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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调控措施对个旧矿区水稻土 As 修复及水稻 As 累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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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大田试验条件下，研究了复合钝化剂 A1（蛭石 + 硫酸亚铁），A2（纳米活性炭 + 硅钾钙镁肥）、A3

（火山石 + 钙镁磷肥 + 有机肥）和 B1（叶面硅肥）单一和联合 7 种不同的调控处理（A1、A2、A3、B1、A1B1、
A2B1、A3B1）对云南省个旧矿区稻田 As 污染土壤的修复效应及对稻米 As 累积的影响。结果表明：添加土壤钝
化剂后土壤 pH 值均有不同程度的升高；非专性吸附态和专性吸附态 As 含量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联合调控处
理效果优于单一处理；不同处理对水稻均有不同程度的增产效果，A1B1、A2B1、A3B1 3 种联合调控处理后水稻
产量分别增加 28.0%、27.2% 和 29.7%，联合调控增产效果较单一好；不同处理水稻根系、茎叶、糙米中 As 含
量和无机 As 含量都有不同的程度的降低，A2B1 联合调控处理糙米中 As 含量和无机 As 含量分别降低 60.3% 和
77.1%，效果较其它处理好；不同钝化剂处理下，根系到茎叶、茎叶到糙米、根系到糙米的转运系数都明显降低，
A2B1 联合调控处理效果较其它处理优。综上，采用土壤钝化 - 农艺联合调控措施，即基施蛭石和硫酸亚铁联合
钝化剂，同时在水稻灌浆期和抽穗期喷施叶面硅肥（A2B1），能有效修复个旧矿区 As 污染土壤，有效降低糙米
中 As 的含量和无机 As 含量，有效提高矿区稻米安全质量，该项技术可在 As 污染的农田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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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最新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土壤有 5.8×105 km2
地区砷含量超过 10 μg/L，约有 2 000 万人生活在土

采用了不同的修复方法，如固化修复［5］、吸附［6］、

壤砷污染高风险地区［1］。在采矿和冶炼密集活动

金属发生吸附、络合、沉淀、离子交换和氧化还原

区，大量闲置含砷尾矿库和任意排放矿渣加快了砷

等一系列反应，降低重金属有效性，从而降低重金

5

离子交换［7］、喷施叶面肥［8］等。钝化剂可以与重

释放到土壤中的速度，我国每年产生砷渣 5×10 t，

属的毒性［9-10］。Chika 等［11］ 研究发现，向土壤中

目前已囤积的砷渣有 2×106 t，砷渣的无害化处理

施加硅肥不仅可以促进水稻生长发育，还能缓解

以及再利用率低，因此在这些地区土壤砷污染问题

重金属的毒害作用。硅肥进入土壤后溶解性差，容

［2］

。云南省有“金属王国”的美誉，矿产

易被土壤胶体吸收固定，不易被植物利用；而叶面

的开发带动了当地的经济，但是也带来了新的环境

硅肥不仅可以缓解重金属对作物的毒害作用，还有

问题。在云南省红河州出现了砷污染程度超出阳宗

肥效好、养分利用率高、针对性强、施用方便等特

海数倍的大屯海湖泊，经检测，大屯海砷含量超过

点［12-13］。李慧敏等［8］研究发现，喷施叶面硅肥可

国家标准限量 96 倍［3］。

以缓解生菜砷毒害、提高生菜的生物量和叶绿素含

尤其突出

因土壤的种类不同，理化性质不同，导致土壤
［4］

中 As 的存在形态不同

，针对砷污染问题，前人

量。对于土壤重金属修复，固化 / 钝化方法是发展
较快的处置技术，固化 / 钝化剂改变了重金属在土
壤中的存在形态，使固化剂与重金属结合而降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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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性［14］。由于生产过程中条件的限制，单一钝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2018YFD0800603）；科技惠

化剂有一定的局限性，难以满足生产的需要，取得

民 - 云南省农科院农业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专项（2017RA01407）；

的效果并不理想。陈喆等［15］采用复合钝化剂对镉

云南省人才培养计划项目（2014HB059，2015HC025）；云南省农

污染土壤进行修复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砷污染土壤

业联合面上项目［NO.2017FG001（-059）］。

的修复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和行动，真正行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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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治理应综合考虑整个生态系统、人体健康、砷污
染修复技术水平、砷污染地区实际情况等变量，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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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结合现有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3］。基于云南省个

1.1.3

旧矿区土壤及稻米中砷污染现状，拟选用纳米活性

供试植物
供试植物为水稻，品种为红优 4 号，由云南省

炭、硅钾钙镁肥、火山石、钙镁磷肥、有机肥、蛭

红河州个旧市大屯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提供。

石和硫酸亚铁 7 种土壤钝化剂与叶面硅肥联合或单

1.2

试验设计

施于砷污染土壤，在大田条件下对不同的土壤钝

试验共设 8 个处理，分别为（1）CK：对照，不

化 - 农艺联合修复调控措施设置水稻种植试验，分

采用调控措施；
（2）A1：750 kg/hm2（3）A2：1 125

析研究不同的修复调控措施对土壤砷的钝化效果及

kg/hm2；（4）A3：3 150 kg/hm2；（5）B1： 叶 面 硅

对稻米中砷累积的影响，以期获得较好的联合修复

肥 3 750 mL/hm2；（6）A1B1：A1+B1；（7）A2B1：

技术，为矿区稻田土壤砷污染修复和稻米安全生产

A2+B1；（8）A3B1：A3+B1，每处理 3 次重复。试

提供科学支撑，为建立土壤砷污染生态风险评价方

验小区面积 40 m2，小区之间使用塑料膜包裹田坎

法和指标体系提供理论依据。

防止相互影响，各处理设置独立灌溉沟渠，各处理

1

设置 3 个重复。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于 2015 年 4 月进行育秧，土壤钝化剂 A1、
A2、A3 撒施于稻田并利用旋耕设备将其与土壤充

试验材料

1.1.1

分混匀，2015 年 5 月进行秧苗移栽。叶面硅肥于

试验地点
试验地点位于云南省个旧市大屯镇矿区周

水稻抽穗期和水稻灌浆期分两次喷施，喷施时间选

边稻田种植区，属岩溶盆地地貌，海拔 1 220 ～

择为无风的晴天 16：00 ～ 17：00。田间管理按大田

1 350 m，区域常年平均气温 18 ～ 20℃，年降水量

常规操作进行。

800 ～ 1 000 mm。该区域多年来受矿业开采及污灌

1.3

样品采集与处理

影响，农田土壤普遍表现为重金属 As 污染。土壤

2015 年 9 月中旬水稻成熟，采集水稻植株连

类型多为红壤性水稻土，试验田土壤基本理化性状

同根际土壤样品，水稻植株分为根、茎叶、谷粒 3

为 pH 值 5.5，有机质含量 52.3 g/kg，阳离子交换量

个部分，清洗干净后在 105℃杀青 30 min 后 70℃烘

21.5 cmol/kg，有效磷含量 16.7 mg/kg，速效钾含量

至恒重。谷粒使用小型砻谷机（JLG- Ⅱ型砻谷机，

77 mg/kg；As 含量 136.8 mg/kg。对照《土壤环境质

中储粮成都粮食储藏科学研究所）将水稻谷粒脱壳

量标准》（GB 15618-2018）二级标准，供试土壤重

形成糙米样品；根、茎叶、糙米样品使用小型粉碎

金属 As 含量均超出标准限量，且 As 含量是标准限

机粉碎，过 0.150 mm 的尼龙筛，用自封袋保存待

量（≤ 30 mg/kg）的 3.6 倍。

测。土壤自然风干、磨碎后过 0.150 mm 的尼龙筛，

1.1.2

用自封袋保存待测。

钝化材料和叶面硅肥
供试钝化材料和叶面硅肥的来源及基本情况见

表 1，所用调控材料组合为：A1（86.4% 蛭石 +13.6%

1.4

样品分析
土 壤 pH 值 用 酸 度 计［STARTER 3100， 奥

镁肥）、A3（23.8% 火山石 +4.8% 钙镁磷肥 +71.4%

豪斯仪器（上海）有限公司］测定，固液比值为
1∶2.5［16］；对土壤进行湿法消解（混合酸比例为，

。
有机肥），B1（叶面硅肥，SiO2 ≥ 25%）

HNO3∶HClO4∶HF=10∶1∶2） 后， 采 用 原 子 荧 光

硫酸亚铁）、A2（66.7% 纳米活性炭 +33.3% 硅钾钙

表1

供试钝化材料和叶面硅肥来源及其基本理化性质

法（GB/T 22105.2-2008） 测 定 砷 的 含 量。 土 壤 砷
形态采用 Wenzel 等［17］ 提出的 As 分级提取法，各

材料名称

pH 值

As（mg/kg）

来源

纳米活性炭

7.86

3.94

云南华仑天玺贸易有限公司

个分级提取处理的样液经过湿法消解（混合酸比例

硅钾钙镁肥

8.12

1.32

云南宾川县农资公司

为，HNO3∶HClO4∶HF=10∶1∶2） 后， 采 用 ICP-

火山石

6.56

4.56

昆明呈贡斗南农资市场

MS（ELAN DRC-e 型，美国 Perkin Elmer 公司）测

钙镁磷肥

8.83

5.42

昆明呈贡斗南农资市场

定砷的含量。水稻样品根、茎叶、糙米进行湿法消

有机肥

7.87

6.22

昆明呈贡斗南农资市场

解（混合酸比例为 HNO3∶HCIO4=10∶1），采用原

蛭石

8.28

1.36

昆明呈贡斗南农资市场

子荧光法（GB 5009.11-2014）测定砷的含量，无
机砷直接将样品用 HNO3 提取，过滤，采用原子荧

硫酸亚铁

2.46

4.67

昆明呈贡斗南农资市场

叶面硅肥

10.78

未检出

杨凌澳邦生物科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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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数据分析
文 中 的 数 据 分 析 采 用 SPSS 22.0 软 件， 用 邓
肯新复极差法对试验数据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
（P<0.05，P<0.01）。新复极差法是用于方差分析的
事后两两比较，以减少第二类错误。文中的图形处
理用 Excel 2016 进行。
砷的转运系数指地上部砷含量与地下部砷含量
的比值，用来评价砷由水稻地下部向地上部的运输

图1

和富集能力。水稻不同功能器官之间转运系数计算

注：图中不同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P<0.05），下同。

公式：R=S/L，其中 R 为转运系数，S 为 As 地上部

土壤 As 形态分析结果见表 2。经调控处理后

分含量（mg/kg），L 为 As 地下部分含量（mg/kg）。

2

土壤中非专性吸附态和专性吸附态含量都有不同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钝化剂处理对土壤 pH 的影响

程度的降低。单一钝化处理中，与对照相比，土
壤 As 非专性吸附态含量分别降低了 20.1%、34.3%

不同调控处理对土壤 pH 值和 As 形态的影响

和 20.1%， 专 性 吸 附 态 含 量 分 别 降 低 了 48.8%、

随着土壤钝化剂和叶面硅肥组配施入，经过

54.5% 和 52.9%。在联合钝化处理中，与对照相比，

一 季 的 水 稻 生 长， 土 壤 pH 值 明 显 升 高。 从 图 1

A1B1、A2B1 和 A3B1 联合处理的土壤非专性吸附

可 以 看 出， 与 对 照 相 比，A1、A2 和 A3 这 3 个 处

态 As 含量分别降低了 44.7%、30.4% 和 29.8%，专

理 的 土 壤 pH 值 分 别 比 对 照 升 高 了 0.62、0.56 和

性吸附态含量分别降低了 57.2%、49.2% 和 29.9%。

0.80；在联合调控处理中，与对照相比，所有处

与对照相比，经钝化剂处理后铁锰水化氧化物结合

理 措 施 均 使 土 壤 的 pH 值 上 升，A1B1、A2B1 和

态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而残渣态则有不同程度的

A3B1 3 个 处 理 土 壤 pH 值 分 别 升 高 了 0.53、0.34

增加。综合分析结果表明，添加联合钝化剂 A1B1

和 0.48 个单位，由此可以看出，单一土壤调控处

土壤 As 非专性吸附态、专性吸附态和铁锰水化氧

理对土壤酸度调节效果优于联合调控处理，且在

化物结合态含量降低幅度最大，残渣态则相应的

联合调控处理中 A3B1 调控处理对 pH 值调控效果

增加。

最好。
表2

不同钝化剂施用对 As 形态的影响

（mg/kg）

非专性吸附态

专性吸附态

铁锰水化氧化物结合态

铁铝水化氧化物结合态

残渣态

CK

0.21±0.01a

30.43±5.12a

29.76±1.30a

64.03±3.71a

14.75±0.17c

A1

0.16±0.03ab

15.57±1.61cd

18.17±1.95cd

66.98±2.12a

44.93±0.66a

A2

0.14±0.05c

13.86±5.04cd

18.29±1.05cd

70.38±3.20a

44.21±5.65a

A3

0.16±0.04ab

14.33±3.17cd

20.69±1.94bcd

67.39±1.20a

41.37±1.83a

B1

0.16±0.00ab

24.15±6.72ab

25.28±6.32ab

64.68±9.96a

27.54±9.13b

A1B1

0.11±0.01c

13.02±0.64d

17.72±1.02d

72.78±7.98a

41.77±0.66a

A2B1

0.14±0.02c

15.46±3.66cd

24.72±4.27abc

71.39±2.82a

30.67±10.32b

A3B1

0.14±0.02c

21.32±0.93bc

24.68±5.62abc

69.61±7.37a

28.08±6.65b

注：同一列不同字母表示各处理之间差异显著（P<0.05），下同。

2.2

不同调控处理对水稻产量和水稻各部位 As 含

量的影响

从单一的调控处理来看，A1、A2、A3 和 B1 处理水
稻 分 别 比 CK 增 产 24.3%、9%、12.4% 和 12.3%，A1

不同调控处理后对水稻产量的影响见图 2。从

处理增产效果优于 A2、A3 和 B1 处理。从联合调控

图 2 可以看出，不同调控处理水稻产量差异显著

处理分析来看，A1B1、A2B1 和 A3B1 处理水稻产量

（P<0.05）
。与对照相比，各调控处理对水稻均具有一

分 别 比 CK 增 加 了 28.0%、27.2% 和 29.7%，A3B1 处

定的增产效应，增产幅度为 9% ～ 29.7%，各处理增

理增产效果优于 A1B1 和 A2B1 处理。整体表现为联

产效果表现为 A3B1>A1B1>A2B1>A1>A3>B1>A2>CK。

合调控处理水稻增产效果优于单一调控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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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36.3%；糙米中无机砷含量比对照分别降低了
49.5%、46.8%、46.8% 和 40.4%。 联 合 调 控 处 理
后，根系、茎叶和糙米中 As 含量以及糙米中无机
砷含量与对照差异显著（P<0.05）。与对照相比，
A1B1、A2B1 和 A3B1 联合调控处理根系中 As 含量
分别降低了 18.1%、16.9% 和 16.5%；茎叶 As 含量
分别降低了 54.8%、37.1% 和 36.5%；糙米中 As 含
量分别降低了 60.3%、59.1% 和 54.1%；糙米中无
机砷含量分别降低了 77.1%、76.1% 和 59.6%。上
图2

不同钝化剂处理对水稻产量的影响

述分析表明，试验中的调控处理措施均能降低水稻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在单一钝化剂处理下，各
处理根系、茎叶和糙米中 As 含量以及无机砷含量

根系、茎叶和糙米对 As 的吸收累积，而喷施叶面
硅肥后水稻各部位 As 含量低于单一钝化剂。总体

均 有 不 同 程 度 的 降 低。A1、A2、A3 和 B1 3 个 调

来看，联合钝化剂处理对水稻各部位吸收积累 As

控处理根系中 As 含量分别比对照降低了 14.6%、

的抑制效果比单一钝化剂处理好，其中联合钝化剂

14.4%、7.0% 和 3.8%； 茎 叶 中 As 含 量 分 别 比 对

处理 A1B1 水稻各部位吸收 As 含量低于其他处理，

照 降 低 了 35.5%、32.4%、24.8% 和 7.9%； 糙 米 中

且糙米中 As 含量以及糙米中无机砷含量低于国家

As 含 量 分 别 比 对 照 降 低 了 46.4%、45.5%、45.2%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标准（GB 2762-2017）。

表3
处理

2.3

不同钝化剂对水稻各部位中 As 含量影响

根系

茎叶

（mg/kg）

糙米

糙米（无机砷）

CK

143.67±1.53a

48.63±1.89a

0.496±0.021a

0.036±0.002a

A1

122.67±5.51bc

31.37±3.10b

0.266±0.109bc

0.018±0.006b

A2

123.00±7.94bc

32.87±6.00b

0.270±0.021bc

0.019±0.013b

A3

133.66±3.51bc

36.57±2.50b

0.272±0.084bc

0.019±0.018b

B1

138.17±1.11b

44.80±1.06a

0.316±0.041bc

0.022±0.004ab

A1B1

117.68±8.96c

22.00±1.00c

0.197±0.002c

0.008±0.001b

A2B1

119.33±1.53c

30.57±8.79b

0.203±0.004c

0.009±0.002b

A3B1

120.00±4.00bc

30.90±1.49b

0.228±0.023bc

0.015±0.001b

不同调控处理对水稻 As 转运系数的影响
从表 4 可以看出，As 从水稻根系到茎叶的转

表4

不同钝化剂对 As 在水稻各器官间转移系数的影响

处理

根系到茎叶

茎叶到糙米

根系到糙米

CK

0.338±0.010a

0.010±0.000a

0.003±0.000a

A1

0.256±0.020bc

0.008±0.003a

0.002±0.001bc

比，根系到茎叶转运系数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联

A2

0.270±0.067ab

0.008±0.001a

0.002±0.000bc

合调控处理效果优于单一调控处理；茎叶到糙米

A3

0.274±0.026ab

0.007±0.002a

0.002±0.001c

的转运系数与对照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根

B1

0.324±0.005ab

0.007±0.001a

0.002±0.000bc

A1B1

0.188±0.017c

0.009±0.000a

0.002±0.000c

A2B1

0.256±0.074bc

0.007±0.002a

0.002±0.000c

A3B1

0.258±0.021bc

0.007±0.001a

0.002±0.000c

运系数范围在 0.188 ～ 0.338 之间，从茎叶到糙米
的 转 运 系 数 在 0.007 ～ 0.010 之 间， 土 壤 As 根 系
到茎叶的转运能力明显大于茎叶到糙米；与对照相

系到糙米的转运系数均低于对照，且与对照差异
显 著（P<0.05）。 综 合 分 析 不 同 处 理，A1B1 联 合
调控处理后根系到茎叶的转运系数低于其他处理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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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土壤 pH 值、As 形态和水稻各部位 As 含量的

相关性分析

化结合态 As 含量，增加残渣态 As 含量，降低糙米
中 As 含量。非专性吸附态 As 含量与水稻根系 As 含

将各调控处理条件下土壤 pH 值、As 形态和水

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P<0.05），与水稻茎叶、糙

稻各部位 As 含量以及糙米中无机 As 含量进行相关

米中 As 含量以及无机 As 含量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

分析，结果见表 5。由表中结果可以看出，土壤 pH

（P<0.01）
。专性吸附态砷含量与水稻根系、茎叶、

值升高可以降低专性吸附态 As 含量和铁锰水化氧
表5

土壤 pH 值

糙米中 As 含量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P<0.01）
。

土壤 pH 值、各形态 As、水稻各部位 As 含量以及无机 As 含量的相关性

土壤

非专性

专性

铁锰水化氧 铁铝水化氧

pH 值

吸附态

吸附态

化物结合态 化物结合态

残渣态

根系中 As 茎叶中 As 糙米中
含量

含量

As 含量

糙米中无机
As 含量

1

非专性吸附态

-0.364

专性吸附态

-0.611

1
**

0.392

1

**

0.743**

铁锰水化氧化结合态

-0.564

0.365

铁铝水化氧化物结合态

0.12

-0.281
**

-0.118

-0.049

1

0.725

-0.403

根系中 As 含量

-0.331

0.478*

0.654**

0.461*

-0.414*

-0.518**

1

茎叶中 As 含量

0.398

0.691**

0.645**

0.613**

-0.313

-0.593**

0.751**

**

**

**

-0.229

-0.542

**

-0.12

-0.460*

糙米中 As 含量

-0.585

糙米中无机 As 含量

-0.392

0.578

0.514**

0.713

0.656**

-0.822

**

残渣态

**

-0.847

**

1

0.522

0.439*

0.11

1

0.750

*

0.618**

1
0.762**

1

0.620**

0.849**

1

注：* 表示 P<0.05 显著相关，** 表示 P<0.01 极显著相关。.

3

酸亚铁处理含砷（V）废水，发现硫酸亚铁更适合

讨论

处理工业含砷废水，可以避免带入新污染物氯离

土壤中 As 对生物的毒害程度，不仅与土壤 As

子。赵慧敏［22］发现硫酸亚铁对土壤中的砷有较稳

总量有关，很大程度是由其在土壤中存在的形态决

定的效果。活性炭和火山石具有较大的表面积和较

定。Wenzel 等［17］ 提出的 As 分级提取法将土壤中

强的重金属吸附能力，能固定吸附土壤中的重金

砷形态分为非专性吸附态、专性吸附态、铁锰水化

属［23-24］。陈维芳等［25］ 研究表明改性活性炭可以

氧化物结合态、铁铝水化氧化物结合态和残渣态 5

通过离子交换显著提高对砷酸盐的吸附能力。蛭石

个形态。非专性吸附态 As 是吸附在土壤颗粒表面

具有较好的物理和化学稳定性，具有较高的离子交

的砷或可溶性砷，容易被生物吸收，危害性较大；

换容量［26］，可以用来吸附废水中的重金属［27］。磷

专性吸附态和铁锰水化氧化物结合态砷在土壤理化

能够和砷竞争土壤中带正电荷胶体的吸附位点，土

性质发生变化时，部分可能被释放而成为有效态

壤中的砷被释放出来，减少水稻对砷的吸收［28-29］。

砷；铁铝水化氧化物结合态和残渣态，不易被生物

雷鸣等［30］研究发现含磷物质可以显著降低水稻根

吸收和进入水体，其危害相对较低。

系中总砷、糙米总砷和无机砷含量。陈玉等［31］研

水 稻 根 系 吸 收 As 后， 可 能 直 接 向 地 上 部 转

究发现，随着营养液中磷浓度的增加，水稻根系

运 或 被 砷 酸 盐 还 原 酶（AR） 还 原 水 稻 根 系 内 的

对砷（V）的吸收能力降低，表明了磷能够抑制

［18］

，一部分通过木质部向地上部转运，另一部

砷（V）的吸收。Wang 等［32］研究表明，添加外源

分与植物螯合素（PC）结合，在根细胞液泡内被

磷可以降低砷对水稻的毒害作用。Chen 等［33］ 研

区室化［19］。硫酸亚铁是具有比表面积大、表面活

究表明，在土壤提取液中，大部分 As 会和可溶性

性基团多、吸附能力强等特点，多被用于吸附重

有机质结合，降低 As 生物可利用性。硅不仅可以

As

［20］

金属

［21］

。蒋明磊等

比较研究了三氯化铁和硫

促进水稻生长发育［34］，而且还能缓解重金属 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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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的毒害作用［35］。砷和硅的结构相似，两者共用

于其他处理。

硅的转运通道，添加外源硅后，硅和砷之间竞争

（3）在不同钝化剂处理下，根系到茎叶、茎叶

同一个运输通道，从而减少水稻对砷的吸收和转

到糙米、根系到糙米的转运系数都低于对照，蛭

［36］

研究表明，土壤添加硅肥后，水

石 + 硫酸亚铁 + 水稻生长后期喷施硅肥的联合调控

稻茎叶、稻壳和籽粒中砷含量都有明显的降低。徐

处理土壤 As 从根系到茎叶转运系数都低于其它调

运

。Li 等

［37］

向华等

［38］

在大田试验条件下，叶面喷施硒硅复合

溶胶后可以显著抑制稻米砷积累。本研究结果也表
明，添加蛭石 + 硫酸亚铁、纳米活性炭 + 硅钾钙镁
肥、火山石 + 钙镁磷肥 + 有机肥后水稻根系、茎

控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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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different regulating measures on arsenic accumulation of rice and arsenic restoration of paddy soil in Gejiu
mining areas
DU Li-juan 1，CHEN Lu 1，MI Yan-hua 1*，YAN Hong-mei 1，KONG Ling-ming 1，ZHANG Wen-bo 2，YIN Ben-lin 1
（1．Institute of Agriculture Quality Standards & Testing Technique，Yunna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Kunming
Yunnan 650221；2．Comprehensive Agricultural Service Center of Datun Town in Gejiu City of Honghe Region of Yunnan
Province，Gejiu Yunnan 661077）
Abstract：Under the field test conditions，the composite passivator A1（vermiculite and ferrous sulfate），A2（nanoactivated carbon and silicon potassium calcium fertilizer），A3（volcanic stone and calcium magnesium phosphate and
organic fertilizer）and B1（leaf surface silicon fertilizer）were studied by being applied separately or in combination as
A1B1，A2B1 and A3B1 to determine their remediation effects on arsenic-contaminated paddy soil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arsenic for rice in Gejiu mining area of Yunnan Province．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oil pH value increased with different
degrees after the addition of soil passivation agent．The contents of arsenic in non-specific adsorption and specific adsorption
states decreased，and the regulation effects of combined regulators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single passivating regul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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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key parameters of nutrient management for flue-cured tobacco in Luzhou
LI Jun1，ZHANG Yun-gui1*，XIE Qiang2，LIU Qing-li1，LI Zhi-hong1，LI Jian-ming4，ZHANG Yong-hui2，XIA Jianhua3，GUO Shi-ping3（1．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Key Laboratory of Eco-environment and Leaf Tobacco Quality，Beijing 100081；2．Luzhou Branch of Sichuan
Provincial Tobacco Company，Luzhou Sichuan 646000；3．Sichuan Provincial Tobacco Company，Chengdu Sichuan
610041；4．Heilongjiang Bay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Daqing Heilongjiang 163319）
Abstract：Using“Yunyan 87”as test materials，field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application of
nitrogen，phosphorus and potassium on tobacco growth，nutrient absorption and use efficiency by 4 levels of nitrogen and
2 levels of phosphorus and potassium．The result showed that：with the increasing of nitrogen application rate，the dry
matter，nitrogen，phosphorus and potassium accumulation in tobacco plants and various parts were firstly increasing and
then decreasing and all indexes above reached a maximum at 90 kg/hm2 of nitrogen application．The effects of nitrogen，
phosphorus and potassium nutrients on dry matter accumulation and distribution and nutrient uptake of tobacco plants were in
the decreasing order：phosphorus>nitrogen>potassium．The partial productivity of nitrogen fertilizer was fitted to the 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The apparent utilization rate and the agronomic efficiency of nitrogen fertilizer were firstly increasing
and then decreasing with the amount of nitrogen increasing，and this two indexes above reached the maximum at 90 kg/hm2
of nitrogen application．The maximum accumulation rate of N，P，K appeared at 71，59，69 d after transplanting．The
nitrogen fertilization producing the highest yield（1 969.4 kg/hm2）was 79.5 kg/hm2；the nitrogen fertilization resulting in the
best economic benefits（1 956.1 kg/hm2）was 69.5 kg/hm2．To produce 100 kg tobacco leaf，the required amounts of N，P，
K were 5.1，0.9，8.1 kg，respectively．The soil nutrient content was high in Luzhou．Considering the effects of application
nitrogen fertilizer on tobacco dry matter，nitrogen use efficiency and tobacco price，the recommendation application rate of
nitrogen fertilizer was 69.5 ～ 79.5 kg/hm2．
Key words：fertilizer；flue-cured tobacco；nutrient management；nutrient absorption；fertilizer efficiency；fertilizer effect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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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treatments had different effects on rice yield．For the treatment of combined A1B1，A2B1 and A3B1，the yield of
rice increased by 28.0%，27.2% and 29.7%，respectively．The effects of combined regulation on yield increase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single agents．The contents of arsenic and inorganic arsenic in roots，stems and leaves，brown rice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decreased to different extents，for the combined treatment A2B1，they were reduced by 60.3% and 77.1%，and
the effect was obviously better than other measures．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s，the transport coefficient from roots to stems
and leaves，stems and leaves to brown rice，roots to brown rice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the effect of combined treatment
A2B1 was better than others．In summary，adopting soil passivation-agronomic joint control measures，basal application
with combined passivation of vermiculite and ferrous sulfate，at the same time，spraying foliar silicon fertilizer in rice filling
stage and heading stage（A2B1 joint regulation）could effectively repair the arsenic contaminated soil in Gejiu mining areas，
and effectively reduce the arsenic and inorganic arsenic in the brown rice and improve the safety and quality of rice in the
mining areas．This technology could be applied in arsenic contaminated farmland.
Key words：arsenic；deactivator；species；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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