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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IIOPbCl.为示黯剂，研究了辽河中下游城市近郊徽酸性革甸棕擅稻田系统中错的来

源‘主檀和水稻体内阳的分布.土攘Pb对水稽的有效性、 Pb形态随时间的变化和土攘pH

对Pb吸附的影响等问题，论述了水稻分别从土蟆、大气降尘以及灌溉水中所吸收的Pb在锺

米中各自所占的比例，并指出了Pb向槌米运转的途径，示踪模拟实验确定了 Pb在这个系统

中的转移系数，指出水稻根中Pb浓度、土攘Pb浓度和分布是影响 Pb 向稻米运转的主要因

素.

在示踪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计算大气-水一主攘-水稻系统Pb主攘环境容量数学模

式.估算出了该系统在撞来pb含量小于 lppm时，士攘Pb的环搜容量值是1600-1100ppm，即

每公顷3.6-3.8吨.这个数值和盆裁实验结果相符合.该幌式还可应用于SOSH.， I ‘ hi U.Cd、

HAs , Uzn、lI er. I.阳、 "Co等示踪核素所对应的重金属土攘环缆容量的计算.

~.匍 示踪试验 植米 土攘环魔容量 数学模式



STUDY ON LEAD TRANSPORTATION

E喝 AIR-WATER-PADDYSYSTEM

WITH 21GPb AS TRACER

Li Shuding Zhang Hairong Ma Xuejun

(Institute of Forestry and pedology,

Academia Sinica, Shenyang)

ABSTRACT

With 川PbCI， IJ~ trace." ,a research into lead so盯ces in brown rice. lead

distribution in soil and rice. lead chemical forms in soil and their change with

time.a.... i1ability of soil Pb for rice a筒 d e((ect of soil pH on the Pb adsorption

was carried out in air-water-paddy system near cities and towns located upper

and midcile reaches of Liaohe River. northeastern China. Tesl soil was light acid

meadow brown soi l. The Pb proportions in rice grain derived from the soil.

airborne dust and irrigation water and the transportation pathwar to brown rice

were investigated. Traosportation coefficients of Pb in Ihe system were deter

mined by tracer experimen t. It was indicated that the Pb concentration in rice

root .lhe Pb concentration and Its distribution in the soil are main factors effec

ling Pb transportation to rice. Based on the simulation test. mathema tical model

for computing s:>il c l1 vironmel1 tal capar. ity of I'b in the system is put forward.

The soil envirunmental capacity of Pb cOlnpuled is 16JJ--17)Jppm , i.e.3.6_3.8

tfha. The computed result was in altreement 曹ilh the observed. The mathema

tical mod.,) "'as also ued to c ，)mpule 凹il e ,lvironmental capacity of those heavy

melal corresponding respectively 曹ith ...日军.llhIlI<Cd ， "Zn. I'Cr .·'Ni ,"Co etc.



前言

环撞中 Pb 的人为污摩主要来自 Pb 的生产加工过程.首先是矿产的童矿和开来过程，

包括'碎、被集、矿砂、运篱以及思矿和矿冶废水的排放，某次则是 Pb 制剂的精练过程及

其相应的浓缩fti运输、贮存、匀蒙、精炼、大气排放和飘尘.

近几十年来，通过汽油黯蝇由可移动性源，撞的阳的比份越来越大，差不多占排入环

撞 Pb总量的百分之八十.就市 Pb~.旨严重于农村.

本文对辽河申"'Fi串尊甸棕攘-稻田系统Pb污S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这一地区以沈阳为中

心，模市啻布、矿山及各种冶炼厂集中，公路、铁路和空运业发这.所以 Pb 污蜂也是本地

区一个重要问题.

由于Pb在环班申难于移动，而且含量受背景影响很大.不易撞测.我们采用.IIPb示

眩办法进行观察. .IIPb半衰期为21. 4年，特别适于做这种变化较慢的地化反应i1程的示踪

剂，可连续观测，具有独特优点.这项研究所取得的结果，为制定土攘重金属环撞容量、

防治Pb~援农业环撞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一、稻米中Pb来源

弄清米中Pb的来源，对防治Pb污接水桶相当重要.为此设计"'F列几组实验【IJ I

(0 把 'IOPb_PbCI，均匀混合拌入土攘进行土攘标记.用该标记土攘种植水穗，使用洁

净自来水擅溉.水韬收割之后分析槌米 Pb 含量.显然未中这部分 Pb来自土攘. (2) 用

与(1)相同的来标记土攘种植水稻.将lI °Pb (NO.) I加入蒸惚水模拟污水灌溉.收割

之后分析槌米含Pb量，这部分Pb显然来自灌溉水. (3)取来往(1)标记土攘，烘干、

'细过1000目筋，称露并测量某比活度(549582.6d阳Is) 后，供模拟降尘使用.水稻种植

在和 (2) 相同的土攘里，使用洁净自来水擅溉.从分醺初期开始，将上述过筛土用毛笔轻

轻涂抹到水稻叶片上，把水稻盆钵E于玻瑞房内，防止雨水冲尉，每隔7-10天涂抹一次，

直到收割为止.分析籽实中的Pb含量，米中这部分Pb显然来自叶面.从而达到模拟大气降

〈飘〉尘Pb对水箱作用的目的.

实黯所得数据见袤1 .从表中数据肴，不管Pb是水申的、大气中的，还是土攘中的，都

.1 军"..'b黯..'...
"'峙. I II响也用量问 | 献"'时量 (dplD/.)

泪霞水

土嚷

，，<I的尘(*叶}

'.72XI0· (2I2.1 !&C1·)

7..0Xl0· (200pCi')

O.lIxl0· (2S.0pC;·)

115.8

31.0

SU.?

• 文中Ct..τ式俱算， 1 CI-S.7x 10"Bq

主..同志..2田部分Z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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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进入籽实.不过进入的多少和难易程度不同罢了.因此在防治重金属Pb对水稻Pi.时，

不仅要考虑士攘PI»，而且大气中相水中的Pb的污势也应该给于考虑.

为进一步研究主攘Pb初大气Pb对米Pb贡献大小，我们用相同的U·Pb标记土徽水辅盆

辈，每个处理二个重复.一个处理是从水稻分禀翩起，向水稻叶片上涂抹"" Pb 标记的土

输，土撞直径<lOOt且M，另一处理水稻不涂抹做对照.两者都用自来水灌溉，水稻收割之

后，测量撞来中的活性，数据见表 2.

.2 支气盒Pb.土.....蜀..舍P刷...

标记土含PlI
大气pb贡献 (e)

土PlI贡献
来嘱处理

(dp皿I，) [c-飞'目唰1(ppm) (l-e>

..对照 72.0
l'IS(篇Z.7!lei) ".1 15.1

b. 雄叶 111.3

..对照 150.7
2000<191pC i) 72.8 27.2

b. 橡叶 554.7

表中数据表明，在相同土质条件下，大气降尘Pb从叶面比士攘Pb从根部更易被水稻吸

收并进入将实.稻米中总Pb量有15-27" 来自土攘Pb，而 70- 85" 却是来自大气阵尘

Pb.

当然，这种情况不是绝对的.大气Pb常受着其官因素的作用，如大气飘尘中Pb的浓

度、降尘量以及大气降尘Pb被水稻叶面接受的面飘大小等等都寄关系.我们实验模拟的降尘

Pb含量为1943ppm，而且假设是100，"，的降尘被水稻叶面接受，估计值是偏高的.实际情况

可能要小得多.但是证明大气Ph可以通过叶面吸收选入籽实，并且吸收进入籽实要比土攘

Pb来得容易，这是毫无问寇的.

二、重金属Pb在土壤和水稻体内的分布和累集

土耀申Pb如何分布.巳进入水稻体的阳在水稻备器宫中如何分布，弄清这些问题，对

切断Pb毒害人、畜食物链很有意义.

实'盘使用微酸性槐包草旬惊攘稻田土.把""Pb (NO,> I加Hel使其转换JtlltpbCl

凯旋悬浮惕，均匀拌入土罐申，然后进行水稻盆就·待水稻成瓣收回后，取根.茎.叶..
叶铺..壳和槌来测量放射性活度.盆中的土则从表面起按不同深度采样测量.

1. l lOPII在*.体肉..嚓.....

从褒 s 敷掘，出， Pb在水稻体内的分配都是貌窄的叶片含量较高，其宫'富的趋势亦是

越向下含量越南.其分配规律是.

根》阱〉鑫〉峙th·穗.

把表 S数据仿造-步处理得到巍 4. 从表 4数据'出，水稻很难吸收土篇中的 Pb，吸收

事侃为0.24". 即使这}点被鹏收了的 Pb，布84"分配在根申，很难向上运籍，钝移到将

隽的量仅占0.08". 至于从土撞撞入僵米的 Pb量更小，只布1. 62)( 10-'. 应揭出的是'由米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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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Pb的吸收百分数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土檀中Pb含量的精细而变化，其值见衰

5. 眩着土撞中Pb量增加，阳在水黯各器官中分配也相应增加.在土撞含Pb250.....500PPm

时，视中集累了大量的Pb (占0.02"> ，而士攘含pb在1000PPm时，根禀集的Pb寝少{占

O.005~> ，但是后一神情况向上运输转移的百分数却比技大.这可理解为，在破低浓度

下，棍对ph有钱大的结合能力. Pb一旦被根吸收便被固定下来，很难向上运转.但当浓度

捕大时，因为有着大量的自由Pb离子，所以能被藻踏上行，流运重地上部分[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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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攘分层测量结果如图I ， Pb随擅藏水进入土攘之后，经过一季水稻种植之后，在土攘中的

分布是曲线I，其含量是随深度而迅速礁低.在土层5cm之下it撞到-个最低值，而且不再

随深度变化.但是经过耕耘或均匀拌入土凛的Pb种过一季水稻之后，在耕作层土罐中的分布

比绞均匀，不随iIi度变化，如图 1 中曲钱II. 这和土攘中旬的分布基本相同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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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晴..向..申运输..-盛固聋

(1)土擅申Pb的浓度

士罐中Pb浓度越高，黯米巾Pbk远就越大.从表5左数第一和第二在中的披露，清楚

地量出了这一点，土攘申豆金属Pb":J 台虽多少..-FtJ益忽视.

(2)土攘与水稻根之闽浓度梯度

从表6 数据雷出，土攘与稻根之l司Pb浓度差对米Pb也有影响.浓度羞愈大，米Pb含量鳝

高.浓度梯度大，说明士攘申游离的Pb离子多，这种Pb离子比校容易进入极并披上行流携

带而进入籽实，因而米Pb含量也就钱高.相反，若浓度差很小时，国Pb在土撞中移动性

小，所以Pb肉稿棍移动比较困难，从而Pb被水稻恨吸l段并运转到地上部分油数量就相应段

少，米申Pb含量较低.但是当浓度梯度为til时，也有少jii!>b进入了籽实，说明Pb离子也能

递着浓度梯度而扩散到报中，并以某种途径从币基缅跑进入本质部导管从而被运送到籽实.这

一现象似乎是主动吸收作用的结果.总之，土撑l'b被水稻吸收过程是复杂的.表6 的结果，

反映Pb被水稻棍吸收可能是几神机理共i司作用d过佳.不过比後起来. Pb被动地被水稻吸

收机制要占优势，关于这一闯题街待造一步研究。

"自 土.与..圃穰窟'鹰对来Pbl9..

根申Pb浓皿tA (ppm) 土;&Pb浓度B (pp皿} I Pb浓度棚 (B-A) i 幢来盹含量 (ppm)

3115.1 200 -105.1 0.011

103.' 100 -3.' O.OZI

314.9 500 115.1 0.152

340.' 1000 159.2 0.511

三、土壤中锚形态及其对水稻的有效性

1. 土罐pH对Pb囔阳..晴

把科过水稻的盆载标记土壤风干 i窑伴，在1l 0'C烘干. ~且过100目筛后，每份称取 z 觅按

照水·土= 511 加入蒸饱水.用 HCI-NaOH 调节该悬液 L民度，在电磁搅拌下平衡半小时

后，用 2D-2 型自动电位滴寇计汹且 pH值. .悔闪~pH 时土壤榕浓用 zooor/ 圃lin离心分离

后，把上清液放置 33 天后测定 11 0 Pb 的话!监.所得数据作成I'b 浓度..， pH 曲线〈见圈

2 ).
因 2 中Pb的浓度与土壤pH朵系曲线~~J显分三段s

_.pH=5.0-0.71 当pH逐渐降低时，土壤溶液中Pb 浓度急剧增加，这是在融作用下，

土罐对Pb的眼附力减澜，太量的沉在物如确量主主...等溶解或者形成Pb结合物所it. 在pH

s 时，土攘强附的Pb开始解寓，当pH减小剑0.7时，洛梳 ~P f'b浓度为pH= 5 时的 18600

倍.这时，水溶性Pb为土攘申总加入的Pbfi.的66.3%.

b. pH=5.0-12.51 在这个范国内，土攘对Pb吸际I越牢，溶浪中几乎测不出Pb来

pH对土攘Pb眼附无显著影响.

c. p8>12.5. 由pH ，. l1 -UM!:大圈萄出，当 pH增大时，溶液申 Pb浓度增加.将曲线

'



外撞到 pH=H时， Pb浓度是pH= 12.5时的 1600倍.这是因为在法It条件·下. Pb沉淀转化

为可溶性倍.盐所量. pH 与Pb浓度关系可表示为下式.

.M…"IZ ,H"ll..'
Pbl. + 20H- 二二二二三 Pb(OH>. 立二二=工PbO• l - +2H~

，腮<I ,H<J I. •

F幢幢

"、回国
Ii

14

12

10

•

• 量&

句-t.

-

.011

-EE BE 221·

"'=11-14.*.

cO大圃'

丘
~ 10 1% .4

生蝠"

图 S pH对pb吸附影响

Z. 土'中Pb甸饨...

植物从土壤中吸收Pb的虽是由土壤Pb总量决定还是由土镶申有效态Pb 量决定，就是说

区分土攘中Pb总量和寄效量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采用II'Pb为示踪剂，经过四年的实滥测

量分析，企图弄清Pb在土壤中的形态及其对水稽的有效性，从而为制定土壤Pb 容量提供理

论依掘.

土穰放射性标记和lllPb的测量觅，文献[5 J.土壤形态分组方法见文献[el.将Pb形态分

为以下几组lAo水梅态一-用蒸馆水浸银部分J B.弱吸附态--用NH.Ac漫提部分，C. 专怪

现附态-用稳定Pb(NO.>. 浸提部分J D.用。.]D1oljL;tojHNO.浸提部分. E.用醺漫提部

分，这部分是Pb的有机化合物， F.剩余残渣部分，这部分Pb已进入土罐晶格，失去了生物插

佳，不能再，加生tID循环.进入土攘PII的总量 ..A + B+C+D+ E+P.
实验时，每次取土样IS. 接上选进行分组测定，由每组提取量与总量之比便得到所对

应各组的百分披.

.IOPb以氧化物形式加入土罐，经过一个生最季之后，各种形态的百分率分别是.A

(o.on J B+C (68.63) • D (14.81) • E (0.10 • P (18.52) .这些鼓揭巍明. Pb

7



进入士攘主后，在桂短跚限内， Pb主雯剧交换态 (A+B+C) 形式存在.Pt.鞠主靡的最合

力'董壶，因此不搭态。) Pb占16.5". 反峡出 Pb在土撞巾搭解度相移动性.是.小

的.

士'‘中pb形态不是一成不变的.四年连续测定结果见去了.这些数墨表明，它们随时

间的撞，其值在缓慢地变化.英规律是. A....B-+C....D→ E....F 撞箭头方向转移.每竿大约.7 主......与回回美. c,,>

倩[立"给 ! Pb(NO.h i MNMl 叫嗣囚NH.Ac
年 不萃'合

可提部分 ! 可提部分· oJ挺部分 可钮.~

翩翩 ..01 1.05 6Z.~. H.'l '.1~ 1..51

11.. ...1 3.30 10.29 E‘.5. 1.11 1'.71

且tIS .... %.1' 辜0.71 13.'‘ 1.11 SL,1

UII I.U ' 1.71 30.51 ZI·IS '.11 ".n
t

• 示肆份fi申.用Pb(NO.h去提取土撞中的IIIPb.

有百分之十凡的有效毫Pb转变为不溶态Pb而被主攘固定.因此随着时间的增长，土罐有效

牵 Pba就少，植物难以利用的部分将增加.

..主...舍量.冀，拿'确

从表 s的数据，雹出土攘Pb含量与其形态无明显相关性.不管土壤中Pb含量多少，某

Pb形态分组百分数大囊相似.只有弱吸附态〈助随土撞中Pb含量的精高，某百分比有瞌

之糟高的趋势.

•• ±aPb禽量与阳....c,,)

士罐舍Pb (pp田】 A B c D E

100 I.OS

0.01

0.02

0.01

1."
1.79

2.7也

S.S'

II..'....U.....
N.II

11.31

9..5

..23
10.97

0.30

翩
翩
翩

0.31

o.篇

0.32

..土..1......*..徽锥屿'确
将们'Pb(NO.h与Pb(NO.h充分混合标记后，用氯化镜转化成.1·Pb(Pb)Cl.沉淀，

然后挤入土攘，充分混合使土罐含PbQ分别达到1000ppm和2000ppm.

从1983年开始，使用诙土罐栽培水稻，收获后，测量越来中Pb 含量.在同一盆'事中，

在土罐舍pb且量不受情况下，连续三年种植水稻，所得数据见录9.

从上表数据萄，尽管土罐申pb含量相同，但是在其上神檀水橱，所得幢米Pb含量却远

华变小.且的规律是，污.物Pb进入土槐第-盖在簸易被水稻所吸收并犀狈于将宴，以后"

时间蠕侯，土擅申Pb就越不易被水桶吸收.从而说明槌来Pb与土罐且Pb量无关.

"来Pb和土攘Pb形态关赢见表10. 米Pb含锺与土壤Pb可交换吸附态成正相关.由于土

罐申Pb的可交换牵运~降低，所以米Pb也就逐年随之碱少.可以说，未申Pb主要来自土攘

申可交换态吸附态P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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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气-水-稻田系统 ph转移模型

在水-土攘，植物生态环搜中，大量农药和化 E的利用，污水疆.及农村工矿业的重晨，

~t量给土罐带来污撮，使污接镜象 Pb，Cd等在土撞申累现.为了在保证生态环撞良性循环的

'自提下，充分开发和利用自然货源，对土攘制定-个可藏人们接受的容量值是十分必要而且

又具布it远意义.

我们在研究沈阳张士耀区稻田系统臼污接及其防治技术期间，曾提出了-个计算土

罐-水稻系统臼转移的数学穰型:，:··.在 1916年出版的·土攘-植物系统污 E丧生态研究'一

书申又进一步指出这个幌型对其他污接梅亦是适用的.并且使用该螺型计算了内在惊罐糯

因系统申的环撞容量.不过英申没有考虑到大气 Pb对生态霹统的影响.这是不够严格的.

为此我们又i.t it了专口的 allPb示黯试撞，研究了附在土撞-水篇累统申包括大气 Pb在内的

'曹移问题.

魏们所研究的系统指的是城区近郊型大气 4水，土攘-水稻系统.这个系统申 PI!来源主要

是金属搞第过程，铅翻品加工过砸、日及交通运输娼"媲饶过徨等等，某路径是通过大气.Iii

水.撞极等规遭而造入土撞.通过植物可食部分或防伪.家禽肉奶等选入人体造成 it富.篱

暗示，方植困卸下.

盒ζ~ I FII
FT ,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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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 .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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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事..

F,.
'f"阜

c. '



上图表示的Pb生态循环中，每l'箭头表示传转路径，每条路径之间都存在着一个库室

{方框) .每个库室内部存在着一起数量的 Pb. 某个库室的Pb容量可用其所含Pb的平均浓

度与其总质量徊秉枫来表示.该系统中Pb主要通过擅溉水进入土攘.大气Pb 虽然量小，但

它是一个重要的库室.已一一表示i库室中Pb平均浓度 ，F1i一一表示Pb从j室向 i窒转移的转

移系数.运用 Ilapb示踪试验，可以求出该系统中Pb的有关传输参数c;和P ，;等，因此Pb在

这个系统中运转的规律便可定量表示.

对于我们所研究的稻田系统而言，大气Pb的转移，主要是该地区已被 Pb污染了的土攘

和公路尘埃徽章草再悬浮从而达到水稻叶面，被水稻吸收，进入将实造成对人的危害.水稻吸

收大气Pb的多少，主要与固体瓢位大小反风速有关系.做模拟实验肘，把 IIOPb标记土攘

〈含Pb已达2000PPm) .通过140目筋，使土攘位度大约在100μm以下，基本上与大气中降

尘的控度相近似.

随耀溉水来的Pb. 有机的和无机的形式都有. Pb和阴离子形成的化合物在水中的溶解

度较小.以溶液状态存在于水里的量与水的pH、土攘Eh及可溶性盐含量有关系.在流动的

水申，不溶位Pb也可因矿物颗位吸附或作为悬浮的有生命或无生命物质的一部分而转移.

我们在傲示E事实验时，向蒸馆水( pH6.V 中加入Ilapb (NO.) .以模拟捕溉水，这只能

代表水中可榕性部分Pb.

本系统Pb主要来自灌溉水，它进入土攘，由于组成和pH变化， Pb立即沉淀从而被土攘

攘位所吸附.在土壤中Pb的移动就很困难，其移动性主要取决于I (l)在颗位矿物表

面上的特殊吸附或离子交换吸附， (2) 和土攘有机物质形成相当稳寇的结合物或蟹合

物， (3) ~成微熔性Pb盐沉淀.一般地讲， Pb进入土壤后和土攘阴离子(SO.I飞

po，'-、 CO， I-等}或精攘形成不溶佳络合物，从而妨碍了Pb的移动.

实验说计如下I (l)清水灌溉用ZI'PbCl，标记的土攘〈含载体Pbsooppm) 进行

水稻盆载 (210μCII盆) .二个重复，整个生育期全淹管草草， (2) 用 II°Pb (NOρ ‘水擅

溉水稻盆载，盆栽土攘为不含放射性的对!l\1土，到收获水稻时，共灌入II°Pb约 183μCII

盆.二个重短，整个生育期淹水管理， (3)对水桶叶面进行涂抹以模拟降尘试验，方法见

本文(-)部分， (4)对盆载土进行形态分析，详见本文〈三〉部分.

1..11趣......

(1)土攘Pb对撞来Pb均贡献

C
用p...a示土Pb对米Pb的贡献，其值用下式表示‘ 1.=c;其中c，表示糯米Ph平均

浓度， C.我示土攘Ph平均浓度.实应结果卖示在夜11中.从这些数据臂， F，.，值随土攘申

Ph量的增加而捕大.我们认为在考虑环境容益时，应取米Pb含量小于食品标准 (Pb< 1

PPm)时F，..的平均值，本文取Fy ..=3.61XI0-·.

.11 虫.Pb...Pb....

土攘含盹 (ppm) 「王... (.) I 幢米F咀 (ppm) I 'r.. (10-') I l' r..平均值(10-' )

100 &.8)(10' 0.02' 2.10

&00 ..8)(10' 001&2 ..04 3.11

1000 &.8)(101 o..~. &.11

10



(2)泪洒E水Pb向来中传移系数 (Fr- I)

实验所周擅溉水含Pbl00ppm. 米 Pb 含量为 0.886ppm，得FT oS = 0.886/100= 11.86 x

10- 1 • 可见对当季水稻而言，水Pb向来中的转移数量比土Pb的转移要大一些.

(3) .稻田水分管理状况对撞米Pb含量影响

为了定量表示这种影响，用一个系数ι来表示B

K. =[CT]!;;:[CT]"
-一• - [CT ]..术

实验结果见表12. 落于西团对米P~影响虽没象Cd那样明显 AJ ，但是影响还是存在的.

不同时期部干的影响大小也不同，普遍比全商管理的水稻Pb含重要高0.5-1 倍.尤其开花

踊的影响最大，这一点和cd的情况相似.

lC.葡田水分况抉土攘含pb量

'85.2全漳

1/7-15/1落于

3/.-1./.瑶于

1./7-S/8薯于

.al3l1Ci
0.5'揭.1

1.5214.4ZOOOPPID

0.6

〈的.土攘中Pb形态对米Pb含量影响

具体数据见本文第三部分2 中，有效态Kt =A+B+C=68.54%.土攘Pb寄放态小于此

健时米中Pb量将急剧降低.

(5) .大气Pb向米中转移系数 (FT. I)

实验结果见袤13. 取Fγ·1的平均值9.29x10- 4
•

133.9

FT'l乎均值

t.nxlr'

.13 大气Pb向第申...••

i ←?哇
!'"xar·

10.IOXl0-·

2.495

2.981

大气降尘pb

CI (pPID>

2.84XI0·

J. 土...量骨篝

(1) .数学模式

在水-土耀-水稻生态系统中，使米Pb不超过 1 ppmlij'，土壤所能承担的最大Ph数量，

定义为士魏Pb环it容量.影响Pb向槌米申运转的因..甚多，转移的路径也多种多样，但是

官们在读窥镜中都遵循跚量平衡规律•

.E C，矶 ， =C， -B，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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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1 ， 2 ， 3 ，…，霄.i=I ， 2 , 3 ,…. (; - 1) •

C ， --i 库室中Pb浓度 (ppm) ,

F，卢Pb由制i室转移础， ι=去， 飞

C，--γ库室 f槌米〉申 Pb浓度 (ppm) ，在计算客最值时，它常取国家有关部门的

法定镜，以保证入富不受Pb毒害。

B，-所研究系统中 γ 库室 Pb 的背景值浓度 (ppm) ，由大量野外调查获

得.

(2) 参数选定和计算z

为了保护生态环撞良性循环，决定土攘容量值时宁小勿大.本着这个原则，根据前述结

果，将模式计算所需多数选定如下s

F lI =9.29xI0-· , Fγ ， =3.61XI0-· ， F , .=8.86xI0-·, C.=100.2ppm (沈阳张士-闸

地区)， C.=O.IP阳〈国家农漏标准) , C, = 1 PPm (国家稻米 Pb 含量暂订标准h

K.=O.5, K , =68.54 ,"" B, =O.31ppm (为稻米Pb背;反平均浓度) •

示踪实验着重研究了水、士、大气Pb对米町的影响.把(1)式展开整理得.

C. = (C, -B.J 二CIFYI-C.F，.
二一一一-.- v

.I" YI
(2)

把上述参数代入 (2) 式得C. = 1651.2ppm.

从前途讨论知道，米Pb含量还与稻田水分管理状况有关，同时宦还受土攘申Pb 形态的

影响.这两种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土嚷中Pb对水稻的有效性.也就是说影响到土攘ph

向糯米的转移系数FrIO 落于眼田可使孔..增大，而土攘Pb形态的影响又使Pb 对水稻有效

数量比其总量大大降低，从而表现出的结果是使转移系数Fro'变小.考虑到这两个因素的

综合作用，转移系数应作如下修正，即把F， -J乘上K ，与山. + 1)二个因数，把修正后的
系.代入( 2) 得.

C.=-~l二B，) 二主IF， ..-C，F
=一-- 一一一_.:..~...!…= 1606.1Ppm

.- F,... X ,· (K.+ 1)

a是说，在保证稻米Pb含量不超过IPpm的条件下，该系统中土攘所能承受的容量值为

1606.1ppm. ii该系统土攘总Pb容量为M， 则M=C. . W， 其中 W为耕层土重 (t灿的，

其值取2.25 XIO·t/恤，则M=C.. W=3.615x 10'kS/ba. 这是容量的另一表示法，oe表

示该系统申，土攘能容纳Pb的总数量为每公顷3.615吨.超过此值，大来四将越过标准.1\

是人们所不能篝爱的.

I. 钟...11;..".
盆.试撞数揭见褒14. 实撞结果与计算确定的容量值基本符合.土攘pb 含量低于1600

ppm时，水稻生长正常，而且米pb也低于 1 ppm. 当土_PbS过l100ppm达到a2000Ppm时，

水辅生保出现隙碍，产量也明显减少，同时米Pb也越过 1 ppm而达到2.582 ppm. 林业土罐

研究所张学询等做过不同等级的土攘pb浓度对大罩的影响，他们掏出土攘Pb<60Qpplll时，

12



大直生长正常，亘中Pb含量也远低于 1 ppm. 在士壤Pb 浓度在700-1500P阳时，大亘生长

正常，只是局部出现减产现象，大豆Pb含量仍低于 1 ppm. 在土穰Pb达到2000ppm时，大亘

植株矮化，叶片显著变黄、枯亭E绝产。一般认为水稻的危害轻于大:B:.所以我们用水稻做实

验得出的土攘Pb在量值1600ppm，对大豆也是基木适用，但稍微偏大，与实际情况也基本相

符.上述两种作物的情况都说明，该模式确实具有一定扎实际使用意义.

.14 Pb土..量与盆..Ph舍量

土壤pb (ppm) !土攘Pb荠量汗算值 (ppm) I 水fH受苦症状 撞来Pb;'\姐 (ppm)

1600-1700 生长正常100 0.021

200 1600-1700 生长正常 0.016

500 1&00-1700 生长正 ~:t~ 0.152

1000 1600-1700 生['，iF，";:? 0.519

2000 1600-1700 叶于世措.显著础产 2.512

4. ...st酶应用

本文提出的模式，考虑了土攘-植物系统中的大气、水、土，植物吸收，稻田水分管

理，重金属士攘形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比较全面，不受土攘和米中金属背景的影响，

误差小，操作方便.本法也适用于其他重金属容量的计算.作者利用此法还研究了土罐糯因

系统臼的行为相容量问题【 -1. 其他一些可用于测定士攘容量的重金属同位素列于表

15. 这些同位素生产方便，国内也有供应，因此，有使用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15 可用凰"幢琴醺撞到鑫土...lIJ a*.

金属各称 | 放射性同位素 学 衰 期

四

1

'''Pb 21.41

Cr "Cr 2ed

" II .+11 ，.ω 43d

HI "·H. 4...

Aa "AI 71-10'

Zn ~"Zn 250'

NI "NI l00 J'

Co "Co 5.3 J'

"寞.
[I] "誓MI. 穰震示路技术在污m-生态研究中的应用.c士嚷·植物系绕污娘生态研究).咱国科学锣术出版

栓，北京. 414....410 (1.81>.

[2] 臼饵_.， O. Advmtarea In Radiolaotope Resench. Vol. ,. 100 (1'12) •
[,] "鲁...应用11'+II'·Cd对张士ie区"行为某歧'守性研究，需核技术).5. 20....22 (1.16) •
[4] III罔情-IJ誓，申延"罐，水桶的根原，农业出版社，北京.UO....1I1 (1.14) •

13



[5 ] 李柱'等. t草罐稻田系筑重金属的某民恃性，‘主踵，植物系纯洁捷生态研究>，中国抖学技术出自民fl- ，

50s-5ot (11.) •

[al Vlcts F.O.. J.of A.ri Food臼em. ， 1川的. 114-171 (1912)

[Tl 李书鹏.污庭曲在士擅-植物单位申转移模型，(土攘-植物系绕污司医生态、研究)，中国科学授术出报社.

北京. 511-515 (l911>.

till 李书现尊. C4-115+115回示'*法对活温敏因土饵总吝量的研究，‘士檀环挽容植研究)，气掣出版社.

北京.43-柿(I1I1I】.

It



CHINA NUCLEAR SCIENCE &. TECHNOLOGY REPORT@

P .O.Bos 2115
BelJID., CbJDa

China Nuclear Inforn、ation Cent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