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采用盆栽试验，研究 0.3%NaCl 胁迫下全红苋菜（低 Cd 累积品种，简称全红）和柳叶苋菜（高 Cd 累积品种，简称柳叶）的有

机酸代谢差异及其与 Cd 累积和耐盐性的关系。结果表明：相比对照，盐胁迫后两个品种根部、地上部和根际土壤溶液中的 Cd 含量

均呈增加趋势，且表现为全红显著低于柳叶（P<0.05），同时全红和柳叶的 Cd 转运系数分别提高 2.84、5.58 倍；盐胁迫促进了苋菜对

Na+的积累且明显干扰 K+的吸收，K+/Na+均显著降低（P<0.05），且全红根部 K+/Na+显著高于柳叶（P<0.05）。盐胁迫后，两个品种根部、
地上部及根际土壤溶液中均检测到多种有机酸，其中根际土壤溶液中苹果酸和草酸含量均显著升高（P<0.05），且与根际土壤溶液

中的 Cd 含量显著正相关；柳叶地上部草酸及根部乙酸的含量均显著升高（P<0.05），且分别与地上部及根部 Cd 含量显著正相关。研

究表明，盐分胁迫下，全红具有较低的 Cd 累积性且表现出更强的耐盐性，不同品种的有机酸积累和分泌的差异是导致这一结果的

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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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oil Cd pollution and soil salinization have severely threatene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human health. It is important to study
Cd accumulation and salinity tolerance of vegetables. Here a pot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to examine the influence of organic acid
metabolism on Cd accumulation and salinity tolerance of two amaranth cultivars（Quanhong and Liuye）under 0.3% NaCl stress. Results
showed that：Under salinity stress, the content of Cd in roots, shoots, and rhizospheric soil solution and the translocation ratios（from roots to
shoots）of Cd in two cultivars increased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Cadmium concentrations in Quanhong were obviously lower than those in
Liuye. In addition, the content of Na+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ut K+ absorption was obviously inhibited by salt stress; Under salinity stress,
various organic acids were detected in roots, shoots and rhizospheric soil solution. Malic acid and oxalic acid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d content in rhizospheric soil solution（P<0.05）. In Liuye, the content of oxalic acid in shoots
and acetic acid in roots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nd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correspondling Cd content（P<0.05）.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Quanhong has lower Cd accumulation, stronger salinity tolerance, which was attributed to the variations of organic
acids in the p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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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盐渍化已成为全球瞩目的问题。盐渍土壤占

我国耕地总面积的近 1/3，我国盐渍化的土壤区域主

要集中在北方及沿海地区；据统计，我国的盐渍化耕

地面积达到 760 万 hm2，严重威胁到我国的可利用耕

地面积[1]。土壤中过高的盐分会引起土壤的理化性质

发生改变，抑制植物的生长，甚至引起死亡[2]，严重影

响现代农业的发展。沿海地区的滩涂资源分布广泛，

且主要应用于农业。随着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

化进程的加快，污染物的不合理排放导致滩涂中重金

属严重超标。盐分和重金属的双重胁迫直接影响了植

物对水分的利用和生物量，对农业生产产生严重影

响[3]。我国海岸线漫长，且滩涂面积广泛，滩涂土壤的

含盐量为 0.15%～0.4%，滩涂成为沿海地区重要的土

地后备资源，对其开发和利用已经成为农业发展的

必然趋势和发展农业经济的基础[4-5]。
有机酸是一类具有一个或多个羧基的低分子化

合物，是植物体内重要的代谢产物，对于植物应对各

种胁迫起着重要作用[6]。逆境胁迫下，植物通过分泌

和累积有机酸，调节根际环境和体内的代谢活动，这

是植物对环境的适应性响应。有文献报道[7-8]，盐分通

过影响某些酶的活性，从而影响有机酸的分泌，以

减轻盐分对植物的毒害作用。另一方面，在植物体

内，有机酸在重金属的吸收、累积和解毒过程中起

着重要作用[9-10]。植物体内的有机酸与重金属络合，

降低了重金属的生物有效性和对植物酶系统的破

坏，从而减轻重金属离子的毒害作用[11]。因此，探讨

盐胁迫下植物分泌和积累的有机酸与重金属的关

系，有助于了解植物对受重金属污染的盐渍土的耐

受机制。
本试验所选用的苋菜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和一

定的药用价值，在我国南方沿海滩涂围垦农田大量种

植。本文基于课题组前期筛选的低 Cd 累积品种全红

苋菜和高 Cd 累积品种柳叶苋菜[12]，研究了两种苋菜

有机酸代谢差异及其与耐盐性和 Cd 累积的关系。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本试验所用苋菜种子购买于市场。供试土壤采自

广州郊区菜园，土壤基本理化性质：pH 为 6.3，总有机

碳为 35.4 g，阳离子交换量为 20.86 cmol·kg-1，Cd 含

量 2.28 mg·kg-1，K+含量 19.1 g·kg-1，Na+含量 169.6 g·
kg-1。根据国家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 15618—1995）
二级标准，供试土壤 Cd 超标，属于重金属污染土壤。

1.2 盆栽试验

设置对照（CK）和 0.3%盐分处理（T1，每千克风

干土壤中添加 3 g NaCl）。土壤经晒干，研磨，混匀，准

确称取 500 g 干土于 300 目尼龙根际袋中，根际袋直

径约为 10 cm，每个塑料花盆中均匀放置 3 个根际

袋，以袋中的土作为植株的根际土，用 1000 g 干土填

充花盆与根际袋的空隙，塑料花盆中干土总量为

2500 g。种子经消毒，直接播种在根际袋中，待苋菜幼

苗长至 5 片叶时间苗，每个根际袋中留苗 3 株。两个

苋菜品种，对照和处理各 3 个平行，共 12 盆。盆栽试

验时间为 7—8 月，环境温度为 30~35℃，土壤持水量

约为 80%。
1.3 样品处理及测定方法

苋菜种植 50 d 后收割，用去离子水洗净，后用滤

纸吸干水分，分离地上部和根部。一部分鲜样加去离

子水研磨呈匀浆，9000 r·min-1 离心 30 min，收集上清

液经 0.45 μm 滤膜过滤后，使用戴安 ICS900 离子色

谱仪测定有机酸[13]。一部分地上部样品放入烘箱，105
℃杀青 20 min，后置于 60 ℃烘箱烘至恒重，样品干燥

后磨碎，准确称取 0.2 g 干样，混合 10 mL 浓硝酸，电

热板消解，消解过程中添加植物标准样品（GSV-1 国

家标准参比物质），保证测定元素在允许的误差范围

内进行测试以达到质控要求。使用岛津 AA-7000 原

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测定 Na+、K+、Cd 的含量；根部鲜样

用 （NH4）2EDTA 溶液浸泡并超声处理后提取细胞质

外体的金属[14]，经（NH4）2EDTA 提取后的根部置于烘

箱中，60 ℃烘至恒重后磨碎并消解，用于测定 Na+、
K+、Cd 的含量。用抖根法收集根际袋中的根际土，高

速离心机中离心，获得苋菜根际土壤溶液，经 0.45
μm 滤膜过滤后测定 Cd 的含量。
1.4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Origin
软件作图。所有数据采用 3 次重复试验的平均值±标

准差。

2 结果分析

2.1 苋菜、根际土壤溶液 Cd 含量

两苋菜品种根部、地上部及根际土壤溶液 Cd 含

量如表 1 所示，根向地上部的转运系数如图 1 所示。
受到盐胁迫后，两苋菜品种的根部和地上部的 Cd 含

量均增加，其中全红地上部的 Cd 含量显著增加，柳

叶地上部和根部的 Cd 含量都显著增加，柳叶根部和

地上部的 Cd 含量分别是全红的 1.85、3.25 倍。盐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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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使得全红和柳叶的 Cd 转运系数分别从 0.79 和

0.93 提高到 2.24 和 5.19，增加幅度分别为 184.54%和

458.06%。由表 1 可知，加盐处理后，两苋菜品种根际

土壤溶液中 Cd 含量均显著升高，且柳叶根际土壤溶

液的 Cd 含量是全红的 1.90 倍。
两苋菜品种根部、地上部和根际土壤溶液中 Cd

含量的相关性表明（表 2），全红根际土壤溶液中 Cd
含量与地上部 Cd 含量呈极显著正相关，柳叶根际土

壤溶液及地上部和根部 Cd 含量均呈极显著正相关。
2.2 苋菜对 K+、Na+的吸收

如图 2 所示，盐胁迫下两苋菜品种根部和地上部

的 Na+含量都显著性升高，且全红显著低于柳叶，全

红和柳叶根部 Na+含量分别升高了 3.21、3.63 倍，地

上部 Na+含量分别升高了 1.34、2.64 倍。另外，盐胁迫

下两苋菜品种根部截留 Na+的能力增强，使根部 Na+

含量均高于地上部。全红地上部的 K+含量显著下降，

而柳叶地上部 K+含量虽下降但变化不显著；两苋菜

品种根部的 K+含量均显著性升高，全红和柳叶 K+含

量分别上升了 2.73、2.20 倍（图 3）。盐胁迫下两苋菜

品种根部和地上部的 K+/Na+值均显著下降（图 4），其

中全红根部和地上部的下降幅度分别为 15.17%和

56.23%， 柳 叶 根 部 和 地 上 部 的 下 降 幅 度 分 别 为

40.26%和 62.76%，全红根部的 K+/Na+显著高于柳叶，

为柳叶的 2.44 倍。
2.3 盐胁迫下苋菜有机酸的积累和分泌

如表 3 所示，两苋菜品种的根际土壤溶液中检测

出乳酸、乙酸、甲酸、苹果酸、草酸。盐胁迫下，全红根际

表 1 苋菜及其根际土壤溶液中 Cd 含量

Table 1 Content of Cd in amaranth and its rhizospheric
soil solution

注：表中不同大写字母代表相同处理不同品种间差异显著（P<0.05），

不同小写字母代表相同品种不同处理间差异显著（P＜0.05）。下同。
Note：Different uppercase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 ference（P<

0.05）between different cultivars within a treatment；different lowercase let－
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between different treatments
within a cultivar. The same below.

品种
Cultivar

处理
Treatment

根际溶液 Cd
含量/μg·kg-1

根部 Cd 含量/
mg·kg-1

地上部 Cd
含量/mg·kg-1

全红 CK 5.61±0.04Ba 0.05±0.00Aa 0.04±0.00Aa

T1 10.02±0.11Ab 0.07±0.01Aa 0.20±0.02Ab

柳叶 CK 3.29±0.05Aa 0.07±0.00Ba 0.07±0.00Ba

T1 19.02±0.23Bb 0.12±0.01Bb 0.64±0.03Bb

图 1 苋菜根部向地上部 Cd 转运系数

Figure 1 Translocation ratios of Cd from roots to sho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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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苋菜植株与根际土壤溶液 Cd 含量相关性

Table 2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Cd in amaranth and in
rhizospheric soil solution

注：* 和 ** 分别表示在 0.05 和 0.01 上差异显著。下同。
Note：* and ** indicate significance at 0.05 and 0.01 levels，respec－

tively. The same below.

品种 Cultivar 地上部 Cd 根部 Cd 根际土壤溶液 Cd

全红 地上部 Cd 1

根部 Cd 0.890* 1

柳叶

根际土壤溶液 Cd

地上部 Cd

根部 Cd

根际土壤溶液 Cd

0.964**

1

0.964**

0.998**

0.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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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苋菜体内 K+含量

Figure 3 K+ content in amaranth

图 2 苋菜体内 Na+含量

Figure 2 Na+ content in amara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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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苋菜及其根际土壤溶液中有机酸含量

Table 3 Content of organic acids in amaranth and rhizospheric soil solution

注：nd 表示未检测到该物质。
Note：nd indicates that organic acids were not detected.

表 4 苋菜、根际土壤溶液中 Cd 含量与有机酸含量相关性

Table 4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Cd content and organic acid content in amaranth and rhizospheric soil solution

注：—表示该有机酸未检出，无法做相关性分析；表中相关性分析均指相同部位 Cd 与有机酸含量的相关性。
Note：— indicates that organic acids were not detected，and no correlation analysis performe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in table refer the correlationship

between Cd and organic acid content in same part.

项目
品种

Cultivar
处理

Treatment
乳酸

Lactic acid
乙酸

Acetic acid
甲酸

Formic acid
苹果酸

Malic acid
酒石酸

Tartaric acid
草酸

Oxalic acid

地上部含量/ 全红 CK 48.33±2.59Bb 85.10±3.73Ab 9.73±0.65Aa 30.31±2.11Ab 51.94±1.07Aa 1 932.28±106.92Ba

mg·kg-1 T1 20.31±4.67Aa 48.10±6.19Aa 8.68±1.36Aa 15.34±3.13Aa 37.50±6.20Aa 1 729.82±80.88Aa

柳叶 CK 35.94±5.47Ab 137.54±1.21Ba 16.95±0.32Bb 61.89±4.89Ba 102.41±2.3Bb 1 619.47±28.63Aa

T1 15.97±2.43Aa 119.86±7.65Ba 8.51±0.98Aa 75.60±6.28Bb 25.2±0.15Aa 2 032.89±26.64Bb

根部含量/ 全红 CK 31.68±1.81Aa 57.29±1.96Aa 13.05±0.39Ab 64.02±12.43Bb 71.18±11.24Aa 2 113.59±49.70Aa

mg·kg-1 T1 33.59±1.24Aa 55.78±0.50Aa 7.56±0.30Aa 23.18±9.71Aa 91.92±5.24Ba 2 345.98±29.75Ab

柳叶 CK 160.77±15.16Ba 53.66±1.6Aa 24.28±3.1Bb 32.15±3.61Ab 66.68±7.80Ab 2 245.33±227.97Aa

T1 170.23±10.00Ba 124.12±10.12Bb 8.49±0.26Aa 21.29±0.99Aa 25.90±0.82Aa 2 634.87±67.32Ba

根际土壤溶液含量/ 全红 CK 0.83±0.01Bb 0.13±0.00Aa 0.25±0.01Ba nd nd 0.81±0.02Ba

mg·kg-1 T1 0.35±0.04Ba 0.13±0.02Aa 0.24±0.04Ba 0.39±0.01Ab nd 1.02±0.01Ab

柳叶 CK 0.21±0.03Aa 0.15±0.00Ba 0.20±0.01Ab 0.09±0.01Ba nd 0.45±0.01Aa

T1 0.31±0.00Ab 0.17±0.02Ba 0.09±0.00Aa 0.38±0.03Ab nd 2.14±0.05Bb

土壤溶液中的苹果酸和草酸含量显著增加，而乳酸含

量显著降低。柳叶根际土壤溶液的乳酸、苹果酸含量显

著增加。盐胁迫下全红根际土壤溶液的乳酸、甲酸含量

显著高于柳叶，分别是柳叶的 1.13、2.67 倍。而柳叶根

际土壤溶液的乙酸、草酸显著高于全红，分别是全红的

1.31、2.10 倍。除了根际土壤溶液中检测出来的五种低

分子有机酸外，两苋菜品种的根部和地上部均检测到

酒石酸。盐胁迫下全红根部甲酸、苹果酸含量显著下

降，而草酸含量显著升高，地上部乳酸、乙酸、苹果酸含

量均显著下降。柳叶根部甲酸、苹果酸、酒石酸含量显

著下降，而乙酸含量显著上升，地上部乳酸、甲酸和酒

石酸显著降低，苹果酸和草酸显著升高。盐胁迫下，柳

叶根部乳酸、乙酸、草酸含量显著高于全红，分别是全

红的 5.07、2.23、1.12 倍，而酒石酸含量显著低于全红。
柳叶地上部乙酸、苹果酸、草酸含量分别是全红的

2.50、4.93、1.18 倍。
盐胁迫下，苋菜地上部、根部和根际土壤溶液中

Cd 含量与有机酸的相关性如表 4 所示。全红根际土

乳酸 Lactic acid 乙酸 Acetic acid 甲酸 Formic acid 苹果酸 Malic acid 酒石酸 Tartaric acid 草酸 Oxalic acid

全红 地上部 Cd -0.981** -0.881* -0.748 -0.856* -0.774 -0.896*

根 Cd 0.788 -0.343 -0.758 -0.807 -0.379 0.613

根际土壤溶液 Cd -0.998** 0.239 -0.212 0.997** — 0.989**

柳叶 地上部 Cd -0.871* -0.764 -0.902* 0.723 -0.949** 0.955**

根 Cd 0.516 0.996** -0.955** -0.946** -0.946** 0.773

根际土壤溶液 Cd 0.997** 0.881* -0.997** 0.998** — 0.998**

品种

图 4 苋菜体内 K+/Na+比值

Figure 4 K+ /Na+ ratios in amara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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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溶液中的乳酸与 Cd 含量极显著负相关，苹果酸、
草酸含量与 Cd 含量极显著正相关；地上部乳酸含量

与 Cd 含量极显著负相关，乙酸、苹果酸、草酸含量与

Cd 含量显著负相关。柳叶根际土壤溶液中乳酸、苹果

酸、草酸与 Cd 含量极显著正相关，甲酸含量与 Cd 含

量极显著负相关；根部乙酸含量与 Cd 含量极显著正

相关，甲酸、苹果酸、酒石酸含量与 Cd 含量极显著负

相关；地上部乳酸、甲酸含量与 Cd 含量显著负相关，

酒石酸含量与 Cd 含量极显著负相关，草酸含量与 Cd
含量极显著正相关。可见，盐分确实导致了苋菜某些

有机酸分泌和积累的显著性变化，且不同苋菜品种的

变化存在差异，并且有机酸分泌和积累对 Cd 的吸收

和累积产生一定的影响。

3 讨论

本试验测定结果表明，两苋菜品种根部、地上部

及根际土壤溶液中的 Cd 含量均增加。同时两个品种

的 Cd 转运系数都升高，全红和柳叶的 Cd 转运系数

分别提高 2.84 倍和 5.58 倍。转运系数反应植物根部

向地上部转运重金属的能力，转运系数越大，说明植

物转运重金属的能力越强。这说明盐分促进了两苋菜

品种对 Cd 的吸收、累积及转运。徐智敏等[15]研究发

现，随着土壤盐分浓度的增加，苋菜品种根、叶中的Cd
含量均显著增加。许多研究表明，土壤中的 Na+与 Cd 争

夺土壤吸附位点或 Cl-通过复杂的化学反应与 Cd 形成

络合物等方式，提高 Cd 的可迁移性和生物有效性，进

而促进植物的吸收[16-17]。这也是本试验中苋菜对 Cd 吸

收和累积量增加的重要原因。本试验中，盐胁迫下柳叶

根部和地上部的 Cd 含量分别是全红的 1.85、3.25 倍，

且柳叶根际土壤溶液的 Cd 含量是全红的 1.90 倍，说明

在相同浓度的盐胁迫下，两苋菜品种对 Cd 的吸收和累

积能力存在差异。有研究发现，植物可以通过自身分泌

和累积有机物，以及对无机离子的吸收改变根细胞的

结构和功能特性[18]，盐胁迫下，不同苋菜品种的响应差

异是造成其对 Cd 吸收和累积差异的重要原因。
本试验中，盐胁迫下两苋菜品种根际土壤溶液中

的苹果酸和草酸含量升高，说明盐分促进了苋菜根系

分泌苹果酸和草酸。植物根系分泌的有机酸酸化土壤

根际环境，与重金属形成络合物，使土壤溶液中的重

金属离子降低，破坏了土壤液相和固相中重金属离子

的平衡，重金属离子从土壤粘粒表面解吸，提高了土

壤中重金属的可溶性和移动性，促进了植物对重金属

的吸收[19]。Nigam 等[20]研究发现，随着向土壤中添加有

机酸的量的增加，有机酸与土壤中的 Cd 形成络合

物，玉米对镉的吸收量增加。柳叶根际土壤溶液中草

酸含量高于全红，与盐胁迫下柳叶根部、地上部和根

际土壤溶液中的 Cd 含量显著高于全红是一致的。
有机酸在植物对重金属的转运和解毒方面起着

重要作用。土壤中的重金属以离子形式或者有机酸-
重金属络合态的形式进入植物根系，贮存在植物根

部或者运输到地上部。有研究发现，植物体内游离的

重金属比络合态的重金属对植物的毒害作用更强[21]。
从两种苋菜地上部和根部积累的有机酸与 Cd 的相

关性可知，苋菜体内有机酸的含量和种类与重金属的

累积和解毒有关。本试验中，柳叶地上部草酸含量和

根部乙酸含量显著升高，且与 Cd 含量显著正相关，

说明柳叶地上部草酸和根部乙酸在重金属转运和解

毒方面起着一定的作用。Ma 等[22]通过对木质部汁液

中铝的形态进行分析发现，木质部中的铝主要是以

铝-柠檬酸络合态的形式存在，说明铝在木质部主要

是以络合态的形式存在。Roser 等[23]发现 Zn 超累积植

物 T. Cae rulescens 地上部分的苹果酸和草酸与 Zn 形

成复杂的络合物，以降低重金属的毒性。不同苋菜品

种积累的有机酸与 Cd 的相关性不同，可能是不同苋

菜品种积累的有机酸存在差异，且不同种类的有机酸

对 Cd 的解毒和转运能力不同造成的。
离子区隔化是植物耐盐及维持植物体内离子平

衡的重要途径。由 Na+、K+的含量测定可知，两种苋菜

根部 Na+含量均高于地上部，刘爱荣等[24]研究发现，彩

叶草主要将 Na+截留在根部，其次是地上部，以减少

对叶片的毒害作用。植物将 Na+截留在根部的液泡

中，减少向地上部分的转移，减轻对植物的毒害作用。
K+是植物生长发育必需的矿质元素，K+和 Na+具有相

似的原子结构，植物对 Na+和 K+的吸收有明显的拮抗

作用，因此常以 K+/Na+来衡量植物耐盐性[25]。本试验

中，两苋菜品种受到盐分的胁迫，地上部和根部的 K+/
Na+比值均下降，全红的根部 K+/Na+显著高于柳叶根

部。丁能飞等[26]研究了盐胁迫下两个品种大白菜体内

的离子分布，发现两个品种大白菜的 K+/Na+均下降，

耐盐性较强的大白菜品种 K+/Na+高。这说明全红比柳

叶有较强的耐盐性。有机酸是植物体内重要的代谢物

质和根系分泌物，影响着植物体内外的各种生理活

动。在逆境胁迫下，植物通过一系列的生理变化，调节

体内代谢及根系分泌有机酸的数量和种类做出响应。
本试验中两个品种通过不同的有机酸积累机制应对

盐胁迫，全红根部草酸含量显著增加，柳叶根部草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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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无显著变化。郭立泉等[27]研究发现，在盐胁迫下，

星星草体内的草酸含量显著增加以应对盐渍胁迫。因

此，全红根部较高的 K+/Na+与草酸含量的显著增加有

关，全红叶部较低的 Na+积累与根部的截留作用密切

相关，而根部草酸含量的显著增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了盐离子对细胞的毒害作用。

4 结论

（1）盐胁迫促使苋菜根系分泌苹果酸和草酸，且

此二者含量与苋菜根等器官中的 Cd 含量极显著正

相关（P<0.01）。
（2）盐胁迫下，全红根际土壤溶液中草酸含量显著

低于柳叶，这是全红具有较低 Cd 累积性的重要原因。
（3）盐胁迫下，全红的根部 K+/Na+显著高于柳叶，

全红具有较强的耐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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