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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污泥有机肥长期农用土壤上种植伴矿景天，与常规的玉米-小麦-胡萝卜轮作处理比较，田间试验探讨了连续植物修复

效率和污泥有机肥长期施用导致的重金属污染土壤上农产品的污染风险。结果表明，长期污泥农用土壤上农作物和超积累植物
生长良好，与未施用污泥肥料处理相比，继续施用条件下“玉米-小麦-胡萝卜”轮作作物中 Zn、Cd 浓度有所上升，且小麦、胡萝卜
中 Cd 浓度均超过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种植 Zn、Cd 超积累植物伴矿景天吸取修复处理下土壤中重金属浓度显著降低，土壤全量
Cd 下降 56.0%；继续施用污泥条件下土壤全量 Cd 下降仍可达 48.4%。证明在施用污泥条件下，种植伴矿景天和农作物，能够实
现污泥安全处置、促进农作物生长和污染重金属高效吸取修复的 3 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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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有机肥含有大量有机质和氮磷钾等植物生长所需

修复研究。

本研究选择污泥长期农用导致的 Zn、Cd 污染土壤，种植

的营养元素，对作物生长起到良好的增产效果，同时也可改
善土壤理化性状，因此农用已成为一种有效的污泥处理方
式 [1~3]。但污泥农用同时也会造成有毒有害元素或物质的积
累并产生危害，倍受国内外学者关注

[4~7]

[8]

，马学文等 的研究显

示，施用堆肥污泥后土壤和植物中的一些重金属如 Cd、Pb 等

伴矿景天或常规的玉米-小麦-胡萝卜轮作，并设置持续施用
污泥肥料的处理，连续 3 年田间微区试验探讨植物、土壤 Zn

和 Cd 浓度变化，对污泥农用的可行性和植物吸取修复进行分
析。

的浓度显著增加。

植物修复技术因其绿色环保等优点，被广泛用于修复污
泥污染土壤。黄庆等[9]的研究表明，黄花、红花和白花茉莉品

1
1.1

种具有明显不同的锌积累特征和修复污泥锌污染的能力。
黑亮等 [10] 利用超积累植物东南景天与玉米单/套作修复污泥
污染土壤，较单作处理显著提高了 Zn、Cd 的植物吸取修复效

率，而且生产出的玉米籽粒也符合食品和饲料的重金属卫生
标准。对污泥不当施用或长期农用下土壤重金属污染等问
题，尚未有农艺与植物吸取修复联合应用的田间试验研究，
污泥农用引起的土壤重金属污染也尚无高效的去除修复技
术应用案例。伴矿景天是 Zn、Cd 超积累植物[11,12]，具有生物量
大、生长速度快、Zn 和 Cd 吸收积累能力强等优点，在 Cd、Zn

污染土壤修复方面具有广泛应用前景，也已有利用伴矿景天
对污泥农用污染土壤进行盆栽修复的研究[13]，但在田间条件
下，对污泥农用土壤进行超积累植物修复和作物生产等研究
则未有报道。因此，有必要在大田开展污泥土地合理施用及

材料与方法
供试材料
供试土壤采自浙江宁波慈溪某长期施用污泥有机肥的

菜地，采集 0~15 cm 表层土壤，经风干、混匀，运至浙江杭州试

验基地内，备用。土壤基本理化性质：pH 值 6.70，有机质
62.1 g·kg-1，全量氮、磷、钾分别为 2.86、4.36 和 29.4 g·kg-1；全
量 Cd、Zn 分别为 0.64 和 448 mg·kg-1；醋酸铵提取态 Cd、Zn 分
别为 80.0 μg · kg-1 和 10.6 mg · kg-1。供试玉米、小麦和胡萝卜

种子购自南京秋田种业研究所，供试伴矿景天幼苗采自浙江
淳安，供试污泥有机肥购自浙江慈溪。
1.2

试验设计
试验在浙江杭州郊区进行，将混匀的污染土壤平铺于预

先埋设好的 PVC 框内，框四周埋入土壤 10 cm，污泥污染土壤

为 30 cm 厚。试验共设 5 个处理，分别用 A，B，C，D，E 表示。

A 对照：不种任何作物，定期除草，将割掉的草放在原微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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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小麦-玉米-胡萝卜轮作；C：施污泥，小麦-玉米-胡萝卜轮

值、有机质、全氮、全磷、全钾进行测定，结果以土壤烘干基计

每年 5 月、9 月小麦、玉米收获后各施 1 次；D：种植伴矿景天；

化。植物 Zn、Cd 全量采用 HNO3-H2O（优级纯，
体积比 3∶1）
2

作，施污泥 300 kg（干基）
·亩 ·次 （相当于 500 g·m ·次 ），
-1

-1

-2

-1

E：施污泥，种植伴矿景天，施污泥 300 kg（干基）
·亩-1·次-1（相

当于 500 g·m ·次 ），每年 5 月、9 月各施 1 次。小麦的行株距
-2

-1

为 5 cm×5 cm，萝卜的行株距为 10 cm×10 cm，玉米的行株距
为 30 cm×30 cm，伴矿景天的行株距为 15 cm×15 cm。试验始
于 2012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结束。试验每处理 4 次重复，每

算，土壤 Zn、Cd 全量采用 HCl-HNO（优级纯，
体积比 1∶1）消
3

消化，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Varian SpectrAA 220FS（火焰）、
220Z（石墨炉））测定 Zn、Cd 质量分数。采用国家标准参比物

质（土壤：GBW07406；植物：GBW07603）进行分析质量控制，
所用试剂均为优级纯，标准样品测定结果均在允许范围内。

Zn、Cd 提取态采用 1 mol · L- 1 NH4OAc（pH 值 7.0）按 1∶5

个微区面积 3（1.5×2.0）m2，共 20 个微区，总面积 60 m2。施加

的土液比连续震荡 16 h，3000 r·min-1 离心 5 min，将上清液过

1.3

1.5

尿素 0.25 kg·微区-1·次-1，每种作物种植季各施加 1 次。
样品采集与处理

试验过程中，2013、2014 年 6 月各采集土壤样品 1 次，采

滤，用火焰原子吸收法测定 Zn、Cd 浓度。
数据处理与分析

采 用 Exeel 2007 和 SPSS 13.0 软 件 对 数 据 进 行 相 关

集 0~15 cm 表层土壤。地上部伴矿景天 2012、2013、2014 每

分 析。

各收获 1 次，2013 年因洪水未长；小麦 2013、2014 年 5 月收获

2

年 8 月分别收获 1 次；轮作农作物胡萝卜 2012、2014 年 10 月
1 次；玉米 2012、2013、2014 年 8 月分别收获 1 次。玉米、小麦、
胡萝卜和伴矿景天称取鲜重后，分别用自来水、去离子水洗

2.1

结果与分析
不同农作物的生物量变化
长期污泥农用土壤中农作物和超积累植物均能良好生

涤，105℃杀青 30 min，80℃烘至恒重，称量，粉碎，备用。土壤

长。随着试验年限的增加，玉米-小麦-胡萝卜轮作处理中植

1.4

续 施 用 污 泥 肥 料 处 理 作 物 生 物 量 有 所 增 加 ，但 差 异 不 显

样品采用 5 点混合取样，
风干、过 10 目及 100 目尼龙筛，
备用。
样品分析和测定

参照《土壤农化分析》对土壤理化性质：含水量、土壤 pH
表1
Table 1

处理代号

处理内容

农作物轮作

不施污泥

植物

小麦

胡萝卜

玉米

C

农作物轮作

施用污泥

小麦

胡萝卜
D
E

著（表 1）。

不同处理植物的生物量

Plant shoot biomass in different treatments

玉米

B

物 生 物 量 差 异 不 显 著 ；与 未 施 用 污 泥 肥 料 处 理 相 比 ，继

部位

2012 年

(kg·plot-1)
2013 年

2014 年

4.42±0.40a

4.72±1.49a

籽粒

1.46±0.30a

4.09±0.79a

秸秆

—

6.32±0.40a

7.48±0.91a

籽粒

—

叶

2.46±0.36a

秸秆

块茎

1.53±0.18a

1.60±0.37a
3.67±0.25a
Δ
Δ

4.85±0.69a

籽粒

1.79±0.37a

4.55±1.06a

秸秆

—

7.62±0.54a

籽粒

—

叶

2.78±0.31a

秸秆

块茎

吸取修复

不施污泥

伴矿景天

吸取修复

施用污泥

伴矿景天

1.67±0.20a
0.67±0.03a
0.76±0.07a

1.94±0.17a
4.74±0.16a
Δ
Δ

0.87±0.05a
0.72±0.09a

1.89±0.27a
4.39±0.25a
2.76±0.43a
2.30±0.33a
4.92±1.12a
2.01±0.23a
8.38±0.53a
5.05±0.37a
3.10±0.47a
2.81±0.51a
0.81±0.06a
0.80±0.09a

注：数据表示为平均值±标准差。同行不同字母表示不同年限间差异显著（P<0.05）。
“—”表示没有种植小麦；
“Δ”表示遭遇洪水没有收获到胡萝卜。下
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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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处理植物中 Zn、
Cd 浓度变化

随着处理年限的增加，玉米-小麦-胡萝卜轮作处理中土

与未施用污泥肥料处理相比，继续施用污泥肥料处理作

壤 Zn、Cd 浓度有所降低，但差异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植物

污泥增加了土壤中养分元素，促进植物生长，同时施用污泥

吸收。但小麦籽粒和胡萝卜果实中 Cd 的平均浓度分别达到

物中 Zn、Cd 浓度均有所增加，但差异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
也带入锌镉污染物（表 2）。
表2
Table 2

Zinc and cadmium concentrations in plant shoots

2012

处理
玉米
不施
污泥

小麦

农
胡萝卜

作
物
轮
Zn

玉米

作
施用
污泥

小麦

胡萝卜

46.2±4.3a

秸秆

—

籽粒

—

叶

128±9a

块茎
秸秆

秸秆

—

籽粒

—

叶

132±4a

块茎

伴矿景天

污泥
农

胡萝卜

作
物
轮

玉米

作
施用
污泥

小麦

胡萝卜

166±5a

44.7±2.5a

修 施用
复 污泥

小麦

113±17a

籽粒

伴矿景天

不施

142±22a

籽粒

吸 不施
取 污泥

玉米

Cd

秸秆

134±27a

(mg·kg-1)

2013

121±18a

2014

141±9a

46.7±3.2a

25.0±3.1b

117±27a

94.3±22.0a

193±32a
Δ

137±39a

92.4±9.1b

Δ

56.4±14.0b

47.2±3.2a

26.0±3.0a

153±25a

116±18a

164±23a
198±44a
Δ
Δ

143±14b
147±13a
102±9b

65.2±11.8b

5989±1754a 4044±620a

4144±713a

5075±806a 4491±893a

4848±416a

秸秆 0.68±0.06a 0.64±0.11ab

0.48±0.05b

籽粒 0.03±0.01a 0.03±0.01a
秸秆

—

籽粒

—

叶

0.48±0.21a

块茎 0.52±0.07a

0.86±0.10a
0.21±0.04a
Δ
Δ

0.03±0.04a

0.43±0.10b

Δ

0.50±0.15b

—

叶

0.66±0.17a

块茎 0.60±0.13a

吸 不施
取 污泥

伴矿景天

修 施用
复 污泥

伴矿景天

0.21±0.12a
Δ

良好且不同年际间差异不显著（表 1）。伴矿景天地上部 Zn、
Cd 浓度要远高于玉米、小麦和胡萝卜等农作物。随着处理年

限的增加，继续施用污泥与否对伴矿景天地上部 Zn、Cd 浓度

无显著影响，说明污泥农用对伴矿景天的 Zn、Cd 吸取修复无
明显影响。
2.3

不同处理污染土壤 Zn、Cd 浓度变化
与未种任何植物的对照土壤相比，种植农作物或伴矿景

天均使土壤中 Zn、Cd 浓度显著降低，且伴矿景天吸取修复的
降幅显著大于农作物轮作处理（图 1）。至 2014 年，种植伴矿
景天处理土壤 Cd 浓度已从 0.64 mg·kg-1 降到 0.28 mg·kg-1，降

低效率达 56.0%。而每年继续施用污泥肥料处理的土壤中

Zn、Cd 浓度降至 0.33 mg·kg-1，土壤全量 Cd 仍下降了 48.4%。
2012 年土壤的醋酸铵提取态 Zn、Cd 浓度分别为 10.6 mg·kg-1

和 0.08 mg·kg-1，醋酸铵提取态 Zn、Cd 浓度随修复年限增加而
降低，也即土壤中有效 Zn、Cd 浓度依次降低。各处理醋酸铵
提取态 Zn 浓度显著高于对照，但醋酸铵提取态 Cd 浓度与对
照无显著差异。

3

讨论
由于污泥含有很高的有机质以及植物必须的大量及微

量营养元素，可为植物生长提供养分，增加土壤有机质，因此
适量施用能促进各种蔬菜、小麦、水稻、玉米等生长 [15~17]。在

污泥肥料对作物的生长无显著不良影响，再次证明了污泥农

0.40±0.12b

籽粒

积累植物伴矿景天对这类污染土壤进行修复，伴矿景天生长

0.32±0.12b

0.45±0.07a

0.88±0.18a

—

增加农作物产量的同时，也给农业生产带来了风险。利用超

长期污泥农用土壤上进行普通农作物的栽培试验，发现在该

0.55±0.14ab

秸秆

长期污泥农用导致农作物中 Zn、Cd 浓度增加，小麦、胡

萝卜的 Cd 浓度均超过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因此，污泥农用在

0.17±0.07a

秸秆 0.72±0.05a 0.70±0.20ab
籽粒 0.04±0.01a 0.03±0.02a

0.19±0.01 和 0.44±0.03 mg·kg-1，仍超过了 0.1 mg·kg-1 的国家
食品的安全限值（GB 2762—2012）[14]。

不同处理作物 Zn、Cd 浓度变化
in different treatments

吸收带走了土壤中的部分 Zn、Cd，从而降低作物对 Zn、Cd 的

0.01±0.00a

0.19±0.06b
0.32±0.10b

污染土壤上玉米-胡萝卜-小麦均能很好地生长，且继续施用
用的可行性。与对照相比，农作物轮作处理显著降低了土壤
中 Zn、Cd 浓度，说明土壤中重金属有一部分被农作物吸收和
带走。继续施用污泥肥料使玉米-小麦-胡萝卜轮作处理中

植物的 Zn、Cd 负荷更高、风险更大，其中小麦籽粒和胡萝卜
果实中 Cd 的平均浓度分别达到 0.19±0.01 和 0.44±0.03 mg·
kg-1，均超过了国家食品安全限值（0.1 mg·kg-1）。肖玲等[18]研

究表明，小麦对 Zn、Cd 的吸收能力较强，容易转移到茎叶
中。宋波等 [19] 研究发现，小白菜、辣椒、茄子、萝卜和大白菜

17.6±3.3a

11.2±2.3a

13.0±3.9a

Cd 富集系数较高，其抗 Cd 污染能力较弱，本试验结果与之一

16.9±3.7a

10.3±0.9a

15.3±3.7a

污泥农用在增加农作物产量的同时，也增加了农作物中的

致。污泥农用会增加土壤及作物中重金属浓度[20]，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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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字母表示不同处理间差异显著（P<0.05）

图1
Fig. 1

不同处理下土壤中全量和醋酸铵提取态 Zn、
Cd 浓度变化

Total zinc and NH4Ac extractable cadmium concentrations in different treatments

Zn、Cd 浓度，给农作物安全生产带来风险，限制了污泥大量农

将铜积累植物海州香薷分别与玉米和高粱套作，结果发现玉

因此，研发有效的生物修复技术以去除污泥长期农用土

玉米中重金属积累低于高粱。蒋成爱等[24]在受 Zn、Cd、Pb 污

用的前景。

壤中的重金属，恢复土壤的良好生态系统，是实现区域农业
安全生产的重要条件。重金属植物修复因其具有安全、高
效、经济和环境友好等优点已成为世界土壤污染修复的热
[21]

点 。对污泥有机肥长期农用的重金属污染土壤开展超积累
植物伴矿景天长期吸取修复，土壤中 Zn、Cd 浓度均显著下
降，其中种植伴矿景天处理土壤的 Cd 浓度由 0.64 降至 0.28

mg·kg-1，土壤全量 Cd 下降 56.0%，对土壤 Cd 的去除修复效率

远高于农作物。而在模拟现实生产时，继续施用污泥对植物
生长并未有明显影响，但农作物的重金属浓度明显升高、污

染风险增大。超积累植物修复处理能降低土壤中 Zn、Cd 浓

米和高粱 Cu、Zn、Pb、Cd 浓度均未超过国家食品卫生标准，且

染的土壤中，将 Zn、Cd 超积累东南景天（Sedum alfredii）与玉

米、黑麦草、大豆套作，发现与玉米和大豆的套作显著地提高

了东南景天地上部分对 Zn 的吸收，混作后显著降低了玉米和
黑麦草对 Cd 和 Zn 的吸收。有研究认为间作使植物产量增加
的原因是种间竞争作用提高了植物对水分、光照、土壤养分
等资源的有效利用 [25~27]。田间试验中，玉米中重金属 Zn、Cd

浓度始终未超过国家食品安全限值，所以长期施用污泥重金

属 Zn、Cd 污染的土壤在超积累植物伴矿景天修复的过程中
与玉米套作，可达到高效修复-安全生产的目的。

度，土壤全量 Cd 下降 48.4%，证明伴矿景天修复适用于污泥

4

上部 Cd 浓度计算得到的 3 年间总的植物吸取修复效率为

重金属浓度，且随着种植年限的增加，土壤重金属浓度逐年

长条件下活化的土壤 Cd 被地表径流、下渗水等带走有关，有

金属负荷，增大了农作物的重金属污染风险，致使小麦、胡萝

长期农用导致的 Zn、Cd 污染土壤。由伴矿景天生物量及地

8.6%，显著低于土壤中 Cd 的降低率，这可能与超积累植物生
待深入研究。

在修复过程中，为不影响生产，可采用边生产边修复的
种植模式。有研究表明，用重金属超积累植物与普通作物间
套作，可达到提高超积累植物的生物量和重金属吸收的效
[22]

果。Wu 等 将重金属超积累植物与低积累农作物玉米套种，

结论
与对照相比，玉米-小麦-胡萝卜轮作处理降低了土壤中

下降。继续连续施加污泥可增加作物产量，也增加了土壤重
卜中 Cd 浓度均超过国家食品安全标准。

种植 Zn、Cd 超积累植物伴矿景天，在继续施用污泥或停

止施用下均能显著降低土壤中重金属浓度，3 年内使土壤全
量 Cd 分别下降 48.4%和 56.0%。

在实际田间生产中，在不间断污泥农用的前提下，Zn、Cd

结果发现间套作不仅能显著提高超积累植物的重金属吸取

超积累植物伴矿景天与玉米套作，既减轻了污泥肥料带来的

修复效率且能够生产出符合卫生标准的饲料粮食。李娜等[23]

重金属污染风险，也可促进生产和降低农产品中重金属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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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实现污泥有机肥、农业安全生产和污染重金属吸取修复
等的 3 重目标。

38(5): 632-633.

[12] 吴龙华, 李娜, 毕德, 等. 锌镉复合污染土壤的植物修复方法, 中国:
ZL 20071002038015[P]. 2007-10-10.

Wu Longhua, Li Na, Bi De, et al. Phytoremediation methods of z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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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toremediation of cadmium/zinc contaminated agricultural soil by
long term application of sewage sludge manure using Sedum
plumbizincic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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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compare with the conventional maize-wheat-carrot crop rotation model, a two-year field plot experiment of planting Sedum

plumbizincicola, cadmium and zinc hyperaccumulator,has been carried out to study the saf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repeated
phytoremediation efficiency of a Zn/Cd contaminated soil as resulted from long-term application of sewage sludge containing manu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crops and S. plumbizincicola grow well in the soil under long-term application of sewage sludge manure.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the Zn and Cd concentrations in corn-wheat-carrots crop rotation system are all increased, but the Cd concentrations in wheat

and carrots exceed and fail to meet the National Food Quality Standard. The Zn and Cd concentrations in soil under S. plumbizincicola

treatments decreas markedly. The phytoremediation efficiency of Cd by S. plumbizincicola is 56.0%, while for the treatment of“continuous
application of sewage sludge manure”, the phytoremediation efficiency is still as high as 48.4% . So under conditions of application of
sewage sludge, planting with S. plumbizincicola and corn, the triple objectives of safe handling of sludge, promoting crop growth, and high
phytoextraction efficiency could be achieved al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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