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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住在中国 

你的院子是铅安全的吗？ 
[LID 9604] 

这个情况报告书的原文是由米歇尔.卡尔维特和伊丽莎白.奥博良为澳大利亚人民所
写的。中国的资料是由修.心禧.朱医生添加的 

很少量的铅已经知道会引起严重的长期的健康影响。 

年轻的儿童对于铅暴露特别脆弱。因为他们从手到口的活动和因为他们在花园里玩耍，那里的

土壤可能含有铅。请记住：任何人都有可能是铅中毒的。 

狭窄的一米宽的环绕房屋地基的长条土地，棚子或车库，（平常指滴水区域）通常被认为最容

易找到铅污染的土壤的地方。这支因为含铅的油漆的粹片落到地上，经过多年以后，已经混合

到上层的土壤中。这种危险的含铅土壤“看起来”并没有不同，并且也不会“走开”。铅不会

被生物降解。需要除去，或使它变成“铅安全”的。 

如果你住在繁忙的公路边,或住在一个工业化的区域, 或点源社区.在那里有一个铅矿,或冶炼厂, 

或铅工业导致铅污染; 那麽,你的住房的任何一处土壤都可能被污染, 应该加予注意.. 

铅是如何从土壤中进入你的儿童体内的? 

土壤中铅会沾到手指, 玩具和其他物体, 儿童又经常把它们放在自己的嘴里. 这是土壤里的铅进入你的儿童体

内的最常见的途径, 土壤里的铅不会通过无破损的皮肤.. 你的土壤里含越多的铅, 这土壤对你的儿童的健康

就越有害. 如果这土壤被覆盖,儿童就较少机会接触污物和铅 

制造一个障碍物. 

最便宜和最容得的方法来控制被污染的土壤是制造一个障碍物.(覆盖裸露的土壤区),这样动物,特别是儿童将

不会背暴露于”含铅的土壤”. 然而,潜在的将来的暴露仍然存在.除非采取完全除去土壤的措施 

有一些”替代的障碍物”已经被证明有效. 如果可能, 首先,把土壤翻起来混合被污染的上层土壤. 然后,”绿色”的

方法.例如在这个区域种草, 盖上一个地面覆盖, 或者种植灌木将会有帮助. 如果你采用棘手或多刺的植物, 儿

童在土里玩或宠物在土里躺或挖的机会就会很少。高起的或提高的花园床(用木块,砖头,或灌木

岩石等)意味着干净,新鲜的土壤能被用作回填，来覆盖被污染的区域。放一层厚的报纸,和盖

7.5 厘米（3 英寸）的地膜（树脂和树叶）,或木粹, 水泥或铺,(查看市政厅有关硬表面的要求.) 

粹砖,石渣,或在这个区域筑起围栏,是其他的方法。此外,使用人粪尿作为肥料在中国是一种很

普遍的方法.这不仅会引起铅的污染,而且还会引起其他的污染. 

另一个在院子里的铅“热点”是屋顶的排水管排水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倾向于不断的受到

流水的侵蚀。一个石头或小卵石区将允许水渗出和防止进入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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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任何能够防止进入尘土和污垢的方法 

最永久的（和最初昂贵的）障碍物将持续最长久，像地膜，砾石等需要定期的“加满”以维持覆盖。 

新南威尔士州环保局对土壤作进一步调查的行动水平是 300ppm(百万分之一) 

以下是美国环保局对于铅污染的土壤的指导。 

裸露土壤的含量 对于儿童会使用的土壤地

区。 

对于儿童很少和不常接触的土壤地

区 

至 400ppm (百万分之

一) 

好 好 

400 – 2000ppm 反应行动 1 好 

2000 - 5000ppm 反应行动 1 反应行动 1 

Above 5000ppm 反应行动 2 反应行动 2 

这些区域包括住房的后院，日托儿所和学校的院子，操场，公园和其他儿童集合的地区。 

交通的排放和花园 

如果你住在繁忙的公路边和你的土壤的铅含量已经被含铅的汽油排出的废气所增加，障碍物方法仍然可以

应用。加上建造自然的障碍物或墙来防止倒塌。研究表明，自

然的障碍物是最好的并且提供其他的环境益处。常绿树木和布

满密集的叶面的灌木是最有效的。自天然障碍物因为他们能够

吸收一些飘向你的住房的铅尘。 

记得种植耐受烟雾的植物。否则你的努力将因植物死亡而荒

废。查查你的苗圃看什麽是你地区最好的植物。有人建议常青树木和高大的灌木是白莎莉荆，番樱桃，薄

荷柳树，垂枝瓶刷子树，杰克逊港桧松，下垂白千层树，和水胶树。[参考“种什麽，哪里”由澳洲植物研

究所，烟雾耐受植物组编写。 

玩耍区域 

You can search the Directory of Accredited Laboratories on the CNAS website in English at 
http://219.238.178.49/AccSearchEN.asp?Class=L or in Chinese at 
http://www.cnas.org.cn/col794/index.htm1?colid=794.  

儿童玩耍的地区土壤要检查铅含量，应该远离房屋的滴水区，棚子或车库和繁忙马

路。用于砂箱子的沙应该是干净的，没有污染的物质，不用时要能沟被覆盖以防止

被污染。当你买沙的时候要问你的供应商是否已经检查过铅和其他的金属。土壤和

沙的检测要花费 35 摘 40 澳元。能够在国家检验局认可的土壤检验实验室得到检

验。 

以下是一些实验室的电话号码： 

推荐的反应行动 2 

消除土壤，包括除去和替换污染的土壤和永久障碍物(在美国由当地机构发布公告通知污染的公

共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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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露的土壤区域和污垢的道路的处理方法。 

汽车，小船或大蓬车停在院子里将会破坏覆盖在铅污染的土壤的草皮，这样车道应该限制

停车在一个指定的区域，这个区域是铺好的或是砾石复盖的。 

宠物 

宠物是铅尘的来源，他们通过表皮带入家中。他们应该定期的洗刷表皮。他们也有铅中毒

的危险。如果你的宠物被诊断为铅中毒，你的所有家人都要做血铅的检查。 

对菜园的含铅土壤的秘诀 

因为铅颗粒的落下，一些地区是不理想种植粮食作物，除非提高土床，定期检测土壤和

必要时替换干净的土壤。它们包括周围地区冶炼厂，焚化炉，堆填区，在离繁忙交通要

道 10 至 20 米之内的土地，和靠近天沟落水管的地区或靠进油漆过的建筑物。 

城市的花园工要测试土壤以保证铅的含量是可以种食物，或架设这是污染的并采取预防

措施。从不明来源运到家里来的土壤可能也需要测试铅和其他金属。 

研究表明，一些叶类蔬菜和中草药，从空中以及土壤中收集铅尘比其他蔬菜更容易。永

远记住，存储和进食以前，要彻底清洗所有的水果和蔬菜。削去根类蔬菜的外皮。 

高度吸收铅 莴苣，菠菜，红萝卜，莴荬菜，水芹，甜菜根 

中度吸收铅 洋葱，芥菜，土豆，萝卜 

低度吸收铅 玉米，花椰菜，芦笋，芹菜，莓果 

非常低度吸收铅 豆类，豌豆，甜瓜，番茄，水果，辣椒 

如果您的土壤，是在高有机质和在一个大约中性的酸性水平（即 pH 值约 6.5 至 7） ，大部分土壤中的铅

将会与土壤颗粒结合，以这种方式防止被合成为成长的粮食作物。如果太酸（低于 6.5），你可以调节你

的 pH 通过加入木灰（但不是油漆过的木头，因为那可能含有铅）或合适的商业添加物。有机物质可以被

加入，采用已经混合的厨房的残物肥料。 

卫生 

用肥皂洗手，包括指甲下清洗，可以有效的除去铅尘。儿童学习这种方法是特别重要的，以至于在口到手

的活动中不会把铅带入体内。确保手彻底擦干，因为湿的手会沾起更多的铅尘。花园的衣服要和其他的衣

物分开洗，用高磷酸盐的洗涤剂（如液体糖皂）， 洗衣机在再次使用之前要彻底的冲洗（桶，周围，过滤

器）以至于避免交叉污染下一次的衣物。 

测试你家庭的铅 

如果你关心你家庭的任何成员可能已经暴露于铅的环境。请你的医生安排一个

学检查。这是唯一的途径，来知道是否有问题。这样，积极的行动才能够开展

来减少健康的伤害。 

请联系全球铅咨询和支持服务（澳大利亚）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情况。电话 61 2 

9716 0132 ，传真 61 2 9716 9005 ，地址： PO Box 161 Summer Hill 

2130 NSW Australia, 电子邮箱：请使用表

http://www.lead.org.au/cu.html, 网页：www.lead.org.au.  

鸣谢：全球铅咨询和支援服务（GLASS）确认，它已经收到了澳大利亚政府的环境，
水，遗产和文化艺术（ DEWHA ）部的财政和其他支持，来开创这一情况说明书。 

声明： 此文中被表达的看法不一定是澳洲的联邦的看法，并且联邦对于此文中的任何信息或忠告不承担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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