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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用于重金属-有机物修复的复

合材料、其制备方法及应用，涉及土壤修复技术

领域。用于重金属-有机物修复的复合材料包括

硫酸盐还原菌、负载介质和功能材料，功能材料

负载于负载介质上，功能材料包括单质硫修饰的

零价铁材料；优选地，功能材料包括单质硫和单

质硅修饰的零价铁材料。该制备方法利用单质硫

和单质硅修复的零价铁材料进行负载后和硫酸

盐还原菌形成复合材料，避免了零价铁在治理过

程中快速氧化的缺点，降低了其生物毒性，能够

实现反复钝化重金属、快速降解有机物的目的，

达到高效持久修复的效果，可以在土壤修复过程

中得到很好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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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重金属-有机物修复的复合材料，其特征在于，其包括硫酸盐还原菌、负载

介质和功能材料，所述功能材料负载于所述负载介质上，所述功能材料包括单质硫修饰的

零价铁材料；

优选地，所述功能材料包括单质硫和单质硅修饰的零价铁材料；

优选地，所述负载介质为生物炭；

更优选地，所述生物炭和所述功能材料的质量比为1:0.5-1 .5，进一步优选为1:0.8-

1.2；

更优选地，所述硫酸盐还原菌在所述复合材料中的浓度为107-1011CFU/g；进一步优选

为108-1010CFU/g。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重金属-有机物修复的复合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复合

材料为球形；

优选地，球形的所述复合材料是借助海藻酸钠溶液和氯化钙溶液形成；

优选地，球形的所述复合材料还包括海藻酸钙，所述硫酸盐还原菌、所述负载介质和所

述功能材料均被所述海藻酸钙包覆。

3.一种用于重金属-有机物修复的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将功能材料负载于负载介质上形成中间体材料；

将所述中间体材料与硫酸盐还原菌混合；

其中，所述功能材料包括单质硫修饰的零价铁材料；

优选地，所述功能材料包括单质硫和单质硅修饰的零价铁材料；

优选地，所述硫酸盐还原菌在所述复合材料中的浓度为107-1011CFU/g；更优选为108-

1010CFU/g。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负载介质为生物炭；

优选地，所述生物炭和所述功能材料的质量比为1:0.5-1.5，进一步优选为1：0.8-1.2。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中间体材料的制备过

程包括如下步骤：将强还原剂、连二亚硫酸钠、硅胶、三价铁离子、反应溶剂和生物炭混合反

应；

优选地，所述中间体材料的制备过程包括如下步骤：将生物炭、三价铁离子和水混合后

形成第一混合物；将强还原剂、连二亚硫酸钠、硅胶和水混合形成第二混合物；将所述第二

混合物加入至所述第一混合物中反应，然后再进行过滤和干燥；

更优选地，干燥温度为50-70℃；

更优选地，所述强还原剂为硼氢化钠。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混合物加入所述

第一混合物中是采用滴加的方式进行；

优选地，滴加速率为4-6mL/min，滴加完后继续反应20-40min；

优选地，所述第二混合物和所述第一混合物反应过程是在氮气保护下进行。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更优选地，在所述第一混

合物的制备过程中是将所述生物炭、所述三价铁离子和所述水搅拌混合10-14h后，通入氮

气以排除混合物中的氧气；

其中，所述三价铁离子对应的原料为三氯化铁或硝酸铁，优选为三氯化铁；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10153170 A

2



优选地，在所述第一混合物中所述三氯化铁的质量分数为2.5-3.5％。

8.根据权利要求3-7中任一项所述的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复合材料

的制备方法还包括：将材料制成球形；

优选地，所述中间体材料与所述硫酸盐还原菌混合过程包括如下步骤：将所述中间体

材料、硫酸盐还原菌悬浮液和海藻酸钠溶液混合以形成第一成形液；将所述第一成形液滴

加至氯化钙溶液中以形成球形材料；

更优选地，所述硫酸盐还原菌悬浮液的浓度为106-1010CFU/mL；进一步优选为107-

109CFU/mL。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海藻酸钠在所述第一

成形液中的质量分数为1-3％，优选为1-2％；

优选地，所述氯化钙溶液中氯化钙的质量分数为2-5％，更优选为3-4％。

10.权利要求1或2中所述的用于重金属-有机物修复的复合材料以及权利要求3-9中任

一项所述的制备方法制备得到的所述复合材料在土壤修复过程中的应用；

优选地，土壤中含有重金属和/或有机物；

优选地，所述复合材料对铬的钝化率为96-99％，对镍的钝化率为80％以上，对铅、镉和

铜的钝化率均为34-60％；

优选地，所述复合材料对有机物萘、芘、蒽、菲和荧蒽的降解率均在95％以上；

优选地，所述复合材料的修复效果持续持续时间为6个月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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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重金属-有机物修复的复合材料、其制备方法及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土壤修复技术领域，且特别涉及用于重金属-有机物修复的复合材料、

其制备方法及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纳米零价铁是一种环境友好、强还原性的一种化学质材料，能有效钝化土壤中的

重金属离子和降解有机污染物，但容易产生团聚而降低比表面积和修复能力。

[0003] 此外，由于零价铁还原性太强，极易氧化，因而钝化周期较短，同时会影响土壤的

微生物活性，造成次级毒性。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重金属-有机物修复的复合材料，旨在避免零价

铁在治理过程中快速氧化，达到持续修复的效果。

[0005]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重金属-有机物修复的复合材料的制备方

法，旨在形成复合材料以克服零价铁易被氧化的缺点，提高材料的修复效果。

[0006] 本发明的第三目的在于提供上述复合材料在土壤修复中的应用，其使用周期长，

修复效果好。

[0007]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是采用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0008]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用于重金属-有机物修复的复合材料，其包括硫酸盐还原菌、负

载介质和功能材料，功能材料负载于负载介质上，功能材料包括单质硫修饰的零价铁材料；

优选地，功能材料包括单质硫和单质硅修饰的零价铁材料。

[0009] 本发明还提出一种用于重金属-有机物修复的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

骤：

[0010] 将功能材料负载于负载介质上形成中间体材料；

[0011] 将中间体材料与硫酸盐还原菌混合；

[0012] 其中，功能材料包括单质硫修饰的零价铁材料；优选地，功能材料包括单质硫和单

质硅修饰的零价铁材料。

[0013] 本发明还提出了上述复合材料在土壤修复过程中的应用。

[0014]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用于重金属-有机物修复的复合材料的有益效果是：其通

过单质硫修复的零价铁材料和硫酸盐还原菌的配合，避免了零价铁在治理过程中快速氧化

的缺点，降低了其生物毒性，能够实现反复钝化重金属、快速降解有机物的目的，达到高效

持久修复的效果，可以在土壤修复过程中得到很好的应用。

[0015]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用于重金属-有机物修复的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利用单

质硫和单质硅修复的零价铁材料进行负载后和硫酸盐还原菌形成复合材料，达到更好的修

复效果，并能够持久地进行土壤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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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6]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需要使用的附

图作简单地介绍，应当理解，以下附图仅示出了本发明的某些实施例，因此不应被看作是对

范围的限定，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

些附图获得其他相关的附图。

[0017] 图1为零价铁氧化速率的测试图；

[0018] 图2为重金属钝化率的测试结果图；

[0019] 图3为有机物降解率的测试结果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为使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对本发明实施例中

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实施例中未注明具体条件者，按照常规条件或制造商建

议的条件进行。所用试剂或仪器未注明生产厂商者，均为可以通过市售购买获得的常规产

品。

[0021] 下面对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用于重金属-有机物修复的复合材料、其制备方法及

应用进行具体说明。

[0022]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用于重金属-有机物修复的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包

括如下步骤：

[0023] S1、中间体材料的制备

[0024] 将功能材料负载于负载介质上形成中间体材料；其中，功能材料包括单质硫修饰

的零价铁材料。发明人发现，采用单质硫修复的零价铁材料能够显著激活微生物的生物效

应，提高修复效果。优选地，功能材料包括单质硫和单质硅修饰的零价铁材料，采用单质硫

和单质硅进行修复有利于进一步防止零价铁的快速氧化，并能够增加对重金属的钝化效

果。

[0025] 优选地，负载介质为生物炭(BC)。采用BC@FeSSi的功能材料，一方面可以避免零价

铁团聚效应，提高材料的环境治理效果；另一方面可以降低纳米铁的生物毒性，并提高土著

微生物的生物活性。发明人发现采用生物炭的负载效果更好，若采用海泡石、腐殖酸或蛭石

进行负载，会一定程度上缩短材料的使用周期，避免零价铁氧化的效果明显降低。

[0026] 优选地，生物炭和功能材料的质量比为1:0.5-1.5，进一步优选为1：0.8-1.2。生物

炭和功能材料的用量大致相当，在此种配比情况下零价铁的氧化速率最为缓慢，能够达到

反复钝化重金属、快速降解有机物的目的，达到高效持久修复的效果。

[0027] 中间体材料的制备过程包括如下步骤：将强还原剂、连二亚硫酸钠、硅胶、三价铁

离子、反应溶剂和生物炭混合反应，利用强还原剂的将三价铁离子、连二亚硫酸钠和硅胶还

原，形成单质硫和单质硅修饰的零价铁材料，并负载于生物炭上。优选地，强还原剂为硼氢

化钠，采用硼氢化钠能够快速还原，且形成的单质硫和单质硅修饰的零价铁材料不含有杂

质。

[0028] 优选地，中间体材料的制备过程包括如下步骤：将生物炭、三价铁离子和水混合后

形成第一混合物；将强还原剂、连二亚硫酸钠、硅胶和水混合形成第二混合物；将第二混合

物加入至第一混合物中反应，然后再进行过滤和干燥。由于强还原剂的还原性很强，需要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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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强还原剂与三价铁离子缓慢的混合，以免出现团聚现象，使单质硫和单质硅修饰的零价

铁材料更均匀地负载于生物炭上。优选地，干燥温度为50-70℃，在此温度范围内干燥速率

较快，且不会影响各组分的性能。

[0029] 进一步地，在第一混合物的制备过程中是将生物炭、三价铁离子和水搅拌混合10-

14h后，通入氮气以排除混合物中的氧气。其中，三价铁离子对应的原料为三氯化铁或硝酸

铁，优选为三氯化铁。搅拌混合10-14h可以通过震荡的方式摇均，通入氮气排出氧气防止零

价铁的氧化。

[0030] 优选地，在第一混合物中三氯化铁的质量分数为2.5-3.5％，三氯化铁、连二亚硫

酸钠、硅胶的用量以最终达到生物炭和功能材料的质量大体相当为标准，大致零价铁与单

质硫的质量比为2-4:1为宜。

[0031] 在一些实施例中，第二混合物加入第一混合物中是采用滴加的方式进行；优选地，

滴加速率为4-6mL/min，滴加完后继续反应20-40min；第二混合物和第一混合物反应过程是

在氮气保护下进行。采用滴加的方式，以使强还原剂和铁离子缓慢混合，有效防止团聚和分

散不均的现象发生，氮气的保护也防止了生成的零价铁发生氧化。

[0032] S2、硫酸盐还原菌的引入与包埋

[0033] 硫酸盐还原菌的引入可以是将中间体材料与硫酸盐还原菌混合。优选地，硫酸盐

还原菌在复合材料中的浓度为107-1011CFU/g；更优选为108-1010CFU/g。硫酸盐还原菌是一

种还原SO42-成S2-的微生物，S2-可以和重金属离子作用生成沉淀物，从而达到钝化的效果。

此外，硫酸盐还原菌将纳米零价铁氧化形成的Fe3+还原成Fe2+，从而让铁离子持续钝化重金

属，而硫酸盐还原菌的代谢活动也能降解有机污染物。

[0034] 在一些实施例中在此步骤中同时进行包覆形成球形，具体地，复合材料的制备方

法还包括：将中间体材料、硫酸盐还原菌悬浮液和海藻酸钠溶液混合以形成第一成形液；将

第一成形液滴加至氯化钙溶液中以形成球形材料。利用海藻酸钠和氯化钙反应形成海藻酸

钙，对中间体材料和硫酸盐还原菌形成包埋。

[0035] 需要指出的是，形成的球形材料利于回复进行再次利用，该球形材料是一种凝胶

复合材料，形成复合材料缓释制剂(SA-BC@FeSSi-SRB)，该凝胶制剂材料可以降低纳米

FeSSi的氧化和为硫酸盐还原菌提供生存空间，同时避免土壤环境中的重金属和有机物等

毒性物质对硫酸盐还原菌造成直接伤害，达到持久修复的效果。

[0036] 需要补充的是，在一些实施例中仅引入硫酸盐还原菌形成复合材料也能够起到很

好的修复效果，防止零价铁的快速氧化，能够高效持续修复重金属和有机物污染的土壤。但

是，由于复合材料呈粉末状，无法回收利用。

[0037] 具体地，硫酸盐还原菌悬浮液的浓度为106-1010CFU/mL；优选为107-109CFU/mL。海

藻酸钠在第一成形液中的质量分数为1-3％，优选为1-2％；氯化钙溶液中氯化钙的质量分

数为2-5％，优选为3-4％。海藻酸钠和氯化钙的浓度主要是影响成球效果，二者的浓度控制

在上述范围内形成的球形材料更加均匀一致。

[0038] 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用于重金属-有机物修复的复合材料，其包括硫酸盐

还原菌、负载介质和功能材料，功能材料负载于负载介质上，功能材料包括单质硫修饰的零

价铁材料。优选地，功能材料包括单质硫和单质硅修饰的零价铁材料。利用单质硫修饰可以

激活土著微生物的生物效应，提高修复效果；通过硫酸盐还原菌的配合有效避免零价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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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氧化，达到持续修复的效果，同时还能够进一步提升修复效果。

[0039] 关于生物炭的选择、生物炭和功能材料的配比、硫酸盐还原菌的浓度等参数可以

参数上述关于制备方法的介绍，在此不做重复赘述。

[0040] 优选地，复合材料为球形；球形的复合材料可以是借助海藻酸钠溶液和氯化钙溶

液形成。具体地，球形的复合材料还包括海藻酸钙，硫酸盐还原菌、负载介质和功能材料均

被海藻酸钙包覆。采用包埋法避免了土壤环境中的重金属和有机物等毒性物，研制的微生

物-纳米化学质球状凝胶复合材料(SA-BC@FeSSi-SRB)，生物毒性低，氧化速度缓慢，能够使

纳米零价铁和硫酸盐还原菌相互促进，反复钝化重金属，快速降解有机物，达到高效持久修

复的效果。

[0041] 上述复合材料可以在土壤修复过程中得到应用，尤其适合于同时含有重金属和有

机物的土壤。SA-BC@FeSSi-SRB复合材料对铬的钝化率为96-99％，对镍的钝化率为80％以

上，对铅、镉和铜的钝化率均为34-60％；复合材料对有机物萘、芘、蒽、菲和荧蒽的降解率均

在95％以上。

[0042] 更为重要的是，复合材料的修复效果持续持续时间为6个月以上，通过复合材料的

改进，引入单质硫、硫酸盐还原菌等能够显著提升零价铁的使用寿命，达到持续修复的效

果。

[0043] 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的特征和性能作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0044] 实施例1

[0045]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用于重金属-有机物修复的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包括以下

步骤：

[0046] 首先，将2.3g  g生物碳和4.90g  FeCl3加入到盛有150mL去离子水的三角瓶中震荡

摇匀10h，转入2L的圆底三口烧瓶中，向其通入氮气30min以完全排除氧气，得到第一混合

物。

[0047] 其次，称取7.6g的NaBH4、1.5g  Na2S2O4和0.2mL硅胶(wt＝30％)到250mL去离子水

中，在氮气保护和磁力搅拌下混合得到第二混合物。将第二混合物滴加至第一混合物中，滴

加速率为4mL/min，滴加完后继续反应20min，真空抽滤获得黑色颗粒物质为BC@FeSSi，将其

立即转入到真空干燥箱中，50℃干燥备用。

[0048] 最后，称取0.1g上述制备的BC@FeSSi，和5mL浓度为106CFU/mL硫酸盐还原菌(SRB)

悬浮液、5mL  2％海藻酸钠(SA)溶液充分混合，然后用1mL的注射器滴入到2％CaCl2溶液中，

获得球状SA-BC@FeSSi-SRB复合材料。

[0049] 实施例2

[0050]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用于重金属-有机物修复的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包括以下

步骤：

[0051] 首先，将2.3g  g生物碳和4.90gFeCl3加入到盛有150mL去离子水的三角瓶中震荡

摇匀14h，转入2L的圆底三口烧瓶中，向其通入氮气30min以完全排除氧气，得到第一混合

物。

[0052] 其次，称取7.6g的NaBH4、1.5g  Na2S2O4和0.2mL硅胶(wt＝30％)到250mL去离子水

中，在氮气保护和磁力搅拌下混合得到第二混合物。将第二混合物滴加至第一混合物中，滴

加速率为6mL/min，滴加完后继续反应40min，真空抽滤获得黑色颗粒物质为BC@FeSSi，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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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转入到真空干燥箱中，70℃干燥备用。

[0053] 最后，称取0.1g上述制备的BC@FeSSi，和5mL浓度为1010CFU/mL硫酸盐还原菌(SRB)

悬浮液、5mL  6％海藻酸钠(SA)溶液充分混合，然后用1mL的注射器滴入到5％CaCl2溶液中，

获得球状SA-BC@FeSSi-SRB复合材料。

[0054] 实施例3

[0055]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用于重金属-有机物修复的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包括以下

步骤：

[0056] 首先，将2.3g生物碳和4.90gFeCl3加入到盛有150mL去离子水的三角瓶中震荡摇

匀12h，转入2L的圆底三口烧瓶中，向其通入氮气30min以完全排除氧气，得到第一混合物。

[0057] 其次，称取7.6g的NaBH4、1.5g  Na2S2O4和0.2mL硅胶(wt＝30％)到250mL去离子水

中，在氮气保护和磁力搅拌下混合得到第二混合物。将第二混合物滴加至第一混合物中，滴

加速率为5mL/min，滴加完后继续反应30min，真空抽滤获得黑色颗粒物质为BC@FeSSi，将其

立即转入到真空干燥箱中，60℃干燥备用。

[0058] 最后，称取0.1g上述制备的BC@FeSSi，和5mL浓度为107CFU/mL硫酸盐还原菌(SRB)

悬浮液、5mL  4％海藻酸钠(SA)溶液充分混合，然后用1mL的注射器滴入到3％CaCl2溶液中，

获得球状SA-BC@FeSSi-SRB复合材料。

[0059] 实施例4

[0060]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用于重金属-有机物修复的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包括以下

步骤：

[0061] 首先，将2.3g生物碳和4.90g  FeCl3加入到盛有150mL去离子水的三角瓶中震荡摇

匀12h，转入2L的圆底三口烧瓶中，向其通入氮气30min以完全排除氧气，得到第一混合物。

[0062] 其次，称取7.6g的NaBH4、1.5g  Na2S2O4和0.2mL硅胶(wt＝30％)到250mL去离子水

中，在氮气保护和磁力搅拌下混合得到第二混合物。将第二混合物滴加至第一混合物中，滴

加速率为5mL/min，滴加完后继续反应30min，真空抽滤获得黑色颗粒物质为BC@FeSSi，将其

立即转入到真空干燥箱中，60℃干燥备用。

[0063] 最后，称取0.1g上述制备的BC@FeSSi，和5mL浓度为109CFU/mL硫酸盐还原菌(SRB)

悬浮液、5mL  4％海藻酸钠(SA)溶液充分混合，然后用1mL的注射器滴入到4％CaCl2溶液中，

获得球状SA-BC@FeSSi-SRB复合材料。

[0064] 实施例5

[0065]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用于重金属-有机物修复的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包括以下

步骤：

[0066] 首先，将2.3g生物碳和4.90g  FeCl3加入到盛有150mL去离子水的三角瓶中震荡摇

匀12h，转入2L的圆底三口烧瓶中，向其通入氮气30min以完全排除氧气，得到第一混合物。

[0067] 其次，称取7.6g的NaBH4和1.5g  Na2S2O4到250mL去离子水中，在氮气保护和磁力搅

拌下混合得到第二混合物。将第一混合物滴加至第一混合物中，滴加速率为5mL/min，滴加

完后继续反应30min，真空抽滤获得黑色颗粒物质为BC@FeS，将其立即转入到真空干燥箱

中，60℃干燥备用。

[0068] 最后，称取0.1g上述制备的BC@FeS，和5mL浓度为109CFU/mL硫酸盐还原菌(SRB)悬

浮液混合，制备得到粉末状BC@FeS-SRB复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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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9] 实施例6

[0070]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用于重金属-有机物修复的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与其实施例4

的不同之处在于：生物碳和FeSSi的质量比约为1:3。

[0071] 实施例7

[0072]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用于重金属-有机物修复的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与其实施例4

的不同之处在于：生物碳和FeSSi的质量比约为2:1。

[0073] 对比例1

[0074] 本对比例提供一种用于重金属-有机物修复的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与其实施例4

的不同之处在于：将生物炭替换为海泡石。

[0075] 对比例2

[0076] 本对比例提供一种用于重金属-有机物修复的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与其实施例4

的不同之处在于：将生物炭替换为腐殖酸。

[0077] 对比例3

[0078] 本对比例提供一种用于重金属-有机物修复的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与其实施例4

的不同之处在于：将生物炭替换为蛭石。

[0079] 对比例4

[0080] 本对比例提供一种用于重金属-有机物修复的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本对比例旨

在制备SA-BC@Fe材料，即与实施例4不同之处在于：不采用单质硫和单质硅对零价铁进行修

饰，且不与硫酸盐还原菌配合。具体步骤如下：

[0081] 首先，将2.3g生物碳和4.90gFeCl3加入到盛有150mL去离子水的三角瓶中震荡摇

匀12h，转入2L的圆底三口烧瓶中，向其通入氮气30min以完全排除氧气，得到第一混合物。

[0082] 其次，称取7.6g的NaBH4溶于250mL去离子水形成第二混合物，将第二混合物滴加

至第一混合物中，滴加速率为5mL/min，滴加完后继续反应30min，真空抽滤获得黑色颗粒物

质为BC@Fe，将其立即转入到真空干燥箱中，60℃干燥备用。

[0083] 最后，称取0.1g上述制备的BC@Fe和5mL  4％海藻酸钠(SA)溶液充分混合，然后用

1mL的注射器滴入到4％CaCl2溶液中，获得球状SA-BC@Fe复合材料。

[0084] 对比例5

[0085] 本对比例提供一种用于重金属-有机物修复的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本对比例旨

在制备SA-BC@FeSSi材料，即与实施例4不同之处在于：不与硫酸盐还原菌配合。具体步骤如

下：

[0086] 首先，将2.3g生物碳和4.90gFeCl3加入到盛有150mL去离子水的三角瓶中震荡摇

匀12h，转入2L的圆底三口烧瓶中，向其通入氮气30min以完全排除氧气，得到第一混合物。

[0087] 其次，称取7.6g的NaBH4、1.5g  Na2S2O4和0.2mL硅胶(wt＝30％)到250mL去离子水

中，在氮气保护和磁力搅拌下混合得到第二混合物。将第二混合物滴加至第一混合物中，滴

加速率为5mL/min，滴加完后继续反应30min，真空抽滤获得黑色颗粒物质为BC@FeSSi，将其

立即转入到真空干燥箱中，60℃干燥备用。

[0088] 最后，称取0.1g上述制备的BC@FeSSi，和5mL4％海藻酸钠(SA)溶液充分混合，然后

用1mL的注射器滴入到4％CaCl2溶液中，获得球状SA-BC@FeSSi复合材料。

[0089] 对比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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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0] 本对比例提供一种用于重金属-有机物修复的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本对比例旨

在制备SA-BC@Fe-SRB材料，即与实施例4不同之处在于：不采用单质硫和单质硅对零价铁进

行修饰，。具体步骤如下：

[0091] 首先，将2.3g生物碳和4.90gFeCl3加入到盛有150mL去离子水的三角瓶中震荡摇

匀12h，转入2L的圆底三口烧瓶中，向其通入氮气30min以完全排除氧气，得到第一混合物。

[0092] 其次，称取7.6g的NaBH4溶于250mL去离子水形成第二混合物，将第二混合物滴加

至第一混合物中，滴加速率为5mL/min，滴加完后继续反应30min，真空抽滤获得黑色颗粒物

质为BC@Fe，将其立即转入到真空干燥箱中，60℃干燥备用。

[0093] 最后，称取0.1g上述制备的BC@Fe，和5mL浓度为109CFU/mL硫酸盐还原菌(SRB)悬

浮液、5mL  4％海藻酸钠(SA)溶液充分混合，然后用1mL的注射器滴入到4％CaCl2溶液中，获

得球状SA-BC@Fe-SRB复合材料。

[0094] 对比例7

[0095] 本对比例提供一种用于重金属-有机物修复的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本对比例旨

在制备SA-BC@FeSi-SRB材料，即与实施例4不同之处在于：不采用单质硫和单质硅对零价铁

进行修饰，。具体步骤如下：

[0096] 首先，将2.3g生物碳和4.90gFeCl3加入到盛有150mL去离子水的三角瓶中震荡摇

匀12h，转入2L的圆底三口烧瓶中，向其通入氮气30min以完全排除氧气，得到第一混合物。

[0097] 其次，称取7.6g的NaBH4和0.2mL硅胶(wt＝30％)到250mL去离子水中，在氮气保护

和磁力搅拌下混合得到第二混合物。将第二混合物滴加至第一混合物中，滴加速率为5mL/

min，滴加完后继续反应30min，真空抽滤获得黑色颗粒物质为BC@FeSi，将其立即转入到真

空干燥箱中，60℃干燥备用。

[0098] 最后，称取0.1g上述制备的BC@FeSSi，和5mL浓度为109CFU/mL硫酸盐还原菌(SRB)

悬浮液、5mL  4％海藻酸钠(SA)溶液充分混合，然后用1mL的注射器滴入到4％CaCl2溶液中，

获得球状SA-BC@FeSi-SRB复合材料。

[0099] 试验例1

[0100] 测试实施例4和对比例4-6中的氧化速度，以实施例4和对比例4为例进行测试，结

果见图1，氧化速度测试方法：颜色对比。

[0101] 图1中的测试图片设为灰度后颜色不易分辨，从原始彩色图片中可以看出，左侧的

(SA-BC@Fe材料)的液体呈浅黄色，右侧的(SA-BC@FeSSi-SRB材料)的液体呈无色。在对比例

5和对比例6进行测试时，与对比例4结果相似，但是相比于对比例4颜色变黄所需时间要更

长。

[0102] 从测试结果可以看出，采用本发明实施例中的SA-BC@FeSSi-SRB材料能够有效避

免零价铁的快速氧化，相比于SA-BC@Fe、SA-BC@FeSSi以及SA-BC@Fe-SRB效果均要理想。

[0103] 试验例2

[0104] 测试实施例4中制备的SA-BC@FeSSi-SRB对金属的钝化效果，结果见图2，测试方

法：收集重金属-有机物复合污染土壤，测其重金属和有机物污染背景值。然后开展实验室

修复实验，用250mL烧杯装200g污染土壤，加入2g上述制备修复材料(1％)，每组3个平行，7d

后测其修复指标，评价材料修复效果。取修复后土壤2g，加入40mL0 .1M乙酸提取液，震荡

18h，离心获得上清液，用火原子吸收仪(AAS)测其溶液重金属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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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5] 从图2中可以看出，SA-BC@FeSSi-SRB复合材料对重金属的钝化效果很好，对Cr钝

化率达到了98％，对Ni的钝化效果达到了82％，对Pb、Cd和Cu的钝化效果也达到了34-60％

之间。

[0106] 试验例3

[0107] 测试实施例4中制备的SA-BC@FeSSi-SRB对金属的钝化效果，结果见图3，测试方

法：收集重金属-有机物复合污染土壤，测其重金属和有机物污染背景值。然后开展实验室

修复实验，用250mL烧杯装200g污染土壤，加入2g上述制备修复材料(1％)，每组3个平行，7d

后测其修复指标，评价材料修复效果。取修复后土壤2g，用丙酮萃取液萃取，旋蒸浓缩，气质

联用(HPLC)测其有机物浓度，测定条件：波长254nm，250*4.6nm柱，进样速率0.6ML/min。

[0108] 从图3中可以看出，该SA-BC@FeSSi-SRB复合材料可以快速降解有机物，7天对Nap

(萘)、Phr(芘)、Ant(蒽)、Phe(菲)、Flu(荧蒽)等有机物的降解率都在95％以上。

[0109] 试验例4

[0110] 测试实施例4-7以及对比例1-6中对金属的钝化效果和降解有机物的能力，同时测

试材料的有效治理时间，测试结果见表1-2。

[0111] 表1材料金属钝化性能测试结果

[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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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3]

[0114] 表2材料有机物降解性能测试结果

[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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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6]

[0117] 由表1和2可知，采用本发明实施例中的制备方法制备的材料对金属具有长期的钝

化效果，对有机物也具有长期的降解效果。对比实施例4和5可知，采用制备成球形的使用周

期更长；对比实施例4和实施例6-7可知，生物碳和FeSSi的质量比对材料性能有一定影响。

[0118] 对比实施例4和对比例1-3可知，采用本发明实施例中提出的生物碳为负载材料为

宜，在此情况下可以获得更理想的产品性能；对比实施例4和对比例4-7可知，本发明是通过

零价铁、硫单质和硫酸盐还原菌的配合达到优异的治理效果。

[0119] 综上所述，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用于重金属-有机物修复的复合材料，其通过单质硫

修复的零价铁材料和硫酸盐还原菌的配合，避免了零价铁在治理过程中快速氧化的缺点，

降低了其生物毒性，能够实现反复钝化重金属、快速降解有机物的目的，达到高效持久修复

的效果。

[0120] 本发明还提供的一种用于重金属-有机物修复的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利用单

质硫和单质硅修复的零价铁材料进行负载后和硫酸盐还原菌形成复合材料，达到更好的修

复效果，并能够持久地进行土壤修复。

[0121] 以上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本发明的实

施例的详细描述并非旨在限制要求保护的本发明的范围，而是仅仅表示本发明的选定实施

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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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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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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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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