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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土壤重金属污染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存在诸多潜在风险袁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遥本文综述了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的一般特
征尧来源尧危害袁总结了国内外关于重金属污染的研究现状袁探讨分析了常用的几种重金属修复技术的优劣袁以期为我国重金属污染的研究
治理提供借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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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il heavy metal pollution has many potential risks t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human health.This paper overviewed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袁sources and hazards of soil heavy metal pollution袁summarized the research status of heavy metal pollution at home and abroad袁and
discusse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several commonly used heavy metal remediation techniques袁in order to provide general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and remediation of heavy metal pollu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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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是构成生态系统的基本环境要素袁是人类赖以生存

量和土壤酶活性[9]遥二是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遥当土壤中的

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袁土壤环境质量事关农产品质量尧饮

重金属元素大量富集袁随着环境因素的变化袁可能对地下水

用水安全和人体健康袁是重大的民生问题遥20 世纪以来袁随着

和大气环境造成污染[10]遥三是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遥重金属

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袁土壤重金属污染日

益严重[1]遥2017 年 10 月 18 日袁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
指出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袁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遥
开展土壤重金属污染调查研究袁对于后续土壤环境相关工
作的展开具有重要意义遥
1 土壤重金属污染特征

1.1 土壤重金属污染概念及特点
土壤重金属污染是指因人类生产活动袁使得土壤中某
种重金属元素显著高于其本底含量渊背景值冤袁并对周围生
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袁使环境恶化袁最终危害人体健康的一
种现象 [2]袁主要包括汞尧镉尧铅尧铬和砷等污染袁生物毒性显

毒性效果强[11]袁其在食物链中的生物富集极具危险性 [12]袁严
重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遥如袁日本 1953要1956 年水俣病渊Hg

污染冤尧1955要1972 年骨痛病渊Cd 污染冤尧1961 年四日市哮喘
渊SO2 和重金属粉尘复合污染冤以及我国南方地区经常报道
的野镉大米冶野铅大米冶尧血铅超标尧汞中毒等事件遥
2 土壤重金属污染研究现状
2.1

土壤重金属污染现状
2005 年 4 月至 2013 年 12 月袁环保部渊今生态环境部冤

会同国土资源部对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进行了调查遥结果显
示袁中国土壤污染总超标率为 16.1%袁无机污染物超标点位
数占全部超标点位的 82.8%袁其中镉尧汞尧砷尧铜尧铅尧铬尧锌和
镍 的 超 标 率 分 别 为 7.0% 尧1.6% 尧2.7% 尧2.1% 尧1.5% 尧1.1% 尧

大尧化学行为和生态效应复杂尧不易被微生物降解及污染有

0.9%和 4.8%遥土壤环境污染日益加剧袁且污染点位仍在增

不可逆性等特点袁治理和恢复的难度大[3]遥

的复合型尧混合型污染袁现已对粮食及食品安全尧饮用水安

著遥重金属污染具有沉积性尧滞留时间长尧隐蔽性强尧毒性

1.2 土壤重金属污染来源

土壤是一个开放系统袁土壤中重金属污染物来源复杂尧
污染途径多样[4]遥人类工矿业生产和农药化肥的施用是土壤

中重金属污染物的主要来源[5]袁此外还包括生活垃圾尧家禽
饲养尧交通运输等产生的重金属污染物经日晒尧雨淋等作用
而污染土壤[6]遥

1.3 土壤重金属污染危害
土壤重金属污染严重危害着土壤环境质量安全袁对人
体健康构成严重的威胁[4]遥研究显示袁重金属污染物对土壤
的危害主要表现院一是对土壤微生物和动植物造成影响遥重

加尧污染范围在扩大尧污染种类在增多袁出现了更加复杂

全尧人居环境健康以及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重
威胁遥
2.2 土壤重金属调查现状
目前袁我国已开展了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农产品产地
土壤重金属污染调查等工作袁初步掌握了我国土壤污染总
体状况袁但早期调查精度尚难满足土壤污染防治工作需
要遥2016 年 5 月袁国务院正式向社会公开叶土壤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曳渊野土十条冶冤全文袁后全国各省市陆续公布具体的土

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袁要求以农用地和重点行业企业用地

金属污染影响植物生长[8]袁影响生态系统中土壤微生物生物

为重点袁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详查遥目前袁该项工作正在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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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中遥
土壤重金属研究现状
近年来袁国内外在重金属污染研究上的热点及取得的主

吴燕飞等院土壤重金属污染特征及修复技术评价
要成果院一是确立了世界和区域范围内的土壤主要重金属

素对土壤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以及危害袁并对其危害程度

元素背景值以及相应的环境质量标准尧食品卫生标准和排

进行量化袁以便有针对性地进行预防以及治理袁从而减轻其

放标准曰二是查明了重金属在不同生态系统中的迁移尧转化

对生态的危害程度遥目前袁国内外常用的土壤重金属污染评

和循环规律 曰三是系统研究了重金属对生物体的毒性效应

价方法为指数法袁评价主要集中在生态风险评价和人体健

[13]

及影响机制袁从宏观至微观水平上对重金属在生物体内的
吸收尧迁移尧富集尧毒害以及生物体的解毒和抗性机理方面
开展了研究[14]曰四是对重金属污染的治理相继发展了物理尧

康风险评价 2 个方面[16]遥据统计袁常见的几种方法及其优缺
点如表 1 所示遥

3.2 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

化学和生物方法曰五是建立了较完善的各种主要重金属元素

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主要是指通过物理方法尧化学方法

分析测定方法和规范曰六是出版和发行了大量高质量的专

和生物技术等多种措施对土壤中存在的重金属进行清除袁

著和期刊[15]遥

或将其固定在土壤中袁限制其迁移活动袁从而达到土壤修复

3.1 土壤重金属污染评价

3.2.1

的目的[17]遥常见重金属修复技术情况及优缺点对比见表 2遥

3 土壤重金属污染评价与修复
土壤重金属污染评价主要就是评估土壤中的重金属元
表1
名称

内容
渊Pi冤2+渊Pimax冤2
2
Pi=Ci /Si
EF= 渊Cn /Cref冤sample
渊Bn /Bref冤background
Igeo=log2[Cn/KBn]

P 综合=

内梅罗指数法
单因子污染指数法
富集因子法
地累积指数法
潜在生态危害指数法

n

i

n

i

i

i

RI=移Tr Cr =移Tr C实测/Cn
i=1

i=1

化学修复

生物修复

修复技术
物理分离修复
换土法
玻璃化修复
固化修复
热处理
电动力学修复
淋滤法
化学固定技术
土壤性能改良
植物修复

几种常见指数法及优缺点
局限性

避免由于平均作用削弱污染金属的权值

可能会人为夸大或缩小某些因子的影响

能够比较准确地判断单个指标的污染情况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会对评价标准产生影响

能够比较准确地判断人为污染状况

参比元素的选择有待规范

考虑了成岩作用对土壤背景值的影响

应注意 K 值的选择

将环境生态效应与毒理学联系起来

注意重金属间毒性加权或拮抗作用

表2
类型
物理修复

物从土壤中去除或分离的技术袁传统物理修复包括物理分

优越性

姨
i

物理修复遥物理修复是指通过各种物理过程将污染

常见重金属修复技术对比

优点
设备简单尧费用低尧可持续处理
效率较好
效率较好
高效尧快捷
效果较好
效果较好
长效性袁操作简便
高效尧快捷
成本低尧效果好
成本低尧绿色环保尧不改变土壤性质袁无二次污染

缺点
可能造成扬尘等二次污染尧破坏土壤结构
成本高袁污染土壤还需处理
成本高袁处理后用途受限
成本高袁处理后用途受限
成本高
成本高
易造成二次污染
处理后用途受限袁有再次活化的风险
适用范围窄袁稳定性差
周期长袁适用条件苛刻袁起效慢

离尧换土法尧热处理尧电动力学修复和玻璃化技术等遥这种方

陆对锰等具有超富集性[15]遥这种方法的优点是绿色环保尧价

法的优点是快速尧高效袁可用于处理各种污染物曰缺点是只

格低廉袁无二次污染曰缺点是周期长袁运用条件较苛刻遥

能暂时转移污染物袁但不会改变原有土壤性质袁且工程量大袁

4

施工过程中易造成二次污染遥

结语
重金属污染土壤的治理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袁虽然很多

3.2.2 化学修复遥化学修复是一种有效的原位修复技术袁主

方法如物理法尧化学法和生物法相继问世袁但每种方法都有

要包括淋滤法和化学固定技术遥化学淋滤是指利用外力或重

各自的应用范围和局限性遥在修复实践中袁目前没有一种技

力作用推动淋洗液流过污染土壤袁使污染物从土壤中清洗

术可适用所有污染场地的修复袁实际操作中需要综合考虑

迁移出来曰原位固定技术是向土壤中投入化学试剂渊如固定

土壤环境条件尧污染物类型尧污染物来源尧修复后土地用途尧

剂尧改良剂尧稳定剂等冤或化学材料袁使土壤中污染物与化学

经济成本尧修复周期等因素袁有针对性地选择一种或几种修

试剂发生吸附尧沉淀尧络合尧离子交换尧氧化还原等反应袁形

复技术进行治理遥

成不溶性或移动性差尧毒性小的物质袁从而降低其毒性和生

相较于欧美国家历经逾 40 年发展后较成熟的污染调

物有效性遥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操作简单且修复治理效果适

查和修复市场体系袁我国关于土壤环境质量的调查和修复尚

中曰缺点是修复过程中只改变了污染物的赋存状态袁易造成

处于起步阶段袁基础积累和技术储备有待加强袁环境管理框

土壤所需元素的流失袁导致土壤二次污染的可能性也较大遥

架体系亟须完善袁修复产业链的形成还需较长时间的培育遥

3.2.3

生物修复遥生物修复是指利用生物的某些特征渊如

今后仍需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袁进行热点聚焦袁增加自主创新袁

酶尧胞外多聚物及有机酸冤来吸收尧抑制尧转化和改善重金属

注重核心技术机理研究袁提升技术水平和工程经验袁加强研

污染袁一般指植物修复遥目前袁全世界共发现 400 余种具有重

金属超量累积效应的植物袁其中镍累积植物有 320 余种尧钴有

30 种尧铜有 34 种尧硒有 20 种尧铅有 14 种[18]曰我国发现的镉累
积植物也有 20 多种[19]遥此外袁蜈蚣草对砷尧东南景天对锌尧商

究成果的应用转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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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袁甚至部分虫卵还残留在农作物秸秆中遥如果将这些带有
病虫卵的秸秆直接粉碎后施入土壤袁能够在土壤中迅速繁
殖袁随着生物繁殖力的增强袁土壤细菌尧真菌尧放线菌的数量

秸秆进行消毒遥一般撒施 3%辛硫磷颗粒剂渊或 3%甲窑辛颗

粒剂冤45~60 kg/hm2 和五氯硝基苯可湿性粉剂 2~5 kg/hm2袁可
有效杀死土壤中病原菌和虫卵袁以减少病原菌和虫卵残留

均有所增加袁直接影响到种植的农作物袁甚至会导致农作物

量遥另外袁播种时最好选购包衣种子袁或者进行药剂掺拌袁以

病虫害暴发袁危害农作物正常生长袁造成作物减产遥

最大程度杀死土壤中的病虫菌源和虫卵袁并适当增加播种
量 20 kg/hm2袁确保出苗率以及起到杀菌控害作用遥

4 应对措施

5 问题与展望

4.1 增施氮肥
秸秆还田后土壤中碳素物质激增袁引起微生物大量繁
殖袁分解碳素袁微生物必然从土壤中汲取一定的氮元素作为
补充袁造成与作物争氮的现象遥若不及时增施氮肥袁导致土

试验表明袁秸秆还田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袁

环保增产效果显著袁一般可增产 5%耀10%遥由于目前秸秆还
田多半采取自然循环的方式袁大量农作物秸秆应有效完成

壤中氮素不足袁会影响下茬作物生长袁出现苗黄尧瘦弱尧发育

分解袁不及时补充水分尧氮肥等辅助措施袁仅凭土壤的自解

不良尧生长缓慢的现象袁不利于培育壮苗袁甚至造成减产遥因

能力是不够的袁尤其是土壤黏重尧有机质含量低的地块遥若

此袁秸秆还田应及时增施氮肥袁既可以加速秸秆腐解袁又可

处理方法不当袁还可能会导致土壤病菌增加袁作物病害加重

以保障作物正常需求遥一般须增施尿素 75~150 kg/hm 袁对于

及缺苗渊僵苗冤等不良现象发生袁直接影响微生物活性和作

缺磷尧钾的土壤袁还应适量补施磷钾肥 遥

物根系的发育遥因此袁只有采取合理的秸秆还田措施袁才能

4.2 翻压保墒

起到良好的还田效果遥为充分调动农民秸秆还田的积极性袁

2

[7]

土壤肥力状况决定秸秆还田数量袁一般土壤瘠薄尧肥力不

一是要建立完善的秸秆还田技术支撑体系袁针对不同地块

2

足的田块袁秸秆还田量不宜过多袁按还田 3 000~4 500 kg/hm

选择适宜的还田技术曰二是着力解决好机械化配套和建立

为宜曰在高肥力地块袁还田不宜超过 6 000 kg/hm2遥还田后要

专业化服务组织及后期病虫害防控问题遥同时袁指导农民科

及时翻压深耕袁深度在 20 cm 以上袁并耙平加重镇压袁使秸秆

学合理进行秸秆还田袁以保障秸秆还田持续尧高效尧有序尧深

分散均匀袁与土壤充分融合袁避免出现虚空现象遥同时袁选择

入推进遥

土壤墒情好的时期还田袁利于充分发挥土壤微生物的活性
作用遥当土壤含水量为田间持水量的 60%~70%时最适宜秸
秆腐解袁一般建议午收后立即进行袁此时小麦秸秆中含有较
高的水量和养分袁收获后适时翻耕深埋有利于迅速腐解尧保
墒遥在酸性和透气性差的土壤中进行秸秆直接翻压还田时袁
应施入石灰 450~600 kg/hm2遥若土壤含水量较低袁会严重影
响土壤微生物的繁殖袁减缓秸秆分解速度袁应及时浇水保墒
保温遥
4.3 杀菌防害
一般情况下袁秸秆还田后病虫害有加重发生的趋势袁尤
其是蛴螬尧蝼蛄等地下害虫遥因此袁秸秆还田前袁可用药剂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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