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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淋洗剂淋洗对镉污染农田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的
影响
张宇，吴春发*，张锦路，傅赵聪，王翀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农业资源与环境系，南京 210044
摘要：土壤微生物群落对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效果有较好的响应 . 为评价不同淋洗剂淋洗对镉（Cd）污染农田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影响，
选用 Cd 污染土壤常用的乙二胺四亚甲基膦酸（EDTMP）和乙二胺四乙酸（EDTA）作为供试淋洗剂，对采自矿区周边 Cd 重度污染农田土壤进行

室内浸提试验，分别测定了浸提后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Cd 的化学形态和部分理化性质 . 结果表明，EDTMP 和 EDTA 浸提对土壤 Cd 都具有一

定的去除效果，其单次浸提率分别为 14.23% 和 38.93%. 浸提后土壤优势菌群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经 EDTMP 浸提土壤变形菌门相对丰度显著
提高，而土壤酸杆菌门和硝化螺旋菌门的相对丰度则显著降低；经 EDTA 浸提土壤拟杆菌门相对丰度显著降低 . 经 EDTMP 浸提土壤的变形菌
门、拟杆菌门和浮霉菌门的相对丰度显著高于经 EDTA 浸提土壤，芽单胞菌门和硝化螺旋菌门的相对丰度则显著低于经 EDTA 浸提后的土壤

（p<0.05）. 冗余分析（RDA）结果表明，2 种淋洗剂主要通过降低土壤 Cd 含量、改变土壤 pH 及主要养分含量来影响微生物群落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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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soil washing with different washing agents on the structure of
microbial community in agricultural soil contaminated with cadm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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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is well known that soil microbial communities have a good response to the remediation effect of soils contaminated with heavy metals.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washing agents on the structure of soil microbial community，a simulation washing test was performed with a heavily

cadmium（Cd）-polluted agricultural soils collected around mining area. The effects of two commonly used washing agents，ethylene-diaminetetramethylene phosphoric acid（EDTMP）and ethylene diamine tetraacetic acid（EDTA），on the structure of microbial communities，chemical forms of Cd
and some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of the test soils were compar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oth agents had low to moderate efficiencies after single

washing，with 14.23% and 38.93% Cd removal being obtained for EDTMP and EDTA，respectively. Substantial changes in the dominant bacterial

phyla after soil washing were observed. The relative abundance of Proteobacteria in the EDTMP-washed soil increased significantly，whereas

Acidobacteria and Nitrospirae decreased. In contrast，the relative abundance of Bacteroidete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the EDTA-washed soil. In the
soil washed with EDTMP，Proteobacteria，Bacteroidetes and Planctomycetes were considerably higher，and Gemmatimonadetes and Nitrospirae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in those washed with EDTA（p < 0.05）. Redundancy analysis（RDA）indicated that these two washing agents influenced the
structure of microbial community by reducing the concentration of Cd，altering soil pH and main soil nutrient contents.
Keywords：cadmium；soil washing；remediation effect；structure of microbial community；dominant bacteria

1

引言（Introduction）
众所周知，矿业活动不可避免地产生大量“三废”，而不科学合理的“三废”管理导致大量重金属污染物

进入周边环境（包括土壤），致使周边土壤、沉积物、水体受重金属严重污染（孙锐等，2011；张文江，2013）. 镉

（Cd）是矿区周边农田土壤中一种典型的重金属污染物（Du et al.，2020；徐佳慧等，2020）. 由于 Cd 的高迁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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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物有效性，其对农田土壤的污染已严重威胁到我国粮食安全（张妍等，2020）. 矿山周边人多地少且耕地

污染十分严重，人地矛盾十分突出 . 如何解决矿区周边大量受重金属污染耕地安全利用问题直接关系到
矿区周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 因此，迫切需要解决矿山周边污染耕地的安全利用与治理修复问题 .

当前，我国农田重金属污染土壤安全利用与治理修复措施主要包括工程措施、农艺措施、植物修复措施

和化学钝化措施等，而这些措施大多仅适合于小范围污染土壤的安全利用（冯静，2015）. 淋洗是一种常用的

土壤重金属修复技术，通过溶解、离子交换、螯合或吸附等作用，将土壤中的重金属污染物转移到淋洗液中，
从而降低土壤中重金属污染物含量（綦峥等，2020）. 相比于其它修复方法，土壤淋洗法具有修复周期短、治理

范围广、能够永久去除土壤中的重金属等优点，不仅适用于中轻度污染土壤，也适用于重度污染的矿山周边
农田土壤，现已成为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领域研究的热点发展方向之一（曹明超等，2019）.

土壤微生物种群是土壤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壤微生物群落对农田土壤质量和土壤生态系统

功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Thijs et al.，2016）. 研究表明，当土壤遭受重金属污染时，土壤微生物及其参与的
生化过程都会受到严重影响，对重金属较敏感的微生物的生物活性和种群数量都大大降低；而其他具有重
金属耐性的物种可以维持甚至刺激生命的重要过程，成为优势菌种，从而补偿重金属敏感物种的损失，确保
稳定的微生态环境（Luo et al.，2019；Liu et al.，2020）. 土壤重金属污染会使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发生改变，而

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是表征土壤生态系统群落结构和稳定性的重要参数之一，其变化能灵敏地反映出土壤

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孙波等，1997）. 因此，在研究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效应特别是生态效应时十分有必要
研究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变化 .

重金属污染土壤淋洗不仅会去除土壤中部分重金属污染物，还可能导致养分和主要元素的流失、重金

属活化及淋洗剂的残留，从而可能致使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发生显著变化（王凌文等，2020；Wei et al.，
2020）. 因此，在评估重金属污染农田土壤淋洗修复效果时，不仅要考虑重金属去除效率和残留重金属的生态
风险，还需关注农田土壤微生物群落变化 . 目前已有学者研究了重金属污染对土壤微生物群落的影响，以及
不同修复技术对重金属污染土壤微生物群落的影响（安凤秋，2018；Han et al.，2020），而很少见到有关不同
淋洗剂淋洗对土壤微生物群落影响方面的研究报道 . 重金属污染土壤常用的淋洗剂包括无机淋洗剂、螯合

剂、表面活性剂等（高欣等，2020）. 乙二胺四乙酸（EDTA）是一种常用于 Cd 污染土壤淋洗的螯合剂（Guo et
al.，2016；陈欣园等，2018）；乙二胺四亚甲基膦酸（EDTMP）是一种可光降解的螯合剂，残留性低，对 Cd 污染

土壤具有较好的淋洗效果（苗远等，2018；Feng et al.，2020）. 基于此，本文研究 EDTA 和 EDTMP 2 种淋洗剂

淋洗对 Cd 污染农田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影响，并探讨其影响因素，以期为 Cd 重度污染农田土壤淋洗修复
环境效应评价提供理论依据 .

2
2.1

材料和方法（Materials and methods）
供试土壤
供试土壤取自四川省会东县某铅锌矿周边旱地耕作层，由于长期使用受污染的地表水灌溉，致使土壤

受 Cd 等重金属重度污染 . 采集的土样在通风处自然风干，剔除杂质后粉碎过 10 目筛备用 . 供试土壤总 Cd
含量（以干基计）达 42.59 mg·kg-1，根据《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GB 15618-2018），从
会东县采集的土壤中 Cd 含量远远超过风险管制值（3.00 mg·kg-1），被归类为重污染土壤 .
2.2

土壤浸提和培养

供试淋洗剂 EDTMP 和 EDTA 分别采购自上海迈瑞尔化学技术有限公司和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纯度均为 AR 级 . 据文献报道，室内模拟淋洗试验淋洗液体积（mL）与土壤质量（g）比一般在 5∶1~15∶1 之间

（梁振飞等，2015；陈欣园等，2018；郭伟等，2019）；而实际 Cd 污染土壤淋洗修复工程中，淋洗液与土壤的体积
质量比一般在 3∶1~7∶1（马先芮，2020；姚振楠等，2021）. 综合考虑室内模拟需要和工程应用，本次土壤浸提
实验浸提液体积（mL）与土壤质量（g）比设定为 5∶1. 称取 9 份 80 g 过 2 mm 筛的土壤，分别装入 1000 mL 玻璃

烧杯中，9 个烧杯被随机分为 3 组，每组 3 个重复 . 各组每个玻璃烧杯分别添加 10 mmol·L-1EDTMP 溶液、10

mmol·L-1 EDTA 溶液和去离子水各 400 mL，去离子水为对照处理 . 将烧杯置于超声波振荡机中振荡（200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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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min），取上清液测定 Cd 浓度，浸提后的土壤再加 400 mL 去离子水，超声振荡 5 min 后弃上清液 . 将土壤

转移到 100 mL 玻璃烧杯中，放入恒温气候箱（（25±3）℃）中，并覆盖有一层带数个人工针刺小孔的塑料膜，
以防止气体快速蒸发，同时允许气体交换 . 每周向土壤中添加适量去离子水，使土壤含水量接近田间持水
量，培养 60 d. 本研究的培养时间根据相关文献报道确定，而目前大部分文献报道的培养时间在 60 d 左右

（Lu et al.，2005；Rajaie et al.，2006；杜传宝等，2010；郝金才等，2019）. 培养 60 d 后，取部分土壤鲜样装满 2 mL
离心管进行 DNA 提取 . 其余土壤自然风干并通过 10 目筛备用 .
2.3

Cd 化学形态分析

土壤 Cd 化学形态采用改进的 Tessier 连续浸提法提取，
之后使用 ICP-MS 测定 . 该方法将重金属分为 5 种形

态：
可交换态（F1）、
碳酸盐结合态（F2）、
铁锰氧化物结合态（F3）、
有机质结合态（F4）和残留态（F5）
（朱昊，
2018）.
2.4

土壤基本理化性质分析

土壤 pH 值采用水提取（土∶水= 1∶2.5）测定；土壤电导率（EC）采用电导法测定；土壤有机质（SOM）采用

重铬酸钾氧化和硫酸亚铁滴定法测定；土壤总氮（TN）采用凯氏定氮法测定；土壤全磷（TP）采用 HClO4-H2SO4
消化法测定；土壤有效磷（AP）采用碳酸氢钠浸提-钼锑抗分光光度法测定；土壤速效钾（AK）采用火焰光谱法
测定；土壤全 Cd 采用 HCl-HNO3-HF-HClO4 消化法提取，并使用 ICP-MS 测定 .
2.5

土壤微生物测定

使 用 FastDNA SPIN Kit for Soil 进 行 DNA 提 取 ，并 使 用 NanoDrop 1000 分 光 光 度 计（Thermo Fisher，

Waltham，MA）检 验 提 取 DNA 的 质 量 和 浓 度 . 利 用 515F 5'-barcode-GTGCCMGCCGG）-3' 和 907R 5'CCGTCAATTCTMTTRAGTT-3'作为引物对细菌 16S 核糖体 RNA 的 V4-V5 区域进行 PCR 扩增 . 根据制造商的

说明，从 2% 琼脂糖凝胶中提取扩增产物，并使用 AxyPrep DNA 凝胶提取试剂盒（Axygen Biosciences，Union
City，CA，U.S.）进行纯化 .

纯 化 后 的 PCR 产 物 用 Qubit®3.0（Life Invitrogen）定 量 ，每 24 个 序 列 不 同 的 扩 增 子 均 匀 混 合 . 按 照

Illumina 的 基 因 组 DNA 文 库 制 备 程 序 ，将 汇 集 的 DNA 产 物 用 于 构 建 Illumina 对 端 文 库 . 然 后 在 Illumina
MiSeq（Shanghai BIOZERON Co.，Ltd）上对扩增子文库进行配对测序（2×250）.
2.6

数据分析

土壤微生物群落数据使用 Deblur 去噪算法将相似度≥97% 的序列聚集到操作分类单元（OTU）中 . 使用

置信阈值为 70% 的 silva（SSU132）16S rRNA 数据库（Caporaso et al.，2010），用 RDP 分类器分析 16S rRNA 基因
序列的亲缘关系（http：//rdp.cme.msu.edu/）. 此外，使用 R pheatmap 包（版本 1.0.12）绘制物种丰度的热图，同时

用 R stats 包（版本 3.5.0）进行聚类计算 . 使用 Canoco5（版本 5.02）进行冗余分析（RDA）来表征环境因子与
微生物群落结构的相关性 . 使用 JMP 13 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分析不同处理的方差，并使用
最小二乘均值 Tukey HSD 进行事后多重比较 .

3
3.1

结果（Results）
经不同淋洗剂浸提后土壤理化性质变化

经不同淋洗剂浸提后土壤主要理化性质见表 1. 从表 1 可以看出，与 CK 相比，经 EDTMP 浸提后，土壤 pH

和有效磷（AP）含量显著降低，电导率（EC）、有机质（SOM）、全氮（TN）和全磷（TP）含量显著升高；经 EDTA
Table 1
处理

pH

CK

7.08±0.13a

EDTMP
EDTA

6.16±0.07

b

7.34±0.08

a

表1

不同淋洗剂浸提后土壤主要理化性质

Selected physicochemicalproperties of the tested soil after washing

电导率/

有机质/

全氮/

全磷/

有效钾/

有效磷/

（μS·cm-1）

（g·kg-1）

（mg·kg-1）

（g·kg-1）

（mg·kg-1）

（mg·kg-1）

81.27±0.25c

18.47±0.05b

439±36b

5.07±0.05b

52±0.82a

65.63±3.67a

158.40±0.33

18.07±0.09

459±14

4.93±0.05

49±1.63

102.20±0.28

b
a

20.07±0.09

a
c

711±16

a

b

6.78±0.22

a

b

50±0.47

a
a

34.81±1.54b
60.57±3.24a

注：CK 为对照组，EDTA 和 EDTMP 分别为乙二胺四乙酸和乙二胺四亚甲基膦酸处理组；表中数值均为平均值±标准差的形式（n=3）；同列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有差异显著（p<0.05）；下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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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提后，土壤 SOM 含量显著降低，EC 显著升高 . 经 EDTMP 浸提后土壤的 pH、EC 和 AP 含量显著低于经 EDTA
浸提后的土壤，SOM、TN 和 TP 含量显著高于经 EDTA 浸提后的土壤（p<0.05）.
3.2

经不同淋洗剂浸提后土壤 Cd 形态变化

经 2 种 淋 洗 剂 浸 提 后 土 壤 总 Cd 含 量 均 显 著 降 低 ，其 中 ，经 EDTA 浸 提 后 土 壤 总 Cd 含 量 下 降 16.58

mg·kg-1，经 EDTMP 浸提后土壤总 Cd 含量下降 6.06 mg·kg-1，经去离子水（CK）浸提后土壤总 Cd 含量下降 1.44
mg·kg-1. 换算成浸提效率，分别为 38.93%、14.23% 和 3.38%. 经不同淋洗剂浸提后土壤残留 Cd 化学形态分布

见表 2. 从表 2 可以看出，土壤中 Cd 形态以 F3、F1 和 F2 为主，F5 次之，F4 最低 . 与 CK 相比，2 种淋洗液浸提后
土壤中 Cd 的 F1 和 F2 组分均有所下降 .EDTMP 浸提后，F3、F4 和 F5 组分较 CK 显著升高 .
Table 2
处理
CK

12.61±0.76

EDTA

6.15±0.08

EDTMP

3.3

F1

a

7.64±0.34b
c

表2

不同处理组土壤 Cd 的化学形态

The chemical forms of cadmium in different treatments
F2

含量/（mg·kg-1）

6.30±0.14

a

2.43±0.11

c

3.32±0.17b

F3

15.75±0.17

b

17.35±0.35a
12.97±0.26

c

F4

0.47±0.09

b

0.25±0.06

b

2.36±0.17a

F5

5.40±0.32

总计
b

7.20±0.13a
3.53±0.10

c

40.53
37.87
25.33

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变化

通过对测序数据的质量筛选，共获得 900000 条有效序列，在 97% 的相似度下共得到 50430 个 OTUs. 细菌

来自 41 门、148 纲、298 目、499 科、864 属 .

为了研究 2 种淋洗剂淋洗对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影响，本研究分析了不同处理下细菌在门水平上

相对丰度的差异，同时根据土壤样品细菌分布的相似性进行了聚类 . 如图 1 所示，在门水平上，EDTA 和 CK
处理的群落组成相似性较高，而 EDTMP 处理的群落组成差异较大 . 在门水平上，所有处理土壤的微生物群

落结构主要集中在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酸杆菌门（Acidobacteria）、芽单胞菌门（Gemmatimonadetes）、
厚壁菌门（Firmicutes）、放线菌门（Actinobacteria）、拟杆菌门（Bacteroidetes）、浮霉菌门（Planctomycetes）、绿弯

菌门（Chloroflexi）和硝化螺旋菌门（Nitrospirae），其在群落中的相对丰度分别为 29.1%~38.1%、18.9%~29.2%、
4.9%~10.6%、2.5%~8.1%、4.3%~5.6%、2.9%~6.6%、3.6%~5.8%、4.1%~6.2% 和 3.4%~5.6%. 其 中 ，相 较 CK 土
壤，EDTMP 浸提显著提高了土壤变形菌门的相对丰

度，显著降低了土壤酸杆菌门和硝化螺旋菌门的相对
丰度（p<0.05）；EDTA 浸提显著降低了土壤拟杆菌门的
相对丰度 .EDTMP 浸提土壤的变形菌门、拟杆菌门和

浮 霉 菌 门 的 相 对 丰 度 显 著 高 于 经 EDTA 浸 提 后 的

土壤，芽单胞菌门和硝化螺旋菌门的相对丰度显著
低于经 EDTA 浸提后的土壤（p<0.05）.
3.4

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为了研究 2 种淋洗剂淋洗对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

的影响机制，本研究采用冗余分析法（RDA）对浸提后
土壤的环境因子与微生物群落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

见图 2. 由图 2 可知，第 1 轴和第 2 轴分别解释了 32.23%

和 15.19% 的 变 异 . 同 时 ，TN、TP、SOM 与 变 形 菌 门 、
厚壁菌门、拟杆菌门、浮霉菌门和 EDTMP 处理呈正相

关；pH、AP 与芽单胞菌门、绿弯菌门、硝化螺旋菌门、
放线菌门、酸杆菌门和 EDTA 处理呈正相关 .

图1

细菌在门水平上相对丰度热图（1 个矩形代表 1 种细菌；
矩形颜色越红，细菌的相对丰度越高；相反，矩形颜色越

Fig.1

蓝，相对丰度越低）

Heat map of the relative abundance of bacteria at the
phylum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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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Discussion）
不同淋洗剂浸提对土壤 Cd 的影响

经 EDTA 和 EDTMP 浸提的土壤中 Cd 含量显著低

于 CK 处理，说明 2 种淋洗剂都可以去除土壤中的 Cd.
Wang 等（2018）研究表明，当液固比为 5∶1，浸提时间
为 2 h 时，EDTA 对 Cd 的去除率可达 93%；另一项研究

表明，使用浓度为 2% 的 EDTMP 溶液浸提 120 min 时，
土壤 Cd 去除率为 65.63%（Feng et al.，2020）. 本研究中
2 中 淋 洗 剂 对 Cd 的 浸 提 效 率 分 别 为 38.94% 和

14.23%，可能与土壤总 Cd 含量高、浸提时间短有关 .
此外，EDTMP 在富铁和酸性环境下易光解为正磷酸盐

从而导致其浸提效率显著下降（Lesueur et al.，2005）.
这 可 能 是 EDTMP 浸 提 效 率 显 著 低 于 EDTA 的 原 因
之一 .

许 多 研 究 表 明 ，F3、F4 和 F5 组 分 一 般 处 于 稳 定

图2

Fig.2

环境因子与微生物群落关系的冗余分析（RDA）

Redundancy analysis（RDA）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microbial community

状态，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较小，而 F1 和 F2 活性较高，环境风险较大（Wu et al.，2015；Zhang et al.，2017；Yang
et al.，2018）. 土壤中活性较高的重金属含量是影响植物吸收重金属的重要因素，土壤中重金属的活性含量越
高，植物越容易吸收（Han et al.，2020）. 此外，已有研究表明作物对 Cd 的吸收与土壤中 Cd 的活性组分含量密

切相关（李晓晴等，2012）. 本研究中经 2 种淋洗剂浸提后，土壤中 F1 和 F2 组分显著下降，这与前人研究结果
即淋洗修复易于去除土壤中的 F1 和 F2 组分一致（Dermont et al.，2008）.2 种淋洗剂都可以显著降低 Cd 的活

性组分，降低环境风险 . 另外，与 CK 相比，EDTMP 浸提土壤显著增加了 F3、F4 和 F5 组分，这可能是由于

EDTMP 的可光降解性所致 . 在 Cd 含量过高的土壤中，EDTMP 的光解产物正磷酸盐可与 Cd2+ 共同沉淀形成
Cd（PO
从而达到一定的稳定化作用（Mcgowen et al.，2001）.
3
4）
2，
4.2

不同淋洗剂浸提对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影响

经 2 种淋洗剂浸提后的土壤优势菌群结构发生明显变化，这是因为在重金属污染土壤中，微生物群落

不断调整自身，以适应不同的生境，而土壤浸提后，Cd 含量降低，理化性质发生变化，导致部分耐 Cd 优势菌
的生存条件被破坏，使得部分土壤微生物难以适应新环境（Zhai et al.，2018；Liu et al.，2020）.

本研究中，变形菌门细菌在所有处理的土壤中占绝对优势，这表明其最具耐金属特性，与前人研究结果

中 变 形 菌 门 对 重 金 属 污 染 耐 性 强 相 一 致（Burkhardt et al.，2011；Shao et al.，2016；Narendrula-Kotha et al.，
2017）. 由变形菌门细菌编码的多个重金属氧化酶基因与其具有重金属耐性有关，并且参与重金属的钝化，
且变形菌门参与 N2 的硝化和反硝化作用，可以促进植物生长（Han et al.，2020）.EDTMP 浸提后，变形菌门的
相对丰度显著升高，这表明 EDTMP 淋洗能有效地优化土壤细菌组成，促进 Cd 污染土壤的修复 . 此外，所有处

理土壤中酸杆菌门、拟杆菌门和芽单胞菌门也为优势菌群，具有耐金属特性，与前人研究酸杆菌门、拟杆菌
门和芽单胞菌门也可耐受多种重金属的结果一致（Haller et al.，2011；Ni et al.，2016；Li et al.，2021）. 酸杆菌门

在供试土壤中的相对丰度仅次于变形菌门，经 EDTMP 浸提后相对丰度显著降低，这可能与 EDTMP 浸提显著

降低了土壤的 pH 有关 .EDTMP 浸提土壤后的低 pH 性可能导致了一些细菌如酸杆菌门和芽单胞菌门的相对
丰度的降低，RDA 结果表明，酸杆菌门和芽单胞菌门的相对丰度与土壤 pH 显著正相关，这与前人的研究

一致（An et al.，2021；Li et al.，2021）. 有研究表明，pH 值直接影响细菌的生长，进而影响土壤细菌群落结构，
pH 值与细菌 OTU 丰度呈显著正相关（Wan et al.，2020）.

另外，土壤 SOM 和营养元素（N、P）也是影响微生物群落的重要因素 . 氮在细胞代谢过程中起着关键作

用，如能量代谢、蛋白质合成、细胞分裂等（Liu et al.，2020）. 以往的研究也表明，土壤中氮、磷含量和 SOM 的

变化是导致微生物群落组成变化的主要因子（Wei et al.，2020）.RDA 结果表明，拟杆菌门的相对丰度与 S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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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TN 呈显著正相关，而硝化螺旋菌门与之相反，与 SOM 和 TN 呈显著负相关，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卞方圆

等，2018）. 这可能与 EDTA 浸提土壤拟杆菌门相对丰度的降低和 EDTMP 浸提土壤硝化螺旋菌门相对丰度的

降低有关 . 此外，变形菌门细菌可以利用营养源提高土壤质量（Han et al.，2020）.EDTA 含有多种 N、C 源，
EDTMP 含有 C、N、P 源，有利于重金属污染农田土壤的生物修复 .

以上分析表明，2 种淋洗剂浸提都能显著改变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其可能主要通过降低土壤 Cd 含量、

改变土壤 pH 及养分含量来实现 .

5

结论（Conclusions）
1）EDTMP 和 EDTA2 种淋洗剂对供试土壤 Cd 具有一定的去除效果，受光解影响 EDTMP 对 Cd 的去除

效率显著低于 EDTA.

2）浸提后 2 种土壤 Cd 的活性组分（F1 和 F2）均显著降低；经 EDTMP 浸提的土壤 F3、F4 和 F5 组分显著

高于经 EDTA 浸提的土壤，这可能与其光解产物正磷酸盐对土壤中的 Cd 具有较好的钝化效果有关 .

3）经 2 种淋洗剂浸提的土壤优势菌群结构发生明显变化 .EDTMP 浸提显著提高了土壤变形菌门的相对

丰度，显著降低了土壤酸杆菌门和硝化螺旋菌门的相对丰度；EDTA 浸提显著降低了土壤拟杆菌门的相对
丰度 .

4）2 种淋洗剂主要通过降低土壤 Cd 含量、改变土壤 pH 及养分含量来影响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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