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蛤蜊壳羟基磷灰石的制备及对Pb2+的吸附性能
金 科，李振兴，吴玟静，林 洪*

(中国海洋大学食品安全实验室，山东 青岛 266003)

摘  要：目的：探讨蛤蜊壳羟基磷灰石(HA)对铅的吸附性能。方法：以废弃蛤蜊壳为原料，在常温下运用沉淀法

制备羟基磷灰石，通过X射线衍射(XRD)、扫描电子显微镜(SEM)及红外光谱(FTIR)表征产物的晶相组成、形貌及化

学组成等，并采用模拟Pb2+
溶液，考察时间、pH值、温度及初始Pb2+

质量浓度对吸附效果的影响，从动力学和热力

学角度探讨其吸附规律。结果：在pH3.0时，吸附效果最好，酸性环境有利于吸附，随着pH值的增大吸附容量逐渐

降低；反应30min时基本达到吸附平衡；吸附容量随着初始溶液Pb2+
质量浓度的增大而增大，高温有利于吸附反应

的进行。结论：以蛤蜊壳为原料制备的羟基磷灰石对Pb2+
有良好吸附效果，其吸附规律可以用Langmuir吸附模型描

述，符合拟二级动力学模型，是一个自发的吸热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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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 of Hydroxyapatite from Clam Shell and Its Adsorption Capacity for Pb2+

JIN Ke，LI Zhen-xing，WU Wen-jing，LIN Hong*
(Food Safety Laboratory,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003, China)

Abstract：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adsorption capacity of hydroxyapatite prepared from clam shell for Pb2+. Methods: 
Hydroxyapatite was prepared from clam shell by precipitation method under room temperature, and its crystal phase 
composition, morphology and chemical composition were characterized by employing X-ray diffraction (XRD),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SEM), 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oscopy (FTIR). Adsorption of Pb2+ solution models by the 
hydroxyapatite adsorbent was investigated with respect to various parameters such as adsorption time, pH, temperature and 
initial Pb2+ concentration and the adsorption kinetics and thermodynamics were also explored. Results: The best adsorption 
capacity was found at pH 3.0. An acidic environment favored Pb2+ adsorption, and the adsorption capacity of hydroxyapatite 
was gradually reduced with increasing pH. The adsorption process reached equilibrium in 30 min. The adsorption capacity was 
directly proportional to initial Pb2+ concentration. Higher temperatures were favorable for the adsorption reaction. Conclusion: 
The hydroxyapatite prepared in this study has good adsorption capacity for Pb2+, and the adsorption process can be described by 
the Langmuir model and follows pseudo-second-order kinetic equation as a spontaneous endothermic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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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是一种对人体有害的重金属，通常通过食物和大

气进入体内，随着各组织的代谢在体内转移
[1]
。铅中毒会

危害血液、神经、骨骼和心血管系统，导致机体正常功

能的紊乱。铅对食品的污染也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及民

众的关注。沈向红等
[2]
研究表明，面粉、软体类、淡水甲

壳类、皮蛋、根茎类蔬菜、茶叶、干食用菌等中铅含量

较高。王辛等
[3]
研究表明，铅污染严重的食品主要是蔬菜

类、肉类和水果类。不同食品中铅的去除方法不同，可

采用吸附法、化学沉淀法、络合法、重蒸馏、超临界萃

取等方法。应用沉淀法脱铅的过程中，会用到各种化学

物质，对食品品质及风味会造成一定的影响。离子交换

法等方法对设备要求较高[4]
，反应条件要求严格控制，成

本较高，不利于推广使用。在众多处理方法中，吸附法

有着效率高、易操作、吸附剂成本低等优点，因此可以

用吸附法去除食品中的铅。不同的吸附材料会对吸附对

象的品质产生一定影响，因此，合适的吸附材料对吸附

效果有着重要影响。

羟基磷灰石(HA)是一种具有很强吸附作用的新型吸

附材料，对重金属离子有良好的吸附效果。朱婷婷等[5]

用溶胶-凝胶法制备羟基磷灰石并探讨其对Cu2+
的吸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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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在对羟基磷灰石的制备上，逐渐偏向以生物材料作

为原料。陈彰旭等
[6]
利用田螺厣片作为生物模板制备羟

基磷灰石吸附模拟废水中的Cr6+
，但田螺厣片获取较为复

杂。Meski等[7]
考察了从鸡蛋壳中制备羟基磷灰石及其对

Pb2+
的吸附规律，发现这是一种自发性的吸热反应。蔡汝

汝等
[8]
以牡蛎壳粉末为原料在水热条件下制备羟基磷灰

石，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寻找一种廉价的原料制备

羟基磷灰石具有实际意义，蛤蜊壳是常见的海产品下脚

料，产量大，却一直得不到有效利用。蛤蜊壳主要成分

为CaCO3，可用废弃蛤蜊壳其用来制备羟基磷灰石。本

实验以青岛地区常见的红岛蛤蜊壳为原料，主要研究由

其制备的羟基磷灰石对Pb2+
的吸附性能，并对其吸附规律

进行探讨。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新鲜蛤蜊 青岛台东利群超市。

乙酸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磷酸氢二铵 
天津市博迪化工有限公司；次氯酸钠 天津市广成化学

试剂有限公司；氨水 天津科密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硝酸铅 天津市化学试剂公司；其余试剂如无特殊说明

均为分析纯。

1.2 仪器与设备

K15高速冷冻离心机  德国Sigma公司；GZX-
9070MBE数显鼓风干燥箱 上海迅博实业有限公司医疗

设备厂；PHS-3C pH计 上海精科仪器有限公司；3A11 
basic高速粉碎机  广州仪科实验室技术有限公司；

SHZ-Ⅲ真空泵 上海亚荣生化仪器厂；78-1A磁力加热

搅拌器 金坛市双捷实验仪器厂；AA-6300原子吸收分

光光度计 日本岛津公司；HZS-H水浴振荡器 哈尔

滨市东明医疗仪器厂；JSM-840扫描电子显微镜 日本

Jeol公司；D/max-RAX X射线衍射分析仪 日本理学电

机公司；FW-4A粉末压片机 天津拓普仪器有限公司；

iS10-Thermo傅里叶红外光谱仪 美国Nicolet公司。

1.3 方法

1.3.1 蛤蜊壳粉末的制取及其钙含量的测定

蛤蜊壳前处理方法参考文献[8]，有改动。将蛤蜊煮

熟后去除软组织，再用用5g/100mL的NaClO浸泡24h，除

掉残留组织，清洗3遍后晾干。用研钵将蛤蜊壳捣成小块

后用高速粉碎机将其粉碎至粉末状，过160目筛后收集。

准确称取5.00g蛤蜊壳粉，加入过量的乙酸反应完毕后，

抽滤，向滤液中加入过量的碳酸钠溶液反应，抽滤，将

所得固体沉淀物烘干后，其质量为m，按式(1)[9]
计算蛤蜊

壳中碳酸钙的有效含量(C)。

C/%= 
m

5.00
 ×100 (1)

1.3.2 HA的制备

制备方法参考Meski等 [7]
的沉淀法，有修改。按照

Ca、P物质的量比1.67:1分别称取蛤蜊壳粉末1g和磷酸氢

二铵0.743g，各加入20mL纯水，用适量乙酸将蛤蜊壳粉

末完全溶解，并用氨水将两者pH值调至10.0。将磷酸氢

二铵溶液缓慢加入到蛤蜊壳粉末溶液中，搅拌1h后静置

24h。将沉淀用纯水和无水乙醇分别洗3遍，离心后收集，

在100℃烘箱中干燥3h后收集。反应按下列方程式进行：

CaCO3＋2CH3COOH→Ca(CH3COO)2＋CO2＋H2O (2)

10Ca(CH3COO)2＋6(NH4)2HPO4＋8NH3·H2O→ 
Ca10(PO4)6(OH)2＋20CH3COONH4＋6H2O (3)
1.3.3 HA的表征

采用X射线衍射分析仪对样品进行结构分析；采用傅

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测定样品中的化学官能团；采用扫

描的电子显微镜观察样品的形貌和尺寸。

1.3.4 HA的吸附

配制2g/L Pb(NO3)2溶液，用纯水稀释至一定质量浓

度。将0.0200g HA和0.0500L Pb2+
溶液依次加入到50mL

的烧杯中，水浴振荡一定时间后过滤，将滤液和吸附前

的Pb2+
溶液分别稀释后用火焰原子吸收法测定Pb2+

质量浓

度。由公式(4)计算Pb2+
在HA表面的吸附容量。

(ρ0－ρe)Vqe = m
 (4)

式中：qe为平衡吸附容量/(mg/g)；ρ0为Pb2+
的初始质

量浓度/(mg/L)；ρe为吸附后Pb2+
的平衡质量浓度/(mg/L)；

V为Pb2+
溶液的体积/L；m为HA质量/g。

2 结果与分析

2.1 蛤蜊壳粉末中的钙含量

蛤蜊壳粉末中钙含量为94.0%。

2.2 XRD衍射图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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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羟基磷灰石的XRD衍射图谱

Fig.1 XRD pattern of hydroxyapatite

HA的XRD衍射图谱如图1所示，图中各衍射峰与羟

基磷灰石的标准图谱(JCPDS09-0432)相符合，与汪港等
[10]

用牡蛎白垩层在水热条件下制备羟基磷灰石的结果相同，

表明从蛤蜊壳中可以制备出符合条件的羟基磷灰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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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FTIR图谱分析

47
0.

74
56

3.
41

60
2.

80
87

6.
13

96
1.

62
10

33
.7

6

14
03

.3
5

15
67

.6
4

31
74

.6
2

35
68

.5
6

20
1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

1000200030004000

/cm-1

图 2 羟基磷灰石的红外光谱图

Fig.2 FTIR spectrum of hydroxyapatite

由图2可知，3500～3200cm-1
及1636cm-1

的是－OH
的拉伸和弯曲吸收峰，是HA的特征吸收峰，吸附的水分

子可能会造成峰的轻微漂移。563.41、602.80、961.62、
1033.76cm-1

都是PO4
3-的吸收带，876.43cm-1

可能是HPO4
2-

的吸收峰。另外，1403.35、1567.64cm-1
是CO3

2-的特征吸

收峰，可能是由于大气中的CO2导致的
[11]
。

2.4 SEM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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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HA扫描电镜图

Fig.3 SEM image of hydroxyapatite

由图3A可知，制备的羟基磷灰石是由一些细小的纳

米颗粒所组成，直径在20～30nm左右，这有利于其在溶

液中分散。由图3B可知，羟基磷灰石的表面并不光滑，

这样可以有利于增大吸附面积，增强吸附性能。

2.5 时间对吸附效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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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Pb2+在HA表面的吸附容量与时间的关系

Fig.4 Adsorption capacity of Pb2+ onto hydroxyapatite as a function of 

adsorption time

体系为自然pH5.01，ρ0=580.163mg/L，m(HA)= 
0.0200g。由图4可知，整体上随着反应时间的延长，吸

附容量先逐渐增大再趋于平衡。在3～10min，吸附容量

明显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增加，增长幅度较大较明显；在

15～25min，吸附容量同样呈增长趋势，但增长较缓慢；

在最后的30～60min，增长趋势平缓，吸附呈稳定趋势，

在30min以后，吸附容量基本保持不变，所以在选择最佳

反应时间为30min。
将实验数据用拟一级反应动力学方程和拟二级动力

学方程进行拟合。模型方程式分别为：

ln(qe－qt)=lnqe－k1t (5)

1t
q

t

= t
k2 q2

e qe

+  (6)

式中：qe为平衡吸附容量/(mg/g)；qt为时间t时的吸附

容量/(mg/g)；k1为拟一级吸附平衡速率常数/min-1
；k2为

拟二级吸附平衡速率常数/(mg/(g·min))。以时间t为横坐

标，ln(qe－qt)为纵坐标作图，得到拟一级动力学拟合图

5；以时间t为横坐标，t/qt为纵坐标作图，得到拟二级动

力学拟合图6。将计算得到的动力学参数列入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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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Pb2+在HA表面吸附的拟一级动力学拟合图

Fig.5 Plot of pseudo-first order kinetics for Pb2+ adsorption onto 

hydroxyapat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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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Pb2+在HA表面的拟二级动力学拟合图

Fig.6 Plot of pseudo-second order kinetics for Pb2+ adsorption onto 

hydroxyapatite

表 1 拟一级和拟二级动力学参数

Table 1 Pseudo-first-order and pseudo-second-order parameters

项目 拟一级动力学 拟二级动力学

方程 y=－0.112x＋6.289 y=0.662×10-3x＋0.920×10-3

k 0.112 0.476×10-3

qe 538.614 1510.574

R2 0.979 0.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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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1可知，用拟一级动力学和拟二级动力学进行拟

合所得的线性相关系数分别为R1
2=0.979，R2

2=0.999。比

较可得，对其进行拟二级动力学拟合得到的线性相关系

数，拟合度高，且得到的平衡吸附容量1510.574mg/g与
实验值1471.725mg/g相近，因此该反应符合拟二级反应

动力学，与Meski等[7]
的研究结果相符。这说明，羟基磷

灰石对Pb2+
的吸附效果受到Pb2+

初始溶液的质量浓度及羟

基磷灰石用量的影响。

2.6 pH值对吸附效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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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Pb2+在HA表面的吸附容量与pH值的关系

Fig.7 Adsorption capacity of Pb2+ onto hydroxyapatite as a function of pH

体系中ρ 0= 5 0 1 . 4 6 7 m g / L，m ( H A ) = 0 . 0 2 0 0 g，
t=30min。用0.1mol/L HNO3溶液和0.1mol/L NaOH溶液调

节不同的pH值。由图7可知，在pH 2.0～4.0范围内吸附效

果良好，当pH3.0时吸附效果最佳，此时吸附容量最大，

可以达到1257.556mg/g。随着pH值的逐渐增大，吸附容量

有所下降，在pH7.0时最低，吸附容量为796.823mg/g。这

说明，在羟基磷灰石的吸附过程中，环境的酸碱性对吸

附效果会产生直接的影响，酸性有利于吸附的发生。这

可能与羟基磷灰石吸附重金属的机理有关，有研究显示

羟基磷灰石按如下机理吸附重金属[12]
：

Ca10(PO4)6(OH)2＋14H+→10Ca2+＋6H2PO4
－＋2H2O (7)

10Pb2+＋6H2PO4
－＋2H2O→＋14H+→ Pb10(PO4)6 (OH)2＋

14H+ (8)

从式(7)、(8)可以看出，酸性环境有助于提高羟基磷

灰石的吸附性能，酸性环境有助于保证溶液中有足够的

H+
，为羟基磷灰石的溶解提供前提条件，促进沉淀的发

生。从实验结果来看，pH3.0是最佳pH值，此时吸附效果

最好，吸附容量最大；当pH2.0时酸性过大，反倒不利于

吸附的发生，可能是由于此时溶解的羟基磷灰石过多，

不能形成沉淀。因此，在2＜pH＜6时，主要发生溶解-沉
淀反应[13]

。朱婷婷等
[5]
用羟基磷灰石对Cu2+

的吸附研究表

明，pH值越低时吸附容量越低，是由于在pH＜5.5时发生

了溶解。本实验中的羟基磷灰石耐酸性较高，在pH2.0以
上都有良好的吸附效果。

2.7 初始Pb2+
质量浓度对吸附效果的影响

体系中pH值在5.20～5.60之间，m(HA)=0.0200g，
t=30min。由图8可知，羟基磷灰石的吸附容量随着初始

溶液中Pb2+
质量浓度的增大而增大，当Pb2+

质量浓度增大

到一定程度时呈现饱和状态，此时初始溶液中Pb2+
质量浓

度继续增加，吸附容量基本不变而趋于稳定，对此吸附

结果可以利用两种吸附模型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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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Pb2+在HA表面的吸附容量与质量浓度的关系

Fig.8 Adsorption capacity of Pb2+ onto hydroxyapatite as a function of 

initial Pb2+ concentration

2.7.1 Langmuir型吸附曲线

根据Langmuir吸附等温式：

1ρe ρe

qm Ke qe
=      +qe

 (9)

按照式(9)分别对3种温度下的数据进行拟合，式中：

ρe为吸附平衡时的Pb2+
质量浓度/(mg/L)；qe为平衡吸附容

量/(mg/g)；qm为饱和吸附量/(mg/g)；Ke为Langmuir吸附

平衡常数/(L/mg)；用Langmuir型等温曲线进行拟合，用

ρe/qe与ρe作图得到图9，由图9数据得出Langmuir吸附的参

数列入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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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Pb2+在HA表面吸附的Langmuir吸附等温线

Fig.9 Langmuir adsorption isotherms for Pb2+ adsorption onto 

hydroxyapatite

2.7.2 Freundlich型吸附曲线

根据Freundlich吸附等温式：

ln qe = ln Kf ＋   ln ρe

1
n  (10)

按照式(10)分别对3种温度下的数据进行拟合，ρe

为吸附平衡时的Pb2+
质量浓度/(mg/L)；qe为平衡吸附容

量/(mg/g)；Kf为HA的吸附能力/(L/mg)；n为吸附强度的

常数。

由图10数据得出Freundlich吸附的参数列入表2。在

25、35、50℃条件下的最大吸附容量的实验值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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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5.927、1490.781、1464.618mg/g，经过Langmuir吸附

模型分析得到的qm为1428.571mg/g，与实验值近似；在3
种温度下R2

≥0.998，表明羟基磷灰石对Pb2+
的吸附行为

与Langmuir吸附模型的相关系数达到0.990以上，表明羟

基磷灰石对Pb2+
的吸附行为更符合Langmuir模型。对于

Freundlich吸附模型，在3种温度下，Kf值很大，表示羟基

磷灰石对Pb2+
的吸附能力很强，吸附反应很容易进行；n

分别为0.254、0.200、0.192，且都在0.1＜1/n＜1范围内，

表示该吸附反应可以进行，且Kf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增大，

说明高温有利于反应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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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Pb2+在HA表面吸附的Freundlich吸附等温线

Fig.10 Freundlich adsorption isotherms for Pb2+ adsorption onto 

hydroxyapatite

表 2 3种温度条件下的Langmuir及Freundlich吸附参数

Table 2 Isotherm parameters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 for the two 

isotherm models

温度/℃
Langmuir型吸附曲线 Freundlich 型吸附曲线

qm/(mg/g) Ke/(L/mg) R2 Kf/(L/mg) 1/n R2

25 1428.571  0.269 0.999 359.094 0.254 0.529
35 1428.571 1.750 0.998 523.219 0.200 0.421

50 1428.571 0.875 0.999 582.891 0.192 0.414

与其他吸附剂相比，本实验用蛤蜊壳制备的羟基磷

灰石对Pb2+
有着非常好的吸附效果，如表3所示。

表 3 不同吸附剂对Pb2+的饱和吸附量

Table 3 Maximum adsorption amount of Pb2+ by different adsorbents

吸附剂 qm/(mg/g) 参考文献

碳羟基磷灰石 94.30 [14]
海藻 331.20 [15]
黏土 96.08 [16]

羟基磷灰石 320.00 [17]
四硼酸钠改性高岭土 42.92 [18]
红坚木单宁树脂 86.20 [19]
菜豆壳制备活性炭 28.80 [20]
蛤蜊壳羟基磷灰石 1428.57 本实验

2.8 温度对吸附效果的影响及热力学研究

利用吉布斯自由能(ΔG0)、焓变(ΔH0)、熵变(ΔS0)对
HA吸附Pb2+

进行热力学分析。热力学公式可以如下表示：

ΔG0 = ΔH0－TΔS0 (11)

ln(        ) =          ρe

qem ∆S0 ∆H 0

R RT
 (12)

式中：ΔG 0
为吉布斯自由能 / (kJ /mol)；ΔH 0

为焓

变/(kJ/mol)；ΔS0
为熵变/(J/(mol·K))；R是气体常数

(8.314J/(mol·K))；T是绝对温度/K；m为HA的用量/(g/L)；ρe

为吸附平衡时的Pb2+
质量浓度/(mg/L)；qe为平衡吸附容

量/(mg/g)；qe/ρe表示吸附能力。分析方法参考Gupta等[21]
，

用ln(qm/ρe)与1/T作图得到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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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温度对Pb2+吸附效果的影响

Fi.g.11 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Pb2+ adsorption 

表 4 不同温度下羟基磷灰石吸附Pb2+的热力学参数

Table 4 Thermodynamic parameters for Pb2+ adsorption onto 

hydroxyapatite

温度/℃ △H 0/(kJ/mol) △S 0/(J/(mol·K)) △G 0/(kJ/mol)
25

16.703 60.917

－1.45
35 －2.060
50 －2.973

由图11数据及公式(11)、(12)可得到ΔG0
、ΔH0

、

ΔS 0
，如表4所示。吸附反应的ΔS 0

为60.917J/(mol·K)，3
种温度下的ΔG0

都小于零，随着温度的升高，ΔG0
越小，

说明羟基磷灰石吸附Pb2+
是一个自发反应，在低于50℃

时，温度越高，反应的自发程度就越大。反应的ΔH0
大

于零，说明HA吸附Pb2+
是一个吸热反应，高温有利于反

应的进行，但在本实验中的3种温度条件下，饱和吸附容

量都相同，因而选择25℃条件下反应即可。

3 结 论

3.1 蛤蜊壳羟基磷灰石对Pb2+
有着良好的吸附效果，反

应进行30min时达到吸附平衡，其吸附行为符合拟二级反

应动力学方程，吸附效果受到Pb2+
初始溶液的质量浓度及

羟基磷灰石用量的影响。

3.2 pH3.0时吸附效果最佳，随着pH值的增大，吸附容量

逐渐降低。酸性环境有助于保证溶液中有足够的H+
，为羟

基磷灰石的溶解提供前提条件，促进沉淀的发生。但当酸

性过大时会溶解过多羟基磷灰石过多，不利于对铅吸附。

3.3 羟基磷灰石对Pb2+
的吸附行为与Langmuir 吸附模型

的相关系数达到0.990以上，表明HA对Pb2+
的吸附更符合

Langmuir吸附模型。用Freundlich吸附模型进行分析，显

示高温有利于反应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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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吸附反应的ΔG0
小于零，说明羟基磷灰石吸附Pb2+

是一个自发反应。反应的ΔH0
为16.703kJ/mol大于零，说

明HA吸附Pb2+
是一个吸热反应，高温有利于反应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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