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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氮肥品种对不同类型土壤苋菜镉累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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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探究不同氮肥品种对不同类型土壤苋菜镉（Cd）累积的影响，采用盆栽试验，以苋菜（Amaranshus

mangostanus L.）为供试作物，在黄棕壤和赤红壤上设置尿素、硫酸铵、硝酸钠、硝酸铵及无肥（CK）5 种处理，
氮肥施用量均为 N 200 mg/kg。结果表明：在黄棕壤上，尿素处理下苋菜地上部和地下部 Cd 含量和 Cd 累积量增幅
最大，分别增加了 59%、90% 和 243%、259%；在赤红壤中，硫酸铵处理下苋菜地上部和地下部 Cd 含量和 Cd 累
积量增幅最大，分别增加了 56%、114% 和 141%、293%。在两种土壤上施用硝酸钠显著降低了苋菜对 Cd 的吸收
和累积，其中地下部 Cd 累积量分别低至 0.03 和 0.06 μg/盆。因此，建议在黄棕壤上施用尿素，在赤红壤上施用
硫酸铵，在提高苋菜生物量的同时，还能强化苋菜对 Cd 的吸收累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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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各种重金属

物有效性有重要影响［9］。随着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

由生活污水排放、大气沉降、采矿冶炼等途径进

增强，人们希望污染土壤修复不仅不要对土壤肥力

入农田，且数量逐年增加，造成农田土壤重金属

与生态环境功能予以影响，而且也不应形成二次污

［1］

。镉（Cd）是重要的环境污染物，具有致

染。因此，借助生物修复、动物修复以及自然修复

癌、致畸和致突变作用，通过食物链危害人类健

等技术对污染土壤实施修复，逐渐成为污染土壤修

污染

，过量吸收镉会导致骨痛病、肾衰竭、消化

复研究的发展方向［10］。大量研究表明，利用超富

不良、心血管功能紊乱甚至患癌症等［3］。故阻控

集植物修复土壤重金属污染具有成本低、安全、可

镉向食物链迁移成为降低土壤镉污染风险的重要途

原位处置、减小对土壤结构性质的破坏，避免对周

康

［2］

［4］

。自 20 世纪初发现 Cd 以来，Cd 被广泛应用

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等优点［11-13］。因此，研究植

于电镀工业、化工业、电子业和核工业等领域，相

物对镉吸收、转运和累积机制，筛选高耐镉或镉超

当数量的 Cd 被排入环境，引起全球性土壤 Cd 污

富集品种，切断镉在土壤 - 植物 - 人畜中的传导

径

染

［5］

。2014 年 4 月国家环境保护部和国土资源部

途径，修复镉污染土壤，对于减轻或消除土壤镉污

公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示，镉（Cd）

染危害具有积极的意义［14-15］。利用植物修复土壤

的点位超标率最高，正式被确定为我国土壤的首要

重金属污染存在超富集植物的生物量小、受环境

污染物［6］。据报道，我国每年由于土壤 Cd 污染的

影响大等缺陷，但可以通过土壤水分管理、施肥

［7］

，Cd 在土壤中因其高毒

等措施提高超富集植物对土壤重金属污染的修复

性和高移动性，采用传统物理或化学方法治理不仅

效率［16-17］。张圆圆等［18］ 采用营养液培养东南景

成本高、周期长，且更易造成二次污染［8］。农艺措

天发现，在一定范围内施加氮肥能显著提高东南

施调控是修复镉污染土壤最经济直接的手段，施肥

景天的生物量并促进其对 Zn、Cd 的吸收和地上部

作为重要的农艺措施，特别是氮肥，对土壤镉的生

累积。

农产品超标达 14.6 亿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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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和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带的赤红壤，其理化性质见

材料与方法

1.1

表 1。苋菜为前期筛选的镉超富集植物苋菜天星米
（Amaranshus mangostanus L.）
。

供试材料
供试土壤取自江苏长江三角洲地带的黄棕壤
表1

供试土壤基本理化性质

有机质

水解氮

有效磷

速效钾

阳离子交换量

有效镉

（%）

（mg/kg）

（mg/kg）

（mg/kg）

（cmol/kg）

（mg/kg）

5.09

4.56

140

142

118

16.1

0.06

6.61

3.30

86.1

9.30

25.6

10.1

0.02

土壤类型

pH 值

赤红壤
黄棕壤

供试肥料：氮肥：尿素［CO（NH2）2］，分析纯；
硫酸铵［
（NH4）2SO4］，分析纯；硝酸钠（NaNO3），

2

分析纯；硝酸铵（NH4 NO3），分析纯；磷、钾肥：磷

2.1

酸氢二钾（K2HPO4），分析纯。

结果与分析
施用不同氮肥对苋菜生物量的影响
由图 1 可知，不同类型土壤在不同氮肥处理下

试验设计

地上部、地下部生物量差异各不相同。黄棕壤中，

采用盆栽试验，共设置 5 个处理，包括尿素、

尿素处理下苋菜地上部生物量高于对照，增幅为

硫酸铵、硝酸钠、硝酸铵不同的 N 源及对照（CK，

17%，硫酸铵、硝酸钠、硝酸铵处理反而使苋菜地

不 施 肥 ）， 氮 肥 施 用 量 一 致， 均 为 N 200 mg/kg，

上部生物量降低，其中硝酸铵降幅最大，为 30%。

以溶液形式加入土壤中。每盆装风干土 0.75 kg，在

赤红壤中，与对照相比，硫酸铵、硝酸钠处理地上

1.2

播种之前，以 CdCl2 溶液形式加入 Cd 15 mg/kg。基
础肥料以基肥形式加入，使用不同氮肥、磷酸氢
二 钾 和 硫 酸 钾， 每 千 克 土 N 200 mg，P2O5 229 mg，
K2O 200 mg 与土壤充分混匀，随机设计，3 个重复。
培养 2 周后，播种，出苗一周后定植为 5 株，生长
期内定期浇去离子水，保持土壤相对含水量为田间
持水量的 70％左右。
1.3

收获与测定
植株生长 45 d 后收获，分地上部和根部，用

去离子水清洗干净，105℃杀青 30 min，70℃烘干。
植 株 用 HNO3-HClO4 消 化 后， 用 ICP-AES 测 定 其
Cd 含量［19］。
根据生物富集系数和转运系数计算方法，结合
植株生物量，通过计算植株生物富集系数和转运系
数来反映其吸收和积累重金属镉的能力［20-21］。
生物富集系数 = 地上部 Cd 含量 / 土壤中 Cd 含量
转运系数 = 地上部 Cd 含量 / 地下部 Cd 含量
1.4

数据处理
采用 Excel 2010 对试验数据进行统计整理，利

用 SAS 9.4 软 件 用 Duncan 法 进 行 单 向 方 差 分 析
（ANOVA），比较基于 ANOVA 得出的最小显著差
异值的结果，P<0.05 被认为具有统计学意义［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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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不同氮肥品种对苋菜生物量的影响

注：柱上不同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在 0.05 水平显著。

中国土壤与肥料 2020 （3）
部 生 物 量 显 著 增 加， 分 别 为 37%、29%， 尿 素、

著；各处理苋菜地上部镉累积量高低顺序为尿素 >

硝酸铵处理地上部生物量有所增加，但与对照差

硫酸铵 > 硝酸铵 > 对照 > 硝酸钠，尿素处理与对

异不显著。黄棕壤中，尿素、硫酸铵处理的地下

照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尿素处理地上部 Cd 含量

部生物量有所增加但与对照差异不显著，而硝酸

和 Cd 累积量增幅最大，分别为 59%、90%。与对

铵 和 硝 酸 钠 处 理 显 著 低 于 对 照， 硝 酸 铵 降 幅 最

照相比，尿素、硫酸铵处理地下部 Cd 含量和 Cd 累

大， 为 31%。 赤 红 壤 中， 硫 酸 铵、 硝 酸 钠 处 理

积量都显著增加，硝酸铵处理时差异不显著，硝

的 苋 菜 地 下 部 生 物 量 显 著 高 于 对 照， 增 幅 分 别

酸钠处理反而都显著降低。其中，尿素处理地下

为 64.0%、70.8%， 尿 素、 硝 酸 铵 与 对 照 相 比 差

部 Cd 含量和 Cd 累积量增幅最大，分别为 243%、

异不显著。结果表明，在黄棕壤上施加尿素能促

259%， 硝 酸 钠 处 理 地 下 部 降 幅 分 别 为 88% 、

进 苋 菜 的 生 长， 增 加 苋 菜 生 物 量， 而 施 加 硫 酸

91%。赤红壤中，与对照相比，尿素、硫酸铵和

铵、硝酸钠、硝酸铵不利于苋菜的生长，其中硝

硝酸铵处理地上部 Cd 含量、Cd 累积量都显著增

酸铵的抑制作用最明显；在赤红壤上施用硫酸铵

加，硝酸钠处理均显著降低。其中，硫酸铵处理

和硝酸钠都有利于促进苋菜的生长，且效果相当，

时 地 上 部 Cd 含 量、Cd 累 积 量 分 别 增 加 了 56%、

而施加尿素和硝酸铵对苋菜生长无明显的影响。

114%。 地 下 部 Cd 含 量、Cd 累 积 量 分 别 增 加 了

2.2

不同氮肥对苋菜吸收、累积镉的影响

141%、293%。尿素、硫酸铵处理地下部 Cd 含量、

由表 2 可以得出，在黄棕壤和赤红壤中，苋

Cd 累积量都显著高于对照，硝酸钠处理都显著低

菜 Cd 含量、Cd 累积量存在较大的差异。黄棕壤

于对照，而硝酸铵处理与对照差异不显著。其中，

中，尿素、硫酸铵和硝酸铵处理时地上部 Cd 含量

硫酸铵处理时地下部 Cd 累积量增幅最大，增加了

均显著高于对照，而硝酸钠处理与对照差异不显

2.9 倍。

表2

氮肥品种对苋菜植株体内 Cd 含量和累积量的影响

Cd 含量（μg/g）
土壤类型

黄棕壤

赤红壤

Cd 累积量（μg/盆）

N 肥品种

生物富集系数

转运系数

0.37 c

0.03

0.90

10.55 a

1.33 a

0.04

0.42

34.4 b

6.11 b

1.08 b

0.04

0.39

14.5 b

14.8 c

5.91 b

0.37 c

0.03

0.98

硝酸钠

12.7 bc

1.5 d

4.50 c

0.03 d

0.03

0.47

对照

17.8 c

8.0 c

5.29 c

0.14 d

0.02

2.23

尿素

22.2 b

22.2 a

6.79 b

0.40 b

0.02

1.00

硫酸铵

27.8 a

19.3 b

11.33 a

0.55 a

0.03

1.44

硝酸铵

21.0 b

8.5 c

8.04 b

0.25 c

0.03

2.47

硝酸钠

10.7 d

3.0 d

3.63 d

0.06 e

0.02

3.57

地上部

地下部

对照

11.3 c

12.5 c

尿素

18.0 a

42.9 a

硫酸铵

13.5 b

硝酸铵

地上部

地下部

5.55 bc

注：数值为平均值 ± 标准误（n=3）
。同一土壤类型中，同列数据后不同字母表示差异达到 0.05 显著水平。

黄棕壤中，尿素、硫酸铵处理的生物富集系

物量的影响，在黄棕壤上施用尿素，赤红壤上施

数较大，表明施尿素、硫酸铵能更好地吸收土壤

用硫酸铵时苋菜对土壤 Cd 的修复效果最好，效率

中的 Cd，促进苋菜对 Cd 的富集。赤红壤中，硫

最高。

酸铵、硝酸铵处理的生物富集系数较大，表明施

2.3

苋菜生物量与吸收、累积镉的相关性

硫酸铵、硝酸铵能更好地提取赤红壤中的 Cd，提

从表 3 可以得出，在黄棕壤中，苋菜地上部生

高植株对 Cd 的富集能力。综合不同氮肥对苋菜生

物量与 Cd 含量不相关，与 Cd 累积量呈极显著相
31

中国土壤与肥料 2020 （3）
关，Cd 含量与 Cd 累积量之间极显著相关；地下部

同；地下部生物量与 Cd 含量、Cd 累积量不相关，

与地上部不同，地下部生物量与 Cd 含量显著相关，

但 Cd 含量与 Cd 累积量之间具有极显著相关性。结

与 Cd 累积量极显著相关，且 Cd 含量与 Cd 累积量

果表明，黄棕壤地下部生物量不仅影响其 Cd 累积

之间也呈极显著相关。在赤红壤中，地上部生物

量，还影响其 Cd 含量；赤红壤地下部生物量不会

量、Cd 含量与 Cd 累积量之间的相关性与黄棕壤相

影响其 Cd 含量和 Cd 累积量。

表3

苋菜生物量与其吸收、累积镉的相关性
地上部

土壤类型

黄棕壤

指标

干重（g/盆）

干重

Cd 含量

Cd 总累积量

干重

Cd 含量

Cd 总累积量

（g/盆）

（mg/kg）

（μg/盆）

（g/盆）

（mg/kg）

（μg/盆）

1.000

Cd 含量（mg/kg）

干重（g/盆）

**

0.318

0.811

1.000

0.661**

Cd 总累积量（μg/盆）
赤红壤

地下部

1.000

0.636
1.000

1.000
1.000

Cd 含量（mg/kg）

0.427

0.695**

1.000

0.942**

Cd 总累积量（μg/盆）

*

0.804**
0.946**
1.000

1.000

1.000

0.019

0.415

1.000

0.895**
1.000

注：同一土壤类型中，同行数据后 ** 代表相关达到 0.01 极显著水平，* 代表相关达到 0.05 显著水平。

3

大的为硝酸钠（3.57），最低的是尿素（1.00）。各

讨论

氮肥转运系数的不同可能与氮肥特性有关。土壤

植物体内重金属含量和该种植物可收获部分的

pH 值对 Cd 形态和有效性影响较大，硫酸铵为生理

生物量决定了此种植物实际修复效率。有研究表

酸性肥料，植物吸收 NH4+ 后，根际土壤的 pH 值降

明，不同施肥处理对两种苋菜的生物量和各器官

低，Cd 的有效性皆增加［28］。尿素在土壤中脲酶的

中 Cd 的含量均有显著影响。施加 N、P、K 肥可以

作用下，先转变为 NH4+-N，然后被植物吸收。说

提高苋菜的生物量，因此，苋菜提取 Cd 的总量与

明较高的尿素施用量可显著降低土壤 pH 值。原因

对照相比成倍数增加，从而提高了修复效率。施肥

可能是过量尿素水解反应的速度高于 NH4+-N 的硝

提高苋菜生物量的同时，也会改变土壤中重金属的

化速度，致使土壤中累积 NH4+，从而使植物吸收

有效性［23］。苋菜地上部 Cd 含量较高，且其地上部

NH4+ 的比例增加，根系分泌 H+ 增多，土壤 pH 值

Cd 含量受多种因素的影响［24-26］，尤其受土壤（介

降低［29］。土壤 pH 值的差异不仅影响着土壤对镉离

质）中重金属全量及重金属生物有效性的影响，甚

子的解吸和固定程度，还影响植物根系和地上部的

至与土壤（介质）中重金属全量显著正相关

［27］

。

生理代谢过程或重金属在植物体内的运转等而间接

通过盆栽试验，表明不同土壤、不同肥料种类影响

影响重金属元素的吸收［30］。施用 NH4+-N 肥后，土

了苋菜的 Cd 含量和 Cd 累积量。

壤 pH 值降低，重金属的解吸和溶解过程增强，根

3.1

不同氮肥品种对苋菜生物量的影响

际重金属离子的有效性增加［31-32］，而且不同氮肥

不同氮肥对苋菜的生长影响不同。在黄棕壤上

施入土壤后对土壤镉有效性的影响不同，由此推测

施加尿素促进了苋菜地上部生长，而施加硝酸钠抑

不同氮肥类型主要通过调节植物生长，增加地上

制了苋菜的生长；在赤红壤上施加硫酸铵、硝酸铵

部生物量，从而提高植物修复效率［33］。比如施加

促进了苋菜的生长，而施加尿素、硝酸钠对苋菜生

尿素处理的超积累植物龙葵能够吸收更多的活性

长无明显影响。在黄棕壤上各氮肥处理下镉的转运

Cd，导致龙葵各器官 Cd 含量显著性增加［34］。硝

系数均小于 1，最大的为硝酸铵（0.98），最低的

酸铵和硫酸铵能明显提高小麦的籽粒产量，其次为

是尿素（0.42）
。而赤红壤上转运系数均大于 1，最

尿素，氯化铵处理的小麦产量最低［35］。此结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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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试验结果相似。由此可见，施用铵态氮、尿素对

氮肥特性、土壤条件等都会影响植株对 Cd 的

生物量增产效果较好。在黄棕壤上施加尿素，在赤

吸 收 和 累 积。 综 上 所 述， 在 黄 棕 壤 上 施 用 尿 素，

红壤上施用硫酸铵能促进苋菜的生长，增加苋菜生

在赤红壤上施用硫酸铵能提高苋菜的 Cd 含量和

物量。

Cd 累积量，提高苋菜对 Cd 污染土壤的植物修复

3.2

不同氮肥对苋菜吸收、累积镉的影响

效率。

不同氮肥处理对苋菜吸收、累积 Cd 的影响不

3.3

苋菜生物量与其吸收、累积镉的相关性

同。黄棕壤中，所有氮肥处理苋菜地上部 Cd 含量

植物营养物质可能会影响土壤 - 植物体内重

都比无肥处理高，其中以尿素的促进作用最强。地

金属的活性和生物有效性，从而影响其在植物生

下部 Cd 含量除硝酸钠处理外都有所增加，其中尿

长和重金属在体内的积累［41］。对于黄棕壤和赤红

素增幅最大。苋菜地上部和地下部 Cd 累积量除硝

壤，苋菜植株 Cd 累积量与植株 Cd 含量密切相关，

酸钠处理外都有增加的趋势，其中尿素处理的 Cd

植物生长状况对其 Cd 累积产生直接影响。从苋菜

累积量最大；赤红壤中，除硝酸钠处理外，其他氮

生物量与 Cd 累积量相关性分析可知，施用氮肥能

肥处理地上部镉含量都比无肥处理增加苋菜对镉的

促进植株的生长从而提高植株对重金属 Cd 的吸附

吸收，其中硫酸铵的促进作用最强。地下部 Cd 含

能力。

量除硝酸钠处理外都有所增加，其中尿素增幅最

4

大，其次是硫酸铵。苋菜地上部和地下部 Cd 累积

结论

量除硝酸钠处理外都有增加的趋势，其中硫酸铵处

本试验研究结果表明：在黄棕壤和赤红壤上施

理的 Cd 累积量最大。本试验表明，两种酸性土壤

加不同品种的氮肥对苋菜生物量的影响不同。在黄

上施用尿素、硫酸铵、硝酸铵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

棕壤上施加尿素能促进苋菜的生长，增加苋菜生物

苋菜植株对土壤中 Cd 的吸收但效果不同。在黄棕

量，在赤红壤上施用硫酸铵和硝酸钠都有利于促

壤中，尿素处理的生物富集系数最大，而硝酸钠处

进苋菜的生长，且效果相当，而施加尿素和硝酸

理的转运量系数最大；赤红壤中，硫酸铵处理的

铵对苋菜生长无明显的影响；施用不同种类的氮

生物富集系数最大，硝酸钠处理的转运量系数最

肥，苋菜对 Cd 的吸收和累积存在一定的差异。在

大。生物富集系数是描述化学物质在生物体内累积

黄棕壤和赤红壤中施入尿素、硫酸铵、硝酸铵均能

趋势的重要指标，在实际超富集植物筛选中，很

提高苋菜地上部和地下部的 Cd 累积量，黄棕壤上

难达到生物富集和转运同时满意的效果。即使同

施用尿素效果最佳，赤红壤上施用硫酸铵效果最

一氮肥施用于不同土壤类型，其苋菜对氮、Cd 吸

佳；在黄棕壤中施加尿素，苋菜生物富集系数最

收也会有很大的差异性，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分

大，在赤红壤中施加硫酸铵，苋菜的富集系数最

析。以往研究发现，植物在吸收铵态氮时会导致

大，能更好地促进苋菜对土壤中镉的吸收和富集。

+

［32］

，从而增

在一定土壤 Cd 浓度污染范围内，尿素和硫酸铵能

强土壤 Cd 的生物有效性。还有研究发现施用硫酸

分别提高苋菜对黄棕壤和赤红壤上的 Cd 含量和 Cd

铵、尿素、氯化铵、硝酸铵 4 种氮肥均能降低土壤

累积量，且成本低、效果好、易操作，适宜推广

的 pH 值，增加 Cd 的提取量，但不同氮肥的效果

应用。

H 释放至土壤中，使土壤 pH 值降低

［36］

不同

。这些研究结论的不一致可能与土壤特性

尤其是土壤缓冲性有关［37］。土壤施用铵态氮肥会
增加 Cd 在植物体内的积累［38-39］。这与本研究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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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ifferent nitrogen fertilizers on cadmium accumulation of Amaranshus mangostanus L. in different soil
types
WANG Li1，ZOU Rong1，WANG Xiu-bin1，HUO Wen-min1，2，CHI Ke-yu3，FAN Hong-li1*［1．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Key Laboratory of Plant Nutrition and
Fertilizer，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Beijing 100081；2．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Beijing），
Beijing 100083；3．Beijing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Group Environmental Remediation CO. LTD.，Beijing 100015］
Abstract：In order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types of nitrogen fertilizer on cadmium（Cd）accumulation in amaranth
in different types of soils，a pot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using Amaranshus mangostanus L．as the test material．Five
treatments of CO（NH2）2，（NH4）2 SO4，NaNO3，NH4 NO3，CK（non-fertilizer）were set up on yellow brown soil and
lateritic red soil，and the application amount of nitrogen fertilizer was N 200 mg/kg soil．The results showed that on yellow
brown soil，the Cd content and Cd accumulation in the shoot and root parts of amaranth increased in a largest degree under
CO（NH2）2 treatment，which increased by 59%，90% and 243%，259% respectively；In lateritic red soil，the Cd content
and Cd accumulation in shoot and root of amaranth increased in the largest degree under（NH4）2SO4 treatment by 56%，
114% and 141%，293%，respectively．The application of NaNO3 on the two soils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absorption
and accumulation of amaranth Cd，and the accumulation of Cd in the root was as low as 0.03 and 0.06 μg/pot respectively．
Therefore，it is suggested to apply CO（NH2）2 on yellow brown soil and（NH4）2 SO4 on lateritic red soil，which can not only
increase the biomass of amaranth，but also enhance the absorption and accumulation of amaranth Cd.
Key words：nitrogen fertilizers species；Amaranshus mangostanus L.；cadmium accu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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