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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蛋膜的生物吸附作用研究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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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人类社会的工业发展和重大安全事故，重金属离子与有机污染物不断向环境排放，造成土壤和水
体的污染日益严重。鸡蛋膜（eggshell membrane，ESM)作为一个独特的富含二硫键的天然生物吸附材料在环境水
污染处理中应用研究不断拓展。综述近年来鸡蛋膜及改性材料对重金属离子及有机污染物的吸附研究进展，为充分
利用廉价吸附材料鸡蛋膜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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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in the biosorption of eggshell membr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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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major security incidents in human society, heavy metal ions
and organic pollutants continue to discharge into the environment. The pollution of soil and water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serious. As a unique natural biological material, ESM(eggshell membrane) enriches two sulfur bond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water pollution is increasing. In this paper, the research progress in the adsorption
of heavy metal ions and organic pollutants by ESM and its modified materials in recent years were reviewed. It
would provide research information for utilization of ESM as a cheap adsorption material for pollution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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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重大安全事故的时
有发生，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不断向环境排放，造
成土壤和水体的污染日益严重[1-3]。如何有效治理和
去除水体中污染物已成为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4]。
生物吸附材料对重金属、有机污染物的吸附以其原
料低廉、来源广泛、结合位点丰富、吸附容量大等
优势, 被广泛应用于工业/生活废水的处理及痕量重
金属的分离富集[5]。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生物吸附
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以来, 生物吸附成为日益活跃
的研究领域。
ESM 作为食品废弃物，是一个独特的富含二硫
键的多孔生物膜（图 1)[6]，它是位于蛋壳与蛋清之
间的纤维状薄膜，厚度为 65～69 mm，孔径为 1.5～
3 μm，也存在一定量的 5～6 μm 孔径，ζ 电位在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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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 时带正电，在高 pH 时带负电，零电点位为
pH5.45[7]。ESM 总含水量约为 20%，由外蛋壳膜和
内蛋壳膜构成。主要成分是蛋白质，以糖蛋白形式
存在的蛋白占膜总重的 90%左右，另外还有约 3 %
的脂质体及 2 %的糖类。ESM 中的蛋白质是以角蛋
白为主的与黏多糖类相结合的复合蛋白质，因而具
有与微生物细胞表面相似的化学官能团，可以提供
类似的吸附重金属离子的有效位点。由于 ESM 内
层比表面积大、功能团丰富, 己被用作固定化的载
体、生物吸附剂等多种新型材料[5, 8-11]。

1

鸡蛋膜及改性鸡蛋膜的制备

鸡蛋膜的制备： 收集工厂、学校食堂每天产生
大量的废弃鸡蛋壳，洗净，用一定浓度的醋酸或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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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浸泡相应时间，剥壳，45~50℃干燥，粉碎得 100~
200 目的吸附材料[4-5,7]。
巯基化鸡蛋膜(TESM)的制备：去除生鸡蛋中的
蛋黄和蛋清，从鸡蛋气室处将内膜小心剥离，用
15%(V/V)HC1 和蒸馏水反复冼净后干燥。随后称取
50 mg 鸡蛋内膜浸泡于 20 mL 巯基乙酸铵中， 过
夜。次日将其取出并用蒸馏水洗涤多次，于 50℃恒
温干燥, 研磨成 20～40 目备用[5, 7, 12]。

Figure 1

图 1 鸡蛋多孔生物膜的电镜扫描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images for ESM

甲基化鸡蛋膜的制备：在 80℃下，将制备好的
ESM 100 mg 加入到 50 mL 含 2% HCl 甲醇溶液中
10 h，酯化完毕后，将甲基化鸡蛋膜用去离子水反
复洗涤干净，50℃干燥，研磨成 20～40 目备用[13-14]。

2

生物吸附机理

重金属及有机污染物的生物富集是一个复杂的
过程。其机理取决于被吸附粒子的化学性质、生物
材料的表面性质、生理状态及环境因素，因此，不
同的生物材料吸附同一种金属离子时，其机理也会
不同。按照细胞的活性，可以将生物吸附机理大体
分为两类：不依赖代谢的被动吸附和基于代谢的主
动吸收。被动吸附主要发生在细胞表面，即细胞壁
或细胞膜，因为细胞表面可以为重金属的吸附提供
丰富的结合位点，如羧基、羟基、氨基、亚氨基、
巯基等多种官能团，因而可以选择性的结合重金属
离子。 结合位点和金属离子的吸附主要基于静电吸
引、离子交换、络合作用以及结晶和微沉淀。由于
生物吸附机理的复杂性，重金属离子在细胞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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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通常是多种机理同时作用的结果[5,15-18]。

3

鸡蛋膜对重金属离子的吸附

3.1 鸡蛋膜对金的吸附回收
Ishikawa 等 [19]利用 ESM 从废旧电板回收金元
素（氰金酸钾(I)，四氯金酸盐(III)）。Au 在 ESM 上
的吸附受到了溶液的 pH、温度、溶液中共存离子的
影响，pH 值为 3 时，ESM 对 Au 的吸附效果最好。
ESM 对 Au 的吸附热力学符合 Langmuir 模型，最大
吸附容量 Au（I）为 147 mg·g-1，Au（III)为 618 mg·g-1。
该 实 验 还 表 明 ， ESM 对 金 属 离 子 的 亲 和 力 为
Au>Ag>Co>Cu>Pb>Ni>Zn。
3.2 鸡蛋膜对钴、镍和孔雀绿的吸附
孙雪芳[4]主要研究了 ESM 对金属离子 Co、Ni
和有机物孔雀绿的吸附性能及吸附条件对吸附效果
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将其应用于环境水体中微量
Co 和 Ni 的去除以及分析测定。探讨 ESM 作为吸附
剂对 Co 的吸附性能，并将 ESM 吸附分离法与石墨
炉原子吸收光谱法联用，建立了利用 ESM 吸附分
离 Co 的新方法，并将其应用于实际样品。将 ESM
吸附分离法与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联用，研究了其
对 Ni 的吸附行为，建立起了 ESM 吸附分离 Ni 的
新方法，并将其应用于实际水样，取得较好效果。
采用 ESM 去除废水中的孔雀绿，并探讨了 pH 值、
吸附剂用量、反应时间和吸附质浓度对孔雀绿吸附
作用的影响。
3.3 鸡蛋膜对铬、汞、铜、铅、镉和银的吸附
Koumanova 等[20]研究了 ESM 对 Cd 的吸附，
考察了 pH 值、被吸附物质的浓度、吸附剂量、吸
附剂粒子大小、温度及搅拌速率等对吸附的影响，
ESM 对 Cd 的吸附动力学与吸附热力学性质。
Zou 等[21]证实 ESM 选择性保留吸附 Cr(VI)的还
原吸附过程。首先 Cr(VI)吸附到 ESM 上，通过不稳
定物种 Cr(V)和 Cr(IV) 在 ESM 上的电荷转移，
Cr(VI)还原成 Cr(III)。在连续进样的电热原子吸收
光谱测定中，新的铬物种产生。包括 pH 值为 2 时
在 ESM 上 Cr(VI)的分离、预富集、洗脱和测定，
Cr(III)转化为 Cr(VI)以及总 Cr 分析，求出 Cr(III)。
样品体积 1000 mL，富集因子 13.3，线性范围 0.05～
1.25 mg·L-1 (Cr(VI))，检测限位 0.01 mg·L-1，在浓度
为 0.5 mg·L-1 时，精确度为 3.2%。
Wang 等[7]通过对 ESM 巯基化改性制备了新型
的吸附材料，用于对 Cr（VI)、Hg(II)、Cu(II)、Pb(II)、
Gd(II)和 Ag(I)等重金属离子的吸附。结果发现巯基
化鸡蛋膜（TESM)的吸附能力分别提高 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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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12.4、12.7 和 21.1 倍。TESM 可以用于污水的
重金属吸附材料。可以看到，TESM 对 Cr（VI)的
吸附变化不大。而 ESM 巯基化后，产生大量的功
能基-SH，巯基较大的变形性，酸性强，极大的改
善了对阳离子的吸附能力。

4

鸡蛋膜对非金属元素的吸附

4.1 鸡蛋膜对砷的吸附
Zhang 等[22]研究了 ESM 作为固相萃取剂在氢
化物发生-原子荧光光谱法俘获 As（V)。考察了解
吸、pH、流速、样品体积、ESM 用量、NaCl 的含
量以及共存离子对回收率的影响。在优化条件下，
As（V)能被 ESM 萃取，最大吸附量为 3.9 mg·g-1。
检测限 0.001 mg·L-1，富集因子为 33.3，
对 0.6 mg·L-1
的 As 溶液相对标准偏差为 2.1%（n=11)，柱间标准
偏差小于 5%。该方法成功用于分析液态环境样品，
表明 ESM 能作为优良的固相萃取剂用于真实样品
的前处理。Chen 等[14]用改性的鸡蛋膜（甲基化鸡蛋
膜 MESM)吸附 AS(Ⅴ)，吸附能力提高 200 倍，As(Ⅴ)
与 As(Ⅲ)选择性高达 256:1，pH 值为 6 时，10 mg
MESM 对 As(Ⅴ)的吸附量为 2 μg·L-1。
4.2 鸡蛋膜对硒的吸附
杨婷等[5,12]使用巯基乙酸将 ESM 表面的二硫键
拆分生成琉基来制备 TESM。通过扫描电镜及拉曼
光谱等手段分析了表征。TESM 仍保持 ESM 原有的
纤维网状结构，但对两种无机 Se 形态的吸附机理明
显不同。机理研究表明，Se(VI)通过静电引力结合
在巯基化 ESM 表面，用 0.5 mol·L-1 硝酸可将其选择
性洗脱，而 Se(IV)则被还原为单质 Se 而沉积于
TESM 表面。利用吸附机理和性能的差异，建立了
TESM 微填充柱在线分离富集石墨炉原子吸收法测
定 Se(VI)的方法。

5

鸡蛋膜对放射性元素的吸附

5.1 鸡蛋膜对铀和钍的吸附
为了除去废水中的放射性元素，Ishikawa 等[23]
用 ESM 吸附放射性元素 Th 和 U。 研究了 pH、时
间对 ESM 吸附 Th、U 的能力影响。实验结果表明，
在 pH 6 时，ESM 对 U 的吸附容量最大，在 pH 3
时对 Th 的吸附能力最强。吸附平衡表明，ESM 对
Th 和 U 的吸附符合 Langmuir 和 Freundlich 模型。
在 Langmuir 模型，最大吸附量为 U 240 mg·g-1 和
Th 60 mg·g-1。吸附能力随盐的浓度增加而增加。在
一定的 pH 条件下 ESM 也能富集 U。结果表明，ESM
能有效的吸附锕系元素，有望用于从水溶液中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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锕系元素。
5.2 鸡蛋膜对锶的吸附
本课题组 Yin 等[6]测定了 ESM 对 Sr(II)的吸附，
发现在 pH 7 时具有最大吸附容量 23.12 mg·g-1。吸
附动力学表明，符合假二级动力学模型，吸附热力
学表明，ESM 对 Sr(II)的吸附符合 Langmuir 模型。

6

鸡蛋膜对有机污染物染料的吸附

6.1 鸡蛋膜对含氯苯酚的吸附
Koumanova 等[20]研究了 ESM 对氯代苯酚（对
氯苯酚，2,4-二氯苯酚和 3,5-二氯苯酚）染料的吸附，
考察了 pH、被吸附物质的浓度、吸附剂用量、吸附
剂粒子大小、温度及搅拌速率等对吸附的影响。研
究表明，ESM 对含氯苯酚染料的吸附热力学符合
Langmuir 和 Redlich-Peterson 模型。在 pH 值为 2
时、染料的吸附量达到最大，随着 pH 的增大而迅
速减小。
6.2 鸡蛋膜对亚甲基蓝的吸附
Tsai 等[24]研究了鸡蛋壳和 ESM 的结构和吸附
性能。由红外光谱发现，鸡蛋壳主要由含碳矿物组
成，ESM 的纤维蛋白上存在有氨基及酰胺基等。吸
附亚甲基蓝的等温线表明，吸附热力学更符合
Freundlich 模型。ESM 对碱性染料甲基蓝的吸附容
量不超过 1.0 mg ·g-1。
6.3 鸡蛋膜对直接红和酸兰的吸附
Arami 等[25]研究了 ESM 对染料直接红 DR80 和
酸兰 AB25 的吸附能力。发现吸附等温线在(20 ± 1)
℃，ESM 的表面的物理特征和存在的功能基被证
实；红外光谱表明，ESM 表面存在羟基、氨基和羧
基等，比表面积为 2.2098 m2 ·g-1。研究了初始染料
浓度、pH、接触时间、粒子大小以及 ESM 的用量
对吸附容量的影响，并在不同的 pH 条件下，研究
了吸附热力学和吸附动力学。结果显示，在 pH 值
为 12 时，所有染料的最大吸附容量达到 81.8%。
ESM 可以作为天然的、环境友好的可用于环境中有
机污染物的俘获剂。

7

展望

吸附分离技术被认为是目前污水治理中最彻
底、最经济的一种方法，并且在推动废水处理技术
向无毒、无害、无二次污染方向发展方面具有不可
低估的作用。ESM 作为一种独特的生物吸附材料因
其来源丰富、成本低，吸附性能好，易操作等优点
在金属离子吸附和有机污染物的去除方面拥有广阔
的发展前景。但是由于 ESM 作为一种蛋白质，其
在酸碱性工作环境中，可能发生降解而不稳定，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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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引起重视，同时吸附了污染物的鸡蛋膜的后处理
值得进一步研究，比如回收循环利用、固封填埋（放
射性元素）等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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