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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监测北京市平原区 2015 年和 2016 年土壤中 5 种重金属 As、Cd、Hg、Pb、Zn 化学形态的变化趋势，运用 Tessier 连续提
取法对土壤重金属进行了形态分析，并对影响重金属元素生物有效性的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2 年内研究区表层土壤重
金属元素的形态变化微弱，有效态含量以 Cd 元素最高，达到 45.67%，故潜在生态危害性最大；其次为 Zn 元素，达 12.16%，其中
碳酸盐结合态占比虽大，但由于研究区土壤呈偏碱性，Zn 元素的迁移能力较弱，潜在危害性较小；As、Hg、Pb 均以难迁移态存
在，故潜在危害性也较小。土壤重金属元素的生物活性系数及迁移系数分别为：Cd＞Zn＞Pb＞As＞Hg 和 Cd＞As＞Zn＞Pb=
Hg，其中 Cd 元素 2 年的生物活性系数和迁移系数最高，展现出较强的生物活性和迁移能力，其余重金属元素的活性系数和迁
移系数较低，潜在危害性较弱。影响重金属元素生物有效性的因素较复杂，以重金属元素全量为主，pH、有机质、CEC 等理化
性质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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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ffectively monitor the overall variation trend of the chemical forms for 5 heavy metals (As, Cd, Hg, Pb and Zn) in
the soil in Beijing plain area during the year 2015 and 2016, the authors employed the Tessier sequential extraction method to ana⁃
lyze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soil heavy minerals. The authors studied the factors controlling the bio-availability of
these heavy minera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only minor change in the morphology of soil heavy metals in these 2 years. The
element with highest effective concentration is Cd (45.67%), which thus poses greatest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The following ele⁃
ment is Zn with concentration of 12.16%. Though Zn is largely incorporated in carbonates, the mobility of Zn is reduced by the al⁃
kaline soil, thus having less ecologically hazardous effect. The elements As, Hg and Pb are immobile with little potential hazards on
ecology. The orders of activity coefficients and migration coefficients of the heavy metal elements in topsoil in the study area are
Cd > Zn >Pb> As > Hg and Cd >As > Zn >Pb=Hg respectively. This suggests that Cd has the highest values in both the 2-year
biological activity coefficient and transfer coefficient, implying a strong biological activity and migration capability, while other soil
heavy metals have smaller activity coefficients and migration coefficients, indicating relatively low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s. In the
study area,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bio- availability of heavy metals are complex, and the dominant one is the total amount of
heavy metal elements, followed by pH, organic matter, CEC, and other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and the connections of
these factors are compli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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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生态土壤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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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东南，在天津注入渤海。从东南向西北，地势从

境问题日趋严重，土壤中有毒有害物质不断增加、

低到高，土壤水平与垂直方向的地域分异规律十分

化学成分不断更新、人为因素的不断干扰，直接诱

明显，主要土壤类型以褐土、潮土为主，另有少量水

发各类土壤环境问题，其中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日

稻土、风沙土和沼泽土。西部、北部多为褐土；东南

趋严重。由于土壤中重金属元素具有不同的化学

部多为潮土、砂姜潮土、湿潮土等。

形态，因此不能只依靠元素总量来判断对生物有机

2

体的影响或评价潜在的生态危害性 [1-3]。重金属元
素各类形态含量的高低直接决定其化学活性、再迁
移性、生物有效性，以及最终对生态系统或生物有
机体的影响

[4-5]

，其中生物有效性是连接生物体与重

金属污染物及其外界环境最有效的桥梁。

2.1

材料和方法
样品采集
本次研究选取北京市 60 个土壤监测点开展土壤

重金属形态研究，于 2015 年和 2016 年在每个监测点
原点位处分别采集 1 件表层土壤样品（共 120 件），
并

2015 年已在北京市范围内建成土壤地质环境

测试重金属元素 As、
Cd、
Hg、
Pb、
Zn 的 7 种形态，
即水

监测网，开展以 1 年为周期的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工

溶态、
离子交换态、
碳酸盐结合态、
腐殖酸结合态、
铁

作。通过长期系统的土壤地质环境监测，及时掌握

锰结合态、
强有机结合态、
残渣态。本次研究所选监

土壤中各类元素的分布状况及变化规律，为北京城

测点主要位于工业区（首钢、
焦化厂、
亦庄开发区）的

市生态环境保护发挥重要作用。本文对 2015 年和

共计 15 个，农业区（昌平苹果种植基地、通州蔬菜

2016 年重金属元素形态等指标进行对比研究，充分

种植基地、平谷大桃种植基地）共计 20 个，水源地

发挥监测网的实际作用，通过监测变化情况，研究

（密云水库、官厅水库、怀柔水库）共计 15 个，城区

重金属有效态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五环内（公园区）的共计 10 个，
采样点位分布如图 1。

近年来国内外很多学者已对土壤中重金属元

每个监测点土壤样品为混合样，一个混合样需

素形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6-8]。2015 年崔邢涛等[9]针

由至少 15 个子样组成，每个子样的采土部位相对固

对河北省中南部平原农田表层土壤中 7
种重金属元素的形态含量进行了统计和
分析，并对其生物有效性进行了评价，最
终确定影响生物有效性的主要因素为重
金属元素全量；2016 年，庞文品等[10]采用
单因子指数等 3 种方法对贵州兴仁煤矿
区农田土壤重金属 7 种形态污染状况进
行了评价，最终选取 3 种方法进行风险
预警。北京地区通过已建立的土壤地质
环境监测网对土壤中重金属元素有效态
进行研究的手段还属首例，
意义十分重要。

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华北平原西北隅，属暖

温带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13.7℃，年平均降雨量 630mm 左右。西
北高东南低，基本构成西、北、东三面环
山，东南低缓呈一平川的地形概貌。研
究区河系属海河流域，河网发育，从东到
西分布有蓟运河、潮白河、北运河、永定
河和大清河五大水系，大部分由西北流

图 1 研究区及采样点位置
Fig. 1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and sampling 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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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相邻子样之间的距离至少为 20m，子样采集深度

2.4

为 0～20cm。采集土壤混合样品时，
一个混合土壤样
应全部在同一块具有代表性的土地类型里采集。
根据监测点 2 次所测土壤中重金属元素含量的
差异，对 120 件土壤样品进行重金属形态分析，供试

重金属元素生物有效性分析
生物有效性指生物体主动吸收或不断在体内

积累所吸收的重金属元素不同形态的过程。该过
程是评价重金属毒性最有效的方法，同时也可间接
了解生态系统环境质量的优与差。

土壤的基本性质列于表 1。
2.2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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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中重金属元素的生物有效性包括生物可

样品测试

利用性和迁移能力，其中生物活性系数 K 可用来表

研究区表层土壤重金属元素全量分析测试由华

示生物可利用性[12-13]：

可交换态 + 碳酸盐结合态
重金属各种形态之和
(F1 + F2)
=
(F1 + F2 + F3 + F4 + F5)

北有色地质勘查局燕郊中心实验室完成，将野外采

K=

集的土壤样品磨细过 100 目筛备用。重金属元素全
量 测 试 方 法 ：Zn 元 素 采 用 等 离 子 体 发 射 光 谱 法
(ICP-OES)进行测定，
取 0.25g 样品，
用硝酸、
盐酸、
氢
氟酸、高氯酸进行溶样，而后 25 ml 定容直接测定；
Cd、
Pb 元素采用等离子体质谱法（ICP-MS）测定，
取

土壤中重金属元素的迁移能力大小，可通过迁

移系数 M 来表示[14-15]：
可交换态
重金属各种形态之和
F1
=
(F1 + F2 + F3 + F4 + F5)
M=

0.25g 样品，用硝酸、盐酸、氢氟酸、高氯酸进行溶样，
而后稀释 10 倍进行测定，As、Hg 元素采用原子荧光
光谱法（AFS）测定，
取 0.25g 样品，
用王水进行溶样处
理，
用 KBH4 进行还原，
而后采用氢化法进行测定。
重金属形态的测试采用连续提取法 [11] 进行。

①使用 25ml 水提取水溶态：取 2.5g 备用土壤样品于
离心杯中，水溶液超声提取，离心分离提取清液；②

（2）

式中：F1 为可交换态（水溶态含量和离子交换

态含量之和）；F2 为碳酸盐结合态；F3 为铁锰结合
态；F4 为有机物结合态（腐殖酸结合态含量和强有
机结合态含量之和）；
F5 为残余态（残渣态含量）。

残渣用 25ml MgCl2 溶液提取离子交换态：在离心杯

3

中加入 1mol· L-1 的 MgCl2 溶液，在 24℃条件下超声

3.1

提取，分取清液，加浓盐酸，再用蒸馏水稀释，用

（1）

结果与分析
重金属元素形态组成特征
由研究区 120 件表层土壤样品中重金属元素不

ICP-AES 法测定 Cd；③残渣用 25ml NaAc 溶液提取

同形态基本统计特征见表 2，重金属不同形态（平均

杯进行超声提取，离心分离分取清液。

种重金属元素的化学形态，下文所述重金属元素的

碳酸盐结合态：将 1mol· L-1 的 NaAc 溶液放入离心
2.3

数据处理
所有数据相关性分析均在 SPSS 10.0 和 Excel 上

完成，所有图件编制均使用 Coreldraw×4 和 Map⁃
gis6.7 软件。

含量）的分布特征如图 2 所示。为更加直观地对比 5
形态占全量的比例均为 2015 年与 2016 年的平均
值。5 种重金属元素的 7 种形态中，水溶态含量占全
量的比例较小，其中 As 元素比例较大，为 1.48%，可
见总体比例 2 年内有上升趋势，As 元素水溶态最大

表 1 供试土壤基本理化性质
Table 1 Basic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of studied soils
年份
2015 年

2016 年
粒径/%

理化参数
有机质/%
pH
CEC/(cmol · kg-1)
有机质/%
pH
CEC/(cmol · kg-1)
砂粒（2~0.2mm）
粘粒（<0.002mm）

注：
CEC 代表阳离子交换量

范围
0.24~6.59
7.2~8.34
4.88~18.16
0.17~8.59
7.23~9.08
3.63~23.36
0.6~69.8
3.1~25.3

平均值±标准差
1.07±0.83
7.9±0.26
11.81±3.04
1.38±1.22
8.1±0.38
11.28±3.67
14.85±13.27
13.68±4.19

中值
0.95
7.99
11.76
1.17
8.20
11.38
10.15
1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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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表层土壤中重金属元素不同形态统计参数（n=120）
Table 2 Statistical parameters of different forms of heavy metal elements in topsoil
mg/kg
元素

年份
2016 年

As
2015 年

2016 年
Cd
2015 年

2016 年
Hg
2015 年

2016 年
Pb
2015 年

2016 年
Zn
2015 年

参数
范围
平均值±标准差
变异系数
范围
平均值±标准差
变异系数
范围
平均值±标准差
变异系数
范围
平均值±标准差
变异系数
范围
平均值±标准差
变异系数
范围
平均值±标准差
变异系数
范围
平均值±标准差
变异系数
范围
平均值±标准差
变异系数
范围
平均值±标准差
变异系数
范围
平均值±标准差
变异系数

水溶态
0.03~0.55
0.147±0.093
0.63
0.009~0.36
0.114±0.079
0.69
0.0006~0.008
0.002±0.002
0.73
0.001~0.005
0.001±0.001
0.68
0.0005~2.4022
0.003±0.007
2.40
0.0002~0.0239
0.0029±0.0042
1.43
0.003~1.02
0.133±0.160
1.20
0.0019~1.21
0.172±0.255
1.48
0.010~3.95
0.741±0.620
0.84
0.02~9.009
0.893±1.317
1.48

离子交换态
0.01~0.17
0.061±0.038
0.62
0~0.318
0.046±0.045
0.99
0.009~0.41
0.062±0.070
1.13
0.007~0.91
0.059±0.122
2.06
0.0006~2.0355
0.0034±0.0068
2.04
0.0001~0.0035
0.0005±0.0006
1.14
0.001~0.22
0.053±0.0580
1.10
0.0001~0.22
0.029±0.044
1.49
0.005~18.8
0.935±2.537
2.71
0.1~1.53
0.386±0.282
0.73

碳酸盐结合态
0.01~0.51
0.134±0.099
0.74
0.018~0.85
0.135±0.145
1.08
0.01~0.44
0.082±0.090
1.10
0.02~1.05
0.077±0.147
1.91
0.00001~.58646
0.0022±0.0034
1.59
0.0001~0.0107
0.0013±0.0019
1.48
0.46~22.9
3.577±3.863
1.08
0.06~25.65
2.683±4.189
1.56
0.2~170
12.099±23.299
1.93
0.18~63.6
8.445±11.914
1.41

腐殖酸结合态
0.21~2.58
1.170±0.513
0.44
0.285~3.331
1.397±0.528
0.38
0.003~0.340
0.031±0.052
1.69
0.001~0.684
0.047±0.101
2.14
0.0034~1.9066
0.0230±0.0438
1.91
0.0003~0.2382
0.022±0.0377
1.72
0.3~24.3
3.291±3.934
1.20
0.51~31.68
3.248±4.48
1.38
1.85~265
12.226±33.851
2.77
1.88~39.95
8.706±7.592
0.87

铁锰结合态
0.36~2.49
1.034±0.423
0.41
0.138~2.558
0.873±0.468
0.54
0.003~0.42
0.039±0.065
1.68
0.005~0.21
0.034±0.041
1.2
0.0004~.7146
0.00176±.0013
0.71
0~0.0207
0.0015±0.0029
1.89
2.32~53.5
11.688±8.937
0.76
1.98~45.5
8.333±7.918
0.95
2.08~173
15.663±24.414
1.56
2.66~76.78
12.124±10.793
0.89

强有机结合态
0.01~0.38
0.050±0.094
1.89
0~0.321
0.036±0.059
1.63
0.006~0.048
0.017±0.008
0.50
0.002~0.108
0.021±0.021
0.98
0.0011~3.3235
0.0507±0.1687
3.32
0.0003~2.511
0.0862±0.4097
4.75
0.012~3.24
0.330±0.472
1.43
0.06~1.84
0.425±0.439
1.03
0.57~16.4
3.725±2.730
0.73
1.11~39
8.149±7.03
0.86

残渣态
1.4~12.3
6.228±2.217
0.36
1.098~13.92
6.249±1.967
0.31
0.02~0.28
0.102±0.0517
0.51
0.008~0.135
0.049±0.025
0.51
0.0039~1.655
0.7265±.2198
4.43
0.0053~14.9496
0.5366±.4705
4.6
7.45~41.9
14.392±6.917
0.48
9.54~41.5
16.438±6.81
0.41
29.5~106
56.08±14.781
0.26
26.9~184
51.84±21.084
0.41

值为0.55mg/kg；
其余元素比例均较小，
范围为0.41%~

2 年内 Cd 元素的碳酸盐结合态含量有升高，
其中 Cd

0.86%。2016 年 Hg 元素水溶态含量的变异系数较

最大值达 1.05mg/kg，Zn 最大值达到 170mg/kg；其

大，可达 2.40。水溶态在环境中极易迁移，易被植物

次是 Pb 元素为 9.63%，最大值为 25.65mg/kg；2015

直接吸收利用。

年 Hg 所占比例最低，仅为 0.20%。5 种重金属元素

5 种重金属元素的离子交换态含量占全量的比

的碳酸盐结合态含量变异程度差异不大，除 2016 年

例差异较大。最大为 Cd 元素，其比例可达 19.55%，

As 较低，为 0.74 外，其余元素变异程度均较高，范围

其最大值为 0.91mg/kg，表现为较大的潜在危害性；

为 1.08~1.93。碳酸盐结合态是土壤中重金属元素

2 年内 As、Hg、Pb、Zn 元素离子交换态含量有上升趋

在碳酸盐矿物上形成的共生沉淀结合态，受 pH 值

势。5 种重金属元素的离子交换态含量变异程度差

影响较明显，当土壤环境中 pH 值降低时，部分重金

异较大，其中 2016 年 Zn 元素的变异程度最高，其变

属离子被释放，参与外界循环迁移[16-17]。

异系数达到2.71，
其余Cd、
Hg、
Pb的变异系数也较大。
离子交换态在环境中易迁移，
可被植物吸收利用。
5 种重金属元素中，Cd、Zn 元素的碳酸盐结合
态含量占全量比例均较高，分别为 25.55%、10.63%，

除 Hg 元素外，腐殖酸结合态含量占全量比例
较小，为 3.11 %，As、Cd、Pb、Zn 较大，2 年内 Zn 元素
的腐殖酸结合态含量有升高。5 种重金属元素腐殖
酸结合态含量变异程度差异较大，其中 2015 年 As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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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有效态；腐殖酸结合态、铁锰氧化态、强有机结
合态、残渣态属于较稳定的部分，常被称为重金属
元素的难迁移态。5 种重金属元素的有效态含量以
Cd 元素最高，为 45.67%，其次是 Zn 元素，为 12.16%，
但 2 年内 Cd 元素的有效态有下降趋势，而 Zn 却有
上升趋势。表明研究区内 Cd、Zn 元素生物毒性较
强，生物有效性和潜在生态危害性较大，需要对此
持续监测。
3.2

重金属元素生物有效性分析
生物有效性主要研究外界重金属污染物及其

图 2 两年内土壤重金属元素的形态分布

所处环境介质与生物体的潜在相互关系，是一个动

Fig. 2 Fraction distribution of heavy metals in two years

态过程[23]。生物活性系数（K）反映了土壤中重金属
元素各种形态被生物体吸收利用的能力，以判别对

素较低，为 0.38，其余 4 种元素为 0.87~2.77。

生态环境形成的潜在危害量。生物可利用性系数

5 种重金属元素的铁锰氧化态含量，除 Hg 所占

较大时，表明较高的重金属元素存在不稳定性或活

比例较小，
为 0.22 %外，
其余均占全量比例较大。2 年

性，相反，如果生物可利用性系数较小，表明土壤中

内 As、Pb、Zn 元素的铁锰氧化态含量有升高趋势。

的重金属元素存在形式较稳定。迁移系数（M）是可

5 种重金属元素的铁锰氧化态含量变异程度差异较

交换态与各种形态总量之间的比率，反映了土壤中

大，其中 2016 年 As 元素较低，为 0.41，其余元素较

各类重金属元素迁移能力的大小。较大的迁移系

高，范围为 0.71~1.89。铁锰氧化物结合态是被包裹

数表征生物体从土壤中可迁移吸收的重金属含量

定型于矿物的细粉散颗粒或外囊物中存在的重金

越大，对生态环境危害性越高。

属元素，因其具有较强的离子键，较稳定，但在还原
[18]

条件下，长期渍水易被重新释放，产生危害 。

由图 3 可知，2015 年比 2016 年 Cd 元素的生物
活性系数大，其余元素均相反，但总体看 2 年变化不

5 种重金属元素中，Hg 元素的强有机结合态含

大。研究区土壤重金属元素之间的生物活性系数

量占全量比例较高，为 9.75%，2015 年 As 元素比例最

大小顺序为：Cd＞Zn＞Pb＞As＞Hg，其中 Cd 元素

低，仅为 0.41%。2 年内 As 元素的强有机结合态含量

2015 年和 2016 年的生物活性系数分别达到 0.48、

有升高趋势。5 种重金属元素的强有机结合态含量

0.44，其次为 Zn 和 Pb 元素，反映出 Cd、Zn、Pb 元素

变异程度差异较大，2016 年 Cd 元素最低值为 0.50，

较强的生物活性，同时体现出不稳定性及危害性。

其余范围为 0.73~4.75。强有机结合态是土壤重金

由图 4 可知，2015 年 Cd、Pb 元素的迁移系数比

属与各种有机物、腐殖质及矿物颗粒的包裹层螯合

2016 年大，其余元素均相反，但总体看 2 年变化不

而成，本身在环境中为惰性，但如受强酸、强碱和螯

大。研究区土壤中重金属的迁移系数大小顺序为：

[19]

合剂影响，
会转化为其他形态重新进入环境 。
重金属元素的残渣态含量占比在重金属元素

Cd＞As＞Zn＞Pb=Hg，其中 Cd 元素 2015 年和 2016
年的迁移系数分别达到 0.21 和 0.19，反映 Cd 元素具

各形态中除 Cd 元素外均最大，2016 年 Hg 元素最
大，达到 89.63%。2 年内 Cd、Hg 元素的残渣态含量
均有升高。从变异系数看，除 Hg 元素外，其余均较
低，范围为 0.26~0.51。As、Hg、Zn 的残渣态占比均
较大，因此活性较小，较稳定 [20]。北京地区针对 Hg
元素残渣态偏高已有研究，土壤中有机质的富集与
土壤中含有的辰砂矿物为主要原因[21-22]。
重金属元素的形态中，水溶态、离子交换态、碳
酸盐结合态属于较活泼的部分，常被称为重金属元

图 3 土壤重金属元素的生物活性
Fig.3 Bioavailability of heavy metals in so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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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各种形态，不同环境介质又使不同形态的重金属
具有各自的生物有效性及迁移性，反映出不同程度
的生物毒性。因此，分析土壤中重金属全量与有效
态之间的相关性，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重金属各有
效态与全量之间的关系并认识重金属的危害程度[25-26]。
将 2 年所采表层土壤样品共 120 件作为统计数据，
对
5 种重金属元素中有效态（水溶态、
离子交换态、
碳酸
盐结合态）与全量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表 3）。

图 4 土壤重金属的迁移性

不同种类的重金属元素中不同的形态与全量

Fig. 4 Mobility of heavy metals in soils

相关性差异较大，5 种元素的有效态与全量均为正

有相对较强的迁移性，其余元素系数较小，由土壤

相关关系，其中 Cd、Pb、Zn 的 3 种形态含量与全量

向生物体迁移的能力较差。

均呈显著正相关，尤其是 Cd 元素的离子交换态和

总体而言，2 年内 5 种重金属元素的生物活性系

碳酸盐结合态，其相关系数达到 0.955、0.942；As 元

数和迁移系数略有波动但变化不大，其中，Cd 元素

素的水溶态、碳酸盐结合态含量与其全量均呈显著

的生物活性系数和迁移系数均相对较大，体现出其

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 0.534、0.389；Hg 元素

生物活性较强，迁移能力较高，对生态环境构成一

水溶态含量与其全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

定的潜在危害；一般情况下，如果土壤为酸性环境，

为 0.472；Pb、Zn 的 3 种形态含量与其全量均呈显著

碳酸盐结合态易转化为可交换态从而被生物体利

正相关关系。

用，然而研究区土壤以偏碱性 为主，对于 Zn 和 Pb

As、Hg 元素的离子交换态含量，以及 Hg 元素的

元素，虽然具有较大的生物活性系数，但无法获得

碳酸盐结合态含量与其全量虽为正相关关系，但相

较强的迁移能力，因此对生态环境构成的危害性较

关性不显著，相关系数分别为 0.144、0.020、0.042。

[24]

综上所述，
研究区内土壤中 5 种重金属元素的各

小；其余重金属元素的生物活性系数和迁移系数均
较低，
对生态环境危害性极低。

类形态含量与全量并不全是显著性相关，也存在相

3.3

影响土壤重金属元素生物有效性的因素

关性不明显的情况。表明环境介质中的重金属有效

重金属元素全量对生物有效性的影响

态含量决定其有效性，而非重金属元素全量决定。

3.3.1

土壤中不同组分会使进入土壤后的重金属转化

因此只凭借土壤中重金属全量来判别其污染程度与

表 3 不同形态重金属元素所占比例与土壤理化性质的相关分析（n=120）
Table 3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percentage of heavy metal fractions and soil properties
元素
As

Cd

Hg

Pb

Zn

形态
水溶态
离子交换态
碳酸盐结合态
水溶态
离子交换态
碳酸盐结合态
水溶态
离子交换态
碳酸盐结合态
水溶态
离子交换态
碳酸盐结合态
水溶态
离子交换态
碳酸盐结合态

全量
0.534**
0.144
0.389**
0.582**
0.955**
0.942**
0.472**
0.020
0.042
0.609**
0.567**
0.828**
0.203*
0.823**
0.928**

pH
-0.170
0.199*
-0.161
-0.048
-0.297**
-0.199*
-0.067
0.090
-0.327**
-0.145
-0.203*
0.265**
-0.235**
-0.311**
-0.315**

Corg
0.209*
0.160
0.244**
0.287**
0.292**
0.333**
0.082
0.046
0.105
0.112
0.310**
0.386**
0.141
0.263**
0.412**

CEC
0.159
-0.133
0.148
0.102
0.251**
0.144
0.091
-0.093
0.205*
0.124
0.173
0.002
0.221*
0.231*
0.208*

砂粒（2~0.2mm） 粘粒（<0.002mm）
-0.082
0.119
-0.223*
-0.077
-0.099
-0.015
-0.088
0.107
0.033
-0.022
0.008
-0.069
0.024
0.076
-0.096
0.193
-0.048
0.176
0.112
0.054
-0.035
0.187
-0.152
-0.011
-0.158
0.121
0.015
0.144
-0.019
0.186

**
注：
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0.01；*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0.05；
Corg 代表有机质；
CEC 代表阳离子交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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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欠妥，
应当充分考虑重金属的有效态含量，
分析

件下，每千克土壤所含有的全部交换性阳离子(K+、

能够影响有效性的那部分全量变化情况，这样才能

Na+、Ca2+、Mg2+、NH4+、H+、Al3+等)的厘摩尔数，其大

对土壤环境污染状况做出较准确、
科学的评价。

小由土壤表面所带负电荷的多少决定[34]。本次研究

3.3.2

中土壤 CEC 与重金属有效态之间主要呈正相关关

土壤中 pH、有机质、CEC、粒度对重金属有

系，但相关性较差，只有离子交换态的 Cd、碳酸盐结

效性的影响
除土壤重金属全量外，影响土壤重金属有效性

合态的 Hg 及各有效态的 Zn 关系显著。

的还有土壤理化性质。土壤理化性质中的 pH、有机

土壤中不同粒度的土壤颗粒具有不同的矿物

质、
阳离子交换量（CEC）、土壤粒度等都可能影响土

成分、比表面积、吸附点位和离子强度，因此吸附能

壤中重金属各类形态的含量及转化程度，从而影响

力不同，会影响其生物有效性[35]。一般情况下，砂粒

到重金属元素的生物有效性[27-30]。本文研究了土壤

土壤比粘粒土壤表面积小，因此砂粒土壤生物有效

中 pH、
有机质、
CEC、
粒度与重金属有效态的相关性，

性略低。但是如果总重金属含量相同，砂粒土壤比

据此判断土壤理化性质对重金属有效性的影响。

粘粒土壤对人体的危害高 [33]。文中选取粒度 较 粗

总体而言，土壤中 pH、有机质、粒度与重金属有
效态之间的相关性差异较大。
土壤酸碱度（pH）是土壤中沉淀-溶解、吸附-

的 砂 粒（2~0.2mm）和 粒 度 较 细 的 粘 粒（<0.002
mm）作为研究对象，砂粒与重金属有效态之间主要
呈负相关关系，除离子交换态的 As 外，相关性较差，

解吸、配位-解离平衡等影响重金属电荷特性的重

粘粒与重金属有效态之间主要呈正相关关系，但相

要因子。研究表明，当土壤中 pH 值不断降低时，土

关系数值较小，相关性较差。

壤中粘粒矿物和有机质表面的负电荷减少，因而大

从以上分析可知，土壤中 pH、有机质、CEC、粒

部分元素吸附作用不断降低，浓度不断升高，重金

度与重金属有效态之间相关性差异较明显，虽有部

属的生物有效性就不断升高 ；但是如果 pH 值过

分显著相关，但相关系数值普遍偏小，且有些为正

高，又会提高重金属碳酸盐结合态、铁锰氧化态的

相关关系，有些为负相关关系。由此可知，这些土

含量 。本次研究中土壤 pH 值与重金属元素的有

壤理化性质因素虽然对重金属有效性有一定的影

效态绝大部分为负相关关系且相关性较好，与 Zn

响，但影响的程度远不及土壤重金属全量。因此，

的各有效态，以及 Cd 的离子交换态、碳酸盐结合态

影响研究区内重金属有效性的以土壤中重金属元

等 具 有 显 著 相 关 关 系 ；测 试 样 品 的 pH 值 范 围 为

素全量为主，以土壤的各种理化性质为辅。

[31]

[30]

7.20~9.08，属于弱碱性环境，5 种重金属元素主要以
氢氧化物等状态存在，
同时土壤中有机物溶解度较大，
络合能力较强，不易迁移或被生物体吸收利用[32]。

4

结

论

（1）北京市平原区土壤中 5 种重金属元素的 7

土壤有机质包括腐殖质、生物分子等不可溶性

种化学形态 2 年内变化微弱，其有效态（水溶态、离

有机质和大的动物和微生物释放的分泌液等可溶

子交换态和碳酸盐结合态）含量，以及水溶态和离

有机质，二者之间的比例决定了生物有效性。不可

子交换态总和，Cd 最高，分别为 45.67%和 20.12%，

溶性有机质中含有形成螯合物所需的官能团，被螯

说明 Cd 元素的生物有效性和潜在生态危害性较

合的这部分金属离子会与粘土矿物牢牢地固定在
土壤中，进而限制其迁移活动，降低生物有效性。

大；Zn 元素的有效态及碳酸盐结合态含量次之，但
由于北京地区土壤基本为偏碱性，因此碳酸盐结合

实验证明，可溶性有机质与重金属离子共同作用形

态的 Zn 不易转化为可直接被生物体吸收利用的可

成可溶复合物，不易被矿物表面吸附，增加生物有

交换态，故而对土壤环境不构成潜在危害。As、Hg、

效性，如小分子量有机物（EDTA、LMWOAs 等）[33]。

Pb 元素均以难迁移态（腐殖酸结合态、铁锰结合态、

文中土壤有机质与重金属有效态全部为正相关关

强有机结合态、残渣态）为主，总和基本在 90%以上，

系，其中，Cd 元素的有效态，以及 Pb、Zn 元素的离子

对土壤环境不构成潜在危害。

交换态、碳酸盐结合态等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其
余元素相关关系不显著。
土壤中阳离子交换量（CEC）指在一定 pH 值条

（2）研究区土壤重金属元素的生物活性系数大
小顺序为：Cd＞Zn＞Pb＞As＞Hg，其中 Cd 元素 2 年
的生物活性系数分别达到 0.48、0.44，其次为 Z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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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表明三者具有较强的生物活性和不稳定性，其
他重金属元素的生物活性较弱，在土壤中较稳定。
土壤中重金属元素的迁移系数大小顺序为：Cd＞
As＞Zn＞Pb=Hg，其中，Cd 元素 2 年中的迁移系数
分别达到 0.21、0.19，体现出 Cd 元素较强的迁移能
力，
其余元素迁移能力较弱。
（3）研究区土壤中重金属元素生物有效性的影
响因素主要为土壤重金属元素全量，其次为 pH、有
机质、CEC 等理化性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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