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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了高铁-光催化氧化体系去除水中藻毒素的效能.结果表明 , 通过投加 10mg/ L的高铁到光催化体系中 , 由于高铁的

强氧化性及其还原产物可作为电子捕获剂的特点 , 可将光催化效率从 63%提高到 100%,实现快速完全去除藻毒素的目的.同

时对照研究了高铁 、光催化 、Fe3+-光催化 、高铁-光催化 4 种不同反应体系对藻毒素去除的效能.结果显示 , 单纯的高铁或光催

化都可以降解一部分藻毒素 ,但去除率低 , 分别为 54%和 63%, 且需大剂量的高铁投加或大大延长光照时间.而在 Fe
3+
-光催

化 、高铁-光催化体系中 , 只需投加 10mg/ L的三价铁或高铁 , 就可以将藻毒素去除率提高到 73%和 100%, 但采用高铁协同光

催化体系比三价铁协同光催化体系更有效.也就是说在本体系中 ,高铁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 明显存在着高铁与 T iO2 光催化

的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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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study focused on enhancing photocataly tic degradation of microcystin-LR following the addition of ferrate to the pro-
cess.The degradation efficiency of ferrate and the photocatalysis w as 54% and 63% respectively.However , when ferric or ferrate
w as added to the photocataly tic process , a significant enhancement in the rate of the photocataly tic degradation was observed and the

efficiency can be increased to 73% or 100%.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relatively low ferr ate doses(10 mg/ L)are sufficient no t
only for pre-deg radating amount of to xin but also for supply ing the Fe3+enhance the rates of photocataly tic process to destroy the to x-
in fur ther.At the same time, it indicates the advantage of using ferrate w ith the photocataly tic system comparing with fer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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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绿藻能产生藻毒素(如 Microcy stin-LR , 简称

MCLR),该毒素大部分存在于藻细胞内 ,当细胞破

裂或衰老时毒素释放入水中
[ 1]
.MCLR能抑制肝细

胞浆中蛋白磷酸酯酶 2A 或 1 的作用 , 饮用水中

MCLR是导致肝癌的重要原因[ 2] .控制藻毒素的方

法 ,目前研究最多的是以英国学者 Law ton 为代表 ,

采用高级氧化技术如光催化氧化降解藻毒素
[ 3 ,4]

.

本研究拟采用高铁强化光催化氧化协同作用去除水

中藻毒素.高铁酸盐是铁的六价存在形态 ,其主要化

合物为高铁酸钾(K2FeO4),具高氧化性和絮凝助凝

等功能 ,可有效去除水中的有机物 ,如水中的藻类及

其毒素[ 5 ,6] .多相光催化氧化法采用半导体材料为

催化剂 ,利用其在紫外光照射下产生具有很强反应

活性的电子-空穴对参与和加速氧化还原反应的进

行.对多相光催化氧化法而言 ,如何阻止电子-空穴

对的复合是提高光反应效率的关键.采取的措施之

一就是引入氧化性离子来捕捉电子 ,以减少电子和

空穴复合的机会.由于用高铁氧化藻毒素必然会产

生 Fe(Ⅲ)、Fe(Ⅳ)、Fe(Ⅴ)等氧化性离子 ,这些离子

在光催化反应中能起到电子捕捉剂的作用 ,提高光

反应的效率 ,因而将高铁氧化和光催化氧化进行优

化组合 ,对藻毒素去除新技术的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1　实验部分

1.1　藻种

微囊藻(Microcyst is aeruginosa)藻种购买于中

科院武汉水生生物研究所.

1.2　实验仪器

DC 41冷冻干燥机(美国 Yamato 公司);J2-HS

冷冻离心机(美国 Beckman 公司);超声波(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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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sch 公司);高效液相色谱仪(Agilent 1100 , 美

国);5μm 250mm ×4.6mm C-18 反相色谱柱(Agi-

lent , 美国);3mL Supelclean LC18固相萃取柱(Su-

pelco ,美国);Z-6100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Hitachi ,

日本);自制光催化反应器.

1.3　主要药剂

高铁酸钾制备方法:在浓氢氧化钠溶液中通氯

气 ,得到饱和的次氯酸钠溶液 ,加入硝酸铁反应生成

高铁酸钠 Na2FeO4.在浓的氢氧化钠溶液中 ,

Na2FeO4的溶解度很大 ,主要杂质 NaCl 、KCl的溶

解度较小而成为结晶析出 ,然后在溶液中加入浓氢

氧化钾溶液 ,使 Na2FeO4 转化成 K2FeO4 晶体 ,在低

温下使 K2FeO4 沉淀下来 ,抽滤得到高铁酸钾晶体 ,

使用异丙醇洗去残存在产物中的氢氧化钾 ,真空干

燥除去残留的水分和异丙醇 ,最后分析纯度.本研究

中 ,采用的高铁酸钾为粉末状的固体 ,纯度为 90%

以上.将高铁酸钾固体配制成 1g/L 的浓溶液 ,由于

高铁酸钾中残留有微量碱固体 ,配制好的溶液 pH

在 9 ～ 10之间 ,现用现配.

色谱纯乙腈;色谱纯甲醇;亚沸蒸馏水;TiO2 催

化剂 ,表面积 10m2/g(北京化工厂).

1.4　实验方法

(1)藻类样品的冷冻干燥　将培养数日后的藻

类培养液在 4℃、10 000r/min 冷冻离心 30min后 ,

收集上清液 ,继续培养.离心后沉淀通过冷冻干燥机

制成干藻粉 ,置于干燥器中 ,保存在 4℃条件下.

(2)从干藻粉中释放藻毒素　称取适量冷冻干

燥后的干藻粉溶于 30mL 蒸馏水中 ,用超声波震荡

此悬浮液 30min , 然后在 4℃、10 000r/min 离心

10min ,取其上清液 , 将沉淀超声波震荡 30min , 在

4℃、10 000r/min离心 10min , 离心后沉淀如未破碎

完全 ,重复上述步骤.合并多次离心后的上清液 ,得

藻毒素粗提液.在 4℃下保存.

(3)高铁-光催化协同降解试验　将藻毒素粗提

液转移到自制的光催化反应器中 ,调 pH=3 ,依次投

加不同量的高铁 ,进行高铁-光催化协同降解反应.

(4)藻毒素的固相萃取(SPE)富集和 HPLC 分

析　将离心得到的上清液通过 0.45μm 膜过滤.使

用Supelco C18 3mL 的固相萃取(SPE)柱从水样中

富集毒素.将待测物过 0.2μm 膜后 ,吸取 20μL 注入

分析柱 ,用反相 C18 液相色谱柱 ,光二极管检测器

在238nm波长处进行毒素分析.流动相为 32%乙腈

-醋酸铵(0.01mol/L pH 7.0)的缓冲液 ,以 1mL/min

流速流动.

2　结果与讨论

2.1　不同高铁投量对高铁-光催化协同体系去除藻

毒素效能的影响

投加不同量的高铁进行预氧化 ,利用其还原产

物强化后续光催化效率 ,达到高效去除藻毒素的目

的.实验结果表明(如图 1),只要投加 10mg/L 的高

铁 ,其产生的还原产物中间价态铁 ,就可强化后续光

催化反应 , 反应 30min , 藻毒素的去除率就可达

100%.随着高铁投量的增大 ,高铁-光催化体系对藻

毒素的去除率提高.但当投加高铁量达到 40mg/L

时 ,协同体系对藻毒素的去除率反而有所降低.

这可能由于反应液中铁离子浓度过高 ,会形成

较多 Fe(OH)
2+
,Fe(OH)

2+
在 290 ～ 400nm 范围内

有较大的吸收 ,降低了照射在 TiO2 表面的光强度 ,

导致藻毒素去除率降低.

图 1　高铁投加量对协同体系去除藻毒素的影响

Fig.1　Ef fect of ferrate on removing MCLR by photocatalysis

2.2　pH 对高铁-光催化协同体系去除藻毒素效能

的影响

投加 10mg/L 高铁 ,考察在不同 pH 条件下 ,协

同体系去除藻毒素的效能 ,结果如图 2所示.可以看

出 ,在一定的 pH 条件下 ,随着反应时间的延长 ,藻

毒素的去除率依次增大.在相同的反应时间

(30min),藻毒素的去除率随着 pH 的增加而降低.

反应 pH控制在 4 以下 ,反应 30min ,协同体系基本

可将藻毒素完全降解.反应 pH 大于 4 ,藻毒素去除

不理想.这主要是因为 pH 的增加 ,一方面将导致高

铁氧化速率的降低 ,另一方面使高铁的还原产物主

要以 Fe(OH)3 絮体的形式存在 ,阻止光照射 ,并减

少残铁量 ,从而影响协同体系的去除效率.

2.3　不同价态铁投加量对光催化氧化去除藻毒素

效能的影响

固定光照时间 30min ,向反应液中分别投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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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pH对协同体系去降藻毒素的影响

Fig.2　Ef fect of pH on removing MCLR by photocatalysis

同量的六价铁和三价铁 ,比较这 2种形态铁对光催

化效率的影响 ,如图 3.结果表明 ,高铁最佳投量是

10mg/L , 藻毒素去除率 100%, 增大高铁投量到

40mg/L ,藻毒素的降解率反而有所下降.三价铁的

最佳投量是 15mg/L ,藻毒素最大去除率仅为 81%,

增大三价铁投量 ,藻毒素去除率快速下降.这说明铁

投量过大 ,将直接影响到光催化效率 ,主要是由于投

过量的铁 ,将影响光照强度 ,从而降低光催化效率.

图 3　不同价态铁对光催化去除藻毒素的影响

Fig.3　Ef fect of ferrate on removing MCLR by photocatalysis

2.4　不同反应体系对藻毒素降解效能的比较

对照 4种相关体系(高铁 、光催化 、Fe3+-光催化

和高铁-光催化)对藻毒素去除效能的影响 ,如图 4.

可以看出 ,与单独使用光催化氧化相比 ,采用投加电

子捕获剂(高铁或 Fe3+)的方式 ,都明显强化了光催

化氧化降解藻毒素的能力.但是同样投加 10mg/L

的高铁或三价铁 ,反应 30min ,高铁-光催化体系对

藻毒素的降解率达 100%,而 Fe
3+
-光催化对藻毒素

的降解率仅达到 73%,这表明 ,采用高铁协同光催

化体系比简单地投加三价铁更有效.也就是说在本

体系中 ,高铁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明显存在着与光

催化的协同效应.

图 4　不同反应体系对藻毒素的去除

Fig.4　Removal of MCLR in four dif ferent systems

3　结论

(1)通过投加少量的高铁进行预氧化和提供电

子供体 ,可有效地提高光催化氧化的效率 ,能对水中

藻毒素进行有效的光催化降解.

(2)反应 pH 对高铁-光催化降解藻毒素体系有

影响 ,pH 控制在 4以下 ,有利于高铁发挥其强氧化

性且有利于高铁还原产物的生成 ,强化光催化效率.

反应 pH过高 ,将直接导致藻毒素去除效能的降低.

(3)反应体系中铁浓度直接影响着光催化效率.

高铁的最佳投量是 10mg/ L ,藻毒素可降解完全.增

大高铁投量 ,对藻毒素去除率影响不大.三价铁的最

佳投量是 15mg/L ,仅能去除 81%的藻毒素 ,且低于

或高于此浓度 ,降解率均下降.

(4)与单纯光催化相比 ,投加高铁和三价铁都有

助于光催化效率的提高.但在相同投加量 10mg/L

的条件下 ,从反应时间上相比 ,投加高铁对光催化效

率的强化明显优于三价铁.这表明高铁与光催化氧

化之间明显存在着协同催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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