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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探讨生物膜对重金属元素的富集, 以及生物膜在水 沉积物交换过程中的影响和贡献, 研究了生物膜和

沉积物对于汞等重金属的吸附以及吸附前后汞形态的变化。结果表明沉积物中的汞和大部分重金属元素以残渣态

为主, 可交换态、有机质结合态、碳酸盐结合态百分含量相对较少。生物膜中有机质含量很高 , 生长时间, 光照,

季节都是影响生物膜中重金属元素含量的重要因素。可以推断, 光照越强, 温度越高, 生长时间越长, 生物膜中重

金属元素含量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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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物地球化学分析[ 1, 2] , 生物膜由寄居的各种各样的生物(包括固着细菌、原生动物、真菌和藻类等)、金

属氧化物(铁氧化物、锰氧化物和铝氧化物等)、有机质及少量的矿物质组成, 即生物膜代表了一种相对稳定的

有微生物细胞组成的复杂混合物的微生态系统, 微生物镶嵌在胞外聚合物的基质中, 并且附着到固体表面。重

金属污染物主要的特性是在水体中不能被微生物降解, 可以发生各种形态之间的相互转化, 并通过各种物理化

学过程使重金属迁移。水中污染物在与颗粒物、沉积物发生相互作用时, 污染物的行为、转移和归宿受到生物

膜的强烈影响。目前, 国内外对于重金属的吸附以及形态分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沉积物方面, 而对于生物膜中

重金属的吸附以及吸附前后的形态变化的研究则很少, 本文试图从水、生物膜、沉积物方面研究黄浦江中重金

属的迁移富集。

1 采样与检测

1 1 样品采集

底泥样品的采集: 2002年 10月, 乘船沿黄浦江而下, 在米市渡、西渡、杨浦大桥、嫩江路、三岔港、吴

淞口等地用蚌式采样器采集表层( 0~ 10 cm)沉积物样品, 采样地点见图 1。

生物膜样品的采集[ 3, 4] : 化学惰性的玻璃片其粗糙性和化学特征类似于天然固体物质的表面, 因此采用玻

璃片获取生物膜样品。将两块玻璃片间隔 1 m系在尼龙绳上, 置于黄浦江西渡、东昌路、民生路、嫩江路码头

的浮桥上, 培养不同时间, 以获取表层和 1 m水深处的生物膜。玻璃片使用前, 首先用洗衣粉彻底洗涤, 再用

稀硝酸浸泡24 h后洗净烘干。

1 2 样品检测

TOC的测定[ 5~ 7] : 准确称取风干样品( < 0 05 g) , 置入 10 mL 干燥试管中, 加入重铬酸钾 浓硫酸溶液 5 mL

混匀。另取重铬酸钾 浓硫酸溶液 5 mL 于干燥试管中, 做空白样(滴定空白样时, 应加入 2~ 3 mL浓硫酸)。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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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试管置于已加热至 180 的硅油浴中, 消煮 8 min后, 取出冷却。将试管内液体转移至 50 mL锥形瓶中, 润洗

试管 2~ 3次, 总体积不宜超过 30 mL, 加 2~ 3滴邻菲口罗啉指示剂, 硫酸亚铁标准溶液滴定至终点。变色过程为

由黄绿色变为蓝绿色, 再变为棕红色, 即达终点(硫酸亚铁标准溶液使用前需用重铬酸钾标准溶液标定) , 有机

质( g/ kg) = 有机碳( g/ kg 1 724)。

图 1 采样分布图

Fig 1 Distribution of sampling field

汞和其它重金属元素总含量的测定: 样品中的汞直接用 AMA254 Automatic Solid/ liquid Analyzer 测定。另取

一定量样品经HNO3、HClO4 消解后,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CP AES)测定其它重金属含量。

汞形态测定[ 8] : 采用连续化学提取法依次提取了样品中可交换态, 碳酸盐结合态, 铁锰氧化物结合态, 有

机质结合态和残渣态的汞。

2 结果与分析

2 1 黄浦江沉积物和生物膜中有机质含量

有机质中含有N、P等营养物质, 同时也是微生物必不可少的碳源和能源。有机质的组成很复杂, 包括保

持原来动植物形态学特征的动植物残体; 动植物残体的半分解产物及微生物代谢产物; 有机质分解和合成而形

表 1 黄浦江沉积物和生物膜中 TOC含量(样数 n= 3)

Table 1 Comparison of TOC in biofilm and sediment in Huangpu River

%

TOC/ % 沉积物 生物膜(表层) 生物膜( 1 m)

西渡 1 500 12 155 13 18

东昌路 1 071 7 811 7 237

民生路 1 618 8 753 7 710

嫩江路 1 024 14 453 8 742

平 均 1 303 0 300 10 793 3 072 9 217 2 716

成的较稳定的高分子化合物 腐殖酸类物质。

表1为黄浦江沉积物和生物膜中总有机质(TOC)

百分比含量。

由表 1可以看出, 生物膜中表层和 1 m水深

处TOC平均值分别为 10 793%、9 217%, 沉积

物中TOC平均值为 1 303% , 生物膜中TOC远大

于沉积物中 TOC含量。生物膜中有机质含量高

说明生物膜中腐殖酸含量以及微生物含量远大于

沉积物中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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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汞在黄浦江沉积物和生物膜中的富集

沉积物和生物膜对元素的浓缩程度可以用浓缩系数来表示: 沉积物浓缩系数= 元素浓度(沉积物) /元素浓

度(水) ; 生物膜浓缩系数= 元素浓度(生物膜) /元素浓度(水)。

2 2 1 黄浦江沉积物对汞元素的富集

黄浦江水和沉积物中汞的含量以及沉积物中汞的浓缩系数见图 2。重金属污染物进入黄浦江水体后, 溶解

态金属通过吸附、沉淀以及生物作用逐渐转移至沉积物中。由图2可以看出, 沉积物中汞的浓缩系数在几百至

1 000之间, 汞元素出现了明显的富集。但在空间上, 由于环境条件的不同, 浓缩系数并不相同。如在西渡、

吴泾、徐浦大桥江段, 水中汞元素含量较高, 浓缩系数相对较低。

图 2 黄浦江沉积物对汞的浓缩系数(采样次数 n= 3)

Fig 2 Accumulation coefficient of mercury in the sediment of Huangpu River

2 2 2 黄浦江生物膜对水中汞元素的富集

生物膜对汞元素的浓缩系数与周围环境因素相关, 温度、生长时间、地点、光照条件不同都会影响到生物膜

的浓缩系数[ 9~ 11]。由图 3( a)可以看出, 1 m水深处生物膜对汞的浓缩系数要大于表层生物膜中汞的浓缩系数, 这

可能是由于光照强度不同的原因
[ 7]

, 同时生物膜中存在微生物能将无机汞转化为元素态汞和有机态汞释放到大气

中, 光照越强, 微生物活性也越高, 因而释放到大气中的气态汞越多, 生物膜中的汞含量就会相对降低。由图3(b)

可以看出, 夏季生物膜中汞的浓缩系数最大, 而冬季生物膜浓缩系数最低, 这可能与水温有关。生长天数不同对于

生物膜的浓缩系数也有一定的影响, 由图 3( c)可以看出, 生长时间越长, 生物膜的浓缩系数越大。

注: 图( a)为 n= 3次采样数据平均值,图( b)、( c)为西渡、东昌路、民生路、嫩江路平均值, 采样次数 n= 3

图 3 黄浦江生物膜中汞的浓缩系数

Fig 3 Accumulation coefficient of mercury in the biofilm of Huangpu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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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3 黄浦江沉积物和生物膜中不同形态汞含量

黄浦江生物膜和沉积物中不同形态汞元素含量如图 4所示, 由图 4可以看出, 沉积物中汞主要以残渣态为

主, 约占 75%, 其次为有机质结合态的汞, 12%左右, 可交换态汞、碳酸盐结合态汞以及铁锰氧化物结合态

汞所占百分比则很少。且各个采样点不同形态汞百分含量标准偏差较小, 说明汞在沉积物中的形态分布比较稳

定。对于生物膜中汞形态分布, 各个采样点之间差异比较大, 西渡生物膜中汞形态分布比较均匀, 可交换态、

碳酸盐结合态以及有机质结合态汞所占百分比均较多, 残渣态汞所占百分比不到 20%; 其余 3个采样点中,

主要以残渣态汞为主, 所占百分比达到 50%左右, 但比沉积物中的残渣态汞含量要少, 有机质结合态汞含量

也比较多, 在 25%左右。生物膜由于生长条件的不同, 各种形态汞所占百分比也不同, 说明相对于沉积物而

言, 生物膜只是一个亚稳定的生态系统。在汞的各种形态中, 残渣态为生物不可利用态, 除残渣态外其它形态

的汞则为生物可利用态汞, 它们都可以转化为小分子的汞被水生生物利用, 进入食物链, 最终造成整个生态系

统的汞危害。

图 4 黄埔江生物膜和沉积物中不同形态汞含量对比 ( n= 3 次采样数据平均值)

Fig 4 Comparison of mercury of different species in biofilm and sediments in Huangpu River

2 3 黄浦江沉积物和生物膜对重金属元素的富集

黄浦江沉积物对重金属元素的浓缩系数见图 5, 富集系数都很高, 从几百到几千, 各元素之间差别很大,

可能与水中各重金属污染物含量及元素地球化学属性有关, 这需要进一步研究。不同采样点沉积物的浓缩系数

存在一定的标准偏差, 这主要是由不同的环境条件引起的。图 5是米市渡、西渡、杨浦大桥、嫩江路、三岔

港、吴淞口采样点的平均值, 采样次数为 n= 3次。

图 5 黄浦江沉积物中其它重金属元素的浓缩系数

Fig 5 Accumulation coefficient of other heavy metal in the sediment of Huangpu River

由图 6可以看出, 生物膜对其它重金属元素的浓缩系数与周围环境因素相关, 其规律与汞相似。

2 4 黄浦江沉积物和生物膜中其它重金属元素浓缩系数

表2为沉积物和生物膜的重金属浓缩系数对比。由表 2可以看出, 黄浦江生物膜大多重金属元素在夏季的

浓缩系数大于沉积物的浓缩系数, 而春季、秋季、冬季的生物膜浓缩系数则要小于沉积物的浓缩系数。表 2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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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渡、东昌路、民生路、嫩江路平均值, 采样次数 n= 3。

表 2 黄浦江沉积物和生物膜中浓缩系数对比

Table 2 Comparison of accumulation coefficient in biofilm and sediment in Huangpu River g/ mL

Ba Ca Cr Cu Fe Li Pb Sr V Zn

春季 2 047 204 6 127 1 621 8 508 10 995 1 198 187 6 866 1 349

夏季 7 263 567 26515 1 869 32 999 4 729 7 169 445 9 522 7 358

秋季 3 917 555 10521 1 373 16 198 4 663 4 629 548 6 941 6 678

冬季 2 585 307 7 821 1 495 10 060 3 714 2 895 227 5 650 3 366

底泥 2 481 478 6 129 2 097 6 342 1 105 2 983 214 6 137 4 119

注: 该图为西渡、东昌路、民生路、嫩江路采样点平均值, 采样次数为 n= 3次

图 6 黄浦江生物膜对其它重金属元素的浓缩系数

Fig 6 Accumulation coefficient of other heavy metal in the biofilm of Huangpu River

3 结 语

黄浦江生物膜中平均TOC为 10%左右, 沉积物中平均 TOC为 1 3%左右。说明生物膜中有机质含量远大

于沉积物中的有机质含量。

黄浦江沉积物和生物膜对汞以及其它重金属元素的浓缩系数都很高, 但生物膜的浓缩系数同时受到温度、

光照、生长时间等环境因素的影响; 温度越高、生长时间越长, 光照越强, 浓缩系数越高; 但由于光照同时影

响到汞的富集以及气态汞向大气的挥发, 且对生物膜所转化的气态汞影响较大, 因此光照越强, 生物膜中汞的

浓缩系数反而越低。

黄浦江沉积物中各个采样点不同形态汞的分布比较稳定, 主要以残渣态为主, 占 75%左右。生物膜中不

同形态汞的分布和采样点则有比较大的关系, 西渡生物膜中各形态汞的分布比较均匀, 残渣态含量也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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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余3个采样点则主要以残渣态为主, 有机质结合态汞的百分含量也比较多。但总体来说, 生物膜中生物不

可利用态汞百分含量小于沉积物中的百分含量, 因此更容易被水生生物所吸收, 进入食物链, 产生更大的生态

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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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ortation and accumulation of mercury and other heavy metal in

water biofilm sediment system of Huangpu River

CHENG Jin ping, LIU Cai e, WANG Wen hua

( Schoo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 Shanghai 200240,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probe into the accumulation of heavy metal in the biofilm, and the infection and contribution of the

biofilm in the courses of water sediments exchang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adsorption of mercury and other heavy metal in the

biofilm and sediments, and compares the changes of mercury species after the adsorption in these two mediums The result

showed the species of mercury and other heavy metal in sediments are mainly the residual matter bound, while the percentage

of carbonate bound, ion exchangeable bound and organic acids bound are little The organic matter in the biofilm is much

higher than this in the sediments The growth time, illumination and temperature ar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heavy met

al s content in the biofilm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the stronger the illumination, the higher the temperature, the longer the

growth t ime, and much more the content of the heavy metals in the biof ilm

Key words: Huangpu River; sediments; biofilm; water; heavy metal; mercury; accumul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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