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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壳活性炭对水中 N-DBP 前体物的吸附

张一凡1，2 金腊华1，2* 周 元1，2

(1． 暨南大学环境学院，广州 510632;

2． 广东省高校水土环境毒害性污染物防治与生物修复重点实验室，广州 510632)

摘 要 以椰壳活性炭为吸附剂进行了模拟水样中的 N-DBP 前体物———天冬氨酸的吸附去除实验，考察了吸附时间

和溶液 pH 对吸附效果的影响，分析了吸附等温线、吸附动力学特征以及吸附热力学相关参数。实验结果表明，在不同的投

加量下，椰壳活性炭对 DON 的吸附均在 180 min 时达到平衡;升高或降低水样的 pH 会使吸附量显著下降;椰壳活性炭对天

冬氨酸的吸附过程符合准二级动力学方程和 Langmuir 方程(R2 ＞ 0. 99);膜扩散及内扩散阶段为吸附的控制阶段;在 303 K
的温度下，椰壳活性炭对天冬氨酸的最大吸附量为 8. 33 mg /g。对热力学结果的分析表明，该吸附反应是放热反应，在常温

常压下不能自发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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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coanut shell activated carbon was used as adsorbent for adsorption of asparagic acid—a N-
DBP precursor． In this study，the effects of adsorption time and solution pH on the adsorption capacity of cocoa-
nut shell activated carbon were investigated． The parameters of adsorption isotherms，adsorption kinetics and
thermodynamic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dsorption reached equilibrium after 180 min under dif-
ferent dosages． The change of pH would lead the significant decrease of adsorption capacity． The performance of
the activated carbon in adsorbing asparagic acid followed the the pseudo-second order adsorption kinetics and
Langmuir equations of adsorption isotherm (R2 ＞ 0． 99) ． And the phases of film diffusion and internal diffusion
were the control phases of adsorption． The maximum adsorption capacity was found to be 8. 33 mg /g at 303 K．
The analysis of thermodynamic indicates that the adsorption reaction was exothermic and it couldn’t react sponta-
neously under normal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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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性有机氮(DON) 是原水中溶解性有机物

(DOM)和溶解性总氮(TDN) 的重要组成部分［1］。
在饮用水生产过程中，氯化消毒极易使 DON 反应生

成具有强“三致”作用的含氮消毒副产物 (N-DB-
Ps)，包 括 卤 代 硝 基 甲 烷 ( HNMs )、卤 代 乙 腈

(HANs)、亚硝胺等［2］，严重影响饮用水安全，已受

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由于这些副产物的前体物主要

由 NH 类、氨基类、腈类、嘌呤、嘧啶、硝基化合物等

组成，种类多、亲水性强且分子质量小等［3］，一般不

易在常规给水处理工艺中被去除。Lee 等［4］、刘冰

等［5］、李伟等［3］、刘成等［6］的研究表明，在给水处理

的常规混凝沉淀工艺中，DON 的去除率只能维持在

15% ～20%左右，且主要去除的是相对分子质量大

的 DON，而相对低分子质量的 DON 去除却很少。
活性炭作为一种应用广泛的吸附剂，具有工艺简单，

操作 方 便 的 优 点，对 小 分 子 有 机 物 的 吸 附 较 为

有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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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基酸是饮用水原水中有机氮的重要组分，且氨

基酸是水中小分子 DON 的典型代表，Shan 等［8］对含

天冬氨酸在内的 12 种有机氮化合物进行了氯化及氯

化-臭氧实验后发现，天冬氨酸在 2 种情况下均会产

生一定量的 HNMs。而王超等［9］的研究也表明，在 20
种基本氨基酸中，经氯消毒后天冬氨酸的卤乙酸和卤

乙腈生成潜能均高于其他种类氨基酸。鉴于此，本研

究选取天冬氨酸配置含小分子 DON 的模拟原水，采

用椰壳活性炭作为吸附剂，通过实验来考察其对模拟

水样中 DON 的吸附性能，分析 pH 和吸附时间对吸

附性能的影响，并通过吸附动力学、吸附等温平衡以

及吸附热力学实验，分析其吸附机理，旨在为有效去

除饮用水中的 DON 提供理论依据。

1 实验部分

1. 1 实验药剂与材料

L-天冬氨酸:分析纯，用于配置 DON 水样;氢氧

化钠:分析纯，用于调节水样的碱度及总氮浓度的测

定;盐酸:优级纯，用于调节水样的酸度及总氮浓度

的测定;过硫酸钾:优级纯，用于测试 TN 浓度;椰壳

活性炭:12 ～ 20 目，干燥，pH 8 ～ 10，碘吸附值 700 ～
800 mg /g，比表面积 1 100 m2 /g，灰分 5%。
1. 2 分析仪器

实验采用的分析仪器有:CARY50 紫外 /可见分

光光度计( 美国 Varian 公司)、SHY-2A 型水浴恒温

震荡器(江苏金坛市医疗仪器厂)、HQ11d 型 pH 计

(美国 HACH 公司)、实验室超纯水机(湖南科尔顿

水务有限公司)。
1. 3 实验方法

1. 3. 1 活性炭的预处理
首先，将椰壳活性炭破碎后，依次过 20、30 目的

筛网，取 20 ～ 30 目部分;其次，用超纯水清洗 3 次，

以去除灰尘及溶解性盐类;其三，将活性炭放入烧杯

中加热煮沸 2 h，取出活性炭再用超纯水清洗 3 次，

将活性炭放入烘箱，在温度 105℃下烘干 24 h，然后

密封备用。
1. 3. 2 模拟水样的配置

根据实验方案设计，利用 L-天冬氨酸和超纯水

配置模拟水样，模拟水样 DON 质量浓度( 以氮计)

分别为 1、3、4、5、6、7、8、9、10 和 20 mg /L。按质量

浓度分别装瓶密封冷藏备用。
1. 3. 3 吸附实验

根据实验方案，取 100 mL 设计质量浓度的模拟

水样放入 250 mL 的锥形瓶中，加入预定量的活性

炭，用封口膜封口后在温度为 303 K、转速为 150 r /
min 的水浴恒温震荡器中震荡预定时间，然后取水

样过 0. 45 μm 滤膜后测定 DON 浓度。
1. 3. 4 吸附等温实验

根据实验方案，取 100 mL 设计质量浓度的模拟

水样放入 250 mL 的锥形瓶中，加入预定量的活性

炭，用封口膜封口后在转速为 150 r /min 的水浴恒

温震荡器中震荡 24 h，然后取水样过 0. 45 μm 滤膜

后测定 DON 浓度。在实验中，水浴恒温震荡器的温

度依序分别控制为 303 K、323 K 和 343 K。吸附平

衡时的吸附量为

qe =
(c0 － ce)V

m (1)

式中:qe 表示平衡吸附量，mg /g;c0 表示初始的天冬

氨酸浓度，mg /L;ce 表示吸附平衡时水样中的天冬

氨酸浓度，mg /L;m 表示投加的活性炭质量，g;V 表

示水样的体积，L。
1. 3. 5 吸附动力学实验

分别取 DON 初始浓度为 5、10 和 20 mg /L 的模

拟水样 100 mL，分别置于 250 mL 的锥形瓶中，在

303 K、150 r /min 的水浴恒温震荡器中震荡，分别在

不同的时段取样，过 0. 45 μm 滤膜后测定 DON 浓

度。任一时刻 t 的吸附量为:

qt =
(c0 － ct)V

m (2)

式中:qt 表示 t 时刻的吸附量，mg /g;ct 表示 t 时刻

水样中的天冬氨酸浓度，mg /L。
1. 4 分析方法

DON 浓 度 可 采 用 差 减 法 计 算 得 到［10，11］，即

DON = TDN － NO －
2 － NO －

3 － NH +
4 或 DON = TKN －

NH +
4 。本实验由于采用的是模拟水样，水样中只有

溶解性 DON，故可采用碱性过硫酸钾法［11］测得 TN
浓度作为 DON 浓度。

2 结果与分析

2. 1 吸附效果

分别向 100 mL 的 DON 浓度为 10 mg /L 的模拟

水样中加入不同质量的椰壳活性炭，进行吸附实验。
实验得到的活性炭对 DON 的去除率及吸附量 qe 随

投加量的变化结果见图 1。
由图 1 可见，随着活性炭投加量的增加，DON

的去除率也随之增加，在投加量低于 5 g /L 时，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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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活性炭去除 DON 的效果

Fig. 1 Removal of DON by activated carbon

率的增加速率较快，而后去除率的增加趋于平缓，在

投加量为 8 g /L 时，初始浓度为 10 mg /L 的 DON 的

去除率为 45. 02%。而吸附量 qe 则呈现出与去除率

完全相反的趋势，活性炭的投加量越低则吸附量越

高。在 8 g /L 的投加量时，其吸附量为 0. 55 mg /g。
2. 2 影响吸附效果的主要因素

2. 2. 1 吸附时间
在水温 303 K 条件下，分别取活性炭投加量为

3、5、8 g /L 进行吸附实验，在不同的时间点进行采

样分析，DON 去除率随时间的变化结果见图 2。

图 2 吸附时间对活性炭去除 DON 效果的影响

Fig. 2 Effect of time on DON removal by activated carbon

由图 2 可见，虽然实验中活性炭的投加量不同，

但是对 DON 的去除均表现出相同的趋势，即:在吸

附的初始阶段，吸附剂表面可用的有效吸附位点较

多，吸附速率较快，对 DON 的去除率明显上升;在

90 min 后，吸附速率趋于平缓，去除率增加缓慢;在

180 min 后，DON 的浓度变化很小，去除率无明显变

化，吸附基本达到平衡。可认为在此实验条件下，椰

壳活性炭对 DON 的吸附平衡时间为 180 min。
2. 2. 2 pH值

不同 pH 条件下椰壳活性炭对模拟水样中 DON

的吸附效果如图 3 所示。由图 3 可见，在水样不加

酸碱调节时的初始 pH 为 5. 3，此时活性炭的吸附量

最大;而当使用 NaOH 和 HCl 调节 pH 时，不论 pH
升高或降低，均会使得吸附量急剧降低。这可能是

由于天冬氨酸易溶于稀酸和氢氧化钠溶液中，使得

吸附在活性炭上的量会相应减少的缘故。故以下实

验均不调节水样的 pH 值。

图 3 pH 对活性炭去除 DON 效果的影响

Fig. 3 Effect of pH on DON removal by activated carbon

2. 3 吸附反应动力学关系分析

为探明活性炭对天冬氨酸模拟 DON 水样的吸

附反应动力学关系，分别利用准一级动力学方程、准
二级动力学以及颗粒内扩散方程对实验数据进行拟

合分析。
准一级动力学方程为:

qt = qe(1 － e －k1t) (3)

准二级动力学方程为:

t
qt

= 1
k2q

2
e
+ t
qe

(4)

颗粒内扩散方程为:

qt = kp t
1
2 + C (5)

式中:qe 和 qt 分别表示达到吸附平衡及 t 时刻时单

位活性炭的 DON 吸附量(mg /g);k1 为准一级吸附

速率 常 数，min －1; k2 为 准 二 级 吸 附 速 率 常 数，

g /(mg·min);kp 为内扩散速率常数，mg /(g·min1/2)。
拟合结果如图 4 ～ 图 6 所示，相关参数见表 1。
由图 4 ～ 图 6 和表 1 可知，准二级动力学方程

描述的吸附动力学数据的相关系数(R2) 最高、均在

0. 99 以上，能很好地描述吸附过程，表明该吸附过

程为化学吸附。对于颗粒内扩散模型，如若拟合曲

线过原点，可认为颗粒内扩散是唯一的速率控制步

骤［12］。由图 6 可知，3 种初始浓度的颗粒内扩散拟

合曲线均不过原点，可见颗粒内扩影响散并不是唯

一的速率控制步骤。经典的吸附理论中，在通过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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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准一级动力学方程拟合曲线

Fig. 4 Pseudo-first order adsorption kinetics of DON removal 图 5 准二级动力学方程拟合曲线

Fig. 5 Pseudo-second order adsorption kinetics of DON removal

表 1 DON 吸附动力学参数

Table 1 Kinetics parameters for adsorption of DON
DON 浓度

(mg /L)

准一级动力学方程 准二级动力学方程 颗粒内部扩散方程

qe k1 R2 qe k2 R2 kp R2

5 0. 41 0. 0275 0. 9543 0. 45 0. 0933 0. 9937 0. 0296 0. 9280
10 1. 11 0. 0201 0. 9784 1. 28 0. 0238 0. 9918 0. 0847 0. 9871
20 1. 54 0. 0203 0. 9488 1. 78 0. 0149 0. 9916 0. 1099 0. 9860

表 2 DON 吸附等温线参数

Table 2 Isotherm parameters for adsorption of DON
温度

(K)

Langmuir 模型 Freundlich 模型

Qm kL R2 1 /n kF R2

303 8. 3264 0. 0183 0. 9937 0. 9276 0. 1538 0. 9795
323 6. 7295 0. 0098 0. 9962 0. 9308 0. 0690 0. 9845
343 5. 7110 0. 0078 0. 9941 0. 9431 0. 0464 0. 9799

图 6 颗粒内扩散拟合曲线

Fig. 6 Intra-particle diffusion kinetics of DON removal

荡消除外扩散的影响后，影响吸附速率的因素主要

由膜扩散、内扩散及表面吸附组成，较慢的步骤为控

制总吸附速率的步骤［13］。由图 6 可以看出，活性炭

吸附模拟 DON 水样的颗粒内扩散拟合曲线由 3 段

组成，依次分别为膜扩散、内扩散及表面吸附阶段。
而在最后的表面吸附阶段，溶液的组成基本保持不

变，吸附已达到平衡，对吸附总速率几乎无影响，所

以可认为膜扩散及内扩散阶段为吸附的控制步骤。
2. 4 吸附等温线

分别采用 Langmuir 和 Freundlich 模型对在不同

水温下椰壳活性炭对 DON 模拟水样的吸附实验数

据进行拟合分析。
Langmuir 的方程表达式:

1
qe

= 1
qmk

( )
L

1
ce

+ 1
qm

(6)

Freundlich 的方程表达式:

lnqe = lnkF + 1
n lnce (7)

式中:ce 和 qe 分别表示达到吸附平衡时溶液中的

DON 浓度 (mg /L) 和 单 位 活 性 炭 的 DON 吸 附 量

(mg /g);kL 为 Langmuir 吸附常数;kF 为 Freundlich
吸附常数;qm 为吸附剂的理论最大单分子层吸附能

力，mg /g。1 /n 为吸附强度。拟合结果如图 7、图 8
所示，相关参数见表 2。

由图 7 和图 8 以及表 2 可知，椰壳活性炭对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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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Langmuir 方程拟合曲线

Fig. 7 Fitting curve of Langmuir equation

图 8 Freundlich 方程拟合曲线

Fig. 8 Fitting curve of Freundlich equation

拟水样 DON 的吸附用 Langmuir 方程拟合度较好，

在 3 种温度下的相关系数(R2 ) 均在 0. 99 以上，说

明该体系的吸附主要为单分子层吸附。随着温度的

上升，饱和吸附量 qm 和吸附常数 kL 均呈下降趋势，

说明椰壳活性炭对模拟水样 DON 的吸附可能为放

热反应。在 303 K 下，椰壳活性炭的 qm 和 kL 最大，

分别为 8. 33 mg /g 和 0. 1538。
2. 5 热力学关系分析

根据在水温 T 为 303 K、323 K 和 343 K 下实验

得到的 kL 值，绘制 lnkL ～ 1 /T 曲线，并利用式(10)

和式(11)进行计算［14］，得到热力学的特征参数( 见

表 3)。

lnkL = ΔS0

R － ΔH0

RT (8)

ΔG0 = － RTlnkL (9)

式中:△G0 表示吉布斯自由能变化量，kJ /mol;△S0

表示熵变，kJ /(mol·K);△H0 表示吸附焓变化量，

kJ /mol。
由表 3 可知，在 3 种温度下，△G0 均大于 0，而

△S0 和△H0 均小于0，说明椰壳活性炭对天冬氨酸

表 3 不同温度下活性炭对 DON 吸附的热力学参数

Table 3 Thermodynamic parameters for DON onto
activated carbon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T
(K)

△G0

(kJ /mol)
△S0

(kJ /(mol·K))

△H0

(kJ /mol)
303 10. 079

323 12. 421 － 0. 095 － 18. 574

343 13. 841

的吸附在低温时可以自发进行而在高温时则不能自

发进行。经计算，T ＜ 195 K 时，反应才能自发进行。
故在常温常压下，反应不能自发进行。△G0 的值随

着温度的升高而升高，表明高温条件不利于吸附的

进行。△H0 小于 0，说明该吸附过程为放热过程。
熵变△S0 为 － 0. 095 kJ /(mol·K)，负值意味着椰

壳活性炭在吸附模拟水样的天冬氨酸时在固液相界

面的有序性增加［15］。

3 结 论

(1)不同活性炭投加量下，椰壳活性炭对天冬

氨酸的吸附均在约 180 min 时达到平衡，且去除趋

势基本相同。
(2)在未调节 pH 时，椰壳活性炭对天冬氨酸的

吸附量最大，升高 或 降 低 pH 均 会 使 吸 附 量 显 著

下降。
(3)准二级动力学模型比准一级动力学模型更

适合于椰壳活性炭对天冬氨酸的吸附，且根据颗粒

内扩散模型得出膜扩散及内扩散阶段为吸附的控制

步骤。
(4) 椰 壳 活 性 炭 对 天 冬 氨 酸 的 吸 附 更 符 合

Langmuir 等温线，吸附主要为单层吸附。另外，饱和

吸附量和吸附常数均随反应温度升高而下降，说明

高温不利于吸附。
(5)3 种温度下，△G0 均大于 0，△S0 和△H0 均

小于 0，表明该吸附反应是放热反应，在常温常压

下，反应不能自发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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