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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种水生植物配置模式对铅污染的净化效应
庄静静，金振锐，王晓冰，郭

晖*

(新乡学院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新乡 453003)
摘 要：通过盆栽试验，研究花叶芦竹、石菖蒲、水生鸢尾和美人蕉在不同配置模式下，其植物根系活力、叶绿
素含量及对水体和土壤铅的净化效果。结果表明，在不同配置模式下，根系活力变化的大小依次为 4 种植物混种> 3
种植物混种> 2 种植物混种>单种植物。4 种水生植物的叶绿素 a、b 和总叶绿素含量均表现为混种模式>单种模式。在
4 种水生植物的混种模式中，包含花叶芦竹和美人蕉的组合模式中水体铅含量和土壤铅含量较低。其中，花叶芦竹+
石菖蒲+美人蕉混种模式中，水体和土壤铅含量分别为 0.10 和 8.15 μg·mg-1。花叶芦竹和美人蕉由于其根系的特点，
使花叶芦竹的地上部分铅含量较高，而美人蕉的地下部分铅含量较高。且在与这 2 种水生植物混种的模式中，这种效
应更加明显。综合考虑净化效果和经济因素，认为花叶芦竹+石菖蒲+美人蕉混种模式对铅污染的净化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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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rification effect of configuration mode of four aquatic plants on lead pollution
ZHUANG Jingjing，JIN Zhenrui，WANG Xiaobing，GUO Hui
(School of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nxiang University, Xinxiang 453003)

Abstract: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purification effect of different configuration modes on lead pollution, a pot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to study root activity, chlorophyll content, lead content in water, plant and soil of four
plants (Arundo donax, Acorus tatarinowii, Iris tectorum, Canna indica). The results showed the value of root activity in mixed species of four plants>mixed species of three plants>mixed species of two plants>single plant under different configuration modes. The contents of chlorophyll a, chlorophyll b and total chlorophyll in the four
aquatic plants showed that the mixed mode>the single mode. Among the four mixed modes of the aquatic plants,
the mixed modes, including Arundo donax and Canna indica, had the lowest lead content in water and soil. The
lead content of Arundo donax, Acorus tatarinowii and Canna indica was 0.10 and 8.15 μg·mg-1 in water and soil,
respectively. Due to the root characteristics of Arundo donax and Canna indica, Arundo donax had a higher lead
content in the aboveground and Canna indica in the underground parts. In the mixed mode with the two aquatic
plants, the effect was more obviously. Considering the purification effect and economic factors, the mixed species
of Arundo donax, Acorus tatarinowii and Canna indica have the best purification effect on lead pollution.
Key words: lead pollution; aquatic plants; root activity; purification effect
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大量的污染水体被排放
到水域当中，加剧了水体中重金属的积累。重金属
不能像有机化合物那样可自然降解或生物降解，往
往在水体中或沉积到水域底部，或被水生植物吸收，
并通过食物链积累损害动物和人类的健康，所以治
理净化重金属污染水体已迫在眉睫[1]。
铅（Pb）作为毒性最大的重金属之一，也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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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常见的重金属污染物之一[2]，其污染特点具有较
强的累积性、不可逆性及难治理性[3]。植物修复技
术（phytoremediation）是一种新兴的治理重金属污
染的绿色生物技术[4]，它不仅高效低耗、不易造成
二次污染，同时还具有美化景观的作用。因此，在
清除水体和土壤重金属污染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前
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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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植物是营造我国水生态环境的一种重要植
物材料，其作为河道景观的重要组成要素，不仅具
有重要的景观效果，还具有多重的生态意义。与非
观赏性植物相比，利用观赏性花卉植物进行铅污染
土壤修复，不仅能降低土壤中铅含量，同时还能达
到美化环境的目的[6]。然而，目前关于水生植物研
究多集中在筛选少量单一植物的净化效果上[2, 7-9]，
而对兼顾美观效果进行不同植物配置模式的相关研
究甚少，且在实际工程实例中更是如此[10]。
为此，笔者选取对重金属铅有一定耐性的 4 种
本地水生观赏植物，花叶芦竹（Arundo donax）
、石
菖蒲（Acorus tatarinowii）
、水生鸢尾（Iris tectorum）
和美人蕉（Canna indica）
，在水体铅污染下进行不同
配置模式种植，研究不同配置模式下 4 种水生植物
对铅污染的净化效果，以期进一步探讨水生植物对
重金属耐性研究和铅富集植物的选择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供试植物选取长势基本一致的花叶芦竹、石菖
蒲、水生鸢尾和美人蕉，均采购于新乡市花卉市场。
供试污泥采用新乡学院校区内的池塘污泥，取回底
泥后将其混匀、风干，用作盆栽底泥。试验培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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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取自新乡学院自来水，重金属添加形式为固体硝
酸铅颗粒（Pb（NO3）2）
，为分析纯试剂。
1.2 试验设计
2018 年 6 月，
将供试土壤剔除杂物后自然风干，
装至 50 cm×35 cm（直径×高）的培养盆内，每盆装
土 50 kg，厚度约 10 cm。选取生长健壮，高度基本
一致的幼苗入盆移栽。选取标准：花叶芦竹苗高 10
cm 左右；石菖蒲和水生鸢尾均为 4 片真叶展开，苗
高 5 cm 左右；美人蕉为块茎，仅露 1～2 个芽。铅
处理水平为 500 mg·kg-1，试验共设置 15 个处理，
单种模式 4 个：花叶芦竹单种（A）、石菖蒲单种（B）
、
水生鸢尾单种（C）、美人蕉单种（D）；1+1 配置模
式 6 个：花叶芦竹+石菖蒲混种（T1）
、花叶芦竹+
水生鸢尾混种（T2）、花叶芦竹+美人蕉混种（T3）
、
石菖蒲+水生鸢尾混种（T4）、石菖蒲+美人蕉混种
（T5）、水生鸢尾+美人蕉混种（T6）；1+1+1 配置模
式 4 个：花叶芦竹+石菖蒲+水生鸢尾混种（E1）、
花叶芦竹+石菖蒲+美人蕉混种（E2）、花叶芦竹+水
生鸢尾+美人蕉混种（E3）
、石菖蒲+水生鸢尾+美人
蕉混种（E4）
；1+1+1+1 配置模式 1 个：花叶芦竹+
石菖蒲+水生鸢尾+美人蕉混种（F）。每个配置模式
相同的条件下每种植物均设 3 个平行样，每种水生
植物各取 24 株，共 96 株。

表 1 不同配置模式下栽培环境的基本特性
Table 1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cultivation environment in different configuration modes
水体 pH 值
土壤 pH 值
土壤 C 含量/%
水体铅含量/μg·mg-1
水温/℃
土壤铅含量/μg·mg-1
Water
Water pH
Soil pH
Soil carbon
Lead content
Lead content
temperature
value
value
content
in water
in soil
20.02±0.10
8.03±0.04
8.57±0.03
0.14±0.01
0.27±0.07
0.53±0.06
19.87±0.05
8.06±0.09
8.58±0.03
0.13±0.01
0.31±0.06
0.57±0.09
19.94±0.09
8.05±0.07
8.57±0.03
0.12±0.01
0.27±0.15
0.53±0.10
19.97±0.08
8.04±0.07
8.59±0.05
0.13±0.01
0.31±0.15
0.57±0.13
20.03±0.11
7.88±0.13
8.59±0.04
0.37±0.06
0.27±0.07
0.53±0.06
20.21±0.70
8.05±0.06
8.58±0.03
0.36±0.06
0.28±0.06
0.54±0.09
19.96±0.16
8.04±0.07
8.61±0.09
0.37±0.05
0.30±0.07
0.56±0.09
19.99±0.10
7.99±0.02
8.64±0.05
0.35±0.06
0.32±0.04
0.58±0.08
20.39±0.68
8.02±0.08
8.59±0.02
0.38±0.06
0.37±0.02
0.63±0.09
20.23±0.70
8.03±0.01
8.64±0.06
0.36±0.06
0.29±0.05
0.55±0.09
20.05±0.21
7.87±0.17
8.59±0.04
0.37±0.05
0.36±0.05
0.62±0.10
20.23±0.80
8.03±0.06
8.58±0.03
0.35±0.06
0.32±0.03
0.58±0.08
19.98±0.27
8.03±0.09
8.61±0.09
0.38±0.06
0.28±0.14
0.54±0.08
20.01±0.21
7.98±0.06
8.64±0.05
0.36±0.06
0.34±0.17
0.60±0.12
20.05±0.26
7.96±0.09
8.57±0.06
0.43±0.10
0.31±0.17
0.57±0.11

注：图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值，下同
Note: The data in the table are the average ± SD, and the same below

1.3 测定指标及方法
2018 年 8 月，将幼苗取出，冲洗干净。根系活
力测定采用 TTC 法测定[11]；叶绿素含量测定采用丙

酮提取法 [12] ；铅含量测定采用酸硝解法 [13] ，使用
TAS-990 火焰原子化法原子吸收光谱仪（北京普析
通用仪器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进行测定。不同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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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模式下栽培环境的基本特性见表 1。
1.4 数据统计分析
所有数据采用 Excel 2013 软件和 SPSS 13.0 统
计软件进行处理，图形采用 Origin 8.0 进行绘制。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配置模式下水生植物的生物量及根冠比
由表 2 可知，在不同配置模式下，植物的地上
部分和地下部分的鲜质量和干质量差异较大，但其
根冠比均表现为混种模式>单种模式。在单种模式
中，美人蕉由于其自身的根系特点，使其根冠比最
大。石菖蒲和水生鸢尾的地上部分鲜质量和干质量
与地下部分的差值较大，其差值分别为 4.57、1.97
和 4.78、0.72。在 2 种植物混种模式中，4 种水生植
物的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的鲜质量和干质量都明显
增加，且其变化趋势也表现为包含美人蕉的混种模
式中，地下部分的鲜质量和干质量值都较高；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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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物混种模式中，石菖蒲+水生鸢尾混种模式的
根冠比比美人蕉混种模式大，这可能是由于石菖蒲
和水生鸢尾的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较小，而美人蕉
的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较大，使根冠比的变化趋势
与单种模式不同，但其差异较小，差值仅为 0.53。
在 3 种植物混种模式中，植物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
的鲜质量和干质量变化趋势与 2 种植物混种模式相
同，均发生了增加。石菖蒲+水生鸢尾+美人蕉混种
模式的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鲜重较大，其根冠比与
花叶芦竹+石菖蒲+美人蕉混种的差值为 0.76。差异
性分析也表明，4 种植物混种模式的地上部分鲜质
量与 3 种植物混种模式（花叶芦竹+水生鸢尾+美人
蕉混种；石菖蒲+水生鸢尾+美人蕉混种）之间差异
性不显著（P >0.05）。根冠比的差异性分析结果表
明，4 种植物混种模式的差异性与花叶芦竹、石菖
蒲单种之间不显著（P >0.05），而与 3 种植物混种
模式之间差异显著（P<0.05）。

表 2 不同配置模式下植物的生物量及根冠比
Table 2 Biomass and root-shoot ratio in different configuration modes
地上部分/mg Aboveground part
地下部分/mg Underground part
鲜质量 Fresh weight
8.61±0.62f
7.41±0.70fg
5.78±0.37h
6.14±0.09gh
14.06±1.45cd
13.11±0.70de
12.95±0.93de
12.44±0.09e
15.29±0.17c
15.21±0.38c
20.96±1.94ab
19.67±1.34b
22.07±1.29a
22.06±1.25a
21.68±0.43a

干质量 Dry weight
3.32±0.37fgh
2.84±0.58gh
1.00±0.28h
8.65±0.10h
3.18±0.25b
3.24±0.18b
2.88±0.38bc
2.05±0.07defg
2.42±0.20cdef
1.93±0.07efgh
3.98±0.28a
4.04±0.17a
3.22±0.23b
2.74±0.08bcd
2.57±1.36bcde

1005

鲜质量 Fresh weight
3.32±0.37i
2.84±0.58i
1.00±0.28j
8.65±0.10fg
5.80±0.37h
5.98±0.58h
5.89±0.28h
13.69±0.10d
15.73±0.18c
12.91±0.18e
8.28±0.37g
9.12±0.58f
19.92±0.18a
17.17±0.18b
8.28±0.37g

干质量 Dry weight
1.22±0.14 h
0.87±0.02 i
0.28±0.05 j
3.25±0.07 d
2.01±0.13 f
1.83±0.17 f
1.07±0.05 h
4.04±0.06 b
2.89±0.11 e
2.81±0.08 e
3.60±0.12 c
3.42±0.18 cd
4.48±0.13 a
4.40±0.09 a
1.44±0.12 g

根冠比
Root/shoot ratio
0.69±0.01 g
0.60±0.09 g
0.25±0.11 h
2.56±0.14 a
0.63±0.01 g
0.57±0.02 g
0.38±0.06 h
1.98±0.05 b
1.20±0.06 e
1.45±0.04 cd
0.91±0.03 f
0.85±0.01 f
1.39±0.07 d
1.61±0.04 c
0.65±0.26 g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测定指标不同配置模式之间差异显著（P ＜0.05）。下同
Note: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configuration modes of the same measurement index (P < 0.05). The same below

2.2 不同配置模式下水生植物的根系活力变化
根系活力可以用来衡量根吸收、合成代谢的能
[14]
力 。由图 1 可知，在单种模式中，花叶芦竹和美
人蕉的根系活力值较高，其值分别为 0.06 mg·g-1·h-1
和 0.07 mg·g-1·h-1。这主要与花叶芦竹和美人蕉根茎
发达，高浓度铅污染对其影响作用较小有关。差异
性分析也表明（图 1）
，4 种植物混种模式与 3 种植
物混种模式（花叶芦竹+石菖蒲+美人蕉混种）之间

差异性不显著（P>0.05）
，与单种模式和 2 种植物混
种模式之间差异性显著（P<0.05）
。这表明在混种模
式下，由于植物对铅的综合吸收能力使其对植物的
毒害作用有所下降，从而增加其根系活力值。在 3
种植物混种模式中，花叶芦竹+石菖蒲+水生鸢尾混
种模式和石菖蒲+水生鸢尾+美人蕉混种模式与 2 种
植物混种模式（花叶芦竹+美人蕉混种）之间差异性
不显著（P >0.05）
，而与其他 2 种植物混种模式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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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显著（P<0.05）
。这更加表明，在存在花叶芦竹和
美人蕉的混种模式中，其对铅的吸收和抗性要明显
高于其他配置模式。在单种模式中，4 种水生植物的
根系活力之间差异不显著（P > 0.05）
，但花叶芦竹和
美人蕉的根系活力值明显高于石菖蒲和水生鸢尾，
其差值分别为 0.03 和 0.05 mg·g-1·h-1。总的来说，在
不同配置模式中，4 种植物混种模式>3 种植物混种
模式>2 种植物混种模式>单种模式，而且在包含花叶
芦竹和美人蕉的配置模式中，3 种植物的混种模式其
对铅的吸收能力与 4 种植物混种模式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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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模式和 4 种植物的配置模式的叶绿素 a 含量相
近，而 2 种植物的混种模式，虽与 3 种植物配置模
式差异不显著，但这种不显著性差异主要存在于花
叶芦竹+美人蕉混种、石菖蒲+水生鸢尾混种和石菖
蒲+美人蕉混种。

图 2 不同配置模式下水生植物的叶绿素 a 含量
Figure 2 Chlorophyll a contents in the aquatic plants under
different configuration modes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测定指标不同配置模式之间差
异显著（P＜0.05）。下同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configuration modes of the same measurement index (P < 0.05). The same below
图 1 不同配置模式下水生植物的根系活力
Figure 1 Root activity of the aquatic plants in different configuration modes

2.3 不同配置模式下水生植物的叶绿素含量变化
重金属胁迫会使叶绿素的含量降低，植物在不
同重金属胁迫下其光合作用和叶绿素含量的变化是
不同的，其含量可表征植物生理状况[15]。由图 2 可
知，在不同配置模式中，各模式之间的叶绿素 a 含
量变化并不明显，但 3 种植物混种模式（石菖蒲+
水生鸢尾+美人蕉混种）与其他配置模式之间差异
性显著（P<0.05）。在 3 种植物混种模式中，除花叶
芦竹+水生鸢尾+美人蕉混种模式外，其他 3 种配置
模式与 4 种植物混种模式之间叶绿素 a 含量差异性
不显著（P>0.05）。2 种植物的混种模式（石菖蒲+
美人蕉混种）与单种模式之间差异性不显著
（P>0.05），且与 2 种单种模式（石菖蒲单种、美人
蕉单种）的差值分别为 0.01 和 0.15 mg·kg-1。在单
种模式中，花叶芦竹的叶绿素 a 含量与其他 3 种植
物之间的差异性不显著（P > 0.05），且其值仅为 0.10
mg·kg-1，这可能与花叶芦竹的自身生长特性有关。
从不同配置模式的叶绿素 a 含量来看，3 种植物的

图 3 不同配置模式下水生植物的叶绿素 b 含量
Figure 3 Chlorophyll b contents in the aquatic plants under
different configuration modes

由图 3 可知，在不同配置模式下，叶绿素 b 含
量的变化特征要比叶绿素 a 含量明显。4 种植物混种
模式与 3 种植物混种模式之间叶绿素 b 含量差异性
不显著（P>0.05）
，而与 2 种植物混种模式和单种植
物模式之间差异性显著（P<0.05）。石菖蒲+水生鸢
尾混种模式与 4 种植物混种模式的叶绿素 b 含量之
间差异性不显著（P>0.05）
，其差值为 0.09 mg·kg-1。
在 2 种植物混种模式中，石菖蒲+水生鸢尾混种模式
与花叶芦竹+水生鸢尾混种模式、花叶芦竹+美人蕉
混种模式之间叶绿素 b 含量差异性显著（P<0.05）
，
-1
其差值均为 0.33 mg·kg 。在单种模式中，4 种水生
植物（花叶芦竹、石菖蒲、水生鸢尾、美人蕉）的
叶绿素 b 含量之间差异性不显著（P>0.05）
，其值分
-1
别为 0.10、0.08、0.12 和 0.07 mg·kg 。
由图 4 可知，在不同配置模式下，4 种水生植
物配置模式的总叶绿素含量变化趋势基本表现为 3
种植物混种>4 种植物混种>2 种植物混种>单种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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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4 种植物混种模式与单种模式之间总叶绿素含
量差异性显著（P<0.05）
，而与 3 种植物混种模式
（石菖蒲+水生鸢尾+美人蕉混种模式）之间差异不
显著（P>0.05），其差值仅为 0.02 mg·kg-1。3 种植
物混种模式（花叶芦竹+石菖蒲+美人蕉混种模式、
花叶芦竹+水生鸢尾+美人蕉混种模式）与 2 种植物
混种模式（花叶芦竹+石菖蒲混种模式、花叶芦竹+
水生鸢尾混种模式）之间差异显著（P<0.05），而
与其他 2 种植物混种模式之间差异不显著
（P>0.05）。在单种模式中，水生鸢尾单种与 2 种植
物混种模式（花叶芦竹+石菖蒲混种模式、花叶芦
竹+水生鸢尾混种模式）之间总叶绿素含量差异不
显著（P>0.05），其差值分别为 0.16 和 0.20 mg·kg-1。
总的来说，混种模式的 4 种水生植物的叶绿素 a、b
和总叶绿素含量要高于单种。

图 4 不同配置模式下水生植物的总叶绿素含量
Figure 4 Total chlorophyll contents in the aquatic plants under
different configuration modes

Figure 5

图 5 不同配置模式下水体中铅含量
Lead contents in the water under different configuration modes

2.4 不同配置模式下水体中铅含量变化
水生植物能够吸收重金属污染物，净化环境且
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和经济价值[9]。由图 5 可知，
水体中铅含量变化趋势为单种模式> 2 种植物混种>
3 种植物混种>4 种植物混种。在单种模式中，石菖
蒲和水生鸢尾单种与其他 3 种植物混种模式之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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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性显 著（ P<0.05），其值分 别 为 0.53 和 0.55
μg·mg-1。花叶芦竹和美人蕉单种模式与 2 种植物混
种模式（花叶芦竹+水生鸢尾混种、石菖蒲+水生鸢
尾混种、水生鸢尾+美人蕉混种）之间差异性不显
著（P>0.05），它们的值变化范围为 0.38 ~ 0.44
μg·mg-1。在 2 种植物混种模式中，花叶芦竹+美人
蕉混种的水体中铅含量最低，为 0.22 μg·mg-1。3 种
植物混种模式的水体铅含量与 4 种植物混种模式之
间差异性不显著（P>0.05），但与单种模式之间的
差异性显著（P<0.05）。3 种植物混种模式中，花叶
芦竹+石菖蒲+美人蕉混种中水体的铅含量明显低
于其他 3 种植物混种模式，其差值分别为 0.03、0.05
和 0.09 μg·mg-1。花叶芦竹+石菖蒲+美人蕉混种模
式虽与 4 种植物混种模式之间的差异性不显著
（P>0.05），但其水体中铅含量最低。
2.5 不同配置模式下植物体内的铅含量
对 4 种水生植物在不同配置模式下地上部分和
地下部分的铅含量进行分析，结果(图 6A)表明，4
种配置模式的地上部分铅含量变化特征为：4 种植
物混种模式< 3 种植物混种模式< 2 种植物混种模式
<单种植物模式，其值范围为 9.14 ~ 15.45 μg·mg-1。
水生鸢尾单种模式的地上部分铅含量与 3 种植物混
种模式、4 种植物混种模式之间差异性不显著
（P>0.05），且其与 4 种植物混种模式的地上部分
铅含量差值为 2.64 μg·mg-1。在单种模式中，花叶芦
竹的地上部分铅含量与水生鸢尾之间差异性显著
（P<0.05），其差值为 3.55 μg·mg-1。
由图 6B 可知，地下部分铅含量变化趋势与地上
部分铅含量相比差异较大。在单种模式中，美人蕉
的地上部分铅含量最大，其值为 14.48 μg·mg-1。它与
花叶芦竹单种模式之间的差异性不显著（P>0.05）
，
-1
差值为 2.03 μg·mg 。在 2 种植物混种模式中，石菖
蒲+水生鸢尾的地下部分铅含量最低，且与 4 种植物
混种模式之间差异性不显著（P>0.05）
，其值为 9.24
-1
μg·mg 。虽然 3 种植物配置模式与 4 种植物配置模
式之间差异性不显著（P>0.05）
，但 4 种植物配置模
式的地下部分铅含量最低，与 3 种植物配置模式的
最小差值为 0.25 μg·mg-1。通过对植物体地上部分和
地下部分铅含量的分析可知，在不同配置模式中，
包含水生鸢尾和石菖蒲的模式中，其地上部分铅含
量较大，而包含花叶芦竹和美人蕉的模式中其地下
部分铅含量最大，这与水生鸢尾和美人蕉的形态特
性有关。美人蕉的块茎较大，对铅的吸收主要集中
于地下部分，而水生鸢尾的根茎较小，对铅的吸收
主要集中于地上部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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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不同配置模式下土壤中的铅含量变化
不同植物配置模式的土壤中铅含量可反映不同
配置的水生植物对土壤中铅污染的净化能力（如图 7
所示）
。在不同植物配置模式下，土壤中铅含量的变
化趋势大致为：4 种植物混种模式<3 种植物混种模
式<2 种植物混种模式<单种植物模式，其变化范围为
6.28 ~ 15.27 μg·mg-1。在单种模式中，水生鸢尾的土
壤中铅含量最高，与花叶芦竹和美人蕉之间差异性
显著（P<0.05）
，它们之间的差值分别为 4.11 和 2.92
-1
μg·mg 。在 2 种植物混种模式中，花叶芦竹+石菖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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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种、花叶芦竹+美人蕉混种与单种模式和其他 2 种
植物混种模式之间差异性显著（P<0.05）
，其值变化
-1
范围为 8.70 ~ 10.93 μg·mg 。3 种植物配置模式中，
花叶芦竹+石菖蒲+美人蕉混种与 4 种植物配置模式
之间差异性不显著
（P>0.05）
，
其差值为 0.45 μg·mg-1。
由图 7 可知，在不同配置模式中，存在花叶芦竹和
美人蕉的组合中，其土壤铅含量都较低，这与水体
中铅含量的测量结果基本相一致，这更加说明花叶
芦竹和美人蕉对铅污染的吸收和净化能力要优于石
菖蒲和水生鸢尾。

A. 植物地上部分铅含量；B. 植物地下部分铅含量
A. Lead content in the aboveground part of the aquatic plant; B. Lead content in the underground part of the aquatic plant
图 6 不同配置模式下植物体内的铅含量
Figure 6 Lead contents in the aquatic plants under different configuration modes

图 7 不同配置模式下土壤中的铅含量
Figure 7 Lead content in the soil under different configuration modes

3

讨论与结论

3.1 水生植物对铅污染的适应性
在植物体内受到重金属胁迫时，植物的生长状
况能够较好且直观地反映出植物对重金属胁迫的抗
性以及所受胁迫的程度。在本研究中，不同配置模
式下，4 种水生植物在铅污染土壤中，均可正常生
长，但根系活力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总体表现为：4
种植物混种模式> 3 种植物混种模式> 2 种植物混种
模式>单种模式。这说明植物的组合技术有利于缓
解植物受到铅胁迫时的综合作用。白彦真等[16]对 14
种本土草本植物根系活力的研究中指出，在 500

mg·kg-1 铅处理下，植物通过增强其根系活力来维持
根系的正常生理功能，来延缓重金属的毒害作用。
刁锐琦 [14] 和姜成等 [17] 对水葱和凤仙花的生理特征
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当铅浓度达到 800 mg·kg-1 时，
水葱的根系活力将下降。在本研究中，花叶芦竹因
其根系发达、生物量大，极大地疏松和改善了土壤，
对污染土壤结构稳定能力强于石菖蒲、水生鸢尾和
美人蕉，使其对铅耐受性优于石菖蒲、水生鸢尾和
美人蕉。因此，在包含花叶芦竹的配置模式中，其
根系活力要强于其他配置模式。
叶绿素是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重要色素，叶绿
素含量可以作为评价植物生长状况的重要参数[15]。
本研究中，混种模式的叶绿素 a、b 和总叶绿素含量
明显优于单种模式。张丽丽等[18]的研究表明，铅胁
迫 能 降 低 喜 盐 鸢 尾 （ Iris halophila ） 和 金 鸡 菊
（Coreopsis drummondii）的叶绿素含量。刘秀梅
等[19]也认为，高浓度的铅污染，由于破坏叶绿素合
成过程并影响了叶绿素酶的活性，从而抑制了叶绿
素的生物合成，使叶绿素含量发生下降。而在本研
究中，组合配置模式降低了铅对水生植物的胁迫作
用，低浓度铅促进了叶绿素的生成或使少数的叶绿
素 a 处于激发状态，增强了其对光能的利用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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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知，植物组合配置模式在铅污染处理下对植物
的生长抑制作用较小。
3.2 水生植物对铅的净化效果
植物对重金属元素的吸收和迁移能力会因不同
的物种和栽植地区而不同。这主要是由于植物本身
的遗传结构决定了其对金属元素的吸收或迁移能
力，但这种吸收或迁移的能力也会因其所处环境的
变化而呈现增强或弱化的趋势。在本研究中，在不
同配置模式中，水体中铅含量和土壤中铅含量都表
现为混种模式小于单种模式，这表明混种配置模式
对铅污染的修复和净化能力要强于单种模式。在混
种模式中，花叶芦竹+石菖蒲+美人蕉配置模式的水
体中铅含量最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
混种模式降低了铅浓度，另一方面是由于花叶芦竹
和美人蕉庞大的地下根茎，使得对铅的吸收能力较
强。李芳柏和吴启堂[20]及黎华寿等[21]的研究结果表
明，美人蕉在含重金属废水中的适应性最强，这主
要与美人蕉比较耐水栽有关。因此，认为它是水体
修复很好的植物[22]。
根系是植物直接接触土壤的器官，也是植物吸
收重金属的主要器官[23]，而且植物对铅的吸收主要
以被动吸收为主。铅一旦进入根系，可贮存在根部
或运输到地上部分。在本研究中，对植物地上部分
和地下部分铅含量的分析结果表明，花叶芦竹的地
上部分铅含量最高，而美人蕉的地下部分铅含量最
高，其值分别为 15.48 和 14.18 μg·mg-1。在不同配
置模式下，混种模式中植物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铅
含量要低于单种模式。骆永明[24]对金属污染土壤的
植物修复研究中指出，即使当外源铅处理达到 4 000
mg·kg-1 时，植物地上部分铅含量也不超过 100
mg·kg-1。Liu 等[25]在印度芥菜（Brassica juncea）对
铅的吸收研究中也发现，印度芥菜根部积累了大量
的铅，只有极少部分运输到地上部。在本研究中，
在不同配置模式下，植物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铅含
量的分布规律与大多数研究结果[7,9,19]结果相一致。
4 种水生植物的土壤中铅含量可反映不同水生
植物对土壤中铅污染的净化能力。在研究中，3 种
植物混种模式（花叶芦竹+石菖蒲+美人蕉混种）与
4 种植物混种模式之间差异性不显著（P<0.05）。不
同配置下，混种模式的土壤中铅含量要低于单种模
式，其最大差值为 7.42 μg·mg-1。何芳芳[1]和纪美
辰等[8]的研究中也指出，美人蕉、菖蒲和鸢尾对铅
污染的净化效果较好。因此，考虑净化效果和经济
因素，本研究认为花叶芦竹+石菖蒲+美人蕉混种模
式是在铅污染水体中的净化效果最优的种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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