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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辽市灌区土壤重金属污染现状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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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通辽碧波水务有限公司和通辽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与排污渠两侧农田土
壤中重金属镉、砷、铬、铅、镍、锌和铜含量进行对比，研究灌溉水质对土壤重金属富集的影响．结果表
明：污灌对土壤ｐＨ的影响很小，但对土壤含水率和重金属富集有一定的影响，工业废水处理水会增加
土壤含水率，二道河灌区土壤中Ｃｕ存在一定程度富集．根据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法，各灌区土壤均属
于安全级别，处于清洁水平．单因子污染指数法表明Ａｓ（０．７４２）＞Ｃｕ（０．６０６）＞Ｃｄ（０．５６０）＞Ｃｒ（０．２３９）
＞Ｎｉ（０．１７５）＞Ｚｎ（０．１７０）＞Ｐｂ（Ｏ．１２９），二道河灌区土壤中Ｃｕ处于轻度污染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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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水资源的缺乏，世界范围内都增加了对循

显著增加［１｜．但研究也表明长期污灌会在土壤中富

环再生水的关注．循环再生水因其易获得，已经在城

集一些潜在的有害物质（如重金属），这使得人们对

郊地区广泛使用来解决淡水资源缺乏的问题．据报

污灌的安全性产生了质疑［２—３｜．Ｘｕ等‘４１研究了污灌

道，全球约有２亿ｈｍ２土地采用污灌，并随着水资

对土壤性质的影响，得出长期污灌会增加土壤有机

源压力的增大，今后１０年中，循环再生水的使用会

质和营养盐的含量，但会导致表层土壤重金属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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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３

郑江等［５］分析评价了乌鲁木齐米东污灌区农田土

４２。１５’－４５。４１’、东经１１９。１５’～１２３。４３’之间，属典型

壤重金属的含量，发现土壤中重金属Ｐｂ、Ｃｕ、Ｚｎ有

的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３５０－－４００

所累积，存在一定污染风险．

ｍｌＴｌ，蒸发量是降水量的５倍左右．现有耕地面积

很多农田土壤的研究已经在各种污灌条件下对

９１．４万瞄，是玉米的主产区，农业用水量占社会

重金属污染进行了控制，但影响因素非常复杂，包括

总用水量的８０％，而污灌面积约是当地农田面积的

灌溉水质、灌溉率、土壤理化性质、农作物的吸收和

２０％．目前通辽地区共有１１个污水处理厂，总设计

灌溉期等［６１．其中灌溉水质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它

处理能力为３７．５万ｍ３／ｄ，循环再生水资源丰富．其

基本决定了污灌区土壤中营养元素和重金属离子的
种类，因此需要对循环再生水进行初步研究，可以预

中通辽碧波水务有限公司（主要处理生活污水）是孔

测营养元素和重金属的可生物利用率ｒ７．９｜．

水处理厂（主要处理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分别占

家乡污灌区的主要灌溉水源，而通辽经济开发区污

内蒙古通辽市是国家、自治区商品粮基地，也是

６０％和４０％）是二道河污灌区的重要灌溉水源，因

全国重点缺水区之一．为了解决农田灌溉用水不均

此，本研究以具有二十多年污灌历史的通辽市灌区

衡的问题，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当地农民开始引用周

土壤为研究对象，调研了通辽碧波水务有限公司和

围工厂的生产排水进行农灌，污水农灌已有二十多

通辽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的水质，并对孔家乡和

年历史．目前，仅有少数文献记载了关于通辽市灌区

二道河清、污灌区土壤的污染程度进行了研究．

重金属污染的研究．王国贤、孙立波【１０Ｊ分析评价了

１．２样品采集与预处理

通辽市污灌土壤中重金属的污染状况，结果表明孑Ｌ

１．２．１土壤理化性质研究采样

家区Ｃｒ、Ｃｄ超标．孙立波等【１１ Ｊ研究了通辽地区污灌

根据通辽灌区的分布情况（图１）布置表层土壤

区土壤重金属（Ｃｒ、Ｃｕ、Ｃｄ、Ｐｂ）的迁移规律，表明重

样品采样点，表层土壤按照梅花布点法，使用ＧＰＳ定

金属含量随土层深度的增加而减少，土壤对重金属

位，于２０１２年９月分别采集孔家乡灌区和二道河灌

有吸附和过滤作用，地下水没有受到污染．但是这些

区的表层（Ｏ～２０ ａｎ）土壤，混匀所采土壤后用四分法

研究均没有分析污灌所用循环再生水的水质对土壤
重金属污染的影响，从这个角度出发，本文作者针对

分取，收集混合土样每份１ ｋｇ，共采集１２个表层土壤
样品．纵向剖面土壤样品运用连续采样法采集，采集

通辽市的典型灌区农田，在对周边污水处理厂出水

８层土壤为１个剖面，共选择６个剖面，剖面土壤的采

水质进行调研的基础上，对比清灌区与污灌区土壤

样尺寸为１

重金属的污染程度，并作出相应评价．

ｍ×１ ｍ×１

ｍ，样品个数为３２个．

所有样品在保存和处理中都采用非金属容器，
避免样品污染．初步挑拣出土壤中的大块杂物，用冷

１材料和方法

冻干燥机干燥土壤样品，均匀收集约５００ ｇ土样，装
入聚乙烯塑料封口袋贴上详细标签，并放人盘式干

１．１采样区概况

通辽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地处北纬

图Ｉ

燥器中密闭干燥保存，并立即进行分析．

通辽市灌区采样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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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污水处理厂水质研究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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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权重训ｉ的确立，Ｓｗａｉｎｅ按照重金属对环境的

对通辽碧波水务有限公司和通辽经济开发区污
水处理厂各处理单元的进水和出水分别进行采样，
共采集１１个水样．

影响程度将其分成３类１１３ Ｊ，其中部分重金属的从属
类别和权重分配如表１所示．
土壤分级标准采用《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

１．３分析方法

范》（ＮＹＴ ３９６－－２０００），见表２．

土壤样品和水样中的重金属用电感耦合等离子

表１重金属污染物对环境的
重要性分类和权重值

体一质谱法（ＩＣＰ—ＭＳ）测定（测量误差小于１０％）．土
壤样品中含水率用重量法（ＧＢ ７１７２—１９８７）测定，

Ｔａｂ．１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ｅｉｇｈｔｓ ａｂｏｕｔ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ｐＨ用玻璃电极法测定．样品的称量均精确到万分之

元素Ｐｂ

１．４数据处理
数据的统计分析采用ＳＰ￥Ｂ １１．５软件，采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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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ｄ

Ａｓ

Ｚｎ

Ｃｕ

Ｃｒ

Ｎ

类别

Ｉ

Ｉ

Ｉ

ＩＩ

ＩＩ

ＩＩ

ＩＩ

权重

３

３

３

２

２

２

２

表２土壤综合污染程度分级标准

布设分布图采用Ｍａｐｉｎｆｏ软件绘制．

Ｔａｂ．２

１．５土壤环境质量评价
现有的重金属评价方法中，人们主要采用的是

Ｓｏｉ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

污染指数法，单因子ｔ亏染指数评价法用于评价土壤
重金属元素的累积污染程度，内梅罗指数法可评价
土壤重金属综合污染程度ｌ １２ｊ．其计算公式为
１）单因子指数法．

Ｔａｂ．３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ｏｆ Ｂｉｂ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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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通辽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分析
通辽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出水ＣＯＤｃｒ和重
金属都符合农田灌溉水质标准“旱作”的标准值（ＧＢ

于各灌区灌溉用水水质差异很大，孔家乡污灌区为
生活污水处理水，二道河污灌区主要为工业废水处
理水．
表４土壤的基本理化性质

２０９２２—２００７），根据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放标准国标
ＧＢ

！１５

Ｔａｂ．４

１８９１８—２００２的标准值，只有出水氨氮没有达到

相应的排放标准，但适量氨氮进入土壤不会造成污

Ｂａｓｉｃ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ｏｉｌ

凳耋鑫

碧耋鑫

嘉薹鎏

ｐＨ平均值８．３７

８．５４

８．５０

８．３１

２０．６５

１６．０５

采样点

染，还可以提高土壤的肥力，出水也可用于污灌．通
辽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出水各项指标见表３．其

含水率／％

１６．１０

１６．９１

嘉薹鎏

中：检测指标中“一”表示未检测到相应物质；标准值
中“空白”表示对该指标无规定．

２．３土壤重金属含量分析

２．２土壤理化性质分析

由图２可知，孔家乡清、污灌区土壤中７种重金

如表４所示，各灌区土壤ｐＨ的差异不大，属于
碱性土，变化范围在８．２０～８．７６，表明污灌对土壤

属的含量相近，且都低于内蒙古土壤背景值和土壤

ｐＨ的影响很／Ｊ、．

其中：通辽市土壤的ｐＨ值高于７．５，执行二级土壤

孔家乡清、污灌区土壤的含水率相近，但二道河
污灌区的含水率高出清灌区２８．６６％，这可能是由

环境质量标准（ＧＢｌ５６１８－－１９９５）二级标准，见表５，
环境质量标准．这表明孔家乡清、污灌区的土壤的重
金属状况良好
Ｃ‘

０ｕ

壬王

壬

壬

．

Ａｓ

Ａｓ

融ｃ。。｜。，唑．惫心。。｜ｃ。旦．

恩

Ｎｉ
ＡＳ

Ｎｉ

ＡＳ

震 ｌｉ． 震 ¨．

图２灌区土壤重金属含量
Ｆｉｇ．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ｉｎ ｓｏｉｌ

二道河清、污灌区土壤中７种重金属含量相近，

孔家乡灌区土壤中７种重金属的含量都低于二

但二道河污灌区土壤中Ｃｕ含量为１５．４７ ｍｇ·ｋｇ～，
清灌区土壤中ｃｕ含量为１８．１０ ｒｎｇ·ｋｇ～，高于内蒙

道河灌区，结合表３，碧波水务有限公司出水中可检

古土壤背景值，但远低于土壤环境质量标准，这可能
是由于含Ｃｕ农药的使用，导致二道河清、污灌区土

厂，可能导致二道河灌区土壤中重金属含量较高，这

壤中已有一定程度重金属Ｃｕ富集．

的影响．

测到的重金属的含量均低于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
表明灌溉用水水质对灌区土壤重金属的富集有一定

表５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Ｔａｂ．５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 ｓｏｉｌ

２．４土壤重金属污染评价

０．２４５，其均值为Ａｓ（０．７４２）＞Ｃｕ（０．６０６）＞

如图３所示，研究区重金属Ｃｒ、Ｎｉ、Ｃｕ、Ｚｎ、Ａｓ、

Ｃｄ（０．５６０）＞Ｃｒ（０．２３９）＞Ｎｉ（０．１７５）＞Ｚｎ（０．１７０）

Ｃｄ、Ｐｂ的单因子污染指数变化范围分别为０．０４３～

＞Ｐｂ（０．１２９），都小于１，处于非污染水平，但二道河

０．４６６、０．０３８～０．３２１、０．００５～１．３００、０．０１２～

清、污灌区土壤中Ｃｕ的单因子污染指数分别为

０．３２６、０．６００～０．８７６、０．３８０～０．７４０、０．０１５～

１．３００和１．１１１，小于２，属于轻度污染，二道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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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灌区土壤中ＡＳ的单因子污染指数和孔家乡清、

土壤中Ｃｕ的含量较高，魅和Ｃｕ在土壤中已经有一

污灌区土壤中Ｃｄ的单因子污染指数都大于０．７，表

定的积累．

明二道河灌区土壤中舡的含量较高，孑Ｌ家乡灌区
图Ｃｒ
■Ｎｉ
口Ｃｕ
口Ｚｎ
—Ａｓ
囵Ｃｄ
■Ｐｂ
团Ｐ，

芤乡污灌Ⅸ

孔家乡清灌区

：道河污灌区

二道河清灌隧

图３重金属的单因子污染指数和综合污染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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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ｎｇｌ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Ｎｅｍｅｍｗ

从综合污染指数来看，孔家乡清、污灌区的污染
程度相近，二道河清、污灌区的污染程度也相近，都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的不同，导致孔家乡灌区的污染程度低于二道河灌
区．

小于０．７，属于安全级别，土壤处于清洁水平．但孑Ｌ
家乡灌区的综合污染指数低于二道河灌区，这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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