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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抗微生物污染的土壤重

金属吸附材料及其制备方法，该土壤重金属吸附

材料包括球状颗粒，所述球状颗粒的表面包覆有

纳米二氧化硅膜层，所述球状颗粒的组分包括羧

甲基纤维素钠、聚丙烯酸钠、膨润土、壳聚糖、硅

藻土、玉米芯细粉。本发明的技术方案的土壤重

金属吸附材料吸附稳定，解吸率小，在具有更好

的吸附效果的情况下，还能防止微生物吸附寄

生，而且所采用的材料易回收和再生，更加环保，

可用于水体和土壤的重金属污染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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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抗微生物污染的土壤重金属吸附材料，其特征在于：其包括球状颗粒，所述球状

颗粒的表面包覆有纳米二氧化硅膜层，所述球状颗粒的组分包括羧甲基纤维素钠、聚丙烯

酸钠、膨润土、壳聚糖、硅藻土、玉米芯细粉。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微生物污染的土壤重金属吸附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纳米

二氧化硅膜层的厚度为20-50  nm，纳米二氧化硅膜层的粒径为15-25  n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微生物污染的土壤重金属吸附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球状

颗粒的组分及其质量百分比为：羧甲基纤维素钠1020%、聚丙烯酸钠1020%、膨润土2060%、壳

聚糖0.21%、硅藻土1030%、玉米芯细粉7-19%。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抗微生物污染的土壤重金属吸附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球状

颗粒的粒径为1-5cm。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抗微生物污染的土壤重金属吸附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球状

颗粒采用将各组分的材料混合后造粒得到。

6.一种如权利要求1~5任意一项所述的抗微生物污染的土壤重金属吸附材料的制备方

法，其特征在于，其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S1，将羧甲基纤维素钠、聚丙烯酸钠、膨润土、壳聚糖、硅藻土、玉米芯细粉混合均

匀；

步骤S2，将混合均匀的粉体进行造粒，得到球状颗粒；

步骤S3，配制二氧化硅溶胶，将球状颗粒放入二氧化硅溶胶中浸泡，然后取出进行加热

反应，得到包覆一层纳米二氧化硅膜层的球状颗粒。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抗微生物污染的土壤重金属吸附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S2中，造粒过程包括：将混合均匀的粉体放入陶瓷造粒机中，然后将水以喷雾的形

式加入，造粒，干燥得到球状颗粒半成品。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抗微生物污染的土壤重金属吸附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水的用量为粉体总质量的15-25%，干燥温度为75~85℃。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抗微生物污染的土壤重金属吸附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S3中，二氧化硅溶胶的配置方法为：将90~96份水、4~10份乙醇、0.6-0.8份硝酸、2-5

份正硅酸乙酯混合，然后搅拌0.5~2h，放置1~3h，滴入0.5-1份氨水，放置后得到二氧化硅溶

胶。

10.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抗微生物污染的土壤重金属吸附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S3中，所述加热反应的温度为120-150℃，反应时间0.5~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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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抗微生物污染的土壤重金属吸附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环保治理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抗微生物污染的土壤重金属吸附材

料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类向土壤中排放的大量废弃物，导致土地受到严重的污染，特

别是土壤中的重金属含量升高，砷、汞、铅、镉、铬、铜、锌、镍、锰、钴、硒、钒、锑、铊、钼等重金

属离子在土壤中沉积积累，对土壤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对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土壤

中的重金属污染会进入农作物里，降低农产品的质量，并最终流入人类身体中，危害身体健

康。

[0003] 重金属通过工业污染源排放、废旧电池的污染、以及城市化的问题等途径进入水

体环境，导致水生生态系统的重金属浓度有了相当大程度的增加。我国水体重金属污染问

题已经比较突出。长江、珠江等主要流域，重金属超标断面的污染程度均为超V类；鄱阳湖饶

河段水中Pb超过地表水的Ⅲ类标准；武汉市内湖泊水中Hg的含量多数明显高于郊区湖泊

水；太湖底泥中Cu、Pb、Cd含量均处于轻度污染水平；大宝山矿区水体受以Cu、Zn、Cd、Pb为主

的多金属复合污染，综合污染指数为2.23～18.11，超标现象较严重。重金属的毒性和生物

累积性，使其引发的污染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一直以来，对水体重金属污染的特征、危害

和治理技术的研究都是热门的课题。

[0004] 目前重金属污染治理技术有以下几种：沉淀和絮凝、电化学方法、生物修复法、物

理化学吸附法、磁性吸附。沉淀和絮凝过程会消耗大量的酸碱试剂，主要适用于含较高浓度

重金属离子废水的处理。电化学可从废水中回收较高纯度的重金属，但此法一定程度上也

受到电解质消耗、电流密度小、处理能力有限和能耗大的限制，一般来说，对于含重金属和

贵重金属离子的污水，如果水量不大，用电化学方法处理，是比较有效和经济的。生物修复

法处理周期长，费用高，目前水生物主要用作环境重金属污染的指示生物，用于污染治理的

不多。磁性吸附是一种处于研究中的新型吸附方法，兼具分离与回收的优点，但是制作成本

高，未能具备使用价值。吸附法操作较为简易、低能耗且处理浓度范围宽。对原始废水，先用

吸附法修复和回收重金属，再结合其它方法处理以达到排放要求，是比较好的选择。

[0005] 目前用于重金属吸附的材料有海藻酸钠、明胶、膨润土、壳聚糖、阳离子交换树脂、

羧甲基纤维素、淀粉、聚乙烯醇、硅藻土、菌渣、秸秆等物质，这些材料制成的重金属吸附剂

在土壤中使用时会出现被土中的细菌藻类等微生物吸附寄生的现象，从而堵塞重金属离子

进入吸附剂的通道，降低吸附效率。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以上技术问题，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抗微生物污染的土壤重金属吸附材料及其

制备方法，该吸附材料高效、稳定，且易回收和再生，可用于水体和土壤的重金属污染治理。

[0007] 对此，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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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一种抗微生物污染的土壤重金属吸附材料，其包括球状颗粒，所述球状颗粒的表

面包覆有纳米二氧化硅膜层，所述球状颗粒的组分包括羧甲基纤维素钠、聚丙烯酸钠、膨润

土、壳聚糖、硅藻土、玉米芯细粉。

[0009] 采用此技术方案，该纳米二氧化硅膜层因为纳米颗粒的物理特性和二氧化硅本身

的亲水性、荷负电性，防止了微生物寄生在吸附材料上，同时二氧化硅的亲水性可以保证水

中的金属离子被吸附至材料内部。本土壤重金属吸附材料吸附重金属离子的方式以离子交

换为主，另组分含少量的羟基和氨基吸附，材料对重金属离子的吸附稳定，解吸率小。

[0010] 进一步的，所述纳米二氧化硅膜层的厚度为20-50nm，纳米二氧化硅膜层的粒径为

15-25nm。

[0011]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球状颗粒的组分及其质量百分比为：羧甲基纤维

素钠10-20％、聚丙烯酸钠10-20％、膨润土20-60％、壳聚糖0.2-1％、硅藻土10-30％、玉米

芯细粉7-19％。

[0012]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球状颗粒的粒径为1-5cm。

[0013]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球状颗粒采用将各组分的材料混合后造粒得到。

[0014] 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如上任意一项所述的抗微生物污染的土壤重金属吸附材料

的制备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

[0015] 步骤S1，将羧甲基纤维素钠、聚丙烯酸钠、膨润土、壳聚糖、硅藻土、玉米芯细粉混

合均匀；

[0016] 步骤S2，将混合均匀的粉体进行造粒，得到球状颗粒；

[0017] 步骤S3，配制二氧化硅溶胶，将球状颗粒放入二氧化硅溶胶中浸泡，然后取出进行

加热反应，得到包覆一层纳米二氧化硅膜层的球状颗粒。

[0018]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步骤S2中，造粒过程包括：将混合均匀的粉体放入陶瓷

造粒机中，然后将水以喷雾的形式加入，造粒，干燥得到球状颗粒半成品。

[0019]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水的用量为粉体总质量的15-25％，干燥温度为75～85

℃。

[0020]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步骤S3中，二氧化硅溶胶的配置方法为：将90～96份

水、4～10份乙醇、0.6-0.8份硝酸、2-5份正硅酸乙酯混合，然后搅拌0.5～2h，放置1～3h，滴

入0.5-1份氨水，放置后得到二氧化硅溶胶。

[0021]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步骤S3中，所述加热反应的温度为120-150℃，反应时

间0.5～2h。

[002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23] 现有技术采用的吸附材料中大量的使用聚乙烯醇、壳聚糖、淀粉等有机物质，此类

物质极易吸引微生物在其上生长，导致吸附效果减弱。

[0024] 采用本发明的技术方案，球状颗粒表面的纳米二氧化硅膜层可以防止细菌、藻类

等微生物或有机物的粘附寄生，保证水中的重金属离子可以顺利的进入吸附剂内部；同时

二氧化硅的亲水性可以保证水中的金属离子被吸附至材料内部，吸附材料内部组分含少量

的羟基和氨基吸附，保证了吸附稳定，解吸率小。

[0025] 本发明的土壤重金属吸附材料吸附稳定，解吸率小，在具有更好的吸附效果的情

况下，还能防止微生物吸附寄生，而且所采用的材料易回收和再生，更加环保，可用于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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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土壤的重金属污染治理。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对本发明的较优的实施例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7] 实施例1

[0028] 一种抗微生物污染的土壤重金属吸附材料，其包括球状颗粒，所述球状颗粒的表

面包覆有一层20nm厚、粒径15nm左右的纳米二氧化硅膜层，所述球状颗粒的组分由以下原

料组成：羧甲基纤维素钠20％、聚丙烯酸钠15％、膨润土44.8％、壳聚糖0.2％、硅藻土10％、

玉米芯细粉10％。

[0029] 上述抗微生物污染的土壤重金属吸附材料的制备，包括以下步骤：

[0030] (1)羧甲基纤维素钠、聚丙烯酸钠、膨润土、壳聚糖、硅藻土在混料机中混合8h；

[0031] (2)将混合均匀的粉体取出，放入陶瓷造粒机中，水以喷雾的形式加入，水的用量

为粉体总质量的15％，制作出1-2cm的球状颗粒，进行80℃干燥得到半成品。

[0032] (3)配制二氧化硅溶胶，二氧化硅溶胶的配置方法为：将93.4份水、4份乙醇、0.6份

硝酸、2份正硅酸乙酯混合，然后搅拌0.5～2h，放置1～3h，滴入0.5份氨水，放置后得到二氧

化硅溶胶。将半成品在溶胶中浸泡1h，取出后加热至150℃反应1h，在表面形成一层纳米二

氧化硅膜层。

[0033] 实施例2

[0034] 一种抗微生物污染的土壤重金属吸附材料，其包括球状颗粒，所述球状颗粒的表

面包覆有35nm厚、粒径25nm左右的纳米二氧化硅膜层，所述球状颗粒的组分由以下原料组

成：羧甲基纤维素钠10％、聚丙烯酸钠20％、膨润土20％、壳聚糖1％、硅藻土30％、玉米芯细

粉19％。

[0035] 上述抗微生物污染的土壤重金属吸附材料的制备，包括以下步骤：

[0036] (1)羧甲基纤维素钠、聚丙烯酸钠、膨润土、壳聚糖、硅藻土在混料机中混合8h；

[0037] (2)将混合均匀的粉体取出，放入陶瓷造粒机中，水以喷雾的形式加入，水的用量

为粉体总质量的13％，制作出3-5cm的球状颗粒，进行80℃干燥得到半成品。

[0038] (3)配制二氧化硅溶胶，二氧化硅溶胶的配置方法为：将90份水、4.4份乙醇、0.6份

硝酸、5份正硅酸乙酯混合，然后搅拌0.5～2h，放置1～3h，滴入1份氨水，放置后得到二氧化

硅溶胶。将半成品在溶胶中浸泡1h，取出后加热至150℃反应1h，在表面形成一层纳米二氧

化硅膜层。

[0039] 实施例3

[0040] 一种抗微生物污染的土壤重金属吸附材料，其包括球状颗粒，所述球状颗粒的表

面包覆有50nm厚、粒径20nm左右的纳米二氧化硅膜层，所述球状颗粒的组分由以下原料组

成：羧甲基纤维素钠10％、聚丙烯酸钠10％、膨润土60％、壳聚糖0.2％、硅藻土10％、玉米芯

细粉9.8％。

[0041] 上述抗微生物污染的土壤重金属吸附材料的制备，包括以下步骤：

[0042] (1)羧甲基纤维素钠、聚丙烯酸钠、膨润土、壳聚糖、硅藻土在混料机中混合8h；

[0043] (2)将混合均匀的粉体取出，放入陶瓷造粒机中，水以喷雾的形式加入，水的用量

为粉体总质量的13％，制作出3-5cm的球状颗粒，进行80℃干燥得到半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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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3)配制二氧化硅溶胶，二氧化硅溶胶的配置方法为：将92份水、4.2份乙醇、0.8份

硝酸、3份正硅酸乙酯混合，然后搅拌0.5～2h，放置1～3h，滴入0.7份氨水，放置后得到二氧

化硅溶胶。将半成品在溶胶中浸泡1h，取出后加热至150℃反应1h，在表面形成一层纳米二

氧化硅膜层。

[0045] 对比例1

[0046] 取实施例1、2、3的球状颗粒，表面不包覆纳米二氧化硅膜层作为土壤重金属吸附

材料对比例。

[0047] 将上述实施例1～3的土壤重金属吸附材料和对比例1按照以下方法进行吸附量试

验

[0048] 吸附量试验：配制100g  Cu2+浓度为200mg/kg的硝酸铜溶液，pH调为4，放入1g材料，

浸泡4h，测试吸附后的溶液浓度，结果如表1所示：

[0049] 表1实施例1～3、对比例1的吸附量试验结果

[0050]

  材料的Cu2+吸附量 离子交换容量

实施例1 50mg/g 1.6mmol/g

实施例2 51.2mg/g 1.63mmol/g

实施例3 50.8mg/g 1.62mmol/g

对比例1 48mg/g 1.53mmol/g

[0051] 对比例2

[0052] 取农田中含水土壤各1kg，配制成Cu2+浓度为200mg/kg的被污染土壤，分别放入5克

未涂覆二氧化硅膜层对比例2的材料、带二氧化硅膜层的实施例1～3的成品，搅拌均匀，放

置7天后测定土壤中剩余的Cu2+浓度。

[0053] 表2实施例1～3、对比例1的土壤吸附量试验结果

[0054]

  土壤中剩余Cu2+浓度

实施例1 37mg/g

实施例2 39.6mg/g

实施例3 38.5mg/g

对比例2 113mg/g

[0055] 放置对比例2材料的土壤剩余的Cu2+浓度为113mg/kg，且材料上长满霉菌；放置实

施例1、2、3成品的土壤剩余的Cu2+浓度为37mg/kg左右，材料上无藻类细菌生长。

[0056] 通过实施例以及对比例2的对比可见，采用本实施例的土壤重金属吸附材料，具有

更好的吸附效果，而且还能防止微生物吸附寄生。

[0057] 以上内容是结合具体的优选实施方式对本发明所作的进一步详细说明，不能认定

本发明的具体实施只局限于这些说明。对于本发明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

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简单推演或替换，都应当视为属于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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