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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枝菌根真菌促进湿地植物对污染水体中镉的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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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丛枝菌根真菌（ ＡＭＦ） 具有促进植物生长、增强植物耐重金属毒害及修复重金属污染
生境的作用．本试验于模拟湿地系统中设 ０、５、１０ 和 ２０ ｍｇ·Ｌ －１ 镉浓度，对芦苇和狼尾草分别
进行接种和不接种摩西斗管囊霉（ Ｆｍ） 、根内根孢囊霉（ Ｒｉ） 处理． 结果表明： 镉污染降低了
ＡＭＦ 侵染；接种 ＡＭＦ 提高了芦苇和狼尾草的株高、干质量、叶绿素含量、地上部与根内的氮和
镉含量，增强了根系对镉的富集能力，降低了镉转移系数．在 ５ ｍｇ·Ｌ －１ 镉处理下，接种 Ｆｍ 的
芦苇处理的各项指标均高于其他处理，其 ＡＭＦ 侵染率为 ６０．６％，每毫米根长的侵入点和泡囊
数分别为 ２．３ 和 ３．７；与不接种对照相比，接种 Ｆｍ 的芦苇地上部与根系干质量分别提高６９．１％
和 ７５．０％，地上部与根系氮含量分别提高 ３８．７％ 和 ２７．８％，叶绿素含量和株高分别增加 ３．８％
和 １１．１％．湿地系统镉浓度与植株地上部和根内的镉含量呈显著正相关．在 ２０ ｍｇ·Ｌ －１ 镉处理
下，接种 Ｆｍ 的芦苇地上部和根内镉含量达到最大值 １８２．４ 和 ６６３．３ ｍｇ·ｋｇ －１ ，镉转移系数最
低，为 ０．２７，而富集系数最高，为 ０．５５．Ｆｍ ＋芦苇是本试验条件下吸收富集污染水体中镉的最佳
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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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煤矿、金属矿等的开采，工
业“ 三废” 的排放，污水灌溉，化肥和农药的高投入
等现象均导致水体重金属污染日趋严重，由此产生
的生态问题日益受到关注

［１－３］

． 重金属存在广泛，不

能自然或生物降解，易沉积到土壤、水域底部或在水

１
１ １

材料与方法
供试材料
选取湿地中常见的芦苇和狼尾草作为供试植

物．植株由青岛市水生植物苗圃提供，试验前将其置

中被水生生物吸收，并能通过食物链累积危害人体

于营养液中培养备用． 供试 ＡＭＦ 为摩西斗管囊霉

等特点而备受重视． 国内外已开展了针对镉污染生

生物 技 术 研 究 所 提 供， 采 用 白 车 轴 草 （ Ｔ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健康 ［４－５］ ．其中，重金属镉（ Ｃｄ） 因移动性强、毒性高
境的修复研究 ［６－７］ ．研究发现，微生物与植物协同作

（ Ｆｍ） 和根内根孢囊霉（ Ｒｉ） ，由青岛农业大学菌根
ｒｅｐｅｎｓ）扩繁，以其根系及基质中的孢子、菌丝和菌根

用，能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和富集有毒重金属等 ［８－９］ ．

根段 为 接 种 物 ［ 侵 染 率 为 ６５％， 孢 子 数 量 约 ２５０

过与寄主植物建立互惠共生体，促进植物对养分和

１ ２

丛枝菌根真菌（ ａｒｂｕｓｃｕｌａｒ 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 ｆｕｎｇｉ，ＡＭＦ） 通
水分的吸收利用，从而增强植物抗逆性，并通过菌丝
富集、螯合重金属等途径修复重金属污染 ［１０－１２］ ． 根
内根孢囊霉（ Ｒｈｉｚｏｐｈａｇｕｓ ｉｎｔｒａｒａｄｉｃｅｓ） 能降低镉对蒿
柳（ Ｓａｌｉｘ ｖｉｍｉｎａｌｉｓ） 的 毒 害 作 用 ［１３］ ． 摩 西 斗 管 囊 霉
（ Ｆｕｎｎｅｌｉｆｏｒｍｉｓ ｍｏｓｓｅａｅ） 和苏格兰斗管囊霉（ Ｆｕｎｎｅｌｉ⁃

个·（１０ ｇ） －１ ］ ．
试验设计

试验 设 培 养 液 中 镉 浓 度 分 别 为 ０、 ５、 １０、 ２０

ｍｇ·Ｌ －１ ，芦苇和狼尾草分别接种 ＡＭＦ 摩西斗管囊
霉（ Ｆｍ） 、 根内根孢 囊 霉 （ Ｒｉ） ， 以 不 接 种 作 为 对 照
（ ＣＫ） ，共 ２４ 个处理，随机排列，重复 ３ 次．

在温室内（ 昼、夜温度分别为 ２５ ～ ３５ ℃ 和 １５ ～

ｆｏｒｍｉｓ ｃａｌｅｄｏｎｉｕｍ） 能显著提高重度镉污染下向日葵

２０ ℃ ） ，采用水培法对芦苇和狼尾草幼苗进行预培

增强植株 耐 重 金 属 毒 性， 降 低 土 壤 中 的 重 金 属 含

３０ ｃｍ） 为容器栽培水生植物，进行镉污水净化试验．

显著提高柳枝稷（ Ｐａｎｉｃｕｍ ｖｉｒｇａｔｕｍ） 的生物量和磷

污染，经 １２１ ℃ 高温高压蒸汽灭菌 ２ ｈ，支撑植物） 、

湿地植物作为湿地生态系统中最主要的生产者

Ｌ 营养液，在桶上放置开孔泡沫板以支撑植株．芦苇

（ Ｈｅｌｉａｎｔｈｕｓ ａｎｎｕｕｓ） 的菌根侵染率，促进磷的吸收，
量 ［１４］ ．接种异形根孢囊霉（ Ｒｈｉｚｏｐｈａｇｕｓ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ｓ） 可
含量，促进根系对镉的吸收，增加镉积累量 ［１５］ ．

之一，不仅可以去除氮、磷等营养物质和降低有机污
染负荷，对重金属镉、铜、铅、锌也具有一定的吸附、

养．以塑料桶（ 上口直径 ２６ ｃｍ、下口直径 ２０ ｃｍ，高
塑料桶内从底部往上依次填充砂石（ 约 ５ ｃｍ，无镉
沙土（ 约 １０ ｃｍ，作为主填料层） ，每桶内分别注入 ５

和狼尾草初始均为无 ＡＭＦ 侵染幼苗，接种 ＡＭＦ 摩
西斗管囊霉和根内根孢囊霉（ 培养基质分别添加菌

转移或将其富集在根系的能力，可用于重金属污染

剂 １０ ｇ） 培育成菌根苗．将两种植物菌根苗和不接种

尾草（ Ｐｅｎｎｉｓｅｔｕｍ ａｌｏｐｅｃｕｒｏｉｄｅｓ） 均是禾本科多年生湿

污染物 以 ＣｄＣｌ ２ 溶 液 添 加． 待 植 物 生 长 稳 定

水域的治理 ［１６－１８］ ． 芦苇 （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和狼

地植物，广泛分布于江河湖泽、池塘沟渠等低湿地，
能减少水体中重金属的富集量

［１９－２０］

． 该类湿地植物

能被 ＡＭＦ 侵染根系形成菌根共生体． 由此提出假

设：ＡＭＦ 能提高湿地植物吸收富集镉的能力，修复
镉污染水体．

本试验拟评价接种不同 ＡＭＦ 对芦苇和狼尾草

植株生长、镉吸收和富集能力的影响效应等，以获得
有效的 ＡＭＦ ＋ 湿地植物组合，为水体重金属污染修
复技术、镉在植物体内的迁移规律及其与 ＡＭＦ 的互
作效应研究提供依据和技术基础．

（ ＣＫ） 幼苗分别移栽于塑料桶内．

（１５ ｄ） 后，向桶内添加所配制的镉溶液，平衡 １ 周
后，令水体中镉浓度分别为 ０、５、１０、２０ ｍｇ·Ｌ －１ ．３０ ｄ

后观察与测量各植株 ＡＭＦ 侵染率、侵入点数、泡囊
数、生物量、株高、氮含量、叶绿素含量，以及植株中
总镉含量．

１ ３

测定指标与方法

１ ３ １ 菌根侵染状况

采集芦苇和狼尾草须根系，

洗净，加入 ５％ ＫＯＨ 溶液，８０ ℃ 水浴 ５ ｍｉｎ，清洗 ３

次，加 ２％ ＨＣｌ 浸泡 ５ ｍｉｎ 后，加入 ０．１％ 酸性品红⁃
乳酸甘油染色液，室温下过夜，加乳酸脱色，制片镜
检，观测并计算菌根侵染率 ［２１］ ．

６期

２０６５

宁楚涵等： 丛枝菌根真菌促进湿地植物对污染水体中镉的吸收

１ ３ ２ 植株生长量测定

采用常规方法测量株高，

将植物冲洗干净吸干表面水，放置 １０５ ℃ 烘箱中杀

ＡＮＯＶＡ） 方差分析（ 采用 ＬＳＤ 法，差异显著性水平
为 Ｐ＜０．０５） ．图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

青 １０ ｍｉｎ，转为 ７０ ℃ 烘至恒量，称量获得生物量（ 干

２

１ ３ ３ 植株体内氮含量和叶片叶绿素含量

２ １

质量） ．

采用常

规凯氏定氮法测定含氮量；采用乙醇提取，用分光光
度计测定叶绿素含量．

１ ３ ４ 植物体内镉含量

采用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法测定镉含量．Ｃｄ 标样由国家有色金属及电子
材料分析测试中心提供，产品编号为 ＧＳＢ０４⁃１７２１—

结果与分析
不同镉浓度下芦苇和狼尾草 ＡＭＦ 侵染状况

芦苇和狼尾草均能与 ＡＭＦ 形成共生菌根，但镉

污染影响 ＡＭＦ 的侵染，各项指标降低． 芦苇和狼尾
草的 ＡＭＦ 侵染率在镉浓度为 ５ ｍｇ ·Ｌ －１ 时达最大
值，分别为 ６０．６％和 ５１．６％；均表现为接种 Ｆｍ 处理
＞接种 Ｒｉ 处理．两种植物侵入点数量和泡囊数量也

２００４，规格 ５０ ｍＬ（１０００ μｇ·ｍＬ ） ．

在镉浓度为 ５ ｍｇ·Ｌ －１ 时达到最大值，芦苇的侵入点

属含量 ／ 溶液中重金属浓度 × １００％

３．２；两种植物接种 Ｆｍ 或 Ｒｉ 的侵入点数和泡囊数差
异不显著．在镉浓度为 ５ ｍｇ·Ｌ －１ 时，Ｆｍ ＋ 芦苇处理

－１

转移系数（ ＴＦ） ＝ 地
上部镉含量 ／ 根系镉含量；富集系数 ＝ 植物体内重金

１ ３ ５ 镉转移系数与富集系数

１ ４

数据处理

［２２］

．

采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３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

和绘图，采用 ＤＰＳ ７．５ 和 ＳＰＳＳ １１．５ 统计分析软件对
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 、双因
素方差分析（ ｔｗｏ⁃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 及三因素（ ｔｈｒｅｅ⁃ｗａｙ

数和泡 囊 数 最 大 值 为 ２． ３ 和３．７， 狼 尾 草 为 １． ７ 和
组合 ＡＭＦ 侵染最佳（ 表 １） ． 三因素方差分析表明，
植物、ＡＭＦ、镉浓度以及其中两者或三者的交互作用
对 ＡＭＦ 侵染率的影响均达到极显著水平，植物与
ＡＭＦ 交互作用对侵入点数和泡囊数影响也极显著
（ 表 ２） ．

表 １ 不同镉浓度下芦苇和狼尾草 ＡＭＦ 侵染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Ｆ ｏｎ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ａｎｄ Ｐｅｎｎｉｓｅｔｕｍ ａｌｏｐｅｃｕｒｏｉｄ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植物
Ｐｌａｎｔ

接种 ＡＭＦ
ＡＭＦ 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芦苇

对照

Ｐ．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摩西斗管囊霉
Ｆ． ｍｏｓｓｅａｅ

根内根孢囊霉
Ｒ． ｉｎｔｒａｒａｄｉｃｅｓ

狼尾草

对照

Ｐ． ａｌｏｐｅｃｕｒｏｉｄｅ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摩西斗管囊霉
Ｆ． ｍｏｓｓｅａｅ

根内根孢囊霉
Ｒ． ｉｎｔｒａｒａｄｉｃｅｓ

镉浓度镉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 ｍｇ·Ｌ －１ ）

ＡＭＦ 侵染率
ＡＭＦ 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 ％）

５

０±０．０ｉ

０

１０
２０

０±０．０ｉ
０±０．０ｉ
０±０．０ｉ

根长侵入点数
Ｅｎｔｒｙ ｐｏｉｎｔ ｎｕｍｂｅｒｓ
（ Ｎｏ·ｍｍ －１ ｒｏｏｔ）
０±０．０ｇ
０±０．０ｇ
０±０．０ｇ
０±０．０ｇ

根长泡囊数
Ｖｅｓｉｃｌ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 Ｎｏ·ｍｍ －１ ｒｏｏｔ）
０±０．０ｈ
０±０．０ｈ
０±０．０ｈ
０±０．０ｈ

０

５５．３±３．４ｂｃ

１．６±０．３ｂｃｄ

３．２±０．８ａｂｃ

１０

４７．２±１．７ｅｆ

１．２±０．４ｃｄｅｆ

２．８±０．３ｂｃｄｅ

５

２０
０
５

１０
２０
０
５

１０
２０

６０．６±２．５ａ
３８．８±３．１ｇ

５２．７±２．６ｃｄ
５８．４±４．２ａｂ
４４．９±３．４ｆ

２．３±０．２ａ
０．８±０．７ｆ

１．５±０．９ｂｃｄｅ
２．１±０．５ａｂ

１±０．４ｄｅｆ

３７．６±２．４ｇ

０．８±０．５ｆ

０±０．０ｉ

０±０．０ｇ

０±０．０ｉ
０±０．０ｉ
０±０．０ｉ

０±０．０ｇ
０±０．０ｇ
０±０．０ｇ

３．６±１．０ａ

２．１±０．１ｅｆｇ
３．３±０．４ａｂ
３．７±０．６ａ

２．５±０．７ｃｄｅｆ
１．８±０．３ｆｇ
０±０．０ｈ
０±０．０ｈ
０±０．０ｈ
０±０．０ｈ

０

４６．４±１．５ｅｆ

１．２±０．２ｃｄｅｆ

２．４±０．５ｄｅｆ

１０

３９．８±３．２ｇ

１．１±０．３ｃｄｅｆ

２．１±０．５ｅｆｇ

１．１±０．５ｃｄｅｆ

２．５±０．３ｃｄｅｆ

５

２０
０
５

１０
２０

５１．６±５．５ｃｄ
３３．４±１．４ｈ
４４．６±２．６ｆ

４８．９±３．３ｄｅ
３８．３±３．６ｇ

３３．７±２．０ｈ

１．６±０．７ｂｃｄ
０．７±０．１ｆ

１．７±０．８ａｂｃ
０．９±０．４ｅｆ

０．６±０．２ｆｇ

３±０．９ａｂｃｄ

１．６±０．７ｇ

３．２±０．７ａｂｃ
２．４±０．５ｄｅｆ
１．５±０．３ｇ

同列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Ｐ＜０．０５）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ｍｅａｎ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ｔ ０．０５ ｌｅｖｅｌ． 下同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２０６６

应

用

生

态

学

３０ 卷

报

表 ２ 芦苇和狼尾草各项指标参数的三元方差分析（ Ｆ 值）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ｅｒｎａｒｙ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Ｆ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ａｎｄ Ｐｅｎｎｉｓｅｔｕｍ ａｌｏｐｅｃｕｒｏｉｄｅｓ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参数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ＡＭＦ 侵染率 ＡＭＦ 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侵入点数 Ｅｎｔｒｙ ｐｏｉｎｔ ｎｕｍｂｅｒｓ
泡囊数 Ｖｅｓｉｃｌ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丛枝菌根真菌
ＡＭＦ

镉浓度
Ｃｄ ｃｏｎｃｅｎ⁃
ｔｒａｔｉｏｎ

植物×ＡＭＦ
Ｐｌａｎｔ×ＡＭＦ

３８１５．２ ∗∗

７８８．９ ∗∗

１１０．４ ∗∗

５１４．９ ∗∗

４１．１ ∗∗

２８１．７ ∗∗

６９．２ ∗∗

１６．５ ∗∗

３８．５ ∗∗

４．２ ∗

１０１．７ ∗∗

地上部干质量 Ｓｈｏｏｔ ｄｒｙ ｍａｓｓ

１０７３．７

∗∗

株高 Ｈｅｉｇｈｔ

１６３１．３

∗∗

根系干质量 Ｒｏｏｔ ｄｒｙ ｍａｓｓ

地上部氮含量 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ｓｈｏｏｔ
根系氮含量 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ｒｏｏｔ

叶绿素含量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地上部镉浓度 Ｃ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ｓｈｏｏｔ

植物×镉浓度 ＡＭＦ×镉浓度
Ｐｌａｎｔ×Ｃｄ
ＡＭＦ×Ｃ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植物
Ｐｌａｎｔ

５１８．７
３７７．６
５８．７
９９．２
８５．１

根系镉浓度 Ｃ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ｒｏｏｔ
３３１．７
ｎｓ： Ｐ＞０．０５； ∗ Ｐ＜０．０５； ∗∗ Ｐ＜０．０１．

∗∗
∗∗
∗∗
∗∗
∗∗
∗∗

１８．７ ∗∗
４２．７

∗∗

４２．０

∗∗

３０．０
４４．８
１２．９
４．６

１８．２

１０１．０

１２．６ ∗∗

７２．９

∗∗

７６．３

∗∗

６８．７

∗

∗∗

６２．７

∗∗

２５．９

∗∗

∗∗

４５．５

∗∗

２６７．２

１０９６．１

∗∗

１０．９ ∗∗
３２．６
１４．８
０．４

∗∗

１１．６

∗∗

０．２

∗∗
∗∗
∗∗

０．９
３．２

１８．０

∗∗
∗∗
ｎｓ

∗∗
ｎｓ
ｎｓ

∗

∗∗

３．８ ∗

２１．６

∗∗

５．６１

∗∗

０．２

ｎｓ

３．０

∗

４．７
０．５

１７．５
６７．７

∗∗
ｎｓ

∗∗
∗∗

４．９ ∗∗
１．０ ｎｓ
１．１ ｎｓ
１．４

ｎｓ

０．３

ｎｓ

０．３
０．５
０．３
０．１
２．９

１７．８

ｎｓ
ｎｓ
ｎｓ
ｎｓ

∗

∗∗

植物×ＡＭＦ×
镉浓度
Ｐｌａｎｔ×ＡＭＦ×
Ｃ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３．９ ∗∗
０．８ ｎｓ
１．５ ｎｓ
１．４ ｎｓ
０．２ ｎｓ
０．２ ｎｓ
０．２ ｎｓ
０．１ ｎｓ
０．１ ｎｓ
０．９ ｎｓ

５．８ ∗∗

表 ３ 不同镉浓度下接种 ＡＭＦ 处理芦苇和狼尾草的生长状况、氮和叶绿素含量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ＭＦ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Ｎ ａｎｄ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ａｎｄ Ｐｅｎｎｉｓｅｔｕｍ ａｌｏｐｅｃｕｒｏｉｄ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植物
Ｐｌａｎｔ

接种 ＡＭＦ
ＡＭＦ
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芦苇

对照

Ｐ．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摩西斗管囊霉
Ｆ． ｍｏｓｓｅａｅ

根内根孢囊霉
Ｒ． ｉｎｔｒａｒａｄｉｃｅｓ

狼尾草

对照

Ｐ． ａｌｏｐｅｃｕｒｏｉｄｅ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摩西斗管囊霉
Ｆ． ｍｏｓｓｅａｅ

根内根孢囊霉
Ｒ． ｉｎｔｒａｒａｄｉｃｅｓ

镉浓度镉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ｍｇ·Ｌ －１）

地上部
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
ｌｅａｖｅｓ

根系
Ｒｏｏｔ

地上部
Ｓｈｏｏｔ

１０．２±１．１ｄｅ

６．２±０．５ｅｆ

２．１±０．２ｅｆ

５５．６±３．５ｅｆ

１０

５．８±０．３ｅｆ

１．８±０．７ｅｆｇ

５２．４±１．８ｆ

５

２０

８．１±０．８ｃｄｅ
４．６±０．２ｆｇ

０

１１．２±１．３ａｂｃ

１０

９．５±１．２ｂｃｄ

５

２０
０

１３．７±２．１ａ

６．９±０．３ｄｅｆ

９．８±１．４ｂｃｄ

５

１１．６±１．５ａｂ

２０

５．７±０．２ｅｆ

１０
０
５

１０
２０
０
５

１０
２０
０
５

１０

２．４±０．４ｄｅ

１．２±０．５ｇｈｉ
３．６±０．７ａｂ
４．２±０．８ａ

３．１±０．２ｂｃ
２．４±０．５ｄｅ

２．９±０．４ｃｄ
３．３±０．２ｂｃ

８．３±０．８ｂｃｄｅ

２．３±０．６ｄｅ

１．９±０．４ｈ

０．５±０．１ｊｋ

２．３±０．８ｈ
１．６±０．３ｈ
１．３±０．２ｈ
２．２±０．９ｈ

２．６±０．６ｇｈ
１．９±０．３ｈ
１．５±０．１ｈ
２．３±０．８ｈ
２．５±０．７ｈ
１．９±０．４ｈ
１．４±０．１ｈ

Ｎ 含量
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ｇ·ｋｇ －１）

株高
Ｐｌ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ｃｍ）

０

２０

２ ２

干质量
Ｄｒｙ ｍａｓｓ （ｇ）

１．６±０．４ｆｇｈ
０．７±０．２ｉｊｋ
０．３±０．１ｋ
０．２±０．１ｋ

０．８±０．２ｉｊｋ

１．０±０．４ｈｉｊ
０．６±０．２ｉｊｋ
０．３±０．１ｋ

０．６±０．２ｉｊｋ
０．８±０．２ｉｊｋ
０．４±０．１ｊｋ
０．２±０．１ｋ

５８．２±２．４ｄｅ
４６．８±３．１ｇ

１２．４±１．４ｃｄ

７．６±０．９ｆｇｈｉ

４．８±０．３ｋｌｍ

６２．３±４．５ａｂｃ

１５．３±１．２ａｂ

５８．４±２．０ｃｄｅ

１３．６±１．０ｂｃ

６４．７±３．６ａ
５３．５±１．５ｆ

１７．２±２．５ａ

８．９±０．２ｅｆｇ

６０．１±２．７ｂｃｄ

１５．１±２．３ａｂ

５７．５±２．２ｄｅ

１２．４±０．９ｃｄ

６３．３±３．４ａｂ
５２．９±１．７ｆ

３２．６±１．４ｋｌ
３４．４±０．９ｊｋ

２９．５±１．５ｌｍ
２５．６±２．１ｍ

３８．２±２．４ｈｉｊ
４０．５±１．５ｈ

３４．６±１．６ｊｋ
３０．１±２．２ｌ

３７．８±１．０ｈｉｊ
３９．７±３．５ｈｉ

３６．３±２．３ｉｊｋ
２８．８±１．２ｌｍ

１６．６±１．６ａ

９．０±０．３ｅｆｇ
５．１±０．３ｊｋｌ

７．２±２．１ｇｈｉｊ
４．０±０．５ｌｍ
２．７±０．３ｍ

７．４±１．６ｆｇｈｉ
９．５±２．４ｅｆ

５．８±０．５ｈｉｊｋｌ
３．７±０．４ｌｍ

６．９±１．８ｇｈｉｊｋ
７．８±２．０ｆｇｈ

５．５±１．０ｉｊｋｌ
３．６±０．１ｌｍ

根系
Ｒｏｏｔ

叶绿素含量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ｍｇ·ｇ －１）

５．６±０．５ｄｅｆｇ

１８．９±３．２ｆｇｈｉ

３．８±０．２ｈｉｊ

１４．４±１．８ｉｊｋｌ

７．２±１．３ｂｃｄ
１．５±０．６ｍ

２３．４±４．２ｄｅｆｇ
９．３±０．９ｌ

７．６±１．２ａｂｃ

２２．０±５．３ｄｅｆｇｈ

５．３±０．７ｅｆｇｈ

１８．０±２．１ｇｈｉ

９．２±２．３ａ

３．２±０．１ｉｊｋｌ

７．１±１．２ｂｃｄ
８．４±２．３ａｂ

５．６±１．５ｄｅｆｇ

３．０±０．１ｊｋｌｍ
３．６±０．２ｉｊｋ

５．３±０．９ｅｆｇｈ
２．０±０．５ｋｌｍ
１．７±０．１ｌｍ

４．８±０．３ｆｇｈｉ
６．７±１．０ｃｄｅ
３．３±０．５ｉｊｋｌ

２．０±０．２ｋｌｍ
４．２±０．６ｇｈｉｊ

６．３±１．３ｃｄｅｆ
３．２±１．４ｉｊｋｌ

２．１±０．６ｋｌｍ

２４．３±５．４ｃｄｅｆ
１１．５±１．８ｊｋｌ

２１．０±３．６ｅｆｇｈ
２４．９±４．１ｃｄｅ
１６．６±０．７ｈｉｊ
１０．０±０．５ｋｌ

２６．８±２．６ｂｃｄ
３１．７±７．０ａｂ

２２．１±０．９ｄｅｆｇｈ
１５．０±１．５ｉｊｋ

２９．３±２．４ａｂｃ
３４．８±４．４ａ

２４．９±４．１ｃｄｅ
１８．４±２．３ｇｈｉ

２９．４±４．５ａｂｃ
３４．６±３．０ａ

２４．９±１．８ｃｄｅ
１７．５±１．２ｈｉ

接种 ＡＭＦ 和镉浓度对芦苇和狼尾草生长及氮

根系生物量、株高、地上部和根系氮含量以及叶绿素

镉污染影响芦苇和狼尾草生长，氮含量、叶绿素

Ｆｍ 和 Ｒｉ 处理的芦苇地上部生物量提高 ６９． １％ 和

含量、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含量均下降．与不接种对照相比，所有镉浓度下接种
ＡＭＦ 处理均显著增加了芦苇和狼尾草的地上部和

含量．在镉浓度为 ５ ｍｇ · Ｌ －１ 时，与对照相比，接种
４３．２％，根系生物量提高 ７５．０％ 和 ３７．５％，株高增加

１１．１％和 ８．７％，地上部氮含量提高 ３８．７％ 和３３．９％，

６期

２０６７

宁楚涵等： 丛枝菌根真菌促进湿地植物对污染水体中镉的吸收

根系氮含量提高 ２７．８％ 和 １６．７％，叶绿素含量提高

３．８％ 和 ６． ４％； 狼尾草地上部生物量提高１３．０％ 和
８．７％，根系生物量提高 ４２． ９％ 和 １４． ３％，株高增加

１７．７％和 １５．４％，地上部氮含量提高 ３１．９％和 ８．３％，

表 ４ 不同镉浓度下接种 ＡＭＦ 对芦苇和狼尾草体内镉含量
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ＭＦ ｏｎ Ｃ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ｉｎ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ａｎｄ Ｐｅｎｎｉｓｅｔｕｍ ａｌｏｐｅｃｕｒｏｉｄ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根系氮含量提高 ２６．４％ 和 １８．９％，叶绿素含量提高

植物
Ｐｌａｎｔ

苇处理是最优组合，各项指标均高于其他组合（ 表

芦苇

９．８％和 ９．１％．表明在镉浓度为 ５ ｍｇ·Ｌ 时 Ｆｍ ＋ 芦
－１

３） ．方差分析表明，植物、ＡＭＦ 以及镉浓度对两种植

接种 ＡＭＦ
ＡＭＦ
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对照

Ｐ．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物地上部与根系干质量、株高和氮含量以及叶绿素

含量的影响均极显著；植物与 ＡＭＦ 以及植物与镉浓

Ｃｏｎｔｒｏｌ

摩西斗管囊霉
Ｆ． ｍｏｓｓｅａｅ

度的交互作用对地上部干质量、氮含量和根系生物
量的影响也极显著（ 表 ２） ．

接种 ＡＭＦ 和镉浓度对芦苇和狼尾草镉吸收的

２ ３

影响

根内根孢囊霉
Ｒ． ｉｎｔｒａｒａｄｉｃｅｓ

随镉浓度的增加，芦苇与狼尾草地上部和根系
的镉含量均显著升高，其中，芦苇地上部和根系的镉
含量均高于狼尾草，并且两种植物根系镉含量均高

狼尾草

对照

Ｐ． ａｌｏｐｅｃｕｒｏｉｄｅ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于地上部．同一镉浓度下，两种植物地上部和根系镉
含量为接种 Ｆｍ 处理＞接种 Ｒｉ 处理＞对照．其中，Ｆｍ ＋

摩西斗管囊霉

芦苇组合在 ０ ～ ２０ ｍｇ·Ｌ －１ 镉浓度下，地上部与根系

Ｆ． ｍｏｓｓｅａｅ

的镉 含 量 均 为 最 高， 地 上 部 最 高 可 达 １８２． ４

ｍｇ·ｋｇ －１ ，根系最高可达 ６６３．３ ｍｇ·ｋｇ －１ （ 表 ４） ． 方

根内根孢囊霉
Ｒ． ｉｎｔｒａｒａｄｉｃｅｓ

差分析表明，植物、ＡＭＦ 和镉浓度对两种植物地上
部与根系镉含量的影响极显著；植物与镉浓度交互
作用对地上部镉含量的影响极显著；而植物、ＡＭＦ、
镉浓度任意两因素以及三因素交互作用对根系镉含

镉浓度镉 地上部镉含量
Ｃｄ
Ｃ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ｈｏｏｔ
（ｍｇ·Ｌ －１） （ｍｇ·ｋｇ －１）
０
０．５±０．２ｉ

根系镉含量
Ｃ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ｒｏｏｔ
（ｍｇ·ｋｇ －１）
２．１±０．８ｋ

５

４８．４±５．４ｇｈ

１４４．５±１２．６ｉ

２０

１２４．４±３２．１ｂｃ

３９３．２±３６．４ｂｃ

５

６５．４±２１．６ｅｆｇ

１０
０

７５．６±１０．３ｅｆ
１．８±１．４ｉ

１０

１２５．５±１５．２ｂ

０

１．６±１．１ｉ

２０
５

１８２．４±２６．４ａ

０

７．１±２．１ｋ

６２３．７±２５．９ａ

０．４±０．１ｉ

２０

６６３．３±４６．２ａ

１７６．２±２５．４ａ

０

１０

４１０．４±５０．４ｂ

１９１．５±３５．０ｇｈ

１２０．４±１５．６ｂｃ

５

８．４±１．５ｋ

２０８．２±２４．７ｆｇ

６１．６±５．４ｆｇ

１０
２０

２３３．４±２０．５ｅｆ

３４．２±６．２ｈ

５３．８±９．０ｆｇｈ

８５．１±１４．７ｄｅ
２．０±１．２ｉ

３９２．７±１５．６ｂｃ
１．２±０．６ｋ

９６．４±１８．６ｊ

１５８．５±２０．７ｈｉ
２９２．９±２６．２ｄ
６．３±３．２ｋ

５

４７．６±５．９ｇｈ

１４７．４±２２．５ｉ

２０

１０８．７±２４．３ｂｃ

３８９．４±２４．１ｂｃ

５

４３．４±５．６ｇｈ

１２９．６±１２．６ｉｊ

２０

１０１．５±１２．４ｃｄ

３５３．４±３５．５ｃ

１０
０

１０

７６．４±１２．０ｅｆ
１．９±０．４ｉ

６０．６±２．３ｆｇ

２５４．５±１８．２ｄｅ
５．８±１．５ｋ

１９２．６±２２．３ｇｈ

量的影响均极显著（ 表 ２） ．

３

和富集系数的影响

力及其对植物根系对重金属固持作用的强化 ［２３－２５］ ，

ＡＭＦ 和施镉浓度对芦苇和狼尾草镉转移系数

２ ４

镉浓度为 ５ ｍｇ·Ｌ 时，芦苇和狼尾草的镉转移
－１

讨

论

目前国内外已开始关注 ＡＭＦ 吸附重金属的能

因此，ＡＭＦ 与植物联合修复可作为一种可能的新型

系数达到最大值，镉由根系转移到地上部最多，且芦

绿色重金属污染修复技术．研究表明，ＡＭＦ 相对于其

苇转移系数＜狼尾草转移系数．同一镉浓度下，与对

他微生物具有较高的金属吸附能力，可通过菌丝体

照相比，接种 ＡＭＦ 降低了镉的转移系数，增加了根

系镉富集系数，两种植物均表现为接种 Ｆｍ 转移系
数＜接种 Ｒｉ 转移系数；Ｆｍ ＋ 芦苇是所有组合中转移

系数最低的（ 图 １） ． 两种植物对镉污染的富集能力
随镉浓度增加而降低． 同一镉浓度下，接种 ＡＭＦ 能

表面产 生 大 量 颗 粒 （ 可 能 是 胞 外 聚 合 物） 固 持 金
属 ［２６］ ．ＡＭＦ 与植物联合，主要通过 ＡＭＦ 外延菌丝的
直接或间接作用，改良土壤结构，影响植物根际环境
和重金属生物有效性，改善植物矿质营养、生理代谢

提高植物镉富集能力，为接种 Ｆｍ 富集系数＞接种 Ｒｉ

和 生 长， 影 响 植 物 对 重 金 属 的 耐 受 性 和 转 运 能
力 ［２７－２９］ ．陈雪等 ［３０］ 观测到摩西斗管囊霉 ＋ 龙葵（ Ｓｏ⁃

固持在根系．镉浓度为 ５ ｍｇ·Ｌ 时，芦苇和狼尾草

ＡＭＦ 能增强紫花苜蓿（ Ｍｅｄｉｃａｇｏ ｓａｔｉｖａ） 吸收土壤中

富集系数，表明 ＡＭＦ 能促进植物根系对镉的吸收并
－１

接种 Ｆｍ 处理镉的富集系数分别达 ５４．７％和 ３９．０％，
其中 Ｆｍ ＋ 芦 苇 组 合 对 镉 的 富 集 能 力 最 强， 效 果 最
显著．

ｌａｎｕｍ ｎｉｇｒｕｍ） 能 有 效 修 复 Ｐｂ 或 Ｃｄ 污 染 的 土 壤．

镉和锌的能力及其积累作用 ［３１］ ． 而本试验则 围 绕
ＡＭＦ 与湿地植物对重金属污染水体的联合修复，发
现 ＡＭＦ联合湿地植物同样可以促进其对污染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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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不同镉浓度下接种 ＡＭＦ 对芦苇（ Ａ） 和狼尾草（ Ｂ） 植株体内镉转移系数和富集系数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ＭＦ ｏｎ Ｃ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ａｎｄ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 Ａ） ａｎｄ Ｐｅｎｎｉｓｅｔｕｍ ａｌｏｐｅｃｕｒｏｉｄｅｓ （ Ｂ）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ＣＫ： 对照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ｍ： 摩西斗管囊霉 Ｆｕｎｎｅｌｉｆｏｒｍｉｓ ｍｏｓｓｅａｅ； Ｒｉ： 根内根孢囊霉 Ｒｈｉｚｏｐｈａｇｕｓ ｉｎｔｒａｒａｄｉｃｅｓ． 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Ｐ ＜０．０５） 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ｍｅａｎ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ｔ ０．０５ ｌｅｖｅｌ．

镉的吸收．本试验结果表明，镉胁迫抑制 ＡＭＦ 对植
物的侵染，其中 Ｆｍ ＋ 芦苇组合在不同镉浓度下受抑

镉胁迫，且接种 Ｆｍ 的效果更显著．这与李敏等 ［３７］ 研

而，不同 ＡＭＦ 种类对寄主植物的重金属耐受作用存

光合作用的重要物质 ［３８］ ．芦苇和狼尾草叶片中的叶

制程度最 小， 表 明 芦 苇 与 Ｆｍ 的 亲 和 能 力 更 强． 然
在差异 ［３２］ ，对于不同 ＡＭＦ 种类与植物构建的不同
组合对镉的抗性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发现，镉胁迫对芦苇和狼尾草的生长存

在低促高抑效应．低浓度（ ≤５ ｍｇ·Ｌ ） 镉处理能轻
－１

微促进植物的生长，高浓度下则抑制植物生长；而接

究水生环境下 ＡＭＦ 对水生植物氮吸收作用的结论
一致．叶绿素是绿色植物的主要色素，更是植物进行
绿素含量随镉浓度的增加表现为先增加后下降，可
能是由于低浓度镉对植物生长的促进作用使植物叶
绿素含量增加，而中高浓度下叶片中叶绿素的合成
受阻，分解加速，植株失绿 ［３９－４０］ ． 镉胁迫使叶绿素含

种 ＡＭＦ 能减轻镉对植物的胁迫，通过增加植物的生

量降低，很可能是镉进入叶片在局部累积过多，与叶
绿体中蛋白质上的巯基（ － ＳＨ） 结合或取代其中的

ＡＭＦ 的黑麦草（ Ｌｏｌｉｕｍ ｐｅｒｅｎｎｅ） 幼苗在镉污染土壤

性 ［４１］ ．芦苇和狼尾草对低、中浓度镉有一定的耐性，

物量等提 高 植 物 对 重 金 属 毒 害 的 耐 受 能 力． 接 种
中的生长对镉剂量也表现出低促高抑 ［３３］ ； 王凯渊
等

［３４］

用 ０ ～ ４０ ｍｇ·Ｌ 浓度镉处理接种 ＡＭＦ 的桑树
－１

（ Ｍｏｒｕｓ ａｌｂａ） 时，植物生长状况也与本试验结果一

致．因此，与 ＡＭＦ 形成菌根是植物应对镉胁迫的一
种策略．大量研究已经证实，氮是植物生长的必需元
素，ＡＭ 真菌与植物结合形成菌根，能够加速分解和
直接获取有机质中的氮，并通过精氨酸进入共生植
物中参与氮素循环；ＡＭＦ 的外延菌丝交错形成大量
的菌丝网，扩大了植物根系的吸收氮范围，有效提高
了植物对环境中氮的吸收、转运，进而改善植物氮养
分的状况，促进植物生长

［３５－３６］

． 本研究发现，随镉浓

度增加，芦苇和狼尾草氮含量显著降低；接种 ＡＭＦ

则显著提高了其地上部和根系的氮含量，有效缓解

Ｆｅ ２＋ 、Ｚｎ ２＋ 、Ｍｇ ２＋ 等，破坏了叶绿体的结构和功能活
但随着镉浓度的增加，其耐性逐渐降低，生长受到抑
制．其具体机制还需进一步验证．以上试验结果都表
明，接种 ＡＭＦ 可以缓解镉对植物的胁迫，并且接种
摩西斗管囊霉的缓解作用均优于接种根内根孢囊
霉，芦苇对镉胁迫的耐性优于狼尾草，摩西斗管囊霉
＋芦苇组合的抗镉胁迫效应显著优于其他组合．
重金 属 在 植 物 体 内 的 分 布 趋 向 于 根 系 积

累

［４２－４３］

．本试验发现，镉在植株地上部茎叶内含量

较少，根系内含量相对较高；接种 ＡＭＦ 抑制了芦苇
和狼尾草根系镉向地上部的转移作用，增加了根系
对镉的富集能力，减少了镉对植物茎叶的毒害作用．
芦苇和狼尾草根系对重金属镉均有较强的滞留效
应，接种摩西斗管囊霉处理可降低植物镉转移系数，

６期

宁楚涵等： 丛枝菌根真菌促进湿地植物对污染水体中镉的吸收

增加镉富集系数，增强植物对污染水体修复作用效
果最佳．芦苇地上部和根系对重金属镉的吸收量均
高于狼尾草，且芦苇的转移系数低于狼尾草，富集系
数高于狼尾草．
此外，笔者观测到随镉浓度增加，无论接种与

［６］

否，植 株 地 上 和 根 系 内 镉 含 量 均 增 加， 虽 然 接 种
ＡＭＦ 处理降低了镉转移系数，但地上部镉含量仍显
著高于对照，而此时接种 ＡＭＦ 处理的植株生长良

［７］

好，并未表现出严重的毒害症状． 这可能与 ＡＭＦ 本
身或其刺激植物合成一些次生代谢物质，以螯合有

毒金属离子、减轻毒害有关． 因此，今后可进一步测
定植株地上部镉的形态和含量，以及其对植物代谢

［８］

的影响，以验证本推论．

综上所述，摩西斗管囊霉 ＋ 芦苇组合是本试验

条件下的最优组合，对水体中低、中浓度镉污染的耐

［９］

性最强，对污染水体中镉的吸收和富集能力最佳．研
究 ＡＭＦ 是否会提高湿地植物抗污染能力，对湿地污
染的生物治理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４４］

．本试验是

［１０］

人工模拟湿地条件，未来研究应向实际环境转移，为
ＡＭＦ 联合湿地植物富集污染水中的重金属提供更
切实的依据．由于该试验仅涉及两种湿生植物及两

种 ＡＭＦ，所得结论相对有限． 若要进一步推广 ＡＭＦ⁃

［１１］

湿地植物在修复重金属污染水中的应用，应扩大研

究范围及思路，考虑多种 ＡＭＦ 菌剂与湿地植物组合
的修复方案．

［１２］

参考文献
［１］

［２］

［３］

［４］

［５］

Ｈｕａｎｇ Ｙ， Ｃｈｅｎ Ｑ， Ｄｅｎｇ Ｍ， ｅｔ ａｌ．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ｏｉｌｓ ｉｎ ａ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ｐｅｒｉ⁃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８， ２０７： １５９－１６８
Ｌｉｕ Ｊ， Ｗａｎｇ Ｐ， Ｗａｎｇ Ｃ， ｅｔ ａｌ．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ｓ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ｉｎ Ｔａｉｈｕ Ｌａｋｅ， Ｃｈｉｎ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７， ２４： １－１４
Ｍａｉｅｒｙｅｍｕ Ｙ （麦尔耶姆·亚森）， Ｍａｍａｔ Ｓ （买买提·
沙吾提） ， Ｎｉｇｅｌａ Ｔ （ 尼格拉 · 塔什甫拉提） ， ｅｔ 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ｔｓ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ｓ ｉｎ Ｕｇａｎ⁃Ｋｕｑａ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ｏｆ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 农业工程学报） ， ２０１７， ３３ （ ２０） ：
２２６－２３３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ｌａｎｉｒａｎ ＡＯ， Ａｄｈｉｋａ Ｂ， Ｂａｌａｋｒｉｓｈｎａ Ｐ． Ｂｉｏ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ｓ ｉｎ ｓｏｉ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ｂｉｏｄｅｇｒａｄ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ａｎｄ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３， １４： １０１９７－１０２２８
Ｙａｂａｎｌｉ̇ Ｍ， Ｙｏｚｕｋｍａｚ Ａ， Ｓｅｌ 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ａｃｃｕｍｕ⁃
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ｖｅｓ， 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ｒｏｏ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ｓｕｂ⁃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２０６９

ｍｅｒｇｅｄ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ｔｅ Ｍｙｒｉ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ｓｐｉｃａｔｕｍ Ｌ． （ Ｈａｌｏｒａ⁃
ｇａｃｅａｅ） ：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Ｋａｄｉｎ Ｃｒｅｅｋ （ Ｍｕｇｌａ， Ｔｕｒ⁃
ｋｅｙ ） ． Ｂｒａｚｉｌｉａｎ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ｙ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４， ５７： ４７－５２
Ｗａｎｇ Ｘ， Ｌｉ Ｘ， Ｍａ Ｒ， ｅｔ ａｌ． 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ｃａｄｍｉｕｍ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ａｄｄｙ ｆｉｅｌｄｓ ｉｎ ａ ｃｏｕｎ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
ｌｕｔｉｏｎ， ２０１８， ２３６： ３６６－３７２
Ｚｈａｎｇ Ｘ， Ｌｉ Ｘ， Ｙａｎｇ Ｈ， ｅｔ ａｌ．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ｐｈｙｔｏ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ｌｅａｄ ａｎｄ ｃａｄｍｉｕｍ ｐｏｌｌｕ⁃
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Ｍｕｃｏｒ ｃｉｒｃｉｎｅｌｌｏｉｄ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ｉｃｈｏｄｅｒｍａ ａｓｐｅｒｅｌ⁃
ｌｕｍ． Ｅｃｏ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２０１８， １５７：
２１－２８
Ｖａａｒｉｏ ＬＭ， Ｐｅｎｎａｎｅｎ Ｔ， Ｌｕ Ｊ， ｅｔ ａｌ． Ｔｒｉｃｈｏｌｏｍａ ｍａｔ⁃
ｓｕｔａｋｅ ｃａｎ ａｂｓｏｒｂ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 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ｆｒｏｍ ｒｏｃｋ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ｉｒｏ． 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 ２０１５， ２５：
３２５－３３４
Ｗｕ Ｊ⁃Ｔ （ 吴洁婷） ． 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
ｎｉｓｍ ｏｆ Ｃｏｐｐ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ＡＭＦ
Ｓｙｍｂｉｏｓｉ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ｈＤ Ｔｈｅｓｉｓ． Ｈａｒｂｉｎ： Ｈａｒｂ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５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ｈｉ ＺＹ， Ｍｉｃｋａｎ Ｂ， Ｆｅｎｇ Ｇ， Ｃｈｅｎｅ ＹＬ． Ａｒｂｕｓｃｕｌａｒ
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 ｆｕｎｇｉ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ｐｌａ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ｓｅｒｔ ｅｐｈｅｍｅｒａｌ Ｐｌａｎｔａｇｏ ｍｉｎｕｔａ ｕｎｄｅｒ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ｒｉｄ Ｌａｎｄ，
２０１５， ７： ４１４－４２０
Ｃａｒｒｅｎｈｏ Ｒ， Ａｌｖｅｓ ＬＤＪ， Ｓａｎｔｏｓ ＩＤＳ． Ａｒｂｕｓｃｕｌａｒ Ｍｙｃｏｒ⁃
ｒｈｉｚａｌ Ｆｕｎｇｉ，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ｓ ａｎｄ Ｒｅｈａ⁃
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ｂａｎｄｏｎｅｄ Ｍｉｎｅ Ｌａｎｄｓ．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２０１８
Ｃｈａｔｕｒｖｅｄｉ Ｒ， Ｆａｖａｓ Ｐ， Ｐｒａｔａｓ Ｊ， ｅｔ 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ｒｂｕｓｃｕｌａｒ 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 ｆｕｎｇｉ ｏｎ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ｍｅｌｏｎｇｅｎａ Ｌ． ｇｒｏｗｎ ｕｎｄｅｒ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 ｌｏｉｄ）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 ｓｏｉｌ． Ｅｃｏ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ａｆｅ⁃
ｔｙ， ２０１８， １４８： ３１８－３２６
Ｂｉｓｓｏｎｎｅｔｔｅ Ｌ， Ｓｔａｒｎａｕｄ Ｍ， Ｌａｂｒｅｃｑｕｅ Ｍ． Ｐｈｙｔｏｅｘｔｒａｃ⁃
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ｓ ｂｙ ｔｗｏ Ｓａｌｉｃａｃｅａｅ ｃｌｏｎｅｓ ｉｎ ｓｙｍｂｉｏ⁃
ｓｉｓ ｗｉｔｈ ａｒｂｕｓｃｕｌａｒ 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 ｆｕｎｇｉ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ｙｅａｒ ｏｆ ａ ｆｉｅｌｄ ｔｒｉ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２０１０， ３３２： ５５－６７
Ｚｈａｎｇ Ｙ， Ｈｕ Ｊ， Ｂａｉ Ｊ， ｅｔ ａｌ． Ａｒｂｕｓｃｕｌａｒ 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
ｆｕｎｇｉ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 ｔｈｅ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ｏｎ 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
（ Ｈｅｌｉａｎｔｈｕｓ ａｎｎｕｕｓ Ｌ．） ｐｌａｎｔｓ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ｏｎ ａ ｈｅａｖｉｌｙ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 ｆｉｅｌｄ ｓｏｉｌ ａｔ ａ ＷＥＥＥ⁃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１８ｂ， ６２８： ２８２－２９０
Ｓｕｎ Ｈ， Ｘｉｅ Ｙ， Ｚｈｅｎｇ Ｙ，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ｂｙ
ａｒｂｕｓｃｕｌａｒ 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 ｆｕｎｇｉ ｏｆ ｔｈｅ Ｃｄ 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ｅｎｅｒｇ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ｆｉｖｅ ｓｗｉｔｃｈｇｒａｓｓ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ｉｎ Ｃｄ⁃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 ｓｏｉｌ． ＰｅｅｒＪ， ２０１８， ６： ４４１４－
４４２５
Ｒｅｎ Ｊ （ 任 珺） ， Ｔａｏ Ｌ （ 陶 玲） ， Ｙａｎｇ Ｑ （ 杨
倩） ， ｅｔ ａｌ．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ｄ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ｆｏｒ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Ａｃｏｒｕｓ ｃａｌａｍｕｓ ａｎｄ Ｓｃｉｒｐｕｓ ｔａｂｅｒ⁃
ｎａｅｍｏｎｔａｎｉ．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 农业
环境科学学报） ， ２０１０， ２９（ ９） ： １７５７－ １７６２ （ ｉｎ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Ｗａｎｇ Ｑ⁃Ｈ （ 王庆海） ， Ｄｕａｎ Ｌ⁃Ｓ （ 段留生） ， Ｗｕ Ｊ⁃Ｙ
（ 武菊英） ， ｅｔ 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ｖｉｔ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ｒｅｍｏｖａｌ

２０７０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应

用

生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 应用生态学报） ，
２００８， １９（５） ： １１３１－１１３７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ｋｍｕｋｈａｎｏｖａ ＮＲ， Ｚａｙａｄａｎ ＢＫ， Ｓａｄｖａｋａｓｏｖａ ＡＫ， ｅｔ
ａｌ．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ｅ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ｐｕｒｉｆｙ ｓｅｗａｇｅ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ｉｏｎｓ．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８， ６５： １４３－１４９
Ｚｈｏｎｇ Ｚ⁃Ｍ （ 钟珍梅） ， Ｈｅ Ｂ⁃Ｌ （ 何波澜） ， Ｈｕａｎｇ Ｑ⁃Ｌ
（ 黄勤楼） ，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Ｐ．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ｕｍ × Ｐ． ｐｕｒ⁃
ｐｕｒｅｕｍ ｔｏ Ｃ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ｓｌｕｒ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ｄ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安全与环境学报） ，
２０１６， １６（１） ： ２４５－２４９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ｎ Ｈ （ 林 海） ， Ｌｉｕ Ｊ⁃Ｆ （ 刘俊飞） ， Ｌｉｕ Ｌ⁃Ｌ （ 刘璐
璐） ， ｅｔ ａｌ．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Ａｃｏｒｕｓ ｃａｌａｍｕｓ
ａｎｄ ｒｅ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 工
程科学 学 报） ， ２０１７， ３９ （ ７） ： １１２３ － １１２８ （ ｉｎ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Ｌｉｕ Ｒ⁃Ｊ （ 刘润进） ， Ｃｈｅｎ Ｙ⁃Ｌ （ 陈应龙） ． 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ｏ⁃
ｌｏｇ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ａｋｅｒ ＡＪＭ， Ｂｒｏｏｋｓ ＲＲ．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ｈｙｐｅｒ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ｈｙｔ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Ｂｉｏ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１９８９， １： ８１－１２６
Ｎａｙｕｋｉ Ｋ， Ｃｈｅｎ Ｂ， Ｏｈｔｏｍｏ Ｒ， ｅｔ ａｌ．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ｏｆ ｃａｄｍｉｕｍ ｉｎ ｒｅｓ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ｒｂｕｓｃｕｌａｒ 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ｓ
ｕｓｉｎｇ ｓｙｎｃｈｒｏｔｒｏｎ ｍｉｃｒｏ Ｘ⁃ｒａｙ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Ｍｉｃｒｏｂｅｓ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２０１４， ２９： ６０－６６
Ｊｏｎｅｒ ＥＪ， Ｂｒｉｏｎｅｓ ＲＲ， Ｌｅｙｖａｌ Ｃ， ｅｔ ａｌ． Ｍｅｔａｌ⁃ｂｉｎｄ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ａｒｂｕｓｃｕｌａｒ 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 ｍｙｃｅｌｉｕｍ． Ｐｌａ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２０００， ２２６： ２２７－２３４
Ｃｈｅｎ Ｂ⁃Ｄ （ 陈保冬） ， Ｓｕｎ Ｙ⁃Ｑ （ 孙玉青） ， Ｚｈａｎｇ Ｘ
（ 张 莘） ， ｅｔ ａｌ．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 ｆｕｎｇｉ．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
ｅｎｃｅ （ 环境科学） ， ２０１５， ３（ １） ： １１２３－１１３２ （ ｉｎ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Ｗｕ Ｓ， Ｚｈａｎｇ Ｘ， Ｓｕｎ Ｙ， ｅｔ ａｌ． Ｃｈｒｏｍｉｕｍ ｉｍｍｏｂｉ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ｂｙ ｅｘｔｒａ⁃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ａｒａｄｉｃａｌ ｆｕｎｇ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ａｒｂｕｓ⁃
ｃｕｌａｒ 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 ｓｙｍｂｉｏｓ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Ｍａｔｅ⁃
ｒｉａｌｓ， ２０１６， ３１６： ３４－４２
Ｌｉ Ｑ⁃Ｌ （ 李秋玲） ， Ｌｉｎｇ Ｗ⁃Ｔ （ 凌婉婷） ， Ｇａｏ Ｙ⁃Ｚ （ 高
彦征 ） ， ｅｔ ａｌ． Ａｒｂｕｓｃｕｌａｒ 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 ｂｉｏ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
ｓｏｉｌ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 应用生态学
报） ， ２００６， １７（１１） ： ２２１７－２２２１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Ｚｕ Ｙ⁃Ｑ （ 祖艳群） ， Ｌｕ Ｘ （ 卢 鑫） ， Ｚｈａｎ Ｆ⁃Ｄ （ 湛方
栋），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
ｎｉｓｍ ｏｆ ａｒｂｕｓｃｕｌａｒ 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 ｆｕｎｇｉ ｉｎ ｐｈｙｔｏ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 ｓｏｉｌ． Ｐｌａｎｔ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Ｊｏｕｒ⁃
ｎａｌ （ 植物生理学报） ， ２０１５， １０（ １） ： １５３８－ １５４８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ｔｕｎａ Ｏ， Ｓǎｒǎţｅａｎｕ Ｖ， Ｄｕｒǎｕ ＣＣ．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ｒｂｕｓ⁃
ｃｕｌａｒ 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ｅ （ ＡＭ） 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ｌａ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ｌａｎｔａｇｏ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ｏｏ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
ｔｕｒｅ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１３， １１：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
Ｃｈｅｎ Ｘ （ 陈 雪） ， Ｚｈｅｎｇ Ｚ⁃Ｘ （ 郑志鑫） ， Ｓｈｉ Ｑ （ 石
青） ，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ＭＦ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ｎ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态

学

［３１］

［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报

３０ 卷

Ｐｂ ａｎｄ Ｃｄ ｉｎ ｓｏｉ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ｕｎｇ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菌物研
究） ， ２０１７， １５（１） ： ３３－３８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ｕａｎｇ Ｊ （ 黄 晶） ， Ｌｉｎｇ Ｗ⁃Ｔ （ 凌 婉 婷） ， Ｓｕｎ Ｙ⁃Ｄ
（孙艳娣）， ｅｔ 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ａｒｂｕｓｃｕｌａｒ 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 ｆｕｎｇｉ
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ｕｐｔａｋｅ ｏｆ ｃａｄｍｉｕｍ ａｎｄ ｚｉｎｃ ｂｙ ａｌｆａｌｆａ
ｉｎ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 ｓｏｉ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 农业环境 科 学 学 报） ， ２０１２， ３１ （ １） ： ９９ － １０５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ｅｎ Ｂ． 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Ｐ ｕｐｔａｋｅ ａｎｄ Ｃｄ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ｓｔ ｐｌａｎｔ ｖａｒｙ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Ｍ ｆｕｎ⁃
ｇ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Ｓｏｉ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Ｐｌａｎｔ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２０１５， ６１：
３５９－３６８
Ｚｈａｎｇ Ｘ⁃Ｓ （ 张晓松） ， Ｍｅｎｇ Ｘ⁃Ｙ （ 孟祥英） ， Ｗａｎｇ Ｗ
（ 王 薇） ，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ｒｂｕｓｃｕｌａｒ 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 ｆｕｎｇｉ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ｒｙｅｇｒａｓｓ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ｉｎ ｃａｄｍｉｕｍ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
ｓｏｉｌｓ． Ｓｏｉｌｓ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中国土壤
与肥料） ， ２０１５， ６（１） ： １２２－１２７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ａｎｇ Ｋ⁃Ｙ （ 王凯渊） ， Ｊｉａｎｇ Ｙ⁃Ｙ （ 蒋园园） ， Ｓｏｎｇ Ｗ⁃Ｊ
（ 宋文俊） ，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ＭＦ
ａｎｄ Ｃｄ ｏｎ ｍｕｌｂｅｒｒｙ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Ｍｙ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ａ （ 菌 物 学 报 ） ，
２０１７， ３６（７） ： ９９６－１００９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ａｏ Ｍ．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ｏｆ ａｒｂｕｓｃｕｌａｒ 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
ｓｙｍｂｉ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５， ４： ６４－７５
Ｌｉ Ｙ⁃Ｊ （ 李元敬） ， Ｌｉｕ Ｚ⁃Ｌ （ 刘智蕾） ， Ｈｅ Ｘ⁃Ｙ （ 何兴
元） ， ｅｔ ａｌ．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 ａｎｄ 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ｂｕｓｃｕｌａｒ 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 ｓｙｍｂｉｏｓｉ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应用生态学报）， ２０１４， ２５（３）： ９０３－
９１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 Ｍ （ 李 敏） ， Ｃｈｅｎ Ｌ （ 陈 琳） ， Ｘｉａｏ Ｙ （ 肖
燕） ，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ｒｂｕｓｃｕｌａｒ 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 ｏｎ ａｂｓｏｒｐ⁃
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ｏｆ Ｓｐａｒｔｉｎａ ａｌｔｅｒｎｉｆｌｏｒａ
ａｎｄ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 生态学
报） ， ２００９， ２９（７） ： ３９６０－３９６９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ｕｐｔａ ＧＰ， Ｋｕｍａｒ Ｂ， Ｓｉｎｇｈ Ｓ， ｅｔ ａｌ． Ｕｒｂａ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
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ｒｊｕｎ （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ｉａ ａｒｊｕｎａ ） ｐｌａｎｔ 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 Ｄｅｌｈｉ．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５， ３１：
５２４－５３８
Ｓｈｕｋｌａ ＵＣ， Ｓｉｎｇｈ Ｊ， Ｊｏｓｈｉ ＰＣ，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ｂｉｏａｃｃｕ⁃
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ｄｍｉｕｍ ｏｎ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ｂｉ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ａｃｒｏｍｏｌｅ⁃
ｃｕｌｅｓ ｏｆ ｗｈｅａｔ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３， ９２： ２５７－２７３
Ｚｅｎｇｉｎ ＦＫ， Ｍｕｎｚｕｒｏｇｌｕ Ｏ．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ｏｍｅ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ｓ
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ｐｒｏ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ｉｎ ｂｅａｎ （ Ｐｈａｓｅｏｌｕｓ ｖｕｌｇａｒｉｓ）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Ａｃｔａ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 Ｃｒａｃｏｖｉｅｎｓｉａ， ２００５， ４７： １５７－１６４
Ｌｉ Ｂ⁃Ｗ （ 李 博 文 ） ， Ｈａｏ Ｊ⁃Ｍ （ 郝 晋 珉 ）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ｉ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ａｄｍｉｕｍ， ｌｅａｄ ａｎｄ ｚｉｎｃ ｏｎ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ｓｏｉｌｓ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ｓｅ ｍｅｔａｌ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ｅｂｅｉ （ 河 北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 ，
２００２， ２５（１） ： ７４－７６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ａｎｇ Ｃ⁃Ｊ （ 王春景） ， Ｙａｎｇ Ｈ⁃Ｊ （ 杨海军） ， Ｌｉｕ Ｇ⁃Ｊ
（ 刘 国 经） ，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Ｚｉｚａｎｉａ 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ａ ａｎｄ Ａｃｏｒｕｓ ｃａｌａｍｕｓ ｉｎ

６期

［４３］

［４４］

宁楚涵等： 丛枝菌根真菌促进湿地植物对污染水体中镉的吸收
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 ｗａｔｅ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 （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 ２００７， １６（ １） ： ４０－ ４４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ａｎ Ｚ⁃Ｐ （ 韩志萍） ， Ｈｕ Ｘ⁃Ｂ （ 胡晓斌） ， Ｈｕ Ｚ⁃Ｈ （ 胡
正海） ． Ｐｈｙｔｏ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ｒｃｕｒｙ ａｎｄ ｃａｄｍｉｕｍ ｐｏｌ⁃
ｌｕｔｅ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ｂｙ Ａｒｕｎｄｏ ｄｏｎ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应用生态学报）， ２００５， １６（５）： ９４５－
９５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Ｙａｎ Ｊ⁃Ｚ （ 鄢 金 灼） ， Ｗｕ Ｆ⁃Ｓ （ 武 发 思） ， Ｆｅｎｇ Ｈ⁃Ｙ
（ 冯虎元）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ｗｅｔｌａｎｄ

２０７１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ｒｂｕｓｃｕｌａｒ 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 ｆｕｎｇｉ （ ＡＭＦ ） ． Ａｃｔａ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 Ｂｏｒｅａｌｉ⁃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ｉａ Ｓｉｎｉｃａ （ 西北植物学报） ，
２００８， ２８（４） ： ８３６－８４２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作者简介 宁楚涵，女，１９９５ 年生，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植
物共生 菌 物 多 样 性 及 其 抑 菌 促 生 作 用 的 研 究． Ｅ⁃ｍａｉｌ：
７９２１９０１８＠ ｑｑ．ｃｏｍ
责任编辑

肖

红

封面说明
封面图片由程建伟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拍摄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毛登牧场附近的锡林郭勒草

原．锡林郭勒草原是我国境内最有代表性的温带草原，也是欧亚大陆草原区亚洲东部草原亚区保存
比较完整的原生草原部分，属于温带半干旱大陆性气候．植被属于典型草原，优势植物种为克氏针
茅（ Ｓｔｉｐａ ｋｒｙｌｏｖｉｉ） 、羊草（ Ｌｅｙｍ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和糙隐子草（ Ｃｌｅｉｓｔｏｇｅｎｅｓ ｓｑｕａｒｒｏｓａ） 等，具有草原生物群落
的基本特征，并能全面反映内蒙古高原典型草原生态系统的结构和生态过程．目前，区内已发现种
子植物 ７４ 科 ２９９ 属 ６５８ 种，苔藓植物 ７３ 种，大型真菌 ４６ 种，其中药用植物 ４２６ 种，优良牧草 １１６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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