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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近年来我们调查的土地中，存在矿产与粮食复合的主产区土壤严重污染的

情况，由于矿山开采缺乏有效的治理措施，导致虽然矿山停采，但土壤仍受到高

度的、隐蔽性的重金属污染。在调查中还发现，重金属含量在我国国家标准以内

的土地，种植出来粮食却仍然超标。因此我认为，是我国的土壤生病了，而不仅

是重金属含量一个问题。第三，在目前调查的水稻中，稻曲病、黑穗、倒伏、营

养元素缺乏等问题都很明显，这也证明我们的农业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我国要

以 7%的耕地养活世界上 22%的人口，农产品的整体产量和质量都很让人担心。

第四，我在日本工作时对镉的研究比较多，镉引起的地域性痛痛病可以定位为典

型的“化学定时炸弹”，从 1968 年起出现患者，到 2004 年还有患者产生。虽然

日本当时很快采取了措施，但一个环境事件会对一代人、两代人产生持续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中国亟待对土壤、食品、健康状况做一个前瞻性、战略性的评估。最

后，是关于土壤治理的费用，为了治理痛痛病发生地的土壤污染，日本耗费了

33 年 407 亿日元，直到今天的 3 月份才完成，共修复土壤仅 863 公顷，但是花

费了长期的时间和巨额款项。所以我认为，土壤和环境问题要采取“预防原则”

非常重要。 

最后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在 2008 年的一篇文章发现，广东人日常从

食物中摄入镉的量已经超过了 WHO 的标准。这是一个的信号，即环境对中国人，



如镉对广东人已经产生了潜在的早期预警（early warning）信号。环境已经开始

给中国人带来健康的早期潜在危险，我们应该开始注意。因此把健康、环境和发

展联系在一起也很重要。 

 

2. 概念 

重金属。重金属是一个大的概念，它有很多种元素。工业上的重金属只有

10 种金属元素：铜、铅、锌、锡、镍、钴、锑、汞、镉和铋，它们除了密度大

于 5 之外还各有各的性质。所以大家说“重金属”超标时很容易招致误解，到底

是哪一类重金属超标，其对身体的影响是不同的。媒体报道中对重金属的概念往

往不是很清楚。 

土壤质量。这是今天主题的核心关健词。根据美国土壤学会的定义，它是指

“在自然或人工生态系统内，某种特定土壤维持植物和动物生产力、保持和提高

水质和空气质量、支撑人类健康和生活环境的能力”。中国的定义则比较偏向于

保障生产力、对人类和动物健康的保障能力。土壤质量的概念，对人类健康会产

生比较大的影响。土壤质量分为肥力质量和环境质量，还可以再细分出健康质量，

但它们是相互联系的。出现水稻病害、缺钾等问题，是土壤的肥力质量出了问题。

而土壤没超标其种植出来的粮食却超标，是土壤的环境和健康质量出了问题。中

国农业在近 30 年的快速发展中，经历了分田到户、大量施用化肥、种植结构变

化等，使我国的土壤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这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土壤的环

境质量就是指，土壤自身性状对其持续利用以及对其他环境要素，特别是对人类

或其他生物的生存、繁衍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宜性，是土壤环境“优劣”的一

种概念。 

 

3. 土壤质量及其标准和规范 

我国在 1995 年（相比欧美等国已经很迟）制定了《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但

该标准具有很大的不可操作性。当时这个标准是经过“六五”、“七五”计划制定

出来的，总共涉及了八个重金属，以及农药“六六六“和”DDT“。当时认识到

的只有这两种农药，但现在这两种农药都已经淘汰了。所以该标准中没有任何针

对有机污染物的标准，只有针对八种重金属，亦没有体现对地下水保护等。而且

因为该标准是在“六五”、“七五”较短的时间内集中研究的结果，所以没有经过



很好的检验。最后，在这样的标准下，符合标准的土地生产出的粮食会重金属超

标。此外，还有大家都关心的“棕地”问题，针对工厂搬迁后污染场地的污染情

况目前还没有任何标准。我国土壤污染的水平到底有多高？治理要达到什么程

度？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标准的困境问题。 

在建立标准方面，就我所知目前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将土壤划分为“清洁

—轻度—中度—重度污染”的水平，这是根据南开大学的周老师的建议，建立土

壤质量标准和土壤修复标准，同时建立质量基准值和修复基准值，然后各有一套

指标。根据这套标准，从“清洁”到“轻度污染”土壤的方向主要是防止污染，

从“严重污染”到“中度污染”土壤的方向主要是削减污染。质量标准以保护土

壤的可持续利用和土壤原生结构与生态功能为目的；修复标准则指，在土壤还可

以持续再用的情况下，将土壤中的污染物浓度降低到不至于影响生态和人体健康

的水平。南京土壤所陈老师的意见是建立一个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和一个土壤健康

质量标准，环境质量标准主要是强调土壤资源的自身保护和持续利用，这个健康

主要是强调资源的可利用性，即在特定条件、特定用途下土壤有毒物质的限量或

临界含量。环境质量标准针对农田，健康质量标准则更多地针对人居环建，如场

地污染修复等。这是学者针对我国土壤污染治理和土壤评估缺乏标准而提出的两

套标准。 

2008 年我国出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征求意见稿）》，其中的内容很多：

重金属从原来的 8 项增加到 16 项，还增加了 20 项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物、16 项

多环芳烃、19 项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农药等，主要是按照人体健康效应将污染

物分成致癌和不致癌两类。但该征求意见稿自 2008 年底出台，至今仍未获通过。

此外，它将土壤划分为水田、旱地、蔬菜地等类型，再按 PH 值细分，我认为划

分太细，缺乏可操作性。还增加了居住地、商业用地、工业用地以及保护地下水

几类，而实际上保护地下水的具体标准也未做规定。 

    由于召开世博会等原因，我国还建立了临时的展览会用地土壤质量标准，及

为了操作该标准而制定了土壤检测规范。这些是我国现有行业规范的情况。 

总体来讲，老标准还是新的征求意见稿都是不完善的。我国南方土壤和北方

土壤差别很大，土壤类型、地域性、经济发展水平都没有考虑进去。以南方为例，

土壤中镉含量 0.2ppm 并不超标，但生产出来的粮食却超标。而在北方黑土，镉



含量比该水平高 10 倍的土壤生产粮食还是安全的。所以土壤标准不可能在整个

中国统一划一，我个人极力建议根据各省的经济状况、污染现状、污染类型等，

选择一些合适的指标做标准。 

 

4. 农田重金属污染修复 

重金属长期污染修复方面，我国现在也做了很多工作，国家“十二五”第一

个规划就是重金属防治规划，足见其重视。我一直长期关注农田，因为中国人多

地少，很多农田即使污染了还是要用来耕种粮食吃。农田的污染防治有很多种措

施：如工程措施、生物措施、施加改良剂，以及农药生态工程等。 

应该怎样选择适合中国的农田污染治理措施？根据我的经验，有如下原则要

考虑：第一，中国人多地少，很多污染农田还在进行粮食生产，“边生产边修复”

是理想的做法，以期尽可能早地实现粮食安全和最终的土壤生态安全；第二，要

突出重点污染物。因为土壤本身就是藏污纳垢之所，其中包含很多元素，如铜、

锌等是动植物的本身的必需元素，会进入食物链的也很少，所以可以不重点考虑。

像 08 年的征求意见稿中，把各种元素都纳入其中没有必要。日本的标准就很简

单，主要针对镉，防治食物链污染，针对砷和铜两类元素是为了阻止他们对于植

物生长的影响。日本的标准从最开始的三个，到后来为了长期污染增至 25 个。

阻止重点污染物很重要；第三，不能破坏耕地；第四，根据污染程度不同采取不

同技术来治理；第五，由于经过 30 年的发展，我国土壤已经受到了很大的破坏，

整个肥力、土壤的缓冲能力都很低，修复要与土壤肥力改良结合起来；第六，要

充分考虑农户的利益，否则土壤修复难以开展；最后，要分区，根据重污染区、

轻污染区和中度污染区采取一整套措施配合，因为重度污染区采用简单的管理措

施是难以控制的，而太轻度的污染区用客土覆盖等高费用的措施又不合算。 

    2005 年，我制作了“农田土壤重金属修复技术体系图”（见下），我们要保

证粮食安全，用水分管理、喷湿剂、土壤添加剂等方式，甚至把污染物控制在植

物体外，进入植物体内再进一步控制它进入可食部位；在修复方面，运用了修复

植物等其他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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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坝进行了七年的实践中，我们运用了四种技术，最主要的是健全的水分

管理，还有添加剂、土壤的改良剂的使用，最后是品种筛选。修复方面，因为要

避免破坏耕地，主要以水稻来修复。我们的目的，一是保证农民吃的水稻马上实

现安全，另一个就是慢慢修复起来，让土壤质量安全。我们在当地做了修复工程

循环基地，短期结果很明显： 

成果一：水分控制。水分控制的效果是很好的，控制以后很多粮食都不会超

过我国镉含量 0.2ppm 的标准，但一旦不控制就马上全部超标。这项技术在我国

很难做，由于我国污水和灌溉水一直是混杂的，难以分开。而日本专门采用此法，

由于该国工厂排放的污水是通往另一条路，与灌溉水不是同路的，因此日本几乎

可以很快控制住低污染的农田，实现粮食安全。很可惜我们国家难以做到。 

    成果二：品种筛选。由于不同作物品种对重金属的吸收能力不一样，我们实

验了很多品种，筛选了一些好的品种给当地农民用。但是品种筛选要注意，就是

不同季节、在不同地方的同一品种的吸收水平是不一样的。一些低吸收品种在甲

地种和乙地种可能不一样，或者是早稻和晚稻不一样。因此我们专门做了很多实

验，证明推广低吸收品种一定要小心，否则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潜在后果。 

    成果三：土壤修复剂、调理剂的开发，即把重金属控制下来。运用这些我们



自己开发产品在实验中效果也很好，不管是生长情况还是对镉的控制，未做任何

处理和做处理比较，最高和最低相差了 4 倍。所以使用调理剂后，当即就实现了

上坝的粮食安全。 

    成果四：水稻修复。国内有很多人在做这项工作，最著名的就是中科院地理

所的陈同斌老师，他们在环江、郴州等地把砷污染土地里的砷提取出来。但是用

木本植物去做修复，农民很不喜欢，因为会破坏耕地。所以我们使用了长香谷这

种植物，这种水稻可以比其他水稻高十几倍的能力吸收土壤中的重金属出来。在

上坝我们连续种四造长香谷就可以把土壤中的镉去除到安全值。相比其他修复方

法，其成本也较低。该水稻种子是日本人首先发现并赠送给我们的。 

    成果五：多种技术的联合应用。 

 

5. 农田重金属污染修复中的非技术问题 

问题一：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博弈问题。这个问题很突出，很多国家专款专用

下来的项目被地方政府将款项挪用，以及企业间分配不均的问题。我们今年在全

球最大的电子废弃物处理基地贵屿申请了一个较大的项目，要依靠当地政府去申

请，但我们项目经费下来会被当地政府挪用。 

问题二：第三方监督问题。现在土壤污染修复刚刚开始进行，很多技术本身

是否可行、项目投资是否合理、治理效果能否达标等等，都缺乏一整套程序来监

控。我们知道污染治理很重要，但是能不能做出好效果，投资值不值得？国家环

保部也没有作为第三方进行监督。 

问题三：企业和个人资质资格问题。现在广东一下子成立了数家土壤修复公

司，但其工作人员有的连重金属怎么测都不知道，他们可以靠关系拿到项目，也

在从事这方面工作。企业是否有这方面的资质是个很大的问题。在日本这个行业

的从业者会有一个资格考试，像环评工程师考试一样；企业也有政府登记、业绩、

管理等等。但是我国虽然说“十二五”期间要重点集中治理重金属污染，但这方

面的配套措施根本还未到位。 

 

6. 中国土壤污染修复工作及其意义 

问题一：污染源控制问题，这是中国做不下去土壤治理的根本问题。在我国，

很微量的河水灌溉都会造成土壤的重金属污染积累，但我国目前污染源排放本



身、河流污水重金属控制的进度、田里灌溉水的控制，都没有一整套前期的体系。

所以土壤治理做得再好也没有用，我们在上坝的实践就是这样。由于污染源控制

可能会影响到当地政府的 GDP 等经济指标，这个问题也尚未得到政府的充分重

视。 

    问题二：土壤酸化和有机质缺乏，就是土壤生病了。广东在过去 30 年中土

壤 PH 值从平均 5.7 变为 5.44，这对土壤污染一个很危险的值，因为 PH 值在 4.5

到 5 之间的土壤最容易产生重金属污染，如镉米等问题。现在国内很多主产区都

有土壤酸化和有机质缺乏的问题。30 年来以农户为单位的生产结构，不再施用

有机肥，大量施用化肥导致土壤破坏，一旦有一定量的重金属进入土壤，作物就

马上超标。因此一定要把土壤改良和土壤治理结合起来，否则单纯降低土壤重金

属含量很快，但作物仍会超标。这个问题目前在国内也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问题三：土壤整体污染现状不清。包括污染面积不清楚、污染种类有部分不

清楚，污染程度也有待确定。总体来讲，我国局部土壤污染非常严重，但整体情

况尚不清楚。 

    问题四：修复效果如何检验没有明确规定，所以导致这个行业很多人跃跃欲

试但都无从下手，缺乏整套系统性和整体性研究。目前对农田的治理，长期在做

的是中科院地理所陈同斌对砷的治理，以及我们在上坝做的工作时间较长，有七

年。从治理时间和技术的成熟度来看，很多治理工作还是在实验室或小田种植的

水平，虽然土壤治理工程、示范工程很多，但从其治理时间看还不充分，在大田

使用的方法需要至少试用过三五年以上时间的技术。 

 

 

问答与评论 
 
补充：五类重金属污染的情况 

杨林生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目前对重金属我们从健康角度最关注的是如下五类： 

镉（Cd）：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米的镉含量太高，即镉米问题，但截至目前，

中国尚未发现典型的病例。 

    铅：近年来我国发生了一系列的铅污染事件，但是加起来涉及的人数不到两

万人，规模还不是很大，主要是过去中小企业的污染导致，所以大家也不应有太



大的焦虑。此外，为什么 100 微克/升就叫高血铅？血铅水平和这个疾病是两个

概念，生化指标也不一定能反映人体健康状况。 

    砷：土壤砷是现在的一个问题，但全球最大的环境健康问题是水砷污染，从

全球角度有上亿人的在高砷环境中。而且我见的所有典型性砷污染的皮肤特征及

癌症等，都在水砷污染环境，所有土壤砷污染地区不具备慢性砷中毒的特征。 

    汞：在水生食物链里转移比较强，甲基汞主要在水生生物中。如果不是特别

污染严重、水产品吃的特别多的地区，如湘江流域、东北的松花江流域，汞尚不

构成很大的问题。 

    铬（Cr），其典型污染源是化工企业，影响范围较小，大家无需焦虑。 

 

问题 1：如果全国各地都制定各自的地方标准，如何兼顾其标准的系统性和针对

性？ 

回答：希望每个区域的制定自己的标准是出于实用性的考虑。如广东这样的地区，

经济比较发达、有自己的生物气候特色、土壤特色和特殊的污染物、现有的调查

数据充足，综合考虑制定地方标准比较可行。 

 

 

问题 2：在中国尤其在南方种植的条件下，灌溉水和污水无法分离，重金属土壤

修复之后很容易又会复发。这种情况下治理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核心是什么？ 

回答：需要在污染过程的前端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我国的农业生产跟日本和台

湾接近，它们做得成功，首先第一步就是污染源的切断和控制。我国却没有做到。

如果进入癌症村的水先做一个人工湿地，或者过滤器，就会很有效。但事实上这

种没有效益产生的工程当地政府不肯去做，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问题 3：一些严重污染的土地因种植旱地作物等原因，污染未大量迁移到食物中，

也没有严重影响到人体的健康。这一类土地是否仍需要治理吗？科学家和政策制

订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不是有些不同？ 

回答：仍然需要治理，但是方法不同。虽然未产生对食物链的污染，但环境条件

也可能会造成浓度超标。且重金属的存在会产生二次扩散和污染地下水等，或者

对土壤本身功能带来破坏，所以还是要治。治理方法可以采用土壤固定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