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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探讨不同用量水葫芦沼液对青菜体内抗坏血酸 (ASA)和还原型谷胱甘肽(GSH)含量及其代谢相关 

酶活性的影响，进而阐明其与青菜体内 ASA—GSH循环的关系。以青菜(Brassica chinensis L．)为材料，在 25％沼液+ 

75％霍格兰营养液 、50％沼液+50％霍格兰营养液 、75％沼液+25％霍格兰营养液和 100％沼液处理下，测定幼苗内 

ASA—GSH循环各组分(ASA、脱氢抗坏血酸(DHA)、GSH、氧化型谷胱甘肽(GSSG)、抗坏血酸过氧化物酶(APX)、抗 

坏血酸氧化酶(AAO)、单脱氢抗坏血酸还原酶(MDHAR)、脱氢抗坏血酸还原酶(DHAR)和谷胱甘肽还原酶(GR)) 

含量或活性的变化。结果显示：25％沼液+75％营养液处理组与对照(营养液组)相比，对促进青菜生长和其体 内 

ASA—GSH循环有显著影响，还可能对提高青菜抗氧化防御能力有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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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water hyacinth fermentation biogas fluid on ascorbate--glutathi-- 

one cycle in Chinese cabbage(Brassica chinensis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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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fects o±difierent concentrations of water hyacinth fermentation biogas fluid on the contents of ascor— 

bate(ASA)and glutathione(GSH)as well as the metabolism—related enzyme activity in Chinese cabbage seedlings were 

investigated．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iogas fluid and ASA—GSH cycle was explored．The experiment was ca~ied out in 

Chinese cabbage(Brassica chinens~L．)seedlings to determine the levels of components of ASA—GSH cycle including 

ASA，dehydroaseorbate(DHA)，GSH，oxidized glutathione(GSSG)，ascorbate peroxidase(APX)，ascorbate oxidase 

(AAO)，monodehydroascorbate reductase(MDHAR)，dehydroascorbate reductase(DHAR)and glutathione reductase(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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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25％ ，50％ ，75％ and 100％ concentrations of 

biogas fluid treatments respectively．As the concentration 

of biogas fluid increased，the seedling height and flesh 

weight，and the level of each component of the ASA—GSH 

cycle of Chinese cabbage seedlings were all decreased．A— 

mong the different treatments，25％ biogas fluid plus 75％ 

nutrient solution treatment had a better effect on the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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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hinese cabbage seedlings，promoted the ASA—GSH cycle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and might play a role in improving 

the cability of antioxidant defense． 

Key words： water hyacinth fermentation biogas fluid；Brassica chinensis L．；ascorbate；glutathione 

利用水生高等植物治理和修复受污水体已成 

为控制水体富营养化发展最快的一种手段 ，水 

葫芦 (Eichhornia crassipes)是研究最早 、最深入 ，也 

是实际生态修复工程中应用较广的水生植物 j。 

但由于水葫芦在适宜条件下生长繁殖极快 ，如果 

不能被及时打捞处置，极易造成生态灾害。通过 

厌氧发酵技术将水葫芦残体进行能源化利用已成 

为水葫芦资源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维生素 C 

又叫抗坏血酸 (ascorbicacid，ASA)是植物和大多 

数动物体内一种重要的抗氧化剂，是蔬菜作物重 

要的营养指标之一l 。谷胱甘肽 (Glutathione， 

GSH)是有效的酶活性调节物质 ，在组织抗氧化能 

力的维持和对氧化还原敏感的信号传导调节中起 

着关键作用。研究表明植物体内维生素 C含量与 

抗坏血酸-谷胱甘肽循环有关，其反应原理如图 1所 

示。首先，由于光合作用、光呼吸或其他氧化胁迫而 

产生的 H 0 可以通过抗坏血酸过氧化物酶 (APX) 

的作用伴随抗坏血酸 (ASA)氧化为单脱氢抗坏血 

酸(MDHA)而得以还原；或者 0。可以通过抗坏血酸 

氧化酶 (AAO)的作用伴随ASA氧化为 MDHA而得 

以还原；MDHA既可在单脱氢 抗坏血酸还原 酶 

(MDHAR)的作用下还原为 ASA，也可发生非酶歧 

化反应 (None—enzymatic disproportionation)生成脱 

氢抗坏血酸 (DHA)。而 DHA通过抗坏血酸一谷胱 

甘肽循环还原成 ASA并最终使H：O。、0 得以清除， 

其中，DHA还原酶 (DHAR)和谷胱甘肽还原 酶 

(GR)参与了该循环过程 ” 。 

已有研究表明，有机发酵沼液因含有水溶性氮、 

磷、钾及各种微量元素、氨基酸、维生素等物质可以 

改善作物品质，如维生素，可溶性糖等 14j。目前有 

关水葫芦发酵沼液对作物品质改良以及体内谷胱甘 

肽一抗坏血酸循环影响的研究鲜有报道。青菜是中 

国日常消费量较多的一种蔬菜，本试验即以青菜为 

材料，拟探明不同浓度沼液对青菜幼苗生长和抗坏 

血酸一谷胱甘肽循环的影响，以期为进一步研究水葫 

芦沼液对青菜幼苗体内抗坏血酸含量的影响提供基 

础资料，从而为水葫芦发酵沼液的资源化利用提供 

理论性依据。 

GSH 

GSSG 

图1 植物体内的抗坏血酸·谷胱甘肽循环 

Fig．1 Ascorbate-glutathione cycle in plant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试验材料为青菜(绿领矮抗 1号)，购 自江苏明 

天种业科技有限公司；水葫芦发酵沼液取自江苏省 

农业科学院水葫芦发酵基地，经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综合测试中心测定，沼液中总氮含量为 740 me,／kg， 

总磷 含 量 为 220 mg／kg，速效 钾 含 量 为 152．3 

mg／kg，pH值为 7．02(经测定沼液的基本成分随着 

时间改变 )。 

1．2 方法 

1．2．1 水葫芦沼液处理青菜的方法 青菜种子用 

0．3％的 H，0，消毒24 h，用蒸馏水洗净后挑选均一、 

饱满的种子置于铺有滤纸的培养皿 (直径 15 CII1) 

中，5 d后挑选长势一致的青菜幼苗，置于铺3层滤 

纸的培养皿中开始处理，每皿50株。以霍格兰营养 

液作为对照(CK)，沼液的用量分别为：25％沼液+ 

75％霍格兰营养液 (Z一25％)、50％沼液+50％霍格 

兰营养液 (Z一50％)、75％沼液+25％霍格兰营养液 

(z-'15％)、全沼液(Z一100％)，化肥组(F，即分别用 

尿素、K HPO 、K SO 配置与沼液所含 N、P、K量一 

致)，每个处理设置 3个重复。各处理青菜幼苗在 

光照培养箱中进行培养，光照时间 12 h，温度(25± 

1)oC，处理第 1 d各培养皿中加入 20 m1不同处理 

液，使滤纸完全湿润，此后每天补充等量溶液以保持 

处理浓度恒定，处理 10 d后开始测定相关指标。 

1．2．2 青菜株高和鲜重的测定 试验结束后，每个 

培养皿中随机挑取5棵生长状况较一致的幼苗，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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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株高和鲜重。 

1．2．3 抗坏血酸和谷胱甘肽含量的测定 还原型 

抗坏血酸 (ASA)、脱氢抗坏血酸 (DHA)和总抗坏 

血酸 (ASA+DHA)含量参照 Zhang等 的方法测 

定  ̈。称取 l g青菜叶片在4℃下于5％的偏磷酸 

中研磨成匀浆，然后于4℃下22 000 g离心 15 rain， 

收集上清液用于总抗坏血酸和 ASA含量的测定。 

取0．3 ml上清液，加入 0．75 ml含 5 mmol／L EDTA 

的磷酸缓冲液 (150 mmol／L，pH 7．4)和 0．15 ml 10 

mmol／L的DTT。室温下放置 10 rain后加入0．15 ml 

5％ N一乙基马来酰亚胺以消除多余的 DTF，然后加 

入 0．6 ml的 10％三氯乙酸 (TCA)、0．6 ml的 44％ 

正磷酸溶液 、0．6 ml的4％双吡啶酒精 (70％)溶液 

和0．15 ml的0．3％ (质量体积比)FeC1 溶液，混匀 

后 40℃水浴40 rain，测 525 nm处的吸光值即为总 

抗坏血酸的含量。ASA的测定过程中 0．3 ml水代 

替 DTF和 N 乙基马来酰亚胺，其余操作步骤如上所 

述。DHA为总抗坏血酸与 ASA的差值。氧化型谷 

胱甘肽(GSSG)含量参照 Brehe and Burch的方法测 

定 。还原型谷胱甘肽(GSH)含量参照 Ellman的 

方法测定 。 

1．2．4 抗坏血酸一谷胱甘肽循环相 关酶活性的测定 

抗坏血酸氧化酶AAO酶活性参照 Esaka等的方法 

测定 。取 2 g叶片，加 10 ml预冷的50 mmol／L 

磷酸缓 冲液 (pH 7．0，含 1 mmol／L抗坏血 酸、1 

nlmol／L EDTA、2％ PVP、0．25％ TritonX一100)研磨 ， 

于4 cc下 16 000 g离心 20 min，上清液即为酶液。 

表1 不同沼液用量对青菜幼苗株高和鲜重的影响 

取上清液0．12 ml，加入 3 ml含2．88 ml磷酸缓冲液 

(pH 7．0，0．5 mmoL／L抗坏血酸)的反应液，以不加 

酶液为对照，记录 OD 。。的变化。抗坏血酸过氧化物 

酶 (APX)、脱氢抗坏血酸还原酶 (DHAR)和单脱氢 

抗坏血酸还原酶 (MDHAR)的活性测定参照 dePinto 

等方法进行  ̈。粗酶提取方法同上，以 1 rain内吸 

光值变化0．01为 1个酶活性单位(U)。 

1．3 数据统计分析 

利用 EXCEL和 SPSS16．0进行数据处理和显著 

性分析。 

2 结 果 

2．1 水葫芦沼液对青菜幼苗生长的影响 

表 1显示：处理 10 d后，随着沼液用量的升 

高，青菜幼苗的株高和鲜重均逐渐减小，其中处理 

组 z一25％青菜幼苗株高和鲜重最高，株高比对照 

增加 4．7％ ，达显著水平，鲜重与对照相比没有显 

著差异；处理组 Z一50％青菜幼苗株高与对照相比 

没有显著差异，鲜重与对照相比显著减少；处理组 

z一75％和 Z一100％(全沼液组)与对照组相比青菜 

幼苗株高分别减少 17．1％和 28．8％，鲜重分别减 

少7．1％和 13．1％ 。较高沼液用量处理不利于青 

菜幼苗生长，这可能是由于与营养液相比，水葫芦沼 

液不 能提 供作 物 生长 所需 的足 够 营养。但 是 

Z一100％处理青菜株高和鲜重均比化肥组高，株高与 

化肥组 相 比增加 4．7％，达显著水 平，鲜重增加 

10．3％，亦达显著水平。 

Table 1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biogas fluid on plant height and flesh weight of Chinese cabbage seedlings 

CK、z_25％、z_50％、Z-75％、Z一100％、F分别表示霍格兰营养液、25％沼液+75％霍格兰营养液、50％沼液+5O％霍格兰营养液 、75％沼液+25％ 
霍格兰营养液、100％沼液、化肥。横栏中不同字母表示处理问差异达0．05显著水平。 

2．2 水葫芦沼液对青菜叶片抗坏血酸含量的影响 

总抗坏血酸(Total V )、ASA、DHA的测定结果 

(表 2)显示：处理 10 d后，处理组 Z一25％青菜幼苗 

叶片的总抗坏血酸含量最高，比对照提高 10．5％， 

差异达显著水平，此处理中 ASA和 DHA含量也最 

高，但 ASA含量与对照相比没有显著性差异，DHA 

含量与对照相比差异显著，比对照提高 12．3％；处 

理组 Z一50％、Z-75％和 Z一100％的总抗坏血酸、DHA 

和 ASA含量均比对照显著下降，其中 Z．100％ 处理 

的总抗坏血酸含量、DHA含量和 ASA含量分别 比 

对照下降 41．3％、40％和 42．7％；Z一100％处理组与 

化肥组相比总抗坏血酸、ASA、DHA含量都增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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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坏血酸含量增加 6．8％，达显著水平，ASA、DHA 含量则没有显著差异。 

表2 不同沼液用量对青菜幼苗叶片抗坏血酸含量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biogas fluid on ASA content in Chinese cabbage seedling leaves 

处理及方差分析见表 1注。 

2．3 水葫芦沼液对青菜叶片抗坏血酸循环中酶活 

性的影响 

图2显示：APX、MDHAR和 DHAR酶活性均随 

着沼液用量的增加而降低，其中Z一25％处理的酶活 

性均最高，AAO酶活性则随沼液用量的增加而呈先 

降低后增高，继而又降低，z一50％处理的AAO酶活 

性最高。图 2还显示 ：对于 APX和 DHAR活性，处 

理组 Z-25％与对照相比均有显著差异，化肥组比z一 

100％处理组酶活性都降低，但差异不显著；对于 

APX活性，除 Z一100％处理与对照相比没有显著性 

处理 

处理 

差异外，其他不同沼液用量处理与对照相比均有显 

著差异；但是处理对于 AAO活性，Z一50％处理与对 

照相比差异显著，化肥处理组与对照相比显著降低， 

而 Z一25％、Z-75％和 Z．100％处理与对照相比则差 

异不显著；APX和 AAO活性的变化影响了 ASA与 

MDHA之 间的转化，但是对 于 MDNAR活性，z一 

25％、z一50％、Z-75％和z．100％处理与对照相比均 

没有显著性差异，化肥处理组与 z一100％处理相比 

有所降低，但差异不显著。 

， 、

5 

4 

s 

萤z 
1 

O 

CK Z 25％ Z一50％ Z一75％ Z一1O0％ F 

处理 

处理 

处理见表l注；同一酶活性内不同字母表示差异达0．05显著水平。 

图2 不同沼液用量对青菜叶片抗坏血酸氧化酶(AAO)、抗坏血酸过氧化物酶(A )、脱氢抗坏血酸还原酶(DHAR)和单脱抗坏血酸还原 

酶(MDHAR)的影响 

Fig．2 Effects of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biogasfluid onthe activities ofascorbate oxidase(aAO)，ascorbic acid peroxidase(APX)，de_ 

hydroascorbate reductase(DHAR)and m0nodehydr0asc0rhate reductase(MDHAR)in Chinese cabbage seedling lea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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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水葫芦沼液对青菜幼苗叶片谷胱甘肽含量和 

谷胱甘肽还原酶活性的影响 

表 3显示：随着沼液用量的增加，GSSG和 GSH 

含量逐渐降低 ，Z一25％和 Z-50％处理的 GSSG含量 

分别比对照增加 10％和 9．3％，Z-75％和 Z一100％ 

处理与对照相比显著降低；对于 GSH含量，z一25％ 

和Z．50％处理与对照相比无显著差异，Z-75％和 z一 

100％处理的 GSH含量与对照相比降低 16．0％和 

37．5％，差异达显著水平 ；Z一100％处理组与化肥处 

理组相比 GSSG和 GSH含量均较高，但差异不显 

著。图 3显示：GR活性也随着沼液用量增加而下 

降，其中Z．25％处理比对照增加6．3％，但 Z-25％和 

z．50％处理与对照相比并无显著差异；Z-75％和 z一 

100％处理与对照相比则显著降低；Z一100％处理组 

比化肥处理组酶活性显著增加。 

表3 不同沼液用量对青菜幼苗叶片 GSSG和 GSH含量的影晌 

Table 3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biogas fluid on GSSG and GSH contents in Chinese cabbage seedling leaves 

处理及方差分析见表 1注。 

嫂 
避 

蔷 薹㈣ 
处理见表 1注。不同字母表示差异达 0．05显著水平。 

图3 不同浓度沼液对谷胱甘肽还原酶(GR)的影响 

Fig．3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biogas fluid on the 

activity of glutathione reductase(GR)in Chinese cab- 

bage seedlings 

3 讨 论 

由于沼液中含有的 N、P、K较少，所以本试验设 

计了沼液与营养液配合使用。在正常产气的沼气池 

中，发酵沼液中的可溶性物质只有很少部分为原料 

中残留的，大部分是随着发酵过程逐渐产生的，这些 

新产生的可溶性物质主要有分子量不等的有机物及 

各种离子，有机物中已经测出各种氨基酸、维生素、 

蛋白质、赤霉素、生长素、糖类、核酸等，大部分是属 

于对作物生长发育具有调控作用的生理活性物 

质 J。本试验结果表明，处理组 Z．25％青菜幼苗的 

株高和鲜重最高，可能是由于水葫芦沼液中含有的 

生理活性物质可以促进植物生长；而当沼液浓度逐 

渐增大时，青菜幼苗因缺乏足够的N、P、K等营养元 

素，生长状况便越来越差。使用水葫芦发酵沼液做 

为作物有机肥，应控制好浓度或与其他肥料配合使 

用。但是沼液组青菜的长势和酶活性都比化肥组有 

所增加，说明沼液中除了 N、P、K外，已经测出的有 

机物中的生理活性物质起到了促进作物生长发育的 

作用。 

有研究表明，还原型谷胱甘肽 (GSH)是胞内 

代谢过程和植物遭受氧化胁迫时产生的过氧化物的 

有效清除剂之一，机体内的 GSSG可以转化为 GSH， 

从而可增强植物对环境胁迫的抵抗。在植物体内， 

GR通过使胞内谷胱甘肽库保持在还原状态而在氧 

化胁迫响应中具有重要作用 。另外很多研究表 

明植物体内抗氧化防御系统与抗坏血酸 谷胱甘肽 

循环有关，当植物受到环境中一些因素胁迫时，抗坏 

血酸一谷胱甘肽循环中酶活性的变化已经被作为植 

物受到胁迫的一个标志 ]。本试验结果可以看 

出，Z一25％处理青菜幼苗叶片中的总维生素 C含量 

最高，进一步测定整个循环中 DHA、ASA含量和 

APX、AAO、DHAR、MDHAR活性，最后结果显示 z． 

25％处理中抗坏血酸-谷胱甘肽循环中各成分含量 

或活性均最高，GSSG和 GSH含量都增加，GR酶活 

也增强。表明 Z一25％处理促进了青菜幼苗体内抗 

坏血酸一谷胱甘肽循环，但是由于化肥处理组与 z． 

100％处理组相比，不仅长势差，而且抗坏血酸一谷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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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肽循环内的酶活性都低。所以我们推断沼液中存 

在着诱导蔬菜产生抗氧化剂的物质，而并非作物胁 

迫条件下的一种反应，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也进一 

步说明一定浓度的水葫芦沼液可能对提高青菜抗氧 

化防御能力有一定作用。 

本研究初步探讨了水葫芦发酵沼液对作物体内 

抗坏血酸一谷胱甘肽循环的影响，结果显示施用适宜 

用量沼液可以提高青菜体内的维生素 C含量，还可能 

提高青菜的抗氧化防御能力。在生产实践中根据作 

物需要可与化肥或营养液等一起施用，从而提高作物 

产量。本研究只探讨了水葫芦发酵沼液对作物体内 

谷胱甘肽一抗坏血酸循环的影响，有关其影响机制及 

沼液如何改善作物品质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 李芳柏，吴启堂．漂浮栽培美人蕉蕹荣等植物处理化粪池废 

水[J]．农村生态环境，1997，13(1)：25-28，41． 

[2] 宋祥甫，邹国燕，吴伟明，等 浮床水稻对富营养化水体中 

氮 、磷的去除效果及规律研究[J]．环境科学学报，1998，18 

(5)：489494． 

[3] 司友斌，包军杰，曹德菊，等．香根草对富营养化水体净化效 

果研究[J]．应用生态学报，2003，14(2)：277-279． 

[4] 严以新，操家顺，李欲如．冬一春季节浮床技术净化重污染河 

水的动态试验研究[J]．河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 

34(2)：1 19-I22． 

[5] 田立 民，王晓英．芦苇和香蒲对 富营养化水体的净化效果 

[J]．江苏农业科学，2010(4)：409411． 

[6] GUNNARSSON C C，PETERSEN C M．Waterhyacinths as a re— 

source in agrieuhure and energy production：a literature review 

[J J．Waste Management，2007，27(1)：117—129． 

f7] 叶小梅，周立祥 ，严少华，等．水葫芦厌氧发酵特性研究[Jj． 

江苏农业学报，2009，25(4)：787-790． 

[8] 刘海琴，宋 伟，姜继辉，等．控温和添加垃圾液列水葫芦发酵 

效果影响的研究[J]．江苏农业科学，2009(3)：374．376． 

[9] 王洪政，沈振国．根系抗坏血酸在小麦幼苗铝耐性中的作用 

[J]．西北植物学报，2006，26(4)：753-758． 

[10]宋玉萍，李 英 ，高红亮，等．不结球 白菜维生素 C积累与相 

关酶活性研究 [J]．西北植物学报，2007，27(11)：2240- 

2244． 

[1 1]NOCTOR G，FOYER C HJ Ascorbate and glutathione：keeping 

active oxygen under control[J]．Annu Rev Plant Physiol Plant 

Mol Biol，1998，49：249-279． 

[12]安华明，陈力耕，樊l『J围，等．高等植物中维生素C的功能、合 

成及代谢研究进展[J]．植物学通报，2004，21(5)：608-617． 

[13]李 轶，张 振．沼液对番茄果实品质的影响[J]．中国沼气， 

2001，19(1)：3746． 

[14]NIE Z J，HU C X，SUN X C，et a1．Effects of molybdenum on a— 

scorbate—glutathione cycle metabolism in Chinese cabbage(Brassi— 

ca campestris L．ssp．pekiner~is)[J]．Plant Soil，2007，295： 

13 1． 

[15]ZhANG J，KIRKHMAM M B．Antioxidant responses to drought in 

sunflower and sorghum seedling[J]．New Phytol，1996，132： 

36】一373． 

[16]BREHE J E，BURCH H B Enzymatic assay for glutathione[J]． 

Anal Bioehem ，1976，74：189—197． 

[17]ELLMAN G L．Tissue sulfl~ydryl groups[J]．Arch Biochem Bio— 

phys，1959，82：70—77． 

[18]ESAKA M，HAT TORI T，FUJISAWA K，et a1．Molecular elo— 

ning and nueleotide sequence of full--length cDNA for ascorbate OK-- 

idase from cultured pumpkin cells[J]．European Journal of Bio— 

chemistry，1990，191：53％ 541． 

[19]DEPINTO M c，FRANCIS D，DE GARA L．The redox state of a— 

seorbate dehydro-ascorbate pair as a specific sensor of cell division 

in tohaeo BY-2 cells[J]．Protoplasma，1999，209：90-97． 

12O]许政良，刘爱民．果园施用沼液肥效果佳[J]．现代园艺， 

2007(4)：37． 

[21]ChEN G，NIAN F z．Effect of B，Mo on fatty acid component of 

Brassica nupus[J]．Chinese J Oil Crop Science，2004，26：69—71． 

[22]ZHAO J，BAI Q Y Alleviation of nitrate accumulation in vegeta— 

bles by application of molybdenum[J]．Agro—environmental Pro— 

tection，2001，20：238—239． 

[23]MAY M J，VERNOUX T，LAVER C，et a1．Glutathione borneo— 

stasis in plant：Implications for environmental sensing and plant 

development[J]．J Exp Bot，1998，49：649-667． 

[24]HERNANDEZ J A，CORPAS F J，GOMEZ M，et a1．Salt induced 

oxidative stress mediated by activated oxygen species in pea leaf 

mitochondria[J]．Plant Physiol，1993，89：103—110． 

[25]BI OKH1NA 0，VIROLAINEN E，FAGERSTEDT K V．Antioxi- 

dants oxidative damage and oxygen deprivation stress：a review 

[J]．Ann Bot，2003，91：179—194． 

[26]DRALKIEWICZ M，SKORZYESKA—POLIT E，KRUPA z．Re— 

sponse of aseorbate—glutathione cycle to excess copper in Arabidop— 

sis thaliana(L．)[J]．Plant Sci，2003，164：195-202 

[27 J KARPINSKI S，ESCOBAR C，KARPINSKA B，et a1．Photosyn— 

thetic electron transport regulates the expression of cytosolic asc0r- 

hate peroxidase genes in Arabidopsis during excess light stress 

[J]．Plant Cel，1997，9：627-6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