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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在土地利用中的潜在生态风险评价 

薛万来，叶芝菡，何春利，李文忠，吴敬东 

(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北京 100048) 

摘 要：为评估污泥在土地利用中的潜在生态环境风险，笔者对比分析了污泥施用区和对照区土壤样品 

中As、cd、Cr、cu、Ni、Pb、zn共7种重金属的含量，并采用地积累指数法和潜在生态危害指数法对污泥 

施用区重金属污染进行了分析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除Ni和Pb外，其他重金属平均含量较背景值均 

有所增加；污泥施用区重金属含量与对照区存在显著差异 ，但其平均值含量均在土壤环境质量II级范围 

内；从平均地积累指数来看，土壤环境总体上处于无污染状态；重金属元素的潜在生态危害指数除Cd外 

均处于低度污染，元素Cd有部分处于中度以上污染。可得出结论：潜在生态危害指数由于考虑外源重 

金属富集和不同重金属生物毒性系数的影响，其评价结果更加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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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of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of Sludge in Land Use 

Xue Wanlai，Ye Zhihan，He Chunli，Li Wenzhong，Wu Jingdong 

(Beijing Wa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stitute，Beijing 100048) 

Abstract：In order to assess the potenti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risk of sludge use on soil，the author 

analyzed 7 kinds of heavy metal(As、Cd、Cr、Cu、Ni、Pb and Zn)in sludge application area and control area， 

analyzed and evaluated heavy metal contamination in sludge application area through the methods of geo—_ 

accumulation index and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index．The results showed that：the heavy metal contents were 

larger than background value except Ni and Pb；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heavy metal content between 

sludge application area and control area，but the average content was within the range of soil environmental 

quality level II．According to the geo—accumulation index，soil environment quality was in IIO pollution state； 

heavy metals’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was in low pollution status except Cd，Cd was in moderate or above 

pollution status in some areas．In conclusion，considering the impact of enrichment and biological toxicity of 

heavy metal，the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index was more accu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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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城市污泥是指城市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处理过程 

中产生的附属品，其主要成分有机质含量高达300～ 

600 g／kg，同时富含大量的矿质营养元素，具有较高的 

农用价值 。 。但城市污水来源多样复杂，其产物污泥 

通常含有种类较多的病原菌、重金属和有毒有机污染 

物，这是限制其农用的主要因素 1。 

如何有效处置与利用污泥已成为经济发展中迫切 

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污泥处理方法有填埋法、焚烧法、 

直接烘干法、厌氧消化法、生物处理法、堆肥处理等 】。 

堆肥处理是通过微生物的生物化学反应实现物质转 

化，达到剩余污泥的无害化、稳定化、减量化和资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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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经堆肥化处理的污泥虽能有效地杀灭病原菌， 

但并不能去除污泥中的重金属，重金属在土壤中的累 

积直接影响土壤的理化性质和微生物活性，并可以通 

过土壤迁移到其他生态系统中，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具有潜在威胁[91。因此 ，合理客观评价堆肥污泥土地 

利用对土壤环境质量的潜在生态环境风险具有重要 

意义。 

笔者采用土壤环境质量评价中广泛利用的地积累 

指数法和潜在生态危害指数法i 】，以北京市庞各庄污 

泥堆肥厂污泥为研究对象，探讨堆肥污泥土地利用对 

土壤环境质量的影响，以期为污泥的合理利用提供科 

学依据。 

1材料与方法 

1．1研 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北京市灌溉试验中心站(北京市通州 

区永乐店镇)，其地处北纬39。20 ，东经 114。20 ，海拔 

12 m，多年平均降雨量565 mm，多年平均水面蒸发量 

I140 mm，多年平均气温 11．5℃，无霜期 185天。试验 

小区并排布置，每个小区的面积为5 mx5 m=25 m ，试 

验共设置4个试验小区。在每个试验小区周围采用 

浆砌砖墙与外界或相邻小区隔离 ，以防止相互干扰， 

砖墙高0-3 in，其中地面以上0．2 m、地面以下0．1 m， 

墙外水泥抹面；砖墙以下采用厚1 mm的土工防渗膜 

隔离。试验小区的土壤为原状土壤 ，土壤质地为黏 

壤土。 

1．2样品采样与处理 

样品采集点位于灌溉试验站污泥施用小区，污泥 

施用区已连续施用污泥5年，污泥施用量按照与对照 

区肥料等效的原则进行，对照区作物施肥量按照当地 

常规施用量进行。围绕每个小区布置1个中心点和4 

个分点，共取5个分点的土壤样品。由于土壤重金属 

垂向迁移性较小，故本次试验只取表层土壤，采样深度 

为0～20 cm，采样完成后用无菌的聚乙烯袋将采集的 

样品装好，贴上标注有采样序号和日期的标签，带回实 

验室分析测定。 

1-3样品分析及测定 

土壤样品自然风干，研磨过 100目尼龙筛，通过微 

波消解系统(MARS 5)处理土壤样品。 

定容后的土壤样品利用ICP—OES测定Cr、Cu、Ni、 

Zn含量，ICP．MS测定Cd、Pb；氢化物发生一原子荧光光 

谱法原子荧光测定土壤As。分析过程所用试剂均为 

优级纯，所用的水均为超纯水，分析中加入国家标准土 

壤参比物质~(GSS一1)进行质量控制，各重金属的回收 

率均在国家标准参比物质的允许范围内。 

1．4 评 价 方法 

1．4．1地积累指数法 地积累指数法( )是德国海德堡 

大学Muller于 1969年提出的一种研究水环境中重金 

属污染的一种方法，它是利用某一种重金属的含量与 

其地球化学背景值的关系来定量确定重金属污染程度 

的指标“ 。由于其不仅考虑人为污染、环境地球化学 

背景值等，还考虑了由于自然成岩作用可能引起的背 

景值的变动，利用该方法能够直观反映外源重金属在 

沉积物中的富集程度，目前被广泛用来评价分析土壤 

重金属污染 ]，其计算公式如(1)所示。 

：log2lc。／(k× I．⋯⋯⋯⋯⋯⋯⋯⋯ (1) 
式中，G为土壤中某一重金属的实测含量，单位 

mg／l(g；k为常数，考虑到岩石差异可能引起背景值的 

变化而取的系数，此处取 1．5； 为土壤元素背景值，单 

位mg&g。笔者采用北京市2004年测得的土壤重金属 

背景值的几何均值作为土壤元素背景值u 。根据 

的计算结果，其一共分为7级I (0～6级)，具体分级结 

果见表 l。 

表1地积累指数与污染程度分级 

1．4．2潜在生态危害指数法 潜在生态危害指数法 

(The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Index， 是瑞典学者 

Hakanson提出的应用沉积学原理评价重金属污染及 

生态危害的方、法【 】。该方法结合土壤中重金属含量及 

重金属的生态效应、环境效应，重点确定了重金属的毒 

性系数，它是按照单因子污染物生态风险指标 和总 

的潜在生态风险R，指标进行风险分级，是目前评价重 

金属潜在危害程度利用较为广泛的方法。其计算公式 

如(2)所示。 

冗，=∑E ∑'"，、i i，Ci )⋯⋯⋯⋯⋯⋯⋯⋯⋯(2) 

式(2)中，c 为土壤中重金属的实测值； 为重金 

属i的参比值，笔者选用试验对照区土壤重金属的测 

试值； 为重金属的毒性系数，此值反映该种重金属 

的毒性系数 ； 为单因子i的潜在生态危害指数。其 

中重金属毒性系数采用Hakanson制定的标准化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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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响应系数作为标准。重金属毒性系数、参比值和评 

价标准如表2、表3所示。 

表2重金属的参比值 c 和重金属的毒性系数 

表3重金属污染潜在生态危害指标与分级关系 

2结果与分析 

2．1土壤重金属含量分析 

表4是土壤不同重金属平均含量特征。由表4可 

知 ，污泥施用区重金属Ni含量与背景值基本持平 ，说 

明近年来土壤中Ni元素基本没有富集，施用污泥对土 

壤中Ni元素运移影响较小。其他元素与背景值相比 

都有较大变化 ：重金属Pb值与背景值相比变化小，分 

析原因可能是由于本次试验取样点布设的不均匀性导 

致的；其他元素的平均含量均有增加，其中，元素Cd超 

标倍数最大，达到了2．06，说明施用污泥后重金属 Cd 

在土壤中严重富集 ，在后续的施用中要控制好污泥中 

Cd含量 ，其他重金属元素的超标倍数较小，介于 1．21～ 

1．63之间 ，重金属超标倍 数表现为 Cd>Zn>Cu> 

As>Cr>Ni>Pb。从变异系数可以看出，研究区Zn 

和Cu的变异系数较大，表明施用区土壤zn和Cu含量 

差异大，空间变异性强，受人类活动(施用污泥)影响的 

特征明显。其余重金属的变异系数介于7．34％~15．2％ 

之间，空间差异较小。 

由于土壤空间异质性及人类活动的影响，利用土 

壤重金属背景值并不能客观评估污泥施用对试验地区 

土壤环境质量的影响。为进一步分析污泥施用对本区 

域土壤环境质量的影响，我们对比分析了污泥施用区 

与对照区土壤重金属含量的差异，如表5所示。 

由表5可知，污泥施用区重金属含量与对照区相 

比，均有不同程度增加。重金属Zn和 Cu的增加幅度 

较大，分别达86．3％和63．0％；重金属Cd、Pb、Ni、As和 

Cr含量增幅相对较低，分别达 31．0％、26．1％、25．7％、 

21．0％和 18．0％。经t检验，污泥施用区重金属含量与 

对照区土壤重金属含量存在显著差异，表明施用污泥 

后重金属在土壤中累积趋势明显，施用污泥对土壤环 

境质量存在潜在危险。此外，对照土壤环境质量II级 

标准可以看出，污泥施用区各元素平均值含量均在国 

家规定的环境质量范围内，满足农业生产对土壤的要 

表4土壤重金属平均含量特征 

注：同一列数据后标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尸<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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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由此可见，短期施用污泥，并控制好污泥使用量， 

不会引起试验区域土壤重金属的过度累积。 

2-2地积累指数法评价 结果 

研究区域土壤中7种重金属元素的地积累指数评 

价结果详见表6。由表6可以看出，从平均地积累指数 

来看，研究区土壤中As、Cr、Cu、Ni和Pb不存在污染情 

况，Cd和Zn存在轻度．中等污染；从地积累指数频率分 

布来 看 ，l1．11％的 As、68．85％的 Cd、42．65％的 Cr、 

28．63％的Cu、11．64％的Ni、31．23％的Pb和92_37％的 

Zn受到了轻度．中度污染，30．00％的Cd、0．11％的Cu和 

1．81％的Pb受到中度污染。污泥施用区土壤各种重金 

属的污染程度 由强至弱依次为：Cd>Zn>Cu>As> 

Cr>Ni>Pb，但所有元素的 值均未达到中．强度以 

上污染，土壤环境总体上处于无污染程度 

2．3潜在生态风险评价结果 

研究区土壤的7种重金属元素的潜在生态危害系 

数( )和潜在生态危害综合指数( 如表7所示。从各 

元素平均含量的 来看，各元素均处于低度危害，综 

合所有元素的潜在生态危害指数( 级别为低度污 

染，其污染程度由强至弱依次为：Cd>As>Cu>Pb> 

Ni>Cr>Zn。从各元素危害程度样本比例看，As、Cr、 

Cu、Ni、Pb、Zn元素在所有样点中均处于低度污染，Cd 

元素有93．08％的样点处于低度污染 ，4．01％的样点处 

于中等污染，2．91％的样点处于较重污染。但所有样 

点不存在处于重度污染的元素。综合考虑所有重金属 

元素的潜在生态危害指数，污泥施用区内潜在生态危 

害的评价结果为：低度危害、中度危害、较重危害、重度 

危害和严重危害的比例分别为94．37％、3．03％、2．60％、 

0％和O％，整体处于低度潜在生态危害。 

2．4不 同评价方法结果比较 

污泥施用区土壤中7种重金属的地积累指数和潜 

在生态风险指数污染等级级别见表 8。由表8可知，2 

种评价方法存在一定的差异，具体表现为：利用地积累 

指数评价土壤As、Cr、Cu、Ni和Pb不存在污染，而用潜 

在生态风险指数评价时则存在低度污染情况。分析原 

因可能为地积累指数法侧重于土壤重金属含量与背景 

值的对比分析，主要反应外源重金属在土壤中的富集 

程度，而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在前者基础上还考虑了 

不同重金属的生物毒性影响，相比而言，后者的评价结 

果更准确。 

3结论 

(1)污泥施用区重金属除Ni和Pb值外，其他重金 

表6土壤重金属地积累指数分级结果 

表7潜在生态风险指数评价及分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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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元素的平均含量较背景值均有所增加；7中重金属 

的变异系数存在较大差异，土壤中Zn和 Cu的变异系 

数较大；污泥施用区重金属含量与对照区相比存在显 

著差异，施用污泥存在土壤重金属累积危险。但污泥 

施用区各元素平均值含量均在土壤环境质量 II级范 

围内。 

(2)从平均地积累指数来看，污泥施用区土壤中 

As、Cr、Cu、Ni和Pb不存在污染，Cd和Zn存在轻度一中 

等污染，土壤环境总体上处于无污染程度。 

(3)各重金属元素的潜在生态危害指数除Cd外均 

处于低度污染，元素Cd有部分处于中度以上污泥，Cd 

的影响占绝对主导地位。 

(4)从评价结果看，潜在生态危害指数更加全面和 

准确，污泥施用区土壤的重金属存在低度污染。 

4讨论 

(1)本研究利用地积累指数法和潜在生态危害指 

数法对连续施用污泥土地进行了生态风险的评价，从 

生态风险的角度而不仅仅是重金属量上阐述了污泥土 

地利用对土壤环境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污泥 

土地利用对土壤环境质量的影响在量上仍保持在土壤 

环境质量II级范围内，但从生态风险的角度来看，土壤 

中部分元素存在一定的污染，值得进一步关注。本研 

究对未来评价污泥土地利用对土壤环境质量影响有一 

定的指导意义。 

(2)本研究中污泥施用区重金属含量除Ni和Pb 

外，均较背景值有所增加，与对照区相比污泥施用区土 

壤重金属有进一步累积的风险，但均在土壤环境质量 

II级范围内，短期施用污泥对土壤来说比较安全。这 

与梁丽娜等 卅对污泥农用后对土壤和作物重金属累积 

的研究的结论较为一致。 

(3)由于土壤重金属污染是累积性污染，短期研究 

结果不明显，需要长期定位试验来进一步验证。此外， 

本次试验只针对某一种土壤类型，开展了污泥土地利 

用的生态风险评价，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开展不同类 

型土壤、不同污泥及化肥混合施用等研究，以便更好地 

评价污泥利用的风险，为污泥的资源化利用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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