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土壤与肥料 2021 （4）
doi：10.11838/sfsc.1673-6257.20220

不同形态氮肥对苗期玉米镉富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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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了探究不同形态氮肥对苗期玉米生长及富集镉（Cd）的影响，采用室内水培试验，在重金属 Cd 处理

下，分别施加 4 和 8 mmol/L N 含量的硝态（NO3-）、铵态（NH4+）、酰胺态（尿素）氮肥培养 12 d 后，比较不同
施氮处理下玉米的生长状况和吸收富集 Cd 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与不添加重金属 Cd 的全营养液培养处理相
比，添加重金属 Cd 会显著抑制玉米的生长发育。在 Cd 胁迫下，施加氮肥会显著促进苗期玉米生长和对 Cd 的吸
收富集，其中，与其他处理相比，施加 NO3- 氮肥处理下玉米对 Cd 富集系数最大可达 204.0，是 CK 处理的 164.5
倍；施加 NH4+ 氮肥处理下玉米对 Cd 的富集系数在 3.36 ～ 9.51 之间，促进吸收不明显，但此时的转运系数为
0.19 ～ 0.21，是 CK 的 3.8 ～ 4.2 倍；施加尿素处理对玉米富集 Cd 的促进效果均介于 NO3- 和 NH4+ 处理之间。施
氮水平的改变对玉米富集 Cd 的促进效果影响不显著。因此，在生产实践中应权衡玉米经济产量与重金属富集两
大指标，通过选择施加不同形态氮肥来调控玉米对重金属的吸收，找到合理的施肥管理措施为生产实践提供理论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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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金属污染指由重金属元素及其化合物所引起

的危害［4］。有研究表明，Cd 胁迫会破坏叶绿素结

的重大生态问题，近几年来随着经济、工业化及

构，降低叶绿素含量，使叶片发黄，甚至出现褪绿

城镇化的不断发展，重金属污染已经在水体、土

现象，叶脉组织呈酱紫色，变脆，萎缩，叶绿素严

壤、空气等多种环境介质中出现。重金属污染具有

重缺乏时，表现为缺铁症状［5-6］。叶片受伤害时植

潜伏性、隐蔽性、不可逆性、持久性的特点，而

物生长缓慢，植株矮小，根系受到抑制，造成生长

且修复难度大，严重消耗人力、物力、财力。同

障碍，产量降低，Cd 浓度过高时还会导致植株死

时，重金属污染会阻碍生态系统循环，毁坏生态环

亡［7-9］。

境平衡，所以治理重金属污染问题刻不容缓。重金

我国作为最大的氮肥生产国和消费国，氮肥使

属污染危害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人和动物

用量占世界氮肥使用总量的 30%［10］。随着氮肥产

的伤害，在环境中对人体危害最大的是 Cd，微量

业的高速发展和消费量的不断攀升，使用氮肥己成

的重金属就可以导致人类机体代谢发生紊乱，诱

为我国作物增产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农

发病变，甚至导致死亡

［1］

；另一方面是影响植物

业生产中广泛使用的氮肥主要包括硝态氮（NO3-）、

的生长和发育过程，重金属会抑制植物生长，阻

铵态氮（NH4+）和酰胺态氮（尿素）等类型。不同

碍养分吸收，降低植物光合速率和呼吸作用，使

形态氮肥中的阴阳离子会对土壤溶液的理化性质

碳水化合物失调、代谢紊乱并导致生长量和产量降

产生深远的影响［11］，而且不同的施氮量也会造成

低［2-3］。在众多重金属元素中，Cd 对植物有显著的

土壤－植物根际环境状况的改变，改变重金属的

毒害作用，过量的 Cd 会对植物生长发育产生明显

生物有效性，从而影响植物对重金属的吸收和富
集［12-15］。目前，国内外已有大量关于重金属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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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探究施加不同形态氮肥对植物生长及
富集重金属 Cd 的影响，本文选用高生物量经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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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玉米为试验材料，采用营养液培养的方法研究

素计（Minolta，日本）测定玉米叶片 SPAD 值。具体

施加不同形态氮肥处理对苗期玉米生长及富集重

操作是：选取 6 ～ 8 片完整的新叶和老叶，去除叶片

金属 Cd 的影响。通过研究拟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表面的灰尘等污染物，用 SPAD-502 型叶绿素计在叶

（1）施加不同形态氮肥对 Cd 胁迫下玉米生长状况

片距叶缘的 2/3 处测定，每个叶片测定 3 次，然后取

的影响；（2）施加不同形态氮肥对玉米吸收富集

平均值，最后对每个处理的叶片叶绿素 SPAD 值取平

Cd 的影响。

均值，进行统计分析［25］。
Cd 含量：玉米组织和培养液中的 Cd 含量采用

1 材料与方法

HCl-HNO3-HClO4 消煮，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1.1

计（普析通用 TAS-990，中国）测定［26］。

供试材料
本试验以玉米（Zea mays L.）为供试植物，玉

米种子购自中国农业科学院。筛选颗粒饱满、大小

富集系数（BCF）= 植株中重金属含量 / 培养
液中重金属含量［27］。
转运系数（TF）= 植株地上部分中的重金属含

均一的玉米种子在 10%（v/v）H2O2 溶液中进行表
面灭菌处理 30 min，无菌去离子水冲洗后，在水中

量 / 植株地下部分中的重金属含量［28］。

浸泡 6 h，然后放置于湿润的滤纸上在黑暗中催芽，

1.4

数据分析

控制温度为 28℃。4 d 后，挑选长势较好且均匀的

采用 Excel 2010 对数据进行整理，用 SAS 9.2

玉米幼苗转移至含有霍格兰营养液的培养皿中进行

进行方差分析，并利用 Sigmaplot 12.5 作图。不同

培养，每盆定植 5 株。

小写字母代表处理间差异显著（P<0.05），相同字

1.2

试验方法

母代表处理间差异不显著。

玉米幼苗在霍格兰营养液里培养两天后，分
别 用 NaNO3、NH4Cl 和 尿 素 作 为 唯 一 氮 源，4 和

2 结果与分析

8 mmol/L N 含量的两个浓度水平进行施氮处理，以

2.1

不 添 加 Cd 和 添 加 5 mg/L CdCl2 进 行 Cd 暴 露 处 理。
具 体 处 理 设 置 如 下：T1， 添 加 5 mg/L Cd+8 mmol/
3

3

Cd 胁迫下不同氮肥处理对玉米生长的影响
株高、生物量、叶绿素含量是反映植物对重金

属耐性的重要指标，图 1 ～图 3 和表 1 显示了不同

L NO -N；T2， 添 加 5 mg/L Cd+4 mmol/L NO -N；

处理对苗期玉米生长状况的影响。与无 Cd 添加的

T3，添加 5 mg/L Cd+8 mmol/L 尿素；T4，添加 5 mg/

全营养液处理（T7）相比，Cd 的添加会显著抑制玉

L Cd+4 mmol/L 尿 素；T5， 添 加 5 mg/L Cd+8 mmol/L

米幼苗的株高、生物量和叶绿素含量。Cd 胁迫下，

+
4

+
4

NH -N；T6，添加 5 mg/L Cd+4 mmol/L NH -N，T7，

与 CK 相比较，施加氮肥处理对玉米株高、生物量、

不添加氮肥不添加 Cd；以添加 Cd 不施加氮肥作为

叶绿素含量均有促进。Cd 胁迫下以施加不同水平

对照。每个处理重复 3 次，在光照培养箱中进行培

NO3- 氮肥对苗期玉米生长促进作用最显著，高浓度

养，控制光照 / 不光照周期为 12 h/12 h，温度控制为

NO3- 氮肥处理（T1）下玉米株高、生物量、叶绿素

28.5℃。每 3 d 更换一次培养液。植物生长期为 2018

40

年 3 月 27 日 ～ 4 月 7 日， 生 长 周 期 为 12 d， 生 长

a

期满后，分别取玉米地上部分（茎 + 叶）和地下部
高温条件下杀青，并在 65℃下烘干至恒重，最后
磨碎待用。
1.3

测定指标
株高：玉米收获前，用直尺量取从植株基部到

茎秆最高端的垂直高度，同时测定每个处理下 5 株
幼苗的株高，然后取平均值。
生物量：称重法测定不同处理下玉米地上部和
地下部的生物量。
叶绿素 SPAD 值：收获前，用 SPAD-502 型叶绿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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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不同施肥处理对玉米幼苗株高的影响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P<0.05）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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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不同施肥处理对玉米幼苗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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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48 倍； 低 浓 度 NH4+ 氮 肥 处 理（T6） 下 玉 米

d

株高、生物量、叶绿素 SPAD 值分别是对照处理

e

（CK）的 1.03、1.97 和 1.34 倍。施加尿素氮肥对苗
期玉米生长的促进效果介于 NO3- 氮肥和 NH4+ 氮肥

5

图3

度 NH4+ 氮肥处理（T5）下玉米株高、生物量、叶
绿素 SPAD 值分别是对照处理（CK）的 1.04、1.82

d

10

0

NH4+ 氮肥对苗期玉米生长的促进作用最小，高浓

处理之间。尽管 Cd 胁迫下施加不同形态氮肥对苗期
玉米的生长均有促进作用，但同一种氮肥高、低两种
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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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施肥处理对玉米幼苗叶绿素 SPAD 值的影响
表1

不同施肥处理对玉米幼苗生物量的影响 （g）

施加水平间玉米的生长指标无显著性差异。
2.2

不同氮肥处理对玉米吸收富集 Cd 的影响
不 同 氮 肥 处 理 对 苗 期 玉 米 吸 收 Cd 的 影 响 如

图 4 所示。在未添加 Cd 的处理（T7）下玉米体内未
检测到 Cd 的存在。施加氮肥处理后玉米地上、地下

处理

地上部

地下部

全株

CK

0.32±0.06b

0.36±0.05a

0.38±0.11b

T1

0.62±0.32b

0.41±0.12a

1.02±0.43ab

T2

0.55±0.21b

0.38±0.05a

0.93±0.23b

T3

0.50±0.13b

0.34±0.01a

0.84±0.12b

T4

0.43±0.15b

0.34±0.01a

0.77±0.16b

T5

0.35±0.12b

0.34±0.07a

0.69±0.19b

浓度 NO3- 氮肥处理（T2）下玉米 Cd 含量是对照处

T6

0.36±0.09b

0.40±0.02a

0.75±0.09b

T7

0.99±0.24a

0.42±0.03a

1.42±0.27a

理（CK）的 116 倍，显著高于其他氮肥处理。3 种氮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P<0.05）
。下同。

部 Cd 含量均高于不施氮肥的对照处理，且玉米地下
部 Cd 含量远高于地上部 Cd 含量，说明施加氮肥能
够促进玉米的生长进而促进玉米对 Cd 的吸收富集。3
种不同形态氮肥处理下，NO3- 氮肥对苗期玉米吸收
Cd 促进作用最显著，高浓度 NO3- 氮肥处理（T1）下
玉米 Cd 含量最高，是对照处理（CK）的 169 倍，低

肥中，施加 NH4+ 氮肥对苗期玉米吸收 Cd 促进作用
最小，高浓度 NH4+ 氮肥处理（T5）下玉米 Cd 含量

SPAD 值分别为 22.00 cm、1.02 g/ 株和 22.63，分别

是对照处理（CK）的 3.12 倍，低浓度 NH4+ 氮肥处理

是 对 照 处 理（CK） 的 1.19、2.64 和 1.84 倍； 低 浓

（T6）下玉米 Cd 含量是对照处理（CK）的 8.60 倍。

度 NO3- 氮肥处理（T2）下玉米株高、生物量、叶

施加尿素氮肥下玉米 Cd 含量介于 NO3- 氮肥和 NH4+

绿 素 SPAD 值 分 别 为 23.50 cm、0.93 g/株 和 18.53，

氮肥处理之间。尽管 Cd 胁迫下，施加不同形态氮肥

分 别 是 对 照 处 理（CK） 的 1.27、2.45 和 1.52 倍；

对苗期玉米中 Cd 的吸收均有促进作用，但同一种氮

整体上高于其他氮肥处理。3 种氮肥处理中，施加

肥不同施加水平间玉米 Cd 含量无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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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加不同形态氮肥对玉米体内 Cd 含量的影响

为进一步研究不同氮肥处理对玉米吸收富集

CK 的 3.8 和 4.2 倍。尿素处理下玉米 Cd 富集系数分

Cd 的影响，分别计算了玉米组织中 Cd 的富集系数

别为 102.3 和 12.8，介于 NO3- 氮肥和 NH4+ 氮肥处理

和转运系数（表 2）。富集系数体现的是玉米对重

之间；转运系数分别为 0.17 和 0.42，是 CK 的 3.4 和

金属 Cd 的吸收富集能力，转运系数是评价植物富

8.4 倍，说明与其他施氮处理相比，施加尿素更有利

集重金属潜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是体现植

于促进玉米体内 Cd 的传输。

物从地下部向地上部转移重金属的能力

［29-31］

。如

表 2 所示，与 CK 相比，施氮处理下玉米 Cd 富集

3

系数增加了 7 ～ 167 倍，其中施加 NO3- 氮肥时玉

3.1

-

米富集系数最大，高、低浓度 NO3 氮肥处理下玉
米 Cd 富集系数分别为 204.0 和 135.9，与其他处理
间差异显著；但此时的转运系数为 0.07 和 0.11，分
别 是 CK 的 1.4 和 2.2 倍。 这 说 明 施加 NO3- 氮 肥 可
以显著促进玉米对 Cd 的吸收，且促进作用随着施加
浓度的增加而增强，但对 Cd 在玉米体内茎向传输的
促进效果不明显。施加高、低浓度 NH4+ 氮肥时玉米
Cd 富集系数分别为 3.4 和 9.5，与 CK 处理相接近，
但差异不显著；NH4+ 氮肥处理组的转运系数大于
-

NO 3 氮肥处理组，分别为 0.19 和 0.21，分别是
表2

施加不同形态氮肥对玉米 Cd 富集和转移的影响

处理

富集系数

转移系数

讨论
不同氮肥处理对 Cd 胁迫下玉米生长的影响

重金属污染影响植物生长，严重时会导致植物
死亡［32］，适量的施肥可显著促进植物生长。大量
研究结果表明，氮元素在施肥过程中对植物生长
影响较大［33］，本研究中玉米的株高、生物量、叶
绿素含量在 Cd 胁迫下明显下降，适当浓度氮肥处
理可促进 Cd 胁迫下玉米的生长，使上述各指标升
高，从植物表型生长指标的角度体现出施氮处理对
Cd 胁迫下玉米生长的影响，株高和生物量在 NO3氮肥处理组达到最大值，而叶绿素含量 SPAD 值
在 NO3- 氮肥和尿素处理组远大于 NH+4 氮组，由图
2 也可以看出，NO3- 氮肥能更好地缓解 Cd 对植物
的毒害，而 NH4+ 氮肥处理下玉米的各种生长指标

CK

1.2±0.1c

0.05b

T1

204.0±35.8a

0.07b

与对照较为接近，这与孙磊等［34］的研究结果基本
一致。NO3- 氮肥处理下玉米株高、生物量较大，与

T2

135.9±52.8b

0.11b

NH4+ 氮肥和尿素有所差异，这一结果可能与它们施

T3

102.3±20.3b

0.17ab

T4

12.8±10.5c

0.42a

T5

3.4±1.0c

0.19ab

T6

9.5±4.5c

0.21ab

T7

0c

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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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后的情况及进入植物体内的代谢过程有关。本试
验中苗期玉米生长利用较多的是 NO3- 氮，NO3- 氮
易溶于水，能够促进苗期玉米吸收阳离子，很好地
促进有机阴离子生成，同时 NO3- 氮的硝酸根离子是
阴离子，很难被吸附，也就是说其极不容易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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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效性时间较短暂，但速效性却很好［35］，即硝

肥 均 对 玉 米 的 生 长 起 促 进 作 用， 增 幅 范 围 为

态氮肥肥效快。因此在施用硝态氮时按照“多次少

2.7% ～ 27%，对 Cd 毒性有一定缓解作用。

量”的原则效果会更好。
3.2

在施氮水平相当的条件下，3 种氮肥对玉米富

不同氮肥处理对玉米富集、转移 Cd 的影响

集 Cd 能力影响的大小依次为 NO3- 氮肥处理 > 尿素

由图 4、表 2 可以看出，施氮对玉米组织内重

处理 >NH4+ 氮肥处理，而各施氮水平的改变对玉米

金属 Cd 含量和富集系数有很大的影响，通过 CK

生长和吸收富集 Cd 的促进效果不显著。

与 T7 对比可知，玉米中 Cd 含量主要来自培养过

硝态氮肥对苗期玉米影响最为明显，能够显著

程中的外源添加，在 T7 处理下玉米可正常生长且

（P<0.05）促进玉米生长，促进玉米对重金属 Cd 的

无 Cd 的吸收与富集。从表 2 也可以看出，在施 Cd

吸收和富集，其富集系数最大可达 204.0，显著高

处理下随施氮量的添加玉米对 Cd 的富集整体呈上

于其他处理。

升趋势，说明在含 Cd 的生长环境中，3 种氮肥均
能 促 进 玉 米 对 Cd 的 富 集。 整 体 来 说， 玉 米 地 下
部 Cd 含量明显高于地上部，因为根是玉米从营养
液中吸取 Cd 的第一站，苗期玉米主要是从地下部
的根吸收 Cd 并向地上部的茎叶输送。溶解于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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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ifferent forms of nitrogenous fertilizer on cadmium accumulation in seedling stage of maize（Zea mays L.）
LI Meng-ran，XU Xue-hui *，ZHAO Meng-li（College of Grassland，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Inner Mongoli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Inner Mongolia Key Laboratory of Soil Quality and Nutrient Resource，Hohhot Inner Mongolia 010018）
Abstract：In order to explore different effects of forms of nitrogenous fertilizer on growth and Cd accumulation of maize（Zea
mays L.）in seedling stage，the hydroponic exposure experiment with Cd（5 mg/L）and different levels（4 and 8 mmol/L
N）of nitrogenous fertilizer（Nitrate，NO3-；Ammonium，NH4+；and Urea）was conducted．After 12 days of culture，the
differences in growing status and Cd accumulation of maize under different forms of nitrogenous fertilizer treatments were
investigate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d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maize seedling compared
with the total nutrient solution culture without adding Cd．Under heavy metal stress，the application of nitrogenous fertilizer
significantly promoted the seedling growth and accumulation of Cd in maize．Compared with the other treatments，the Cd
enrichment coefficient of maize with NO3--N application was up to 204.0，164.5 times higher than that in CK treatment．The
Cd enrichment coefficient of maize treated with NH4+-N fertilizer was between 3.36 and 9.51，indicating that the promoted
absorption was not obvious．However，the Cd transport coefficient of maize with NH4+-N application was 0.19 ～ 0.21，
which was 3.8 ～ 4.2 times of that for CK．The promotion effect of urea treatment on the growth and Cd accumulation of maize
was between that of NO3--N and NH4+-N treatments．However，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f nitrogenous fertilizer with
the different application levels on the growth and Cd accumulation of maize．Therefore，both the economic yield of corn and
heavy metal accumulation should be weighed in the production practice．The absorption of heavy metals in maize could be
regulated by appropriate fertilization application，which provide reasonable fertilization management measures for production
practice.
Key words：nitrogenous fertilizer forms；maize；Cd accumulation；transmission；biom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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