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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们江流域湿地土壤重金属污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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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中国一侧图们江流域为研究区，选取该流域湿地为研究对象，采集 85 个表层土壤样本，对 Cr、Ni、
Cu、Zn、As、Cd 和 Pb 这 7 种重金属含量进行测定。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探索污染来源，通过地质累积指数与内梅
罗指数相结合的综合指数法（GNI）及潜在生态危害指数法（RI）并结合 GIS 技术对土壤重金属污染程度及空间分
布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图们江流域湿地土壤 7 种重金属中 Cu、As、Cd 和 Pb 污染情况显著。Cu、Zn、As
和 Pb 主要受人为因素影响，Cr、Ni 和 Cd 主要由自然因素影响。图们江流域湿地土壤重金属新综合污染指数评价
总体上基本处于偏中度到中度，其中 As 污染较为严重；潜在生态危害污染评价总体上处于轻度；其中 Cd 污染较
为严重。从整体流域分界上看，污染程度表现为中游＞下游＞上游；从整体空间分布上看，污染程度由西向东表现
为先升高在降低，由北向南表现为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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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heavy metal pollution in wetland soil in Tumen River Basin
YANG Liang1,2, ZHU Weihong1,2, XIONG Qi1,2, CAO Guanglan1,2, JIN Ri2
(1. Key Laboratory of Natural Resources of the Changbai Mountain & Functional Molecules,Ministry of Education,
Yanbian University, Yanji 133002;
2. Department Geography ,College of Science,Yanbian University, Yanji 133002)

Abstract: Eighty-five surface soil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Tumen River Basin of China and seven
heavy metals including Cr, Ni, Cu, Zn, As, Cd and Pb were determine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pollution sources of heavy metals.The leve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eavy metals pollution
were evaluated using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method (Geoaccumulation index and Nemero index, GNI) and the
potential ecological hazard index method (RI) via GIS. Result showed that in this region, Cu, As, Cd and Pb pollution was significant. Pollutions of Cu, Zn, As and Pb were affected by human factors, while pollutions of Cr, Ni
and Cd were affected by natural factors. The level of pollution from moderate to partial in GNI, in which As pollution was significant. The pollution level was slight in RI, but Cd pollution was significant. In the whole watershed boundary, the midstream was the most polluted area, followed by the downstream. According to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pollution, the level of pollution increased first and then decreased from west to east, while the
pollution decreased continuously from north to south.
Key words: Tumen River basin; wetland; soil heavy metals; pollution evaluation;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spatial distribution
湿地生态系统因其拥有巨大的物质供给功能和
强大的环境调节功能等，而与海洋、森林合称为全
球三大生态系统[1]。21 世纪以来，伴随经济增长的
城市化导致了湿地土壤重金属污染，严重制约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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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对于湿地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及湿地生态系统保护
和恢复[2-3]。国内外对于有关重金属的研究已经达到
一个较高的层次，尤其是在重金属的污染评价上，
此类的评价方法较多也较为成熟，如地累积指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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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梅罗指数法、富集因子法和潜在生态危害指数法
等[4]。同时，相关模型的应用加深了重金属研究的
层次，如王维等[5]利用耦合模型对贵溪市污染土地
植物修复效益进行空间差异评价并筛选适宜的修复
植物类型；李飞等[6]基于三角模糊数建立了寺庄顶
污灌区土壤重金属污染综合评价模型。随着遥感的
兴起，重金属的空间分布逐渐成为环境领域研究的
热点。Wang 等[7]通过克里金插值得出广东省柘林湾
西北沿海区域重金属污染程度较高；刘亚纳等[8]和
刘硕等[9]也利用该方法得出单个重金属的污染空间
分布。
图们江是我国重要的国际性河流之一，目前该
流域湿地面积为 577.72 km2，人工湿地面积占 51%，
河流湿地面积占 38%，其余为湖泊湿地和沼泽湿地
等[10]。朱卫红等[11]研究发现图们江流域湿地生态系
统在 1976—2010 年处于中度预警状态，并预测未来
40 年有向重度预警发展趋势。同时，随着粮食污染
问题以及将重金属污染防治纳入“十三五”规划中，
土壤重金属问题已成为国内聚焦热点[12]。有关图们
江流域土壤重金属的污染情况已有研究，秦雷等[13]
研究发现图们江流域河岸带土壤重金属污染程度处
于向中度污染发展的过度阶段。姚艳红[14]研究表明
图们江中游表层沉积物污染程度较高，基本处于强
生态风险状态。杨亮等[15]研究得出图们江下游典型
湖泊湿地污染程度较低。然而，针对整个图们江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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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湿地土壤重金属污染空间分布特征的研究还鲜为
报道。
因此，本研究以图们江流域湿地为主要研究对
象，对人工湿地与河流湿地表层土壤进行采样，采
集 85 个表层土壤样本，对 Cr、Ni、Cu、Zn、As、
Cd 和 Pb 这 7 种重金属含量进行测定。利用主成分
分析法探索污染来源，通过地质累积指数与内梅罗
指数相结合的综合指数法（GNI）及潜在生态危害
指数法（RI）并结合 GIS 技术对土壤重金属污染程
度及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并结合 ArcGIS10.2 软
件对污染空间分布进行可视化，为图们江流域开展
湿地土壤重金属防治工作重点提供了一定的数据参
考与理论支撑，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

研究区概况

图们江流域位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境内（图
1 ）， 经 纬 度 范 围 在 41°59′47″ ～ 44°30′42″ N,
127°27′43″～131°18′33″ E 之间，地处中、俄、朝 3
国交界处，整体地势西高东低。整个地貌呈山地、
丘陵、盆地 3 个梯度，山岭多分布在周边地带，丘
陵多分布在山地边沿，盆地主要分布在江河两岸和
山岭之间[16]。主要土壤类型有灰棕壤、暗棕壤、白
浆土、草甸土和水稻土等，土壤质地为粉砂土或粉
砂质粘壤土[17-18]。该流域属于中温带湿润季风气候,
年均降水为 400～650 mm，平均气温 2～6℃，结冰

图 1 研究区与土壤采样点位置
Figure 1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and soil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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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为 10 月中旬，化冻期为 3 月中旬。该地区湿地类
型多样，主要有人工湿地、河流湿地、湖泊湿地和
沼泽湿地等。主要湿地植被有灰脉苔草（Carex
appendiculata）、大穗苔草（Carex rhynchophysa）、
菰（Zizania latifolia）、芦苇（Phragmites australis）
、
长 芒 稗 （ Echinochloa caudata ） 和 小 叶 章
（Calamagrostis angustifolia）等[19]。

2

数据与方法

2.1 样品采集与分析
在充分分析研究区土地利用现状和地质背景的
基础上，以“十一五”期间在图们江干流及主要支
流（图们江干流、珲春河、嘎呀河、布尔哈通河、
海兰河和汪清河）上布设国控、州控及省控的 25
个监测断面为采样依据，采样时必须考虑区域湿地
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普遍性、代表性和客观性。2014
年 7 月和 8 月分别采集监测断面河岸带主要河流湿
地土样 25 个，及其附近主要的人工湿地（水稻田）
土样 60 个。各样点按梅花采样法采集深度为 0～
15 cm 的表层土壤 5 份，采集土样时，剔除土壤中
大粒径石砾、杂草、植物根系等杂物，将 5 份土样
均匀混合后利用四分法缩减至 1 kg 装入聚乙烯塑料
袋中，贴好标签，记录样方周围环境和植被覆盖等
情况，地理坐标用精度为 10 m 的手持 GPS 确定。
将采集的样品在室温自然风干并去除石块和植
物组织等杂物，研磨、过筛，装袋备用。土壤样品
HN03-HCl-HClO4 进行微波消解 [20] ，利用 ICP-MS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仪（Agilengt 7 500a）检测重金属
元素含量。实验过程所用酸均为优级纯，实验用水
为超纯水。测试过程中，采用土壤成分分析标准物
质 GBW07405(GSS-5)进行质量控制，同时所有样品
做 3 次平行性实验，相对误差控制在±5%以内，回
收率在 95%～105%之间。
2.2 重金属污染评价方法
2.2.1 新综合污染指数法 以地质累积指数为基
础，结合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计算公式形成新的评
价方法，该评价方法能够具体反映地区各重金属的
污染程度，同时还凸显了重金属的富集程度[21]。

I geo  log 2 [Cn / (k  Bn )]
Pi 

  I i 2   I i 2  / 2
max
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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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式（1）中，Cn 为元素 n 在沉积物中的含量；
Bn 为元素的土壤背景值，选取 1990 年图们江流域
土壤重金属背景值（Cr=54.38 mg·kg-1、Ni= 24.16
mg·kg-1、Cu=17.58 mg·kg-1、Zn=108.01 mg·kg-1、

As=5.75 mg·kg-1、Cd=0.1351 mg·kg-1 及 Pb=26.72
mg·kg-1） [13]，k 值取 1.5 进行计算。式（2）中，(Ii)ave
为各元素地质累积指数的平均值；(Ii)max 为地质累积
指数最大值。在分级标准上，以地质累积指数污染
标准为基础进行重新调整，共有 8 个污染等级分别
为无污染（P＜0）、轻污染（0≤P＜0.5）、偏中污染
（0.5≤P＜1）、中污染（1≤P＜2）、偏强污染（2
≤P＜3）、强污染（3≤P＜4）、偏极强污染（4≤P
＜5）和极强污染（P≥5）
。
2.2.2 潜在生态危害指数法 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
（RI）考虑土壤重金属含量的同时，将重金属的生
态效应、环境效应与毒理学联系在一起[22]。该方法
是国际上土壤（沉积物）中重金属研究的先进方法
之一。
（3）
Eri  Tri  Cri
n

n

n

i 1

i 1

i 1

RI   Eri   Tri  Cri   Tri  Csi / Cni

（4）

；
式中：Cs 为某一重金属的污染系数（Cr=Cs/ Cn）
Cs 为第 i 个采样点土壤单元素含量实测值；Cn 为该
元素评价标准（背景值）
；Tir 为重金属 i 的毒性响应
系数，由 Hakanson 研究得出（Cr=2、Ni=5、Cu=5、
Zn=1、As=10、Cd=30 和 Pb=5）[23]；Eri 为某一重
金属的潜在生态危害系数；RI 为某一点综合潜在生
态危害指数。重金属潜在生态危害程度划分标准分
别为轻微（Eri＜40 或 RI＜150）、中等（40≤Eri＜
80 或 150≤RI＜300）、强（80≤Eri＜160 或 300≤
RI＜600）、很强（160≤Eri＜320 或 RI＞600）、极强
（Eri＞320）
。
2.3 数据分析
数据采用 SPSS 18.0 统计软件进行相关系数和
主成分分析。采用 ArcGIS 10.2 软件分析图们江流
域湿地土壤重金属污染空间分布特征。

3

结果与分析

3.1 图们江流域湿地土壤重金属含量
重金属 Cu、As、Cd 和 Pb 高于图们江流域土壤
背景值；单个采样点土壤重金属 Cu、As、Cd 和 Pb
超标率大于 50%，以上结果表明图们江流域湿地的
Cu、As、Cd 和 Pb 重金属含量较高，对当地农业生
产和人体健康可能会造成较大危害，需要引起重视。
同时，7 种重金属含量平均值虽然均未超过国家《土
壤环境质量标准》
（GB15618-1995）[24]的一级标准，
但其含量范围仍存在超过一级标准的情况，这说明
其他重金属污染状况不容忽视。
与标准差相比，变异系数可消除重金属含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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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量纲影响，
反映 7 种重金属含量数据的离散性[25]。
由表 1 可知，7 种重金属含量的变异离散程度差别
较 大 ： Pb(93.91%) ＞ As(70.88%) ＞ Ni(67.51%) ＞
Cd(66.70%)＞Cr(63.76%)＞Zn(57.40%)＞Cu(46.46%)。

元素
Element
Cr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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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Wilding 对变异程度的分类[26]，湿地重金属均
处于高等变异（变异系数＞36%），这表明 7 种重金
属变异程度较高，样本含量数据空间分布离散性比
较大，且分布不均匀，差异性大。

表 1 图们江流域湿地土壤重金属含量 (n=85)
Table 1 Concentrations of soil heavy metals in wetland of Tumen River Basin (n=85)
样本超标率/%
变异系数/%
背景值/mg·kg-1
含量范围/ mg·kg-1
X±S/mg·kg-1
Over standard
Content range
Background value
Variation coefficient
rate
40.97±26.12
63.76
16.47
54.38
5.85～189.97

Ni

参照值#
Reference value
90.00

3.52～112.69

20.84±14.07

67.51

27.06

24.16

40.00

Cu

3.21～58.01

18.81±8.74

46.46

58.82

17.58

35.00

Zn

11.47～185.98

67.50±38.75

57.40

20.00

108.01

100.00

As

0.83～44.58

11.16±7.91

70.88

74.12

5.75

15.00

Cd

0.001～0.711

0.20±0.13

66.70

68.24

0.14

0.20

Pb

33.71±31.66
93.91
41.18
26.72
35.00
3.22～195.43
注：# 为国家《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一级标准》（GB15618-19952001）。Note: # is the standard of GB15618-19952001.

Table 2
元素 Element

表 2 图们江流域湿地土壤重金属相关系数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soil heavy metals in wetland of Tumen River Basin
Cr

Cr

1

Ni

0.857**

Ni

Cu

As

Cd

Pb

1

Cu

0.472**

0.469**

1

Zn

0.563**

0.473**

0.608**

As

Zn

0.383**

0.368**

Cd

–0.173

–0.042

Pb

0.213

0.111

0.519**
–0.013
0.374**

1
0.551**
–0.198
0.708**

1
–0.230
0.443**

1
-0.222

1

注：*、**分别为 0.05 及 0.01 水平上的显著性差异。
Note: “*” and “**” refer to the different significance at 0.05 and 0.01 levels, respectively.

Table 3

表 3 主成分分析的主要计算结果
Main calculation results of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项目 Project

第一主成分 PC1

第二主成分 PC2

Cr

0.785

0.470

Ni

0.727

0.600

Cu

0.755

0.068

Zn

0.871

–0.218

As

0.724

–0.226

Cd

–0.266

0.460

Pb

0.622

–0.612

特征值 Characteristic value

3.454

1.269

贡献率/% Contribution rate

49.347

18.127

累计贡献率/% Cumulative contribution rate

49.347

67.474

3.2 图们江流域湿地土壤重金属源解析
为进一步探究图们江流域湿地土壤层超标重
金属污染源，首先对湿地各重金属因子进行 Pearson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表 2），Cr-Ni-Cu-Zn-As 和
Pb-Cu-Zn-As 显著正相关，说明这几种重金属同源；

Cd 与其他元素相关系数为负，说明 Cd 与其他元素
不同源。KMO 效度检验值为 0.724，Bartlett 球度检
验的 P 值为 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 0.05，所以本
研究中的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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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土壤重金属污染评价
Assessment of the heavy metals pollution in soil
单因子地累积污染程度
Single factor for GNI
无
轻度
偏中度
中度
偏强度
None Slight Moderate Medium Near severe
80
4
1
0
0

Table4
元素
Element
Cr

单因子潜在生态危害污染程度
Single factor for RI
轻度
中度
重度
Slightt
Medium
Severe
85
0
0

Ni

79

5

1

0

0

85

0

0

Cu

72

12

1

0

0

85

0

0

Zn

84

1

0

0

0

85

0

0

As

36

33

14

1

0

79

6

0

Cd

45

36

3

0

0

38

38

9

Pb

65

16

3

1

0

85

0

0

新综合污染程度(GNI)

0

10

42

30

3
83

2

0

综合潜在生态危害污染程度(RI)

Figure 2

图 2 图们江流域湿地土壤重金属污染空间分布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eavy metal pollution in wetland soil of Tumen River Basin

主成分分析计算结果显示（表 3），土壤中 7 种
污染物的全部信息基本可有 2 个主成分（特征值：
3.454+1.269=4.723 个变量）反映 67.474%，即对前
2 个主成分进行分析己经基本能够反映全部数据的
大部分信息。第一主成分的贡献率为 49.347%，特
点表现在 Cu、Zn、As 和 Pb 的含量上有较高的正载
荷。Cu、Zn 污染主要来源于矿山的开采，金属冶炼
及电镀[27]；As 污染主要来源于农业中农药化肥的使
用[28]，同时农药化肥也含有 Cu、Zn 等重金属[29]；
Pb 是城市土壤受机动车污染的标识性元素，因为该
元素主要来源于含 Pb 汽油燃烧尾气的排放，同时

机动车轮胎和刹车片等在磨损中也会在路面产生
Cu、Zn 和 As 等污染[30-31]。据 2015 年延边州统计
年鉴显示[18]，2014 年图们江流域规模以上采矿业和
制造业总产值分别为 124.14 亿元和 34.60 亿元；农
业 总 产 值 为 54.87 亿 元 ， 各 类 化 肥 使 用 量 为
11.77×104 t；公路里程为 7 031 km，客运量和货运
量分别为 1 897 ×104 人和 3 403×104 t。所以，第
一主成分反映的是工、农业和交通运输队土壤的污
染，可认为是“人为因子”
。同时第一主成分也支配
着 Cr 和 Ni 的含量。第二主成分贡献率为 18.127%，
Cr、Ni 和 Cd 的载荷分别为 0.47、0.6 和 0.46，其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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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分别为背景值的 0.75、0.86 和 1.41 倍。其含量一
般认为受地球化学影响。秦雷等[13]通过对图们江流
域河岸带土壤中金属研究也未发现 Cr、Ni 和 Cd 受
人为因素影响。Cr 和 Ni 是城市土壤中污染程度最
低的重金属，这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较为一
致[32-33]。同时 Cd 主要有自然和人为活动两个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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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来源于土壤和岩石的本底值，后者来源于工业
“三废”和磷肥的施用[34]。而本研究发现 Cd 与其
他元素不同源。且我国磷肥生产所需原料主要集中
在四川、云南和贵州[34]，距离本研究区较远。所以，
第 2 主成分可认为是“自然因子”。

图 3 图们江流域湿地土壤重金属综合趋势分析
Figure 3 Trend analysis of heavy metal pollution in wetland soil of Tumen River Basin

3.3 图们江流域湿地土壤重金属污染评价分析
由新综合污染指数评价法可知，图们江流域湿
地基本处于偏中度到中度污染程度，其中 As 污染
较为严重，污染样本超过总样本的一半，其他重金
属都有不同程度的污染；由综合潜在生态危害指数
评价法可知，图们江流域湿地基本处于轻度污染程
度，其中 Cd 污染较为严重，重金属 Pb 重度污染程
度样本 9 个，中度污染程度样本 38 个，同时重金属
As 不容忽视。
3.4 图们江流域湿地土壤重金属污染空间分布特
征分析
以研究所得的新综合污染指数（GNI）和潜在
生态危害指数（RI）为数据源，利用 ArcGIS10.2 软
件进行 Kriging 插值（图 2），并通过该软件中
Geostatistical Analyst 模块下的 Trend Analysis 工具
综合得分进行趋势分析，得到综合趋势分析图（图
3）。
该流域新综合污染指数与潜在生态危害指数空
间趋势大致相似且均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从整体流
域分界上看，污染程度表现为中游＞下游＞上游。
这是由于中游地区人类活动较为频繁以及城市化水
平较高。下游地区临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主要受该国采矿业污水排放的影响，同时下游地区
的珲春市污水处理率和生活垃圾处理率最低[18]；新
综合污染指数上，由于中游处汪清县矿产资源最为
丰富[35]，所以污染由该处向四周扩散；潜在生态危
害指数上，污染最高在中游处汪清县和延吉市，这

主要由于汪清县矿产资源最为丰富以及延吉市工业
及生活污水排放最高所导致[18,35]，因此不容忽视。
从整体空间分布上看，变化趋势较为平稳，污染指
数由西向东表现为先升高在降低，由北向南表现为
降低。

4

结论

图们江流域湿地土壤 7 种重金属分布不均，差
异性较大。且 Cu、As、Cd 和 Pb 污染情况严重，超
过背景值且超标率大于 50%。
Cu、Zn、As 和 Pb 污染主要由人类活动影响，
Cr、Ni 和 Cd 主要来源于自然。
图们江流域湿地土壤重金属新综合污染指数评
价总体上基本处于偏中度到中度，其中 As 污染较
为严重；潜在生态危害污染评价总体上处于轻度，
其中 Cd 污染较为严重。
从整体流域分界上看，污染程度表现为中游＞
下游＞上游；从整体空间分布上看，污染程度由西
向东表现为先升高在降低，由北向南表现为降低。
综上所述，图们江流域湿地土壤重金属污染现
状虽然较为理想，但仍需重视重金属的防治，因此
当地政府应给予高度关注，点面结合针对图们江流
域重金属污染情况重点治理中游内部污染，改善下
游外界污染，维护上游自然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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