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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炭去除土壤中重金属效果主要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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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严重袁生物炭因其特殊的理化性质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遥本文介绍了生物炭的基本特性袁综述了影响生物
炭修复效果的主要因素袁如生物炭种类尧制备温度尧改性方法尧添加量及配合施用材料等遥最后袁对今后生物炭在土壤重金属修复工作的研
究方向进行了展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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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Main Factors Affecting Removal of Heavy Metals in Soil by Bioch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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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忆 s soil heavy metal pollution is serious袁and biochar has gradually become a research hotspot due to its special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biochar袁and summarized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biochar restoration effect袁
such as biochar type袁preparation temperature袁modification method袁addition amount and compounding materials.Finally袁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of biochar in soil heavy metal remediation work were pros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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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袁土壤重金属污染日益加
剧遥其中袁湖南湘江等流域土壤重金属污染最严重且超标种
类最多 遥政府高度重视土壤重金属污染的防治袁已发布实

构和较大的比表面积[22]袁优良的稳定性[23]遥

1.2 生物炭对重金属污染土壤的修复机理

[1]

施叶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曳[2]遥
目前袁国际上常用的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技术主要包

括物理尧化学尧生物尧农业生态尧联合修复技术[3]遥物理尧化学

修复技术成本较高且易造成二次污染袁不适宜广泛利用[4-5]遥
生物修复技术存在受环境影响显著尧修复周期长尧生物死亡
后重金属去向未明等问题[6-7]遥农业生态修复技术修复时间

长袁且大田试验的效果有待探究 遥联合修复技术的各个技
[8]

术之间缺乏交融性袁使得其实用性较差[9-10]遥大量研究表明袁

大量研究表明袁生物炭对重金属污染的修复机理主要有
表面吸附作用尧络合作用尧沉淀作用尧静电作用等[24-25]遥生物
炭具有巨大的比表面积尧较高的表面能袁对土壤中的重金属
具有较强的吸附性能袁可以通过吸附土壤中的重金属离子修
复受其污染的土壤曰重金属离子易于与生物炭表面丰富的
含氧官能团结合形成金属络合物袁从而降低土壤中重金属

有效性曰生物炭的 pH 值都较高袁施加至土壤中可以提高
土壤 pH 值袁使土壤中重金属离子生成沉淀物袁从而去除土
壤中重金属曰生物炭的静电吸附作用源于其表面携带的负

在重金属污染土壤中添加钝化剂可以显著降低土壤中重金
属的有效性袁达到修复土壤的目的[11-16]遥寻找经济尧环保尧高

电荷[26-30]遥

效的钝化剂成为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技术的发展方向遥研

2.1 生物炭原料

2

生物炭修复效果的主要影响因素

究表明袁生物炭因其物理化学性能独特尧原料来源广泛尧生

2.1.1 不同原料生物炭的修复效果遥生物炭的制备材料多种

产成本低廉袁在修复重金属污染土壤领域具有积极的应用

多样袁不同材料制成的生物炭对重金属元素有着不同的去

前景[17]遥
虽然生物炭具有诸多优点袁但对土壤中重金属的去除

除机理袁去除效果往往也有差异袁如表 1 所示遥盘丽珍等[31]通

效果受其原料尧制备温度与改性尧施用量与配合施用材料等

菜根部的含量曰王丽敏等[32]用花生壳制备的生物炭具有较大

过盆栽试验发现袁大豆秸秆生物炭可显著降低重金属在空心

期得出最佳生物炭原料尧制备方法及使用方法遥

的比表面积袁对 Pb2+具有较大的吸附容量曰陈 楠等[33]用椰壳

1 生物炭的理化性质及作用机理

效果曰张 倩等[34]利用黍糠和菜籽饼制得生物炭袁可通过表面

因素影响遥现基于现有研究袁分析这些因素的影响机制袁以

1.1 生物炭的理化性质

生物炭是指含碳量高的生物质材料在缺氧或无氧条件
下经热解产生的一种多功能材料袁被定义为野用于土壤中的
木炭冶[18]遥生物炭除含有碳尧氢尧氧等主要元素外袁还含有氮尧
磷尧钾尧钙尧镁等植物生长所需的矿物质营养元素[19]遥生物炭

表面含有丰富的羟基尧羧基等含氧官能团袁又因含有碳酸盐袁
所以一般呈现碱性[20]遥生物炭表面带负电荷袁所以其具有较
高的阳离子交换能力[21]遥此外袁生物炭还具有复杂的孔隙结
基金项目 湖南省大学生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渊143275冤遥
* 通信作者
收稿日期 2019-01-30

为原材料制成生物炭袁发现椰壳生物质炭对 Cr6+有良好吸附

沉淀尧与官能团络合和阳离子吸引等方式吸附固定 Cd2+曰用
鸡粪制得的生物炭呈碱性[35]袁牛粪制得的生物炭含有多种元

素[36]袁皆对重金属含量有降低作用曰牛晓丛等[37]用酵素渣等
制成生物炭对重金属有钝化作用曰谢伟雪等[38]用废毛发制得
的生物炭呈碱性袁表面多孔袁对重金属有较好的吸附能力曰
市政污泥制成的生物炭[39]袁能给土壤增肥且农产品的重金属
含量低于国家卫生标准曰尹微琴[40]用垫料制成的生物炭同样
对重金属有钝化作用遥
2.1.2 原料种类对生物炭修复效果的影响机制遥制备生物炭
的原料可分为 4 类遥第一类为植物源袁如农作物废料尧椰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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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原料生物炭对重金属去除率
原料
大豆秸秆
花生壳
椰壳
黍糠和菜籽饼
鸡粪
牛粪
酵素渣
废毛发
垫料

重金属
Cd
Pb
Cr
Cd
Cu
Cd
Cd
Zn
Cd

pH 值
6.5
5.0
5.0
4.0
6.4
5.0
7.5
8.1
6.3

温度/益
25
25
30
25
25
25
25
20
25

去除率/% 参考文献
54.0
[31]
54.0
[32]
81.0
[33]
48.0
[34]
57.0
[35]
31.0
[36]
45.0
[37]
6.3
[38]
37.0
[40]

等遥植物源所制成的生物炭多孔尧比表面积大袁对重金属有
吸附固定作用袁且偏碱性袁可调节土壤 pH 值袁使重金属离子
易于沉淀遥第二类为动物源袁如鸡粪尧牛粪和废毛发等遥动物

源制成的生物炭能提高重金属的酸溶态和还原态以及残渣
态袁降低植物根部的富集系数袁从而有效抑制重金属向植物
根部转移袁降低重金属进入人体的含量遥动物源生物炭能增

加土壤中硝态氮的含量袁让根部分泌出较多的 HCO3-与 OH-袁
导致 pH 值升高袁使重金属形成氢氧化物和碳酸盐沉淀遥动
物源生物炭表面有丰富的有机基团袁对重金属有着较好的
吸附作用遥第三类为污泥袁如市政污泥等遥利用污泥制成的
生物炭内含多种元素袁结构较为复杂袁有很大比例的矿物质袁
能更好地吸附重金属遥第四类为工业废料源袁如垫料等遥这
一类生物炭有着许多碱性物质和含氧官能团袁碱性物质能
中和土壤的酸度袁含氧官能团使生物炭表现为亲水性与疏水
性袁能提高土壤的酸碱缓冲能力和阳离子交换能力袁从而降
低土壤中重金属的含量遥
2.1.3

最佳生物炭原料遥农作物废料制成的生物炭袁具有较

大的比表面积袁为多孔结构袁显碱性袁具有较大 CEC袁制作过
程中产生较多的灰分袁且材料易得袁可结合不同的原料场
地选择实现废物利用遥因此袁农作物废料能作为制作生物炭
的最佳材料遥

炭去除重金属效果的影响不同遥车晓东等[51]分别利用微波加
热氧化活化尧水浴加热硝酸氧化制备改性生物炭袁改性处理
后的生物炭对重金属的吸附量明显增加袁微波加热处理改性
能显著提高生物炭的吸附量遥范家俊等[52]研究发现袁巯基乙
醇改性可以增强生物炭对重金属的去除效果遥杨 兰等[53]通
过培养试验发现袁硝酸改性尧氢氧化钠改性尧高锰酸钾改性
都能够显著增强生物炭对重金属的去除效果遥李佳霜等[54]分
别利用氯化铝尧高锰酸钾改性生物炭来吸附重金属袁结果表

明袁高锰酸钾改性方式使得生物炭对重金属 Sb 的吸附量增
长了 163.7豫遥
2.2.2

制备温度尧改性方式对生物炭修复效果的影响机制遥

原材料在不同裂解温度下袁所制备的生物炭有着不同的作用
机理袁不同的裂解温度可以改变生物炭的 pH 值尧比表面积
和孔隙结构尧官能团尧灰分袁且产率也不同袁随着温度的增加
碱性基团增多袁pH 值与灰分升高袁所得产物的形貌特征更
有规律且孔隙紧密袁比表面积增大袁更有利于吸附等综合作
用袁但达到一定温度时继续升高袁生物炭官能团会减少袁产
率会下降并且能耗较高袁不利于生产遥
应用较为广泛的生物炭改性方法有硝酸改性尧氢氧化
钠改性尧高锰酸钾改性尧氯化铁改性尧氯化铝改性尧微波加热
硝酸改性尧巯基改性等遥硝酸尧氢氧化钠尧高锰酸钾尧氯化铝
改性处理扩大了原炭的比表面积和总孔体积遥微波硝酸改
性处理增加了生物炭上的羟基等多种官能团的数量袁而氯
化铁改性与硝酸改性的生物炭中酸性官能团数量较多遥高
锰酸钾处理后的比表面积和总孔体积最大袁同时增加了大
量的含氧官能团袁使其与重金属的络合作用也大大增强遥巯
基改性处理为生物炭嫁接巯基袁使得生物炭在酸性条件下
仍能有效地吸附重金属镉袁但是巯基改性处理会减少生物
炭孔隙遥

2.2 生物炭制备温度与改性方式
2.2.1

对重金属的吸附固定能力也随之增强遥不同改性方式对生物

不同温度条件或改性方式制备的生物炭的修复效

果遥生物炭包括易降解炭尧难降解炭和灰分袁不同的热解温

度对这 3 种成分比例有影响[41]袁生物炭的理化性质及结构特
性也受热解条件的影响[42]遥热解温度越高袁酸性基团越少袁而
碱性基团含量增多袁使生物炭 zeta 电位升高袁进而增强吸附

能力[43]遥但是温度不能持续增加袁过高的温度会导致官能团
的减少[44]遥黄惠群等[45]以牛粪热解制得生物炭袁随着炭化温
度升高袁制得生物炭的形貌特征更有规律并且孔隙更加紧
密袁有利于吸附作用遥刘 杰等[46]用稻壳和棉花秸秆在 300~

2.2.3

最佳制备温度范围和改性方式遥制备生物炭的热解

温度宜高袁但又不宜过高袁宜控制在 600~700 益范围内[51-54]遥

相比其他改性方法袁高锰酸钾改性的生物炭表面会附着上
一些二氧化锰尧氢氧化钾或硅酸钾等晶体袁这些晶体会在一
定程度上加大吸附能力袁因为高锰酸钾的强氧化性袁改性后
的生物炭更加细碎袁粒径更小遥吸附粒径越小袁颗粒分散更
加均匀袁同所吸附的重金属粒子碰撞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袁吸
附能力也就越强遥高锰酸钾改性生物炭具有更高的固定重
金属的能力遥
2.3 施用量和配合施用材料

700 益下制备生物炭袁结果表明袁热解温度越高袁达到同样的

2.3.1

备生物炭袁在 600 益时袁有机碳和可溶性有机碳含量较高袁

不同袁对土壤中重金属的去除效果也存在差异遥刘晶晶等[55]

去除效果所需生物炭越少遥李长欣等[47]用泡饮过的茶叶渣制
[48]

对重金属的钝化作用较好遥戴 亮等 发现袁用市政污泥制成

的生物炭温度越高袁产率越低袁700 益时去除 Cd2+效果较好遥
郜礼阳等 用桉树叶制备的生物炭在 700 益时电荷量和
[49]

pH 值均较高袁对 Cd 的吸附效果较佳遥邓金环等 用香草根
2+

[50]

制备生物炭袁发现在 700 益时袁生物炭表面积较大袁对重金
属吸附效果较佳遥

改性处理后的生物炭袁其官能团种类和数量大大增加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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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施用量和配合施用材料对生物炭的修复效果的

影响遥不同质量分数的生物炭在土壤中表现出的理化性质
通过恒温培养试验发现袁土壤中 Cd尧Cu尧Pb 和 Zn 有效态含量

均随着生物炭施用量的增加而显著降低遥吴萍萍等[56]通过

室内培养试验发现袁2%和 5%的生物炭施用量能显著增加
残渣态 Cu尧Cd尧Zn尧Pb 比例袁且 5%的生物炭施用量土壤中残

渣态 Cu 增加比例明显高于 2%的生物炭施用量遥王 风等[57]
通过培养试验发现袁3%尧5%的生物炭施用量显著降低了油
菜地上部 Cd 含量和地下部 Cd 含量袁且这 2 种施用量对土壤

平森文等院生物炭去除土壤中重金属效果主要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
中 Cd 含量的降低效果差别不大遥

粪肥除外冤可作为生物炭的最佳配合材料遥

生物炭与其他材料配合施用于土壤袁对土壤物理化学性
遥段 然等 通过室

[58-59]

质的影响可能不同于单独施用生物炭

3 展望

[60]

生物炭的在去除土壤中重金属方面的具体实用性受许

内培养试验发现袁生物炭和草酸活化磷矿粉配合施用对土

多因素影响遥生物炭的具体使用方案应当结合当地常见的农

壤重金属镉镍复合污染的修复效果优于单施遥杜彩艳等[61]

业废弃物种类尧制备得到的生物炭的理化性质尧当地土壤性

将硅藻土尧生物炭尧沸石粉尧石灰及其组合施用于 Cd尧Zn 污
染土壤中进行田间试验袁结果表明袁生物炭尧沸石粉与硅藻

质尧准备种植的作物性质尧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等因素袁并
通过必要的试验确定遥
渊1冤在选用生物炭原料时袁应当因地制宜袁根据当地资

土配合施用方式对土壤中重金属有效态含量降低效果最明
显遥郭文娟[62]设置 10 组生物炭施用方案进行田间试验袁发现
在减少菜地上可食部位 Cd 的积累和降低土壤中 Cd 有效性

方面袁生物炭与发酵鸡粪配合施用效果优于生物炭单施效
果袁生物炭与氮磷钾复合肥配合施用效果与生物炭单施效
果差别不大遥王期凯等[63]也进行相似的试验袁结果基本相同遥
陈 璇等[64]通过盆栽试验发现袁猪粪肥与生物炭联合施用显
著提高了蕹菜含铜量遥
2.3.2

施用量尧配合施用材料对生物炭修复效果的影响机

制遥随着生物炭施用量的增加袁土壤 pH 值逐渐增大袁从而增
强了生物炭对土壤重金属的沉淀作用曰土壤中的生物炭含量

增大袁从而增强了生物炭对土壤重金属表面吸附作用尧络合
作用和静电作用遥然而袁生物炭的施用不能过量袁过量添加
会导致单位生物炭的施用效果下降袁造成浪费遥
前述矿物材料[60-61]都属于碱性材料袁施入土壤中都可以

通过一定机制提高土壤 pH 值遥土壤 pH 值的升高可以增强
带负电荷的土壤胶体对带正电荷的重金属离子吸附能力遥
碱性矿物材料除了具有提高土壤 pH 值外袁还具有表面效应
和孔道效应遥矿物材料具有众多孔道和大量活性基团袁重金
属离子可进入其孔道内部并与其内部基团发生综合吸附袁
且由于孔道效应袁重金属离子能够被有效固定遥然而袁石灰
由于碱性太强袁很可能对农作物根系造成一定伤害袁从而抑
制农作物生长遥
前述发酵鸡粪 [62-63]和猪粪肥 [64] 都属于畜禽粪便类有机
肥遥畜禽粪便类有机肥中含有大量的腐植酸袁其中包含各种
羧基和羟基官能团遥该类有机肥料施用于重金属污染土壤
中可与有效态重金属离子发生专性吸附尧离子交换尧络合
反应以及共沉淀等作用袁从而降低土壤中重金属的有效性遥
由于猪粪肥本身含有一定量的 Cu袁且能提高土壤中水溶性
物质含量袁从而引起重金属离子解吸袁施用猪粪肥会提高铜
的有效性遥氮磷钾复合肥与生物炭的配合施用对土壤中重
金属有效性的影响也受到肥料品种尧成分等多种因素影响袁
所以氮磷钾复合肥的添加效果并不确定遥
2.3.3 最佳施用量和配合材料遥通过前述研究发现袁施加量
在 5%以内时袁5%的生物炭施加量对土壤中重金属的去除
效果最好袁但与 3%的施用量的效果相差不大遥施用量大于

5%袁生物炭对重金属污染土壤的修复效果很可能更为显著[65]遥
然而袁过量施加生物炭可能导致作物产量降低和产生动植
物毒性[66-67]遥唐行灿[68]通过研究发现袁5%的生物炭施加量会
对蚯蚓产生毒性遥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袁生物炭的最佳施用
量为 3%遥

通过对前述试验研究及其结论的分析袁可以推断袁碱性

矿物材料渊强碱性矿物质材料除外冤和畜禽粪便类有机肥渊猪

源种类和资源量特点袁结合经济条件综合考虑袁优先选用农
作物废料遥
渊2冤在确定生物炭的制备温度和改性方式过程中袁应主

要从效果和经济 2 个方面考虑遥制备温度最好控制在 600~
700 益范围内袁优先采用高锰酸钾改性遥

渊3冤生物炭的施用量不宜过高袁最好控制在 5豫以内袁考

虑到施用效果袁施用量以 3豫为最佳遥可以选用碱性矿物材
料和畜禽粪便类有机肥与生物炭配合施用袁但应避免施用强
碱性矿物材料和猪粪肥遥
4

参考文献

[1] 骆永明袁滕应.我国土壤污染的区域差异与分区治理修复策略[J].中
国科学院院刊袁2018袁33渊2冤院45-152.
[2] 叶中国环境年鉴曳编辑委员会.中国环境年鉴[M].北京院中国环境年鉴
社袁2017.
[3] 师艳丽袁陈明袁李凤果袁等.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技术研究进展[J].有
色金属科学与工程袁2018袁9渊5冤院66-71.
[4] 李双双.污染土壤修复技术及研究前沿与展望[J].吉林农业袁2018
渊3冤院79.
[5] 李亚娇袁温猛袁李家科袁等.土壤污染修复技术研究进展[J].环境监测
管理与技术袁2018袁30渊5冤院8-14.
[6] 刘海华袁吴奇.重金属污染土壤生物修复技术及研究进展[J].中国锰
业袁2017袁35渊5冤院154-157.
[7] 刘少文袁焦如珍袁董玉红袁等.土壤重金属污染的生物修复研究进展[J].
林业科学袁2017袁53渊5冤院146-155.
[8] 马铁铮袁马友华袁徐露露袁等.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农业生态修复技
术[J].农业资源与环境学报袁2013袁30渊5冤院39-43.
[9] 陆伟.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技术的发展现状和趋势[C]//叶环境工程曳
编委会尧工业建筑杂志社有限公司.叶环境工程曳2018 年全国学术年
会论文集渊下册冤.北京院叶环境工程曳编委会尧工业建筑杂志社有限公
司袁2018.
[10] 周际海袁黄荣霞袁樊后保袁等.污染土壤修复技术研究进展[J].水土保
持研究袁2016袁23渊3冤院366-372.
[11] 赵乾程袁杨欣袁曹田袁等.土壤重金属污染原位钝化修复及效果评价
进展研究[J].环境科学与管理袁2016袁41渊12冤院98-102.
[12] 吴余金.几种钝化剂对铜镉污染土壤的修复[D].南昌院南昌航空大
学袁2016院54-55.
[13] 武成辉袁李亮袁雷畅袁等.硅酸盐钝化剂在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中的
研究与应用[J].土壤袁2017袁49渊3冤院446-452.
[14] 王陈丝丝袁马友华袁于倩倩袁等.钝化剂对农田土壤重金属形态与其
稳定性影响研究[J].中国农学通报袁2016袁32渊1冤院172-177.
[15] 殷飞袁王海娟袁李燕燕袁等.不同钝化剂对重金属复合污染土壤的修
复效应研究[J].农业环境科学学报袁2015袁34渊3冤院438-448.
[16] 罗远恒袁顾雪元袁吴永贵袁等.钝化剂对农田土壤镉污染的原位钝化
修复效应研究[J].农业环境科学学报袁2014袁33渊5冤院890-897.
[17] 陈志良袁袁志辉袁黄玲袁等.生物炭来源尧性质及其在重金属污染土壤
修复中的研究进展[J].生态环境学报袁2016袁25渊11冤院1879-1884.
[18] JEFFERY S.The way forward in biochar research院Targeting trade -offs
between the potential wins[J].GCB Bioenergy袁2015袁7渊1冤院1-13.
[19] 何选明袁冯东征袁敖福禄袁等.生物炭的特性及其应用研究进展[J].燃
料与化工袁2015袁46渊4冤院1-3.
[20] 孔丝纺袁姚兴成袁张江勇袁等.生物质炭的特性及其应用的研究进
展[J].生态环境学报袁2015袁24渊4冤院716-723.
[21] 袁帅袁赵立欣袁孟海波袁等.生物炭主要类型尧理化性质及其研究展

渊下转第 160 页冤
155

现代农业科技 圆园19 年第 12 期

资源与环境科学
修和除草尧土渠清理修补尧硬化渠维修及疏通曰三是休耕期

休养耕地虽然能培肥土壤尧改善土壤结构尧提高耕地质量

间加强农田基础设施管理袁配套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遥

等级水平袁但是目前采用的休耕技术措施无法减轻重金属

采取适合的复耕模式遥复耕工作以村委会为主体尧农户
为辅的实施模式袁田埂维护整修和除草由农户实施袁土渠清
理修补尧硬化渠维修及疏通工作由村委会组织实施遥
总之袁湘中丘陵区休耕普遍采取旱休尧田间管理粗放等
措施袁加速了土壤有机质矿化分解和土壤酸化袁导致土壤微
生物及农田杂草种群改变曰休耕地只耕不种袁沟渠长期不利
用尧不灌水袁农田长期不淹水袁会导致沟渠尧田埂毁损严重袁
农田生态系统破坏严重袁水田的稻作功能和湿地功能退化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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