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镝对大肠杆菌微量元素吸收行为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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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重稀土元素镝（Dy）对大肠杆菌生长刺激效应及菌体其它微量元素含量的

影响。方法 ：培养液中加入 Dy 与大肠杆菌进行混合培养，浓度范围为 0.3 ~ 3.6μg/mL，浓度间
隔为 0.3μg/mL，对照组培养液不加 Dy，在培养 2 小时、4 小时、6 小时、8 小时、10 小时测定菌
液 OD 值，并检测菌体中 40 种微量元素含量。结果 ：大肠杆菌培养 2~6 小时产生刺激效应。培养
2 小时 Dy 产生刺激效应的最低浓度为 1.8μg/mL ；培养 4~6 小时 Dy 产生刺激效应的最低浓度为
0.3μg/mL，8 小时后无刺激效应。随着菌体 Dy 含量的增加，菌体多种微量元素吸收行为发生变化，
菌体中 Gd、Mo、Mn、Se、Ho、Rb 6 种元素含量与菌体 Dy 含量呈中度正相关（r ＞ 0.6，P ＜ 0.05）；
Ag、Hg、Fe、As、Zn、Y、La、Ce、Pr、Nd、Sm、Eu、Er、Tm、Yb、Tb、Li、B、Ge、Sr、Ni、
Cd、Sn、Ba、Lu、U、Co、Cu、Sb、Pb、Al、Ti、CS 33 种微量元素与 Dy 相关系数均小于 0.6 ；
同时，菌体 Cr、Ni 和 Co 元素组，Li、As 和 Cs 元素组，Mo、Mn 和 Gd 元素组，以及 Nd 和 Pr 元
素对之间始终保持高度相关性，其相关关系受 Dy 影响小。结论 ：Dy 对大肠杆菌的生长产生刺激
效应，并且对菌体微量元素吸收行为产生影响，提示 Dy 与其它元素间存在相互作用，处于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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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dysprosium (Dy) on the growth stimulating effect of

E. Coli and the content of trace elements in E. Coli. Methods: E. Coli was cultured in medium containing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Dy. Concentrations ranged from 0.3~3.6 ug/mL, with intervals of 0.3 ug/
mL. OD value of E. Coli suspension was measured at 2nd, 4th, 6th, 8th and 10th hours, respectively.
The growth of E. Coli and the content of 40 trace elements in the bacteria were quantitatively detected.
Results: The hormesis of Dy was observed from 2nd hour to 6th hour. The lowest hormesis effects showed
in Dy=1.8μg/mL at 2nd hour and in Dy= 0.3μg/mL between 4th and 6th hours; after 8th hour, there were
no hormesis effects. With the changes of Dy content of E. Coli body, these 6 elements of Gd, Mo, Mn, Se,
Ho and Rb were moderate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Dy (r＞0.6, P＜0.05). Ag、Hg、Fe、As、Zn、
Y、La、Ce、Pr、Nd、Sm、Eu、Er、Tm、Yb、Tb、Li、B、Ge、Sr、Ni、Cd、Sn、Ba、Lu、
U、Co、Cu、Sb、Pb、Al、Ti、CS had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with Dy (r＜0.6). Groups of Cr, Ni
and Co elements, groups of Li, As and Cs elements, groups of Mo, Mn and Gd elements, and pairs of Nd
and Pr elements have always maintained a high correlation, and their correlation was little affected by Dy.
Conclusion: Dy has a stimulating effect on the growth of E. Coli, and it will affect the absorption behavior
of trace elements in E. Coli. The phenomenon reveal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y and other elements, and
interactive equilibrium exists in them.

第一作者：袁素萍，在读硕士，研究方向：卫生检验，Email：yuan_p257@126.com。
通讯作者：王京宇，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微量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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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量元素是细菌代谢、增殖不可缺少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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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 40 种微量元素含量。

虽然人体微量元素含量低，但种类繁多。有些微量

1.3

元素是增殖必需元素，有些是潜在有益元素，微量

1.3.1 仪器 澳大利亚 Dynamica 公司，VELOCITY

元素间互相依存，具有整体、均衡的特点

[1-2]

。当

14R 冷冻离心机 ；
美国 Perkin-Elmer Sciex 公司，Elan DRC II 型

细菌受元素胁迫时，菌体能够通过化学沉淀、共价
结合或是菌体内固定等方式吸收元素

[3-4]

，并发生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
日本 HITACHI 公司，U-3010 型紫外分光光

一系列适应性反应，表现出代谢改变及多种并存元
素吸收、代谢和毒性作用的改变，但目前有关这方
[5]

仪器与试剂

度计。
1.3.2

面的研究资料报道较少 。
稀土元素属于微量元素，是镧系元素、钪（Sc）

试剂

单元素标准溶液购于国家有色金属

及 电 子 材 料 测 试 中 心， 包 括 Dy、Ag、Hg、Fe、

和钇（Y）等共 17 种元素的总称，其中，镧（La）、

As、Zn、Y、La、Ce、Pr、Nd、Sm、Eu、Gd、

铈（Ce）、镨（Pr）、钕（Nd）、钷（Pm）、钐（Sm）、

H o、E r、T m、Y b、T b、L i、B、G e、S r、N i、

铕（Eu）为轻稀土，钆（Gd）、铽（Tb）、镝（Dy）、

Mo、Cd、Sn、Ba、Lu、U、Mn、Co、Cu、Sb、

钬（Ho）、铒（Er）、铥（Tm）、镱（Yb）、镥（Lu）、

Pb、Rb、Al、Ti、Se、CS 等，1000μg/mL ；

[6]

Sc 和 Y 则为重稀土 。稀土元素也是金属元素，
对细菌增殖有高剂量抑制和低剂量促进的双相剂
量效应

[7-9]

内标元素为铑（Rh）、铟（In）、铼（Re）混标，
浓度分别为 Rh 20ng/mL、In 2ng/mL、Re 2ng/mL。
其它试剂与耗材包括氯化钠、PBS 溶液、蛋

。

Dy 是重稀土元素，+3 价态，有低毒性，同位

白 胨（OXOID，LP0042）、 牛 肉 粉（OXOID，

元素少，含 Dy 配合物的抑菌剂已应用于临床，而

LP0029），分别购自北京化工厂、北京鼎国昌盛生

Dy 的低剂量刺激效应研究较少。大肠杆菌属于革

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兰氏阴性菌，表面阴离子基团较多，特别是羰基，

1.4

[10]

刺激效应的判别标准

，与带有正电荷的 Dy

判别标准参考文献 [11-12] ：有特征性剂量反

能够靠近、结合并吸收 Dy。本研究以重稀土 Dy

应，最大刺激效应一般是对照的 130% ~ 160% ；有

为实验元素，大肠杆菌为实验菌，从多元素组学角

足够数量的低浓度分组 ；考虑时间因素 ；实验组

度探索 Dy 对大肠杆菌的刺激效应，为其生理机制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研究提供基础数据。

1.5

因此在水溶液中呈负电性

1
1.1

使用 SPSS 16.0 分析软件，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实验与试剂
实验对象与元素
实验对象为大肠杆菌（E. Coli），编号 1.487

（=CMCC(B) 44102）， 购 自 中 国 普 通 微 生 物 菌

统计分析

Dy 刺激效应 ；曲线回归分析 OD 值与 Dy 含量关
系 ；Pearson 相关分析元素相关性，数据统计结果
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种保藏管理中心 ；Dy 为实验元素，母液浓度为

2

1000μg/mL，购自国家有色金属及电子材料测试

2.1

结果
大肠杆菌增殖状况及与菌体 Dy 含量的回归

中心。

分析

1.2

E. Coli 生长状况见图 1。菌液 OD 值随培养时

实验方法
实 验 设 1 个 对 照 组（0 组 ） 和 12 个 实 验 组

（1~12 组），每组 3 个平行样。对照组培养液不加

间增加而升高，2~6 小时对照组 OD 值低于实验组，
4~6 小时增殖最快，8 小时增殖减缓。

Dy，实验组培养液均加 Dy，相应的浓度范围为 0.3

菌液 OD 值与菌体 Dy 含量的回归分析如图 2

~ 3.6μg/mL，浓度间隔为 0.3μg/mL。在培养 2 小

所示，菌液 OD 值与菌体中 Dy 含量呈现出 2 次曲

时、4 小时、6 小时、8 小时、10 小时共 5 个时点，

线回归拟合。

使用紫外分光光度仪测定菌液 OD 值，用于反映 E.

2.2

Dy 含量对 E. Coli 增殖的时间、剂量效应

Coli 增殖状况。与 OD 值测定取样同时，分别从对

Mauchly 球形检验提示测量数据间存在高度关

照和实验组取出 1mL 菌液，经 2 次磷酸盐缓冲液

联，因此进行了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多重比较，结果

洗涤、3 次离心制备得到菌体样本，使用电感耦合

见表 1。

等离子体质谱仪（ICP-MS）检测菌体包括 Dy 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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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 2 小时，产生最低刺激效应浓度，与对照
组差异产生统计学意义的最低实验组组别为第 6 组
（Dy=1.8μg/mL）；
培养 4 小时和 6 小时，与对照组差异产生统
计学意义的最低实验组组别为第 1 组（Dy=0.3μg/
mL）；
培养 8 小时实验组与对照组 OD 值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培养 10 小时，与对照组差异产生统计学意义
的最低实验组组别为第 10 组（Dy=3.0μg/mL）。
2.3

菌体 Dy 含量与菌体其它微量元素含量的相
关分析

图1

将菌体 Dy 含量与其余 39 种微量元素含量进

E. Coli 生长曲线

行 相 关 性 分 析， 结 果 显 示，Rb、Ho、Se、Mn、
Mo、Gd 6 种元素含量与 Dy 含量相关系数 r ＞ 0.6
（P ＜ 0.05），呈正相关关系，具体相关系数见表
2。其余 33 种微量元素 Ag、Hg、Fe、As、Zn、Y、
La、Ce、Pr、Nd、Sm、Eu、Er、Tm、Yb、Tb、
Li、B、Ge、Sr、Ni、Cd、Sn、Ba、Lu、U、Co、
Cu、Sb、Pb、Al、Ti、CS 含量与 Dy 含量无正相
关关系（相关系数 r ＜ 0.6，P ＜ 0.05）。
进一步分析不同培养时点 Dy 含量与其它 39
种微量元素的相关性，结果见表 3。
各时点既有正相关元素，也有负相关元素。正
相关元素仍以 Gd、Se、Mn、Mo 等元素为主，负
图2

相关元素以稀土元素居多，尤其 La、Ce、Pr 等轻

菌液 OD 值与菌体 Dy 拟合曲线

表1

实验组与对照组 OD 值多重比较结果
与对照组 OD 值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的实验组

培养时间（小时）
@

2

6*、8 、9*、10*、11@、12@

4

1@、2@、3@、4@、5@、6@、7@、8@、9@、10@、11@、12@

6

1*、2*、3@、4@、5@、6@、7@、8@、9@、10@、11@、12@

8

——

10

10*、11*、12*

*P ＜ 0.05 ； P ＜ 0.01
@

表2

12

与菌体 Dy 含量存在正相关的微量元素

元素

相关系数

P

Rb

0.686

＜ 0.001

Ho

0.749

＜ 0.001

Se

0.792

＜ 0.001

Mn

0.872

＜ 0.001

Mo

0.916

＜ 0.001

Gd

0.992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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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培养时点 Dy 含量与其它微量元素的相关性

培养时间（小时）

正相关元素

负相关元素

*

2

Gd、Se 、Mn、Rb

Er、Y、La*、Ce*

4

Gd*、Se*、Mo、B、Hg

Pr、U、Nd

6

Gd*、Mn、Mo*、Ho、Er

Pr、U、Nd、Sm、Al

*

8

*

*

Gd 、Se 、Mn、Mo 、B、Ba
*

10

Pr、U、Nd、Sm、Ce、Y、Eu、La

*

Pr、U、Nd、Sm、Y、Eu、Cu

Gd 、Se、Mn、Mo 、Ho

* 为与 Dy 相关系数∣ r ∣＞ 0.9，P ＜ 0.05 ；不带 * 为与 Dy 相关系数 0.5 ＜∣ r ∣＜ 0.9，P ＜ 0.05。

稀土元素居多。

紧邻，有相似的电子层和相仿的化学功能，通常成

2.4

组出现，共同发挥作用。过往研究发现 [23-24] GdCl3

高度相关元素
各微量元素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有一些微

能够诱导金属硫蛋白的表达，而金属硫蛋白能够维

量元素之间始终保持高度相关性，其相关关系受

持细胞内金属离子稳态，能够拮抗重金属毒性及消

Dy 影响小，相关系数均大于 0.9（P ＜ 0.05）。这

除重金属损害。

些元素包括 ：Cr、Ni 和 Co 元素组，Li、As 和 Cs

Rb 属于碱金属，Rb 有类似钾的化学特性，体

元素组，Mo、Mn 和 Gd 元素组，以及 Nd 和 Pr 元

内吸收模式也与之相仿，能够置换或部分取代钾而

素对。

发挥多种生理功能。

3

上述 6 种元素在促进代谢增殖方面的作用与

讨论
一定浓度 Dy 能够刺激 E. Coli 增殖，并有时

Dy 可能存在协同关系，这些元素或许在一定程度

间、剂量双重效应。本研究中，Dy 按照 0.3μg/mL

上与 Dy 相互作用，共同促进 E. Coli 的增殖效应。

的浓度间隔分成了 12 个实验组，纳入了时间因素，
进行组间统计学差异比较。培养时间 2~6 小时的
刺激增殖符合刺激效应的判别标准，较好地呈现

相关分析发现，在不同培养时点既有与 Dy 呈
正相关的元素，也有呈负相关元素。
正相关元素以必需元素为主，诸如 Mn、Mo、

了刺激效应。2 小时 Dy 的最低刺激浓度为 1.8μg/

Se、B 和 Ba，均为生命体必需元素 [2]。其中 B 是

mL，4~6 小时，Dy 浓度为 0.3μg/mL 就能够产生

代谢调节因子，通过竞争性抑制一些关键酶的反

刺激效应。8~10 小时实验组最大刺激效应与对照

应，来控制多个代谢途径，B 还能维持细胞膜功能

组相比，均低于 130%，未表现出明显刺激效应。

稳定，通过调整调节性阴离子或阳离子的跨膜信号

6 种 菌 体 微 量 元 素 Gd、Mo、Mn、Se、Rb、

或运动影响膜对激素和其它调节物质的反应。此

Ho 含量与 Dy 浓度有协同关系，当菌体 Dy 吸收增

外，正相关元素 Gd 始终与 Dy 保持高度相关，它

加，这 6 种元素含量也增加。从功能看，Mn、Mo、

们是相邻的重稀土元素。

Se 为生物体必需微量元素

[2, 13]

，在促进代谢方面

Se 能够维持细胞膜完整性，促进辅酶 Q 及细
胞 DNA 和 RNA 的生物合成，并能调节维生素 A、
C、E 和 K 等营养素的吸收与消耗，从而促进细菌
增殖

[14-16]

负相关元素以 La、Ce、Pr、Nd 等轻稀土元素
居多，尽管它们和重稀土元素 Dy 在理化性质和离

对 Dy 可能有一定辅助作用。

子半径上存在一定差异，但彼此之间仍然表现出拮
抗作用，其原理有待进一步探索。
有一些元素始终保持稳定而紧密的比例关系，
如 Cr、Ni 和 Co 之 间，Li、As 和 Cs 之 间，Mo、

。

Mn 是细胞中脱氢酶、脱羧酶、激酶、氧化酶

Mn 和 Gd 之间，以及 Nd 和 Pr 之间。这些元素常

和过氧化物酶的活化剂，能够影响糖酵解和三羧酸

成组或成对出现，它们的比值不受培养液中 Dy 浓

循环而发挥代谢调节。Mn 和 Se 是高度相关元素，

度的影响。这种紧密相关或许是 E. Coli 稳定增殖

它们相互促进，Mn 水平升高，Se 吸收也增加 [17-19]。

的重要前提条件。

Mo 主要通过钼酶发挥作用，目前已知钼酶均
为氧化还原酶，其参与蛋白质、脂肪、含硫氨基酸
和核酸代谢，从而影响生物体生长

[19-22]

。

Gd 和 Ho 与 Dy 同属稀土元素，它们原子序数

综上所述，在 Dy 对 E. coli 的刺激增殖过程中，
随着菌体 Dy 含量的增加，菌体多种微量元素吸收
行为发生变化，某些菌体元素含量增加，某些菌体
元素含量下降，某些元素组、元素对的比例保持相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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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稳定。虽然具体的作用机制还不明确，但 Dy 含
量变化对于 E. Coli 中这些元素吸收行为的影响展
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彼此之间存在着动态平衡。

4

Responses in Biology, Toxicology, and Public Health\r,
1[J]. Annual Review of Public Health, 2001, 22(1):15-33.
[12] CA LA BR ESE E J , BA LDW I N L A . Hor mesis: a
generalizable and unifying hypothesis[J]. Crit Rev

结论
随着培养液中 Dy 浓度的改变，E. Coli 菌体和

Toxicol, 2001, 31 (4-5): 353-424.
[13] 杨克敌 . 环境卫生学 [M]. 第五版 . 北京 : 人民卫生出版
社 , 2004: 25.

其它元素含量在不断变化，展现出规律性的动态平
衡，这对于探究稀土元素的生物刺激效应及其生理

[14] 颜承农 , 刘义 , 屈松生 , 等 . 硒和箬叶多糖对细菌生长
代谢作用热化学特征研究 [J]. 化学学报 , 1998, 56 (9):

机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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