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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地下水中四环素去除的缓释剂构建及其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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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工商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杭州 310012
摘要：为了有效去除地下水中抗生素等有机污染物，本文首次提出有序介孔氧化锰（O-MnOx）为活性催化剂和过硫酸钠（Na2S2O8）为氧化剂制

备活化过硫酸钠缓释剂，并将其用于地下水中四环素的降解修复过程 . 通过有序 O-MnOx 与 H2O2 和 Na2S2O8 构建的两种类芬顿催化反应体系，
明确了 O-MnOx 对过硫酸钠的活化及其对水中四环素优异的降解性能 . 以 O-MnOx 与 Na2S2O8 为活性组分制备的缓释剂在地下水中可以缓慢释
放过硫酸根离子 . 缓释剂中 O-MnOx 加入比例增加，其释放性能减弱，而 Na2S2O8 加入比例减少，过硫酸根释放速率就会加快 .O-MnOx 可以活化

过硫酸根溶出硫酸根自由基，进而有效降解地下水中的四环素 . 对于低浓度四环素的地下水（≤10 mg·L-1），缓释剂在 1 d 之内对其去除率可以

达到 95% 以上 . 对于地下水中高浓度的四环素（40 mg·L-1），缓释剂中 O-MnOx 可以长时间催化激活过硫酸根，12 d 后缓释剂对地下水中四环素
的去除率可达 95% 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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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par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ontrolled-release materials for
tetracycline degradation in groundwater
WANG Ting，XU Kunmiao，WU Liguang，CHEN Huali*

Schoo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12
Abstract：In order to effectively remove antibiotics and other organic pollutants in groundwater，activated sodium persulfate controlled-release
materials（CRMs）was prepared with ordered mesoporous manganese oxide（O-MnOx）as active catalyst and sodium persulfate（Na2S2O8）as active
oxidant，and was applied to the degradation and remediation of tetracycline in groundwater. The activation of sodium persulfate and the excellent

degradation of tetracycline in water by O-MnOx were confirmed by two kinds of Fenton Catalytic reaction systems composed of ordered O-MnOx，H2O2

and Na2S2O8. The CRMs with O-MnOx and Na2S2O8 as active components can slowly release persulfate ions in groundwater. The higher of O-MnOx
content，the slower of the release rate of persulfate. The Na2S2O8 addition enhanced the persulfate rate. O-MnOx can activate persulfate to dissolve

sulfate radical，and then effectively degrade tetracycline in groundwater. For the groundwater with low concentration of tetracycline（≤10 mg·L-1），the
removal rate of tetracycline can reach more than 95% in one day. For high concentration of tetracycline（40 mg·L-1）in groundwater，O-MnOx in CRMs
can activate persulfate for a long time. After 12 days，the removal rate of tetracycline in groundwater can reach more than 95%.
Keywords：In-situ groundwater remediation；ordered mesoporous manganese oxide；persulfate activation；tetracycline

1

引言（Introduction）
在我国越来越严格的环境政策要求下，近年来环境治理工作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魏源送等，2021；

Zhang et al.，2021）. 由于污染物累积和污染环境的特殊性，目前我国深度环境治理工作的开展仍面临着很大

的挑战 . 例如，由于长时间污染物的累积以及环境的特殊性，土壤修复和地下水治理过程中需要面对一些高

污染场地，这成为环境综合治理和可持续发展亟待解决的关键难题之一（Yang et al. ，2019；朱琳跃等，
2020）. 其中，地下水中污染物源自受污染的地表水体或者土壤渗出等，其污染物来源广且较难控制，另外地

下水污染物极易累积，但又难以用常规吸附和膜分离等方法对地下水污染进行长期有效的治理（刘志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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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因此，地下水污染极易变成一种复杂的高污染场地，如何对其进行长期有效修复是环境工程等领域的
研究热点之一 .

针对复杂高污染的地下水环境，目前有异位和原位两大类修复技术处理地下水污染，异位修复技术指

的是受污染的地下水抽取出来，在原场址范围内或经过运输后再进行治理的技术，原位化学氧化技术
（ISCO）指的是利用强氧化剂原位注入地下水中，进行有机物的降解，形成环境无害化合物的技术（张静等，
2015；Yang et al. ，2019；Maneekarn et al. ，2021）.ISCO 对环境干扰小，操作相对简单，技术相对成熟，目前越

来越多的高污染场地采用原位 ISCO 修复技术进行土壤和地下水的处理（Florentina et al. ，2011；Talabi et

al. ，2019）. 高锰酸盐（MnO4-）
（Christenson et al.，2016）、过硫酸盐（S2O82-）
（Maneekarn et al.，2021）、臭氧（O3）

（Yang et al. ，2019）、过氧化氢（H2O2）（Yang et al. ，2019）等都是在 ISCO 中普遍使用的化学试剂 .O3 和 H2O2

的化学性质不稳定，在处理污染时维持时间较短，而且 O3 氧化修复需要对场地进行勘察钻孔，处理效率低；
MnO4- 是土壤及地下水中常见的修复剂，但其生成的 MnO2 沉积物易堵塞土壤孔隙，造成后续处理困难等问

题；S2O82-在正常状态下稳定性高，拥有较宽的 pH 适用范围，而且易溶于水，易传质，在土壤及地下水修复中
更具竞争力（Zhou et al. ，2011；Patrick et al. ，2019）. 为了克服修复过程中污染物浓度反弹、拖尾等难题，越

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利用缓释剂技术处理地下水中的有机物污染，但目前缓释剂中氧化剂也以高锰酸钾

为主，其释放浓度不稳定，且有渗透性不足和副产物堵塞等问题（David et al.，2018；Ma et al.，2020）. 另外，
高锰酸钾自身的不稳定性也增加了长期有效去除地下水有机污染物的难度 . 对于过硫酸盐构建的缓释剂研
究较少，但同样发现其释放浓度不稳定，且对于难降解的有机污染物处理效果不佳等问题 .

锰系氧化物（MnOx）作为类芬顿催化剂，其与 H2O2 或者过硫酸盐构建的氧化体系可以稳定高效降解水体

中的有机污染物，是目前最具潜力的高级氧化技术之一（Sui et al. ，2013；Oh et al. ，2016）. 在前期工作中发

现，具有有序规则孔道的 MnOx 介孔材料具有优异的类 Fenton 催化活性，加入双氧水之后其对高含盐废水中
罗丹明 B 去除率最高可达 90%（严凯鑫等，2020）. 而且由于 MnOx 介孔材料本身的稳定性，其在重复 5 次的类

Fenton 降解罗丹明 B 实验中都保持了稳定高效的降解活性 . 另外，锰系氧化物（MnOx）还可以催化过硫酸盐产

生·SO4-，而·SO4-是氧化性和稳定性都非常高的自由基，甚至可以在中性的条件下彻底降解水中有机污染物

（Liu et al. ，2016）.Liu 等利用 α-MnO2 活化过硫酸盐降解水中罗丹明 B，发现经 MnO2 活化的过硫酸盐降解罗
丹明 B 的效率很高，60 min 内罗丹明 B 可被完全降解（Liu et al. ，2016）. 目前，废水治理过程中 MnOx 活化过硫
酸盐体系的降解机理已经得到广泛的研究 . 但极少有文献研究构建包含过硫酸盐体系的缓释剂，更未见将

MnOx 活化过硫酸盐体系用于缓释剂的构建和缓释剂降解污染物的过程 . 在前期工作和文献的基础上（Liu et
al. ，2016；严凯鑫等，2020），本文首先对比了有序介孔氧化锰 O-MnOx 分别催化 H2O2 以及过硫酸钠 Na2S2O8
降解水体中四环素的过程 . 而后，O-MnOx 和 Na2S2O8 为活性组分构建缓释剂，利用缓释剂中 O-MnOx 活化过硫

酸盐有效降解地下水中四环素，还通过 O-MnOx 的孔道结构、过硫酸盐的加入量等条件改变调控其氧化剂的
释放速度使其具备长期有效的修复能力 . 探索缓释剂在地下水环境中缓释过程的影响因素，以及缓释过程
对地下水中四环素降解性能的作用机制 .

2
2.1

实验部分（Materials and methods）
实验试剂与表征
SBA-15，购自南京先丰纳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 硝酸锰、氨水、过氧化氢、无水乙醇、氢氧化钠、商用氧化

锰粉末、四环素、叔丁醇、碳酸氢钠、碘化钾和过硫酸钠均是分析纯，购自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 四环

素，化学纯，购自上海麦克林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 石英砂，分析纯，50~80 目，购自上海凌峰化学试剂有限公
司 . 石蜡，聚乙二醇 4000 和司盘-80，均是化学纯，购自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

使用 JEOL JES-X320 光谱仪（日本）记录电子自旋共振（ESR）光谱，该光谱仪在室温下操作，测试条件

为调制频率：100.00 kHz；调制幅度：2.00 G；扫描宽度：100.00 G；时间常数：40.960 ms；转换：40.000 ms；
扫描时间：60.7 s；微波功率为 20.00 mW，频率为 9.84 G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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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刻蚀法制备有序氧化锰介孔材料

有序氧化锰介孔材料（O-MnOx）的制备参见前期工作（严凯鑫等，2020），具体步骤见图 1. 前期工作中发

现（严凯鑫等，2020），3 次浸渍-煅烧成型过程制备得到的有序介孔氧化锰材料和 H2O2 构建的类芬顿催化体
系中，对罗丹明 B 的降解活性最高 . 因此本文也同样选择 3 次浸渍-煅烧成型过程进行 O-MnOx 的制备，制备过

程中模板剂 SBA-15 的加入量为 3.0 g，乙醇加入量为 50.0 mL，锰前驱物水溶液加入量为 8.0 mL. 同样利用
200.0 mL 浓度为 2.0 mol·L-1 的 NaOH 溶液在加热回流条件下去除模板剂 SBA-15（回流时间 2.0 h），最后洗涤
干燥得到有序 O-MnOx 材料 . 前期工作对 O-MnOx 的结构表征结果表明（严凯鑫等，2020），有序 O-MnOx 材料呈

现 β-MnO2 结晶，其结构中包含了规则有序的介孔孔道结构，其比表面积为 126.6 m2 ∙g-1，平均孔径为 7.8 nm.
而作为对比的无序介孔氧化锰 nO-MnOx 同样也呈现 β-MnO2 结晶，其结构中包含了无序不规则的介孔孔道结
构，其比表面积为 448.1 m2∙g-1，平均孔径为 3.9 nm.

图1
Fig. 1

2.3

有序介孔材料 O-MnOx 的制备

The Preparation of ordered mesoporous material O-MnOx

有序氧化锰介孔催化剂构建的不同类芬顿催化反应体系降解水中四环素

称取 0.04 g 催化剂 O-MnOx 粉末，均匀混合于 500.0 mL 含有四环素的废水中（四环素初始浓度为 10.0

mg∙L-1 ），控制水浴温度为 30 ℃，吸附 60 min 平衡（通过吸附实验确定吸附平衡）后，加入 1.0 mL H2O（30%
的
2

质量浓度）或 0.24 g Na2S2O8，在避光条件下进行反应 . 过程中间隔 30~60 min 取样 5.0 mL 并加入 5.0 mL 反应
终止剂乙醇均匀混合（直至反应 6 h），离心分离后取上层清液置于 1.0 cm 石英比色皿中，而后利用 TU-19 型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北京普析通用仪器有限责任公司），在波长 352 nm 下测定其中四环素吸光度，并根据
标准曲线计算求出其浓度 .

将制备 O-MnOx 粉末催化剂催化 Na2S2O8 降解四环素的 5 次重复实验，考评 O-MnOx 粉末催化剂的稳定性

能 . 每一次降解实验结束后，都将 O-MnOx 粉末催化剂彻底离心分离，先用无水乙醇洗涤催化剂 3 次以去除残
余的四环素，接着用去离子水洗涤 3 次后离心后干燥 . 之后加入新的模拟废水体系（500 mL），其中四环素的
初始浓度均为 10.0 mg∙L-1，控制水浴温度为 30 ℃，吸附 60.0 min 平衡后加入 0.24 g Na2S2O8. 重复取样、离心和
四环素浓度测定的操作 .
2.4

包含 O-MnOx 缓释剂的制备

加入一定量的石蜡至 100 mL 烧杯，将烧杯连同石蜡放入水浴锅中，加热控制温度为 65 ℃，待石蜡完全

融化后滴入 0.10 mL 司盘-80 和 1.0 g 聚乙二醇-4000，保持恒温不变继续搅拌，再加入一定量的石英砂、过硫

酸钠和介孔二氧化锰后，将烧杯放入超声波清洗器中超声并不断搅拌，保持 15 min 直至溶液混合均匀，趁热
导入准备好的模具中压实，放置于通风处冷却成型后，得到过硫酸钠缓释剂 . 图 2 为缓释剂制备流程，每次得
到 12 颗体积 1.0 cm3 的立方体缓释剂颗粒，每颗重量为 2.5 g 左右 .

除了有序 O-MnOx 催化剂和过硫酸钠两种活性组分作为主要影响因素进行缓释剂释放性能和四环素降

解实验之外，保持缓释剂的其他成分及其加入量不变 . 制备过程中缓释剂其他组分含量在预实验工作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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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获得，这些组分的加入量分别为：粘结剂石蜡（12.0 g）、石英砂（12.0 g）、聚乙二醇 4000（1.0 g）以及司盘80（0.1 mL）.

图2
Fig. 2

2.5

缓释剂制备流程图

The Preparation flow chart of CRM

缓释剂的释放性能和地下水静态修复性能

2.5.1

缓释剂的释放性能

取 200.0 mL 去离子水加入到 250.0 mL 烧杯中，加入 4 颗体积 1.0 cm3 的缓释剂颗

粒并开始计时，控制水浴温度为 30 ℃，过程中间隔 10~60 min 取样 3.0 mL，之后加入事先配置好的 1.0 mL
NaHCO3（2.4 mmol∙L-1）和 1.0 mL KI 溶液（240.0 mmol∙L-1），均匀混合后再用去离子水定容至 10.0 mL. 取定容

后溶液离心分离后取上层清液置于 1.0 cm 石英比色皿中，利用 TU-19 型紫外分光光度计（北京普析通用仪
器有限责任公司），在波长 350 nm 下测定吸光度，并根据标准曲线计算其浓度 . 每次重复 3 次实验 .
2.5.2

地下水四环素降解实验

取 200 mL 含有四环素的模拟废水（四环素初始浓度为 10.0 mg∙L-1）加到 250

mL 烧杯中，加入包含 O-MnOx 和过硫酸钠的缓释剂，控制水浴温度 30 ℃，体系 pH 为 7.0，溶解氧浓度为 6.0

mg∙L-1，在避光条件下进行实验 . 过程中间隔 10~60 min 取样 5.0 mL 并加入 5.0 mL 反应终止剂乙醇均匀混合，
离心分离后取上层清液置于 1.0 cm 石英比色皿中，而后利用 TU-19 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北京普析通用仪

器有限责任公司），在波长 352 nm 下测定其中四环素吸光度，并根据标准曲线计算求出其浓度，每次重复 3
次实验 . 在不同缓释剂或地下水中四环素不同初始浓度的降解实验中，均控制水浴温度为 30 ℃，体系 pH 为
7.0，溶解氧浓度为 6.0 mg∙L-1. 而后同样进行取样、离心分离以及四环素的测定操作 .

结果和讨论（Results and discussion）

3
3.1

有序介孔氧化锰构建的类芬顿催化反应体系中四环素的降解性能

3.1.1

不同类芬顿催化反应体系中四环素的降解过程

图 3a 为有序 O-MnOx 分别与 H2O2 和 Na2S2O8 构建的

两种类芬顿催化反应体系中四环素降解过程 . 可以发现两种催化反应体系都可以有效地降解四环素，说明

图3
Fig. 3

有序O-MnOx 材料构建的不同类芬顿催化反应体系（a）及不同氧化锰材料和Na2S2O8 构建的类芬顿催化反应体系（b）中四环素的降解

The degradation for tetracycline in different Fenton-like catalytic reaction by O-MnOx（a）
）and Fenton-like catalytic reaction by different
manganese oxide with Na2S2O（
）
8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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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 O-MnOx 作为类芬顿催化剂可以激发 H2O2 或 Na2S2O8 生成羟基自由基或硫酸根自由基分解有机污染物 .
由于硫酸根自由基的氧化能力要强于羟基自由基，因此有序 O-MnOx 和 Na2S2O8 构建的类芬顿催化反应体系
对四环素的降解活性最高，去除率可以达到 85% 左右 .

在前期工作基础上（严凯鑫等，2020），本文进一步对比了商用 MnO2 粉末和无序介孔氧化锰 nO-MnOx 作

为催化剂和 Na2S2O8 构建的类芬顿催化反应体系对四环素的降解活性，如图 3b 所示 . 可以看出，商用 MnO2 粉

末和无序介孔氧化锰两者的催化激活 Na2S2O8 降解四环素的活性要远弱于有序 O-MnOx，这和前期工作中这 3
类催化剂与 H2O2 构建的芬顿催化反应降解罗丹明 B 的结果一致 . 这是因为有序 O-MnOx 材料中形成了规则有
序的孔道结构，通过结晶过程在 O-MnOx 中引入大量的 Mn3+/Mn4+对，可以更好的催化 H2O2 或 Na2S2O8 形成对应
的自由基 . 同时，O-MnOx 中有序介孔孔道使其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从而对有机物具有较好的吸附性能 . 因
此 3 种氧化锰催化材料中，有序 O-MnOx 构建的类芬顿催化反应体系中对四环素的降解性能最佳 .
3.1.2

有序 O-MnOx 类芬顿催化剂的稳定性

有序 O-MnOx 类芬顿催化剂的稳定性，对于其后续缓释剂的

制备和应用极为关键 . 对制备的 O-MnOx 进行了 5 次的重复利用实验，结果如图 4 所示 . 从图中可以看出，
O-MnO2 催化剂在 5 次重复实验中都维持着对四环素稳定且显著降解活性，其对四环素的去除率都在 80% 左

右，与前期工作结果类似 . 这说明 O-MnO2 催化剂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可重复利用性能，适合后续缓释剂的
制备及其应用 .

图4
Fig. 4

3.2

有序 O-MnOx 催化剂降解四环素的 5 次重复实验

Five recycled experiments of ordered O-MnOx catalysts for tetracycline degradation

包含有序 O-MnOx 催化剂的缓释剂及其释放性能

制备得到的包含有序 O-MnOx 催化剂的缓释剂如图 5 所示 . 在静态的地下水体系中，缓释剂内部或者表

面的过硫酸钠逐渐溶解释放至整个地下水体系中，如图 5 所示 . 有序 O-MnOx 催化剂和过硫酸钠的含量是决
定缓释剂修复性能的关键活性组分，本文首先探索两种活性组分的加入量对缓释剂释放性能的影响 .
3.2.1

有序 O-MnOx 催化剂加入量对缓释剂释放性能的影响

图 6 是不同催化剂含量的缓释剂在地下水中

短期释放的影响曲线，由图可知，催化剂的投加量与缓释剂的释放性能有关，且催化剂的投加量越多，过硫

酸钠的释放速度越慢，这可能是因为在缓释剂中加入了催化剂以后，催化剂比表面积大且多孔结构的影响，
使缓释剂结合得更加紧密，使得过硫酸钠更不易与水溶液接触而释出 .

表 1 呈现了不同缓释剂在中长期释放过程中地下水体系中过硫酸根的百分比的变化规律 . 可以发现，无

O-MnOx 加入时缓释剂在第 19 d 时其中的过硫酸钠已释放近 90%，而其他包含含量 O-MnOx 的缓释剂在 21 d
时释放过硫酸钠百分比分别为 87.1%、74.8%、57.3%、46.9% 和 41.1%，预计它们达到 90% 的释放百分比分别

需要 24 、32 、43 、52 和 59 d 左右 . 同样说明在长期释放过程中，缓释剂中 O-MnOx 的含量都显著影响过硫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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钠的短期和长期释放 . 相同条件下缓释剂中 O-MnOx 含量越多，其缓释剂释放过硫酸钠的速率越慢 . 但 OMnOx 加入量在 0.7 g 和 0.9 g 时，两者的释放速率都很慢，变化不是很明显 .

图5
Fig. 5

图6

缓释剂外观和其释放过程示意图

Appearance of CRMs and Release process diagram of CRMs

O-MnOx 含量对缓释剂在地下水中短期释放的影响（其他组分：4.0 g 过硫酸钠，2.0 g 石蜡，12.0 g 石英砂，1.0 g PEG4000 以及 0.1 mL
司盘-80）

Fig. 6

缓释剂中 O-MnOx

Curves of short-term release of CRMs with different mesoporous manganese dioxide content in groundwater
Table 1
0d

0.1

0

0.3
0.5
0.7
0.9

3.2.2

O-MnOx 催化剂加入量对缓释剂过硫酸根释放性能的影响

Percentage of long-term release of CRMs loading O-MnOx with different content
地下水体系中过硫酸钠百分含量

加入量 /g
0

表1

1d

2d

5d

10 d

15 d

19 d

20 d

21 d

0

22.4%

33.3%

49.9%

68.3%

82.1%

90.6%

92.7%

94.4%

0

17.1%

26.1%

40.3%

54.7%

64.6%

71.3%

73.1%

74.8%

0
0
0

20.1%
14.9%
12.5%
10.8%

30.1%
22.0%
17.1%
14.1%

45.9%
32.4%
25.5%
20.1%

过硫酸钠加入量对缓释剂释放性能的影响

61.5%
43.2%
34.0%
27.3%

75.1%
50.7%
39.8%
34.8%

84.1%
55.3%
44.8%
38.8%

85.6%
56.3%
45.9%
40.0%

87.1%
57.3%
46.9%
41.1%

图 7 是过硫酸钠含量不同对缓释剂在地下水中短期释放

过硫酸根过程的影响，由图可知，过硫酸钠的添加量越多，释放时过硫酸钠释出就越快 . 当添加量为 2.0 g 时，
短期内过硫酸钠释放非常缓慢，可能由于石蜡等包裹严实，短时间过硫酸钠难以溶出从而其释放效率低 . 添

加过硫酸钠质量为 4 g 与 6.0 g 的缓释剂释放效果相差不大，但当提高至 8.0 g 时，释放量明显增多 . 在 1 h 内，
可以看出缓释剂的释放速率由快变慢，然后慢慢达到平衡，在接下来的 5 h 内，释放速率较为平稳，显示出缓

释剂优异的缓释特性，这与以高锰酸钾为氧化剂制作的缓释剂释放效果是类似的，在不同的时间达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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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都会有长时间的稳定释放（David et al. ，2018；Ma et al.，2020）.

图7

过硫酸钠含量对缓释剂在地下水中短期释放性能的影响（缓释剂其他组分：0.3 g O-MnOx；12 g 石蜡，12 g 石英砂，1.0 g PEG4000，0.1
mL 司盘-80）

Fig. 7

Curves of short-term release of CRMs with different sodium persulfate content in groundwater

表 2 呈现在中长期释放过程中地下水体系中过硫酸根的百分比的变化规律 . 可以看出，提高缓释剂中过

硫酸钠的含量，可以增大水溶液中过硫酸钠释放量及浓度 . 过硫酸钠加入量从 2.0 g 增加到 6.0 g 时，缓释剂达

到 90% 的释放百分比则分别需要 17 、19 和 20 d 左右，可见缓释剂中过硫酸钠加入量越大，缓释剂释放速率
会稍许加快 . 在陈方义等（2014）以过硫酸钠、水、水泥、砂为材料制作的缓释剂中也发现了类似的规律，认为

较高的氧化剂含量可以帮助维持较高的释放速度 . 这就表明可以通过改变缓释剂中过硫酸钠的含量来调整
其释放浓度 . 但当过硫酸钠添加量增加至 8.0 g 时，缓释剂在第 14 d 时已释放近 90%，这说明过多的过硫酸钠
加入，导致短时间内大量过硫酸钠溶出，从而破坏了缓释剂的释放效果 .
Table 2

表2

不同过硫酸钠负载量下缓释剂长期释放百分比

Percentage of long-term release of CRMs loaded with different sodium persulfate content
地下水体系中过硫酸钠百分含量

缓释剂中过硫酸
钠加入量 /g

0d

4.0

0

2.0
6.0
8.0

3.3
3.3.1

1d

2d

5d

10 d

15 d

19 d

20 d

21 d

0

10.7%

13.9%

33.1%

59.8%

79.0%

88.9%

91.1%

93.4%

0

32.9%

45.8%

63.1%

76.3%

85.9%

92.9%

94.0%

95.1%

0

22.4%
44.3%

33.3%
58.1%

49.9%
73.2%

68.3%
85.3%

82.1%
91.4%

90.6%
94.1%

包含有序 O-MnOx 催化剂的缓释剂对地下水中四环素的降解修复性能
缓释剂中不同 O-MnOx 催化剂含量对地下水中四环素的修复性能的影响

92.7%
94.7%

94.4%
95.1%

图 8 是含有不同量的有序

O-MnOx 催化剂缓释剂对地下水中四环素的降解过程 . 可以发现，缓释剂中不加入有序 O-MnOx 催化剂时，即

使有大量过硫酸根释放于地下水中，其对四环素的降解过程极其微弱 . 当缓释剂中含有催化剂时，伴随着缓

释过程，缓释剂对地下水中的四环素具有显著的降解活性，而且降解过程符合一级反应动力学 . 随着缓释剂

中 O-MnOx 催化剂含量增加，缓释剂对四环素修复能力也越强 . 但当缓释剂中 O-MnOx 催化剂含量超过 0.5 g
时，对四环素的反应速率提升作用变缓 . 为了进一步对比不同 O-MnOx 催化剂含量对缓释剂修复地下水中四
环素过程，利用一级反应动力学方程拟合，获得了各个降解反应过程的反应速率常数，如表 3 所示 . 另外，将

各 个 缓 释 剂 6 h（360 min）后 对 四 环 素 的 去 除 率 也 列 于 表 3 中 作 为 对 比 . 可 以 更 明 显 对 比 出 ，缓 释 剂 中

O-MnOx 催化剂对过硫酸根的催化激活作用，伴随着缓释过程可以有效去除地下水中的四环素 . 缓释剂的降
解修复效果与其中活性组分 O-MnOx 催化剂含量密切相关 .

结合图 6 缓释剂的释放性能发现，虽然缓释剂中 O-MnOx 催化剂含量为 0.9 g 时，其释放性能较低但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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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表 3 中的结果显示该缓释剂的降解性能却是最好的 . 这可能是因为，O-MnOx 催化剂含量为 0.9 g 的缓释剂

中溶出的过硫酸根也是过量的，缓释剂中 O-MnOx 催化剂含量高，能够被激活溶出的硫酸根自由基和羟基自
由基较多，因此其降解地下水中的四环素分子也较多 .

图8
Fig.8
表3

缓释剂中 O-MnOx 加入量对降解四环素的影响

The effect of O-MnOx content in CRMs on the degradation of tetracycline

缓释剂中 O-MnOx 含量对降解地下水中四环素反应速率常数和四环素去除率的影响

Table 3

The effect of O-MnOx content in CRMs on the degradation of tetracycline in groundwater

缓释剂中 O-MnOx 加入量 /g

降解反应速率常数 /min -1

6 h 四环素的去除率

0.1

0.00196

48.1%

0.00346

69.5%

0

0.3

0.00022
0.00298

0.5
0.7

0.00393

0.9

0.00433

7.3%

65.7%
74.1%
77.8%

结合锰基催化剂和过硫酸钠构建的类芬顿催化反应体系文献可知，缓释剂表面少量过硫酸根会直接溶

出而进入地下水体系中 . 除此之外，伴随着地下水进入缓释剂溶解过硫酸钠的过程中，大部分与 O-MnOx 混合

的过硫酸钠可以在缓释剂内部被激活而形成硫酸根自由基，如图 9 所示 . 另外，溶出的部分过硫酸自由基可
以和水分子作用形成羟基自由基 . 硫酸根自由基和羟基自由基均可以在地下水体系中降解修复四环素 . 为

图9
Fig. 9

缓释剂降解地下水中四环素的机理示意图

Degradation mechanism for tetracycline in groundwater by C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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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更进一步验证该机理，本文还利用 ESR 测定了体系中的自由基，如图 10 所示 . 可以发现修复过程中出现了
明显的硫酸根自由基和羟基自由基，这进一步验证了缓释剂降解修复地下水中四环素的过程机理 .

图 10
Fig. 10

缓释剂释放过程的 ESR 光谱图

ESR spectrum during the slow-release process of CRMs in groundwater

另外，以叔丁醇（TBA）和无水乙醇（alcohol）分别作为羟基一种自由基和羟基与硫酸根两种自由基的捕

获剂，将其加入到缓释剂降解模拟地下水中四环素过程，结果如图 11 所示 . 可以发现，叔丁醇和无水乙醇加
入后缓释剂降解四环素过程都明显抑制，尤其是无水乙醇加入后对降解的抑制作用最为显著，这是因为叔

丁醇加入后捕获了羟基自由基但未能捕获硫酸根自由基，而乙醇加入后则捕获了绝大部分的羟基自由基和
硫酸根自由基，因此乙醇加入后对缓释剂降解四环素活性的削弱作用最为明显 . 这进一步验证了本文使用

的缓释剂对地下水中四环素降解过程机理，是由硫酸根自由基和羟基自由基对四环素分子的共同分解作用
为主导 .

图 11
Fig.11

3.3.2

自由基捕获剂对四环素降解的影响

The effect of scavenger addition on the degradation of tetracycline by CRMs

四环素的初始浓度对缓释剂修复模拟地下水中四环素性能的影响

选择上述最佳 O-MnOx 含量的缓

释剂，进一步探索地下水中不同浓度的四环素对缓释剂修复性能的影响 . 图 12 是缓释剂对地下水中不同浓

度的四环素的降解过程曲线，表 4 是其对应的降解反应速率和去除率 . 为了进一步明确缓释剂对地下水中四
环素的去除效果，作者利用测定了反应前后地下水中总有机碳（TOC），并将 TOC 去除率也列于表 4. 可以发

现，随着地下水中四环素浓度的增加，缓释剂虽然仍能维持一定的降解修复能力，但短时间内其降解反应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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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明显变小，如表 4 所示 . 但 TOC 去除率和分光光度计得到的四环素去除率仍然是非常接近的，因而缓释剂

激活过硫酸盐之后产生的自由基对四环素分子仍能达到完全矿化的效果 . 在高锰酸钾和石蜡制成的缓释剂

修复地下水中间氨基苯磺酸钠时，也发现当污染物初始浓度维持在较低的范围时修复效果较好（牛娟婷，
2019）. 在长时间的修复作用下，缓释剂对地下水中高浓度的四环素有持续的降解修复能力，如表 4 所示 . 说

明缓释剂中 O-MnOx 不会失活，可以长时间催化激活产生硫酸根自由基和羟基自由基，对地下水中高浓度的
四环素有效的降解修复 .

图 12
Fig.12

地下水中不同四环素初始浓度对缓释剂降解四环素的影响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initial concentrations of tetracycline on the tetracycline degradation by CRMs

针对地下水中高浓度四环素（40 mg·L-1），本文将缓释剂中过硫酸钠的含量增加至 8.0 g 时，其 6 h 的去除

率达到了 60% 左右，远高于图 11 的 15%，说明缓释剂的修复性能可以通过调节缓释剂中催化剂和过硫酸钠
两种活性组分含量来进行调控 .
Table 4

表4

Degradation rate constant and removal rate for tetracycline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in groundwater by CRMs

四环素初始浓度浓度 /
（mg·L-1）

降解修复反应速率 /min-1

6 h 的四环素去除率

6 h 的 TOC 去除率

5.0

0.00541

86.9%

83.2%

20.0

0.00143

40.3%

39.9%

10.0
40.0

4

缓释剂对地下水中不同浓度四环素的降解修复反应速率常数和去除率

0.00298
0.00051

65.7%
15.8%

64.0%
16.0%

四环素去除率超过 95% 的
时间 /d
0.5%
1.0%
4.0%

12.0%

结论（Conclusions）
1）通过对比有序 O-MnOx 与 H2O2 和 Na2S2O8 构建的两种类芬顿催化反应体系对四环素降解过程，明确有

序 O-MnOx 作为类芬顿催化剂可以激发 H2O2 或 Na2S2O8 生成羟基自由基或硫酸根自由基分解有机污染物 . 由
于 O-MnO2 催化剂结构稳定，其在 5 次重复实验中对四环素去除率都在 80% 左右 .

2）以 O-MnOx 与 Na2S2O8 为活性组分制备的缓释剂在地下水中可以缓慢释放过硫酸根离子，且可以简便

地改变缓释剂中活性组分 O-MnOx 和 Na2S2O8 含量，来实现短期和长期缓释性能的调控 .O-MnOx 催化剂的投加
量越多，过硫酸根的释放速度越慢 .Na2S2O8 的添加量越多，其短期和长期释出过硫酸根速率就越快 .

3）在 O-MnOx 的活化作用下，过硫酸根的释放伴随着体系中硫酸根自由基的溶出，从而地下水中的四环

素得到了有效的降解 . 缓释剂对地下水中四环素的降解效果同样与其中 O-MnOx 催化剂和 Na2S2O8 含量密切

相关 . 同样时间内，O-MnOx 或者 Na2S2O8 含量高的缓释剂不仅更快释放出过硫酸根，同时更多的过硫酸根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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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nOx 激活形成硫酸根自由基，因此缓释剂对四环素的降解活性更强 .

4）含有低浓度四环素的地下水（≤10 mg·L-1），缓释剂在 1 d 之内对其去除率可以达到 95% 以上 . 针对地

下水中高浓度的四环素（40 mg·L-1），缓释剂中 O-MnOx 不会失活，可以长时间催化激活过硫酸根，对地下水中
高浓度的四环素有效的降解修复，12 d 后地下水中四环素的去除率达 95% 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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