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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平面光电极技术研究了霍甫水丝蚓（ Ｌｉｍｎｏｄｒｉｌｕｓ ｈｏｆｆｍｅｉｓｔｅｒｉ） 扰动对湖泊沉积物 水界面二维 ｐＨ 值分布特征

的影响．结果表明水丝蚓扰动能将沉积物 水界面处 ｐＨ 值的变化梯度由 ２．５ ｍｍ 内降低 １．６ 个 ｐＨ 值单位减缓至约 １ ｃｍ
内降低 ０．６ 个 ｐＨ 值单位，并在界面处形成约 １ ｃｍ 深的 ｐＨ 值缓冲区域．水丝蚓的造穴活动也会对沉积物的二维 ｐＨ 值分
布产生影响，洞穴内的 ｐＨ 值高于洞穴周边沉积物约 ０．６ 个 ｐＨ 值单位．
关键词： 二维分布；ｐＨ 值；平面光电极；生物扰动；霍甫水丝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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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Ｈ 值是表征水环境地球化学性质的重要参数，在控制有机质的矿化、内源污染物的释放 ［１］ 、营养盐的

循环 ［２］ 等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湖泊沉积物具有非常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在沉积物界面发生的各种生物、物
理、化学反应会导致 ｐＨ 值在微尺度呈现强烈的梯度变化 ［２⁃３］ ，因此高分辨获取 ｐＨ 值的分布信息及动力学变
化是深入了解沉积物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关键．

传统的 ｐＨ 值测定方法包括试纸法和 ｃｌａｒｋ 玻璃电极法 ［４］ ，这两种方法简便易行，适用于溶液 ｐＨ 值测

定，很难应用于沉积物 水界面微环境的测定． 近年来，微电极法在沉积物 水界面 ｐＨ 值实验中的应用变得
比较广泛 ［５］ ，拥有较高的准确度和精密度，但是其测量体系复杂、造价过高、电极过于脆弱的缺点限制了其
大规模的推广应用．随后出现了光纤感应器，其主要原理是基于荧光或磷光分析原理，将对分析物敏感指示
剂固定在玻璃电极尖端，通过分析物对尖端指示剂的光学性质的改变来测定分析物的浓度．光纤传感器可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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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７

媲美微电极，而且成本较低、操作程序快捷、稳定性好 ［６］ ．尽管如此，无论是微电极还是光纤感应器，均采用单
点测试，获取批量数据或者剖面 ｐＨ 值数据，需要通过探头上下移动，因此耗时且操作繁琐．在光纤传感器基
础上，平面光电极法测量 ｐＨ 值是应用于生物学和医学的一种平面测量方法，由于其具有良好的操作性以及
可以测量二维平面的 ｐＨ 值变化被引入环境科学领域 ［７⁃９］ ．

生物扰动是底栖动物影响沉积物 水界面物质与能量交换的主要过程之一，不仅可以改变沉积物的粒

径、容重、渗透率等物理指标，也可以改变沉积物原有的生物分布、化学反应速率等生化指标 ［１０］ ．例如 Ｐｉｓｃｈ⁃

ｅｄｄａ 等研究表明沙蚕扰动可以增加沉积物溶解氧（ ＤＯ） 浓度并显著改变沉积物中 ＤＯ 的分布特征 ［１１］ ． 目前
对于生物扰动影响沉积物 水界面 ｐＨ 值的研究较少，且多集中于海洋沉积物方面，淡水沉积物方面的研究
有限．沈万斌等研究了颤蚓扰动对沉积物 水界面 ｐＨ 值的影响 ［１２］ ，指出颤蚓扰动对沉积物中 ｐＨ 值时空变
化的影响较小而对上覆水的影响较大，但是作者未能明确地给出颤蚓对沉积物 水界面 ｐＨ 值影响能力、影
响范围的大小．霍甫水丝蚓（ Ｌｉｍｎｏｄｒｉｌｕｓ ｈｏｆｆｍｅｉｓｔｅｒｉ） 是富营养化湖泊中大量出现的底栖动物，缺氧条件下依
然能够存活 ［１０］ ．霍甫水丝蚓在太湖分布广泛，在重污染区域沉积物中的密度可达 ２５１２０ ｉｎｄ． ／ ｍ２［１３］ ．本研究拟
利用平面光电极技术，二维、高分辨地探讨霍甫水丝蚓扰动对沉积物 水界面的 ｐＨ 值分布特征的影响，研究
结果为阐明湖泊的内源污染和有机物的矿化等过程提供重要科学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平面光电极原理
平面光电极的基本原理是基于特定荧光染料与不同浓度的待测物质发生反应，荧光物质的强度或者寿

命发生改变，利用荧光强度或者寿命改变的量来定量反映待测物质的浓度 ［１４］ ． 将荧光染料制成平面传感膜
后，通过采集和处理平面传感膜的图片，可以得到待测物质在二维尺度上的浓度变化图像．激发光源是发出
特定波长的光来激发平面传感膜，平面传感膜受激发光照射后产生发射光，利用照相机作为图像采集器采
集发射光的二维数据并以图片形式保存，最后利用软件将图片处理成为待测物质浓度的二维图像．
１．２ 平面光电极材料

选取 ８⁃羟基芘⁃１，３，６⁃三磺酸三钠盐（ＨＰＴＳ） 染料作为 ｐＨ 值的响应染料，ＨＰＴＳ 是一种常用的 ｐＨ 值荧光

指示染料［１５］ ，具有高量子产率、较大的 ｓｔｏｃｋｓ 位移、良好的水溶性、较快的响应时间（ ＜ １２０ ｓ） ［２］ 以及对生物

无毒害作用等优良特点．该染料对 ｐＨ 值的灵敏响应范围在 ５．５ ～ ８．５ 之间 ［２］ ，淡水湖泊水体和沉积物的 ｐＨ

值与该染料的 ｐＨ 值响应范围契合，因此选择 ＨＰＴＳ 作为本实验的 ｐＨ 值荧光染料． 平面传感膜的制作参考
Ｚｈｕ 等的方法［２］ ，简述如下：ＨＰＴＳ 染料经过与五氯化磷的加成反应，其分子中被加入磺酰基团，形成分子团 Ａ．

将碳碳双键负载至平面基材（ 聚酯薄膜） 表面．在过硫酸铵（ ＡＰＳ） 和 ＴＥＭＥＤ 的催化作用下，染料分子团 Ａ 与
碳碳双键加成，被固定在平面基材表面，制成荧光染料均匀分布、总厚度约 １５０ μｍ（ 含聚酯薄膜 １３０ μｍ） 的
平面感应薄膜．

１．３ 平面光电极系统及图像处理方法

平面光电极系统由激发光源、平面感应膜、图片获取装置以及图片处理装置构成（ 图 １） ．本研究采用中

心波长为 ４００ 和 ４５０ ｎｍ 的 ＬＥＤ 灯（２０ Ｗ，深圳天耀） 作为激发光源．图片获取装置采用佳能 ６００ Ｄ 相机，配
置 Ｓｉｇｍａ ５０ ｍｍ Ｆ２．８ ＥＸ ＤＧ 微距镜头，镜头前加装 ５４０ ｎｍ 长波通滤光片（ 深圳激埃特光学） ．ｐＨ 值感应薄膜
经激发光照射后，释放 ５６０ ｎｍ 波长的光，经过滤光片过滤后被相机获取．目前平面光电极技术采用的定量方
法主要有 ３ 种：荧光强度定量、强度比率定量和荧光寿命定量．荧光强度定量方法简单易行，但缺点也很明
显，容易受到背景光的干扰 ［１６］ ；荧光寿命定量方法虽然精确，但是其设备体系复杂、造价过高、操作不便 ［１７］ ．

本实验采用的是基于荧光强度比率定量的 ＲＧＢ 三色参比法进行图形数据处理方法．该方法主要是通过获取
ＲＡＷ 图像，利用图像处理软件将拍摄图像的 Ｇ 通道的荧光强度值提取出来．将两个不同波长激发光源（ ４００

和 ４５０ ｎｍ） 照射后产生的释放光图片 Ｇ 通道荧光强度做比率值，得到的比率值与 ｐＨ 值相对应作标准曲线，
以上操作通过计算机使用 ＩｍａｇｅＪ 软件进行．本实验中相机的有效像素分辨率为 ５１８４×３４５６，成像传感器尺寸
为 ２２．３ ｍｍ×１４．９ ｍｍ，拍照时放大倍数为 ５ 倍，因此可以获得图片分辨率为 ２１．５ μｍ×２１．５ μｍ 的 ｐＨ 值二维
分布图．与传统的 ｐＨ 值测定方法如微电极相比，本方法可以获取二维 ｐＨ 值分布特征图像并提供更高的分








地质测绘院

社会

０００７．湖泊科学 ２０１６－１

五校样

张芸

成品尺寸 １８５×２６０（ ｍｍ）

４５ 字 ４４ 行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１６

１５８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湖泊科学） ，２０１６，２８（１）

辨率，有利于检测微尺度内 ｐＨ 值的变化．

图 １ 平面光电极系统装置示意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ｓｅｔ⁃ｕｐ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２ 实验设置
研究样点位于太湖梅梁湾（３１°３０′３１″Ｎ， １２０°１０′３１″Ｅ）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用彼得森采泥器抓取表层

沉积物，并利用重力采水器采集深度 １．２ ｍ 处的水样．采样后立即运回实验室，将沉积物和水样一起放入聚乙

烯材质的整理箱中，将湿沉积物过 ３００ 目的筛网以去除水丝蚓，对上覆水进行曝气培养，光照比为 １２ ｈ ∶ １２ ｈ，
白天开启日光灯强度约为 １００ ｌｘ，晚上测试室用遮光布遮挡住外部光线．室温控制在 ２０±２℃ ．

霍甫水丝蚓和沉积物一同从太湖中采集，带回实验室对上覆水进行曝气培养以保证上覆水中的溶解氧

充足，培养一周后连同沉积物取出放入 ３００ 目的筛网中，将沉积物洗净，筛网中的剩余物（主要为植物残体和
底栖动物）倒入托盘中，挑取其中体长约 ３～ ４ ｃｍ、生长程度相对均一、活性较强的霍甫水丝蚓成虫装入 ５ ｍｌ 离
心管中，２０℃ 保温待用．

装有沉积物的有机玻璃盒子尺寸为 １０ ｃｍ（ 长） ×８ ｃｍ（ 宽） ×１０ ｃｍ（ 高） ，盒子的前端挡板材质为透紫外

光石英玻璃（１０ ｃｍ×１０ ｃｍ×２ ｍｍ） ．实验开始时将 ＨＰＴＳ 平面感应膜贴在石英玻璃上，排除所有气泡，并在膜
边缘处用防水胶带密封．将充分混匀的沉积物缓慢放入有机玻璃盒子中以保证沉积物中没有气泡，填充后沉
积物的深度约为 ５ ｃｍ．通过虹吸方法缓慢加入湖水，然后将黑色有机玻璃挡板（１０ ｃｍ×１０ ｃｍ） 在石英玻璃后

２ ｍｍ 处缓慢插入沉积物，以这 ２ ｍｍ 宽度空间作为霍甫水丝蚓活动区域．将挑选好的霍甫水丝蚓个体（ 共 ５

条） 加入沉积物中，定期观察其扰动对沉积物界面二维 ｐＨ 值变化的影响． 分别在不同的时间通过光学系统
（ 图 １） 获取沉积物 水界面平面感应膜荧光图片． 荧光图片经计算机处理后得到沉积物 水界面二维 ｐＨ 值
图像．

３ 结果与讨论
３．１ 霍甫水丝蚓扰动对沉积物 水界面 ｐＨ 值二维分布的影响

霍甫水丝蚓投加前，沉积物和上覆水有明显分层，形成稳定的沉积物 水界面．霍甫水丝蚓放入后，第 ２ ｄ

在石英玻璃板面开始有水丝蚓洞穴结构出现（ 图 ２） ，经过霍甫水丝蚓扰动 ２ ｄ 后的沉积物 水界面开始模
糊，最大扰动深度约为 ３ ｃｍ．相对于传统研究方法 ［１８］ ，本实验采用的方法能够更直观、清楚地观察到水丝蚓
洞穴结构以及扰动轨迹．

霍甫水丝蚓扰动后对沉积物 水界面的二维 ｐＨ 值影响如图 ３ 所示．总体而言，上覆水的 ｐＨ 值较高，最

高值达到 ８．４，而沉积物底部的 ｐＨ 值较低，只有 ６．６，在 ２ ～ ３ ｃｍ 深度内 ｐＨ 值降低了约 １．８ 个单位．未加霍甫
水丝蚓时，沉积物 水界面上下的 ｐＨ 值分布特征非常明显，呈现上覆水高、沉积物低的趋势（ 图 ３Ａ） ，ｐＨ 值
变化梯度十分剧烈，在界面处约 ０．５ ｃｍ 深度内降低约 １．２ 个 ｐＨ 值单位．加入霍甫水丝蚓后（ 图 ３Ｂ） ，由于霍
甫水丝蚓短时间内需要适应新环境，所以沉积物 ｐＨ 值并没有明显变化，但是沉积物 水界面已经开始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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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霍甫水丝蚓扰动前后荧光照片对比

Ｆｉｇ．２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ｔ ｉｍａｇｅ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ｂｉｏ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ｍｎｏｄｒｉｌｕｓ ｈｏｆｆｍｅｉｓｔｅｒｉ

图 ３ 霍甫水丝蚓扰动作用对沉积物 水界面二维 ｐＨ 值分布变化，图 ３Ａ 到图 ３Ｈ 分别为第 ０ ｄ
（ 即未投放霍甫水丝蚓） 至第 ７ ｄ 的二维 ｐＨ 值图像
Ｆｉｇ．３ ２Ｄ ｐＨ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ｂｅｆｏｒｅ （ Ａ）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 Ｂ
ｂｉｏ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ｍｎｏｄｒｉｌｕｓ ｈｏｆｆｍｅｉｓｔｔｅｒｉ， ｆｒｏｍ Ａ ｔｏ Ｈ ｗｅｒｅ ｄａｙ ０ ｔｏ ｄａｙ ７

Ｈ）

模糊，这是由于霍甫水丝蚓的扰动增大了沉积物 水界面面积 ［１９］ ，为沉积物和上覆水中物质交换提供了场地
条件．第 ２ ｄ 开始，霍甫水丝蚓的生命活动强度明显增加，石英玻璃板壁出现明显的水丝蚓洞穴轨迹，上覆水
进入沉积物中并引起了部分沉积物 ｐＨ 值的升高，之后的 ５ ｄ 内，由于霍甫水丝蚓生命活动的不断进行，沉积
物 水界面的 ｐＨ 值分布特征已经有明显改变，最终在表层沉积物中形成了 １ ｃｍ 深的 ｐＨ 值缓冲区域．沉积
物 水界面的 ｐＨ 值呈现以上变化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随着霍甫水丝蚓适应环境后不断地进行造穴活

动，在已形成的和遗弃的洞穴中必然会被引灌入上覆水 ［１９］ ，导致洞穴中的 ｐＨ 值明显高于周边沉积物的 ｐＨ
值，随着洞穴数量的不断增加，沉积物 水界面处就形成了 １ ｃｍ 的 ｐＨ 值缓冲区域；另一方面是在实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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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湖泊科学） ，２０１６，２８（１）

中可以观察到相对均匀尺寸的颗粒逐渐在上覆水底部形成，这可能是由于霍甫水丝蚓的排泄物和搬运作用
产生沉积物颗粒，这样的混合作用可以使得上覆水与沉积物的 ｐＨ 值趋向均一 ［１９］ ．本研究发现水丝蚓洞穴能
在沉积物表层引起约０．６个 ｐＨ 值单位的降低，并形成约 １ ｃｍ 深的 ｐＨ 值过渡区域．Ｌｅｗａｎｄｏｗｓｋｉ 等 ［２０］ 认为水
丝蚓可将底层沉积物运送至表层，增加了上覆水与底层沉积物的接触，这也会使水丝蚓改造后的沉积物在
表层出现一个 ｐＨ 值缓冲区域．Ｚｈｕ 等 ［２１］ 研究了沙蚕对海水沉积物 水界面二维 ｐＨ 值的改变，表明沙蚕通过

掘穴行为将上覆海水引入到洞穴中，使得沉积物 水界面面积变大，并使表层沉积物在 ２．５ ｍｍ 深度内的 ｐＨ
值产生了约 ０．４ 个 ｐＨ 单位的升高．

霍甫水丝蚓扰动会对沉积物 水界面 ｐＨ 值产生显著影响（ 图 ４） ．未加霍甫水丝蚓时，沉积物 水界面 ｐＨ

值具有强烈的梯度变化，界面上 ２．５ ｍｍ 水体中 ｐＨ 值呈碱性，较稳定，约为 ８．４，界面下 ２．５ ｍｍ 深度内降低

至 ７．５．加入霍甫水丝蚓后，上覆水 ｐＨ 值逐渐下降，至第 ７ ｄ 时稳定在约 ８．１，界面下 ２．５ ｍｍ 内沉积物的 ｐＨ
值由未加霍甫水丝蚓时的 ７．５ 上升至霍甫水丝蚓扰动 ６ ｄ 后的 ７．８．经过水丝蚓扰动 ６ ｄ 后，在沉积物 水界
面处 ５ ｍｍ 深度（ 界面上、下各 ２．５ ｍｍ） 内，ｐＨ 值的变化梯度得到显著缓和．这很有可能是由于霍甫水丝蚓扰
动增大表层沉积物的含水率，即部分上覆水进入到表层沉积物中，使表层沉积物中的氢离子与上覆水中的
氢离子发生交换，从而缓和上覆水与表层沉积物的 ｐＨ 值变化梯度 ［２２］ ．生物扰动带来的沉积物交换还可能导
致沉积物中腐植酸等成分发生上下移动，这也会影响沉积物中的 ｐＨ 值分布．Ｒａｏ 等 ［２３］ 用微电极研究了沙蚕
扰动前后沉积物 水界面处的 ｐＨ 值变化特征，发现沙蚕扰动后，沉积物 水界面下 １ ～ ５ ｍｍ 深度处 ｐＨ 值变
化梯度由每 １ ｍｍ 降低 ０．４ 个 ｐＨ 单位减缓至每 １ ｍｍ 降低 ０．２５ 个 ｐＨ 值单位．

图 ４ 霍甫水丝蚓扰动作用对沉积物 水界面处 ｐＨ 值的影响
（ 由图 ３Ａ 黑色竖线位置平面光电极数据每 ２５ 个数值取 １ 个平均值绘成）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ｐＨ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ｔ⁃ｗａ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ｃｕｂａｔｉｏｎ
３．２ 霍甫水丝蚓洞穴周边微环境 ｐＨ 值变化

霍甫水丝蚓掘穴行为可以在微观尺度上改变沉积物的 ｐＨ 值（ 图 ５） ，有水丝蚓洞穴的位置，ｐＨ 值比洞

穴周边未被扰动的沉积物高出 ０．２ ～ ０．６ 个 ｐＨ 单位，这说明霍甫水丝蚓洞穴对沉积物 ｐＨ 值的分布有重大影
响．霍甫水丝蚓在进行掘穴活动时能将蚓体周围的表层沉积物附带输送至沉积物底层 ［２４］ ，而表层沉积物的
ｐＨ 值明显高于底层沉积物，再考虑到上覆水被引灌入洞穴中，这两个因素都导致洞穴内壁的 ｐＨ 值明显高
于周边的底层沉积物．生物扰动可使各层沉积物发生交换，进而改变其物理化学性质，其对沉积物扰动能力
的大小可能与生物体积有关 ［２５］ ．沈万斌等 ［１２］ 采用平面光电极方法研究发现颤蚓扰动对沉积物的 ｐＨ 值改变
并不明显，可能是由于图像采集技术分辨率不高导致的．本实验采用的荧光强度比率值成像技术拥有较高的
分辨率（２１．５ μｍ×２１．５ μｍ） ，霍甫水丝蚓掘穴之后，遗弃的洞穴内 ｐＨ 值明显高于周边沉积物的 ｐＨ 值．

相比于传统方法而言，本研究采用的基于 ＲＧＢ 荧光比率值法测定沉积物 水界面二维 ｐＨ 值的方法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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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高分辨率、良好的均匀性、更快的响应时间、合理的造价、简单方便的仪器操作等优点，这些优点使本方法
能满足微尺度二维 ｐＨ 值检测要求，例如植物根际、底栖生物扰动、微生物群落等实验环境．本方法在生物地
球化学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图 ５ 霍甫水丝蚓洞穴周边二维 ｐＨ 值分布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２Ｄ ｐＨ ｖａｌｕｅ ｎｅａｒｂｙ ｔｈｅ ｂｕｒｒｏｗ ｏｆ Ｌｉｍｎｏｄｒｉｌｕｓ ｈｏｆｆｍｅｉｓｔｅｒｉ

４ 结论
１） 霍甫水丝蚓扰动对沉积物 水界面的二维 ｐＨ 值产生了明显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缓和了垂直方向上

ｐＨ 值的变化梯度，在沉积物 水界面处产生了 ｐＨ 值变化的缓冲区域．未扰动时，沉积物 水界面的 ｐＨ 值在

２．５ ｍｍ 深度内由 ８．４ 下降至 ７．０，霍甫水丝蚓扰动 ６ ｄ 后，在沉积物 水界面处 １ ｃｍ 深度范围内 ｐＨ 值由 ８．２
变为 ７．６．

２） 霍甫水丝蚓产生的洞穴可将上覆水引灌入洞穴中，使得 ｐＨ 值较高（ ８．４） 的上覆水与界面下的低 ｐＨ

值（６．８） 的沉积物直接接触，扩大了沉积物 水界面面积，沉积物内部的 ｐＨ 值分布特征也随着洞穴的产生而
改变，洞穴边缘 ｐＨ 值可在 １ ｍｍ 范围内由 ７．４ 降至 ６．９．
致谢：感谢范兴旺、周永强在实验中提供的热情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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