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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为指导设施栽培的安全生产, 以设施黄瓜为研究对象, 通过连续 2 年镉(Cd)污染微区试验, 对设施黄

瓜菜田土壤 Cd 污染预测模型及阈值开展研究。结果表明, 设施黄瓜土壤全量 Cd 和有效态 Cd 含量均与黄瓜
Cd 含量呈极显著的线性、对数、幂函数和指数关系, 其中, 全量 Cd 含量以指数预测模型的相关系数最高, 有
效态 Cd 含量以线性预测模型的相关系数最高。依据国家食品卫生标准, 利用呈极显著相关的模型, 提出了基
于土壤 pH≥7.5 且质地为壤土的设施黄瓜土壤全量 Cd 和有效态 Cd 的风险阈值分别为 2.13 mg·kg–1 和 0.26
mg·kg–1。利用土壤敏感性指标脲酶活性对该阈值进行验证, 结果表明土壤全量 Cd 污染达 2.74 mg·kg–1 时才会
引起土壤脲酶活性显著下降, 而≤2.13 mg·kg–1 的土壤全量 Cd 含量并未对土壤脲酶产生明显影响。可见, 通过
土壤脲酶指标验证后确定的阈值是可行的; 并推荐当土壤中全量 Cd>0.8 mg·kg–1 且 Cd≤2.13 mg·kg–1(pH≥7.5)
时, 选择黄瓜替代其他风险作物能够满足食用农产品质量的安全要求。该研究结果可为我国北方土壤 Cd 污染
地区设施黄瓜的安全生产提供科学理论依据。
关键词: 设施黄瓜; 镉(Cd); 风险阈值; 模型预测; 脲酶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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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ccumulation of heavy metals in soil is difficult to reverse, and this threatens China’s agricultural safety. Nevertheless, the current implementation of heavy metal standards involves determining the risk screening value based on the
pollutant items and pH value. However, there is a risk of contamination in edib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which cannot meet
quality and safety standards. In order to guide the selection of suitable crops for different soil types to avoid the risk of cadmium (Cd) pollution and to fully utilize land under the premise of safe production, thresholds for Cd pollution of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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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ps in different soil types need to be developed urgently. A Cd pollution micro-plot experiment with cucumber as the research object was conducted for two consecutive years to establish a prediction model and threshold of Cd pollution in greenhouse soil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otal Cd and available Cd in greenhouse cucumber soil exhibited significant linear,
logarithmic, power functions, and exponential relationships with the Cd content in cucumbers. The total Cd content showed the
highes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ccording to the exponential model, while the available Cd content had the highes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ccording to the linear model. On the basis of soil conditions with pH≥7.5 and loamy texture, the risk thresholds
for total Cd and available Cd in facility cucumber soils were proposed to be 2.13 mg·kg–1 and 0.26 mg·kg–1, respectively, based
on extremely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models and national food hygiene standards. The proposed threshold was further verified
by the soil urease activity; thereby, it was concluded that soil Cd contents less than or equal to 2.13 mg·kg–1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soil urease. Hence, the determined thresholds are feasible after soil urease verification. When the Cd content in the
soil is greater than 0.8 mg·kg–1 and less than or equal to 2.13 mg·kg–1 (soil pH≥7.5), cucumbers can be recommended to replace other risk crops to meet the quality and safety requirements of edib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provide a scientific a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cucumber planting in the Cd-contaminated soil area of northern China, and thus hol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this study, referring to the large body of existing research on the threshold value of vegetable soil Cd,
the threshold value of soil Cd obtained by the soil sensitive soil index of urease activity and by constructing a cucumber soil
Cd mathematical model are mutually confirmed, and a safe and reasonable threshold value of soil Cd under the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is obtained.
Keywords: Cucumbers in the greenhouse; Cadmium; Risk threshold; Model prediction; Urease activity

近年来, 设施农业的迅猛发展为解决我国居民

择适宜的作物种植以规避土壤 Cd 污染风险, 尚无

蔬菜需求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设施农业

清晰的结论。因此, 在我国耕地污染不断加剧的情

有机肥料投入量大、温度高、湿度大、光照弱等特

况下, 急需研发不同作物在不同土壤类型安全种

点, 造成了土壤盐渍化、酸化、重金属积累等诸多

植的 Cd 污染阈值, 以做到更加精细化地指导农业

环境及质量问题

[1-5]

, 特别是设施菜地高度集约化经
[3]

营方式加重了重金属的输入 。有研究表明, 很多大

安全生产, 尤其是受重金属污染比较严重的蔬菜
类作物。

中城市市郊土壤安全和蔬菜健康普遍受到重金属污

目前, 已有部分学者在蔬菜-土壤 Cd 相关关系

染的冲击, 个别地区出现重金属污染严重甚至造成

及土壤 Cd 阈值方面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冯艳红

[6]

较大污染事故的现象 。根据上海、浙江湖州、湖

等 [11]、陈慧茹 [12]、赵园园 [13]研究表明, 不同种类蔬

南长沙、广西、四川成都和北京等地抽样调查, 蔬

菜 Cd 含量与土壤 Cd 含量均呈显著正相关, 与土壤

菜 Cd 超标率分别为 54.1%、33.8%、51.0%、24.3%、

pH 呈负相关。王小蒙等 [14]推测了不同土壤 pH 条件

29.4%和 30.0%[7]。郭智广等 [8]对郑州市近郊 794 个

下种植苋菜(Amaranthus tricolor L.)的 Cd 污染阈值,

蔬菜样品中的 Pb、Cd 污染状况进行了调查, 绿叶

并提出在中性和碱性土壤上, 现行的苋菜土壤环境

菜类 Pb 超标率最高为 14.5%, 根茎类蔬菜超标率最

质量标准可能偏严。赵亚玲 [15]、陈小华等 [16]研究结

低为 3.3%; 豆类 Cd 超标率最高达 3.8%。由此看出,

果指出不同作物对 Cd 的耐受性表现出明显的种间

土壤重金属日趋严重, 尤其是 Cd 污染现状令人担

差异, 作物可食部分 Cd 含量与土壤 Cd 含量呈显著

忧, 直接危及蔬菜食品安全, 已引起学者们的高度

正相关, 不同作物土壤 Cd 安全限值有显著差异。现

重视。

有 Cd 污染阈值研究以中国南方酸性土壤的叶菜类

为了防控土壤重金属污染, 我国 2018 年新推

作物居多, 而对于中国北方潮褐土壤不同蔬菜种类

出了《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

研究较少, 瓜果类蔬菜重金属阈值研究更加缺乏。

准(试行)》(GB 15618—2018)。其中, 针对土壤全量

因 此 , 本 文 通 过 微 区 试 验 , 以 设 施 黄 瓜 (Cucumis

Cd 给出了明确的限量规定。即当农用地土壤全量

sativus L.)为研究对象, 连续两年种植, 构建设施黄

Cd 高于风险筛选值(0.8 mg·kg 1, pH≥7.5)、等于或

瓜菜田土壤 Cd 污染的预测模型, 并结合土壤脲酶活

1

者低于风险管制值(4.0 mg·kg , pH≥7.5)时, 可能

性以及黄瓜 Cd 含量等指标, 探究土壤全量 Cd 和有

存在食用农产品不符合质量安全标准的污染风险,

效态 Cd 的安全阈值, 为蔬菜重金属风险监测和污染

原则上应当采取农艺调控、替代种植等安全利用措

控制提供新思路及数据支持, 指导设施蔬菜的安全

施

[9-10]

。尽管如此, 如何针对土壤类型及其质地选

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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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 Cd 含量采用高压消解-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

材料与方法

法测定, 土壤脲酶活性用比色法测定 [17]。

试验材料
供试土壤采自河北省永清县设施蔬菜田。土壤

类型为潮褐土, 有机质含量为 27 g·kg1、速效氮含
量为 146.5 mg·kg 1 , 速效磷含量为 400.2 mg·kg 1 ,
速 效 钾 含 量 为 684 mg·kg1, 全 Cd 含 量 为

1.5

数据处理方法
土壤中全量 Cd 含量与黄瓜 Cd 含量相关模型采

用 Excel 2019 软件进行分析, 土壤全量 Cd 及有效态
Cd 不同含量处理之间的脲酶活性差异显著性采用

0.26 mg·kg1, 有效态 Cd 含量为 0.005 mg·kg1, pH 为

SPSS 28.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7.5。供试黄瓜苗来自永清县永秀蔬菜专业合作社,

2

品种为‘津春 3 号’。
1.2

2.1

设施黄瓜微区试验设计
试验于 2016—2017 年在河北省保定市河北农业

大学蔬菜大棚内连续两年进行。将永清蔬菜大田采
集的土壤自然风干后剔除石块和植物根茎, 磨碎后
过 3 mm 筛, 混匀备用。设定 7 个 Cd 含量处理, 以
溶液形式加入分析纯 CdCl2·2.5H2O, 与土壤样品混
匀后使土壤全量 Cd 含量(mg·kg−1)分别达 0.5、1.0、
1.5、2.5、3.5、4.5 和 5.5, 并以不添加 Cd 的背景土
壤为对照(CK), 每个处理 3 个重复。在蔬菜棚内挖
掘长×宽×深为 1 m×1 m×0.5 m 的微区坑, 微区坑四
周及底部均设有隔离防渗措施, 使其密闭以避免引
起地下水及田间清洁土壤污染。将污染处理的不同
Cd 含 量 土 壤 分 别 放 入 微 区 坑 中 , 每 个 微 区 放 置
200 kg 土壤, 土壤表面与地面基本齐平, 总计 24 个
微区。微区土壤按照 60%的田间持水量平衡 3 个月,
移栽定植黄瓜幼苗, 黄瓜生长期为 6 个月, 施肥及
管理方式与永清大棚温室黄瓜基本一致。在盛果期
采集黄瓜果实及其对应的土壤样品, 用于测定全量
Cd、有效态 Cd 含量及土壤脲酶活性。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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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设施黄瓜土壤全量 Cd 污染预测模型及其阈值
以连续两年微区试验土壤中全量 Cd 含量与黄

瓜 Cd 含量经 Pearson 相关分析构建黄瓜-土壤全量
Cd 污染预测模型, 并根据国家食品污染限量标准
(Cd≤0.05 mg·kg1), 预测土壤全量 Cd 的安全阈值。
分析表明, 连续两年黄瓜 Cd 含量与土壤全量 Cd 含
量间均表现出极显著的线性、对数、幂函数与指数
正相关关系, 且第 2 年的相关系数大多明显高于第 1
年(表 1), 这可能与土壤 Cd 经 1 年时间后各形态稳
定所致, 也表明黄瓜 Cd 含量随着土壤全量 Cd 含量
的增加而增加的显著特征。同时, 在线性、对数、
幂函数与指数方程中, 第 1 年和第 2 年均以指数方
程 的 决 定 系 数 表 现 最 高 , 分 别 为 0.707 和 0.927
(P< 0.01)。
以国家食品污染限量标准(Cd≤0.05 mg·kg1)为
计算依据, 利用表 1 中达极显著的预测模型推算黄
瓜 Cd 含量达限量时的土壤全量 Cd 含量, 作为土壤
Cd 污染的全量安全阈值。在第 1 年, 由线性方程、
对数方程、幂方程与指数方程得到的土壤全量 Cd
阈 值 分 别 为 2.27 mg·kg1 、 2.14 mg·kg1 、

样品采集与制备
收获黄瓜时采集土壤样品, 经自然风干, 过

2.13 mg·kg1 、 2.27 mg·kg1; 第 2 年 分 别 为 3.22

2 mm 尼绒筛, 去除生物残留及砂石。取均匀土样

mg·kg1、2.91 mg·kg1、2.67 mg·kg1、2.85 mg·kg1。

300 g, 研磨过 0.15 mm 尼绒筛; 采集的黄瓜样品洗

第 2 年土壤全量 Cd 含量阈值明显高于第 1 年的阈值,

净, 晾干, 经消煮浸提制备成浸提液。

其原因与添加 Cd 随着时间的老化吸附固定有关。随

1.4

时间延长, Cd 吸附固定在土壤颗粒上的量越多, 有

分析项目及测定方法
土壤养分含量测定采用常规分析方法: 有机质

效态 Cd 越少, 黄瓜吸收就越低, 致使土壤阈值有较

含量采用重铬酸钾外加热法; 碱解氮(速效氮)含量

大幅度提高。为了土壤环境安全与蔬菜品质考虑,

1

采用碱解扩散法; 速效磷含量采用 0.5 mol·L 碳酸

将以上两年由不同方程获得的最小值作为土壤全量

钠 浸 提 - 钼 蓝 比 色 法 (Olsen 法 ); 速 效 钾 含 量 采 用

Cd 环境安全阈值。因此, 在土壤类型为潮褐土、土

1

1 mol·L 乙酸铵浸提, 火焰光度计测定。
土壤和黄瓜 Cd 含量测定均由河北省地矿中心
试验室完成, 测定方法如下: 土壤全量 Cd 含量采用
氢氟酸-高氯酸-硝酸消化-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壤 pH≥7.5、土壤质地为壤质土的约束条件下, 土壤
全量 Cd 的阈值最终确定为 2.13 mg·kg1。
2.2

设施黄瓜 Cd 含量及土壤有效态 Cd 预测模型
及其阈值

(AAS)于 20~25 ℃、湿度 30%~40%下测定, 土壤有

因土壤有效态 Cd 也是土壤环境质量评价的重

效态 Cd 含量采用 DTPA 提取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要指标, 在微区黄瓜种植第 2 年进行了土壤 Cd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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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Table 1

微区试验黄瓜与黄瓜土壤全 Cd 含量相关性模型及预测的土壤全量 Cd 污染的安全阈值

Correlation model of total Cd contents between cucumber and soil, and the predicted safety threshold for pollution of soil
total Cd content
回归方程 1)
Regression equation1)

年份
Year

模型类型
Model

2016

线性方程 Linear equation

y=43.613x+0.089 1

对数方程 Logarithmic equation

决定系数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R2)

P

安全阈值
Safety threshold for
pollution (mg·kg−1)

土壤 pH 范围
Scope of soil pH

0.680**

<0.01

2.27

≥7.5

**

y=1.255 9ln(x)+5.900 3

0.627

<0.01

2.14

幂方程 Power equation

y=29.052x0.8719

0.664**

<0.01

2.13

指数方程 Exponential equation

y=0.538 8e28.769x

0.707**

<0.01

2.27

y=69.955x0.2699

0.918

**

<0.01

3.22

y=1.188 8ln(x)+6.469 8

0.618**

<0.01

2.91

y=32.09x0.83

0.903**

<0.01

2.67

0.927**

<0.01

2.85

线性方程 Linear equatio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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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方程 Logarithmic equation
幂方程 Power equation
指数方程 Exponential equation

y=0.374e

40.632x

≥7.5

1)回归方程中 x 为黄瓜 Cd 含量, y 为土壤全量 Cd 含量。**表示在 P<0.01 水平(双侧)极显著相关。1) In the regression equation, x is the Cd
content of cucumber, y is the total Cd of soil. ** indicate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at P<0.01 level (both sides).

态含量的测定, 并且对其与黄瓜 Cd 含量相关关系

壤环境安全与蔬菜品质考虑, 选择最小值

进行了分析, 对土壤有效态 Cd 阈值做出了预测,

0.26 mg·kg 1 作为土壤有效态 Cd 土壤安全阈值。本

如表 2 所示。黄瓜 Cd 含量与土壤有效态 Cd 含量之

研究也分析了土壤全量 Cd 与土壤有效态 Cd 的相关

间的相关方程同样呈极显著正相关, 在线性方程、

关 系 , 其 相 关 关 系 达 极 显 著 相 关 (0.945, P<0.01),

对数方程、幂方程与指数方程中, 线性方程的决定

因此基于这种关系提出的土壤有效态 Cd 阈值具有

系数最大(0.679, P<0.01)。由这 4 种预测模型预测

其科学性和准确性。在土壤类型为潮褐土, 土壤 pH≥

1

出 的 土 壤 有 效 态 Cd 阈 值 为 0.40 mg·kg 、
1

1

1

0.42 mg·kg 、0.32 mg·kg 、0.26 mg·kg , 为了土
表2

7.5, 土 壤 质 地 为 壤 质 土 的 约 束 条 件 下 , 土 壤 有 效
态 Cd 的阈值确定为 0.26 mg·kg 1。

2017 年微区试验黄瓜 Cd 含量及土壤有效态 Cd 含量相关性模型(第 2 年)及预测的土壤有效态 Cd 污染的安全阈值

Table 2

Correlation model between cucumber Cd content and soil available Cd content in 2017 (the second year) and the predicted
safety threshold for pollution of soil available Cd content
决定系数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R2)

P

安全阈值
Safety threshold for
pollution (mg·kg−1)

土壤 pH 范围
Scope of soil pH

y=8.998 7x0.049 85

0.679**

<0.01

0.40

≥7.5

y=0.269 45ln(x)+1.233

0.616**

<0.01

0.42

y=29.883x1.511 3

0.650**

<0.01

0.32

0.621**

<0.01

0.26

回归方程 1)
Regression equation1)

模型类型
Model
线性方程 Linear equation
对数方程 Logarithmic equation
幂方程 Power equation
指数方程 Exponential equation

y=0.025 11e

46.994x

1)回归方程中 x 为黄瓜 Cd 含量, y 为土壤有效态 Cd 含量。**表示在 P<0.01 水平(双侧)极显著相关。1) In the regression equation, x is the Cd
content of cucumber, y is the available Cd content of soil. ** indicate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at P<0.01 level (both sides).

2.3

利用敏感性的土壤脲酶活性验证土壤 Cd 阈值

脲酶活性可以作为表征土壤 Cd 污染的有效生物指

的可行性

标。因此, 本文以土壤脲酶活性为衡量指标验证 2.1

土壤脲酶活性对土壤中物理、化学、生物等因
素以及外界环境变化比较敏感, 常被人们用来指示
土壤的污染状况

[18]

, 尤其对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指示
[19]

部分 Cd 阈值。
微区试验土壤全 Cd 含量与脲酶活性测定结果
如图 1A 所示。结果表明, 不同浓度 Cd 污染的微区

在 Cd 对土壤脲酶

土壤中脲酶活性受 Cd 抑制的程度差异较大。当土壤

的毒理作用研究中发现, 脲酶活性随着全量 Cd 的增

受 Cd 污染程度达 2.74 mg·kg1 时土壤脲酶活性显著

已被很多学者认可。曾妍骅等
加而减弱; 杨志新

[20]

在重金属 Cd、Zn、Pb 复合污

下降, 而 Cd 含量低于 2.74 mg·kg1 的范围内脲酶活

染对土壤酶活性的影响中研究表明, 以脲酶活性作

性 变 化 不 显 著 , 即 在 土 壤 中 Cd 浓 度 低 于

为判断土壤重金属复合污染程度的生化指标具有一

2.13 mg·kg−1 时, 土壤中的脲酶活性受 Cd 胁迫的影

定的可行性; 安凤秋 [21]通过研究 Pb、Cd 对两种不同

响不显著。因此, 土壤全量 Cd 阈值 2.13 mg·kg1 经

性质土壤中土壤酶和微生物量的影响, 揭示了土壤

敏感性土壤脲酶活性指标验证是可行的。

http://www.ecoagri.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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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区试验土壤有效态 Cd 含量与脲酶活性测定

值 0.8 mg·kg1(pH ≥ 7.5) 且 小 于 等 于 风 险 管 制 值

结果如图 1B 所示。可以看出, 当土壤有效态 Cd 含

4.0 mg·kg1 (pH≥7.5)时, 可能存在食用农产品不符

量达 0.32 mg·kg1 时土壤脲酶活性显著下降, 而有效

合质量安全标准等土壤污染风险, 原则上应当采取

1

态 Cd 含量低于 0.32 mg·kg 的范围内脲酶活性变化

农艺调控、替代种植等安全利用措施。基于本研究

不显著。可见, 本研究确定的土壤有效态 Cd 阈值

结果, 在土壤类型为潮褐土, 土壤 pH≥7.5 且土壤

0.26 mg·kg

1

经敏感性土壤脲酶活性指标验证也同

质地为壤质土的约束条件下, 如果土壤全量 Cd 含量
>0.8 mg·kg1 且≤2.13 mg·kg1 时, 可以推荐种植黄

样可行。
结合 国家 农 用地 土壤 污 染风 险管 控 标准 进行
分 析 认 为 , 当 土 壤 中 全量 Cd 含 量 大 于 风 险 筛选

图1
Fig. 1

瓜替代其他易积累的作物, 以达到食用农产品质量
安全的要求。

土壤全量 Cd 实测值(A)及有效态 Cd 实测值(B)含量对脲酶活性的影响
Effects of measured soil total Cd (A) and available Cd (B) contents on urease activity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处理间差异显著。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treatments.

3

通过酸性黄壤土盆栽试验拟合了不同蔬菜砂壤土全

讨论
本研究拟合了潮褐土类壤质土 Cd 含量与黄瓜

Cd 含量的显著相关性模型, 通过国家食品污染限量
标准(Cd≤0.05 mg·kg1), 明确了土壤 Cd 含量的安
全阈值, 并利用敏感性较强的土壤脲酶活性作为 Cd
污染的预警指标, 对由微区试验模型预测得出的土
壤 Cd 全量及有效态阈值进行了验证, 提出了既符合
国家标准又满足黄瓜蔬菜实际生长需要的 Cd 污染
阈值。杨廷章等 [22]、陈彦芳等 [23]、温馨等 [24]研究表
明, Cd 对土壤脲酶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 并认为
脲酶是指示土壤重金属污染的可靠生物指标。这些
学者的研究结果均可以作为佐证土壤脲酶活性验证
土壤 Cd 阈值可行性的有力证据。另外, 也有学者同

量 Cd、有效态 Cd 含量与蔬菜 Cd 的线性方程, 并预
测 土 壤 全 量 及 有 效 态 Cd 阈 值 : 小 白 菜 (Brassica
chinensis L.)分别为 1.742 mg·kg1、0.828 mg·kg1, 辣
椒(Oryza sativa L.)为 1.894 mg·kg1、0.707 mg·kg1。
文典 [27] 在酸性红壤土盆栽中也拟合了菜心(Brassica
campestris L.)中 Cd 含量与土壤全量 Cd、有效态 Cd
含量间的线性回归方程, 预测全量及有效态 Cd 阈值
分别为 1.18 mg·kg1 与 0.64 mg·kg1。刘青栋 [28]通过
辣 椒 试 验 预 测 石 灰 性 土 壤 中 全 量 Cd 阈 值
2.57 mg·kg1。上述所用拟合模型及其阈值均与本研
究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 这可能与土壤类型、土壤
质地、土壤理化性质及作物品种等多种因素有关。
我国 2018 年新推出的《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

样表明了不同作物中 Cd 含量与土壤中的全量 Cd、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15618—2018)

有效态 Cd 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与本研究结果

适用于耕地土壤污染风险筛查和分类, 包括水田及

相吻合 [25]。

其他单独规定土壤的风险筛选值, 有利于指导现代

本研究结果表明, 在土壤类型为潮褐土, 土壤

农业生产。但这个标准仍是一个全国性的标准, 仅

pH≥7.5 且土壤质地为壤质土的约束条件下, 确定

是根据不同 pH 范围的划分, 对于各地方具体的指

1

设施黄瓜土壤全量 Cd 的阈值为 2.13 mg·kg , 有效
1

导尚需要结合实际情况才能得以执行。从土壤质地

态 Cd 的阈值为 0.26 mg·kg 。目前国内外也有一些

来看, 同一土壤类型因土壤质地差异可以影响土壤

[26]

中可被作物吸收 Cd 总量的大小。郑宏艳等 [29]、周

学者在其他蔬菜做了相关的研究工作。如刘香香

http://www.ecoagri.ac.cn

第 10 期

许

1635

芮等: 设施黄瓜菜田土壤镉污染预测模型及阈值研究

利军等 [30]得出的水稻(Oryza sativa L.)籽粒吸 Cd 能
力为砂土<黏土的结论也证明了这一结果。从作物种
类来看, 不同农作物对重金属 Cd 的富集能力也存在

China[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9, 36(2): 236–244
[3] 李杰, 祝凌, 仝利红, 等. 蔬菜温室长期种植下土壤重金属
累 积 风 险 评 价 [J]. 农 业 环 境 科 学 学 报 , 2018, 37(10):

着显著不同, 如菠菜(Spinacia oleracea L.)Cd 富集量

2159–2165

比香豌豆(Pisum sativum L.)高 110~175 倍 [31], 同时,

LI J, ZHU L, TONG L H, et al. Risk assessment of heavy

蔬菜种类对土壤 Cd 活性高低也有重要的影响

[32]

。

因此, 科学构建不同种类蔬菜不同质地土壤 Cd 污染
阈值具有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本研究在潮褐土类

metals accumulation in soils under long-term greenhouse
vegetable cultivation conditions[J]. Journal of Agro-Environment Science, 2018, 37(10): 2159–2165
[4] 梁蕾, 李季, 杨合法, 等. 长期温室菜地土壤重金属累积状

壤质土壤上推荐了黄瓜土壤全量 Cd 和有效态 Cd 的

况及污染评价[J]. 环境化学, 2018, 37(7): 1515–1524

阈值, 这对于精确规避重金属污染风险具有重要的

LIANG L, LI J, YANG H F, et al. Soil heavy metal accumu-

现实意义。该阈值对于南方土壤, 如酸性红壤土、
黄壤土等 pH 较低的土壤类型不具有适用性, 而对
于北方潮褐土区壤质土具有较强的适用性; 此外,
由于本试验所用黄瓜品种为‘津春 3 号’, 不排除黄瓜
品种差异对阈值存在的不确定影响, 后期可进一步

lation and risk assessment in a long-term vegetable-growing
greenhouse[J].

Environmental

Chemistry,

2018,

37(7):

1515–1524
[5] 茹淑华, 耿暖, 张国印, 等. 河北省典型蔬菜产区土壤和蔬
菜中重金属累积特征研究[J]. 生态环境学报, 2016, 25(8):
1407–1411
RU S H, GENG N, ZHANG G Y, et al. Heavy metals ac-

对潮褐土的沙质土和黏土及各种黄瓜品种开展相应

cumulation in soil and vegetable collected from typical

的阈值研究。

vegetable production areas in Hebei Province[J]. Ecology

4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2016, 25(8): 1407–1411
[6] 王明国, 师荣光, 李晓华. 重金属污染的土壤安全评价与

结论

蔬 菜 健 康 研 究 进 展 [J]. 安 徽 农 业 科 学 , 2009, 37(24):

1)设施黄瓜土壤全量 Cd 和有效态 Cd 含量均与
黄瓜 Cd 含量(x)呈现出了极显著的线性、对数、幂
函数和指数关系, 其中, 全量 Cd 含量(y)以指数预测
模 型 的 相 关 系 数 表 现 最 高 , 预 测 模 型 为 y=
0.538 8e

28.769x

, 有效态 Cd 含量(y)以线性预测模型的

相 关 系 数 表 现 最 高 , 预 测 模 型 为 y=8.998 7x
0.049 85。

1170511708
WANG M G, SHI R G, LI X H. Research progress on soil
safety assessment and vegetable health under heavy metal
pollution[J]. Journal of Anhui Agricultural Sciences, 2009,
37(24): 1170511708
[7] 李林艳, 朱明元. 我国大米、蔬菜中铅镉污染监测的研究进
展[J]. 实用预防医学, 2011, 18(9): 18121813
LI L Y, ZHU M Y. Research progress on monitoring of lead
and cadmium pollution in rice and vegetables in China[J].

2)在土壤类型为潮褐土, 土壤 pH≥7.5 且土壤
质地为壤质土的约束条件下, 推荐设施黄瓜土壤全
量 Cd 的阈值为 2.13 mg·kg1, 有效态 Cd 的阈值为
1

0.26 mg·kg 。

Practical Preventive Medicine, 2011, 18(9): 18121813
[8] 郭智广, 徐为霞, 王毅红, 等. 郑州地区蔬菜中铅、镉污染
状 况 调 查 与 分 析 [J]. 微 量 元 素 与 健 康 研 究 , 2012, 1(1):
3335
GUO Z G, XU W X, WANG Y H, et al. Investigation and

3)当 土 壤 全 量 Cd 含 量 >0.8 mg·kg1 且
≤ 2.13 mg·kg1 时, 在潮褐土类壤质土壤上推荐黄
瓜种植替代其他易积累的作物, 可使食用农产品符

analysis on the status of lead and cadmium pollution in vegetables in Zhengzhou[J]. Studies of Trace Elements and Health,
2012, 1(1): 3335
[9] 杜小平, 康靖全, 吕金印. 镉低积累青菜品种筛选及硫对

合质量安全的要求。

镉胁迫 下青菜 镉含量 和品质 影响[J]. 农业环 境科学 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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