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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源钙离子对铅胁迫下小麦膜脂过氧化和根系活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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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明确外源添加钙离子对铅污染区域小麦膜脂过氧化和根系活力的影响机理，利用 1/2 Hoagland 营养
液培养新麦 26，研究外源添加不同浓度钙离子对铅胁迫下小麦幼苗叶绿素、抗氧化酶活性、丙二醛含量、细胞膜
透性及根系活力造成的影响。结果表明，外源钙的添加较有效地缓解铅胁迫对小麦的毒害，与 Pb 处理相比，外源
钙离子处理叶绿素含量明显升高，Ca3 处理升高最多，达到 77.3%；MDA 含量和细胞膜透性显著降低，Ca3 处理
分别下降 29.9%、24.5%；抗氧化酶活性表现存在差异，Ca3 处理 SOD、CAT 活性分别升高 48.5%、85.6%，而 POD
活性降低 26.9%；Ca3 处理显著恢复了小麦根系活力，恢复率为 56.2%。因此，试验表明以氧化钙调节 pH 环境并
混合氯化钙的方法能一定程度缓解铅对小麦的毒害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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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exogenous Ca2+ on membrane lipid peroxidation
and root activity of wheat under lead stress
ZHAO Tengfei, LIU Ying,WANG Ermei, WANG Qingqing, DAI Li, ZHANG Yunhua
(School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6)

Abstract: In order to clarify mechanisms of exogenous Ca2+ on membrane lipid peroxidation and root activity
of wheat under Pb stress, effects of exogenous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Ca2+ on chlorophyll content, antioxidant enzyme activity, MDA content, cell membrane permeability and root activity in Xinmai 26 (grow in 1/2 Hoagland)
seedlingunder Pb stress were studied.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ddition of exogenous calcium could alleviate the toxicity of lead stress on wheat more effectively. Compared with Pb treatment, the chlorophyll content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by the addition of exogenous calcium and it was raised by 77.3% in the Ca3 treatment; the MDA content
and the level of membrane lipid peroxidation decreased obviously and they were decreased by 29.9% and 24.5%
respectively in the Ca3 treatment; the antioxidant enzyme activities showed different situations, the activities of the
SOD and CAT increased by 48.5% and 85.6% respectively, while the POD activity decreased by 26.9% in the Ca3
treatment; the root activity of wheat was restored and the recovery rate was 56.2% in the Ca3 treatment. Therefore,
the toxicity of lead on Wheat could be alleviated using the CaO (regulate pH) and appropriate CaCl2.
Key words: wheat; lead stress; exogenous calcium; membrane lipid peroxidation; root activity
铅在矿产开采、冶炼加工、消费和再生产等过
程中，以铅离子形式通过大气沉降、污水排放等方
式造成土壤污染[1]。铅作为生物体非必需元素，难以
被降解，易在植物体中富集，对植物的生长产生一
定的伤害[2]。在铅胁迫下，植物表现出明显的中毒症
状，例如生长缓慢，叶片褪绿等表形损伤，以及膜
透性的改变、酶活性的扰乱和 DNA 损伤等其他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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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的改变[3]。同时它还可以通过植物根系在植物体
内积累，并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对骨髓造血系统
和神经系统造成损害，直接危害人体健康[4]。
钙是植物生长发育过程中必要的营养元素，参
与调节植物体内许多生理生化过程[5]。钙同时还是
调节多种细胞功能的第二信使，在植物抗逆过程中
具有重要的作用，对植物生长具有很重要的意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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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大量的研究表明，钙离子在植物处于盐胁迫、
重金属胁迫和干旱胁迫等逆境条件下发挥重要的积
极作用[7-9]。利用钙化合物进行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
已经成为一种常见手段[10]。当植物处于重金属胁迫
时，施加钙元素的原理主要是通过离子间的拮抗作
用来降低植物对污染物的吸收[11]。有研究表明 Ca2+
能减轻水稻和番茄受铜、铅、镉、锌及镍等重金属
的毒害[12]。王芳等[13]研究认为，外源氯化钙对玉米
幼苗铅胁迫的缓解具有一定作用，增强了玉米幼苗
对重金属铅的抗性。陈远其等[14]在总结近年来钙化
合物石灰对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时明确，石灰类物
质能显著提升土壤 pH，降低 Pb 等重金属生物有效
性，同时提出应根据不同土壤类型及污染物确定石
灰物质最佳用量。
小麦作为我国主要的粮食作物，其安全品质越
来越受到广泛重视。目前我国小麦受铅污染呈分布
区域广、危害性大的现象，情况不容乐观[15]。受铅
污染的小麦集中分布于道路、污灌区及工矿冶炼区
域及周边[16-17]。铅污染严重影响小麦安全品质，杨
军等[18]对北京市凉凤灌区小麦重金属含量的研究发
现小麦籽粒中的 Pb 超标率为 28.6%。铅污染同样影
响小麦正常生长发育。谢影等[19]在研究了 Pb 对小麦
萌发及生物量的影响时发现，高浓度铅处理对小麦
萌发与生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随浓度增大抑
制进一步增强。本试验以新麦 26 为试验材料，研究
在重金属铅胁迫下外源钙对小麦萌生长程中的缓解
作用，旨在为小麦抗铅研究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以新麦 26 为试验材料，小麦种子由安徽省农科
院作物所提供。
1.2 试验方法
选取健康饱满籽粒，经表面消毒，去离子水冲
洗干净，均匀播于铺有滤纸的培养皿中，每皿 30
粒。溶液浸润参试籽粒，放于培养箱中，各处理重
复 3 次。温度 25℃，无光照培养 5 d。5 d 后将萌发
情况一致的小麦进行各浓度水培转移。水培供试溶
液设置：以 1/2Hoagland 营养液为水培营养液，因
钙是植物生长必需元素，故本试验营养液中钙离子
浓度不计入外源钙添加浓度。根据魏学玲等人的研
究，调整后以重度铅污染为试验浓度即加入
Pb(NO3)2（以 Pb2+计）800 mg·L-1[20]。有研究认为小
麦适宜生长的 pH 值为 6～7[21]。在水培溶液中添加
810 mg·L-1CaO，调节水培溶液 pH 值，稳定到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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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添加不同浓度 CaCl2（以 Ca2+计）。
试验共设 6 个处理：1.CK（对照，只加营养液）；
2.Pb（800 mg·L-1 Pb2+）；3.Ca1（800 mg·L-1 Pb2+ +
810 mg·L-1 CaO ）； 4.Ca2 （ 800 mg·L-1 Pb2+ +
810 mg·L-1 CaO +1 mmol·L-1 CaCl2 ）； 5.Ca3
（800 mg·L-1 Pb2+ +810 mg·L-1 CaO +5 mmol·L-1
CaCl2）；6.Ca4（800 mg·L-1 Pb2+ +810 mg·L-1 CaO +
10 mmol·L-1 CaCl2）。设定温度与时间：25℃光照 16
h，16℃黑暗 8 h，培养 15 d。幼苗水培期间定期观
察、补水，防止因水分蒸发使水培溶液浓度发生改
变，每 5 d 更换 1 次水培溶液。
1.3 测定项目与方法
水培 15 d 后，测定小麦叶片生理指标。叶绿素
含量采用的丙酮乙醇混合液法[22]。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活性测定采用氮蓝四唑光化还原法；过氧
化氢酶（CAT）活性测定采用紫外吸收法；过氧化
物酶（POD）活性测定采用愈疮木酚法[23]。细胞膜
透性（CMP）采用外渗电导法[24]，丙二醛（MDA）
含量采用硫代巴比妥酸法[25]，根系活力采用 α-萘胺
法[26]。
1.4 数据处理与分析
数据采用 SPSS19.0 分析软件和 EXCEL2003 进
行计算与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铅胁迫下外源钙对小麦叶绿素含量变化影响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Pb 处理小麦的叶绿素含量
显著低于 CK，Pb 处理小麦的叶绿素 a、叶绿素 b
和叶绿素 a+b 含量较 CK 分别下降 47.1%、54.5%和
49.7%。Ca1 处理中单纯施加氧化钙以改变水培溶液
pH 具有一定缓解铅毒害作用。与 Ca1 处理相比较，
Ca2 处理提了高小麦叶绿素含量，但差异并不显著。
随着氯化钙添加量的增加，小麦幼苗叶绿素含量在
Ca3 处理时达到最高，与 Pb 处理相比较，叶绿素 a、
叶绿素 b、叶绿素 a+b 含量分别升高 73.5%、90.3%
和 77.3%。随着氯化钙添加量的继续增加，在 Ca4
处理时小麦叶绿素含量与 Ca3 处理相比有所下降。
2.2 外源钙对铅胁迫下小麦幼苗丙二醛、细胞膜透
性的影响
如图 1 所示，
当铅在 Pb 处理时，小麦幼苗 MDA
含量显著高于空白对照（CK 处理），使其含量升高
96.9%。在外源钙添加后，其 MDA 含量都有所下降，
在 Ca3 处理时达到相对最低值，相比 Pb 处理 MDA
含量下降 29.9%。在 Ca1 和 Ca2 处理下，小麦幼苗
MDA 含量有所下降但其作用显著小于 Ca3 和 C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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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细胞膜透性在各浓度处理所反映的信息趋同
于 MDA 含量的表达。高浓度铅胁迫使细胞膜透性
显著增加，外源钙的添加使膜透性相对于单纯铅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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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有所降低。说明高浓度铅胁迫损伤小麦幼苗细胞，
外源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铅对小麦细胞的伤害。

表 1 铅胁迫下外源钙离子对小麦幼苗叶绿素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exogenous Ca2 +concentration on chlorophyll content in wheat seedlings under Pb stress
处理
叶绿素 a
叶绿素 b
叶绿素 a+b
Treatment
Chla
Chlb
Chl(a+b)
CK

1.759±0.045a

0.596±0.034a

2.356±0.079a

Pb

0.931±0.071

e

d

1.209±0.049e

Ca1

1.013±0.046e

0.366±0.034c

1.421±0.081d

Ca2

1.159±0.017

d

c

1.527±0.034d

Ca3

1.615±0.058b

0.527±0.005ab

2.144±0.052b

Ca4

c

b

1.821±0.091c

1.313±0.041

0.277±0.042

0.408±0.017
0.506±0.051

mg·g-1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某指标差异显著（P＜0.05）。下同。
Note: Different small letters denote that the difference of treatments is significant (P＜0.05) .The same below.

Figure 1

图 1 外源钙对铅胁迫下小麦幼苗丙二醛、细胞膜透性的影响
Effects of exogenous calcium on malondialdehyde and cell membrane permeability of wheat seedlings under Pb stress

Figure 2

图 2 外源钙对铅胁迫下小麦幼苗抗氧化酶活性影响
Effects of exogenous calcium on antioxidant enzyme activities of wheat seedlings under Pb stress

图 3 外源钙对铅胁迫下小麦幼苗根系活力的影响
Figure 3 Effect of exogenous calcium on the root activity of
wheat seedlings under Pb stress

2.3 外源钙对铅胁迫下小麦抗氧化酶活性的影响
在此试验条件下，高浓度铅胁迫（Pb 处理）抑
制小麦幼苗 SOD 活性与 CAT 活性（见图 2），抑制
率达 43.9%和 41.6%，而外源钙的添加则对高浓度
铅抑制 SOD 活性和 CAT 活性起到缓解作用。其中
Ca1 处理时已表现出缓解趋势，但其作用小于其他
3 个加钙处理。Ca3 与 Ca4 处理对于铅胁迫下稳定
酶活性的作用显著，且 CAT 活性在这 2 个处理时有
高于对照（CK 处理）的趋势，说明此时钙处理能
够促使过氧化氢酶发挥作用。Pb 处理促使小麦幼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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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D 活性的升高，为 CK 处理的 147.1%（图 2）
。
在外源钙的作用下，小麦幼苗 POD 活性趋于正常，
且在 Ca3 与 Ca4 处理时表现较好。铅胁迫使小麦幼
苗氧化酶发生紊乱，外源钙的添加使这一现象得到
一定好转。
2.4 外源钙对铅胁迫下小麦幼苗根系活力的影响
从图 3 可以看出，Pb 处理显著的抑制了根系活
力，抑制率达 55.9%。4 个加钙处理下小麦根系活
力对照 Pb 处理分别升高 13.2%、21.5%、54.8%和
60.2%，但以最高恢复率的 Ca4 处理与 CK 处理相
比较，其抑制率也相对较高，达 27.9%。Ca3 和 Ca4
处理与 Ca1 和 Ca2 处理相比较，说明以氧化钙调节
pH，添加较大浓度的氯化钙对缓解小麦铅胁迫具有
一定的现实意义。而 Ca3 和 Ca4 处理与 CK 相比，
反映出试验中外源钙的添加对小麦铅胁迫下根系活
力的恢复效果与正常生长的小麦之间仍有一定差
距。整体上，外源钙对于恢复铅胁迫下小麦幼苗根
系活力的损伤具有积极意义。

3

讨论与结论

光合作用是植物生长的重要能量来源和物质基
础，叶绿素作为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主要色素，其
含量的多少对光合速率有直接的影响，是反映植物
叶片光合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27] 。本试验结果表
明，高浓度铅使小麦幼苗叶绿素含量急剧降低，极
大的影响了小麦幼苗的光合作用，使叶片褪绿枯黄、
生长萎缩。外源钙的添加使小麦叶片叶绿素 a、叶
绿素 b 和叶绿素 a+b 均高于 Pb 对照。但各浓度处
理差别也较为明显，在 Ca3 处理时叶绿素含量达到
最大值，Ca4 处理时又有所下降。
丙二醛是膜脂过氧化的主要产物，其量的变化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逆境胁迫对植物伤害程度[28]。
细胞质膜是一种选择透性膜，它能控制和调节细胞
内外物质的运输与交换，其透性是评定植物对污染
反应的指标之一[29]。试验结果反映高浓度铅胁迫不
可避免地对小麦幼苗细胞膜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在
Pb 处理时，小麦丙二醛含量及细胞膜透性均极显著
大于 CK 处理。但在钙添加处理时，膜脂过氧化程
度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减轻，表明外源钙有效降低铅
对于小麦细胞的毒害。
SOD、CAT 和 POD 是植物体内保护酶系统系
统中重要的 3 种抗氧化保护酶，其主要作用是当植
物处于逆境条件下，清除活性氧自由基，防止其过
度积累造成细胞膜损伤[30]。其中 SOD 可以把有害
的超氧自由基转化为过氧化氢，是植物机体内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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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超氧自由基清除因子；CAT 是植物体内最有
效的抗氧化酶之一，它与 SOD 协同作用能将超氧物
自由基和 H2O2 转化为 H2O 和 O2，可以有效减轻细
胞受到的伤害[31]。POD 是抗氧化酶系统中活性较高
的一种酶，广泛参与植物的呼吸作用，光合作用及
生长素的氧化等[32]。在试验中，高浓度铅在胁迫小
麦生长过程中抑制了 SOD 活性，使其清除自由基功
能力大大降低。李妍[33]研究认为，在铅胁迫时 SOD
活性急剧上升会显著高于空白对照。庞欣等[34]研究
确认为铅胁迫在 12 d 时，小麦幼苗 SOD 活性会急
剧下降呈现低于对照的趋势。这是由于胁迫浓度及
时间差异所致，高浓度铅在长时间胁迫小麦生长会
抑制氧化酶清除自由基功能，从而使小麦生长缓慢
甚至致死。试验中 POD 活性被激发，起到保护细胞
膜的作用。而外源钙的添加使 SOD、CAT 活性得到
有效恢复，同时使 POD 活性也明显降低，说明外源
钙对缓解小麦在铅胁迫的逆境条件下具有一定的作
用，有利于小麦正常生长。植物的根是植物重要的
吸收营养的器官，根系活力是植物根部生理活动的
重要生理指标[35]。试验中小麦幼苗根系在高度铅胁
迫下其活力急剧降低，外源对根系活力的恢复具有
积极作用。
高浓度铅胁迫对小麦幼苗造成严重伤害。小麦
根系活力降低，阻碍了小麦对营养元素的吸收，同
时植物体内积累过量活性氧，造成其细胞损伤、氧
化酶活性紊乱和叶绿体损伤等。外源钙的添加使这
一现象得到好转，钙离子拮抗作用产生，一定程度
恢复小麦根系活力，使进入小麦体内的铅离子有所
减少。细胞膜透性降低，氧化酶活性也趋于正常，
对叶绿体伤害有所减少，说明铅离子对于细胞的伤
害减小，且试验反映出铅对细胞伤害与外源钙浓度
基本呈负相关，铅离子小麦逆境胁迫程度减轻。综
上所述，在铅胁迫下，外源钙的添加对小麦铅胁迫
下生存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以氧化钙来调节小麦生
长的 pH 环境，同时配合一定的氯化钙添加能有效
降低铅对小麦的毒害。同时许多研究也发现，有机
肥、煤基材料等多种改良剂能够有效的缓解重金属
对作物的毒害，减少作物果实中重金属元素的积
累[36-37]。或许改良剂合理混合使用能起到更好的缓
解重金属毒害效果，当然这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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