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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沉积物的顺序萃取方法
及其在冲绳海槽热液影响沉积物中的应用

刘菲菲1 ,于增慧1 ,高玉花2 ,翟世奎1 ,张爱滨1

(1中国海洋大学 海洋地球科学学院 ,青岛 266100;　2山东省物化探勘察院 ,济南 250013)

摘要:不同沉积环境和沉积机制下进入海洋沉积物中的元素分别与不同介质结合 ,因此 ,将沉积物中不同结合

形态元素相分离的顺序萃取方法是研究沉积物源和沉积环境的重要手段。 以 Tessier 等建立的萃取流程为基础 ,

针对深海沉积物标准物质 GBW07315 中 Fe、Mn 、Co、Cu 、V 元素 , 分析了方法的准确性和重复性 。结果表明:各元

素回收率基本介于 94%～ 126%之间 , 平均值为 106%。在重复性方面 ,除 V 元素在铁锰氧化物结合态中的相对标

准偏差较高外 ,其余元素在铁锰氧化物结合态 、有机结合态以及残渣态中的相对标准偏差均低于 15%, 而碳酸盐结合

态和可交换态中元素的相对标准偏差较大, 这与其样品中这些结合态的元素含量相对较低有关。因此 ,对于深海沉

积物来讲 ,顺序萃取法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 尤其是对其中铁锰氧化物结合态 、有机结合态和残渣态的萃取效

果令人满意。将该方法应用于冲绳海槽热液影响沉积物中 ,实现了热液源铁锰氧化沉积的有效萃取和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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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物源和存在形式的元素 ,在不同的环境下

以不同的结合态进入沉积物之中。因此 ,不同结合

态中的微量元素的含量和分布可以更为敏感和有效

地反映沉积物中元素总含量难以反映的沉积环境信

息 ,沉积物中元素在不同结合态间的分配特征是沉

积物物质来源和沉积机制的重要指示剂[ 1] 。

顺序萃取法是顺次向固体样品中加入一系列有

选择性的萃取剂 ,逐级萃取沉积物或固体颗粒中与

不同固相组分结合的元素 ,从而将土壤和沉积物中

各结合形态的元素分离开来。使用的萃取剂和萃取

流程不同 ,结果也会有较大的差异 。

Tessie r 等针对海洋沉积物中 Cd 、Co 、Cu 、Ni 、

Pb 、Zn 、Fe 、Mn等 8种元素 ,考虑元素进入沉积物的

最初积聚机制不同 , 1979 年建立了 5 步顺序萃取

法 ,依次萃取可交换态 、碳酸盐结合态 、铁锰氧化物

结合态 、有机结合态和残渣态
[ 2]
。这一方法得到了

较为广泛的承认和应用 ,后人在此基础上也提出了

不同形式的改进 。

本文以 Tessier 等建立的萃取流程[ 2] 为基础 ,

针对海洋沉积物中 Fe 、Mn 、Co 、Cu 、V 等 5 种元素 ,

建立了一种改进的顺序萃取法 ,将沉积物分为可交

基金项 目:国家重 大基础 研究 发展 规划 “ 973” 项目

(2002CB41240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306009)

作者简介:刘菲菲(1983—),女 ,硕士生 ,主要从事海洋地球化学

研究 , E-mail:liu feifei811@yahoo.com.cn

收稿日期:2008-04-28;改回日期:2008-09-11.　文凤英编辑

换态 、碳酸盐结合态 、铁锰氧化物结合态 、有机结合

态 和 残 渣 态 。基 于 深 海 沉 积 物 标 准 物 质

GBW07315 ,分析了方法的检测限 、回收率和重复

性 ,同时以冲绳海槽热液影响沉积物样品为例 ,讨论

了方法的实用性。

1　样品与方法

1.1　样品准备

本文选取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提供的

国家深海沉积物成分分析标准物质 GBW07315作

为研究样品 。首先将样品置于 60℃的烘箱内烘干 2

h ,然后平行称取 9份 GBW07315样品 ,其中 5 份为

0.25 g ,分别编号为 GBW-01 、GBW-02 、GBW-03 、

GBW-04 、GBW-05 ,其余 4份称取 1 g ,分别编号为

GBW-06 、GBW-07 、GBW-08 、GBW-09 ,分两批完成

顺序萃取实验。

另取冲绳海槽中部热液影响沉积物岩心 H9中

50 ～ 55 cm和 270 ～ 275 cm 两个层位样品 ,置 104 ℃

的烘箱内烘干后在玛瑙研钵中研成均一 、细小的颗

粒 ,置 60 ℃的烘箱内烘干 8 h ,各称取 1 g 样品作结

合态分析研究 ,编号分别为 OH9-50和OH9-270。

1.2　实验方法

具体方法流程如下:

(1)可交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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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置于 25 mL 聚四氟乙烯离心管中 ,加入 8

mL 1 moL/L 的 MgCl2溶液(pH =7.0)。将离心管

超洗 0.5 h 后 ,在室温下放入水浴振荡器中连续搅

拌 1 h ,离心 30 min(4 000 rpm)。再将离心管中的

上清液移入 50 mL 聚乙烯瓶中 ,向剩余残渣中加入

8 mL Milli-Q 水再离心 30 min(4 000 rpm)进行清

洗 ,所获全部液体储存于冰箱(4 ℃)内以备硝化 。

(2)碳酸盐结合态

往第 1 步的残渣中加入 8 mL 1 mol/ L 的

NaOAc (HOAc酸化 , pH =5.0),超洗 30 min , 室

温下放入水浴振荡器中连续搅拌 5 h ,再按第1步方

法离心 、移液 、洗涤。

(3)铁锰氧化物结合态

往第 2步的残渣中加入 20 mL 0.04 mo l/L 的

NH 2OH ·HCl 溶液(25%(v/v)HOAc 定容)超洗

30 min ,在(96±3)℃条件下放入水浴振荡器中偶

尔搅拌 6 h ,再按第 1步方法离心 、移液 、洗涤。

(4)有机物结合态

往第 3 步的残渣中加入 3 mL 0.02 mol/L 的

HNO3 、5 mL 30%的 H 2 O 2 (HNO 3酸化 , pH =

2.0),超洗 30 min ,在(85±2)℃条件下放入水浴振

荡器中偶尔搅拌 2 h ,再加入 3mL 30% 的 H 2O 2

(HNO 3酸化 ,pH =2.0),在(85±2)℃条件下放入

水浴振荡器中间断搅拌 3 h ,冷却后加入 5 mL 3.2

mol/L 的 NH 4OAc(20%(v/v)HNO 3定容),再将样

品稀释至 20 mL ,并在室温下放入水浴振荡器中连

续搅拌 30 min ,再按第 1步方法离心 、移液 、洗涤。

(5)残渣态

将第 4 步的残渣蒸干。从样品中称取 0.04 g

转入聚四氟乙烯消解罐 ,并加入 HF ∶HNO 3 =1∶

10混酸 ,放入微波炉中消解 1 h 。

前面 1-4步过程中同时制备与每步上清液相同

基体的标准溶液和空白 ,以备分析 。

将前面 5步获取的全部溶液样品以及标准溶液

(加入各步萃取剂)转移到聚四氟乙烯坩埚中 ,加入

5 mL 浓 HNO 3 ,在电热板上蒸干硝化。冷却后用

2%的 HNO 3稀释至相应倍数 ,溶液转移到 50 mL

聚乙烯瓶内 ,放入冰箱(4 ℃)以备分析。

沉积物样品中元素总量分析方法与残渣态处理

方法相同。

所有化学试剂均为优级纯 , 所有溶液均使用

M illi-Q 水配制 。使用器皿均在 20%(v/v)的

HNO 3(分析纯)中泡 3 ～ 4 d ,取出后用自来水泡 24

h后 ,分别用自来水 、蒸馏水 、二次去离子水清洗 3

遍 ,然后晾干以备用。

实验采用美国 PE公司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

发射光谱仪(ICP-AES)测定 Fe 、Mn元素和美国安

捷伦公司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ICP-MS)测定

Co 、Cu 、V 元素含量 。

2　结果与讨论

2.1　总量分析结果

微量元素总量分析精度控制采用国家深海沉积

物成分分析参考标准物质 GBW07315 ,进行了 5个

平行样分析 ,结果见表 1。各元素分析测定结果基

本分布在标准值的误差范围之内(只有 TS-3和 TS-

5样品中 Fe含量偏高)。标准物质中测定元素平均

值与其标准值之间的相对偏差除 V 元素在 2.1%

外 ,其余元素均小于 2%。

2.2　顺序萃取分析结果

深海沉积物标准物质 GBW07315 中元素在各

结合态中含量列于表 2和表 3。表中同时给出元素

在各结合态中的平均含量和相对标准偏差(RSD)以

及检测限。本文采用顺序萃取方法处理 7份试剂空

白 ,分别测定了不同结合态中各元素含量 ,按 3倍的

表 1　GBW07315样品元素总量分析结果及其与标准值的比较

Table 1　Com parison of the to ta l concentr ations of elements with the ce rtified to tal value s fo r GBW07315 reference materia ls

测定元素 标准值
测定值

TS-1 TS-2 T S-3 TS-4 TS-5
相对偏差/ %

Fe2O 3 5.93±0.16 5.94 6.03 6.12 5.96 6.14 1.82

MnO 0.59±0.03 0.61 0.59 0.61 0.58 0.61 1.40

Co 81±6 83.07 80.80 79.07 81.43 85.17 1.12

Cu 357±20 369.59 351.57 353.81 360.37 371.38 1.22

V 101±8 104.54 99.07 103.77 101.47 106.73 2.10

　　注:Fe2O 3 、M nO的单位为 10-2 ,其余元素的单位为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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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偏差计算不同结合态中各元素的方法检测限。由

表2或表3可见 ,除Fe外 ,其他元素在5种结合态中的

方法检测限均低于3μg/g 。Fe元素在个别结合态中的

方法检测限较高 ,达到 11.19 μg/g ,较该态中样品元素

浓度高出一个数量级。另外 ,大部分元素在可交换态

和碳酸盐结合态中含量低于或接近方法检测限 ,而在

其余 3个结合态中样品浓度远高于方法检测限 ,一般

为方法检测限的 3倍～ 3个数量级。

表 2　0.25 g的深海沉积物标准物质的顺序萃取结果

Table 2　Sequential ex traction results for the reference ma te rials o f 0.25 g sample

元素 样品 可交换态
碳酸盐

结合态

铁锰氧化物

结合态

有机

结合态
残渣态

各步分量

加和

Fe/10-2

GBW-01 0.02 0.00 0.48 0.06 3.90 4.46

GBW-02 0.02 0.00 0.42 0.09 3.90 4.43

GBW-03 0.02 0.00 0.51 0.08 4.08 4.69

GBW-04 0.04 0.00 0.41 0.08 4.06 4.58

GBW-05 0.03 0.00 0.49 0.07 3.98 4.57

平均值 0.03 0.00 0.46 0.08 3.98 4.55

RSD/ % 34.40 - 9.61 15.00 2.14

检测限/ 10-6 11.19 9.53 9.95 3.61 0.00

Mn/ 10-2

GBW-01 0.00 0.02 0.43 0.012 0.02 0.48

GBW-02 0.00 0.03 0.46 0.016 0.02 0.52

GBW-03 0.00 0.03 0.45 0.013 0.02 0.52

GBW-04 0.00 0.03 0.45 0.015 0.02 0.52

GBW-05 0.00 0.03 0.42 0.013 0.02 0.49

平均值 0.00 0.03 0.44 0.01 0.02 0.51

RSD/ % - 15.97 3.72 11.91 0.00

检测限/ 10-6 0.04 0.19 1.07 1.91 0.00

Co/ 10-6

GBW-01 0.90 1.00 70.98 2.56 10.30 85.75

GBW-02 0.14 1.92 75.04 3.18 13.28 93.56

GBW-03 0.29 3.06 76.04 2.62 10.74 92.75

GBW-04 0.27 2.54 73.27 2.96 11.44 90.48

GBW-05 0.38 3.20 71.62 2.83 10.66 88.68

平均值 0.40 2.34 73.39 2.83 11.28 90.24

RSD/ % 74.37 38.57 2.95 8.95 10.54

检测限/ 10-6 0.00 0.01 0.21 0.93 0.00

Cu/ 10-6

GBW-01 0.00 0.00 164.43 0.00 206.88 371.32

GBW-02 0.00 0.00 223.41 0.00 208.83 432.24

GBW-03 0.00 7.28 193.41 0.00 212.46 413.15

GBW-04 0.00 30.73 180.17 0.00 213.56 424.46

GBW-05 0.00 2.26 166.35 0.00 208.41 377.02

平均值 0.00 8.05 185.55 0.00 210.03 403.64

RSD/ % - 161.66 13.03 - 1.35

检测限/ 10-6 1.36 1.48 0.00 2.20 0.00

V/ 10-6

GBW-01 1.26 0.00 15.71 6.26 78.22 101.44

GBW-02 0.00 0.00 16.36 7.80 79.41 103.56

GBW-03 0.00 0.00 19.17 6.79 82.53 108.49

GBW-04 0.00 0.00 15.93 6.99 81.78 104.70

GBW-05 0.21 0.00 16.68 7.18 79.68 103.75

平均值 0.29 0.00 16.77 7.00 80.32 104.39

RSD/ % 186.26 - 8.31 8.03 2.22

检测限/ 10-6 0.00 2.83 2.96 2.74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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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 g的深海沉积物标准物质的顺序萃取结果

Table 3　Sequential ex traction results for the r efe rence materials o f 1 g sample

元素 样品 可交换态
碳酸盐

结合态

铁锰氧化物

结合态
有机结合态 残渣态

各步分量

加和

Fe/10-2

GBW-06 0.00 0.00 0.12 0.04 4.01 4.18

GBW-07 0.00 0.00 0.13 0.04 3.76 3.93

GBW-08 0.00 - 0.13 0.04 3.92 4.09

GBW-09 0.00 0.00 0.11 0.05 4.41 4.58

平均值 0.00 0.00 0.12 0.04 4.03 4.19

RSD/ % - - 6.48 13.12 6.91

检测限/ 10-6 11.19 9.53 9.95 3.61 0.00

Mn/ 10-2

GBW-06 0.00 0.00 0.36 0.06 0.04 0.46

GBW-07 0.00 0.00 0.36 0.06 0.04 0.46

GBW-08 0.00 - 0.37 0.05 0.03 0.46

GBW-09 0.00 0.00 0.34 0.06 0.04 0.44

平均值 0.00 0.00 0.36 0.06 0.04 0.46

RSD/ % - - 3.59 6.79 9.84

检测限/ 10-6 0.04 0.19 1.07 1.91 0.00

Co/ 10-6

GBW-06 - - 47.38 7.92 23.85 79.15

GBW-07 - - 50.38 7.62 24.01 82.01

GBW-08 - - 48.80 5.81 23.54 78.15

GBW-09 - - 46.64 8.33 28.72 83.70

平均值 - - 48.30 7.42 25.03 80.75

RSD/ % - - 3.42 14.96 9.86

检测限/ 10-6 0.00 0.01 0.21 0.93 0.00

Cu/ 10-6

GBW-06 0.31 5.10 140.29 17.25 222.84 385.78

GBW-07 0.67 0.71 149.80 17.19 215.36 383.73

GBW-08 0.28 0.16 160.87 17.15 227.92 406.37

GBW-09 0.23 0.45 141.11 22.63 255.11 419.52

平均值 0.37 1.60 148.02 18.55 230.31 398.85

RSD/ % 53.79 146.01 6.48 14.66 7.52

检测限/ 10-6 1.36 1.48 0.00 2.20 0.00

V/ 10-6

GBW-06 - 11.34 9.54 9.71 76.18 106.76

GBW-07 - 9.27 12.72 9.53 80.11 111.62

GBW-08 - 3.27 16.76 8.56 83.84 112.43

GBW-09 0.08 7.11 10.85 9.33 99.72 127.10

平均值 0.08 7.75 12.47 9.28 84.96 114.48

RSD/ % - 44.49 25.24 5.46 12.15

检测限/ 10-6 0.00＊ 2.83 2.96 2.74 1.43

　　注:“ -”表示仪器未检出;＊因该态中一份试剂有明显污染而采用 6份试剂空白算检测限。

2.2.1　准确性

由于顺序萃取方法的步骤多而复杂 ,因此评估

其方法准确性的难度也相对于元素总量直接测定法

的难度大。一般采用两种方法对顺序萃取方法的准

确性进行评价
[ 3]
。第一种方法是通过萃取标准物质

获得的各步分析结果与标准值或与前人的结果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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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 ,从而分析方法的准确性 。第二种方法是比较

元素在各结合态中的质量百分含量之和与总量分析

结果或推荐值之间的差异 ,它可以反映处理流程中

元素的丢失 、污染以及复杂操作过程代入的误差 ,我

们称之为回收率分析 。第一种方法相对严格 ,可以

排除样品准备 、仪器性能以及实验室之间的差异 ,但

标准流程和标准物质很难获得 ,因此本文采取第二

种替代方法 ,实验室及仪器性能可从总量分析的精

度和稳定性方面(如前所述)得以保证。

本文采用 5种结合态萃取结果之和与其推荐值

的比值计算回收率 ,结果见图 1。

图 1　标准物质样品中各元素的 5 步萃取

结果之和与总量标准值的比较

F ig.1　Ove rall recovery rates fo r the reference

material calculated f rom the sum concentration

o f the 5 ex traction steps compa red to ce rtified to tal v alues

标准物质 GBW07315 所有元素的回收率均较

好 ,各元素回收率基本介于 94%～ 126%之间 ,其平

均值为 106%。总体范围上与文献中的报道水平大

体相当[ 4] (76%～ 138%)。绝大多数元素在各样品

中的 5步萃取结果之和与其总量推荐值均有较好的

一致性 , 只有 GBW-09样品中 V 元素的回收率较

高 ,为 125.84%,进一步比较该样品中各态含量 ,发

现其在残渣态中元素含量的过度偏高 ,这一方面可

能反映残渣态消解中存在 V 元素的污染 ,另一方面

可能反映了残渣态的不均一性 。因为当样品经过前

4步的萃取剂萃取后 ,发现沉积物残渣呈胶块状式

粒度的分层 ,这种变化有可能导致部分元素的解吸

不完全 ,从而导致未经重新均一化的残渣中部分元

素含量偏高。

2.2.2　重复性

由于顺序萃取法提取过程相对复杂 ,我们进一

步对顺序萃取法中各结合态的分析结果进行重复性

验证。由表 2和表 3 可见 ,各元素在铁锰氧化物结

合态 、有机结合态以及残渣态中相对标准偏差较低 ,

除 1 g 样品铁锰氧化物结合态中 V元素的相对标准

偏差为 25%外 ,其余元素均低于 15%;而碳酸盐结

合态和可交换态中各元素的相对标准偏差均较高 ,

有的甚至超过 100%。

一般来说 ,顺序萃取法的重复性主要取决于以

下几个方面:

首先 ,样品的均一性问题。样品的不均匀性是

导致重复性分析结果相差较大的重要原因
[ 4]
,在文

献分析中相对常见 ,本文采用国家标准物质作为研

究样品 ,样品相对均一 ,对重复性结果的影响不大。

其次 ,重复性与不同结合态中元素的含量有关 ,

也就是说 ,如果萃取元素在某结合态中含量过低 ,则

可能导致样品重复性分析结果的相对标准偏差相对

较大 ,这一点在文献中经常被报导[ 2 , 4] 。本文所研

究的标准物质样品取自东太平洋海盆锰结核发育的

CC区 ,属深海沉积物 ,水动力活动相对较弱 ,有机

质含量较低 ,加上碳酸盐中多数微量元素的亏损(Sr

除外),从而导致样品的碳酸盐结合态和可交换态以

及有机结合态中元素的含量较低 ,重复性分析的相

对标准偏差较大;而铁锰氧化物结合态和残渣态中

元素的含量相对较高 ,重复性令人满意。

最后 ,萃取剂的选择性也是影响重复性结果的

又一可能因素 ,也是顺序萃取方法受到大量批评之

所在 。Gleyzes 、李非里等对顺序萃取法作过详细分

析 ,认为碳酸盐结合态和有机结合态存在着不完全

溶解 ,导致下一步结合态萃取的元素含量过高 ,而一

些硫化物可能在第一步至第三步中有部分的溶解现

象发生[ 5-6] 。这种萃取的非单一相态在针对不同样

品时表现也有所不同。一般来讲 ,顺序萃取方法并

不针对样品改变试剂的使用浓度和剂量以及萃取时

间 ,由此不同含量的样品受到萃取试剂选择性的影

响也各不相同 。本文对 0.25 g 样品和 1 g 样品的

萃取结果进行比较(表 2和表 3),发现可交换态 、碳

酸盐结合态和铁锰氧化物结合态 0.25 g 样品中元

素含量偏高 ,而有机态和残渣态中的 1 g 样品中元

素含量较高 。进一步将 0.25 g 样品经前 4步萃取

后的剩余残渣态样品进行 X 射线衍射分析 ,并将与

样品全样分析进行比较(图 2),发现有角闪石 、钾长

石等矿物的溶解 ,而蒙脱石含量有所增加 ,反映了

0.25 g 样品前几态的萃取过度问题 ,而且这种萃取

过度问题在不同样品中表现不尽相同。1 g 样品经

前四步萃取后的残渣态 X 射线衍射图谱中见不到

碎屑矿物的溶解现象。另外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

0.25 g 样品 ,部分样品仍然出现碳酸盐溶解不足现

象(图 2),因此 ,试剂选择性仍是顺序萃取方法的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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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问题 ,顺序萃取法是一种基于流程的萃取方法 ,而

不是真正意义的不同结合态的分离 。

图 2　0.25 g 标准物质的残渣态和总量的 X射线衍射结果

Fig.2　X-ray diffr action results fo r the residual fraction and

to tal concentr ations of 0.25g reference material

2.3　应用实例分析

H9岩心位于冲绳海槽中部夏岛 84-1 、伊平屋

和伊是名 3个热液区中间凹地 ,岩心沉积物元素地

球化学研究表明 ,岩心 80 cm 以上层位明显受到热

液活动的影响 ,而 80 cm 以下层位 ,没有热液影响的

迹象[ 7] 。本文采取岩心中 50 ～ 55 cm 和 270 ～ 275

cm 两个层位的样品(分别为OH9-50和OH9-270),

对其元素赋存形态进行了比较研究 ,分析了 Fe 、

Mn 、Co 、Cu 、V 元素在不同结合态中的含量 。各元

素的回收率基本控制在 87%～ 124%之间 ,与标准

物质 GBW07315分析结果相当。

不同结合态中各元素的萃取比例(元素在各态

中含量与元素总含量之比)见图 3 ,可以看出各元素

在两个样品中的赋存形态有明显差异。虽然在

OH9-50和 OH9-270中残渣态是元素的主体赋存

形态 ,但元素在其余结合态中所占的萃取比例各有

不同 。在 OH9-270中 ,有机态和铁锰氧化物结合态

共同成为各元素的主要赋存形态 ,萃取比例平均值

分别为 15%和 5%,其他各态比例平均不超过 4%。

然而 ,在 OH9-50中 ,铁锰氧化物结合态是除残渣态

外的元素主要赋存形式 , 萃取比例的平均值为

30%,尤其是 Mn ,铁锰氧化物结合态的萃取比例高

达 84%。

由前人研究可知[ 7] ,样品 OH9-50 处于明显受

到热液活动影响层位 ,而样品 OH9-270未受到热液

活动的影响 ,因而 ,OH9-50中元素在铁锰氧化物结

合态中的富集 ,反映了热液活动的影响 。热液活动

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铁锰氧化物和氢氧化物的沉积 ,

因此 ,Fe、Mn以及铁锰氧化物中共沉淀元素在受热

液活动影响沉积样品中铁锰氧化物结合态的高含

量 ,以及未受影响样品中的低含量 ,反映了该方法对

沉积物中热液源铁锰氧化沉积的有效萃取和分离。

3　结论

本文以 Tessier 等建立的萃取流程为基础 ,针

对深海沉积物标准物质 GBW07315中 Fe 、Mn 、Co 、

Cu 、V元素进行分析 ,获得的结果说明顺序萃取法

具有较好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尤其是铁锰氧化物结

图 3　冲绳海槽样品中 Fe、Mn 、Co 、Cu、V 元素的结合态特征

F ig.3　Distribution pa tte rns o f Fe ,M n , Co , Cu , V elements in the sediments f rom the middle Okinaw a T 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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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态 、有机结合态以及残渣态中元素的萃取效果令

人满意 ,而碳酸盐结合态和可交换态中元素的萃取

结果对深海沉积物来讲具有数量级的参考意义。

将顺序萃取法应用于受热液影响的冲绳海槽沉

积物样品中 , 结果表明受热液活动影响沉积样品

OH9-50较未受影响样品 OH9-270相比 , Fe 、Mn 以

及铁锰氧化物中共沉淀元素在铁锰氧化物结合态的

富集非常显著 ,反映了该方法对沉积物中热液源铁

锰氧化沉积的有效萃取和分离 。

从目前来看 ,顺序萃取方法虽然能快速 、有效地

提供较多的元素结合态的信息 ,但在应用该方法时 ,

也要充分认识到其方法本身存在的试剂选择性等相

关问题。另外 ,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 ,不同样品的采

集和预处理方法 、试剂种类和浓度以及操作条件等

因素都影响着元素结合态的萃取 ,因此充分考虑顺

序萃取方法的特点 ,结合测定样品的特色 ,进行合理

的数据解释是非常必要和有意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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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QUENTIAL EXTRACTION PROCEDURE FOR MARINE SEDIMENTS AND

APPLICATION TO THE MIDDLE OKINAWA TROUGH

LIU Fei-fei1 , YU Zeng-hui1 ,GAO Yu-hua2 ,ZHAI Shi-kui1 ,ZHANG Ai-bin1

(1 College of Marine Geoscien ce ,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 Qingdao 266100 ,C hina;

2 Shandong Inst itute of Geophy sical-Geochemical Prospecting , Jin an 250013 , China)

Abstract:In marine sediments , elements may occur as dif ferent speciat ions , i.e.they are combined w ith va-

rious f ractions under dif ferent sedimentary envi ronments and set t ling mechanisms.So the sequential ex t rac-

tion procedure , which parti tions the elements in sediments among various fo rms , i s an impo rtant to ol fo r

studying the sedimentary envi ronments and material sources.In this study , based on the procedure estab-

li shed by Tessier et al in 1979 , f ive elements (Fe , Mn , Co ,Cu and V )in the deep sea sediment reference

mate rial GBW07315 are determined.The accuracy and repeatability o f the method are also evaluated.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covery rates v ary between 94%and 126%for all the five elements , with an average

of 106%.Fo r Fe-Mn oxides f raction , o rganic fraction , and residual f raction , the relat ive standard devia-

tions of four o r f ive paralleling sample s are low er than 15% fo r all elements , except fo r V in the Fe-Mn ox-

ides f raction.However , fo r carbonate f raction and exchangeable f raction , a lit t le higher deviations are

found and should be att ributed to the low concentrations o f analy zed elements in these f ractions.There-

fo re , this method is steady and dependable fo r the deep sea sediments , especially fo r the ext ract ion of Fe-

Mn oxides f raction , organic f ract ion , and residual f raction.This sequent ial ex t ract ion pro cedure is also ap-

plied to the hydro thermal inf luenced sediments f rom the middle Okinaw a Trough , get ting an ef fective ex-

t raction and separation of hydro thermal signatures.

Key words:marine sediment;speciat ion;sequential ex t ract ion;the Okinawa T 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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