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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重金属污染盐渍化土壤已成为世界性的环境问题，利用盐生植物进行修复具有良好的环境与经济效益，但如
何提高盐生植物修复效率的研究尚较少。采用盆栽试验方法，通过向土壤中施加氯化钠和氯化镉溶液分别模拟无污染非盐渍
化土壤（Cd0S0）、NaCl 型盐渍化土壤（Cd0S4）、重金属 Cd 污染土壤（Cd3S0）、重金属 Cd 污染 NaCl 型盐渍化土壤（Cd3S4），
研究施加乙二胺四乙酸（EDTA）和生物质炭对盐地碱蓬生长、离子平衡、Cd 和 Na+吸收的影响。结果显示，与 Cd0S0 相比，
Cd0S4 处理盐地碱蓬地上部干物质量显著增加 115.5%～341.7%；与 Cd0S4 相比，Cd3S4 处理盐地碱蓬地上部干物质量显著
降低 62.8%～84.4%，生物质炭使 Cd3S0 处理盐地碱蓬总干物质量显著增加 328.6%。与 Cd0S0 或 Cd3S0 相比，Cd0S4 和 Cd3S4
处理盐地碱蓬地上部及根部 K+/Na+、Ca2+/Na+、P/Na+显著降低；生物质炭显著增加了 Cd3S0 处理盐地碱蓬地上部 P/Na+和根
部 K+/Na+、P/Na+。与 Cd0S4 相比，Cd3S4 处理盐地碱蓬地上部和根部 Na+浓度显著增加 32.5%～94.5%，而盐地碱蓬地上部
和根部 Na+含量显著降低 21.3%～90.9%；与 Cd3S0 相比，Cd3S4 处理盐地碱蓬地上部 Cd 浓度和含量分别显著增加 135.8%～
223.6%和 132.4%～471.5%。施加 EDTA 和生物质炭使 Cd3S4 处理盐地碱蓬地上部 Na+浓度显著增加 38.6%、56.0%，Na+含
量增加 199.6%、289.3%，Cd 含量显著增加 133.4%、173.4%。研究表明，在 Cd 污染 NaCl 型盐渍化土壤中施用 EDTA 和生
物质炭可促进盐地碱蓬地上部对 Cd 和 Na+的吸收积累，有助于提高植物修复效率，可为重金属污染盐渍化土壤修复提供基
础数据和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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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With accelerated urbanizati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excessive uti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chemicals,
the globe has witnessed soils in a number of regions or areas being salinized and polluted with heavy metals simultaneously. At
present, heavy metal-polluted salinized soil has become a worldwide environmental problem. Phytoremediation of heavy
metal-polluted salinized soil with halophytes demonstrates benign environmental and good economic benefits. However, little can
be found in the literature about how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soil remediation with halophytes. The present research is to
investigate effects of two remediation agents on remediation of heavy metal-polluted salinized soil with halophytes. 【Method】A
pot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in greenhouse under natural light. Halophyte Suaeda Salsa was selected as the test plant in the
experiment. Four types of soils were simulated by amending the soil with sodium chloride and cadmium chloride solutions
separately into 1) soil Cd0S0 (0 mg·kg–1 Cd and 0 g·kg–1 NaCl); 2) Soil Cd0S4 (0 mg·kg–1 Cd and 4 g·kg–1 NaCl); 3) Soil Cd3S0
(3 mg·kg–1 Cd and 0 g·kg–1 NaCl) and 4) Soil Cd3S4 (3 mg·kg–1 Cd and 4 g·kg–1 NaCl). The experiment was laid out in a
2×2×3-factor randomized complete block design (0 and 3 mg·kg–1 Cd; 0 and 4 g·kg–1 NaCl; 0 and 4 mmol·kg–1 ethylene diamine
tetraacetic acid (EDTA) and 15 g·kg–1 biochar). The aim of the experiment was to investigate effects of EDTA and biochar on
growth, ion balance, and Cd and Na+ uptake and accumulation of the Suaeda salsa grown in cadmium-polluted sodium chloride
salinized soil. 【Result】Results show that dry weight of Suaeda salsa shoot was 115.5%-341.7% higher in Treatment Cd0S4 than
in Treatment Cd0S0, but 62.8%-84.4% lower in Treatment Cd3S4 than in Treatment Cd0S4. With application of biochar, total dry
weight of the Suaeda salsa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by 328.6% in Treatment Cd3S0. K+/Na+, Ca2+/Na+ and P/Na+ ratios in shoot
and root of the Suaeda salsa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Treatments Cd0S4 and Cd3S4 as compared to that in Treatment Cd0S0 or
Cd3S0. Application of biochar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P/Na+ ratio in shoot and K+/Na+ and P/Na+ ratios in root of the Suaeda
salsa in Treatment Cd3S0. Na+ concentration in shoot and root of the Suaeda salsa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by 32.5%-94.5%, while
Na+ content in shoot and root of the Suaeda salsa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by 21.3%-90.9% in Treatment Cd3S4 as compared to
that in Treatment Cd0S4. Cd concentration and content in shoot of the Suaeda salsa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by 135.8%-223.6%
and 132.4%-471.5%, respectively, in Treatment Cd3S4 compared to that in Treatment Cd3S0. Application of EDTA and biochar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Na+ concentration by 38.6% and 56.0%, Na+ content by 199.6% and 289.3%, and Cd content by 133.4%
and 173.4% in shoot of the Suaeda salsa in Treatment Cd3S4, respectively.【Conclusion】Results suggest that applications of
EDTA and biochar significantly promote uptake and accumulation of Cd and Na+ in shoot of the Suaeda salsa grown in
cadmium-polluted sodium chloride salinizd soil and improve efficiency of the phytoremediation of heavy metal-polluted salinized
soil. All the findings in the research may provide certain basic data and a scientific basis for remediation of heavy metal-polluted
salinized soil.
Key words: Cadmium; Salinizd soil; EDTA; Biochar; Suaeda salsa

近年来，随着人类活动加剧和农用化学品的大

与甜土植物相比具有较高的生物量和富集盐分的能

量使用，导致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部分干旱半干旱

力 [3] ，同时也具有较强重金属耐受性或积累重金属

地区土壤和沿海及河口滩涂土壤受到重金属污染和

的能力 [4] 。土壤盐分可影响盐生植物对重金属的吸

盐渍化的“双重”影响，使得重金属污染盐渍化土

收转运及耐受性 [5] 。因此，挖掘并使用盐生植物治

壤成为世界性的环境问题 [1] 。与重金属污染非盐渍

理重金属污染盐渍化土壤，具有较好的环境效应和

化土壤相比，盐渍化土壤中的盐分可增加重金属的

经济效益。

迁移性和生物有效性，从而显著改变重金属污染盐
[2]

为了提高土壤的修复效率，通过外源添加土壤修

渍化土壤可导致的环境与健康风险 。但是，由于

复剂强化植物修复效果的研究也逐渐开展起来 [6]。乙

重金属污染盐渍化土壤的复杂性及相关修复技术缺

二胺四乙酸（EDTA）是一种有效的二价金属离子螯

少针对性，使得修复效果十分有限。目前，国内外

合剂，能增加土壤重金属的移动性，可显著提高重

学者逐渐开展了利用盐生植物修复重金属污染盐渍

金属污染土壤的植物修复效率 [7] 。生物质炭是一种

化土壤的研究 [2] 。在盐渍化土壤环境下，盐生植物

来源广泛的土壤改良剂，一方面在盐渍化或重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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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土壤环境中生物质炭可改善土壤理化性质和植

钾 23.4 g·kg–1，制作温度高于 500℃，烧制时间约为

物营养状况 [8]，提高植物对逆境胁迫的抗性 [9]，可加

4 h。供试土壤采自呼和浩特市苗圃区（40º48´N，

速土壤中盐分的浸出，对于改良盐渍化土壤具有巨

111º43´E），采样深度为 0～20 cm，自然风干过 2 mm

[10]

；另一方面生物质炭具有巨大的比表面

土 壤 筛 ， 理 化 性 质 见 表 1 ， 重 金 属 Cd 浓 度 为

积，可固持和吸附土壤中的重金属并降低其有效态

0.084 mg·kg–1，水溶性盐含量为 0.25 g·kg–1。通过向

含量，从而减轻重金属对植物的毒害作用 [11]。目前，

采集的无污染非盐渍化土壤（Cd0S0：0 mg·kg–1Cd，

国内外有关利用 EDTA 和生物质炭促进盐地碱蓬修

0 g·kg–1NaCl ） 中 施 加 氯 化 钠 （ NaCl ） 和 氯 化 镉

复重金属污染盐渍化土壤的研究尚较少 [2] ，并且二

（CdCl2 ）溶液模拟 NaCl 型盐渍化土壤（Cd0S4：

者对重金属污染盐渍化土壤修复的作用机理也不尽

0 mg·kg–1Cd，4 g·kg–1NaCl）、重金属 Cd 污染土壤

相同，其相关研究对于强化重金属污染盐渍化土壤

（Cd3S0：3 mg·kg–1Cd，0 g·kg–1NaCl）和重金属 Cd

的植物修复效率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应用价值。

污染 NaCl 型盐渍化土壤（Cd3S4：3 mg·kg–1Cd，

大的潜力

4 g·kg–1NaCl）。将土壤混合均匀后装在圆形花盆中，

本研究采用盆栽试验法，模拟重金属镉（Cd）
污染 NaCl 型盐渍化土壤，研究施加 EDTA 和生物

在室温保持 80%田间持水量老化四周后使用。

质炭两种修复剂对重金属污染盐渍化土壤中盐地碱

1.2

试验设计

蓬生长、离子平衡、盐分离子和重金属镉吸收、积

盆栽试验在内蒙古大学玻璃温室内完成。试验

累的影响，探讨修复剂的施加对盐地碱蓬修复 Cd

设置 4 种不同类型的土壤基质，分别为无污染非盐

污染 NaCl 型盐渍化土壤的影响，旨在为重金属污染

渍化土壤（Cd0S0）、NaCl 型盐渍化土壤（Cd0S4）、

盐渍化土壤的修复提供基础数据和技术支持。

重金属 Cd 污染土壤（Cd3S0）和重金属 Cd 污染 NaCl
型盐渍化土壤（Cd3S4）；每种土壤基质设置对照和

1

材料与方法

施加两种修复剂处理，分别为不添加修复剂对照处
理（CK）、添加 EDTA（4 mmol·kg–1）、生物质炭（BC，

1.1

15 g·kg–1）处理。每个处理设置 4 个重复，共计 48

供试材料
供试植物为盐地碱蓬（Suaeda salsa），种子采

盆，随机排列。培养容器为圆形塑料花盆（上口径

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播种前，挑选大

16.5 cm×下口径 10.5 cm×高度 13 cm），内衬灭菌

小均一饱满的种子，用 10%H2O2 消毒 10 min。供试

塑料自封袋，每盆装老化四周后的土壤 2 kg，种植

修复剂 EDTA（分析纯，天津市永大化学试剂开发

前将生物质炭与土壤均匀混合。每盆播种消毒后的

中心）购于鑫业鸿程试剂耗材公司；生物质炭购于

盐地碱蓬种子 100 颗，生长 10 d 后间苗，保留 4 株

江苏省溧阳市德胜活性炭厂，由水稻秸秆烧制。生

长势相近的植株。在植物收获前一周以溶液的形式

物质炭的技术指标：外观为粉末状，粒度为 150～

分 2 次添加 EDTA 至设置浓度 [12]。试验期间自然采

200 目，pH 为 10.57，比表面积大于 400 m2·g–1，铁

光，采用称重法浇水以维持植物生长期土壤基质含
水量为田间最大持水量的 100%。出苗之日起，生长

–1

盐小于 0.1%，堆积比重低于 450 mg·L ，水分低于
–1

–1

75 d 后收获盐地碱蓬植物样品。

–1

10%，总碳 538.2 g·kg ，氮 13.8 g·kg ，磷 3.0 g·kg ，
表1
Table 1
土壤类型

电导率 EC

Soil type

/（μS·cm–1）

栗钙土

①

88.60

有机质
pH Organic matter
–1

/（g·kg ）
7.66

13.9

供试土壤基本理化性质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of the soil
全氮

全磷

全钾

有效氮

有效磷

速效钾

Total N

Total P

Total K

Available N

Available P

Readily available K

–1

–1

–1

–1

/（g·kg ） /（g·kg ） /（g·kg ） /（mg·kg ）
0.8

0.7

18.3

①Chestnut Soil

http://pedologica.issas.ac.cn

40.50

–1

/（mg·kg ）

/（mg·kg–1）

3.93

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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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制备与分析

Cd0S4、Cd3S0 和 Cd3S4 处理土壤速效钾浓度分别

自 茎基部将盐 地碱蓬地上 部剪下，用 蒸馏水

显著增加了 33.7%～98.2%（P<0.05）；施加生物质

反复多次冲洗茎叶和根系， 70℃烘干后称重。粉

炭处理时，Cd3S4 与 Cd0S0、Cd0S4、Cd3S0 处理相

碎植物样品，称取 0.5 g 加入 5 mL 超净高纯 HNO 3

比显著增加了土壤速效钾浓度（P<0.05）。与 CK 相

（BV-Ⅲ）在 120℃开放式消煮 96 h。利用电感耦

比，施加 EDTA 使得 Cd3S0 处理可提取态 Cd 浓度

合 等 离 子 体 发 射 光 谱 仪 （ ICP-OES ， Optima

显著增加了 20.8%；在对照 CK 组，Cd3S4 与 Cd3S0

7000DV，PerkinElmer，美国）测定消煮液中磷（P）、

相比，NaCl 处理使得可提取态 Cd 浓度显著增加了

钾（K）、钙（Ca）、镁（Mg）和钠（Na）浓度，电感

41.7%（P<0.05）。

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ICP-MS，DRCE，PerkinElmer，

2.2

1.3

美 国）测 定消 煮液中 重金 属 Cd 浓度 。采用 纳氏

的影响

试 剂比色 法测 定土壤 有效 氮含量 ，混 合溶液 提取
-电 感 耦 合 等 离 子 体 发 射 光 谱 法 测 定 有 效 磷 和 速
[13]

修复剂对镉污染盐渍化土壤中盐地碱蓬生长
施加两种修复剂对镉污染盐渍化土壤中盐地碱

蓬生长的影响，如表 3 所示。无论是否施加修复剂，

。可提 取态镉 的测定 ：在 离心管 中称

Cd0S4 与 Cd0S0 相比，NaCl 处理均使得盐地碱蓬

取 2.5 g 风干 土，加入 25 mL 乙 酸 铵 -EDTA 萃取

地上部干物质量和总干物质量分别显著增加了

液（0.5 mol·L–1 CH3COONH4，0.5 mol·L–1 CH 3 COOH，

115.5% ～ 341.7% 和 66.6% ～ 327.7% （ P<0.05 ）；

0.02 mol·L –1 Na 2 EDTA，pH 4.65），室温振荡 1 h

Cd3S4 与 Cd0S4 相比，镉胁迫均使得盐地碱蓬地上

后离心，上清液过 0.45 μm 滤膜，ICP-MS 测定可

干物质量和总干物质量分别显著降低了 62.8%～

提取态 Cd 浓度。

84.4%和 66.6%～86.0%（P<0.05）。与 CK 相比，

效 钾含量

1.4

数据分析

仅施加生物质炭使得 Cd3S0 处理盐地碱蓬根部干

使用 Excel 2013 计算所有数据的平均值及标准

物 质 量 和 总 干 物 质 量 分 别 显 著 增 加 了 1133% 和

误差，使用 SPSS 24.0 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使用

328.6%（P<0.05）。

Origin 2017 函数绘图软件制图。邓肯新复极差检验

2.3

法（Duncan’s test）检验各处理平均值之间的差异显

修复剂对镉污染盐渍化土壤中盐地碱蓬离子
平衡的影响

著性（P<0.05），采用多因素方差分析盐分、重金属

施加两种修复剂对镉污染盐渍化土壤中盐地碱

和修复剂的作用及三者交互作用对相关测定指标的

蓬植株离子平衡的影响，如表 4 所示。无论是否施

影 响 。 应 用 皮 尔 森 相 关 分 析 （ Pearson correlation

加修复剂，与 Cd0S0 或 Cd3S0 相比，Cd0S4 处理盐

analysis），研究植物地上部和根部 Cd 浓度与土壤环

地 碱 蓬 地 上 部 K+/Na+ 、 Ca2+/Na+ 、 P/Na+ 和 根 部

境因子（土壤电导率 EC、pH、有效氮、有效磷、

K+/Na+ 、Ca2+/Na+ 均显著降低（P<0.05）；不施加修

速效钾、可提取态 Cd 浓度）的关系。

复剂 CK 和施加 EDTA 处理组，与 Cd0S0 或 Cd3S0
相比，Cd3S4 处理盐地碱蓬地上部 K+/Na+、Ca2+/Na+、

2

结 果

P/Na+和根部 K+/Na+、Ca2+/Na+均显著降低（P<0.05）；
施加生物质炭时，Cd3S4 与 Cd0S0 或 Cd3S0 处理相

2.1

修复剂对镉污染盐渍化土壤有效养分和可提

比，盐地碱蓬地上部和根部 K+/Na+、Ca2+/Na+、P/Na+

取态镉浓度的影响

均显著降低（P<0.05）。与 CK 相比，施加 EDTA 显

施加两种修复剂对镉污染盐渍化土壤有效氮、

著增加 Cd0S0 处理盐地碱蓬根部 Ca2+/Na+，施加生

磷、钾和可提取态镉浓度的影响，如表 2 所示。与

物质炭显著增加 Cd0S0 处理盐地碱蓬地上部和根部

CK 相比，施加生物质炭使得 Cd0S0、Cd0S4、Cd3S0

K+/Na+、P/Na+；施加 EDTA 使得 Cd3S0 处理盐地碱

和 Cd3S4 处理土壤有效磷浓度显著增加了 67.1%～

蓬地上部 K+/Na+、Ca2+/Na+显著下降（P<0.05），施

188.9%；施加生物质炭处理时，Cd3S4 与 Cd0S0、

加 生 物 质 炭 使 得 Cd3S0 处 理 盐 地 碱 蓬 地 上 部

Cd0S4、Cd3S0 处理相比显著增加了土壤有效磷浓

Ca2+/Na+ 显著降低（P<0.05），地上部 P/Na+ 及根部

度（P<0.05）。与 CK 相比，施加生物质炭使得 Cd0S0、

K+/Na+、P/Na+均显著增加（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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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修复剂处理下镉污染盐渍化土壤有效氮、磷、钾和可提取态镉含量

Effects of the two remediation agents on available N，P and K and extractable Cd in Cd-polluted salinized soil

重金属处理

盐处理

修复剂

Heavy metal treatment

Salt treatment

Remediation agents

Cd0

S0

S4

S0

S4

有效磷

速效钾

可提取态镉

Available N

Available P

Readily available K

Extractable Cd

/（g·kg–1）

/（g·kg–1）

/（g·kg–1）

/（mg·kg–1）

CK

8.45±0.45a

4.22±0.08ef

57.23±0.49f

0.02±0.00d

EDTA

7.83±0.09a

4.32±0.16ef

77.73±1.65e

0.03±0.00d

BC

8.94±1.06a

7.05±0.52bcd

80.94±1.03cd

0.02±0.00d

CK

8.94±0.78a

2.52±0.08f

63.66±1.34ef

0.02±0.00d

10.27±0.96a

3.68±0.23ef

81.03±0.94c

0.03±0.00d

BC

8.78±0.38a

7.28±0.75bc

85.13±4.51c

0.02±0.00d

CK

8.60±0.21a

3.88±0.07ef

53.60±0.69f

2.16±0.15c

EDTA

9.03±0.50a

4.80±0.20def

84.20±1.77c

2.61±0.02b

BC

8.19±0.45a

8.12±0.90b

104.56±7.64b

2.39±0.18bc

CK

7.94±0.35a

5.10±0.10cde

75.95±0.13cd

3.06±0.09a

EDTA

9.10±0.04a

4.45±0.03ef

75.40±0.45cd

2.55±0.12bc

BC

9.18±0.68a

EDTA

Cd3

有效氮

12.80±1.00a

150.57±3.18a

2.35±0.10bc

显著性 Significance
重金属 Heavy metal（H）

NS

NS

***

***

盐 Salt（S）

NS

NS

***

*

修复剂 Remediation agents（R）

NS

**

***

NS

重金属×盐 H×S

NS

NS

***

*

重金属×修复剂 H×R

NS

NS

***

NS

盐×修复剂 S×R

NS

NS

***

**

重金属×盐×修复剂 H×S×R

NS

NS

***

**

注：表中数据为 4 次重复的平均值±标准误差，同一列中不同字母表示在 P<0.05 显著水平差异显著。*为 P<0.05，**为 P<0.01，
***为 P<0.001，NS 表示无显著性差异。Cd0 表示土壤中添加的镉含量为 0 mg·kg–1，Cd3 表示土壤中添加的镉含量为 3 mg·kg–1 ；S0
表示土壤中添加的氯化钠含量为 0 mg·kg–1，S4 表示土壤中添加的氯化钠含量为 4 mg·kg–1；CK 表示对照组，EDTA 表示添加 4 mmol·kg–1
乙二胺四乙酸处理，BC 表示添加 15 g·kg–1 生物质炭处理。下同。Note：The data in the table are of mean ± standard error (n=4)，and different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mean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P<0.05 level. * stands for P<0.05，** for P<0.01，and *** for P<0.001；NS mean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d0 means that 0 mg·kg–1 cadmium was added to the soil；Cd3，3 mg·kg–1 cadmium was added；S0，0 mg·kg–1
sodium chloride added；S4，4 mg·kg–1 sodium chloride added；and CK stands for the control group. EDTA means that 4 mmol·kg–1 ethylene
diamine tetraacetic acid was added；and BC，15 g·kg–1 biochar added. The same below.

2.4

修复剂对镉污染盐渍化土壤中盐地碱蓬吸收

32.5%和 83.3%（P<0.05）；不施加修复剂 CK 和施

积累钠的影响

加生物质炭处理组，Cd3S4 与 Cd0S4 相比，Cd 胁迫

施加两种修复剂对镉污染盐渍化土壤中盐地碱

使盐地碱蓬根部 Na+浓度分别显著增加了 39.6%和

蓬吸收积累钠的影响，如图 1 所示。无论是否施加

94.5%（P<0.05）；无论是否施加修复剂，Cd3S4 与

修复剂，Cd3S0 与 Cd0S0 相比，盐地碱蓬地上部和

Cd0S4 相比，Cd 胁迫使盐地碱蓬地上部和根部 Na+

根部 Na+浓度、含量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施

含量分别显著降低了 21.3%～83.0%和 64.6%～90.9%

加 EDTA 和生物质炭时，Cd3S4 与 Cd0S4 相比，Cd

（P<0.05）。与 CK 相比，施加 EDTA 和生物质炭使

胁迫使盐地碱蓬地上部 Na + 浓度分别显著增加了

Cd3S4 处理盐地碱蓬地上部 Na+浓度分别显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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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Table 3

两种修复剂处理下镉污染盐渍化土壤中盐地碱蓬的生物量

Effects of the two remediation agents on biomass of the Suaeda salsa grown in Cd-polluted salinized soil

重金属处理

盐处理

修复剂

Heavy metal treatment

Salt treatment

Remediation agents

Cd0

S0

CK

S4

Cd3

S0

S4

干物质量 Dry biomass/（g·pot–1）
地上部 Shoot

根部 Root

总共 Total

1.03±0.14c

0.27±0.07ab

1.30±0.25cd

EDTA

1.23±0.16c

0.49±0.13ab

1.72±0.35cd

BC

1.81±0.15c

1.11±0.30a

2.93±0.24bcd

CK

4.55±0.48a

1.11±0.06a

5.56±0.75a

EDTA

3.68±0.71ab

1.04±0.41a

4.72±1.44ab

BC

3.90±0.31a

0.98±0.16ab

4.88±0.65ab

CK

0.68±0.19c

0.09±0.02b

0.77±0.31d

EDTA

1.26±0.43c

0.31±0.15ab

1.57±0.78cd

BC

2.19±0.63bc

1.11±0.35a

3.30±1.22bc

CK

0.71±0.17c

0.07±0.02b

0.78±0.19d

EDTA

1.37±1.08c

0.16±0.04ab

1.54±1.97cd

BC

1.45±0.48c

0.19±0.09ab

1.63±0.78cd

显著性 Significance
重金属 Heavy metal（H）

NS

**

***

盐 Salt（S）

***

NS

**

修复剂 Remediation agents（R）

NS

*

NS

重金属×盐 H×S

NS

***

***

重金属×修复剂 H×R

NS

NS

NS

盐×修复剂 S×R

NS

**

*

重金属×盐×修复剂 H×S×R

NS

NS

NS

表4
Table 4

两种修复剂处理下镉污染盐渍化土壤中盐地碱蓬的离子平衡

Effects of the two remediation agents on ion balance of the Suaeda salsa grown in Cd-polluted salinized soil

重金属处理

盐处理

修复剂

Heavy metal

Salt

Remediation

treatment

treatment

agents

K+/Na+

Cd0

S0

CK

0.91±0.10c

1.32±0.03b

0.49±0.07c

4.78±0.66bc

EDTA

0.73±0.06c

1.11±0.09b

0.33±0.02cd

4.52±0.12bc

14.22±2.68a

0.40±0.04c

BC

1.47±0.19a

1.14±0.10b

1.57±0.22a

9.65±1.85a

10.14±2.31b

1.16±0.33a

CK

0.04±0.00d

0.08±0.01c

0.02±0.00e

1.05±0.11d

1.47±0.28e

0.08±0.00c

EDTA

0.05±0.00d

0.08±0.00c

0.02±0.00e

1.17±0.18d

1.98±0.68de

0.11±0.03c

BC

0.08±0.00d

0.09±0.00c

0.09±0.01de

1.51±0.10d

1.75±0.16de

0.24±0.04c

CK

1.36±0.24ab

2.16±0.32a

0.59±0.06c

3.56±0.41c

7.31±2.14bc

0.30±0.09c

EDTA

0.88±0.15c

1.48±0.27b

0.45±0.06c

3.40±0.39c

5.77±1.67cd

0.30±0.07c

BC

1.07±0.18bc

1.08±0.14b

1.13±0.14b

5.56±0.41b

6.79±0.51bc

0.77±0.07b

S4

Cd3

S0

地上部 Shoot
Ca2+/Na+

根部 Root
P/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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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2+/Na+

P/Na+

8.48±1.02bc

0.34±0.0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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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重金属处理

盐处理

修复剂

Heavy metal

Salt

Remediation

treatment

treatment

agents

K+/Na+

S4

CK

0.05±0.01d

0.11±0.02c

0.01±0.01e

0.93±0.10d

1.15±0.17e

0.06±0.00c

EDTA

0.13±0.06d

0.31±0.14c

0.06±0.02e

0.75±0.12d

0.86±0.09e

0.06±0.00c

BC

0.24±0.04d

0.51±0.02c

0.15±0.02de

0.82±0.10d

0.63±0.08e

0.06±0.00c

地上部 Shoot
Ca2+/Na+

根部 Root
P/Na+

K+/Na+

Ca2+/Na+

P/Na+

显著性 Significance
重金属 Heavy metal（H）

NS

*

NS

*

**

***

盐 Salt（S）

NS

*

NS

*

**

***

*

*

***

*

NS

***

NS

*

NS

*

*

NS

重金属×修复剂 H×R

*

NS

*

NS

NS

NS

盐×修复剂 S×R

*

**

***

***

NS

NS

NS

NS

NS

NS

NS

NS

修复剂 Remediation agents（R）
重金属×盐 H×S

重金属×盐×修复剂 H×S×R

图1
Fig. 1

两种修复剂处理下镉污染盐渍化土壤中盐地碱蓬的钠离子浓度（a）、b））和含量（c）、d））

Effects of the two remediation agents on concentration（a），b））and content（c），d））of sodium ions of the Suaeda salsa grown in
Cd-polluted salinized soil
http://pedologica.issas.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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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38.6%和 56.0%，地上部 Na+含量分别显著增加了

加生物质炭时，Cd3S4 与 Cd3S0 相比，NaCl 处理使

199.6%和 289.3%（P<0.05）；施加 EDTA 和生物质

盐地碱蓬根部 Cd 浓度显著增加了 282.2%
（P<0.05），

+

炭使得 Cd0S4 处理盐地碱蓬根部 Na 含量分别显著

而根部 Cd 含量显著降低了 56.8%（P<0.05）。与 CK

降低了 29.6%和 29.4%（P<0.05）。

相比，施加生物质炭使 Cd3S0 处理盐地碱蓬根部 Cd

修复剂对镉污染盐渍化土壤中盐地碱蓬吸收

浓度显著降低了 54.2%（P<0.05），根部 Cd 含量显

积累镉的影响

著增加了 2100%（P<0.05）；与 CK 相比，施加生物

施加两种修复剂对镉污染盐渍化土壤中盐地碱

质炭使 Cd3S4 处理盐地碱蓬根部 Cd 浓度显著增加

蓬吸收积累重金属镉的影响，如图 2 所示。无论是

了 31.1%（P<0.05），EDTA 和生物质炭使 Cd3S4 处

否施加修复剂，Cd0S4 与 Cd0S0 相比，NaCl 处理对

理盐地碱蓬地上部 Cd 含量分别显著增加了 133.4%和

盐地碱蓬地上部和根部 Cd 浓度和含量均无显著影

173.4%（P<0.05）
。皮尔森相关分析表明，盐地碱蓬地

响（P>0.05）；Cd3S4 与 Cd3S0 相比，NaCl 处理使

上部 Cd 浓度与土壤电导率 EC、速效钾和可提取态

盐地碱蓬地上部 Cd 浓度和含量分别显著增加了

Cd 浓度呈显著正相关；盐地碱蓬根部 Cd 浓度与速效

135.8%～223.6%和 132.4%～471.5%（P<0.05）。施

钾和可提取态 Cd 浓度呈显著正相关（表 5，P<0.05）。

2.5

图2
Fig. 2

两种修复剂处理下镉污染盐渍化土壤中盐地碱蓬的镉浓度（a）、b））和含量（c）、d））

Effects of the two remediation agents on cadmium concentration（a），b））and content（ c），d））in the Suaeda salsa grown in Cd-polluted
salinized soil
http://pedologica.issas.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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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地碱蓬地上部和根部镉浓度与土壤环境因子的相关性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Cd concentrations in shoot and root of the Suaeda salsa and soil environmental factors

地上部镉浓度
根部镉浓度

可提取态镉

土壤电导率

Extractable Cd

Soil EC

0.824***

0.487**

0.692***

0.177

①

②

pH

有效氮

有效磷

速效钾

Available N

Available P

Readily available K

0.048

–0.043

0.283

0.330*

–0.063

0.150

0.262

0.417*

① Cd concentration in shoot；② Cd concentration in root.

分和重金属浓度直接相关。研究发现，在重金属 Cd

3

污染土壤中施加 1 g·kg–1 菌渣生物质炭可提高小白

讨 论

菜的产量，可能的机理是生物质炭可提供植物生长

3.1

修复剂对镉污染盐渍化土壤中盐生植物生长

的营养元素，并将 Cd 吸附固定在土壤中 [18]。本研

的影响及原因

究显示，在 Cd3S0 处理时施加生物质炭显著促进了

生物量是植物生长最直观的生理指标，通常作

盐地碱蓬的生长（表 3），表明在单 Cd 胁迫下生物

为植物对逆境胁迫反应的重要参数 [14]。本研究显示，

质炭有助于促进盐生植物的生长，缓解重金属对于

在无 Cd 胁迫时 NaCl 处理显著促进了盐地碱蓬的生

盐生植物的毒害作用，可能与生物质炭显著改善了

长，而在 Cd 胁迫下 NaCl 处理对盐地碱蓬的生长无

盐地碱蓬磷营养状况，显著增加地上部、根部 P/Na+

显著影响（表 3），表明土壤中一定量的盐分有益于

和根部 K+/Na+，显著降低根部 Cd 浓度等作用相关；

盐生植物的生长，而 Cd 胁迫抑制了盐分对于盐生

而在 Cd 污染盐渍化土壤中，生物质炭处理未显示

植 物生长的有 益作用。研 究显示，盐 地碱蓬可 在

出对盐地碱蓬生长的有益作用。

NaCl 浓度为 10～400 mmol·L–1 的环境下生长，且在

植物离子平衡被破坏是植物受到外界胁迫时生

200 mmol·L–1 时生长最佳[15]。在对照和 1.0 mg·kg–1Cd

长受到抑制的主要原因之一。本研究显示，无论有

处理下，5 g·kg –1NaCl 处理的碱蓬生物量显著高于

无 Cd 胁迫，NaCl 处理均使盐地碱蓬地上部和根部

1 g·kg–1NaCl 处理；而在 2.5 mg·kg–1 和 5.0 mg·kg–1Cd

K+/Na+、Ca2+/Na+、P/Na+显著降低（表 4），表明盐

处理下，随着土壤中盐分的增加（1 g·kg–1～10 g·kg–1），

分是影响植株体内离子平衡的关键因素，这也与已

碱蓬生长均受到显著抑制 [16]。此外，无 NaCl 处理

有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19]。其主要原因可能是随着土

时 Cd 胁迫未显著影响盐地碱蓬的生长，而 NaCl 处

壤中盐浓度的增加，植物对于 Na+的吸收显著增加，

理时 Cd 胁迫却显著抑制了盐地碱蓬的生长，表明

从而使植株 K+/Na+、Ca2+/Na+、P/Na+显著降低。施

盐渍化土壤环境增加了重金属 Cd 对盐地碱蓬生长

加生物质炭显著增加了 Cd0S0 处理盐地碱蓬地上部

的毒害作用，可能原因是 NaCl 活化了土壤中的 Cd，

及根部 K+/Na+和 P/Na+，显著增加了 Cd3S0 处理盐

使有效态 Cd 浓度增加，促进了盐地碱蓬对 Cd 的吸

地碱蓬地上部 P/Na+及根部 K+/Na+和 P/Na+（表 4），

收；这与本研究中施加 NaCl 显著增加了 Cd 处理土

主要可能是因为生物质炭本身含有丰富的 P、K 元

壤中可提取态 Cd 浓度和盐地碱蓬地上部 Cd 浓度的

素 [20]，从而促进了盐地碱蓬对 P 和 K 的吸收，本研

研究结果（表 2，图 2）相一致。已有研究表明，

究结果也显示生物质炭显著增加了土壤中有效磷和

NaCl 能显著促进 Cd 从土壤中解吸活化，从而使盐

速效钾浓度（表 2）。

碱化土壤中 Cd 对于植物的毒害作用增强 [17]。陈雷 [16]

3.2

–1

–1

的研究发现，在 5 g·kg 和 10 g·kg NaCl 处理下，
–1

Cd 浓度的增加（0～5 mg·kg ）抑制了碱蓬的生长；

修复剂对镉污染盐渍化土壤植物修复效率的
影响及原因
在重金属污染盐渍化土壤中，重金属与盐分离

而在 1 g·kg NaCl 处理时，Cd 浓度的增加却显著促

子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交互作用 [5] 。盐渍土中所含有

进了碱蓬的生长。上述研究结果表明，盐分和重金

的盐分离子非常复杂，其中 NaCl 被认为是盐渍土中

属复合胁迫对盐生植物生长的影响与土壤环境中盐

最为主要的一种盐 [21] 。Na+ 既是盐渍土中最主要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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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同时也是使盐地碱蓬肉质化的因素 [22]。本研

Cd 含量 [28] ，使旱生盐土植物猪毛菜幼苗中重金属

究显示，Cd3S4 与 Cd0S4 相比，Cd 处理显著增加盐

Cd 浓度升高为对照的两倍 [29]。研究已证明 EDTA 可

地碱蓬地上部和根部 Na+浓度（图 1）。谭灵杰 [14]的

显著的活化土壤中的重金属离子，使其在土壤中的

研 究 发 现 ，在 盐 和 镉 复 合 胁 迫 下（ 5 mg · kg Cd +

移动性增加，有助于被植物所吸收 [30]。然而，本研

2 g·kg–1NaCl），镉使得美洲黑杨雄株叶片 Na+浓度显

究结果显示在盐渍化土壤环境下，施用 EDTA 显著

–1

著增加，其认为 Na 与 Cd 之间存在协同吸收效应。

降低了重金属污染盐渍化土壤中可提取态 Cd 浓度

此外，在 Cd3S4 处理时施加 EDTA 和生物质炭使得

（表 2），EDTA 可能是通过促进盐地碱蓬的生长而增

盐地碱蓬地上部 Na+浓度和含量均显著增加（图 1），

加对 Cd 的积累。此外，盘丽珍等 [31]的研究发现，

表明两种修复剂均可增加盐地碱蓬对盐分的吸收积

施加生物质炭后空心菜地上部 Cd 含量显著增加；

累，从而促进重金属污染盐渍化土壤的植物修复。

而 Houben 等 [32]的研究显示，生物质炭可使油菜体

可能是因为 EDTA 可以活化土壤中的金属阳离子，

内 Pb、Cd 和 Zn 的含量显著降低，是重金属污染土

而生物质炭能促进植物的生长，从而促进了盐地碱

壤修复良好的钝化剂；生物质炭也可显著降低青菜

+

蓬对 Na+的吸收积累。目前，关于重金属或修复剂

体内重金属 Zn、Cd、Pb、Cu 的含量 [33]。研究结果

对盐生植物吸收积累盐分离子影响的研究尚不多，

存在差异的可能原因为，首先生物质炭用量不同会

其相关作用机理尚需进一步研究。

造成对重金属吸附效果的差异，其次因为生物质炭

镉是植物生长的非必需元素，具有极高的生物
毒性，可破坏叶绿体膜的完整性，减少营养元素的
吸收，增加细胞膜的透性，影响植物呼吸作用、光
合作用和碳氮代谢等生理生化反应，从而抑制植物
的生长 [23]。本研究显示，Cd3S4 与 Cd3S0 相比，盐
地碱蓬地上部 Cd 浓度和含量均显著增加（图 2），
表明 NaCl 促进了盐地碱蓬对 Cd 的吸收和积累，与

具有增肥和改善土壤结构的作用，可促进植物的生
长，导致植物对重金属积累量的增加 [34]。而本研究
结果显示，在重金属污染盐渍化土壤环境下，施加
生物质炭显著降低了土壤中可提取态 Cd 浓度（表 2），
却改善了盐地碱蓬的生长（表 3）。

4

结 论

盐地碱蓬地上部 Cd 浓度和土壤电导率 EC 呈显著正
相关的结果（表 5）相符合。相关研究认为不同的

Cd 胁迫显著抑制了土壤盐分对于盐地碱蓬生

阳离子（Na+、K+、Ca2+、Mg2+）均可使土壤中重金

长的有益作用，盐渍化土壤环境显著增加了重金属

属 Cd 有效态浓度增加 [24] ，可能解释了其原因。

Cd 对盐地碱蓬生长的毒害作用。Cd 胁迫可显著增

Gabrijel 等 [25]的研究发现，NaCl 可促进重金属 Cd

加盐渍化土壤中盐地碱蓬地上部和根部 Na+浓度，

在甜瓜叶片中的积累，并且在种植甜瓜 25 d 后，随

显著降低盐地碱蓬地上部和根部 Na+含量。土壤盐

着盐浓度的增加叶片中 Cd 浓度显著增加。但也有

分可显著增加 Cd 胁迫下盐地碱蓬地上部 Cd 浓度和

研究显示，氯化钠降低了盐生植物海滨锦葵对于重

含量；盐地碱蓬地上部和根部 Cd 浓度与土壤速效

金属 Cd 的吸收 [26]；含硫酸钠和碳酸钠的土壤抑制

钾和可提取态 Cd 浓度呈显著正相关。在 Cd 污染

了油菜对于 Cd 的吸收，而低浓度氯化钠促进其对
Cd 的吸收，高浓度氯化钠无显著影响 [27]。导致研究

NaCl 型盐渍化土壤中施加 EDTA 和生物质炭显著增
加了盐地碱蓬地上部 Na+和 Cd 含量，提高了重金属

结果不同的原因可能是盐分对植物吸收积累重金属

污染盐渍化土壤的植物修复效率。

元素的影响与盐种类和浓度相关，且植物种类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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