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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6种螯合剂对土壤可提取态镉（Cd）含量及青葙吸收富集Cd的影响，筛选出青葙富集Cd的最佳

螯合剂及其最佳浓度，为提高青葙对Cd污染土壤的修复能力提供理论参考。【方法】采用盆栽试验，以青葙为Cd修复

植物，在总Cd含量为5.72 mg/kg、可提取态Cd含量为2.62 mg/kg的土壤中，分别加入浓度梯度为0（对照）、1.0、2.5、5.0、

8.0和10.0 mmol/kg的6种螯合剂（苹果酸、柠檬酸、酒石酸、草酸、腐殖酸和EDTA），分析不同处理的土壤可提取态Cd

含量、青葙生物量及青葙各部位对Cd的富集量。【结果】除腐殖酸外，加入不同浓度的螯合剂后，土壤可提取态Cd含量

均高于对照组，加入10.0 mmol/kg柠檬酸时土壤可提取态Cd含量（3.18±0.29 mg/kg）最高，比对照组增加22.8%。在土

壤中添加不同浓度的EDTA后，青葙幼苗干枯死亡；加入不同浓度的酒石酸、苹果酸、柠檬酸和草酸后，青葙根、茎、叶

的Cd含量均有所增加，其中以5.0 mmol/kg柠檬酸处理青葙叶片中的Cd含量（143.00±14.60 mg/kg）最高，为对照组的

2.74倍。添加5.0 mmol/kg的酒石酸、苹果酸、柠檬酸和草酸后，青葙根、茎、叶的生物量均低于对照组，其中柠檬酸和

草酸处理对青葙生长的抑制作用较小，生物量较高，且该浓度下柠檬酸处理青葙对Cd的提取总量（0.199±0.006 mg/株）

最高。【结论】不同螯合剂种类及浓度强化青葙修复土壤Cd污染的效应存在差异，其中以添加5.0 mmol/kg柠檬酸的螯

合效果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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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find out the best chelator and chelating agent concentration for cadmium（Cd）bioaccumula-
tion in Celosia argentea Linn.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remediation of Cd contaminated soil by C. argentea，
the effects of six chalating agents on the contents of extractable Cd in soil and adsorption and enrichment of Cd in C. ar-
gentea were studied.【Method】The C. argentea was chosen as the repair plants，a pot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The to-
tal Cd concentration and extractable cadmium concentration of the soil used in this study were 5.72 and 2.62 mg/kg，re-
spectively. Six chelates（malic acid，citric acid，tartaric acid，oxalic acid，humic acid and EDTA）were added to the soil
with a concentration gradient of 0（CK），1.0，2.5，5.0，8.0 and 10.0 mmol/kg，respectively.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 condi-
tions，the soil extractable Cd concentration，biomass in C. argentea and the Cd accumulation in different parts of C. argen-
tea was analyzed.【Result】The soil extractable Cd concentrations of all chelates treatment groups except the humic acid
treatment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soil extractable Cd concentration was the highest（3.18±
0.29 mg/kg）when adding 10.0 mmol/kg of citric acid to the soil，which increased by 22.8%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adding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EDTA，all the seedlings of C. argentea died. After adding different con-
centrations of tartaric acid，malic acid，citric acid and oxalic acid，the Cd contents in the roots，stems and leaves of C. ar-
gentea were increased. The Cd concentration in leaves of C. argentea reached the highest（143.00±14.60 mg/kg）w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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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镉（Cd）作为生物功能非必需微量

金属元素，对植物和动物具有较强毒性作用（Zhang

et al.，2010），在环境质量和健康方面已受到高度关

注（姚诗音等，2017）。据环境保护部和国土资源部

2014年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示，Cd

的点位超标率达7.0%。Cd主要通过工业活动、人类

活动和大气沉降等途径进入土壤环境中，降低土壤

质量及农产品质量，最终影响人类健康（罗慧等，

2018；赵青青等，2018）。因此，如何有效减少土壤中

的Cd含量，对于提高农产品质量、改善环境质量及

提高人类健康水平均具有重要意义。【前人研究进

展】植物修复技术是一种可行的重金属修复方法，不

会影响表层土壤性质，不仅可保存土壤的可利用性

和肥力，还能通过输入有机质增加土壤肥力（Mench

et al.，2009；Ali et al.，2013）。但植物修复技术具有

植物生长缓慢、修复时间长等缺点（李玉宝等，

2017），如何提高修复效率是技术重点。植物根系对

重金属的可利用性是限制植物提取效率的关键因

素（Evangelou et al.，2007），受许多土壤因素的影响，

如阳离子交换能力、pH及有机质含量等（Schmidt，

2003），通过提高土壤重金属的可利用性可提高植物

对重金属的富集效果（Tahmasbian and Sinegani，

2014）。一般而言，与固相重金属相比，水溶态重金

属更易被植物根系吸收利用。有研究表明，螯合剂

可活化溶出土壤中的重金属，增加植物对重金属的

可利用性（Schmidt，2003；陈良华等，2016）。常用的

螯合剂有人工合成螯合剂（EDTA和DTPA等）和天然

低分子有机酸（苹果酸、草酸和柠檬酸等）（丁竹红

等，2009）。张敬锁等（1999）研究表明，柠檬酸和苹

果酸可与Cd在土壤中形成复合物，但该复合物不影

响植物的吸收，因此增加了Cd在植物体内的运输及

Cd在植物（小麦）地上部的含量。赵雨森等（2010）

研究了土壤中添加不同浓度的草酸和柠檬酸对土

壤活化Cd和铅（Pb）的影响，发现在添加浓度为

5 mmol/kg时，草酸和柠檬酸对土壤Cd和Pb的活化

效果最佳。EDTA是一种强螯合剂，尽管具有毒性，

但由于其对重金属有较强的络合能力，因此仍是土

壤修复优选的螯合剂之一（Chaturvedi et al.，2015）。

Ebbs和Kochian（1998）发现在土壤中添加EDTA后，

印度芥菜对锌（Zn）的吸收量可增加2~4倍。陈良华

等（2016）研究发现，土壤中添加0.25 mmol /kg的

EDTA可显著增加土壤Cd的生物有效性，促进Cd在

香樟幼苗各器官中的积累。【本研究切入点】本课题

组在前期研究中发现，苋科青葙属一年生草本植物

青葙（Celosia argentea Linn）不但对锰（Mn）具有超

富集能力（Liu et al.，2014），对Cd也具有较高的耐受

和富集能力，是一种潜在的Cd超富集植物（姚诗音

等，2017），但目前尚不清楚能否通过增加低分子有

机酸和EDTA等螯合剂来提高青葙对Cd的富集能

力。【拟解决的关键问题】采用盆栽试验，以青葙为

Cd修复植物，研究6种螯合剂对土壤可提取态Cd含

量及青葙吸收富集Cd的影响，以期筛选出适合青葙

富集Cd的最佳螯合剂及其最佳浓度，为提高青葙对

Cd污染土壤的修复能力提供理论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将青葙种子播种于苗床中，置于温度为20~

35 ℃的温室内培养。待3~7 d种子萌发后，每周用

霍格兰营养液浇灌一次，使土壤水含量保持在田间

持水量的80%左右。待幼苗长出4~6片真叶，高度为

3~4 cm时，移栽进行盆栽试验。

供试土壤为广西某矿区尾砂污染的水稻田耕

作层（0~20 cm）土壤。将采集的土壤样品放置阴凉

处自然风干，磨碎后过2 mm筛，利用土壤检测仪

（SL-3A）测定土壤的基本理化性质，结果详见表1。

土壤理化性质
Soil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含量 Content

pH

5.68

有机质（%）
Organic
matter
1.92

有效磷（mg/kg）
Effective

phosphorus
6.31

速效钾（mg/kg）
Quick-acting

potassium
68.7

有效氮（mg/kg）
Available
nitrogen

76.7

总Cd（mg/kg）
Total
Cd

5.72

可提取态Cd
（mg/kg）

Extractable Cd
2.62

表 1 试验土壤的基本理化性质
Table 1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experimental soil

adding 5.0 mmol/kg of citric acid，which was as 2.74 times as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adding 5.0 mmol/kg tartaric
acid，malic acid，citric acid and oxalic acid，the biomass of the roots，stems and leaves of the C.argentea was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Under this treatment，the plants treated by citric acid and oxalic acid had less inhibitory effects on the
growth of C. argentea，but it had the higher biomass. Besides，the total amount of Cd extracted in citric acid treatment
was the highest（0.199±0.006 mg/plant）.【Conclusion】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different types and concentrations of
chelating agents on repairing soil Cd pollution by C. argentea are different，adding 5.0 mmol/kg citric acid has the best
chelating effect.

Key words：Celosia argentea Linn.；Cd contamination；chelate；accu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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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土壤Cd溶出试验

称取10 g过100目筛的土壤，在土壤中分别加入

浓度为0（对照）、1.0、2.5、5.0、8.0和10.0 mmol/kg的

柠檬酸、苹果酸、草酸、酒石酸、腐殖酸和EDTA（低分

子有机酸和EDTA均购自西陇环境科学股份有限公

司），平衡2周后将土壤置于100 mL塑料离心管中。

1. 3 盆栽试验

称取1 kg试验土壤装入2 L塑料盆内，分别向盆

内添加浓度梯度为0（对照）、1.0、2.5、5.0、8.0和10.0

mmol/kg的柠檬酸、苹果酸、草酸、酒石酸、腐殖酸和

EDTA。加水后晒干如此反复3次，平衡2周后备用。

选取生长一致的青葙幼苗移栽至试验土壤中，每个

浓度3个重复，每盆种植3棵青葙，生长期约50 d。

每个重复组选取一株青葙进行收割，收获后

的青葙分成根、茎和叶3部分。根部先用5 mmol/L

Ca（NO3）2（购自西陇环境科学股份有限公司）溶液浸

泡15 min，用超声波清洗仪清洗10 min，再用去离子

水冲洗3次。茎和叶直接用去离子水清洗3次。洗净

的样品于105 ℃杀青18 min，60 ℃烘干至恒重，分别

测定根、茎和叶的干重，粉碎，过5 mm筛备用。

1. 4 样品分析

土壤总Cd采用HNO3-HClO4（购自西陇环境科

学股份有限公司）溶液消煮，可提取态Cd采用0.005

mol/L DTPA+0.01 mol/L CaCl2+0.1 mol/L TEA（购

自上海晶纯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溶液浸提，并在

25 ℃下振荡 2 h；粉碎的植物样品（约 0.5 g）用

HNO3+HF+HClO4（3∶1∶1，v/v/v）消化，冷却后用去离

子水稀释至50 mL。土壤总Cd、可提取态Cd和植物

中Cd含量采用火焰/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仪（PE-Pi-

nAAcle 900T，美国）进行测定。

植物样品消解及质量控制采用国家标准参比

物质［GBW10015（GSB-6）］和平行全空白样进行，为

保证结果的准确性，加标回收率控制在95%~105%。

青葙对Cd的提取总量=生物量×地上部分Cd含量。

1. 5 统计分析

使用Excel 2016统计试验数据，利用SPSS 18.0

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使用Ori-

gin 8.0制图。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螯合剂对土壤可提取态Cd含量的影响

由图1可看出，除腐殖酸外，添加螯合剂后可增

加土壤的可提取态Cd含量。与对照组相比，在土壤

中添加1.0、2.5、5.0，8.0和10.0 mmol/kg的柠檬酸和

EDTA后，土壤可提取态Cd含量逐渐增加，在10.0

mmol/kg的浓度条件下分别达3.18±0.29和2.96±0.20

mg/kg，较对照组增加22.8%和14.3%。随酒石酸、苹

果酸和草酸添加浓度的增大，土壤可提取态Cd含量

均呈先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趋势，酒石酸和苹果酸浓

度为5.0 mmol/kg时，土壤可提取态Cd含量最高，分

别较对照组增加15.9%和10.2%；草酸浓度为8.0

mmol/kg时，土壤可提取态Cd含量最高，较对照组增加

17.3%。随着腐殖酸添加浓度的增大，土壤可提取态

Cd含量逐渐降低，腐殖酸浓度大于5.0 mmol/kg时，

土壤可提取态Cd含量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下同）。

2. 2 不同螯合剂对青葙吸收富集Cd的影响

在土壤中加入不同浓度的EDTA后，青葙幼苗

移栽3 d后即出现中毒症状并相继干枯死亡，因此无

统计数据。由图2可看出，加入1.0和2.5 mmol/kg的

腐殖酸，青葙茎和叶中的Cd含量稍高于对照组，当

图 1 不同浓度螯合剂处理下土壤的可提取态Cd含量
Fig.1 Soil extractable Cd content under different kinds of concentrations of chelating agents

同种螯合剂图柱上不同小写字母表示浓度处理间差异显著（P<0.05）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on the bar for the same chlating agent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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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腐殖酸的浓度达5.0 mmol/kg及以上时，青葙各

组织中的Cd含量均低于对照，且腐殖酸浓度越高，

各组织中的Cd含量越低。在土壤中加入不同浓度

的酒石酸、苹果酸、柠檬酸和草酸后，青葙根、茎、叶

的Cd含量均有所增加，各组织吸收富集的Cd含量

整体上表现为叶>根>茎。其中螯合剂浓度为1.0和

10.0 mmol/kg时，苹果酸处理青葙叶片中的Cd含

量最高，分别为83.60±5.21和118.00±4.94 mg/kg，

为对照组的1.59和2.25倍；螯合剂浓度为2.5 mmol/

kg时，酒石酸处理青葙叶片中的Cd含量（98.70±6.09

mg/kg）最高，为对照组的1.88倍；螯合剂浓度为5.0

mmol / kg时，柠檬酸处理青葙叶片中的Cd含量

（143.00±14.60 mg/kg）最高，为对照组的2.74倍；螯

合剂浓度为8.0 mmol/kg时，柠檬酸和苹果酸处理青

葙叶片中的Cd含量分别为117.00±6.84和117.00±

12.30 mg/kg，为对照组的2.23倍。对比可知，当螯合

剂浓度为5.0 mmol/kg时，柠檬酸处理的青葙叶片中

Cd含量最高，说明在5.0 mmol/kg的添加浓度下，柠

檬酸处理青葙叶片吸收富集Cd的能力最强。

2. 3 不同螯合剂对青葙生物量的影响

当螯合剂浓度为5.0 mmol/kg时，土壤的可提取

态Cd含量维持在较高水平（图1），且该浓度下添加

柠檬酸处理的青葙叶片中Cd含量最高（图2），因此

选取螯合剂浓度为5.0 mmol/kg进行后续试验；此

外，随着腐殖酸浓度的增大，青葙不同组织中的Cd

含量逐渐降低，故舍弃添加腐殖酸后青葙的生物

量数据。由图3可看出，添加酒石酸、苹果酸、柠檬酸

和草酸后，青葙根、茎、叶的生物量均低于对照组，其

中酒石酸对青葙生长的抑制作用明显，其根、茎和叶

的生物量较对照组分别显著降低54.1%、37.8%和

51.6%。柠檬酸和草酸处理的青葙根、茎、叶干重均

高于苹果酸和酒石酸处理，且柠檬酸和草酸处理的

根、茎、叶干重间均无显著差异（P>0.05）。可见，在

螯合剂浓度为5.0 mmol/kg时，加入柠檬酸和草酸后

青葙生物量较高，说明这两种螯合剂对青葙生长的

抑制作用较小。

2. 4 不同螯合剂处理下青葙对Cd的提取总量

对比添加5.0 mmol/kg螯合剂时青葙对Cd的提

取总量（图4），结果发现添加酒石酸、草酸、柠檬酸和

苹果酸后，青葙对Cd的提取总量均高于对照组

（0.111±0.010 mg/株），其中添加柠檬酸时，青葙对Cd

的提取总量最高，为0.199±0.006 mg/株；其次是草酸

和苹果酸处理，青葙对Cd的提取总量分别为0.161±

0.012和0.152±0.007 mg/株；经酒石酸处理后青葙对

Cd的提取总量最低，为0.118±0.002 mg/株。

图 2 不同螯合剂处理下青葙不同组织中的Cd含量
Fig.2 Content of Cd in different tissues of C. argentea under

different chelating agents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青葙同一组织不同处理间存在显著差异（P<
0.05）。图3同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dicated that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the same tissues of C. argentea（P<0.05）.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Fig.3

C
d含

量
（

m
g/

kg
）

C
d

co
nt

en
t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根 茎 叶

丐丐丐丐
丐丐丐丐

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

丆丆丆丆丆丆丆丆
丆丆丆丆丆丆丆丆
丆丆丆丆丆丆丆丆
丆丆丆丆丆丆丆丆

酒石酸 Tartaric acid
柠檬酸 Citric acid
腐殖酸 Humic acid

苹果酸 Malic acid
草酸 Oxalic acid
对照 Control

C
d含

量
（

m
g/

kg
）

C
d

co
nt

en
t

C
d含

量
（

m
g/

kg
）

C
d

co
nt

en
t

5.0 mmol/kg

C
d含

量
（

m
g/

kg
）

C
d

co
nt

en
t

8.0 mmol/kg

C
d含

量
（

m
g/

kg
）

C
d

co
nt

en
t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根 茎 叶

b b

a

c c c
a

b c b b c

a a
b b

c c

bbc
a

bcc c
a

bcbbcc c

a b a c

d d

b c
a

c
e

d b c
a

b
d c

c
b

a
c

e
d

a
c

a
b

e
d

a
c c b

e d

a a a
b

c
c

a
b

a a

d
c c d e e

f

1.0 mmol/kg

组织 Tissue

2.5 mmol/kg

组织 Tissue

丐丐丐丐
丐丐丐丐

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

丆丆丆丆丆丆丆丆
丆丆丆丆丆丆丆丆
丆丆丆丆丆丆丆丆
丆丆丆丆丆丆丆丆

酒石酸 Tartaric acid
柠檬酸 Citric acid
腐殖酸 Humic acid

苹果酸 Malic acid
草酸 Oxalic acid
对照 Control

丐丐丐丐
丐丐丐丐

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

丆丆丆丆丆丆丆丆
丆丆丆丆丆丆丆丆
丆丆丆丆丆丆丆丆
丆丆丆丆丆丆丆丆

酒石酸 Tartaric acid
柠檬酸 Citric acid
腐殖酸 Humic acid

苹果酸 Malic acid
草酸 Oxalic acid
对照 Control

组织 Tissue

丐丐丐丐
丐丐丐丐

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

丆丆丆丆丆丆丆丆
丆丆丆丆丆丆丆丆
丆丆丆丆丆丆丆丆
丆丆丆丆丆丆丆丆

酒石酸 Tartaric acid
柠檬酸 Citric acid
腐殖酸 Humic acid

苹果酸 Malic acid
草酸 Oxalic acid
对照 Control

组织 Tissue

丐丐丐丐
丐丐丐丐

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

丆丆丆丆丆丆丆丆
丆丆丆丆丆丆丆丆
丆丆丆丆丆丆丆丆
丆丆丆丆丆丆丆丆

酒石酸 Tartaric acid
柠檬酸 Citric acid
腐殖酸 Humic acid

苹果酸 Malic acid
草酸 Oxalic acid
对照 Control

组织 Tissue

10.0 mmol/kg

b a

a a c

d

b



11期 ·2447·

0.000

0.050

0.100

0.150

0.200

0.250

酒石酸 草酸 柠檬酸 苹果酸 对照

0.00
0.20
0.40
0.60
0.80
1.00
1.20

根 茎 叶

酒石酸
草酸
柠檬酸
苹果酸
CK

3 讨论

低分子有机酸是含有一种或多种羧基基团的

化合物，是重要的金属配位体，可改变土壤溶液中重

金属的形态，减少土壤有机质与重金属离子的固定

作用，增加重金属在土壤中的移动性（赵雨森等，

2010；胡群群等，2011）。本研究结果表明，添加酒石

酸、苹果酸、柠檬酸、草酸和EDTA后，土壤的可提取

态Cd含量与对照组相比均有所增加，说明选择的低

分子有机酸和人工合成螯合剂（EDTA）可活化溶出

土壤中的重金属，与Schmidt（2003）、陈良华等（2016）

的研究结果一致。添加腐殖酸后，土壤可提取态Cd

含量逐渐降低，腐殖酸浓度大于5.0 mmol/kg时，土

壤可提取态Cd含量低于对照组，可能是因为腐殖酸

表面存在羧基和苯基，Cd可与这些基团结合形成稳

定的复合物（Krishnamurti et al.，1997），降低土壤Cd

的可利用性（余贵芬等，2006），添加的腐殖酸浓度越

高，羧基和苯基的基团越多，可与土壤Cd形成的稳

定复合物越多，因此土壤Cd的可提取态含量降低。

大量研究表明，EDTA可活化溶出土壤中的Pb、

Cd和Zn等金属元素，促进植物对金属的吸收和积累

（Ebbs and Kochian，1998；蒋先军等，2003；Chen et

al.，2004）。但也有研究表明，在溶液中添加EDTA后

降低了植物对重金属的吸收（Chen and Cutright，

2001），说明EDTA并不能促进所有植物对重金属的

吸收。本研究中，在土壤中加入不同浓度的EDTA

后，青葙移苗3 d后出现幼苗中毒症状并相继干枯死

亡，表明在本研究条件下，青葙对EDTA耐受性极低；

加入1.0和2.5 mmol/kg的腐殖酸，青葙茎、叶中的Cd

含量稍有增加，当加入5.0 mmol/kg以上浓度的腐殖

酸后，青葙根、茎、叶中的Cd含量均逐渐降低，可能

是因为土壤中的腐殖酸浓度越高，与土壤Cd形成的

稳定复合物越多，土壤可提取态Cd浓度降低，越不

利于植物对Cd的吸收（Baker and Brooks，1989；余贵

芬等，2006）。当添加不同浓度的酒石酸、苹果酸、柠

檬酸和草酸后，青葙不同器官的Cd含量均有所增

加，可能是这些低分子有机酸能与Cd2+强烈结合形

成有机复合态Cd，而有机复合态Cd比离子态Cd更易

于在植物体内转运和积累（Ehsan et al.，2014；姚诗

音等，2017）。有研究表明，Cd主要富集在少花龙

葵、长柔毛委陵菜和栾树的根部（胡鹏杰等，2007；张

杏锋等，2014；杨岚鹏等，2017）。本研究中，Cd在青

葙不同组织中的富集规律为叶>根>茎，说明青葙叶

片对Cd的富集能力较强。当加入不同浓度的螯合

剂时，青葙叶片对Cd表现出不同的富集效果，可能

与低分子有机酸对重金属离子的活化能力存在浓度

效应有关（丁竹红等，2009）。李华英（2014）研究表

明，水培试验中1.5 mmol/L柠檬酸对Cd积累的促进

作用强于草酸。本研究发现当添加5.0 mmol/kg的

柠檬酸时，叶片中的Cd含量最高，说明在该浓度下

柠檬酸对青葙叶片吸收富集Cd的促进作用最强。

超富集植物的生物量可反映逆境对植物生长

的影响，也可表征植物的修复效率（韦朝阳和陈同

斌，2001；杨勇等，2009）。已有研究表明，柠檬酸、苹

果酸、酒石酸和草酸可活化土壤中的重金属，加剧重

金属对植物的毒害作用，进而影响植物的生长（宋静

等，2006；刘金等，2015）。本研究中，在螯合剂浓度

为5.0 mmol/kg时，柠檬酸和草酸处理的青葙叶片干

重最大，且二者无显著差异，但添加柠檬酸时，青葙

对Cd的提取总量最大，表明添加浓度为5.0 mmol/kg

的柠檬酸时，青葙对Cd的积累能力达最高值，螯合

效果最佳，且对青葙生长的抑制作用最小。

4 结论

不同螯合剂种类及浓度强化青葙修复土壤Cd

污染的效应存在差异。当添加5.0 mmol/kg的柠檬

酸时，青葙叶片的生物量最大，且此时青葙对Cd的

图 3 不同螯合剂处理下青葙不同组织的生物量
Fig.3 Biomass of different tissues of C.argentea under different

chelating agents

图 4 不同螯合剂处理下青葙对Cd的提取总量
Fig.4 The Cd extraction amount by C. argentea under different

chelating agents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螯合剂处理间存在显著差异（P<0.05）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dicated that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
rence between different chelating agents treatments（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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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总量达最高值，表明在本研究浓度范围内，5.0

mmol/kg柠檬酸的螯合效果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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