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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生态系统中，微塑料与重金属的共同暴露已然不可避免，目前关于二者复合污染的研究多集中于农作物，而对超富集植物的研究仍比
较缺乏 . 基于此，本文探究了微塑料、重金属镉和二者复合效应对超积累植物东南景天和叶芽鼠耳芥生长特性和镉富集的影响 . 选取东南景天

和叶芽鼠耳芥为试验对象，通过水培试验揭示聚苯乙烯微塑料（mPS，0、100、500 mg·L-1）与重金属镉（Cd，0、50、200、500、1000 μmol·L-1）单一

及其复合污染对两种植物生长（生物量、根长、株高）和镉富集的影响 . 结果表明，单一微塑料处理下，微塑料对东南景天和叶芽鼠耳芥的生长

起促进作用，当微塑料浓度为 500 mg·L-1 时，东南景天地上部和根部、叶芽鼠耳芥地上部和根部鲜重较对照组分别增长了 25.4%、143.1%、
160.6% 和 127.1%，东南景天和叶芽鼠耳芥的根长较对照组分别显著增加了 21.6% 和 42.3%；单一镉胁迫下，东南景天和叶芽鼠耳芥的生长被
抑制，且随着培养液中镉浓度的增加，植株体内的镉含量不断增加；微塑料-镉复合试验（镉浓度 200 μmol·L-1）中，微塑料促进了东南景天和

叶芽鼠耳芥对镉的吸收，且微塑料浓度越高，促进作用越明显，当微塑料浓度为 500 mg·L-1 时，东南景天和叶芽鼠耳芥地上部镉含量较未添加
微塑料组分别显著增加了 37.7% 和 100.7%，根部镉含量较未添加微塑料组分别显著增加了 72.8% 和 50.8%. 微塑料的添加增强了镉对东南景
天的毒害作用，当微塑料浓度为 500 mg·L-1 时，东南景天地上部、根部鲜重较未添加微塑料组分别降低了 23.9% 和 28.1%，干重分别降低了

22.9% 和 41.5%. 相反，微塑料-镉复合试验（微塑料浓度为 500 mg·L-1）中，微塑料对叶芽鼠耳芥生长的促进作用占主导地位，最终表现为减弱了
镉对叶芽鼠耳芥生长的抑制作用，叶芽鼠耳芥地上部、根部鲜重较未添加微塑料组分别增加了 75.2% 和 108.5%，干重分别增加了 10.5% 和

56.3%. 研究表明，微塑料的添加促进了东南景天和叶芽鼠耳芥对镉的吸收，增强了镉对东南景天生长的抑制作用，但当微塑料浓度为 500
mg·L-1 时减弱了对叶芽鼠耳芥的毒害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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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exposure of microplastics and heavy metals has become inevitable in soil ecosystems. At present，the combined pollution of

microplastics and heavy metals mostly occurred in crops，while the research on hyperaccumulators is still lacking.Exploring the effects of microplastics，
cadmium（Cd），and their combination on the growth and Cd accumulation of hyperaccumulators（Sedum alfredii Hance and AHG347 winter-clean）.
Hyperaccumulators，Sedum alfredii Hance and AHG347 winter-clean，were selected as the test objects，and the hydroponic experiment was designed to

reveal the effects of single and combined pollution of polystyrene microplastics（0，100，500 mg·L-1）and Cd（0，50，200，500，1000 μmol·L-1）on the
growth and Cd accumulation of two plants. Under single microplastics treatment，the microplastics promoted the growth of Sedum alfredii Hance and

AHG347 winter-clean. When the concentration of microplastics was 500 mg·L-1，the fresh weight of aboveground and root of Sedum alfredii Hance

increased by 25.4% and 143.1% compared with control，while the AHG347 winter-clean increased by 160.6% and 127.1%，respectively. The root

lengths of Sedum alfredii Hance and AHG347 winter-cle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y 21.6% and 42.3% compared with control，respectively. 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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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le Cd treatment，the growths of Sedum alfredii Hance and AHG347 winter-clean were inhibited，and the Cd concentration in the plant increased as

the Cd concentration in the nutrient solution increased. In the microplastics-Cd experiment（Cd concentration was 200 μmol·L-1），the microplastics

promoted the accumulation of Cd in Sedum alfredii Hance and AHG347 winter-clean，and the higher the concentration of microplastics，the more

obvious the promotion effect.When microplastics concentration was 500 mg·L-1，the Cd concentrations in aboveground and root of Sedum alfredii Hance
and AHG347 winter-clean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y 37.7%，72.8% and 100.7%，50.8%，compared with control，respectively. Microplastics
enhanced the toxic effect of Cd on Sedum alfredii Hance，and when the microplastic concentration was 500 mg·L-1，the fresh weights of the aboveground

and root of Sedum alfredii Hance were reduced by 23.9% and 28.1% compared with control，while the dry weight decreased by 22.9% and 41.5%，
respectively. Differently，in the microplastics-Cd experiment（microplastics concentration was 500 mg·L-1），microplastics played a domin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growth of AHG347 winter-clean，finally weakened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Cd on the growth of AHG347 winter-clean.The fresh weights of
the aboveground and root of AHG347 winter-clean increased by 75.2% and 108.5% compared with control，while the dry weights increased by 10.5%

and 56.3%，respectively.The study showed that the addition of microplastics promoted the accumulation of Cd in Sedum alfredii Hance and AHG347

winter-clean，strengthened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Cd on the growth of Sedum alfredii Hance，but when the microplastics concentration was 500 mg·L-1，
the toxic effect of Cd on AHG347 winter-clean was weakened.

Keywords：microplastic；cadmium；hyperaccumulator；Sedum alfredii Hance；AHG347 winter-clean；accumulation；growth characteristics

1

引言（Introduction）
近 40 年全球塑料制品的生产与使用总量较以往升高了近 25 倍，但其回收比例却低于 5%（de Souza

Machado et al.，2018）. 而我国作为塑料产量的第一大国，废弃塑料总量在 2017 年便高达 3.48×108 （
t Geyer et
al.，2017；PEMRG，2018）. 这 些 塑 料 制 品 在 环 境 中 不 断 碎 裂 、分 化 ，逐 渐 降 解 为 微 米 乃 至 纳 米 级 颗 粒

（Andrady，2015）. 微/纳 米 塑 料 粒 径 微 小 且 难 以 降 解 ，广 泛 分 布 于 海 洋 环 境（Ory et al.，2020）、淡 水 环 境

（Forrest et al.，2019）、土壤（Zhang et al.，2018）乃至大气中 . 已有研究表明，微塑料对植物生长具有一定抑制
或促进作用 . 张晨等（2021）研究发现，黑藻在聚苯乙烯微塑料浓度高于 30 mg·L-1 的淡水环境中，其生长状况

和光合作用均显著降低 . 吴佳妮等（2020）研究表明，大豆幼苗在粒径为 20 nm 和 100 nm 的聚苯乙烯微塑料

作用下，其干重和根直径显著降低 .Lian 等（2020）研究发现，100 nm 聚苯乙烯微塑料（0.1 mg·L-1）能够显著增

加小麦（Triticum aestivum L.）的生物量 . 此外，微塑料还能在植物体内富集 . 李连祯等（2019）研究发现，0.2
μm 的聚苯乙烯微球能够在生菜根部大量富集，并迁移至地上部 . 李瑞杰等（2020）发现砂培条件下小麦幼苗

可以积累并转运 0.2 μm 聚苯乙烯微球 . 目前已有大量研究结果证实，微塑料可以通过带电荷的位点直接吸

附金属离子，或者通过塑料表面的中性区域与金属离子形成复合物，微塑料-重金属离子结合体一旦被作物

吸收、积累，将通过食物链到达人体，进而对人体生命健康造成威胁 . 目前微塑料已成为环境污染领域广泛
关注的热点 .

除微塑料污染外，重金属污染一直是环境研究领域人们持续关注的焦点 . 其中，镉因污染范围广而受到

人们重点关注 .2014 年《全国土壤污染调查公报》表明，镉在全国土壤点位超标率位列无机污染物首位（环境

2
保护部等，2014），随着污染范围的持续扩张，我国受镉污染耕地面积已高达 1300 万 hm（韦朝阳等，
2001）.

目前科研人员针对镉对植物生长的影响及在植物体内的富集已进行了大量研究 . 镉胁迫可导致植物根系活
性氧积累，膜脂过氧化和细胞损伤，改变超氧化物岐化酶和过氧化氢酶的活性，进而影响植物生长 . 镉通过
食物链富集于植物体内，破坏水生与陆地生态系统的同时，对人体造成严重危害 .

目前研究人员在环境中检测出多种微塑料-重金属离子结合体，证明微塑料能够通过吸附作用成为环境

中重金属污染物的载体 . 已有许多试验证实了微塑料对镉的吸附作用 .Zhou 等（2019）研究证实聚苯乙烯对
镉的吸附能力为（0.8±0.02）mg·g-1，不同类型微塑料对镉的吸附能力不同 .Hodson 等（2017）研究也发现，土壤

环境中的微塑料可能作为重金属阳离子的潜在转运载体从而带来更加复杂的生态效应 . 微塑料与重金属的
复合污染在环境中已不可避免，两者极可能在植物生长中发生不同的交互作用 . 一方面是微塑料和镉及其

复合污染对植物生长的影响 .Wang 等（2021）研究了苦草在聚氯乙烯微塑料和镉复合污染培养下的生长情
况，发现聚氯乙烯微塑料显著增强了镉对苦草生长的抑制作用 . 李贞霞等（2020）研究聚氯乙烯微塑料和镉
复合污染对黄瓜生长的影响时发现，粒径<18 μm 的聚氯乙烯微塑料能够显著降低黄瓜幼苗的总根长 . 另一

方面是微塑料对镉在植物体内积累的影响 .Zong 等（2021）研究发现聚苯乙烯微塑料能显著降低小麦幼苗中

6期

宁瑞艳等：微塑料和镉及其复合对超富集植物生长和富集镉的影响

417

镉的积累 . 顾馨悦等（2021）研究表明，老化的聚氯乙烯微塑料和低浓度镉会对小麦产生协同效应，老化的聚
氯乙烯微塑料显著增加了镉在小麦体内的富集 .

目前有关微塑料与镉的复合污染研究多集中于农作物（王泽正等，2021；顾馨悦等，2021），而对超富集

植物还少有研究，微塑料类型则集中于聚氯乙烯，对聚苯乙烯微塑料研究较少 . 聚苯乙烯作为使用量较大的

微塑料类型（Tokiwa et al.，2009），在土壤中的主要来源包括市政污泥和有机肥的施用、塑料废弃物的填埋、
大气沉降、地表径流和污水灌溉的带入等（骆永明等，2018）. 通常情况下，若无加热或紫外线预处理，聚苯乙

烯是不可生物降解的，可以留存于自然环境中数百年（Tokiwa et al.，2009）.Jiang 等（2019）研究发现，0.1 μm
的聚苯乙烯微球能够在蚕豆根系累积，并且能阻碍营养物质输送，产生遗传毒性 . 聚苯乙烯微塑料和镉对超

富集植物的联合毒性，以及聚苯乙烯微塑料对镉的吸附行为是否会加速镉在超富集植物中的积累还未证实 .
两者的联合作用可能较环境中的单一污染物带来不同的风险，但目前严重缺乏关于微塑料及镉复合污染对
超富集植物的影响及相关的机理解释 .

东南景天和叶芽鼠耳芥是最常见的镉超积累植物，本试验基于前期研究，在水培条件下以东南景天和

叶芽鼠耳芥为供试植物，聚苯乙烯微塑料和镉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其单一及复合污染对两种植物的生长
毒性及镉积累的影响，以期为进一步研究微塑料-重金属对生物的联合作用及对重金属积累迁移的影响提供
理论依据 .

2

材料与方法（Materials and methods）

2.1
2.1.1

试验材料
供试材料

供试植物选用东南景天（Sedum alfredii Hance）和叶芽鼠耳芥（AHG347 winter-clean），前者

采自浙江省台州市，后者由日本株式会社藤田提供 . 镉溶液由 Cd（NO3）2·4H2O 配制（分析纯）. 试验使用的

聚苯乙烯微塑料，粒径为 0.1~0.5 μm，购于日本电气化株式会社 . 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对聚苯乙烯微塑料具

体形貌进行观察（图 1），发现其外观呈规则球形，主要以小颗粒聚集的形式分布于体系之中，表面相对均匀，
伴随有一些碎片与一定的微孔，粒径为 0.1~0.5 μm. 通过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对微塑料样品进行官能团鉴别

（图 2），光谱范围为 400~4000 cm-1，扫描次数 32 次，分辨率为 4 cm-1. 聚苯乙烯微塑料在 1150、1440、1730、
2950 cm-1 处的红外吸收峰分别对应—CO—的拉伸振动、—CH—的不对称键拉伸振动、CO 的伸缩振动及

C—H 的伸缩振动（Marchessault，1962；Célino et al.，2014；Liu et al.，2019）. 含氧官能团 CO（Rajendran et al.，
2001）对镉的吸附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

图1
Fig.1

2.1.2

水培试验

聚苯乙烯塑料微粒的扫描电镜图

Scanning electron micrographs of polystyrene microplastics

水培的供试营养液由四水硝酸钙、磷酸二氢钾、硫酸镁、氯化钾、硫酸钾、硼酸等配制而

成，具体成分及浓度见表 1. 将挑选的长势均匀的东南景天幼苗定植于 3 L 黑色水培盆钵（口径 24.5 cm，底径
20.0 cm，高 9.2 cm），叶芽鼠耳芥幼苗定植于 0.85 L 黑色水培盆钵（口径 14.0 cm，底径 8.8 cm，高 7.2 cm），每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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钵的盖子上设 1 穴，每穴用海绵定植 1 株 . 水培过程中保持幼苗根部完全浸入营养液，保证通氧泵通气 .

图2
Fig.2

Ca（NO3）2·4H2O
2000

2.2

KH2PO4
100

Table 1

MgSO4·7H2O
500

聚苯乙烯塑料微粒的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图

The 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ometry of polystyrene microplastics
表1

营养液的主要成分及浓度

Main composition and concentration of nutrient solution

KCl
100

K2SO4
700

H3BO3
10

μmol·L-1

MnSO4·H2O ZnSO4·7H2O CuSO4·5H2O （NH4）6Mo7O24 Fe-EDTA
500

1

0.2

0.01

100

试验设计
将东南景天和叶芽鼠耳芥幼苗用自来水冲洗干净，洗去根部表面的基质土，挑选长势相近的幼苗，先在

未添加镉与微塑料的营养液中适应 5 d，植株完全适应水培环境后，再将幼苗置于含污染物的培养液中 . 单一
污染试验：镉浓度梯度分别为 0、50、200、500、1000 μmol·L-1，标记为 C0、C1、C2、C3、C4；微塑料浓度梯度分别

为 0、100、500 mg·L-1，标记为 M0、M1、M2. 复合污染试验：微塑料浓度梯度为 0、100、500 mg·L-1，镉浓度为 200

μmol·L-1，标记为 M0C2、M1C2、M2C2. 共 11 个处理，每个处理设置 3 组平行，营养液每 6 d 更换 1 次，处理 12 d
后收获 .
2.3

测定方法

收获植株样品时，先用自来水洗净其表面黏附的微塑料和营养液，标号后用自封袋带回实验室 . 将东南

景天和叶芽鼠耳芥分为根和地上部，根用 20 mmol·L-1 EDTA-2Na 溶液浸泡 15 min，除掉根表面吸附的镉，然
后用蒸馏水洗去表面的 EDTA-2Na 溶液，最后用吸水纸擦干植株表面水分 .

植株株高、根长及生物量测定：使用直尺（精确到 0.1 cm）测量东南景天和叶芽鼠耳芥的株高和根长 . 称

重根和地上部鲜重之后，将其置于 105 ℃的烘箱中杀青 30 min，然后降温至 70 ℃烘干至恒重，称其干重 .

植株中镉的测定：称取烘干并磨碎的植物样 10.0 mg（叶芽鼠耳芥 5.0 mg）于消煮管中，加入硝酸和高氯

酸（4∶1，体积比）溶液浸泡过夜 . 于 250 ℃消煮至溶液完全澄清，冷却至室温后，将消煮液转移至 25 mL 容量
瓶，用超纯水清洗消煮管 3 次，将清洗液一并移入容量瓶，然后用超纯水定容至刻度，摇匀后过 0.45 μm 水系
滤 膜 ，通 过 原 子 吸 收 光 谱 仪（pinAAcle 900Z，PerkinElmer Inc.，USA）测 定 镉 含 量 . 茶 叶 标 准 物 质（GBW

10016a）用于质量控制，标准物质中镉含量为（0.046±0.005）mg·kg-1. 实验测的标准物质中镉含量为（0.045±
0.003）mg·kg-1. 实测值在标准值范围内，数据真实可靠 .
2.4

数据处理与分析

试验测定的指标均以平均值±标准偏差（Mean±SD）表示，数据的差异显著性通过软件 SPSS 23.0 运用单

因素 ANOVA 检验 . 图通过 Origin 2018 软件制作 . 镉富集系数由地上部或根部镉含量/营养液中镉含量计算
而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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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讨论（Results and discussion）
单一微塑料对超富集植物生长的影响

表 2 为不同浓度微塑料处理下，东南景天和叶芽鼠耳芥的生物量（鲜重、干重）. 结果表明，随着微塑料

浓度的增加，东南景天和叶芽鼠耳芥的鲜重（地上部、根部）均显著增加，表明在该试验设置的微塑料浓度范

围，不同浓度微塑料对东南景天和叶芽鼠耳芥的生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 当微塑料浓度为 500 mg·L-1 时，
东南景天地上部、根部鲜重较对照组分别增长了 25.4% 和 143.1%，叶芽鼠耳芥地上部、根部鲜重较对照分别

增长了 160.6% 和 127.1%. 但不同浓度微塑料对东南景天地上部干重影响较小，当微塑料浓度为 100 mg·L-1
时，处理组东南景天地上部干重与对照组无显著性差异 .Boots 等（2019）研究也发现不同微塑料处理对黑麦
草地上部生物量干重无显著影响 .de Souza Machado 等（2019）研究聚苯乙烯等 6 种微塑料对洋葱生长性能的
影响时发现，不同类型微塑料处理均增加了洋葱生物量，其中，聚酰胺微塑料（2.0%，W/W）处理组使洋葱鳞

茎含水量增加了 2 倍，且显著增加了叶片中的氮含量，这或许贡献了洋葱生物量的增加 .Lozano 和 Rillig

（2020）通过土培试验证实微塑料处理组通过降低土壤容重，增加土壤孔隙率，改善根际通气情况，促进根系

更好地渗透到土壤基质中，从而增加了植物根部生物量 . 根部生物量的增加将促进植物对水分和营养的吸
收，进而增加地上部生物量 . 微塑料能够促进植物对水分的吸收，使微塑料对植物鲜重的影响大于干重 .
Table 2
植物

东南景天

处理
M0

单一微塑料处理对东南景天和叶芽鼠耳芥生长的影响

鲜重
地上部/mg

百分比变化

1506.2±78.3c

干重
根部/mg

百分比变化

120.7±9.7c

地上部/mg

百分比变化

96.6±1.5b

根部/mg

百分比变化

25.8±2.4b

M1

1663.5±57.4b

10.4%

220.3±38.6b

82.5%

101.2±6.5b

4.8%

44.6±8.3a

72.9%

1889.1±50.4a

25.4%

293.4±38.8a

143.1%

119.1±0.5a

23.3%

54.6±2.9a

111.6%

M0

129.2±22.7c

10.7±2.5b

68.1±3.5a

b

b

b

M2
叶芽鼠耳芥

表2

Effects of microplastics on the growth of Sedum alfredii Hance and AHG347 winter-clean

M1
M2

251.2±12.6

336.7±16.1

a

94.4%
160.6%

14.3±0.7

24.3±2.6

a

33.6%
127.1%

55.5±2.1

65.2±5.6

a

19.1±1.5a
18.5%
4.3%

12.0±1.2b

37.2%

a

11.5%

16.9±1.1

注：百分比变化表示不同处理下，该处理相比对照增加或减少的百分数；数据的差异显著性利用单因素 ANOVA 检验中的邓肯（Duncan）

分析，同列数据中不同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p<0.05）；下同 .

图 3 为不同微塑料浓度处理下，东南景天和叶芽鼠耳芥根长和株高的变化情况 . 当微塑料浓度为 500

mg·L-1 时，东南景天的根长较对照组显著增加了 21.6%；当微塑料浓度分别为 500 和 100 mg·L-1 时，叶芽鼠耳

芥根长较对照组分别显著增加了 42.3% 和 26.7%.de Souza Machado 等（2019）研究发现，聚苯乙烯（2.0%，W/
W）处理组显著增加了洋葱总根长、根系表面积和根质量密度，进而增加了洋葱根系生物量，与本试验研究结

果相似 .Lozano 和 Rillig（2020）也证实了微塑料处理改变了植物根直径、根质量密度、根长和根表面积等根系
性状 .Kalčíková 等（2017）研究发现，聚乙烯微塑料（4~12 μm）能附着在浮萍（Lemna minor）根部，机动区截根

部的生长，导致浮萍根长受到抑制 . 但 Mateos-Cárdenas 等（2019）研究发现，附着在浮萍根表面的聚乙烯微塑

料（10~45 μm）对浮萍根长的生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对根长不同的影响取决于微塑料的粒径和形貌特征 .
与表面光滑的聚乙烯微塑料相比，锐利边缘的聚乙烯微塑料会影响根细胞膜透性，损伤根细胞，进而影响

根长 . 形状和表面粗糙度是造成生物体机械损伤的关键因素 .Urbina 等（2020）的研究则发现聚乙烯微塑料

（3 μm）富集在玉米根际，阻碍了玉米根部对水分和营养元素的吸收，降低了玉米蒸腾作用，进而影响了玉米
的生长，与本研究结果相反，或许是由于所研究的植物和微塑料类型不同所致 . 微塑料能够通过影响营养元

素的吸收与运输，进而影响植物代谢与生长 .Jiang 等（2019）研究发现，当 PS 微塑料的浓度为 100 mg·L-1 时，
能够显著抑制蚕豆的生长，说明微塑料在根系中的大量积累可能会阻塞细胞连接或用于养分运输的通道 .
Lian 等（2020）研究表明，聚苯乙烯微塑料能够减少小麦对营养元素的吸收，影响植物代谢的调节，小麦的芽

根生物量比随之减小 . 此外，微塑料对植物生长还存在络合作用 . 微塑料表面存在的有机物质能够与重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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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形成水溶性，或产生络合作用，进而对重金属起到一定富集作用（张哿等，2019）. 不同浓度微塑料对东南

景天和叶芽鼠耳芥的株高均无显著影响 . 总之，单一微塑料处理对东南景天和叶芽鼠耳芥的生长总体表现
为促进作用，对叶芽鼠耳芥的促进作用高于东南景天 .

图3

单一微塑料处理对东南景天和叶芽鼠耳芥根长和株高的影响（数据的差异显著性利用单因素 ANOVA 检验中的邓肯（Duncan）分析，
不同字母代表不同处理间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下同）
Fig.3

3.2

Effects of microplastics on root length and plant height of Sedum alfredii Hance and AHG347 winter-clean

单一重金属镉胁迫对超富集植物生长和富集镉的影响

3.2.1

单一重金属镉胁迫对超富集植物生长的影响

由表 3 可知，在单一镉胁迫的水培试验下，随着镉浓度

的升高，东南景天的干重呈下降趋势，叶芽鼠耳芥的生物量表现为先增加后减少的变化趋势 . 表明在试验设

置的镉浓度范围，不同浓度镉胁迫对东南景天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对叶芽鼠耳芥表现为低促高抑 . 当镉浓度
为 1000 μmol·L-1 时，东南景天地上部、根部鲜重较对照分别减少了 83.0% 和 83.9%，叶芽鼠耳芥地上部、根部

鲜重较对照分别减少了 24.5% 和 1.9%. 之前的研究也得出相似的结论，镉胁迫会造成东南景天根尖分生
细胞和叶肉细胞超微结构损伤，损坏膜系统，线粒体高度肿胀，空泡增加，叶绿体解体，同时镉胁迫也抑制了

东南景天体内谷胱甘肽的生物合成，致使过氧化氢和超氧自由基过量产生，影响过氧化氢酶、愈创木酚过氧
化物酶、抗坏血酸过氧化物酶和谷胱甘肽还原酶等活性，进而影响其生长，使生物量显著下降（Jin et al.，
2008）. 但不同浓度镉胁迫对东南景天干重（地上部、根部）影响较小，当镉浓度为 50~500 μmol·L-1 时，各处理
组间均无显著性差异 .

Table 3
植物

东南景天

处理

地上部/mg
1554.7±77.8a

C2

421.3±34.7

C1

C4
C0
C1

百分比变化

干重
根部/mg
120.7±9.7a

百分比变化

437.1±37.1b

71.9%

68.4±17.0b

43.3%

291.6±48.4

81.2%

25.0±9.8

79.3%

b
c

264.0±10.5c
129.2±22.7c

72.9%
83.0%

260.1±6.8a

50.3%

141.0±8.6

9.1%

C2

191.3±17.0

C4

97.5±6.0d

C3

单一镉处理对东南景天和叶芽鼠耳芥生长的影响

鲜重

C0

C3

叶芽鼠耳芥

表3

Effects of cadmium on the growth of Sedum alfredii Hance and AHG347 winter-clean

b

c

52.3±1.4

b
c

19.4±5.7c

10.7±2.5d

56.7%
83.9%

26.7±1.6a

149.5%

16.5±0.6

54.2%

48.1%

22.4±1.4

24.5%

10.5±0.9d

b
c

地上部/mg
108.9±19.2a

百分比变化

根部/mg
25.8±2.4a

百分比变化

40.3±13.2b

63.0%

18.0±4.2ab

30.2%

29.0±4.7

73.4%

11.4±5.4

55.8%

39.8±4.8

b
b

24.6±1.6b
68.1±3.5b

63.5%
77.4%

80.2±3.1a

17.8%

58.8±1.5

13.7%

109.3%

71.4±1.3

1.9%

46.0±0.3d

b
c

20.5±2.2bc
cd

5.9±3.3d

19.1±1.5b

20.5%
77.1%

28.1±1.8a

47.1%

12.2±0.3

36.1%

4.8%

19.7±0.8b

32.3%

9.4±0.3d

c

3.1%

50.8%

图 4 为不同镉浓度处理下，东南景天和叶芽鼠耳芥根长和株高的变化情况 . 当镉浓度分别为 50、200、

500、1000 μmol·L-1 时，东南景天的根长较对照组分别显著减少了 44.4%、59.5%、62.2% 和 67.6%；当镉浓度为
1000 μmol·L-1 时，叶芽鼠耳芥根长较对照组减少了 4.4%. 杨琴等（2020）研究发现，东南景天在 500 mg·kg-1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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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mg·kg-1 单一镉处理下，
根系长度相比对照均显著降低 . 由表 3 可知，
东南景天根部的生物量（鲜重）远高于

叶芽鼠耳芥，说明东南景天的根系更为发达，植株吸收的镉含量随之增加，进而表现为抑制作用 . 不同浓度

镉胁迫显著降低了东南景天的株高，但对叶芽鼠耳芥的株高无显著影响 . 总之，单一镉胁迫对东南景天和
叶芽鼠耳芥的生长总体表现为抑制作用，对东南景天的抑制作用高于叶芽鼠耳芥 .

图4
Fig.4

3.2.2

单一镉处理对东南景天和叶芽鼠耳芥根长和株高的影响

Effects of cadmium on root length and plant height of Sedum alfredii Hance and AH347 winter-clean

镉在超富集植物中的积累

图 5a 为镉在东南景天和叶芽鼠耳芥的富集情况（地上部、根部），水培试验

结果表明，随着镉浓度的增加，东南景天和叶芽鼠耳芥的镉含量（地上部、根部）均显著增加 . 这与王启宇等

（2021）的研究结果相似 . 图 5b 为不同镉浓度处理下，东南景天和叶芽鼠耳芥对镉的富集系数（地上部、根部）
的变化情况 . 当镉浓度为 50 μmol·L-1 时，
东南景天和叶芽鼠耳芥对镉的富集系数达到最大值，
并且随着镉浓度
的升高，东南景天和叶芽鼠耳芥对镉的富集系数（地上部、根部）逐渐降低 .

图5
Fig.5

镉处理下东南景天和叶芽鼠耳芥对镉的富集量（a）及富集系数（b）

Cadmium concentration（a）and enrichment coefficient（b）of Sedum alfredii Hance and AHG347 winter-clean under cadmium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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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塑料-镉复合污染对超富集植物生长和富集镉的影响

3.3.1

微塑料-镉复合污染对超富集植物生长的影响

表 4 为微塑料和镉复合污染条件下东南景天和叶芽

鼠耳芥的生物量（鲜重、干重），结果表明，微塑料和镉复合污染条件下，随着微塑料浓度的增加，东南景天鲜

重（地上部、根部）和干重（地上部、根部）较未添加微塑料组均显著降低，而叶芽鼠耳芥鲜重（地上部、根部）
和干重（地上部、根部）较未添加微塑料组总体呈先减小后增加的变化趋势 . 表明在镉浓度为 200 μmol·L-1
时，微塑料的添加增加了镉对东南景天生长的抑制作用，而在微塑料浓度为 500 mg·L-1 时减弱了镉对叶芽鼠

耳芥生长的抑制 . 微塑料和镉复合污染中，当微塑料浓度为 500 mg·L-1 时，东南景天地上部、根部鲜重较未添
加微塑料组分别降低了 23.9% 和 28.1%，干重分别降低了 22.9% 和 41.5%；而叶芽鼠耳芥地上部、根部鲜重较
未添加微塑料组分别升高了 75.2% 和 108.5%，干重分别升高了 10.5% 和 56.3%.Wang 等（2021）研究发现，当
镉 浓 度 为 5 和 15 mg 时 ，聚 氯 乙 烯 微 塑 料 分 别 降 低 了 苦 草（Vallisneria natans（Lour.）Hara）鲜 重 26.7% 和

28.4%，增强了镉对苦草生长的抑制作用，但对丙二醛含量和抗氧化酶（超氧化物歧化酶和过氧化物酶）活性
无显著影响 .Zong 等（2021）研究发现，与单独镉处理组相比，聚苯乙烯微塑料（0.5 μm，100 mg·L-1）和镉复合

污染处理组显著增加了小麦幼苗叶绿素含量，增强了光合作用，减少了活性氧的积累，从而缓解镉对小麦幼
苗的毒害作用 . 微塑料通过提高细胞内糖类和氨基酸的代谢来消除活性氧的积累，对植物的解毒作用至关
重要（Lian et al.，2020）. 微塑料对镉毒性的影响因微塑料类型、粒径、浓度及植物类型而异 .
Table 4
植物

东南景天

处理
M0C2

地上部/mg
421.3±34.7a

386.2±51.6ab

M0C2

191.3±17.0b

M1C2
M2C2

微塑料和镉的添加对东南景天及叶芽鼠耳芥生长的影响

鲜重

M1C2
M2C2

叶芽鼠耳芥

表4

Effects of microplastics and cadmium on the growth of Sedum alfredii Hance and AHG347 winter-clean

320.6±23.4

b

165.5±10.4b
335.1±15.8

a

百分比变化
8.3%

23.9%
13.5%
75.2%

干重
根部/mg
52.3±1.4a

40.9±9.1ab
37.6±4.9

b

22.4±1.4b
15.5±0.9c
46.7±4.7

a

百分比变化
21.8%
28.1%
30.8%

108.5%

地上部/mg

百分比变化

39.8±4.8a

37.1±4.2ab
30.7±1.6

b

71.4±1.3b
38.5±0.8c
78.9±2.9

a

6.8%

根部/mg
20.5±2.2a
16.8±2.7a

22.9%

12.0±0.6

46.1%

22.2±1.2b

10.5%

b

19.7±0.8b
30.8±2.4a

百分比变化
18.0%
41.5%
12.7%
56.3%

图 6 为在微塑料和镉复合污染条件下，东南景天和叶芽鼠耳芥根长和株高的变化情况 . 当微塑料浓度为

100 mg·L-1 时，东南景天根长较未添加微塑料组显著降低了 35.6%；当微塑料浓度为 500 mg·L-1 时，叶芽鼠耳

芥根长较较未添加微塑料组显著增加了 22.1%. 植物不同的性质对微塑料的响应也不相同（Ng et al.，2018）.
由表 4 可看出，东南景天的根系生物量（鲜重）明显高于叶芽鼠耳芥 .Khalid 等（2020）研究表明，植物根系越

发达，吸收的微塑料越多 . 东南景天的根系较叶芽鼠耳芥吸收了更多的微塑料，进而增强了对东南景天的
抑制作用 .Zong 等（2021）证实聚苯乙烯微塑料对水溶液中镉离子的吸附符合准二级动力学模型，以化学吸附

图6
Fig.6

微塑料-镉处理对东南景天和叶芽鼠耳芥根长和株高的影响

Effects of microplastic-cadmium on root length and plant height of Sedum alfredii Hance and AHG347 winter-clean

6期

宁瑞艳等：微塑料和镉及其复合对超富集植物生长和富集镉的影响

423

为主，且微塑料粒径越小，对镉离子的吸附能力越强 . 一方面微塑料吸附溶液中的镉离子，导致溶液中镉离子

浓度降低，另一方面微塑料在植物根表面积累，与溶液中镉离子竞争吸附位点，进而减弱了镉离子对植物根
的毒害作用（Dong et al.，2020；Taylor et al.，2020）. 而叶芽鼠耳芥的根系生物量（鲜重）较小，能够进入植物

体内的微塑料和镉随之减少，从而表现为根长有所增加 . 不同浓度微塑料对东南景天和叶芽鼠耳芥的株高
均无显著影响 . 总之，微塑料增强了镉对东南景天生长的抑制作用，而在微塑料浓度为 500 mg·L-1 时减弱了
对叶芽鼠耳芥的毒害作用 .
3.3.2

微塑料对镉在超富集植物中富集的影响

图 7a 为微塑料对镉在东南景天和叶芽鼠耳芥中富集（地上

部、根部）的影响，结果表明，当镉浓度为 200 μmol·L-1 时，随着微塑料浓度的增加，东南景天和叶芽鼠耳芥的
镉含量（地上部、根部）均显著增加，表明微塑料能够促进东南景天和叶芽鼠耳芥对镉的富集能力 . 当微塑料
浓度分别为 500 mg·L-1 和 100 mg·L-1 时，东南景天地上部镉含量较未添加微塑料组分别显著升高了 37.7% 和

18.6%，叶芽鼠耳芥地上部镉含量分别显著升高了 100.7% 和 59.7%. 当微塑料浓度分别为 500 mg·L-1 和 100
mg·L-1 时，东南景天根部镉含量较未添加微塑料组分别显著提高了 72.8% 和 40.6%，叶芽鼠耳芥根部镉含量

分别显著提高了 50.8% 和 24.8%. 说明微塑料促进了东南景天和叶芽鼠耳芥对镉的富集能力 .Gao 等（2019）
研究表明，微塑料对不同的重金属（铅、铜和镉）具有吸附能力，并且微塑料粒径越小，吸附能力越强 .Zong 等

（2021）和顾馨悦等（2021）也通过吸附热力学实验分别证实了微塑料聚苯乙烯和聚氯乙烯对镉的吸附 . 本研

究中聚苯乙烯表面的羰基官能团与镉之间的静电吸引作用会促进其对镉的吸附 . 当微塑料的粒径小到可以
进入植物体内时，微塑料吸附的金属离子就会被释放出来，进而增加植物体内重金属的积累 . 顾馨悦等

（2021）研究发现，老化聚氯乙烯微塑料（粒径 50~3000 nm，平均粒径 180 nm）增加了小麦组织中的镉含量，与

本试验的研究结果相似 .Zong 等（2021）的研究则发现聚苯乙烯微塑料（0.5 μm，100 mg·L-1）显著降低了镉在

小麦根和叶中的积累，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聚苯乙烯微塑料吸附溶液中镉离子，导致溶液中镉离子浓度降

低，进而降低了小麦幼苗根部对镉离子的吸收 .Wang 等（2020）研究也发现聚乳酸微塑料（100~154 μm，10%）
显著降低了玉米根和地上部镉积累量 . 微塑料对植物吸收积累镉的影响因微塑料种类、粒径和植物种类而

图7
Fig.7

微塑料-镉处理下东南景天和叶芽鼠耳芥对镉的富集量（a）及富集系数（b）

Cadmium accumulation （a） and enrichment coefficient （b） of Sedum alfredii Hance and AHG347 winter-clean under microplasticcadmium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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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 . 例如，200 nm 的聚苯乙烯微塑料可被生菜根部大量吸收，并运输到茎和叶，而 1 μm 的聚苯乙烯微塑料则
不能被生菜根部吸收（李连祯等，2019）.Taylor 等（2020）通过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到 40 nm 和 1 μm 的聚苯
乙烯微塑料仅积累在拟南芥（Arabidopsis thaliana）和小麦（Triticum aestivum）根表面，尤其是根尖部位，并没

有进入根部 .Urbina 等（2020）也证实了 3 μm 的聚乙烯微塑料会在玉米根际积累，但不会到达维管系统，也不

会向地上部迁移 . 本研究中的聚苯乙烯微塑料粒径为 0.1~0.5 μm，粒径较小，可能被东南景天和叶芽鼠耳芥
根部吸收，吸附的镉离子被释放出来，进而增加了东南景天和叶芽鼠耳芥根和地上部镉含量 .

图 7b 为镉和微塑料复合污染条件下东南景天和叶芽鼠耳芥对镉的富集系数（地上部、根部）的变化情

况 . 结果表明，当镉浓度为 200 μmol·L-1 时，东南景天和叶芽鼠耳芥对镉的富集系数随着微塑料浓度的增加

而显著增加 . 微塑料浓度为 500 μmol·L-1 时，东南景天和叶芽鼠耳芥的富集系数（地上部、根部）达到最大值 .
之前研究表明（Boots et al.，2019），微塑料颗粒可以成为土壤镉迁移至小麦根际的载体，促进镉向小麦体内转
移，增强镉的毒害作用 .

4

结论（Conclusions）
1）一定浓度条件下（100~500 mg·L-1），聚苯乙烯微塑料的施用能显著提高东南景天和叶芽鼠耳芥的

生物量，对根系发育和株高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 单一微塑料对东南景天和叶芽鼠耳芥的生长总体表现为
促进作用，对叶芽鼠耳芥的促进作用高于东南景天 .

2）一定浓度条件下（50~1000 μmol·L-1），随着镉浓度的增加，东南景天和叶芽鼠耳芥的生物量均呈下降

趋势，镉含量则随之显著增加 . 单一镉胁迫对东南景天和叶芽鼠耳芥的生长总体表现为抑制作用，对东南景
天的抑制作用高于叶芽鼠耳芥 .

3）微塑料-镉复合试验（镉浓度 200 μmol·L-1）中，随着微塑料浓度的增加，东南景天和叶芽鼠耳芥对镉的

吸收显著增加，镉对东南景天的毒害作用随之增强 . 而叶芽鼠耳芥在复合试验设置的浓度范围内，当微塑料
浓度为 500 mg·L-1 时对其生长的促进占主导，进而表现为减弱了镉对叶芽鼠耳芥生长的抑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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