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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液体型表面活性剂改性皂土对碱性红的吸附研究

刘 凡，杨柳青，邓 茹，孔德焕

（乐山师范学院化学学院，四川 乐山 ６１４００４）

　　摘　要：以溴化十六烷基咪唑和溴化十二烷基吡啶两种离子液体型表面活性剂作为有机改性剂，通

过微波辐射技术制得改性有机皂土吸附剂（简称有机皂土１和有机皂土２），并以红外光谱对其进行表

征。研究了有机皂土的吸附时间、吸附温度、溶液的ｐＨ值、初始浓度等因素对碱性红吸附的影响。研究

结果表明：在吸附时间约１０ｍｉｎ内去除率达９６％以上，吸附的稳定时间＞４０ｍｉｎ，在实验的温度、溶液的

ｐＨ值范围内对碱性红吸附的去除率９５％～９７％，有机皂土对碱性红的吸附作用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吸

附过程更符合单分子层吸附的Ｌａｎｇｍｕｉｒ等温吸附模型以及拟二级动力学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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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染料废水具有高生物毒性、高 ＣＯＤ值、难以生物降

解等特性，而大部分的染料又具有复杂的芳香结构，是

致癌、致畸、致突变性能的有机物，因此染料废水严重影

响人类的健康和水生生物的生长环境。为解决染料废

水污染引发的环境问题，以及更好地处理染料及合成染

料中间体的废水，减少对环境的危害和威胁这一世界性

难题，人们开展了各种研究并建立一系列的处理方

法［１６］，如纳米材料光催化降解法、电催化氧化法、微波

降解法、以及应用最为广泛的吸附法等。为了克服吸附

剂对染料吸附的缺点或不足，众多研究者对吸附剂进行

改性以满足实际生产的需要，如 Ｃｈａｎｄｒａｓｅｋａｒａｎ［４，７１２］等

以表面活性剂对磁性纳米吸附剂、玻璃废料、活性炭等

进行改性处理，并研究了对结晶紫、亚甲蓝、阳离子橙等

染料的吸附及其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以表面活性剂改性

的吸附剂其去除率、吸附量和吸附的稳定性都有较大的

提高。

碱性红是一种含有苯环的阳离子染料，作为细胞染

色以及印染工业中棉布、人造纤维以及纸张等物质的染

色剂［１３１４］，具有颜色鲜艳、附着性好、使用范围广泛等优

点，但其又具有难以降解、在环境中滞留时间长，污染水

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等危害性，是极难被处理和降解的

染料废水之一。

皂土是一种含有蒙脱石和 Ｃａ２＋、Ｍｇ２＋碱土金属的

非金属矿产，其具有极大的比表面积和强吸附能力。皂

土在国内储存量大，分布范围广，价格便宜，使用成本低

廉，被广泛地应用于处理污水、净化水质等环保领域。

但是由于皂土本身具有较强的亲水性和粘性，吸水后易

膨胀，吸附后不易分离，而难以再次被回收利用，因此将



皂土改性，改变其性能，增强其吸附效果是十分有必要

的［１５１７］。鉴于将皂土作为基体以表面活性剂改性的报

道不多，本文将皂土用溴化十六烷基咪唑和溴化十二烷

基吡啶进行有机改性，研究改性有机皂土对碱性红的吸

附以及吸附时间、吸附温度、溶液的ｐＨ值等因素对吸附

的影响，并对其吸附机理进行探讨，以其为染料废水的

处理提供一个有实用价值的参考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仪器

双光束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型号 ＴＵ－１９５０，北京

普析通用仪器有限责任公司）；水浴恒温振荡器（型号

ＷＨＹ－２Ｓ，江苏大地自动化仪器厂）；傅立叶变换红外光

谱仪（型号ＷＱ－５３０，北京瑞利分析仪器有限公司）；可

见分光光度计（型号７２００型，尤尼柯（上海）仪器有限公

司）；电子分析天平（型号ＦＡ２００４，上海舜宇恒平科学仪

器有限公司）。

１２ 实验试剂

溴化十六烷基咪唑（自制，经核磁、红外检测）；溴化

十二烷基吡啶（自制，经核磁、红外检测）；皂土（ＣＰ，上

海试四赫维化工有限公司）；碳酸氢钠（ＡＲ，成都科龙试

剂厂）；碱性红（ＡＲ，上海试剂三厂）。

１３ 实验方法

１３１ 有机皂土的制备

取市售皂土１１０℃干燥９０ｍｉｎ，用标准分样筛分离

１６０～２００目皂土待用，以按皂土／碳酸氢钠１００∶１５混

合制浆，９５℃反应１２０ｍｉｎ，离心分离，将钠化皂土蒸馏

水洗涤多次，１１０℃干燥研磨，得到钠化皂土。取２０ｇ

钠化皂土和离子液体型表面活性剂 ２５ｍｍｏｌ混合于

１００ｍＬ蒸馏水中，微波功率４８０Ｗ，有机化反应３ｍｉｎ，冷

却，离心分离，洗涤，８０℃ ～９０℃干燥，研磨过１６０目，

制得有机改性皂土。

１３２ 改性皂土对碱性红的吸附研究

在１００ｍＬ的锥形瓶中分别加入一定量吸附剂和

２５ｍＬ的碱性红溶液，恒温振荡，待吸附一定的时间后取

上层清液过滤，在最大吸收波长（λｍａｘ＝５３１ｎｍ）处测定

碱性红滤液的吸光度值 （Ａ）。根据碱性红的工作曲线

ｙ＝００３８２ｘ＋０００８７，计算碱性红溶液的浓度。按公

式（１）与公式（２）计算碱性红的去除率 （Ｒ）和吸附量

（Ｑ）。

Ｒ＝
Ｃ０－Ｃ
Ｃ０

×１００％ （１）

Ｑ＝
Ｃ０－Ｃ
ｍ ×Ｖ （２）

式中：Ｃ０为碱性红溶液的初始浓度（ｍｇ．Ｌ
１）；Ｃ为吸附

后碱性红溶液的浓度（ｍｇ．Ｌ１）；ｍ为皂土的质量（ｍｇ）；

Ｖ为碱性红溶液的体积（Ｌ）。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钠化皂土、溴化十六烷基咪唑改性皂土和溴化十

二烷基吡啶改性皂土吸附前后的ＦＴＩＲ表征

钠化皂土及改性的有机皂土吸附前后的红外光谱

如图１与图２所示，３６００ｃｍ１～３４００ｃｍ１和１６４８ｃｍ１皂

土基体的 －Ｏ－Ｈ的拉伸振动和弯曲振动吸收峰，

８００ｃｍ１处为Ｓｉ－Ｏ的弯曲振动峰。由溴化十六烷基咪

唑和溴化十二烷基吡啶改性后皂土的 ２８８３ｃｍ１、

２９２２ｃｍ１和１４２０ｃｍ１吸收峰为饱和烃－Ｃ－Ｈ基团的拉

伸振动和弯曲振动峰；６６９ｃｍ１附近的峰，应为 －ＣＨ平

面摇摆振动吸收峰。通过红外光谱的表征对比，溴化十

六烷基咪唑和溴化十二烷基吡啶结合于皂土的表面，得

到溴化十六烷基咪唑改性皂土（有机皂土１）和溴化十

二烷基吡啶改性皂土（有机皂土２），即皂土被有效地改

性。吸附实验后的红外光谱变化较小，原１６４８ｃｍ１处吸

收峰略微蓝移１６６４ｃｍ１并有增强，表明表面活性剂在实

验振荡中仍然结合于基体表面，没有发生脱附现象；而

吸附剂表面呈红色，即碱性红染料吸附于吸附剂表面。

１－钠化皂土，２－有机皂土１，３－有机皂土２

图１ 钠化皂土／有机皂土红外光谱图

９第３２卷第５期　　 　　　刘凡，等：离子液体型表面活性剂改性皂土对碱性红的吸附研究



１－钠化皂土－碱性红，２－有机皂土２－碱性红
图２ 钠化皂土／有机皂土－碱性红红外光谱图

２２ 吸附时间对碱性红吸附效果的影响

在１００ｍＬ的锥形瓶中加入５０ｍｇ钠化皂土或者改

性有机皂土，再加入碱性红溶液（５０ｍｇ／Ｌ）２５ｍＬ，恒温

振荡，在不同的时间取其溶液过滤，测定碱性红滤液的

吸光度，并计算其对应的去除率 （Ｒ）、吸附量 （Ｑ），如

图３与图４所示。

有机皂土１■－去除率，●－吸附量；有机皂土２◆－去
除率，▲－吸附量

图３ 吸附时间对有机皂土吸附碱性红的

去除率和吸附量的影响

钠化皂土◆－去除率，■－吸附量
图４ 吸附时间对皂土吸附碱性红的去除率和

吸附量的影响

在吸附的前１０ｍｉｎ～２０ｍｉｎ内，吸附剂对碱性红的

吸附率随时间而迅速增大，到达动态的吸附平衡。有机

皂土 １、２对碱性红的去除率和吸附量为 ９６１６％、

２４０４ｍｇ／ｇ和９７０５％、２４２６ｍｇ／ｇ，吸附的稳定时间
!

４０ｍｉｎ。但对于未改性皂土去除率和吸附量为约８１％

和２００３ｍｇ／ｇ，吸附质在吸附剂表面的吸附不够稳定，

随时间的增加碱性红从吸附剂表面脱附而进入溶液，使

得去除率和吸附量都有较大的降低，吸附效率下降（如

图３）。究其原因，碱性红分子与固体表面以范德华力作

用而形成的单分子层或多分子层的吸附，是物理吸附为

主的吸附，因此其吸附的稳定性较低，容易解吸；而有机

皂土对碱性红的吸附除了物理吸附，还有表面活性剂的

疏水链对碱性红的笼效应、增溶效应、极性效应以及表

面活性剂的静电效应［１８］等因素的影响。比较图３和图

４的去除率随时间的变化可知，由于极性较小的吸附质

增溶于表面活性剂的疏水链中，增强了碱性红与吸附剂

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吸附剂的表面的结合更为紧密，稳

定性更好，不易解吸，这和实验的结果相吻合，因此在后

续的实验中确定有机皂土对碱性红的吸附时间

为３０ｍｉｎ。

２３ ｐＨ、温度对的碱性红吸附效果的影响

在印染工业中由于染料种类、印染助剂、印染工艺

等的不同以及生产季节的差别，印染废水的 ｐＨ值与温

度也各不相同，变化较大，研究溶液的ｐＨ值与温度对吸

附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初始条件：ｍ吸附剂 ＝５０ｍｇ，

Ｃ０ ＝２５ｍｇ·Ｌ
１，Ｖ＝２５００ｍＬ。在不同 ｐＨ值（初始

ｐＨ值＝６８６）和温度（初始温度Ｔ＝２９８Ｋ）实验条件下

振荡吸附３０ｍｉｎ，取过滤清液测定其吸光度，并计算去

除率，实验结果见表１。在实验的 ｐＨ值或温度的范围

内，随着溶液的ｐＨ或温度的升高，碱性红的去除率变化

趋势很小。这是因为表面活性剂的疏水链对染料分子

的包裹，屏蔽了碱性红分子的－ＮＲ＋３ 与有机皂土表面负

电荷的相互静电作用，以及碱性红分子的 －ＮＲ与 －

Ｓｉ－ＯＨ间的氢键作用，因此溶液的 ｐＨ值以及吸附温度

对染料的去除率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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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的ＰＨ值对结晶紫吸附量的影响
有机皂土１ 有机皂土２

ｐＨ ３０ ６８６ ９０ １１０ ３０ ６８６ ９０ １１０

去除率／％ ９６５ ９６１ ９４９ ９４９ ９７１ ９７１ ９６５ ９６４

Ｔ／℃ ２５０ ３００ ３５０ ４００ ２５０ ３００ ３５０ ４００

去除率／％ ９６１ ９６２ ９６５ ９６５ ９７１ ９７２ ９７１ ９７３

２４ 初始浓度对碱性红吸附效果的影响

如图５所示，随着碱性红初始浓度增大，碱性红的

吸附量增大，曲线呈明显的上升的趋势，随着初始浓度

增大，固液相间传输阻力被更好地克服，吸附量也随之

增大。吸附等温线是评价吸附剂对吸附质的吸附行为

可适用的数学模型。其一是吸附符合单分子层吸附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的等温吸附模型；其二是吸附质是双分子层或

多分子层吸附的 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１９］等温吸附模型。通过对实

验数据的数学拟合，判定吸附剂的吸附类型及吸附性能。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等温吸附方程：

Ｃｅ
Ｑｅ
＝ １
ｂＱｍ

＋
Ｃｅ
Ｑｍ

（３）

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等温吸附方程：

ｌｏｇＱｅ＝ｌｏｇＫｆ＋
１
ｎｌｏｇＣｅ （４）

式中：Ｃｅ为碱性红溶液吸附后的质量浓度（ｍｇ·Ｌ
１）；Ｑｅ

为平衡时的吸附量（ｍｇ·ｇ１）；Ｑｍ为最大吸附量（ｍｇ·ｇ
１）；

ｂ为Ｌａｎｇｍｕｉｒ等温吸附常数（Ｌ·ｍｇ１）；Ｋｆ、ｎ为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

特征常数，Ｋｆ表示吸附亲和力的大小，ｎ表示吸附强度。

（◆－有机皂土１，■－有机皂土２）
图５ 碱性红初始浓度对有机皂土吸附碱性红的影响

　　两种有机皂土对碱性红的吸附作用用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模

型（图６）与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模型（图７）进行线性拟合，吸附

等温线模型参数见表２。由表２可知，Ｌａｎｇｍｕｉｒ模型的

Ｑｍ理论值与实验值更接近，能更好描述两种改性有机皂

土对碱性红的吸附行为，即有机皂土对碱性红主要为单

分子层吸附。

（◆－有机皂土１，■－有机皂土２）
图６ 有机皂土的Ｌａｎｇｍｕｉｒ模型

（◆－有机皂土１，■－有机皂土２）
图７ 有机皂土吸附的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模型

表２ 改性皂土吸附碱性红的等温吸附参数

吸附剂名称 Ｔ／℃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模型 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模型

ｂ／（Ｌ·ｍｇ１） Ｑｍ ／（ｍｇ·ｇ１） Ｑｅｘｐ／（ｍｇ·ｇ１） Ｒ２ ｎ ｌｏｇＫｆ Ｒ２

有机皂土１ ２５ ０３０２ ４５６１ ４７１７ ０９９３７ ２２７１０８７８ ０９７２５

有机皂土２ ２５ ０３７５ ５４０６ ５５２５ ０９９８３ ２０４ １１９３９ ０９７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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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有机皂土的吸附动力学

将碱性红在有机皂土上不同时间的吸附量数据分

别采用准一级和准二级动力学方程进行拟合：

准一级动力学方程：

ｌｎ（Ｑｅ＝Ｑｔ）＝ｌｎＱｅ－Ｋ１ｔ （５）

准二级动力学方程：

ｔ
Ｑｔ
＝ １
ｋ２Ｗ

２
ｅ

＋ ｔＱｅ
（６）

式中：Ｑｅ是平衡时有机皂土对碱性红的平衡吸附量

（ｍｇ·ｇ１）；Ｑｔ为ｔ时刻时有机皂土对碱性红的吸附量

（ｍｇ·ｇ１）；ｋ１（ｍｇ·ｍｉｎ
１）、ｋ２（ｇ·ｍｇ

１·ｍｉｎ１）分别为拟一

级动力学和的准二级动力学的速率常数。根据其数学

模型得到的拟合曲线如图８所示，其拟合参数见表３。

（◆－有机皂土１，■－有机皂土２）
图８ 有机皂土的吸附准二级动力学模型

表３ 动力学方程的拟合参数和相关系数

吸附剂

准一级动力学模型 准二级动力学模型

ｋ１
／（ｍｇ·ｍｉｎ１）

Ｒ２
ｋ２

／（ｇ·ｍｉｎ·ｍｇ１）
Ｒ２

有机皂土１ ０１９２ ０９３９９ ０１３０３ ０９９９７

有机皂土２ ０１４３ ０９４５５ ０１４６９ ０９９９８

　　由表３可知，两种改性有机皂土的准二级动力学模

型的相关系数Ｒ２ ＞０９９９，表明两种有机皂土对碱性红

的吸附更符合准二级动力学模型，该吸附过程包含吸附

剂表面与内孔吸附、液体的扩散以及表面活性剂的疏水

链的笼效应与增容的过程，是物理吸附与化学吸附共同

作用的结果。

３ 结 论

（１）以溴化十六烷基咪唑和溴化十二烷基吡啶两

种离子液体型表面活性剂为有机改性剂，用微波辐射的

方法改性钠化皂土，制得有机皂土１和有机皂土２，经红

外光谱表征表面活性剂附着皂土的内外表面。可以克

服单纯皂土作为吸附剂使用的不足，并提高改性皂土对

染料的吸附容量和吸附效率。

（２）表面活性剂的疏水链对碱性红的笼效应、增溶

效应、极性效应以及静电效应等因素的影响，在吸附时

间约１０ｍｉｎ内去除率达９６％以上，吸附的稳定时间 ＞

４０ｍｉｎ，吸附的平衡时间较短，吸附效率较高，染料附着

稳定。

（３）实验的温度、溶液的 ｐＨ值范围内对碱性红吸

附的去除率为９５％ ～９７％，温度和溶液的 ｐＨ值对吸附

的影响较小，吸附剂使用条件较为广泛。

（４）吸附碱性红是一个自发的吸附过程，符合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模型的单分子层吸附以及准二级动力学曲线

的模型，吸附包含了物理吸附和化学吸附两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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