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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锰氧化物改性沸石对 Cr(Ⅵ)的吸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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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铬污染是水环境的重要威胁之一。本文采用广东云浮产天然沸石制取了铁锰氧化物改性沸石，并对改性
沸石进行了表征，对其吸附去除 Cr(Ⅵ)的特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铁锰氧化物改性沸石表面松散的颗粒杂质
显著减少，多孔状结构得到加强。改性沸石和天然沸石对 Cr(Ⅵ)的去除率均呈快速上升然后逐渐趋于稳定，分别
在 30min 和 50min 时达到平衡状态。改性沸石吸附速率较快，去除率也得到明显提高。拟合结果表明，两种沸
石对 Cr(Ⅵ)的吸附符合准二级反应动力学。加大沸石投加量在提高 Cr(Ⅵ)去除率的同时也产生浑浊，综合考虑去
除效果和实用性，用于除 Cr(Ⅵ)的改性沸石最佳投加量为 1.0g/L。随 pH 值的升高改性沸石的去除率略有增加，
但 pH 值低于 2.0 时去除率显著下降。共存腐殖酸等有机物会产生竞争吸附，并降低 Cr(Ⅵ)的去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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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romium pollution in water bodies is one of the most server threats to public health. . This
research studied Cr(Ⅵ) adsorption using modified zeolite as adsorbent. The modified zeolite was
covered with compound iron and manganese oxides. The adsorption properties of natural zeolite and
the modified zeolite were studied. Results indicated that loose impurities on the adsorbent surface were
reduced significantly and the porous structure of zeolite was strengthened. The removals of chromium
increased quickly in the first 20 to 40 minutes，and the adsorption equilibriums were achieved at 30 and
50 minutes for the natural zeolite and the modified zeolite respectively. The modified zeolite had faster
adsorption velocity and higher removal rate. Second-order reaction best described the adsorption
kinetics. Increasing adsorption dosage could promote chromium removal and water turbidity
simultaneously. Considering the effects and feasibility，the most reasonable dosage was 1.0g/L. Hig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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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tial pH could promote chromium removal slightly. When the initial pH was below 2.0，the removal
efficiency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The adsorption could be influenced by the coexistence of humic acid
and the competitive adsorption.
Key words：adsorbents；zeolite；pollution；adsorption；kinetics
环境中的铬主要通过来自含铬矿石自然风化和
人工开采以及与铬相关的下游加工和使用产业如冶
金、皮革、印染等。铬在水中主要以 Cr(Ⅲ)和 Cr(Ⅵ)
形式存在。作为公认的致癌元素之一，Cr(Ⅲ)可与
输铁蛋白结合，并分布于肝、肺、肾等组织；Cr(Ⅵ)
可通过细胞膜进入血细胞，破坏血红蛋白并造成缺
氧，还可抑制酶活性并干扰蛋白质的氧化、还原、
水 解 过 程 [1-4] 。 我 国 现 行 污 水 综 合 排 放 标 准
（GB 8978—2002）将铬列为第一类污染物，总铬
最高排放浓度为 1.5mg/L，其中 Cr(Ⅵ)最高排放浓
度为 0.5mg/L；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
2006）严格限定 Cr(Ⅵ)最高限值为 0.05mg/L。近年
来铬造成的水污染事件频发，1993 年美国加州和
2011 年中国云南曲靖铬渣水污染更是引起公众高
度关注。目前常用的处理工艺有还原-沉淀法、电解
还原法、吸附、离子交换、反渗透/电渗析等[5-6]。
其中吸附法因其占地面积小、处理效率高、应用灵
活等优点，成为治理水体铬污染的重要研究方向。
目前已见报道的吸附材料包括藻类、椰壳和茶叶等
生物质、部分芽孢杆菌和酵母菌以及生物污泥提取
物等[7-9]，但这些材料或成本高或易产生二次污染，
因此开发一种资源丰富、高效的吸附材料显得十分
必要。
沸石是架状构造铝硅酸盐中的一族矿物，由于
比表面积大、孔道发达、价廉易得、骨架构造中富
含 K+/Na+等移动性强的可交换正离子等优点，对
Ni2+、Cd2+、NH4+等污染物有较好的去除效果。由
于沸石在我国分布较广，且成本低廉、操作简便易
行，已被广泛应用于废水和微污染水的治理[10-14]。
本研究拟对天然沸石进行改性，制取铁锰氧化物改
性沸石，对改性沸石吸附水中 Cr(Ⅵ)的性能进行探
讨，并就主要影响因素和反应动力学、反应热力学
进行分析。

1 材料与方法
1.1 化学试剂
重铬酸钾（K2Cr2O7 ）基准纯，二苯碳酰二肼
、
（C13H14N4O）、丙酮、硫酸（H2SO4）、磷酸（H3PO4）
氢氧化钠（NaOH）
、盐酸（HCl）
、腐殖酸等均为分

析纯，购于国药集团；实验用水为 Millipore 纯水。
1.2 实验仪器
可调恒温振荡器，常州市国立试验设备研究所；
恒温磁力搅拌器，美国 Wheaton；电热恒温鼓风干
燥箱、pH 计，美国 JENCO；TU-1810 紫外-可见分
光光度计，北京普析通用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HTY-DI1000C TOC 测定仪，北京钮因华信科技。
1.3 实验方法
实验采用 K2Cr2O7 人工配制含铬废水，并开展
静态吸附实验。在 250mL 具塞三角锥瓶中加入一定
浓度的 200mL 含铬溶液，然后投加一定量的天然沸
石或改性沸石，根据需要采用 NaOH 或 HCl 调节
pH 值后置于恒温磁力搅拌器进行吸附反应，并在不
同时间取样、进行离心分离和检测。
Cr(Ⅵ)的去除率和吸附量分别用式（1）和式（2）
表示。


C0  Ct
 100%
C0

（1）

(C0  Ct )V
m

（2）

qt 

式中，η 为 Cr(Ⅵ)的去除率，%；qt 为吸附时间
t 时的吸附量，mg/g；C0 为 Cr(Ⅵ)初始质量浓度，
mg/L；Ct 为取样测得 Cr(Ⅵ)的质量浓度，mg/L；V
为待处理水的体积，本实验中为 0.20L；m 为沸石
或改性沸石的投加量。
参考 EPA6010 和 GB5749—2006 等相关规定，
采 用 二 苯 碳 酰 二 肼 分 光 光 度 法 测 定 Cr( Ⅵ )
（λ=540nm），采用 UV254 测定腐殖酸的浓度并用
TOC 校准。
1.4 铁锰氧化物改性沸石的制备
实验用沸石产自广东云浮，将粉碎后 200 目筛
分的天然沸石先后用 0.1mol/L 的 NaOH 和 0.1mol/L
的 HCl 溶液淋洗、烘干；取 500mL 的 0.5mol/L 的
FeCl3 酸性溶液，置入具塞三角烧瓶中并加入 20g
沸石并充分混合，加入 10mL 的 H2O2（30%）溶液，
在 N2 保 护 氛 和 磁 力 搅 拌 条 件 下 加 入 适 量 饱 和
MnSO4 溶液至出现黑色细小悬浮物；然后缓慢升温
至 60℃，同时缓慢滴加饱和氨水溶液至 pH 值大于
7，充分反应 30min，使 Fe3+和 Mn2+分别生成铁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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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物并复合负载在沸石微粒表面。将沸石过滤，
并用去离子水淋洗固形物至淋洗液 pH 值不再变化，
烘干即可制得铁锰氧化物改性沸石。
1.5 吸附动力学分析
本实验采用准二级动力学方程和孔内扩散方程
对吸附动力学进行描述。准二级反应动力学方程表
达式为式（3）。
t
1
t


qt k 2 qe 2 qe

（3）

式中，qe 为平衡吸附量，mg/g；k2 为准二级反
应动力学方程的速率常数，g/(mg·min)[15-17]。孔内
扩散方程表达式为式（4）。
q t  kit1 / 2  c

（4）

式 中 ， ki 为 孔 内 部 扩 散 模 型 的 速 率 常 数 ，
mg/(g·min1/2)；c 为与吸附剂表面特性有关的常数，
mg/g[18-19]。

2 结果与讨论
2.1 铁锰氧化物改性沸石的表征
SEM 实验结果如图 1 所示，铁锰氧化物改性沸
石表面松散的颗粒杂质显著减少，多孔状结构较为
突出。比表面积的增加有利于吸附质在表面的吸附
和孔道传输，同时也有利于沸石颗粒与铁锰氧化物
的紧密结合。

图 2 天然沸石与改性沸石 XRD 衍射对比

天然沸石属于次生充填矿物，晶型较为复杂。
从图 2 可以看出，改性处理可以有效去除表面杂质，
杂峰显著减少。此外与天然沸石相比，改性沸石的
Mn—O 衍射峰、Fe—O 衍射峰均明显增强，说明铁
锰氧化物已成功负载于沸石表面。
2.2 吸附时间对 Cr(Ⅵ)去除的影响
不同吸附时间下，天然沸石和改性沸石对 Cr(Ⅵ)
的吸附量如图 3 所示。最初的 20～40min 内两种沸
石对 Cr(Ⅵ)的去除率均呈快速上升趋势，并分别在
30min 时和 50min 时达到平衡状态。一般认为，反
应开始阶段吸附点位较多，吸附反应速率较快；随
反应的进行，有效吸附点位逐渐减少，同时吸附质
，
浓度也降低，吸附速率也随之下降[14 16]。吸附平衡
时天然沸石和改性沸石对 Cr(Ⅵ)的去除率分别为
69%和 92.1%，与天然沸石相比，改性沸石吸附速
率较快，去除率也得到明显提高。
采用准二级动力学方程和孔内扩散方程对吸附
动力学，对两种沸石的吸附动力学进行分析，结果
如图 4 和表 1 所示。一般认为吸附过程包括外部扩
散、界面层扩散以及孔内扩散[20]。离子态的 Cr2O72−
和 CrO42−较易进入沸石孔道内，吸附控速步骤主要

图 3 吸附时间对 Cr(Ⅵ)去除的影响
图 1 天然沸石和铁锰氧化物改性沸石的 SEM 对比

（C0=1.5mg/L，pH=7.1，T=20℃±1℃，m=1.0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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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吸附动力学线性拟合结果
表 1 吸附动力学线性拟合常数
吸附质

准二级动力学方程

吸附剂
qe/mg·g

−1

−1

K2/g·mg ·min

−1

孔内扩散方程
2

R

−1

−0.5

Ki/mg·g ·min

R2

C/mg·g−1

天然沸石

24.75

0.003

0.9782

2.447

0.9499

2.25

改性沸石

32.79

0.003

0.9749

3.731

0.9097

3.76

Cr(Ⅵ)

为界面层扩散，因此吸附过程也更接近准二级反应
的模式。
2.3 沸石投加量对 Cr(Ⅵ)去除的影响
沸石投加量对 Cr(Ⅵ)去除率有较大影响，实验
结果如图 5 所示。投量较低时（≤1.0g/L），投加量
与 Cr(Ⅵ)去除率近似成正比关系，随投加量增大去
除率趋于稳定。改性沸石投加量为 1.5g/L、天然沸
石为 3.0g/L 时去除率分别达到 95.9%和 86.1%的各
自最大值。需要指出的是，实验发现在沸石粉投加
量较大时（>3.0g/L），溶液外观呈高度混浊状，不
利于在实际工程中采用混凝沉淀、过滤等后续辅助
工艺进行固液分离，从而影响最终去除效果和实用
性。综合考虑去除效果和实用性，用于除 Cr(Ⅵ)的

图 6 初始浓度对 Cr(Ⅵ)去除的影响
（pH=7.1，T=20℃±1℃，t=60min，m=1.0g/L）

改性沸石最佳投加量为 1.0g/L。
2.4 初始浓度对 Cr(Ⅵ)去除的影响
初始浓度对去除率的影响如图 6 所示。
随 Cr(Ⅵ)
初始浓度的增大，其吸附去除率近似呈线性下降。
天 然 沸 石 去 除 率 从 0.5mg/L 时 的 84.9% 下 降 到
5mg/L 时的 30.1%，
对应改性沸石去除率从的 96.1%
下降到 51.9%。相对而言，天然沸石对初始浓度的
变化更为敏感，而改性沸石则更适用于较高浓度的
Cr(Ⅵ)吸附。
2.5 pH 值对 Cr(Ⅵ)去除的影响
图 5 沸石投加量对 Cr(Ⅵ)去除的影响
（C0=1.5mg/L，pH=7.0，T=20℃±1℃，t=60min）

实验选择 pH 值范围为 3.0～10，考察了反应初
始 pH 值对 Cr(Ⅵ)去除率的影响，结果如图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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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pH 值对 Cr(Ⅵ)去除的影响

图 8 共存腐殖酸对 Cr(Ⅵ)去除的影响

（C0=1.5mg/L，T=20℃±1℃，t=60min，m=1.0g/L）

（C0=1.5mg/L，T=20℃±1℃，t=60min，m=1.0g/L）

随 pH 值的升高，Cr(Ⅵ)的去除率略呈上升趋势。改
性沸石的吸附作用包括静电吸附和分子吸附两种机
理。改性沸石的电荷零点对应 pH 值为 8.9，接近尖
晶石型 MnO·Fe2O3 电荷零点对应的 pH 值为 8.5[21]。
当 pH＜8.5 时，改性沸石表面吸附过多 H+并带正电
荷，易于与带负电荷的 Cr2O72−和 CrO42−发生静电吸
附作用，而 pH 值升高时，改性沸石表面带负电荷，
与 Cr2O72-的静电吸附作用受到抑制。
同时 Cr(Ⅵ)在水中的存在状态受 pH 值影响，
Cr2O72−＋
并可发生如下反应：2CrO42−＋2H+
，根据平衡常数 K 可以计算出，
H2O （K=1.0×10−14）
理论上 pH＜5.0 时，以 CrO42−形式存在的 Cr(Ⅵ)占
绝大多数（＞99.9%）
，而 pH＞8 时 Cr2O72−形式的
Cr(Ⅵ)占较大比例（＞99%）；假设改性沸石表面吸
附点位数量一定，则在酸性条件下，改性沸石表面
每个吸附点位所吸附的 Cr(Ⅵ)量仅为碱性条件下的
1/2，碱性条件有利于分子吸附作用的增强。静电吸
附和分子吸附的共同结果导致 Cr(Ⅵ)的去除率随
pH 值升高有所增大，这也说明铁锰氧化物改性沸石
对 Cr(Ⅵ)的吸附以分子吸附为主。此外在 pH＜3.0
的酸性条件下，部分负载铁锰氧化物可能因被溶解
而导致去除率的急剧降低。
pH 值对天然沸石吸附性能影响的变化趋势与
改性沸石相似，
但天然沸石等电点对应 pH 值为 6.7，
因此天然沸石静电吸附作用低于改性沸石。
2.6 共存腐殖酸对 Cr(Ⅵ)去除的影响
腐殖酸是地表水中有机物的代表性组分，共存
腐殖酸对 Cr(Ⅵ)去除的影响如图 8 所示。随腐殖酸
投量的增加，两种沸石对 Cr(Ⅵ)的去除率均近似呈
线性下降，其中天然沸石从 69%下降到 38.2%，改
性沸石从 92.1%下降至 73.2%。这主要是由于腐殖

酸表面带有—OH、—COOH 等电负性基团，且相
对分子质量较大，与 Cr(Ⅵ)产生竞争吸附[22-26]，沸
石表面的有效吸附点位被大分子腐殖酸所占据和覆
盖，导致沸石无法产生有效吸附。天然沸石吸附点
位相对较少，受腐殖酸的影响较大，而改性沸石吸
附点位较多，所受影响也较小。

3 结 论
天然沸石经铁锰氧化物改性处理，可有效提高
对 Cr(Ⅵ)的吸附量。改性沸石对 Cr(Ⅵ)的去除在
30min 即可达到平衡状态，吸附速率较快，去除率
也明显提高。吸附动力学拟合表明，两种沸石的吸
附过程更接近准二级反应模式。综合考虑到去除效
果和实用性，除 Cr(Ⅵ)的改性沸石最佳投加量为
1.0g/L。天然沸石对初始浓度的变化更为敏感，改
性沸石则更适用于较高浓度的 Cr(Ⅵ)吸附。pH 值同
时对吸附质和沸石表面荷电性产生影响，但 pH 值
变化对 Cr(Ⅵ)的吸附总体影响不大。水中存在腐殖
酸等有机物时可与 Cr(Ⅵ)产生竞争吸附并影响去除
率，改性沸石所受影响远小于天然沸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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