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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重金属污染地块修复的景观植物
配置策略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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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景观植物修复城市重金属污染地块可同时满足污染修复和城市绿化的需求。首先对可用于城市重金属污染地块修复

的景观植物进行了筛选。在此基础上，归纳景观植物的配置策略，重点考虑了生物因素中植物的适应性原则、植物的多样性和生态

位原则，非生物因素中污染重金属种类、土壤物理性质、土壤化学性质和土壤肥力等要素。最后提出未来利用景观植物修复重金属

污染地块的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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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remediation of heavy metal contaminated sites in cities by ornamental plants config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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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mediation of heavy metal contaminated sites in cities by ornamental plants can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pollution remediation and urban greening at the same time．At first，the ornamental plants for urban

heavy metal contaminated sites remediation were screened．Then，the ornamental plants configuration strategies were

concluded，mainly covering biotic factors(plant adaptability principles，and plant diversity and niche principles)and

abiotic factors(types of heavy metals，soil physical properties，soil chemical properties and soil fertility)．Finally，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for using ornamental plants tO remediate urban heavy metal contaminated sites we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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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开采冶炼、工业发电、农业活动、废物处理、

交通运输等人为活动会产生大量重金属污染[1]。但

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一些污染企业退出城市核心

区，留下的重金属污染场地存在较大的环境和健康

风险，急需修复才能进一步开发改造。

植物修复技术是一类成本低廉、无二次污染的

可就地进行的重金属污染地块修复技术[2]，适用于

污染面积大的地块[3]。近年来的研究发现，部分景

观植物能修复重金属污染地块[4]45‘52。由于景观植

物富集的重金属不会进入食物链，还可赋予污染地

块一定的景观价值口]，因此研究景观植物的修复效

果对于提高城市环境质量、调节城市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都具有重要意义。正因如此，利用景观植物修

复城市重金属污染地块也就成为了近年的关注热

点[6]。所以，有必要总结景观植物对重金属的耐受

性和修复效率的研究进展，探讨景观植物的配置

策略。

本研究筛选出了可用于城市重金属污染地块修

复的景观植物，围绕生物因素和非生物因素分析景

观植物的配置策略，为城市重金属污染地块的绿色

修复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1可用于城市重金属污染地块修复的景观植物筛选

植物修复技术的基础是筛选超累积植物。超累

积植物是指能在被重金属污染的地块上良好生长，

并且有发现其地上部重金属浓度与地下部的比值大

于l，植株与土壤重金属浓度的比值也大于1 E“。目

前，虽然已发现的超累积植物有700余种[8]，但超累

积植物应用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超累积植物

多数是草本植物或灌木，生物量有限口]4。152；其次，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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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积植物通常只能富集少数几种重金属[1叩；最后，

在污染地块进行修复，还需考虑气候条件、生长周期

等，异地引种难度较大[11|。要想在景观植物中筛选

可用于城市重金属污染地块修复的超累积植物难度

更大。因此，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筛选出了

针对不同重金属的超累积景观植物(见表1)，以供

进一步推动景观植物作为重金属污染地块超累积植

物的研究。

有些未达到超累积标准的景观植物对重金属也

有强大的耐受和解毒能力，可正常生长在重金属污

染地块中，该类景观植物可用于与超累积植物进行

配置以实现城市重金属污染地块的修复与美化。这

类景观植物主要包括花卉草本植物羽衣甘蓝(Bras—

sica oleracea)、鸢尾(Iris tectorum)、牵牛(Pharbi—

tis nil)、黄蜀葵(Abelmoschus manihot)、紫罗兰

(Matthiola incana)等，灌木六月雪(Serissa japon—

matsudana)、白榆(Ufmu$pumila)、银合欢(Leu—

caena leucocephala)掣93160。510。

另有一些重金属累积能力更弱一点的景观植物

凭借其根茎叶系统发达、生物量高等优势也可用于

配合配置策略，被认为是潜在替代植物[4]44。近年，

大量潜在替代植物被发现，包括禾本科的毛竹

(Phyllostachys praecox)、黄条金刚竹(Pleioblas—

tus kongosanensis)、阔叶箬竹(Indocalamus latifo—

lius)、菲白竹(Sasa fortunei)等[26屯7|。

此外，随着有机物与重金属复合污染问题的凸

显，对于具有修复复合污染地块的植物越来越受到

重视。景观植物中，孔雀菊是重金属Cd的超累积植

物，在Cd与苯并芘复合污染的土壤中也长势良好，

且依然保持对Cd的超富集能力，而且苯并芘在其体

内也能显著富集瞳8|。金丝垂柳(Salix aureopendu—

ica)、海桐(Pittosporum tobira)等，乔木旱柳(Salix la)对镉一芘复合污染具有良好的适应性‘2 9|。

表1 针对不同重金属的超累积景观植物
Table 1 Ornamental enrichment plants for different heavy met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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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金属污染地块修复的景观植物配置策略

在重金属污染地块进行景观植物配置时，应充

分考虑污染地块的生物因素和非生物因素，以保障

修复效果与景观效果。首先，应综合乔、灌、草搭配

的空间优势，在满足景观需求的同时，植物多样性的

增加有利于增强受损生态系统的抵抗力和恢复力，

从而提高修复效率[30]2109；其次，应遵循植物的生物

学特性、生态学原理；第三，根据具体的污染地块现

状，因地制宜选择景观植物[31|。下面详细论述重金

属污染地块进行景观植物配置过程中主要考虑的

策略。

2．1 生物因素

2．1．1植物的适应性原则

景观植物配置首先应考虑植物对自然环境的适

应性，其次要考虑植物对污染胁迫的适应性[32|，也

就是植物在经历污染胁迫后对环境适应性的变化。

生长在铅锌尾矿上的曼陀罗(Datura stramonium)

与未经历污染的对照种群相比对盐害的适应能力变

差[33。。生长在富含铅锌重金属矿区土壤上的三色

堇(Viola tricolor)，其生殖性状对重金属会表现得

更加敏感[3 4|。已有研究表明，土壤贫瘠、水土流失、

土地荒漠化、放射性污染和土壤盐碱化等都会影响

植物的生长[35。37]，所以在植被配置过程中应充分考

虑植物对自然环境和污染胁迫的综合适应性。

2．1．2植物的多样性和生态位原则

土壤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包括抵抗力和恢复力两

方面。植物多样性是影响稳定性的重要因素[38。3引。

研究表明，植物多样性的增加能促进植物群落生物

量增加，有助于提高植物对重金属污染地块的修复

效率[30]2112。蜈蚣草(Pteris vittata)分别与桑树

(Morus alba)和构树共同种植对As的吸收量比蜈

蚣草单独种植显著提高，并且还可提高蜈蚣草的光

合作用强度和对As的抗性[4⋯。同样地，蜈蚣草和

蓖麻混种能提高As、Cd污染地块的修复效果n妇；

高羊茅(Festuca arundinacea)和鹰嘴豆(Cicer ari—

etinum)混种能提高Cd污染地块修复效果[42。。植

物多样性的增加能够促进群落生产力的提高，从而

有利于受损生态系统功能的恢复。

景观植物配置还应该考虑植物的生态位原则。

生态位是指某一种群在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中所占

据的时间和空间上的位置，及该种群与其他种群发

生的相互作用和功能关系。在多种植物共同修复

时，应注意利用互利共生原理，使一个物种能从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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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中获得生存利益，使生态位相互错开，有利于提

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43|。如果选用生态位相互重

叠的植物，种群间的相互作用会使植物在资源获取

和生存空间上产生竞争或他感抑制作用。此外，应

尽可能选用本地物种，因为本地物种对当地自然环

境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在长期与环境和其他物种的

相互适应过程中建立了良好的生态位关系，可避免

出现植物竞争、病虫害等负面影响。

2．2非生物因素

2．2．1污染重金属种类

根据大量调查，不同重金属污染地块周边的优

势景观植物总结见表2。根据污染地块的目标重金

属污染物，可针对性地选择修复植物。此外，配置时

还应从空间上根据景观植物的高度、品种、叶色、花

色进行搭配，使乔木、灌木、草本植物形成多层次景

观，在时间上应考虑植物的季相搭配。

2．2．2土壤物理性质

土壤团聚体是土壤的基本单元，是衡量土壤结

构、质量、稳定性的重要指标[6引。在我国的城市表

层土壤中，重金属Cd、Cr、Cu、Pb、Zn的含量随土壤

团聚体粒径的减小而增加，可见小粒径土壤重金属

污染更严重[66。。植物修复可促进土壤小团聚体向

大团聚体转化，从而使团聚体稳定性得到改善，相应

地提高修复效率[67。6 8。。

土壤水分除了供给植物生理生化所需外，还能

调节土壤氧化还原电位和土壤酸碱度，从而影响重

金属的生物有效性及植物对重金属的吸收利用效

率[6引。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北方干旱地区的污染

地块，降雨稀少、土壤瘠薄、土壤盐碱化等因素可能

制约植物修复的进程，对植物进行配置时需要考虑

这些制约因素。经实践证明，菊科、禾本科、怪柳科、

麻黄科植物具有抗旱、耐盐碱性[70|，可在景观植物

配置时使用。

2．2．3土壤化学性质

土壤酸化能够提高Cd、Pb等重金属的迁移性

及生物有效性[71】。植物配置应考虑植物对不同土

壤pH的适应性及对重金属的吸收效率。有研究表

明，菊芋和蜈蚣草可以分别在轻度和重度酸性土壤

中存活，并对重金属有较好的富集作用[72_73]。

盐生植物对盐分和重金属的耐受性有着共同的

生理调控机制，使其能够在重金属污染环境中存

活[74。。部分土壤中的盐分还是土壤重金属离子从

植物根部向茎部转移的关键启动子，所以盐生植物

从盐碱地中提取盐分的同时可以积累大量的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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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不同重金属污染地块周边优势景观植物总结
Table 2 Summary of dominant ornamental plants around contaminated sites with different heavy metals

属[75|。经过大量探究发现，禾本科大米草属(Spar—

tina)、黎科滨藜属(Atriplex)能够富集污染地块的

多种重金属[76|。因此，进行景观植物配置时应考虑

盐生植物的适应性(盐生植物分为泌盐盐生植物、聚

盐盐生植物和避盐盐生植物)[77|。此外，盐生植物

在修复污染地块时，还应注意植物根系环境对修复

效果的影响，包括根系分泌物、根际微生物群落组

成等。

2．2．4 土壤肥力

土壤有机质是评价土壤肥力的重要指标，其含

量和组成对土壤重金属的生物有效性、化学行为及

环境效应有重要影响[7 8|。研究证明，有机质的施加

能提高土壤肥力，促进植物在污染土壤中的生长，提

高植物的修复效率口9|。

氮、磷等营养元素不仅能够促进植物的生长发

育，提高生物量，而且对增强植物防御能力、减轻重

金属毒害能发挥重要作用[8⋯。由于重金属污染地

块的土壤长期受毒害胁迫，易造成营养元素贫乏，因

此施加外源肥料有利于植物生长。氮肥可调节龙葵

抗氧化系统和叶片氮同化过程，提高其对Cd的吸

收量，增强对Cd的抗性[8¨。磷肥能增强蜈蚣草对

As的修复能力凹2|，提高李氏禾(Leersia hexandra)

植株生物量及对Cu、Cr的累积量[8⋯。种植牧草可

有效改善土壤肥力。牧草具有生长快速、生物量大、

抗逆性强等特点，除作景观草坪外，累积高浓度重金

属的牧草还可用作生物质能源来实现资源的循环利

用，避免二次污染[84|。目前，国内外修复重金属污

染地块的代表性牧草有紫花苜蓿、多花黑麦草(Lo—

lium multiflorum)、香根草(Vetiveria zi—

zanioides)、百喜草(Paspalum notatum)、高羊

茅等‘8 5。。

3未来研究展望

(1)景观植物富集土壤重金属的植物生理学、

分子生物学机制有待开展研究，为修复与美化城市

重金属污染地块提供理论指导。(2)除了在污染地

块周边调查正常生长的优势植物进行景观植物的筛

选外，还可通过室内盆栽、田间试验进行景观植物筛

选，以拓宽景观植物筛选的渠道。(3)通过强化措施

提高景观植物对土壤重金属的富集能力和耐受性，

如添加生物炭、螯合剂、肥料，接种促进植物生长、提

高植物抗性的微生物菌剂等。(4)富集重金属后的

景观植物生物质处理，应选择合适的无害化和资源

化方法，避免造成二次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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