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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性纤维素对水体孔雀石绿的吸附动力学实验设计
孟佩佩 1*，李琰 2

(1．暨南大学 环境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2．暨南大学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广东 广州 510632)
[摘 要]设计纤维素改性及其对水体孔雀石绿的吸附动力学实验，目的在于让学生更好地了解碱改性纤维素在吸附功能材料中的应用，更重
要的是在其吸附动力曲线中，拟合出一些常见的吸附动力学方程，如准一级、准二级、颗粒内扩散、Elovich、Bangham 和双常数动力学方程，
并在这些方程中探讨出控制吸附速率步骤的内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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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Design of the Adsorption Kinetics of Malachite Green from Aqueous
Solution Using Modified Cellulose
Meng Peipei1*, Li Yan2
(1. College of Environment,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2. Laboratory and Equipment Management Office,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The experiment of modified cellulose and its adsorption kinetics of malachite green form aqueous solution were designed. The aims were to give
student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application of alkali modified cellulose in the field of functional materials, the mor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some common
adsorption kinetics equations were fitted in the dynamic adsorption curve, such as Pseudo-first-order and Pseudo-second-order, Intra-particle, Elovich, Bangham and
Double-diffusion-constant kinetic equations, and then discussed the internal control mechanism of the adsorption rate equation in these steps.
Keywords:alkali modified cellulose；dynamic adsorption curve；adsorption kinetics equations

纤维素是我们地球上最丰富的天然高分子材料，它的最大
特点是分布广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最大的优点是具有无
毒无害、可再生性、可生物降解、生物相容性和环境友好性好[1]。
现今，纤维素及其衍生物在各行业各部门应用十分广泛，特别
是随着以石油和煤炭为代表的传统化石能源日近枯竭，纤维素
这种可持续再生的资源越来越受到重视。有专家已经提出了纤
维素可全面替代化石能源的设想[2]。值得关注的是，纤维素材
料在环境领域也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并成为污染物去除和环
境修复材料研究的热点，如改性纤维素类吸附剂已成为目前纤
维素功能高分子材料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3]。所谓的纤维素改
性，主要都是围绕其结构中羟基进行的，实质就是对羟基进行
化学改性，引入具有特定吸附性能的基团以提高离子吸附能力
[4]
。然而，天然纤维素自身的吸附性能较小，性质和使用受到
影响，原因在于这些羟基受到纤维素晶区结构中的氢键束缚，
导致化学反应活性较低。因此，必须对纤维素进行预处理(活化)。
其中，碱改性(润胀)就是一种最为简单和有效的方法，能够很好
地实现纤维素结晶区和氢键结构的破坏，解决羟基受束缚的问
题。
我们的吸附动力学实验设计，就是利用低廉易得的纤维素
材料，采用最为简单的碱润胀方法，实现纤维素有效的化学改
性；并以水体中孔雀石绿为去除对象，对改性的纤维素材料的
吸附性能开展研究，特别是针对纤维素材料吸附孔雀石绿的动
力学研究，目的在于估算其吸附速率，推测出吸附机理，并推
导出吸附速率方程式和设计出合适的动力学模型，进而提出可
能的控制速率步骤[5]，以加深对吸附理论和技术的理解。

1 实验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与仪器
改性和吸附实验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所用的纤维素材料
来源上海麦克林化学试剂厂；所用的孔雀石绿购于天津大茂化
学试剂厂，其化学结构式如图 1 所示；其他化学试剂，如氢氧
化钾、盐酸等也均购于天津大茂化学试剂厂；
主要的仪器有：TP-214 型电子分析天平(上海大川电子衡器
有限公司)；THZ-82 型台式离心机(金坛市天净实验仪器厂)；
HZQ-F100 型全温振荡培养箱(上海贤德实验仪器有限公司)；
F101-1 型电热干燥箱(华港通科技有限公司)；V-5000 型原子吸
收分光光度计(上海元析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图 1 孔雀石绿化学结构式(C23H25CN2)
Fig.1 Chemical structure of malachite green
1.2 实验步骤
纤维素改性实验步骤：称取 10 g 氢氧化钾置于烧杯中，加
入去离子水溶解，用 100 mL 的容量瓶配制成质量分数为 10%
的碱液；将一定量的纤维素粉末置于烧杯中，并加入一定量的
碱液，在常温条件下充分浸泡 12 小时；然后过滤，再用去离子
水把样品洗至中性，抽滤，烘干。
吸附动力学实验步骤：配制浓度为 100 mg/L 的孔雀石绿染
料溶液，至于 1 L 的锥形瓶中；投加 1.0 g 的改性纤维素加入其
中；在转速为 150 r/min、温度为 303 K 条件下震荡，在反应时
间为 3、5、10、15、35、50、70、90、130、150、170、240、
300、360、480、720 min 下分别取样；取样完毕后，在紫外可
见分光光度计上，选择波长为 616.5 nm 处测定试样的吸光度，
并采用标准曲线法计算吸附剂对孔雀石绿染料的平衡吸附量，
计算公式如(1)所示。
(C  C e )V
qe  0
m
(1)
式中：qe 是在平衡浓度为 Ce 时的平衡吸附容量，mg/g；V
是孔雀石绿溶液的体积，L；C0 是溶液中孔雀石绿的初始浓度，
mg/L；Ce 是吸附平衡时溶液中孔雀石绿的浓度，mg/L；m 是纤
维素材料的质量，g。
1.3 吸附动力学模型的拟合
一般来说，吸附动力学模型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准一级、
准二级和颗粒内扩散动力学模型，它们是基于化学动力学模型
为基础的。准一级和准二级动力学方程是基于在吸附 t 时刻时
吸附剂对吸附质的吸附量 qt 与达到平衡时吸附容量 qe 之间的关
系。这是由于吸附过程驱动力不同而产生的，如果吸附速率与
驱动力成正比，那么符合准一级动力学方程；若是与驱动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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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成正比，则属于准二级动力学方程[6-7]。颗粒内扩散模型是用
qt 和 t0.5 的关系来描述吸附过程，它是假定液膜扩散可以忽略并
且颗粒内扩散是唯一的速率控制步骤[8]。另一种是经验方程，
如 Elovich、Bangham 和双常数方程。尽管这些动力学模型的参
数意义不够确切，以及作为反应机理的解释还可能不够具体，
但是就某些方面而言，对于解释吸附动力学模型具有一定意义
的。如 Elovich 方程用来描述由反应速率和扩散因子综合调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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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均相扩散过程，它是一个基于吸附容量的动力学方程，且适
用于反应过程中活化能变化较大的反应，并能够揭示其他的动
力学方程所忽视的不规则数据[9-10]。Bangham 方程常被用来描述
孔道扩散机理[11]。双常数方程又叫幂函数方程，该方程也是适
用于非均相扩散过程以及反应较为复杂的动力学过程[12]。以上
提及的吸附动力学模型如表 1 所示。

表 1 吸附动力学模型
Tab.1 Adsorption kinetics models
模型类型

模型方程(公式 2~7)

准一级动力学方程

ln(qe-qt)=lnqe-k1t

准二级动力学方程

t
t
1


2
qt
qe
k2qe

参数说明

qt 是在吸附 t 时刻纤维素材料对孔雀石绿的吸附量，qe 是平衡吸附容
量，单位是 mg/g；k1 是准一级动力学常数；k2 是准二级动力学常数；
kp 是颗粒内扩散速率常数(mg·g-1·min-0.5)。α(mg g-1 min-1)是起始吸附
速率，β(g·mg-1)是与表面覆盖度和化学吸附活化能有关的解吸常数；
k0 是双常数动力学方程常数；b 为与吸附活化能有关的吸附速率常数；
m 为 Bangham 方程中的物性参数，k3 为 Bangham 方程中的速率常数。

qt=kpt0.5+C
1
1
q t  ln( )  ln t

颗粒内扩散模型
Elovich 动力学方程





lnqt=k0lnt+b
1
lgqt  lg k 3  lg t
m

双常数方程
Bangham 方程

破坏纤维素的氢键结构，显著地降低纤维素的结晶指数，并打
开纤维素结晶区，使得更多的结晶区转变成无定形区，而且纤
维素结构中的羟基，如 C-6 位置上的伯醇羟基，反应活性变大，
可更容易与重金属离子发生相应作用(图 2，b)。
按照吸附动力学实验步骤，针对碱改性和未改性后的纤维
素材料吸附孔雀石绿过程，所获得的实验数据以吸附时间 t 为
横坐标，每个吸附时间点所获得的平衡吸附量 qe 为纵坐标，可
作出纤维素材料吸附孔雀石绿的吸附动力曲线。由图 3 可知，
这两种吸附材料的吸附动力学曲线轮廓和趋势相近，在吸附前
50 min，曲线上升速度很快，线型陡峭，说明材料对孔雀石绿
的吸附量迅速增加，吸附速率较快，这属于快速吸附阶段。50
min 之后，曲线逐渐地趋于平缓，随着时间持续推移吸附量变
化不显著或略微增加，这一阶段视为接近平衡阶段。相对于未
改性材料，改性纤维素材料的吸附容量要大得多。对于整个吸
附动力曲线，可以进一步对所获得的实验数据进行吸附动力学
方程拟合。

2 拟合结果讨论
2.1 纤维素改性机理及吸附动力曲线
纤维素是由 D-吡喃葡萄糖(即失水葡萄糖)，通过 β-1-4 苷键
连接形成的直链多糖高聚合物[13]，其分子结构图如图 2a 所示。
在纤维素大分子的基本结构单元中，纤维素大分子每个基环上
具有三个醇羟基：在 C-2、C-3 位置上的仲醇羟基，以及在 C-6
位置上的伯醇羟基，它们对于纤维素性质有着关键性的作用，
所涉及到的化学改性主要都是依靠与这些羟基有关的化学反应
来完成。这些反应主要有碱润胀、醚化、酯化、接枝化以及氧
化等，我们称之为纤维素的衍生化改性。其中，碱润胀是应用
最广泛和有效的纤维素衍生化改性方法之一。一般来说，碱液
种类不同，润胀能力也会有所差异。但是主要原理都是相同的，
即碱液中金属离子对周围水分子存在吸引力作用，形成“水合
离子”，同时，碱液与纤维素发生化学作用，生成碱纤维素，
此时纤维素大分子被分解成小分子，纤维素的葡萄糖分子逐渐
被脱离，直至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14]，这样的目的在于有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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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纤维素结构(a)及其改性反应(b)
Fig.2 Structure of cellulose (a) and its modification (b)

图 3 吸附时间对改性和未改性纤维素吸附孔雀石绿的影响(吸
附动力曲线)
Fig.3 The adsorption time on the effect of malachite green
adsorption of modified and unmodified cellulose (Dynamic
adsorption curve)

2.3 准一级和准二级动力学方程
在化学动力模型中，改性和未改性纤维素的吸附动力学最
符合准二级动力学方程学，其相关性 R2 均高于 0.99，而准一级
动力学方程的相关性只有 0.30 左右(见图 4 和表 2)；而且，通过
方程计算得到的平衡吸附量和实验结果相比，准二级动力学方
程拟合得到的数据接近实验数据，而准一级动力学方程得到的
结果与实测值相差很多，这也说明了准二级动力学方程拟合的
准确性要高于准一级动力学方程，能够很好地描述整个吸附过
程；吸附材料的吸附速率不是与驱动力成正比例的关系；而是
与驱动力的平方成正比，这种吸附速率受化学吸附机理控制[15]，
也就表明了改性纤维素对孔雀石绿的吸附是化学吸附为主，这
是因为纤维素结构中的羟基基团在起着重要作用，它所提供的
未被占用的吸附空位数目平方值决定了吸附速率。其实，在准
一级动力学方程中，很多情形下平衡吸附容量 qe 是未知值，即
使吸附容量的变化情况非常缓慢，但可能出现数值仍小于 qe 的
问题，导致在很多的情况下该动力学方程不能完全符合实验数
据。相反，准二级动力学方程是不需要知道任何参数，如 qe 值，
因此该方程所揭示的是整个吸附过程中的行为状态，是与速率
控制步骤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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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准一级(a)和准二级(b)动力学方程的拟合曲线
Fig.4 Fitting curves of pesudo-first-order (a) and pseudo-second-order (b) adsorption kinetics
表 2 准一级和准二级动力学方程的参数
Tab.2 Parameters of pesudo-first-order and pseudo-second-order adsorption equations
准一级动力学方程

准二级动力学方程

材料

实验吸附量/(mg·g-1)

改性纤维素

15.4

2.6078

0.0041

0.2908

15.625

0.0075

0.9993

未改性纤维素

4.2

12.721

0.0003

0.3471

4.2644

0.0312

0.9996

qe/(mg·g-1)

k1/min-1

2.3 颗粒内扩散动力学方程
颗粒内扩散动力学模型被认为是吸附过程中限速步骤中的
决定因素。在这个方程中，吸附过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表示孔雀石绿通过液膜扩散到纤维素吸附材料外表
面，也称为膜扩散的过程；第二阶段是孔雀石绿通过材料外表
面的孔隙，进入到材料内部，这属于空隙内扩散过程；第三阶
段是孔雀石绿被吸附到纤维素材料的内外表面的活性位点上
[16]
。对颗粒内扩散动力学模型进行拟合，由图 5 和表 3 可知，
三个阶段的界定点是数据点发生转折拐点的地方，这三个阶段

R2

qe/(mg·g-1)

k2/(g·(mg·min-1)-1)

R2

的截距 C≠0，这意味三个阶段的曲线都是不过原点的直线，颗
粒内扩散速率不是控制改性纤维素吸附水体孔雀石绿的唯一速
率，而是由膜扩散和颗粒内扩散的速率共同决定的。分阶段从
相关性 R2 来看，第一阶段，即膜扩散的拟合很好，斜率最大，
这一阶段的扩散速率最大；第二阶段，拟合也比较好，斜率次
之，那么扩散速率变小了；但是在第三阶段，线性就不太好了，
且斜率最小，扩散速率也是最小的。从整体来看，随着吸附时
间的增加，吸附过程越来越不符合颗粒内扩散的要求。也就意
味着，整个吸附过程是由多种动力学机理共同作用的结果[17]。

图 5 改性及未改性纤维素颗粒内扩散动力学模型的拟合曲线
Fig.5 Fitting curves of intra-particle models by modified and unmodified cellulose
表 3 颗粒内扩散动力学方程的相关参数
Tab.3 Parameters of intra-particle models
吸附材料

第一阶段
kp1

C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R2

kp2

C

R2

kp3

C

R2

改性纤维素

3.1595

-1.7137

0.8651

0.5644

9.4416

0.9739

0.0339

14.581

0.7570

未改性纤维素

0.7797

-0.2360

0.9325

0.2113

1.9729

0.9955

0.0038

4.1103

0.1863

2.4 Elovich、Bangham 和双常数动力学方程
从图 6 和表 4 可知，Elovich，Bangham 和双常数动力学方
程的相关性在 0.70~0.90 之间，它们均不能较好地拟合实验数
据。尽管 Bangham 方程中参数 k3、m 和 Elovich 方程中参数 α、
β 都能间接反映吸附质在吸附剂表面吸附速度的快慢，但是对
于改性/未改性纤维素材料而言，都不能用上这两个动力学方
程。

3 结论
通过准一级、准二级、颗粒内扩散、Elovich、Bangham 和
双常数动力学方程的拟合结果可知，改性纤维素材料吸附水体

孔雀石绿的动力学模型复合准二级动力学方程，它的吸附属于
化学吸附，原因在于改性纤维素结构中羟基基团有效地摆脱氢
键的束缚，从而提供的吸附空位数目平方值决定了整个过程的
吸附速率。
由此可见，吸附测试作为环境化学实验课程中比较基础的
一个实验，吸附机理是重点探讨的问题之一。为了让学生对吸
附行为及其相关机理的理解更加透彻，吸附动力学实验就是一
个很好的测试操作和拟合计算实例。在这个实验设计里，不但
可以对改性纤维素在吸附功能高分子材料中的应用加深了解，
而且通过利用吸附动力实验数据，拟合更多的吸附动力学方程，
进而深入探讨出吸附速率、吸附机理、动力学模型以及控制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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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步骤的内在规律。

图 6 Elovich(a)、Bangham(b)和双常数(c)动力学方程的拟合曲线
Fig.6 Fitting curves of Elovich(a), Bangham(b) and Two-constant (c) models
表 4 Elovich、Bangham 和双常数动力学方程的相关参数
Tab.4 Parameters of Elovich, Bangham and Two-constant equations
吸附材料

Elovich

Bangham

双常数方程

α

β

R2

k3

m

R2

k0

R2

改性纤维素

220.30

0.3991

0.8600

2.0903

2.6240

0.7406

0.3812

0.7568

未改性纤维素

0.9587

1.4883

0.9043

1.0342

3.8388

0.8036

0.2605

0.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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