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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评价城市湖泊水体中典型抗生素的生态风险,可为城市水安全提供依据。以西安市兴庆湖为研究

对象,采用液相色谱及串联质谱(RRLC-MS/MS)分析水体中抗生素种类、含量及来源,通过风险熵值法

评价抗生素的生态风险,并酶标仪分析抗生素的毒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兴庆湖中共检测到4大类10
种不同的抗生素,其中脱水红霉素含量最高,浓度可达104.89ng/L;兴庆湖水体中脱水红霉素(风险熵

值,RQ=4.8)和氧氟沙星(风险熵值,RQ=7.7)表现高生态风险,其他各类抗生素表现出中低风险;氧氟

沙星的浓度对大肠杆菌几乎无影响,而红霉素会引起大肠杆菌的氧化应激反应。西安市兴庆湖水体中抗

生素的污染及风险普遍存在,控制抗生素的排放量对城市水安全具有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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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paperisconcernedwiththestatusofantibioticcontaminationandtheirecological
risksinurbanlakeandprovidedabasisforurbanwaterecologicalprotection.Thetypesandcon-
tentsofantibioticsinXingqingLakeareanalyzedbybyrapidresolutionliquidchromatography
massspectrometry/tandemmassspectrometry(RRLC-MS/MS),andtheecologicalriskofanti-
bioticsisevaluatedbyriskquotients.Theresultsshowthatatotalof4categoriesand10differ-
entantibioticsaredetectedinXingqingLake.ThehighestcontentofantibioticsisERM-H2O
(104.89ng/L),andthelowestcontentisTMP(1.09ng/L).Basedonthejointriskquotients
(RQ),thehighecologicalriskofXingqingLakecomesmainlyfromdehydroerythromycin(ETM-
H2O)andofloxacin(OFX).Theriskassessmentofdifferentantibioticsshowsthat2antibiotics
belongtothehighrisklevel,that3antibioticsbelongtothemoderaterisklevel,andthat3anti-
bioticsbelongtothelow-risk.Accordingtothetoxicityanalysisoftypicalantibiotics,thecon-
centrationofOFXinXingqingLakehaslittleeffectonE.coli,whiletheETMcouldcausethe
oxidativestressresponseofE.coli.TheriskscausedbyantibioticsinXingqingLakewatercould
nolongerbeignored.Inthefutureprotectionofurbanlandscapewaterbodies,itisnecessaryto
strictlycontroltheantibioticsintourbanlandscapewaterbodies,especiallytheantibioticscarried
byurbannon-point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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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污染物(EmergingContaminants,ECs)是
指在环境中新发现或已被发现但未引起重视的化合

物,对生物生长、人类健康等具有潜在威胁。随着水

环境问题研究的日渐深入和检测手段的不断进步,
新型污染物已成为水环境中被关注的热点话题。抗

生素是一类重要的新型污染物,已在我国许多河流、
城市湖泊甚至饮用水中被检出。尽管抗生素在水环

境中的检出浓度一般都很低(ng·L-1~μg·L-1),
但由于其可以对水生生物直接产生毒害作用,并且

在低浓度下也可以诱导抗药性的细菌或基因,通过

食物链增加健康和生态的潜在风险[1]。因此,研究

水体中抗生素的分布及生态风险具有重要价值。城

市湖泊水体是指具有生态价值、实用功能价值以及

美学等多种价值的一类水体。但由于其具有补水较

少、流动性较差、水体面积小、水深较小、水生生物生

境单一、食物链不健全、生态系统不稳定等特点[2],
对于这类水体的研究仍较少,尤其是抗生素污染状

况的研究。由于城市湖泊水生态系统比天然湖泊生

态系统脆弱,因此在受到(抗生素类)污染时,其生态

系统稳定性更容易破坏,(抗生素类)污染物对水功

能的不利影响也更大。有研究表明,环丙沙星和磺

胺甲噁唑会抑制海洋固着藻类和细菌的碳源利

用[3]、四环素对铜绿微囊藻和羊角月牙藻具有抑制

光合作用系统和抗氧化系统的作用[4]。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城市湖泊的

水环境问题也日益关注,关于城市湖泊水体中抗生素

种类及生态风险的研究也日益增多。Li等[5]通过研究

北京市区8个湖泊中抗生素的浓度和生态风险水平,
结果表明这8个城市湖泊中抗生素的浓度处于较高水

平,最高浓度达到990.0ng/L,并且对藻类具有较高的

风险。丁惠君等[6]研究发现南昌城市湖泊中的红霉素

和林可霉素是主要抗生素类型,最高浓度分别为98.40
ng/L和54.70ng/L。谭芳等[7]研究了武昌区6个湖泊

中磺胺甲噁唑的污染情况,最高浓度可达885.2ng/L。
王瑞杰等[8]对宁波市月湖水体中的抗生素分布与生态

风险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月湖水体中10种目标抗生

素的水平总体上高于自然湖泊,尤其β 内酰胺类和林

可霉素在城市湖泊中广泛存在,生态风险评估的结果

表明月湖中林可霉素、泰乐菌素、磺胺甲噁唑、诺氟沙

星、氨苄西林具有高的生态风险。
由于城市湖泊的地理位置、污染特性和生态功

能与自然湖泊有显著差异,其水质演变过程和污染

污特征与其他湖泊相比也有较大差异,总而言之,对
城市湖泊中抗生素污染现状及生态风险的研究还相

对比较薄弱。本文以西安市区知名的城市湖泊———

兴庆湖为研究对象,首次检测分析了抗生素在该湖

泊中的污染特征及其引起的生态风险,并对典型抗

生素的毒性进行分析,以期为城市湖泊抗生素污染

控制与环境治理提供基础数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概况

1958年西安市在唐代兴庆宫遗址上建兴庆公园开

挖人工湖泊,故起名兴庆湖。该湖在很长一段时期内

是西安市区最大的水域。兴庆湖面积约100000m2,由
大湖、东湖、西湖、北湖、南湖及环湖沟道,进退水渠及

东西两个沉淀池组成(见图1)。平均水深1.6m,常规

需水量17万m3,由于承担雨季的调洪,在洪水季水量

可增加至27万m3。由于水面较开阔,整个湖区有5家

码头开展游船出租业务,可提供300多只小型游船、水
上自行车等设施供广大市民游玩。

图1 兴庆湖区图

Fig.1 SketchmapofXingqing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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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水质分析方法

抗生素采样点位于兴庆湖进水区(采样点1)、
湖心区(采样点2)和出水口区(采样点3)。采样点

位置见图1,采样时间为2019年2月,基于地表水

体采样技术规范采集兴庆湖表层以下约0.5m水

样进行分析,基本水质指标见表1。pH和溶解氧采

用多参数水质分析仪测定(HACH-HQ40D);悬浮

物、化学需氧量、氨氮和总磷采样相应的国标检测

分析。
采样前一周,西安市有一次持续两天的降水过

程,以中雪/小雪为主。取样期间,天气状况以晴天/
多云为主,气温在-2℃~14℃之间。

表1 兴庆湖水质指标①

Tab.1 WaterqualityindexofXingqingLake 单位:mg/L     

区域 pH 悬浮物 溶解氧 化学需氧量 氨氮 总磷

进水区 7.4 17.0 9.9 11.0 0.67 0.05
沉淀池出水口 7.5 18.0 11.0 12.0 0.90 0.04
大湖湖心区 7.8 19.0 11.9 13.0 0.54 0.04

1.3 抗生素检测方法

采集5L水样用于典型抗生素的检测分析,样
品经过预处理,采用活化后的OasisHLB小柱萃取

和浓缩水样中的抗生素,再通过高效液相色谱 串联

质谱(Agilent1200高效液相色谱,Agilent6460三

重四级杆质谱仪)测定了磺胺类(SAs)、氟喹诺酮类

(QNs)、四环素类(TCs)、大环内酯类(MCs)等49
种典型抗生素,色谱柱为C18柱。正模式下流动相

A为缓冲液(0.2%甲酸和2mM乙酸铵),流动相B
为乙腈。负模式下流动相 A为 Milli-Q水,流动相

B为乙腈。各类抗生素检出限分别为:磺胺二甲嘧

啶(SM2)1.03ng/L、磺胺甲噁唑(SMX)0.96ng/

L、甲氧苄啶(TMP)0.82ng/L、磺胺间甲氧嘧啶

(SMM)0.7ng/L、诺氟沙星(NOR)1.29ng/L、氧
氟沙星(OFX)0.96ng/L、克拉霉素(CTM)1.73
ng/L、脱水红霉素(ERM-H2O)1.02ng/L、罗红霉

素(RTM)0.7ng/L和林可霉素(LIN)3.37ng/L。

1.4 抗生素毒性分析

抗生素的毒性分析采用的是大肠杆菌的应激反

应来表述。大肠杆菌(Escherichiacoli)属于革兰氏

阴性菌,是人和动物肠道中重要细菌,人们对其研究

较多,对其细胞形态和生理生化过程研究比较全面,
因此在涉及到生化过程和毒理分析时常选用大肠杆

菌为研究对象[9]。应激反应是指机体受到各种内外

环境因素刺激时所产生的非特异性全身反应,包括

氧化应激反应、蛋白应激反应、DNA 损伤应激反

应等[10]。
实验过程中采用编码之后的大肠杆菌,先将大

肠杆菌接种到含卡那霉素的LB培养基内,于37℃
下培养16h。之后采用 M9培养基稀释,并接种到

加入 M9培养基的384孔板中,于37℃下培养6h,
采用酶标仪测定光密度值(OpticalDensity,OD)
值。同时,配制所使用的浓度的抗生素。当OD值

稳定在0.2~0.3之间时,向孔板中加已配制好浓度

的抗生素。放入酶标仪中测定2h内的OD值和荧

光值,并对OD值及荧光值进行分析。

1.5 生态风险评价方法

对于抗生素国内没有纳入环境质量标准,也缺

乏相应的风险评价方法。本研究采用国际通用的评

价复杂化合物生态风险的方法,即风险熵值(Risk
Quotients,RQ)来评价抗生素的生态环境风险。根

据欧洲联盟技术指导文件和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准

则,RQ可通过实测浓度(MeasuredEnvironmental
Concentration,MEC)和无效应浓度(PredictedNo
EffectConcentration,PNEC)计 算 得 到,其 公

式为[11]:

RQi=MECi/PNECi (1)
式中:RQi为第i种抗生素的风险熵值,MECi为第i
种抗生 素 在 水 环 境 中 的 实 测 质 量 浓 度(ng/L),

PNECi为第i种(污染物)的预测无效应浓度(ng/

L)。根据 Hernando等的研究,水体中由污染物引

起的风险程度可以划分为:RQ<0.1为该物质潜在

风险很低,0.1<RQ<1为该物质潜在风险中等,

RQ>1为该物质的潜在生态风险高[12]。
水体中抗生素的PNCE值通过查阅文献获得,

或者通过收集急性或者慢性毒理实验数据(半数有

效浓度,EffectiveConcentration50,EC50;半致死浓

度,LethalConcentration50,LC50;最低无效浓度,

NoObservedEffectiveConcentration,NOEC等)与
评估因子(AssessmentFacters,AF)计算得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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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为:

PNEC=LC50/AF 或者 EC50/AF (2)
式中:LC50为半致死浓度(ng/L),EC50为半数有效

浓度(ng/L),LC50和EC50均可通过有关文献资料获

取[8];AF代表安全系数或者评估因子。
安全系数的分类情况为:模拟生态系统的最大

无观察效应浓度,AF=1~5;三种物种三个营养级

生物的最大无观察效应浓度,AF=10;二个营养级

生物的最大无观察效应浓度,AF=50;一个营养级

生物的最大无观察效应浓度AF=100;三个营养级

一种物种的半数有效浓度 AF=1000。根据CE-
TOX数据库中的毒理学数据,本次研究中急性和慢

性的评价因子取1000或者100。

2 结果与分析

2.1 水体中抗生素含量分析

兴庆湖水体中检出的抗生素主要包括4大类

10种,检测结果见表2。其中大环内酯类抗生素检

出了3种,分别为CTM、ERM-H2O和RTM,含量

最高为ERM-H2O(104.89ng/l);氟喹诺酮类抗生

素检了2种,分别为NOR和OFX,OFX含量87.34
ng/L;磺胺 类 抗 生 素 检 出 了4种,分 别 是 SM2、

SMX、TMP和SMM;林可酰胺类抗生素检出1种,
即LIN。

表2 兴庆湖水体中主要抗生素种类及含量

Tab.2 TypesandcontentsofantibioticsinXingqingLake 单位:ng/L  

种类
磺胺类

SM2 SMX TMP SMM

氟喹诺酮类

NOR OFX

大环内酯类

CTM ERM-H2O RTM

林可酰胺类

LIN

采样点1 17.34 7.17 1.09 33.38 10.02 87.34 8.42 104.89 26.66 10.00
采样点2 12.61 ND 1.02 25.55 7.61 40.95 ND 76.31 16.77 7.82
采样点3 ND ND ND 17.63 ND 71.50 ND 50.22 11.29 ND
检出率/% 67 33 67 100 67 100 33 100 100 67

  注:“ND”表示未检出。

  三种大环内酯类抗生素中,检出率最高的是

ERM-H2O和RTM,检出率都是100%。两种氟喹

诺酮类抗生素中,检出率最高的是OFX,在三个采

样点中都能检出,检出率最低的是CTM,检出率为

33%。四种 磺 胺 类 抗 生 素 中,检 出 率 最 高 的 是

SMM,检出率100%,SMX只在采样点1检出,检出

率是33%。其他抗生素,SM2、TMP、NOR及LIN
的检出率都为67%。

从各类抗生素在兴庆湖区三个采样点间的分布

情况来看,采样点1的水体中检出10种抗生素,各
类抗生素含量是三个采样点中最高的;采样点2水

体中共检出8种,且含量都低于采样点1中的含量;
采样点3的水体中大部分抗生素的含量都低于检出

限,只检出4种抗生素,且4种抗生素含量在3个采

样点中最低。这主要和三个采样点在兴庆湖区的分

布有关。采样点1位于兴庆湖进水口沉淀池下游,
进入兴庆湖的水体在沉淀池经过沉淀后,泥沙及不

溶性颗粒物得以去除,其他的可溶性污染物及不易

沉淀的细小颗粒还会随着进水水流逐渐进入湖区,
而在采样点1的位置由于过水断面较小,水深较浅,
污染物稀释扩散能力弱各类污染物含量较高,因此

采样点1水体中抗生素的检出率最高,抗生素含量

也相对较高;采样点2位于主湖区和采样点3位于

兴庆湖出水口附近。兴庆湖进水中包括抗生素在内

各类污染物,随着进水水流在湖区逐渐迁移扩散并

通过各种生化和理化过程不断降解,含量也逐步降

低,因此在采样点2和采样点3中的检出率和含量

逐步减小。
磺胺类抗生素中SMM 在采样点1的含量最

高,达到33.38ng/L,可能由于SMM在水体中稳定

性好,亲水性强,容易通过地表径流进入水环境中。与

宁波月湖中SMM的含量(31.5~219.0ng/L)相比,兴
庆湖中SMM的含量处于较低水平。氟喹诺酮类抗

生素中OFX含量最高达到87.34ng/L,其来源可

能与生活污水排放有比较密切的关系。LIN被检

出,含量为10.00ng/L,研究表明LIN仅在城市水

体中才会被发现,且与月湖(31.5~209.0ng/L)[8]、
象湖(19.2~49.7ng/L)[6]、瑶湖(ND~54.7ng/L)[6]等
城市湖泊相比,兴庆湖的含量显著较低。大环内酯

类抗 生 素 中 ERM-H2O 和 RTM 检 出 浓 度 较 高

(≥26.66ng/L),郭欣妍等[13]指出 ERM-H2O 和

RTM是我国地表水体中大环内酯类抗生素最常见

的两类抗生素,两类抗生素还属于常用药的主要成

分,因此兴庆湖周边居民生活污水的排放及生活垃

圾收集也可能影响湖水中抗生素。
2.2 新型污染物来源分析

干、湿沉降即降尘、降雨是空气中污染物去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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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机制。城市景观水体多数处于封闭状态,水体

流动性差,水体自净能力弱,更易反映出大气环流作

用对水体水质的影响。目前国内对于大气干沉降的

研究大多以氮、硫、磷等营养元素和重金属元素的沉

降为主[14]。随着对新型污染物的不断研究,人们逐

渐认识到降尘是大气中新型污染物(POPs)迁移归

趋的一种重要的环境介质。空气中持久性有机物的

干、湿沉降也是地表水体中该类污染物的主要来源。
袁宏林等[15]研究了西安市三种典型的持久性有机

污染物的干沉降通量及分布特征,发现湿沉降是大

气环境中POPs的主要排除方式。常毅等[16]对上

海地区大气中高分子量多环芳烃(分子量为302,

MW302PAHs)的干沉降状况进行了估算,表明

302PAHs可能对土壤及水体环境产生较大的不利

影响。剧 媛 丽 等[17]研 究 了 兰 州 河 谷 地 区15种

PAHs的大气干沉降特征,表明PAHs主要来自汽

车尾气和燃煤炼焦。此外,还有研究大气中多溴联

苯醚(PBDEs)干、湿沉降特性的。
总之,对于大气中的新型污染物的干、湿沉降特

性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有机氯农药、多氯联苯、多
环芳烃和多溴联苯醚等。这类物质容易挥发,往往

伴随燃烧过程进入大气,然后通过干、湿沉降在地

气或水 气系统间迁移转化,进入地表土壤、水体和

生物体等陆生及水生生态系统,参与生物地球化学

循环过程。
抗生素作为一类新型污染物,其主要是作为药

物用于生物体的某些疾病防治,各类抗生素及其代

谢产物进入水体和土壤的途径较多。罗丽婵[18]就

在深圳市的雨水径流中检测到 NOR和 OFX等8
种不同类型的新型污染物。DelRío等[19]通过比较

晴天和雨天同一个集水区水体中7种新型污染物的

含量发现,雨天条件下水体中新型污染物的浓度显

著高于晴天。
根据现状调研发现,兴庆湖水的补给主要有两

个来源:调水补给和雨水补给。兴庆湖作为西安市

东郊的泄洪湖,每年雨季期间承担着防止城市内涝

的重要作用。兴庆湖周边的四条主要道路,兴庆路、
新郭门路、仁厚庄南路和仁厚庄北路,都设有雨水收

集管网,能够在降雨期间将雨水快速汇入兴庆湖,见
图2。四条雨水收集主管网及与之配套的二级雨水

收集管网(布设在皇甫路、沙坡路、交大商场路上)可
以将周围超过5km2城区的地表雨水径流有效收

集。而城市道路地表径流,尤其是降雨初期的地表

径流中存在多种污染物[20],这可能是兴庆湖水体中

新型污染物的重要来源。

图2 兴庆湖及周边雨水收集管网

Fig.2 Rainwatercollectionpipenetworkaround
XingqingLake

 

在兴庆湖水体污染源调查中发现,兴庆公园综

合治理过程中对湖泊沉积物进行了彻底清除,基本

消除了内源污染,而且对兴庆公园周边污水管网进

行了改造,将原来排入兴庆湖的生活污水接入了市

政污水管网,这两项工程消除了兴庆湖水体最主要

的污染源。除此以外,在兴庆公园内部还存在着一

些潜在的污染源,主要是:游人丢弃的垃圾等;公园

管理过程的使用的化肥和农药;公园植物的枯枝败

叶;游船等娱乐设施产生的污染物。但这几个潜在

的污染源都是间歇式产生的污染物,对水体质量影

响较小,尤其是对水体中抗生素的含量影响很小。
在此背景之下,只有兴庆湖雨水管网收集的城市道

路雨水就成为兴庆湖水体污染中主要因素。
兴庆湖周边各社区总居住人口超过6万,每天

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城市垃圾的堆放和处理不

当,是造成水体污染的重要原因。兴庆公园周边雨

水收集管网所在的道路上有两个重要垃圾收集中转

站,分别是仁厚庄北路垃圾站和兴庆南路收集站。
其中仁厚庄北路收集站每天收集东关南街、金花小

区,兴庆公园北路及东方星座等区域的生活垃圾,每
天处理量为40~60t。兴庆南路垃圾站,每天收集

处理南二环社区、兴庆南路社区、南沙坡社区经九路

社区的生活垃圾约20t。这两处垃圾处理站每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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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垃圾渗滤液、扬尘等也可能含有大量的新型污

染物。扬尘在地面或者植物叶片上沉降以后,随着

降雨被冲刷进入地表径流,进而汇入兴庆湖。

2.3 抗生素生态风险评价

表3为基于生态风险熵的方法对兴庆湖水体中

抗生素引起的生态风险评价结果。从生态风险评价

结果来看,RQ 即风险熵值最高的为OFX,RQ=7.7,

ERM-H2O的RQ=4.8,都远大于1,属于高风险等

级。RQ 值在0.1~1之间的包括SMX、RTM 和

LIN这三种抗生素,其风险等级都是中等风险;此
外,SM2、TMP、SMM、NOR和CTM这5种抗生素

风险熵值都小于0.1,处于低风险等级。

表3 兴庆湖中抗生素的潜在生态风险评价结果

Tab.3 RQofantibioticsinXingqingLake

抗生素 OFX NOR TMP CTM ERM-H2O RTM LIN SMX SM2 SMM

受试种
伪蹄
形藻
[21]

费氏
弧菌
[22]

斑马
贻贝
[22]

Rsaina
[22]

鱼腥
藻属
[22]

羊角
月牙
藻[22]

月牙
藻[22]

聚球
藻[23]

栅列
藻[24] -

AF 100 100 - 1000 - 100 1000 1000 1000 -

PNEC/
(ng·L-1) 11.3 16 29 16000 22 100 50 27 19520 1720000[27]

RQ 7.7 0.01 0.04 5.3×10-4 4.8 0.3 0.2 0.3 8.9×10-4 1.9×10-4

兴庆湖抗生
素风险等级 高风险 低风险 低风险 低风险 高风险 中等

风险
中等
风险

中等
风险 低风险 低风险

   注:“-”表示没有数据。

  生态风险最高的两种抗生素OFX和ERM-H2
O分别属于氟喹诺酮类和大环内酯类抗生素,是广

谱抗生素,在人用药和畜禽养殖用药中都比较常见。
与同类研究相比,详见表4,青狮潭水库中OFX的

风险等级也属于高风险,ERM-H2O在江汉平原水

体和辽河流域水体中的风险等级也属于高风险,而

在长三角地区水体中属于中等风险。兴庆湖中三种

抗生素(SMX、RTM 和 LIN)为 中 等 风 险,其 中

SMX在月湖、长三角地区水体中都是高风险等级,
在江汉平原水体中是中等风险水体;RTM 在长三

角水体和江汉平原水体中均处于低风险等级;LIN
在月湖中处于高风险等级。

表4 其他水体中抗生素的潜在生态风险评价结果

Tab.4 RQofantibioticsinotherwaterbody

水体 OFX NOR TMP CTM ERM-H2O RTM LIN SMX SM2 SMM

辽河流域地表水[11] - - 高风险 - 高风险 - - - - -

长三角水体中抗生素[12] - 低风险 - - 中等风险 低风险 - 高风险 - -

江汉平原水体[12] - 低风险 - - 高风险 低风险 - 中等风险 - -

青狮潭水库[25] 高风险 高风险 - - - - - - - -

  注:“-”表示没有数据。

2.4 典型抗生素的毒性分析

根据抗生素分布特性与生态风险评价结果,对高

风险状态的两种典型抗生素(氧氟沙星和脱水红霉素)
进行应激反应毒性测试,由于红霉素在水中容易水解

形成脱水红霉素,试验中配药使用的是红霉素。
图3为大肠杆菌在不同浓度红霉素下的应激反

应结果。大肠杆菌对红霉素的应激反应主要表现为

氧化应激反应和其他应激反应,对蛋白质、膜损伤以

及DNA损伤的影响并不大。当红霉素浓度为0.1

μg/L时,会表现出一定的氧化应激;当红霉素浓度

达到1mg/L,会表现出较强的氧化应激和其他反应

应激,此浓度已经远超出部分细菌的最小抑菌浓度

(B族链球菌对红霉素的最小抑菌浓度为0.003~
0.03mg/L)。

图3 大肠杆菌在红霉素下的应激反应

Fig.3 StressresponseofEscherichiacoliin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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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为大肠杆菌在不同浓度氧氟沙星下的应激

反应。相比于脱水红霉素,不同浓度的氧氟沙星会

引起大肠杆菌的氧化应激、蛋白应激、膜损伤应激和

其他应激反应。当浓度大于1μg/L时,大肠杆菌就

会产生膜应激反应,并且随着浓度的升高,产生的膜

应激反应液越强烈。当浓度达到1mg/L时,会表

现出蛋白应激和其他应激反应。在浓度达到10
mg/L时,会表现出DNA损伤应激,此时的浓度已

接近最小抑制浓度。

图4 大肠杆菌在氧氟沙星下的应激反应

Fig.4 StressresponseofEscherichiacoliinOFX
 

水体中检出的脱水红霉素最高浓度为104.89
ng/L,高于大肠杆菌发生氧化应激反应的浓度(100
ng/L),这将可能影响兴庆湖中生物的正常生长代

谢。因此,兴庆湖的水质管理应加强对脱水红霉素

来源的监测与评价,控制其进入水体的含量;兴庆湖

水体中检出的氧氟沙星浓度为87.34ng/L,虽然还

达不到引起大肠杆菌发生应激反应的浓度,但是鉴

于其较高的生态风险,因此在水质管理过程中也应

该加强监控。

3 结 论

1)城市湖泊兴庆湖水体中共检出4大类10中

抗生素,其中含量最高的3种抗生素分别是:脱水红

霉素104.89ng/L;氧氟沙星87.34ng/L;磺胺间甲

氧嘧啶33.38ng/L。这些抗生素的主要来自于城

市地表径流携带的抗生素类污染物。

2)兴庆湖中由抗生素引起的生态风险属于高

度生态风险,风险主要来自于脱水红霉素和氧氟沙

星,其次为磺胺甲噁唑、罗红霉素和林可霉素。

3)脱水红霉素的检出浓度会对大肠杆菌产生

氧化应激反应,兴庆湖管理部门应该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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