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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河口海湾沉积物中锌的污染已对水生生物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本研究在温室中建立
红树植物白骨壤的模拟湿地系统，分别用不同浓度的人工配置污水和人工海水（ 对照）每周定
时、定量地对模拟湿地系统进行为期 " 年的污灌试验，研究污水中的重金属锌在红树植物白
骨壤!土壤系统中的分布、累积与迁移规律* 结果表明，由人工污水加入模拟系统中的锌主要
存留在土壤中（ 大于 ’)+ ），只有一小部分（", $(+ - "&, (+ ）迁移到植物体和凋落物中，即白
骨壤!土壤系统对生活污水中的锌具有较强的净化作用* 根据物质平衡模型进行的计算表明，
土壤子系统中锌的环境容量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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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引< < 言

消浪护岸等生态功效，是维护沿海生态安全的卫士*
由于不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全世界的红树林都受到

锌（ >?）是植物、动物及人类生命活动的必需

严重的破坏* 为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这一独特的珍贵

微量元素，但当土壤 >? 含量超过一定限度时，植物

资源，各国相继开展了许多研究* 在受到工业废水和

根部会受到严重损害，使植物的水分和养分吸收受

城市废水污染的河口海湾沉积物中，锌等重金属元

到影响，造成生长不良，甚至死亡［"/］* 人体通过食

素 通 常 大 量 浓 集，对 水 生 生 物 构 成 潜 在 的 威

物链长期积累过量锌盐可抑制对铜的吸收而造成贫

胁［/，"$ . "’，$" . $$］* 本实验采用室内模拟的方法研究了

血、生长延迟、肝细胞中细胞色素氧化酶活力降低等

>? 在红树植物白骨壤!土壤系统中的分布、积累与

中毒表现［"$］*

迁移规律，为保护海洋环境和海洋生物提供科学依

红树林是生长在热带和亚热带海岸潮间带上的

据*

特殊森林，其枝干繁茂，根系发达且盘根错节，具有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0/()&"%"）和华南农业大学校长基金资
助项目（$&&(W&()）*
!!通讯作者* 6!CB:M：@=J?I9:<=9X KJB=* ?JG
$&&’!"$!$$ 收稿，
$&&)!&%!"& 接受*

=< 材料与方法
=> 7< 试验材料
试验用植物为马鞭草科（ YJFSJ?B@JBJ）多年生

应E 用E 生E 态E 学E 报E E E E E 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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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E E E E E E E E E E &3 卷

红树植物白骨壤（ !"#$%&&#’ (’)#&’），从湛江红树林

下层（&’ I 9# J0），以对角线布点法各取 & 个混合

育苗基地运回，于中山大学校内玻璃网室内种植! 试

样，风干研磨过筛，用浓 <":9 >浓 <, K:/ 消化，定容

验用土壤为深圳福田红树林林下底泥，土壤基本理

后用 H-+ 光谱仪测定［&&］!

化性状为：" #$ %&’ ( · )(

*&

，+ #$ ,’% ( · )(

*&

，-.

植物样品取实验前后的植株洗净，分不同部位

#$ ’#/ 0(·)( ，"1 ,$ ’#/ 0(·)( ，+2 3$ #& 0(·

6# L 下烘干，研磨，过 6# 目筛，用于测定生物量的

)( * & ，45 ,&$ ’6 0( ·)( * & ! 海水为由海盐加自来水

部分在恒温 &#’ L 下烘至恒量! 凋落物随时收集，洗

配置而成的人工海水，盐度为 &’（ 深圳湾海水平均

净，分月汇总! 植物样品的消化、测定方法同土壤!

*&

*&

*&

*&

盐度），" #$ 376 0( · 8 ，+ #$ #%7% 0( · 8 ，-.
*&

*&

#$ ,,# !(·8 ，"1 /$ 3/# !(·8 ，+2 &$ ’/7 !(·
8 * & ，45 &9&$ 7&9 !(·8 * & !
［3］

!" %# 计算方法
!" %" $ 45 的流动系数 E 吸收系 数［7，,/，,7］为 单 位 时
间、单位面积植物所吸收 45 的量与土壤中 45 的总

污水配置参考“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及实测

量之比；利用系数［7，,/，,7］为单位时间、单位面积植物

的香港城市污水中各物质含量，确定正常浓度人工

所吸收 45 的量与系统内现存量中 45 总量之比；循

*&

=

合成污水（ -& ）浓度为：-:; 9## 0(·8 ，"</ >"

环系数［,9 * ,7］为单位时间、单位面积植物所归还 45

/#$ # 0(·8 * & ，":9 * >" &$ # 0(·8 * & ，有机氮 &#$ #

的量与所吸收 45 的总量之比!

0(·8 ，总磷 &#$ # 0(·8 ，? ’#$ # 0(·8 ，@A

!" %" ! 土壤环境容量计算模型［&7］E 系统静容量 * MJ

9#$ # 0(·8 * & ，B5 ’$ # 0(·8 * & ，45 ’$ # 0(·8 * & ，

N（ 临界值 + M * 背景值 ,# ）G 土壤总烘干重，式中

*&

*&

*&

*&

*&

*&

-C ,$ # 0(·8 ，"1 &$ # 0(·8 ，+2 &$ # 0(·8 ，
*&

*&

-D #$ ’ 0(·8 ，-. #$ & 0(·8 ! ’ 倍（ -’ ）和 &# 倍
（ -&# ）浓度污水中所含物质分别是正常浓度污水的
’ 和 &# 倍!

+ M 为土壤环境标准中 45 的临界值! 在一定年限内，
土壤允许 45 输入的动容量 * MJ N *-，式中 * 为年容
量，- 为使用寿命!
!" &# 数据处理

!" !# 研究方法
!" !" $ 试验设计E 在温室中建立白骨壤模拟湿地系
统，试验分为种植植物处理（ 每盆均匀种植 &’ 株植

试验数据采用 OPJAQ 进行统计分析!
%# 结果与分析

物）和不种植植物处理两种类型! 各设有 / 个污水

%" $# 模拟湿地系统中 45 的来源及分配

浓度梯度：对照、正常浓度、
’ 倍浓度和 &# 倍浓度!

%" $" $ 水体子系统中 45 的变化E 白骨壤模拟系统

每组由 9 个平行试验盆和 & 个潮汐盆组成! 试验盆

中的 45 有两个来源：主要来源为人工合成污水，其

和潮汐盆均由 +F- 板制成（#$ 7’ 0 G #$ ’ 0 G #$ /

次为潮汐水中的本底含量（ 表 &）! 经过 6 次对系统

0）! 每个 试 验 盆 内 盛 风 干 &## )( 底 泥（ 高 约 #$ 9

潮汐水体积及 45 浓度的测定，计算得 & 年内系统排

0）! 通过定时器自动控制水泵，模拟潮汐每天两涨

水 所带走的45总量! 从表& 可以看出，由排水带走

两退，涨潮时人工海水被泵入 9 个连通的试验盆中，
淹没底泥、植物的根和部分的茎，退潮时海水被泵入
单个固定的潮汐盆中贮存! 模拟系统每 , 个月更换

表 $# 白骨壤模拟湿地系统中 ’( 的来源及分配
)*+, $# -./012 *(3 *44.1*56.( .7 86(1 6( 592 !"#$%&&#’ (’)#*
&’ *0567616*4 :254*(3 ;<;52=（ >）
处理
RDAST>
0A5T

水 体 KASUSTAD
加入
H5VCT

排出
:CTVCT

"

#$ &#9

#$ &#,

#$ #3’

#$ #/6

#

,$ 6,9

#$ &/9

&$ 7’%

#$ ,##

#$ #79

&# 倍浓度的人工污水，每周 , 次于退潮期内将不同

$

&,$ 7#9

#$ 9’9

&&$ %6,

#$ &/’

#$ &#7

浓度的污水均匀排灌到相应组的试验盆中，每次排

%

,’$ 9#9

#$ /,,

,/$ 6’9

#$ ,/3

#$ #67

&

#$ &#9

#$ #76

’

,$ 6,9

#$ #3/

,$ 9’#

!" !" ! 样品采集与 45 含量测定E 每 , 个月更换潮

(

&,$ 7#9

#$ 77&

&&$ /#3

汐水时，每盆取水样 & 个，并记录潮汐水体积! 采集

)

,’$ 9#9

,$ ,36

,,$ /%9

& 次潮汐海水，其间用淡水补充因蒸发而失去的水
分，使盐度保持恒定!
白骨壤移植成活、正常生长后开始进行污灌试
验，对照组不灌污水，其余 9 组分别灌正常、’ 倍和

放量为每盆 &$ 7’ 8! 污灌试验持续 & 年!

的水样通过萃取富集、消化去除有机质后用 H-+ 法
测定 45 含量［&3］!
污灌试验前后每盆土壤分上层（& I &’ J0）和

土 壤 KW1Q

植 物 +S5T

存留
支出
XATA5T1W5 :CTVCT

存留
凋落物
XATA5T1W5 带走
:CTVCT

#$ ,7%

#$ #%/

"$ 有植物对照 -? U1TY VQS5T；#$ 有植物正常浓度污水处理 +& U1TY
VQS5T；$$ 有植物 ’ 倍浓度污水处理 +’ U1TY VQS5T；%$ 有植物 &# 倍
浓度污水处理 +&# U1TY VQS5T；&$ 无植物对照 -? U1TYWCT VQS5T；’$
无植物正常浓度污水处理 +& U1TYWCT VQS5T；($ 无植物 ’ 倍浓度污水
处理 +’ U1TYWCT VQS5T；)$ 无植物 &# 倍浓度污水处理 +&# U1TYWCT VQS5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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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土壤中 #$ 浓度及每盆土壤 #$ 量
%&’( !" )*$+,$+ *- ./$0 /$ 1*/21 &$3 +*+&2 &4*5$+ /$ ,&06 ’&1/$
项目
!"#$

初始值
%&’#()*#

!

"

浓度
+,- ./ 0,- 12 +1- .3 01- 45 +4- 4. 01- 34
67*8#*"9&")7*
（ $:·;: < , ）
+- 1=
,- 5.
+- /2
总量
>7"&( &$7?*"
（ :·盆 < , ）
!! " 1- 1.；!!! @ 1- 1,- 下同 >A# ’&$# B#(7CD

#

$

%

!

/2- /. 01- 35 ,13- 21 01- .5

/- 12

!!

,1- +/

&

+,- +2 01- 5/

+5- 32 01- 45

+- 1,

+- 32

’

(
!

/,- 41 0,- 12 ,11- 41 0,- 1/!!

.- 3.

5- .=

表 7" 植物体各器官中 #$ 浓度
%&’( 7" )*$0,$+8&+/*$ *- ./$0 /$ 3/--,8,$+ *89&$1 *- :2&$+（ 49·;9 < = ）
植物器官
E(&*" 79:&*

初始值
F9):)*&( G&(?#

根 K77"

污水处理 , 年后 HI"#9 & J#&9 "9)&(

4.- +3 0 ,- ++

!
/.- == 0 ,- .5

"
3=- 5/ 0 ,- 1,

#
45- 1+ 0 1- 35

茎 L"#$

/.- 11 0 ,- ,+

24- +/ 0 ,- .5

/=- 1+ 0 ,- .5

23- =1 0 ,- 4.

叶 M#&I

.,- ,/ 0 ,- 1/

./- 2/ 0 ,- =/

/3- .+ 0 ,- +.

.+- 53 0 1- ./

的 N* 总量不存在明显的 . 倍或 ,1 倍关系，表明加
入的 N* 大部分存留于土壤或植物子系统中D

$
,3+- ./ 0 ,- 1+ !!
44- 23 0 ,- 55
./- .3 0 ,- ./

表 ?" #$ 在模拟系统中的分布
%&’( ?" @/1+8/’5+/*$ *- ./$0 /$ +6, &8+/-/0/&2 1A1+,4（ B）
土壤子系统
L7)(
’?B’J’"#$

植物子系统
E(&*"
’?B’J’"#$

凋落物
R&((#*
(#&G#’

海水带走
L#&C&"#9

"

/4- 1/

4- /+

+- 43

.- =.

#

5=- ,4

,- ,=

1- 3=

+- 43

.- +/,P ）中所含 N* 的总量D 从表 + 可以看出，随污

$

54- =2

1- 53

1- +/

,- /4

水处理浓度的增大，土壤中 N* 的浓度显著增加D

&

35- .5

1- 11

1- 11

2- +1

’

35- 3,

1- 11

1- 11

/- 14

(

33- 35

1- 11

1- 11

5- 12

7> => ! 土壤子系统中 N* 的变化O 对污灌前和污灌 ,
年后的土样分别测定，结果见表 +，其中 N* 含量是
指每 盆 土 壤（ 烘 干 土 重 5=- 425 :，含 水 量 平 均 为

7> => 7 植物子系统中 N* 的变化O 对污灌前后的白

处理
>9#&"$#*"

骨壤植株各器官 N* 含量进行测定的结果表明（ 表
2），N* 在各器官中都有较多的积累，尤其在根中D

再次归还环境引起二次污染的可能性较小D

N* 积累量与污水浓度缺乏相关性，说明 N* 在植物

在种植植物的系列中，土壤子系统积存的 N* 量

体内移动性较大，这可能与 N* 是植物的必需元素有

随污水处理浓度的升高而增大，而白骨壤植物吸收

［,2 < ,=］

关

和凋落物带走的以及潮汐水更换带走的 N* 量却随

D

O O 结合各组植物各器官的生物量，可计算出一年

污水浓度的增大而呈减少的趋势，但未种植物的系

中植物对 N* 的净吸收量（ 未包括凋落物部分）D 结

列中，土壤子系统积存的 N* 量随污水浓度的增加而

果表明，白骨壤植物对 N* 的净吸收量随污水处理浓

降低，而随潮汐水更换带走的 N* 量却随污水浓度的

度的增加而增加，但与污水浓度梯度并无相关性D

增大而增加D 这说明了白骨壤植物在模拟湿地系统

定期收集凋落物，每月汇总统计出生物量，并分

中起着重要作用D

析其 N* 含量，从而计算出凋落物所带走的 N* 总量

O O N* 在环境中的迁移可用流动系数即吸收系数、

（ 表 ,）D 6,1 处理组凋落物所带走的锌量比 6. 处理

利用系数和循环系数来表示［4，+2 < +4］D 根据白骨壤植

组少，主要原因在于高浓度的污水抑制了白骨攘的

物中 N* 的现存量、吸收量和归还量以及土壤中 N*

［2］

生长

［=］

，减少了凋落物的生物量

D

含量之间的关系，可求出 N* 在模拟系统中的相对迁

7> !" 模拟系统中 N* 的分布与迁移

移状况D 从表 . 可以看出，吸收系数随污水处理浓度

假设实际由凋落物带走的 N* 全部返回土壤子

的升高而减小，这与陈桂珠等［/］、缪绅裕等［,4］研究

系统，则可构成整个模拟系统中 N* 的循环D 把模拟

秋茄吸收重金属 N* 的特点为浓度越低则吸收系数

系统中加入的 N* 看作 ,11P ，由表 = 可见，绝大部

越大相一致D

分 N* 被吸收累积在土壤子系统中，植物子系统中的

7> 7" 模拟系统对 N* 的净化效应

［/］

累积量很小，约为 1- 53P Q 4- /+P ，与陈桂珠等

、

［,4］

缪绅裕等

的研究结果相近D 凋落物带走的 N* 量

极 小（1- +/ P Q +- 43 P ），说明被白骨壤吸收的N*

模拟系统对污水中 N* 的净化效应可用净化率
来表示D 本文中的净化率是指本模拟系统的土壤或
植物中 N* 的存留量与水体加入的总 N* 量之比D !、

应F 用F 生F 态F 学F 报F F F F F F F

0;1<

表 !" 白骨壤模拟系统中 #$ 的吸收系数、利用系数和循环
系数
%&’( ! " )’*+,-./+$，0./1/2&./+$ &$3 45416 4+677/4/6$.* +7
2/$4 /$ .86 &,./7/4/&1 96.1&$3 *5*.6: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0< 卷

（ L），$ 为时间（ $），本模拟系统各组年容量 # 分别
为：正常浓度污水处理组 " 为 9: 139 L；; 倍浓度污
01 倍浓度污水处理组 $ 为
水处理组#为 09: 90= L；

利用系数
4%-5-6$%-+’
.+#//-.-#’%

循环系数
78.5#
.+#//-.-#’%

!

吸收系数
()*+",%-+’
.+#//-.-#’%
（01 2 3 ）
99: 39;

0: 19<

1: 3;3

污水中 G’ 含量的 ; 和 01 倍，若以正常浓度污水为

"

3=: ;9>

0: 1?@

1: 9>@

基准，则它们的使用寿命分别相当于 ;;: >; 和 ;=: ;

#

03: ?93

0: 30;

1: =9>

$

01: 99;

0: 0=@

1: 903

年，均超过通常设定的一般土壤灌污的使用寿命 ;1

处理
!"#$%&#’%

9=: ?>< L；系统的使用寿命 $ 分别为 >>: ?9、
00: 03 和
;: =; 年E 由于#、$ 组的污水浓度分别是正常浓度

年［01］E 表明供试模拟系统对 G’ 具有一定的承受力E

表 ;" 模拟湿地系统对污水中 #$ 的净化率
%&’( ; " <0,/7/4&./+$ ,&.6* +7 2/$4 /$ .86 &,./7/4/&1 96.1&$3
*5*.6:（ =）
项目 A%#&
土壤子系统
B+-5 *C)*8*%#&
植物子系统
D5$’% *C)*8*%#&
总净化率
!+%$5 DC"-/-.$%-+’ "$%#

"

#

$

%

&

’

>@: 1>

?=: 0@

?@: =3

<?: ;?

<?: <0

<<: <?

@: >9

0: 0=

1: ?<

2

2

2

@=: ><

?;: 30

?<: =0

<?: ;?

<?: <0

<<: <?

@" 结" " 语
本模拟实验未发现白骨壤植物有明显的受害症
［9 2 3］

状

E 且 重 金 属 G’ 主 要 存 留 在 土 壤 子 系 统 中

（>@H P ?@H ），只有一小部分迁移到植物体和凋落
物中（0: 9=H P 01: =H ），这主要是因为植物生物量
较小 : 随着植物的生长，生物量不断增大，对污染物
的吸收增加，植物在系统中的主导地位将越来越明

(为对照组未灌污水，故未研究其净化率E
F F 从表 > 可以看出，在种植植物的系列中，对污水

一定的容量，所以必须将植物和土壤结合为湿地系

中 G’ 起净化作用的主要是土壤子系统，占总净化率

统，才能实现对污水的可持续净化E

的 @;H 以上，这与香蒲植物湿地净化铅锌矿废水情
［;］

况相似

E 而且随着污水处理浓度的增加，其主导

显E 土壤对 G’ 的吸收、吸附作用虽然很大，但毕竟有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是在温室内进行的模拟
实验，跟自然状态中的红树林有较大差异E 研究结果

作用越来越明显E 在高浓度污水处理组（ 7; 和 701 ）

没有考虑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也未进行微生物

中，植物I土壤系统的净化率大于无植物的对照系

的有关分析，且试验时间仅为 0 年，相对较短E 自然

统E 这是因为除了植物本身对污染物的吸收作用外，

界中红树林生态系统的影响因素相当复杂，应用时

在种植植物系统中存在一个有利于污染物降解的根

须根据具体情况加以研究E

际环境，即根际微生物协同植物根系和土壤发挥着
积极作用，所以植物I土壤系统对重金属污染的净化
效率高于单独的土壤系统E
尽管白骨壤植物本身的净化率远低于土壤，但
植物可以继续生长，不断吸收污染物，而且在自然界
中，红树林植物是高生产者，为其林下土壤中的小动
物和微生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E 它们共同组成
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所以植物I土壤系统对污染物
修复的潜力是巨大的E
>? @" 模拟系统的使用寿命
环境容量是指环境单元所允许承纳污染物质的
最大数量E 国家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JK 0;>0<I0??;）
为保障农林业生产和植物正常生长的土壤临界值
（ ! * ），G’ 的临界值为 ;11 &L·ML 2 0 ，而本模拟系统
土壤背景值 "1 为 90: ;> &L·ML 2 0 ，根据公式 # *. N
（ 临界值 ! * 2 背景值 "1 ）O 每组土壤总烘干重量 N
（;11 &L·ML 2 0 2 90: ;> &L·ML 2 0 ）O 9<=: 90@ ML N
03;: ?<0 LE 再根据公式 # *. N #$，其中 # 为年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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