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 Lake Sci． ( 湖泊科学) ，2016，28( 2) : 263-270
DOI 10. 18307 /2016. 0204
2016 by Journal of Lake Sciences

Fe（ Ⅲ） 改性土壤用于微囊藻细胞及微囊藻毒素的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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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蓝藻水华及其释放的蓝藻毒素给我国很多地区的饮用水安全带来较大威胁． 尽管去除蓝藻和净化藻毒素的技

术目前已有较多报道，但能同时对二者起作用的技术方法还较少，发展能够同时去除蓝藻和蓝藻毒素的技术显得十分必
要． 根据前期 Fe（ Ⅲ） 化合物去除微囊藻毒素的工作基础，选取 4 种不同的土壤对其进行 Fe（ Ⅲ） 改性，并应用于微囊藻毒
素的去除 ． 结果表明，黏土含量高低决定土壤本身对毒素的吸附能力强弱；土壤经过离子改性后，其毒素吸附能力与其
阳离子交换量大小直接相关，且毒素去除能力较未改性前有显著提高，其中效率提升最高的一种土壤离子改性后其吸附
能力增加了约 148 倍． 离子改性土壤对微囊藻细胞同样具有絮凝沉降功能，沉降能力同样随土壤对 Fe（ Ⅲ） 负载能力的
提高而上升，使用剂量提高时微囊藻沉降平衡时间明显缩短． 在野外蓝藻水华去除实验中，蓝藻细胞去除可以保持与室
内实验相近的高去除率，但蓝藻毒素的去除效率有一定的下降，可能与天然水体中其它杂质的竞争作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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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yanobacteria blooms and cyano-toxins such as the microcystins have brought much threat to the drinking water safety in
most regions of China. So far there have been many technologies for removing blooming cells or cyano-toxins，while technologies for
removing blooming cells and cyano-toxins simultaneously are still lacking. Thus，it is essential to develop technologies for removing
blooming cells and cyano-toxins simultaneously. Through our previous work of removing microcystins by Fe（ Ⅲ） compounds，we selected four soils for Fe（ Ⅲ） modification and used them in removing microcystis cells and microcystin.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clay content of soil correlated with the microcystin adsorption capacity. After modification by Fe（ Ⅲ） ，the cation exchange capacity
（ CEC） of soil determined soils' adsorption capacity of microcystins. Moreover，removal ability of microcystins by soil was promoted
significantly after Fe（ Ⅲ） modification，especially for soil Ⅳ，about 148 times. In addition，Fe（ Ⅲ） modified soil could also flocculate the Microcysits cells and flocculation efficiency correlated with the CEC of soil. The increase of Fe（ Ⅲ） modified soil dose
would shorten the equilibrium time of Microcystis cells flocculation. During application in the field，high removal efficiency of microcystis cells was also got as the results of laboratory experiment，but microcystins removal efficiency decreased due to competition reaction for Fe（ Ⅲ） by the Microcystis cells or other organic matter in the natural water．
Keywords： Cyanobacteria bloom； Microcystis microcystin； Microcystis； soil； Fe（ Ⅲ）
［1］

湖泊水体富营养化已经日益成为一个普遍且频发的环境问题
［2-3］

安全及生态系统的健康带来威胁

*

，其产生的蓝藻水华灾害给人类饮用水

，去除蓝藻水华特别是微囊藻水华及其代谢产物微囊藻毒素是当今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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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水华灾害防控中的研究热点．

目前报道较多的藻华控制技术主要有硫酸铜控藻法、机械打捞法和改性黏土法等． 硫酸铜杀藻技术较
为简易，但因其自身的毒性使得其应用局限性也较大；机械打捞法应用最为普遍，近些年在传统机械打捞基
础上又发展如重力感应筛选法等，该类方法在节能和成本控制上尚需进行较大改进；壳聚糖改性黏土法因
［4-6］

为取材便利、方法简便成为近期控藻方面的研究热点

，在毒素去除方面也已有很多的报道，比如活性炭
［7-9］

不仅能对常规的水污染（ 如重金属和溴酸盐） 有良好的吸附去除效率
［10-13］

道

，对蓝藻毒素去除也有着广泛的报

；在氧化法毒素去除技术中，光降解氧化作用研究的较多，最典型的有二氧化钛光催化降解、Fenton
［14-15］

氧化降解等

，此外氧化还原法如 Cl2 、O3 、KMnO4 等氧化降解微囊藻毒素也有很多报道［16-18］ ． 尽管有上述

多种方法和技术，目前能够同时用于藻细胞及其产生的藻毒素去除的方法报道仍较欠缺，发展和探讨能够
同时去除蓝藻和蓝藻毒素的技术显得十分必要．
一般水华微囊藻细胞表面都含有多糖，野外的微囊藻还有胶壳，这些结构中都存在羧基和羰基等官能
团，因此微囊藻细胞具有吸附重金属离子的能力，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用来去除水体中浓度过高的重金属离
［19-21］

子

． 由于微囊藻细胞表面存在上述官能团结构，一些带阳离子或带正电的物质可以用来聚沉或者絮凝
［22-23］

微囊藻细胞

． 在我们前期的研究成果中，铁离子改性材料可以快速高效地去除微囊藻毒素，同时由于藻

［24］
细胞表面的官能团结构，Fe（ Ⅲ） 也能和铝离子一样对藻细胞产生聚沉絮凝反应 ． 因此，利用廉价取材便

利的天然土壤通过对其进行 Fe（ Ⅲ） 固定改性及自身内含金属活性激活，就可能得到一种可以同时对藻细胞
［25］

和藻毒素去除起作用的天然材料

．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筛选土壤去除蓝藻细胞和毒素的关键理化因子，并

对其进行离子化人工改造，以增强其去除蓝藻细胞和蓝藻毒素的性能．

1 材料与方法
1. 1 土壤样品及主要试剂
毒素 MC-LR 标准品购自依普锐斯科技（北京），
实验用纯 MC-LR 是从实验室培养的微囊藻 FACHB-905 中
［26］

用改进的 Ramanan 法提取纯化得到，
其纯度在高效液相色谱上检测达到 95% 以上

． 实验用的 4 种天然土壤

样品（编号Ⅰ、
Ⅱ、
Ⅲ和Ⅳ） 的采集地点分别为江西抚州、湖北咸宁、江西抚州和湖北武汉． Fe（ NO3 ） 3 ·9H2 O、
KH2 PO4 、HNO3 、HF 和 HClO4 等试剂来自上海国药试剂有限公司，色谱纯甲醇来自 Fisher 公司（ 英国拉尔夫
保） ，其它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 实验用铜绿微囊藻（ Microcystis aeruginosa） FACHB-905 来自中国科学院水生
生物研究所淡水藻种库，用于培养藻细胞的培养基为 BG-11，具体培养藻的方法和过程参考文献［4］．
1. 2 土壤主要金属含量的测定及土壤性质表征
根据已有的研究结果，特意选取 3 种可能影响毒素吸附的金属（ 铁、铜、镁） ，对其在土壤中的含量进行
［24，
27］

测定

． 土壤金属含量测定基本步骤为：先烘干土壤，称取定量的土壤样品加入聚四氟乙烯坩锅中，加

热，用 HNO3 / HF / HClO4 法消解飞硅，消解液用容量瓶定容后在 GBC AVANTA-M 原子吸收光谱仪（ GBC 科
学仪器公司，澳大利亚） 上测定，具体操作按照 GB / T 15337 － 2008 原子吸收光谱分析法通则进行． 土壤在 1
∶ 5水溶液稀释后用 PHS-3C 型酸度计（ 雷磁仪器，上海） 测定 pH 值，土壤阳离子交换量测定采用乙酸铵法
（ 具体参考国家地质标准 FHZDZTR 0029-土壤阳离子交换量的测定） ，其机械组成测定参考土壤检测农业行
业 / 国家标准（ NY / T 1121. 3 － 2006） ．
1. 3 土壤的预处理与离子改性
土壤从各个地方采集后，
先放入烘箱中 100℃ 烘干，
研磨，
然后过 80 目（170 μm）的滤筛 . 在进行离子改性
前，
先配好 Fe（NO3 ） 3 ·9H2 O 溶液，
然后将研磨过滤筛后的均质土壤颗粒物缓慢加入溶液中，Fe（ NO3 ） 3·9H2 O
终浓度为 0. 02 g / ml，土壤颗粒物浓度为 0. 16 g / ml，混合悬浊液在磁力搅拌器慢速搅拌下混合反应 24 h 后，
6000 转 / min 离心 5 min（ 或者用 0. 45 μm 滤膜过滤） ，用纯净
根据需要用的土壤量取出一定体积的悬浊液，
水洗改性的土壤 2 次以去除多余残留的 Fe（ Ⅲ） ．
1. 4 土壤改性前后对毒素的去除
在土壤毒素去除实验中，毒素初始浓度为 100 μg / L（ pH 值 7. 8） ，土壤Ⅰ、Ⅱ、Ⅲ使用量均为 3. 750 g / L，
土壤Ⅳ为 1. 875 g / L，反应体系体积为 20 ml. 两者混合后在摇床上混合反应 30 min，反应完毕后体系在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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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 min 离心速度下离心分离，
上清液毒素经过 C18 小柱浓缩富集后用 HPLC 法检测，使用仪器为岛津 LC-10A
（ 岛津，日本） （ 带光电二极管列阵检测器，分离色谱柱为岛津 shim-pack （ CLO-ODS 6. 0 × 150） ，流动相为
60% 色谱纯甲醇混合 40% KH2 PO4 溶液（0. 05 mol / L，pH = 3） ，流动相速度为 1 ml / min，柱温箱温度恒定在
40℃ ，液相进样体积为 10 μl. 当毒素浓度较低时，毒素样品在稀释适当倍率后通过 ELISA 方法检测，ELISA
方法检测步骤具体参照文献［28］．
1. 5 改性土壤用于去除微囊藻及野外蓝藻水华控制
实验所用铜绿微囊藻 FACHB 905，在向藻细胞液中加入定量离子改性土壤后，在设定的时间点从液柱
中部取适量体积的藻液，在血球计数板上用显微镜计数． 野外蓝藻水华控制试验于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
究所官桥野外实验基地进行，投加改性土壤剂量为 40 mg / L，水样与藻类样品分别从实验池 4 个角落及中心
点等体积采取后混匀带回实验室于 2 h 内测定．

2 结果与分析
2. 1 改性前后土壤对毒素去除能力的变化
土壤 Fe（ Ⅲ） 改性前后对微囊藻毒素的吸附能力如图 1 所示． 在未进行 Fe（ Ⅲ） 改性之前的原土壤样品
中，
毒素去除能力最高的是土壤样品Ⅳ，
毒素吸附能力为 337. 0 ng / g，其次是Ⅲ（147. 4 ng / g）、
Ⅱ（56. 8 ng / g） 和
Ⅰ（45. 8 ng / g） ． 经过 Fe（ Ⅲ） 改性后，所有的土壤样品对微囊藻毒素的吸附能力都有显著提高，其中改性后
去除毒素能力最高的是土壤Ⅳ，其毒素去除能力高达 50116. 5 ng / g，与未进行 Fe（ Ⅲ） 改性土壤前的土壤相
比，其对毒素的吸附去除能力整整提高了约 148 倍； 同时，改性后的土壤Ⅳ毒素去除能力也在 4 种改性土壤
中占有绝对优势地位，其去除能力是排名第 2 的土壤Ⅰ（2539. 2 ng / g） 的近 20 倍． 目前已有的研究表明，土
［29］

壤机械组对其吸附毒素能力有较大的影响，一般土壤中的黏土含量越高，土壤吸附毒素能力就越强

． 土

壤基本理化参数表明，在 4 种土壤中，土壤Ⅳ的黏土含量最高，因此土壤Ⅳ自身对蓝藻毒素的吸附能力较
好；同时由于微囊藻毒素分子本身属于有机分子，具有一定的疏水性，因此极性弱的介质比较容易吸附微囊
［30］

藻毒素

． 在土壤有机质含量方面，土壤Ⅳ在 4 种土壤中具有绝对优势，其有机质含量最高，因此土壤Ⅳ的

疏水性也会相应增强，毒素吸附能力也越高（ 表 1） ．

图 1 4 种不同土壤 Fe（ Ⅲ） 改性前、后去除微囊藻毒素的能力
Fig． 1 Removal ability of Microcystis microcystin by four types of soil before and after Fe（ Ⅲ） modification
4 种土壤中土壤Ⅳ的毒素吸附能力远远超过其他土壤． 之前的研究显示，材料固
经过 Fe（ Ⅲ） 改性后，
［24］

定吸附的 Fe（ Ⅲ） 增多，其吸附毒素的能力也会提高

． 土壤吸附阳离子（ 比如铁离子） 的能力与土壤的阳

离子交换量大小直接相关，主要受土壤中一些有机质分子含量的影响，比如腐植酸、单宁酸等带有羰基和羧
基的有机质，这些有机质的官能团能够大量络合吸附 Fe（ Ⅲ） ，由于 Fe（ Ⅲ） 与微囊藻毒素发生金属络合反应
而吸附微囊藻毒素． 4 种土壤中，土壤Ⅳ的阳离子交换值最高（32. 18 c mol / kg） ，其交换吸附 Fe（ Ⅲ） 能力因
此也最强，改性后对毒素吸附的潜力也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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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4 种不同土壤的基本理化参数
Tab. 1 Basic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four types of soil
pH 值
（1∶ 5 H2 O）

阳离子
交换值 /
（ c mol / kg ）

有机质
含量 /
（ g / kg）

Ⅰ

5. 27

15. 37

Ⅱ

4. 95

11. 36

Ⅲ

4. 82

Ⅳ

7. 04

土壤

金属含量（ 质量百分比 w / w% ）

土壤机械组成
砂土 /
%

黏土 /
%

壤土 /
%

Fe

Mg

Cu

9. 53

9. 44

35. 56

55. 00

3. 99

0. 32

0. 003

4. 89

26. 92

43. 60

29. 48

4. 61

0. 47

0. 003

12. 15

2. 60

23. 40

14. 68

61. 92

3. 19

0. 60

0. 003

32. 18

172. 90

14. 44

46. 96

38. 60

2. 39

0. 27

0. 005

土壤交换吸附 Fe（ Ⅲ） 的量决定改性土壤的毒素吸附
能力，而土壤本身的金属含量与毒素吸附量间的潜在关系
尚不清楚． 如表 1 所示，在几种比较关键的金属含量中，
特别是比较高的铁含量中，土壤Ⅱ本身优势都比较明显，
但该土壤不管改性前还是改性后毒素吸附能力并没有表
现出明显优势，原因可能在于土壤中自身的金属可能以比
较复杂的氧化物等形式存在，活性络合位点已经被土壤中
的其他元素和化合物占满，没有富余的毒素络合吸附位
点． 对于上述观点，本文也通过另一个实验进行验证，如
图 2 所示，在不同 pH 值环境下改性土壤Ⅳ的毒素去除效
率实验中发现，pH 值越高去除效率越差，原因可能在于在
图 2 不同 pH 值条件下改性
高 pH 值条件下，土壤吸附的金属以更复杂的羟基水合络
土壤Ⅳ的微囊藻毒素去除效率
合物存在，其和毒素的吸附位点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Fig． 2 The Microcystis microcystin uptake by
此外，高 pH 值会增强毒素的亲水性，也不利于土壤对毒
Fe（Ⅲ） modified soil under different pH conditions
素的吸附．
为了安全地将微囊藻毒素浓度控制在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安全标准以下，在使用改性土壤Ⅳ常规剂量
1. 875 g / L 的条件下，研究毒素初始浓度与去除后最终的浓度，结果如图 3 所示． 在毒素浓度小于 60 μg / L
时，最终经过 Fe（ Ⅲ） 改性土壤去除的毒素最终平衡浓度都控制在毒素安全标准以下，当毒素浓度超过这个
界线时，毒素最终平衡浓度呈现出线性增长的趋势，因此推荐毒素浓度较高情况下对毒素进行二次吸附的
深度处理，可以将毒素浓度完全控制在安全水平．
2. 2 离子改性土壤对微囊藻细胞的去除
4 种改性土壤对微囊藻细胞的去除效率的基本趋势与其在微囊藻毒素的去除效率中的趋势相近（ 图 4）
改性土壤Ⅳ仍是 4 种土壤中去除微囊藻细胞效率最高的，其次是改性土壤Ⅰ． 从土壤的基本性质可以看出，
土壤Ⅳ的阳离子交换值最大，其次是土壤Ⅰ． 根据 Fourest and Roux 的广义酸碱理论，Fe（ Ⅲ） 对于藻细胞表
面的羟基、羰基和羧基等官能团是一种软性的酸，具有天然的亲和吸附能力，同时 Fe（ Ⅲ） 也能使藻细胞发生
［21，
31］

聚沉反应，从而去除微囊藻细胞

． 因此，改性土壤能固定越多的 Fe（ Ⅲ） ，那么其聚沉吸附微囊藻的能力

也就越强，应用于藻细胞去除的潜力就越大． 从的土壤理化参数可以看出，
土壤Ⅳ的阳离子交换值最大，其次
是土壤Ⅰ（表 1），
因此土壤Ⅳ能够固定最多的 Fe（Ⅲ），
其次是土壤Ⅰ． 在筛选铁离子改性土壤时，
应该尽量选那些
阳离子交换量比较大的土壤进行离子改性；在初步外观选择过程中，应选那些表观上比较肥沃的土壤，因为肥
沃的土壤中含有的有机酸比如单宁酸、
腐植酸等含量会更高，
能够络合吸附的铁离子也会更多．
从不同改性土壤使用剂量情况下的去除效率动力学曲线（ 图 5） 可以看出，在较低的使用剂量下（ 如 13
mg / L） ，改性土壤去除微囊藻的时间比较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沉降藻细胞进程仍在一直进行，没有明显
的平衡稳定期出现． 改性土壤浓度比较低时，单位水体中 Fe（ Ⅲ） 较少，聚集的微囊藻数量少且聚集的类似
群体的尺寸比较小，这些小尺寸的被聚集的微囊藻群粒由于尺寸并不大，在重力作用下并不容易立刻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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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毒素初始浓度条件下，经过 Fe（ Ⅲ） 改性土壤去除后毒素的最终平衡浓度
（ 虚线代表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饮用水中 MC-LR 的安全线，实验中使用的改性土壤Ⅳ的剂量为 1. 875 g / L）
Fig． 3 The final MC-LR concentration after function by Fe（ Ⅲ） modified soil Ⅳ
varied as the initial MC-LR concentration（ The dotted line represented the WHO
guideline value for MC-LR，The dose of Fe（ Ⅲ） modified soil Ⅳ was 1. 875 g / L）
下来． 当提高改性土壤用量时，可观察到有非常明显的平衡稳定期开始出现；使用的改性土壤剂量毒素在
40 mg / L 以上时，平衡时间由 5 h 不断向更短的时间迁移，原因就在于当 Fe（ Ⅲ） 改性土壤浓度增加时，被聚
集成团的微囊藻会更多，这些小团之间又容易被铁离子改性土壤桥接在一起形成更大尺度的大群簇微囊藻
聚集体，尺寸越大，越容易下沉被去除． 在实际应用中，应根据藻类的密度和需要的时间来决定土壤的使用
剂量，从而达到在限时限量条件下完成对微囊藻的控制． 去除 Fe（ Ⅲ） 改性土壤的剂量仍不能过高，因 Fe
（ Ⅲ） 改性土壤并非完全稳定，这些 Fe（ Ⅲ） 容易在某些条件下（ 如水体酸化） 与水体发生交换反应，部分 Fe
（ Ⅲ） 释放扩散到水体中，容易造成二次污染．

图4 4 种不同改性土壤去除微囊藻细胞的动力学曲线
（ 土壤使用剂量为 16 mg / L，
9
微囊藻细胞的浓度为 6. 33 × 10 cells / L）

图 5 5 种不同剂量浓度的 Fe（ Ⅲ） 改性
土壤Ⅳ去除微囊藻的动力学曲线
（ 微囊藻细胞的初始浓度为 3. 7 × 10 10 cells / L）

Fig． 4 Removal efficiency of Microcystis aeruginosa cells
（6. 33 × 10 9 cells / L） by four different soils
（ The soil dose used was 16 mg / L）

Fig． 5 Kinetics of Microcystis aeruginosa cells
（3. 7 × 10 10 cells / L） removal by
Fe（ Ⅲ） modified soil Ⅳ at five different doses

2. 3 离子改性土壤在野外试验中对蓝藻细胞和藻毒素的去除
从天然原位去除实验中藻密度和毒素变化情况（ 表 2） 可以看出，经过加入铁离子改性土壤 6 h 后，微囊
9
8
藻水华藻细胞密度也得到较好的控制，微囊藻细胞密度从之前的 1. 25 × 10 cells / L 下降到 1. 6 × 10 cells /

L，藻细胞的去除效率达到 87. 2% ，实验池中的透明度得到显著改善，从之前约 22 cm 上升到 46 cm，相比于
空白对照组有较好的改善（ 相关照片见图 6） ． 实验池中的微囊藻毒素从 1. 4 μg / L 下降到 0. 6 μg / L，去除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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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实验池中微囊藻和毒素在加入 Fe（ Ⅲ） 改性土壤前、
后的浓度变化情况（ 改性土壤剂量 40 mg / L）
Tab. 2 The variation of Microcystis density and
MCs concentration in Guanqiao experimental ponds
before and after adding Fe（ Ⅲ） modified soil（40 mg / L）
实验组池塘
实验池因子

1. 2

1. 2

1. 4

1. 4

6. 9

8. 5

8. 3

透明度 / cm

22

46

20

21. 5

藻密度 / （ cells / L） 1. 25 × 10 9
1. 4
毒素浓度 / （ μg / L）

1. 6 × 10
0. 6

8

9

1. 62 × 10 1. 57 × 10
0. 8
0. 9

藻类和毒素浓度均没有明显变化． 离子改性
方法去除蓝藻毒素与蓝藻细胞有着共同的机
理机制，即金属离子可以与藻毒素发生络合
胞表面的胶质和多糖等含有氧磷等成分，也

测试加样前 测试加样后
10∶ 00AM 4∶ 00PM
（10∶ 00AM） （4∶ 00PM）

7. 3

素去除效率有所下降，而对照组在实验前后

吸附反应生成毒素-金属配位体，同时藻类细

对照组池塘

水深 / m
pH 值

率达到 57% ，相比之前室内条件下的效果，毒

［32-33］

易与金属离子发生络合配位反应

． 当二

者同时遇到金属离子时，由于藻细胞数量较
多且单个细胞上含有的官能团数量占优势，
因此二者竞争反应结果为藻细胞占据优势．
9

与室内除藻效果比，野外蓝藻去除依然可以
获得较高的去除效率，但毒素去除效果会因
水体其它物质竞争反应，如蓝藻和水体有机

物等而有一定的下降． Fe（ Ⅲ） 改性土壤在藻类与毒素同时控制中显示出一定的潜力，需要后续工作进一步
研究与完善． 同时在实际的野外应用中，Fe（ Ⅲ） 改性土壤依然需要根据藻细胞密度（ 图 5 剂量效应） 合理控
制投加剂量，不能过量添加． 因为已有的研究表明，水体中铁的富集将对微囊藻的生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
［34］

用

． 此外，Fe（ Ⅲ） 改性土壤的添加将使水体铁离子产生较强的水解反应，从而使自然水体 pH 值下降（ 如

本研究中自然水体 pH 值从 7. 3 下降到 6. 9） ，而铁离子自身的氧化能力在酸性环境下会得到进一步增强，上
述综合效应将在一定程度上对水体中其它水生生物生存安全造成威胁． 如何增强该材料的稳定性，尽量减
少其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将是本研究后续工作的一个重点 . 离子改性土壤法与其它改性黏土法一样，在野
［35］

外应用中沉降的蓝藻依然存在局部再悬浮的风险，但这种风险可以通过投加土壤覆盖层来减缓，Pan 等

的研究成果表明，投加沙粒或者改性黏土作为沉降蓝藻的上覆遮盖层后，水质与蓝藻向上扩散的风险可以
得到较好的改善．

图 6 Fe（ Ⅲ） 改性土壤加入实验池前（ A） 和加入实验池后（ B） 表面微囊藻水华变化
Fig． 6 Photographs showing the surface conditions of experimental pond in Guanqiao
before（ A） and after（ B） the field treatment experiment with Fe（ Ⅲ） modified soil（40 mg / L）

3 结论
土壤中黏土的含量是影响其对毒素吸附的重要因子，经过 Fe（ Ⅲ） 改性后，土壤阳离子交换能力大小直
接决定了改性土壤对毒素的吸附能力． 土壤阳离子交换量随土壤中有机质含量的增高而增加． Fe（ Ⅲ） 改性
土壤吸附毒素的 能 力 与 其 自 身 金 属 含 量 的 高 低 关 系 并 不 明 显，其 对 毒 素 的 吸 附 随 pH 值 升 高 而 下 降．
Fe（ Ⅲ） 改性土壤具有沉降除藻功能，其去除蓝藻细胞的能力也直接取决于土壤阳离子交换量大小． Fe（ Ⅲ）
改性土壤可在野外发生水华水体中同时应用于微囊藻的控制及微囊藻毒素去除，但使用前应根据剂量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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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选择合适的使用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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