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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植物自身因素、富硒方式和土壤等方面综述了影响植物富硒的因素及其机理，为今后更好开展植物富
硒研究提供科学合理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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硒（Selenium）是一种氧族非金属元素，自 1817 年，瑞典的贝采利乌斯从硫酸厂的铅室底部的
红色粉状物物质中制得硒这种元素[1]，从此人们就开始对硒进行研究。硒也是人和动物必需的 14 种
微量元素之一，具有抗氧化作用、抗癌作用、提高人体免疫能力、预防心血管疾病、拮抗作用，能
抵抗人体内有害金属元素的毒性等重大功能[2,3]。
硒是一种很特殊的微量元素，人体和动物对硒的缺乏、适量和过多中毒三者之间的差异微小[4]，
所以缺乏和过量都会引起多种疾病，如硒的缺乏可以造成大骨节病和克山病等疾病，这些生病者的
血硒含量明显低于正常人群，发病区环境中硒含量偏低[5]。虽然硒对人体健康能产生有益作用，然
而过量的硒却对人体产生有害作用，由于硒的合适剂量与中毒剂量之间的范围很小，因此硒的毒性
需要引起重视[6]，如在一些研究报道中角蛋白结构改变，胃肠道问题和感觉异常人群中都是由于硒
的过多而中毒[7]。何激进报道中指出对一般成人来讲，最适宜推荐的成人摄入量为每日 5025 µg[8]。
人和动物所需的硒元素主要来源于植物中的有机硒。有研究表明，植物体内具有硒黄酮、硒多糖、
硒核酸、硒肽、硒类胡萝卜素等人体必须的营养物质[9]。由于动物和人类不能直接吸收土壤中的有
机态硒，但可吸收植物体中所含有的有机态硒，因此，利用植物可吸收和富集有机态硒的能力，对
影响植物富硒效果的研究不断深入。

1
1.1

植物自身对富硒效果的影响
植物类型

植物对硒的富集程度取决于该植物的种类，种类不同，其富集程度各异。根据对硒的富集能力
的不同可将植物分为硒积聚植物、次生硒积聚植物和非硒积聚植物[10]。硒积聚植物(大于 1000 mg·kg-1)
比如有玉蕊科的巴西坚果、豆科的双槽紫云英和十字花科的 Stanleya pinnata，其中双槽紫云英叶中
硒浓度最高达 6000 mg·kg-1，Stanleya pinnata 分布于美国西部，
地上部分的硒浓度最高达 1130 mg·kg-1；
次生硒积聚植物（常在 50~l000 mg·kg-1）如黄芪属植物；非硒积聚植物（小于 50 mg·kg-1）根据目前
研究发现，自然界中的绝大多数的植物都属于这一类。
1.2

植物器官

通过许多试验研究表明，同一植物不同器官由于代谢差异富硒量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
Rosenfield I 等[11]测定茶树不同部位富硒量呈梯度分布由高到低依次为：果壳>老枝>嫩叶>嫩枝>根
系>种子。许春霞等[12]也研究表明，茶树不同部位的富硒量呈梯度分布由高到低依次为：根>2年生
枝>新叶>老叶。有研究指出同一植物的不同部位富集硒的能力不同，通常富硒量非食用部位大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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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部位。Hamilten等[13]对17种蔬菜进行了不同部位富硒量的差异试验，结果表明为：蔬菜的非食
用部分富硒量大于可食用部位富硒量，硬花甘兰、洋葱、豌豆、西班牙菜和瑞士牛皮菜的食用部分
硒量大于100 mg·kg-1。李瑜等[14]在对马铃薯不同器官的研究结果表明，马铃薯不同器官对硒的吸收
富集能力也不同，其富集量由高到低依次为：茎＞叶＞根＞块茎，马铃薯的茎干部位对硒的吸收富
集能力较强，硒元素主要富集在马铃薯的茎干部位。同时也进一步证明了通常植物富硒量非食用部
位大于可食用部位这一规律。植物体不同部位对不同形态硒的吸收也存在差别。植物根系可以吸收
硒酸盐和亚硒酸盐两种不同形态的无机硒，在等量Se供应时，对硒酸盐的吸收能力是对亚硒酸盐的8
倍；植物根系吸收亚硒酸盐时不需要能量，而吸收硒酸盐时需要能量[15]。
1.3

不同基因型

影响植物富硒量的首要内部因素是植物品种，同一地区不同基因型的富硒量差异很大。李瑜等
人[14]研究不同马铃薯基因型，研究表明：不同品种（系）马铃薯的富硒量具有很大不同，品系‘0602-65’
的富硒量明显高于其他品种；不同品种（系）马铃薯对硒的吸收富集能力差异较大，品系‘0602-65’
对硒的富集能力最强，其次为品系‘09012-74’。沙济琴等[20]研究福建闽东、闽南、闽北3大茶区茶叶
鲜叶的富硒量，结果表明：在立地条件、鲜叶采摘期和采摘标准相同的情况下，不同基因型茶树鲜
叶富硒量间的差异明显，表明茶树基因型是决定其鲜叶富硒量的基本因素。

2

土壤对富硒效果的影响

通常情况下，不是土壤中所有的硒都能被植物吸收富集利用，能被植物吸收富集利用的硒为土
壤有效硒。土壤全硒只能作为土壤硒的容量指标，而土壤中的有效硒通常可以全面正确反映土壤供
硒水平，只有土壤的供硒水平高，植物的富硒效果才好。硒的有效性与土壤中硒的形态、地带性差
异、质地、pH、氧化还原电位（Eh）、有机质含量等因素有关[21]。
2.1

土壤中硒的形态

Hamdy 等[22]根据硒在不同试剂中的溶解度顺序，对土壤中硒的形态分级：(1)K2SO4 溶解的硒(速
效态)，包括硒酸盐、亚硒酸盐及有机硒化合物；(2)同位素交换态和 NH4OH 溶解的硒(潜效态)，前
者指可能吸附在水合氧化铁上的亚硒酸盐，后者指未知组成的有机硒化物；(3)HCl 溶解的硒，HNO3
溶解的硒和残余硒(包括元素硒和重金属硒化物)。硒的分级与植物富硒的有效性具有很大的相关性。
硒从植物根系运转到植株效果取决于植物吸收硒的形态。与植物吸收富集硒相关性较大硒的形态主
要是硒酸盐、亚硒酸盐和有机态硒，对这三种不同形态的硒而言，植物吸收运转硒的速率从高到底
依次为：硒酸盐＞有机态硒＞亚硒酸盐[23]。Arvy 等[24]也曾证明，豆类植物根系所吸收的硒酸盐在 3
h 内有 50%运转到植株，而吸收的亚硒酸盐则大部分留在根部，只有小部分运转到植株。
2.2

土壤的地带性差异

我国的硒资源地带性分布极不均匀，我国从东北向西南涉及约15个省(市)和自治区，包括东北三
省、河北、山东、四川、云南等形成一条明显的地带性缺硒区域，从西北干旱地区经中部干旱地区
至东南沿海，我国土壤硒含量呈高一低一高马鞍型分布，而我国存在的两个天然富硒区分别是湖北
省恩施州和陕西省紫阳县，特别是恩施鱼塘坝地区有着独立成矿的硒矿床。王美珠等[25]研究表明，
我国湖北省恩施的富硒区是由于这个地区富硒岩层中在古生代二叠纪硅质页岩、含炭硅质页岩的存
在和陕西省紫阳是由于寒武—奥陶纪硅质页岩、含炭硅质页岩等岩层带存在决定其高的富硒性。我
国富硒地区根据自身土壤特点因地制宜地生产的天然的富硒食品如：湖北恩施和陕西紫阳的富硒茶、
安徽石台县的富硒矿泉水、安徽巢湖生产的“富硒香米”。硒的地带性分布差异决定了生长在不同地
带性的土壤上的植物的富硒效果的差异。
2.3

土壤pH值与氧化还原电位

植物的富硒效果与土壤硒的有效性有关，而土壤硒的有效性与硒的价态具有很大的关联性，pH
值和氧化还原电位是土壤硒价态变化的最主要的两个影响因素。一般来说，土壤中硒的有效性随 pH
值升高而增加，硒的有效性也随之增加，pH 值升高能够提高硒的有效性原因是：一是降低了土壤对
亚硒酸盐的吸附力，水溶性硒含量增高，二是碱性条件更有利于亚硒酸盐转化为硒酸盐，硒有效性
也同时增加，这就是为什么容易发生硒中毒的土壤多为碱性土的原因[26]。硒的价态还与硒的氧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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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电位相关，所以影响土壤中硒的有效性是硒的氧化还原电位。一般来说，土壤中硒的无机态主要
是亚硒酸盐和硒酸盐，在还原条件下，氧化态硒被还原成硒的氣化物，硒的生物有效性降低；在氧
化条件下，硒酸盐比例变大，硒的有效性提高[27]。
2.4

土壤质地和有机质

土壤的质地对土壤中的硒有不同的表现，一般沙质土壤中植物富硒能力强于粘质土壤，粘土颗
粒可以对硒具有强力的吸附力，不易被植物吸收富集，表现出较差的富硒性[28]。
土壤有机质直接影响土壤中有机态硒的含量。在有机质含量高的土壤中，其全硒量一般也较高，
但硒的有效性不一定高，Gustafs 等[29]研究认为，在有机质含量越高的土壤中硒的有效性越低。由于
有机物—金属复合体提供的吸硒基因能够固定土壤中的硒，致使高有机质土壤中硒的有效度远远小
于低有机质土壤。但另一方面，陈代中等[30]指出，由于大量的硒在枯枝落叶层中存在，而土壤有机
质主要来源于植物残体的腐烂分解和合成产物，因此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多少就直接控制着土壤有效
硒的含量。到底土壤有机质处于哪个范围能有效的提高植物的富硒效果至今也没有公认明确的标准。
2.5

土壤中其它因素

土壤中的其它因素如土壤中的水分、酶活性、微生物、其它元素等也影响着土壤中硒的有效性
及植物的富硒性。一般农业上在含硫量较高的地区多施用亚硒酸盐的效果会更好，在于硫酸根离子
主要对植物吸收硒酸盐离子起竞争性抑制作用，而对亚硒酸盐离子无抑制作用[31]。有研究增加邻乙
酰丝氨酸的含量，可以提高植物吸收硒酸盐的能力[32]。

3

施硒方式对植物富硒效果的影响

由于动物和人类不能直接吸收土壤中的有机态硒，但可吸收植物体中的有机态硒，因此，可以
充分利用植物的吸收、富集能力，为人类健康服务。研究表明富硒方式的不同对植物富硒效果的影
响也不同，目前主要采用的富硒方式有：土壤施硒、叶面施硒、浸种（拌种）、高压注射。各种富硒
方法对不同的植物会有不同的富硒效果，在植物富硒过程中不宜一概而论，应针对不同的植物种类
实施相应的富硒方法，同时还要注意如果方法使用不当，会对植物富硒效果产生负面影响。
3.1

土壤施硒

土壤施硒把硒肥直接撒施土壤中，一般作基肥使用可以起到提高植物体内富硒的含量，是一种
简单、方便、持久而稳定的传统方法。杜振宇等[33]在对土壤施硒可显著提高萝卜体内的含硒量；外
源硒增加了萝卜的有机硒含量，但随着土壤施硒量的增加，有机硒转化率却逐渐下降，表明土壤施
硒过高不利于有机硒的转化。盆栽试验结果表明，在供应等量硒条件下，施硒酸盐处理植物的含硒
量比亚硒酸盐处理高8倍。因此，在农业生产上多施用亚硒酸盐[34]，可避免产生中毒植物。硒施入土
壤后，大部分被土壤二、三氧化物迅速吸附固定[35]，其中可溶态的硒含量较少；另外，院金谒等[36]
研究指出，土壤中施入适量的硒既增加大蒜鳞茎含硒量，提高有机硒含量，又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产
量，并且能保证人、畜安全的硒用量。因此，在土壤施硒中，要想达到最佳的富硒效果，关键是要
把握好适宜的硒用量。
3.2

叶面施硒

由于叶面喷施方便操作、快捷高效、无污染，减少土壤对硒固定对施硒效果造成的影响，显著
提高硒的利用效率。Ylaranta[37]对苹果树采取土壤表面施硒、叶面施硒、土壤深层施硒三种处理研究，
结果表明是叶面喷施对苹果含硒量增加更显著。冯两蕊等[38]叶面喷施不同浓度硒溶液有助提高生菜
的产量，与对照相比，各处理均有不程度的提高，喷硒浓度1 mg/L、2 mg/L、4 mg/L、8 mg/L其增产
幅度分别18.8%、22.9%、29.2%、19.0%，并随着喷硒浓度的增大，生菜产量呈递增趋势，在喷施浓
度为4 mg/L时，产量达到峰值，然后随喷施浓度增大而呈降低趋势。随生长期的延长和喷施次数增
加，植物的含硒量也随之增加。在叶面施硒中，一定要注意施硒的浓度过高或过低都会影响到富硒
的最佳效果，在叶面施硒过程中还要注意施硒的时间、部位和次数。
3.3

浸种
郝玉怀等[39]研究报道谷子播种前，用 75、150、225、300 g/hm2 亚硒酸钠浸种，结果显示收获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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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籽粒的含硒量与亚硒酸钠用量呈极显著的正相关。国外有人按 50 g/hm2 的量将亚硒酸钠加入泥炭
苔藓中。再将它涂到紫花苜蓿和黑麦种子上，结果使植物含硒量提高到适当水平。紫花苜蓿 3 次收
获物和黑麦草前 2 次收获物的含硒量均超过 0.1 ppm。Gissel-Niel-sen[40]研究表明，浸种处理所需的
硒量，比叶喷要多 20 倍左右。浸种其缺点在于浸种不易操作，且浸种与土壤施硒均易污染环境，因
此，在生产中其应用受到限制。
3.4

高压注射

周淑霞等[41]通过叶面喷施、土施和树干注射补施亚硒酸钠提高红富士苹果的含硒量。结果表明，
果实套袋前和除袋后各喷1次10 mg/kg的亚硒酸钠，可明显提高红富士苹果的含硒量，树干注射相同
浓度的亚硒酸钠，与叶面喷施效果相同。李俊霜[42]在采收前1545 d，用高压树干注射法向枣树干按
100 kg鲜重(此重量为枣果鲜重，用干周法测定)注入0.12 mg/kg亚硒酸钠或硒酸钠水药液2060 mL，
注入深度为20 mm，可使枣果的硒含量达0.39 mg/kg。在高压注射施硒中，也要和叶面施硒一样一定
要注意施硒的浓度过高或过低都会影响到富硒的最佳效果，还要注意施硒的时间、部位和次数。
3.5

施硒浓度

一般而言，适量浓度的硒可以促进植株生长，提高产量及品质，但过量硒对植株有毒害作用。
李登超等[43]用水培的方法，在营养液中添加低浓度硒（≤0.1 mg·L-1）培养菠菜和白菜，促进了植株
的生长，提高了产量；但当营养液中加高浓度硒（菠菜，0.5 mg·L-1；白菜≥0.5 mg·L-1）时则抑制了
植株的生长，降低了产量。在土壤中添加低浓度Se4+(<3.81 mg·kg-1)和Se6+(<1.45 mg·kg-1)可促进4种蔬
菜的(小白菜、芥菜、生菜和菠菜)根和茎的生长，增加其生物量；高浓度Se4+(>29.91 mg·kg-1)和
Se6+(>2.04 mg·kg-1)却抑制了供试蔬菜的生长，对蔬菜的根和茎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44]。
3.6

施硒时期

同一植物在不同的生长时期由于其内在的生理机制的不同，在采用同一富硒方式的处理后表现
出不同的富硒效果。张慜等[16]在不同生长时期蔬菜采用相同的喷硒方式却产生不同的效果，对青椒、
茄子、黄瓜、生菜和小葱5种蔬菜进行叶面喷硒，喷施效果依次表现为结果期＞开花期＞苗期。唐巧
玉等[17]的富硒研究表明，大豆在花期和结荚期，根中的富硒量低于苗期的根部富硒量，这是因为根
部生物量的增加而导致的相对含量下降，以及由于植株从营养生长到生殖生长的转变，使更多根部
的硒被运送到了地上部器官。史芹等[18]研究叶面喷硒提高小麦籽粒硒含量的试验中，比较孕穗期、
灌浆前期、中期和后期的施硒效果发现，以灌浆前期喷施效果最佳。唐玉霞等[19]的研究发现，小麦
抽穗期至灌浆初期叶面喷硒效果最佳，喷硒浓度以每公顷用液量750 kg，浓度为40 mg/L为宜。

4

展 望

结合当前的研究进展，今后在以下几个方面需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
（1）综上所述，由于硒的有益剂量和毒性剂量范围极其狭隘，缺乏和过量都会对人体产生有害作
用，因此硒的适宜范围是必须首要考虑的。有人建议我国应参照美国的含硒食品标准即营养水平
0.050.10 µg/g，危险水平2.0 µg/g，中毒水平5.0 µg/g，尽快制定我国的含硒标准。
（2）在当前人群普遍缺硒的情况下，如何合理、安全地满足人体所需，保证人类健康是当前所要迫
切解决的问题。研究表明，通过食物链转化，从中获取适量硒营养是一条安全、价廉、可行的途径。
因此在农业生产中通过施肥途径提高农产品的含硒量，进而开发富硒食物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3）目前关于提高植物器官中硒含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叶面喷施等栽培技术方面，通过植物对硒
的有效吸收，今后我们应充分利用现代化技术，有效开发富硒植物，通过富硒植物的转化作用将无
机硒转化为有机硒，开发植物硒资源，为人体补硒提供条件。
（4）在土壤-植物生态系统中，硒不直接作用于植物，而是通过食物链经一系列复杂的生物化学
过程实现[45]。植物富硒能力主要受到植物自身的遗传基因、土壤环境、富硒的方式等方面影响。这
些方面的影响是相互作用、紧密联系的，对于这些影响因素的内在机制规律目前研究的仍不完全清
楚，不仅需要进一步加强其影响因素的内在机制的研究和试验，而且更要对硒在土壤和植物体内迁
移与转化、硒在食物链中的迁移与转化等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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