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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含铍( Be) 废水主要产生于矿产的开采和冶炼等环节。采用

碱性条件下负载壳聚糖的方式制取改性沸石，并分析了其吸附水中

Be 的特性、影响因素、动力学及等温线。FIＲ、SEM 和 XＲD 表征结果

表明，壳聚糖负载于沸石表面，使沸石孔径结构和分布得以改善。两

种沸石对 Be 的吸附在 30 ～ 50 min 内吸附速率最快，分别在 120 min
和 200 min 时达到表观吸附平衡，改性沸石达到平衡所需的时间明显

缩短; 两种沸石对 Be 的去除率随初始质量浓度增加而降低，当废水中

Be 质量浓度不超过排放标准的 5 倍时( ≤0. 025 mg /L) ，采用 1. 0 g /L
改性沸石处理可以达到排放标准。准一级动力学方程和准二级动力

学方程拟合沸石对 Be 的吸附较为准确，而孔内扩散方程拟合结果较

差。Langmuir 方程、Freundlich 方程均能较好地描述沸石对 Be 的吸附

等温过程。pH 值在 7 ～ 9 时 Be 的去除率最高。改性沸石吸附性能受

pH 值影响较大，这可能是因为负载壳聚糖分子中的羟基( —OH) 、氨
基( —NH2 ) 等活性基团对 pH 值变化较为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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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由于具有强度高、密度小、耐高温等特点，铍( Be) 在核

电、航空、军工、医学和冶金等领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环境中的 Be 主要是通过含 Be 矿产如铅锌矿、锑矿和铍矿等

的开采、冶炼和工艺提纯等环节产生［1-2］，以废水、烟道尾气

等形式进入水体和大气，并可通过颗粒沉降或降水挟带再次

进入附近水域［3］。作为人体非必要元素，金属 Be 及其化合

物均为剧毒品，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IAＲC) 、美国环保署( US
EPA) 将 Be 归为一类致癌物。可溶性的 Be 化合物主要贮存

于骨骼、肝脏、肾脏和淋巴结等处，与血浆蛋白作用并引起脏

器或组织的病变而致癌。GB 8978—1996《污水综合排放标

准》将 Be 列为第一类污染物并规定最高允许排放质量浓度

为 0. 005 mg /L，GB 5749—2006《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规定

其限值为 0. 002 mg /L。
国内外关于含 Be 废水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强化混凝、

生物吸附、中和沉淀等方法［4-7］，多存在处理流程长、运行管

理较复杂、去除率不稳定、处理成本高等缺点。沸石是架状构

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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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重金属、氨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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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附操作简便易行，已被广泛

应用于废水和微污染水的治理［8-11］。本文对天然沸石和壳聚

糖复合改性沸石吸附废水中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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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准纯四水合硫酸铍( 固体 BeSO4·4H2O，99. 99% ) 购

于国家标 准 物 质 中 心，优 级 纯 硝 酸 ( HNO3 ) 和 氢 氧 化 钠

( NaOH) 、氢氧化钾( KOH) 、盐酸( HCl) 、腐殖酸( HA) 、壳聚

糖等分析纯试剂，购于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ICP 调

谐液( 10 μg /L 的 Li /Co /Y /Ce /Tl 混合溶液) 由 Agilent 公司提

供。
1. 2 试验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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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2 型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上

海力辰科技; pH 计，美国 JENCO 公司; Agilent 7700x 电感耦合

等离子体质谱仪( ICP-MS) ，美国 Agilent 公司。
1. 3 Be 检测方法

参考美国 EPA 6020、EPA 3051. A 和我国 GB /T 5750—
2006 等标准，采用 ICP-MS 法检测试验水样 Be 浓度。对待测

水样先用 0. 45 μm 滤膜过滤，然后用优级纯 HNO3 酸化至 pH
= 1. 0，准备上机检测。ICP-MS 工况使用调谐液优化，经调整

优化的检测工作条件为: ＲF 功率 1 000 W、载气流速 0. 82 L /
min、进样深度 7. 5 mm、雾化室温度 4 ℃。该操作条件下 Be
质量浓度在 0. 1 ～ 10 μg /L 范围内标准曲线的线性决定系数

Ｒ2 = 0. 9991，对标准溶液检测 5 次的标准偏差为 4. 3%，满足

试验分析要求。
1. 4 改性沸石的制备

将天然沸石( 斜发沸石，产地河南) 粉碎后用 0. 074 mm
筛筛分，用 1 mol /L 的 HNO3 振荡浸泡 4 h，取出并冲洗后，再

用 1 mol /L 的 NaOH 振荡浸泡 2 h，然后将沸石过滤取出，用

重蒸馏水冲洗至冲洗液 pH 值恒定，去除可溶性杂质，并在

104 ℃下干燥 4 h 至恒重。然后取 50 g 上述预处理后的天然

沸石和壳聚糖( 壳聚糖与天然沸石的质量比为 1∶ 40 ) 置于锥

形瓶中，加入 500 mL 的 KOH 溶液( 2 mol /L) ，振荡 24 h 后用

去离子水浸泡、冲洗至 pH 值恒定，在 104 ℃ 条件下干燥 4 h
至恒重后置于干燥器中待用。
1. 5 试验方法

人工配制含 Be 废水，并开展静态吸附试验。在 250 mL
具塞三角锥瓶中加入 200 mL 含 Be 溶液，投加一定量的天然

沸石、改性沸石或壳聚糖，根据需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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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Be 的去除率和吸附量的计算式分别为

η = ( ρ0 － ρt ) /ρ0 × 100% ( 1)

qt = ( ρ0 － ρt ) V /m ( 2)

式中 η 为 Be 的去除率，% ; qt 为吸附时间 t 时沸石 /改性沸

石对 Be 的吸附量，mg /g; ρ0 为 Be 的初始质量浓度，mg /L; ρt
为取样测得 Be 的质量浓度，mg /L; V 为待处理水的体积，本文

为 0. 25 L; m 为吸附剂沸石 /改性沸石的投加量，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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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讨论

2. 1 天然沸石与改性沸石的表征

采用 KBr 压片法测定天然沸石、壳聚糖和改性沸石的

FIＲ( 红外光谱) 谱图，结果见图 1。与天然沸石相比，改性沸

石在 1 469 cm －1 处出现表征—CH3、—CH2—的 C—H 变形吸

收峰，在 728 cm －1处出现表征 n≥4 的—( CH2 ) n—基团的骨

架吸收峰，表明壳聚糖已成功结合在改性沸石体系中。
SEM( 扫描电子显微镜) 试验结果见图 2。经改性处理的

沸石表面形貌由原来的鳞片状变为多孔状。一般认为，比表

面积的增加有利于 Be 在表面的吸附和孔道传输，也有利于沸

石颗粒与壳聚糖的紧密结合。
用 BET( 多分子层吸附) 模型分别计算样品的比表面积

( SBET ) 和平均孔径( Wp，4V /A) ，总孔容积( Vt ) 在氮气吸附相

对压力相近( p /p0 = 0. 99) 时获得，用 t-Plot 方法计算微孔表面

积( Smi ) 、外表面积( Se ) 和微孔容积( Vmi ) ，用 BJH 模型分析

介孔表面积( Sme ) 、介孔容积( Vme ) ，用密度函数法( DFT) 分析

微孔至介孔间的孔径分布，结果见表 1。与天然沸石相比，改

性沸石比表面积并没有显著增加，但孔结构发生明显变化。

a—壳聚糖; b—天然沸石; c—改性沸石

图 1 天然沸石与改性沸石的 FIＲ 谱图对比

Fig． 1 FIＲ results of natural zeolite and modified-zeolite

图 2 天然沸石与改性沸石 SEM 对比

Fig． 2 SEM comparison of natural and modified zeolite

这主要是由于碱处理溶解了部分表面附着的非骨架成分杂

质，疏通了沸石的孔道结构，此外改性后多孔的壳聚糖组分附

着在表面，也使得表观孔容积和平均孔径大大增加。
沸石主要形成于火成岩的裂隙或气孔中，属于次生充填

矿物。如图 3 所示，改性前后 XＲD 衍射强度发生明显变化，

天然沸石晶型较为复杂，改性处理有效去除了表面的 Fe、Mn
等金属及其氧化物杂质，杂峰显著减少。
2. 2 吸附时间对 Be 去除率的影响

不同吸附时间下天然沸石和改性沸石对 Be 的去除率见

图 4。两种沸石对 Be 的吸附都是在开始的 30 ～ 50 min 内速

率最快，随后逐渐降低，并分别在 120 min 和 200 min 时达到

表观吸附平衡。对比天然沸石和改性沸石的吸附速率，改性

后反应速率明显提高，缩短了达到平衡所需的时间。同时达

到动态平衡时改性沸石的去除率可达 90. 1%，而天然沸石仅

为 69. 1%。
沸石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和交换孔道，为 Be 的吸附提供

了大量的吸附点位，因此在最初反应阶段，吸附速率较高; 当

表面吸附点位被占据后，在扩散作用下 Be 继续向孔道中扩散，

图 3 天然沸石与改性沸石 XＲD 衍射对比

Fig． 3 XＲD diffraction comparison of natural and modified zeolite

ρ0 = 0. 025 mg /L，pH = 7. 3，T = ( 21 ± 1) ℃，ρ沸 = 1. 0 g /L

图 4 吸附时间对 Be 去除率的影响

Fig． 4 Effect of adsorption time on Be removal

表 1 天然沸石改性前后的孔结构参数

Table 1 Pore structure parameters of zeolite before and after modification
SBET /

( m2·g － 1 )

Smi ( t-Plot) /

( m2·g － 1 )

Se ( t-Plot) /

( m2·g － 1 )

Sme ( BJH) /

( m2·g － 1 )

Vt /

( mL·g － 1 )

Vmi ( t-Plot) /

( mL·g － 1 )

Vme ( BJH) /

( mL·g － 1 )
Wp ( 4V /A) /

天然沸石 21. 325 2 2. 349 0 18. 976 2 23. 165 1 0. 054 35 0. 000 911 0. 067 55 101. 945 3
改性沸石 21. 907 2 3. 855 9 18. 051 3 22. 869 4 0. 094 26 0. 001 607 0. 109 79 172. 09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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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附速率也随之降低。这一反应阶段中，孔道的数量和尺度

往往决定了达到吸附平衡所需的时间，这也是改性后吸附速

率提高的重要原因。
2. 3 初始质量浓度对 Be 去除率的影响

由图 5 可见，天然沸石和改性沸石对 Be 的去除率随初始

质量浓度增加而降低。Be 初始质量浓度从 0. 001 mg /L 增加

到 0. 030 mg /L，两种沸石去除率分别从 83. 4%、94. 1% 下降

到 62. 6%和 75. 1%。初始质量浓度的增加意味着溶液与吸

附剂表面液膜的浓度差和浓度梯度加大，有利于吸附的进行，

但由于溶液中 Be 含量增加值大于沸石吸附量的增加值，表现

为去除率的下降。当废水中 Be 质量浓度不超过排放标准的

5 倍时( ≤0. 025 mg /L) ，采用 1. 0 g /L 改性沸石吸附处理可满

足排放标准要求。
2. 4 Be 的吸附动力学方程拟合

吸附反应动力学可用准一级动力学方程、准二级动力学

方程和孔内扩散方程进行描述。
准一级动力学方程为

ln( qe － qt ) = lnqe － k1 t ( 3)

式中 qe 为 Be 的平衡吸附量，mg /g; k1 为准一级反应动力学

方程的速率常数，min －1。
准二级动力学方程为

t
qt

= 1
k2q

2
e
+ t

qe
( 4)

式中 k2 为准二级反应动力学方程的速率常数，g / ( mg·min)。
孔内扩散方程为

qt = ki t
1 /2 + c ( 5)

式中 ki 为孔内部扩散模型的速率常数，mg / ( g·min0. 5 ) ; c
为与吸附剂表面特性有关的常数，mg /g。

图 6 和表 2 分别为吸附动力学线性拟合和常数拟合结

果，在试验条件下，准一级动力学方程和准二级动力学方程拟

合结果良好，而孔内扩散方程拟合结果较差，准二级动力学方

程可以较准确地描述 Be 在沸石上的吸附过程。一般认为吸

附过程包括外部扩散、界面层扩散及孔内扩散［12］。在沸石中

存在大量微孔，其中有相当部分为可供 K + /Na + 等阳离子进

出的纳米尺度孔道。Be2 + 离子半径很小( 0. 31 ) ，中性条件

t = 240 min，pH = 7. 2，T = ( 20 ± 1) ℃，ρ沸 = 1. 0 g /L

图 5 初始质量浓度对 Be 去除率的影响

Fig． 5 Effect of initial mass concentrations on Be removal

下主要以 Be( OH) 2 形式存在［13-14］，二者均远小于 K + /Na + 的

离子半径( 分别为 3. 58  和 3. 31 ) ，也较易进入沸石孔道

内; 但在低浓度时，浓度梯度小，扩散推动力也相对较小，同时

考虑到混合条件良好，吸附控速步骤主要为界面层扩散，吸附

过程也更接近准二级反应的模式。
此外天然沸石和改性沸石表面的微孔多为中孔尺度的堆

积孔结构，Be 吸附反应主要步骤为孔道内扩散，而沸石改性

后增大了这部分微孔的数量，吸附性能也得到明显提高。多

孔、具有多羟基结构的壳聚糖的引入也提高了改性沸石的吸

附能力。

ρ0 = 0. 020 mg /L，pH = 7. 3，T = ( 21 ± 1) ℃，ρ沸 = 1. 0 g /L

图 6 吸附动力学线性拟合结果

Fig． 6 Fitting linear regression line of adsorption dynamics

012

Vol． 16 No． 6 安 全 与 环 境 学 报 第 16 卷第 6 期



2. 5 吸附等温方程拟合

吸附等温线是评价吸附剂吸附能力的重要指标，包括

Langmuir 方程、Freundlich 方程，在平衡吸附量、饱和吸附量和

平衡质量浓度之间建立关系，并用以确定吸附剂的吸附特点

和吸附类型。其中 Langmuir 方程表达式为

qe =
qmρe

KL + ρe
( 6)

式中 ρe 为吸附平衡时溶液中吸附质的质量浓度，mg /L; KL

为吸附结合能系数，mg /L; qm 为饱和吸附量，mg /g。qm 和 KL

可通过 1 /qe 和 1 /ρe 的拟合直线截距、斜率确定。
Freundlich 方程表达式为

qe = KFρ
1 / n
e ( 7)

式中 KF 为容量因子，( mg /g) ( L /mg) 1 /n ; n 为位能不均匀因

子或非线性因子，表示偏离线性吸附的程度。
整理吸附平衡数据，可得图 7 所示的 Langmuir 吸附等温

线和 Freundlich 吸附等温线。
Langmuir 方程常用于描述单分子层吸附为主或稀溶液中

的吸附类型，天然沸石和改性沸石表面存在多种吸附点位，对

应能量有所差别，在低浓度时 Be 首先吸附在能量较高的点位

上，以单分子层吸附为主; 浓度增大时沸石表面的高能吸附点

位被占据，吸附则开始发生在能量较低的点位，或在高能量点

位形成多分子层吸附，因此，高浓度下计算值小于实际吸附

值［15］。同时从表 3 的 qm 可以看出改性沸石饱和吸附量有明

显提高。
Freundlich 方程适用于描述中等浓度溶液的吸附反应，一

般认为 1 /n≤0. 5 时属于容易吸附，而 1 /n≥2 时属难吸附。
从表 3 可知，天然沸石和改性沸石的 1 /n 分别为 0. 462 和

0. 404，表明两种沸石都易于与 Be 发生吸附反应，但改性沸石

吸附能力明显优于前者。
2. 6 pH 值对吸附的影响

沸石的吸附能力包括两部分: 一是由表面微小孔道形成

的巨大比表面积所产生的物理吸附和静电吸附作用; 二是骨

架孔道内 K + /Na + 等阳离子产生的离子交换作用［16］。Be 是

一种典型的两性金属，在酸性条件下易于发生水合作用并部

分生成［Be( H2O) 4］
2 + ，在中性或弱酸性条件下以 Be( OH) 2

为主。pH 值较低时，物理吸附作用和离子交换作用同时存

在，沸石表面带较强的负电荷也有利于带正电的 Be2 + 的吸

附，但此时水中的 H + 浓度较大并与其形成竞争吸附，因此 Be

的去除率不高; 随 pH 值增大，Be2 + 所占比重逐渐降低，离子

交换作用和静电吸附也随之减弱，但在中性条件下，物理吸附

作用显著增强，H + 的竞争吸附作用也大大减弱，Be 的去除率

随之提高。在强碱性条件下可发生碱式水解反应: Be( OH) 2

+ 2OH 幑幐－ BeO2 －
2 + 2H2O。此时 Be 主要以 BeO2 －

2 形式存

在，BeO2 －
2 可与带负电的沸石表面产生静电斥力，沸石对 Be

的去除机理为物理吸附作用，去除率显著降低。因此，pH 值

在 7 ～ 9 范围内 Be 的去除率最高。
此外与天然沸石相比，改性沸石去除 Be 的能力受 pH 值

影响较大，这可能是由于负载壳聚糖分子中的羟基( —OH) 、
氨基( —NH2 ) 等活性基团对 pH 值变化较为敏感，也可能是

在强酸强碱条件下部分负载壳聚糖发生溶解流失。
2. 7 壳聚糖在改性沸石吸附中的作用

按照负载壳聚糖的比例分别用壳聚糖、天然沸石单独使

图 7 吸附等温线拟合结果( T = 293 K)

Fig． 7 Fitting linear regression line of adsorption isotherm

表 2 吸附动力学方程参数拟合结果

Table 2 Fitted parameters of adsorption dynamics equations

吸附质 吸附剂
准一级动力学方程 准二级动力学方程 孔内扩散方程

k1 /min － 1 Ｒ2 k2 / ( g·mg －1·min －1 ) Ｒ2 ki / ( mg·g － 1·min －0. 5 ) Ｒ2 c / ( mg·g － 1 )

Be
改性沸石 0. 037 0. 975 0. 701 0. 995 0. 068 0. 7596 0. 383
天然沸石 0. 020 0. 943 0. 979 0. 991 0. 137 0. 7792 0. 353

表 3 吸附等温方程参数拟合结果( T =293 K)

Table 3 Fitted parameters of adsorption isotherm equations

吸附剂
Langmuir 吸附等温式 Freundlich 吸附等温式

qm / ( mg·g － 1 ) KL / ( mg·L －1 ) Ｒ2 KF /［( mg·g － 1 ) ( L·mg －1 ) 1 /n］ 1 /n Ｒ2

改性沸石 0. 252 0. 232 2 0. 996 1. 365 0. 404 0. 960
天然沸石 0. 198 0. 042 6 0. 998 0. 452 0. 462 0. 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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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时的吸附效果与改性沸石的吸附效果进行对比。常温下壳

聚糖在水中溶解度较小，可忽略不计。作为高分子有机物，壳

聚糖对阴离子和多种有机物具有较强的吸附能力［17］。如图

8 所示，不同 Be 初始质量浓度下，25 mg /L 壳聚糖对 Be 的去

除率为 12. 7%、10. 8% 和 8. 6%，对照图 9 可以看出，此时单

独采用壳聚糖和单独采用天然沸石对 Be 去除率之和分别为

84. 3%、68% 和 46. 2%，均 明 显 小 于 改 性 沸 石 所 对 应 的

94. 1%、88. 3%和 75. 1%，且差值随 Be 初始质量浓度增加有

增大的趋势。这表明壳聚糖的负载有效增大了沸石和壳聚糖

的吸附能力，而不是简单的复合吸附。

3 结 论

采用壳聚糖对天然沸石进行改性处理，改性后沸石的表

面状况、孔径分布发生了较大变化，孔容积和平均孔径的增加

更有利于吸附反应的进行。改性沸石和天然沸石对 Be 的吸

附都是在开始吸附速率最快，随后逐渐降低，并分别在约 120
min 和 200 min 时达到表观吸附平衡。改性后反应速率明显

提高，缩短了达到平衡所需的时间。Be 的去除率随初始质量

浓度增加而降低，当废水中 Be 质量浓度不超过排放标准 5 倍

时，采用 1. 0 g /L 改性沸石吸附处理可以达到排放标准。准

一级动力学方程和准二级动力学方程均可较好地拟合沸石对

Be 的吸附过程，吸附控速步骤主要为界面层扩散。Langmuir
方程、Freundlich 方程均能较好地描述吸附等温过程。pH 值

图 8 pH 值对吸附容量的影响

Fig． 8 Effect of pH value on equilibrium adsorption capacities

t = 240 min，pH = 7. 2，T = ( 20 ± 1) ℃，ρ改性沸石 = 1. 0 g /L，

ρ天然沸石 = 975 mg /L，ρ壳聚糖 = 25 mg /L

图 9 壳聚糖与天然沸石、改性沸石对 Be 的去除效果对比

Fig． 9 Comparison of Be removal efficient by chitosan，

zeolite and modified zeolite

影响 Be 在水中的存在状态和沸石表面的吸附特性，pH 值在

7 ～ 9 范围内 Be 的去除率最高。此外与天然沸石相比，改性

沸石对 Be 的去除受 pH 值影响更明显，这可能是由于 pH 值

对负载壳聚糖分子中的—OH、—NH2 等活性基团有较大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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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it as its target to present the results of
our experimental study of the adsorptive features of Be to the mod-
ified zeolite by using chitosan． There comes the need for the
growing concern about the water pollution in our living environ-
ment caused by the light-metal ions． As is known，human beings
have developed many kinds of functional materials for adsorbing
some unnecessary elements in their economic and scientific prac-
tice． Sewage containing beryllium ( Be) comes mainly from hu-
man mining activities and the refining process of the lead-zinc
ore，the beryllium and antimony ore． Be in the isolated form or
ion form usually can turn to be poisonous or carcinogenic when its
ions were accumulated in human bone，liver，kidney and lymph
node． To develop a new approach to curing such diseases，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a new kind of cheap，efficient adsorbent，
that is，the modified zeolite，which we have prepared in this pa-
per by loading chitosan onto the powdered zeolite． In order to
make sure the relia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our invention，we
have analyzed the adsorption characteristic features，their influen-

tial factors，the adsorption dynamics and isotherm of the said in-
novation． We have been trying to sum up the results of FIＲ，SEM
and XＲD experiments，which indicate that chitosan can also be
loaded on the surface of zeolite． When we were trying to transform
the surface morphology from scale-like to porous，we have a-
chieved quick adsorption equilibrium in the first 30 － 50 minutes
of the adsorptive reactions in the process of 120 minutes-to － 200
minutes’experiments，respectively，when the natural and modi-
fied zeolite has been adopted． However，the removing rate began
to decline when Be was added to its initial concentration． What is
more，when the concentration of Be in the sewage was less than 5
times of the effluent standard ( ≤0. 025 mg /L) ，it would be pos-
sible to modify the zeolite sample in a 1. 0 g /L dosage to make it
well-matched to the standard one． Thus，the adsorption kinetics
proves that the zeolite sample can well be made in accord with the
first-and-the-second-order reaction much more precisely than that
is gained from the pore-diffusion reaction，which implies that the
boundary layer diffusion tends to be the key step to determining
the adsorption velocity． Furthermore，Langmuir equation and Fre-
undlich equation can both help to clarify the adsorption isotherm
satisfactorily． And，the preferable pH range should be set up be-
tween 7 to 9，which is in a position to exert a considerable effect
on the adsorption capacity of the natural and modified zeolite，

though later testing proves it is more dependent by nature． The
situation comes about mainly due to the active groups，such as
hydroxide and amidogen in the chitosan molecules，for they are
sensitive to the variation of pH．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modified zeolite; Be;

adsorption dynamics; adsorption isoth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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