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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环素在环境中的污染现状及锰氧化物对其降解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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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四环素类抗生素在绝大多数环境介质中能被检测到，该类污染物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系统稳
定具有潜在威胁，因此对环境中这类污染物的治理任重道远。研究者们发现锰氧化物普遍存在于土壤、沉积物及荒
漠岩漆中，其具有电荷零点低、表面活性强、氧化还原电位高等优点，在治理四环素类污染物具有较大研究空间及
应用前景。本文简述四环素的危害及其污染现状，着重综述不同类型锰氧化物对环境中四环素类污染物的去除效果、
降解机制及其环境影响因素，并对今后锰氧化物去除该类污染物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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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environment pollution and degradation
of tetracycline by manganese ox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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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etracycline antibiotics have been detected in many environments, which pose a potential threat to human health and ecosystem stability, so there is a long way to go to control them in the environment.
Researchers have found that manganese oxides are commonly found in soil, sediments and desert rock paint, and
have the advantages of low charge zero point, high surface activity and high redox potential, which have great
research potential and applic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tetracycline pollutants. In this paper, we briefly describe the
hazards of tetracycline and its pollution status, focus on the removal effect of different types of manganese oxides
on tetracycline pollutants in the environment, the degradation mechanism and its environmental impact factors,
and give an outlook on the future research of manganese oxides for the removal of such pollut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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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环素类抗生素用于个人护理产品及畜牧渔业
养殖中，虽然现在我国已经出台相关文件明文禁止
其用作饲料添加剂，但由于此前在畜牧业、养殖业、
个人护理产品中大量的、不科学的使用，目前大量
四环素类抗生素仍存在于地表水、地下水和土壤中，
对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构成了潜在危害[1-2]。现有研
究表明我国土壤中四环素的暴露风险主要集中在东
部沿海城市，部分区域存在潜在风险[3]。因此，继
续寻找科学有效手段去除环境中残存四环素类抗生

素仍具有现实意义。
锰氧化物作为土壤与沉积物中重要的活性物
质，虽然在土壤中含量较低（约 1%）
，但在土壤和
沉积物中分布广泛，往往以细粒和胶膜状的聚集体，
球状、块状结核体形成于岩石圈、水圈、大气圈或
生物圈的交界面，通过包被于其他矿物表面，其活
性潜能远远超出自身总量。大多数天然锰氧化物不
仅对自然界中的重金属和稀土元素等具有强烈的吸
附和富集能力，而且还可以氧化或催化氧化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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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低价金属离子和部分有机物，从而调控这些物质
在环境中的迁移、转化和毒性[4-6]。水钠锰矿是土壤
中活性最高的锰氧化物。研究表明水钠锰矿不仅能
氧化或催化氧化 Fe2+、Co2+、Cr3+、As3+、Se4+和 Ce3+
等无机离子[7-9]，还能促进金属离子或有机物与氧结
合，起到催化氧化的作用[10]。水钠锰矿可以氧化降
解环境中的有机物，比如：四环素、环丙沙星、林
可霉素、磺胺嘧啶和草甘膦等[11-13]。目前水钠锰矿
对无机离子的氧化和催化氧化研究较多，对有机污
染物的氧化降解尚缺乏系统研究。此外，关于氧化
锰矿物光化学降解有机物的研究表明，可见光照下
锰钾矿能光催化降解 2-丙醇，卤代甲烷和甲基膦酸
二甲酯，其中无定形氧化锰矿物具有较好的光催化
活性，而晶型氧化锰矿物的光催化活性则较低[14-16]。
紫外光照下，锰钾矿和 TiO2 能有效光催化降解 2,4二氯苯氧基乙酸和亚甲基蓝，锰钾矿对亚甲基蓝的
光催化降解效果比 TiO2 更好可能是由于亚甲基蓝
的极性和锰钾矿的疏水性[17]。Iyer 等用 3 种不同方
法合成锰钾矿并研究其光催化活性，结果表明固相
法合成的锰钾矿光催化降解 2-丙醇的效果最好，这
可能与锰钾矿颗粒大小以及结构中 Mn3+与 Mn4+的
比例不同有关[18]。因此，探明不同类型锰氧化物对
四环素的降解特性的影响及其反应机制具有重要理
论与实际意义。
四环素的滥用已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潜在威
胁。近年来，怎样绿色高效地治理环境中的四环素
成为学者们研究热点，本文将对现有研究进行简要
整理，主要介绍四环素在环境中的污染现状及危害，
着重综述不同类型锰氧化物对其去除效果、机制以
及环境影响因素，以期为环境中残存四环素类抗生
素的去除以及锰氧化物应用于修复环境中污染物提
供参考。

1

环境中四环素的危害及污染现状

四环素类抗生素是一类广谱药物，由链霉菌产
生或半合成制取，对革兰氏阳性菌、革兰氏阴性菌
及多种细菌感染有效[19]。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主要
是四环素、土霉素、金霉素和强力霉素[20]，这类物
质能和各种酸碱形成盐，其中最重要的是盐酸盐，
其性质比较稳定，因此人们普遍使用的抗生素主要
是盐酸类四环素[21]。盐酸类四环素在酸性溶液中相
对稳定，在碱性溶液中易于分解，能与诸如 Mg2+、
Ca2+、Fe2+、Zn2+和 Al3+等二价或者三价金属离子形
成络合物降低其生物有效性和抗菌性[22]。
四环素类抗生素因其具有抗菌性强及经济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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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优点，一方面用作人类医疗及兽用抑菌剂，另一
方面用作饲料添加剂促进动物生长。通过药物和饲
料途径进入人及畜禽体内的四环素无法被机体全部
吸收利用，绝大部分会以原药形式随畜禽粪尿排出
体外。因在环境中难以分解转化，导致其在生态环
境介质中循环流通，会在作为污染物“源”和“汇”
的土壤介质中累积，从而改变土壤中微生物种类和
数量，使得土壤氮素转化过程难以完成，抑制土壤
酶活性和呼吸作用。环境中的四环素类污染物长期
累积，不仅会抑制植物的生长发育，影响植物对养
分离子的吸收能力，还会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内，
危害人类健康[23]。此外，环境中也会出现抗性微生
物和抗性基因，为抗生素抗性基因的快速传播和扩
散创造了有利环境，这些抗性微生物会以不同接触
方式进入人体使其耐药性变强，从而给人类公共健
康带来不便[24]。虽然环境中四环素的半衰期短，但
长期性存在于环境中会使其成为“假持久性污染物”
[25]。近年来，随着有机农业的发展，畜禽粪便作为
土壤肥料的主要来源，导致土壤成为抗生素污染物
的归属地，土壤中四环素的生态毒性也从一开始的
可以忽略不计到现如今绝大多数地方已经超过兽药
国际协调委员会提出土壤中抗生素生态毒害效应的
触发值 100 μg·kg-1[26-28]。
尽管我国农村农业部在 2019 年发布的 194 号公
告中指出，2020 年元旦起，我国饲料全面禁止添加
抗生素，长远来看，这一政策会从源头遏制兽用抗
生素污染，但是由于之前兽用四环素类抗生素的滥
用，以及现有医药及个人护理产品中抗生素并未明
文规定禁用，使其在环境中普遍存在。因此，对环
境中残存四环素的治理仍然值得持续研究及关注。

2

锰氧化物降解四环素的研究进展

锰氧化物作为土壤与沉积物中的重要物质，不
仅是动植物锰素的重要来源，还是土壤中一些重金
属离子的重要吸附载体、化学反应的催化剂以及氧
化还原反应的主体之一[29-33]。此外，它对土壤中营
养元素转化、环境中污染物质赋存状态具有一定调
控作用[33-35]。锰氧化物在环境中广泛分布，由于其
具有电荷零点低、表面活性强和氧化还原电位高等
优良性质，使得它在治理环境中污染物具有较大应
用前景。
2.1 锰氧化物对四环素的去除效果
2.1.1 天然锰氧化物 幸雪冰[36]利用天然水钠锰矿
对四环素进行去除，反应 40 min 去除率可达约
69.3%，物理吸附占主要作用，但由于天然水钠锰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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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复杂而无法探究其对四环素的具体降解机理。
在现有研究中，天然锰氧化物对四环素的去除相对
较少，且多选取层状结构的水钠锰矿，隧道结构的
锰氧化物和低价锰氧化物很少有人研究。隧道结构
的锰钾矿是大洋锰结核的重要成分，也广泛存在于
土壤与沉积物中，在我国湘潭锰矿床中产出了大量
的锰钾矿，是一种重要矿物资源[37]。天然锰钾矿对
酚类物质（包括苯酚及取代酚）有氧化降解效果[38]，
而对四环素的去除效果如何还不得而知。因此，探
明天然锰钾矿对四环素的去除效果及机制，可为天
然锰氧化物的矿产资源合理化利用提供参考。
2.1.2 化学合成锰氧化物 由于天然锰氧化物成分
复杂不易研究，人们通常通过化学合成的办法得到
纯相锰氧化物来研究其结构和性能。Mahamallik
等[39]以氯化锰和高锰酸钾为原料，通过氧化还原共
沉淀的方法合成花球状的 MnO2 材料。该材料具有
良好的孔隙度和较大比表面积，反应 20 min 四环素
的移除率可达到 80%，且在酸性条件下能更好地降
解四环素，该材料不仅可以重复利用，还可以用来
降解市场上的四环素类药物。
Pal 等[40]在 Mahamallik
的研究基础上，改进氧化还原共沉淀的方法合成
MnO2 纳米材料，因其具有较大表面积和高孔度的
结构，在理想条件下可以去除 84%的盐酸四环素，
该材料循环使用两次后去除率仍可达到 48%。
2.1.3 复合型锰氧化物 锰氧化物虽然普遍存在于
环境介质中，但其在环境中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
与环境中其他物质结合形成复合物，因此许多学者
对锰氧化物复合材料降解四环素类抗生素进行了研
究。Liu 等[41]通过氧化和共沉淀的方法制备了不同
摩尔比的铁锰二元氧化物去除水中四环素，结果表
明，与单独使用氢氧化锰或氢氧化铁去除四环素相
比，铁锰二元氧化物更能有效去除水中四环素，且
铁锰摩尔比为 5∶1 时去除率最高，去除效果在 pH
6～7 时达到最大值。通过傅里叶红外变换光谱分
析，显示四环素被铁锰二元氧化物取代羟基后在氧
化锰表面形成络合去除。Song 等[42]通过采用原位水
热法合成了 MnO2/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该复合材
料具有良好的水溶性，能有效去除废水中 99.4%的
四环素。Luo 等[43]通过将钴掺杂到生物氧化锰中，
用过氧单硫酸盐增强四环素的降解，结果表明，掺
杂钴的生物氧化锰用过氧单硫酸盐活化后，发现其
在降解四环素的过程中具有较高的催化活性和稳定
性，在理想条件下，大约 10 min 就可以完全移除溶
液中的四环素。Wang 等[44]将蛋壳膜与高锰酸钾溶
液混合，经过简单程序合成了蛋壳膜 MnO2 纳米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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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该物质不仅能有效去除盐酸四环素，而且反应
后 MnO2 和蛋壳膜易于从溶液中分离出来，避免了
使用离心或过滤等复杂的操作程序，让其在利用纳
米材料净化水体领域具有优势。今后可进一步深入
研究复合型锰氧化物对四环素的降解机理，回答复
合型锰氧化物的结构对降解过程的影响。
2.1.4 锰氧化物改性其他材料 近年来生物碳在环
境污染处理领域的应用逐渐兴起，生物碳的制备主
要是利用生活中的农业废弃物高温裂解而成[45]。在
裂解过程中，锰氧化物可作为催化剂促进生物质的
热解，改善生物碳的性能，提高其物理吸附能力[46]。
赵志伟等以 MnCl2 作为改良剂，秸秆作为生物碳材
料，通过浸渍法制备改性生物碳，强化生物碳对水
体四环素的吸附。结果表明，改性后的生物碳对四
环素的吸附较原生物碳提高 15 倍，吸附效果显著提
高，且环境适应能力强[47]。这一研究拓宽了锰氧化
物结合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道路，使得其在环
境污染治理方面具有良好应用前景。
2.1.5 生物锰氧化物 生物锰氧化物是通过微生物
活动产生的锰氧化物，被认为是环境中含量最丰富
且活性最高的锰氧化物相，生物锰氧化物能介导有
机无机化合物的氧化还原反应，并隔离多种金属[48]。
生物氧化锰具有很强的氧化、吸附及催化能力，在
环境领域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49]。具有锰氧化能力
的生物菌株已被应用于水处理反应器中去除高浓度
的铁、锰离子[50]。随着交叉学科的发展，近年来，
土壤矿物学和生物分子学逐渐接壤，锰氧化菌的筛
选成为抗生素污染领域的研究热点。最近，张星星
等[51]探讨了锰氧化菌 Pseudomonas sp.QJX-1 对微量
（5 μg·L-1）氧四环素的去除作用与机制。发现微量
的氧四环素可以促进 QJX-1 的生长及其对 Mn2+的氧
化和生物锰氧化物的生成，随着时间的推移，所生
成的锰氧化物可完全降解微量氧化四环素。此发现
填补了生物氧化锰对抗生素的降解机制及抗生素对
锰氧化细菌的分子生物学影响机制空白，为今后生
物氧化锰去除环境中痕量四环素提供了理论依据。
2.1.6 锰氧化物结合其他技术 锰氧化物不仅具有
优良的吸波性能，还有良好的光催化活性且不同结
构的锰氧化物对微波、光照有着不同的响应[52-54]。
Lv 等[54]制备了不同氧化度的水钠锰矿并在微波诱
导下降解四环素，发现矿物结构中有大量二价锰和
三价锰可以去除更多的四环素，归因于二价锰和三
价锰具有的高磁自旋矩有较高电磁性能，能很好地
吸收电磁波。幸雪冰[36]选取了两种不同结构的锰氧
化物（层状水钠锰矿和隧道状的锰钾矿）在微波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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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下对四环素进行降解，发现水钠锰矿在微波诱导
下对四环素的降解是建立在四环素的分子式发生断
裂、官能团发生改变之上的，微波+水钠锰矿+四环
素之间组成了循环体系，促进水钠锰矿微波体系能
够简单高效地循环降解四环素。锰钾矿掺杂过渡金
属元素钴、铁后，吸收电磁波性能不如原样。掺杂
后的锰钾矿对四环素的降解机制和水钠锰矿一样，
两种矿物在微波诱导下对四环素的降解是循环进行
的，不会造成样品浪费和二次污染。作者还用绿藻
小球藻对降解后的溶液进行初步的生物毒性测定，
发现其毒性比原溶液低。
2.2 锰氧化物对四环素的降解机制
锰氧化物降解四环素的机制主要包括吸附、氧
化及催化作用[55]。在酸性至中性条件下，锰氧化物
对抗生素的吸附主要归因于阳离子交换机制，而随
着 pH 值的增加，表面络合反应的作用更为重要[56]。
锰氧化物氧化四环素主要分为两个步骤完成：首先
是四环素和四价锰先形成表面络合物，再通过电子
转移在四环素的 C9 和 C2 位置羟基化，羟基化后的
产物为异构化的小分子化合物[11,40]。锰氧化物用作
催化剂主要是由于其本身具有的介孔结构，该结构
为氧化反应提供了活化位点和相互连通的通道，可
以加速电子转移并促进自由基活化[55]。因此，锰氧
化物作为催化剂降解四环素的反应主要归因于反应
体系中产生的超氧自由基、羟基自由基等自由基基
团[11,57-58]。上述锰氧化物去除四环素的机制研究均
选用的是化学合成的层状结构锰氧化物，且还处于
锰氧化物表面化学效应阶段。今后可探索不同结构
锰氧化物对四环素的降解机制。在环境治理中，锰
氧化物具有吸附、氧化及催化氧化的性能，但三者
各自的贡献还未见报道。因此，在今后研究中需明
确区分出锰氧化物在降解四环素过程中吸附、氧化
及催化作用各自的贡献率。
2.3 锰氧化物降解四环素的环境影响因素
锰氧化物降解四环素的环境影响因素较多，主
要有：pH 值、温度、反应体系中离子类型和有机物
质等。
2.3.1 pH 环境 pH 是影响锰氧化物降解四环素
的重要因素之一。锰氧化物降解四环素的反应体系
pH 越低越有利于反应进行，pH 从 2 升到 6 时，四
环素降解率从 80%降到 36%，反应体系遵循一级动
力学，且反应常数随着 pH 的增加而增加[39]。但在
铁锰二元氧化物降解体系中，pH 值在 5.3～6.2 之间
四环素降解率则达到最大值，这一现象与四环素分
子特性及铁锰二元氧化物的表面电荷性质有关[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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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环素是一种两性分子，具有 3 个酸解离常数
（pKa = 3.30、7.68 和 9.68）
。在 pH 值< 3.3 时，它
3
+
以阳离子（H TC ）的形式存在，在 pH 值 3.3 和 7.68
，pH > 7.68 时呈现阴
之间，它是两性离子（H2TC）
−
−2
[60]
离子（HTC 和 TC ）形式 。溶液 pH 值还影响
锰氧化物的表面电荷性质和还原电位[61-62]。在利用
锰氧化物降解四环素时，立足于四环素分子特性及
锰氧化物结构特性，充分考虑环境体系 pH，从而调
控反应体系最适 pH 达到理想去除效果。
2.3.2 环境温度 锰氧化物对四环素的降解是吸热
反应，不同温度条件下的热力学参数显示其吉布斯
自由能皆为负数，说明锰氧化物降解四环素的反应
是自发进行的，反应速率随着温度的增加而增加，
温度从 288 K 增加到 303 K，反应速率从 0.021 4
min-1 增加到 0.038 8 min-1[39]，温度持续增加到 318 K
时仍符合这一趋势[42]。
2.3.3 其他环境因素 环境体系复杂多样，里面含
有各种无机离子、有机物质及微生物等，这些因素
都可能会影响锰氧化物降解四环素效果。锰氧化物
在去除四环素过程中存在静电吸附作用机制，这一
机制可能导致环境中的 Ca2+、Mg2+、SiO32-、CO32-、
SO42-、PO43-等阴阳离子与四环素竞争锰氧化物表面
吸附位点从而抑制反应进程[59]。在今后研究中，应
综合各种环境因素，提高锰氧化物的资源利用率。
图 1 为上述不同类型锰氧化物对四环素降解机制及
环境影响因素的总结。

Figure 1

3

图 1 锰氧化物降解四环素路线图
Map of manganese oxide degradation of tetracycline

已有研究的不足及展望

现有锰氧化物降解四环素的过程中，四环素环
状结构变化已有一定的研究基础，今后对其降解产
物深入研究有一定的理论支撑。在实验过程中，并
不是单因素实验，而是通过调节溶液 pH、利用微波
辐射等条件辅助，这些外加条件加强了锰氧化物对
四环素的去除，今后可以立足于它们的研究基础探
索更多的条件，为治理环境中四环素类污染物提供
更多选择方案。但在利用锰氧化物降解四环素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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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仍有些许不足，首先，虽然在实验室的研究中
能有效去除四环素，但实际环境条件是复杂多样的。
其次，已有研究多是针对去除水体中的四环素，对
土壤环境中四环素的去除还有待加强研究。然后，
以往研究中的锰氧化物多为层状构造，隧道构造及
低价锰氧化物对四环素的降解鲜见报道，并且锰氧
化物在降解四环素过程中吸附、氧化和催化作用各
自的贡献还不明确。
针对已有研究的不足之处，今后可从几方面展
开研究：
（1）研究土壤环境中不同结构锰氧化物（层
状构造，隧道构造及低价锰氧化物）对四环素的降
解效果及其机制；
（2）明确区分出锰氧化物在降解
四环素过程中吸附、氧化及催化作用各自的贡献率。
探明锰氧化物结构与降解四环素活性的关系，为环
境中残存四环素的去除及不同结构锰氧化物的应用
提供新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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