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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设施土壤镉钝化的材料选择与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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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土壤中积累的重金属镉（Cd）会通过食物链危害人体健康。当土壤镉含量超过风险筛选值时，会进一步增加对蔬

菜生产的风险。近年来，随着种植年限的增加，设施菜田土壤中镉含量呈净累积状态，增加了蔬菜产品中镉含量超标的风险，
因此控制土壤镉的生物有效性势在必行。本文针对设施土壤易出现钙、镁淋洗及土壤酸化等诱使有效态镉含量增加的问题，
综述了可用于控制土壤镉有效性的不同钝化材料及其作用机理；提出了基于设施土壤改良方式来控制土壤镉的生物有效性，
降低其在蔬菜体内的累积风险，可为设施土壤调理剂的合理选择以及蔬菜安全优质生产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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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蔬菜栽培的高复种指数和高收益特点促

可以有效调控设施土壤镉的生物有效性。目前对于

使农户长期大量投入粪肥和化学肥料，这将增加设

土壤镉的钝化材料研究报道较多，而针对高投入和

施土壤中营养元素和重金属的盈余风险，同时伴随

高累积的设施农业中所产生的土壤镉污染，其钝化

大水漫灌所导致的土壤酸化和盐渍化，还将进一步

剂的选择、主要钝化机制和应用效果的认识尚不明

增加设施土壤重金属活化等风险问题（贾丽 等，

确（王云丽 等，2018）
。本文系统分析了当前设施

2020）
。镉（Cd）作为一种有毒重金属元素，通过

土壤镉污染钝化材料的主要特点、钝化机制及性

施用化肥、农药及畜禽粪便等途径，在设施菜田

能影响因素，对设施土壤镉污染钝化材料的选择提

土壤中形成镉累积的现象非常普遍（王云丽 等，

出建议，并预测了钝化材料的发展趋势，以期为有

2018）
。蔬菜是人体镉摄入的重要源头，通过蔬

效利用现有土地资源和实现蔬菜安全生产提供科学

菜摄入的镉占人类总摄入量的 70%～80%（Khan

参考。

et al.，2017）
，镉含量超标的蔬菜产品会对人体健
，因此设施土壤镉
康带来危害（Wang et al.，2019）

1 设施土壤镉的来源与累积特征

污染的综合防控对蔬菜产品的安全生产非常重要。

设施土壤中的镉主要来自成土母质等自然来

针对当前设施土壤存在酸化和连作障碍等突

源和工业生产等人为活动。成土母质的影响是其主

出问题，生产上通过施用土壤调理剂和生物有机肥

要的自然来源，例如：镁铁质和超镁铁质岩石含有

等方式来提高土壤的健康和生产力。因此基于设施

大量的镉，在风化后不断释放到土壤中，从而导致

土壤重金属不断累积的形势下，结合设施土壤改良

土壤中镉含量增加（Shah et al.，2010）
。而当前设

方式，有针对性的选择对土壤镉钝化性能优异、来

施土壤镉污染大多数是由人为活动导致的，人为活

源安全的钝化材料并与设施土壤调理剂结合施用，

动来源主要包括：有机肥、化肥、农用塑料薄膜、
污水、垃圾等。集约化养殖中饲料添加剂含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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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镉，这些镉随着动物粪便排出体外后可能以肥
料的形式进入到土壤中。茹淑华等（2015）指出，
向农田中施用猪粪和鸡粪等畜禽粪便均可增加土壤
中镉的含量。20 世纪我国进口的磷肥中镉含量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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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平均含量为 2.64 mg · kg-1，最高达到 20.8 m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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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g-1，而常用肥料氮肥和钾肥中镉含量很少，因此
—  17  —

《中国蔬菜》学术论文下载 www.cnveg.org

专论与综述

中 国 蔬 菜

CHINA VEGETABLES

磷肥是设施土壤镉输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占土壤镉

交换作用被释放。土壤酸化与盐渍化通过改变土壤

来源的 54%～58%（Alloway，2013）
。农用塑料薄

pH 值以及阴阳离子，活化土壤中的弱结合态镉，

膜中常含有镉，设施土壤在大量使用农膜后，若不

增加土壤镉的移动性，促使镉在土壤剖面移动，从

及时处理残留在土壤中的农膜，将增加镉在土壤中

而引发水体镉污染（王京文 等，2018）
。

的累积风险（王琳琳，2015）
。同时，塑料稳定剂、

2 钝化材料的选择及其作用特点

染料等工厂污水中含大量的镉，若经过灌溉进入土

采用改良方法向镉污染土壤中施用钝化材料，

壤将造成严重的镉污染（庞荣丽 等，2016）
。
土壤中的镉具有明显的表土累积特征，这主要

镉在土壤中的存在形态改变，其生物有效性和迁移

受农艺措施影响。郭振和汪怡珂（2019）研究表明，

能力随之降低，从而减少了镉在食物链中的传递。

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土壤有效态镉和全镉的含量

目前常见的可用于设施土壤镉有效性钝化的安全材

会逐渐降低。秦鱼生等（2013）研究发现，镉在土

料主要包括：生物炭、有机肥料、硅钙类材料、黏

壤中主要集中在 0～15 cm 的耕层，并且具有向作

土矿物等（表 1）
。不同钝化材料降低镉活性的途

物根区富集的特点，而 30～45 cm 土层中平均全镉

径主要是改变土壤理化性状，一般包括沉淀、固

和有效态镉含量明显低于表层土壤。此外，设施土

定、络合、吸附及离子交换等作用（图 1）
。来自

壤酸化和盐渍化现象增加了土壤镉的有效性：土壤

天然矿物的硅钙类、黏土矿物类等无机材料可以通

酸化极大地提高了镉的溶解度，进而导致土壤镉的

2+
过提高土壤 pH 值，有利于 Cd 形成氢氧化物或碳

活性增强；与此同时，土壤中水溶性盐基离子浓度

酸盐结合态沉淀，从而固定土壤中的镉，但对于多

会随着盐分的累积逐渐上升，镉能与盐基离子通过

数钝化材料而言往往是多种机理共同作用的结果。

表 1 设施土壤镉钝化材料分类及钝化机制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钝化机制

硅钙类材料

牡 蛎 壳（ 曹 英 兰 等，2016）
、 硅 肥 和 氧 化 钙（Li et al.，
2018）
、石灰（郭俊霞 等，2019）等

通过降低土壤中 H + 浓度，增加土壤表面负电荷，从而
增强对镉的吸附作用，与镉形成沉淀而降低其有效性

黏土矿物

沸石（熊仕娟和黄兴成，2017）
、海泡石（孙慧 等，2018）
、
凹凸棒石（李婧 等，2017a）
、坡缕石（殷飞 等，2015）等

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可以吸附镉；具有不饱和的电
荷，可以与镉发生离子交换

生物炭

小麦秸秆（Chen et al.，2020）
、水稻秸秆（孙达 等，2020）
、
甘蔗渣（Bashir et al.，2018）等

多孔隙材料，能吸附和钝化镉；表面丰富的巯基、酚羟
基、羰基、内脂基等可与镉发生络合反应；提高土壤
pH 值，生成沉淀

有机肥料

堆肥（高卓 等，2018）
、畜禽粪便（悦飞雪 等，2018）等

通过络合作用，形成难溶性的有机络合物

金属及其氧化物

硫酸亚铁（叶欣怡 等，2016）
、针铁矿、磁铁矿、水铁矿（黄
崇玲，2013）
、赤泥（田杰 等，2012）等

通过表面吸附，形成难溶性沉淀物

图 1 设施土壤镉钝化的主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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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天然生物炭、有机肥料等有机材料的丰富的

面体层和硅氧四面体层连结组成，构成各种粘土矿

官能团可以与镉发生络合 / 螯合作用、土壤碱化作

物的不同层状结构。其结构层间含有可交换的无机

用等，从而实现土壤镉的钝化。

阳离子，以及可与镉形成沉淀的交换态阴离子（曾

采用钝化的方式进行土壤镉修复具有经济实

科，2018）
。这种特殊的分子结构使得黏土矿物具

用、操作方便、效果显著、适于大面积污染土壤治

有对镉良好的吸附性能和自我净化能力，因此被用

理等优点，是目前轻、中度镉污染土壤改良较为行

作土壤中重金属镉的钝化剂，以降低生物可利用态

之有效的措施。明确影响土壤镉钝化效果的因素及

镉含量。

机制，有助于研发更加高效、低成本的钝化材料。
2.1 硅钙类材料

黏土通常携带负电荷，其吸收重金属的过程
涉及许多反应，如与黏土直接吸附、络合和离子交

常见的硅钙类材料包括：碳酸钙、氧化钙、硅

换。沸石在许多田间试验中被用于镉的固定，沸石

肥和牡蛎壳等。硅钙类材料由于自身碱性可显著提

的应用降低了作物体内镉的含量。有研究指出沸石

高土壤 pH 值，
降低作物对土壤中镉的吸收。此外，

对土壤 pH 值的影响适中，且不引入新的污染物，

针对设施土壤酸化问题施加硅肥、石灰等调理剂，

比石灰、泥炭、堆肥、磷酸盐等更适合用于土壤重

不仅可以钝化土壤中的重金属离子，而且能够显著

金属修复。且我国沸石资源丰富，价格低廉、性能

提高土壤中硅、钙、钾和钠等养分含量，提高蔬菜

优越，施入土壤中不仅能够钝化重金属，而且可以

的耐贮性和抗病性（冀建华 等，2019）
。

改善土壤的理化性质，还能促进作物吸收养分（熊

硅钙类材料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钝化土壤

仕娟和黄兴成，2017）
。王秀丽等（2015）研究表

中的重金属：一方面，硅钙类材料施入土壤可以显

明，土壤中可交换态镉随着沸石的施入逐渐转化为

著提升土壤 pH 值，土壤表面的负电荷数量增多，

活性更低的镉。郑荧辉等（2016）研究表明，添加

；另
进而增强了对镉的吸附性能（Shi et al.，2005）

沸石后土壤中活性态镉的含量降低，而大白菜的产

一方面，硅钙类物质中的碳酸盐、磷酸盐和氢氧根

量增加。孙慧等（2018）研究表明，海泡石可以提

离子会与土壤中的镉离子发生沉淀作用，进而降

高镉污染土壤的 pH 值，并且海泡石用量越多，土

。唐若
低其迁移性和有效性（Ferreira et al.，2013）

壤中有效态镉含量越低，施用 1% 和 2% 海泡石，

桐等（2020）研究发现，硅钙钾镁肥能够显著提高

有效态镉的含量分别降低 29.8% 和 32.9%，而普通

酸性土壤的 pH 值，进而提高芝麻菜的产量；曹胜

白菜（北方小油菜）地上部生物量增加 38.3% 和

等（2017）也发现，硅钙钾镁肥可以提高土壤中可

48.1%。此外，黏土矿物固定土壤重金属后，如果

还原态镉和残渣态镉的浓度，提高土壤养分以及作

土壤环境条件改变，原先吸附态重金属可能会再度

物产量。目前天然牡蛎壳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它

释放到环境中，从而增加污染风险（曾科，2018）
。

是一种天然、丰富、廉价的材料，主要成分为碳酸

2.3 生物炭

钙。不少研究报道发现，牡蛎壳（粉）可以有效钝

生物炭是生物质原料在厌氧条件下经热裂解

化土壤中的镉和其他重金属。曹英兰等（2016）将

之后的产物，农林废弃物和城市生活有机废弃物都

牡蛎壳施用于酸性镉污染土壤中探究其钝化效果，

是制备生物炭的主要原料。生物炭具有高 pH 值、

结果表明按质量比添加 5% 的牡蛎壳粉，土壤 pH

高碳含量、高吸附能力、元素组成丰富等特征，其

值显著升高，有效态镉的含量降低，钝化效率达到

含有的大量必需营养物质能够提高养分供应和土壤

51.7%。

。不同类型生物炭施入
肥力等（Apul et al.，2005）

2.2 黏土矿物

农田会有不同的效果，影响生物炭性质的主要因素

天然黏土矿物是一类含镁、铝等为主的含水

是制备生物炭的生物质和制备温度（李鸿博 等，

硅酸盐矿物，其颗粒十分细微（粒径一般小于 0.01

2020）
。另外，生物炭比表面积大、吸附能力强，

mm）
，主要包括海泡石族、蒙脱石族、蛭石族等矿

含有多种官能团，其在重金属修复方面得到了广泛

物，具有资源种类丰富、储备量大以及价格低廉等

的应用（何振嘉，2019）
。

优点（徐震 等，2016）
。黏土矿物一般是由铝氧八

在酸性和中性土壤中加入生物炭会提高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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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 值和阳离子交换量（CEC）
，生物炭通过自身丰

磁赤铁矿）施入土壤后降低了生物有效态镉的含

富的官能团与土壤中的游离态镉发生离子交换、

量，而可还原态镉、可氧化态镉以及残渣态镉的含

沉淀、表面络合等作用来降低镉的迁移率（谢伟芳

量增加。锰氧化物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在土壤中

等，2020）
。Bashir 等（2018） 将 稻 秆、 稻 壳、 玉

通常带负电荷，能够吸附镉等金属阳离子。侯秀

米秸秆制备的生物炭施入镉污染土壤，提高了土壤

（2009）将 0.1% 的软锰矿和针铁矿施入镉污染土

pH 值和养分含量，降低了普通白菜（小白菜）和

壤中，土壤中有效态镉分别降低了 57% 和 45%。

土壤中镉的生物有效性，且生物炭施加量越大，土

富含铁铝的工业副产品赤泥比表面积大、孔隙度

壤有效态镉含量的降低程度越大。此外，生物炭矿

高，可以吸附土壤中的镉离子。另外，赤泥中的铁

物成分对土壤中镉的沉淀和吸附起到重要作用。生

氧化物会增加水稻根部铁膜的数量，阻止镉向作

物炭的施加对土壤镉有效态的影响会持续多年并受

物的迁移，从而降低其在食物链中的传递（吴霄霄

外界影响而波动，大多数关于土壤中生物炭的研究

等，2019）
。

仅限于进行短期试验，生物炭对土壤的长期影响鲜

2.6 钝化材料的适宜用量

见报道。
2.4 有机肥料

钝化材料施入土壤后可以不同程度地改变土
壤 pH 值或增加土壤对镉的吸附性能，尤其是碱性

有机肥料在镉污染土壤中的钝化机理主要是提

较强和专性吸附镉材料往往可以高效钝化土壤有

高土壤有机质含量和微生物丰度，从而增强镉在土

效态镉。李婧等（2017b）研究表明，向镉污染土

壤有机质和微生物界面所发生的吸附、氧化还原、

壤中添加 0.5% 的生物炭、凹凸棒石、石灰石，均

有机络合等作用，最终降低土壤中镉的有效性和生

可提高土壤的 pH 值和养分含量，同时土壤中生物

物毒性（江巧君，2012）
。研究表明，施加不同有

有效性镉的含量较对照分别降低 21.1%、5.45% 和

机肥后土壤中镉的形态发生变化，可交换态镉和碳

11.9%。钝化剂的施用量是影响钝化效果的重要因

酸盐结合态镉向有机结合态、铁锰氧化态以及残渣

素之一，田间常规施用剂量为 1.5～3.0 t · hm-2，大

态转化，即由生物有效态向非生物有效态转化（刘

多为一次施用。通常而言，随着钝化剂施用量的增

秀珍 等，2014）
。然而，有机肥对镉的钝化存在争

加钝化效率提高，尤其是对于重度污染土壤。王海

议，含有黄腐酸和高浓度可溶性有机碳的有机肥料

波等（2016）向镉污染土壤中添加 0、2.5、5.0、

会通过形成镉 - 有机配合物提高镉的移动性（甘

10.0 g · kg-1 的生物炭，发现效果最好的施用量为

丽仙和王翠红，2014）
。此外，畜禽粪便有机肥中

10.0 g · kg-1。张振兴等（2016）向镉污染土壤中分

含有一定量的重金属，施入土壤后会导致镉、砷、

次施入 0.067% 生石灰，发现分次施用的叠加效应

汞等重金属及类金属元素含量增加（黄小洋 等，

使得水稻中镉的含量显著降低。为了得到各类钝化

2017）
。因此，使用畜禽粪便等有机肥时需注意其

材料的用量和效果，对目前发表的文献数据进行了

重金属含量是否符合国家标准。

总结，如表 2 所示。

2.5 金属及其氧化物

钝化剂种类丰富，施用于镉污染设施土壤修

用于土壤镉钝化的金属及其氧化物主要包括

复时应遵循以下几点：① 根据设施土壤情况选用

零价铁及含铁、锰、铝的氧化物，如赤泥、氧化

适宜的钝化剂。在酸性土壤中施用易于获得的石

铁、氧化锌、氧化镁等。金属氧化物具有良好的

灰等作为钝化剂，在碱性土壤中施入含钙物质如石

吸附钝化镉的功能，这是因为金属氧化物具有较高

灰或磷石膏等作为钝化剂。② 合适的施用量和使

的比表面积和较多的吸附位点，能与镉通过物理包

用时长。钝化剂用量过少，钝化效果不明显，甚至

被阻隔溶出，或形成较为稳定的络合产物（黄崇

无效果；用量过大，成本高，造成浪费。长期使用

玲，2013）
。此类材料通过表面吸附、共沉淀等方

钝化剂会导致过度校正而不利于作物生产，因此不

式，降低镉在土壤中的迁移能力、生物有效态组

能长期依赖使用，避免调节过度。钝化剂的使用频

分，以达到降低土壤中镉环境毒性的目的。黄崇玲

次和时长应根据土壤恶化程度与施用后的改良效果

（2013）研究表明，铁氧化物（针铁矿、纤铁矿、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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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类土壤镉钝化剂的用量与效果
材料类别

名称

钝化剂
用量/%

土壤有效态
镉降低率/%

参考文献

硅钙类材料

石灰

0.06～5.00

18.8～93.6

李明 等，2018；文炯 等，2019；骆文轩 等，2020；詹杉 等，2020

碳酸钙

0.03～5.00

6.7～95.0

周航 等，2010；张亚男 等，2017；江林和郑良科，2019；陈盾 等，2020

硅钙镁肥

0.05～0.50

6.3～35.0

高子翔 等，2017；贾倩 等，2017；邓晓霞 等，2018；李祥 等，2020

其他

0.07～13.50

13.5～68.1

黄佳乐 等，2016；卢美献 等，2016；刘德玲 等，2018；田中学 等，2018

沸石

0.4～10.0

0.3～39.4

郑荧辉 等，2016；熊仕娟和黄兴成，2017；郭炜辰 等，2019；罗宁临 等，2020

海泡石

0.67～2.50

8.4～75.2

孙慧 等，2018；熊静 等，2019；于春晓 等，2019；张迪 等，2019

其他

黏土矿物

0.05～5.00

7.9～86.1

刘秀珍 等，2007；赵兴杰 等，2014；徐奕 等，2017；化党领 等，2020

生物炭

0.5～5.0

3.14～54.70

郭军康 等，2019；林昌华 等，2019；万冬梅 等，2020；王科积 等，2020

有机肥料

0.4～15.0

7.04～61.10

王林 等，2014；许杨贵 等，2016；薛毅 等，2018；陕红和孙宝利，2019

金属及其氧化物 赤泥

0.1～5.0

11.4～49.3

魏建宏 等，2012；方雅瑜 等，2016；朱晴 等，2016；李阳 等，2020

其他

0.2～3.0

2.0～20.9

李想，2019；刘千钧 等，2019；上官宇先 等，2019

3 影响材料钝化土壤镉的因素
3.1 土壤 pH 值

2019）
。当土壤中可溶性有机质含量增加时，水溶
性 Cd 逐渐增加，其在土壤中的移动性也增加（吴
霄霄 等，2019）
。向有机质含量高的土壤中施加碱

钝化材料施用到土壤后会导致土壤 pH 值的变

性材料会增加可溶性有机物的溶出，进而导致镉的

化。当土壤 pH 值降低，
土壤对镉的吸附能力减弱，

2011）
活性和移动性增强
（曹心德 等，
。而生物炭
（施

镉离子在土壤中的移动性变大；随着 pH 值升高，

琪 等，2019）
、有机肥料（骆文轩 等，2020）等有

土壤吸附镉的能力增强，有利于镉向稳定的沉淀态

机材料施入土壤可以增加土壤中非可溶性有机质的

形式转变（窦韦强 等，2020）
。不同 pH 的土壤对

含量，与镉发生络合、螯合作用等，从而钝化土壤

钝化材料的钝化效果也存在影响，在酸性土壤中加

中的镉。

入硅钙类等碱性钝化材料能够有效降低土壤镉的有

3.4 土壤共存离子

效性，而在中性钝化或者碱性土壤中添加碱性钝化

在重金属污染的土壤中，各种离子间会出现协

材料的效果较差（吴霄霄 等，2019）
。

调、促进、抑制等情况。当镉与铅、铜、锌等在土

3.2 土壤氧化还原电位

壤中共存时，往往存在竞争作用，影响土壤对镉的

土壤氧化还原电位（Eh）主要受土壤透气性、

。当镉与砷、铬在土
吸附钝化（Appel et al.，2008）

水分含量、有机质含量以及种植情况等影响。土壤

壤中大量共存时，可能会发生共同沉淀，有利于土

中变价元素 Fe、Mn 等的价态及存在形态会随着土

壤中镉的钝化（Wu et al.，2018）
。此外，土壤中的

壤的氧化还原电位发生变化，进而改变土壤中镉的

2其他阴离子（NO3-、Cl-、SO4 ）会促进镉向可交

2019）
存在形态和生物有效性（张玉盛 等，
。此外，

换态转化（杨兰 等，2015）
，阳离子（Ca2+、Zn2+、

土壤氧化还原电位变化时也会影响钝化材料的钝化

K+ ）能通过与镉离子发生竞争吸附作用而降低土壤

性能。有机物在土壤氧化还原电位升高时，即好氧

对镉的吸附（宋正国，2006）
。

条件下碱性降低，电负性减弱，吸附镉的能力降低
。同时，氧化还原电
（Al-Sid-Cheikh et al.，2019）

4 钝化材料的发展趋势

位变化会引起生物炭表面官能团的变化，高温下制

4.1 复合化

备的生物炭在土壤 Eh 变化时表现出更好的稳定性

选择单一施用某种钝化修复材料可能会出现

（Beiyuan et al.，2020）
。

钝化效果不稳定、打破土壤固有体系等问题，多种

3.3 土壤有机质

钝化材料复配施用的效果往往优于单独施用一种材

土壤中含有丰富的有机质，非可溶性有机质可

料。此外，对于农田土壤重金属复合污染，单一材

以与镉发生络合以及吸附作用，形成不溶性金属 -

料往往难以达到较好的修复效果，多种材料联合修

有机复合物，从而降低镉的生物有效性（刘忠诚，

复效果会更好（廖月清 等，20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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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可与土壤中的镉发生离子交换、络合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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镉污染土壤，显著降低了有效态镉的含量。

5 展望

从而减少土壤中有效态镉的含量，降低镉对作物的

目前，钝化材料在设施土壤镉污染修复中取

危害（刘梦丽 等，2018）
。生物炭与有机肥及化肥

得了一定的成果。在修复过程中主要通过沉淀、离

共同施用于镉污染土壤中，
能有效降低普通白菜（小

子交换、有机络合等方式改变镉在土壤中的存在形

油菜）可食用部分镉的含量和土壤有效态镉的含

式，但钝化过程中并没改变土壤中镉的总量，且每

量，
降幅分别为 32.6%～54.8% 和 7.04%～21.9%（王

种材料都具有各自优缺点。在选择钝化材料时要综

期凯 等，2015）
。有机 - 无机材料复配通常为生物

合考虑钝化效果、修复成本，以及设施土壤本身存

炭和石灰类、黏土矿物材料的组合。这类材料一方

在的土壤酸化、盐渍化和养分不平衡等问题。复合

面可以钝化土壤中的镉；另一方面可以改良酸性土

化的钝化材料不仅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而且可以提

壤，同时提高土壤养分含量（吴霄霄 等，2019）
。

高钝化镉的效果。施用多功能化的材料，如硅钙钾

黄庆等（2019）研究发现，生物炭和碱渣钙镁肥的

镁肥，一方面可以实现钝化重金属的目的；另一

复合材料提高了土壤 pH 值，土壤有效镉含量降低

方面可以改善土壤理化性状，促进作物的生长。因

了 11.6%，花生茎叶中镉的吸收累积明显降低。以

此，为了保证修复效果和降低成本，综合利用不同

硅钙类、黏土矿物为主的无机 - 无机类复合材料通

钝化材料进行复合化和多功能化方式修复土壤，将

过离子交换、沉淀、吸附等实现土壤镉的钝化（周

对镉污染土壤的钝化和实现蔬菜安全生产具有重要

斌 等，2015）
。与单独施用石灰和沸石相比，石灰

意义。

和沸石复配处理效果最好，可以显著提高土壤 pH
值，使土壤交换态镉含量下降了 34.7%（谢飞 等，
2014）
。
4.2 复合功能化
目前，设施土壤除重金属污染外还存在钙镁养
分失衡、酸化、盐渍化以及土传病害等问题。为了

参考文献
曹胜，周卫军，周雨舟，罗思颖．2017．硅钙镁土壤调理剂对酸
性镉污染土壤及稻米的降镉效果．河南农业科学，46（12）
：
54-58．
曹心德，魏晓欣，代革联，杨永亮．2011．土壤重金属复合污染及
其化学钝化修复技术研究进展．环境工程学报，5（7）
：14411453．

解决设施土壤存在的各种问题，钝化材料正在向多

曹英兰，陈丽娜，张金丽，黄志勇．2016．牡蛎壳粉对酸性土壤

功能化方向发展。许多钝化材料不仅可以降低土壤

的修复及其对镉的钝化作用研究．环境科学与技术，39（1）
：

中镉的有效性，还可以提高土壤肥力、增加作物产

178-182．

量、防止病虫为害和缓解土壤酸化等（刘顺翱 等，

陈盾，王小兵，汪晓丽，封克，张绪美，宋洁，卑佳丽．2020．镉

2020）
。例如，硅钙钾镁肥含有大量氮、磷、钾等

污染红壤的钝化剂筛选及钝化效果．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
36（1）
：115-120．

营养元素，可以提高土壤肥力，由于其本身呈碱性

邓晓霞，黎其万，李茂萱，陈璐，张文波，杜丽娟，刘贤金，卢海燕，

可以改良酸性土壤，降低镉的有效态含量，从而达

米艳华．2018．土壤调控剂与硅肥配施对镉污染土壤的改良效

到重金属钝化的目的。冀建华等（2019）将硅钙钾

1221-1226．
果及水稻吸收镉的影响．西南农业学报，3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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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umulated heavy metal cadmium（Cd）in soil can harm human health through food chain．
When the Cd content in soil exceeds the risk Eco-SSLs，it will further increase the risk for vegetable
production．In recent years，with the increase of planting years，the Cd content in greenhouse vegetable
soil showed a net accumulated status，which had increased the risk of excessive Cd content in vegetable
products．Thus，it is imperative to control Cd bio-availability in soil．Aiming at the increased Cd content
induced by magnesium and calcium leaching，soil acidification，etc. in greenhouse soil，this paper reviewed
different passive materials being used to effectively control Cd effectiveness and its mechanism of action；
put forward a facility soil improvement pattern to control Cd bio-availability in soil，thus to reduce the risk
of Cd accumulation inside of vegetable plant，an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rational selection of facility soil
conditioner and for vegetable production with safety and superior quality．
Keywords：cadmium；greenhouse soil；soil remediation；passive materials；review

· 北京地区二十四节气时令蔬菜 ·

立冬
立冬是农历的第 19 个节气，2021 年 11 月 7 日开始进入立冬节气，这天太阳位于黄经 225°。立冬节气表
示开始进入冬季，立，建始也，表示冬季自此开始；冬，是终了的意思，有农作物收割后要收藏起来的含意。
进入立冬节气以后气温骤降，日渐寒冷，尤其是夜间温度迅速降低；光照充足，但是每天光照时数逐渐缩短。
露地蔬菜已停止生长；春秋大棚种植的喜温蔬菜作物已经拉秧，耐寒的叶菜类和根茎类蔬菜还在生长；日光温
室种植的绝大多数蔬菜作物正在生长。此时为北京当地生产的蔬菜上市品种较少的季节，但是由于露地种植的
大白菜、萝卜等集中上市，仍然属于当地生产的蔬菜上市数量较多的季节。露地生产的时令蔬菜有：大白菜、
心里美萝卜、卞萝卜（又称为大红袍）
、分蘖芥（雪里蕻）
、芜菁（蔓菁）
、芹菜、菠菜、油麦菜等。大棚保护地
生产的时令蔬菜有：莴笋、甘蓝、青花菜（西兰花）
、花椰菜、结球生菜、球茎甘蓝（苤蓝）
、芹菜、芫荽（香
菜）
、芥蓝、普通白菜（小油菜、小白菜）
、乌塌菜、菜薹（菜心）
、茼蒿、樱桃萝卜、小水萝卜、羽衣甘蓝、番杏、
紫背天葵等；日光温室生产的时令蔬菜有：黄瓜、番茄、茄子、辣（甜）椒、普通白菜（小油菜）
、菠菜、韭菜等；

小雪
小雪是农历的第 20 个节气，2021 年 11 月 22 日开始进入小雪节气，这天太阳位于黄经 240°。小雪节气以
后西北风开始成为常客，虽然开始降雪，但雪量不大，故称为小雪。进入小雪节气以后气温下降，逐渐降到 0
℃以下，尤其是夜间温度迅速降低；每天光照时数日渐缩短，光照依然充足，但是阴天多，大地万物失去生机
而转入严冬。北京地区露地和大棚内的蔬菜都已不能生长，仅有日光温室和小拱棚内的蔬菜作物生长，是北京
当地生产的蔬菜上市较少的季节。露地生产的时令蔬菜有：大白菜、心里美萝卜、卞萝卜（又称为大红袍）
、乌
塌菜、芹菜、菠菜等。大棚保护地生产的时令蔬菜有：普通白菜（小油菜）
、菠菜、乌塌菜、甘蓝、结球生菜、
羽衣甘蓝等；日光温室生产的时令蔬菜有：黄瓜、番茄、茄子、辣（甜）椒、韭菜、普通白菜（小油菜、小白菜）
、
芹菜、茴香、芥蓝、菜薹（菜心）
、茼蒿、芫荽（香菜）
、樱桃萝卜、白萝卜、小水萝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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