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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重金属 Cr 在环境中存在Cr(Ⅵ)和Cr(Ⅲ)两种氧化态，Cr(Ⅲ)的稳定性强，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而Cr(Ⅵ)具有强氧化性和高迁移性，

是公认的致癌物质．总 Cr 含量不能完全反映其环境毒性效应，进行Cr(Ⅲ /Ⅵ)的形态分离对评价其环境行为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天然白云

石粉末(80～100 目)为吸附分离材料，研究在 pH= 4～10 的水体中Cr(Ⅲ)与Cr(Ⅵ)的吸附，发现其对Cr(Ⅲ)的吸附率在 99%以上，而对Cr(Ⅵ)

的吸附不到 10%，可用于Cr(Ⅲ /Ⅵ)的分离．Cr(Ⅲ)在白云石上的吸附符合 Freundlich 模型，最大吸附容量为 0．3 mg·g－1 ．环境中主要共存物质

如 Mg2+、Ca2+和腐殖酸对白云石吸附Cr(Ⅲ)无明显的影响，而高浓度(＞0．05 mol·L－1)的 CO2－
3 、醋酸和柠檬酸会降低白云石对Cr(Ⅲ)的吸附率．

在环境水样(自来水、井水、河水、电镀废水和铬渣提取液)的Cr(Ⅲ/Ⅵ) 分离实验中，Cr(Ⅲ) 的回收率在 80．7% ～113．0%之间，Cr(Ⅵ) 的回收率在

103．4%～121．9%之间．结果表明，利用天然白云石分离Cr(Ⅵ)和Cr(Ⅲ)高效易行，该研究为现场的 Cr 形态分离提供了一种简便快捷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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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romium exists as Cr(Ⅲ) and Cr(Ⅵ) in the environment． Cr(Ⅲ) is an essential trace element to human，whereas Cr(Ⅵ) is highly toxic．
Total chromium concentration cannot be utilized to accurately evaluate its environmental toxicology． Therefore，separating Cr(Ⅲ /Ⅵ) is a foremost
requirement in analyzing environmental samples． In the present work，dolomite in a size range of 80～100 mesh was used as sorbent to separate Cr(Ⅲ)

and Cr(Ⅵ) in water． More than 99% of Cr(Ⅲ) but less than 10% of Cr(Ⅵ) were adsorbed by dolomite during pH 4 ～ 10． The Cr(Ⅲ) adsorption
capacity of dolomite was 0．3 mg·g－1 as determined by Freundlich isotherm． Common coexisting molecules such as Mg2+，Ca2+，and humic acid have no
effect on the sorption of Cr(Ⅲ) on dolomite． However，high concentrations of CO2－

3 and acetic acid could moderately reduce Cr(Ⅲ) sorption，and citric
acid could markedly decrease Cr(Ⅲ) sorption． The separation of Cr(Ⅲ /Ⅵ) was tested in five environmental matrices including tap water，well water，
river water，electro plating wastewater and TCLP leachate． The recovery rates were 80．7%～113．0% for Cr(Ⅲ) and 103．4%～121．9% for Cr(Ⅵ) ．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dolomite is an effective and convenient material for the field separation of Cr(Ⅲ) and Cr(Ⅵ) ．
Keywords: dolomite; separation;Cr(Ⅵ);Cr(Ⅲ)

1 引言( Introduction)

重金属 Cr 在冶金、印染、电镀、制革等工业上有

广泛的应用，这些工业排放的废弃物也是环境中 Cr
污染的主要来源(Kotas' et al．，2000) ．环境中的 Cr 存

在Cr(Ⅵ) 和Cr(Ⅲ) 两种稳定的价态．其中，Cr(Ⅲ)

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在葡萄糖、脂肪和蛋白质

代谢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在环境中主要以 Cr(OH) 2+

和 Cr(OH) 2
+
的形态存在;Cr(Ⅵ) 是强氧化剂，对人

体具有毒性、致突变和致癌作用，进入人体内会引

起肝 损 伤、肺 堵 塞、呕 吐、腹 泻 等 症 状 ( USEPA，

1994; Golder et al．，2011)，在环境中主要以 HCrO－
4、

CrO2－
4 和 Cr2O

2－
7 等阴离子的形态存在(Thomyasirigul

et al．，2011)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国家环

境保护总局发布的《铬渣污染综合整治方案》，我国

现有 400×104 t 铬渣急需无害化处理．由于大部分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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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被露天堆积，其中的Cr(Ⅵ) 会随着雨水淋溶、冲

刷进入地表，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同时，Cr(Ⅵ)

及铬化合物气溶胶等会侵入呼吸道和皮肤，进而危

害人体健康．由于Cr(Ⅲ) 与Cr(Ⅵ) 在化学行为及毒

理性质方面的差异，单独检测环境中总 Cr 的含量已

经不能反映实际的环境效应(Krishna et al．，2005) ．
因此，将两种不同形态的 Cr 分离研究对于评价其各

自的环境行为具有重要意义(Stein et al．，1994) ．
目前，已经有很多研究报道过不同的分离和富

集Cr(Ⅲ) 与Cr(Ⅵ) 的 方 法，比 如，共 沉 淀 分 离 法

(Uluozlu et al．，2009; Karatepe et al．，2010)、固相萃

取法(Tuzen et al．，2006; Saygi et al．，2008)、浊点萃

取法(Shemirani et al．，2003; Liang et al．，2008)、色

谱法(Wolf et al．，2007) 等．这些分离方法还可与原

子吸收光谱(AAS)、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 ICP-
OES)、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 ICP-MS)、高效液相色

谱(HPLC)等测试仪器连接达到在线自动检测样品

浓度的目的(Ｒakhunde et al．，2012) ．在线自动检测

能够提高分析速率，但对仪器的连接要求也高，不

适合普通实验室和常规样品的检测．因此，目前常用

的方法是将Cr(Ⅲ)与Cr(Ⅵ)在溶液中分离后，选择

相应的仪器检测．固相萃取法(SPE) 是一种基于固

液分离萃取原理的样品预处理技术，具有高回收

率、高富集倍数、有机溶剂使用量少、操作简单、易

实现自动化等优点，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液-液萃取

法，被广泛应用于食物和环境样品的预处理过程中

(李竺等，2005) ．同样地，SPE 在Cr(Ⅲ) 和Cr(Ⅵ)

的分离富集研究上也已经普遍应用．另外，已有文献

报道多种吸附剂能够有效分离溶液中的Cr(Ⅲ) 和

Cr(Ⅵ)，较 为 常 用 的 有 树 脂 ( Tokaloǧlu et al．，
2009)、纳米材料(Tuzen et al．，2007)、生物吸附剂

(Memon et al．，2005)、矿物材料(Tuzen et al．，2006)

等．然而，上述分离材料大多存在材料制备繁琐、分

离过程复杂、实验条件要求过高等缺点，难以在常

规条件下满足有效分离Cr(Ⅲ) 和Cr(Ⅵ) 的目的．因
此，为Cr(Ⅲ)与Cr(Ⅵ)的形态分离寻找一种更为简

便、经济和快捷的方法是必需的．
白云石(CaMg(CO3) 2) 是一种天然的、便宜的、

含量丰富的矿物，被广泛应用于化肥、玻璃生产和

建筑材料等领域( Stefaniak et al．，1999)，其结构为

具有双碳酸盐的层状结构，易于通过热处理对表面

进行修饰和改性．研究表明，经过热处理后的白云石

已被成功应用于五氯苯酚、As、Pb 和Cr(Ⅵ) 的吸附

研究(Stefaniak et al．，1999; Lee et al．，2006; Marouf
et al．，2006; Salameh et al．，2010; Albadarin et al．，
2012)，其机理为金属离子进入双碳酸盐的层状结构

中与 Ca 和 Mg 发生交换，达到吸附去除溶液中污染

物的效果(Pehlivan et al．，2009) ．然而，根据文献调

研，目前尚无关于白云石对Cr(Ⅲ)吸附的研究报道．
基于此，本文主要研究Cr(Ⅲ) 和Cr(Ⅵ) 在白云

石上的吸附行为和吸附机理，并考察利用天然白云

石分离实际环境样品中Cr(Ⅲ)和Cr(Ⅵ)的效果．

2 材料与方法(Materials and methods)

2．1 材料与试剂

所用白云石购自天津津科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其它试剂如 HClO4、NaOH、HCl 和 HNO3均从国药集

团购买． Cr(Ⅲ) 和Cr(Ⅵ) 的 储 备 液 ( 浓 度 为 1000
mg·L－1)分别用 CrCl3·6H2O( 天津津科) 和 K2CrO4

(天津化工) 与 去 离 子 水 配 制，加 入 0． 05 mol·L－1

NaClO4调节溶液的离子强度，并加入 0．1% (体积分

数)的 HNO3冷藏保存待用．Cr(Ⅲ)和Cr(Ⅵ)的工作

溶液由上述储备液和去离子水配制，用适当浓度的

HClO4和 NaOH 调节所需溶液的 pH 值．
所用的实际水样和材料中，自来水取自实验

室，河水取自北京海淀区清河，井水取自内蒙古某

村庄，电镀废水取自贵州某电机厂区废水池，铬渣

取自山东省济南某铬渣堆积场．
本实验 所 用 的 去 离 子 水 均 由 18 MΩ (DDW，

Millipore Co．)仪器制取，所用的玻璃和塑料器具在

使用前均在 50% ( 体积分数) 的 HCl 溶液中浸泡

24 h，然后用大量蒸馏水冲洗干净．
2．2 实验方法

2．2．1 吸附分离过程 在 15 mL 的 SPE 小柱(长 80
mm，内径 15 mm)底部垫上一层滤纸，在小柱的出水

口接一个 200 μL 移液枪枪头以避免流速过快;称取

4 g 白云石颗粒(80 ～ 100 目)，填充在小柱中，并在

上层铺上少量丝绵防止颗粒上浮．取 12 mL 已配制

的 Cr 溶液在自然重力下流经 SPE 小柱，流速为 0．7
mL·min－1，收集流出的溶液并加 0．1%( 体积分数)

的 HNO3保存待测．流经 SPE 柱子前后溶液中的总

Cr 浓度用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GFAAS)检测，对于

Cr(Ⅵ)则用可见光分光光度计在 540 nm 波长处检

测．将测得的总 Cr 浓度与Cr(Ⅵ) 浓度做差减，通过

比较流经柱子前后Cr(Ⅲ)和Cr(Ⅵ) 的浓度变化，即

可得到白云石对Cr(Ⅲ) 的吸附量． GFAAS 对于 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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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测限(3 倍标准偏差) 为 0．8 μg·L－1，分光光度

计对Cr(Ⅵ)的检测限为 10 μg·L－1．
2．2．2 pH 值对吸附的影响 分别配制 100 μg·L－1

的Cr(Ⅲ)和Cr(Ⅵ)溶液，调节 pH 分别为 4、5、6、7、
8、9、10，离子强度为 0．05 mol·L－1 NaClO4．分别取 12
mL 各溶液在 SPE 小柱中经 4 g 白云石吸附，检测吸

附前后溶液的 Cr 浓度和 pH 变化，并分别计算白云

石对Cr(Ⅲ)和Cr(Ⅵ)的吸附率．
2．2．3 吸 附 容 量 配 制 100 ～ 200000 μg·L－1

的

Cr(Ⅲ)溶液，加入 0．05 mol·L－1 NaClO4，调节 pH =
7．0±0．5，使其接近天然水中性的状态．分别取 12 mL
各溶液在 SPE 小柱中经 4 g 白云石吸附，检测吸附

前后溶液的Cr(Ⅲ)浓度，考察白云石对Cr(Ⅲ) 的吸

附平衡容量．
2．2．4 吸附穿透曲线 吸附平衡实验在实际生产

中几乎都需要转换为柱状吸附实验，因此，连续流

动过程中的吸附穿透曲线比吸附平衡容量具有更

为实际的意义(Ali et al．，2006) ．这是因为吸附平衡

容量是在固定时间、体积、浓度的状态下考察吸附

剂对吸附质的最大吸附量．而实际生产中，希望得到

的是吸附剂对吸附质的累积吸附量，即在不更换吸

附剂及连续添加吸附质的状态下，评价吸附剂性能

失效前能够吸附的最大溶液量(Linek et al．，1982) ．
本实验是在一个直径 1．1 cm、长 21 cm 小柱中装入

16 g 白云石，用泵在 0．7 mL·min－1
的流速下不断通

入用 自 来 水 配 制 的 固 定 浓 度 为 500 μg·L－1
的

Cr(Ⅲ)溶液(溶液中加入 0．05 mol·L－1 NaClO4)，再

通过定时取样并检测吸附后的Cr(Ⅲ) 浓度，考察流

出液中Cr(Ⅲ) 浓度超过国家标准前白云石能吸附

的溶液量．
2．2．5 共存物质的影响 主要考察天然水体中常

见的 Mg2+、Ca2+、碳酸盐(CO2－
3 ) 和腐殖酸(HA) 对吸

附效果的影响;上述各物质直接添加到用去离子水

配制的 100 μg·L－1
的Cr(Ⅲ) 溶液中，所加入共存物

质的浓度分别为 Mg2+ 0 ～ 250 mg·L－1、Ca2+ 0 ～ 250
mg·L－1、CO2－

3 0～0．2 mol·L－1、腐殖酸 0 ～ 50 mg·L－1．
另外，柠檬酸和醋酸在天然水体中并无大量存在，

但由 于 本 研 究 所 用 的 铬 渣 提 取 液 是 将 铬 渣 经

0．1 mol·L－1
醋酸萃取的，萃取方法参考美国环保局提

出的废弃物毒性浸率试验(TCLP) (USEPA，1992);

柠檬酸是美国加州土壤毒性浸率试验(WET)的常用

酸(González et al．，2002)，因此，这两种有机酸在实际

水样分离试验中可能存在，故其对白云石吸附分离

Cr(Ⅲ)和Cr(Ⅵ)的影响也在此考察．
2．2．6 实际水样中的分离实验 在实际水样中考

察白云石对Cr(Ⅲ) 和Cr(Ⅵ) 的分离效果具有重要

意义．因此，本文在自来水、井水、河水、电镀废水和

铬渣提取液这 5 种水样中考察白云石对Cr(Ⅲ) 和

Cr(Ⅵ)的分离效果．
在上述 5 种水样中分别添加不同量的Cr(Ⅲ)

和Cr(Ⅵ)，各取 12 mL 上述溶液经 4 g 白云石吸附，

控制流速为 0．7 mL·min－1．用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

法(GFAAS)测吸附前后的 Cr 浓度变化．吸附前的总

Cr 包含Cr(Ⅲ) 和Cr(Ⅵ)，吸附后只剩下Cr(Ⅵ)，通

过总 Cr 减去Cr(Ⅵ)，即得到被吸附的Cr(Ⅲ) ．

3 结果与讨论(Ｒesults and discussion)

3．1 样品表征

取 80～100 目粒径的白云石用于本实验，这是

因为原材料(20 ～ 40 目) 的比表面积小，吸附位点

少;而较小颗粒(＞100 目) 的白云石呈粉末状，虽然

可能具有较大吸附容量，但在柱子吸附中可能会流

失，回收困难．分别采用电子能谱仪(EDX) 和 X 射

线粉末衍射(XＲPD)表征所用白云石的元素组成和

晶体构成(图 1) ．

图 1 白云石的 EDX (a)和 XＲPD (b)谱图

Fig．1 EDX (a) and XＲPD (b) pattern of dolomite powder

从 EDX 图谱(图 1a) 可以看出，C、O、Ca、Mg 是

白云石所含的主要元素( 含量见表 1) ．该结果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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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石的化学式 CaMg(CO3) 2 相符，同样的结果在前

人的研究中也有报道(Pehlivan et al．，2009) ．XＲPD
谱图(图 1b)表明，本研究所用的白云石晶形良好，

通过 XＲPD 定量分析发现，该白云石中同时含有少

量的方解石和石英(表 1) ．

表 1 白云石的化学组成

Table 1 The component of dolomite

元素组成 质量分数a 矿物组成 质量分数

C 23．9%±6．0% 石英 Quartz 0．1%

O 42．1%±6．2% 方解石 Calcite 0．2%

Ca 11．3%±1．1% 白云石 Dolomite 99．7%

Mg 22．9%±8．3%

注:a．平均值±标准偏差，n= 3．

3．2 pH 的影响

Cr(Ⅲ) 和Cr(Ⅵ) 浓度均为 100 μg·L－1
时，在

pH 为 4～10 的区间内，白云石对Cr(Ⅲ)的吸附率为

99．2%～100%，而对Cr(Ⅵ)的吸附率为 3．9% ～8．4%
(图 2)，说明该吸附剂在较宽的酸碱范围内均能有

效分离Cr(Ⅵ) 和Cr(Ⅲ) ．到目前为止，在先前的研

究报道中未发现有吸附剂在 4 ～ 10 的 pH 区间内对

Cr(Ⅵ) 或Cr(Ⅲ) 达到99%以上的吸附率(Krishna

et al．，2005; Bulut et al．，2007; Martendal et al．，
2009;Gu et al．，2011) ． 该 结 果 表 明，在 Cr(Ⅵ) 和

Cr(Ⅲ)的分离效果上白云石比其他吸附剂具有更

强的实用性．考虑到天然水体的酸碱度通常为中性，

以下的实验均调节溶液 pH= 7．0±0．5．

图 2 pH 对白云石吸附Cr(Ⅲ) 和Cr(Ⅵ) 的影响( 白云石 4 g，

溶液体积 12 mL，流速 0．7 mL·min－1，平行样 n= 3)

Fig．2 Effect of pH on the response of Cr(Ⅲ) on dolomite

3．3 共存物质的影响

图 3 给出了共存物质对白云石吸附Cr(Ⅲ) 的

影响．从图中可以看出，水中存在 Mg2+、Ca2+ 和腐殖

酸时，白云石对Cr(Ⅲ) 的吸附率均大于95%;随着

图 3 共存物质对白云石吸附Cr(Ⅲ) 的影响(白云石 4 g，溶液体积 12 mL，初始Cr(Ⅲ)浓度 500 μg·L－1，pH= 7．0±0．5，流速 0．7 mL·min－1，

平行样 n= 3)

Fig．3 Effects of interfering ions and organic acids on the ion-exchange of Cr(Ⅲ) with dolom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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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存在的 CO2－
3 浓度从 0．001 mol·L－1

增大到 0．2
mol·L－1，白云石对Cr(Ⅲ)的吸附率从 98．6%逐渐降

低到 92． 2%; 同 样 地，在Cr(Ⅲ) 溶 液 中 添 加 醋 酸

(0．001～0．2 mol·L－1)后，白云石对Cr(Ⅲ) 的吸附率

从 99．5%逐渐降低到 74．5%;然而，在Cr(Ⅲ)溶液中

加入柠檬酸(0．001～0．2 mol·L－1) 后，Cr(Ⅲ) 的吸附

率只有 1．3%～5．7%．
因此，除柠檬酸以外，Mg2+、Ca2+ 和腐殖酸对白

云石吸附Cr(Ⅲ)均无明显影响;CO2－
3 和醋酸在浓度

低于 0．05 mol·L－1
时无明显影响．对于 CO2－

3 来说，只

有当其浓度大于 0．05 mol·L－1
后才会对吸附效果造

成影响． 而 天 然 水 体 中 的 CO2－
3 背 景 值 低 于 0． 05

mol·L－1，所以 CO2－
3 在实际体系中对吸附的影响微

弱．而醋酸和柠檬酸对吸附效果的影响可能是由于

含有—OH 和—COOH 官能团，从而具有螯合能力，

在溶液中能够与Cr(Ⅲ) 形成络合物，即与白云石形

成竞争吸附．由于这两种有机酸的螯合能力强，争夺

了溶液中的Cr(Ⅲ)形成可溶性的络合物，从而影响

了Cr(Ⅲ)在白云石上的吸附(Salovaara et al．，2002;

Cao et al．，2011) ．然而，天然水体中几乎不存在醋酸

和柠檬酸．本研究中铬渣提取液所用的醋酸浓度只

有 0．1 mol·L－1，不会对Cr(Ⅲ)的吸附造成太大影响．
以上分析表明，天然水体中主要的物质对吸附效果

均无明显影响，白云石可以用于天然水体中Cr(Ⅲ)

和Cr(Ⅵ)的分离．
3．4 吸附等温线

为了考察白云石对Cr(Ⅲ) 的吸附容量，进行了

吸附等温线实验，从图 4 中可以看出，随着Cr(Ⅲ)

浓度的增大，吸附容量逐渐增大．当白云石用量一定

时，随着浓度的增加，吸附容量逐渐增大并趋于平

衡．采用 Freundlich 模型对吸附等温线进行拟合，拟

合方程如式(1)所示．
Qe =KFC

1 /n
e (1)

式中，Ce 为 Cr(Ⅲ) 的 平 衡 浓 度 (μg·L－1 )，Qe 为

Cr(Ⅲ)的平衡吸附量(mg·g－1)，KF(L·mg
－1) 及 1 /n

均为 Freundlich 吸附等温常数．如图 4 所示，拟合的

Ｒ2
为 0．973，KF为 0．025，1 /n 为 0．459，表明Cr(Ⅲ)在

白云石上的吸附符合 Freundlich 模型．通过吸附等

温线实验结果可知，白云石对Cr(Ⅲ) 的最大吸附容

量为 0．3 mg·g－1，高于白云石对 As(V) 的吸附量

(5．02 μg·g－1 ) (Ayoub et al．，2007)，但 低 于 Cu2+

(8．26 mg·g－1)和 Pb2+(21．74 mg·g－1)在白云石上的

吸附量(Pehlivan et al．，2009) ．

图 4 Cr(Ⅲ) 在白云石上的 Freundlich 模型吸附等温线拟合结

果(Cr(Ⅲ)初始浓度 100 μg·L－1，白云石 4 g，Cr(Ⅲ)溶液

12 mL)

Fig．4 Adsorption isothermal of Cr(Ⅲ) on dolomite using

Freundlich model

3．5 吸附机理

重金属在白云石表面的吸附主要存在 2 种分子

机制:①以内层的阳离子交换作用为主的化学吸

附;②以表面络合作用为主的专性吸附 ( Pehlivan
et al．，2009) ．在本研究中发现用去离子水配制的

Cr(Ⅲ)溶液，初始 pH= 7．0，经 SPE 柱吸附后流出液

的 pH 值在 10 以上，呈碱性．造成吸附后溶液 pH 升

高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白云石中的 Ca2+ 和 Mg2+ 被溶

液 中 的 Cr(Ⅲ) 交 换 出 来，在 流 出 液 中 以 强 碱

Ca(OH) 2和 Mg(OH) 2的形式存在．

图 5 被吸附的Cr(Ⅲ) 与流出液中增加的 Ca2++Mg2+的线性回

归分析

Fig．5 Ｒelationship betweenthe increased Ca2+ and Mg2+ and the

decreased Cr(Ⅲ) in the solution phase

为了验证上述推论，本研究用 ICP-OES 检测了

平衡吸附试验中流出液中 Ca2+和 Mg2+的浓度，换算

为物质的量，再与被白云石吸附的Cr(Ⅲ) 的物质的

量做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图 5 所示，可决系数 Ｒ2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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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42，即溶液中Cr(Ⅲ)的减少量与流出液中增加的

Ca2+ +Mg2+ 的量呈线性关系，证明了前面的推论，即

溶液中的 Cr3+与白云石片层的 Ca2+、Mg2+ 发生离子

交换作用，从而实现Cr(Ⅲ) 在白云石上的吸附．另
外，由于白云石的片层结构松散，其中，CaO 表面本

身也能够吸附部分金属离子(Sturchio et al．，1997) ．
而交换进入溶液中的 Ca2+、Mg2+ 会与 OH－

形成碱性

的 Ca(OH) 2和 Mg(OH) 2，这就造成了流出液的 pH
比初始Cr(Ⅲ) 溶液的 pH 高．因此，当初始溶液中

Cr(Ⅲ) 的浓度超过 SPE 柱中白云石(4 g) 所含的

Ca2+、Mg2+交换量时，形成的 Ca(OH) 2 和 Mg(OH) 2

在较高 pH 的情况下，可能会沉淀在白云石表面，从

而阻止吸附的进行，达到吸附饱和．类似的情况也发

生在 Cu2+
和 Pb2+

在 白 云 石 上 的 吸 附 中 ( Pehlivan
et al．，2009) ．因此，Cr(Ⅲ) 在白云石上的吸附机制

是以离子交换作用为主．
3．6 穿透曲线

如图 6 所示，吸附穿透实验证明，在流出液浓度

高于美国环保局规定的饮用水中 Cr 标准浓度 100
μg·L－1(USEPA，2010) 以前，16 g 的白云石至少能

吸附 22．5 L 浓度为 500 μg·L－1
的Cr(Ⅲ) 溶液，穿透

时总的吸附量为 24．3 mg·g－1，表明本方法能有效截

留溶液中大量的Cr(Ⅲ) ．而且，与前面的结果不同的

是，本实验是用自来水配制的Cr(Ⅲ)溶液，初始 pH

为 7．0±0．3，但吸附后流出液的 pH 呈碱性(9．7 ～ 10．
0) ．这可能是因为天然水中含有碳酸、腐殖酸等缓冲

物质，抵消了 pH 的剧烈变化(王晓蓉，1993) ．

图 6 白云石对Cr(Ⅲ) 的吸附穿透曲线(白云石 16 g，初始浓度

500 μg·L－1，pH= 7．0±0．5，流速 0．7 mL·min－1，n= 3)

Fig．6 The breakthrough curve of Cr(Ⅲ) adsorption on dolomite

3．7 在实际样品中的分离效果

在河水、井水、自来水、电镀废水和铬渣提取液

5 种实际水样中分离Cr(Ⅲ) 和Cr(Ⅵ)，结果表明，

经白云石吸附分离后，Cr(Ⅲ) 回收率为 80． 7% ～
113．0%，Cr(Ⅵ) 的回收率为 103． 4% ～ 121． 9% ( 表

2)，证明本研究中所使用的吸附剂和分离方法能满

足实际要求，可用于实际水体中Cr(Ⅲ) 和Cr(Ⅵ) 的

分离．

表 2 白云石在实际水样中分离Cr(Ⅲ) 和Cr(Ⅵ) (n= 3)

Table 2 Analytical results for water samples and recovery of spiked Cr

水样

原液浓度 /
(μg·L－1)

添加量 /
(μg·L－1)

Cr(Ⅲ) Cr(Ⅵ) Cr(Ⅲ) Cr(Ⅵ)

吸附前总

Cr 浓度 /
(μg·L－1)

吸附后浓度 /
(μg·L－1)

回收率

Cr(Ⅲ) Cr(Ⅵ) Cr(Ⅲ) Cr(Ⅵ)

自来水 n．d n．d 30 20 51．8±1．1 n．d 25．0 ± 0．8 84．6%± 0．1% 121．9%±0．2%

井水 n．d n．d 30 20 54．1±0．8 n．d 21．3 ± 0．3 96．8%± 0．0% 109．1%±0．3%

河水 1．1±0．3 1．0±0．1 30 20 47．4±0．4 n．d 22．8±0．2 80．7%±0．0% 103．4%±0．1%

电镀废水 2．6±0．5 57．9±0．4 1000 n．s 1010．0±1．7 n．d 62．1±0．8 94．5%±0．0%

铬渣萃取液 80．0±0．5 4540．0±0．3 1000 n．s 6040．0±1．1 n．d 4830．0±0．5 113．0%±0．0%

注:n．d 表示未测出;n．s 表示未添加．

4 结论(Conclusions)

1) 在水体 pH = 4 ～ 10 之间，白云石 (80 ～ 100
目)对Cr(Ⅲ)的吸附率可达 99%以上，对Cr(Ⅵ) 的

吸附率不到 10%．
2)Cr(Ⅲ)在白云石上的吸附符合 Freundlich 模

型，最大吸附容量为 0．3 mg·g－1 ．
3)流动吸附实验证明，流速为 0．7 mL·min－1

时，

白云 石 至 少 能 吸 附 22． 5 L Cr(Ⅲ) 浓 度 为 500

μg·L－1
的自来水水样，且出水中的铬 Cr 浓度低于

100 μg·L－1．
4)环境主要共存物质如 Mg2+、Ca2+ 和腐殖酸对

白云石吸附Cr(Ⅲ) 无明显的影响，而高浓度( 大于

0．05 mol·L－1)的 CO2－
3 、醋酸和柠檬酸会降低白云石

对Cr(Ⅲ)的吸附率．
5)在自来水、井水、河水、电镀废水和铬渣提取

液等水样的Cr(Ⅲ /Ⅵ) 分离实验中，Cr(Ⅲ) 的回收

率在 80． 7% ～ 113． 0% 之 间，Cr(Ⅵ) 的 回 收 率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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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4%～121．9%之间．
研究结果表明，利用天然白云石分离Cr(Ⅵ) 和

Cr(Ⅲ)高效易行，该研究为现场的 Cr 形态分离提

供了一种简便快捷的方法．本研究结果数据将有助

于指导环境中 Cr 的污染控制和新型处理技术的

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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