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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世纪全球面临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确保实用的洁净水质． 随着世界人口的增加，水污染变得更加复杂，难以

移除，在许多地区，气候变暖致使水资源缺乏，因此，废水的回收利用就显得尤为重要，甚至成为可饮用水． 然而，现

有的水处理系统不能够满足这一要求． 纳米技术的出现可以提供机会来发展新一代的水处理系统． 本文综述了纳

米技术和纳米材料在水处理和废水利用方面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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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生命之源． 水资源安全和处理与地球健康、
能源产品和经济发展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20 世纪以

来，在提供公众饮水健康，农业发展等方面，水供应

系统和废水处理技术取得了长足进步． 但是从全球

的水资源供应来看，依旧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 全世

界每年有 8. 84 千万人缺乏足够的饮用水，180 万孩

子死于腹泻［1］，研究表明其主要原因就是由于水资

源受到污染． 因此急需在没有水处理系统的发展中

国家提供基础的、可负担得起的水处理系统． 同样在

发达国家，水供应系统也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当前

的水处理系统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水质标准的严格

要求; 另一方面，新污染源的出现，比如: 药品、个人

护理品和病毒等． 无论是集中水处理系统和分销处

理系统都不能适应对水质更高标准的要求． 过去的

水处理设施耗费能源、对水造成损失，并且会造成水

的二次污染［2］． 与此同时，世界人口的过度增长也

造成全球水资源的缺乏，因此废水的回收利用在缺

水地区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但是当前的废水处理系

统并不能满足这一要求． 无论是分离的、集中水处理

系统还是废水系统都不能解决可持续的城市水供

应． 因此需要一种新技术来提供高效、多功能和便捷

的水处理过程． 纳米技术是近年来出现的一门高新

技术． 这种技术可以提供超越常规的水处理技术． 研

究表明，基于个别纳米技术水处理的性能优于通常

惯用的普通处理技术． 本文就基于纳米技术在水处

理和废水回收过程的应用研究进展做一综述．

1 纳米技术的应用

纳米技术不仅可以改进、增加当前水处理技术

的性能，并且可以发展为一门新的水处理技术( 图

1) ． 在水处理应用方面，纳米材料具有的高比表面

积可以用于吸附、高光催化活性和抗菌性，粒子分离

的超顺磁性以及其他一些新颖的光电性质能可以提

高水处理的质量． 目前纳米技术及纳米材料在水处

理和废水回收应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图 1 纳米材料在水处理中的应用

1. 1 用于吸附剂

纳米吸附剂有许多优于普通吸附剂的性能和好

处． 比如: 独特的高表面积，粒子之间作用的距离短，

可调控的孔径和表面化学性质． 高比表面积具有高

吸附容量． 而且，在纳米尺度上高比表面积能和大小

依赖于粒子的表面结构，可以产生高活性的吸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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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3］． 从而具有较高比表面积的吸附容量．
许多纳米材料可以作为特殊材料的靶向分子，

具有高选择性，多孔纳米材料具有可调制的孔径大

小和结构来控制吸附动力学． 纳米吸附剂很容易被

集成到当前的水处理系统中，例如: 悬浮液反应器、
过滤膜和负载多孔颗粒吸附剂．

碳纳米管( Carbon nanotubes，CNTS) 是一种可

代替活性炭的纳米材料［4］． 这种纳米管能够有效地

去除有机污染物和金属离子． 碳纳米管表面的键合

点可以形成污染物与碳纳米管的反应中心，例如，利

用碳纳米管表面的憎水性、π － π 作用，氢键、共价

键、静电相互作用，来有效控制有机污染物吸附到碳

纳米管上． 碳纳米管上的键合点数量比活性炭更加

有用，有活性炭材料不具有的孔道． 这种孔道对有机

大分子四环素的吸附能力很强． 借助碳纳米管表面

富有的 π 电子作为电子给体来吸附缺电子的硝基

芳香化合物和酚类化合物，碳纳米管表面修饰的官

能团来吸附金属离子，并通过 pH 调节重新循环利

用． 然而碳纳米管的高成本限制了它在废水处理的

进一步利用． 当前的研究结果表明: 通过抗生素、极
性芳烃或样品的预处理都不能很好地除去水中污

染物．
氧化石墨片的制备成本低，可以用来作可选择

的纳米吸附材料除去金属离子和有机污染物． 另外

金属氧化物纳米材料: 例如磁性纳米离子和纳米二

氧化钛． 对重金属和放射性核素有很好的吸附作用，

是一种可用的起、性能优良的吸附剂． 这些粒子的表

面通过修饰操纵可以最大限度来活化吸附点． 例如:

材料角落、边界、空隙和高能量的晶面． 另外，磁性纳

米粒子拥有独特的顺磁性，很容易在弱磁场下分离

水中的污染物． 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型核-壳结构的

磁性纳米材料，磁核可以起到分离粒子的作用，核壳

化学修饰后具有功能化的吸附层，从而形成快速、选
择性吸附和可降解的反应中心［5］．
1. 2 传感和检验

随着新污染源的出现，水质检验面临许多新的

挑战，比如污染物的低浓度、高复杂性等． 如何开发

低成本、快速的检测方法，是当下水质检测研究的热

点． 而对于诊断消毒、生物膜控制，微生物快速检测

是一个主要的研究热点，而这一切都需要开发先进

传感器来提供高效、及时响应和靶向治疗．
纳米材料和识别试剂的有效集成( 抗体、适配

子、碳水化合物和抗菌蛋白等) 能够对微生物检测

具有快速、灵敏和高选择性． 纳米材料利用它们独特

的电化学、光学和磁学性质，能够提高传感响应的灵

敏性和响应速度，实现多通道靶向检测． 磁性纳米粒

子和碳纳米管可用来做样品浓缩和纯化，提高检测

响应速度． 量子点( Quantum dots，QDs) 、染料掺杂

的纳米粒子、贵金属纳米粒子和磁性纳米粒子已经

被广泛应用于传感研究． 量子点有宽的吸收谱和稳

定的、窄的荧光发射谱，这种发射谱随着纳米粒子的

大小和化学组成而发生改变． 在同一个激发光源下，

可以利用多通道实现目标分子的检测． 对于染料掺

杂硅和聚合物纳米粒子，由于大量染料分子被限制

到单个纳米粒子上，所以表现出较高的荧光强度． 贵

金属纳米粒子( 纳米金、纳米银等) 利用共振表面等

离子基元借助光响应可以检测出病原体． 这主要是

利用纳米粒子团聚的变化或折射因子的改变． 贵金

属纳米粒子还能够增强表面拉曼光谱． 增强因子能

够达到 1014，所以常常能用于单分子检测． 碳纳米管

是另一种优良的电极材料和场效应晶体管． 将碳纳

米管包裹在普通电极上( 任意、垂直) 或形成纳米阵

列电极，这样就提高了分析物与检测器的相互作用、
缩短电子转移距离，从而提高检测性能［6］．
1. 3 消毒和降解

传统的消毒剂( 氯气、臭氧等) 很大程度上会造

成对水质的二次污染，从而危害公众的饮水健康． 因

此需要通过技术创新来形成没有副作用、或副作用

较小的消毒剂． 纳米银、纳米氧化锌、纳米二氧化钛、
纳米氧化铈、碳纳米管和富勒烯等纳米材料具有较

强的抗菌性． 所以这些纳米粒子或通过释放自身有

毒的金属离子( 纳米银、纳米氧化锌) ，或直接接触

细胞膜( 碳纳米管、碳 60、纳米氧化铈) ，或形成反应

活性氧( 纳米二氧化钛、富勒醇、氨代富勒烯) ［7］，实

现对微生物生长的钝化． 在此过程中会形成极少量

有毒的副产品． 纳米银经常作为一种 point-of-use
( POU) 的水处理材料． 因为它表现出强的、宽谱和

低毒的抗菌活性． 纳米银的这种抗菌活性主要通过

Ag + 的释放，释放出的 Ag + 能够与蛋白中的巯基

( － SH) 和 DNA 中的磷具有很好的键合作用，从而

起到抑制微生物生长的作用．
碳纳米管的纤维结构、抗菌活性和导电性能够

应用到抗菌膜中． 碳纳米管和其他碳纳米材料的抗

菌作用主要涉及到细胞膜的紊乱和电子结构的氧化

扭曲． 短、分散和小直径的金属化碳纳米管毒性更

大． 碳纳米管过滤膜也借助电化学过程，在小伏间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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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电压的作用下，通过氧化可以机械捕获病毒． 在电

泳过程中，致使病毒朝碳纳米管移动．
另一种纳米材料水处理方法是利用太阳光，通

过光催化来降解有机污染物和失活病毒． 目前研究

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增强纳米材料的量子产率、光催

化循环次数和设计优化光反应中心［8］． 然而，目前

研究结果做到通过靶向吸附来高选择性催化． 提高

其催化的选择性，主要依赖于表面化学裁剪光催化

设计．
二氧化 钛 光 催 化 效 率 通 过 产 生 反 应 活 性 氧

( 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 ，在紫外线的照射下

产生超氧和羟基自由基． 相比块状二氧化钛，纳米二

氧化钛有更高的光催化活性． 这是由于大比表面积、
低电荷 /空穴复合比和快速的电子注入的缘故． 然而

当二氧化钛离子尺寸小到几个纳米时，将失去光催

化活性． 这是由于不能在粒子表面形成电荷和空穴．
所以必需考虑优化纳米粒子的尺寸，使其达到最大

的催化效果． 另外也可以通过贵金属的掺杂来减少

二氧化钛电荷 /空穴复合的几率． 通过对 TiO2 表面

的处理来增加污染物的粘附力． 相比二氧化钛粒子，

二氧化钛纳米管有更低的电荷 /空穴，由于短的运输

路径从而对污染物有更好吸收． 通过各种不同的掺

杂，包括金属、染料敏化剂、窄价带半导体和非金属．
结果表明: 通过杂化能级、电子注入、能带变窄等方

法，可以拓宽二氧化钛激发谱到可见区范围． 在所有

的掺杂体中，氮的非金属掺杂体被认为是最有工业

应用前景的廉价掺杂剂［9］． 然而，降低 TiO2 紫外活

性和提 高 掺 杂 二 氧 化 钛 的 稳 定 性 还 需 要 进 一 步

研究．
富勒烯和碳纳米管也是很好的光敏剂［10］，也能

够产生水中的反应活性氧． 在可见光区激发，氨代富

勒烯和富勒醇能够产生单线态氧，这种氧化剂对富

电子的有机物有很好的选择性，从而提供了在复杂

环境中实现对污染物的原位降解［11］．

2 展 望

纳米技术提供了实现新一代水处理系统跨越式

发展的机会． 在发达国家，纳米技术在水处理的短期

应用包括解决当前水处理出现的问题，改造现有的

水供应系统; 通过对当前现有设备较小的改动来实

现增加水处理容量，并提高效率． 借助纳米技术也可

以实现废水的回收利用． 基于净水系统的纳米技术

能够改进自来水，通过降低次级污染物，使其成为饮

用水和其它高端水质应用( 图 2 ) ． 同样在发展中国

家，纳米技术将使净水系统更便于操作、维修和更新

替换，使用更小的电能和化学方法来实现一些特殊

的水处理需求． 然而，由于纳米材料价格的昂贵和性

能的不稳定，在水处理的工业化方面受到一定限制．
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和对未知领域的探索，不久的

将来，纳米技术将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在重塑水处

理系统更加持久和作用．

图 2 基于纳米技术模块化设计的废水三级处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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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otechnology Application for Water Treatment and Waste-water Reuse

Yang Jiandong

(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 Forestry，Longnan Normal College，Chengxian，Gansu 742500)

Abstract
Ensuring reliable access to clean and affordable water is one of the greatest global challenges of this century．

As the world’s population increases，water pollution becomes more complex and difficult to remove，and global
climate change threatens to exacerbate water scarcity in many areas，hence，waste-water reuse is becoming a
common necessity，even as a source of potable water，but our separate waste-water collection and water supply
systems are not designed to accommodate this pressing need． Nanotechnology offers opportunities to develop next-
generation water supply systems． The paper reviews water supply and waste-water treatment systems based on
nanotechnology and nanomaterials．

Key words: water source，water supply systems，nanotechnology，waste-water re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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