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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基于物种敏感性分布法推导土壤金属生态阈值过程中，利用毒性预测模型对来源于不同土壤的毒理学数据进行归一
化处理可消除土壤性质差异的影响，但目前建立的毒性预测模型仅限于少数物种。本研究通过比较土壤中小白菜、西红柿和
大麦的铜和镍的毒性预测模型应用于其他高等植物的预测效果，以及归一化前后各物种毒性阈值的种内变异程度，考察了土
壤中铜和镍的植物毒性预测模型种间外推的可行性和适用范围，解决了铜和镍土壤生态阈值导出过程中的方法学问题。土
壤中镍对小白菜的毒性预测模型能较好地预测芥菜和青椒的镍毒性阈值，利用该模型对芥菜和青椒在不同土壤中的镍毒性
阈值进行归一化后亦能显著降低其种内变异，其种内变异系数分别从 １．１８ 和 １．２５ 降至 ０．３１ 和 ０．０６； 但将镍对小白菜、西红柿
和大麦的毒性预测模型应用于莴笋和莴苣的毒性阈值预测时，在 ｐＨ ＜ ６．０ 的酸性土壤中其预测值均小于实测值，其实测值与
预测值的比值在 ３．２ 到 ６．８ 之间。对小麦、黄瓜和青椒的铜毒性阈值而言，小白菜模型预测效果优于西红柿和大麦模型。利用
西红柿模型归一化黄瓜铜毒性阈值，其毒性阈值的种内变异系数从 ０．８３ 降至 ０．１４。大麦的铜毒性预测模型能较准确地预测
水稻、洋葱、芥菜、包菜和萝卜的毒性阈值，且这 ５ 个物种的铜毒性阈值经大麦模型归一化后其种内变异均显著降低。本研究
结果可为土壤中铜和镍的植物毒性预测模型的种间外推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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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ｄｅｒｉｖｉ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 ｆｏｒ ｍｅｔａｌｓ ａｄｄｅｄ ｔｏ ｓｏｉｌ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Ｓ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ｄａｔａ ｗｉｔｈ ｍｅｔａｌ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ａｎ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ｏｉ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ｄｉｓｃｒｅｐａｎｃｙ．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ｗｅｒ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ｐｐｅｒ ａｎｄ ｎｉｃｋｅｌ ｐｈｙｔｏ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ｂｏｋ ｃｈｏｙ， ｔｏｍａｔｏ ａｎｄ ｂａｒｌｅｙ ｔｏ ｏｔｈｅｒ ｎｏｎ-ｍｏｄｅｌ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ｗａｓ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ａ-ｓｐｅｃｉｅｓ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ｎ-ｍｏｄｅｌ ｐｌａｎｔｓ＇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ｓｐｅｃｉｅｓ ｅｘｔｒａ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ｙｔｏ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ｎｉｃｋｅｌ ａｎｄ ｃｏｐｐｅｒ ａｄｄｅｄ ｔｏ ｓｏｉｌ ｗａｓ ｐｒｏｂ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ｓｐｅｃｉｅｓ ｅｘｔｒａ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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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理化性质是影响土壤中金属污染物毒性的
重要因素［１-３］ ，
Ｒｏｏｎｅｙ 等［４-５］ 采用不同性质的欧洲土壤
研究外源添加铜或镍对大麦根伸长和西红柿生长的
影响，
发现大麦根伸长和西红柿生长的半数抑制浓度
（ＥＣ５０ ）在不同土壤中的变化超过 １０ 倍以上，土壤有效
阳离子交换量（ｅＣＥＣ） 是影响铜或镍毒性的关键因
子，
并建立了铜或镍毒性的土壤主控因子 ｅＣＥＣ 与毒
害终点（ ＥＣ５０ ）的量化关系，即铜或镍毒性预测模型 ；

及环境质量基准的制定中 ［８-１０］ 。 基于物种敏感性分
布法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ＳＤ）量化污染
物的生态风险进而推导出浓度阈值，目前制定基于
风险的环境质量基准已成为国际趋势，该方法不仅
体现了物 种 敏 感 性 差 异，还 可 建 立 特 定 场 地 （ｓｉｔ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的标准限量值 ［１１-１２］ ，对于高度异质性的土壤
尤为重要。但是，在基于 ＳＳＤ 法建立土壤环境质量

对于中国土壤而言，
张洪涛等 和李波等 研究表明，

基准过程中，需要利用毒性预测模型对来自不同土
壤性质的毒理学数据进行归一化，以消除土壤性质

铜对西红柿生长的毒性阈值 ＥＣ５０ 在不同土壤中从

差异的影响，提高物种敏感性分布及环境质量基准

［６］

［７］

１４６ 增加到 １ ４１０ ｍｇ·ｋｇ ，镍对西红柿生长的 ＥＣ５０ 值

值的准确性 ［１０］ 。 如在欧盟的土壤镍生态风险评价

从 １１ 增加到 ９３２ ｍｇ·ｋｇ １ ，土壤 ｐＨ 是控制土壤中铜
同时土壤有机质含量（ＯＣ）和
或镍毒害的最主要因子，

中，利用镍对西红柿生长的毒性预测模型归一化所

阳离子交换量（ＣＥＣ）也是影响铜、镍毒性变化的重要
因子。由于中国土壤比欧洲土壤具有更大的变异性，

的预测 模 型 归 一 化 所 有 无 脊 椎 动 物 的 毒 理 学 数

故李波等基于中国土壤建立的铜毒性预测模型能很
好地预测欧洲土壤的铜毒性阈值，
而基于欧洲土壤建

种时，假定金属对共用模型的所有物种的毒性受土
壤理化性质的影响程度是相同的，即毒性预测模型

立的预测模型却不适用于中国土壤［７］ 。

中土壤性质参数是恒定的，这些物种对金属毒害敏
感性的差异来自物种自身的固有敏感性 ，即预测模

-１

金属毒性预测模型可在适用范围内依据土壤性
质（如土壤 ｐＨ 、ＯＣ 和 ＣＥＣ 等），较好地预测金属对
土壤生物的毒性，并已被应用到土壤生态风险评价

有高等植物的毒理学数据，利用对赤子爱蚯蚓毒害
据 ［８］ 。将某一特定物种的毒性预测模型用于其他物

型中的无量纲参数（截距），有关对金属生物配体模
型（ｔ -ＢＬＭ ）种间外推的研究 ［８，１３-１５］ 同样是基于以上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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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目前有关土壤金属毒性预测模型种间外推的研
究还未见报道，本研究通过比较小白菜、西红柿、大
麦的铜或镍毒性预测模型用于其他高等植物的预测
效果，以及归一化前后各物种毒性阈值的种内变异
程度，结合预测效果及种内变异降低程度确定用于
植物铜或镍毒性阈值归一化处理的最佳模型，亦为
铜或镍的毒性预测模型的种间外推提供科学依据。
由于污染物的 ＥＣ１０ （一定时间间隔内引起 １０％ 效应的
浓度）接近于无观测效应浓度（ＮＯＥＣ），在土壤环境阈
值的推导及基准建立中用到的毒性阈值为 ＥＣ１０ ，但
ＥＣ５０ 处于剂量-效应 Ｓ 型曲线的中部，受个别数据点
所以本文以研究铜或镍
所导致的误差的影响较小［１０］ ，
ＥＣ５０ 的预测模型的种间外推研究为主，同时对铜或镍
ＥＣ１０ 的预测模型的种间外推进行验证。
材料与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

1
１．１

高等植物铜或镍毒性阈值的筛选

搜索所有基于中国土壤的铜或镍毒理学数据并
进行筛选，利用文献中的原始数据通过 Ｍ ． Ｂａｒｎｅｓ
（ＣＳＩＲＯ， Ａｄｅｌａｉｄ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个人交流）编制的 Ｌｏｇ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剂量-效应曲线拟合软件，计算出 ＥＣ５０ 或直接
采用报道的 ＥＣ５０ 值 ，同时汇总有关研究项目中获得
的铜或镍毒理学数据 ［１５］ 。 筛选后的数据应满足以
下条件： 实验程序及数据规范，评价终点为植物根伸
长和植物生长，实验结果以镍、铜的外源添加量（ｍｇ
铜或镍·ｋｇ １ 土壤干质量）表示，
报道结果中同时附有必
要的土壤性质，
即土壤 ｐＨ、
ＣＥＣ、
ＯＣ 等，
且每一物种至
少有对应 ２ 个以上土壤类型的毒性阈值。最终筛选出
镍对芥菜、
青椒、
莴笋和莴苣 ４ 个物种及铜对芥菜、青
椒、
萝卜、
黄瓜、
小麦、
水稻、
洋葱和包菜 ８ 个物种的毒性
如表 １ 所示。
阈值及其相应的土壤性质参数，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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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出的高等植物铜或镍毒性阈值（ EC50 ） 及

表1

相应的土壤性质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ｃｒｅｅｎｅｄ ｃｏｐｐｅｒ ａｎｄ ｎｉｃｋｅｌ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 （ＥＣ５０ ） ｆｏｒ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ｓｏｉ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物种

ｐＨ

ＯＣ／％

芥菜 ［１６］
芥菜 ［１６］
青椒 ［１６］
青椒 ［１６］
青椒 ［１７］
莴笋 ［１８］
莴笋 ［１８］
莴笋 ［１８］
莴笋 ［１８］
莴笋 ［１９］
莴笋 ［１９］
莴苣 ［２０］
莴苣 ［２０］
莴苣 ［２０］
小麦 ［２１］
小麦 ［２２］
洋葱 ［２３］
洋葱 ［２４］
包菜 ［２３］
包菜 ［２４］
萝卜 ［２３］
萝卜 ［２４］
黄瓜 ［２３］
黄瓜 ［２４］

５．３
８．９
５．３
８．９
６．６
４．０
５．６
６．８
７．５
８．１
８．４
５．５
７．５５
８．４
７．２
８．４
４．９
６．０
４．９
６．０
４．９
６．０
４．９
６．０

０．８７
０．６９
０．８７
０．６９
０．９３
１．１０
０．９５
１．５４
１．８１
１．０２
０．３１
１．００
１．５０
０．３０
１．１３
１．１６
１．４９
４．５６
１．４９
４．５６
１．４９
４．５６
１．４９
４．５６

ＣＥＣ／
（ｃｍｏｌ·ｋｇ-１ ）
７．５
８．３
７．５
８．３
９．９
１１．８
１０．７
２０．５
２４．５
２５．５
２３
１８．１
２３．６
２１．１
１０
７．４
５．９
１６．１
５．９
１６．１
５．９
１６．１
５．９
１６．１

ＥＣ５０ ／（ｍｇ·ｋｇ-１ ）
Ｎｉ
Ｃｕ
１３
２２
１４７
１８７
１２
３５
１９５
２６２
－
１４５
４９
－
２９４
－
２３４
－
２５４
－
２９５
－
４７７
－
５６
－
１３２
－
８３
－
－
５０１
－
４３５
－
４０
－
２１６
－
５４
－
２３４
－
５７
－
２５３
－
６８
－
２５９

注： ｐＨ 值为土水体积比为 １∶ ５ 的悬浊液 ｐＨ 值。

测模型直接引自参考文献 ［１６ ］，其具体参数见表 ２
和 ３ 。土壤性质对金属毒性有显著影响 ［４-７］ ，预测模
型在种间外推时假设这种影响的程度对共用模型的
所有物种是相同的，即影响参数及其斜率是相同的，
各物种对金属毒害敏感性的差异来自于物种本身的
固有敏感性（ｋ）［１３-１５］ 。以 ＥＣ５０ 预测值与测定值之间的
ｎ

毒性模型预测效果比较

误差和（∑（实测 ＥＣ５０ ｉ -预测 ＥＣ５０ ｉ ））２ 最小为条件，利

土壤中铜或镍 ＥＣ５０ 毒性预测模型的形式通常

用 Ｅｘｃｅｌ 规划求解进行线性优化获得各个物种对应不
同模型的截距（ｋ）。根据优化求解获得的截距及模型

ｉ ＝１

为 ＬｏｇＥＣ５０ ＝ ａｐＨ ＋ ｂＬｏｇＯＣ ＋ ｃＬｏｇＣＥＣ ＋ ｋ，其 中
ＬｏｇＥＣ
ＬｏｇＯＣ 和 ＬｏｇＣＥＣ 分别为 ＥＣ５０ 、有机碳含
５０ 、
量（％ ）和阳离子交换量（ｃｍｏｌ·ｋｇ ）以 １０ 为底的对数，

中土壤性质参数的斜率计算各物种基于不同模型的
预测 ＥＣ５０ ，
如利用小白菜的镍毒性预测模型（见表 ３）

土壤性质参数斜率 ａ、ｂ、ｃ 表示其土壤性质对金属毒
性的影响程度，
截距 ｋ 则为表征该物种对污染物毒害

计算芥菜在相应土壤条件下的镍毒性阈值，其公式应
为 ＬｏｇＥＣ５０ ＝ ０．３７１ｐＨ ＋ ０．８４７ＬｏｇＯＣ-０．９９７，即公式中

的固有敏感性指标。李波等［１６］ 进行了中国 １７ 种代表

的土壤参数及其斜率与小白菜镍毒性预测模型相同，
但截距采用规划求解获得的 ｋ 值。将各物种的实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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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土壤中的铜和镍的植物毒害实验，通过多元逐步回
归分析建立了铜和镍对小白菜、大麦、西红柿的毒性
预测模型，
并验证了其在欧洲土壤中的适用性。本研
究所采用的铜和镍对小白菜、
大麦、
西红柿的毒性预

ＥＣ
５０ 与基于不同预测模型计算的预测 ＥＣ５０ 进行比较，
以确定各模型的预测效果。由于文献中部分 ＥＣ５０ 值
缺少相应的 ９５% 置信区间，故采用与土壤中铜和镍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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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阈值的 ９５％ 置信区间的平均值（１．９８）的近似值（２
倍的变化范围）作为预测结果准确性的判断指标，
２倍

２ 和 ３ 中不同模型及其对应的固有敏感性指标 （截
距），通过土壤性质参数计算镍或铜对各物种的 ＥＣ５０

的变化范围也常被其他文献采用［６，１３］

预测值，其预测值与测定值之间的关系如图 １ 和 ２
所示。对铜而言，大麦的毒性预测模型能很好地预

１．３

种内变异分析

利用预测模型将各物种测定的 ＥＣ５０ 值归一化
到特定土壤条件下，各物种的 ＥＣ５０ 值均归一化到中

测铜对水稻、洋葱、萝卜、芥菜及包菜的毒性，其预测
值与测定值的比值范围分别为 １．０ ～ １．２ 、
１．０ ～ １．０ 、
０．

性（包括水稻土）土壤条件下即 ｐＨ ＝ ７．０ 、ＣＥＣ ＝ １５
ｃｍｏｌ·ｋｇ １ 及 ＯＣ ＝ １．５％ ［２４］ 。 如芥菜在 ｐＨ ＝ ５．３ 、ＯＣ
＝ ０．８７％ 、ＣＥＣ ＝ ７．５ ｃｍｏｌ·ｋｇ １ 的土壤中镍的 ＥＣ５０ 为

１．０ ～ １．４ 和 ０．８ ～ １．０ 之间； 而小白菜的毒性
８ ～ １．０ 、
预测模型对于小麦、黄瓜和青椒的毒性预测效果最
佳，但由于小白菜的铜毒性预测模型中只有 ＬｏｇＯＣ
参数，而众多研究表明，土壤 ｐＨ 对于铜对土壤生物

-１

１３ ｍｇ·ｋｇ ，则利用小白菜模型（土壤参数见表 ３）将
其 归 一 化 到 中 性 土 壤 条 件 下 的 ＥＣ５０ｓ ＝ １３ ×

毒性影响显著 ［４，７］ ，用仅有 ＬｏｇＯＣ 参数的小白菜模
型归一化其他植物物种的 ＥＣ５０ 时，忽略了土壤 ｐＨ

１００．３７１ （７．０ － ５．３） ＋ ０．８４７ Ｌｏｇ（１．５ ０．８７） ，其他物种及模型以此类
推。 种 内 变 异 以 变 异 系 数 表 示，计 算 式 为
×

×

÷

的影响。将物种特性与小麦接近的大麦铜毒性预测
模型用于预测小麦的铜毒性阈值时，其预测值与测

ｎ

∑（ＥＣ５０ｓｉ -ＥＣ５０ｓ ）２

ｉ ＝１

槡（ｎ － １） × （ＥＣ

５０ｓ

）

定值的比值为 ０．７ ～ １．２ 。 而西红柿铜毒性预测模型
对于黄瓜、青椒的铜毒性阈值预测效果较好 ，其预测

，其中 ＥＣ５０ｓｉ 为第 ｉ 个 ＥＣ５０ 归一化

到特定条件下的值，ＥＣ５０ｓ 为 ｎ 个 ＥＣ５０ｓ 的平均值，ｎ
为该物种的毒性阈值的个数。 从理论上讲，不同土

值与测定值的比值平均值分别为 １．１ 和 １．２ 。
镍对小白菜的毒性预测模型能较好地预测青椒
和芥菜的 ＥＣ５０ 值，其预测值与测定值的比值分别在

壤条件下的 ＥＣ５０ 经毒性预测模型归一化至特定的
土壤条件下的 ＥＣ５０ｓ 应相等，变异系数减小表明种内

０．９ ～ １．０ 和 ０．６ ～ １．０ 之间，均处于 ２ 倍变化范围之
内； 而对于莴笋和莴苣这 ２ 个物种而言，镍对小白
菜、西红柿和大麦 ３ 种植物的毒性预测模型对其预

变异程度降低，即归一化处理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
土壤性质的影响。

测效果较差，在 ｐＨ ＜ ６．０ 的酸性土壤中其预测值均
小于实测值，其实测值与预测值的比值在 ３．２ 到 ６．８

结果与讨论（ Results and discussion）

2
２．１

模型预测的准确性

之间。因此利用镍的小白菜、西红柿和大麦 ３ 种植

以 ＥＣ５０ 的预测值与测定值之间的误差平方和
最小为约束条件，利用 Ｅｘｃｅｌ 规划求解获得的各个

物毒性预测模型归一化来源于 ｐＨ 较低的酸性土壤
的莴笋和莴苣的毒性阈值有较大的误差 。

物种对应不同模型的截距如表 ２ 和 ３ 所示。利用表
表2

Ｔａｂｌｅ ２

［16］

小白菜、西红柿和大麦的铜毒性预测模型

条件下各物种的固有敏感性（ 截距 ｋ 值）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ｋ ｖａｌｕｅｓ） ｆｏｒ ｎｏｎ-ｍｏｄｅ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ｉｔｔｅｄ ｂｙ ｃｏｐｐｅｒ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ｒｏｍ ｂｏｋ ｃｈｏｙ ， ｔｏｍａｔｏ ａｎｄ ｂａｒｌｅｙ
预测模型

小白菜模型
西红柿模型
大麦模型

芥菜

ＬｏｇＥＣ５０ ＝ ０．７７０ＬｏｇＯＣ ＋ １．９１３
ＬｏｇＥＣ５０ ＝ ０．１６７ｐＨ ＋ ０．６６７ＬｏｇＯＣ ＋ １．２５７
ＬｏｇＥＣ５０ ＝ ０．２２４ｐＨ ＋ ０．６２７ＬｏｇＯＣ ＋ ０．５０２ＬｏｇＣＥＣ ＋ ０．２４１

表3

Ｔａｂｌｅ ３

小麦

水稻

洋葱

包菜

黄瓜

萝卜

２．２２３ １．７８８ ２．６２５
０．９５２ ０．８８１ １．２９１
－ ０．０２３ － ０．０２１ ０．３８０

２．０６１
１．０７１
０．１９２

２．０６８ １．８３１
０．８７２ ０．９２１
－ ０．０８７ ０．０１７

１．８８０
０．９７０
０．０６３

１．８６４
０．９５５
０．０５０

［16］

小白菜、西红柿和大麦的镍毒性预测模型

青椒

条件下各物种的固有敏感性（ 截距 ｋ 值）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ｋ ｖａｌｕｅｓ） ｆｏｒ ｎｏｎ-ｍｏｄｅ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ｉｔｔｅｄ ｂｙ ｎｉｃｋｅｌ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ｒｏｍ ｂｏｋ ｃｈｏｙ ， ｔｏｍａｔｏ ａｎｄ ｂａｒｌｅｙ
预测模型

芥菜

青椒

莴笋

莴苣

小白菜模型

ＬｏｇＥＣ ＝ ０．３７１ｐＨ ＋ ０．８４７ＬｏｇＯＣ － ０．５３９

－ ０．９９７

－ ０．８７５

－ ０．４３２

－ ０．８０１

西红柿模型

ＬｏｇＥＣ ＝ ０．４２５ｐＨ ＋ ０．５７１ＬｏｇＯＣ － ０．７８６

－ １．５２２

－ １．４００

－ ０．８２５

－ １．２４７

大麦模型

ＬｏｇＥＣ ＝ ０．３６６ｐＨ ＋ ０．８２４ＬｏｇＯＣ － ０．００８

－ ０．９５７

－ ０．８３５

－ ０．３８９

－ ０．７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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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物种铜 EC50 测定值与预测值之间的相关性

注： 实线代表 １∶ １ 的直线，虚线代表 ２ 倍的预测区间
Ｆｉｇ． １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Ｃｕ ＥＣ５０ ｖａｌｕｅｓ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图2

各物种镍 EC50 测定值与预测值之间的相关性

注： 实线代表 １∶ １ 的直线，虚线代表 ２ 倍的预测区间
Ｆｉｇ． ２

２．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Ｎｉ ＥＣ５０ ｖａｌｕｅｓ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种内变异
利用表 ２ 和 ３ 选用的模型将各物种的 ＥＣ５０ 值归

一化到 ｐＨ ＝ ７．０ 、ＣＥＣ ＝ １５ ｃｍｏｌ· ｋｇ １ 及 ＯＣ ＝ １．５％
的条件下 ［２５］ 。结果表明，除小麦和青椒外 ６ 个物种

的铜 ＥＣ５０ 值经毒性预测模型归一化后其种内变异
均显著降低（见图 ３），其中当大麦模型用于归一化水

果，
选用西红柿模型用于青椒 ＥＣ５０ 的归一化。
利用小白菜、大麦和西红柿的模型将不同物种
的镍 ＥＣ５０ 归一化后，芥菜与青椒种内变异均显著降
低，且小白菜模型与大麦模型的降低程度相近 ，结合
上述模型预测精确度比较的结果，小白菜的毒性预
测模型用于归一化芥菜和青椒的镍毒性阈值最佳 ，

稻、洋葱、芥菜、包菜和萝卜中铜的 ＥＣ５０ 值时，其种
内变异降低最明显，其归一化后的种内变异值为 ０．

经小白菜模型归一化后，芥菜与青椒的 ＥＣ５０ 值种内

０４（洋葱）至 ０．２６（芥菜），与大麦模型对于水稻、洋葱、
包菜和萝卜的预测效果最佳的结果一致； 西红柿毒性

３ 所示）。而莴笋与莴苣的镍 ＥＣ５０ 值经归一化后其

模型对于黄瓜的铜的 ＥＣ５０ 种内变异的降低效果最明
显，
从 ０．８３ 降至归一化后的 ０．１４； 而小麦的铜的 ＥＣ５０
种内变异经归一化后有所增大，
这可能与小麦未归一
化的种内变异值（为 ０．１０）本身较小有关，考虑到小麦
与大麦 ２ 种植物的相似性，选用大麦的模型对小麦
ＥＣ５０ 值进行归一化； 青椒的铜 ＥＣ５０ 种内变异程度在归

变异值分别从 １．１８ 和 １．２５ 降低至 ０．３１ 和 ０．０６（如图
种内变异增大，此现象可能与酸性土壤中铝毒等其
他因素引起的 ＥＣ５０ 值偏低有关 ［２６］ 。 结合模型预测
效果及归一化处理对毒性阈值种内变异的降低程度
最终确定的铜、镍毒性模型种间外推组合如下：
（１）西红柿的铜毒性模型： 用于归一化黄瓜、青
椒的铜毒性阈值；

一化前后无显著变化，结合小白菜、大麦和西红柿 ３

（２）大麦的铜毒性模型： 用于其他 ６ 个物种（芥
菜、小麦、水稻、洋葱、包菜和萝卜）的铜毒性阈值；

个物种的铜毒性预测模型对于青椒 ＥＣ５０ 值的预测效

（３）小白菜的镍毒性模型： 用于归一化青椒、芥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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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莴笋和莴苣 ４ 个物种的镍毒性阈值。

图 3 归一化前后各物种铜（ a） 和镍（ b） 的 EC50 的种内变异，
Ｆｉｇ． ３

Ｉｎｔｒａ-ｓｐｅｃｉｅｓ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Ｃ５０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图4

ｃｏｐｐｅｒ （ａ） ａｎｄ ｎｉｃｋｅｌ （ｂ） ｔｏ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ｉｔｏｎ

２．３

各物种观测 EC50 值与基于选用模型的
预测 ＥＣ１０ 值之间的相关性

注： 实线代表 １∶ １ 的直线，虚线代表 ２ 倍的预测区间
Ｆｉｇ． ４

预测模型种间外推的应用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ＥＣ１０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ＥＣ１０ ｖａｌｕｅ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ｍｏｄｅｌｓ

毒性阈值有不同的表达形式，
除 ＥＣ５０ 外，
常用的还
表 ４ 中列出了小白菜、
西红柿和大麦的铜或镍
有 ＥＣ１０ ，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ＥＣ１０ 的预测模型的主要参数及斜率［１６］ ，
各参数与表 ２ 和
３ 中的有所不同。利用表 ４ 中选用的模型参数及其对
应的固有敏感性指标（ｋ）计算不同土壤中的铜和镍的
ＥＣ
并与实测 ＥＣ１０ 进行比较，
结果见图 ４。镍毒性
１０ 值，
阈值中，
除 ｐＨ 为 ８．４ 的碱性土壤中莴笋镍毒性阈值预
测值大于实测值，
ｐＨ 为 ８．１ 的土壤中莴苣镍毒性阈值
其他物种的镍毒性阈值预测值
预测值小于实测值外，
和实测值的比值均在 ２ 倍变化范围内； 除 ｐＨ 为 ５. ３ 的
酸性红壤中芥菜的铜毒性阈值预测值大于实测值，其
他物种的铜毒性阈值预测值和实测值的比值均在 ２ 倍
变化范围内。从图 ５ 中可看出除青椒的铜 ＥＣ１０ 外，各
物种的铜、
镍 ＥＣ１０ 值经选用的模型归一化后其种内变
利用镍或铜 ＥＣ１０ 值确定
异显著降低。以上结果说明，
的毒性预测模型种间互用的组合模式，
可用于中国土
表4

不同植物铜和镍 EC10 归一化处理所选用的
模型及其固有敏感性

Ｔａｂｌｅ ４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１０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ｃｏｐｐｅｒ ａｎｄ ｎｉｃｋｅｌ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大麦 Ｃｕ
毒性模型

预测模型
ＬｏｇＥＣ１０ ＝ ０. １０６ｐＨ ＋
０. ６２９ＬｏｇＯＣ

＋

０. ６１７ＬｏｇＣＥＣ ＋０. ５４０

图 5 归一化前后各物种铜（ a） 和镍（ b） 的 EC10 的种内变异
Ｆｉｇ． ５

Ｉｎｔｒａ-ｓｐｅｃｉｅｓ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Ｃ１０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ｃｏｐｐｅｒ （ａ）
ａｎｄ ｎｉｃｋｅｌ （ｂ） ｔｏ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ｉｔｏｎ

壤中镍或铜 ＳＳＤ 曲线的建立及生态基准的建立，且
可减小土壤性质差异的影响 ，但将镍、铜毒性预测
模型用于极端土壤条件下（ｐＨ 特别低或特别高）的
毒性阈值归一化时，仍需注意模型的适用范围。
综上所述，镍对小白菜的毒性预测模型能较好
地预测芥菜、青椒镍毒性阈值，利用该模型对此 ２ 个
物种的镍毒性阈值进行归一化后亦能显著降低其种
内变异，将镍对小白菜、西红柿和大麦毒性的预测模

固有敏感性（ｋ） ＊

型应用于莴笋和莴苣的毒性阈值预测时 ，其预测值
与真实值差别较大； 铜对大麦的毒性预测模型可用

水稻 小麦 洋葱 芥菜 包菜 萝卜

于小麦、水稻、洋葱、萝卜、芥菜及包菜的归一化，西

０. ５３３ ０. ９１３ ０. ０２９ ０. ４５５ ０. ０８０ ０. ２０３

西红柿 Ｃｕ ＬｏｇＥＣ１０ ＝ ０. ０９７ｐＨ ＋

青椒

黄瓜

毒性模型 ０. ０９６ＬｏｇＯＣ ＋１. ２６３

０. ５８５

０. ８６６

小白菜 Ｎｉ ＬｏｇＥＣ１０ ＝ ０. ４６０ｐＨ ＋

青椒

芥菜

莴笋

莴苣

毒性模型 ０. ０２５ＣＥＣ － １. ８１６

０. ０９２

０. ２９３

０. ６８９

０. ３０６

红柿铜毒性预测模型能较准确地预测青椒和黄瓜的
毒性阈值且降低其种内变异，因此该模型可用于这
２ 种植物毒性阈值的归一化。本研究证明了镍或铜
毒性预测模型的种间外推的可行性，利用毒性预测
模型对毒理学数据进行归一化能提高土壤金属污染
风险评价的准确性，也为制定土壤以及特定场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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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ｕａｌｉｔｙ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ｂｉｏｓｏｌｉｄｓ ［Ｊ］．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土壤环境基准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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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ｏｉｌ ｃｏｐｐ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Ｈ ｏｎ ｃｏｐｐｅｒ ｕｐｔａｋｅ
ｏｆ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ｇｒｏｗｎ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２００５， １（３）： ２５２ － ２５８
［１２］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Ｗａｔｅｒ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

（８）： １７３６ － １７４４

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６， １３ （１）： ９ －

Ｓｍｏｌｄｅｒｓ Ｅ， Ｂｕｅｋｅｒｓ Ｊ， Ｏｌｉｖｅｒ Ｉ， ｅｔ ａｌ． Ｓｏｉ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ｚｉｎｃ ｔｏ ｓｏｉ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ｉｎ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ｓｐｉｋｅｄ ａｎｄ ｆｉｅｌｄ-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 ｓｏｉｌｓ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

１４
［１３］

Ｌｉｇａｎｄ Ｍ ｏｄｅｌｓ ［Ｊ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６４０
Ｒｏｏｎｅｙ Ｃ Ｐ， Ｚｈａｏ Ｆ Ｊ， Ｍ ｃＧｒａｔｈ Ｓ Ｐ． Ｓｏｉ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ｐｐｅｒ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ｔｏ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ａ

２０１０， ４０８（２４）： ６１４８ － ６１５７
［１４］

ｂａｓｉｓ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 ２００１，

ｇｙ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 ２００６， ２５（３）： ７２６ － ７３２
Ｒｏｏｎｅｙ Ｃ Ｐ， Ｚｈａｏ Ｆ Ｊ， Ｍ ｃＧｒａｔｈ Ｓ Ｐ． Ｐｈｙｔｏ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ｎｉｃｋｅｌ ｉｎ ａ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ｉｌ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ｏｉｌ ｐｒｏｐ-

２０（１０）： ２３８３ － ２３９６
［１５］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Ｊ］．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２００７， １４５（２）： ５９６ － ６０５
张洪涛， 李波， 刘继芳， 等． 西红柿镍毒害的土壤主控
因子和预测模型研究 ［Ｊ］． 生态毒理学报， ２００９， ４ （４ ）：

２００９， ４０７（２０）： ５３７３ － ５３９１
［１６］

［Ｄ］． 北京： 中国农业科学院， ２０１０ ： ３３ － ４６
Ｌｉ Ｂ． Ｔｈｅ ｐｈｙｔｏ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ａｄｄｅｄ ｃｏｐｐｅｒ ａｎｄ ｎｉｃｋｅｌ ｔｏ

Ｚｈａｎｇ Ｈ Ｔ， Ｌｉ Ｂ， Ｌｉｕ Ｊ Ｆ， ｅｔ ａｌ． Ｍ ａｊｏｒ ｓｏｉ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ｃｏｎ-

ｓｏｉｌ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Ｄ］．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

ｎｅｓｅ ｓｏｉ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ｌ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Ｊ］． Ａｓ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０ ： ３３ － ４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片膜保护酶活性的影响［Ｊ］． 福建农业学报， ２００３， １８（４）：

李波， 马义兵， 刘继芳， 等． 西红柿铜毒害的土壤主控

２５４ － ２５７

因子和预测模型研究［Ｊ］． 土壤学报， ２０１０， ４７（４）： ６６５ －

Ｌｉｕ Ｊ Ｃ， Ｌｉ Ｙ Ｈ， Ｊｉｎ Ｈ．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ｐｐｅｒ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６７３

ｏｎ ｙｉｅｌｄｓ，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ｃｏｐｐ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Ｌｉ Ｂ， Ｍ ａ Ｙ Ｂ， Ｌｉｕ Ｊ Ｆ， ｅｔ ａｌ． Ｍ ａｊｏｒ ｓｏｉ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ｅｎｚｙ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ｐｅｐｐｅｒ ［Ｊ］． Ｆｕｊ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ｓｏｉ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ｌ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Ｊ］． Ａｃｔａ Ｐｅｄ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０３， １８（４）： ２５４ － ２５７
［１８］

杨定清， 傅绍清， 青长乐． 镍的作物效应及临界值研究

ｃａ， ２０１０， ４７（４）： ６６５ － ６７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 四川环境， １９９４， １３（１）： １９ － ２３

ＥＵ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Ｄｒａｆｔ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Ｙａｎｇ Ｄ Ｑ， Ｆｕ Ｓ Ｑ， Ｑｉｎｇ Ｃ Ｌ．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Ｎｉｃｋｅｌ ａｎｄ Ｎｉｃｋｅｌ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３． １：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ｎｉｃｋｅｌ ｏｎ ｃｒｏｐｓ ［Ｊ］．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Ｒ］． Ｄｒａｆｔ ｏｆ Ｍ ａｙ １１．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ＥＵ，

１９９４， １３（１）： １９ － ２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０６
［９ ］

刘景春， 李裕红， 晋宏． 铜污染对辣椒产量、累积及叶

Ｅｃｏ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 ， ２００９， ４（４）： ５６９ － ５７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ｎｇ ｃｏｐｐｅｒ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ｔｏ ｔｏｍａｔｏ ｉｎ ａ ｗｉｄ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 ］

李波． 外源重金属铜、镍的植物毒害及预测模型研究

５６９ － ５７６
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ｎｉｃｋｅｌ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ｔｏ ｔｏｍａｔｏ ｉｎ ａ ｗｉｄ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Ｃｈｉ-

［７ ］

Ｓｐｒａｎｇ Ｐ Ａ Ｖ， Ｖｅｒｄｏｎｃｋ Ｆ Ａ Ｍ ， Ａｓｓｃｈｅ Ｆ Ｖ．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ｚｉｎｃ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ｓ：

ｅｒｔｉｅｓ， Ｎｉ ｓｏｌｕ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ａｔｉｏｎ ［ 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６ ］

Ｄｉ Ｔｏｒｏ Ｄ Ｍ ， Ａｌｌｅｎ Ｈ Ｅ， Ｂｅｒｇｍａｎ Ｈ Ｌ， ｅｔ ａｌ． Ｂｉｏｔｉｃ Ｌｉｇａｎｄ Ｍ 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ｕｔｅ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ｍｅｔａｌｓ． １．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ｗｉｄ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ｉｌｓ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５ ］

Ｓｃｈｌｅｋａｔ Ｃ Ｅ， Ｇｅｎｄｅｒｅｎ Ｅ Ｖ， Ｄｅ Ｓｃｈａｍｐｈｅｌａｅｒｅ Ｋ Ａ Ｃ，
ｅｔ ａｌ． Ｃｒｏｓｓ-ｓｐｅｃｉｅｓ ｅｘｔｒａ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ｎｉｃｋｅｌ Ｂｉｏｔｉｃ

ｍｅｎｔａｌ 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 ２００４， ２３ （１１）： ２６３３ －
［４ ］

Ｖｉｇｈｉ Ｍ ， Ｆｉｎｉｚｉｏ Ａ， Ｖｉｌｌａ Ｓ．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ＵＳ ＥＰＡ Ｒｅｄ Ｂｏｏｋ ｔｏ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 ２００２， ２１
［３ ］

Ｂｏｓ Ｒ， Ｈｕｉｊｂｒｅｇｔｓ Ｍ ， Ｐｅｉｊｎｅｎｂｕｒｇ Ｗ． Ｓｏｉｌ ｔｙｐ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１９］

涂从． 紫色土中镍植物毒性的研究［Ｊ］． 中国环境科学，

Ｈｅｅｍｓｂｅｒｇｅｎ Ｄ Ａ， Ｗａｒｎｅ Ｍ Ｓ Ｊ， Ｂｒｏｏｓ Ｋ， ｅｔ ａｌ． Ａｐｐｌｉ-

１９９６， １６（６）： ４５６ － ４６０

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ｙｔｏ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ｄａｔａ ｔｏ ａ ｎｅｗ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ｓｏｉｌ

Ｔｕ 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ｎｉｃｋｅｌ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ｔｏ ｌｅｔｔｕｃｅ ｇｒｏｗｎ ｉｎ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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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ｉｌｓ ［Ｊ］． Ｃｈｉｎ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９９６，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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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ｄ ｒｅｄ ｓｏｉｌ ［Ｊ］． Ｃｈｉｎ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８， ２８（２）：

（６）： ４５６ － ４６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３ － １５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

尹升华， 杨定清． 土壤中镍对蔬菜生长的影响及镍的

［２４］

临界值研究［Ｊ］． 农业环境保护， １９９２， １１（２）： ８８ － ９０

根伸长 的 抑 制 及 毒 性 效 应 ［Ｊ ］． 农 业 环 境 科 学 学 报

［２１］

张艳丽． Ｃｕ、Ｐｂ 胁迫对小麦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的影

２００７， ２６（３）： ９４５-９４９

响［Ｄ］． 成都： 四川师范大学， ２００８： ３７ － ５２

Ｚｈａｎｇ Ｊ Ｘ， Ｎａ Ｍ Ｌ， Ｘｕ Ｍ Ｇ．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Ｚｈａｎｇ Ｙ Ｌ． Ｓｅｅｄ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Ｔｒｉｔｉ-

Ｃｕ， Ｚｎ， Ｐｂ ｏｎ ｒｏｏｔ ｅｌｏｎ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ｉｎ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

ｃｕｍ ａｒｓｔｉｖｕｍ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ｆ Ｃｕ ａｎｄ Ｐｂ ［Ｄ］． Ｃｈｅｎｇ-

ｔｅｄ ｓｏｉｌ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７，

ｄｕ：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２００８： ３７－ ５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２］

［２３］

张建新， 纳明亮， 徐明岗． 土壤 Ｃｕ、Ｚｎ、Ｐｂ 污染对蔬菜

２６（３）： ９４５ － ９４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５］

王小庆， 韦东普， 黄占斌， 等． 物种敏感性分布在土壤

李惠英， 陈素英， 王豁． 铜锌对土壤-植物系统的生态效

中镍生态阈值建立中的应用研究［Ｊ］． 农业环境科学学

应及临界含量［Ｊ］． 农村生态环境， １９９４， １０（２）： ２２ － ２４

报， ２０１２， ３１（１）： ９２ － ９８

Ｌｉ Ｈ Ｙ， Ｃｈｅｎ Ｓ Ｙ， Ｗａｎｇ Ｈ．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ｔｅｓ ｏｆ Ｃｕ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Ｘ Ｑ， Ｗｅｉ Ｄ Ｐ， Ｈｕａｎｇ Ｚ Ｂ， ｅｔ 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Ｚｎ ｉｎ ｓｏｉｌ-ｐｌａ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ｉｒ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ｅｒｉｖｉｎｇ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Ｊ］． Ｒｕｒａｌ 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１９９４， １０（２）： ２２ － ２４ （ｉｎ Ｃｈｉ-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 ｆｏｒ ｎｉｃｋｅｌ ｉｎ ｓｏｉｌ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

ｎｅｓｅ）

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２， ３１（１）： ９２ － ９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徐明岗， 纳明亮， 张建新， 等． 红壤中 Ｃｕ、Ｚｎ、Ｐｂ 污染对

［２６］

Ｑｉｎ Ｒ Ｊ， Ｃｈｅｎ Ｆ Ｘ． Ａｍｅｌｉ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ｕｍｉｎｕｍ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ｉｎ

蔬菜根伸长的抑制效应［Ｊ］． 中国环境科学， ２００８， ２８（２）：

ｒｅｄ ｓｏｉｌ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ｕｓｅ ｏｆ ｂａｒｎｙａｒｄ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 ｍａｎｕｒｅ ［Ｊ ］．

１５３ － １５７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ｏｉ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２００５，

Ｘｕ Ｍ Ｇ， Ｎａ Ｍ Ｌ， Ｚｈａｎｇ Ｊ Ｘ， ｅｔ ａｌ．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３６（１３-１４）： １８７５ － １８８９

Ｃｕ， Ｚｎ ａｎｄ Ｐｂ ｏｎ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ｒｏｏｔ ｅｌｏｎ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