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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河人工湿地沉积物中镉砷累积和空间分布特征及其生态风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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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研究采用四酸消解法(HCI．HN03．HF．HCl04)和Tessier五步法对样品进行处理，测定了武河人工湿地

沉积物中cd、As两种重金属元素的总量及赋存形态，分析了cd、As的累积及空间分布特征，并对其污染程度和潜

在生态风险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表层沉积物中Cd、As的平均含量分别为3．t8 mg·kg-1、35．41 mg·kg一，分别超出

环境背景值238％、18．03％，具有明显的累积效应；Cd、As主要以残渣态形式存在，其平均含量分别为82．59％、76．3l％；

湿地Cd、As的五，平均值分布为1．62、0．44，说明Cd、As除自然的土壤来源外，还叠加yq-农业污染的影响；空

间分布特征分析表明，Cd、As质量分数、』南、酣最大值均出现在南涑河流域来水处；潜在生态风险评价表明湿地

沉积物中潜在生态危害指数Rj为501．20，属III较强生态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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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used four acid digestion methods(HCI·-HN03-HF·-HCl04)and the Tessier five·step method to examine

the content and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ements Cd and As in samples．The accumulation and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were also analyzed．Further measures included ecol-accumulation index and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index，for a

comprehensive ecological risk and pollution level assessment．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verage content were 3．1 8 mg‘kg。1

for Cd and 35．41 mg‘kg～for As．The content Was 238％，18．03％respectively,which was higher than the environment

background values，with a significant cumulative effect．Heavy metals at the study site mainly existed in residual state，and

the average contents were 82．59％for Cd and 76．3 1％for As．Among all sampling points，the铀of Cd was 1．62 and that of

As Was 0．44．Which indicated that in addition to natural SOurces of Cd and As in the soil．there might also be an overlay effect

from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 pollution．Spatial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maximum of the content，k and RI appeared in

the South Su River．The overall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index frO)had a mean of 501．20，which indicated a III strong

ecological harm to the wetland．

Keywords：WuHe Artificial Wetland；sediments；heavy metals pollution；Cd；As；ecological risk

Cd元素作为一种毒副作用较强的重金属元素，其特殊的化学性质决定了其易迁移性、高危险性

和难治理性，它可抑制生物生长，破坏群落结构，造成生态系统的不可逆；As元素作为公认的致癌

物，具有高毒性、累积性、难降解性等特点，而且它们还可通过食物链的富集作用危害人体健康【1，2】。

沉积物作为水环境中重金属的源或汇，通过各种途径进入的重金属，外界条件适宜时，会重新释放

入水体，造成二次污染，所以对水环境底泥中重金属污染的研究已逐渐成为众多研究领域的热点【3]。

武河湿地位于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东临沂河，北接蒋史汪橡胶坝，南至廖家屯闸，南北长15

km，占地面积866．67 hm2，分两期实施，临沂市的城市污水经过陷泥河上游的兰山区污水处理厂和

南涑河上游的罗庄区污水处理厂处理后，进入武河湿地，是湿地的全部水源，湿地设计了8个滞留

塘，通过在滞留塘内栽植菖蒲、莲藕、芦苇等水生植物进行生态功能强化，提升湿地的自净能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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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于武河湿地污染状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富营养化方面，加之临沂市南涑河流域曾发生过

严重的砷恶意污染事件，所以对于武河湿地沉积物中镉砷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其可为评估武河湿

地镉砷的污染现状及武河湿地水环境的保护和治理提供理论依据。

1材料与方法

1．1样品采集与预处理

2014年8月，在武河湿地选取不同的水域，采集上覆水及底泥。采样点沿湿地入口至出口选取

8个，采用GPS定位，记录其坐标信息，采样点布设如图1所示。8个采样点中，1、2号采样点位

于陷泥河流域来水处，其中1号点位于滞留塘内；3号点位于汇流处，4～8号点位于南涑河流域来水

处，其中4号和6号采样点位于滞留塘内。

样品采集采用SWB．1型柱状采泥器采集底泥及上覆水，选取柱状样界面水澄清及垂直剖面分层

清晰完整的底泥柱为分析对象[5】，柱长30 cm，柱芯样品按2 cm间距(10 cm后采用5 cm间距)精

细分截，装入聚四氟乙烯袋中，上覆水装入聚乙烯瓶中，加入硝酸酸化至PH<2，24 h内运回实验室。

采集的水样分析处理前保存于4℃的冰箱内，采集的底泥40℃下烘干至恒重，检出碎石、沙砾及

植物残体等杂质，研磨过100目尼龙筛，装入样品瓶，保存于干燥器中。

图1采样点分布图
Fig．1 The distHbufion of sampling points

1．2样品的消解与测定

底泥的消解采用四酸消解法(HCI．HN03．HF．HCl04)参照国家标准(GB／T17137．1997)进行消

化处理[6】，准确称量混合样0．20 g(精确至0．0002 g)于聚四氟乙烯坩埚中，加入10 ml浓盐酸使样

品初步分解，然后加入5 mL HN03，5 mL HF，3 mL HCl04，加盖后于电热板上中温加热，视消解

情况可再加入3 mL HN03，3 mL HF，l mL HCl04，重复上述消解过程至消解液呈白色或淡黄色，

加入1 mL硝酸溶液温热溶解残渣，将溶液转移至50 mL容量瓶中定容，过滤备测。重金属形态的

提取采用Tessier五步法提取了可交换的离子态(F1)、碳酸盐结合态(F2)、铁锰氧化物结合态(F3)、

有机结合态(F4)和残渣态(F5)5种形态。

样品的测定采用Ⅵsta-Ⅷx型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美国瓦力安公司)。实验中所使用
的试剂均为优级纯，同批次样品设置了两个空白实验和一个平行实验，结果表明重金属浓度相对误

差小于4．3％，各元素5种结合态之和与直接采用硝化法测得的重金属元素总量的误差在10％以内，

说明采用Tessier方法获得的武河湿地沉积物重金属形态提取结果的精度和稳定性在允许的范围内。

数据的处理分析采用SPSSl3．0和Excel完成。

1．3重金属污染评价方法的选择

对于沉积物中重金属污染及其生态危害的评价研究国内外均开展了许多工作，如德国Muller的

地积累指数法‰)，英国Tom．1ison的污染负荷指数法(Pollution Load Index)，瑞典Hakanson的潜在

生态危害指数法(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Index)，Hilton等的回归过量分析法(Excess aRer Regression

Analysis)等【7]。考虑到武河湿地的实际情况及背景值的选定，研究采用了地积累指数法和潜在生态风

险指数法。地累积指数法常用于单一重金属污染及累积特征的评价，其计算公式如(1)所示：

I。=log 2【Cf／(k×Bf)J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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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G为沉积物中重金属i浓度，曰，为参比元素浓度(环境背景值)；K为校正系数，用以

消除造岩运动可能引起的元素质量分数的自然波动，一般取1．518]。对湿地潜在生态风险的评价采用

潜在生态危害指数法，某一区域沉积物中重金属潜在生态危害指数RJ、第i种重金属的单项潜在生

态危害系数Eir可表示为[9】：
．，． 卫 』

c7=c二知：(2)E：=Z．c；(3)RI 2∑E：2∑T，。·c；(4)
。 ， I。l 12l

式中：瓯为沉积物中重金属i含量的实测值；瓯为计算所需的参比值(环境背景值)；研为
第i种重金属的富集系数；砖为重金属i的毒性系数，它主要反映重金属的毒性水平和生物对重金

属污染的敏感程度，Cd、As的毒性影响系数分别为30、101101。J函、EF、Eir值相对应的污染程度及

潜在生态风险等级如表2所示【11]。
表1 j如、EF、Elf 应的污染程度及潜在生态风险等级

Table 1 The value of幺、EF、Eircorresponding to the extent ofpollution and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level

级别 ， 污染程度 。i 。． 生态风险分级
Class 18。Pollution level

“。 1“
Consolidated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level

2结果与分析

2．1湿地沉积物中Cd、As含量特征

在水平方向上，武河湿地表层沉积物中Cd、As的质量分数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Cd元素

质量分数的变化范围为1．66~4．32 mg·kg-1，以国家《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l5618．1995)三级土
壤环境质量标准值1 mg·kg‘1为参比，其平均含量超出标准值238％，按土壤环境质量评价级别划
分标准，属严重污染：As质量分数的变化范围为为13．29～93．72 mg·kg～，其平均含量超出三级标
准值30 mg·kg～18．03％，属严重污染。从含量特征上看，Cd污染较As污染严重。As的变异系数

为0．7，说明其空间变异程度较高，不同区域含量存在明显差异，可能存在点污染源；Cd变异系数

较小，推测其在湿地各区域分布均匀。
表2武河湿地表层沉积物中Cd、As含量统计表

!!垫坠!!垄墨!璺垡!堕!璺!!坐!竺壁!垦堕：垒!!壁望塑旦!垫!坠皇!坠!鱼竺曼!壁堕!坐竺望!!堡壁婴塑望塾呈堕塑璺望堕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偏差 变异系数

Min／mg·kg‘1 Max／mg·kg-1 Average／mg·kg‘1 SD Variation coefficient

Cd 1．66 4．32 3．18 0．82 0．26

As 13．29 93．72 35．41 24．62 0．70

图2武河湿地沉积物中Cd、As垂直分布规律
Fig．2 The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Cd and As in Wuhe Wetland sediments

在垂直方向上，对0～20 cm的沉积物进行分层并测定其中Cd、As的含量，结果如图2所示。

由图2可以看出，除个别采样点外，Cd含量在0-20 cm变化相对平缓，其大致表现出随深度增加的

趋势，在6 cm、10 cm处各出现一个并不明显的高峰，2 cm处出现一个低峰。As含量随深度变化的

曲线呈现锯齿多峰状，其含量总体表现出随沉积物的深度先下降后增加的趋势，并在6 cm处出现一

万方数据



·388· 山东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46卷

个低峰，10 cm处出现一个高峰，底层含量较高，其含量变化波动相对较大。

2．2湿地表层沉积物Cd、As形态特征

武河湿地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各赋存形态的含量如图3所示。由图3可知，Cd、As主要以最为

稳定残渣态形式存在，其平均含量占总量的百分比分别为82．59％、76．31％。此外，碳酸盐结合态的

Cd平均含量占总量的8．79％，可交换的离子态Cd占4．80％；碳酸盐结合态的As平均含量占总量的

10．99％，其铁锰氧化物结合态和有机结合态的平均含量也在5％以上。可交换的离子态重金属与土壤

结合较弱，易于迁移转化或被植物吸收；碳酸盐结合态酸性环境下易释放，有机结合态氧化环境下

易释放，从而被植物吸收利用而在食物链中富集，铁锰氧化物结合态在还原条件下可溶解释放，属

潜在性污染物，但对植物的有效性很低[12]。由以上分析可知，Cd、As元素都存在一定的环境风险。

盆1；焉I目¨。国¨。圄国
图3武河湿地表层沉积物中Cd、As形态特征

Fig．3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d and As in the surface sediments form Wuhe Wetland

2．3湿地沉积物Cd、As的累积特征及来源分析

采用我国《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l5618—1995)一级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值为参比，由公式(1)计

算的k值如表3所示：湿地中各采样点cd、As的如值均大于0，说明两种重金属元素均有一定
程度的累积。结合两种元素的垂直分布特征，推测Cd、As两种元素均在地表以下10 cm处累积较

为明显。从水平方向看，Cd、As两种元素分别在8号采样点和7号采样点累积最明显，且位于南涑

河入水处，推测南涑河流域的污染较陷泥河流域严重。若以各个采样点的均值代表武河湿地，Cd污

染轻微，As污染属无污染到轻污染，说明Cd、As除土壤来源外，还叠加了工农业污染的影响。
表3不同沉积物Cd、As元素的地累积指数及其污染程度分级

Table 3 The index of geoaccumulation and their pollution level of Cd and As in different sediments

项目 。， 污染程度 ． 污染程度
It锄s

Lu
Pollution level

Ⅲ
Pollution level

地累积指数法评价表明，湿地中Cd、As除了岩石风化等天然来源外还叠加了工农业污染的影

响，为了进一步探讨湿地中Cd、As的污染来源，进行了相关分析和主成分分析。主成分分析和相

关分析作为重要的统计方法已在确定污染源以及自然和人为因素对重金属的贡献等方面得到广泛应

用[13】，主成分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由表4可知，第一主成分贡献率高达97．351％，Cd、As具有较

大载荷且变化方向一致，说明湿地中Cd、As来源主要受第一主成分的控制。相关分析表明，在0．05

的置信水平下，沉积物中Cd、As含量的相关系数为0．894，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反映了两种重金

属元素来源相似或接近，或受某些共同因素的控制。在临沂市南涑河流域布局着冶金、电镀、电池

呖嘲翰嘲翰翻朔圈圈。囫溯翻翻豳呖溯罾。圈豳溯翻翻朔醐豳园。豳圈豳豳以嘲豳圄，豳翰阴翻朔豳翻图。圈醐朔喇溯豳翻嘲图，囫朔翰朔朔醐幽图：囫功囫醐豳明豳醐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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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等企业，因此由以上分析可知，第一主成分为工业污染，湿地中Cd、As的主要来源为工业污

染，其结果与地累积指数分析结果一致。
表4湿地沉积物中重金属主成分分析矩阵

———————————————．————Table 4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matrix ofheavy metals in wetland sediments———————————————————

项目 第一主成分 第二主成分

2．4湿地沉积物Cd、As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潜在生态风险评价

武河湿地各采样点Cd、As两种重金属元素的含量和地累积指数(％)如图4所示。由图4可
知，两种重金属元素的含量和地累积指数的空间变化特征基本一致，Cd元素在8号点污染最严重，

7、3、5、6、2、4号点次之，1号点的污染程度最低，w(Cd)最大值(8号采样点)为三级土壤环

境质量标准值的4．32倍；As元素7号点污染最严重，6、3、8、2、5、4号点次之，1号点污染程度

最低，w(As)最大值(7号点)为三级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值的3．124倍；两种重金属元素质量分数的
最大值均出现在南涑河流域来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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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含量一Igeo值 +含量‘。蜘值
图4武河湿地Cd、As含量及其地累积指数

Fig．4 The content and their geoaccumulation indexes of Cd and As in Wuhe Wetland

以我国《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l5618．1995)一级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值为参比，由公式(2)

(3)(4)对武河湿地进行潜在生态风险评价，评价结果如表5和图5所示。

表5群疆域重盒晨羽燃龋譬盼 墨：竺
Table$The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ofheavy =

metal dementsin眦Wetland 400『_1r—二夏二『_■1弼研瑚300。x“
．1：．Pd，Consolidated potential

100I。tems cd i缸： l讪西cal敏捌．o
。平均值Average 1477。59123。61i 501。20{班较强生态危害
{—蕞天值‘。§薇⋯蕊，蕊8⋯62⋯．4。8”。；西醯萌r一Ⅳ一强生秀静嚣⋯⋯；
■蕞小值‘磁F‘囊爱甄蕊菇、f2：2丽．鲡≯茸中等生悉危害⋯{

由表5可知，以各采样点的平均值代表武河湿地，湿地潜在生态风险呈现III较强生态危害。由

图5可知，8号点潜在生态危害最强，表现为Ⅳ强生态危害；7、3、5、6、2、4次之，除7号点表

现为Ⅳ强生态危害，其余各点表现为III较强生态危害；1号点潜在生态危害程度最低，表现为II

中等生态危害。Cd元素潜在生态风险高于As元素，南涑河流域入水处及汇流处潜在风险较高。

由以上分析可知，两种重金属元素均南涑河流域来水处(7、8号采样点)污染较为严重，这是

因为南涑河流域是临沂市工业比较发达的区域，一直是临沂市污染比较严重的河段。3号点湿地潜

在生态风险指数为559．31，呈现III较强生态危害，推测是因为3号点位于汇流处，污染物易随悬浮

物沉积而富集于底泥中。

Cd、As元素均在1号点污染程度最低，推测是因为1号点位于陷泥河流域来水处，陷泥河上游

的污水处理厂主要处理城市生活污水，重金属污染较轻，而同位于陷泥河来水处的2号点Cd、As

T．0．s；蹦黜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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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程度明显较1号点高。1号点位于滞留塘内，栽种了大量的芦苇、菖蒲等湿地植物，而2号点

位于滞留塘外，且武河湿地属于人工湿地，理化性质相对稳定、均一，因此推测是因为湿地植物对

Cd、As的吸收和富集作用导致l号点重金属含量较2号点低。

在南涑河流域来水的河段，位于滞留塘内的4号点和6号点潜在生态风险程度较低，但6号点

As元素的k值仅次于7号点，污染较严重，推测是因为6号点主要的湿地植物为芦苇，对于As
污染的污水处理能力有限。而栽种大量菖蒲和芦苇的4号点As污染属于无污染对轻污染程度，推测

是因为菖蒲对As的去除能力较强。5号点虽位于滞留塘外，但As污染程度相对较低，推测是因为

5号点PH值为6．2，明显低于其他各采样点的6．7～7．2。相关分析表明，在0．Ol的置信水平下，表层

沉积物As元素的含量和上覆水PH值得相关系数为0．239；陶征楷等[2]的研究也表明，pH值影响着

河水中As的迁移和转化，即As在酸性条件下是稳定的，因此5号点As含量较低。

3结论与讨论

(1)湿地表层沉积物中Cd、As的平均含量分布为3，18 mg·kg～、35．41 mg·kg～，均高于环境

背景值，具有明显的累积效应，其高值区均出现在南涑河流域来水处。Cd、As主要以最为稳定残渣

态形式存在，其平均含量占总量的百分比分别为82．59％、76．31％。

(2)垂直方向上，Cd含量在变化相对平缓，大致表现出随深度增加的趋势；As含量随深度变

化的曲线呈现锯齿多峰状，其含量总体表现出随深度先下降后增加的趋势，并在6 cm处出现一个低

峰，10 cm处出现一个高峰，底层含量较高，其含量变化波动相对较大。

(3)湿地Cd、As的如。平均值分布为1．62、0．44，其污染程度分别属于轻污染、无污染到轻

污染，结合主成分分析和相关分析，可知Cd、As除自然的土壤来源外，还叠加了少量工农业污染

的影响。对武河湿地表层沉积物Cd、As两种重金属进行生态风险评价，以各个采样点的均值代表

武河湿地，湿地表层沉积物中多种重金属潜在生态危害属ⅡI较强生态危害。由以上分析可知，Cd

污染程度虽然较低，但其潜在生态危害程度较高，属于生物毒性显著的元素，对于其引起的污染更

应该加倍重视。

(4)对cd、As的空间分布特征表明，二者质量分数、k、RJ最大值均出现在南涑河流域来
水处，说明对南涑河流域的污染控制还有待加强。Cd在2、4、6号点污染和生态风险均较低，这是

因为此三处滞留塘内均栽种了大量的芦苇，推测芦苇对于Cd污染的污水去除效果较好。董萌等【13】

的研究也表明芦(Phragmitesaustralis)根部对Cd的积累量较高，且地上部生物量大、能被连续刈割，

因此具有良好的稳定修复效果，对cd污染治理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除1号点外，As元素的污染

程度和潜在生态风险程度在栽种大量菖蒲的4号点较低，推测菖蒲处理As污染的污水效果较好，建

议在湿地内加大菖蒲的栽种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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