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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稳定化修复技术逐渐成为我国现阶段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的主要技术，其修复后验收主要通过分析土壤重金属的浸出浓度来评价修复

效果，然而该验收指标未反映土壤重金属在不同情景下的长期稳定性．本研究以经稳定化药剂多硫化钙（ＣＰＳ）处理前后的某电镀厂铬（Ｃｒ）污
染土壤为对象，开展多 ｐＨ浸出、模拟酸雨淋溶、冻融循环和干湿交替作用下土壤重金属 Ｃｒ的长期稳定性研究．结果表明：在多 ｐＨ浸出实验中，
稳定化处理后达标土壤（ＣＰＳ⁃Ｄ⁃３）在 ｐＨ大于 ６．９２时，Ｃｒ（Ⅵ）浸出浓度大于 ０．０５ ｍｇ·Ｌ－１ ．在整个试验模拟酸雨淋溶作用的过程中（３０ 年），稳
定化处理可以有效抑制 Ｃｒ向环境中释放，ＣＰＳ⁃Ｄ⁃３中的总 Ｃｒ和 Ｃｒ（Ⅵ）的累积释放量比未经稳定化处理的 Ｃｒ污染土壤（ＣＰＳ⁃Ｄ⁃１）分别显著减

少了 ９１．８６％和 ９９．６１％．在冻融循环的过程中，稳定化处理可有效降低土壤中浸出总 Ｃｒ的含量．经过 １５次干湿交替后 ＣＰＳ⁃Ｄ⁃１和 ＣＰＳ⁃Ｄ⁃３分别

比未经过干湿交替作用时浸出总 Ｃｒ浓度减少了 ９９．９６％和 ９６．８８％．多 ｐＨ浸出试验可以作为检验土壤安全的较为敏感的指标，冻融循环、模拟

酸雨淋溶和干湿交替评估方法可协助评价重金属的长期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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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土壤稳定化由于其修复速度快，费用较低，实
施方便等特点，现已成为我国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

的主要技术（钟松雄等， ２０１７；张长波等， ２００９； 李

培中等， ２０１７）．２００８—２０１６年我国 １７７ 个土壤修复

项目中，使用固化 ／稳定化技术占 ２３％ （张军方，
２０１６）．稳定化修复技术只改变了土壤中重金属的赋

存形态而其总量并没有降低，稳定化后土壤重金属

污染物的长期稳定性是环境主管部门和土壤领域

专家学者极为关心的问题，也是土壤稳定化修复项

目论证和验收时最为关注的问题．在较长时间后（如
５年、２０年或者 ５０年），尤其经过长期酸雨淋溶、干
湿交替或冻融作用，土壤中稳定态重金属是否会重

新变得不稳定进而再释放到环境中，从而对人体健

康和生态环境产生危害风险．因此，亟需开展重金属

污染土壤稳定化修复后的长期稳定性评估．
目前国内外对于土壤中重金属的长期稳定性

的研究日益受到关注．Ｃｏｚ 等表明，若 ｐＨ 降低重金

属存在的形态分布会发生改变，土壤重金属的风险

会逐渐增加并超过 ５０％ （Ｃｏｚ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Ｈｕａｎｇ
等研究发现，在模拟酸雨淋溶下，随着老化时间的

增加，重金属 Ｃｕ的可交换态含量由 ９．８ ｍｇ·Ｌ－１降低

至 ０．５ ｍｇ·Ｌ－１（Ｈ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Ｌｉ 等发现，随着

模拟酸雨淋溶液的累积量增加，重金属浓度呈下降

趋势并趋于稳定，在模拟酸雨累积量≤１．６ Ｌ 时，Ｃｄ
的浓度降至 ０．０２５ ～ ０．０４９ ｍｇ·Ｌ－１（Ｌ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目前针对重金属污染土壤的研究大多基于模拟土

壤和某一种长期稳定性的评估方法，缺乏基于实际

污染场地土壤、多种研究方法和多场景下评估重金

属污染土壤修复后的长期稳定性．
本研究以某电镀厂 Ｃｒ污染土壤为研究对象，采

用多硫化钙（ＣＰＳ）为稳定化药剂，以模拟固体废物

在酸性降水下的浸出毒性测试为基础，研究比较多

ｐＨ浸出、酸雨淋溶、干湿交替以及冻融循环多种场

景下 ＣＰＳ对土壤中 Ｃｒ（Ⅵ）的长期稳定效果和影响，
旨在为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重金属污染土壤稳定

化修复后的长期稳定性评估的技术方法体系提供

参考．

２　 材料与方法（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２．１　 实验材料和仪器

供试土壤样品采自福州某电镀厂 Ｃｒ污染土壤，
总 Ｃｒ浓度 １８７６ ｍｇ·ｋｇ－１， Ｃｒ（Ⅵ）浓度 １５８７ ｍｇ·ｋｇ－１

（卢鑫等， ２０１７）．利用 ＣＰＳ与土壤中 Ｃｒ（Ⅵ）发生氧

化还原反应，将土壤中毒性高、迁移性强的 Ｃｒ（Ⅵ）
还原为毒性低、迁移性弱的 Ｃｒ（Ⅲ），具体反应公

式为：
２ＣｒＯ２－４ ＋３ＣａＳ５＋１０Ｈ

＋⇔
２Ｃｒ（ＯＨ） ３（Ｓ） ＋１５Ｓ（Ｓ） ＋３Ｃａ２

＋＋２Ｈ２Ｏ （１）
稳定化药剂 ＣＰＳ主要成分为 ＣａＳ５（质量分数为

２９％），ＣＰＳ稳定处理后的土壤能够满足现有国家浸

出标准（卢鑫等， ２０１７）．本研究分别以投加不同含

量稳定化药剂 ＣＰＳ处理前后的 Ｃｒ 污染土壤为对象

（表 １）开展长期稳定性评估研究，稳定化养护时间

为 ３ ｄ，ＣＰＳ⁃Ｄ⁃１为未经稳定化处理的 Ｃｒ 污染土壤，
ＣＰＳ⁃Ｄ⁃２为投加稳定化药剂 ＣＰＳ 与土壤中 Ｃｒ（Ⅵ）
的摩尔比为 １．５ 的不达标土壤，ＣＰＳ⁃Ｄ⁃３ 为投加稳

定化药剂 ＣＰＳ与土壤中 Ｃｒ（Ⅵ）的摩尔比为 ３ 的达

标土壤．
实验所用试剂 ＨＮＯ３、ＮａＯＨ、ＣＨ３ＣＯＯＮａ、Ｈ２Ｏ２

等均购于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分析纯

（ＡＲ）级别． ＣＰＳ 购于连云港兰星工业技术有限

公司．
主要实验设备：原子吸收光谱仪 ＡＡＳ （ Ｎｏｖ

ＡＡ４００，Ａｎａｌｙｔｉｋ Ｊｅｎａ ＡＧ），紫外分光光度计 （ＵＶ⁃
２８０２，德国 Ｕｎｉｃｏ 有限公司），微波消解仪（ＥＴＨＯＳ
ＯＮＥ⁃４１，意大利 Ｍｉｌｅｓｔｏｎｅ 有限公司），恒温水浴震

荡箱（ＳＹＨ⁃２，常州国宇仪器制造有限公司），冻融循

环一体机（ＴＤＲ⁃２８，天津市港源试验仪器厂）．

表 １　 土壤样品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ｏｉ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土壤污染物 编号 ＣＰＳ投加摩尔比
浸出毒性试验 ＨＪ ／ Ｔ ２９９⁃２００７

浸出总 Ｃｒ ／ （ｍｇ·Ｌ－１） 浸出 Ｃｒ（Ⅵ） ／ （ｍｇ·Ｌ－１） 是否满足标准 ＧＢ ／ Ｔ １４８４８⁃９３

ＣＰＳ⁃Ｄ⁃１ ０ ３４．６５ １１．４７ 否

Ｃｒ ＣＰＳ⁃Ｄ⁃２ １．５ ０．８５ ０．２０ 否

ＣＰＳ⁃Ｄ⁃３ ３ ０．３２ ０．０２０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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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期 刘馥雯等：多硫化钙对铬污染土壤处理效果的长期稳定性研究

２．２　 多 ｐＨ浸出实验

实验步骤参考欧盟制定的标准 ＣＥＮ ／ ＴＳ １４４２９．
称取 １５ ｇ土壤样品于 ５００ ｍＬ 锥形瓶中，液固比为

１０∶１（Ｌ ／ ｋｇ），恒温条件下加入 １ ｍｏｌ·Ｌ－１ ＨＮＯ３或 １
ｍｏｌ·Ｌ－１ ＮａＯＨ的浸提剂调节土壤 ｐＨ 于 ２ ～ １２ 的范

围内．之后，使用真空泵抽滤液体通过 ０．４５ μｍ 的滤

膜，用于总 Ｃｒ 和 Ｃｒ（ＶＩ）测量分析，每组设置 ４ 个

平行．
２．３　 模拟酸雨淋溶实验

实验方法参考欧盟制定的标准 ＣＥＮ ／ ＴＳ １４４０５．
实验所用酸雨模拟液为 ＨＮＯ３与去离子水混合至

ｐＨ为 ４．０±０．１的酸溶液．淋溶柱为有机玻璃材质，高
３０ ｃｍ、内径 ５ ｃｍ．淋溶装置部分参考 ＥＰＡ Ｍｅｔｈｏｄ
１３１４，具体如图 １所示，由上到下依次为：定量滤纸、
１ ｃｍ厚石英砂、２５ ｃｍ 高土壤样品、１ ｃｍ 厚石英砂

和 ４０目尼龙筛网．淋溶柱每组设置 ２个平行．

图 １　 模拟酸雨淋溶试验装置图

Ｆｉｇ．１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ｃｉｄ ｒａｉｎ ｌｅａｃｈｉｎｇ ｔｅｓｔ ｄｅｖｉｃ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淋溶过程：酸雨模拟液由淋溶柱的底端注入，
当土样达到最大持水量时关闭蠕动泵，稳定 ２４ ｈ．之
后，酸 雨 模 拟 液 经 由 蠕 动 泵 以 恒 定 速 度 （ ４５０
μＬ·ｍｉｎ－１）从上往下注入，在取样时间点于淋溶柱

下端收集浸出液．取样时间点如表 ２ 所示，取样时间

间隔逐渐延长．使用真空泵抽滤浸出液通过 ０．４５ μｍ
滤膜，用于总 Ｃｒ和 Ｃｒ（Ⅵ）测量分析．

表 ２　 模拟酸雨淋溶实验取样时间点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ｉｍｅ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ｉ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ｃｉｄ ｒａｉｎ ｌｅａｃｈｉｎｇ ｔｅｓｔ
装置运行时间 ／ ｄ 取样点个数 ／个 相邻取样点时间间隔 ／ ｈ

０～３ ９ ８

４～１０ ７ ２４

１１～４６ ２４ ３６

４７～１０２ ８ １６８

２．４　 冻融循环实验

冻融循环实验参考 ＡＳＴＭ ４７４２⁃９０ 方法并优化．
具体为：分别称取 ２５０ ｇ 稳定化处理前后的不同土

壤样品，将其放入冻融循环一体机．一次冻融循环 ４ ｈ，
包括２ ｈ冷冻，温度为－２０ ℃；２ ｈ融化，温度为２０ ℃．冻
融循环次数分别为 ３０、６０、９０、１２０ 和 １５０ 次．冻融循

环结束后，测量浸出总 Ｃｒ浓度，每组设置 ４个平行．
２．５　 干湿交替实验

干湿交替实验方法参考 ＡＳＴＭ Ｄ４８４３⁃８８ 并改

进．分别取 ５０ ｇ稳定化处理前后的不同土壤样品，于
６０ ℃鼓风干燥箱中干燥 ２４ ｈ，之后于室温下加入去

离子水维持土壤含水率为 ２５％放置 ２４ ｈ，一次干湿

交替为 ４８ ｈ．本实验的干湿交替次数分别为 ３、５、７、
１０和 １５ 次．干湿交替结束后，测量浸出总 Ｃｒ 浓度，
每组设置 ４个平行．
２．６　 测定与分析方法

土壤中总 Ｃｒ 和 Ｃｒ（Ⅵ）的浸出方法采用《固体

废物 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硫酸硝酸法》 ＨＪ ／ Ｔ ２９９⁃
２００７．将质量比为 ２∶１ 的浓硫酸和浓硝酸的混合液

加入到水中配制为浸提剂，ｐＨ为 ３．２０±０．０５．液固比

为 １０∶１，翻转式震荡装置转速为（３０±２） ｒ·ｍｉｎ－１，浸
提时间为（１８±２） ｈ．震荡结束后浸出液用于总 Ｃｒ 和
Ｃｒ（Ⅵ）的含量测定．

总 Ｃｒ 含量测定参照 ＨＪ ４９１⁃２００９，Ｃｒ（Ⅵ）含量

测定参照 ＧＢ ／ Ｔ １５５５５．４⁃１９９５，重金属 Ｃｒ 形态分析

参照 Ｔｅｓｓｉｅｒ连续提取法（Ｔｅｓｓｉｅｒ ｅｔ ａｌ．， １９７９）．
２．７　 数据处理方法

本研究中的实验数据均取实验结果的平均值±
标准误差，利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３和 Ｏｒｉｇｉｎ ８．１软件对实验

所得数据进行处理和制图，ＳＰＳＳ 软件进行显著性差

异分析．

３　 结果与分析（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１　 不同 ｐＨ浸提液对稳定化处理前后 Ｃｒ 污染土

壤浸出浓度的影响

不同 ｐＨ 浸提液对稳定化处理前后 Ｃｒ 污染土

壤 Ｃｒ（Ⅵ）和 Ｃｒ（Ⅲ）浸出浓度的影响如图 ２所示．对
于浸出 Ｃｒ （Ⅵ），ＣＰＳ⁃Ｄ⁃１ 土壤在初始 ｐＨ 为 ７． ５４
时，Ｃｒ（Ⅵ）浸出浓度为 １３．４５ ｍｇ·Ｌ－１，当 ｐＨ 由 ７．５４
逐渐升高为 １１．９２时，Ｃｒ（Ⅵ）浸出浓度增加到 １８．６６
ｍｇ·Ｌ－１；当 ｐＨ 由 ７．５４ 逐渐降到 ２．１５ 时，Ｃｒ（Ⅵ）浸
出浓度降低至 １．７７ ｍｇ·Ｌ－１ ．ＣＰＳ⁃Ｄ⁃２土壤在初始 ｐＨ
为 ８．０４时，Ｃｒ（Ⅵ）浸出浓度为 ０．３６ ｍｇ·Ｌ－１，随着 ｐ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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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逐渐升高，浸出 Ｃｒ（Ⅵ）浓度维持在 ０．３６ ｍｇ·Ｌ－１；当
ｐＨ由 ８．０４降至 ６．０５时，Ｃｒ（Ⅵ）浸出浓度降至 ０．１４
ｍｇ·Ｌ－１，之后随着 ｐＨ逐渐降至 ２．００，Ｃｒ（Ⅵ）浸出浓

度无明显变化，维持在 ０．１３ ～ ０．１４ ｍｇ·Ｌ－１的范围内．
ＣＰＳ⁃Ｄ⁃３土壤在初始 ｐＨ 为 ８．１６ 时，Ｃｒ（Ⅵ）浸出浓

度为 ０．１１ ｍｇ·Ｌ－１，之后随着 ｐＨ 逐渐增加，Ｃｒ（Ⅵ）
浸出浓度基本维持在 ０．１１ ｍｇ·Ｌ－１；当 ｐＨ 由 ８．１６ 逐

渐降低为 １．９２，Ｃｒ（Ⅵ）浸出浓度逐渐降低至 ０．０１ ｍｇ·Ｌ－１．
卜通达等（２０１５）研究发现，土壤对 Ｃｒ（Ⅵ）吸附量会

随着 ｐＨ的增加而减小，当 ｐＨ为 ９时土壤的吸附量

仅为 ｐＨ为 ３时的 ５１．９２％．土壤 ｐＨ降低更有利于对

Ｃｒ（Ⅵ）的吸附，可能由于土壤对 Ｃｒ（Ⅵ）的吸附受其

共存阴离子的影响较大，而土壤胶体的氧化物是土

壤吸附阴离子的主要载体，当土壤 ｐＨ 较低时土壤

中的胶体氧化物会产生质子化作用，使得土壤中的

正电荷数量增加，利于 Ｃｒ（Ⅵ）的吸附，随着土壤中

ｐＨ的增加，土壤表面的负电荷增加不利于对 Ｃｒ（Ⅵ）的
吸附（Ａｊｏｕｙｅ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Ｃｈｏｐｏａｌ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对于浸出 Ｃｒ（Ⅲ），ＣＰＳ⁃Ｄ⁃１ 土壤在初始 ｐＨ 为

７．５４时，Ｃｒ（Ⅲ）浸出浓度为 １１．１５ ｍｇ·Ｌ－１，当 ｐＨ 升

高至 １１．９２，Ｃｒ（Ⅲ）浸出浓度降至 ３．７７ ｍｇ·Ｌ－１；当
ｐＨ由 ７．５４降至 ２．１５时，Ｃｒ（Ⅲ）浸出浓度范围维持

在 １１．１５～１２．８６ ｍｇ·Ｌ－１ ．对于 ＣＰＳ⁃Ｄ⁃２土壤样品，初
始 ｐＨ为 ８．０４时，浸出 Ｃｒ（Ⅲ）浓度为 ０．１９ ｍｇ·Ｌ－１，
之后 ｐＨ 逐渐增大，浸出 Ｃｒ（Ⅲ）浓度变化不大；当
ｐＨ逐渐减小至 ２． ００ 时，Ｃｒ（Ⅲ）浸出浓度维持在

０．４８～０．５５ ｍｇ·Ｌ－１ ．对于 ＣＰＳ⁃Ｄ⁃３ 土壤，初始 ｐＨ 为

８．１６时 Ｃｒ（Ⅲ）浸出浓度为 ０．１ ｍｇ·Ｌ－１，当 ｐＨ 升高

为 １２．０４，Ｃｒ（Ⅲ）浸出浓度降低至 ０．０５ ｍｇ·Ｌ－１；当
ｐＨ由 ６．９２ 降低至 １． ９２，Ｃｒ（Ⅲ）浸出浓度升高到

０．３４ ｍｇ·Ｌ－１ ．Ｃｒ（Ⅲ）浸出浓度随着土壤 ｐＨ 的降低

而升高，当土壤 ｐＨ大于 ６ 时，土壤能吸附溶液中的

Ｃｒ（Ⅲ），因为 Ｃｒ（Ⅲ）能和羟基形成稳定的Ｃｒ（ＯＨ） ３
沉淀或者以水合离子的形式吸附在土壤表面（陈英

旭等， １９９４； Ｉｎｋ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图 ２　 不同 ｐＨ 浸提液对稳定化处理前后 Ｃｒ 污染土壤浸出浓度的影响（ａ． ＣＰＳ⁃Ｄ⁃１， ｂ． ＣＰＳ⁃Ｄ⁃２， ｃ． ＣＰＳ⁃Ｄ⁃３）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Ｈ ｏｎ ｌｅａｃｈｉｎｇ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Ｃｒ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 ｓｏｉｌ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 ＣＰＳ⁃Ｄ⁃１， ｂ． ＣＰＳ⁃Ｄ⁃２， ｃ． ＣＰＳ⁃Ｄ⁃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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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模拟酸雨淋溶对重金属稳定性的影响

３．２．１　 模拟酸雨淋溶对 Ｃｒ 的释放规律的影响　 　
模拟酸雨在不同淋溶时间下对 Ｃｒ 污染土壤稳定化

处理前后总 Ｃｒ的释放规律如图 ３ａ所示．ＣＰＳ⁃Ｄ⁃１土
壤从开始淋溶到第 ３天时，淋溶液中的总 Ｃｒ 含量由

１１４．２ ｍｇ·Ｌ－１快速降至 ３０．３１ ｍｇ·Ｌ－１，第 ４天至第 １９
天期间降至 １．６３ ｍｇ·Ｌ－１，之后在第 ２０ 天时趋于稳

定达到释放平衡，浓度保持在 ０．２０ ～ ０．３１ ｍｇ·Ｌ－１ ．对
于 ＣＰＳ⁃Ｄ⁃２ 土壤样品，从开始淋溶到第 ５ 天，总 Ｃｒ
由 １．８１ ｍｇ·Ｌ－１降至 ０．５５ ｍｇ·Ｌ－１，第 ６ 天至第 １３ 天

降至 ０．３ ｍｇ·Ｌ－１，随后在第 １４ 天达到平衡，浓度维

持在 ０．２～０．２８ ｍｇ·Ｌ－１ ．对于 ＣＰＳ⁃Ｄ⁃３土样，总 Ｃｒ 的
释放规律与前两组类似，从开始淋溶到第 ５ 天，总
Ｃｒ浓度由原始的 １．７２ ｍｇ·Ｌ－１降至 ０．４９ ｍｇ·Ｌ－１，第 ６～１０
天内，淋溶液中总 Ｃｒ浓度逐渐降至 ０．２９ ｍｇ·Ｌ－１，在
第 １１天时达到平衡后，总 Ｃｒ 浓度维持在 ０．２ ～ ０．２８
ｍｇ·Ｌ－１ ．在模拟酸雨的淋溶作用下，Ｃｒ污染土壤稳定

化处理前后总 Ｃｒ的释放均经历了“快速释放期”和
“稳定释放期”，且随着稳定剂 ＣＰＳ 的添加量增加，
越快达到“稳定释放期”，这可能是土壤 ｐＨ 以及对

酸的缓冲能力差异造成的，ＣＰＳ与 Ｃｒ（Ⅵ）反应会产

生交换性盐基离子 Ｃａ２＋和大量的 ＳＯ２－４ ，这两种离子

能提高土壤对酸的缓冲 能 力 （ Ｃａｐｐｕｙｎ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

模拟酸雨在不同淋溶时间下对 Ｃｒ 污染土壤稳

定化处理前后 Ｃｒ （Ⅵ）的释放规律如图 ３ｂ 所示．
ＣＰＳ⁃Ｄ⁃１土壤样品，从开始淋溶至第 ２ 天时，淋溶液

中 Ｃｒ（Ⅵ）由 ７８．１２ ｍｇ·Ｌ－１降至 ２２．１２ ｍｇ·Ｌ－１，在 ３～
６７天时，淋溶液中 Ｃｒ（Ⅵ）浓度降至 ０．０８ ｍｇ·Ｌ－１，之
后稳定维持在 ０．０１ ～ ０．０４ ｍｇ·Ｌ－１ ．对于 ＣＰＳ⁃Ｄ⁃２ 土

壤样品，从淋溶开始至第 ２２天，淋溶液中 Ｃｒ（Ⅵ）由
１．９１ ｍｇ·Ｌ－１降至 ０．０３２ ｍｇ·Ｌ－１，之后维持在 ０．０１ ～
０．０５３ ｍｇ·Ｌ－１ ．对于 ＣＰＳ⁃Ｄ⁃３ 土壤样品，从开始至淋

溶第 ８天，淋溶液中 Ｃｒ（Ⅵ）浓度由 ０．１４７ ｍｇ·Ｌ－１降
至 ０．０１５ ｍｇ·Ｌ－１，之后达到平衡维持在 ０．０１ ｍｇ·Ｌ－１ ．
在模拟酸雨的淋溶作用下，淋溶液中的 Ｃｒ（Ⅵ）的释

放规律与总 Ｃｒ相同，均经历了“快速释放期”和“稳
定释放期”，且稳定剂 ＣＰＳ投加越多越快达到“稳定

释放期”，因为随着稳定剂 ＣＰＳ 投加量的增加，土壤

中可交换态的 Ｃｒ含量越少（卢鑫等， ２０１７）．有研究

表明在模拟酸雨的淋溶作用下，“快速释放期”淋溶

的是土壤表面交换态和水溶态的重金属 （ Ｚ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土壤胶体对 Ｃｒ（Ⅵ）存在吸附饱和，未
被吸附的 Ｃｒ（Ⅵ）在土壤中容易迁移（Ａｍｏｆａｈ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对于 Ｃｒ （Ⅲ）而言，在酸性条件下 Ｈ＋会与

Ｃｒ（Ⅲ）产生竞争吸附，从而降低土壤对 Ｃｒ（Ⅲ）的吸

附能力．“稳定释放期”淋溶的是土壤中以专性吸附

方式存在的非有效态 Ｃｒ，此时随着土壤条件的稳定

逐渐达到平衡，Ｃｒ 的溶出主要是因为 Ｈ＋的缓慢

置换．
在我国酸性降水的区域，如若使用 ＣＰＳ 稳定化

修复 Ｃｒ 污染土壤，应在快速释放期阶段，做好相应

的防护监管措施．而在稳定释放期阶段，总 Ｃｒ 与
Ｃｒ（Ⅵ）基本处于稳定，对环境风险较小．

图 ３　 模拟酸雨在不同淋溶时间下对 Ｃｒ 污染土壤稳定化处理前后总 Ｃｒ 和 Ｃｒ（Ⅵ）释放的影响（ａ． 总 Ｃｒ， ｂ． Ｃｒ（Ⅵ））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ｌｅａｃｈ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ｏｎ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Ｃｒ ａｎｄ Ｃｒ（Ⅵ） ｉｎ ｓｏｉｌ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 ｔｏｔａｌ Ｃｒ， ｂ． Ｃｒ（Ⅵ））

３．２．２　 模拟酸雨淋溶作用下 Ｃｒ 的累积释放量及其

释放模型　 Ｃｒ 污染土壤稳定化处理前后经模拟酸

雨淋溶后总 Ｃｒ和 Ｃｒ（Ⅵ）的累积释放量如图 ４所示．
模拟酸雨淋溶结束时， ＣＰＳ⁃Ｄ⁃１ 土壤中总 Ｃｒ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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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ｒ（Ⅵ）累积释放量分别为 ２９８ 和 １６４．５２ ｍｇ·ｋｇ－１；
ＣＰＳ⁃Ｄ⁃２土壤中总 Ｃｒ 和 Ｃｒ（Ⅵ）累积释放量分别为

２６．８４和 ４．７８ ｍｇ·ｋｇ－１，相比 ＣＰＳ⁃Ｄ⁃１减少了 ９０．９９％
和 ９７．０９％；ＣＰＳ⁃Ｄ⁃３土壤中总 Ｃｒ 和 Ｃｒ（Ⅵ）累积释

放量分别为 ２４．２７ 和 ０．６４ ｍｇ·ｋｇ－１，相比 ＣＰＳ⁃Ｄ⁃１分
别减少了 ９１．８６％和 ９９．６１％．整个模拟酸雨淋溶实验进

行了 １０２ ｄ，累积淋溶 ６６．３ Ｌ的模拟酸雨液体．福州市

年降雨量按照 １６００ ｍｍ计算，参考研究报道的模拟

酸雨淋溶下地表径流占 ３０％，其余的 ７０％为年平均

降雨量．根据公式（２） （罗盈等，２０１５），计算可得本

试验模拟酸雨淋溶约为 ３０ 年．在长时间的酸雨淋溶

的场景下，稳定化处理可有效减少 Ｃｒ污染土壤对环

境中总 Ｃｒ和 Ｃｒ（Ⅵ）的释放风险．

图 ４　 模拟酸雨在不同淋溶时间下对 Ｃｒ 污染土壤稳定化处理前后总 Ｃｒ 和 Ｃｒ（Ⅵ）累积释放量的影响（ａ． 总 Ｃｒ， ｂ． Ｃｒ（Ⅵ））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ｌｅａｃｈ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ｏｎ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Ｃｒ ａｎｄ Ｃｒ（Ⅵ） ｉｎ ｓｏｉｌ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 ｔｏｔａｌ Ｃｒ， ｂ． Ｃｒ（Ⅵ））

Ａ＝ Ｖ×４０００
０．７×π×Ｈ×Ｄ２

（２）

式中：Ａ 为模拟酸雨淋溶年限（ａ）； Ｖ 为模拟酸雨淋

溶液体积（Ｌ）；Ｈ 为年降雨量（ｃｍ）；Ｄ 为淋溶柱内径

（ｃｍ）．模拟酸雨淋溶稳定化处理前后的 Ｃｒ 污染土

壤总 Ｃｒ和 Ｃｒ（Ⅵ）的累积释放模型如表 ３所示．目前

对于环境中重金属释放的数学模型，使用较多的

为：一级动力学方程、双常数方程、抛物线方程和修

正 Ｅｌｏｖｉｃｈ方程等（Ｑｉ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经过预先拟合

后对比选择，使用修正 Ｅｌｏｖｉｃｈ 方程拟合“快速释放

期”时总 Ｃｒ和 Ｃｒ（Ⅵ）的累积释放，一级动力学方程

拟合“稳定释放期”时总 Ｃｒ 和 Ｃｒ（Ⅵ）的累积释放．
由表可知，修正 Ｅｌｏｖｉｃｈ 方程拟合“快速释放期”的
总 Ｃｒ 和 Ｃｒ（Ⅵ），Ｒ２均大于 ０．９７２，显著性水平 ｐ＜
０．０１；使用一级动力学方程拟合“稳定释放期”的总

Ｃｒ和 Ｃｒ（Ⅵ），Ｒ２均大于０．９４１，ｐ＜０．０１．说明对于“快

表 ３　 模拟酸雨淋溶下稳定化处理前后 Ｃｒ 污染土壤总 Ｃｒ 和 Ｃｒ（Ⅵ）累积释放模型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Ｃｒ ａｎｄ Ｃｒ（Ⅵ） ｉｎ ｓｏｉｌ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元素 编号
快速释放期 稳定释放期

时间范围 ／ ｄ 修正 Ｅｌｏｖｉｃｈ方程 时间范围 ／ ｄ 一级动力学方程

ＣＰＳ⁃Ｄ⁃１ ０～１９
ｙ＝ １２９．７＋５６．１ｌｎ（ｘ－０．１７），
Ｒ２ ＝ ０．９７２∗∗

２０～１０２
ｙ＝ ２７６．１＋０．２１７ｘ，
Ｒ２ ＝ ０．９９５∗∗

总 Ｃｒ ＣＰＳ⁃Ｄ⁃２ ０～１０
ｙ＝－１．７２＋３．６１ｌｎ（ｘ＋０．１６），
Ｒ２ ＝ ０．９９９∗∗

１１～１０２
ｙ＝ ５．４２＋０．２０ｘ，
Ｒ２ ＝ ０．９９８∗∗

ＣＰＳ⁃Ｄ⁃３ ０～１０
ｙ＝－１．０７＋３．１２ｌｎ（ｘ＋０．１０），
Ｒ２ ＝ ０．９９９∗∗

１１～１０２
ｙ＝ ４．４２＋０．１８２ｘ，
Ｒ２ ＝ ０．９９９∗∗

ＣＰＳ⁃Ｄ⁃１ ０～６７
ｙ＝ ６７．２８＋２４．９７ｌｎ（ｘ－０．１７３），
Ｒ２ ＝ ０．９９４∗∗

６８～１０２
ｙ＝ １６２．２＋０．０２３ｘ，
Ｒ２ ＝ ０．９４１∗∗

Ｃｒ（Ⅵ） ＣＰＳ⁃Ｄ⁃２ ０～２２
ｙ＝－１．６４＋０．８２ｌｎ（ｘ－０．０７４），
Ｒ２ ＝ ０．９８９∗∗

２３～１０２
ｙ＝ ３．８３＋０．００９ｘ，
Ｒ２ ＝ ０．９９９∗∗

ＣＰＳ⁃Ｄ⁃３ ０～１０
ｙ＝ ０．１０２＋０．１５７ｌｎ（ｘ＋０．３２８），
Ｒ２ ＝ ０．９９４∗∗

１１～１０２
ｙ＝ ０．４５４＋０．００１８ｘ，
Ｒ２ ＝ ０．９５４∗∗

　 　 注： ∗∗，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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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释放期”和“稳定释放期”，修正 Ｅｌｏｖｉｃｈ 方程和一

级动力学方程能分别较好的拟合其总 Ｃｒ 和 Ｃｒ（Ⅵ）
的累积释放规律．
３．２．３　 模拟酸雨淋溶作用下土壤中 Ｃｒ 的形态分布

　 　 图 ５所示为模拟酸雨淋溶 ７０ ｄ 后稳定化处理

前后 Ｃｒ 污染土壤中 Ｃｒ 的形态分布．结合卢鑫等

（２０１７）的研究结果，ＣＰＳ⁃Ｄ⁃１、ＣＰＳ⁃Ｄ⁃２ 和 ＣＰＳ⁃Ｄ⁃３
土壤经过酸雨淋溶 ７０ ｄ后，可交换态分别由模拟酸

雨淋溶前的 ８１．９、６．１２和 ５．８９ ｍｇ·ｋｇ－１降为 ０ ｍｇ·ｋｇ－１；
碳酸盐结合态均显著增加；铁锰氧化物结合态均下

降；有机物结合态和残渣态淋溶前后含量变化不大．
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土壤中 Ｃｒ 的可交换态容易迁

移，而土壤在模拟酸雨淋洗下呈现的是饱和状态，
处于还原性，使得这些组分转变为碳酸盐结合态．随
着土壤的还原性增强，ｙ⁃Ｆｅ２Ｏ３和 Ｆｅ３Ｏ４被还原，与其

吸附的 Ｃｒ会被重新释放并被土壤中的胶体再次进

行吸附转化为碳酸盐结合态（李义纯， ２００９）．

图 ５　 模拟酸雨淋溶 ７０ 天后稳定化处理前后 Ｃｒ 污染土壤中 Ｃｒ
的形态分布

Ｆｉｇ．５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Ｃｒ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ｆｔｅｒ
ｃｏｌｕｍｎ ｔｅｓｔｓ ｌｅａｃｈｉｎｇ ７０ ｄａｙｓ

３．３　 冻融循环对稳定化处理前后的 Ｃｒ 污染土壤浸

出总 Ｃｒ的影响

冻融循环次数对稳定化处理前后 Ｃｒ 污染土壤

浸出总 Ｃｒ浓度的影响如图 ６ 所示．在整个冻融循环

的过程中，ＣＰＳ⁃Ｄ⁃２ 和 ＣＰＳ⁃Ｄ⁃３ 土壤均比 ＣＰＳ⁃Ｄ⁃１
土壤浸出毒性小，这说明经过稳定化处理的 Ｃｒ 污染

土壤在冻融循环的作用下重金属能保持一定的稳定

性．在冻融初期经过 ３０ 次的冻融循环后，ＣＰＳ⁃Ｄ⁃１、
ＣＰＳ⁃Ｄ⁃２和 ＣＰＳ⁃Ｄ⁃３ 土壤中浸出总 Ｃｒ 的浓度分别

降低了 ３６．２８％、６９．９３％和 ７１．８８％，可能是因为土壤

经过微弱的冻融循环后，对金属离子的吸附能力增

强且吸附量也随之增大，冻融交替会影响土壤孔隙

中的冰晶，使其膨胀后打破颗粒之间的连接作用，

最终使土壤中大团聚体变为小团聚体，当小团聚体

的数量和比表面积增大时，对重金属的吸附量随之

增加（Ｈａｆｓｔｅｉｎｓｄóｔｔｉ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之后，在冻融循环

次数为 １５０次时，ＣＰＳ⁃Ｄ⁃１、ＣＰＳ⁃Ｄ⁃２和 ＣＰＳ⁃Ｄ⁃３土壤

浸出总 Ｃｒ浓度与冻融循环次数为 ３０次时相比分别

增加了 ２７．６６％、４１．８６％和 ６６．６７％．推测随着冻融作

用的不断增强，其对土壤结构的破坏程度加剧，使
得土壤团聚包裹的重金属暴露于环境中（丛鑫等，
２０１５）．

图 ６　 冻融循环次数对稳定化处理前后 Ｃｒ 污染土壤浸出总 Ｃｒ
的影响

Ｆｉｇ．６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ｔｈａｗｉｎｇ ｃｙｃｌｅ ｔｉｍｅｓ ｏｎ ｌｅａｃｈｉｎｇ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Ｃｒ ｉｎ ｓｏｉｌ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３．４　 干湿交替对稳定化处理前后的 Ｃｒ 污染土壤浸

出总 Ｃｒ的影响

干湿交替次数对稳定化处理前后 Ｃｒ 污染土壤

浸出总 Ｃｒ浓度的影响如图 ７所示，随着干湿交替次

数的增加，土壤浸出总 Ｃｒ 逐渐降低． ＣＰＳ⁃Ｄ⁃１、
ＣＰＳ⁃Ｄ⁃２和 ＣＰＳ⁃Ｄ⁃３土壤经过 １５次干湿交替作用后

浸出总 Ｃｒ分别由原本的 ２２．４１、１．４３ 和 ０．３２ ｍｇ·Ｌ－１

降至 ０．０１ ｍｇ·Ｌ－１ ．该结果显示，干湿交替作用对土

壤中 Ｃｒ的释放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推测由于土壤在

干湿交替作用的过程中，游离态水合氧化物会经过

脱水转变为结晶氧化物，而结晶氧化物的比表面积

和活性均低于游离态水合氧化物，并且在干湿交替

作用的过程中，重金属离子可以深入矿物表面的孔

隙或者内部最终通过重结晶成为其一部分，从而降

低了重金属 Ｃｒ的活性（林于廉等， ２００８）．
干湿交替对稳定化处理前后 Ｃｒ 污染土壤中 Ｃｒ

的形态分布的影响如图 ８ 所示．结合卢鑫等（２０１７）
的研究结果，ＣＰＳ⁃Ｄ⁃１、ＣＰＳ⁃Ｄ⁃２ 和 ＣＰＳ⁃Ｄ⁃３ 土壤经

由 １５ 次干湿交替后，其中可交换态 Ｃｒ 含量由原始

的 ４．２８％、０．３３％和 ０．３％均降低至 ０；铁锰氧化物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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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态与有机结合态增加．经由干湿交替的作用，土壤

中固⁃液两相中存在的重金属形态分布会发生改变，
当存在于液相中的重金属重新进入固相时，通过有

机质与 Ｃｒ 的鳌合作用形成共价键，稳定性增强

（Ｎｉｌ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且干湿作用会使得土壤中微生

物死亡，死亡后细胞内的有机质会释放，增加土壤

中有机质的含量．

图 ７　 干湿交替次数对稳定化处理前后 Ｃｒ 污染土壤浸出总 Ｃｒ
的影响

Ｆｉｇ．７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ｗｅｔｔｉｎｇ⁃ｄｒｙｉｎｇ ｃｙｃｌｅ ｔｉｍｅｓ ｏｎ ｌｅａｃｈｉｎｇ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Ｃｒ ｉｎ ｓｏｉｌ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图 ８　 干湿交替对稳定化处理前后 Ｃｒ 污染土壤中 Ｃｒ 的形态分

布的影响

Ｆｉｇ．８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ｗｅｔｔｉｎｇ⁃ｄｒｙｉｎｇ ｃｙｃｌ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Ｃｒ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ｏｉｌ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４　 结论（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１）在多 ｐＨ 浸出、模拟酸雨淋溶、冻融循环、干
湿交替的场景下，稳定化技术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降低重金属 Ｃｒ长期向环境释放的风险．

２）多 ｐＨ浸出可作为检验土壤安全的较为敏感

的指标．在多 ｐＨ浸出下，ＣＰＳ⁃Ｄ⁃３的 ｐＨ值大于 ６．９２
时，Ｃｒ（Ⅵ）浸出浓度对环境存在一定的风险．

３）在整个实验模拟酸雨淋溶作用的过程中（３０
年），达到“稳定释放期”的土壤均处于安全状态．增
加稳定剂 ＣＰＳ的投加量，有助于加快淋溶液中总 Ｃｒ
与 Ｃｒ（Ⅵ）的释放达到“稳定释放期”．

４）冻融作用对土壤中的总 Ｃｒ 带来潜在释放的

风险；干湿交替作用能降低土壤中总 Ｃｒ 释放的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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