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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纤维素、壳聚糖、海藻酸钠、蛋白质的纳米复合材料在重金属离子吸附领域的前沿研究进行了综合介绍,总

结了其在重金属离子吸附领域的应用现状,并做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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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金属污染的处理,一直都是难题。以各种形态

存在的重金属,进入生态系统后就会随着食物链发生

富集、迁移。被汞(水银)、镉、铅、铬、砷等生物毒性显

著的重元素污染的水,即使污染程度低,也可在藻类和

底层泥沙中富集,被鱼和贝类的体表吸附,这些重金属

难以被生物降解,却能在食物链的生物放大作用下,通
过食物链浓缩,成千百倍地富集,最后进入人体。如日

本的水俣病[1],就是因为制造工业排放的废水中含有

汞,通过食物链在人体中富集,经过生物作用变成有机

汞。重金属在人体内不仅可以和蛋白质及酶等发生强

烈的相互作用,使它们失去活性,还可以在人体的某些

器官中累积,造成慢性中毒。
处理废水中的重金属离子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应

有之义。重金属离子废水的处理方法主要为氧化还原

法、化学沉淀法、离子交换树脂法、生物化学法和吸附

法等。一般通过化学沉淀法、氧化还原法,溶液中的金

属离子会转化为不溶的物质析出,从而实现分离;而离

子交换树脂法、吸附法、生物化学法和离子交换树脂法

则是在不改变金属离子化学形态条件下实现缩合分

离。
吸附法作为处理重金属污染的一种较为经济的方

法,碳材料、介孔材料等很早就应用其中,然而这类没

有特异吸附性的材料,总体效率并不高。此外,二次污

染和成本问题也亟待解决。
近年来随着纳米技术的兴起,很多研究者尝试将

天然有机材料与纳米技术相结合,致力于开发廉价、高
效的有机纳米复合吸附剂。

1 纳米复合材料

纳米材料[2]是指三维空间中至少有一维处于纳米

级或者采用尺寸在0.1~100nm之间的基本单元材料

制作而成的材料。纳米材料本身的物理和化学性能有

许多特殊性,如表面效应、小尺寸效应、量子尺寸效应、
宏观量子隧道效应和扩散烧结性能等。广义上其他材

料与纳米材料进行复合,形成含有一相纳米尺寸材料

的复合体系的材料统称为纳米复合材料。
纳米材料比表面积大,导致和其他原子配位不足,

不饱和键及悬键增多,使表面原子具有很高的活性,易
与其他原子结合,表现出较强的吸附性能[3]。纳米材

料在重金属离子吸附方面主要是由于粒子表面羟基等

活性基团的作用[4-5],这些活性基团能够与污染物离

子键合,形成稳定的结构,从而实现对金属离子的吸

附。纳米结构材料可以对吸附的污染物进行较快的质

量传递,从而实现对污染物的快速吸附与降解。此外,
有研究[6]指出,纳米复合材料吸附性能与被吸附物种

类、浓度有很大关系。纳米材料在制备高性能重金属

离子吸附剂方面表现出巨大的潜力[7]。

2 有机纳米复合材料

储量丰富的天然有机材料,成为了研究者解决二

次污染、降低成本的关键。结合纳米技术,将粗犷的原

料进行精细加工,一直都是研究的热点。

2.1 纤维素基纳米纤维

天然纤维素是自然界中储量最大的天然生物高分

子,具有良好的力学性能、可降解性,同时纤维素含有

大量羟基,便于后续多样性功能化的吸附需求,可以进

行氧化、酯化、醚化和接枝共聚等改性处理,通过适当

的表面官能化制成各样纤维素衍生物,若在化学改性

的同时,将纤维素制成纳米尺寸,改善其比表面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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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能、吸附容量等性能,将进一步提高纤维素纤维的吸

附能力。
纤维素结晶度大,不溶于一般溶液,因此常以易溶

解的纤维素衍生物,如醋酸纤维素、羧基纤维素等为原

料,通过适当的加工处理,能够大幅提高其比表面积。
臧传锋[8]以二醋酸纤维素纳米纤维为基材,经过氨基

超支化聚合物改性后,对Cu(II)离子的吸附量由9.84
mg/g提升到22.36mg/g。贾建茹[9]以二醋酸纤维素

纳米纤维为原料,进行脱乙酰化处理后,再与碳纳米管

复合,产物经过5次吸附—解吸附试验后,对 Cu2+、

Pb2+解吸率分别为86.14%、93.35%。
除了利用纤维素衍生物,引入羧基、氨基等方法也

可大大提高吸附性能。陈培珍等[10]通过引入羧基得

到Cell-g-SAA纳米纤维膜,对Cu2+ 和Pb2+ 的最大吸

附容量分别从51.73mg/g和34.29mg/g,增加到了

116.41mg/g和51.73mg/g。Bezerra等[11]利用巯基

乙胺将纤维素改性,研究了其对水溶液中Cu2+的吸附

性能,结果改性后的吸附量达到了0.3292mmol/L。

2.2 壳聚糖基纳米纤维

壳聚糖在自然界储量丰富,具有良好的成膜性、生
物相容性。由于壳聚糖分子中含有氨基(-NH2),能
与很多重金属离子形成稳定的螯合物,壳聚糖基纳米

纤维也可以用于去除重金属离子。
目前关于用壳聚糖纳米纤维材料吸附重金属离子

的研究很多,但是还有诸多问题尚待解决。首先是力

学性能差,壳聚糖本身易溶胀,会影响重金属离子的扩

散,吸附效果有待提高;其次,这些壳聚糖纳米纤维材

料未经处理,在酸性条件下效果不理想。研究者采用

与其他材料复合、交联聚合、化学改性、接枝改性等方

法来改善这些不足。IchrakLakhdhar等[12]制备的壳

聚糖/聚氧乙烯纳米纤维,将室温下镍离子的最大吸附

量(91.74mg/g)提高到75℃下227.27mg/g。王丽

华[13]以醋酸纤维素为内核,聚己内酯/壳聚糖混合物

为外壳,通过改变核溶液的导电性,制备了壳核复合纳

米纤维,其对六价铬离子的吸附性显著提高,且在酸性

环境中具有良好的耐久性。Yang等[14]通过戊二醛交

联的壳聚糖/聚乙烯醇纳米纤维,提高了其重金属离子

的吸附能力。ManjuRajamani等[15]通过一锅法合成

了壳聚糖基纳米复合材料,Cd(II)的平均去除率达到

99.54%,Pb(II)的平均去除率为98.84%,Hg(II)的平

均去除率为67.58%。AlshiamaRefaatAlawady等[16]

将羧基化碳纳米管/甲壳素纳米复合材料作为聚砜膜

的选择截流层,提高膜对金属离子的截留率,在pH值

为6~8的范围内,CNTs/CHIT/PS和CNTsCOOH/

CHIT/PS膜对Co2+ 的截留率分别达到92.2%和89.
6%
2.3 海藻酸钠纳米纤维

海藻酸钠中存在着一定量的羟基和羧基,可以捕

捉游离的重金属阳离子,进行配位聚合和离子交换,以
达到吸附废水中重金属离子的效果。

但是随着吸附的重金属阳离子物质的量增加,物
质随之变为凝胶状,其吸附效果也会随之下降,有研

究[17]表明,pH值为5左右时,海藻酸钠对铜离子有较

高的吸附效率,约为85.3%,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污水吸

附材料。MajidniaZ等[18]将Fe3+ 和Fe2+ 制成的磁赤

铁矿纳米纤维与海藻酸钠和PVA复合,将其对重金属

离子 的 吸 收 率 提 高 到71%,甚 至 达 到91%。Xiao
Jiang等[19]利用海藻酸盐研制出一种新型核/壳型吸附

剂,测定了Cr(Ⅵ)、Pb(II)和Cu(II)的最大吸附容量分

别为497.1、535.6mg/g和163.7mg/g。经过10次吸

附后,去除率保持在80%。HuixueRen等[20]以海藻

酸钠和羧甲基纤维素钠为原料,通过共混和多次交联,
制备了海藻酸钠-羧甲基纤维素凝胶微珠,在优化条

件下,对Pb(II)的吸附率超过99%。

2.4 蛋白质类

蛋白质是毛发的主要成分,结构中含有众多官能

团,如酰胺基、氨基、二硫键等,这些官能团可以与废水

中的重金属离子进行配位络合,形成沉淀析出,从而实

现分离。而吸附之后的角蛋白纤维可以在酸性条件下

进行解吸,解吸之后的蛋白纤维可以再次利用[21]。
在现有的研究中,角蛋白多与一些热塑性高聚物

混合,不仅赋予杂化膜以优异的机械性能,而且角蛋白

分子链上的活性基团也为离子吸附提供了活性位点。
王闻宇等[22]将从羊毛中提取的角蛋白与聚对苯二甲

酸乙二醇酯复合制备纳米纤维膜,发现在酸性条件下,
加入角蛋白可使纤维膜对铬离子的最大吸附容量提高

3倍以上,达到78.82mg/g;林燕萍等[23]将壳聚糖与羊

毛角蛋白共纺,主要致力于两者比例的探究,发现当壳

聚糖固含量在10%~15%时,纤维膜对铜离子的吸附

性能较好。
丝素蛋白(SF)是从蚕丝中提取的天然高分子纤维

蛋白,有着良好的机械性能,丝素蛋白中含有甘氨酸、
丙氨酸、丝氨酸等18种氨基酸,而这些极性氨基酸在

重金属离子吸附中起主要作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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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丝素蛋白纳米纤维的机械性能存在一些的

缺陷,如干的丝素蛋白纳米纤维又硬又脆,难以控制降

解速率。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许多科研工作者将它与

其他材料进行共混纺丝[25]。Chang等[26]通过将羊角

质(WK)和蚕丝蛋白进行共混,利用静电纺丝法获得了

WK/SF复合纳米纤维膜,该复合纳米纤维膜较羊毛条

和滤纸等普通过滤材料有着更高的吸附能力,且在多

次循环(解 吸 和 再 吸 附)后 仍 有 显 著 的 吸 附 效 果。

WeitaoZhou等[27]通过交替沉积带正电的聚乙烯亚胺

(PEI)和带负电的SF,制备了涂有PEI膜的纳米纤维

丝素蛋白无纺布,显示出比乙醇处理的SF纳米纤维高

得多的铜离子吸附能力(图1)。

(a)扫描电镜         (b)透射电镜

   图1 蚕茧多孔炭的电镜图像[28]

3 结语

天然有机材料一直是研究热点,将其与各种新兴

技术相结合已经是常态。在现阶段,充分利用天然材

料的瓶颈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天然材料的性能缺少连

续性和稳定性,难以保证产品品质的稳定性;另一方

面,目前的研究绝大部分都针对于吸附性能,没能将材

料的耐久性问题同实际相结合,没有解决材料这两方

面的问题,大规模产业化也就无从谈起。
天然材料本身就具有一些独特的性能和一定的成

本优势,伴随着产业在新常态下的精细化需求,随着产

业链的逐步完善,精细化生产模式的日渐成熟,将天然

有机材料与纳米技术相结合的壁垒终将被打破,天然

材料基纳米复合材料在重金属离子的吸附处理领域的

兴起是可以预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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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ofNaturalOrganicNanocomposites
intheAdsorptionofHeavyMetalIons
CHENGLi-yuan,WANGYi-wei,SUNFeng,

NIEDu,DAIJia-mu*,ZHANGWei,ZHANGYu,LISu-ying
(SchoolofTextileandClothing,NantongUniversity,Nantong226019,China)

  Abstract:Theresearchofthenanocompositesofcellulose,chitosan,sodiumalginateandproteininthefieldofheavymetalion

adsorptionwasintroduced.Theapplicationstatusanddevelopmentprospectofthistechnologyinthefieldofheavymetalionadsorp-

tionwassummarized.

Keywords:adsorptionofheavymetalions;nanomaterial;mod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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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andApplicationofNegativeIonFunctionalTextiles
YANGShu-bin1,2,LIUMin2,CAOXue1,2,LIUJian-fei1,2,

ZHOUYuan-you1,ZUOLu-chuan2,LIANGQian-qian1,2,*

(1.NationalInsulationEngineeringTechnologyResearchCenter,Mianyang621024,China;

2.SichuanEMTechnologyCo.,Ltd.,Mianyang621024,China)

  Abstract:Theproductionandefficacyofnegativeions,thetypesofnegativeionreleasingmaterials,thepreparationmethodof

negativeiontextiles,andtheapplicationofnegativeiontextilesinairpurification,waterpurification,andhumanhealthcarewerein-

troduced.

Keywords:negativeion;textile;preparation;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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