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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饶阳县富锌、硒特色土地及其生态效应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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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锌和硒是人体必需的生命元素。本文以河北省饶阳县表层土壤和大众农作物小麦、玉米、葡萄、茄子及协同

调查的根系土为研究对象，在对锌、硒、有机碳、pH等指标测试分析的基础上，开展了研究区以锌、硒为特色的土地资

源及生态效应评价。结果表明：饶阳县城南部、同岳乡北部、留楚乡以及大尹村镇南部地区，分布有较大面积的富锌

特色土地，锌元素主要来源于第四系沉积物。不同农作物对锌元素吸收能力大小顺序为小麦>玉米>茄子>葡萄，且

农作物对锌的吸收能力与土壤中的有机碳呈负相关，与pH值呈正相关。在该地区所采36件小麦籽实样品中，有4件

为富硒小麦，且小麦对硒的吸收能力与土壤中的pH值呈正相关，与有机碳含量呈负相关。研究结果对饶阳县开发利

用特色土地资源，发展功能农业产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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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硒等微量元素是人体必需的生命元素，是机

体维持正常新陈代谢的要素[1]。在生物圈中，人类主

要通过土壤-植物-人或土壤-植物-动物-人这两条

食物链来获取微量元素[2]。世界范围内土壤缺锌现

象十分普遍[3]，中国的北部省份及中南部的湖北、湖

南、安徽等省土壤存在大面积缺锌现象[4]。硒在地壳

中的丰度仅为0.05 mg/kg，是一种稀少又分散的微量

元素，我国72%面积的土壤存在不同程度的缺硒现

象。据我国膳食结构调查显示，中国居民日常食物

中硒的平均摄入量低于我国营养学会推荐的硒适宜

摄入量[5-6]。满足人们对微量元素的需求已成为亟待

解决的问题之一。

自1999年起，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在全

国大范围内开展了1/25万尺度的多目标区域地球化

学调查研究工作，对我国耕地质量的地球化学总体

状况形成了初步判断，发现了一批富含有益微量元

素的特色耕地资源，为土地资源管理奠定了基础。1/5

万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是在重点地区开展的一项

调查评价工作，旨在查清土壤环境质量和特色土地

资源分布，为土壤环境保护，绿色名优特农产品生产

和土地资源生态管护等提供依据。

2017年，笔者在饶阳县开展了1/5万土地质量地

球化学调查评价工作，查明了饶阳县土壤及农作物

中有益微量元素分布特征，并通过探究影响农作物

吸收土壤微量元素的因素，为富锌富硒特色耕地的

开发利用提出有效建议。

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河北省衡水市，总面积约 573 km2，

据《衡水统计年鉴2016》显示，2015年饶阳县耕地、园

地面积总计42 719公顷。研究区下辖饶阳镇、大尹

村镇、五公镇、大官亭镇和同岳乡、留楚乡、东里满乡，

境内交通发达。研究区地处冀中平原滹沱河畔，黑

龙港流域低平原旱作区，属于暖温带亚湿润季风

气候。

研究区区域地质构造属华北断坳带坳陷中心东

部，由于古滹沱河、古沙河、古唐河携带来的物质大

部分来自西南方，地形自西南向东北缓慢倾斜，地面

高程从海拔24.1 m逐渐降至14.7 m。全区地势平坦

开阔，但地貌较复杂，缓岗、沙丘主要分布在东里满

一带，由于洪水满溢，流经京堂、同岳、屯里，形成了一

条上承安平，中贯饶阳，下通武强的槽状洼地。土壤

类型主要为潮土，下分典型潮土、脱潮土和盐化潮土

3个亚类[7]，局部存在风沙土。潮土作为该区农用土



地的主要土壤类型，其土层较厚，质地以砂质壤土为

主，绝大部分区域具备灌溉条件，为水浇地，土地肥

沃，有利于农业种植。成土母质以第四纪冲洪积物

为主（图1）。

2 研究方法
2.1 样品采集与分析

本研究按照1/5万比例尺，每平方千米7个点的

密度，采集0～20 cm表层土壤3 484件，每件样品由

周围20 m范围内5个子样等份组合而成。在典型种

植区采集了小麦籽实36件、玉米籽实35件、茄子果

实31件、葡萄果实47件，以及农作物对应的根系土

149件，同时采集研究区使用率较高的化肥样品 38

件。土壤样品在自然条件下阴干，一边晾干，一边使

用木槌轻轻敲打，并全部样品过 10目（2 mm）尼龙

筛，过筛后将样品混匀，按四分法，称取300 g为一件

样品。小麦、玉米样品在无污染、无扬尘、通风的条

件下自然风干后，脱粒，送至实验室进一步处理。葡

萄、茄子、化肥采集后直接送至实验室，由实验室进

行处理。

所有样品均由河北省地矿中心实验室进行测

试，表层土壤样品测试指标有锌、硒、有机碳、pH等，

农作物分析指标有镉、汞、铅、砷等重金属元素，根系

土分析指标与土壤样品分析指标一致。土壤与根系

土中元素的分析方法详见表1。农作物、化肥中的各

项元素采用ICP-MS测定。

采用选定的分析方法对12个国家一级土壤地球

化学标准物质 GSS-1、GSS-2、GSS-6、GSS-7、GSS-

9—GSS-16分别进行12次分析，并分别计算各被测

元素平均值与标准值之间的对数偏差（∆ lg C̄）和相

对标准偏差（RSD%），结果符合《DZ/T 0295-2016 土

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规范》要求。

2.2 数据处理与研究

本文采用Microsoft Excel 2016对样品测试结果进

行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采用SPSS 19进行，图件使

用 CorelDRAW 12 绘制，地球化学图采用 GeoIPAS

V4.0制作，插值方法为反距离权重法。

3 结果与讨论
3.1 土壤锌硒元素含量特征

对研究区 3 484 件土壤锌、硒元素进行统计分

析，将反复剔除超出平均值三倍离差后数据的算术

平均值作为研究区土壤元素背景值，研究区土壤锌、

硒元素含量见表2。

结果表明，研究区土壤锌、硒元素含量范围分别

元素

锌
硒

范围

40.9~309.0

0.06~0.59

平均值

73.6

0.20

变化系数

24.67%

25.18%

背景值

（X）
71.5

0.20

河北平原

背景值（P）*
69.6

0.19

比值

（X/P）
1.03

1.01

表2 土壤锌、硒元素含量及特征参数（mg/kg）

Tab.2 The concentrations and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of soil zinc and selenium(mg /kg)

注：* 张秀芝等，《河北省平原区及近岸海域多目标区域地球化

学调查报告》

图1 研究区第四纪地质与交通位置图

Fig.1 The Quaternary geological and traffic map of

the study area

元素

Se

Corg

Zn

pH

方法

氢化物发生—原子

荧光法（AF）

蒸馏容量法（VOL）

X射线荧光光谱法

（XRF）
pH计法（ISE）

检出限

0.01

0.07

4

0.1

对数偏差

（∆ lg C̄）范围

<0.032

<0.035

<0.016

相对标准偏差

（RSD%）范围

3.3～9.4

1.2～4.0

0.5～2

0.42～0.62

表1 各指标分析方法与准确度

Tab.1 Analysis method, precision and accuracy for

various indicators

注：Se、Zn检出限单位为mg/kg；Corg含量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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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40.9～309.0 mg/kg、0.06～0.59 mg/kg，其背景值与

河北平原区背景值较为接近。对研究区耕地和园地

土壤锌、硒元素含量丰缺等级进行统计，结果见表

3。锌元素丰富土地面积为5 953.8公顷，占全县面积

的13.9%，较丰富土地为17 189.5公顷，占全县面积

的40.2%；硒元素地球化学等级以适量为主，所占比

例为74.77%；高含量等级面积为12.1公顷。

土壤中硒和锌空间分布特征见图2，总体上，土

壤中锌元素与硒元素地球化学特征一致，高值区主

要位于京堂-王同岳-留楚一带的槽状洼地、五公镇

耿口-沃地、东里满乡张各庄-大送架村以及大尹村镇

北部大尹村-大王庄等地，低值区主要位于饶阳镇西

北部富村-罗屯以及东里满乡北部韩村-王屯一带。

3.2 土壤中硒锌元素来源分析

通过搜集研究区1/25万多目标地球化学调查数

据①，，对比研究区表层、深层土壤中Zn元素以及研究

区第四系沉积物的分布情况（图3），表层、深层土壤

Zn元素分布特征较为相似，高值区的分布与研究区

第四系冲洪积物的分布十分吻合，低值区与第四系

风积物和洪积物分布一致。对表层土壤中的Zn、Se、

Al2O3等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各元素间的相关性分

析结果见表4。Al2O3主要代表了表生环境下的黏土

矿物，与土壤粒度相关。SiO2和Zr多以碎屑沉积，迁

移能力很弱，以河流机械搬运为主。Na和Rb同属碱

性元素，但由于Rb+的离子半径远远大于Na+，因此，

Rb易被吸附而Na能够进行长距离迁移。Ni、Fe、V

在碱性环境下移动性较强，易呈液态进行迁移，U元

素多呈大分子络合物形式存在，亦具有一定的迁移

能力，这些元素在富含土壤吸附载体的黏质土壤中

含量较高，在河床地带呈现低值[8]。因此河道冲积物

具有高Si、Zr、Na，低Al2O3、Rb、V、U的特征，而在洪

水满溢产生的冲洪积物中，这些元素的特征与河道

相反。表层土壤中的Zn、Se元素与Al2O3、Ni、Fe、V、

U等元素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与Na2O、SiO2、Zr等

元素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研究区土壤中锌硒元

素主要来源于第四系冲洪积物，其母质颗粒较细，富

含有机物和黏土矿物，Zn、Se元素受到吸附，在表层

土壤次生富集。

受人类活动影响，土壤中的元素含量也会产生

变化，农业活动会增加农田土壤中锌等元素的含

量[9-12]。对研究区肥料中锌元素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见表5，肥料中的锌元素含量较高，不同种类肥料中

锌的平均含量是研究区土壤背景值的 2.3～9.3倍。

表3 土壤锌、硒元素含量等级划分

Tab.3 The classification of soil zinc

and selenium concentrations

锌

硒

丰缺等级
分级标准（mg/kg）
分布面积（ha）
面积占比（%）

丰缺等级

分级标准（mg/kg）

分布面积（ha）
面积占比（%）

丰富
>84

5 953.8

13.9

过剩

>3.0

0

0

较丰富
71～84

17 189.5

40.2

高
0.40～

3.0
12.1

0.03

中等
62～71

12 710.3

29.8

适量
0.175～

0.40
31 941.5

74.77

较缺乏
50～62

6 075.7

14.2

边缘
0.125～

0.175
7 879.6

18.45

缺乏
≤50

789.7

1.8

较缺乏

≤0.125

2 885.7

6.75

①张秀芝，马忠社，郭海全，等 . 河北省平原区及近岸海域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报告[R].河北省地质调查院 .2009.

图2 土壤锌、硒元素地球化学图

Fig.2 Geochemical map of soil zinc and selenium

concent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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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研究区表层土壤与深层土壤锌地球化学图

Fig.3 Geochemical map of the soil zinc concentrations in top soil and deep soil in the study area

元素
Al2O3

K2O

Na2O

SiO2

Fe2O3

Corg

Ba

U

V

Ni

Zr

Zn

Se

Al2O3

1

K2O

0.878**

1

Na2O

-0.848**

-0.808**

1

SiO2

-0.913**

-0.856**

0.891**

1

Fe2O3

0.956**

0.832**

-0.792**

-0.876**

1

Corg

0.609**

0.642**

-0.502**

-0.618**

0.631**

1

Ba

0.372**

0.421**

-0.256**

-0.328**

0.410**

0.340**

1

U

0.485**

0.440**

-0.562**

-0.501**

0.446**

0.350**

0.087

1

V

0.906**

0.727**

-0.695**

-0.802**

0.962**

0.571**

0.362**

0.408**

1

Ni

0.853**

0.720**

-0.669**

-0.773**

0.892**

0.575**

0.335**

0.383**

0.886**

1

Zr

-0.732**

-0.726**

0.639**

0.685**

-0.694**

-0.548**

-0.278**

-0.321**

-0.632**

-0.656**

1

Zn

0.549**

0.529**

-0.437**

-0.516**

0.584**

0.486**

0.242**

0.281**

0.566**

0.804**

-0.464**

1

Se

0.735**

0.683**

-0.633**

-0.719**

0.736**

0.749**

0.273**

0.367**

0.699**

0.682**

-0.609**

0.516**

1

注：**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

表4 表层土壤元素相关性分析

Tab.4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topsoil elements

可见肥料的使用，尤其是有机肥的使用，也是引起研

究区局部地区锌元素含量增高的因素。

3.3 农作物可食部位锌硒含量

对研究区农作物可食部分中锌、硒元素的含量

进行统计分析（表6）。不同种类农作物可食部分中

锌、硒元素的变异程度均较低。作物可食部分中锌

元素含量高低顺序为小麦>玉米>茄子>葡萄，硒元素

含量高低顺序为小麦>玉米>葡萄>茄子，可见大宗粮

食作物中各项元素的含量较高，这主要是由于粮食

作物中的含水率较低。

表5 研究区肥料锌元素含量（mg/kg）

Tab.5 The concentrations of the fertilizer zinc

in the study area（mg/kg）

种类

复合肥（n=19)

尿素(n=3）

二铵（n=3)

有机肥（n=13）

含量

6.3～1 282.0

29.8～493.0

82.6～535.0

95.9～2 380.0

平均值

165.5

194.0

236.9

664.8

表6 作物中Zn、Se含量（mg/kg）

Tab.6 The concentrations of Zn

and Se in the crops(mg /kg)

元素

Zn

Se

项目

含量范围

平均值

变异系数

中国食品
成分含量*

含量范围

平均值

变异系数

葡萄（n=47）

0.27～0.73

0.46

22.39%

1.8

0.001 6~
0.003 8

0.002 5

20.11%

茄子(n=31)

0.63～1.87

1.14

22.63%

2.3

0.001 4~
0.003 8

0.002 4

23.01%

玉米（n=35）

13.95～22.15

18.20

11.37%

9.0

0.016~0.026

0.020

14.52%

小麦（n=36）

20.90～41.80

32.45

15.22%

23.3

0.021~0.070

0.031

33.14%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食品成分表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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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我国食品中锌含量，可见研究区小麦、玉米

中的锌含量显著高于我国的平均水平，而葡萄，茄子

低于全国水平，说明小麦、玉米可作为生产富锌食品

的主要作物。我国颁布的富硒作物标准较少，参考

《GBT 22499-2008 富硒稻谷》中的富硒标准（0.04

mg/kg），对研究区小麦样品进行评价，发现4件小麦

达标。

3.4 影响农作物吸收锌硒元素的因素

农作物对土壤中各类元素的吸收作用受到多种

因素的影响，既受到土壤自身理化性质，如元素含

量、元素形态、pH值、有机质含量、质地、阳离子交换

量等的影响，又受到外界种植条件的影响[13-17]，处于

同一自然环境条件下的各种不同作物吸收同种元素

的能力也存在明显差异[18]。

按以下公式计算不同农作物中锌、硒的吸收率，

即富集系数Ci：

Ci= Cz
Cs

×100%

其中CZ为农作物中元素含量值，CS为土壤中对

应元素的含量值，对比分析不同作物对锌、硒的吸收

性（表7），结果表明小麦对锌、硒的吸收性最高，其次

是玉米，茄子对于锌的吸收性大于葡萄，葡萄对于硒

的吸收性大于茄子。

3.4.1锌

研究发现小麦、茄子中锌元素含量与根系土中

锌的全量呈正相关关系（图4），即根系土中锌元素含

量越高，可食部分中元素含量越高。玉米和葡萄中

锌元素含量与根系土中锌元素含量关系不明显，说

明土壤中锌的含量不是控制玉米和葡萄吸收锌的主

要因素。所有作物对锌的吸收率均与根系土中锌元

素含量呈负相关关系（图5），葡萄和茄子对Zn的吸收

率与根系土中Zn的含量为指数关系，说明作物对于

锌元素的吸收具有饱和度[19]，土壤中锌元素显著增长

时，农作物中含量并未呈明显增加。

相同pH值或有机碳含量水平下，研究区土壤中

表7 不同作物对锌、硒元素吸收率（%）

Tab.7 Different crops absorbility of zinc and selenium

元素

Zn

Se

项目
范围

平均值
变异系数

范围
平均值

变异系数

葡萄（n=47）
0.14～0.89

0.45

41.23%

0.67～2.08

1.13

26.02%

茄子(n=31)

0.21～2.03

0.78

57.55%

0.49～1.79

0.95

29.46%

玉米（n=35）
16.8～41.1

26.1

20.17%

6.6～23.5

10.6

35.72%

小麦（n=36）
34.1～77.0

44.5

19.88%

8.5～62.1

16.5

54.85%

图4 作物中锌含量与根系土中锌元素含量关系

Fig.4 The correlations of crops zinc concentrations

with soil zinc concentrations

图5 作物对锌的吸收能力与根系土中锌元素含量关系

Fig.5 The correlations of the crops absorbility of the

zinc with soil-in-root zinc concent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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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元素含量差异较大，为消除根系土中锌元素对农

作物吸收锌的影响，以吸收率表征研究区内土壤pH

值和有机碳对农作物对锌吸收能力的影响，结果显

示各类农作物对锌的吸收能力均与有机碳呈现负相

关关系（图6），与pH值均呈现正相关关系（图7），即

随着研究区土壤有机碳含量增加，Zn的生物有效性

含量降低，说明土壤有机质对锌元素产生了吸附和

络合作用，高含量的有机碳抑制了作物对于锌元素

的吸收。有研究表明，锌元素在酸性条件下活性较

强，随着酸性减弱，Zn2+易与土壤溶液中的OH-形成

沉淀，活性逐渐降低，但在碱性较强的环境下，Zn

(OH)2 会再次溶解形成 ZnO2- ，ZnO2- 可被植物吸

收[20- 22]。研究区土壤整体呈碱性，因此随着碱性增

强，Zn元素活性增强。

3.4.2 硒

小麦中硒含量与根系土中硒元素含量无明显相

关关系。对硒元素的吸收能力与土壤pH值呈现正

相关关系（图8），随着土壤pH值的升高，碱性增强，

硒元素可从亚硒酸盐（Se4+)氧化为硒酸盐（Se6+）[23-24]，

硒元素的有效性增加，更易被作物吸收利用[25-28]；对

硒元素的吸收能力与有机碳含量呈现负相关关系

（图8），这表现出了有机碳对硒元素较强的吸附性，

这一特征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29-32]。

4 结论与建议
（1）饶阳县耕、园地土壤中锌元素含量较丰富，

较丰富等级以上土壤面积达23 143.3公顷，占全县面

积的56.1%，主要分布在饶阳县南部-同岳乡北部-留

楚乡一带，以及大尹村镇南部地区。

（2）研究区表层、深层土壤中锌元素高值区分布

范围与第四系冲洪积物分布区域相似，与Al2O3、Ni、

Fe等元素呈正相关关系，与Na2O、SiO2等元素呈负相

关关系。低Na2O、SiO2，高Al2O3、Ni、Fe的地球化学

特征正代表了研究区内的冲洪积物，说明研究区土

壤中的锌、硒元素主要来源于第四系冲洪积物，并在

表层次生富集。同时，化肥也是土壤锌元素的来源

之一。

（3）研究区小麦作物对锌的吸收性最高。农作

物对锌元素的吸收受土壤中元素含量、有机碳、pH值

的影响，其中小麦、茄子中锌含量与土壤中锌含量呈

图6 作物对锌的吸收能力与根系土中有机碳含量关系

Fig.6 The correlations of crops absorbility of the zinc

with soil-in-root organic carbon concentrations

图7 作物对锌的吸收能力与根系土中
pH值含量关系

Fig.7 The correlations of crops absorbility of zinc
with soil-in-root pH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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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相关关系，农作物对锌的吸收性与土壤中的有机

碳呈负相关，与pH值呈正相关。

（4）研究区小麦对硒的吸收能力与土壤中的pH

值呈正相关，与有机碳含量呈负相关。

综上所述，农作物吸收土壤中的微量元素受到

多种因素影响，在对特色土地进行开发利用时，除了

要考虑土壤中元素含量，还应关注作物类型以及土

壤中pH值和有机碳含量等理化指标。如本次研究

区饶阳县，在富锌农业开发时应在富锌土地中选取

pH值相对较高、有机碳含量较低的区域开展特色农

业规划，并以种植小麦为宜；在开发富硒小麦时，可

适当放宽对土壤硒含量的要求，主要关注土壤的pH

值和有机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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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 land resources with Zn, Se
and their ecological effects in Raoyang county of Hebei province

WANG Chang-yu1,2，ZHANG Su-rong1,2，LIU Ji-hong1,2，XING Yi1,2，YANG Jun-quan1,2

(1.Tianjin Centre, China Geological Survey, Tianjin 300170, China;

2. North China Center for Geoscience Innovation Precambrian Research Centre，China Geological Survey, Tianjin 300170, China)

Abstract: Zinc and selenium are essential elements in life. Taking topsoil and crops with their soil-in-root as the

study object, this paper analyses zinc, selenium, organic carbon, pH value and other elements, and evaluates the

characteristic land resources and their ecological effects in Raoyang county of Hebei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

there are a large area of soil rich in zinc, distrabuting in the south of Raoyang county town, north of Tongyue

town, Liuchu town and the south of Dayincun town. And zinc in soils is mainly inherited from parent material of

sediments. The absorbility of the zinc order was wheat > corn > eggplant > grapes, and the crops absorbility of

zinc ha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pH value and a negatively relationship with the organic carbon in soil.

While there are 4 wheats rich in selenium, and the absorbility of selenium ha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pH

value and a negatively relationship with the organic carbon in soil. This study has a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utilization of characteristic land resources and development of functional agriculture industry in Raoyang

county.

Key words: Raoyang county; soil; zinc; corps; selenium; ecological effect;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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