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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粉土混合土对 Pb(Ⅱ)的静平衡和动态吸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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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竖向防污屏障是防止地下水土污染的主要屏障。天然土是屏障最主要的材料来源。以天然粉土为母土，黄土

为添加剂，以重金属 Pb(Ⅱ)作为污染物的代表，通过粉土–黄土混合土对 Pb(Ⅱ)的静平衡吸附和动态吸附试验研究黄土

作为添加剂对天然粉土的改良效果。试验考虑了黄土添加量、溶液 pH 值、反应时间以及重金属初始浓度等对吸附的影

响。结果表明添加黄土可以有效改善天然粉土的吸附效果，混合土对 Pb(Ⅱ)的吸附容量随黄土添加量的增加线性增长，

添加 20%黄土的混合土的吸附容量达天然粉土的 2 倍；添加黄土可减少混合土对重金属的吸附时间，在相同时间内减

少迁移量。通过扫描电镜和 XRD 等手段揭示了黄土对 Pb(Ⅱ)的吸附主要是方解石与 Pb(Ⅱ)发生界面沉淀作用生成白铅

矿；粉土对 Pb(Ⅱ)的吸附主要是长石等矿物棱角处经风化水解形成的–OH 基团对 Pb(Ⅱ)的阳离子交换作用。黄土由于

高方解石含量在对 Pb(Ⅱ)的吸附方面表现突出，可以作为一种添加剂加入天然土层中，以增强屏障对重金属的吸附阻

滞效果，减少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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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sorption characteristics of loess-modified natural silt towards Pb(II):  
equilibrium and kinetic 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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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ertical wall is one of the barriers used to prevent contamination of subsurface soil and groundwater. Natural soil is 

the main resource of the barrier materials. Loess is added to a natural silt to enhance its adsorption capability. Lead is chosen to 

represent the contaminants. Equilibrium and kinetic adsorption tests are carried out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loess on the 

adsorp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ixed soils. The effects of loess proportion, initial solute pH value, shaking time and initial 

solute on the adsorption capability of mixed soils are considered. The maximum adsorption capacity of the mixed soils 

increases linearly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amount of the loess. The adsorption capacity of the mixed soils amended with 20% 

loess can be two times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natural soil.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natural silt, the adsorption time of Pb(Ⅱ) 

can also be reduced for the loess-modified soil. Using the electron spectroscope and X-ray diffraction, it is illustrated that the 

high adsorption capability of loess is due to the surface precipitation of calcite with lead. The adsorption of lead on silty soil is 

ascribed to cation exchanging process. It is indicated that loess can be used as an additive to increase the adsorption ability of 

the natural soil and then to reduce the risk to the environment pollution regarding heavy metals due to high content of calcite 

and high adsorption capability of l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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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铅是一种主要的重金属污染物，主要来源于冶金、

机械、采矿和电镀工业等部门的废水排放。近几十年

来，由于冶金、机械、采矿和电镀工业等部门“三废”

（废水、废气、废渣）的排放和农药、化肥的大量施

用，特别是一些区域的污水灌溉造成严重的重金属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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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物污染，土壤质量快速退化[1]，土壤重金属污染

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环境问题之一。 

铅作为典型的土壤重金属污染元素，已引起广泛

关注[2]。Pb(Ⅱ)如果进入人体或其他生物体内，会直

接或间接地危害人体或生物体健康，造成头痛、腹泻、

贫血以及中毒，如果进一步富集，会损害肾脏、肝脏、

生殖系统以及中枢神经系统，造成功能紊乱以及失常[3]。

近几年来铅的水土污染事件也频繁发生[4-7]。 

竖向防污屏障广泛应用于填埋场建设以及污染场

地治理中，起到防止污染物进一步扩散的作用[8-9]。土

通常取自防污屏障所建场地的天然土，有黏性土、粉

土和砂土等。黄土作为一种天然土类在中国广泛分布，

由于其矿物成分特殊性使其在对重金属的吸附性方面

表现突出，有别于其他天然土类。例如，Q4 黄土对重

金属 Pb(Ⅱ)、Cu（Ⅱ）、Zn（Ⅱ）和 Mn（Ⅱ）的吸附

性均很高[10-13]。还有学者研究了黄土作为添加剂改性

填埋场的黏土防污衬垫[14]。为了提高防污屏障的吸附

性，在天然土中加入黄土对其吸附性能进行改善是一

个现实可行的方法。天然粉土场地中污染物容易扩散，

且大部分深层污染发生在粉土场地，而黏性土由于自

身渗透性低，污染物在其中迁移性较差。相比黏性土

而言，粉土改良更有必要。在吸附机理方面，单一土

对重金属的吸附特性的研究较多，然而对于混合土的

吸附机理的研究还相对较少。 

本文选用钱塘江粉土作为天然土类的代表，通过

等温静态吸附和动态吸附实验研究黄土的添加量对混

合土吸附性的影响规律，分析了黄土添加量、污染物

浓度以及反应时间等对吸附量、达到吸附平衡所需时

间等的影响。通过扫描电镜、X 射线衍射及吸附前后

pH 值的变化分析等手段研究黄土对混合土吸附性改

变的机理，以期为竖向防污屏障材料的改性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所用粉土取自钱塘江岸边。黄土取自西安江

村沟山谷填埋场，距离地表 10 m，为 Q3黄土。将风

干后的粉土、黄土分别置于 105℃烘箱中 24 h，待冷

却至室温后，过 0.25 mm 筛，将过筛后的粉土、黄土

分别储存在密封塑料袋中备用。粉土和黄土的化学组

成成分和其它基本参数见表 1，2。两种土主要成分一

致，但含量相差较大。从矿物成分角度看，粉土中石

英和长石含量高于黄土，而方解石、绿泥石和云母含

量低于黄土，其中方解石含量仅约为黄土的 1/6。从

粒度成分角度看，黄土为粉质黏土，砂粒和粉粒含量

低于粉土，黏粒含量高于粉土。两种土中的有机质含

量均较低，黄土略高于粉土。由于低含量的有机质对

Pb(Ⅱ)的吸附性相对较低[10]，本文中不加以考虑。粉

土和黄土最大干密度下饱和渗透系数分别为

1.69×10-5 cm/s 和 1.52×10-6 cm/s。黄土阳离子交换量

和比表面积均约为粉土的 6 倍。两种土天然 pH 相近，

均约为 8。 

将 1.342 g 的 PbCl2（分析纯等级）溶于少量去离

子水中后倒入 1 L 容量瓶定容，配成 1 g/L 的 Pb(Ⅱ)

溶液备用。将锥形瓶和离心管先用 0.01M 的硝酸浸泡

24 h，然后用去离子水冲洗 3 遍，以消除背景浓度的

影响。黄土在黄土–粉土混合土中的比例在没有特殊说

明情况下为 20%。 

1.2  静平衡吸附试验 

采用 Batch 试验研究恒定温度时 Pb(Ⅱ)在土颗粒

表面的吸附特性。每组试验中土水比固定为 2 g/L，初

始 pH 值为 8，试验中溶液 pH 值未调节，吸附完成后

溶液 pH 见 2.3 节。Pb(Ⅱ)的初始浓度从 20 mg/L 增加

到 1000 mg/L 不等。将装有试样的离心管编号，并置

于恒温摇床中，温度保持在 25℃，以 180 rpm 转速振

荡 24 h（高于平衡所需时间）。然后将浆液用小型多管

架平衡离心机以 3500 rpm 转速离心 10 min，离心所

得上清液中 Pb(Ⅱ)的浓度用原子吸收光谱仪进行检

测，检测精度根据笔者经验为 1 mg/L，且将溶液稀释

至 2～20 mg/L 范围内测试精度最高。土对重金属

Pb(Ⅱ)的吸附量 qe为 

表 1 粉土和黄土的化学成分和矿物成分 

                               Table 1 Chemical and mineral composition of silt and loess                            (%) 
成分 SiO2 Al2O3 Fe2O3 FeO MnO MgO CaO Na2O K2O 方解石 石英 绿泥石 云母 钠长石 正长石

粉土 80.44 10.95 0.24 0.52 0.01 1.28 1.49 2.17 2.35 2.6 54.6 3.6 14.2 17.3 7.7

黄土 67.42 14.28 0.47 0.89 0.03 2.47 9.06 1.80 3.58 14.8 38.0 6.6 22.8 12.9 4.8

表 2 粉土和黄土的物理化学性质 

Table 2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silt and loess 

项目 
含量//% 

有机质 
/(mg·kg-1) 

阳离子交换量

/(meq·10-2g-1) 
比表面积
/(m2·g-1) 

天然
pH 

砂粒 
(0.25～0.05 mm) 

粉粒 
(0.05～0.005 mm) 

黏粒 
(＜0.005mm) 

粉土 15.0 80.0  5.0 3.0 1.65  4.65 8.00
黄土  6.7 66.6 26.7 5.0 9.94 23.12 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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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i 和 Ce分别为 Pb(Ⅱ)溶液的初始浓度与平衡时

离心上清液中 Pb(Ⅱ)的浓度（mg/L），V 为溶液体积

（L），m 为土质量（g）。 

1.3  动态吸附试验 

该试验的目的是研究吸附随时间的变化规律。取

等量的土样（50.0 mg）置于若干离心管中，加入 25 mL

浓度分别为 50 mg/L，100 mg/L 及 200 mg/L 的 Pb(Ⅱ)

溶液。将以上离心管放入恒温摇床中，温度固定为

25oC。以 180 rpm转速分别振荡 10 min，20min，30 min，

1 h，2 h，3 h，4 h，6 h，8 h，12 h 和 24 h。上述规

定时间后取出，经离心分离后测试上清液中 Pb(Ⅱ)的

浓度。浓度测试方法同 1.2 节。试验中 pH 未调节。土

对重金属 Pb(Ⅱ)在任意时刻的吸附量 qt 为 

i( )t
t

C C V
q

m


   ，           (2) 

式中，Ct 为 t 时刻离心上清液中 Pb(Ⅱ)的浓度（mg/L）， 

V，m 的含义同 1.2 节。 

1.4  pH值效应试验 

为研究 pH 值对吸附的影响规律，取等量土样

（50.0 mg）和 Pb(Ⅱ)溶液（体积 25 mL，初始浓度 200 

mg/L）置于若干个离心管中。溶液初始 pH 值（pHi）

用 0.1 M 盐酸溶液和氢氧化钠溶液调节至 2～8，以便

了解 pH 值的变化对溶液中 Pb(Ⅱ)吸附效果的影响。

溶液 pH 值用 pH 计测试。然后将装有试样的离心管置

于恒温摇床中，温度固定在 25℃，以 180 rpm 转速振

荡 24 h。平衡溶液中 Pb(Ⅱ)的浓度测试方法同 1.2 节。

土对重金属吸附率 R 为 

i e

i

100%
C C

R
C


    。        (3) 

2  试验结果与讨论 
2.1  静平衡吸附 

图 1 为 Pb(Ⅱ)在黄土（L）、粉土（S）以及黄土–

粉土混合土（LS1：黄土掺量 10%；LS2：黄土掺量

20%）上的静平衡吸附曲线。由图 1 可见，随着 Pb(Ⅱ)

的初始浓度的增加，Pb(Ⅱ)在各类土上的吸附量也随

之迅速增加，并最终趋于饱和；黄土对 Pb(Ⅱ)的最大

吸附量远高于粉土，约为粉土的 5 倍。 

图 2 为随黄土添加量增加，黄土–粉土混合土对

Pb(Ⅱ)的最大吸附量 qmax 的变化图。由图 2 可见，混

合土对 Pb(Ⅱ)的最大吸附量随黄土添加量的增加呈线

性增长，添加 20%黄土的混合土的最大吸附量达天然

粉土的 2 倍。 

 

 

图 1 黄土、粉土及混合土对 Pb(Ⅱ)的静平衡吸附曲线（土水比 

.m/v=2 g/L，25℃，pHi=8，24 h） 

Fig. 1 Adsorption isotherm of L, LS and S towards Pb(Ⅱ)  

 

图 2 黄土添加量对 Pb(Ⅱ)在混合土中最大吸附量的影响  

. （m/v=2g/L, 25℃, pHi=8, 24 h） 

Fig. 2 Influence of loess proportion on maximum amount of  

Pb(Ⅱ) adsorption on mixed soils 

本文将等温吸附数据分别用 Langmuir 模型、

Freundlich 模型和 Dubinin-Radushkevich (D-R)模型进

行拟合，以解释粉土、黄土以及黄土–粉土混合土对

Pb(Ⅱ)的吸附机理。 

Langmuir 模型假设吸附剂表面各向同性，吸附是

均质的单层吸附[15]，模型通常适用于整个等温吸附过

程，可反映土的吸附容量[16]： 
e e

e

1C C

q bQ Q
    ，            (4) 

式中，Ce 为溶液平衡浓度（mg/L），qe 为平衡时单位

质量土颗粒吸附的溶质质量（mg/g），Q 为吸附容量

（mg/g），b 为 Langmuir 模型常数（L/mg）。 

    Freundlich 模型假设吸附剂是各向异性且为多层

吸附[15]，适用于等温吸附低浓度阶段[16]： 
1/

e F e
nq K C   ，              (5) 

式中，KF 为 Freundlich 模型常数（L/g），n 为各向异

性指数。 

D-R 等温吸附模型假设吸附是溶质在孔隙中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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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15] ： 

      2
e mln lnq q k    ，          (6) 

式中，qm 为最大吸附量（mol/g），k 为相关的模型常

数， 为 Polanyi 势，与平衡浓度有关： 

e

1
ln 1RT

C
    

 
  ，          (7) 

其中，R 为理想气体常数（J·mol-1·K-1），T 为热力学

温度（K）。 

应用D-R模型得到的参数可以计算出平均吸附自

由能： 
1

2
E

k
    。              (8) 

一般来说：当 1.0 kJ/mol＜|E|＜8.0 kJ/mol 时，吸

附为物理吸附；当 8.0 kJ/mol<|E|<16.0 kJ/mol 时，吸附

为离子交换；当|E|>16.0 kJ/mol 时，为化学吸附[17-18]。 

表 3 为 Pb(Ⅱ)在粉土、黄土和混合土上的等温吸

附数据的 3 种模型拟合参数。由 Langmuir 模型相关系

数R2>0.95可见其与实验数据的相关性很好。Langmuir

模型拟合的 4 种土的单层吸附容量分别为 48.8，59.9，

90.9，263.2 mg/g，黄土对 Pb(Ⅱ)的吸附容量约为粉土

的 5.4 倍。Freundlich 模型中常量 n 均大于 1，在 3.90～

29.41 间变化，表明粉土、黄土及混合土对 Pb(Ⅱ)的吸

附是非线性的。将 D-R 模型计算的最大吸附量 qm 的

单位转换成 mg/L 时，粉土、添加 10%和 20%黄土的

混合土以及黄土的最大吸附量 qm分别为 101.9，125.7，

195.3，1304.1 mg/g，是 Langmuir 模型计算的吸附容

量 Q 的 2～5 倍。这是因为 D-R 模型描述的是一种吸

附剂孔隙完全被溶质填充的理想吸附状态，而这种状

态在实际过程中很难实现。通过式（8）计算得到粉土

吸附能|E|=14.14 kJ/mol，介于 8～16 kJ/mol 之间，表

明粉土对 Pb(Ⅱ)的吸附主要是离子交换过程；黄土吸

附能|E|=22.36 kJ/mol，大于 16 kJ/mol，表明黄土对

Pb(Ⅱ)的吸附主要是化学反应[17-18]。 

将上述 3 种静平衡吸附模型进行对比可见：粉土、

黄土以及混合土对 Pb(Ⅱ )的静平衡吸附最符合

Langmuir 模型，且 Langmuir 模型反映的最大吸附量

与试验结果最相近；Freundlich 模型与试验数据的拟

合相关系数较低，不适用于描述本文中的吸附模式；

虽然 D-R 模型与试验数据的拟合相关系数也较低，且

计算的最大吸附量与试验结果相差较大，但该模型计

算的吸附能可以解释粉土和黄土对 Pb(Ⅱ) 的吸附机

理。 

2.2  动态吸附 

粉土、黄土以及混合土对 Pb(Ⅱ)的动态吸附曲线

如图 3 所示。混合土中粉土质量百分比为 80%，黄土

质量百分比为 20%。由图 3 可知，混合土对 Pb(Ⅱ)的

吸附平衡时间小于天然粉土。对于初始浓度为 200 

mg/L 的 Pb(Ⅱ)溶液，黄土改性后吸附平衡时间由原来

的 700 min 降为 480 min。对于初始浓度为 100 mg/L

和 50 mg/L 的 Pb(Ⅱ)溶液，改性后混合土对 Pb(Ⅱ)的

吸附平衡时间分别为原来的 1/2 和 1/4。 

模拟重金属在土体上吸附过程的动态吸附模型主

要有 3 种，即伪一级动态吸附模型、伪二级动态吸附

模型和粒内扩散模型。伪一级动态吸附模型通常只适

用于吸附初始阶段，而伪二级动态吸附模型受实验误

差影响较小，适用于吸附整体过程。粒内扩散模型可

以揭示吸附控制机理，并可直接反映平衡吸附量。本

文采用后两个模型对实验数据进行拟合。 

伪二级动态吸附模型的表达形式为[18] 

 2
2 e

d
( )

d
t

t

q
k q q

t
    ，        (9) 

式中，k2 为伪二级动态吸附速率常数（g·mg-1·min-1）。

根据边界条件 t=0， tq =0 和 t=t， tq = tq 对式（9）积分

可得 

    
2

2 e e

1 1

t

t
t

q k q q
   。          (10) 

当 t  0 时，初始吸附速率 h 为 

            2
2 eh k q   。               (11) 

对于多孔隙吸附材料，很多情况下，颗粒内扩散

能决定整个吸附过程的速率。简化的粒内扩散方程如

下[19]： 
0.5

int e

e e

   ( )

               ( )
t

k t + C t t
q =

q t t





＜

≥
 ，      (12) 

式中，kint 是粒内扩散速率常数（mg·g-1·min-0.5）。C 为

截距，与边界层厚度有关。如果 C=0，直线通过原点，

边界层厚度为零，则颗粒内扩散是控制吸附过程速率 

的主要因素；如果直线不经过原点，即 C≠0，则表明

存在一定程度的边界层控制，膜扩散和颗粒内扩散共 

表 3 粉土、黄土及混合土对 Pb(Ⅱ)的静平衡吸附模型参数 

Table 3 Sorption isotherm parameters of S, L and LS adsorption towards Pb(Ⅱ) 

项

目 
Langmuir 模型 Freundlich 模型 D-R 模型 

B/(L·mg-1) Q/(mg·g-1) R2 KF/(L·mg-1) 1/n R2 qm/(mol·g-1) K/(mol2·kJ-2) E/(kJ·mol-1) R2 
S 0.094 48.8 0.956 12.30 0.256 0.559 0.000492 0.0025 14.14 0.591 

LS1 0.179 59.9 0.988 17.295 0.247 0.715 0.000607 0.0023 14.74 0.751 
LS2 0.409 90.9 0.998 27.528 0.715 0.596 0.000944 0.0022 15.08 0.631 

L 2.000 263.2 0.975 215.30 0.034 0.484 0.006306 0.0010 22.36 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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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粉土、黄土及混合土对 Pb(Ⅱ)的动态吸附曲线（m/v=2 g/L， 

.25℃，pHi=8） 

Fig. 3 Kinetic adsorption of Pb(Ⅱ) to S, L and LS  

同控制吸附反应速率[19]。 

图 4 为伪二级动态吸附模型拟合曲线。由图可知，

3 种土对 3 种不同初始浓度的 Pb(Ⅱ)的吸附均符合伪

二级动态吸附模型。表 4 为伪二级动态吸附模型和粒

内扩散模型拟合参数。由表可见，伪二级动态吸附模

型拟合的相关系数均大于 0.99。本文黄土的 k2 为

（0.77～152.63）×10-3 g·mg-1·min-1。Li[10]对 Q4黄土得

到的 k2 为（14.0～139.9）×10-3 g·mg-1·min-1（初始浓

度与本文相同）。对于初始浓度为 50 mg/L 的情形，二

阶吸附速率常数本文较大（152.63×10-3 g·mg-1·min-1）。

对于初始浓度为 200 mg/L 的情形，二阶吸附速率常数

本文较小（0.77×10-3 g·mg-1·min-1）。这说明本文选用

的 Q3 黄土对于低浓度的 Pb(Ⅱ)溶液的吸附速率大于

Q4 黄土[10]，对于高浓度的 Pb(Ⅱ)溶液的吸附速率则小

于 Q4 黄土[10]。 

 

 

 

图 4 粉土、黄土及混合土对 Pb(Ⅱ)吸附的伪二级动态模型拟合 

.曲线 

Fig. 4 Linear fitting curves of kinetic test data with pseudo-second  

order for S, L and LS adsorption towards Pb(Ⅱ) 

黄土–粉土混合土对初始浓度为 50，100，200 

mg/L 的 Pb(Ⅱ)的吸附参数 k2 分别为 8.90，0.85，0.22，

比原粉土的 k2 提高了 1.7～26.2 倍。这说明添加黄土

可以有效加快吸附反应速率。污染物浓度越高，粉土

和混合土吸附 Pb(Ⅱ)速率均越低。这主要由于初始浓

度越高，土–水界面达到平衡状态的时间就越长，致

使吸附速率降低。本文实验测得粉土、混合土以及黄

土对于初始浓度为 50～200 mg/L 的 Pb(Ⅱ)的平衡吸

附量分别为 24.03～54.35 mg/g，24.55～95.24 mg/g，

24.63～97.09 mg/g。其中黄土的平衡吸附量和前人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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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10] 24.66～98.62 mg/g 相近。 

图5为3种土对Pb(Ⅱ)动态吸附的粒内扩散模型拟

合曲线。由图可见，曲线分两段，分别对应非平衡吸

附段和平衡吸附段。非平衡吸附阶段曲线通过原点，

且由表4中粒内扩散模型拟合参数可知，3种土对于3

种初始浓度的Pb(Ⅱ)的吸附粒内扩散模型的参数C均

约为0。这说明黄土、粉土以及混合土对于Pb(Ⅱ)的吸

附模式均为粒内扩散所控制，而非膜扩散控制。粒内

扩散控制的吸附过程包括2个连续步骤：第1阶段为逐

渐吸附阶段，颗粒内扩散速率决定吸附速率；第2阶段

为平衡阶段，溶液中残余Pb(Ⅱ)的浓度降低，土水间

浓度差减少，颗粒间内扩散速率降低，吸附反应基本

达到平衡[19]。 

 

 

 

图 5 粉土、黄土及混合土对 Pb(Ⅱ)吸附的粒内扩散模型拟合 

.曲线 

Fig. 5 Linear fitting curves of kinetic test data with intraparticle  

     diffusion model for S, L and LS adsorption towards Pb(Ⅱ)  

将上述两种动态吸附模型进行对比可见：两模型

均适用于粉土、黄土以及混合土对Pb(Ⅱ)的动态吸附

模式，模型拟合度均很高。伪二级动态吸附模型将整

个动态吸附过程用一个函数表示，而粒内扩散模型将

动态吸附过程分为吸附平衡前后两段。伪二级动态吸

附模型可以反映平衡吸附量和吸附速率，粒内扩散模

型可以反映吸附过程和吸附速率。 

2.3  pH值对吸附的影响 

Pb(Ⅱ)在不同pH值下的状态[20]如图 6所示。PH<4

时，Pb(Ⅱ)完全为二价离子状态；4＜pH＜7，Pb(Ⅱ)

和 Pb(OH)+共存；pH＞7 后 Pb(OH)2 沉淀生成。 

 

图 6 不同 pH 值溶液中 Pb(Ⅱ)的存在形式[20] 

Fig. 6 Species distribution of Pb(Ⅱ) with increasing pH[20] 

表 4 粉土、黄土及混合土对 Pb(Ⅱ)的动态吸附参数 

Table 4 Predicted kinetic parameters of S, L and LS adsorption towards Pb(Ⅱ) 

项目 
伪二级动态吸附模型 粒内扩散吸附模型 

qe/(mg·g-1) k2/(10-3g·mg-1·min-1) R2 kint/(g·mg-1·min-1/2) C R2 

S 

50 24.03 0.34 0.997 1.23 0.01 0.993 

100 44.25 0.19 0.991 1.83 0.99 0.995 

200 54.35 0.13 0.994 2.05 0.10 0.997 

LS 

50 24.55 8.90 0.999 3.16 0.99 0.986 

100 49.02 0.85 0.999 3.45 1.90 0.993 

200 95.24 0.22 0.995 3.96 2.41 0.998 

L 

50 24.63 152.63 1.000 5.54 0.11 0.999 

100 49.51 5.57 0.999 6.37 1.01 0.996 

200 97.09 0.77 0.999 8.89 0.00 0.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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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是初始 pH 值对 Pb(Ⅱ)在黄土、粉土及混合

土上吸附率的影响以及吸附前后溶液pH值的关系图。

图中 pHi 为溶液初始 pH 值，除 pHi 为 8 外的其余值经

滴加盐酸或氢氧化制得；pHe为平衡 pH 值，即在相应

pHi 下黄土、粉土及混合土对 Pb(Ⅱ)吸附平衡后溶液

的 pH 值。 

 

 

图 7 pH值对 Pb(Ⅱ)在黄土、粉土以及混合土上吸附性的影响  

（Ci=200 mg/L，m/v=2 g/L，25℃，24 h） 

Fig. 7 Effect of pH on adsorption of Pb(Ⅱ)  

由图 7（a）可见，黄土对 Pb(Ⅱ)的吸附性很强，

在文中所选初始 pH 值内，均能将初始浓度为 200 

mg/L 的 Pb(Ⅱ)完全吸附。粉土以及混合土在 pHi＜3

时对 Pb（Ⅱ）的吸附率很低，吸附率小于 10%；3＜

pHi＜7 范围内，粉土和混合土对 Pb（Ⅱ）的吸附率分

别为 35%～50%和 65%～90%，添加 20%的黄土可以

使混合土对初始浓度为 200 mg/L 的 Pb(Ⅱ)在不同 pHi

下均增加约一倍。pHi＞7 后粉土及混合土对 Pb(Ⅱ)的

吸附性均增加，这是因为此时 Pb(OH)2 沉淀开始生成。 

如图 7（b）所示，对于黄土，pHi 为 2～8 内的任

意值时，平衡 pHe＞pHi。黄土对酸性溶液具有很好的

调节作用。原因可能是由于在 pH＜8 时，方解石（主

要成分 CaCO3）完全溶解（pH＞8 时沉淀），黄土中

富含的方解石水解生成 CO3
2-，在低 pH 值下与 H+反

应，从而使反应体系的 pH 增大： 
2

3 2 2CO + 2H CO +H O      。     (13) 

PbCO3 在 pH＜6 时完全溶解，pH＞6 时则为沉淀[10]。

由图 8（b）可见，初始 pH 为 2～8 内任意值时，黄土

吸附 Pb(Ⅱ)后的 pHe均保持在 7～8 之间，大于 6，因

此未与 H+反应的 CO3
2-可与 Pb(II)发生反应[21]： 

2+ 2+
3 3CaCO + Pb PbCO (S) + Ca  。    (14) 

此外，4＜pH＜7，Pb(Ⅱ)和 Pb(OH)+共存，故在此

pH 范围内，除可发生反应（14），还可发生[10]： 
2+

3 3CaCO (S)+Pb(OH) PbCO (S)+Ca OH   。(15) 

粉土的主要矿物为石英、长石，含有少量方解石。

石英晶体结构稳定，通常情况下难以水解。长石等矿

物的边界棱角处由于风化水解作用存在-OH 基团[22]，

酸性条件下 H+的存在可加快此反应促进-OH 基团的生

成。生成的-OH 基团一方面利于对 Pb(Ⅱ)的吸附[23-24]，

另一方面也起到调节 pH 的作用。由图 7（a）可见，

低 pHi 下粉土及混合土对 Pb(Ⅱ)的吸附率很低，原因

可能是-OH 基团可与 H+进一步反应生成-H2+和

OH-[23]，而-H2+和 OH-在酸性条件下均不利于 Pb(Ⅱ)

的吸附，酸性越强，生成-H2+和 OH-的趋势越明显。

由于少量方解石的存在，反应（13）也可能是酸性条

件下粉土调节 pH 值的原因。由图 7（b）所示，pHi

＜6 时，粉土吸附 Pb(Ⅱ)后的平衡 pH 介于 5～6 之间，

小于 PbCO3 生成所需条件（pH≥6），故方解石与 Pb(Ⅱ)

的界面沉淀不是粉土吸附 Pb(Ⅱ)的主要原因。 

3  吸附的扫描电镜图及 XRD图谱分析 
前几节已经对黄土、粉土混合土的静平衡吸附模

式、动态吸附模式、吸附类型以及吸附过程等进行了

分析。下面通过扫描电镜图及 XRD 图谱进一步揭示 3

种土的吸附类型以及添加黄土对混合土吸附性的改变

机理。 

图 8 为黄土和粉土分别吸附 Pb(Ⅱ)前后的扫描电

镜图。由图可见，吸附前黄土表面密实，主要由方解

石、石英等矿物构成，吸附 Pb(Ⅱ)后黄土表面为柱状

体交叉的网状，此柱状体为方解石与 Pb(Ⅱ)发生界面

沉淀生成的白铅矿（图 8（b）），此反应见 2.3 节式（14）

和（15）。而吸附 Pb(Ⅱ)后的粉土表面看不到类似现象

（见图 8（d））。 

图9为黄土、粉土以及混合土吸附Pb(Ⅱ)前后的XRD

图谱。通过对比可解释两种土吸附 Pb(Ⅱ)前后矿物成分

的变化。图 9（a）中吸附 Pb(Ⅱ)后，方解石（27.9°，

47.6°和 48.6°）处对应的特征峰比吸附前有所下降；

而且白铅矿（26.5°和 27.2°）的特征峰值产生，说

明黄土中方解石与 Pb(Ⅱ)发生界面沉淀反应生成白铅

矿。图 9（b）中粉土吸附 Pb(Ⅱ)后在（26.5°和 27.2°）

处几乎看不到新峰生成，说明粉土中虽含少量方解石，

但是吸附 Pb(Ⅱ)主要不是方解石与 Pb(Ⅱ)的界面沉

淀，进一步证实了图 8（d）中粉土与 Pb(Ⅱ)吸附反应

后没有明显生成白铅矿的现象。图 9（c）中吸附 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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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在白铅矿对应两倍衍射角（26.5°和 27.2°）

处有新峰生成，说明混合土中黄土的方解石发挥主要

吸附作用。 

 

 

 

 
图 8 黄土和粉土吸附 Pb(Ⅱ)前后扫描电镜图 

Fig. 8 SEM photos ofL, L loaded with Pb(Ⅱ), S, S loaded with  

 Pb(Ⅱ)  

 

 

 

图 9 黄土、粉土及混合土吸附 Pb(Ⅱ)前后的 XRD图谱 

Fig. 9 X-Ray diffraction (XRD) spectra before and after L, S and  

LS adsorption towards Pb(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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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针对黄土–粉土混合土，通过 batch 试验、扫描电

镜图及 XRD 试验，对重金属 Pb(Ⅱ)在混合土中的吸

附及机理进行了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所选试验条件下黄土、粉土及混合土对

Pb(Ⅱ)的吸附均为 Langmuir 型快速吸附模式，黄土对

Pb（Ⅱ）的最大吸附量远高于粉土，约为粉土的 5 倍。

添加黄土可以有效增加对重金属的吸附性能，混合土

的最大吸附量随黄土的添加量呈线性增长，添加 20%

的黄土可使混合土对 Pb(Ⅱ)的最大吸附量比天然粉土

增加 1 倍。 

（2）混合土的动态吸附模式符合伪二级动态吸附

模型及粒内扩散吸附模型。黄土对 Pb(Ⅱ)的吸附速率

高于粉土，混合土对 Pb(Ⅱ)的吸附速率因黄土的掺入

而增大，如混合土对初始浓度分别为 50，100，200 

mg/L 的 Pb(Ⅱ)的伪二级动态吸附参数 k2 比粉土提高

1.7～26.2 倍。添加黄土可减少混合土对重金属的吸附

时间，在相同的时间内增加吸附效果，减少迁移量。 

（3）黄土对 Pb(Ⅱ) 的吸附主要是由于方解石与

Pb(Ⅱ)发生界面沉淀作用。粉土对 Pb(Ⅱ)的吸附主要

由于长石对 Pb(Ⅱ)的离子交换。黄土由于高方解石含

量在对 Pb(Ⅱ)吸附方面表现突出，可以作为一种添加

剂加入污染场地治理或填埋场建设的竖向防污屏障

中，以增强对重金属的吸附阻滞效果，减少和控制地

下水土的污染。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应进一步开展黄土–粉土混

合土的渗透性试验研究及施工工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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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部岩土力学与工程论坛第一号通知 

 
随着中国大规模基础工程建设的快速发展，岩土工程日益

成为国内最热点的研究领域之一，国家对岩土力学与工程的研

究投入也逐步加强。近年来随着博士、硕士研究生队伍规模的

扩大以及留学归国人员数量的增多，岩土工程领域的研究队伍

和团队也日益壮大，有力推动了岩土力学与工程的发展和日渐

繁荣。为促使相互交流学习，“中西部岩土力学与工程论坛”

将于 2014 年 8 月 1～3 日将在山西太原召开。本次论坛将围绕

岩土力学微观到宏观、复杂条件下岩土力学与工程问题、地下

空间开发中的新理论新方法与新方向、特殊土的力学特性与工

程问题等方面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热诚欢迎全国从事岩土力

学与工程及相关研究和实践的专家、学者及工程技术人员参加

本次论坛。 

主办单位：中国力学学会岩土力学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太原理工大学；山西省土木建筑学会地基基础

专业委员会；中北大学；黄土地区公路建设与养护技术交通行

业重点实验室；山西省勘察设计研究院。 

主要学术议题：岩土力学——从微观到宏观；复杂条件下

岩土力学与工程问题；地下空间开发中的新理论、新方法与新

方向；特殊土的力学特性与工程问题。 

重要日期：2014 年 6 月 30 日前将“会议回执”通过 Email

或快递形式返回大会秘书处。 

大会秘书处：马富丽 13934208584，何  斌 13623601272，

申 纪 伟 15535374168 ； E-mail ： zxbytlt@163.com ，

mafuli_0309@163.com。 

通信地址：山西省太原市迎泽西大街 79 号太原理工大学

建工学院（030024）。 

本次论坛只印刷内部会议报告文集，不公开发表；参会者

请根据各议题撰写文章，投稿文章的内容可以是已经发表的优

秀成果和未公开发表的论文，也可以直接提交学术报告的 PPT

文件。

（大会组委会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