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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TiO2 复合纳米材料对四环素的吸附作用及其再生效果研究
祝

林，许子牧*

(合肥工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合肥 230009)
摘 要：采用 Hummers 法制备的氧化石墨烯利用水热法获得氧化石墨烯（graphene oxide, GO）负载二氧化钛
（titanium dioxide, TiO2）复合材料（GO-TiO2）， 采用 X 射线衍射（X-ray diffraction，XRD）、X 射线光电子能谱
（X-ray photoelectron spectroscopy，XPS）、扫描电子显微镜（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SEM）、氮气吸附-脱附、
Zeta 电位等方法对材料进行表征。研究接触时间、温度、溶液 pH 值、初始 TC 浓度和离子强度等条件对 GO-TiO2
吸附四环素（Tetracycline，TC）性能的影响，并考察 DBD 等离子降解处理后吸附剂的再生效率。结果表明，GO-TiO2
复合材料对 TC 具有良好的吸附性能，并且该吸附过程受溶液 pH 和离子强度影响显著。此外，该吸附过程是一种
单层的化学吸附和自发吸热过程。DBD 等离子体对 GO-TiO2 和 GO 表面的 TC 处理后，由于 TiO2 的催化作用使得
GO-TiO2 再生效果比 GO 更好，并且再生后的 GO-TiO2 在溶液中对 TC 仍有很高的吸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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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sorption performance of tetracycline by GO/TiO2 composites
and their regeneration capacity
ZHU Lin , XU Zimu
(School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230009)

Abstract: In this research, Graphene oxide prepared by Hummers is used to loaded with titanium dioxide
composites (GO-TiO2) by hydrothermal method. Material characterizations were carried out by using the X-ray
diffraction (XRD), X-ray photoelectron spectroscopy (XPS),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SEM), BET and Zeta
in details. The effects of contact time, temperature, solution pH, initial TC concentration and ionic strength on the
adsorption of Tetracycline (TC) on GO-TiO2 were investigated, and investigated the regeneration efficiency of the
adsorbent after DBD plasma degradation treatment.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GO-TiO2 composites
have significantly high adsorption capacity on TC, and the adsorption process i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the pH
and ionic strength of the solution. In addition, the adsorption process is monolayer chemical adsorption with
spontaneous nature and endothermic. After the treatment of GO-TiO2 and GO surface TC by DBD plasma, the
regeneration effect of GO-TiO2 is better than that of GO due to the catalytic effect of TiO2, and the regenerated
GO-TiO2 still showed a high adsorption affinity for TC in solution.
Key words: graphene oxide; adsorption; tetracycline; regeneration
污水处理厂是再生水来源的主要途径之一，有
助于解决水资源短缺和水质恶化等地区问题。传统
的污水处理厂虽然对传统的有机污染物具有良好的
去除能力，但不能有效的去除抗生素。废水中的抗
生素排入环境后容易积累、不易被降解，对自然环

境和人体健康产生威胁[1]。四环素（Tetracycline，
TC）作为目前畜牧业、医疗、农业中运用最广泛的
抗生素之一，过量使用会降低抗生素对人类和动物
的使用效率[2]。因此，为了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发
展，众多的处理方法用于处理环境中的抗生素，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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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化学氧化法[3]、高级氧化法[4]、吸附法[5]、光催化
法[6]、等离子体降解法[7]等。其中，传统的吸附法
因具有高效性、经济性和广泛的适用性等优势而得
到广泛的关注和研究。
在众多的吸附材料中，氧化石墨烯（graphene
oxide，GO）作为一种石墨烯的衍生物，具有极高
的比表面积和丰富的含氧官能团。此外，氧化石墨
烯具有的共轭 π 键结构通过 π-π 共轭作用可与有机
分子形成较强的相互作用[8]。TiO2 在紫外光的照射
和光解的过程中会产生如 H2O2, O3 等氧化物质和活
性基团，这些物质具有的强氧化性可以将有机物氧
化成小分子的有机物或无机物 [9-10]。
虽然吸附法能有效的富集 TC，但是不能循环利
用、彻底降解 TC。使用后的吸附剂会成为富含高浓
度有机污染物的危险物质，通常采用燃烧或掩埋的
方式进行处理，存在二次污染的风险。目前，溶剂
再生和热再生是碳质吸附剂再生的两种主要途径。
其中，溶剂再生的再生效率主要取决于溶剂和环境
条件，在处理复杂的污染物中，溶剂的选择范围窄。
热再生方法再生效率高，但再生过程中的碳损失较
大且投资运行费用高。等离子体是物质的第四种基
本状态，它被定义为部分电离气体，包括各种反应
物质（OH·，O3，H2O2 等）、电场、紫外照射等。
DBD 等离子体因其反应性强、电子密度高、操作方
便环境相容性好等优点[11]，在生物医学应用、材料
加工、废水处理等领域受到广泛关注。通过等离子
的强氧化性来降解污染物，同时再生吸附材料是一
种高效而又清洁的方法[12]。
本研究制备了氧化石墨烯负载二氧化钛复合材
料（GO-TiO2），并采用 X 射线光电子光谱（X-ray
photoelectron spectroscopy，
XPS）、X 射线衍射（X-ray
diffraction，XRD）、扫描电镜（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SEM）、低温氮气吸附-脱附（BET）、
Zeta 电位等方法对其进行表征。另外，采用了静态
批实验方法探究了溶液温度、TC 浓度、固液比、pH
和离子强度对 GO-TiO2 吸附 TC 性能的影响。此外，
利用 DBD 等离子体处理吸附 TC 后的 GO-TiO2，考
察了复合材料的再生效果。

1

材料与方法

1.1 原料和仪器
石墨粉（粒径＜20 μm）；高锰酸钾，硝酸钠，
浓硫酸，盐酸，钛酸四丁酯，乙醇，四环素，氢氟
酸（HF），双氧水均来自阿拉丁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实验用水为去离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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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吸附剂的制备
氧化石墨烯 GO 的制备：采用 Hummers 法合成
氧化石墨烯，在冰水混合物中放入 1 000 mL 的三口
烧瓶加入 200 mL 浓 H2SO4，启动搅拌器搅拌，控
制温度保持在 0℃左右，加入 10 g 膨胀石墨和 2.5 g
NaNO3，搅拌一段时间后，缓慢加入 30 g 高锰酸钾，
在剧烈搅拌下反应 120 min，溶液呈现紫绿色，升
温至 35℃，继续反应 60 min，溶液呈紫绿色，再缓
慢加入 450 mL 去离子水，加热至 98℃左右，水解
40 min，反应液变成金黄色，缓慢加入一定量的
H2O2 （30％）进行处理，趁热过滤，用 5％HCl 洗
涤过滤，再用去离子水洗涤，直至滤液中检测不到
硫酸根离子为止，制得氧化石墨烯。
GO/TiO2 复合纳米材料制备：采用水热法[13]将
500 mg 的 GO 加入到 10 mg 的钛酸四丁酯和 HF 的
混合溶液。随后，加入 50 mL 去离子水并用玻璃棒
搅拌均匀后，转移至反应釜中；然后将反应体系放
置在 180℃的恒温箱中 24 h，最后将反应过后的产
物用去离子水和乙醇的反复洗涤下去除杂质，并在
60℃的烘箱中进行干燥得到 GO-TiO2 复合材料。
1.3 实验设计与方法
取 10 mL 的聚乙烯离心管，分别加入不同浓度
的 TC 溶液和 GO-TiO2 原液，调节 pH=5，在恒温摇
床 中 预 平 衡 12 h 。 利 用 10 000 r·min-1 离 心
（BECKMAN COULTER 64R）分离吸附剂 10 min，
取上清液在 360 nm 峰值处用 Arsenazo III 分光光度
计测定中剩余 TC 浓度。同时测定不同反应时间（2、
4、6、8、10、20、30、45、60、90、120、150、180
和 240 min。混合液 pH 为 5，TC 浓度分别为 10、
20 和 30 mg·L-1）和不同实验温度（298、308 和 318
K，混合液 pH 为 5，TC 浓度为 30 mg·L-1）
。所有吸
附数据均为 3 次测定的平均值。再生实验是将饱和
的 GO-TiO2 在 DBD 等离子体仪器中进行降解处理，
用降解后饱和的 GO-TiO2 再次进行吸附实验（温度
为 298 K，TC 浓度为 30 mg·L-1，混合液 pH 为 5），
循环次数为 5 次。
1.4 GO-TiO2 的表征
所有表征仪器：采用日本理学株式会社的 max
rB XRD 测定样品的晶体结构（Cu 靶，波长为 0.154
nm）；采用日本日立株式会社的 FE SEM 4 800 型
场发射 SEM 对样品的微观形貌进行表征；使用美
国 Thermo 公司的 ESCALAB 250 射线光电子能
谱仪对样品中的元素形态进行分析，光源为单色 Al
kα（光子能量为 486. 6 eV），功率为 150 W, 射线
束斑直径为 500 µm，所测元素的电子结合能均以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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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284. 8 eV 处）定标。氮气吸附-脱附利用美国
Micromeritics Tristar II 3020 M 进行测定。

2

结果与分析

GO 与 GO-TiO2 的表征
GO 与 GO-TiO2 的扫描电镜照片如图 1 所示，
图 1 (a)中 GO 呈片层状叠加结构，片层间隙小，局

2.1

997

部边缘发生卷曲并形成波浪褶皱，表面相对光滑。
图 1 (b)中相对于(a)图表面多出许多皱褶和孔隙结
构，粗糙的表面增大了吸附材料的表面积，为吸附
条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GO 片层颗粒状团聚物为
纳米 TiO2，表明 TiO2 已负载在 GO 上，与文献[14]
出现结果一致。

图 1 GO 和 GO-TiO2 的 SEM 照片
Figure 1 SEM images of GO and GO-TiO2

图 2 GO 和 GO-TiO2 的 XRD 谱图
Figure 2 XRD patterns of GO and GO-TiO2

图 4 GO 和 GO-TiO2 的孔径分布
Figure 4 DFT based pore size distribution of GO and GO-TiO2

图 2 为 GO 与 GO-TiO2 的 XRD 表征结果，GO
的谱线在 2θ=10.3°处的特征吸收峰对应石墨的(002)
晶面。GO-TiO2 也出现相似的峰，说明负载 TiO2 后

图 3 GO 和 GO-TiO2 的 XPS 光谱
Figure 3 XPS spectra of GO and GO-TiO2

GO 的结构没有发生了明显变化，GO-TiO2 的(002)
晶面峰强的降低可能是 TiO2 覆盖在 GO 上导致的。
GO-TiO2 的谱线中在 2θ= 25.2(101)、2θ=38.4 (004)、
2θ= 47.89(200)、2θ= 54.51(200) 和 2θ= 62.72(204) 出
现的新特征峰，表明 TiO2 成功负载在 GO 的表面[15]。
为了研究 GO-TiO2 纳米复合材料中表面化学特
性，对 GO 和 GO-TiO2 进行了 X 射线光电子(XPS)
分析。如图 3 所示，在化学结合能 288.78 eV、460.82
eV 和 532.79 eV 处[16]，分别对应于 C 1s、Ti 2p 和 O
1s 的特征峰，3 个元素（C、O 和 Ti）所占比例分
别为 85.48 %、12.90 %和 1.62 %。图 3 中 GO-TiO2
光谱中 Ti 2p 新的特征峰，表明二氧化钛成功与氧
化石墨烯结合。
图 4 给出了 GO、GO-TiO2 的氮气吸附脱附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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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分布曲线，可以看出两种材料的孔径分布曲线相
对较窄，在 3～6 nm 范围内 GO-TiO2 的孔容大于
GO。由表 1 可知，GO 的比表面积 136.64 m2·g-1, 总
孔容为 0.13 m2·g-1，平均孔径为 4.37 nm。GO-TiO2
的比表面积 187.79 m2·g-1，总孔容为 0.22 m2·g-1，
平均孔径为 5.07 nm。对比发现，GO-TiO2 的比表面
积比 GO 大，这是由于水热法合成的 TiO2 具有高于
GO 的比表面积造成的，这有利于 GO-TiO2 对 TC
的吸附。
2.2 GO-TiO2 对 TC 的吸附
动力学用于探究接触时间对 GO-TiO2 吸附 TC
影响，阐释了该吸附过程吸附质从液相到吸附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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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传质速率，结果如图 5 所示。从中可以看出，
吸附量在前 2 h 迅速增加，
在 3 h 左右达到吸附平衡，
由于 GO-TiO2 表面存在大量吸附点位，但随着
GO-TiO2 表面活性位点的减少，吸附量的增加速度
逐渐减慢直到平衡。为了进一步解释吸附动力学，
采用准一阶动力学模型和准二阶动力学模型对实验
数据进行分析。准一阶反应动力学代表吸附速率主
要由内扩散和外扩散控制的吸附过程，其方程式为：
ln（Qe  Qt )  ln Qe  k1t
（1）
其中 Qt 为 TC 在 t 时刻的吸附量，Qe 为平衡时
的吸附量；k1 为拟一级动力学方程常数。

表 1 所有样品的比表面积和空隙结构参数
Table 1 Specific surface area and pore textural parameters of all samples.
比表面积/m2·g-1
总孔/cm3·g-1
Specific surface area
Total pore volume
136.64
0.13
187.79
0.22

样品
Sample
GO
GO-TiO2

Figure 5

C0 / mg·L-1

Qm/mg·g-1

10
20
30

68.48
91.28
106.81

平均孔径/nm
Average aperture
4.37
5.07

图 5 接触时间对吸附的影响及动力学拟合曲线
Effect of contact time on the adsorption and kinetic model fitted curve
表 2 GO-TiO2 对 TC 吸附的动力学参数
Table 2 Adsorption kinetic parameters of TC onto GO-TiO2
一级动力学 Pseudo-first-order
二级动力学 Pseudo-second-order
k1/10-2 min
Qe,cal/ mg·g-1
R2
k2 /μg1 min-1
Qe,cal / mg·g-1
R2
1.37
30.32
0.965
2.04
69.69
0.999
1.55
38.76
0.956
1.61
93.63
0.999
1.70
48.24
0.978
1.29
109.4
0.999

准二阶反应动力学代表主要由化学吸附阶段控
制吸附速率的吸附过程，方程为：
t
1
t


Qt k2Qe2 Qe

2019 年

（2）

其中 k2 为二级动力学方程常数。
由表 2 可知，准一级动力学的相关系数（R2）
分别为 0.965、0.956 和 0.978，平衡吸附量为 30.32、
38.76、48.24 mg·g-1。准二级动力学的相关系数（R2）
都达到了 0.999，并且平衡吸附理论值（Qe）与实验
值比较接近，这表明 GO-TiO2 对 TC 的吸附更符合

二级动力学模型[17]。
吸附等温线通常用于研究吸附过程中吸附质在
固液界面上的分布[17]。在此，对 GO、TiO2、GO-TiO2
以及空白样（仅加入 TC）进行等温线实验，结果如
图 6 (a)所示。从中可以看出，水热法制备的具有高
比表面积 TiO2 对 TC 具有较高的吸附能力[18]。另外，
相较于 GO，负载 TiO2 后的 GO-TiO2 对 TC 的吸附
能力有所提升。此外，空白实验表明容器对溶液中
的 TC 吸附没有影响。
图 6 (b)给出了 GO-TiO2 在 298、308 和 318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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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对 TC 的吸附等温线，可以看出，随着 TC 浓度
的增加，GO-TiO2 对 TC 的吸附能力显著增加，这
表明 TC 在固相和液相之间转化的关键驱动力主要
源于 TC 的初始浓度。此外，GO-TiO2 对 TC 的吸附
能力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增大，这是高温增加了高氧
负离子表面活化官能团的数量并促进了四环素分子
的扩散速率导致的。为了探究吸附机理和量化吸附
能力，利用 Langmuir 和 Freundlich 吸附模型进行吸
附等温线拟合。Langmuir 模型用于描述吸附剂表面
的吸附位点均匀分布且被吸附的吸附质之间不会产
生相互作用的单分子层吸附[19]，其程式为：
Ce
1
C

 e
Qe QmaxkL Qmax

（3）

其中 Ce 为平衡吸附浓度； Qmax 为最大吸附量；

999

kL 为 Langmuir 吸附常数；
Freundlich 等温线模型属于经验推导模型，用
于描述非均质表面或表面吸附位点吸附的吸附离子
之间产生相互作用的表面吸附，方程式为：
1
ln Qe  ln k F  ln Ce
n

（4）

其中 kF 为 Freundlich 吸附常数。1/n 为溶液浓
度对平衡吸附量的影响因子。
表 3 给出了 Langmuir 和 Freundlich 吸附模型等
温吸附模型对数据的拟合结果。根据相关系数（R2）
可知，相较于 Freundlich 吸附模型，Langmuir 吸附
模型能够更好地描述 GO-TiO2 对 TC 的吸附过程。
这表明 GO-TiO2 表面的吸附位点具有相同的结合能
且上述吸附过程主要是单分子吸附。

图 6 等温线的对比实验和 GO-TiO2 对 TC 吸附的等温线
Figure 6 Isotherm contrast experiment and adsorption isotherms of TC on GO-TiO2
表 3 GO-TiO2 对 TC 的吸附等温线模型参数
Table 3 Adsorption isotherm model parameters of TC onto GO-TiO2
Langmuir
Freundlich

T/K

Cs,max / mg.g-1
90.50
110.74
131.06

298
328
343

b / L.mg-1
1.19
1.27
1.73

R2
0.999
0.997
0.995

从表 3 可以看出，最大吸附量（Qmax）随着温
度的升高而增大，这说明该吸附过程为吸热过程。
为了更好的描述 GO-TiO2 对 TC 的吸附热力学行为，
利用热力学模型求得吸附自由能（△G）、吸附焓（△
H）和吸附熵（△S），参数计算公式如下：
（5）
G 0   RT ln K 0
ln K 0 

ΔS0 ΔH0

R
RT

（6）

ΔG0
)P
T

（7）

ΔS0  (

其 中 ： K0 为 标 准 平 衡 吸 附 常 数 ； R （ 8.314
J·mol-1·K-1）为理想气体常数；T 为开氏温度。吸附
平衡常数 lnK0 为 lnKd 随 Ce 的变化曲线外推至 Ce
至为 0 时的截距，将 lnK0 对 1/T 进行作图（图 7）
，

KF / mg1-nLn.g-1
43.62
53.50
70.76

n
3.72
3.58
4.05

R2
0.920
0.902
0.761

由斜率和截距可计算吸附的焓变（ΔH）和熵变（ΔS）
。
如表 4 可知，GO-TiO2 对 TC 的吸附过程中
△G＜0，说明其过程是自发进行的化学吸附，随着
温度的升高，△G 逐渐减小，说明提高温度有利于
吸附；吸附过程中△H > 0，说明吸附是吸热的过程，
此外△H 值在 9.26 和 25 之间, 结果表明主要吸附剂
和被吸附物之间吸引力是由 π-π 键的吸引作用[20]。
而吸附过程中△S 为正值，说明吸附平衡时体系自
由度有所增加。
图 8 给出了 TC 在 GO-TiO2 上的吸附效率随固
液比变化的趋势。从中可以看出，TC 的去除率随着
固液比的增加而增加。这是由于 GO-TiO2 浓度的增
大提供了更多的吸附位点，从而提升的 TC 的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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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此外，TC 在 GO-TiO2 上的分配系数 Kd 不受固
液比的变化而影响，这是由于分配系数 Kd 是代表吸
附能力的独立指标，而不受吸附剂浓度的影响。

图 9 多种离子强度对 GO-TiO2 吸附 TC 的影响
Figure 9 Effect of various ionic strengths on the adsorption of
TC by GO-TiO2
图 7 GO-TiO2 吸附 TC 的热力学参数
Figure 7 Thermodynamic parameters for the adsorption of TC
on GO-TiO2.
表 4 在不同温度的热力学参数
Table 4 Thermodynamic parameters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
T/K
△G0/kJ·mol-1
△H0/kJ·mol-1
△S0 /J(mol·K) -1
298
–3.53
318
–4.44
24.17
92.92
328
–5.39
图 10 pH 对 GO-TiO2 吸附 TC 的影响
Figure 10 Effect of pH on the adsorption TC.

图 8 固液比对 GO-TiO2 吸附 TC 的影响
Figure 8 Effect of solid-liquid ratio on the adsorption of TC
on GO-TiO2

图 11 pH 对 GO-TiO2 的 Zeta 电位影响
Figure 11 Effect of pH on Zeta Potential of GO-TiO2.

水环境中的阳离子可能与 TC 竞争吸附剂表面
上的吸附位点，进而影响 TC 的吸附。因此，以 Na+、
K+ 和 Ca2+ 作为影响吸附的对象通过批量实验研究
了金属阳离子对 GO-TiO2 吸附 TC 的影响。实验结
果如图 9 所示，可以看出，随着阳离子浓度的增加
GO-TiO2 对 TC 的吸附量随降低。此外，含 K+离子
溶液中 GO-TiO2 对 TC 吸附量低于含同浓度 Na+的
溶液，这种情况是由于 K+的离子半径大于 Na+。而
Ca2+对吸附影响强度高于 Na+和 K+，这是由于 Ca2+
的价态较高，会与 TC 分子竞争 GO-TiO2 上的结合
点位并减少了 π-π 共轭与四环素相互作用。另外
Ca2+ 与 四 环 素 易 形 成 络 合 物 ， 进 一 步 降 低 了
GO-TiO2 对 TC 的吸附量[21]。

溶液 pH 值会影响吸附剂的表面特性和 TC 离子
种类的相对分布，因此是影响 TC 吸附性能的关键
因素。图 10 给出了 GO-TiO2 对 TC 的吸附性能随
pH 的变化情况，由图可知，pH 在 1～4 范围内吸附
量有着明显的增长趋势，在 4～11 范围内呈现缓慢
下降的趋势。图 11 给出了 GO-TiO2 在不同 pH 值
下的 Zeta 电位，可以看出，GO-TiO2 在 1～4 范围
带正电荷，4～11 范围内带负电荷。此外，TC 在 pH
＜3.3 时主要以阳离子形式存在，当 pH 在 3.3～7.7
范围内时，TC 为两性离子，当 pH＞7.7 时主要以阴
离子形式存在[22-23]。当 pH 值从 1.0 增加到 4 时，
TC 和 GO-TiO2 间的静电排斥逐渐降低，因此 TC 的
吸附量急剧增加。当 pH＞7.7 时，GO-TiO2 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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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电荷逐渐增加导致与 TC 阴离子间的静电排斥作
用不断增强，同时静电斥力也抑制 π-π 键的相互吸
引作用，因此吸附量不断降低[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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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0 mg·g-1；而 GO 对 TC 的吸附效果从 98.67
mg·g-1 下降到了 65 mg·g-1。第 5 个循环后，GO-TiO2
对 TC 的吸附效果降为 87.96 mg·g-1，而 GO 对 TC
的吸附效果只能达到 38 mg·g-1。分别为原始原生吸
附剂吸附能力的 81.20 %和 38.51 %，表明在 TiO2
的催化作用下 DBD 等离子体处理可有效循环再生
GO-TiO2，循环再生后的 GO-TiO2 在水溶液中对 TC
仍表现出较高的吸附亲和力。

图 12 等离子处理后 GO 和 GO-TiO2 对 TC 的吸附量
Figure 12 Adsorption amount of TC on GO and GO-TiO2
after plasma treatment

2.3 等离子体对吸附材料的再生效果
循环再生的 GO-TiO2 和 GO 对 TC 的吸附能力
如图 12 所示。结果表明，经过第一次吸附再生循环，
GO-TiO2 对 TC 的吸附效果从 108.32 mg·g-1 下降到

图 13 GO-TiO2 吸附前、吸附后和再生后的 XPS
Figure 13 XPS spectra of GO-TiO2 before, after TC adsorption
and after regeneration

图 14 GO-TiO2 吸附前、吸附后和再生后的 C1s 图谱
Figure 14 C 1s of GO-TiO2 before, after TC adsorption and regeneration.

C 1s

表 5 GO-TiO2 在吸附前、吸附后和再生后的 XPS C1s 图谱结果
Table 5 Results of XPS C 1s spectra of GO-TiO2 before and after TC adsorption and after regeneration
吸附前
吸附后
再生后
特征峰
Before-adsorption
After-adsorption
Regeneration
Peaks
Be（eV） 所占比例 proportion Be（eV） 所占比例 proportion Be（eV） 所占比例 proportion

C-C

284.75

65.51

284.74

60.76

284.76

65.07

C-O

286.14

20.19

286.14

30.46

286.14

21.19

C=O

288.60

14.61

288.60

8.08

286.60

13.74

为了证明 GO-TiO2 的 TC 吸附能力及其较强的
再生能力，将吸附前后和等离子体处理后的
GO-TiO2 进行了 X 射线光电子能谱（XPS）分析。
图 13 是 3 种状态的 GO-TiO2 全谱，吸附后吸附剂
的 N 1s 轨道特征峰明显大于吸附前的 N 1s 特征峰，
说明 TC 被成功吸附。而处理后的 N 1s 特征峰略大
于吸附前，这可能是由于 TC 被降解过程中产生少

量的含 N 衍生化合物。由此可知，吸附在 GO-TiO2
上的 TC 被充分降解。图 14 为 GO-TiO2 吸附 TC 前
后和再生后 C 1s 的 XPS 光谱，官能团的相对含量
见表 5 所列，可观察到 GO-TiO2 的 C-C、C-O、C=O
基团分别在 284.75、286.14 和 288.60 eV 的结合能。
在 TC 吸附后的 C-C、C-O 键含量降低，C=O 基团
的含量增加，说明 TC 吸附在 GO-TiO2 的表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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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GO 对 TC 吸附的主要作用即 π-π 共轭作用被
广泛用于解释苯环对氧化石墨烯表面有机污染物的
吸附[25-26]。等离子体处理后回收的 GO-TiO2 的 C-C、
C-O 和 C=O 键含量与吸附前的含量相似，证实了
DBD 等离子体处理可有效降解 GO-TiO2 上的 TC 。

3

结论

GO-TiO2 对 TC 的吸附效果良好，π-π 键的相互
吸引作用、高比表面积和表面丰富的官能团为主要
作用。吸附平衡时间为 3 h，准二级动力学和
Langmuir 等温线模型符合 GO-TiO2 对 TC 的吸附过
程，说明是一种单层的化学吸附。热力学表明其吸
附是吸热和自发的过程。
溶 液 中 GO-TiO2 和 TC 的 浓 度 都 会 影 响
GO-TiO2 的吸附能力。pH 值为 4 时，GO-TiO2 对
TC 的吸附量最大。pH 对吸附量的影响主要是通过
TC 和 GO-TiO2 的带电性质所决定。离子强度对
GO-TiO2 的吸附性能有抑制作用，尤其是离子半径
大和高价态的离子影响较大。
DBD 等离子体对吸附在 GO-TiO2 上的 TC 具有
很高的降解效率，TiO2 为降解提供催化作用，多次
等离子体再生后的 GO-TiO2 对 TC 仍有较高的吸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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