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蚯蚓肠道内容物强化土壤中磺胺类抗生素

消减的方法，首先选取成熟的且具有明显环带的

新鲜蚯蚓，对其体表清洗后，放在培养皿中清肠，

然后按比例添加到人工配制的磺胺类污染土壤

中，在避光和室温的条件下培养2周后，取出蚯蚓

并再次进行体表清洗，解剖获取新鲜蚯蚓肠道内

容物；采集自然环境中受到磺胺类抗生素污染的

不同类型的土壤，去除土壤中的草根、树叶、石头

等杂质，对土壤进行破碎筛分；然后向不同磺胺

类抗生素污染土壤中按比例添加蚯蚓肠道内容

物，进行人工培养1-2月后完成修复。蚯蚓肠道内

容物中含有高丰度的磺胺类抗生素降解菌群，外

源添加肠道内容物不但对土壤中磺胺类抗生素

的降解去除具有显著的效果，而且有利于修复后

土著微生物生态功能多样性快速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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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蚯蚓肠道内容物在强化土壤中磺胺类抗生素消减中的应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具体步骤为：首先选取成熟的且具有明显环

带的新鲜蚯蚓，对其体表清洗后，放在培养皿中清肠，然后添加到人工配制的磺胺类抗生素

污染的土壤中，其中磺胺类抗生素的浓度为10-100  mg/kg，在避光和室温的条件下培养2周

后，取出蚯蚓并再次进行体表清洗，解剖获取新鲜蚯蚓肠道内容物；采集自然环境中受到磺

胺类抗生素污染的不同类型土壤，去除杂质，对土壤进行破碎筛分；然后向不同磺胺类抗生

素污染土壤中按比例添加蚯蚓肠道内容物，所述土壤与蚯蚓肠道内容物的质量比为1000:

1-5000:1，进行人工培养1-2月后完成修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新鲜蚯蚓的体重在4±1g，清洗时选用0.9%

的生理盐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生理盐水清洗后，放在无菌培养皿中清肠6h

后蚯蚓清肠完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解剖获取新鲜蚯蚓肠道内容物的步骤

为：待蚯蚓停止排粪后，用50%无水乙醇将蚯蚓浸泡2min，观察蚯蚓在无水乙醇中的生理状

态，当蚯蚓停止扭动身躯并逐渐静止，但仍能观察到蚯蚓心脏跳动时，取出蚯蚓，再次用

0.9%的生理盐水清洗蚯蚓体表2-3遍，用滤纸擦去蚯蚓体表0.9%的生理盐水；解剖蚯蚓的位

置从雄孔下方开始，直到肛门位置结束，沿着中间偏左或者偏右的位置进行解剖，解剖时腹

部朝上；解剖完蚯蚓，采用不锈钢小刀沿蚯蚓环带下方至肛门方向获取肠道内容物，并转移

至离心管中，插入冰浴暂存，为保证蚯蚓肠道内容物的新鲜，时间控制在10s之内；向暂存蚯

蚓内容物的离心管中加入0.5mL的PBS缓冲液，再采用涡旋仪将内容物混合均匀，涡旋仪的

转速为1000rpm，涡旋时间为10s。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从麻醉蚯蚓开始，到获取肠道内容物结束，

时间控制在5min之内。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采集自然环境中受到磺胺类抗生素污

染的不同类型土壤的步骤为：依据5点采样法或S型采样法获取不同类型磺胺类污染农田土

壤，并去除土壤中的草根、树叶、石头杂质，再对土壤进行破碎筛分，得到粒径小于100目的

土粒。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土壤与蚯蚓肠道内容物的质量比为

5000:1、2500:1或1000:1。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人工培养过程中保持周围温度25±2

℃，并且维持土壤的含水率在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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蚯蚓肠道内容物强化土壤中磺胺类抗生素消减的方法

[0001]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属于抗生素污染土壤生物修复技术领域，尤其涉及蚯蚓肠道内容物强化土

壤中磺胺类抗生素消减的方法。

[0003]

背景技术

[0004] 抗生素是细菌、真菌、放线菌等微生物在代谢过程中产生的能够抵抗病原体、干扰

其他生活细胞发育功能的一类天然的化学物质，对细菌活性的抑制具有非常好的效果，其

中，磺胺类抗生素是以氨苯磺胺为母体人工合成的广谱性抗生素，具有化学性质稳定、价格

低廉、使用方便等特点，被广泛的用到人类及禽畜疾病的预防及治疗过程中。但是磺胺类抗

生素的大量使用并不能完全被代谢吸收，其中，有30-90%的抗生素通过粪便、尿液等方式排

出体外，而禽畜排泄物又作为有机肥料大量施用于农田中，进而造成农田及禽畜养殖场周

边土壤中贮存大量的抗生素母体化合物及次级代谢产物。一方面，残留在土壤中的抗生素

会对土著菌群结构及数量造成扰动，而经过长期的自恢复过程后，形成新的菌群结构，进而

改变了土壤中原有碳、氮、磷、硫等元素的转化过程，影响土壤物质元素循环的周转速率、迁

移途径与赋存形态。另一方面，在长期的抗生素胁迫下，为适应环境的改变，土著菌群也会

产生相应的抵抗机制，进而衍生出抗生素抗性细菌。而抗性细菌体内携带的抗生素抗性基

因可以通过水平转移或垂直传导的方式在食物链之间进行传播，使得致病菌获得抗性的几

率增加，从而给人体健康及生态环境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开展针对土壤中磺胺类抗

生素消减去除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0005] 蚯蚓是土壤中生物量最大的无脊椎动物，占土壤动物总量约60-80%，在维持陆地

生态功能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蚯蚓通过体表吸收或摄食的方式在其体内积累土壤中残留的

污染物，因此蚯蚓自身的生理状态能够间接反映土壤的污染情况；另外，蚯蚓还能够改善土

壤理化性质、降解部分有机污染物，有力的促进土壤元素循环；其次，蚯蚓因其具有适应性

强、分布范围广、繁殖周期短等特点被视为土壤生态系统污染的指示生物。此外，蚯蚓肠道

中的养分元素含量及葡萄糖、有机酸等小分子有机物也远远高于土壤，其中碳、氮含量是土

壤中的2-5倍，因此蚯蚓肠道特殊的环境塑造了独特的内生细菌群落，它们不但对蚯蚓自身

新陈代谢及机能稳定具有重要调节作用，而且还有利于促进蚯蚓对土壤中有机物质及养分

元素的分解转化。已有较多的研究表明，蚯蚓肠道中含有大量的厌氧菌，这些内生细菌可以

通过生物降解、吸附转化、生物积累等方式对环境中的污染物进行积累或降解，且不产生二

次污染，有利于土壤生态系统的稳定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然而目前对于蚯蚓肠道内生菌

群消减土壤中磺胺类抗生素的研究还鲜有报道，因此开展蚯蚓肠道内容物强化土壤中磺胺

类抗生素消减去除的方法对污染土壤可持续修复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0006] 目前，关于蚯蚓修复污染土壤的研究，大多是针对土壤重金属的修复，如：申请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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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201910531836.7、CN201621257475.X和CN201410238253.2中提到的方法均是营造蚯蚓适

合生存的环境，然后将蚯蚓与重金属污染土壤进行混合培养一段时间，直到污染土壤中重

金属浓度降低。还有少部分关于利用蚯蚓消减土壤中有机污染物的专利，如：申请号：

CN201210173048.3、CN201010147193.5和CN200910184601 .1分别将蚯蚓投放到污染土壤

中，后期添加不同的蚯蚓基质保证蚯蚓活力，进而达到降低土壤中有机污染物（五氯苯酚、

滴滴涕、菲和芘）的效果。然而，目前尚未发现与蚯蚓肠道内容物强化降解土壤中抗生素的

专利。经过检索，发现关于磺胺类抗生素消减的研究，很多是通过外加吸附剂或氧化剂的方

式。其中，申请号：201610448595.6提供了玉米秸秆生物炭及利用其去除水中磺胺类抗生素

的方法的技术，该技术首先要在高温无氧的条件下将玉米秸秆烧制成生物炭，然后利用玉

米秸秆生物炭特有的吸附性能吸附水体中的磺胺类抗生素，但是该技术中烧制生物炭的过

程较为繁琐、复杂，并且吸附抗生素的生物炭可能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申请号：

201710136203.7提供了一种禽畜粪便生物炭的制备及其去除水中磺胺类抗生素的方法，该

技术将禽畜粪便通过高温裂解制成生物炭，并将该生物炭作为吸附剂吸附水体中的磺胺类

抗生素，去除率大于50%。但是由于抗生素的大量使用，禽畜粪便中含有大量的未被禽畜完

全代谢吸收的抗生素，而该技术并未考虑禽畜粪便中抗生素是否完全去除，因此在使用禽

畜粪便制成的生物质炭的过程中可能存在二次污染的风险。申请号：201711389799.8提供

了一种去除禽畜养殖废水中磺胺类抗菌剂的方法，该方法将三价铁盐、螯合剂和氧化钙同

时加入含有磺胺类抗生素的水体中，在酸性条件下，利用添加物的强氧化性氧化水体中的

抗生素，但是该方法营造了较强酸性的环境（pH值为3-4），不符合大部分的自然水体的环

境，且该技术只适用于水体环境，难以在土壤环境中推广。

[0007] 通过专利检索发现与本发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是通过添加合成菌剂降解磺胺类

抗生素。申请号：CN201710474535 .6介绍了一株耐受磺胺类抗生素毒性的无色杆菌

(Achromobacter  sp.)及其在污水处理中的应用的方法，主要是利用该无色杆菌的抗磺胺

类抗生素的性能，当水体中存在磺胺类抗生素时，依然能够保持完整的细胞结构和高效的

好氧反硝化能力，具有减弱磺胺类抗生素对污水脱氮系统的作用。但是该方法主要是对水

体进行脱氮，去除抗生素的效果并不理想。申请号：201710115130.3提供了一种降解土壤中

抗生素的混合菌剂及其制备方法，主要是将抗生素降解菌株（枯草芽孢杆菌J5P2、假单胞菌

J2）的菌液制成混合液，以达到降解土壤中残留的多种抗生素的目的。但是该方法提供的菌

剂只混合了两种降解菌，而没有考虑到土著菌群的作用效果，因此，不能确保该方法的广泛

使用。申请号：201610912546.3介绍了蔗渣固定化细菌修复农田土壤中磺胺甲恶唑污染修

的方法，采用蔗渣为载体固定化阴沟肠杆菌菌属，构建高效稳定的农业废料固定化细菌体

系，但是该方法需要制备菌悬液并且固定在蔗渣上，过程较为繁琐，且菌种单一，去除效果

有限。

[0008] 现有技术存在的主要缺陷是：现有的去除磺胺类抗生素的方法大多是通过高温煅

烧等手段，存在工艺复杂、成本高且去除不彻底等问题。而且现有技术大多是针对水体中抗

生素的去除，关于土壤中的研究还相对较少。目前去除土壤中磺胺类抗生素的技术往往是

采用外添加菌剂的方法，普通的常规菌剂一般混合菌株种类较少，弱化了菌群的作用效果，

且去除率不理想，因此现有的消减土壤中磺胺类抗生素的技术手段并不完善。

[0009] 缺陷产生的主要原因有：1、近年来，随着禽畜养殖也的迅猛发展，大量的抗生素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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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禽畜养殖的全过程，加上医疗废水和污水处理厂不合理的处理方式，导致土壤及水环

境中残留大量的抗生素，但是由于土壤污染具有隐蔽性、滞后性和累积性等特点，因而前期

的科研工作大多是针对水环境中磺胺类抗生素的去除，土壤抗生素污染的修复治理则相对

较晚。2、对于磺胺类抗生素的修复，有较多的研究是采用添加生物质炭的方法，但是生物质

炭煅烧工艺相对繁琐、成本较高，不适合大量使用。3、土壤中接种降解菌剂，容易受到占据

优势生态位土著菌群的影响，导致降解菌剂去除土壤中抗生素的效果不佳，并且降解菌在

土壤中存活率较低，降解时间短，需反复添加使用。4、人为强化的磺胺类抗生素降解菌生产

周期较长，并且会对土著细菌群落的结构组成产生影响。因此，研发成本低廉、工艺简单、绿

色环保、去除率高的生物修复技术，对我国土壤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0010]

发明内容

[0011] 解决的技术问题：蚯蚓肠道内容物强化土壤中磺胺类抗生素消减的方法，该方法

可以高效去除土壤中残留的磺胺类抗生素，避免了复杂的工艺流程和高成本的工艺材料；

使用菌群消减土壤中的抗生素，去除率较高，无二次污染，并且维护磺胺类抗生素污染土壤

中细菌群落的多样性和稳定性，同时避免了土著菌群带来的影响。

[0012] 技术方案：蚯蚓肠道内容物在强化土壤中磺胺类抗生素消减中的应用。

[0013] 具体步骤为：首先选取成熟的且具有明显环带的新鲜蚯蚓，对其体表清洗后，放在

培养皿中清肠，然后添加到人工配制的磺胺类抗生素污染的土壤中，其中磺胺类抗生素的

浓度为10-100  mg/kg，在避光和室温的条件下培养2周后，取出蚯蚓并再次进行体表清洗，

解剖获取新鲜蚯蚓肠道内容物；采集自然环境中受到磺胺类抗生素污染的不同类型土壤，

去除杂质，对土壤进行破碎筛分；然后向不同磺胺类抗生素污染土壤中按比例添加蚯蚓肠

道内容物，所述土壤与蚯蚓肠道内容物的质量比为1000:1-5000:1，进行人工培养1-2月后

完成修复。

[0014] 优选的，新鲜蚯蚓的体重在4±1g，清洗时选用0.9%的生理盐水。

[0015] 生理盐水清洗后，放在无菌培养皿中清肠6h后蚯蚓清肠完全。

[0016] 上述解剖获取新鲜蚯蚓肠道内容物的步骤为：待蚯蚓停止排粪后，用50%无水乙醇

将蚯蚓浸泡2min，观察蚯蚓在无水乙醇中的生理状态，当蚯蚓停止扭动身躯并逐渐静止，但

仍能观察到蚯蚓心脏跳动时，取出蚯蚓，再次用0.9%的生理盐水清洗蚯蚓体表2-3遍，用滤

纸擦去蚯蚓体表0.9%的生理盐水；解剖蚯蚓的位置从雄孔下方开始，直到肛门位置结束，沿

着中间偏左或者偏右的位置进行解剖，解剖时腹部朝上；解剖完蚯蚓，采用不锈钢小刀沿蚯

蚓环带下方至肛门方向获取肠道内容物，并转移至离心管中，插入冰浴暂存，为保证蚯蚓肠

道内容物的新鲜，时间控制在10s之内；向暂存蚯蚓内容物的离心管中加入0.5mL的PBS缓冲

液，再采用涡旋仪将内容物混合均匀，涡旋仪的转速为1000rpm，涡旋时间为10s。

[0017] 优选的，从麻醉蚯蚓开始，到获取肠道内容物结束，时间控制在5min之内。

[0018] 上述采集自然环境中受到磺胺类抗生素污染的不同类型土壤的步骤为：依据5点

采样法或S型采样法获取不同类型磺胺类污染农田土壤，并去除土壤中的草根、树叶、石头

杂质，再对土壤进行破碎筛分，得到粒径小于100目的土粒。

[0019] 优选的，上述土壤与蚯蚓肠道内容物的质量比为5000:1、2500:1或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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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优选的，上述人工培养过程中保持周围温度25±2℃，并且维持土壤的含水率在20

±2%。

[0021]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是：1、成熟的威廉腔环蚓体重一般在3-5g，其肠道菌群多样性

较为丰富、菌群结构较为稳定，避免了因蚯蚓个体差异而造成土壤磺胺类抗生素去除率有

较大的误差。2、根据文献OECD1984，土壤与蚯蚓的重量比为125:1-250:1，而蚯蚓与肠道内

容物的重量比大约为5:1-20:1，因此确定土壤与蚯蚓内容物质量比1000:1-5000:1。3、蚯蚓

肠道为完全厌氧环境，肠道内容物中含有大量的厌氧菌，有利于土壤中磺胺类抗生素的强

化消减。4、蚯蚓肠道中的养分元素含量及葡萄糖、有机酸等小分子有机物远远高于土壤，有

助于肠道内生菌在土壤中的定殖，促进肠道内生菌在土壤中长久稳定的发挥作用，并且有

利于和土著菌群协同降解土壤中的磺胺类抗生素。

[0022]   有益效果：  本发明针对土壤中磺胺类抗生素的污染，提供了一种蚯蚓肠道内容

物强化消减去除的方法。其具有的主要优点是：1、使用的材料是蚯蚓肠道内容物，避免了复

杂的工艺流程和高成本的工艺材料，并且可以高效去除土壤中残留的多种磺胺类抗生素。

2、利用蚯蚓肠道菌群消减土壤中的抗生素，不会产生二次污染，兼顾了可培养和不可培养

降解菌的应用，有利于维护磺胺类抗生素污染土壤中细菌群落的多样性和稳定性，同时避

免了土著菌群带来的影响，可最大程度的促进土壤中磺胺类抗生素的降解。3、该方法具有

普适性，可以在多种类型的土壤中应用。该方法对于禽畜粪便堆放、医疗废水排放及污水处

理厂不合理处理方式等造成的磺胺类抗生素污染土壤的生物修复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蚯蚓解剖后肠道内容物展示图；

图2为威廉腔环毛蚓肠道内容物强化土壤中磺胺嘧啶消减图；

图3为威廉腔环毛蚓肠道内容物强化土壤中磺胺甲恶唑消减图；

图4为威廉腔环毛蚓肠道内容物强化土壤中磺胺类总量抗生素消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以下具体实施方式不以任何形式限制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凡是采用等同替换或等

效变换的方式所获得的技术方案均落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除非特别说明，以下实施例所

用试剂和材料均为市购。

实施例1 威廉腔环毛蚓肠道内容物强化土壤中磺胺嘧啶消减的方法

选取具有明显环带、活力较强的新鲜威廉腔环毛蚓蚯蚓，每条体重在4  ±  1  g之间，清

洗体表后，备用。称取相应重量的磺胺嘧啶分析纯标准品，溶解于纯水中，添加至相应清洁

土壤，将磺胺嘧啶溶液与土壤颗粒均匀混合后，制备成浓度为100  mg/kg磺胺嘧啶污染土

壤。将上述清洗完毕的100条威廉腔环毛蚓，投加至100  kg的100  mg/kg磺胺嘧啶污染土壤

中，保持避光和常温25±2℃培养14天后，取出蚯蚓，用0.9%的生理盐水清洗蚯蚓体表2-3

遍，放在无菌培养皿中清肠6h，促使蚯蚓清肠完全；并插入冰浴暂存，静置10  min，促使蚯蚓

排粪完全。待蚯蚓停止排粪后，用50%无水乙醇将蚯蚓浸泡2  min，观察蚯蚓在无水乙醇中的

生理状态，当蚯蚓停止扭动身躯并逐渐静止，但仍能观察到蚯蚓心脏轻微跳动时，取出蚯蚓

后再次用0.9%的生理盐水清洗蚯蚓体表2-3遍，用滤纸擦去蚯蚓体表0.9%的生理盐水。解剖

说　明　书 4/7 页

6

CN 111069275 A

6



蚯蚓的位置从雄孔下方开始，直到肛门位置结束，沿着中间偏左或者偏右的位置进行解剖，

解剖时腹部朝上。解剖完蚯蚓，采用不锈钢小刀沿蚯蚓环带下方至肛门方向获取肠道内容

物，并转移至离心管中，插入冰浴暂存，为保证蚯蚓肠道内容物的新鲜，时间控制在10s之

内。向暂存蚯蚓内容物的离心管中加入0.5  mL的PBS缓冲液，再采用涡旋仪将内容物混合均

匀，涡旋仪的转速为1000  rpm，涡旋时间为10s。从麻醉蚯蚓开始，到获取肠道内容物结束，

时间控制在5min之内。

[0025] 磺胺嘧啶污染土壤，采集自南京横溪某有机肥生产厂，发酵池周边，土壤理化性

质：pH值6.2，有机质含量41.5g  kg-1，全氮3.9  g  kg-1，有效态氮102.5  mg  kg-1，全磷2.2  g 

kg-1，有效磷97.4  mg  kg-1。土壤机械组成为含有10.8wt.%沙粒，65.4  wt.%壤粒，23.8  wt.%

黏粒。土壤中磺胺嘧啶污染浓度为126.1  ±7.2  mg  kg-1。采用5点采样法获取磺胺嘧啶污染

土壤，并去除土壤中的草根、树叶、石头等杂质，再对土壤进行破碎筛分，得到粒径不超过2 

mm的土粒100  kg；然后土壤与蚯蚓内容物质量比分别设置为10000:1、5000:1和1000:1，进

行蚯蚓肠道内容物的均匀添加，保持周围温度25℃，维持土壤的含水率在20±2%，培养30天

后，不同土壤/内容物投加比例下（10000:1、5000:1和1000:1），土壤中磺胺嘧啶残留浓度分

别是52.2  ±  4 .3  mg  kg-1、5.1  ±  1 .2  mg  kg-1、4.8  ±  2 .1mg  kg-1，说明当投加比为

10000:1时，土壤中磺胺嘧啶消减效率较低，而投加比为1000:1时，其磺胺嘧啶消减效率与

投加比为5000:1的效率无显著差异，因而综合考虑去除效率因素与投加成本因素，建议采

用土壤/内容物投加比例为5000:1的处理，在该处理条件下，土壤中磺胺嘧啶消减去除率为

95.9±2.3%（图2）；与此同时，参考对比试验，未添加蚯蚓肠道内容物的处理，同步平行培养

30天后，土壤中磺胺嘧啶残留浓度是58.9  ±  2.2  mg  kg-1，消减去除率仅为53.3±2.7%（图

2）；此外还发现，在添加了蚯蚓肠道内容物的处理下，30天后，土壤环境微生物生态多样性

指标，AWCD指数、Shannon-Weaver指数和Simpson指数在修复后达到4.9±0.2，3.5±0.4和

4.1±0.4，均较原始污染土壤的对应指数（3.2±0.2、2.6±0.3和3.7±0.2）显著升高（p<

0.05），说明添加蚯蚓肠道内容物后，土壤土著菌群环境微生物生态多样性和稳定性得到了

显著的恢复和改善，证明该技术是一种生态环境友好，消减去除效率高效的修复方法。

[0026] 实施例2 威廉腔环毛蚓肠道内容物强化土壤中磺胺甲恶唑消减的方法

选取具有明显环带、活力较强的新鲜威廉腔环毛蚓蚯蚓，每条体重在4  ±  1  g之间，清

洗体表后，备用。称取相应重量的磺胺甲恶唑分析纯标准品，溶解于纯水中，添加至相应清

洁土壤，将磺胺甲恶唑溶液与土壤颗粒均匀混合后，制备成浓度为100  mg/kg磺胺甲恶唑污

染土壤。将上述清洗完毕的100条威廉腔环毛蚓，投加至100  kg的100  mg/kg磺胺甲恶唑污

染土壤中，保持避光和常温25±2℃培养14天后，取出蚯蚓，用0.9%的生理盐水清洗蚯蚓体

表2-3遍，放在无菌培养皿中清肠6h，促使蚯蚓清肠完全；并插入冰浴暂存，静置10  min，促

使蚯蚓排粪完全。待蚯蚓停止排粪后，用50%无水乙醇将蚯蚓浸泡2min，观察蚯蚓在无水乙

醇中的生理状态，当蚯蚓停止扭动身躯并逐渐静止，但仍能观察到蚯蚓心脏轻微跳动时，取

出蚯蚓后再次用0.9%的生理盐水清洗蚯蚓体表2-3遍，用滤纸擦去蚯蚓体表0.9%的生理盐

水。解剖蚯蚓的位置从雄孔下方开始，直到肛门位置结束，沿着中间偏左或者偏右的位置进

行解剖，解剖时腹部朝上。解剖完蚯蚓，采用不锈钢小刀沿蚯蚓环带下方至肛门方向获取肠

道内容物，并转移至离心管中，插入冰浴暂存，为保证蚯蚓肠道内容物的新鲜，时间控制在

10s之内。向暂存蚯蚓内容物的离心管中加入0.5mL的PBS缓冲液，再采用涡旋仪将内容物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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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均匀，涡旋仪的转速为1000rpm，涡旋时间为10s。从麻醉蚯蚓开始，到获取肠道内容物结

束，时间控制在5min之内。

[0027] 磺胺甲恶唑污染土壤，采集自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某畜禽养殖厂，畜禽粪便池塘

周边，土壤理化性质：pH值5.9，有机质含量36.1g  kg-1，全氮4.8  g  kg-1，有效态氮99.3  mg 

kg-1，全磷2.7  g  kg-1，有效磷81.1  mg  kg-1。土壤机械组成为含有9.3wt.%沙粒，66.2  wt.%

壤粒，24.5  wt.%黏粒。土壤中磺胺甲恶唑污染浓度为322.6  ±  14.3  mg  kg-1。采用5点采样

法获取磺胺甲恶唑污染土壤，并去除土壤中的草根、树叶、石头等杂质，再对土壤进行破碎

筛分，得到粒径不超过2  mm的土粒100  kg；然后土壤与蚯蚓内容物质量比分别设置为5000:

1、2500:1和1000:1，进行蚯蚓肠道内容物的均匀添加，保持周围温度25℃，维持土壤的含水

率在20±2%，培养60天后，不同土壤/内容物投加比例下（5000:1、2500:1和1000:1），土壤中

磺胺甲恶唑残留浓度分别是87.4  ±  3.6  mg  kg-1、12.6  ±  2.1  mg  kg-1、11.3  ±  4.2mg 

kg-1，说明当投加比为5000:1时，土壤中磺胺甲恶唑消减效率较低，而投加比为1000:1时，其

磺胺甲恶唑消减效率与投加比为2500:1的效率无显著差异，因而综合考虑去除效率因素与

投加成本因素，建议采用土壤/内容物投加比例为2500:1的处理，在该处理条件下，土壤中

磺胺甲恶唑残留浓度是12.6  ±  2.1  mg  kg-1，消减去除率为96.1±3.4%（图3）；与此同时，

参考对比试验，未添加蚯蚓肠道内容物的处理，同步平行培养60天后，土壤中磺胺甲恶唑残

留浓度是97.6  ±  5.9  mg  kg-1，消减去除率仅为69.7±5.5%（图2）；此外还发现，在添加了

蚯蚓肠道内容物的处理下，60天后，土壤环境微生物生态多样性指标，AWCD指数、Shannon-

Weaver指数和Simpson指数在修复后达到4.1±0.5，3.9±0.1和3.4±0.2，均较原始污染土

壤的对应指数（2.9±0.3、2.7±0.2和3.3±0.3）显著升高（p<0.05），说明添加蚯蚓肠道内

容物后，土壤土著菌群环境微生物生态多样性和稳定性得到了显著的恢复和改善，证明该

技术是一种生态环境友好，消减去除效率高效的修复方法。

[0028] 实施例3  威廉腔环毛蚓肠道内容物强化土壤中磺胺甲氧嘧啶、磺胺嘧啶、磺胺甲

恶唑同步消减去除的方法

选取具有明显环带、活力较强的新鲜威廉腔环毛蚓蚯蚓，每条体重在4  ±  1  g之间，清

洗体表后，备用。称取相应重量的磺胺甲氧嘧啶、磺胺嘧啶、磺胺甲恶唑分析纯混合标准品，

溶解于纯水中，添加至相应清洁土壤，将上述三类标准溶液与土壤颗粒均匀混合后，制备成

浓度为10  mg/kg磺胺甲氧嘧啶+10  mg/kg磺胺嘧啶+10  mg/kg磺胺甲恶唑的复合抗生素污

染土壤。将上述清洗完毕的100条威廉腔环毛蚓，投加至100  kg的上述磺胺类复合污染土壤

中，保持避光和常温培养14天后，取出蚯蚓，用0.9%的生理盐水清洗蚯蚓体表2-3遍，放在无

菌培养皿中清肠6h，促使蚯蚓清肠完全；并插入冰浴暂存，静置10  min，促使蚯蚓排粪完全。

待蚯蚓停止排粪后，用50%无水乙醇将蚯蚓浸泡2min，观察蚯蚓在无水乙醇中的生理状态，

当蚯蚓停止扭动身躯并逐渐静止，但仍能观察到蚯蚓心脏轻微跳动时，取出蚯蚓后再次用

0.9%的生理盐水清洗蚯蚓体表2-3遍，用滤纸擦去蚯蚓体表0.9%的生理盐水。解剖蚯蚓的位

置从雄孔下方开始，直到肛门位置结束，沿着中间偏左或者偏右的位置进行解剖，解剖时腹

部朝上。解剖完蚯蚓，采用不锈钢小刀沿蚯蚓环带下方至肛门方向获取肠道内容物，并转移

至离心管中，插入冰浴暂存，为保证蚯蚓肠道内容物的新鲜，时间控制在10s之内。向暂存蚯

蚓内容物的离心管中加入0.5mL的PBS缓冲液，再采用涡旋仪将内容物混合均匀，涡旋仪的

转速为1000rpm，涡旋时间为10s。从麻醉蚯蚓开始，到获取肠道内容物结束，时间控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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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min之内。

[0029] 磺胺甲氧嘧啶、磺胺嘧啶、磺胺甲恶唑复合污染土壤，采集自无锡城郊某养猪厂猪

粪堆积池周边土壤，土壤理化性质：pH值6.1，有机质含量32.1  g  kg-1，全氮2.8  g  kg-1，有

效态氮67.3  mg  kg-1，全磷2.1  g  kg-1，有效磷81 .2  mg  kg-1。土壤机械组成为含有13.1 

wt.%沙粒，73.4  wt.%壤粒，13.5  wt.%黏粒。土壤中磺胺甲氧嘧啶污染浓度为28.6  ±  3.4 

mg  kg-1，磺胺嘧啶污染浓度为46.4  ±  4.1  mg  kg-1，磺胺甲恶唑193.4  ±  8.6  mg  kg-1，土

壤总磺胺类抗生素浓度是268.4  ±  16.1  mg  kg-1。采用5点采样法获取磺胺类复合抗生素

污染土壤，并去除土壤中的草根、树叶、石头等杂质，再对土壤进行破碎筛分，得到粒径不超

过2  mm的土粒100  kg；然后土壤与蚯蚓内容物质量比分别设置为2500:1、1000:1和500:1，

进行蚯蚓肠道内容物的均匀添加，保持周围温度25℃，维持土壤含水率在25-30%，培养60天

后，不同土壤/内容物投加比例下（2500:1、1000:1和500:1），土壤中总磺胺类抗生素残留浓

度分别是93.6  ±  2.5  mg  kg-1，7.1  ±  1.1  mg  kg-1和5.7  ±  2.4  mg  kg-1。说明当投加比

为2500:1时，土壤中总磺胺类抗生素消减效率较低，而投加比为500:1时，其磺胺甲恶唑消

减效率与投加比为1000:1的效率无显著差异，因而综合考虑去除效率因素与投加成本因

素，建议采用土壤/内容物投加比例为1000:1的处理，在该处理条件下，土壤中磺胺甲氧嘧

啶残留浓度是0.7  ±  0.2  mg  kg-1，消减去除率为97.6  ±  0.6%；磺胺嘧啶残留浓度是2.1 

±  0.3  mg  kg-1，消减去除率为95.5  ±  2.6%；磺胺甲恶唑残留浓度是4.3  ±  0.6  mg  kg
-1，消减去除率为97.8  ±  3.1%，土壤中总量磺胺类抗生素消减去除率为97.4  ±  2.5%（图

4）；与此同时，参考对比试验，未添加蚯蚓肠道内容物的处理，同步平行培养60天后，土壤中

总量磺胺类抗生素残留浓度为113.4  ±  9.6  mg  kg-1，消减去除率仅为57.7  ±  3.2%（图

4）；此外还发现，在添加了蚯蚓肠道内容物的处理下，60天后，土壤环境微生物生态多样性

指标，AWCD指数、Shannon-Weaver指数和Simpson指数在修复后达到4.2  ±  0 .2，3.9  ± 

0.2和3.4  ±  0.3，均较原始污染土壤的对应指数（3.2  ±  0.2、2.9  ±  0.1和2.5  ±  0.3）

显著升高（p<0.05），说明添加蚯蚓肠道内容物后，土壤土著菌群环境微生物生态多样性和

稳定性得到了显著的恢复和改善，证明该技术是一种生态环境友好，消减去除效率高效的

修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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