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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场地土壤生态风险评估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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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快速城市化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遗留下了大量的污染场地，发展和实施
污染场地土壤生态风险评估是进行大规模污染场地修复行动的必要条件 。 本文围绕污染场
地土壤生态风险评估的科学原理 、框架构建及技术方法等方面的关键问题 ： 1） 评估框架的场
地实际针对性； 2） 概念模型的不确定性； 3） 土壤复合污染毒性机制； 4） 评估终点筛选； 5） 评估
方法和框架构建等展开讨论，指出土壤复合污染的制毒机制，即污染物生物有效性和联合效
应是污染场地土壤生态风险评估的关键科学问题 。 耦合美国环保局四步法和欧盟层级法的
“证据-权重法”评估框架适用于野外复杂环境条件下的土壤污染生态风险评估 。 建议今后重
点开展以下 5 个方面的工作： 1） 污染场地土壤生态风险评估技术框架与风险管控技术框架
之间的联合； 2） 概念模型研究； 3） 基于过程的场地土壤污染物反应运移模型研究 ； 4） 场地土壤
复合污染生态毒理学机制研究； 5） 生态系统高水平生态风险评估终点研究 。 旨在为形成我国
本土污染场地土壤生态风险评估技术指南提供理论基础和构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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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in China，many contaminated sites have been left for remediation． It is essential to develop and implement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 ERA） before remediating contaminated sites at a large scale as well as sequential
management． In this review，we discussed the key problems in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of soils in
contaminated sites focusing on scientific principles，frameworks，techniques，and approaches，
including 1） the site-specific framework，2） uncertainty of conceptual model，3） toxic mechanisms
of combined contamination in soil，4） screening of assessment endpoints，and 5） development of
assessing approaches and frameworks． Then，two perspectives were addressed： the toxicological
mechanism of soil combined pollution including bioavailability of contaminants in soil and their joint
effect is the scientific problem in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of soil in contaminated site； and weight
of evidence approach based on USEPA four-step approach and EU Tier approach is applicable for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in field conditions． Future studies should focus on： 1） the coordination of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 ERA） framework and risk management framework，2） conceptual model，3） process-based reactive transport models for exposure evaluation，4） ecotoxicological mecha本文由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2018YFC1800505） 资助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Key R＆D Program of China （ 2018YFC18005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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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sm of combined contamination in site soil，and 5） high ecological level endpoints． The aim of this
review w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e and framework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local guideline of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in China．
Key words： combined pollution of soil； assessment of joint effect； bioavailability； assessment endpoints； weight of evidence approach．
随着我国快速城市化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遗
留下了大量“棕地 ”。 据 2014 年《全国污染土壤环
［1］

较少。
本文针对污染场地土壤生态系统 ，参考美国、英

境调查公报 》 报道，工矿业废弃地的环境问题突
出，其中重污染企业用地、工业废弃地、工业园区、采

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与场地土壤生态

矿区等场地的超标点位都在 30% 以上。 一般认为
我国的污染场地，即非农业污染土壤，在 10 ～ 100 万

壤污染生态风险研究的文献资料，基于“污染源-污

个之 间，大 于 1 万 平 方 米 的 污 染 场 地 超 过 50 万
［2］
个 。在我国土地资源极为紧缺的情况下，对这些
污染场地的土壤修复和安全利用成为了国家关注重
点。2016 年国务院颁布的《土壤污染防治 行 动 计
［3］
划》 （ “土十条”） 以及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
制定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场地土壤污染成因与治

理技术”重点专项实施方案，把我国污染场地的修
复和安全利用正式提上了日程。
风险评估是场地管理、确定污染场地修复目标
和安全利用的重要依据。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超

风险评估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指南，以及有关土
染途径-风险受体 ”过程，分别对污染场地土壤生态
风险评估的框架、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等方面的关
键问题进行综述，旨在为形成我国本土污染场地土
壤生态风险评估技术指南提供理论基础和构架 。由
于地下水和土壤生态系统的边界无法完全分开 ，尤
其在土壤污染物迁移过程中与地下水密切相关 ，因
此本文在讨论污染途径时会涉及到地下水的风险 。
1

污染场地土壤生态风险评估框架
表 1 综合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

家污染场地土壤生态风险评估框架的典型特征 。由

［4］
级基金法》 颁布，正式开启了对工业污染场地的
修复行动，并在 80 年代末发布了国际上首部针对污

于陆地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污染场地的高度空间异

染 场 地 的 生 态 风 险 评 估 指 南 （ EPA /540-1-89 /
001） ［5］。欧盟 1996—1998 的污染场地风险评估集

cific） 的特点。 层级法是解决场地土壤生态风险实

中行动（ Concerted Action on Risk Assessment for Contaminated Sites，CARACAS） 对场地风险评估的科学

（ T3 ） 递进，所获得的信息数量和质量逐步增加和提

质性，场地生态风险评估具有实际针对性 （ site spe际针对性问题的重要手段，随着层级从低 （ T0 ） 到高
高，不确定性逐渐降低，所保护或容许的不良效应水

理论及当时场地风险评估技术背景下的研究方向进
行了总结，提出以“污染源-污染途径-风险受体 ”过

平相应发生改变，并且充分体现出污染源、途径和受

［6］
程为主线的污染场地生态风险评估思路 。 污染
场地的风险受体通常包括人体健康 、土壤生态系统、

外，其他 3 个国家都明确提出采用层级法构建场地

［7］

地下水和食物安全

。 然而，尽管生态受体通常比

人群更容易受到污染物的暴露，并且相比人类，生态
受体对污染物的响应更为敏感，但是由于人作为决

体之间的关联性。如表 1 所示，首先，除了加拿大以
［5，
9－11］

土壤生态风险评估框架

。 加拿大尽管在框架

中不包含层级评估过程，但是在操作指南中提出了
正式开展生态风险评估前进行筛选评估的要求 ，并

策主体，人体健康风险不可避免地主导着污染场地
修复行动及相关管理法规的制定。 譬如，我国发布

且风险管理者或决策者根据场地环境管理的实际需

的《污 染 场 地 风 险 评 估 技 术 导 则 》（ HJ 25． 3—
2014） ［8］只针对人体健康风险。 美国尽管具有极其

决定基本框架中某个步骤的迭代次数，以整合更多

完善和成熟的生态风险评估框架和技术指南 ，不仅
在 USEPA 的各方面政策中得以充分体现，在实际应

风险管理与风险评估具有相对独立性不同 ，在场地

求（ 评估过程中每一步评估结果包含的不确定性 ）
信息，降低不确定性； 其次，与一般生态风险评估中
生态风险评估框架中风险管理占有十分重要的地

用中也具备一系列成熟的技术配套，已成为过去 30
多年以来制定生态资源决策的主要依据，但相比人

位，这与场地的实际针对性特点以及通常需要采用

体健康风 险 评 估，生 态 风 险 评 估 的 实 际 应 用 仍 然

估框架为例 （ 图1） ，每一级评估结束后需要风险管

层级法有关。以英国的层级递进式场地土壤风险评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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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9－11］
表 1 美国（ USA） 、英国（ UK） 、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污染场地土壤生态风险评估框架
Table 1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frameworks of contaminated sites i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USA） ，United Kingdom
（ UK） ，Canada and Australia［5，9－11］

国家
Nation

层级
Tier

技术依据
Guideline

关键程序
Key step

英国
UK
美国
USA

4 级（ T 0 -T 3 ） ，其中 T 0 -T 1 为 筛 选 级 评 估；
T 2 为效应评估； T 3 为暴露-效应关系分析
8 级 （ Step1-Step8） ，其中 Step1-Step2 为 筛
选级评 估； Step3-Step7 为 基 本 框 架 程 序；
Step8 为风险管理

评估程序的每一步都有详细的技术
指南或法规
与场地修复调查 / 可行性分析（ RI /
FS） 相衔接

强调土壤污染与不良生态效应之间
的联系是否真实存在
8 个步骤不是简单的线性或者顺序
过程，如果有必要可以重复进行该
评估程序，在重复过程中某些步骤
可以省略，或者几个步骤同时进行

加拿大
Canada

不按照范围和级别分类，不包含筛选级评
估； 风险管理者或决策者根据场地环境管
理的实际需求 （ 不确定性） 决定基本框架
中某个步骤的重复次数

评估程序的复杂程度与场地及其风
险的复杂程度相对应

采用证据-权重法，问题分析阶段确
定评估终点（ 保护目标） ，每个终点
包含由一组或 几组暴露-效应关系
组成的证据链

澳大利亚
Australia

2 级（ 预评估与最终评估） ，每个级别都包
含由 5 部分组成的基本框架，其中预评估
为筛选级评估

判断评估程序走向的主要依据为与
具体土地利用类型相对应的敏感物
种分布概率（ SSD）

每一个层级的评估目标为推导出基
于对应生态价值的生态学调查水平
（ EILs）

［5］

理者参与决定是否进入下一级评估 ； 同时，国际上现

分析和效应分析 ） 和风险表征

行的污染场地土壤生态风险评估框架大多以美国
USEPA 的三步法标准框架为基本框架 （ 图 2） ，整个

据自身法律法规和保护目标，在此基本框架基础上

评估过程由 3 部分组成 ，即 ，问题形成 、分析 （ 暴露

，其他国家通常根

制定了各种形式的层级递进式评估框架； 另外需要
指出的是，场地土壤生态风险评估框架中最终评估
阶段或高等级评估阶段通常采用野外生态调查及种
群水平以上风险受体或评估终点，由此也彰显出了
场地生态风险评估的实际针对性特征 。
2

污染场地土壤生态风险评估概念模型
污染场地生态风险评估概念模型用于描述“污

染源-污染途径-风险受体 ”过程以及风险产生的因
果关系，由一个或多个污染物暴露-响应关系所组
成。美 国 EPA 对 场 地 概 念 模 型 （ conceptual site
model，CSM） 的定义为： 用来描述污染物的分布、释

［6］

图 1 英国层级法生态风险评估框架
Fig．1 Tired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framework of UK［6］ ．

放机制、暴露途径和迁移路径及潜在受体的 3-D 图
片，用来记录当前场地的状态，在地图、剖面图和场
地示意图的辅助下，展示出污染物释放和迁移至潜
［13］

在受体使人群和环境发生污染暴露的过程

。构

建概念模型的目的包括： 1） 有助于风险评估工作者
对所评估项目的风险进行整体把握和分析； 2） 作为
一种与风险管理者和业主交流的工具，概念模型的
框图形式有助于明晰评估项目所涉及的污染源-污
染途径-风险受体关系； 3） 为风险评估提供了组织和
执行的基础，即，应基于概念模型构建风险评估定量
［14］

模型

。在风险评估基本框架中，概念模型构建是

问题分析阶段的重要环节，也是风险评估工作者和
管理者之间协商和讨论的关键内容 。在层级法评估
［12］

图 2 美国 EPA 生态风险评估标准框架
Fig．2 Standard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framework of USEPA［12］ ．

框架中，随着评估程序从低到高，概念模型从最初基
于理论判断的粗略模型逐渐精确到具有目标场地实
际针对性的精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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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对概念模型的重要性已有广泛的认
识，但是有关场地土壤生态风险评估概念模型构建
的科学研究报道较少。场地生态风险评估的概念模
型与人体健康风险评估在污染源和环境介质中污染
物的迁移过程等方面的描述相似，两者的主要区别
在于受体以及污染物到受体之间的暴露途径的差
异。国际上针对场地概念模型构建制定和发布了许

3949

的概念模型从低水平到高水平进行组合 。概念模型
是场地土壤生态风险评估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 ，除
了有关场地土壤生态系统的信息和数据不足 ，对复
杂现象如地质、水文、污染源分布及迁移转化过程的
异质性描述过于简单也是产生不确定性的主要原
［17］
因 。许多研究结果表明，地质空间异质性通过影
响水文过程而导致污染物迁移路径以及污染羽足迹
［17－18］
，因此，场地地质异质性是概念
发生时空变化

多技术指南和标准，概念模型所包含的信息主要包
括以下 5 个方面： 1） 潜在受体 （ 场地的敏感性 ） ； 2）

模型不确定性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 。

污染源； 3） 污染物迁移转化特征 （ 潜在危害性 ） ； 4）
相关暴露途径 （ 受体暴露于污染物的风险，包括通

如何进行概念模型的不确定性评估是近年来有
关概念模型构建方面的主要研究方向 。多模型方法

过食物链发生生物累积的潜在可能性 ） ； 5） 源-径-汇
［5，
9－13］
。 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对源-径-汇过
过程等

（ multi-model approach） 是概念模型不确定性评估的
常用方法，即，通过构建一个或多个合理的替代模型

程的描述，与随后对这些过程进行定量模拟的数学
模型密切相关。由于污染物在场地土壤中的运移与

进行不 确 定 性 评 估。Enemark 等

［14］

［19］

总结了如下 3
个水文地质概念模型的多模型构建策略： 1） 复杂性

水文过程不可分割，譬如，Dam 等

发现洪涝发生
改变了退役铀水冶场地污染物的迁移过程； Syrovet-

策略，由针对同一个基础模型所构建的几个不同复
杂程度的替代模型组成； 2） 替代解释策略，由几个

nik 等［15］的研究发现，泥炭沼泽中重金属的累积和
转化过程随着水文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因此，场地

相互独立的团队分别构建并组成一组概念模型； 3）
假设检验策略，由针对同一个系统不同假设所构建

水文特征及其模型成为了大部分场地生态风险评估
［16］
概念模型的基本框架和依据 。

的几个模型所组成。 多模型方法与概率法 （ 如贝叶
斯网络，Bayesian belief network，BBN） 相结合能够

如表 2 所示，Suter 提出场地土壤生态风险评
估的概念模型根据“污染源-污染途径-风险受体 ”过

［12］

［20］
很好地对概念模型的不确定性进行定量评估 。
此外，概念模型中文字描述的不明确和定义模糊往

程的不同环节可分为 7 种类型，其中描述污染途径
的模型包括点位模型、水文地质模型和大气模型； 描

往会妨碍不确定性的分析，因此，Suter

述生物响应的模型包括食物链模型和受体模型 ； 活
动模型和项目模型用来描述“污染源-污染途径-风

［12］

提出，有必

要形成一套用于构建场地土壤生态风险评估概念模
型的专业术语，包括如图 3 所示的示意图形状。
Last 等［20］ 提 出 了 特 征-事 件-过 程 法 （ the fea-

险受体”的全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项目模型是点
位模型、受体模型和活动模型的组合，一般采用分层

tures，events，and processes，FEP ） 场地污染物释放
和迁移 概 念 模 型，该 方 法 包 括 5 个 步 骤，分 别 为：

的方式进行组合，即，由一系列代表不同状态和过程

FEP 数据库建立 、场地实际针对性的 FEP 筛选 、情

［9］

表 2 污染场地土壤生态风险评估概念模型的类型
Table 2 Types of conceptual models for soil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of contaminated sites［9］
类型
Type

定义
Definition

特征
Characteristic

活动模型
Activity model

用来描述单个活动产生的环境后果

暴露-响应关系，包括 污染物 的迁移转 化 途
径和受体的响应机制

点位模型
Site model

用来描述某个点位具有的能够对活动产生特异性响应的特征

污染物迁移

水文地质模型
Hydrogeological model

用来描述某个点位地下含水系统实际的边界性质、内部结构、 水体中可溶性物质和悬浮颗粒物的输入输
水动力和水化学特征、相应参数的空间分布及补给排泄条件等
出

食物链模型
Food chain model

用来描述某个点位生物之间捕食关系

污染物在生物不同营养级之间的传递

大气模型
Atmospheric model

用来描述某个位点大气中物质运移

大气悬浮颗粒物的输入输出

受体模型
Receptor model

用来描述控制受体生物的丰度、生产力或其他生态学特征，如
种群和群落的过程

项目模型
Project model

用来描述某个或多个点位一系列活动的环境后果

包括资源、捕食者、胁迫、配偶 4 个组成部分
的影响模型
由点位模型、受体模型和活动模型 3 部分模
块组成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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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有废渣堆或废液池直接暴露在环境里 。不同类
型场地（ 如矿冶厂、化工厂、农药厂、电镀厂、电子拆
解场等 ） 的 污 染 物 种 类 和 土 壤 污 染 特 征 不 同。 然
而，如表 3 所示，不同类型场地污染有以下 3 点共同
特征： 首先，场地土壤污染一般都为多种污染物共同
存在的复合污染类型； 其次，场地土壤污染物浓度和
图 3 活动概念模型、点位概念模型和受体概念模型的连接
［12］
形式
Fig．3 Link forms of active conceptual model，site conceptual
model and receptor conceptual model［12］ ．

景和概念模型建立、数学模型建立、降低不确定性和
提高置信度等。因果推理法是当前用于风险评估概
念模型构建的重要手段，在人体健康累积风险评估
概念模型构建中，通过建立每一个环节的因果关系
把不同的胁迫因子与个体和群落水平上的人体健康
［21］
和生 态 效 应 整 合 起 来 。 在 示 意 图 表 示 方 面，
［21］

提 出，定 向 非 环 状 图 （ directed acyclic
graphs，DAGs） 有助于明确不确定性来源，并判断是
Brewer 等

空间分布格局与场地污染源的分布、企业生产工艺
等有关，例如，矿冶炼场地土壤污染与尾矿库、废渣
堆、排土场等污染点源的分布有关，而酸洗、拆解、焚
烧、电镀等活动是电子拆解场地的主要污染来源 ； 第
三，场地土壤污染具有垂直向下迁移的特征 ，根据污
染物的化学特性对地下水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
3. 2

污染物环境多介质运移模型
一般情况下，由于能够通过现场采样分析来获

得污染物暴露信息，因此场地土壤生态风险评估中
污染物环境多介质运移模型的作用并不大 。 然而，
在场地土壤生态风险预测或者采样较为困难的情况
下，如区域尺度下的生态风险评估，则需要用到污染
物的环境多介质运移模型。 正如上所述，场地土壤

否能够基于现有的数据建立因果关系。 综上所述，
可以基于图 3 的特定连接形式，采用定向非环状图，

污染生态风险评估概念模型与污染物多介质运移模
型密切相关，在概念模型构建时需根据场地具体实

通过如表 3 所示的不同类型概念模型之间的组合来
构建场地土壤生态风险评估概念模型 。

际情况筛选出相应的运移模型。
Zhang 等［35］把当前的环境多介质模型分为 3 大

3
3. 1

类，分别为基于逸度的环境区划模型 、空间多介质区
划 整 合 模 型 （ integrated spatial-multimedia-compart-

暴露分析
污染场地暴露特征

污染场地土壤生态风险的风险源可以直观地认
为是有毒有害废弃物堆放、填埋或者生产的地方等。
通 常这些点为硬化地表或者植被所覆盖 ，有些场地

mental models，ISMCM） 以及空间单介质连接模型
（ linked spatial single-media models，LSSM） 。基于逸
度的环境区划模型主要针对有机污染物的扩散和
运 移 ，即 ，以物质弥散过程为主 ，适合在大尺度 （ 国

表 3 不同场地类型土壤污染物的种类及污染特征
Table 3 Pol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types of contaminants in soil in different types of sites
场地类型
Site type

污染物种类
Contaminant type

污染特征
Pollution characteristic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根据地质背景、矿石原料、冶炼工艺不同通
常会出现两种以上重金属污染物； 尾矿库、
废渣堆、排土场等污染点源影响较大； 剖面
垂直分布与重金属化学性质有关

［22－24］

矿冶区
Mining area

Hg、Cu、Cd、Pb、Zn、As、Ni、Cr 等

电子拆解场地
E-waste recycling site

Cu、
Pb、Zn、Hg、Cd、Cr（ 六价） 、持久性污 酸洗、拆解、焚烧、电镀等活动是主要污染来
染物多 溴 联 苯 （ PBBs） 和 多 溴 联 苯 醚 源； 企业周边人体和动植物体内持久性有机
（ PBDEs） 、PAHs、PCBs、聚 乙 烯 （ PE ） 、 物的检出率较高
聚氯乙烯（ PVC） 、聚苯乙烯（ PS） 等

［25－27］

化工场地包括农药厂、石化厂、纺织 VOCs 和 SVOCs； 化 工 原 料 苯 胺； 农 药
印染厂 Chemical sites including pesti- 厂场地的狄氏剂、滴滴涕和六六六； 重
cide plants，petrochemical plants，tex- 金属铅、铜、砷污染等
tile printing and dyeing plants

通常为 VOCs 和 SVOCs 复合污染； 生产区和
存储区由于“跑冒滴漏”导致的污染较为严
重； 表层、亚表层分布浓度较高

［28－32］

电镀厂场地
Electroplating plant

污水处理、原料堆放、电镀车间、金属冲压间
以及废渣填埋区等是污染物输入环境的主
要途径； 表层土壤污染高于浅表层以下的土
层； 大部分重金属以残渣态为主

［33－34］

Cr、Pb、As、Cu、Ni、Zn 和氰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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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家、地区、全球 ） 水平上模拟污染物的运移过程，对

球化学过程，譬如，Bonten 等

空间异质性的模拟常常采用区域化方式，空间分辨

对森林土壤微量元素土壤化学的影响时，采用了耦

率较低，不适合小尺度和中观尺度水平的运移过程

合表面络合模型 （ surface complex models，SCMs） 和

模拟。ISMCM 模型为综合了环境区划模型和 LSSM

土壤酸化模型（ SMARTml） 的方式，结果表明能够很

的混合模型，在均一区域采用逸度原理，并且当出现

好地预测土壤重金属 Cu、Cd、Pb、Zn 等的土壤吸附

不稳定状态时考虑物质平衡，在非均一区域则采用

行为。基于过程的反应运移模型是研究无机和有机

一维的对流-弥散运移模型。因此，在模拟土壤和沉

污染物在土壤包气带中的归趋和运移的重要工具 ，

积物这些不均一介质时能够显示空间异质性 ，而在

Jacques 等［41］ 在 田 间 尺 度 下 耦 合 HYDRUS-1D 和

模拟均一区域时，缺乏空间异质性。LSSM 模型由

PHREEQC-2 模型，通过综合考虑水流、多组分溶质

几个单介质 （ 大气、水、土壤以及其他介质 ） 运移模

运移、热运移、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和反应，模拟预测

型组合而成的一个整体分析模型 ，其模拟过程如下：

了未来 30 年主要阳离子和重金属随着瞬间水流在

首先计算污染源所在的介质中污染物的浓度 ； 然后

土壤中的运移特征，并指出，含水量和水流的变化能

计算介质之间的迁移率 （ 土-水、土-气、水-气、土-植

够显著影响元素的形态及其迁移性和生物可给性 。

物等） ，并作为相邻介质污染物浓度计算时的污染

由此可见，在污染物多介质运移模型中应纳入化合

源输入。

物赋存形态估算，即，实现微观尺度上污染物形态转

美国在超级基金执行过程中代表性的环境多介
质运移模型主要包括以下 3 种： 多介质环境污染评
估系统（ the multimedia environmental pollutant assessment system，MEPAS） 、多介质污染物归趋、运移和
暴露模型（ the multimedia contaminant fate，transport，

在模拟大气酸沉降

化过程与较大尺度上的运移过程相结合 。
4
4. 1

污染场地土壤生态风险评估毒理学机制研究
土壤污染物暴露机制
污染物对生物的暴露可以分为环境介质外暴露

and exposure model，MMSOILS） 和 EPA 暴露评估模

和生物体内暴露。 在土壤污染生态毒理学研究中，

型 （ PRESTO-EPA-CPG，其 中 CPG 指 关 键 人 群 组，

尤其在野外试验研究中通常采用土壤污染物总浓度

［36］

。MEPAS 模型能够模

作为生物的暴露浓度。 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污染

拟化合物通过水、土、气和食物链途径在时间和空间

物生物可利用性的原因，在大多数情况下，尤其当污

尺度上的运移和分配过程； MMSOILS 模型专门针对

染物与土壤组分之间长年累月的相互作用下 ，生物

地下储存罐、地表尾矿坝、废液管道、填埋场等污染

有效性逐渐下降，采用土壤污染物总浓度作为生物

源释放有毒污染物的过程； PRESTO-EPA 系列模型

毒性效应的暴露浓度缺乏科学性和准确性。Cacha-

专门针对核放射性污染物的运移过程 。 其中，EPAS

da 等［42］ 分别采用多环芳烃 （ polycyclic aromatic hy-

模型具有较高的空间和时间分辨率，对于污染物暴

drocarbon，PAHs） 人工污染土壤和实际 PAHs 污染

露评估十分重要。MMSOILS 模型尽管在很多算法

土壤培养蚯蚓的试验结果发现，人工污染土壤培养

上与 MEPAS 模型类似，尤其在非饱和带土壤中的

的蚯蚓组织 PAHs 浓度显著较实际污染土壤培养的

运移过程的模拟甚至优于 MEPAS 模型，然而，有研

蚯蚓组织 PAHs 浓度高，依据实际污染土壤中 PAHs

究发现，MMSOILS 模型不适用于挥发性有机物污染

总浓 度 采 用 平 衡 分 配 原 理 （ Equilibrium Partition

Critical population groups）

［37］

的场地

［38－39］

。 此外，Peng 等

基于质量平衡原理

Theory，EqPT） 所估算的蚯蚓组织 PAHs 浓度与人

构建了土壤重金属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PAHs 累积

工污染土壤试验结果相近，却是实测值的 35 倍。 土

过程的单元模型，他们的模型设计总体思路以质量

壤中的污染物不仅在与土壤有机质、矿物质等土壤

平衡原理为核心，计算污染物在土壤中的累积量与

组分的相互作用过程中降低了生物有效性 ，多种污

输入量和输出量之间的质量平衡，同时考虑了污染

染物共存下，污染物与污染物之间的交互作用也能

物在土壤溶液相、吸附相、矿物相和有机相中的相互

够影响污染物的生物有效性。 譬如，在环丙沙星复

转化。

［43］
合污染下，蚯蚓组织中 Cd 的累积显著降低 。 因

总体上，当今有关污染物多介质运移的模型较

此，依据土壤中污染物总量来进行场地土壤污染生

多，应用广泛，实用性较强。大多数模型基于污染物

态风险的暴露评估将会极大程度上高估风险水平 。

质在不同介质上的分配系数来模拟化合物的生物地

普遍认为，污染物之间的交互作用对污染物生

应

3952

用

生

态

学

报

31 卷

物有效性的影响是导致协同效应和拮抗效应产生的
［44］
重要原因之一。Qiu 等 对土壤 进行 Cu、Zn 复合

金属和 PAHs 的种类及浓度不同会产生不同的作用
机理和联合效应。复合污染联合毒性效应的研究可

污染试验发现，当供试土壤的阳离子交换量 （ CEC）
较高时，由于这两种重金属竞争土壤吸附位点 ，导致

［47］
以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 ”两种方式 。 概
括的说，“自上而下”的方式是通过复合污染的生物

以土壤重金属总量为暴露剂量所表现出来的交互作
用为协同作用，而当供试土壤 CEC 较低时，与以土

试验，结合生物致毒机理的分析来阐述联合效应 。

壤溶液中自由离子为暴露剂量所表现的交互作用相
似，表现为拮抗作用； 该试验还发现，污染物竞争结
合位点的现象还会发生在生物体内，对大麦 （ Hordeum vulgare） 的试验结果发现，当 Ca 2+ 的浓度较低
2+

2+

2+

随着对生物毒理效应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以及化学分
析工具越来越精准，这种方法的应用将会日益广泛。
“自下而上”的方式为基于单污染毒性数据，采用浓
度加合模型（ concentration addition，CA） 和独立作用
模型（ independent action，IA） 来评估联合毒性效应，

时，Cu 和 Zn 的共存产生拮抗作用，而当 Ca 的浓
2+
2+
2+
度较高时，由于 Ca 水平超过了 Cu 和 Zn 总的结

这也是当前复合污染生态风险评估中应用最多的方
法。IA 被认为适用于具有不同致毒机制的多种污

合位点数量，这两种重金属之间的交互作用减弱 。
一般来说，污染物的生物有效性根据生物暴露

染物的联合毒性效应估算，而 CA 被认为适用于具

机制可以从 3 个层面来表征： 1） 土壤中污染物的化
学提取活性态，2） 生物累积，3） 生物靶标器官中污
染物的累积等。通过化学序列提取法间接地评估土
壤中污染物的生物有效性含量与毒理学效应的相关
性较为不稳定。 生物临界体内残留法 （ critical body
residue，CBR） 把生物的毒性效应与体内污染物暴
露相联系，较环境介质外暴露法又进一步提高了效
应评估的准确性。 重金属 Ni、Cu、Cd 复 合 污 染 对
Lemna minor 的联合效应研究发现，基于重金属的生

有相同致毒机制的多种污染物的联合毒性效应估
算。这两类模型都假设污染物在靶标位点不会发生
［48］
交互作用，因而效应是可以被加合的 。 与 IA 模
型相比，采用 CA 模型较为广泛，并且 CA 估算结果
较为保守。在农药复合污染生态风险评估中，无论

复合污染中的多种农药作用方式如何 ，CA 的预测结
果与实 测 的 联 合 效 应 浓 度 的 差 异 大 多 在 2 倍 之
［49］

。然而，目前对 CA 模型的应用仅仅局限于实
验室内模拟试验，污染物种类和数量以及浓度比例
内

有限，与环境实际情况并不相符，试验对象也大多为
淡水生物，对陆地生物以及对种群以上生态系统水

物累积估算的毒性效应比基于介质总浓度和活性离
子浓度更接近实际情况，并且在植物吸收过程中这

平的联合生态效应方面应用较少 。

3 种重金属之间都存在竞争作用，但是进入植物组
［45］
织以后只有 Cu 与 Cd 之间存在着竞争作用 。 因

采用毒性基因组学的方法研究联合毒性效应是
近年来发展较快的一种技术。通过分析表观遗传学

此，可以认为生物体组织内的污染物浓度是污染物
在介质中、生物吸收过程中以及生物体内相互作用

的基因修饰、转录组学的 mRNA 表达、蛋白组学的
蛋白表达，以及代谢组学的代谢活性和产物 ，能够对

的综合体现。对蚯蚓的研究中也发现，蚯蚓体内 Pb
的生物累积与细胞色素 P 450 酶 CYP3A4 的活性呈极

单一和复合污染下的胁迫-响应过程进行完整的剖
析、对复合污染中各种污染物的作用方式进行分类 、

显著的相关性。并且由于土壤组分与 Pb 的相互作
用，Pb 滤纸接触试验中蚯蚓生化水平上的毒理效应

从机理上揭示污染物之间的交互作用，更重要的是

。有研究报道，只有细胞

有助于筛选出复合污染联合效应的敏感生物标记
［47］
物 。对重金属-除草剂复合污染下蚯蚓的联合毒

质中的重金属污染物才会对生物细胞产生毒性效
应，为了使污染物与生物毒理学效应之间的剂量 -效

性效 应 研 究 结 果 表 明，蚯 蚓 组 织 DNA 损 伤 （ 尾
DNA%、尾距等 ） 、热激蛋白 （ Hsp70） 和金属硫蛋白

应关系更为密切，有学者提出采用生物靶标器官中
［47］
的污染物残留来表征土壤污染物的暴露剂量 。

（ MT） 基因表达、乙酰胆碱酯酶活性 （ AChE） 、MT 和
［50－52］
。由
糖原（ glycogen） 含量等为敏感生物标记物

场地土壤复合污染的联合生态效应
如上所述，多种污染物同时存在的土壤复合污

于分子水平的终点往往较为敏感，因此基因组学适
合用于研究低水平污染浓度下毒理效应 。但是由于

染是场地土壤污染的重要特征。 然而，由于缺乏分
析复合污染的剂量-效应关系的有效方法，至今为止

基因水平上的不良效应与生物高水平生态效应往往
相关性较小，因此基因组学的应用需要结合其他的

复合污染联合毒性效应评估还未纳入生态风险评估
框架中。复合污染联合毒性机制极其复杂 ，譬如，重

评价终点，如生物吸收、累积、生物标记物反应以及
个体水平上的效应等。

［46］

与土壤试验有很大区别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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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毒性测试法，以土壤微生物群落功能的稳定性和
敏感性为评估终点，在微生物群落水平上定量评估

污染场地土壤生态风险评估方法
评估终点筛选

不同于人体健康风险评估，其主要的风险受体
为具有易于识别和完整生命周期的个体，生态风险

了土壤重金属与农药复合污染的生态风险 。
5. 2 评估方法与模型

评估的受体包括许许多多物种以及不同生物水平 。

场地生态风险评估技术经过了近 30 年的发展，
尽管在框架上还沿用着 USEPA 的四步法，但是在分

在风险评估过程中必须综合考虑复杂的影响因素和
基准值，如物种多样性、毒性终点、时空变异性以及

析方法和风险表征手段上逐渐从单一向越来越综合
的方向上发展。最明显的变化是，从最初以污染物

暴露复杂性等。由于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不可能对

（ 如 Pb、Cd、PCBs、PAHs） 的物理化学性质及其生态

组成生态系统的所有生物物种和生态属性进行研
究，选择适合的有代表性的评估终点是生态风险评

毒理学数据库为基础的评估方法逐渐向具有污染源
特征的基质（ 固体废弃物、污染土壤、污水、沉积物 ）

估中非常重要的环节。生态评估终点的选择准则包
括： 生态相关性、受暴露和敏感性以及服务于特定的

为基础的方法转变。 这是因为把基质作为一个整
体，往往能 够 体 现 多 种 污 染 物 同 时 存 在 的 整 体 效

管理目标。传统的生态风险评估终点包括个体、种
［53］
群和群落 3 个层次 。

应

［67］

。譬如，基于化合物性质的暴露分析首先需要

至今为止，生物低水平的毒性响应，如个体和亚

测定每一种污染物的环境浓度，然后对每一种污染
物在污染源之间或者污染源至受体之间的运移 （ 暴

个体水平的生物标记物仍然是生态风险评估的主要
评估终点。所采用的毒性数据大多来自于已发表的

露途径） 进行分析，最后根据以上数据应用暴露评
估模型进行受体的实际暴露分析 。基于化合物性质

文献或标准数据库，如 AQUIRE、USEPA-ECOTOX、
EURO-ECOTOX、RIVM-ETOXBASE 等，均为单一物

的暴露评估模型可以分为两类，即确定性模型和随
［68－69］
： 确定性模型通常采用输入已知的参
机性模型

种的急性毒性数据。实验室生物测试中个体水平以

数（ 如水势、环境条件 ） 获得污染物的预测浓度，并
能够与实测浓度做比较，这一类模型有助于了解污

下的生物标记物响应通常有助于解释污染物的毒性
作用机制或模式，可用于早期阶段预警性评估，而较
高生物水平如种群和生态系统的评估终点则更具有
［54］
生态学意义 。国际上推荐的高水平生态风险评

染物的环境归趋机制； 而随机模型通常需要输入大
量数据获得污染物浓度的概率分布。 显然，采用以
上两类模型的最大缺陷是缺乏污染物在运移过程中

估终点包括： 1） 生态系统结构，包括群落丰富度和
生物量、物种丰富度； 2） 生态系统功能，包括初级生

的污染物与污染物之间以及污染物与环境生物之间
的交互作用信息。而以基质为基础的暴露分析通常

产力、物质和营养循环； 3） 种群水平，包括丰富度、
［50］
分布、年龄结构、被暴露种群的基因组成等 。 另

采用批量试验和淋溶试验进行污染物运移分析 ，采

外，在生态系统水平上更多地应该考虑生态系统的
［55－56］
，以及生态系统所能
多样性、脆弱性和完整性
［57－59］

提供的各种服务功能

。然而，由于相对应的效

应测试往往具有复杂性、高成本、持续时间较长等特
点，很难将其纳入一般的生态风险评估框架中 。 此
［60］

用实际污染土壤进行微宇宙和中宇宙生物暴露分
［67］
析 。由此可见，以基质作为一个整体的评估方法
更加能 够 体 现 污 染 场 地 多 种 污 染 物 复 合 污 染 的
特征。
5. 3 “证据-权重法 ”污染场地土壤生态风险评估
方法

外，除了 OECD 所提出的凋落物袋法

，至今为止
生态系统水平生态效应测试相关的标准还较少见 。

Dagnino 等［70］ 提出综合环境科学“三合一 ”数
据，采用“证据-权重”（ weight-of-evidence，WoE） 法进

欧洲食品安全委员会 （ 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EFSA） ［61］ 和 USEPA［62］ 发布的有关指南中旨在

行整体生态风险评估，即，基于包括污染物浓度的土
壤化学参数、生物个体水平上的生态毒理学参数 、污

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作为评估终点纳入风
险评估框架。其中，土壤生态系统的敏感性和稳定

染物亚致死水平上的生物生理生化参数以及有关生
物群落结构和功能的生态学参数，针对每个参数与

性（ 抵抗力 / 恢复力 ） 被认为是可适用的、可量化的
［63］
评估终点 ，可以在群落水平甚至是生态系统水平

相应的参考值进行比较，获得相应的风险指数，即，
化学 风 险 指 数 （ ChemRI ） 、生 态 毒 理 学 风 险 指 数

上评估环境扰动和胁迫对生态实体的整体影响 （ 如
［64－65］
。Jiang 等［66］ 基于直
群落结构或生态功能等 ）

（ EcotoxRI） 以及生态系统风险指数（ EcoRI） ，最后根
据各自权重获得整体生态风险指数 。对于部分参考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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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选择，夏家淇等

提出，在区域和场地土壤污
染评估中可以采用土壤环境背景值、土壤环境质量

性和较高的不确定性有关。由于污染场地土壤生态
风险评估具有实际针对性 （ site specific） 特点，国际

二级标准值和土壤污染临界值作为参考值 。
目前“证据-权重法 ”中应用较为广泛的是定性

［74］
上通常采用层级法评估框架 ，在整个评估过程中
风险管理者参与度较强，尤其在进入下一级评估程

权重分析 法、半 定 量 权 重 分 析 法 和 定 量 权 重 分 析
［72］
法 。定量权重分析法由于对数据质量、统计分析

序前必须与管理者进行充分沟通 。由于污染物迁移
的水文地质过程具有高度时空异质性 ，依据污染源-

和专业知识的较高要求，限制了其实际应用范围。
定性权重分析法主要包括了证据罗列法、最佳专业

污染途径-风险受体的主线构建的场地概念模型成

判断、因果标准分析法和逻辑法等，然而由于定性方
法或多或少缺乏证据间的逻辑考虑和证据赋权 、存
在经验偏差和利益冲突、缺乏准则设定的统一标准
和产生主观判断差异等，使得定性权重分析方法难

为了污染场地土壤生态风险评估结果不确定性的重
要来源。近年来对如何明确概念模型的不确定性的
研究较多，多模型方法与概率法 （ 如 BBN） 相结合被
认为能够很好地进行不确定性定量评估 。依据污染
物在不同介质中的分配系数而构建的土壤污染物多
介质运移模型类型多，应用广泛。此外，由于场地土

以满足实际污染土壤生态风险评估的要求 。半定量
方法主要包括赋值法和指数法，赋值法对于证据链

壤污染具有多种污染物共存的复合污染特征

之间的相互关系讨论相对较少，且主观性强； 而指数
法由于在计算得到单一指数的过程中，往往会导致

土壤污染物生物有效性及复合污染联合效应成为了
污染场地土壤生态风险评估的关键科学问题 ，明确

大量有效数据的丢失，使得无法得到精确的可信赖
［73］
的结果 。因此，耦合 EPA 四步法和欧盟层级法

以上两个方面的致毒机制，对于建立有效的评估技
术和指标体系十分重要。 同时，尽管近年来对于生

对现有的半定量“证据-权重法”进行改进（ 图 4） ，在
风险评估的过程中同时考虑了评估策略的客观性 、

态系统高水平评估终点的关注度较高，但是高水平
评估终点除了文中所描述的测试过程复杂 、高成本、

确定性、透明性、再现性和一致性，在很大程度上增
加其数据的丰富度，使其可以解释不同证据链间的

持续时间较长等问题以外，很难进行定量分析，而采

相关性，对统计方法的高度依赖性也使得最终结果
更加客观真实，此外，由于体现了层级法原理，使生
态风险评估的过程更加灵活和有实际针对性 。

［75－76］

，

用定性或半定量的方法进行评估的结果很难用于环
［77－78］
。 最后，耦合 EPA 四步法和
境基准值的制定
层级法进行改进的“证据-权重法 ”评估框架比较适
合应用于野外复杂环境条件下的土壤污染生态风险
评估，但是在指标权重设置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增加
客观性和实用性。
基于以上污染场地土壤生态风险评估技术与研
究的发展现状，为了进一步增强当前生态风险评估
技术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今后需要在以下几个方
面开展工作： 1） 污染场地土壤生态风险评估技术框
架与风险管控技术框架之间的联合。 如上所述，场
地生态风险评估过程中风险管理者的参与度较高 ，
因此使风险评估程序充分地体现在风险管控框架中
不仅能够使风险评估目的更加明确，而且能够增加
风险评估的实际应用性； 2） 概念模型研究。 国际现

图 4 “证据-权重法”土壤污染生态风险评估框架
Fig． 4 “Weight of evidence ” framework for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of contaminated soil．

6

结论与展望

行的污染场地土壤生态风险评估概念模型构建技术
指南普遍较简略，大多采用举例的形式介绍类型和
过程，缺乏标准的构建程序，这与污染场地土壤生态
风险评估涉及的过程和内容极其复杂、很难用简单

综上所述，相对于人体健康风险，场地土壤污染

方式进行描述有关； 3） 场地土壤污染物基于过程的
反应运移模型研究。污染物生物地球化学行为和过

生态风险评估在实际应用方面仍然未引起足够的重
视，这与生态风险评估的主体以及评估过程的复杂

程与化合物在土壤中的赋存形态密切相关 ，是影响
土壤污染物可移动性和生物可给性的关键因素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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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今后有必要在污染物多介质运移模型中纳入化合
物赋存形态的估算； 4） 土壤复合污染生态毒理学机
制研究。土壤复合污染暴露机制和联合效应等生态
毒理学机制是生态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和胁迫-效应
定量关系构建的重要理论基础，是建立不同生物水
平生态效应之间的联系以及毒性数据库构建的关
键； 5） 生态系统高水平生态风险评估终点研究。 生
态环境管理目标往往与生态系统功能与服务密切相
关，以场地土壤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为评价终点有
利于风险评价者与管理者之间的交流 ，由此可见，有
必要在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与土壤污染程度之间的
定量关系方面开展研究。 总之，为了完善和改进场
地生态风险评估技术体系，今后还需要进一步对污
染场地土壤生态风险评估的内容、方法和技术进行
系统研究和实地应用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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