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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培条件下 Cd 与乙酰甲胺磷在番茄植株体内迁移的互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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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高毒杀虫剂甲胺磷的替代产品，乙酰甲胺磷的大量使用对农产品安全造成的影响一直备受关注。
本研究以番茄植株为研究对象，在水培条件下，用含 0.5 mg·L-1 Cd2+和 1.0 mg·L-1 乙酰甲胺磷的混合营养液直接作
用于番茄植株的根部，通过测定营养液和番茄木质部液中 Cd2+与乙酰甲胺磷随时间的浓度变化，研究 Cd2+与乙酰
甲胺磷在番茄植株中迁移的互作影响。研究发现，营养液中的 Cd2+和乙酰甲胺磷均能被番茄根部吸收，经木质部
向上迁移。Cd2+的存在抑制了番茄根系对营养液中乙酰甲胺磷的吸收与向上运输，而营养液中的乙酰甲胺磷能促进
番茄根系对营养液中 Cd2+的吸收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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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on effect of Cd and acephate in nutrient solution uptake by tomato seedl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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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alternative of high toxic pesticide methamidophos product, safety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use of acephate,a kind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has been concerned by public. Tomato seedings under hydroponic
conditions in this stud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Mixed nutrient solution of 0.5 mg/L Cd2 + and 1.0 mg/L acephate to
study the rules of Cd2+ and acephate in tomato xylem fluid in different time by roots of tomato seedings absorb.
The study found that Cd and acephate in nutrient solution could be absorbed through the root of tomato seedings
by uptake through the xylem .The concentration of Cd in nutrient solution could promote the absorption and
transportion by acephate, while the concentration of Cd could inhibited the transporation upward of acephate in
nutrient solution of tomato roots.
Key words: acephate; Cd2+ ; tomato seedling; uptake
乙酰甲胺磷又称高灭磷，化学名称为 O,S-二甲
基乙酰基硫代磷酰胺酯，化学分子式：
C4H10NO3PS；CAS 登记号：30560-19-1；分子量
为 183.16。是一种高效低毒内吸广谱的有机磷类杀
虫剂[1]。广泛应用于防治水稻二化螟、三化螟、稻
纵卷叶螟、稻飞虱、十字花科蔬菜菜青虫、蚜虫等
[2]
。随着高毒农药的退市，国家需要发展高效、环
保的农药新产品，具有绿色背景的乙酰甲胺磷及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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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受到市场关注。
镉(Cd)是生物毒性强的重金属之一。镉本身在
地壳中的本底较低，主要通过采矿、污灌、施肥、
大气沉降等输入土壤。冶炼和采矿是向环境中释放
重金属的最重要的污染源；进入土壤中的镉按其与
土壤矿物的结合形式一般可分为水溶态、交换态、
碳酸盐结合态、铁锰氧化物结合态、有机质结合态
和残留态，其稳定性依次升高[3]。水溶性镉可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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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植物吸收，危害最大。镉容易在作物的可食部位
积累，由此使其更易通过食物链的积累和传递进入
人体，严重危害人类健康[4]。
目前，对乙酰甲胺磷的研究多集中在植物表面
施药量的控制、单一施用乙酰甲胺磷及使用后乙酰
甲胺磷和甲胺磷残留超标，人们主要关注乙酰甲胺
磷的安全使用问题[5-7]，忽略了复杂环境中污染物间
的相互作用，对重金属和有机污染复合污染的研究
仍处在起步阶段；对污染物在土壤-植物系统中和水
体-植物系统中的迁移、转化机制和影响因素方面的
研究尚未全面展开。本实验在水培条件下，以含 0.5
mg·L-1 Cd2+和 1.0 mg·L-1 乙酰甲胺磷的混合营养液
直接作用于番茄植株的根部，短期曝露后，测定番
茄的木质部液中 Cd2+及乙酰甲胺磷含量，明确 Cd2+
及乙酰甲胺磷复合污染时一种污染物在植物体内的
迁移受到另一种污染物影响的程度，为深入研究不
同污染物在土壤-植物体系中迁移互作提供借鉴。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药品、试剂 乙酰甲胺磷 (Acephate，ACE)
标准品（纯度 98.2%，上海安普科技仪器有限公司）
；
二水合氯化镉（AR）；甲醇(GC)；甲酸( GC )；乙腈
（GC、AR）；氯化钠（AR）；无水硫酸钠（AR）；
乙二胺四乙酸钠铁（AR）；硝酸钙（AR）；盐酸（AR）
；
硝酸钾（AR）；硫酸镁（AR）；硫酸锌（AR）；硫
酸铜（AR）；磷酸二氢铵（AR）；硼酸（AR）；钼
酸钠（AR）；硼酸（AR）；磷酸二氢钾（AR）；氯
化锰（AR）；次氯酸钠（CR）；氢氧化钾（AR）；
2-吗啉乙磺酸（2-morpholinoethanesulfonic acid）：
纯度≥99%；1/5 Hoagland 营养液成分为：1 mmol·L-1
KNO3，1 mmol·L-1 Ca(NO3)2，0.4 mmol·L-1 MgSO4，
0.1 mmol·L-1 KH2PO4，0.5 μmol·L-1 MnCl2，3 μmol·L-1
H3BO3，0.5 μmol·L-1 (NH4)6MoO24，0.4 μmol·L-1 ZnSO4，
0.2 μmol·L-1 CuSO4，20 μmol·L-1 Fe(Ⅲ)-EDTA，2
μmol·L-1 MES（2-morpholinoethanesulfonic acid）；使
用前用 0.1 mol·L-1 KOH 或稀 HCl 将营养液的酸度
值调节至 pH6.0。
1.1.2 仪器 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联用仪：
Waters ACQUITY UPLC-Waters Xevo TQ MS，ESI
离子源，美国 Waters 公司；色谱柱：ACQUITY
UPLC® BEH C18 色谱柱(1.7 μm，2.1 mm，100 mm)，
美国 Waters 公司；TAS-990FG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计：配有火焰型和石墨炉型原子化器，北京普析通
用有限责任公司；钠灯：MASTER AGRO SON-T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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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飞利浦灯具（上海）有限公司；泛光灯具：con
temporvp350，飞利浦灯具（上海）有限公司；照度
计：TES-1332 型，泰仕电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光
照培养箱：SPX-300B-G，上海博迅实业有限公司医
疗设备厂。
1.2 试验方法
1.2.1 番茄植株的培养 实验选用的番茄品种
为毛粉 812。
取适量饱满均匀的番茄种子，放入 0.5%
NaClO 溶液中 5min 进行表面消毒。水漂洗后的种
子用去离子水浸泡过夜，然后播种于湿润的蛭石中，
每天补充水份，保持蛭石湿度。种子发芽至番茄苗
出 四 片 叶 时 ， 将 幼 苗 移 入 PP 营 养 罐 中 ， 用
1/5Hoagland 营养液培养（营养液在使用前用 0.1
mol·L-1 KOH 或稀 HCl 调至 pH 6.0）。
番茄植株生长条件：光照时间：12 h·d-1；光照
强度：50000 lx；湿度：50%~70%；温度：白天为
30℃、黑夜温度 25℃。
2+
1.2.2 Cd 与乙酰甲胺磷在番茄植株内迁移 取营
养液 1 L 于 PP 培养罐中，分别将培养 17 d 的番茄
幼苗移入 PP 培养罐，每天补充营养液，保持培养
罐中的营养液体积为 1 L。连续培养 20 d 后，在培
养罐的营养液中添加 Cd2+和乙酰甲胺磷，使混合营
养 液 中 的 Cd2+ 和 乙 酰 甲 胺 磷 的 浓 度 分 别 为 0.5
mg·L-1 和 1.0 mg·L-1。同时设置营养液中只添加 1.0
mg·L-1 乙酰甲胺磷和只添加 0.5 mg·L-1 Cd2+的对照
处理，每个处理设 4 个重复。分别在营养液中添加
Cd2+、乙酰甲胺磷后的 2、6、12、24、48、72 和
144 h，对混合营养液和番茄木质部液进行取样，检
测分析乙酰甲胺磷及 Cd2+的含量。
1.3 番茄木质部液收取与测定
采用植物根压自然收集法 [8-9] ：脱脂棉经稀盐
酸、蒸馏水、去离子水清洗烘干后备用。将番茄苗
移至阴处，在根茎结合部上部位 2 cm 处，用经刀片
快速地切断茎杆，用脱脂棉蘸去离子水，快速擦洗
与根系相连的切口，并吸干表面的水分，然后用量
程为 50 µL 移液枪不断吸取溢出的汁液放入 5 mL
离心管中，取样时间为 20 min 左右。将收集液贮存
于冰盒中待分析。
1.4 乙酰甲胺磷 UPLC-MS/MS 检测条件
色谱条件：流速：0.25 mL·min-1；进样体积：
10 μL ； 柱 温 ： 30 ℃ ； 流 动 相 ： A:98/2= 水 / 甲醇
(V/V)+0.1%甲酸，B:甲醇+0.1%甲酸，流动相采用
梯度洗脱。
质谱条件：电喷雾离子源（ESI），正离子扫描
模式；多反应监测（MRM）；毛细管电压 3 kV；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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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源温度 150℃；反吹气流速 50 L·Hr-1；雾化气流
速 750 L·Hr-1；雾化温度 400℃；碰撞气流量 0.16
mL·min-1。
1.5 Cd2+的石墨炉检测条件
原子吸收光谱法，检测波长：228.8nm；光谱宽
带：2.0 nm；进样体积：10 μL；灯电流：0.1 mA；
测样时，加入硝酸镁和磷酸氢二铵基体改进剂，提
高灰化温度，用以背景校正；测样是采用梯度升温。

2

结果与分析

番茄植株对乙酰甲胺磷的吸收与迁移
木质部作为维管植物的重要运输组织，主要作
用是将植物根系吸收的水分及溶解于水中的物质向
植物地上部位运输[10]。通过对木质部液的收集和检
测，研究当 Cd2+与乙酰甲胺磷共存于营养液中时，
番茄根系吸收、向上迁移 Cd2+与乙酰甲胺磷的能力
是否受到影响。
乙酰甲胺磷是一种水溶性较好的有机化学农
药，在水中的溶解度达到 700 mg·L-1[11]，溶解于营
养液中的乙酰甲胺磷，可以被番茄根系吸收并进一
步通过番茄木质部向植株上部运输。由图 1 可知，
木质部液中检出的乙酰甲胺磷的浓度随着处理时间
的增加而变大，12 h 时，番茄木质部液中检出的乙
酰甲胺磷的浓度达到 263.22 μg·L-1，之后随着作用
时间的进一步延长，番茄木质部液中检出的乙酰甲
胺磷浓度保持在相对稳定的状态。营养液中的乙酰
甲胺磷含量随着番茄吸收作用时间的增加而保持递
减的趋势。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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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植株对 Cd2+的吸收与迁移
以含 0.5 mg·L-1 Cd2+的培养液连续培养番茄幼
苗 144h，不同时间点取样的番茄木质部液中均有
Cd2+检出（见图 2），说明营养液中的 Cd2+能被番茄
根系吸收并通过木质部向上转运。在 2~12 h 之间，
番茄木质部液中检出 Cd2+浓度变化梯度较大，2 h
时木质部液中检出的 Cd2+浓度为 146.7 μg·L-1；12 h
时检出的 Cd2+浓度达到了 1060.15 μg·L-1，是营养液
中 Cd2+添加浓度的 2.12 倍。其中，在 6~24 h 之间，
番茄木质部液中检出的 Cd 浓度均超过了营养液中
Cd 的添加浓度。原因是短期内，番茄根系吸收营养
液中的 Cd 能够通过根部向番茄地上木质部迁移并
且发生富集。营养液中的 Cd 浓度随着番茄植株的
吸收出现逐渐降低，从 2 h 的 0.48 mg·L-1 下降至 144
h 的 0.32 μg·L-1。番茄植株吸收 12 h 后，番茄木质
部液中检出的 Cd 浓度呈递减趋势，至 144 h 木质部
液中 Cd2+浓度下降至 248.00 μg·L-1。有研究发现[12]，
Cd 对植物具有胁迫作用，使得植物能自动调节对土
壤中 Cd 吸收，降低植物体内 Cd 含量，从而进行自
我保护；另一方面，随着处理时间的增加，营养液
中 Cd 浓度下降明显，使得单位根系表面积可吸附、
吸收的 Cd 减少。因而随着处理时间的增加，番茄
植株生长稀释使得番茄木质部液中检出的 Cd 浓度
下降。
2.2

图 2 营养液和番茄木质部液中 Cd2+浓度变化
Figure 2 Comparison of Cd2+ concentration in nutrient solution
and xylem exudate of tomato seedlings with different
time

图 1

营养液和番茄木质部液中乙酰甲胺磷浓度随时间的
变化
Figure 1 Concentration of Acephate in nutrient solution and
xylem exudate of tomato in different time

Cd2+ 及乙酰甲胺磷在番茄植株体内迁移的互
作效应
由图 1 和图 2 可知，当乙酰甲胺磷和 Cd2+共存
于营养液中时，番茄植株吸收和运输乙酰甲胺磷和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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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2+的能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乙酰甲胺磷向上
迁移的速度受到抑制，乙酰甲胺磷单一处理的番茄
植株，其木质部液中检出的乙酰甲胺磷平均浓度是
混合处理的 1.18 倍。乙酰甲胺磷随营养液向上运输，
运输的动力是植物的蒸腾作用。有研究发现，在木
豆生长阶段单用 Cd2+进行处理，1d 后 CO2 交换率
即被抑制 87％，气孔导度和蒸腾作用率也相应降
低[13]；在对印度蕨菜的研究中也发现类似情况[14]。
Cd2+能使植物蒸腾作用下降，水分在植物细胞间的
迁移受到抑制，导致伴随着营养液一起向上运输的
乙酰甲胺磷的迁移受到了抑制。然而，混合处理却
促进了营养液中 Cd2+从番茄根系向上迁移，经混合
处理的番茄木质部液中，检出的 Cd2+的平均浓度是
单一 Cd2+处理的 1.67 倍，说明乙酰甲胺磷的存在促
进了营养液中 Cd2+从番茄根系向上迁移。苏玉红[15]
等研究发现，Cd2+能与阿特拉津发生螯合作用，降
低了 Cd2+ 对水稻苗的毒害。由此推测，营养液中
Cd2+与乙酰甲胺磷可能是通过一定程度的螯合而降
低 Cd2+对番茄植株的毒害。

3

结论

在水培条件下，通过对番茄木质部液中乙酰甲
胺磷和 Cd 的浓度检测得出，番茄根系能从营养液
中吸收乙酰甲胺磷和 Cd，并经番茄木质部向上部运
输。番茄根系对乙酰甲胺磷的吸收随作用时间的增
加，逐渐达到动态平衡；根系能富集营养液中的 Cd
并通过木质部向上运输。
乙酰甲胺磷和 Cd2+共存时，番茄植株吸收、运
输乙酰甲胺磷和 Cd 的能力不同，乙酰甲胺磷促进
了番茄根系对营养液中 Cd 的吸收转运，而 Cd2+的
存在则抑制了番茄根系向上运输营养液中的乙酰甲
胺磷。
致谢：感谢安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谷勋
2+
刚教授对本实验中 Cd 的测定提供了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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