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蟛蜞菊耐受土壤 Cu 污染胁迫的光合特性与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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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揭示蟛蜞菊（Wedelia trilobata）耐受土壤 Cu 污染胁迫的机制，设计盆栽试验模拟土壤 Cu 污染胁
迫处理蟛蜞菊。处理 3 个月后，测定其地上生物量，叶片叶绿素含量，用 Ciras-2 测定其叶片气体交换常数、Pn-CO2
响应曲线及根呼吸强度，用 Handy-PEA 测定其叶片荧光参数。结果显示，不同程度的 Cu 污染胁迫显著（P＜0.05）
影响蟛蜞菊叶片净光合速率（Pn）、蒸腾速率（E）、气孔导度（Gs）、细胞间 CO2 浓度（Ci）；Cu 污染也影响蟛蜞菊
叶片 Pn-CO2 响应曲线；Cu 污染胁迫使蟛蜞菊叶片光合性能指数（PIabs）明显下降，单位反应中心吸收的光能
（ABS/RC）
、单位反应中心捕获的用于还原 QA 的能量（TR0/RC）、以吸收光能为基础的驱动力（DFabs）、反应中心
捕获的激子中用来驱动电子传递到电子传递链中超过 QA 的其他电子受体的激子占用来驱动 QA 还原激子的比率
（ψE0）、用于电子传递的量子产额（φE 0）等指标均有所下降，快速叶绿素荧光诱导动力学曲线（OJIP）出现 K 点。
但是，不同程度的 Cu 污染胁迫对蟛蜞菊的地上生物量、根呼吸强度均无显著（P＞0.05）影响，非高浓度 Cu 污染
胁迫（≤373.27 mg·kg-1）对蟛蜞菊叶片 Chla、Chlb 也无显著（P＞0.05）影响。研究结果说明蟛蜞菊能耐受 Cu 污
染胁迫以叶绿素不受破坏和根系活力不受影响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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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synthetic traits of Wedelia trilobata growing in Cu-contaminated soil
and its resistance mechanism on Cu-contamination
LIN Maozi1,2,3, JIN Meifang1,2, CHEN Yian2, ZENG Qiaoli2
(1 Key Laboratory of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System for Coastal Environment, Fuqing Branch of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qing 350300; 2. School of Ocean Science and Biochemistry Engineering, Fuqing Branch of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qing
350300; 3.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Eco-Industrial Green Technology,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354300)

Abstract: In order to reveal the resistance mechanism of Wedelia trilobata on Cu-contamination, a pot-culture
experiment was designed to study the effect of soil Cu-contamination on the photosynthesis, root respiration and
growth of W. trilobata. The plant was exposed to exogenous Cu application for three months, and the above-ground
biomass and leaf chlorophyll content of W. trilobata were measured; leaf gas exchange parameters, root respiration
rate and leaf Pn-CO2 response curve were determined using CIRAS-2, and the leaf chlorophyll a fluorescence parameters were measured using Handy-PE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net photosynthetic rate (Pn), transpiration
rate (E), stomatal conductance (Gs) and intercellular CO2 concentration (Ci) were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Cu-contamination; the Pn-CO2 response curve was also negatively affected by Cu-contamination; the photosynthetic performance index (PIabs) was clearly decreased with the Cu-contamination, and the probability that photon
absorption (ABS/RC), energy flux for trapping at t=0 (TR0/RC), electron driving forces (DFabs) ,efficiency with which
a trapped exciton can move an electron into the electron transport chain (ψE0) ,an absorbed photon will move an
electron into the electron transport chain (φE0), and were also changed with Cu-contamination; K peak appeared in
the fluorescence transient curves under Cu-contamination. However, aboveground biomass and root respiratory rate
of W. trilobata had not been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the Cu polluted stress in varying degrees (P＞0.05) .In the 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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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middle levels of Cu- contamination (≤373.27 mg·kg-1), chlorophyll a, chlorophyll b, chlorophyll a/b, root respiration rate or above-ground biomass of W. trilobata had not been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Cu-contamination (P＞0.05).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resistance of W. trilobata to Cu-contamination in soil was based on its non-damage of
chlorophyll and root activity.
Key words: soil; Wedelia trilobata; Cu-contamination; photosynthesis; root respiration
由于饲料添加剂往往掺入铜，一些地区养殖业
的发展引起农田生态环境中 Cu 污染加剧[1-2]；同时
随着 Cu 的社会需求增加，铜矿开采及 Cu 产品加工
过程也可能对土壤环境产生污染。农业生产中污泥
还田或污水灌溉更容易引起包括 Cu 污染在内的重金
属污染。虽然 Cu 是生命所必需的微量营养元素，但
由于 Cu 可通过“土壤-作物-食物链”传递而进入人
体[3]，加上生物富集和生物放大作用，Cu 将可能对
人体产生毒性，威胁人体健康。因此，土壤 Cu 污染
加剧，形成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引起广泛关注[4-6]。
土壤重金属污染的诸多治理方法中，植物修复
方法颇具优势，包括：可使地表长期稳定，不形成
二次污染，不形成污染物转移；有利于生态环境改
善和野生植物的繁衍；不占场地，在修复环境的同
时还可美化环境，易被公众接受；操作简便、成本
低廉等[7-10]。因此，植物修复技术是值得推广使用
的土壤污染治理方法之一。但是，耐性植物的选择
是该技术的关键[11]。前期研究表明，蟛蜞菊（Wedelia
trilobata）对 Ni、Cu、Cr 等有超富集作用，特别是
在较高 Cu 含量的土壤基质下，其各器官中 Cu 含量
均高于土壤基质[5]。
蟛蜞菊是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原产于美洲，
适应性强，能在不同土质中生长，耐寒、耐旱又耐
湿，目前在我国华南地区有广泛分布，取材方便。
已有研究报道蟛蜞菊在 Cd 污染胁迫下，光能转化
与利用效率下降，认为光合速率下降的原因来自叶
绿素含量下降和光反应中心受损[12]。但目前有关蟛
蜞菊对 Cu 污染胁迫在光合作用、根系呼吸和生长
发育方面的耐受机理还鲜见报道。本研究采用盆栽
控制试验，研究蟛蜞菊光合作用、根呼吸与生长等
对土壤 Cu 污染胁迫的耐受机理，为利用蟛蜞菊进
行土壤 Cu 污染植物修复提供理论与试验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盆栽试验
采用盆栽试验模拟土壤 Cu 污染。供试土壤为
砂壤土，pH 6.4，总氮 2.24 g·kg-1 ，速效氮 24.2
mg·kg-1，全磷 1.15 g·kg-1，有效磷 9.03 mg·kg-1，全
钾 68 mg·kg-1，粘粒 21.7%，土壤 Cu 的背景值为

117.27 mg·kg-1 [5]。供试土壤的土壤容重 1.51 g·cm-3，
阳离子交换量 5.52 cmol·kg-1，电导率 167.6 μs·cm-1，
田间持水量 20.7%。试验设 3 个处理梯度：每 kg 干
土加入不同的（500、1 000、2 000 mg）CuSO4·5H2O，
充分混匀，使盆栽试验土壤含 Cu 量分别为 254.27、
373.27 和 629.27 mg·kg-1，分别记为 T1、T2 和 T3。
不加 CuSO4·5H2O 的土壤为对照，记为 CK。将自然
风干的土壤与 CuSO4·5H2O 按试验设计比例充分混
匀后，装入 D=200 mm，H=200 mm 的塑料盆中，
每盆 1.8 kg。
以扦插方式将蟛蜞菊植入盆中，扦插枝条采自
校园花圃路边。枝条长约 10 cm，均含 2 个茎节和 4
片叶，1 个盆里扦插 3 个枝条。盆栽试验在福建师
范大学福清分校后山大棚中进行，每日适量浇水保
持土壤湿润。每处理重复 15 次。
1.2 光合作用相关指标和 Pn-CO2 响应曲线测定
试验处理 3 个月后，选择晴朗天气，用 Ciras-2
光合作用测定仪（美国 PP system）测定蟛蜞菊倒数
第 4 片叶片的净光合作用速率（Pn）、气孔导度（Gs）、
蒸腾速率（E）、胞间 CO2 浓度（Ci）
。测定时光照
强度设定为 800 μmol·m-2·s-1。测定重复 45 次。
选择晴朗天气，用 Ciras-2 光合作用测定仪测定
蟛蜞菊倒数第 4 片叶片的 Pn-CO2 响应曲线。设定测
定温度为 25℃，设定光强 800 μmol·m-2·s-1，光源诱
导 30 min 后，采用 CO2 小钢瓶提供不同 CO2 浓度
梯度，即：2 000、1 800、1 500、1 200、1 000、800、
700、600、500、400、300、200、150、100、80、
50 和 20 μmol·mol -1。测定重复 5 次，取平均值。数
据用叶子飘[13]修正的 Farquhar 生化模型[14]开发的
ACi Curve 软件拟合。
1.3 根呼吸作用强度测定
每盆选取蟛蜞菊 1 株，用 Ciras-2 光合作用测定
仪携带的呼吸罩测定植株的根呼吸强度。测定时将
待测根系小心从盆中取出，用清水冲洗干净，立即
用纸吸干后测定。
1.4 叶绿素荧光参数测定
用 Handy-PEA 植 物 效 率 分 析 仪 （ 英 国 ，
Hansatech）测定蟛蜞菊倒数第 4 片叶片的 PIabs、
Fv/Fm、ABS/RC、TR0/RC、ET0/RC、DI0/RC、φP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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ψE0、φE0、DFabs 等参数，以及 2 s 内的荧光变化强
度（Ft），用以制作 OJIP 曲线。每处理随机重复 10
次测定。每测定前活体植株叶片暗适应 30 min。
1.5 叶绿素含量和地上生物量测定
随机选取 5 株蟛蜞菊，取倒数第 4 片叶片，用
80％丙酮提取法[15]测定叶绿素含量，提取液在 645
nm、663 nm 波长下用 UV-1801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
计（北京，北分瑞利公司）测定吸光值，叶绿素 a
和 b 含量的算公式同文献[5]。每处理重复 5 次测定。
利用烘干法测定蟛蜞菊地上部生物量。
1.6 土壤、蟛蜞菊叶片和根部 Cu 含量测定
试验处理 1 个月后，从各处理随机取蟛蜞菊 3
株 ， 85 ℃ 烘 干 至 恒 重 ， 用 便 携 式 重 金 属 分 析 仪
（X-MET7500，英国 Oxford 公司）测定土壤、蟛
蜞菊根部和叶片的 Cu 含量。根部经研磨后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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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和叶片直接测定。每次测定时间设定为 30 s，
重复测定 3 次。
1.7 数据处理
用 SPSS 16.0 对数据进行 One-Way ANOVA 分
析，选择 Duncan 多重比较。

2

结果与分析

2.1 土壤 Cu 污染胁迫对蟛蜞菊叶片气体交换特性
的影响
土壤 Cu 污染胁迫使蟛蜞菊叶片 Pn、E 和 Gs 均
显著（P＜0.05）下降，但是 T2 和 T3 处理间无差异
（P＞0.05），而土壤 Cu 污染胁迫未显著（P＞0.05）
影响蟛蜞菊叶片 Ci（图 1）。可见土壤 Cu 污染胁迫
引起蟛蜞菊叶片光合作用下降属于非气孔性因素类
型的。

不同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P＜0.05），Duncan 比较，n=45
The different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t at P＜0.05 between the treatments, means were compared by Duncan’s test, n=45.
图 1 土壤 Cu 污染胁迫对蟛蜞菊叶片气体交换特性的影响
Figure 1 Effect of soil Cu-contamination on leaf gas exchange of Wedelia trilobata

图 2

土壤 Cu 污染胁迫对蟛蜞菊叶片 Pn-CO2 响应曲线的
影响
Figure 2 Effect of soil Cu-contamination on the PN-CO2 response curve of Wedelia trilobata

2.2 土壤 Cu 污染胁迫对蟛蜞菊 Pn-CO2 响应曲线
的影响
土壤 Cu 污染胁迫对蟛蜞菊叶片 Pn-CO2 响应曲
线性质有影响。随着土壤 Cu 污染胁迫程度加剧，蟛
蜞菊叶片 Pn-CO2 响应曲线的最大 Rubisco 羧化速率
（Vcmax），最大净光合速率（Pmax），光饱和时用于
RuBP 再生的电子传递速率（Jmax）
，光合产物磷酸丙
糖的利用速率（TPU）都逐渐降低，但不含暗呼吸的
CO2 补偿点（γ*）不变（图 2、表 1）
。根据 Ci 的变
化可将光合过程分为３个阶段进行计算：即 CO2 浓
度较低 Ci＜300 μmol·mol -1，CO2 浓度较高（Ci＞300
μmol·mol -1）及 CO2 浓度过饱和时[16]。在低浓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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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速率，以没有气孔限制时的同化速率（即 Ci 为
350 μmol·m-2·s-1 的 Pn）代表光合能力[18]，试验结果
说明随着土壤 Cu 污染胁迫增强，
蟛蜞菊叶片的 RuBP
最大再生速率和光合能力均逐渐下降。

表 1 不同的土壤 Cu 污染胁迫下蟛蜞菊 Pn-CO2 响应曲线的回归参数
Table 1 The PN-CO2 response curve regression parameters of the Wedelia trilobata grown in Cu-contaminaion soil
CK
T1
T2
T3
指标 Index
温度依赖指标
Temperature dependent variables
光依赖指标
Light dependent variables

kc/μmol·mol -1

406.69

406.69

406.69

406.69

ko/mmol·mol -1

277.10

277.10

277.10

277.10

Tau/ mmol·μmol-1

3.25

3.25

3.25

3.25

Rd/μmol·m-2·s-1

3.44

2.12

0.59

0.04

Vcmax/μmol·m-2·s-1

14.65

13.71

13.44

10.49

Jmax/μmol·m-2·s-1

16.30

14.31

13.96

10.76

3.02

2.76

2.74

2.25

32.21

32.21

32.21

32.21

-2

TPU/μmol·m ·s
γ*/μmol·mol

不同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P＜0.05），Duncan 比
较，n=5
The different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t at P＜
0.05 between the treatments, means were compared by Duncan’s test, n=5
图 3 土壤 Cu 污染胁迫对蟛蜞菊叶片叶绿素的影响
Figure 3 Effect of soil Cu-contamination on the leaf chlorophyll of Wedelia trilobata

2.3 土壤 Cu 污染胁迫对蟛蜞菊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土壤 Cu 污染胁迫加剧对蟛蜞菊叶片叶绿素 a

Figure 4

-1

-1

含量影响比对其叶绿素 b 含量的影响幅度更大。与
CK 相比，T1 和 T2 处理使蟛蜞菊叶片叶绿素 a 含量
略微升高（P＞0.05），但 T3 处理使蟛蜞菊叶片叶绿
素 a 含量显著（P＜0.05）下降，而随着土壤 Cu 污
染胁迫加剧，蟛蜞菊叶片叶绿素 b 含量呈不规律变
化（图 3）。进一步分析 CK 与各处理间叶绿素 a/b
比值可知，土壤 Cu 污染胁迫对蟛蜞菊叶片叶绿素
a/b 的影响不显著（P＞0.05）。叶绿素 a 在植物叶片
光合过程中吸收光能起主要作用，植物叶绿素 a/b
的比值含量高低是对逆境适应的一种表现，叶绿素
a/b 值降低意味着类囊体膜堆叠程度的降低，进而抑
制了植物对光量子的有效吸收、传递和利用，使激
发能不能迅速到达可利用的位置，从而降低光能转
化为化学能的有效速率[19]。这说明非高强度的土壤
Cu 污染胁迫（T1 和 T2 处理）对蟛蜞菊光合作用系
统可能没有毒害作用。

图 4 土壤 Cu 污染胁迫对蟛蜞菊叶片荧光动力学参数和 OJIP 曲线的影响
Effect of soil Cu-contamination on the fluorescence parameters and the fluorescence transients of Wedelia trilob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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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出现 K 点（图 4B）
，说明 Cu 污染胁迫使蟛蜞
菊叶片放氧复合体受破坏，影响其光合系统。
2.5 土壤 Cu 污染胁迫对蟛蜞菊的根呼吸强度和地
上生物量的影响
随土壤 Cu 污染胁迫加剧，蟛蜞菊的根呼吸强
度有下降趋势，但未达显著（P＞0.05）水平（表 2）。
植物根系呼吸强度是植物通过活根向环境释放 CO2
的过程，根系呼吸进行顺利与否是衡量植物根系功
能的重要指标之一[21]。蟛蜞菊的根呼吸强度受土壤
Cu 污染胁迫影响不显著，说明土壤 Cu 污染胁迫不
会显著毒害蟛蜞菊根系活力与功能，这是蟛蜞菊耐
受土壤 Cu 污染的重要基础。因此在土壤 Cu 污染环
境下，蟛蜞菊植株仍然能正常生长。
随土壤 Cu 污染胁迫加剧，蟛蜞菊地上生物量
呈无规律变化，但各处理与 CK 比较，均无显著（P
＞0.05）变化（表 2）。可见试验处理范围的土壤 Cu
污染胁迫不会使蟛蜞菊地上生物量显著下降。

2.4 土壤 Cu 污染胁迫对蟛蜞菊叶片荧光参数和荧
光曲线的影响
PIabs（光合性能指数）比 Fv/Fm（最大 PSⅡ的
光能转换效率）能更灵敏地反映光合机构变化[2,20]。
Cu 污染胁迫使蟛蜞菊叶片 PIabs 降低，ABS/RC（单
位反应中心吸收的光能）、TR0/RC（单位反应中心
捕获的用于还原 QA 的能量）、DFabs（以吸收光能为
基础的驱动力）、ψE0（反应中心捕获的激子中用来
驱动电子传递到电子传递链中超过 QA 的其他电子
受体的激子占用来推动 QA 还原激子的比率）、φE0
（用于电子传递的量子产额）等也有所变化，而
Fv/Fm、ET0/RC（单位反应中心捕获的用于电子传递
的能量）、DI0/RC（单位反应中心耗散的能量）、φP0
（最大光化学效率）等指标均未发生明显变化（图
4A）。
一些金属污染会诱导植物叶片 OJIP 曲线的 K
点出现，说明植物叶片的放氧复合体被破坏[20]。与
CK 相比，3 个 Cu 污染胁迫处理，使蟛蜞菊叶片 OJIP

Tab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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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土壤 Cu 污染胁迫对蟛蜞菊根呼吸强度和地上生物量的影响
Effect of soil Cu-contamination on the root respiration and aboveground biomass of Wedelia trilobata
CK
T1
T2
处理 Treatment

地上生物量 Aboveground biomass g·plant-1
-1

-1

根呼吸强度 Root respiration intensity mol·s ·kg

mg·kg-1
T3

0.53±0.16a

0.33±0.05a

0.34±0.15a

0.33±0.15a

a

a

a

1.65±0.12a

1.32±0.21

1.58±0.34

1.21±0.39

注:数据表示为平均值±标准差，不同的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P＜0.05），Duncan 比较，n=3。下同。
Note: Data are shown as mean±SD,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P＜0.05, means were compared
by Duncan’s test, n=3.The same as below.
表 3 土壤 Cu 污染下蟛蜞菊根部和叶片的 Cu 含量
Table 3 The Cu content in the root or leaf of Wedelia trilobata grown in Cu-contaminaion soil
CK
T1
T2
处理 Treatment
56.70±7.87

d

蟛蜞菊根部 Root of Wedelia trilobata

13.15±3.33

c

土壤 Soil

109.85±5.43d

蟛蜞菊叶片 Leaf of Wedelia trilobata

2.6 土壤 Cu 污染下蟛蜞菊根部和叶片的 Cu 含量
在土壤 Cu 污染环境中生长 1 个月后，蟛蜞菊
叶片和根部都积累了 Cu，叶片中 Cu 含量更高，且
随着土壤中 Cu 含量增高，蟛蜞菊可富集更多的 Cu
（表 3）
。这说明蟛蜞菊能从土壤中吸收并富集 Cu，
且将 Cu 向地上部转移[5]。

3

讨论

Pn 是植物光合特性的关键指标，代表植物利用
CO2 和 H2O 的同化效率，可直接、综合反映植物生
理代谢功能对环境变化的适应。Pn 还和植物叶片气
孔开合（通过保卫细胞水分调节完成）有关。Gs 即

96.93±5.64

c

18.47±0.97

bc

249.20±8.65c

mg·kg-1
T3

133.83±4.30

b

267.51±7.88a

25.87±0.29

b

122.41±7.47a

365.97±3.75b

605.36±12.28a

气孔开合程度的表征，Gs 也会影响 E。达到一定程
度的重金属污染胁迫会直接对植物光合作用系统造
成伤害，引起叶绿素含量下降、Pn、水分利用效率
（WUE）和 E 下降。本研究结果表明：Cu 污染胁
迫对蟛蜞菊光合有抑制作用，使其光合能力下降（图
1 和图 2）。高浓度 Cu 污染胁迫（T3）使蟛蜞菊叶
绿素 a 含量显著（P＜0.05）下降，但未达到高浓度
污染（T1 和 T2）的 Cu 污染胁迫未导致蟛蜞菊叶绿
素含量显著（P＞0.05）下降（图 3）。这可能是蟛
蜞菊对 Cu 污染胁迫具有耐受性的生理学基础。
有研究结果[12]显示：随 Cd 污染增强，蟛蜞菊
叶片 Pn 降低 14.2%～57.6%，在 Cd 质量分数达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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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mg·kg-1 时，Pn 下降显著（P＜0.05）
，E 和 Gs 均
略低于对照，但不同质量分数的 Cd 间的差异并不
明显，WUE 在不同质量分数的 Cd 之间的变化不显
著；随着土壤中 Cd 的增加，叶绿素 a 含量逐渐降
低，但土壤中 Cd2+低于 2 mg·kg-1 以下时，叶绿素 a
变化幅度很小，当增加到 5 mg·kg-1 时，比对照的显
著降低（P＜0.05）；而叶绿素 b 含量随 Cd 的增加下
降幅度很小；叶绿素 a/b 的变化趋势同叶绿素 a 一
致。本研究结果显示蟛蜞菊 Pn、WUE、E 和 Gs 指
标变化趋势与之有相类似之处，而叶绿素 a、叶绿
素 b、叶绿素 a/b 的变化趋势与其研究结果略不同。
说明 Cd 对蟛蜞菊有较强的毒性，但蟛蜞菊可在一
定程度耐受 Cu 污染胁迫。
叶绿素荧光动力学技术在测定叶片光合作用过
程中光系统对光能的吸收、传递、耗散、分配等方
面具有独特的作用，与“表观性”的气体交换指标
相比，叶绿素荧光参数更具有反映“内在性”特点，
因此，该技术被称为测定叶片光合功能的快速、无
损伤探针[22]。Handy-PEA 对植物受环境胁迫或“负
面”影响的叶绿素荧光指标较敏感，可以进行快速
测定[20]。本研究结果表明：蟛蜞菊叶片 PIabs 较好地
反映土壤 Cu 污染胁迫程度（图 4）。前人研究表明
高温胁迫、缺铁及衰老都能够导致植物叶片 OJIP
曲线中 K 点的出现[23]，某些重金属酸盐，如铬酸盐
也能诱导植物叶片 OJIP 曲线中 K 点的出现[24]。同
时，本研究结果表明 Cu 污染破坏蟛蜞菊叶片放氧
复合体，使荧光曲线产生 K 点，与前人研究结果[23-24]
相似。
重金属污染已引起广泛重视，植物修复方法尤
其受青睐[7-10,25-27]。该方法的应用，需要超富集植物
作为修复材料，但是筛选超富集植物是关键。能作
为超富集植物的条件是：植物叶片或地上部分（干
质量）中含 Cd 达到 100 mg·kg-1，含 Co、Cu、Ni
和 Pb 达到 1 000 mg·kg-1，含 Mn、Zn 达到 10 000
mg·kg-1 以上，同时还应满足转运系数（植物地上部
分某重金属含量与植物地下部分某重金属含量的比
值）大于 1[25]。美国能源部指出可用于植物修复的
植物有 5 个特征：1）即使在污染物浓度低的环境也
有高的积累率；2）能在体内富集高浓度的污染物；
3）可同时吸收多种重金属；4）生长快、生物量大；
5）具有抗病、虫害能力[5,28]。蟛蜞菊对 Ni、Cu、
Cr 等中金属有超富集作用，其富集作用主要表现在
叶片部分，尤其是对 Cu 富集效果更佳[5]。实际上，
针对铜尾矿库区土壤与植物中重金属形态分析结果
表明：尾矿土壤极端贫瘠，有机质含量仅 2.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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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kg-1，而土壤 Cu、Cd、Pb 和 Zn 含量都较高，其
中 Cu 含量达到 809.30～1 039.4 mg·kg-1 [29]。在这种
极端贫瘠，又有 Cu 污染胁迫环境下，蟛蜞菊是否
仍能正常生长？即 Cu 污染胁迫是否使蟛蜞菊根系
活力降低？Cu 污染胁迫是否使蟛蜞菊地上生物量
降低？本研究结果表明：在非高浓度 Cu 污染胁迫
（T1 和 T2）不会引起蟛蜞菊叶片的叶绿素含降低
（图 3）；Cu 污染胁迫对蟛蜞菊根呼吸强度和地上
平均生物量也均无显著影响（表 2）
。蟛蜞菊在土壤
Cu 污染环境下生长 1 个月后叶片和根部 Cu 含量测
定结果说明，蟛蜞菊能吸收、富集 Cu（表 3），这
与前期研究结果[5,27]一致。而且土壤 Cu 含量更高（≥
873.79 mg·kg-1），蟛蜞菊可向叶片转移更多的 Cu[5]。
而 Cu 污染胁迫下，蟛蜞菊保持地上生物量不显著
下降是其可以作为土壤 Cu 污染植物修复材料的重
要条件之一 [5,27]。

4

结论

（1）土壤 Cu 污染胁迫一定程度上破坏放氧复
合体，影响蟛蜞菊光合作用能力。
（2）非高浓度 Cu 污染胁迫（≤373.27 mg·kg-1）
对蟛蜞菊叶片叶绿素含量没有显著（P＞0.05）影响，
蟛蜞菊光合作用的生物学基础没有被 Cu 污染胁迫
显著损伤。
（3）Cu 污染胁迫对蟛蜞菊根呼吸强度没有显
著（P＞0.05）影响，蟛蜞菊根系活性没有被 Cu 污
染胁迫显著损害。
（4）Cu 污染胁迫对蟛蜞菊地上生物量没有显
著（P＞0.05）影响。这是建立在其根系活性和叶绿
素含量没有受到 Cu 污染胁迫而降低的基础上的，同
时，地上生物量不受 Cu 污染胁迫显著影响是其可以
作为土壤 Cu 污染植物修复材料的重要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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