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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土壤 Cd 污染已成为我国的主要环境问题，严重威胁着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亟需探索经济、有效的土壤修复技术 . 采用共沉淀法制

备超顺磁性纳米 Fe3O4@SiO2 功能化材料（MFS），以此为修复剂并磁选回收去除土壤中的 Cd，考察了 MFS 投加量、修复时间、土壤 pH、土壤 Cd
含量和土壤有机质含量对 MFS 修复 Cd 污染土壤的影响，并探讨了有机酸活化联合 MFS 修复对实际农田土壤中 Cd 的去除效果 . 结果表明，对

于总 Cd 含量为 2.348 mg·kg-1 的土壤，随着 MFS 投加量的增加，土壤总 Cd 和有效态 Cd 含量均呈下降趋势；当 MFS 投加量为 1.5%（材料∶土壤，
质量比）时，土壤总 Cd 和有效态 Cd 含量分别下降 23.21% 和 31.59%. 土壤总 Cd 和有效态 Cd 含量均随修复时间的延长而降低，修复 30 d 时土壤

总 Cd 和有效态 Cd 含量分别下降 24.07% 和 35.94%；投加 MFS 可以显著降低土壤酸溶态和还原态 Cd 含量，氧化态 Cd 含量也有一定程度下降 .
土壤 pH 对去除土壤 Cd 有较大影响，在酸性土壤中 Cd 去除率较高 . 随着土壤 Cd 污染程度的加重，MFS 对 Cd 去除率逐渐升高并趋于稳定；当

土壤总 Cd 含量为 0.882、1.267、1.653、2.348、3.717 和 5.751 mg·kg-1 时，Cd 去除率分别为 16.27%、17.58%、19.62%、22.47%、21.63% 和 21.52%；
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会抑制材料对 Cd 的去除 . 有机酸活化联合 MFS 修复能够显著提高土壤总 Cd 和有效态 Cd 的去除效果，其中，柠檬酸活化
的效果略好于酒石酸 .MFS 去除土壤 Cd 的主要机制包括配位反应和磁力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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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oil Cd pollution has become a major environmental problem in China，which poses a serious threat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and it is urgent to explore economic and effective soil remediation technology. In this work，a superparamagnetic Fe3O4@SiO2
functionalized material（MFS）was prepared by coprecipitation method，which was used as a remediator to remove Cd from the soil by magnetic

selection recycling，and the effects of MFS dosage，remediation time，soil pH，soil Cd content and soil organic matter content on the remediation of Cdcontaminated soil were examined，and the removal efficiency of Cd in actual farmland soil was also investigated by organic acid activation combining

with MFS remediation. For the soil with total Cd content of 2.348 mg·kg-1，soil total Cd and available Cd contents showed a decreasing trend with the

increase of MFS dosage，and they decreased by 23.21% and 31.59% when MFS dosage was 1.5%（material ：soil），respectively. Moreover，soil total

Cd and available Cd contents decreased with the extension of remediation time，they decreased by 24.07% and 35.94% for 30 d remediation，
respectively. MFS addition could significantly lower soil acid-soluble and reduced Cd contents，and also decrease soil oxidized Cd content to some

extent. Soil pH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removal of Cd in soil，and high removal efficiency could be obtained in acidic soil. With the aggravation of

soil Cd pollution，the removal efficiency of Cd by MFS increased gradually and then tended to be stable. For the soils with total Cd content of 0.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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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7，1.653，2.348，3.717 and 5.751 mg·kg-1，the removal efficiencies of Cd were 16.27%，17.58%，19.62%，22.47%，21.63% and 21.52%，
respectively. In addition，increased soil organic matter content could inhibit Cd removal by the material. Especially，organic acid activation combined
with MFS remediation coul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removal of soil total Cd and available Cd，and citrate acid activation was found to be better than
tartaric acid activation. The removal mechanisms of soil Cd by MFS may include coordination reaction and magnetic action.
Keywords：magnetic nano Fe3O4@SiO2 functionalized material（MFS）；cadmium；soil；remediation

1

引言（Introduction）
由于工农业的快速发展，我国农田重金属积累和超标等环境问题日渐凸显（李艳玲等，2020）. 据调查，

我国农田受 Cd 和 Hg 污染最严重，其中，湖南和云南两省的农田污染最为严重，华南地区则以广东和广西为
核心形成高聚集区 . 土壤钝化作为目前普遍采用的一种农田土壤修复技术，可以对重金属起固定或转化作

用，减少污染程度，但无法将重金属从土壤中消除，只能起到“治标不治本”的短期效益（孙约兵等，2012；
孙彤等，2020）；植物修复也是目前研究比较深入、具有开发潜力的修复技术，可以通过植物固定、植物提取、
根际过滤、植物挥发和植物降解等途径减少土壤污染程度（Zou，2015），并且有研究表明，内生细菌（刘莉华

等，2013）、EDTA 和生物质炭（王亚男等，2021）可以提高植物修复效率 . 蜈蚣草（张景舜，2019）、东南景天

（陈绩等，2019）等超富集植物在镉、砷等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方面具有极大的潜力 . 但超富集植物的应用效

果受生长条件、生长周期等多方面因素影响，这些因素会导致其修复污染土壤的效率较低、修复成本高，
因此仍值得进一步研究（葛佳岷，2019）.

突破国内外现有的技术模式，研发高效率、低成本、无二次污染的重金属控制和修复技术，同时能够满

足农民易接受、政府可承受等方面的实践要求，是我国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 近年来，利用磁性纳米功能化

材料去除水中的重金属已越来越受到科研人员的关注，诸多含官能团的 Fe3O4 磁性纳米吸附材料已被成功

应用于废水中重金属离子的去除（何皎洁，2011；隆佳，2014；闫益康，2018；Shabani et al.，2019；吴春来等，
2020）.

在外加磁场的作用下吸附固定重金属离子的磁性纳米功能化材料可实现重金属与废水的快速分离，从

而有效去除回收废水中的重金属 . 而基于重金属在土壤中的赋存形态，将土壤中的重金属固载、富集在一些

特定磁性功能化材料上，结合农业工程技术回收这些材料，实现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快速原位修复去除

是具有发展潜力的一种方法 . 纳米 Fe3O4 具有独特的物理化学性质，以其为核心合成的磁性纳米材料在土壤

有机污染物和重金属处理方面已有初步研究 . 目前对磁性纳米材料 Fe3O4 进行表面修饰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通过高分子功能化在磁性微粒表面修饰功能基团，或硅烷化后引入各种功能基团（如—SH、—COOH、
—NH2 等），改性后的材料依然具有优良的磁性能，可应用于对土壤中重金属的吸附去除 .Fan 等（2016）利用

亚氨基二乙酸螯合剂包覆的核-壳纳米颗粒获得 FS@IDA 修复材料，并将其加入土壤中，间歇搅拌 7 d 后，使
用磁铁分离磁性固体，土壤中的镉和铅的去除率分别为 84.9% 和 72.3%. 聂新星等（2017）将 Fe3O4 功能化的

美索磁（MSC）用于修复废弃矿区附近污染农田耕层土壤，对总 Cd 和有效态 Cd 的去除率分别为 15.91%~
17.69% 和 33.33%~50.26%，MSC 的回收率为 74.01%~94.33%. 范力仁等（2017）在 MSC 表面接枝二氧化硅和

亚胺二乙酸官能团进行修饰，制备出具有良好磁分离性能的磁性固体螯合剂（MSC-IDA），通过将镉转化为磁

性固体螯合物 MSC-IDA-Cd，可去除土壤中水溶态、离子交换态、碳酸盐结合态、铁-锰氧化物结合态的镉，
将其应用于镉污染土壤中，对镉的去除率高达 84.90%. 欧阳光明等（2018）采用室内盆栽模拟方法将 FS@IDA
施入水田土壤，结果表明，增加 FS@IDA 投加量土壤 Cd 移除率趋于稳定，0.40% 为最佳投加量，此时总 Cd 去
除率、DTPA-Cd 去除率及 HCl-Cd 去除率分别为 16.80%、50.15% 及 30.10%. 周颜霞（2019）采用溶胶-凝胶法在
Fe3O4 表面负载 TiO2，并将所制备材料应用于 Pb 和 Cd 复合污染土壤，对 Pb 和 Cd 的总量去除率分别为 41% 和

27%. 丛丽娟（2019）制备了 Fe3O4@SiO2-NH2 和 Fe3O4@SiO2-EDTA 两种吸附剂，其对污染土壤中 Cd2+ 的去除率

在 24 h 内分别达到 54.8% 和 67.0%，修复前后土壤的理化性质变化不明显，经 4 次吸附-解吸后吸附剂的利用
率在 70% 左右 . 王力（2014）采用制备的磁性纳米材料 Fe3O4 及胺基和硅烷化改性产物，对陕西省 3 个铅锌矿
区污染农田土壤中的 Cd2+和 Pb2+进行修复，发现不同类型的土壤样品对 Cd2+的吸附符合 Langmuir 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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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总体上用于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的磁性纳米材料品种较少，大部分材料磁响应强度较低，对重金
属的吸附去除能力不高，工业化生产价格昂贵，而且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大多处于实验室阶段，仍然存在
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如何简化磁性载体的生产步骤，降低成本；如何保证高的磁响应强度和提高材料

回收率，满足土壤修复的应用要求；如何实现纳米材料的功能化优势，提高对土壤中重金属的去除能力 .
因此，成本低廉、磁响应性强、高效稳定、回收率高及表面含有丰富功能基团的磁性纳米修复材料依然是
今后研究的重点方向 .

本研究以固定吸附重金属离子能力较强的硅酸盐为代表，以纳米 Fe3O4 磁性颗粒为基本前体材料，利用

共沉淀法法合成超顺磁性微纳米 MFS 功能化复合材料 .VSM 磁性分析、能谱-扫描电子显微镜（SEM-EDS）及

X 射线光电子能谱（XPS）表征表明，相比于其他类似材料，MFS 材料的比表面积、饱和磁场强度等均得到了

改善，同时，课题组前期研究了 MFS 材料对重金属镉的修复动力学和热力学特征（张立志等，2021）. 在此基
础上，本文深入探讨功能化材料 MFS 对重金属污染土壤中镉的修复去除效率及影响因素，明确影响镉去除
的关键因素，以期为新型超顺磁性微纳米功能化材料的开发及在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方面的应用提供参考 .

2
2.1

材料与方法（Materials and methods）

2.2

主要仪器

石墨炉原子化器（GFA-6880）购自岛津仪器（苏州）有限公司 .
供试土壤

供试洁净土壤和重度镉污染土壤采自重庆市江津区水稻田，为紫色水稻土，采自耕层 0~20 cm，基本理

化性质见表 1. 各土壤通过随机采样，充分混合后，经自然风干，去除草、叶等杂物，最后研磨过 1 mm 筛备用 .
洁净土壤主要用来模拟配置不同含量的镉污染土壤，以便更好地探讨对不同镉污染程度土壤的修复效果 .

土壤性质

pH

洁净土壤

6.14

污染土壤

6.73

CEC/

Table 1

表1

全 Cd/

有机质/
-1

-1

（cmol·kg ） （mg·g ）
23.37
21.91

供试土壤的基本理化性质

The basic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soil in the study
-1

有效态 Cd/
-1

（mg·kg ）

（mg·kg ）

0.383

0.238

33.50
31.22

3.480

1.420

0.2~2 mm
128.1

粒径分布/（g·kg-1）

0.02~0.2 mm 0.002~0.02 mm
228.2

414.0

<0.002 mm
229.7

不同含量镉污染土壤的制备：以上述洁净土壤为对象，采用外源添加硝酸镉的方法配制不同污染程度

的镉污染土壤 . 具体操作为：配制不同浓度梯度的 Cd2+溶液，均匀喷洒在土壤中混合均匀，室温下保持含水量

为田间持水量的 1/2，陈化 2 个月后，经自然风干和研磨过筛，制得含量分别为 0.882、1.267、1.653、2.348、
3.717 及 5.751 mg·kg-1 的镉污染土壤，用于后续试验 .
2.3

功能化材料 MFS 的制备

按照张立志等（2021）编著的方法合成超顺磁性纳米 Fe3O4@SiO2 功能化材料（MFS），其基本性质为：平均

粒径约 38.7 nm，比表面积 72.86 m2·g-1，饱和磁化强度 85.38 emμ·g-1.
2.4

2.4.1

MFS 对镉污染土壤修复影响因素研究
材料投加量对 Cd 去除效果的影响

取风干研磨后含量为 2.348 mg·kg-1 的 Cd 污染土壤，按照 0、0.2%、

0.5%、0.8%、1.2% 及 1.5% 的比例投加修复材料并混合均匀，淹水（土水比 1∶2），待材料与土壤中 Cd 充分接触

并相互作用 30 d（修复时间）后，将磁场强度 4000 G 的圆柱形磁铁伸入土壤中进行搅拌，利用磁铁磁性将

土壤中与 Cd 反应后的修复材料（包括未反应的 MFS 材料）分离出来，反复 3 次 . 将剩下的土壤冻干后测定
土壤中 Cd 的全量、有效态含量及形态变化 .
2.4.2

修复时间对 Cd 去除效果的影响

取风干研磨后含量为 2.348 mg·kg-1 的 Cd 污染土壤，按照 1.5% 的

比例投加修复材料并混合均匀，淹水，待材料与土壤中 Cd 充分接触并相互作用 2~30 d 后，按上述方法测定
土壤中剩余 Cd 的含量及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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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土壤 Cd 含量对 Cd 去除效果的影响

2.4.4

土壤 pH 的影响

389

取不同含量的 Cd 污染土壤，投加 1.5% 的修复材料，设置土水比

为 1∶2，修复时间为 30 d，按上述方法测定土壤中剩余的 Cd 含量 .

取 2.348 mg·kg-1 的 Cd 污染土壤，用 0.1~1 mol·L-1 的 HCl 和 NaOH 溶液将土壤 pH

分别调至约 4、5、6、7、8，投加 1.5% 的修复材料，修复 30 d，期间每隔 2 d 测量上清液 pH 值，按上述方法用磁铁
分离材料，测量土壤中剩余的 Cd 含量 .
2.4.5

有机质含量的影响

在 2.348 mg·kg-1 的 Cd 污染土中分别外源添加 2.5、5、10、25 及 50 mg·kg-1 的腐殖

酸（Q/JFC043-2004 标准，由上海聚峰科技化学公司生产），继续陈化 1 个月；然后取风干磨细后的土壤投加
1.5% 的修复材料，淹水混合均匀，培养 30 d，按上述方法测定土壤中剩余的 Cd 含量 .
2.4.6

MFS 对实际污染土壤 Cd 去除

称取实际 Cd 污染土，模拟 15 cm 耕作层土壤厚度，以水土比 1∶2 进行

淹水处理，使上覆水层约为 5 cm，搅拌混合均匀 . 以料土比为 1.5% 的比例加入磁性吸附剂 MFS，再次混匀，
静置修复 30 d，用直径 3 cm、磁场强度 4000 G 的棒状磁铁伸入土壤中进行搅拌，将土壤中的修复材料分离出
来，重复 3 次 . 剩下土壤自然风干后测定 Cd 含量 . 回收的 MFS 用于计算其回收率（见 2.5 节）.
2.4.7

有机酸活化剂-强化 MFS 联合修复对实际污染土壤 Cd 去除

选取土壤修复常用的有机酸活化剂

柠檬酸和酒石酸，配置不同浓度的有机酸水溶液，淹水时加入活化剂，使土壤中活化剂含量分别为 0.5、1 及 3
mmol·kg-1，同时加入 MFS，其余按照上述方法进行 .
2.5

MFS 材料回收分析

前述从实际污染土壤修复试验中回收的 MFS，先用去离子水反复清洗以尽量洗脱杂质，然后加入 0.1

mol·L-1 的硝酸，放入振荡器在 160 r·min-1 下恒温振荡 6 h，以洗脱重金属 Cd，离心分离出 MFS，干燥，称重并
计算其回收率 .
2.6

土壤样品分析

土壤 Cd 全量采用盐酸-硝酸-氢氟酸-高氯酸法消解，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GB/T17141-1997）进行

测定；土壤 Cd 有效态含量采用醋酸铵-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土壤 Cd 形态采用改进的 BCR 分步提取

方法进行测定（Rauret et al.，1999）. 土壤 Cd 检出限为 0.01 mg·kg-1，精密度为 2.08%，加标回收率为 85.6%~
110.2%，符合土壤重金属检测要求 .
2.7

数据处理

试验数据采用 Origin2018 与 Excel 2016 进行处理与作图 . 采用 SPSS 26 统计软件对试验数据进行方差

分析，即在平均值（N=3）比较基础上，采用 LSD 的方法，在 p<0.05 水平进行数据差异显著性检验及独立样本 T
检验，以比较不同处理间各指标的差异显著性 .

3
3.1

结果与讨论（Results and discussion）
MFS 投加量对土壤中 Cd 去除的影响

图 1a 为在 Cd 污染土壤中投加不同比例的 MFS 修复材料后，土壤中总 Cd 和有效态 Cd 含量的变化情况 .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相同修复时间条件下，与空白相比，随着 MFS 投加量的增大，土壤中总 Cd 含量明显减
少，对土壤总 Cd 的去除率不断增大 . 投加 0.2%、0.5%、0.8%、1.2% 及 1.5% 的修复材料，总 Cd 含量分别下降了
0.134、0.327、0.465、0.48 及 0.545 mg·kg-1，其 中 ，投 加 1.5% 的 MFS 修 复 效 果 最 好 ，对 总 Cd 的 去 除 率 达 到

23.21%. 随着 MFS 投加量的增多，土壤有效态 Cd 含量减少，从而增大了土壤中有效态 Cd 的下降率，有效态
Cd 含量从 1.608 mg·kg-1 降低到 1.10 mg·kg-1，有效态 Cd 下降率从 3.54% 增加到 31.59%. 磁性材料添加量较少

时，其表面的螯合位点被土壤中的重金属全部占据，随着投加量的增加，土壤中有效态的 Cd 被充分捕获，
移除效果提升 .

图 1b 为不同 MFS 投加量条件下，土壤中 Cd 形态的变化情况 . 在未投加修复材料前，酸可溶态、可还原

态、可氧化态及残渣态 Cd 的占比分别为 38.73%、28.42%、14.02% 及 18.83%；投加修复材料 MFS 后，随着投加

量的增加，各形态 Cd 含量均有所降低，当投加量为 1.5% 时降低最多，4 种形态 Cd 的降低率分别为 32.56%、
25.85%、20.90% 及 1.32%，其中，酸可溶态 Cd 含量由 0.909 mg·kg-1 降低至 0.613 mg·kg-1. 供试土壤淹水搅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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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酸可溶态 Cd 易从土壤中释放出来（Han et al.，2017），下降率最大，其次是可还原态和可氧化态，残渣态

Cd 几乎无变化 . 由于 MFS 材料表面含有大量羟基官能团，故能固定酸可溶态、可还原态及可氧化态 Cd，但
残渣态 Cd 不能去除 .

图1
Fig.1

3.2

MFS 投加量对总 Cd、有效态 Cd 含量（a）及 Cd 形态变化（b）的影响

Effects of MFS dosage on total cadmium，available cadmium（a）and cadmium form changes（b）

修复时间对 MFS 修复 Cd 污染土壤的影响

土壤总 Cd 的减少与修复时间密切相关，图 2a 为不同修复时间下土壤总 Cd 和有效态 Cd 含量的变化 . 随

着修复时间的增长，土壤中总 Cd 含量逐渐减少，当材料投加量为 1.5%，修复时间分别为 2、5、9、15、22 及 30 d
时，土壤总 Cd 含量从最初的 2.348 mg·kg-1 分别降低到 2.082、1.984、1.825、1.804、1.786 及 1.782 mg·kg-1，总 Cd
去除率从 11.35% 增加到 24.07%. 同时可以看出，随着修复时间的增加土壤中有效态 Cd 的下降率增大，当
修复时间为 0~30 d，土壤有效态 Cd 含量从初始的 1.608 mg·kg-1 分别降到 1.375、1.322、1.305、1.258、1.205 及

1.03 mg·kg-1，下降率从 14.49% 增加到 35.94%. 图 2b 为不同修复时间下 Cd 形态的变化情况，随修复时间的

延长，酸可溶态、可还原态及可氧化态 Cd 含量呈明显降低的趋势，残渣态 Cd 含量变化幅度较小；当修复时间
为 30 d 时，各形态 Cd 含量分别下降了 35.26%、27.85%、18.30% 及 1.97%.

图2
Fig.2

3.3

修复时间对总 Cd、有效态 Cd 含量（a）及 Cd 形态变化（b）的影响

Effect of time on total cadmium，available cadmium（a）and cadmium form change（b）

pH 值对 MFS 去除土壤 Cd 的影响

图 3a 和图 3b 分别为 pH 值对土壤总 Cd 和有效态 Cd 去除效果的影响情况 . 如图 3a 所示，在不同 pH 值条

件下，修复材料对土壤总 Cd 均有一定的去除效果，但随着土壤 pH 值的升高，总 Cd 去除率反而减小，当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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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 为 4~7 时，材料对 Cd 的去除效果较为明显 . 当土壤 pH 值为 4 时，总 Cd 去除率最高，达到 28.73%，当土壤
pH 为 5、6、7 及 8 时，对土壤 Cd 的去除率分别为 20.93%、27.87%、22.15 %及 9.24%，说明较低的 pH 值有利于

材料对 Cd 的去除；在 pH 值逐渐增大至偏碱性时，土壤中能够与修复材料结合的 Cd 量减少，所以导致材料对
Cd 的去除率降低 .

pH 值对材料降低土壤 Cd 有效态含量的影响如图 3b 所示 . 可以看出，总体上土壤有效态 Cd 下降率与 pH

呈负相关 . 对照组土壤（不调节 pH，pH=6.12）有效态 Cd 下降率为 36.57%；pH 分别为 4.08、5.01 及 5.92 时，MFS
对土壤有效态 Cd 的下降率分别为 46.33%、42.79% 及 39.43%，因而土壤 pH 降低，对有效态 Cd 的下降率起

促进作用 . 当 pH 分别为 7.11 和 8.02 时，MFS 对土壤有效态 Cd 的下降率降低 . 究其原因，涉及复杂的污染元素

化学平衡（何振立，1998），土壤中重金属的形态及有效性受土壤 pH 值的影响很大，一般来说，pH 值越小，
重金属的活性越高（Yang et al.，2017），有效态含量也越高，但这部分有效态 Cd 也容易被修复材料捕获，因而
低 pH 条件下土壤中有效态 Cd 下降率高于高 pH 条件下 .

图3
Fig.3

pH 值对总 Cd（a）和有效态 Cd（b）去除的影响

Effect of pH on the removal of total cadmium（a）and available state（b）

pH 值对 Cd 形态变化的影响如图 4 所示，当 pH 在 4~8 的范围内变化时，随着 pH 的增加，MFS 修复 Cd 污

染土壤后，土壤中酸可溶态、可还原态、可氧化态及残渣态 Cd 的含量逐渐升高，下降率逐渐降低 . 在偏酸性

（pH=4.08）条件下，酸可溶态、可还原态、可氧化态及残渣态 Cd 含量最低，下降率最大，分别为 50.16%、
31.33%、27.79% 及 7.59%；当 pH 增 大 为 8.02 时 ，4 种 形 态 下 降 率 分 别 减 少 至 16.50%、17.09%、23.63% 及

图4
Fig.4

pH 值对不同形态 Cd 吸附去除的影响

Effect of pH on adsorption and removal of different forms of cadmium

392

环

境

科

学

学

报

42 卷

2.17%. 因此，当 pH 为 4 时对各形态 Cd 的修复效果最好，重金属在土壤溶液中的溶解性较大，土壤对其吸附
能力减弱，偏酸性条件下土壤溶液中存在较多 H+ 能置换出更多的酸可溶态 Cd 被 MFS 吸附；随着土壤 pH 值

的升高，土壤中存在的有机物-重金属络合物会逐渐稳定，有机结合态重金属含量会增多，同时，pH 值的升高

会使土壤中铁锰等阳离子与 OH-形成沉淀，且 Ksp 会逐渐变大，使溶液中铁锰氧化态增多 . 重金属的残渣态在

土壤中较为稳定，不易受 pH 值影响而转化迁移 . 但环境酸性过强也可能导致 MFS 中 SiO2、Fe3O4 的溶解损失，
造成吸附位点的减少及可磁吸回收 MFS 的减少 . 因此，在实际应用中土壤的 pH 不能是强酸环境 .
3.4

污染土壤 Cd 含量对 MFS 修复效果的影响

自然条件下的土壤 Cd 含量往往因为污染源、耕作条件及水肥管理的不同而产生明显差异，为了解 MFS

材料在不同程度污染下对土壤 Cd 的修复效果，设置了低（0.882 mg·kg-1）、中（1.267 和 1.653 mg·kg-1）、高

（2.348、3.717 及 5.751 mg·kg-1）6 个剂量梯度，研究了污染土壤 Cd 含量对 MFS 修复效果的影响 . 如图 5 所示，
当 Cd 初始含量分别为 0.882、1.267、1.653 及 2.348 mg·kg-1 时，随着土壤总 Cd 初始含量的增加，MFS 材料对

土 壤 总 Cd 的 去 除 率 增 加 ，分 别 为 16.27%、17.58%、19.62% 及 22.47 % ；但 继 续 增 加 土 壤 总 Cd 初 始 含 量

（3.717、5.751 mg·kg-1），总 Cd 的去除率分别为 21.63% 和 21.52%，表明随着土壤 Cd 污染程度的加重，材料对
Cd 的去除量均在增加后趋于稳定 .

图5
Fig.5

初始含量对 Cd 总量（a）和有效态含量（b）的影响

Effect of initial concentration on total cadmium（a）and available state（b）

MFS 对不同 Cd 污染土壤中有效态 Cd 的去除效果与对总 Cd 的去除效果一致 . 当 Cd 初始含量分别为

0.882、1.267、1.653 及 2.348 mg·kg-1 时，随着土壤总 Cd 初始含量的增加，MFS 材料对土壤有效态 Cd 的去除率
增加，但继续增加土壤总 Cd 初始含量，对有效态 Cd 的去除率趋于稳定 . 究其原因，可能是在较低含量下，受

土壤中浓差扩散等因素的影响，修复材料在有限的时间内对 Cd 的吸附没有达到饱和状态，此时，土壤中可以
被 MFS 吸附固定的形态较少；增大土壤总 Cd 含量，材料可以与其中更高含量的活性态 Cd 发生作用，修复效

率提高；但当土壤中总 Cd 含量超过一定限度，MFS 上的吸附位点被全部占据，对总 Cd 及有效态 Cd 的去除率
不再增加 .

重金属在土壤中的存在形态分布往往会因为总量的不同而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 从图 6 可以看出，酸可溶

态、可还原态、可氧化态及残渣态 Cd 含量随着初始 Cd 含量的增大而增大 . 投加相同比例的 MFS 修复土壤后，
酸可溶态和可还原态 Cd 含量变化趋势相似，即随着初始土壤总 Cd 含量增加，两种形态 Cd 含量下降率呈
先增加后降低的变化趋势，当初始土壤总 Cd 含量为 2.348 mg·kg-1 时，下降率达到最大值，分别为 38.85% 和
26.24%. 可氧化态、残渣态 Cd 含量下降率随初始土壤总 Cd 含量的升高而降低 . 因而在不同 Cd 污染程度的
土壤中，材料对易于转化形态的 Cd 去除率较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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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Fi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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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含量对 Cd 形态的影响

Effect of initial concentration on cadmium speciation

土壤中有机质含量对 MFS 去除 Cd 的影响

土壤有机质是土壤的重要成分，由于其特殊的物理化学性质会影响土壤的理化性质及重金属 Cd 的含量

与形态，也会影响修复剂与 Cd 的相互作用 . 图 7 显示了不同腐殖酸添加量下 MFS 对污染土壤中 Cd 总量及
有效态含量的影响 . 随着土壤中有机质含量增加，修复后土壤 Cd 总量及有效态 Cd 含量增加，即总 Cd 去除量

降低，有效态 Cd 下降率降低 . 对照组总 Cd 去除率为 23.14%，添加有机质后去除率分别降到 21.56%、20.31%、

20.15%、18.83% 及 16.87%. 有 效 态 Cd 降 低 率 则 从 对 照 的 37.38% 分 别 降 低 到 32.52%、31.53%、28.67%、
27.99% 及 27.74%. 有研究显示，随着有机质含量提高，土壤重金属的可溶性也提高，进而土壤重金属的活性
及迁移性也大大提高（李思民等，2021）.

图7
Fig.7

土壤有机质含量对土壤总 Cd（a）和有效态 Cd（b）去除的影响

Effect of organic matter concentration on total cadmium（a）and effective cadmium（b）remo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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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为土壤腐殖酸含量对 MFS 材料修复污染土壤中 Cd 形态的影响 . 可以看出，与对照相比，增加土壤中

腐殖酸含量，采用 MFS 修复土壤后，土壤中各形态 Cd 的下降率均受到抑制，首先酸可溶态 Cd 的下降率由对
照 的 41.58% 降 低 到 31.68%，可 还 原 态 Cd 的 下 降 率 由 27.14% 降 低 到 20.24%，可 氧 化 态 Cd 的 下 降 率 由

18.41% 降低到 7.21%，残渣态 Cd 的下降率在 1%~2% 之间 . 腐殖酸含量较高的 Cd 污染土壤修复效果较差的

原因如下：首先对于可氧化态即有机质结合态，通常情况下，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与有机质结合态重金属

含量呈正相关，腐殖酸含有大量能与金属离子发生反应的羧基、羟基等功能团，螯合土壤溶液体系中的 Cd2+，
从而与 MFS 产生竞争作用 . 有研究证明，施加有机肥后的 Cd 污染土壤，大幅度降低了土壤中 Cd 的酸可溶态

含量；而且随着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增大间接增大了土壤的 pH 值，从而使得土壤对于重金属离子的吸附作用
增大（Ma et al.，2015）.

图8
Fig.8

3.6

土壤有机质含量对不同形态 Cd 的去除影响

Effect of soil organic matter content on removal of different forms of cadmium

MFS 单独修复及有机酸活化剂-MFS 联合修复实际污染土壤

图 9 为采用柠檬酸和酒石酸活化剂处理后，磁性材料 MFS 对土壤中总 Cd 和有效态 Cd 去除的影响，空白

对照为没有添加活化剂，仅投加修复剂单独修复的对照 . 此污染土为农田 Cd 污染原土，其 Cd 总量为 3.480

mg·kg-1，有效态含量为 1.420 mg·kg-1. 对照试验仅采用 MFS 单独修复土壤后，总 Cd 含量下降到 2.903 mg·kg-1，
有效态 Cd 含量下降到 1.106 mg·kg-1，总 Cd 去除率为 16.58%，有效态 Cd 下降率为 22.11%. 相比于对照，0.5、
1.0 及 3.0 mg·kg-1 3 个柠檬酸梯度活化处理下，土壤中总 Cd 含量均降低，由对照组的 2.903 mg·kg-1 分别降低
到 2.755、2.727 及 2.702 mg·kg-1，总 Cd 去除率由对照组的 16.58% 分别升高到 20.38%、21.18% 及 22.36%；有效
态 Cd 含量的变化趋势与总 Cd 基本相同 ，修复后土壤有效态 Cd 下降率由对照组的 22.11% 分别升高至

40.14%、44.23% 及 46.20%. 0.5、1.0 及 3.0 mg·kg-1 3 个酒石酸梯度活化处理下的结果与柠檬酸处理类似，随着
酒石酸含量的增加，修复后土壤中总 Cd 含量降低，总 Cd 去除率分别升高到 19.08%、20.92% 及 21.97%；添加

酒石酸活化，修复后土壤中有效态 Cd 含量降低，下降率分别升高至 37.68%、41.76% 及 45.56%. 柠檬酸联合

修复的效果略优于酒石酸，Liu 等（2008）研究了 EDTA 及柠檬酸、酒石酸、草酸 3 种低分子量有机酸对棕壤、
潮土及褐土中 Cd 活性的影响，结果表明，EDTA 及 3 种低分子量有机酸对棕壤中 Cd 的活化能力依次为
EDTA>柠檬酸>草酸>酒石酸；胡浩等比较研究了 3 种低分子有机酸条件对土壤中重金属 Pb、Cd、Cu 及 Zn 的

影响，结果表明，在对 Pb 和 Cd 的淋溶中，各低分子有机酸能力大小顺序为柠檬酸>酒石酸>草酸（Hu et al.，
2008）. 有机酸与重金属之间的反应与分子中羟基和酚基的数量有关，即活化能力为三羧酸大于二羧酸，二羧

酸大于单羧酸 . 而本研究的两种低分子有机酸中柠檬酸为三羧酸，酒石酸为二羧酸，因而柠檬酸联合修复的
效果优于酒石酸，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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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Fig.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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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剂对总 Cd（a）和有效态 Cd（b）去除的影响

Effect of activator on total cadmium（a）and effective cadmium（b）removal

活化剂对土壤中不同形态的 Cd 有活化作用，实际土壤中酸可溶态 Cd 含量为 0.40 mg·kg-1，可还原态 Cd

含量为 1.16 mg·kg-1，可氧化态 Cd 含量为 0.50 mg·kg-1，残渣态 Cd 含量为 1.40 mg·kg-1，主要以可还原态和残渣

态形式存在 . 图 10 为不同活化剂联合 MFS 修复土壤中 Cd 形态的变化情况 . 对照组不添加活化剂，在单独投
加 MFS 材料处理后，各形态 Cd 的含量分别为 0.260、0.920、0.437 及 1.385 mg·kg-1，各形态 Cd 的下降率分别为

35.02%、20.69%、12.60% 及 1.07%. 图 10a 为添加柠檬酸处理后土壤 Cd 形态的变化趋势，与对照组相比，添加
3 个梯度柠檬酸处理后，酸可溶态 Cd 含量分别降低至 0.252、0.238 及 0.212 mg·kg-1，酸可溶态 Cd 的下降率

分别增大至 37.00%、40.50% 及 47.00%；可还原态、可氧化态及残渣态含 Cd 量的下降率也均增加，3 种形态 Cd
的最大下降率分别为 28.45%、17.00% 及 1.93%. 图 10b 为酒石酸处理下土壤 Cd 形态的变化趋势，与柠檬酸

处理下的变化趋势相似，酸可溶态 Cd 含量分别降低至 0.256、0.242 及 0.221 mg·kg-1，下降率分别为 36.00%、
39.50% 及 44.75%，可还原态、可氧化态及残渣态 Cd 的最大下降率分别为 25.00%、17.80% 及 1.66%，相比于
酒石酸，柠檬酸的处理效果更好 .

图 10
Fig.10

柠檬酸（a）和酒石酸（b）活化对不同形态 Cd 去除的影响

Effects of citric acid（a）and tartaric acid（b）on the removal of different forms of cadmium

分别对柠檬酸处理和酒石酸处理进行不同酸浓度的单因素方差分析，探究不同酸浓度对不同形态 Cd 含

量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 . 表 2 为可氧化态 Cd 在不同柠檬酸浓度下的方差分析结果，可见其显著性 p 值

为 0，故在不同柠檬酸浓度下可氧化态 Cd 含量存在显著性差异 . 再对其进行两两比较（表 3），发现柠檬酸剂

量为 0、0.5、1 及 3 mg·kg-1 时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性差异 . 同理，再对酸可溶态、可还原态、残渣态及酒石酸
处理的 4 种形态进行相同的数据处理，结果显示，各形态 Cd 含量在不同有机酸浓度下两两之间的显著性 p 值
均为 0，说明不同酸浓度处理对不同 Cd 形态含量有显著性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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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境

Table 2

科

表2

学

42 卷

报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Results of single factor variance analysis

研究对象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显著性

组间

0.015

3

0.005

394.551

0

0.015

11

0

组内
总计

8

0

表3

Table 3
柠檬酸剂量/（mg·kg-1）
0

0.5

1

3

多重比较结果

Multiple comparisons results

不同 Cd 形态含量平均值差值/（mg·kg-1）

标准错误

显著性

0.5

0.03133*

0.00289

3

0.09467*

0.00289

1

0.06133*

0

-0.03133

3

0.06333*

1

-0.06133

3

0.03333

1

0.00289
0.00289

-0.03000*
-0.09467*

1

-0.03333*

0.0380

0.000

0.0880

0.1013

0.0547
-0.0380

-0.0247

0.000

0.0567

0.0700

0.0233

-0.0680
-0.0367

0.000

0.00289
0.00289

0.0267

0.0367

-0.0547
-0.0233
0.0400

0.000

-0.1013

-0.0880

0.000

-0.0400

-0.0267

0.000

0.00289

0.0680

0.000

0.000

0.00289

-0.06333*

0.0247

0.000

0.00289

*

上限

0.000

0.000

0.00289

*

95% 置信区间

下限

0.000

0.00289

*

0

0.5

0.00289

0.03000*

0

注：*表示平均值差值的显著性水平为 0.05.

3.7

学

-0.0700

-0.0567

材料回收效果研究

表 4 所示为实际污染土壤中修复材料的回收

率 ，可 以 看 出 材 料 的 回 收 率 较 好 ，为 79.47%~
88.50%，有利于 MFS 材料的重复利用，但尚有少量

的修复材料残留于土壤中，其对土壤的二次影响
值得进一步研究 .

课题组前期研究表明（张立志等，2021），MFS

对 Cd2+ 的最大吸附容量为 69.49 mg·g-1，而且 MFS
材料对 Cd2+ 的吸附是一个自发、吸热和熵增的过

程；BET、SEM、FT-IR 和 XPS 等表征分析证明，SiO2
对于 Fe3O4 的修饰使 MFS 比表面积增加，从而增加

表4

模拟 15 cm 耕作层污染土壤中 MFS 材料的回收率

Table 4

不同处理
CK
柠檬酸

Recovery rates of MFS in simulated soil columns
剂量/（mg·kg-1）

回收量/g

回收率

0.5

12.30
13.27

82.00%

13.08

87.20%

1
3

酒石酸

0.5
1
3

12.75
12.83
13.10
11.92

88.50%
85.00%
85.53%
87.33%
79.47%

了材料对 Cd2+的吸附固定能力；MFS 及其与 Cd 相互作用的产物（MFS-Cd2+）及再生 MFS 均呈现出较强的超顺

磁性，饱和磁化强度分别为 85.38、51.26 及 91.52 emμ·g-1，在外加磁场的作用下能快速实现土壤中材料和

重金属 Cd2+ 的回收利用，同时 MFS 重复再生 3 次后 Cd2+ 去除率仍达 73% 以上，表现出良好的可重复利用性；
MFS 主要通过表面的—OH 与 Cd2+发生配位反应，从而对 Cd2+具有较强的吸附固定能力 .

4

结论（Conclusions）
1）采用 MFS 修复 Cd 污染土壤，MFS 材料投加量、修复时间、土壤 pH、有机质含量及土壤 Cd 含量等均会

对 Cd 的修复效果产生一定的影响 . 总 Cd 去除率及有效态 Cd 下降率均随修复剂投加量的增加而增大，投加

量为 1.5% 时效果最佳；试验条件下，修复时间越长，总 Cd 去除率、有效态 Cd 下降率越大，第 30 d 时，总 Cd
去除率为 24.07%，有效态 Cd 下降率为 35.94%；土壤 pH、有机质含量均对 Cd 的总量及形态有较大影响，在

偏酸性的土壤中，Cd 的去除效果较好，原因是 pH 值越小，土壤中重金属的活性越高，存在更多的酸可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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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被 MFS 吸附，而有机质的增加会抑制 Cd 的去除，原因在于有机质与 MFS 产生竞争作用及有机质自身分解
时所产生的还原条件，有利于重金属硫化物沉淀的生成；MFS 对不同污染程度土壤 Cd 的去除率不同，土壤
总 Cd 初始含量为 2.348 mg·kg-1 时，对土壤总 Cd 的去除率最大 .

2）柠檬酸、酒石酸活化-MFS 联合处理土壤，能够有效提高 MFS 对土壤中总 Cd 和有效态 Cd 的去除效果，

尤以柠檬酸联合修复效果为佳，主要是由于柠檬酸和酒石酸对土壤中 Cd 具有较强的活化能力，且前者优于
后者 .

责任作者简介：王强（1970—），男，长期从事土壤化学、土壤污染化学等方面的研究 .E-mail：78121696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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