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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环芳烃（PAHs）污染土壤中接种平滑
白蛋巢菌对蒿柳光合作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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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虽然已有研究表明植物-白腐真菌联合修复是一种更高效的多环芳烃（PAHs）污染土壤修复策略，但由于该
策略的作用机理尚不清楚，其在土壤修复实践中的应用前景仍存有疑问。光合作用不仅是植物生长发育的基础，也影响
根系分泌物的释放水平，进而影响根际微生物的生长和土壤中 PAHs 的降解。基于此，我们研究了 PAHs 污染土壤中接
种白腐真菌对植物光合作用的影响。【方法】在温室中设置了 PAHs 污染土壤的盆栽修复实验，以蒿柳做为植物修复材
料，选取光合色素含量、气体交换参数的光响应曲线和叶绿素荧光参数做为蒿柳的光合生理指标，探究了 PAHs 污染土壤
中接种白腐真菌对蒿柳光合作用的影响。【结果】PAHs 污染土壤中接种白腐真菌对蒿柳光合色素含量、净光合速率（Pn）、
蒸腾速率（Tr）、最大光化学效率（Fv/Fm）、光系统Ⅱ（PSⅡ）潜在活性（Fv/F0）等指标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降低了叶片的
气孔导度（Gs）、胞间 CO2 浓度（Ci）、非光化学淬灭（NPQ）和光化学淬灭（qP）参数。不同的接种方法能改变 Gs、Tr 的光响
应曲线的变化趋势。此外蒿柳-白腐真菌联合修复显著提高了土壤菲（PHE）、芘（PYR）的去除率。【结论】PAHs 污染土壤
中，白腐真菌能提高蒿柳的光合能力和蒸腾效率，促进土壤 PHE 和 PYR 的去除，这对揭示植物−白腐真菌联合修复的作
用机理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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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Although the study has shown that plant-white rot fungi (WRF) combined
remediation is a more efficient remediation strategy for PAHs-contaminated soil, the mechanism of this
strategy is still unclear, and its application prospects remain questionable. Photosynthesis is the basis of plant
growth and development, and it affects the release level of root exudates, which in turn alters the growth of
rhizosphere microorganisms and the degradation of soil-borne PAHs. Based on this, for the first time,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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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reported the effects of WRF inoculation on photosynthesis of Salix viminalis cultivated in PAHscontaminated soil. [Method] In this study, a pot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in greenhouse for
bioremediation of PAHs-contaminated soils and S. viminalis was used as phytoremediation materials.
Photosynthetic pigment content, light response curve of gas exchange parameters and chlorophyll
fluorescence parameters were selected as the photosynthetic physiological indexes of S. viminalis and the
effects of WRF inoculation on the photosynthesis of S. viminalis were reported. [Result]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noculated WRF positively promoted photosynthetic pigment content, net photosynthetic rate (Pn)
and transpiration rate (Tr), maximum photochemical efficiency (Fv/Fm), potential activity of PSII (Fv/F0) of
S. viminalis, but reduced their stomatal conductance (Gs) and intercellular CO2 concentrations (Ci), nonphotochemical quenching (NPQ) and photochemical quenching (qP). Different inoculation methods changed
variation trend of light response curve of Gs and Tr. Besides, the combination of S. viminalis and WRF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removal rate of soil-borne phenanthrene and pyrene. [Conclusion] In this study,
WRF increases the photosynthetic rate and transpiration efficiency of S. viminalis, enhances the removal of
soil-borne PHE and PYR. In general, our study is significant to reveal the mechanism of plant-WRF
combined remediation.
Key words: Salix viminalis; white-rot fungi (WRF); photosynthesis; PAHs-contaminated soil

多 环 芳 烃 （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分泌物的释放水平，进而影响根际微生物的生长和

PAHs）是一类具有致癌、致畸、致突变效应的有机污

土壤中 PAHs 的降解。通常木本植物生物量大、根系

染物，可在水体、土壤或沉积物中积累，进入食物链

发达，其碳释放量（35%）要高于多数植物的平均水

中并通过富集作用对人类健康产生极大威胁

，这

平 [16]，因而是植物和降解菌联合修复策略中更加理

些事实促使研究人员想方设法从自然环境中清除它

想的植物选择。木本植物蒿柳（Salix viminalis）对污

们。在 PAHs 污染修复的诸多方法中，生物修复具有

染物的富集或去除能力强，其生长迅速、轮伐期短、

绿色环保、成本低、可大面积应用等优点[3−4]，是目前

矮林作业容易，在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等各类污染

最具潜力的修复方法之一。一般来说，PAHs 的环数

的植物修复领域已有研究和应用[17−22]。研究表明，盆

越高，其化学结构越稳定、疏水性越高，利用生物吸

栽实验中蒿柳能强力去除土壤中的菲、蒽、荧蒽、芘

收和降解越是困难

。白腐真菌是 PAHs 降解真

等多种 PAHs [23−24]。基于此，本研究以蒿柳为研究对

菌，其分泌的木质素酶是胞外酶且底物专一性低，能

象，采用两种不同的接种方式将白腐真菌接种于栽

在土壤环境中广泛分散并通过氧化作用催化自由基

有蒿柳的 PAHs 污染土壤中，选取光合色素含量、气

的形成，使 PAHs 的共价键不稳定，从而提高各环数

体交换参数的光响应曲线和叶绿素荧光参数做为蒿

PAHs 的生物可利用性

。然而诸多报道提及了利

柳的光合生理指标，首次研究了 PAHs 污染土壤中

用白腐真菌原位降解 PAHs 未能达到控制实验的效

接种白腐真菌对蒿柳光合作用的影响，以期为植

果

。近来 García-Sánchez 等人 研究发现，在玉

物−白腐真菌联合修复的作用机理研究，进而为开拓

米（Zea mays）的根际污染土壤中接种平滑白蛋巢菌

植物和白腐真菌在 PAHs 污染土壤生物修复中的应

（Crucibulum laeve，一种白腐真菌）能显著提高土壤

用提供理论依据。

PAHs 的降解率，但是由于植物−白腐真菌联合修复

1 材料和方法

[1−2]

[5−7]

[8−9]

[10−13]

[4]

的作用机理尚不清楚，该方法在土壤修复实践中的
应用前景仍存有疑问。

1.1

土壤的采集及人工污染

植物从土壤中吸收和提取 PAHs 的能力有限，

实验土壤取自北京市昌平区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实

但它们能促进根际土壤环境中 PAHs 的降解，这是

验基地（40°10′59″ N、116°27′21″ E），在土层 0 ~ 20 cm

植物和根际微生物相互协作的结果

。据报道，植

深度范围内取样。该地土壤是中国北方常见的黄褐

物利用约 20% 的光合产物合成有机分子并以根系

色土，土壤质地为中黏土。所取土壤于实验室室温

分泌物的形式释放到土壤中

下晾干，过 2 mm 网筛。土壤的部分理化性质如下：

[14]

。高碳释放量有利于

[15]

提高包括 PAHs 降解菌在内的根际微生物的生长，

pH 8.7， 阳 离 子 交 换 量 23.1 cmol/kg， 有 机 质 20.1

高碳释放量植物对 PAHs 降解菌的富集能力更高[16]。

g/kg， 总 氮 972.0 mg/kg， 菲 （ PHE） 36.6 μg/kg， 芘

光合作用不仅是植物生长发育的基础，还影响根系

（ PYR） 17.4 μg/kg， 苯 并 （ a） 芘 （ BaP） 28.5 μ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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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R2：将真菌接种物直接混入土壤的同时移栽
蒿柳。

2 000 μg/kg 的含量，土壤 PAHs 背景值较低可忽略）

应用于污染土壤的真菌接种物或大麦种子剂量

混合液并置于通风柜中，待丙酮完全挥发后，将污染

为 0.6:10（w/w）。土壤水分保持在 60% 的田间持水

土壤和剩余 90% 无污染土壤均匀混合，装入塑料箱

量，需要定期称量，并添加蒸馏水。实验每周随机改

中置于室温下老化 6 周，再次过 2 mm 网筛并测定

变聚丙烯盆位置 1 次，定期观察记录蒿柳的生长情

PAHs 含量。老化后的土壤随机取 3 份样品，测得

况，在实验第 30 天用螺旋状取土钻从各处理的土壤

PHE、PYR、BaP 含量分别为（2 200.2 ± 41.1）μg/kg、

剖面中抽取 5 个小样本，将小样本的土壤混合后过

（2 643.7 ± 61.7）μg/kg、（1 386.8 ± 41.5）μg/kg。

2 mm 网筛，低温干燥后对土壤 PAHs 含量进行测

1.2 植物育苗和真菌接种物制备

定，每个处理均有 3 个重复。此时 P 与 PMR 处理的

剪取种植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苗圃的同株蒿

土壤 PHE、PYR、BaP 含量呈现显著差异（P < 0.05），

柳（引种自中国科学院沈阳生态所植物园）的 1 年生

选取植物叶片进行光合生理指标的测定。

枝 条 ， 按 直 径 （ 1.0 ± 0.2） cm 的 规 格 ， 在 水 中 剪 成

1.4

土壤 PAH 含量的定量分析

12 cm 长插条，随后将插条插入清水中吸足水分，将

PAH 含量的分析参照 García-Sánchez 等人 [4] 的

插条扦插于营养钵中。栽培基质的草炭土：珍珠岩

方法并做修改。首先对 15 g 土壤样品用超声波提取

为 6∶1（v/v），定时浇水。发芽后在温室中继续培养

法提取，将提取液与去离子水混合，并在相分离后

约 5 周，选择长势良好，株高均值（18.52 ± 1.16）cm，

用 Sep-Pak 硅胶柱清洁并通过旋转真空蒸发浓缩。

地径均值（1.81 ± 0.11）mm 的蒿柳扦插苗用于实验。

随后使用 Agilent HP 7890 气相色谱仪对 PHE、PYR、

本研究使用的白腐真菌为平滑白蛋巢菌，基于

BaP 的含量进行检测，该色谱仪连接到 Agilent HP

研究报道其在 PAHs 污染土壤中定殖能力强、生长

5975 C 惰性质量选择检测器（GC/MSD，7890/ 5975

繁殖迅速

。真菌菌种购自中国普通微生物菌种保

C，Agilent Technologies，美国）。检测方法参照 Fellet

藏管理中心（北京），所得菌种接种到麦芽提取物培

等人[27] 的报道。所有 PAHs 的含量均基于土壤干质

养基上，24 ℃ 下静置培养 2 周获取新鲜的接种物。

量呈现。

按照 Reina 等人[26] 描述的方法进行固态发酵并做修

1.5

[4,25]

光合色素含量

改。利用大麦（Hordeum vulgare）种子做为白腐真菌

随机选取 4 株蒿柳的中上部叶，去主脉后剪成

的纤维素基质载体，在 1 000 mL 锥形瓶中加 72 g 大

0.3 cm × 0.3 cm 大小。称 0.2 g 叶片置于试管中，用

麦种子和 120 mL 无菌水，高压灭菌，随后将 4 个真

80% 的丙酮溶液定容至 20 mL，黑暗浸提 48 h 后，测

菌琼脂板在 80 mL 无菌水（55% ，v/w）中匀浆，取

定 663、645 和 470 nm 处的吸光度，依照 Arnon[28] 的

40 mL 接种到大麦培养基，在 24 ℃ 下静置培养 4

方法计算叶绿素 a、叶绿素 b、类胡萝卜素和总光合

周，获取真菌接种物。

色素的含量。

1.3 盆栽实验

1.6

气体交换参数的光响应曲线绘制

PAHs 污染土壤修复实验在中国林业科学研究

每个处理随机选取 4 株蒿柳的中上部叶片，选

院温室中进行，温室温度 20 ~ 28 ℃，14 h/10 h 的光/

择在晴朗天的 09:00—11:00，用便携式光合测定仪

暗周期。取一系列完全相同的聚丙烯盆，总容积为

Li-Cor 6400 进行气体交换参数测定。测定前将植株

5 L，每盆中单独堆放约 5 kg 污染土壤，设置 4 种修

转 移 到 光 下 活 化 20 min， 调 节 叶 室 温 度 为 26 ℃，

复策略。

CO2 浓度设置为环境 CO2 浓度。将光合有效辐射

NA：自然衰减（不额外引入生物，利用土壤自身
的净化能力去除 PAHs）；
M： 真 菌 强 化 （ 将 大 麦 种 子 混 入 土 壤 中 ， 接 种
0.05 g/盆平滑白蛋巢菌接种物）；

（ PAR） 梯 度 由 高 到 低 设 置 为 2 000、 1 500、 1 200、
960、840、720、600、480、360、240、120、0 μmol/（m2∙s）
共 12 个梯度，测定不同 PAR 所对应的净光合速率
（Pn）、气孔导度（Gs）、胞间二氧化碳浓度（Ci）和蒸腾

P：植物修复（土壤中种植蒿柳）；

速率（Tr），叶室内叶片长度为 3 cm，叶室两头及中间

PMR：植物−真菌联合修复（土壤中种植蒿柳，并

叶宽用直尺测定，叶片面积按两个梯形计算。每个

接种白腐真菌）。

梯度下控制测定时间为 180 s，绘制各气体交换参数

PMR 的实施过程中使用两种真菌接种方法：

的光响应曲线（Pn - PAR 曲线等）。

PMR1：将大麦种子混入土壤中并移栽蒿柳，接

1.7

种 0.05 g/盆平滑白蛋巢菌接种物；

叶绿素荧光参数测定

使用 Fluor Pen FP 100 手持式叶绿素荧光仪（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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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澳作生态仪器有限公司）在日落后（19:00—21:00）

处理下土壤 PHE 含量分别降低了 51.5%、49.2%，明

叶片暗适应 30 min 后测定蒿柳中上部叶片，读取最

显高于 P 处理的 16.5%（P < 0.05）。PMR1、PMR2 处

大光化学效率（Fv/Fm）、PSⅡ潜在活性（Fv/F0）、非光

理下土壤 PYR 含量分别降低了 44.6%、51.3%，明显

化学淬灭系数（NPQ）和光化学淬灭系数（qP）等叶绿

高于 P 处理的 9.9%（P < 0.05）。PMR1 和 PMR2 处

素荧光参数，每个处理均检测 4 个叶片。

理下土壤 BaP 含量分别降低了 38.9%、23.5%，明显

1.8 统计分析

高于 P 处理的 15.5%（P < 0.05）。

各处理中测定的土壤 PAHs 含量和蒿柳的光合

2.2

各处理下蒿柳光合色素含量比较

生理指标数据均采用 SPSS 18.0 软件对各指标数据

由 图 1 可 知 ， PMR1、 PMR2 处 理 下 的 蒿 柳 较

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和 Tukey 检验（P <

P 处理叶绿素 a 的含量显著增加（P < 0.05），分别增

0.05）。用 Origin 8.5 进行绘图。

加了 48.9% 和 76.8%，叶绿素 b 和类胡萝卜素含量

2 结果与分析

略有增加但差异不显著；PMR1 与 PMR2 处理的蒿

2.1

柳 3 种色素含量差异均不显著。总叶绿素含量方

各 PAHs 污染土壤修复处理对土壤 PAHs 含量

的影响

面，PMR2 相比 P 处理显著增加了蒿柳的总光合色
素含量（P < 0.05），增幅为 49.6%；PMR1 较 P 处理增

由表 1 可知，各处理下土壤 PHE、PYR、BaP 含量较
初始含量均明显降低（P < 0.05），其中 PMR1、PMR2
表1

加 了 蒿 柳 的 总 光 合 色 素 含 量 （ 35.2%） 但 差 异 不
显著。

各生物修复处理对土壤 PAHs 含量的影响（第 30 天）

Tab. 1 Effects of bioremediation treatments on concentration of soil-borne PAHs (on 30th day)
PAHs含量
PAHs concentration

μg/kg

NA处理
NA treatment

M处理
M treatment

P处理
P treatment

PMR1处理
PMR1 treatment

PMR2处理
PMR2 treatment

菲 Phenanthrene

1 602.53 ± 3.27b

1 341.47 ± 28.80c

1 836.57 ± 30.51a

1 067.60 ± 30.60d

1 117.10 ± 33.78d

芘 Pyrene

2 209.50 ± 57.24b

1 626.03 ± 26.30c

2 382.87 ± 53.72a

1 463.50 ± 46.54d

1 288.63 ± 18.74e

苯并[a]芘 Benzo[a]pyrene

1 385.13 ± 37.76a

882.10 ± 11.85c

847.50 ± 28.79c

1 061.40 ± 22.29b

1 249.27 ± 35.09ab

注：每个处理由3个重复计算平均值（± 标准差），不同字母表示用Tukey检验在P < 0.05的水平上有显著差异。NA为自然衰减；M为真菌强化；P为
植物修复；PMR1和PMR2均为植物−微生物联合修复。Notes: means (± SD) are calculated from three replications (n=3) for each treatment. Different
letters mean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P < 0.05 level applying Tukey test. NA, natural attenuation; M, mycoaugmentation; P, phytoremediation; PMR1
and PMR2, plant-microbial remediation.

1.8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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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 在 PAR 大于 480 μmol/（m2∙s）后上升趋势明显快
于其他处理，且不断缩小与 P 处理的差距直至与
的 Ci 的变化趋势相似，均为先急剧下降后逐渐放

a

0

缓，直至平缓，且 P > PMR1 > PMR2。蒸腾速率方面
（图 2D），随着 PAR 的升高，3 种处理下叶片的 Tr 均
呈 现 总 体 上 升 趋 势 ， P 和 PMR1 的 Tr 高 于 PMR2；
PMR1 处理相比其他两种处理的 Tr 上升趋势明显更
快 ， 当 PAR 低 于 600 μmol/（ m2∙s） 时 PMR1 < P，

P、PMR1、PMR2 处理下蒿柳光合色素含量的变化

PAR 高 于 600 μmol/（ m2∙s） 之 后 PMR1 > P。 综 上 ，

Changes in contents of photosynthetic pigments in leaves of

PAHs 污染土壤中接种白腐真菌提高了蒿柳的 Pn，

图1
Fig. 1

P 和 PMR2 呈现相似的上升趋势，PMR1 处理下的

P 处理几乎相等（图 2B）。图 2C 表明，各处理下蒿柳

b

0.6

PAR 的 升 高 而 增 强 ， 且 P > PMR1 > PMR2， 其 中

Salix viminalis under P, PMR1 and PMR2 treatments

2.3 各处理下蒿柳气体交换参数的光响应曲线比较

随着 PAR 的升高，3 种处理下蒿柳的 Pn 呈现相
似的变化趋势：0 ~ 480 μmol/（m ∙s），Pn 急剧上升，大
2

但降低了 Gs 和 Ci，不同的真菌接种方式对 Gs、Tr 等
参数的变化趋势影响明显。
2.4

各处理下蒿柳叶绿素荧光参数比较

实 验 30 d 后 ， PMR1 与 PMR2 处 理 下 蒿 柳 的

于 480 μmol/（m ∙s）后，Pn 上升趋势放缓，几乎平缓。

4 个叶绿素荧光参数均无显著性差异，不同的真菌接

在整个 PAR 升高的过程中，蒿柳的 Pn 均为 PMR1 >

种方式对蒿柳叶绿素荧光参数影响不大（图 3）。但

PMR2 > P（图 2A）。3 种处理下蒿柳的 Gs 都会随着

接种白腐真菌的蒿柳叶片的 4 个叶绿素荧光参数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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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P、PMR1、PMR2 处理下蒿柳气体交换参数的光响应曲线
Fig. 2 Light response curves of gas exchange parameters of S. viminalis under P, PMR1 and PMR2 trea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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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P、PMR1、PMR2 处理下蒿柳叶绿素荧光参数的变化
Fig. 3 Changes of chlorophyll fluorescence parameters of S. viminalis under P, PMR1 and PMR2 treatments

有明显变化（P < 0.05）。PMR 处理显著提高了蒿柳

和 qP（PMR1 降低 41.7%，PMR2 降低 45.8%）。

的 Fv/Fm（ PMR1 提 高 4.4%， PMR2 提 高 4.6%） 和

3 讨

Fv/F0（PMR1 提高 25.4%，PMR2 提高 25.9%），但降
低 了 NPQ（ PMR1 降 低 41.3%， PMR2 降 低 41.1%）

论

本研究采用两种方法接种于 PAHs 污染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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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平滑白蛋巢菌，均促进了蒿柳的土壤 PHE 和

针，可快速、灵敏、无损伤的测定多种因子对植物光

PYR 去除，该结果与 García-Sánchez 等人的 相同，

合作用的影响[34]。本研究利用叶绿素荧光技术测定

他们研究中接种的平滑白蛋巢菌显著增强了栽培玉

发现，PMR 处理可显著提高蒿柳的 Fv/Fm 和 Fv/F0，

米土壤中 PAHs 去除。不同的是，本研究中 P 处理的

说明白腐真菌提高了蒿柳叶片的光合效率，解释了

土壤 PHE 和 PYR 去除率相比 NA 处理显著减少，这

本研究中净光合速率提高的结果。与之相反的是

表明短期内蒿柳的快速生长阻碍了土壤中 PHE 和

NPQ 和 qP 的显著降低，NPQ 的降低预示着 PMR 处

PYR 的去除，然而 PMR 却是对 PHE 和 PYR 去除率

理下蒿柳叶片通过热耗散减轻过剩光能伤害的能力

最高的处理，这表明了蒿柳和白腐真菌发生了协同

降低，因此更易受强光的伤害，qP 的降低则说明了

作用，而并非两者 PAHs 去除能力的加和。同时，本

叶片 PSⅡ反映中心开放程度的下降和电子传递活性

研究未发现白腐真菌

的降低[35]，这表明接种白腐真菌对植物亦有不利影响。

[4]

[25]

能促进植物的生长发育，这

与菌根真菌等共生真菌对植物生长发育的积极影
响[29−30] 不同，由此看来，白腐真菌与植物之间并非典

4 结论与展望

型的互利共生的关系。进一步说，不同于菌根真菌

本研究重点探讨了 PAHs 污染土壤中接种白腐

通过提高植物的生物量和抗逆能力进而增强对

真菌对蒿柳光合作用的影响，结果显示白腐真菌接

PAHs 的适应和去除，植物−白腐真菌联合修复有其

种处理对蒿柳叶片光合色素含量、Fv/Fm、Fv/F0、Pn、

独特的作用机理。

Tr 等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对 NPQ、qP、Gs、Ci 有抑

光合色素是参与光合作用的重要色素，叶绿素

制作用，不同的接种方法会影响 Gs 和 Tr 光响应曲线

可以收集、传递光能，其中叶绿素 a 将光能转化为化

的变化趋势。总的看来，白腐真菌促进了蒿柳的光

学能，而类胡萝卜素可通过吸收剩余光能、淬灭单线

合能力、蒸腾速率和土壤 PHE 和 PYR 的降解。根

态氧，防止膜脂过氧化，起保护叶绿素和光合机能的

据 García-Sánchez 等人[4] 的观点，白腐真菌对玉米的

作用。与外生菌根真菌相同 [31]，白腐真菌接种处理

刺激作用会改变其根系分泌物，从而影响 PAHs 的

能提高蒿柳的总光合色素含量，其中对叶绿素 a 含

生物可利用性。由此推测，白腐真菌通过促进植物

量的提高效果尤为明显，说明白腐真菌可以通过提

的光合作用，可能使植物增加了根系分泌物的释放，

高蒿柳的光合色素含量来提高光合效率，进一步增

这对于促进根际微生物的生长和 PAHs 的降解非常

加光合作用产物的产出。一般认为，植物受到外界

重要。因此，今后还需对接种与非接种白腐真菌的

环境的胁迫，其光合色素被破坏和分解，光合作用会

蒿柳根系分泌物进行定性、定量的比较研究，并结合

受到抑制，表现为各光合色素含量的降低

土壤微生物区系的变化，对植物−白腐真菌联合修复

，而白腐

[32]

真菌则加速了植物光合色素的合成，这表明了蒿柳

的作用机理进行更深层次的剖析。

具有应对白腐真菌刺激的独特响应机制。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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