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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α 在水稻体内及土壤中动移、

累积与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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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370;溶液污染水稻试验表明 z 苗期至孕穗期水稻对 mO; 吸收

速度最快，抽穗期趋于平绩，灌浆期又有回升。1S70;沿着水稻的地

下器官向地上器官，营养器官向生殖器官转移。水稻中1J70;比活度

和工壤污染量之间存在一定正相关，但只有当土壤污染量提高到

370 Bq/g 土叶，水稻中 1370;比活度才极显著上升。不同土壤栽培的

水福 fit 137Cs吸收能力不同，仅有深圳土壤栽培的水稻对 1310;吸收

能力极显著高于其它四个地区土壤。污染期不同，水稻对 1370;吸收

量也不同，灌浆期 1370;溶液污染对水稻的影响极显著高于其它时

期。



S1lJDY ON MOVEMENT t ACCUMULATION AND

DISIRlBUI10N OF I S7Cs IN RICE AND SOIlS

(lll~)

Lu zixian Xu Sbiming

(INSTI1UfE fUR APPLICATION OF Aτ'OMlC ENERGY. CAAS. BEIJING)

ABSTRACI、

The阻庐riment of yowing rice comaminaled by 137臼时.utioo shows that

from the 槌edli咱血geto阮刚ings幅画障。tea脑"四∞ rate of 137Cs忌 the highest. in

阳 heading瞩ge it is ~崎dy and in 由e milk s恼gegoeslohigha扭In.霄te 13701

transfers fr回In皿 to straw and 锦r. and from v'甸回ative or回lIS ω rep!'叫uetive or

sa也The relaliα由ip between s归afic activity (SA) and the an酬nt of 137cs in

soil is propo叫onal. or咀y when the amount of 137Cs in 皿1 r国d回 to 370 Bq/g the

SA of 137cs in rice rises remarkably. The diffl町ent soil growing rice h部 different

a恼orption rate of 13701. Only in Sbenzben it is m回) hisher than in other are也

The absorpl阳1 of 13701 is a国由阳晒ng on differ回t stage. in the milk lila萨 it is

consid町ably higt回 than 0由町 s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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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黯电是当代的重要能源之一，大力发展核电势在.£"听.但是.在核能开发利用过程中，

会有→定鼓量的植铜性核素进入环场中，最后经过动植锦由食街链避入人体造成危害.尤

其是一些中、长寿命的放射性核素，在农、牧、渔产品中的织累是人们密切关注的问题

"'Sr .mCs 等放射性核素在核电厂排放的废水中占总披射性含量的 50'"以上，因而研究它

们在农业生态环榄中的行为很有必要，(I) •

这项研究接得T水稻全生育期撞各种比活匮"'0落液市果后的吸收规律z在得了寨

山和大亚湾核电厂周围五个地区不同土填栽培的水稻吸收B曾o能力的差异及各自的转

移系数F捧讨了水稽不同生育期被四ot亏擎后.植镰体内含量的不同情况.这些研究结果

对校电厂万一发生不满事件.尽快评价事故后果，制订应急措施，提供重要的符合我回国

情的具体参数，有愤地治理环槐精簸，减少对人体健囔的危害，促进核能和平利用.具有非

常重要的实咽价值.

i 材料与方法

从秦山和大亚湾筷电厂周围农业士编中选五兮典型水稻土.装盆，每盆3kg 土，用当

地水韬中早熟品种嘉袖 6号.在北京生育嘲 HOd左右.4 月 24 日育苗.6 月 5 日插秧..j

穴盆...株/穴.缓苗期温水 3- .f cm.以后保持水深 2-3cm.中间落于两次.6 月 13 日和

7 月 27 日每盆追尿素分别为 0.5 和 1 g.8 月 5 日每盆施魏酸二氢铮 0.5 g. 按常规管理

9 月中旬分批收获.

J. J 苗期相同寿染量

6 月 22 日.每盆污染 1.11 X10' Bq的U1Cst窑液[四csr唱o，J. 比活度为 370 Bq!g 主.共

15 盔，'--1'月后开始取样.最初两次每次取苗三穴.间隔 10 d.以后每次取苗两穴，间隔 5

~7d。

I. :Z 苗期不周湾籍量

6 月 22 日污躲不同比活度 lJ1es 榕液(0.37.3.7.37 和 370 Bq!g 主).在污来盾 30.60.

90 d 取样.每次取样两穴，湾来 12 盆，对照为 9 盆.

1.3 土霉的~嘀

选用浙江山和广东(3)五个地区主嚷{见表1).栽培水稻，于 6 月 22 日用比活度为 370

Ilq!g 主的日1es 污巢，成熟后取样，共 15 盆.

寝 E 试黯土穰理化锥属
、

取十E 情视剧 隔离子怡' PH 金 N 黯.N 金酌os 有放岛os 金E 在tx 悔理性砂 •(nn回(+) 〉血。Imm KG. ωImm

地点 {曲'梅 II蝇土〉 也闯〉 (......1地〉 【νIra) (......kρ <1111&> <.........) <") <")
宫室 32.20 14.10 .6 2.. 228.00 1.58 14.40 21.00 106.00 51.24 路"

富亭 30.60 1且 47 .刨 2. 13 - 1.75 4. I ol2J.00 48. 02 1ι81

民Jil l)!
←』

19.80 14.49 .7 1.03 130. ω 1.27 34.4 17.50 102. 00 44.69 2J.31

深圳 IS.70 2. 69 .7 1.09 215.00 1.05 n.40 14.5 58.∞

黯阳 16.50 4 也 70 II乱，。 0.90 19.20 9.0 38.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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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不同生育跚窍攘

在苗期(6 月 n 日 3、援节孕.11。月 n 日〉租灌囊11(1 月 21 日).每盆水雹霄'险

阻。播液比活度为 370 Bq/&土.f弹丸盆，对.嘿三盆.成集后取排.

接计划采集水稻样品.洗净.但棍、茎‘叶、.剪断，称鲸童、干重.It毡，犀壳，穗子重.

炭化.W碎.每个棍棒回吨，每个茎‘叶...谷亮相撞来炭化挥品m吨，所有捧品均有

三个平行悸.撞撞耐性活度大小在不同仪器上测量.最差控制在 10%以内.

计算不同条件下水稻对"'Q 的转移系It(τF).分析土寝申'。含量与水扁备'富含

量之间的关系.并对水届中"'Cs含量进行差异显著性撞撞.

2 结果与分析

2.1 *幅对""Cs的疆'哥'J

以 370 Bq/&土的水平污巢菌崩水稻后.'J7Cs迅速肉体内转移，比活皮大幅度上升.对

不同生育期取梓结果表明z污黯后 30 d.水稻体内lJl'es 比活度拔高.以后随着植镰生t全加

快，比活度逐渐下降，但总活度仍然上升.疆萃"以后，随着抨橙克实，植株对."，毡，囔收量

增加.比活度又趋于上升，但没有前期上开幅度大.在水稻抽葛以荫，各器官中用。比活

度的顺序为z根〉时〉茎g抽德后.根>叶>茎生a(且表 2)

表 Z 永雹不回生宵蝙备ft'-a院脏活应回以1lV'a>

生宵" 污III后天:.td) • *' 茎桥 叶片 串串 • .镰平均

分跚跚 " 2:10- s7 :46.23 部也 :1 521.10

~O 991. 79 E路.311 :.., 2凰"
孕.11 so 84凰" 131.21 172. ZS 1.01

60 11凰" 129.16 Iii且 III 129. 18 1..:1

铀u 65 10%1.94 11113 13且n '¥T.33 1拧'.13

70 731.57 13!l.ll!I 18凰" 1I9.U 』饵L 霄'

80
"凰"

7133 民~:4 64.91 '且 t11
疆萃" 87 61且 l' 85. 66 1ll3. 94 67. 揭 Il12. 5晶

2.2 "'Cs在水桶体内的极墨租给布elJ

在土攘不同污来水平(0.37.3.7.37.370Bq/I 土〉情况下，鹿，民水稿中"。大部分集

中在根系、茎叶和谷壳中，槌米中含量很低，但占总放射性含量的(10-19)"'.在主穰比活

度低于 37 Bq/&土时，水稻中闹。含量为z根系>谷壳〉叶片〉茎轩〉槌米自但当土攘比

活度上升到370 Bq/&土时，谷壳中ISf，臼相对舍量有所下降，顺序稍有变化《且表3)

寝'不罔湾第*平till。在*"备.宫中的比嚣aU1r1l1)

土绩比槽.<町，土〉 根氯 薯 ff 叶片 4串壳 .来

0. 37 :'88 1.37 J.60 :. 31 凰"

3. 7 3. 80 1.55 Lω ... 1l.57

37 路.22 3. 18 且 02 也臼 阜 I'
370 540.1: 14:'18 11&. 11 11也" η.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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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知，水疆各部分圈。含量撞着土.'需摩水平上升菌'姻，量正相关.当主寝

?舌~水平JJ. 0. 'sf Bq/，土提高到 37 Bq!，土时.各部分'。比活度精细不显著s只有当官

提高到 370 Bq/，土时.备'给中曲。比活度才.显著精细.

同时还可看出z士寝中国。比活度为0. 37即s土时..系比主罐画一个戴量级，‘

来相士撞在同一个.量级..余'分为主蟹的3-6倍s土罐中国。为17 Bq/，土时，棍、

茎、叶和谷壳与士'为同一个戴量...米比土罐低一宁'量氧s土攘中睛。为 37 Bq!，

主时.报系和主集在同一.量蟹，撞上.富比土撞••一个戴量组II当主罐中国。为370

Bqf&土时，槌米比士寝低一个戴量缀，奠食部分为同-tl量级.

当土穰比活度为370 &Va士时.不同主霉篝篇东宿对面。囔幢辍累量不同.j阳主

对田。吸收织累量最多，惠阳橱窗，主中等，官量土寝少.-t是川模土量少.以藻帽和最11:

坝土模为例.水黯撞上部分"0比活度高低顺序为s茎崎〉谷壳〉撞来，真宦主寝羹佩

〈见毒的.

囔4 国U翠肇不离撞霞土...番.位鑫量的…1(1

t罐来'. • A民 奎' 崎片 筝. .来 ‘篝平均

嚣剿 串'也嚣 1%1." leU7 7t且 17

'鼠'
f71 50

s 阳 714. ω 211.71 嚣凰" 21t. n ZI5. 21 Z4Z. 13

富事 mas 311.. 斟凰" 212. 50 II&. ZZ 214.市

官童 54l\. 32 14%. 11 15<且 17 11ι14 乱" l tz.!O

佳'11坦 5抱 77 n.囚 7..111 也揭 3z.篇 鼠"

由上表可知.水稻中回。裸露量顺序为 z深圳士〉惠阳土生富亭士〉宫室士〉妖川

坝土.深圳士嚷巍培水稻 3喜地上部分'''Cs比活度为土撞的 2-4 锚，除宫室土寝载培水篇

幅米中.以及*川坝士寝篝培水稻茎叶.谷亮相撞来中1Jf 0 比活度比土撞ft-个戴量级

外.奠官备不同主攫巍培水霜的不同窑宫中1Jf 0 比括度-恨和土撞在同-个It:量级.

对不同地区士攘污 E晨四。后水雹中 gpo 比活度分析表明.探绸土极显著高于奠宦地

区土穰z在其余四个地区土寝之间，低 JII坝士攫篝蜻水稻茎附中"。比活度显著低于富

亭土罐，谷壳和稻米中 IRo 比活度很显著低于惠阳和富，士穰.

各地区土攘越精水稻睛'胃。的但犀利分布存在的这徘荤鼻现象，主要受到土穰理化

性质的影响，尤其与土攘攘碱度，阳离于代换量以直舍区量关系很大.大重湾地区土蟹 PH

值为5. 4-5. 7.泰山地区均大于6. 6.阳离子变篝量受酬值影响很大，随着困值上升而

显著增加，深圳土罐阳离子交缺量仅为 2.69 n nd(+)/1ωs士.丽梅盐土檀均大于 14

nlllDt(+)/100 I士.阳离子代镰量高，说明主檀供应 K+ .Na+.NHt等阳离子能力强.它们

与田。离子之间有竞争抑制作用，从而戴少对1·0离子的囔收.大重梅地区土寝金 K含

量为 9.0-14.5 &111&.有效 K含量为拢.3-56.0吨Ill.丽梅盐县秦山地区主坦全民舍

量为 11.←21.ω跑，有制舍量为 102-121 q/...这'说明事山地区土擅比大E湾地

区土穰供K能力噩，那么植株对国。离子囔收鹏就弱ω. 因此.在万一盘生"也为主的被

污集时，大亚湾地区水耀中钮_llrCs更多，污'隆重严重，稻米作为辘食，稻草作为饲料，奠

利用价值更低，经挤氯失重大.

水稻不同生育阶段霄.'1'10之后，体内吸收貌'量也不相同.当土穰德集水平为 310

s



Ilq g±'时.以后朗;亏§挂在水 fti中帜累量最高.前期归中朔污~~累量较低.撞上器宫中

r.es比活1度大小顺序为z茎叶〉谷亮〉幢来t鬼寝 5).

寝 S 不再生葡萄嚣戴囚。在*-‘-篝趾运虞<11&'1)

主膏黯 a t< 塞#￥ 叶片 备壳 .来

菌 颐 s.ao. 3! "巳 I' Iss. 17 116.~ 71.'"
枝节事篝跚 7...... 缸' 缸" sιu 缸'

疆擎跚 η7.» W... .1.35 m.l' ILIZ

由上表可知z苗朔和拨节孕.翩商B民以后.地上部分四G 比活度均低于土攫.但仅有

使节孕德期污.~水稻的撞来中!JTCs比活度比土檀纸一?数量级.渲量lM1!i囊后，锢.茎.

叶租谷壳中酬。比活il:均高于土寝，只寄幢来中"'Q 比活度低于土寝.但仍在同一个数

噎缀.

疆浆糊污亵四G对水需~响最大."'0织累量极显著离于真官商+时期.这说明水

摇生育后酣噪阻。之后.吸收更多.经济损失更大.

苗;拥污集团。很快被吸收，但因檀糠幼小，吸收的mo 很快又被有机体快速生t是而

幡辑z拨节孕蔼期宵黛"'0吸收较慢.处于相对稳定状态s遭浆期污骂是"'0 时.正处于水

喝吸收mCs 较快阶段.此时植株已定型.根系又+分发达.吸收的U'Cs会赞快织票在各器

官中.此时籽拉克实期是需K较多的时期.K 与也是同族元素.水幅对K的吸收存在类似

的悖质.前后各有--1'吸收峰.中间是锢对平衡状态.赞强的吸收效用峰位于水宿营养生

K:阶段.较弱的放用峰位于生殖生~阶段.裁原式验业已证明.水稻分~施K效果尤为显

著.

2.3 影响'因臼从土檀由本宿转移的因素∞

转移系敬又称吸收系数.~在集系数，浓缩系敬和富集系额等，官等于生物样品比活度

除以环确样品比活度.这里介绍水箱转移系颤的计算方法

各器官于停比活度(Bqig)
转移系数(TF)=

土嚷于悸比活度(Bq/g)

影响水韬对田。转移的因素很多.本文仅从以下四个方面分析.

2.3. I 土穰污绿水平对转移系徽的影响

水稻各部位对四白的转移系戴随土模污~水平的上升而下降，但当土攘污集水平上

升到 370 Bq/g 土时，各部位对mCs 的转移系敷又稍有上升t见袤的.

寝. *宿耐不回寿雄*.土霉....on蟹"薯'【)11)

士'霄'水平 根.. 盔ff 叶片 备凳
幢朱

(1lqJ1.t:)
。.37 7.78 3.7 4.32 且 ~:'1 1.08
且 7 I.ω 也 ·12 。.46 1.21 血 15

37 。'.IIS 。.10 0.11 也 I~ 0- 06
370 I. 俑 0.31 0.42 且 32 0. III

2.3.2 不罔地区土，-貌地的*稻对"'c.转移，自霸的影响

在土填污S脏水平为370 Bq/I 士的相同条件下.两核电厂周围不同地区士穰载绪的水

6



宿对I.~转移系撞是不同的.摞剿士撞罐水稻转移系锺量高.aAl和富事土改主.宫室土

蔓怪.*川搜土最t£(旦圈。•

•
IImllll

z

.,.
•••

霉
'
嚼

lUll咽•

回 E 不同地区主.•1中隅。南水雹转移系It

2.3.3 嚣翩栅对蟹，系戴的影响

不同生育朋污S晨四。之后.水稻对'·Cs转移系敷不同.转移系戴高低顺序为z擅浆期

〉苗期>拨节孕穗期{见者7>.

寝 7 *-不同生霄'活捧回Can蟹，蕉'量。"

污" •• 鑫#于 lit片 筝.. .来

蕾" 1.. 也a 0. 42 也J2 也 19

蟹，亭.. 凰"
也 17 0. 17 凰" 凰"

窟.1PI %.10 %.211 2. 17 1.14 也"

2.3.4 土攘蚀黯对穗，事徽的影响

主穰中阳离子代换量对IJOo向水锚的转移影响寝大.呈负徊关.，，>0.盹.影响'胃。

向水稻转移的真官因素还有主穰酬值和舍K量，当嗣值和舍区量彼饭时，转移系敷偏

离s反之，转移系It偏低<I.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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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霉饨，筐'每篇.巫11M美蠢

啊 !uiA民 翻离子~... ... _.-囊.
lIiql I <..,...) <-<忖/100. +'1 何1')

.A;~咽豆 ii 1叫5--旦"-o1hI缸U'---刷1%1
Z. b 丘4-且 7 也l5-z.u

'由撞b: 117. I也 10-1血 ~7 5. ‘-1. 7 也:!%-也 77

远，T.民-一金E量A民-一育囊~I[ ••

2.t 讨论

在本研究设计的各仲主穰被田。污豪情况下.水韬囔收的田。主要分布在报系、茎

叶和谷壳中.符寝食量寝少.仅占总含量的。0-19)~. 报据田家巍定的谷'中I·Cs限量

标准.本次试验的水德各部位..res 比活度均大于醺霸(0.07" Bq，'S). 说明在得是水平达到

370 Bo;j.k&主以上时.稻米的食用价值下降.

卒次试验也i注明z在发生'·Cs 相同污康水平情况下，大重湾地区的水宿将囔收更多

的回G.莫食用价值比泰山地区水锚 tt. 在水稻生育后期发生'·Cs t雪豪情况下.破前朔郭

中期拖响更大.韬来的食咽价值更低.经济损失夏大.

3 结论

3.1 "'es在本届中转移草帽累规穰

(I)点韬苗期受Jr.Cs7苦束后 30 d ttii5度假高z以后随营养体糟大.比活度下降s进入

擅浆期.随符植充实.比活度又稍有提高-

(2)时G 主要织累在恨系相茎叶中.籽鞋含量较少.且大部分集中于谷壳中.槌米中

含量~少.

(3)"7C~ 污来水平在 0.37-370 Ilq/s 主范围内上丹.水韬中痕累量随之精加，呈正相

关，只有在士嚷比活度上升到 370 Bq(S 土时.水韬中"'Cs积累量才饭显著畏高.

( .f)'37G 污E怪不同地区土填后.水稻吸收积累能力不同.大亚湾地区土寝.尤其是深

圳士檀就培的水宿对口'臼吸收织慧能力极显著高于奠它主嚷.

3.2 影喃II'，也由本稳中转移的因素

(l )"'Cs在水稻中的转移系敬随士嚷污集水平从0.37-37 Bq!1l土上升而变小.但当

污缺水平上升到370 bq/Il土时，转移系敏又稍有地大.

(2)Il7C. 得靡不同地区士耀.水稻对m臼转移系e差别很大，以深圳土寝栽培的水韬

;{f
lJ1
Cs 转移系敷最高.约为低川坝土嚷裁培的水韬对137e宫。，自凳 幌保'事T*(3)土罐

PH 值.含 K 量及阳离子代换量对水韬吸收"'Cs有II;响，这些指标偏低时，转移系'自偏离z

反之.转侈系..偏低.

(4)水稻生育后期受到田。污集后.转移系'生比前期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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