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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酸雨与 Cd 复合污染对黑麦草镉积累及土壤镉形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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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盆栽实验，研究短期模拟酸雨和 Cd 复合污染下的黑麦草生长状况和 Cd 积累情况，以及种植黑
麦草后土壤镉形态的变化。结果表明，酸雨强度及土壤 Cd 浓度的增加对黑麦草的生长有抑制作用，同时促进黑麦
草对的 Cd 积累；黑麦草根部对 Cd 的积累大于地上部分。随着酸雨 pH 值的降低，土壤中 Cd 的释放强度明显增大，
土壤中 Cd 以交换态为主，生物可利用态明显增加。短期内模拟酸雨和 Cd 污染对黑麦草都有致害作用, 但 Cd 污
染的效应大于模拟酸雨的效应。 模拟酸雨与 Cd 复合污染环境效应大于这 2 种污染物的单因素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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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ed effects of cadmium and simulated acid rain on cadmium
accumulation in ryegrass and Cd form in 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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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lease and form distribution, transformation of Cd in different Cd polluted soils affected by
simulated acid rain were studied by pot experime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growth of ryegrass was inhibited,
and the total content of Cd increased obviously as increasing acidity of simulated acid rain and Cd concentration
in soil. The content of Cd in root was higher than in overground parts. The quantity of active fraction of Cd in
soils increased, and the active ability enhanced with the increase of rain acidy. Also, the main Cd was of exchange
form in soil, and bioavailable form of Cd increased markedly. In a short time, simulated acid rain and Cd are all
harmful to ryegrass, and the effect of Cd is more serious than simulated acid rain.The combined effects of Cd and
simulated acid rain on environment are more harmful than Cd and simulated acid rain individual.
Key words: simulated acid rain; cadmium (Cd); ryegrass; Cd form
我国是酸雨的重灾区之一，酸雨面积已扩大到
国土面积的 40％左右[1]。植物在酸雨胁迫下的生长
和生理变化情况可以衡量其对酸雨的耐受能力，亦
可作为植被监测环境的参考依据。同时，重金属污
染在我国也很严重，尤其重金属镉(Cd2+)是植物毒
性元素，大量镉进入环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
类的健康。因此, 酸雨和重金属的复合污染是一个
现实的严峻的环境问题。酸雨作用下土壤重金属的
活化溶出、生物有效性及动植物的吸收累积等问
题[2-3]，以及土壤中不同形态的重金属在土壤中的迁
移性对重金属的生物有效性和对生态环境的危害程

度的影响[4]备受关注。
土壤重金属形态转化受环境 pH 的影响较大，
随着 pH 值的降低，土壤重金属溶解度升高，重金
属由残渣态转化为弱酸溶解态、铁锰结合态和有机
结合态等活性态重金属的能力就强[3]。不同提取方
法对土壤重金属化学形态的评价结果不同，3 步萃
取法是由欧盟参比署（The Community Bureau of
Reference, BCR) 提出的 3 步连续提取程序，即
BCR 提取法[5-6]。3 步萃取法比较简单实用。
现已探明，黑麦草(Lolium L.)生长快，生物量
大。即使在污染物浓度较低时也有较高的富集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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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铜、镉、铅和锌等多种重金属均有一定的耐性，
可在重金属复合污染的土壤上正常生长。黑麦草有
作为土壤重金属锌、镉污染植物修复材料潜力[7-9]。
本研究以黑麦草为实验材料，在模拟酸雨和 Cd
的复合污染下，用盆栽实验的方法研究其生长情况，
采用 BCR 分级方法分析模拟酸雨对种植黑麦草后
土壤镉分布形态的变化。

1

材料与方法

供试材料
供试土壤为安徽农业大学农翠园试验农场内采
集的黄褐土，风干磨碎过筛待用。土壤理化性质：
土壤容重 1.42 g·cm−3, 有机质 17.05 g·kg−1, 全氮
1.21 g·kg−1, 碱解氮 96.19 mg·kg−1, 全磷 0.42 g·kg−1,
有 效 磷 6.80 mg·kg−1, 全 钾 15.68 g·kg−1, 速 效 钾
92.05 mg·kg−1, pH 为 6.35 全镉 0.87 mg·kg−1。供试
黑麦草为一年生黑麦草（Lolium perenne L.）冬牧 70。
1.2 研究方法
1.2.1 模拟酸雨的配制 根据安徽地区历年的降雨
酸度，参照文献[2,10]配制模拟酸雨。先配制 pH 1.0
的贮备液，贮备液用次蒸馏水加硫酸和硝酸
(SO42-:NO3-=3:1)配制而成，再用蒸馏水稀释贮备液
来配制其他 pH 值的酸液，加适量 K2S04 (0.064
mmol·L-1)、NaCl（0.021 mmol·L-1)、CaCl2 (0.040
mmol·L-1)、NH4N03 (0.020 mmol·L-1)及 KCl (0.011
mmol·L-1)。并用 pH 计测定酸液的 pH 值，用稀盐酸
和稀氢氧化钠溶液调配到符合所需的 pH 值。根据
安徽地区历年降雨平均酸度[6]，设 pH4.0 为模拟酸
雨处理，pH5.6 为模拟正常降雨处理。
1.2.2 实验设计 称取过 5 mm 筛土壤 1 kg 于花盆
中，调节土壤最大田间持水量为 45%。用 CdCl2 配
制不同浓度溶液，使土壤外源 Cd 浓度为 0、2、5、
10 和 20 mg·kg-1 5 个浓度梯度，装盆，在室温下平
衡 20 d。
每盆撒入黑麦草种子 50 颗，植物生长期间保持
土壤湿度为田间持水量的 60％左右，2 周后喷施 1
次完全营养液以提供营养，4 周后开始喷洒酸雨。
根据安徽的年降雨量为 1000 mL[6]，每 10 d 喷
洒 1 次，每次每盆从顶部喷洒 60 mL 模拟酸雨。40
d 后收获，将根洗出，分别测定地上部和根的干重。
将植株磨碎，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分别测定地上
部分和根的 Cd 含量。每个处理重复 3 次。
收获黑麦草后，取土壤样品，风干、磨细，过
筛用于土壤 Cd 的形态分级测定：采用 BCR 3 步连
续提取法，将土壤重金属分为 4 种形态：酸溶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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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水溶态、交换态及部分碳酸盐结合较弱的金属）、
可还原态（较易还原的 Fe-Mn 氧化物结合态、锰氧
化物及小部分铁氧化物结合态）、可氧化态（有机物
及一些易氧化的硫化物结合态）和残渣态。残渣态
采用微波消解法测定。提取方法详见[5-6]。

2

结果与分析

Cd2+和酸雨复合污染对黑麦草生物量的影响
表 1 结果表明，随土壤镉处理浓度升高，黑麦
草根和地上部干重下降。从表 1 可以看出，在未加
Cd 时，随酸雨强度增大，地上部生物量下降，根
的生物量无显著差异。相同土壤 Cd 处理浓度下，
不同酸雨处理，根和地上部干重差异不明显。相同
酸雨处理，不同土壤镉处理，根和地上部干重明显
下降。表明 Cd 污染的效应比模拟酸雨的效应明显。
同一模拟酸雨喷洒下，2 mg·kg-1 Cd2+处理比其他处
理的黑麦草生长要旺盛一些。当 Cd2+浓度继续升高
到 20 mg·kg-1 外源镉处理时，黑麦草生物量有所下
降，高浓度的 Cd 对植物的生长表现为抑制作用。
20 mg·kg-1 外源镉处理时，pH 4.0 根的生物量较对照
下降 25%，地上部的生物量较对照下降 43%；pH 5.6
根的生物量较对照下降 19.7%，地上部的生物量较
对照下降 29.67%。相同镉处理浓度下，pH 4.0 处理
较 pH 5.6 黑麦草生物量降低。有研究发现，低浓度
的镉在短期内对某些作物的生长发育有一定的“刺
激”作用，本试验发现低浓度镉处理对黑麦草也有
一定的刺激作用。土壤重金属污染会刺激抗或耐重
金属毒害植物产生防御性反应，以适应重金属胁迫。
因为黑麦草是耐重金属毒害的植物，所以一定范围
内的重金属胁迫会促进其生长[7]。
2.2 黑麦草对 Cd2+的积累
表 2 为模拟酸雨与不同浓度的 Cd 复合污染下
黑麦草植株各器官的 Cd 含量。
由表 2 可以看出, 随着土壤中 Cd 浓度的增加，
黑麦草根部和地上部 Cd 积累量显著增大。不同 Cd
处理浓度下，与对照相比，根和地上部中 Cd 含量
均达显著水平，且根中 Cd 含量大于地上部。
在未加 Cd 时，随酸雨强度增大，pH 4.0 处理
地上部和根中镉含量高于 pH 5.6 处理。随 pH 下降，
黑麦草镉积累量升高。随着土壤中 Cd 浓度的增加，
黑麦草根和地上部 Cd 积累量显著增大。相同 Cd 处
理浓度下，pH 4.0 处理地上部镉含量较 pH 5.6 处理
高，根中镉含量差异不明显。模拟酸雨与 Cd 复合
污染的效应大于这 2 种污染物的单因素效应。
不同 Cd 浓度下，pH 4.0 时黑麦草地上部和根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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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Cd 积累量分别为 pH 5.6 时的 1.02～1.85 倍和
1.07～1.48 倍，表明随着外源镉处理浓度升高和酸
雨强度增大，黑麦草对 Cd 的富集量也增加。
表 1 Cd2+和模拟酸雨复合胁迫对黑麦草生物量的影响
Table 1 Combined effects of Cd and artificial acid rain on the
biomass of ryegrass
酸雨 pH
地上部干重/g
根干重/g
Cd
pH value
Dry weight of
Dry weight
/mg·kg-1
of artificial
aboveground
of roots
acid rain
part
0
4.0
0.16±0.02b
0.76±0.06b
5.6
0.23±0.03ab
0.91±0.05a
a
2
4.0
0.29±0.03
0.85±0.08a
a
5.6
0.28±0.03
0.87±0.04a
b
5
4.0
0.16±0.02
0.85±0.06a
b
5.6
0.18±0.02
0.89±0.07a
10
4.0
0.12±0.01c
0.68±0.05b
c
5.6
0.14±0.04
0.71±0.06b
c
20
4.0
0.12±0.03
0.61±0.04c
c
5.6
0.13±0.02
0.64±0.05c
注: 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 n = 3) ，同一列数据中
无相同字母者表示在 a= 0.05 水平上差异显著。下同。
Note: The data in the table are average value ± SD，and the
data in the same column followed by different letter represen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the 0.05 level. The same below.
Cd2+和模拟酸雨复合胁迫对黑麦草地上部、根部 Cd
积累的影响
Table 1 Combined effects of Cd and artificial acid rain on the Cd
accumulation in overground parts and roots of ryegrass
地上部含量
酸雨 pH
根/mg·kg-1
/mg·kg-1
Cd
pH value of
Cd in root
Cd content in
/mg·kg-1
artificial
of ryegrass
overground
acid rain
arts of ryegrass
0
4.0
1.50±0.26f
3.5±0.42e
g
5.6
0.81±0.13
2.36±0.38f
e
2
4.0
2.42±0.23
26.00±1.86d
5.6
2.17±0.23e
21.50±1.23d
c
5
4.0
4.42±0.23
52.50±0.96bc
d
5.6
3.33±0.23
47.50±1.46c
b
10
4.0
8.58±0.23
56.25±1.25b
b
5.6
8.42±0.21
50.00±2.25bc
20
4.0
17.00±0.31a
68.50±1.75a
ab
5.6
12.42±0.58
64.00±1.62a
表 2

2+

不同酸度的酸雨下土壤 Cd 形态含量变化
不同酸度的酸雨下土壤 Cd2+形态含量变化见图
1。由图 1a 可见，种植黑麦草后模拟酸雨酸度（pH
5.6）处理，对照土壤（未加入外源镉）镉的形态分
级表明，残渣态含量最高，占全镉含量的 62.5%（0.2
mg·kg-1）；其次为可还原态，占全镉的 15.6%（0.05
mg·kg-1）；可氧化态占全镉的 12.5%（0.04 mg·kg-1）
；
-1
酸溶态含量最低占全镉的 9.37%（0.03 mg·kg ）。镉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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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壤中各形态的分布为残渣态＞可还原态＞酸溶
态＞可氧化态。

图 1 模拟酸雨和 Cd 处理下土壤 Cd 形态分级
Figure 1 Effects of simulated acid rain and fractionation of
soil Cd under Cd treatment

镉处理浓度（2 mg·kg-1）时，土壤镉的形态主
要为残渣态占全镉的比例 39.28%（0.22 mg·kg-1）
；
其 次 为 可 还 原 态 占 全 镉 的 比 例 33.93% （ 0.19
mg·kg-1），酸溶态和可氧化态分别占全镉的 16.07%
＋
和 10.71%。随 Cd2 处理（2~20 mg·kg-1）浓度升高，
可还原态镉占全镉的比例增加，含量逐渐升高，残
渣态镉占全镉的比例由 62.5%下降到 10.98%。镉在
土壤壤各形态的分布为可还原态＞酸溶态＞可氧化
态＞残渣态。
由图 1b 可见，种植黑麦草后模拟酸雨酸度（pH
4.0）处理，对照土壤（未加入外源镉）镉的形态分
级表明，残渣态含量最高，
占全镉含量的 64.7%（0.21
-1
mg·kg ）；其次为可还原态，占全镉的 14.7%（0.05
mg·kg-1）；可氧化态占全镉的 11.76%（0.04 mg·kg-1）
；
-1
酸溶态含量最低占全镉的 8.8%（0.03 mg·kg ）。镉
在土壤各形态的分布为残渣态＞可还原态＞酸溶态
＞可氧化态。
模拟酸雨酸度（pH 4.0）镉处理浓度（2 mg·kg-1）
时，土壤镉的形态主要为可还原态，占全镉的比例
35.06%（0.21 mg·kg-1）；其次为残渣态占全镉的比
例为 31.72%（0.19 mg·kg-1）；酸溶态和可氧化态分
＋
别占全镉的 16.53%和 16.69%。随 Cd2 处理（2~20
mg·kg-1）浓度升高，可还原态镉及酸溶态占全镉的
比例增加，含量逐渐升高。残渣态镉占全镉的比例
由 64.7%下降到 10.98%。镉在土壤中各形态的分布
为可还原态＞酸溶态＞可氧化态＞残渣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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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酸雨酸度（pH 4.0）Cd2 处理（2 mg·kg-1），
酸溶态含量占全镉的 16.53%（0.099 mg·kg-1）；Cd2+
处理（5 mg·kg-1）酸溶态含量占全镉的 18.97%（0.78
＋
mg·kg-1）；Cd2 处理（10 mg·kg-1）酸溶态含量占全
＋
镉的 20.66%（1.75 mg·kg-1）；Cd2 处理（20 mg·kg-1）
酸溶态含量占全镉的 25.29%（3.13 mg·kg-1）；模拟
酸雨酸度（pH 5.6）镉处理浓度（2 mg·kg-1）时，
土壤酸溶态含量占全镉的 16.07%（0.09 mg·kg-1）
；
2＋
-1
Cd 处理（5 mg·kg ）酸溶态含量占全镉的 17.27%
＋
（0.81 mg·kg-1）；Cd2 处理（10 mg·kg-1）酸溶态含
＋
量占全镉的 18.02%（1.42 mg·kg-1）；Cd2 处理（20
mg·kg-1 ） 酸 溶 态 含 量 占 全 镉 的 23.29% （ 2.28
mg·kg-1）。土壤中酸溶态活性最强，最易被释放也
最容易发生反应转化为其他形态易被生物利用，毒
性最强；可还原态在可还原条件下释放，当土壤环
境发生变化时，重金属形态会发生转化。通过比较
当 pH4.0 和 pH5.6 的模拟酸雨处理下的结果可知（图
＋
1），当 pH 4.0 处理土壤 Cd2 （＞5 mg·kg-1）时，土
壤酸溶态镉含量比 pH 5.6 的模拟酸雨处理下含量
高。表明随着土壤中 Cd 浓度增加，有效态 Cd 百分
含量有增加的趋势。酸雨浸泡土壤可激活土壤重金
属 Cd 的活性。激活残渣态向活性态 Cd 的转化能力，
土壤中 Cd 浓度越高有效态 Cd 所占百分比也越大，
重金属的迁移能力，毒性和生物有效性也就越大。
＋

3

小结与讨论

近年来人们认识到酸雨在酸化土壤和地表水的
同时，也造成土壤溶液中溶解的活性铝以及重金属
含量显著增加。不同酸度的酸雨引起土壤酸化程度
不同，但都加剧了土壤中重金属形态向活性形态的
转换，促进重金属元素的释放。酸雨提高土壤中重
金属元素活化度的根本原因在于酸雨促使土壤重金
属由次稳态向不稳态转化[2]。形态转化的结果是增
加了重金属元素的可利用程度，使重金属元素在植
物体内积累浓度提高；其次是提高了重金属的迁移
能力，导致植物中必需元素缺乏现象发生[8-9]。本研
究结果表明，同一酸度处理下残渣态含量依次递减，
可还原态依次增加，而酸溶态和可氧化态含量变化
不明显。但模拟酸雨处理后有效 Cd 的含量增加了，
残渣态减少了。酸雨对于重金属的释放有促进作用。
钟晓兰等[2]研究表明，酸雨浸泡土壤能增加土
壤活性态 Cd 的含量，酸雨酸度越大，土壤 Cd 含量
越高，Cd 的活化能力越大。当昆山土壤 pH 值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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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7.20 下降到 6.42 时，Cd 的活化率增加了 0.34%～
3.29%，在昆山土壤酸化严重的背景下，其土壤重
金属 Cd 的活化趋势明显，由重金属 Cd 释放而对人
类和生物造成的风险较大。
铜和模拟酸雨复合胁迫对酸模铜富集、生长及
抗氧化酶系统的影响的研究表明，酸雨能促进酸模
对 Cu 的吸收; 随着土壤中 Cu 浓度和酸雨强度的增
加，酸模的生物量逐渐下降，根和叶中 MDA 含量
增加，且与 Cu 处理浓度显著正相关，根和叶中 SOD
和 POD 活性则均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11]。
短期内, 模拟酸雨和 Cd 污染对黑麦草都有致
害作用，Cd 污染的效应大于模拟酸雨的效应，本实
验条件下，pH 4.0 的模拟酸雨和 20 mg·kg-1 的 Cd 的
处理对黑麦草的危害最为严重，模拟酸雨加重了土
壤 Cd 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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