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4 卷 第 4 期
2019 年 8 月

昆明理工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Journal of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Natural Science）

No. 4 Vol． 44
Aug． 2019


doi： 10． 16112 / j． cnki． 53 － 1223 / n． 2019． 04． 015

水体悬浮颗粒物中磺胺类药物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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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磺胺类药物（ sulfonamides，SAs） 可以通过污水排放、废弃药物堆放等方式进入水生生态系
统，从而在环境介质间进行迁移扩散 ，并伴随着各种转化过程，最终参与到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中 ，
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构成潜在危害 ． 水体中悬浮颗粒物是 SAs 的重要天然配位体和吸附载体，
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 SAs 的环境行为． 采用多种分析技术，探讨水体悬浮颗粒物对 SAs 的吸附、
解吸动力学，阐明不同因素对颗粒物 － SAs 体系相互作用的主导机理，探讨悬浮颗粒物自身性质
和环境条件对吸附 SAs 的影响机制，将为水生生态系统环境健康风险评价提供理论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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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Factors of the Behavior of Sulfonamides on Suspended
Particles in Aquatic Enviro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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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lfonamides （ SAs） can enter into aquatic ecosystems via wastewater discharge，abandoned drug，
etc． With a variety of conversion processes，SAs are relocating and diffusing in environmental media． Eventually，SAs become more involved in biogeochemical cycle in aquatic environment． It poses a potential hazard to human health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suspended particles are the natural ligand and adsorption carriers of
SAs in aquatic environments． Therefore，the particles，to a certain extent，have controlling effects on environmental geochemical behavior of SAs． The sorption and desorption kinetics of SAs in suspended particles were
tracked． The dominant mechanism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uspended particles and SAs was clarified，and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particle properties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SAs adsorption were investigated． The
study will provide further information for environmental health risk assessment of SAs in aquatic eco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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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复杂水体中悬浮颗粒物在环境中起着重要的天然配位体和吸附载体的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磺胺
［1］
类药物（ sulfonamides，SAs） 的环境地球化学行为 ． 以往的研究忽视了水体悬浮颗粒物的环境效应，对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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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 相互作用的理解是不全面的． SAs 属于可离子化有机污染物，其在水中既可以以离子形态又可以以分
［2 － 4］
． 物理吸附是指
子形态存在，而复杂水体中悬浮颗粒物对 SAs 的吸附主要以物理吸附和化学吸附为主
SAs 与悬浮颗粒物表面位点之间通过物理作用发生的吸附 ，包括范德华力、色散力、诱导力和氢键等，而化

学吸附则是二者之间通过发生化学反应形成络合物或螯合物 ． SAs 在复杂水体中悬浮颗粒物上的环境行
为，不仅受颗粒物性质的影响，还与 SAs 自身结构特点、环境因素等有密切关系．

1 水体悬浮颗粒物对 SAs 吸附作用
1． 1 水体悬浮颗粒物性质对 SAs 吸附的影响
悬浮颗粒物按质地划分，可分为砂性和黏性两大类． 砂性颗粒物结构简单，组成成分以 SiO2 为主． 黏
土颗粒物是一类结构复杂的矿物 ，如高岭石、蒙脱石、云母和绿结石等． 其中，高岭石由一层四面体结构和
八面体结构组成，而蒙脱石、云母主要由八面体结构夹杂在四面体结构中表现为“三明治 ”形式． 因此，水
体黏性悬浮颗粒物组成繁多、结构复杂，对 SAs 的吸附量较砂性颗粒物多． SAs 在悬浮颗粒物上的吸附性
［5 － 6］
．
能受其有机质含量的影响，但也同时受复杂水体其它因素的限制
1． 2 SAs 自身性质对吸附的影响
SAs 在水体悬浮颗粒物上的吸附行为 ，不仅受颗粒物的影响，还与其自身结构特点密切相关． 一般而
言，SAs 的吸附能力与其自身官能团的亲水性 、疏水性、极性、可极化性等理化性质有关，而这些性质主要
由 SAs 的空间结构决定． 对于与悬浮物结合力较弱的 SAs，则更容易解吸、释放出来，对整个水生生态系统
［7］
构成潜在威胁 ．
1． 3 环境因素对吸附的影响
［8 － 10］
． 其中，水温、pH
环境因素对复杂水体中悬浮颗粒物吸附 SAs 的影响也是制约其环境行为的关键
值和离子强度对 SAs 在悬浮颗粒物上的吸附行为影响较大 ． 水温不仅可以改变 SAs 的水溶性，而且影响颗

粒物 － SAs 系统结合产热过程，从而改变 SAs 的环境行为． 研究发现，环境温度从 15°C 升至 35°C，磺胺嘧
［2］
啶（ SAs 的一种） 的吸附量从 0． 78 mg / g 下降到 0． 47 mg / g，表明高温不利于 SAs 吸附 ． 另外，SAs 的吸附
量也会随环境温度的增加而增加 ．
水体酸碱度会影响有机质和 SAs 的结构，从而影响颗粒物对 SAs 的吸附． 当酸碱度较低时（ pH ＜ 5） ，
溶解性有机质（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DOM） 的羧基、羧基等通过氢键作用将小分子 DOM 结合成较大分
子的聚合体，其疏水性点位会位于聚合体的“内部”，这种聚合体对疏水性有机物有很强的亲合力 ，但由于
［3］

极性外壳的排斥作用，实际上疏水性有机物很难接近“内部 ”吸附点位 ． 随着酸碱度的增大，DOM 聚合
［11］
体被破坏，裸露的疏水性点位接触到吸附质 ，但亲和力要小于聚合体 ． 另外，酸碱度还会影响 SAs 等离
子型有机污染物在水体中的形态 ，从而影响吸附容量． 当 SAs 为阳离子形态时，悬浮颗粒物会与 SAs 进行
阳离子交换，使其结合在一起． SAs 中的疏水性官能团通过疏水作用与颗粒物中脂肪链、芳香环等组分结
［1］
合 ． SAs 为中性分子形态时，SAs 不能与颗粒物进行阳离子交换，其吸附量减小． 当 SAs 为阴离子形态
［12 － 14］
．
时，带负电的颗粒物与 SAs 存在静电斥力，吸附量减小
［4］
2+
2+
离子强度对 SAs 在悬浮颗粒物上吸附的影响与金属离子种类有关 ． 研究发现 ，Ca 和 Mg 对 SAs
2+
2+
在颗粒物上的吸附没有明显的影响 ，而 Zn 可使 SAs 的吸附量明显增加； 该现象是由于 Zn 会进入颗粒
+
2+
2+
2+
物内部，取代 H ，进行了内界吸附，而 Ca 和 Mg 未进入颗粒物内部所致． Wang 等发现 Cu 与 SAs 结合

稳定常数明显高于 Ca

2+

，促进了 SAs 在蒙脱石上的吸附．

2 SAs 分解转化过程
SAs 有多种降解途径，可分为生物降解和非生物降解． 其中，非生物降解包括光解、化学降解、氧化还
［15］
原、
水解等． 当 SAs 进入水体后，直射光线被遮挡，光解作用减弱，微生物降解占据主导地位． 研究表明 ，
在有氧条件下，土霉素半衰期为 29 ～ 56 d，灭菌载体中为 99 ～ 120 d； 在缺氧条件下，土霉素半衰期为 43 ～

62 d，灭菌载体中为 69 ～ 104 d． 另外，微生物对土霉素的降解程度与其种类有关 ． 但是，由于 SAs 具有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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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杀菌作用，能抑制砂土中微生物的生长，故实际水环境中 SAs 的微生物降解作用有所降低，微生物降解
［1］
缓慢，其水解和化学降解作用比重增大 ． 研究发现 ，对 SAs 进行光照，其降解半衰期均有缩短，表明 SAs
的降解速度受光照影响． 实际上，SAs 的降解和光解是同时发生的，微生物的降解作用较光解作用强 ．

3 SAs 在悬浮颗粒物上的吸附动力学
通常利用吸附动力学模型拟合吸附动力学数据 ，得到拟合参数，从而描述吸附动力学过程，探究吸附
动力学机理． SAs 的吸附过程以平衡模型描述为主，包括线性等温线 （ Linearisotherai） ，朗格缪尔等温线
（ Langmuir isotherm） 、弗伦德里希等温线（ Freundlich isotherm） 等，而对动力学模型的研究以单室模型研究
较多，比较单一．
3． 1 吸附动力学机理
SAs 在复杂水体悬浮颗粒物上的吸附动力学机理主要为快吸附和慢吸附过程［16 － 17］． 快吸附可能几分
钟到几个小时，慢吸附可能持续几周或者几十年 ． 快吸附能用线性方程描述分配过程，主要以物理吸附为
主． 然而，慢吸附可能受物质传输（ Mass Transport） 和反应速率 （ Ｒate Ｒeaction） 控制，能用非线性数学模型
描述，主要是物理吸附和化学吸附共同作用 ．
3． 2 吸附动力学模型
运用不同的吸附动力学模型来描述悬浮颗粒物上 SAs 的存在方式及迁移过程，从而对其环境行为进
［18 － 19］］
． 拟合 SAs 在颗粒物中吸附随时间变化的动力学模型方程如下 ．
行更加准确的描述
3． 2． 1 单室动力学模型
单室动力学模型是最简单的吸附动力学模型 ，该模型将土壤视为一个均匀的吸附单元 ，主要包括拟一
次动力学模型和拟二次动力学模型 ．
拟一次动力学模型：
qt
= 1 － e －tk1a
qe

（ 1）

tk2a *
qt
=
； k2a * = q e k2a
qe
1 + tk2a *

（ 2）

拟二次动力学方程：

－1
式中： q t 和 q e 分别为时间 t 时和平衡时的固相浓度（ μg·g ） ，k1a 和 k2a 分别为拟一阶和拟二阶动力学速率
－1
*
－1
常数（ h ） ，k2a 为修正后的拟二阶动力学速率常数 （ h ） ．
3． 2． 2 多室吸附动力学模型

SAs 的多样性，
研究表明，
使其在水体悬浮颗粒物上的吸附动力学过程十分复杂． 水体悬浮颗粒物含有
不同的吸附位点、
吸附域，
对 SAs 的吸附动力学过程不同． 因此，将吸附动力学过程归为多室吸附动力学模
型． 这类模型能对吸附实验数据进行很好地拟合，
有效地描述 SAs 的吸附动力学过程． 研究发现，单室动力学
模型将吸附载体视为一个简单、
均匀的吸附单元，
对试验数据拟合效果不好，
对慢吸附过程预估过长，并不能
准确地描述 SAs 的吸附动力学过程； 而三室动力学模型则引入了过多的参数，
使得对模型参数的解释变得复
［20］
杂，
计算量大 ，
故推荐双室动力学模型． 双室动力学模型将吸附剂 （ 颗粒物） 对 SAs 的吸附分为两个吸附
［21］
室，
按吸附速率常数的快慢分为快室和慢室 ． 双室动力学模型中应用最为普遍的是双室一级动力学模型，
该模型能较好地拟合 SAs 的吸附动力学过程，
且拟合参数能突出吸附动力学特点． 双室一级动力学模型优于
［21］
其它模型，
能较好地描述 SAs 的吸附动力学过程 ． 然而，利用双室一级动力学模型描述 SAs 在复杂水体悬
浮颗粒物上的吸附动力学过程的研究相对较少，
其实用的优越性正在被应用和推广．

4 水体溶解性有机质的影响
溶解性有机质（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DOM） 是全球碳循环的重要纽带，被认为是陆生和水生生态系
统中最为活跃的化学组分，在环境中起着重要的天然配位体和吸附载体的作用 ． 在水环境中，DOM 不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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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为微生物生长繁殖的重要能量来源 ，而且 DOM 对 SAs 环境行为（ 吸附、解吸、迁移、转化 ） 的控制性影
［22］
响已经得到普遍性认识 ．
4． 1 DOM 对 SAs 吸附和解吸的影响
吸附和解吸是 SAs 在水体悬浮颗粒物中重要的环境过程，是影响 SAs 可利用性和迁移性的重要因
． DOM 通过影响 SAs 在吸附剂（ 颗粒物） 上吸附和解吸行为，从而改变 SAs 的可利用性和迁移性［24］．

［23］

素

当加入 DOM 后，增加了吸附剂体系有机碳含量，使其表面吸附点位增加，SAs 的吸附能力可能随之增加．
然而，当加入 DOM 后，吸附剂对 SAs 的吸附量也有可能降低，这是由于 SAs 与 DOM 在吸附剂表面存在竞
［25］
争吸附，使得吸附容量降低 ． DOM 对复杂水体中悬浮颗粒物吸附 SAs 的影响具有差异性． DOM 即可促
进颗粒物对 SAs 的吸附，也可抑制 SAs 在颗粒物上的吸附． 因此，DOM 对 SAs 在悬浮颗粒物上的吸附和解

吸影响具有双重性． 一方面，DOM 与 SAs 在颗粒物表面发生共吸附和累积吸附，促进 SAs 的吸附． 另一方
面，DOM 对 SAs 可能具有增溶作用，促进 SAs 的解吸，提高 SAs 在水环境中的移动性． DOM 对 SAs 在悬浮
颗粒物上吸附和解吸的具体影响还不明确 ，需要进一步研究．
4． 2 DOM 对 SAs 分解转化的影响
DOM 中含有的腐殖酸、富啡酸等物质，可以吸收波长在 280 ～ 400 nm 的太阳光，发生光降解 （ 直接光
解和间接光解） ． DOM 直接吸收光子能量，形成不稳定的激发态，键断裂并重排成其它小分子化合物 ，如羧
酸、
酮类等． DOM 还可以在其它活性中间体如水、电子、单线态氧、羟基自由基、铁离子等的作用下发生键
断裂，生成小分子物质． DOM 不仅自身会光解，同时也是一种光敏剂． 水体中的 DOM 含有苯环、羧酸、羟
基、羰基等发色团，会生成水、电子、单线态氧、羟基自由基等活性物质，由于活性物质具有较高的氧化性，
［5，
26］
． 在太阳光照射下，DOM 可加快 SAs 的光解速率，产生光敏化降解
可引起水环境中 SAs 的光降解反应
效应． 这是由于 SAs － DOM 体系对光的吸收强度增大，而太阳光照射可使 DOM 产生含氧自由基等，使得
光氧化过程易于发生，加速 SAs 的光解速度． 但是，DOM 也会与 SAs 竞争吸收光子和自由基，这也可能抑
制 SAs 的光解． DOM 对吸附在悬浮颗粒物上的 SAs 水解的影响不同，DOM 可以促进 SAs 在酸性环境中水
［6］
解，抑制 SAs 在碱性环境中的水解 ．

5 结 论
复杂水体中悬浮颗粒物对 SAs 分散、迁移和降解过程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水环境中
SAs 的环境地球化学行为． SAs 在水体悬浮颗粒物上的吸附行为受其有机质含量 、自身性质及环境因素的
影响． SAs 的降解和光解同时发生，微生物的降解作用较光解作用强． SAs 的吸附过程以平衡模型描述为
主，双室一级动力学模型能较好拟合 SAs 的吸附动力学过程，且拟合参数能突出吸附动力学特点 ． DOM 对
SAs 在悬浮颗粒物上的吸附和解吸、分解转化的影响均具有双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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