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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制了一种新型三油酸甘油酯-活性炭复合吸附剂, 并对其制备方法、形态结构及其对水中狄氏
剂的吸附行为进行了研究. 实验结果表明, 这种新型复合吸附剂以活性炭作为支撑载体, 活性炭外侧包
覆镶嵌三油酸甘油酯的醋酸纤维素膜; 新型复合吸附剂性能稳定, 在水中浸泡5周后三油酸甘油酯无泄
漏, 对水中痕量亲脂性、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狄氏剂有较强的吸附能力; 反应 48 h后, 体系中狄氏剂的浓
度为 0.204 µg·L−1, 相同实验条件下去除效果优于传统的吸附材料活性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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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POPs)通常情况下在水体中的含量极低(ng~pg/L), 但
这些污染物毒性大, 自然环境条件下难降解, 并具有
较强的亲脂性, 能够在生物体脂肪内富集, 通过长时
间持续作用对人体产生潜在和巨大的危害性 , 因此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成为环境科学领域的研究热点[1~3]. 
目前国内外对 POPs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形态的分
析鉴定、生态效应、对人类健康及生殖系统的影响等

基础性研究方面 , 而对于水中以极低浓度存在的
POPs的去除, 尤其是对饮用水中低含量 POPs的去除
尚无系统的研究.  

活性炭由于具有良好的吸附性能 , 已广泛应用
于城市饮用水和工业废水的处理中 , 也是目前最常
用的去除水中有机物的方法[4~6]. 活性炭对有机物的
吸附是一个表面过程, 选择性较差, 容易饱和, 使用
过程中需要不断再生. 因此, 活性炭对于目前人们最
为关心的低含量、亲脂性 POPs的吸附效果并不理想.  

本研究基于生物类脂选择性富集 POPs 的原理, 
在前期研究工作的基础上[7~9], 开发了一种可高效去
除水中极低浓度亲脂性 POPs 的新型生物类脂(三油
酸甘油酯)-活性炭复合吸附剂, 并对该复合吸附剂的
制备、形态结构及其对水中低浓度 POPs的吸附性能
进行了初步研究.  

三油酸甘油酯-活性炭复合吸附剂的制备方法是
室温下将三油酸甘油酯-醋酸纤维素混合膜液涂敷在
活性炭支撑载体表面 , 晾干后置于蒸馏水中浸泡保
存 [10]. 复合吸附剂由活性炭支撑载体和包覆在活性 

炭表面的含三油酸甘油酯的醋酸纤维素复合膜构成, 
其结构如图 1所示. 所用的载体活性炭为山西产煤质
颗粒活性炭(ZJ-15), 粒度为 10~20 目, 通过 ASAP- 
2000(Micromeritics Co., 美国)比表面分析仪测定活
性炭的比表面积为 797 m2·g−1.  

 
图 1  三油酸甘油酯-活性炭复合吸附剂结构示意图 

1, 醋酸纤维素膜; 2, 三油酸甘油酯; 3, 活性炭支撑载体 

 
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SEM, FEI QUANTA 200, 

PHILIP)对三油酸甘油酯-活性炭复合吸附剂的形态
结构进行表征 , 观察其断面醋酸纤维素膜包覆和膜
内类脂分布的情况 . 电子显微镜观测前样品处理采
用低温冷冻脱水法, 将吸附剂样品置于液氮中冷冻, 
然后在真空冷冻干燥机中冷冻脱水 48 h. 用双面刀片
切开样品产生断面, 对样品进行蒸镀, 于离子溅射仪
上将金属覆于样品断面, 以提高信号强度, 增强图像
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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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三油酸甘油酯-活性炭复合吸附剂断面扫描电子显微镜(SEM)照片 

(a) 放大 500倍, (b) 放大 10000倍 
 

图 2 为复合吸附剂断面 SEM 图. 图 2(a)为放大
500 倍的吸附剂断面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 醋酸纤维
素复合膜较好地包覆在活性炭表面 . 图 2(b)是在图
2(a)局部选点放大 10000 倍的吸附剂断面图. 我们可
以清晰地看到三油酸甘油酯固定在醋酸纤维素膜中, 
形成一个个微小的脂库 , 从而大大提高了复合吸附
剂对亲脂性 POPs的吸附能力.  

为了检测三油酸甘油酯在醋酸纤维素膜内的稳

定性, 我们将含 2%三油酸甘油酯的复合吸附剂(即每
100 g膜液中加入 2 g的三油酸甘油酯)浸泡在蒸馏水
中 , 并置于恒温振荡箱 , 设定温度 25℃ , 转速 170 
r·min−1, 分别于 1, 2, 3, 4, 5周取出水样, 采用荧光
分析法检测水中的三油酸甘油酯的含量 [11]. 结果显
示实验条件下三油酸甘油酯始终未曾泄漏, 说明这种
新型复合吸附剂可以安全地应用在饮用水净化过程中, 
也说明蒸馏水可以作为该类吸附剂的保存介质.  

吸附实验选用亲脂性较强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狄氏剂作为目标化合物, 其相对分子质量为 381, 
25℃时在水中的溶解度为 0.195 mg·L−1[12], 辛醇-水
系数(logKow)为 5.48[13]. 通过摇瓶实验对所制备的三
油酸甘油酯-活性炭复合吸附剂(CA-T)的吸附性能进
行初步考察. 并且使用活性炭(GAC), 与不含三油酸
甘油酯的活性炭复合吸附剂(CA)进行对照实验. 实
验方法为在磨口具塞三角瓶中加入 100 mL 初始浓度

为 20 µg·L−1的狄氏剂水溶液, 吸附剂投加量为 1 g, 
放入恒温振荡箱, 实验条件为: t =25℃, 170 r·min−1, 
分别于 0.5, 1, 2, 3, 4, 6, 8, 12, 24, 48 h取样分析. 采用 

固相萃取方法对水样进行萃取浓缩, 使用气相色谱仪
(GC-ECD, HP 6890N, Agilent Technologies)进行定性定
量分析. 

从图 3可以看出, 在反应初始的 3 h, GAC的吸
附速度最快 , 可能是由于其较大的比表面积 (GAC, 
CA和CA-T的比表面积分别为 797, 723和 721 m2·g−1)
和新鲜的孔表面使得吸附较为容易. 随着反应的进行, 
3 个体系中的吸附速度均逐渐减慢, 而由于三油酸甘
油酯对亲脂性有机污染物的选择性富集作用 , 三油
酸甘油酯-活性炭复合吸附剂表现出较高的吸附容量
和较好的去除效果. 反应 48 h后, GAC, CA和 CA-T
反应体系中狄氏剂的残余浓度分别为 1.422, 0.82 和
0.204 µg·L−1. 

 

 
图 3  3种吸附剂对狄氏剂的吸附曲线 

－■－, GAC;－●－, CA; －▲－, 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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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 本研究制备了一种新型三油酸甘油
酯-活性炭复合吸附剂, 该吸附剂以活性炭作为支撑
载体, 外侧为镶嵌三油酸甘油酯的醋酸纤维素膜, 在
水中没有类脂泄露. 初步实验结果表明, 相同实验条
件下该吸附剂对水中低浓度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狄氏

剂的吸附容量和去除效果均优于传统的吸附材料活

性炭.  

致谢   本工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批准号 : 50578154, 
20337020) 和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探索性课题 (批准
号: 2005AA642020)资助项目. 

参    考    文    献 

1 余刚, 黄俊, 张彭义.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备受关注的全球性环

境问题. 环境保护, 2001, 4: 37~39 

2 Jones K C, Voogt P D.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POPs): state 

of the science. Environ Pollut, 1999, 100(1~3): 209~211 

3 Urben P G. Top of the POPs 2000. Chem Health Safety, 2000, 9: 

39 

4 Faria P C C, Órfão J J M, Pereira M F R. Adsorption of anionic 

and cationic dyes on activated carbons with different surface 

chemistries. Water Res, 2004, 38: 2043~2052 

5 Lambert S D, Graham N J D. Removal of non-specific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from upland potable water supplies－Ⅰ. Adsorption. 

Water Res, 1995, 29(10): 2421~2426  

6 Karanfil T, Kilduff J E, Schlautman M A, et al. Adsorption of or-

ganic macromolecules by granular activated carbon. 1. Influence 

of molecular properties under anoxic solution conditions. Environ 

Sci Technol, 1996, 30: 2187~2194 

7 刘会娟, 代瑞华, 曲久辉, 等. 一种去除亲脂性有机物的新型吸

附剂的制备及其性能表征. 中国科学, B辑, 2005, 35(1): 1~7 

8 Huo Jinxian, Liu Huijuan, Qu Jiuhui, et al. Preparation and char-

acteristic of triolein-embedded composite sorbents for water puri-

fication. Sep Purif Technol, 2005, 44: 37~43 

9 代瑞华, 刘会娟, 曲久辉, 等. 醋酸纤维素吸附剂的制备及其性

能表征. 环境科学, 2005, 26 (4): 114~117 

10 曲久辉, 茹加, 刘会娟, 等. 快速去除水中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

活性炭 /生物类脂复合吸附剂的制备方法 . 中国专利 , 

2004100622631 

11 陈国珍. 荧光分析法.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75. 224 

12 金相灿 . 有毒有机物污染化学 . 北京 : 清华大学出版社 , 1990. 

195 

13 Mackay D. Conelation of Bioconcentration Factors. Environ Sci 

Technol, 1982, 16: 274~278 

(2005-09-12收稿, 2005-10-18收修改稿) 

 

·书 讯· 

 
《海洋化学进展》 

 
编著: 张正斌  刘莲生   
出版: 化工出版社  2005年 8月 
定价:  68元 
 

本书以国内外海洋化学的大量文献为基础, 结合作者
近 20年来有关海洋化学工作的部分成果撰写而成. 全书共
分 8 章, 主要介绍了海水中电解质活度系数的若干进展, 
海水中元素物种的化学存在形式和存在形态，海水中金属、

配位体、固体微粒三元配合物的研究进展, 海水微表层化
学和海、气界面作用的研究近况及海洋生物地球化学过程

和物质全球循环的研究进展, 探讨了海洋有机物及其生物
地球化学，海洋生态系化学. 书中引用国内外文献 800 多
篇，收集和总结了诸多中国海洋化学家的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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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地学逐步跨入了以整个地球
为对象的地球系统科学发展阶段, 同时能源、矿产资源和
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性因素. 本书试图反映地球化学对地学这一发展趋势的响
应以及地球化学为解决这些有关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问题

所做的努力. 全书分为无机地球化学和有机地球化学上、
下两篇, 即从地球系统化学的角度, 重点介绍了陨石、大
陆地壳组成、地幔、放射成因同位素、矿床、油气成烃成

藏、大气挥发性有机物、有机质在金属成矿中的作用等热

点问题研究的新方法、新技术, 以及在应用领域等方面所
取得的重要发展和成就, 其中包括我国在相应领域的若干
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