引起细胞凋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过高的

凋亡水平会导致细胞或组织的病态退化，进而引起疾病甚至是癌变（Fadeel et al.，1999）. 结合先前关于抗氧

化酶的相关研究，可以推测斑马鱼接触炼锌废渣浸出液所导致的氧化应激反应和组织学变化是有一定关联
的，这两者都会引起机体的细胞凋亡和病变 .

作为原位修复技术的一种，植物修复被认为是治理矿山和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有效手段（周建强等，

2016）. 鉴于其修复成本低、清洁且可减少雨水侵蚀等特点，植物修复在改良轻度污染土壤和矿山复绿等方面
均有广泛应用（魏远等，2012）. 本研究模拟矿山复绿工程中常用先锋植物（多年生黑麦草）根系分泌的两种

有机酸参与下炼锌废渣中金属释放及其浸出液对斑马鱼的影响，结果发现，有机酸的参与会促进炼锌废渣

中重金属的释放；斑马鱼暴露于高浓度有机酸参与的浸出液 14 d 后，受试机体出现了明显的氧化应激反应，
神经系统、鳃和肌肉组织出现严重损伤 . 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类型植物、同一类型植物在不同生育期、乃至同

一植物根系的不同部位，其植物根系分泌的有机酸种类和数量均存在很大差异，本文仅仅以黑麦草作为该
炼锌废渣堆场的先锋植物进行了初步研究，也仅研究了两种有机酸单一存在条件下炼锌废渣的重金属释放
及其浸出液的环境生物效应 . 事实上，黑麦草等不同先锋植物根系中多种有机酸共存时的联合效应可能会
更为复杂，其参与下的炼锌废渣的地球化学稳定将被破坏并产生严重的环境生态风险，值得今后开展系统

性的深入研究 . 总而言之，在矿山复绿或生态修复工程实践中，如果选用如黑麦草等适应力强、耐受性好的

先锋植物进行修复时，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场地复绿，但先锋植物根系较强的有机酸分泌能力和受劣
境诱导出现的排根反应可能会使高浓度有机酸在污染场地中累积，进而导致根际矿渣中重金属释放并对
周边环境和生物造成带来一系列生态风险 . 故而进行污染场地植物修复时，应充分考虑修复植物的种类和
植生特性，优先选用耐受性好且有机酸分泌能力较弱的植物或栽植其它植被进行快速演替以策安全 .

5

结论（Conclusions）
1）无有机酸参与下炼锌废渣重金属的释放率较小，浸出液中重金属含量较低；有机酸参与会降低炼锌

废渣浸出液 pH，并导致炼锌废渣释放出更多重金属，其中，有机酸浓度最高的 Slag-J（4T）组中 4 种重金属的

含量均超过《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3838-2002）V 类水标准，Cu 含量（1702.51 μg·L-1）、Pb 含量（856.75
μg·L-1）、Zn 含量（5066.64 μg·L-1）和 Cd 含量（870.59 μg·L-1）分别为 V 类水标准的 1.7、8.6、2.5 和 87.1 倍 .

2）有机酸参与下炼锌废渣浸出液胁迫斑马鱼会引起机体氧化应激反应；长时间胁迫下组织中抗氧化酶

（SOD 和 CAT）均受到显著影响，无法克服长时间的氧化应激，并最终引起丙二醇（MDA）在组织中的累积；
炼锌废渣浸出液对斑马鱼具有神经毒性，长时间暴露后鱼体出现游动迟缓、呼吸慢和鳃盖张合频率降低的
现象 .

3）有机酸参与下炼锌废渣浸出液能引起斑马鱼鳃和肌肉组织病变，其中，鳃组织出现上皮细胞水肿、

增生或脱落，鳃丝充血和鳃小片扭曲或断裂等现象；肌肉组织出现较多细胞核增大、核固缩和核碎裂等现象 .

4）先锋植物根系较强的有机酸分泌能力和受劣境诱导出现的排根反应可能会使高浓度有机酸在污染

场地中累积，进而导致重金属释放并对周边环境和生物造成生态风险，故而充分考虑修复植物的种类，选用
耐受性好且有机酸分泌能力较弱的植物更为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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