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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 2015 年 8 月份对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表层沉积物的监测数据，基于主成分分析/绝对主成分分数 （PCA/APCS）
受体模型定量解析了重金属元素镉 （Cd） 的可能来源，并结合地统计学插值了 Cd 的源贡献量的空间分布状况，结果表明沉

积物中镉污染主要存在 3 个可能来源，源头及贡献率分别为工业污染 （18.8 %）、陆地径流输入 （66.0 %）、生物活动等自然
因素 （13.6 %），并且各个源头贡献量具有不同的空间分布状况，其中工业污染的高值区主要集中在靠近陆地区域，陆地径
流输入的分布呈现由近岸向外海逐减降低的特征，生物活动等自然因素的高值区主要集中在远离陆地的外海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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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apportionment of metal Cd in the surfacemarine sediments
TAN Sai-zhang1, 2, YANG Tao1, 2, KE Yu1, 2, LIU Cai-cai1, 2, ZHANG Hao-fei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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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absolute principal component scores 渊PCA/APCS冤 receptor model and the or鄄

dinary kriging interpolation method were combined to identify and apportion the pollution sources of Cd in the sediments of
the Yangtse River Estuary and its adjacent sea area. Three sources and their contribution rates, obtained using the receptor
model, were as follows院industry drainage 渊18.8 %冤, land-based runoff input 渊66.0 %冤 and biological activities 渊13.6 %冤, re鄄

spectively. Results show that every Cd source had its unique spatial pattern. Among them, the high-value areas of industrial
pollution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areas close to the land, the distribution of land runoff input decreases gradually from
the nearshore to the open sea, while the high-value areas of natural factors such as biological activities are mainly concen鄄
trated in the open sea areas far away from the land.

Keywords：Yangtse River Estuary; surface sediments; Cd; PCA/APCS receptor model; geostatistics

随着长三角地区经济开发力度的不断加强，长
江口及其附近海域所承受的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其
中重金属元素因具有来源广、残留时间长、易于沿
食物链转移富集等特点，一直是该区域备受关注的
有毒污染物之一 （马德毅 等，2003）。在河口区域
不同来源的重金属经过吸附、絮凝、生物积累等过
程，只以很少的溶解态停留在水体中，会有相当数
量的 重金属元 素 转 移 到 沉 积 物 中 （Valdes et al，

2005），进入沉积物中的重金属通常能够长期稳定

存在，有较强的分布规律，并能够直接对底栖生物
群落结构和功能产生影响 （贾海波 等，2011），海
洋沉积物中重金属元素含量也因此成为国内外监测
和评价海洋环境污染程度的重要指标。近年来国内
外针对长江口及其附近海域沉积物重金属的研究较
多，但主要集中在含量分布及生态风险评价方面，
方明等 （2013） 对长江口沉积物重金属的分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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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及潜在生态风险评价后发现，镉 （Cd） 的平均

污染程度要明显高于其他元素，潜在的生态风险系
数也较高；柴小平等 （2015） 对杭州湾及其邻近海

域表 层沉积物 中的重金属 进行评 价 后 ， 发 现 汞
（Hg） 和镉 （Cd） 是主要生态风险贡献因子；贾海
波 等 （2011） 利 用 底 栖 生 物 作 为 指 标 ， 应 用
Bivariate 和 BIOENV 分析表明，表层沉积物中铜
（Cu）、铅（Pb） 和镉 （Cd） 的含量已对大型底栖生

通 报

采用主成分分析/绝对主成分分数 （PCA/APCS） 受
体模型，在定性识别潜在污染源的基础上量化污染

源的贡献率，同时为了直观理解可能的 Cd 污染源

贡献量的空间分布和在源未知的情况下推测具体的
污染源，本研究引进地统计学分析，利用地统计学
揭示区域内重金属空间变异的趋势，并通过插值得

到 Cd 污染源贡献量的空间分布图，以期为长江口
及其邻近海域重金属污染防治和生态风险管理提供

物的丰度、均匀度等产生显著的影响，并强调长江

科学依据。

口及其邻近海域的重金属污染必须得到高度的重
视； He 等 （2019） 对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表层沉
积物中重金属的形态进行研究，发现元素 Cd 的可

1

交换态、碳酸盐结合态、铁锰氧化物结合态等在总
镉中占比较高，极容易在河口演化过程中发生化学
反应 释放到水 体中， 具有 较高的 潜 在 生 态 风 险
（2019）。大量研究都表明，在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
表层沉积物中的重金属元素已经对生态环境造成了
潜在的威胁，需要引起重视。
若要真正的重视重金属污染，并为后续修复工
作打下基础，首先要摸清其主要来源，目前来说，
对污染源的解析存在两种层次 （瞿明凯 等，2013），
第一层次是定性判断主要的污染物来源类型，单纯
的识别污染物的来源，即源识别；第二层次不仅要
定性判断主要的污染源类型，还要定量计算各污染
源的贡献量，即源解析。目前对长江口及其附近海
域沉积物中重金属元素来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
层次，量化源头贡献率的研究较少。正是基于这

点，本文选取潜在生态风险系数较高的 Cd 元素，

http://hytb.nmdis.org.cn

基础数据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国家海洋局东海环境监测中心
2015 年 8 月表层沉积物环境质量监测数据，采样
站位共 60 个 （图 1）。沉积物质量分析按照 《海洋
监测规范》 （GB 17378.4-2007） 中所规定的方法

进行，虽然本研究是对单一元素 Cd 的源解析，但
是使用 PCA/APCS 受体模型的方法时，若借助其
他重金属含量数据较单纯使用 Cd 含量数据可以得

到更多信息，起到更好的解析效果，因此选取的
指标包括沉积物中 7 种重金属元素：镉 （Cd）、铜
（Cu）、铅 （Pb）、锌 （Zn）、铬 （Cr）、汞 （Hg） 和
砷（As）。
1.2 PCA/APCS 受体模型
主成分分析 （PCA） 是统计学中一种简化数据

集 的技术， 具体计算 过程有 3 步 ， 奇 异 值 分 解

（SDV）、选择维数 （选择主成分） 和旋转 （使因子

上海市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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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 有代表性） （瞿明凯 等， 2013； Hou et al，
2017）。 通 过 对 7 种 重 金 属 元 素 （Cd、 Cu、 Pb、
Zn、 Cr、 Hg、 As） 的含量进行主成分分析，采用

varimax 旋转来得到有意义的因子，并采用累计贡

献率 （达到 80 % 以上） 和特征值 （接近 1） 为标
准来决定合适的因子数目 （赖国毅 等，2010）。绝

对主成分分数 （APCS） 是通过主成分因子得分定

量地估计源对每种污染物的分担率，也用于估计源
对重金属的贡献量，该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大气科学
和水文学 （Guo et al，2004；Song et al，2006）。主

要步骤为：首先对所有金属元素含量进行标准化，
如下式所示：
Zij = Cij - Ci
滓i

式中：Zij 为标准化后的浓度值 （无量纲）；Ci 和 滓i
分别是元素 i 的平均浓度和标准偏差。从 PCA 得

到的是归一化的因子分数，即均值为 0 和标准偏差

为 1。对所有元素引入一个浓度为 0 的人为样本，
可计算得到该 0 浓度样本的因子分数为：
（Z0）i = 0 - Ci = Ci
滓i
滓i

通过使用 PCA 可得到这些归一化的重金属浓

度的因子分数。每个重金属元素的 APCS 可由每个

样本 的因子分 数减去 0 浓 度样本 的 因 子 分 数 得
到。再用重金属浓度数据对 APCS 做多元线性回

归可得到相应的回归系数。该回归系数可将 APCS

转化为每个污染源对每个样本的浓度贡献。对 Ci
的源贡献量可由一个多元线性回归得到，相应公
式为：
n

Ci = b 0i +移（A PCSp 伊 b pi）
p = 1

式中：b 0i 为对金属元素 i 做多元线性回归所得的常

数项。b pi 是源 p 对金属元素 i 的回归系数。A PCSp 为

调整后的因子 p 的分数。 A PCSp 伊 b pi 表示源 p 对 Ci
的质量浓度贡献，所有样本的平均值就表示了源平
均绝对贡献量。

1.3 地统计学分析

地统计是以区域化变量为基础，借助半变异函
数，揭示样本背后的随机性和结构性，以及空间相
关性和依赖性。这里利用地统计学进行沉积物中重
金属元素的空间变异分析，主要是通过对半变异函
数的计算和拟合，将重金属空间变异特征定量化、

模型化，计算出相关参数，从而揭示出影响重金属
空间变异的主要因素和作用方式 （汤国安 等，2013）。
半变异函数的数学表达式为：
r h）= 1
（
2n

n

移[Z（x）- Z（x + h）]

i = 1

i

i

2

式中，r （h） 为半变异函数；Z （x）
为元素在 x 处
i
的含量值；Z （xi + h） 为元素在 （x + h） 处的含量
值；n 代表距离为 h 的个数。
半变异函数的拟合将提供 3 个参数，即块金
值、基台值、变程。当间隔距离 h = 0 时，半变异

函数值称为块金值，是由于存在测量仪器误差和一
定空间范围内的自然变化引起的。当半变异函数随
着间隔距离 h 的增大，函数值从非零值达到一个相
对稳定的常数时，该常数成为基台值。基台值是
系统中最大的变异，半变异函数达到基台值时的
间隔距离称为变程 （记作 R），在 h逸R 以后，区
域化变量 Z （x） 空间相关性消失。沉积物重金属
各元素的空间变异性可根据块金值与基台值的比值
大小，即块金系数进行划分 （王利东 等， 2011），
块金系数表示由随机部分引起的空间变异性占总体
变异的比例，若块金系数小于 25 % 说明变量有强

烈的空间相关性，多由内部区域因素控制，如地
形、气候、海流等引起的变异；25 %~75 %之间说

明变量有中等强度的空间相关，说明同时受内部区
域因素和外部随机因素的控制；大于 75 % 时变量

空间弱相关，说明变异主要由外部随机因素控制，
如 社会经济 活动（如排污口等） 引起的空间变异
（Yang et al，2015）。

2

结果与讨论

2.1 Cd 源解析
表 1 中是研究区域内沉积物中重金属含量的描
述 性 统 计 分 析 ， 其 中 重 金 属 元 素 Cd 的 均 值 为

0.136伊10 -6， Cu 的均值为 20.6伊10 -6， Pb 的均值为
23.8伊10 -6， Zn 的 均 值 为 72.0伊10 -6， Cr 的 均 值 为
33.1伊10-6，Hg 的均值为 0.060 8伊10-6，As 的均值为
7.58伊10-6，与白有成等 （2011） 在相同海域 2009年

6 月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变异系数反映了采样总
体中各样点之间的平均变异程度，通过变异系数可
以看出，Cd 和 Hg 的变异系数较大，变异性较强，
说明沉积物中 Cd、Hg 受外界干扰比较显著，空间
http://hytb.nmdi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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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异较大，这种分异很大程度上归结于自然与人为
活动的共同影响 （杨秀虹 等，2005）。
表1

元素

表层沉积物重金属元素的统计特征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伊10-6
伊10-6
伊10-6

Cd

标准
偏差

*

0.310

0.136

0.066 9

Pb

5.79

38.0

23.8

6.94

Cr

8.61

65.3

33.1

14.5

Cu

3.23

Zn

38.2

Hg

*

As

2.94

37.9

20.6

123

72.0

0.216

文献均值数据
变异系
（白有成 等，
数/%
2011）

7.58

注：* 代表未检出。

0.17

29

36.8

44

-

42

18.7

26

0.060 8 0.035 2

13.4

49

8.66

37.4

成
分 合计
1

3.208

3

0.477

2
4
5
6
7

0.980
0.143
0.101
0.052
0.040

表3
元素

旋转平方和载入

方差百分
比/%

累计百
分比/%

19.609

83.762

64.153
9.539
2.860

64.153

2.804

93.302

0.891

96.162

2.020

合计
0.970

方差百分
比/%

累计百
分比/%

19.406

75.484

56.078
17.818

56.078
93.302

98.182

1.018

99.200

0.800

100.000

PC1

旋转成分矩阵
PC2

PC3

0.940

0.200

Pb

0.923

0.067

-0.049

0.008

0.039

Zn

Hg
As

0.911

0.404

0.941

0.209

0.523

http://hytb.nmdis.org.cn

0.139

0.249

0.611

0.167

0.288

0.874

0.238

0.479

其他：1.6 %

源 1：18.8 %
源 2：66.0 %

图 2 Cd 源贡献率

2.2 Cd 空间变异特征分析
由于 PCA/APDC 对重金属元素空间尺度的分

布提供的信息很少，而地统计学分析能够最大限度
地保留空间变异信息，很好地描述金属含量的空间
变异结构，提供区域化变量尺度的视角 （马菲，

2008；Lv，2019），因此，半变异函数分析能够进
一步证实 PCA/APDC 的结果。为了保证半变异函

数的计算和拟合的准确性，我们通过交叉验证的方
式帮助确定拟合的模型，交叉验证将忽略数据集中
的一个点，利用数据的其余部分预测该点的位置
值，然后将测量值与预测值进行比较，测量值与预
测值的差值称为预测误差，具体判断条件包括：验

证预测具有无偏性，判定条件是平均预测误差接近
0；标准误差是准确的，判定条件是均方跟标准化
预测误差接近 1；预测与测量值的偏差不大，判定
条件是均方根误差和平均标准误差尽可能小。拟合
好后通过获得的块金值和基台值，计算得到块金系
数，见表 4。
表4
因素

0.273

Cr

源 3：13.6 %

沉积物重金属元素浓度的成分矩阵和旋转成分矩阵

Cd
Cu

献量依次为源 1 （18.8 %）、源 2 （66.0 %）、源 3
（13.6 %），其他未知源头为 1.6 %。

10.60

各主成分对沉积物重金属元素浓度的总体解释方差百分比
初始特征值

PCA/APCS 源解析计算得到的 Cd 污染源的贡献率。
可以看到，在本研究区域内，3 个可能污染源的贡

0.043

27

运用 SPSS 软件对沉积物中的 7 项重金属数据
进行 KMO 检验，得到统计量值大于 0.80， Bartlett
球型检验相伴概率小于 0.01，表明各重金属间相关
性较强 （时立文， 2013），可以做主成分分析。由
表 2 和表 3 可见，通过 varimax 旋转以后，提取 3
个因子包含了原来 7 个指标全部方差的 93.302 % ，
说明提取的 3 个因子能够比较好地体现原来 7 种金
属元素的情况，第一主成分与 Cu、Pb、Zn、As 相
关，占总体方差的 56.078 % ，第二主成分与 Cd、
Hg 相关，占总体方差的 19.406 %，第三主成分与
Cr、As 相关，占总体方差的 17.818 %。
表2

3 个因子代表了重金属元素的 3 个可能污染
源，分别记为源 1、源 2、源 3。图 2 所示为根据

93.5

58

2.02

38 卷

通 报

源1
源2
源3

半变异函数拟合参数
块金系数/%

理论模型

18

Exponential

84
57

stable

Exponential

通过表 4 可以看出，源 1 拟合的半变异函数参
数中，块金系数大于 75 % ，分析结果表明空间弱
相关，说明源头 1 主要受外部随机因素控制，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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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影响较大；源 2 块金系数小于 25 % ，表明空间

强相关，说明源头 2 主要受内部区域因素控制；源

3 块金系数介于 25 %~75 % ，表明空间中等相关，

说明源头 3 同时受内部区域因素和外部随机因素
控制。

根据得到的半变异函数模型，应用普通克里格

31.5毅N

31.5毅N

31.0毅N

31.0毅N

30.5毅N

30.5毅N

121.5毅E

122毅E

122.5毅E

图 3 Cd 空间分布图

123毅E

图4

31.5毅N

31.5毅N

31.0毅N

31.0毅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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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毅E

（Ordinary Kriging） 法进行最优内插，绘制了不同
源头对重金属 Cd 贡献的空间分布格局图。图 3 为
研究区域重金属元素 Cd 的空间分布图，可以看
出， Cd 元素的高值区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及长江口
一带，随着向外海延伸，含量逐渐降低，这与已有
的研究成果基本一致 （Liu et al，2019）。
图 4-图 6 为可能源头对 Cd 污染贡献的空间分

布图，源 1 的高值区主要出现在靠近陆地、岛屿的
海域，如在金山、横沙岛及舟山群岛等人类活动密
集和工业密布区域。这些区域分布有大量的入海排

污口，根据上海市海洋环境调查结果， 2015 年沿
海区县崇明、宝山、金山、奉贤、浦东新区共布有
19 个陆源入海排污口，年内共排放处理后的尾水
20.5 亿立方米，排放重金属 （铜、锌、铅、镉、
汞） 约 120 t。 根 据 浙 江 省 海 洋 环 境 调 查 结 果 ，
2015 年沿海地区共有入海排污口 48 个，年内排放

121.5毅E

121.5毅E

图6

122毅E

122.5毅E

123毅E

122毅E

122.5毅E

123毅E

源 1 空间分布图

源 3 空间分布图

入海的污水总量约为 5.80 亿立方米，携带入海的
重金属 （铜、锌、铅、镉、汞、铬） 约 41.9 t，其
中嘉兴沿岸 3 个、舟山沿岸 21 个、宁波沿岸 8 个，
占总数 2/3 的排污口都会对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产
生影响，这些重金属入海后会有相当部分沉降至底
部，对沉积物中的重金属产生贡献 （Valdes et al，

2005）。结合半变异函数分析结果，源 1 主要受外

部随机因素控制受人为影响较大，推断源头 1 主要
代表了人类活动的工业排污，对 Cd 污染的贡献率
约为 18.8 %，是 Cd 污染的第二大可能源头。

源头 2 呈现出明显的由河口向外海递减的趋
势，尤其在长江入海口区域和钱塘江入海口区域，
表现更为显著。长江口及邻近海域入海河流流量每
年可达 10 000 亿立方米，其中长江和钱塘江流量
占研究区域总河流流量的 90 % 以上 （王长友 等，

2010），这两条河流带入的污染物质也占了研究区
http://hytb.nmdi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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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总河流输入的绝大部分，根据东海区海洋环境调

查结果， 2015 年长江重金属 （铜、锌、铅、镉、
汞） 入 海通 量 约 12 026 t， 钱 塘 江 重 金 属 （铜 、
铅、锌、镉、汞） 入海通量约 325 t，分别占东海
区江河入海重金属总通量的 73.9 %和 2.0 %。河流

38 卷

通 报

有差别，但结果同样表明东海陆扰海域铜、铅、
锌、镉污染物主要来源于以河流为主的陆源排放，
其次是排污口，与本文研究结果一致。因此在针对
研究海域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元素 Cd 制定污染防
治措施及开展修复工作时，应重点控制陆源径流

携带的这些重金属物质会随着悬浮物慢慢沉降进入

输入的重金属含量。

沉积物，对沉积物的地球化学特征产生影响。结合
半变异函数分析结果，源头 2 主要受内部区域因素

3

域。对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表层沉积物中 Cd 的形

（1） 基于 PCA/APCS 受体模型，对长江口及其
附近海域沉积物中重金属元素 Cd 的来源进行了解
析，结果表明沉积物中 Cd 主要存在 3 个可能污染
源，其贡献率分别为源 1 （18.8 %）、源 2 （66.0 %）、

控制，推断源头 2 代表了以长江、钱塘江为主的陆
源径流输入，源 2 对 Cd 污染的贡献率约为 66.0 %，
是 Cd 污染的最大可能源头。
源头 3 的高值区主要出现在远离陆地的外海区
态研究后发现， Cd 的碳酸盐结合态在总量中所占

比例较高，进一步研究发现，从长江口口内区域到
外海区域，沉积物中 Cd 的形态构成不断发生变

化，尤其是碳酸盐结合态逐渐变高，而碳酸盐结合
态的镉与生物作用息息相关 （Liu et al， 2019； He
et al， 2019）。这与 Lin 等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他
们发现相关区域 Cd 的高值来源主要由生物成因的
碳酸盐所控制 （2002），因为 Cd 元素能作为一种

营养金属元素被浮游植物从表层海水中迁移，并且
有研究认为东海外陆架的黑潮水可能提供了 Cd
源，随后被生物碳酸盐储存并引起该区域沉积物中

较高的 Cd 元素现象。结合 Yu 等 （2013） 对长江
口及其邻近海域表层沉积物中碳酸钙的研究发现，
分布趋势与源 3 呈现的趋势基本一致，这也表明源
3 与生源要素具有一定关联。结合半变异函数分析
结果，源 3 同时受内外因素控制，这表明源 3 除

了包含生物活动的影响外，还可能存在其他来源，

结论

源 3 （13.6 %）。
（2） 结合地统计学技术，对 Cd 的空间变异性
进行了分析，其中源头 1 表现出空间弱相关，主要
受外部随机因素控制，源头 2 表现出较强的空间自
相关，表明主要受内部区域因素控制。源头 3 空间

中等相关，表明同时受内部自然因素和外部随机因
素控制。
（3） 根据克里格插值结果，源头 1 高值区主要
出现在靠近陆地区域，推断代表了人类的工业排

污。源头 2 呈现出明显的由近岸向外海递增的趋
势，代表了以长江钱、塘江为主的陆源径流输入。

源头 3 的高值区主要出现在远离陆地的外海区域，
包含了生物活动等自然因素的影响。由于源 2 为主
要源头，因此在提出该区域重金属 Cd 污染防治措
施时应重点控制陆源径流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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