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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不同钝化剂对贵州典型黄壤重金属有效态的影响，筛选出钝化重金属效果较好的钝化剂，为以

土壤类型划分的重金属污染钝化修复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集贵州典型农田黄壤为研究对象，选取6种材料［玉米

秸秆生物炭（CB）、烟杆生物炭（RB）、腐植酸（HA）、菌渣（MR）、蒙脱石（MM）和凹凸棒石（AP）］为土壤重金属钝化

剂，设计添加量为0.5%、1.0%、3.0%和5.0%，以不添加钝化剂作对照（CK），通过室内培养试验，采用DTPA浸提法测定

土壤重金属有效态含量。【结果】添加CB、RB、MR和AP均能显著提高土壤pH（P<0.05），而添加HA的土壤pH随添加量

的增加呈下降趋势；添加量为5.0%时，土壤pH表现为MR=AP=RB>CB>MM>HA。6种钝化剂在不同添加量下对重金

属有效态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降低Pb有效态含量的效果依次为3.0% RB>3.0% AP>5.0% CB>5.0% HA>3.0% MM>
5.0% MR，分别降低61.2%、26.7%、18.9%、11.5%、8.5%和6.8%。Cd有效态含量降幅最高达24.0%，各处理钝化效果依

次为3.0% MM=0.5% AP>1.0% RB>5.0% HA>5.0% CB>5.0% MR，分别降低24.0%、24.0%、20.0%、16.0%、12.0%和

8.0%。【结论】针对贵州典型Pb污染黄壤可选用3.0%烟杆生物炭作为修复剂，Cd污染黄壤可选用3.0%蒙脱石作为修复

剂，而1.0%烟杆生物炭可作为复合重金属（Pb、Cd）污染土壤修复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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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ifferent passivating agents on the effective state of
heavy metals in typical yellow soil in Gui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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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passivating agents on the effective heavy metal state of typical yellow
soil in Guizhou were studied，the passivating agents with better passivating effect of heavy metals were selected，it provi-
ded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passive remediation of heavy metal pollution divided by typical yellow soil in Guizhou.
【Method】The typical farmland acquisition of Guizhou yellow soil as the research object，selecting six different materials：
corn stover biochar（CB），tobacco stem biochar（RB），humic acid（HA），mushroom residue（MR），montmorillonite
（MM），attapulgite（AP）as the soil heavy metal passivators，the design addition amounts were 0.5%，1.0%，3.0% and
5.0% respectively，no passivator was as control（CK）treatment. Through laboratory culture test，DTPA leaching method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effective state of heavy metals.【Result】Results showed that adding the passivators CB，RB，
MR，MM and AP could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soil pH（P<0.05），but pH of soil decreased as HA amount increased.
When the concentrations of all passivators were 5.0%，the pH value was MR=AP=RB>CB>MM>HA. Six different passi-
vator effective state under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affected effective state of heavy metals to various extents. The effects
on lowering Pb active state content were 3.0% RB>3.0% AP>5.0% CB>5.0% HA>3.0% MM>5.0% MR，which decreased
respectively 61.2%，26.7%，18.9%，11.5%，8.5% and 6.8%. The highestcontent of effective state of Cd was 24.0%. The
passivation effects of the treatments were 3.0% MM=0.5% AP>1.0% RB>5.0% HA>5.0% CB>5.0% MR，decreased re-
spectively 24.0%，24.0%，20.0%，16.0%，12.0% and 8.0%.【Conclusion】Based on the results，for typical Pb contaminated
yellow soil in Guizhou，3.0% tobacco stem biochar can be selected as the remediation agent，3.0% attapulgite can be used
as repair agent for Cd-contaminated yellow soil. However，1.0% tobacco stem biochar can be used as the remediation
agent for composite heavy metal（Pb，and Cd）pollution 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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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目前，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日益严

峻，已成为环境污染治理重点对象。随着城市化的

快速推进，各种携带重金属元素的物质大量进入土

壤环境，如工业废水废渣、生活废弃物、农业污水和

化肥农药等均可造成土壤重金属污染（李剑睿等，

2014）。土壤重金属污染一方面会引起土壤组成、结

构和功能的变化，抑制作物根系生长，导致作物减

产；另一方面，能通过食物链积累迁移到人体内，最

终危害人体健康（陈朗等，2008；Kumpiene et al.，

2008）。我国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面积已接近2000

万ha，约占我国耕地总面积的20%，每年因重金属污

染导致粮食减产达1000万t，被污染的粮食超过1200

万 t，经济损失约达20亿元（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3）。因此，对重金属污染农田土壤治理修复已成

为急需解决的问题。【前人研究进展】国内外对重金

属修复的研究从重金属形态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

减少土壤中重金属总量，另一类是降低重金属在土

壤中的生物有效态含量（龙新宪等，2002）。原位钝

化技术是国内外普遍使用的土壤重金属修复方法之

一（曹心德等，2011；Lee et al.，2011；崔俊义等，2018）。

近年来，关于钝化修复的研究已有大量报道（王林

等，2012；李文姣等，2018；舒冉君等，2018；赵庆圆

等，2018；钟振宇等，2018），筛选出易得、高效、安全

的钝化剂成为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的研究热点。含

磷材料钝化剂对土壤中Pb的作用效果显著，能与Pb

作用形成稳定的磷酸铅，降低Pb的有效性，含磷材料

曾被美国环保局列为最好的土壤Pb污染修复材料之

一（李剑睿等，2014）；在国内，已有研究发现20%坡

缕石能显著降低土壤重金属生物有效态含量，降低

Pb、Cd、Cu和As的最高比例分别达54.3%、48.8%、

50.0%和35.0%（殷飞等，2015）。崔红标等（2010）使

用石灰处理污染土壤，发现土壤中重金属Cd、Cu、Pb

和Zn的浸出量明显减少。【本研究切入点】贵州省土

壤重金属背景值高，部分地区含量超出国家标准，其

碳酸盐岩分布广泛，土壤类型以黄壤和石灰土为主，

黄壤作为贵州省重金属污染主要土壤类型之一，农

业生产面积占比高，对农产品安全生产有较大影响。

黄壤中Pb和Cd复合重金属污染形式出现较广泛，但

目前未见有关使用钝化技术修复贵州省典型黄壤的

研究报道。【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探究6种钝化材料及

不同添加量对贵州典型黄壤Pb和Cd有效态的影响，

筛选钝化效果较好的修复剂，以期为开展以土壤类

型区域划分的重金属污染修复治理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试验在贵州省土壤肥料研究所试验大棚进行，

供试土壤采自贵州省开阳县农田，类型为黄壤，有机

质36.17 g/kg，阳离子交换量（CEC）14.27 cmol（+）/kg，

碱解氮36.24 mg/kg，速效磷16.25 mg/kg，有效钾

105.37 mg/kg。土壤采回后铺在牛皮纸上自然风

干，去除杂物，磨细过100目筛，充分混匀，保存备用。

试验用钝化剂包括玉米秸秆生物炭（CB）、烟杆

生物炭（RB）、腐植酸（HA）、菌渣（MR）、蒙脱石（MM）

和凹凸棒石（AP），其中CB（350 ℃，4 h）和MR来源

于贵州省土壤肥料研究所，RB（350 ℃，4 h）来源于

毕节市农业科学院，HA（化学试剂）、MM和AP购自

河北鑫磊矿物粉体厂。所有钝化剂磨细过100目筛

保存备用。试验材料的重金属含量和pH见表1。

1. 2 试验方法

称取100 g供试土壤置于培养杯中，各钝化剂添

加量均为0.5%、1.0%、3.0%和5.0%，不添加钝化剂的

原始土壤设为对照（CK），加入钝化剂与土壤充分混

合，每处理重复3次；培养杯定期加入一定量的去离

子水，使土壤湿度保持在田间持水量的60%，用保鲜

膜封住杯口，均匀扎出4~5个小孔，保持杯中水分一

致，于室内培养，第60 d取样，将样品自然风干，磨细

过100目筛，测定pH及重金属Pb和Cd有效态含量。

1. 3 测定指标及方法

指标测定参照鲍士旦（2000）的方法，其中，土

壤重金属有效态含量采用DTPA溶液浸提法，重金属

全量采用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pH采用电位测

定法（水土比为2.5∶1.0），有机质含量采用重铬酸钾—

油浴法，CEC采用EDTA-铵盐快速法，碱解氮含量采

用扩散吸收法，速效磷含量采用碳酸氢钠提取—钼

锑抗比色法，有效钾含量采用盐酸浸提—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计法进行测定。

1. 4 统计分析

采用Excel 2003、SPSS 19和Origin 8.6进行数据

处理及图表制作。

试验材料 Test material
原始土壤 The original soil
CB
RB
HA
MR
MM
AP

Pb（mg/kg）
29.6
8.0
6.9
7.0
6.1
8.8
5.5

Cd（mg/kg）
0.69
0.47
0.52
0.32
0.18
0.06
0.15

pH
6.0
9.3
9.6
5.2
7.7
8.2
8.5

表 1 土壤及钝化剂的重金属含量和pH
Table 1 Heavy metal content and pH values of soil and passi-
vating ag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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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钝化剂处理对土壤Pb有效态含量的影响

原始土壤（CK）中Pb有效态含量为2.96 mg/kg。

由图1可知，添加各钝化剂后，土壤Pb有效态含量总

体上呈不同程度降低趋势。在0.5%添加量处理下，

与CK相比，添加HA和MR的土壤Pb有效态含量无显

著变化（P>0.05，下同），而添加CB、RB、MM和AP均

能显著降低土壤Pb有效态含量（P<0.05，下同），分别

降低6.8%、14.2%、5.7%和9.8%，其中RB的钝化效果

最佳；在1.0%添加量处理下，添加HA、MR和MM的

土壤Pb有效态含量与CK无显著差异，而添加CB、RB

和AP表现出显著差异，土壤Pb有效态含量分别比

CK降低12.2%、31.4%和14.2%，在1.0%添加量下仍以

RB的钝化效果最佳；添加3.0%钝化剂的钝化效果与

添加1.0%表现一致，添加CB、RB和AP的土壤Pb有效

态含量分别比CK降低10.8%、61.2%和26.7%；而添

加5.0%钝化剂后，各钝化剂处理的土壤Pb有效态含

量均显著降低，分别比CK降低18.9%（CB）、30.4%

（RB）、11.5%（HA）、6.8%（MR）、6.1%（MM）和22.6%

（AP）。总体来看，随着添加量的增加，钝化剂均能

表现出钝化效果，各钝化剂降低土壤Pb有效态效

果最佳的浓度依次为3.0% RB>3.0% AP>5.0% CB>
5.0%HA>3.0%MM> 5.0% MR。说明钝化效果并非

随着钝化剂添加量的增加而提高，而应考虑实际应

用并选择最优钝化剂及添加量。

2. 2 不同钝化剂处理对土壤Cd有效态含量的影响

原始土壤中Cd有效态含量为0.25 mg/kg。由图2

可知，添加不同钝化剂后，土壤Cd有效态含量发生

不同程度变化。Cd有效态含量为0.19 mg/kg时是土

壤Cd有效态最低含量，与原始有效态含量相比其降

幅达24.0%，添加3.0% MM能达到此效果；同时，钝

化剂AP在0.5%、3.0%和5.0%的添加量下土壤Cd有

效态含量也均为0.19 mg/kg，1.0%添加量下为0.20

mg/kg；添加1.0% RB能使土壤中Cd有效态含量降至

0.20 mg/kg，其降幅为20.0%；添加5.0% HA、5.0%

CB及5.0% MR的土壤Cd有效态终含量分别为0.21、

0.22和0.23 mg/kg，其降幅分别为16.0%、12.0%和

8.0%。因此，最优钝化剂及浓度排序依次为3.0%

MM=0.5% AP>1.0% RB>5.0% HA>5.0% CB>5.0%

MR。从添加量来看，3.0% MM和0.5% AP均能使土

壤Cd有效态含量达最低值。

2. 3 不同钝化剂处理对土壤pH的影响

由图3可知，土壤初始pH为6.0，除HA外，加入其

余5种钝化剂均能使土壤pH显著提高；随着钝化剂

添加量的增加，pH呈上升趋势，5种钝化剂添加量为

5.0%时，添加MR、AP和RB的土壤pH均为6.7，添加

CB的土壤pH为6.6，添加MM的土壤pH为6.5；从pH

上升区间来看，添加这5种钝化剂的土壤pH较CK升

高0.5~0.7。HA的添加量为0.5%时，土壤pH增至6.1，

之后随着添加量的增加，pH不断降低，添加量达5.0%

时降至5.8，该变化趋势与其他5种钝化剂相反。

3 讨论

3. 1 生物炭对土壤重金属有效态的影响

生物炭修复土壤重金属的机理主要为离子交

换、共沉淀、物理吸附和表面络合（Tan et al.，2015）。

本研究使用的两种生物炭均能显著降低土壤重金属

有效态含量，但存在差异，烟杆生物炭对Pb和Cd的

图 1 不同钝化剂处理对土壤Pb有效态含量的影响
Fig.1 Effects of different passivating agents treatments on Pb

effective state content in soil
图柱上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添加量下不同钝化剂处理间差异显著
（P<0.05）。图2和图3同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on the bar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reatments under various passivating agents at the same amount
（P<0.05）.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Fig.2 and Fig.3

图 2 不同钝化剂处理对土壤Cd有效态含量的影响
Fig.2 Effects of different passivating agents treatments on Cd

effective state content in soil

C
d有

效
态
含
量
（

m
g/

kg
）

C
d

ef
fe

ct
iv

e
st

at
e

co
nt

en
t

0.5 1.0 3.0 5.0

0.30

0.20

0.10

0.00

CK
CB
RB
HA
MR
MM
AP

a

c

aab a
a

a

d
b

c

b a

b
d cd

ab

c

d e

cc b
d

bc
dd

添加量（%）Adding amount

P
b有

效
态
含
量
（

m
g/

kg
）

P
b

ef
fe

ct
iv

e
st

at
e

co
nt

en
t

3.50

3.00

2.50

2.00

1.50

1.00

0.50

0.00
0.5 1.0 3.0 5.0

CK
CB
RB
HA
MR
MM
AP

a

c
bc

a a
bbc

a
a a

a
b

c

b

a
b

d

ab

ab

ab

c
d

a

f

c

e

bb

添加量（%）Adding amount

瞿飞等：不同钝化剂对贵州典型黄壤重金属有效态的影响



50卷南 方 农 业 学 报·1970·

作用效果优于玉米秸秆生物炭，并发现烟杆生物炭

对两种重金属作用效果存在低添加量优于高添加量

现象，且玉米秸秆生物炭和烟杆生物炭降低土壤Pb

有效态含量的效果优于Cd有效态，与汪玉瑛等

（2018）、尹微琴等（2018）的研究结果相似。已有研

究（吴成等，2007；施培俊等，2016）表明，在复合污染

土壤中Pb和Cd存在生物炭吸附点位之间的竞争，而

生物炭对Pb的吸附亲和力大于Cd，生物炭吸附重金

属离子差异性与离子水化热差异相关，金属离子水

化热越大，越不易被生物炭吸附，因此推测Cd水化

热高于Pb。施用生物炭作为钝化剂前是否应考虑污

染土壤的重金属水化热程度及生物炭能够吸附重金

属的最大量等还需进一步探讨。Houben等（2013）

通过对比生物炭和石灰处理复合重金属污染土壤的

效果，发现10%生物炭添加量对重金属钝化效果与

使用石灰钝化效果相似。石灰具有高效的钝化效

果，但施用过量会引起土壤板结等问题，若生物炭在

一定程度上达到石灰的钝化效果，同时能改善土壤

质量，即可作为土壤重金属钝化修复的优良材料。

3. 2 腐植酸对土壤重金属有效态的影响

腐植酸含有多种活性功能基团，可与土壤中的

金属离子发生吸附、氧化还原和络合反应，降低土壤

重金属活性（马明广等，2006）。在本研究中，腐植酸

对Pb和Cd的钝化效果相似，均随着添加量的增加而

升高，但与其他钝化材料相比，钝化效果稍差。陆中

桂等（2018）通过吸附模拟实验分析腐植酸对Pb2+和

Cd2+的吸附效应，发现腐植酸对二者的吸附为物理

吸附和化学吸附的复合吸附过程，Pb和Cd复合污染

土壤中Pb2+和Cd2+存在竞争吸附，从而降低两种重金

属的吸附量。吴善烈等（2015）以酸性黄色黏土为研

究对象，使用腐殖质作为钝化剂，结果出现两重性，

对Pb有一定钝化效果，但使Cd毒性浸出升高。腐植

酸虽对重金属具有吸附作用进而降低其有效态含

量，但腐植酸为酸性材料，添加后使土壤pH降低，可

能会导致重金属活性增强，植株吸收更多重金属，因

此，本研究认为腐植酸直接作为钝化剂使用还有待

进一步探究。

3. 3 菌渣对土壤重金属有效态的影响

菌渣钝化重金属机理为吸附作用，单一施用菌

渣修复土壤重金属的报道较少，本研究中菌渣对土

壤重金属的钝化效果与其他钝化材料相比总体上较

差。已有研究以偏碱性土壤为试验对象，添加菌渣

作钝化处理后土壤Pb和Cd有效态含量有所降低，但

效果较其他钝化剂偏差（茹淑华等，2017）；但也有研

究使用菌渣作为原料，添加量为5%时土壤Pb稳定性

较高，钝化土壤Pb含量达89.0%（曾东梅，2015）。姚

桂华等（2015）在不同有机物料对土壤重金属有效态

影响的研究中发现，由于有机物料性质不同，导致不

同有机物料对土壤重金属有效态影响的具有明显差

异。因此，可推测菌渣对土壤重金属钝化效果出现

差异的原因是菌渣性质差异所致，菌渣的原料不同

导致菌渣性质具有明显差异，故研制修复土壤重金

属效果较好的菌渣材料需首先了解原料的性质。

3. 4 黏土矿物对土壤重金属有效态的影响

黏土矿物对土壤重金属作用机理主要是因其

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和孔容，有较强的吸附能力，从

而对重金属离子产生吸附作用。本研究中，蒙脱石

对土壤Cd钝化效果最佳，凹凸棒石对土壤Pb和Cd的

钝化效果均较好，对不同重金属作用效果存在差异

的原因可能与黏土矿物对重金属离子具有选择性吸

附和吸附平衡相关（何宏平等，1999）。Khraisheh等

（2005）采用新型技术手段XRD研究发现黏土矿物表

面和孔内表面含有大量羟基官能团，羟基官能团在

水中解离出H+，使其带负电荷，从而吸附溶液中带正

电荷离子。本研究中黏土矿物随pH的升高对重金

属的钝化效果越显著，pH在酸性区间内，黏土矿物

孔道易被H+富集，阻碍重金属离子进入孔道，pH在

碱性区间离子吸附交换能力加强且氢氧化物形式可

更好地稳定重金属（史明明等，2012）。故推测黏土

矿物在碱性土壤中吸附重金属效果更显著。黏土矿

物在当前作为应用较广泛的一类材料，具有较强的

吸附能力，影响土壤重金属有效性，但大量单施于土

壤中易破坏土壤结构，若能通过处理或减量配施达

到钝化效果，可作为一类优良的钝化材料选择。

图 3 不同钝化剂处理对土壤pH的影响
Fig.3 Effects of different passivating agents treatment on 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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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6种钝化材料对贵州典型黄壤中重金属Pb和Cd

有效态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效果，3.0%烟杆生物炭

对土壤Pb的钝化效果最佳，3.0%蒙脱石对土壤Cd的

钝化效果最佳。根据综合效果，1.0%烟杆生物炭可用

作贵州典型黄壤Pb和Cd重金属复合污染的修复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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