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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２年生的凹叶厚朴幼苗为试验对象，设置０ （ＣＫ）、５０、１００、２００和３００ｍｇ·ｋｇ
－１等５个梯度，研究

Ｃｄ胁迫对厚朴幼苗生物量、叶绿素ＳＰＡＤ值、各组织部分Ｃｄ含量和叶绿素荧光合特性的影响。厚朴幼苗根干

质量Ｃｄ积累最高达３２５．７６ｍｇ·ｋｇ
－１，地上部分干质量Ｃｄ积累最高仅为１３．５６ｍｇ·ｋｇ

－１，而根部Ｃｄ积累量占

到全株Ｃｄ积累量的９５．７１％～９６．２３％，其地下组织部分Ｃｄ含量高于地上组织部分，说明厚朴幼苗根吸收的镉

主要积累在根部。厚朴幼苗株高增长量随Ｃｄ含量的增加而下降，在高Ｃｄ胁迫下，叶绿素ＳＰＡＤ值呈差异极显

著变化，低Ｃｄ胁迫下厚朴仍能生长和代谢，说明厚朴有一定的适应性。４个Ｃｄ处理下厚朴幼苗的ＰＳⅡ的最大

量子产量 （Ｆｖ／Ｆｍ）、实际的光化学有效量子产量 （ΦＰＳⅡ）、化学淬灭 （ｑＰ）、电子传递效率 （ＥＴＲ）与ＣＫ组

相比均显著下降，说明Ｃｄ处理阻碍了凹叶厚朴叶片光合反应链中电子传递，进而影响ＰＳⅡ反应中心活性，改

变了对光能捕获与转换及电子传递效率，产生光抑制，进而造成对植物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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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工业生产

规模不断扩大，人类的活动导致大量重金属被释放

到环境中，全球均出现不同程度的重金属污染［１］，

金属Ｃｄ即是其中备受关注之一。Ｃｄ是一种移动

性强、生物毒性大的重金属［２］，通过多种途径进入

土壤，易被植物吸收和积累［３］，极易通过食物链进

入人体并产生毒害作用［４］。迅速发展的工农业，使

我国农业耕地面积愈来愈少，受污染的耕地面积逐

年增加，耕地污染程度日益严重。受重工业活动影

响，不同产地的自然环境 （土壤、水分、空气）重

金属含量有很大差异，其中镉的含量在全国范围内

普遍增加，在西南和沿海地区甚至增加了５０％，华

北、东北及西部地区增加了１０％～４０％，产地的自

然环境对植物重金属含量有直接的关系。福建省内

重工业活动较大，各类工业生产排放废气沉降及有

机农药化肥的使用容易导致根部、叶面的主动或者

被动吸收，造成直接污染。工业磷肥长期施用也可

能导致土壤重金属含量增加。凹叶厚朴是木兰科属

木兰科亚属中一种珍贵的经济树种，其树干通直、材

质轻软、叶大荫浓，花大美丽，亦常作为城市绿化、行

道庭荫及风景林树种，栽培环境条件复杂，栽培管理

参差不齐，易受环境中Ｃｄ重金属污染。

目前对厚朴的研究主要致力于栽培技术、生长

节律、化感物质、转基因、药理作用等方面，关于

Ｃｄ胁迫对厚朴叶绿素荧光特性的影响的研究仍鲜

见报道，Ｃｄ胁迫对厚朴幼苗生长、叶绿素ＳＰＡＤ

和光合特性的影响程度也不十分清楚，针对药用植

物体内Ｃｄ积累量的研究较少。本试验以盆栽厚朴

２年实生苗为研究对象，研究Ｃｄ对厚朴幼苗生物

量、光合色素含量和叶绿素荧光参数的影响。分析

不同剂量Ｃｄ对厚朴幼苗Ｃｄ积累量、生长、叶绿

素光合特性的影响程度，研究厚朴幼苗对Ｃｄ胁迫

的生理响应，并揭示其对Ｃｄ胁迫的积累、生长的

影响，探讨重金属Ｃｄ对厚朴生长发育的影响及响

应机制，为栽培管理提供技术支持。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和设计

试验材料来自福建省三明市明溪县胡枋镇厚朴

种植基地，选用２年生的凹叶厚朴幼苗为供试对

象。在２０１５年６月初移植于福建省农林大学林学

院苗圃试验地，进行缓苗备用，室内试验在福建农

林大学工业原料林研究所进行。２０１５年８月中旬，

将泥炭土风干粉碎并过４０目筛，以ＣｄＣｌ２·２．５Ｈ２Ｏ

为Ｃｄ源，用蒸馏水配制溶液施Ｃｄ，设置０、５０、

１００、２００和３００ｍｇ·ｋｇ
－１等５个处理组。土壤均

匀加入Ｃｄ溶液，保持潮湿平衡１５ｄ后，装入规格

２０ｃｍ×２５ｃｍ的花盆，每盆４ｋｇ土壤。选取生长

良好、大小一致的厚朴实生苗，株高（３０±１．５）ｃｍ，

胸径（０．１６±０．０２５）ｃｍ，无分枝。随机移栽入施有

Ｃｄ土壤的花盆中，每个处理１０盆，每盆１株。试验

用苗统一置于苗圃大棚进行常规田间管理培养，土

壤基本理化性质见表１，Ｃｄ含量未被检出。试验从

２０１５年９月初至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底，历时６０ｄ。

表１　福建省农林大学林学院苗圃试验地土壤基本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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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测定指标与方法

凹叶厚生物量用烘干称重法测定；植物各组织

Ｃｄ含量采用 ＨＮＯ３ＨＣｌＯ４消化反应 （上海屹尧

ＣＯＯＬＰＥＸ灵动型微波仪，中国），ＡＡ７０５０原子

吸收分光光度计测定［９］。

生理指标的测定：取植物顶端往下数第５～７

片新鲜成熟功能叶为测试对象并做标记，叶绿素含

量用便携式叶绿素仪ＳＰＡＤ５０２进行测量
［５］，６次

测定数据取平均值记为１次重复，测定４个重复；叶

绿素荧光参数采用ＯＳ５Ｐ脉冲调制式叶绿素荧光仪

（北京易科泰生态技术有限公司，中国），测定厚朴幼

苗所标识的叶片叶绿素荧光参数变化［６，８］，５次测定

数据的平均值为１个重复，测定４个重复。

１３　统计分析

试验数据处理与统计分 析采 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

（Ｄｕｎｃａｎ法显著性检验，犘＜０．０５）利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０制图。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厚朴幼苗生物量和各部分组织Ｃｄ含量

厚朴幼苗根部分生物量除Ｃｄ１组与ＣＫ组没有

显著差异外，其余３组各组植株与对照相比均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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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 （犘＜０．０５）。其中Ｃｄ２、Ｃｄ３、Ｃｄ４组有显著

差异 （犘＜０．０５），厚朴幼苗地上组织部分生物量

随Ｃｄ含量的增加呈显著下降趋势，５个Ｃｄ胁迫彼

此有显著差异，Ｃｄ胁迫６０ｄ，Ｃｄ１、Ｃｄ２、Ｃｄ３、

Ｃｄ４组地上部分生物量分别为ＣＫ植株的８２．７３％、

６４．３１％、５５．６８％、４３．２５％。

随着土壤Ｃｄ含量的增加，厚朴幼苗根部Ｃｄ

积累量呈上升的趋势。与ＣＫ组相比，Ｃｄ１、Ｃｄ２、

Ｃｄ３、Ｃｄ４组植株Ｃｄ含量呈显著变化 （犘＜０．０５）；

厚朴幼苗地上部分Ｃｄ含量Ｃｄ１、Ｃｄ２、Ｃｄ３、Ｃｄ４

组两两之间显著变化，均高于ＣＫ组 （犘＜０．０５）。

Ｃｄ１、Ｃｄ２、Ｃｄ３、Ｃｄ４等４个Ｃｄ胁迫组厚朴幼苗根部

分干 质 量 Ｃｄ 含 量 为 ２１０．８９、２４１．４１、２７９．７７、

３１２．１９ｍｇ·ｋｇ
－１，地上部分干质量Ｃｄ含量分别

为９．２７、９．４５、１２．５５、１３．５８ｍｇ·ｋｇ
－１。

与ＣＫ组相比，厚朴幼苗株高增长量随Ｃｄ含量

的增加而下降，而 Ｃｄ１组没有显著的变化，Ｃｄ２、

Ｃｄ３、Ｃｄ４组有显著下降，彼此之间存在显著变化

（表２）。Ｃｄ胁迫６０ｄ时，Ｃｄ１、Ｃｄ２、Ｃｄ３、Ｃｄ４

组厚朴幼苗株高增长量分别为 ＣＫ 组植株的

１０２．１３％、９５．２４％、８７．３２％、８２．１７％ （表２）。

表２　不同Ｃｄ胁迫下厚朴幼苗生物量及各组织部分Ｃｄ含量（珚狓±狊）

犜犪犫犾犲２　犅犻狅犿犪狊狊犪狀犱犆犱犮狅狀狋犲狀狋狅犳狋犻狊狊狌犲狊狅犳狊犲犲犱犾犻狀犵狊狌狀犱犲狉狏犪狉犻犲犱犆犱狊狋狉犲狊狊犲狊

Ｃｄ胁迫／

（ｍｇ·ｋｇ－１）

根 地上部分

干质量／（ｇ·株－１） Ｃｄ含量／（ｍｇ·ｋｇ－１） 干质量／（ｇ·株－１） Ｃｄ含量／（ｍｇ·ｋｇ－１）

株高增长量／

（ｃｍ·株－１）

０（ＣＫ） １２．８０７５±０．２４４３ａ ０ ２０．３６２５±０．２５７２ａ ０ ２９．６６２５±０．０６２５ａ

５０（Ｃｄ１） １２．３５±０．１３３５ａ ２１０．８９２５±０．８０７１ａ １６．８４５±０．２７９６ｂ ９．２６５±０．０５５６ａ ３０．２９５±０．２７０６ａ

１００（Ｃｄ２） １１．２８２５±０．２６４３ｂ ２４１．４０５±０．６０１８ｂ １３．０９５±０．０６３３ｃ ９．４５２５±０．０４１７ｂ ２８．２５±０．３１０９ｂ

２００（Ｃｄ３） ９．９０７５±０．３４５６ｃ ２７９．７６７５±０．５６９ｃ １１．３３７５±０．２４４５ｄ １２．５５２５±０．１１９１ｃ ２５．９０２５±０．３３９８ｃ

３００（Ｃｄ４） ７．２７±０．３６０３ｄ ３１２．１８７５±０．６３２ｄ ８．８０７５±０．３９２４ｅ １３．５７５±０．０８５４ｃ ２４．３７５±０．０３２８ｄ

注：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代表０．０５水平差异显著。下表同。

２２　Ｃｄ对厚朴幼苗叶绿素含量ＳＰＡＤ的影响

植物在逆境胁迫下，叶绿素合成受阻，因此叶

绿素含量通常作为逆境伤害的指标之一［１０］。由表３

可以看出，随着Ｃｄ浓度的增加叶绿素ＳＰＡＤ值呈

下降的趋势，这与朱宇光等［１１］研究结论相同。与

对照ＣＫ组比较而言，不同Ｃｄ含量下（５０、１００、２００、

３００ｍｇ·ｋｇ
－１），叶绿素 ＳＰＡＤ 值分别下降了

４．９９％、９．０８％、１２．６２％、１４．６０％。方差分析结果

表明，ＣＫ与５０、１００ｍｇ·ｋｇ
－１Ｃｄ胁迫处理差异不

显著，与２００、３００ｍｇ·ｋｇ
－１差异极显著。

表３　不同Ｃｄ胁迫对厚朴幼苗叶片鲜叶绿素ＳＰＡＤ含量的

变化

犜犪犫犾犲３　犆犺犪狀犵犲狊狅狀犛犘犃犇 犮狅狀狋犲狀狋狅犳狔狅狌狀犵犾犲犪狏犲狊狅犳

犿犪犵狀狅犾犻犪犗犳犳犻犮犻狀犪犾犻狊狌狀犱犲狉犆犱狊狋狉犲狊狊

Ｃｄ胁迫／

（ｍｇ·ｋｇ－１）
叶绿素ＳＰＡＤ值

０ ４１．９８３３±０．９２ａ

５０ ３９．８８３３±０．７９８６ａｂ

１００ ３８．１６６７±０．９６７２ａｂ

２００ ３６．６８３３±１．６６５５ｂ

３００ ３５．８５±１．１８８２ｂ

２３　Ｃｄ对厚朴幼苗叶绿素荧光特性的影响

随着土壤Ｃｄ含量升高而厚朴幼苗的ＰＳⅡ的最

大量子产量 （Ｆｖ／Ｆｍ）显著下降 （犘＜０．０５，图

１），说明厚朴降低ＰＳⅡ实际的转化效率。在Ｃｄ胁

迫６０ｄ后，与ＣＫ组相比，Ｃｄ１，Ｃｄ２组没有显著

差异性，Ｃｄ３、Ｃｄ４组显著性差异依次下降，Ｆｖ／

Ｆｍ 分 别 降 为 ＣＫ 组 的 ９８．６６％、９８．４７％、

９８．１５％、９５．７２％。

图１　不同Ｃｄ胁迫处理对凹叶厚朴ＰＳＩＩ最大光化学效率

Ｆｖ／Ｆｍ的影响

犉犻犵．１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 犆犱 狊狋狉犲狊狊 狅狀 犉狏／犉犿 狅犳 犕犪犵狀狅犾犻犪

狅犳犳犻犮犻狀犪犾犻狊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犘＜０．０５），图２～５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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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ＣＫ组植株相比，厚朴幼苗的ΦＰＳⅡ的光化

学有效量子产量均出现显著下降 （犘＜０．０５，图

２）。Ｃｄ胁迫６０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与ＣＫ组

相比，Ｃｄ１组没有显著差异性，Ｃｄ２、Ｃｄ３、Ｃｄ４

组显著性差异依次下降，Ｆｖ／Ｆｍ分别降为ＣＫ组

的９８．７２％、９６．８４％、９３．１８％、８１．９８％。

图２　不同Ｃｄ胁迫处理对凹叶厚朴ＰＳＩＩ实际光化学效

率ФＰＳＩＩ的影响

犉犻犵．２ 　 犈犳犳犲犮狋 狅犳 犆犱 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犻狅狀 狅狀 犪犮狋狌犪犾 犘犛犐犐

狆犺狅狋狅犮犺犲犿犻犮犪犾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犮狔，Ф犘犛犐犐

从图３可以看出４个Ｃｄ处理下厚朴幼苗的

ＥＴＲ与ＣＫ组相比均显著下降 （犘＜０．０５），Ｃｄ１

组与ＣＫ组没有显著变化，但Ｃｄ２、Ｃｄ３、Ｃｄ４组

与其有显著差异 （图３），Ｃｄ１、Ｃｄ２、Ｃｄ３、Ｃｄ４

组厚朴幼苗的光合电子传递效率 ＥＴＲ分别降为

９８．９３％、９６．８０％、９３．１１％、８１．８９％。

图３　不同Ｃｄ胁迫处理对凹叶厚朴表观电子传递速率的

影响

犉犻犵．３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犆犱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犻狅狀狅狀犪狆狆犪狉犲狀狋犈犜犚

厚朴幼苗的化学淬灭系数ｑＰ随着Ｃｄ浓度的

增加都表现出显著下降趋势 （犘＜０．０５，图４），

Ｃｄ１、Ｃｄ２、Ｃｄ３等３个Ｃｄ胁迫组厚朴ｑＰ彼此之

间无显著变化，但 Ｃｄ４组显著低于对照 （犘＜

０．０５，图４），分别下降为 ＣＫ 植株的９７．９６％、

９５．４７％、８４．６０％、６１．３５％。ＮＰＱ随着Ｃｄ胁迫

的增加呈下降趋势，但各组之间没有差异性显著，

５个Ｃｄ胁迫组枫杨ｑＰ彼此之间无显著变化，分别

下降为对照植株的９７．４１％、９２．６２％、８２．１５％、

５７．７１％ （图５）。

图４　不同Ｃｄ胁迫处理对凹叶厚朴光化学淬灭系数ｑＰ

的影响

犉犻犵．４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犆犱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犻狅狀狅狀狇犘

图５　不同Ｃｄ胁迫处理对凹叶厚朴非光化学淬灭系数

ＮＰＱ的影响

犉犻犵．５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犆犱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犻狅狀狅狀狀狅狀狆犺狅狋狅犮犺犲犿犻犮犪犾

狇狌犲狀犮犺犻狀犵犖犘犙

３　讨论与结论

厚朴幼苗根干质量 Ｃｄ积累含量为２２０．１６～

３２５．７６ｍｇ·ｋｇ
－１，地上组织部分干质量Ｃｄ积累

为９．２７～１３．５６ｍｇ·ｋｇ
－１，根部镉积累量占到全

株Ｃｄ积累量的９５．７１％～９６．２３％，这也解释了大

多数植物对金属积累在根部［１２－１３］。其地下组织部

分Ｃｄ含量高于地上组织部分，说明厚朴幼苗根吸

收的镉主要积累在根部，Ｃｄ可能通过植物根部的

皮层组织进入共生体通道达到木质部，限制及减少

Ｃｄ向地上部分转移积累，以减轻Ｃｄ害，阻止了

Ｃｄ向厚朴幼苗地上部分的转移。这与生长在金属

冶炼厂的植物相同［１４－１５］。一般情况下，Ｃｄ是一种

植物非必需的元素，在体内含量是极低，当超过一

定程度时候，植物生长发育与体内代谢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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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的生物量和生理生态发生变化［１６］，生长受到

抑制，植株矮化，光合色素降低，根是受到抑制最

严重的器官［１７］，随着Ｃｄ胁迫含量升高而受到的抑

制越明显［１８］。

植物在重金属胁迫下，整个植株或者是部分植

物生长发育会受到阻碍，植物胁迫表现出快速的响

应，其表 观 形 态 发 生 变 化。土 壤 在 Ｃｄ 为 ５０

ｍｇ·ｋｇ
－１时，对厚朴幼苗的生物量、株高，具有

一定刺激作用，Ｃｄ为１００ｍｇ·ｋｇ
－１时，植株生长

发育受到影响。重金属影响了叶绿素生物合成的相

关酶活性和抑制了叶绿素的合成［１９］，也可能是重

金属胁迫下活性氧自由基作用，使叶绿体结构功能

作用中心Ｄ１蛋白遭破坏或叶绿素分解
［２０］。试验研

究结果表明，厚朴叶绿素含量ＳＰＡＤ值与Ｃｄ胁迫

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随 Ｃｄ胁迫含量的上升，

ＳＰＡＤ值出现下降的趋势，植物在 Ｃｄ 为 ３００

ｍｇ·ｋｇ
－１时，ＳＰＡＤ最低。ＳＰＡＤ值的下降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活性氧的清除。这可能是植物在高量

重金属下，过多活性氧的来不及清除，引起作用中

心Ｄ１蛋白的破坏和叶绿素的降解，从而光合机构

造成伤害［２１］。Ｃｄ胁迫下凹叶厚朴出现叶黄ＰＳⅡ

量子产量传递效率降低，ＰＳⅡ氧化段的电子传递

受阻，许多酶活化剂、氨基酸、蛋白质合成受到抑

制等症状，也解释了Ｃｄ对植物毒害机制。

植物光合机构状态常用叶绿素荧光参数来表

示，植物叶片ＰＳⅡ荧光参数 （Ｆｖ／Ｆｍ），是衡量植

物原初光能转换效率高低的依据。植物在重金属胁

迫环境中，抑制光合作用，减少向ＰＳⅡ光能的分

配，修复光合保护系统，修复Ｄ１循环蛋白，进而

使光合机构降解速率超过修复速率［２２］。随着Ｃｄ胁

迫含量上升，厚朴幼苗最大光化学效率 （Ｆｖ／Ｆｍ）

呈显著下降 （犘＜０．０５），分别下降了１．３４％，

１．５３％，１．８５％，４．２８％，说明Ｃｄ对厚朴幼苗ＰＳ

Ⅱ原初光能转换效率影响程度逐渐增大，产生了光

抑制现象。从图２、图３可以看出Ｃｄ胁迫下厚朴

ΦＰＳⅡ 和 ＥＴＲ 受 到 显 著 的 抑 制，Ｃｄ 在 ３００

ｍｇ·ｋｇ
－１时，电子传递受到抑制效应最大，表明

厚朴幼苗ＰＳⅡ反应可逆中心失活或遭破坏，降低

ＰＳⅡ向ＰＳⅠ光能分配，耗散过剩的光能。Ｃｄ胁迫

使ΦＰＳⅡ电子传递受到阻碍
［２３］，ΦＰＳⅡ供体测和

受体测遭到破坏，进而对光合结构破坏［２４－２５］。ＰＳ

Ⅱ的天线系统的ＮＰＱ图５，表明随着Ｃｄ胁迫含量

升高，厚朴自身光适应能力总体呈现下降的趋势，

植物不能通过自身的热耗散来减轻光抑制的损害进

而维持稳定光合作用。这可能是厚朴幼苗以减轻镉

害采用避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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