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硒酸钠添加下苗期水稻中硒-汞的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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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土培盆栽实验研究了在不同外源硒（硒酸钠）梯度（0，1 mg·kg-1，5 mg·kg-1）与外源汞（硫酸汞）
梯度（0，0.5 mg·kg-1，1 mg·kg-1）条件下，苗期水稻根与地上部分中硒与汞的分布特征。结果显示，外源硒抑制了苗
期水稻根与苗对汞的吸收与积累，苗期水稻对汞的吸收随外源硒增加而呈现降低趋势，5 mg·kg-1 是外源硒处理与无硒
处理组相比水稻根部汞含量的下降最多，达到 36.83 %，并使水稻苗的汞含量维持在较低水平。而外源汞添加量 1
mg·kg-1 时水稻苗中硒含量达到（58.16±0.17）mg·kg-1，是相应无汞添加组的 20.12 倍，说明外源汞添加在一定程度上
促进了苗期水稻对硒的吸收与累积。整体而言，水稻苗中的硒-汞的吸收迁移具有一定的相互作用，尤其在水稻苗中
的硒-汞富集系数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r=0.48）
，其可能的机制是硒在水稻根部与汞结合形成硒-汞络合物从而抑制水
稻地上部分对汞的吸收，这对于利用硒酸钠来降低苗期水稻地上部分对汞的累积提供了数据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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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to evaluate the bioaccumulation and interaction of selenium (Se)
and mercury (Hg) in seedling rice via an indoor pot experiment. The germinated seedling rice was exposed to
three different levels of Se as Na2SeO4 (0, 1 and 5 mg·kg-1) and Hg as HgSO4 (0, 0.5 and 1 mg·kg-1) for 3 week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Hg concentration in shoots tended to decrease with increased Se concentration, and
the Hg concentration in roots decreased by 36.8 % when the Se concentration was 5 mg·kg-1 compared with the no
Se group. Moreover, Hg, in a certain extent, promoted the uptake and accumulation of Se in seedling rice at low
concentrations, and the Se contens in seedling rice was 20.12 times higher than those of no Hg group when the
exogenous Hg concentration was 1 mg·kg-1. Overall,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was observed between the bioaccumulation factors (BAF) of Se and Hg in shoots, and the possible reason might be the formation of Se-Hg complex and block the uptake of Hg to shoots. The present findings could provide data basis to relieve the accumulation of Hg via Na2SeO4 fertilizer during seedling.
Key words: selenium (Se); mercury (Hg); seedling ric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汞是一种全球性重金属污染物，土壤中的汞经
过食物链的生物富集后进入人体[1]，会对人体健康

造成损害，因此汞污染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和
重视[2]。灌溉水源、化肥和农药的长期使用以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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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沉降都可能造成土壤汞污染[3]，我国土壤汞含量
平均值为 0.04 mg·kg-1，高于世界未污染土壤汞含量
平均值（0.03 mg·kg-1）[4]。汞污染会改变土壤的理
化性质、破坏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5]、抑制酶的活
性、导致土壤中氮磷和有机物的正常转化失调[6]，
从而影响植物的生长和发育。植物对汞有较强的生
物富集效应[7]，农作物在汞的胁迫下生长受到抑制
但组织并未完全受到破坏[8]，使得被汞污染的农产
品有可能直接威胁到人体健康。
硒是哺乳动物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具有提高
免疫力、改善心血管疾病等重要的生理功能[9]，同
时硒对动物体内汞、砷、镉和铅等元素的毒性有拮
抗作用[10]，因此硒与重金属间的相互作用也逐渐成
为环境科学领域的研究热点。硒与汞在自然条件下
（如水体）可以自发结合形成一种稳定的络合物，
从而达到消除一部分汞污染影响的效应[11]，这对于
汞污染地区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12]。
尽管硒并非高等植物生长的必需营养元素[13]，
但硒对植物生长是有益的。硒可以缓解环境胁迫对
植物的影响，增强植物的抗氧化性并提高植物对环
境胁迫的抵抗能力[14]。低剂量的硒可以刺激植物生
长发育，并且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15]。同时，
硒还可以减少重金属对植物生长的影响[16-17]。部分
研究表明，硒可以降低植物体对汞等重金属的吸收
和转运，从而缓解汞对植物的毒害作用[18]。但植物
中硒对重金属的拮抗作用随着硒或重金属的含量变
化有可能转化为促进作用[19]，因此在植物体中硒与
汞元素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尚不明确，有待进一步探
究。
水稻是全球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水稻安全性
问题一直以来备受关注[20]。由于水田土壤会增加汞
元素的毒性和生物有效性，因此与旱地作物相比水
稻更易累积汞元素而受到侵害[21]。如贵州汞污染地
区水稻含无机汞量可达 0.46 mg·kg-1，严重高于中国
食品卫生标准（0.02 mg·kg-1）[22]。我国稻米的汞含
量呈现带状分布，受污染程度由南到北和由东到西
均呈现轻—重—轻的趋势[23]。
在水稻生育过程中元素可反复多次从衰老器官
向新生器官转移，所以苗期水稻元素含量会一定程
度上影响成熟水稻籽粒的元素含量[24-25]，因此苗期
水稻在水稻各时期研究中有着重要的作用。目前有
研究发现适量添加硒可以抑制水稻籽粒中的汞含
量，并且汞含量会随着硒添加的增加而降低[26]。同
时，硒添加对水稻籽粒中汞含量的拮抗效应与土壤
中添加的硒汞间摩尔比有关[27]。但目前研究采用硒

源均为亚硒酸钠，针对硒酸钠开展的研究还较少。
同时硒汞互作关注点一般在外源硒添加对水稻吸收
汞的影响，但外源汞的添加也可能会改变硒在水稻
中的转运及积累进而影响水稻硒的生物强化[28]。因
此，硒汞互作的研究虽然取得一定的进展，但是两
者在苗期水稻中相互作用仍需进一步探究[29]。
本研究以土培盆栽苗期水稻为研究材料，通过
定量施加外源硒（Na2SeO4）和外源汞（HgSO4）探
究苗期水稻中硒和汞的分布特征及其可能的相互作
用关系，以期为在苗期通过施用含硒肥料或营养剂
的方式降低水稻汞的累积提供数据支撑与科学依
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供试水稻品种为盐粳 10 号，种子由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功能农业工程中心联合实验
室提供。种子发芽前经过蒸馏水浸泡，去掉浮粒后
用 30%双氧水消毒 15 min。种子消毒后置于多孔育
秧盘中，育秧盘中土壤试供土壤为水稻土，采集自
苏州市车坊镇农田表层，经测定土壤中含硒量为
0.22±0.01（n=6），含汞量为（31.44±2.82） μg·kg-1
（n=6）。实验所添加硒肥采用硒酸钠（Na2SeO4）
溶液，所添加汞盐采用硫酸汞（HgSO4）溶液。研
究场所位于江苏省硒生物工程研究中心。
1.2 实验设计
水稻种子播种，塑盘育秧，播种前向育秧盘中
土壤添加硒肥与汞盐。汞硒摩尔比＜1:1 时植物中汞
含量较低且硒含量较丰富[27]，在此基础下设计本实
验的硒汞添加量，如表 1 所示添加外源硒与汞，实
验组共 9 组，每组设置 3 个平行样。植物生长在温
度为 25 ℃、相对湿度为 60%～70%、自然光照条
件的植物培养室中，各个实验组培育环境均相同。
表 1 外源硒/汞添加梯度设计
Experiment design on selenium and mercury groups
Se/mg·kg-1
Hg/mg·kg-1
0
1
5

Table 1

0

A

B

C

0.5

D

E

F

1

G

H

K

1.3 样品处理与测定
育秧 3 周后，将水稻苗分为地上部分（苗）和
地下部分（根）采集。植物材料用去离子水清洗晾
干，置于烘箱中 60℃下烘干至恒重，粉碎备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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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将培育水稻苗的根系土壤样品自然阴干，磨细，
过 100 目筛备用。
土壤及植物样品总硒消解方法均采用浓硝酸高氯酸联合消解法，消化完成冷却后用盐酸进行还
原，产物定容过滤，用蒸馏水定容至 25 mL 待测。
土壤及植物样品测定总汞消解方法采用浓硝酸-过
氧化氢联合消解法，消化产物经冷却后加入硝酸铁
溶液，摇匀后待测。样品中总硒与总汞含量均采用
北京瑞利仪器有限公司 AF-2200 双道原子荧光光度
计进行测定。
1.4 数据处理
数据结果采用平均值和标准误差来表示，统计
结果及图表绘制通过 Orgin 8.0 及 Excel 2013 软件完
成。分析结果由 IBM SPSS Statistics 19.0 软件完成，
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方法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单
因 素 ANOVA 检 验 、 双 样 本 T 检 验 、 双 样 本
Kolmogorov-Smirnov（K-S）检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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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2.1 苗期水稻中硒的分布特征
图 1（a）给出了不同外源硒与外源汞添加条件
下，苗期水稻根部中硒含量分布。对照处理（无外
源硒添加）水稻根部中硒含量随着外源添加汞增加
呈现小幅度增加，但各处理间无显著差异。采用
1 mg·kg-1 的外源硒浓度处理时，随着外源添加汞的
增加，苗期水稻根部硒含量呈现显著增长，尤其
1 mg·kg-1 的 外 源 汞 处 理 时 含 硒 量 达 到
（7.26±0.60）mg·kg-1（n=3），比未添加汞的处理
组增加了 118%。在外源硒添加浓度为 5 mg·kg-1 水
平下，苗期水稻根部中的硒含量随着外源汞含量增
加也有呈现增加的趋势，添加 0.5 和 1 mg·kg-1 外源
汞的处理组分别比无外源汞添加组分别增加 186%
和 187%，且 2 组处理间无显著差异。

同一浓度外源硒添加组中字母相同表示无显著性差异（P＜0.05）。下同。

The same letter indicate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at the same increased Se concentrations. The same below
Figure 1

图 1 苗期水稻根（a）和苗（b）中的硒含量分布
The Se concentration in roots (a) and shoots (b) of rice seedlings

Figure 2

图 2 苗期水稻根（a）和苗（b）中的汞含量分布
The Hg concentration in roots(a) and shoots(b) of rice seedlings

图 1（b）显示了不同外源硒与外源汞添加条件
下，水稻苗中硒含量的变化。对照处理组（无外源
硒添加）水稻苗中硒含量随着外源汞的添加无显著
差异。采用外源硒浓度 1 mg·kg-1 处理时，水稻苗的
硒含量在 1 mg·kg-1 外源汞处理时显著高于前两组
处理，分别比前俩组增加 17.9 倍和 18.0 倍。在外源

硒添加浓度为 5 mg·kg-1 的水平下，水稻苗中的硒含
量 随 着 外 源 汞 含 量 增 加 而 增 加 ， 添 加 0.5 和
1 mg·kg-1 的外源汞的水稻苗硒含量都显著高于无外
源汞处理，分别增加 16.9 倍和 19.12 倍。可以看出，
水稻苗对硒含量不仅会随着外源硒添加量的增加而
增加，也会随着同一外源硒浓度下的外源汞添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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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加而变化。
2.2 苗期水稻中汞的分布特征
图 2（a）显示了不同外源硒与外源汞添加条件
下，苗期水稻根部中汞含量分布。对照处理（无外
源汞添加）苗期水稻根部的汞含量随着外源硒浓度
升高无显著差异。在外源汞处理浓度达到
0.5 mg·kg-1 时，根部汞含量随外源硒增加有小幅增

Figu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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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趋势，1 mg·kg-1 外源硒添加和 5 mg·kg-1 外源硒添
加俩组处理比无外源汞处理的小麦根部汞含量显著
提升，分别升高了 132%和 69%，但两组处理间并
无显著性差异。1 mg·kg-1 外源汞处理后，水稻根部
汞含量随外源硒的添加呈现出降低趋势，1 mg·kg-1
外源硒和 5 mg·kg-1 外源硒添加比无外源硒处理组
显著降低，分别降低 8.7%和 36.8%。

图 3 苗期水稻中根（a）和苗（b）中 BAFSe 和 BAFHg 的关系
The relationship of BAFSe and BAFHg in roots(a) and shoots(b) of rice seedlings

图 2（b）显示了不同外源硒与外源汞添加条件
下，水稻苗中汞含量变化。在无外源汞添加的对照
组中，水稻苗中汞含量随着外源硒的添加有小幅度
增加，但各处理组间无显著差异。外源汞处理浓度
增加至 0.5 mg·kg-1 时，外源硒处理添加量的增加使
水稻苗的汞含量呈现降低趋势，1 mg·kg-1 外源硒和
5 mg·kg-1 外源硒处理皆比无外源硒处理组显著降
低，分别降低 19.7%和 26.5%。外源汞处理浓度为
1 mg·kg-1 时，苗期水稻苗中的汞含量随着外源硒含
量增加呈降低趋势，1 mg·kg-1 外源硒和 5 mg·kg-1
外源硒处理的汞含量比无外源硒处理分别降低
5.6%和 11.2%，但各处理间没有显著差异。
2.3 硒汞的相互作用对水稻中硒汞富集的影响
生物富集系数（BAF）可以更好的描述苗期水
稻对硒和汞的吸收能力及其相互作用[30]，生物富集
系数=水稻组织中元素含量/土壤元素含量。将苗期水
稻根与苗中硒和汞生物富集系数（n=27）进行投图，
得到水稻根与地上部分硒-汞富集系数间关系图（见
图 3）
。可以看出，苗期水稻根和地上部分中硒与汞
含量呈现出明显差异，水稻地上部分部硒含量是对
应水稻根的 0.5～3 倍，而水稻根部汞含量是对应水
稻地上部分的 5～20 倍。苗期水稻根部对汞的富集
能力强于水稻苗（BAF 根 Hg=0.45±0.15，BAF 苗 Hg =
0.09±0.09）；苗期水稻苗中硒的富集能力则强于水
稻根部（BAF 根 Se=1.43±0.44，BAF 苗 Se = 3.38±3.54）
。
苗期水稻的根与苗中汞与硒的富集系数的分布差异
明显，苗期水稻根部更易富集外源添加的汞元素而
水稻苗中更易富集硒元素。水稻根部硒与汞的富集

系数线性趋势无明显规律（r 根 2＜0.1）
，而水稻苗中
硒与汞的富集系数总体上呈现出负相关（r 苗=0.48）
，
即随着水稻苗中硒含量的提高苗中的汞的含量逐渐
降低。可见，在土壤中添加外源硒后，水稻对汞的
吸收会有一定程度抑制，并且这种抑制作用可以体
现在苗期水稻的地上部分。

3

讨论

水稻是一种非硒累积植物，但水稻对硒也具有
一定的富集能力，可以将硒主动转运吸收进而提高
各部位硒含量[31]。Geng 等[32]研究显示高硒土壤可
以显著提高水稻各部分中的硒含量，并且水稻中的
硒含量会随着土壤中硒含量增加而增加；姜超强等
[33]
发现土壤硒含量与水稻各部分存在显著正相关，
这些研究结果均与本研究结果一致。此外，本研究
发现在各处理中苗期水稻地上部分中硒含量高于水
稻根部，上述结果与陈思杨等[34]的结论相同：这是
由于硒酸盐未在水稻根部参与新陈代谢反应，从而
导致更多的硒可以运移到水稻的地上部分。在相同
外源硒添加浓度下，外源汞的添加会促进苗期水稻
中硒含量升高，在较高外源硒（＜5 mg·kg-1）及较
高外源汞（＜1 mg·kg-1）处理下这种协同作用尤为
明显，类似现象同样出现在刘达等[35]的研究中，他
们认为主要原因可能与重金属元素在较高浓度下会
对水稻组织造成损伤，从而通过加强硒元素的主动
运输来降低重金属对植物的损害。这一硒-汞协同作
用的现象也出现在 Zhou 等[26]和陈姗姗等[36]的研究
中，但外源汞添加促进苗期水稻吸收外源硒酸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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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理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目前大量文献表明外源亚硒酸钠的添加可以抑
制植物对汞的吸收，硒与汞发生拮抗作用可能是由
于硒-汞络合物的产生[29,37]。硒-汞络合物的存在已
被多种检测手段所证实：采用高效液相色谱与
ICP-MS 相结合的检测手段探测到硒-汞复合物存在
于大豆根部[38]，利用 SRXRF、XANES 等金属组学
研究技术也检测到硒-汞结合形式的化合物[39-40]。本
研究中的苗期水稻长期处在浸润的环境中，其根际
环境具有微生物活动强、pH 值低和根部呼吸作用显
著等特点，外源添加的硒酸钠可能在其根部还原为
Se2- ，进而与土壤中的游离态 Hg2+ 结合为稳定的
Se-Hg 化合物[27]。但是由于本实验外源硒采用了硒
酸盐，外源硒添加对水稻中汞的降低量并没有亚硒
酸钠为硒源的研究显著[26]，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
能与硒酸钠的化学性质相关。Li 等[41]发现小麦对硒
酸盐和亚硒酸盐的吸收转换具有显著的差别，当硒
源采用亚硒酸钠时小麦根中出现了还原态的含硒氨
基酸（如硒代蛋氨酸，硒代半胱氨酸等）
，而硒源变
为硒酸钠时小麦根部及地上部分均以硒酸盐形态为
主。由于外源硒酸钠较难在水稻根部转化为还原态
硒，从而导致硒对汞的抑制作用较低。另外，水稻
苗中硒与汞生物的富集系数存在较为明显的负相
关，可能表明硒与汞存在一定的拮抗作用，使得汞
由水稻根部向水稻苗的转移富集发生阻碍，可能由
于硒汞络合物在根部的形成达到阻碍水稻体外汞元
素迁移，实现水稻苗对汞吸收的限制，间接降低了
汞对植物所造成的危害[26-27]。

4

结论

（1）在硒酸钠的干预条件下，苗期水稻苗中硒
的含量显著高于根部。随着硒酸钠增加，苗期水稻
根部的硒含量显著增加。外源汞（硫酸汞）的添加
显著促进了苗期水稻根与苗对硒的吸收与累积。
（2）苗期水稻汞的分布在根与苗中有差异。与
水稻苗相比，水稻根部汞含量更高。外源硒酸钠添
加抑制了苗期水稻根部对汞的吸收与累积，并且将
水稻苗中的汞含量控制在较低水平（＜15 μg·kg-1）
。
（3）由于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水稻对硒酸盐
的吸收，并且在水稻根际部位部分硒与汞发生拮抗
作用，水稻苗中硒与汞的生物富集系数存在负相关
（r=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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