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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沙颗粒表面电荷特性及其对干容重影响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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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 用黄河及长江中的沙 样在 不同 Ca2+ 浓 度下分 别进 行电位 滴定 试验和 干容 重试 验, 得到以 下结 论:
2+

Ca

浓度的增加, 泥沙颗粒表面负电荷先不断减少然后趋于 不变。

Ca

2+

随

对 泥沙淤 积干容 重的影 响可分为 三个阶

段: 第一阶段干容重减小; 第二阶段增加并达到最大值; 第三阶段减小最后趋于不 变。 ! 在 Ca2+ 浓度相同条 件下,
泥沙浓度对淤积干容重的影响根据所加 Ca2+ 浓度不同也 呈现不同的变化。 ∀ Ca2+ 浓度、 泥沙浓度相 同时, 中值粒
径越大干容重越大, 且中值粒径大的泥沙干容重达到最大值所需 Ca2+ 少。 # 在不同 Ca2+ 浓度下泥沙颗 粒由于表面
电荷不同造成静电斥力不同, 同时表面水膜作用力也不同, 二者共同作用使得干容重体 现不同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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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口泥沙问题是河口研究的重要问题, 也是河口地区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科学问题之一。长江口的航道整
治、海河口的河道萎缩、漳卫新河河口泥沙淤积 [ 1, 2] , 尤其是近年来关于河口生态环境与泥沙输运过程的关系
问题, 都需要对河口泥沙输运的基本规律进行深入的研究。盐水淡水的混合、河口泥沙再悬浮对悬沙中金属元
素的影响等一系列复杂原因使得河口泥沙总是处在不断运动的水体环境中 [ 3] , 其水体中所含金属离子浓度也时
刻在变化, 而河口泥沙受水环境、水体和泥沙本身的电化学性质及吸附作用的影响很大, 因此研究不同水体环
境下泥沙颗粒表面电荷特性及其对泥沙淤积干容重的影响很有必要。
泥沙干容重是反映泥沙重力特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理指标, 对与泥沙冲淤有关的分析计算, 如水库的有
效库容、
淤积物对坝闸的压力、淤积体积淤积重量的相互换算等, 都是一项重要的资料。干容重的很小变化, 都
会对计算结果产生很大影响[ 4, 5] 。
由表 1 可以看出黄河和长江天然河流水体中阳离子主要是 Ca2+ 、Mg 2+ 、Na+ 和 K+
[ 7~ 9]

子对泥沙沉降影响要远超过低价离子

2+

, 由表 1 可知高价离子主要是 Ca 、Mg

2+

[ 6]

。同时水中高价阳离

, 而 Mg2+ 含量较小, 因此

研究 Ca2+ 对泥沙颗粒表面电荷及淤积干容重的影响具有代表性。
表1

黄河长江水体中主要化学成分

mg/ L

Table 1 Most ions compositions in Yellow River and Yangtze River
河流
黄河
长江

Ca 2+
48 1
32 2

阳离子
Mg2+
9 9
4 9

Na + 和 K+
60 3
2 3

HCO-3
228 5
118 5

阴离子
SO 24
47 7
6 6

Cl31 5
2 8

总量
426 0
167 3

注: 1 mmol / L 以 Ca2+ 记为 40 mg/ L。

本文采用黄河及长江中的沙样, 采用电位滴定法和静水沉降试验的方法, 初步研究了不同阳离子浓度下泥
沙颗粒表面电荷变化及其对淤积干容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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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方法与试验条件
泥沙颗粒表面电位滴定实验

通过酸碱电位滴定试验研究泥沙颗粒表面电荷变化。称取 3 g 的泥沙, 在超声波震动仪中充分振荡后加入
由金属离子和蒸馏水配好的溶液当中, 然后加入等量的强酸( HCl) 和强碱( NaOH ) , 用玻璃棒搅拌 1~ 2 min 后加
蒸馏水使其体积达 150 mL, 然后测定平衡时的 pH 值。参照测定纯净氧化物和水合氧化物表面电荷的酸碱电位
[ 10]

滴定法
式中

测定河流颗粒物的表面电荷, 根据电荷平衡关系可得
+
s = ( cA - cB - [ H ] + [ OH ] ) ∃ F ∃ 100/ ( cS ∃ SSA )

F 为法拉第常数( 96 490 C/ mol) ; cA 、cB 分别为加入的酸和碱的浓度, mol/ L; cS 为实验体系中颗粒物浓

度, g/ L; SSA 为颗粒物的比表面积, m 2/ g。
由上式可以看出, 只要测定平衡时的 pH 值, 就可以确定泥沙颗粒在不同环境下表面电荷的变化规律。
1 2

干容重试验
2+

通过静水沉降试验比较在不同的 Ca 离子浓度条件下泥沙淤积干容重的变化。将一定重量烘干后的沙样
在超声波震动仪中震动 30~ 60 min, 然后加上配制好的试验用水倒入用刻度纸重新标好刻度的量筒中, 使其体
积为 1000 mL, 用搅拌器将量筒中的悬液上下搅拌使泥沙分布均匀。沉积一定时间( 192 h) 后, 测出泥沙淤积体
积, 通过计算得到泥沙淤积干容重, 计算式为
d = ms / V淤
式中

d

表 2 试验组次
Table 2 Groups of the experimentation

为泥沙淤 积干容重; m s 为泥 沙质量;

V淤 为泥沙淤积体积。

试验

试验中采用三种泥沙浓度, 各泥沙浓度下又
有不同离子浓度, 试验组次见表 2。

沙样 1

2+

实验所用阳离子为 Ca , 试验用沙分两种,
沙样 1 为黄河沙, 沙样 2 为长江沙, 级配如图 1
所示。

干 容重
泥沙浓度
离子浓度
/ ( g % L- 1 )
/ ( mmol %L - 1 )
30
0~ 15
35
0~ 17 5
40
0~ 20

沙样 2

30
35
40

0~ 15
0~ 20
0~ 20

电位滴定
泥沙浓度
离子浓度
/ ( g % L- 1 )
/ ( mmol %L - 1 )
20

0~ 10

20

0~ 10

图 1 试验用沙级配曲线
Fig 1 M atertial size gradation of sediment used in the experimentation

2
2 1

试验结果及分析
电位滴定试验结果
2+

图 2 为沙样 1 在不同 Ca 浓度下颗粒表面电荷变化情况, 其给出的是电荷绝对值。泥沙颗粒表面带负电
荷, 由图 2 可看出, 随着 Ca2+ 浓度的不断增加, 泥沙颗粒表面负电荷逐渐减小, 当 Ca2+ 浓度超过一定时, 表
面电荷不再减小而是趋于不变。因为泥沙颗粒表面带负电, 而所加的 Ca 2+ 带正电, 会中和颗粒表面的负电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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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开始随着 Ca2+ 的增加负电荷不断减少, 但是又由于泥沙颗粒表面对离子的吸附到一定程度时会饱和, 这
样当 Ca2+ 浓度超过某一值时泥沙颗粒表面吸附饱和, 电荷也基本保持不变, 到最后表面负电荷会趋于不变。
图 3 描述了沙样 2 在不同 Ca 2+ 浓度的水体中泥沙颗粒表面电荷变化。由图 3 可看出, 随离子浓度的增加,
泥沙颗粒表面电荷的变化规律与沙样 1 的情况基本类似。

图2

沙样 1 不同 Ca2+ 浓粒泥沙颗粒表面电荷变 化( 电荷

图3

为绝对值)

为绝对值)

Fig 2 Surface charge of sediment with different Ca2+ concentration

Fig 3 Surface charge of sediment with different Ca2+ concentration

for sand sample 1

2 2

沙样 2 不同 Ca2+ 浓度泥沙颗粒表面电荷变 化( 电荷

for sand sample 2

干容重试验结果
( 1) Ca2+ 浓度不同时干容重变化情况

图 4 点绘了泥沙浓度为 30、35、40g/ L 时的泥沙淤积干容重随 Ca2+

浓度变化的关系。由图 4 可以看出, 随着 Ca 2+ 浓度的增加, 泥沙淤积干容重变化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由清
水中加入少量 Ca2+ , 淤积干容重会有所减小, 但变化幅度不大; 第二阶段是随着 Ca 2+ 浓度增加, 淤积干容重
2+

2+

随之增大并达到最大值; 第三阶段 Ca 浓度增加后, 淤积干容重从峰值慢慢减小, 直至基本不变, 此后 Ca
浓度再继续增加淤积干容重基本保持不变。

不同泥沙浓度下泥沙淤积干容重随 Ca 2+ 浓度变化有类似的规律, 但是随着泥沙浓度增大, 会出现干容重
达到最大值后减小到最小值然后再增加到达基本不变的阶段, 见图 4。
( 2) 相同 Ca2+ 浓度条件下泥沙浓度对淤积干容重的影响

由图 4 可见, 相同 Ca 2+ 浓度条件下, 泥沙浓度

2+

2+

对淤积干容重的影响根据所加 Ca 浓度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水中从无离子到加入少量 Ca , 浓
2+

度在 0~ 4 mmol/ L 之间的阶段, 这一阶段泥沙浓度越大干容重越大; 第二阶段是 Ca 浓度在 4~ 10 mmol/ L 之
间, 该阶段由于各泥沙浓度下干容重达到峰值所需要的 Ca2+ 浓度不同, 因而此时泥沙浓度对干容重的影响与
各自的峰值大小有关; 第三阶段 Ca2+ 浓度大于 10 mmol/ L, 这一阶段干容重随泥沙浓度增大而增大。
另外, 从图 4 还可以看出, 泥沙浓度不同, 淤积干容重达到最大值所对应的 Ca2+ 浓度不同, 而且泥沙浓
度不同, 峰值大小也不同, 从峰值下降的幅度也不同, 达到基本稳定的临界 Ca2+ 浓度也不同。
对于中值粒径不同的沙样 2 来说, 泥沙浓度对淤积干容重的影响规律类似, 见图 5。

图 4 不同泥沙浓度下淤积干容重变化( 沙样 1)
Fig 4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diment concentration and dry
bulk density( sand sample 1)

图 5 不同泥沙浓度下淤积干容重变化( 沙样 2)
Fig 5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diment concentration and dry
bulk density( sand samp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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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是泥沙浓度为 30 g/ L 时两种沙的淤积干容重变化曲线, 很

明显两种沙的变化规律基本相同。
Ca 2+ 浓度相同时两种沙的干容重比较可由图 6 看出, 沙样 2 的干容重比沙样 1 大约 1 倍, 但是两种沙变幅
不同。沙样 2 最大最小值的差为 0 23 g/ mL, 而沙样 1 的
为 0 18 g/ mL, 说 明不同 级配的 沙与 Ca2+ 作用 程度 不同,
受到的影响亦不同。另外, 粒径级配不同, 干容重达到最
2+

大值所对应的 Ca 浓度不同。d 50 越大, 淤积干容重达到
2+

最大值所需的 Ca 浓度越小。
泥沙浓度为 35 g/ L 和 40 g/ L 时两种沙的淤积干容重
图6

泥沙级配不同时淤积干容重变化( 泥沙 浓度 30 g/ L)

Fig 6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edian size of sediment and
dry bulk density( sediment concentration 30 g/ L)

变化与泥沙浓度为 30 g/ L 时相似, 均表现为 Ca2+ 浓度对
d 50 大的沙影响大。

泥沙颗粒表面电荷变化与干容重变化规律的联系

2 3

颗粒表面由于存在电荷, 会产生静电作用力, 又因为表面水膜存在而产生水膜作用力。由表面电荷引起的
静电作用力和水膜引起的水膜粘滞阻力是泥沙颗粒在相互结合时的主要相互作用力, 当水体中离子浓度变化
时, 这两种力都会发生变化。当清水中加入少量阳离子时, 泥沙颗粒表面双电层和水膜均发生变化, 而且发生
极化作用, 泥沙颗粒间静电斥力增加, 阻止泥沙颗粒粘结( 当然此时颗粒间必然会产生水膜粘结力, 不过此时
比较小) , 因此淤积体积变大, 由清水中加入少量阳离子后泥沙初期淤积干容重会有所减小。随着离子浓度的
增加, 泥沙颗粒表面负电荷减少, 说明阳离子中和了部分电荷, 颗粒间静电斥力减小, 双层结构被压缩, 而此
时水膜粘滞力也在增加, 不过静电斥力减小量比水膜粘滞力增加量要大, 使得淤积体积减小, 干容重变大, 直
至到最大值。干容重达最大值后, 再增加阳离子浓度, 颗粒表面电荷进一步减少, 静电斥力也继续减小, 而随
着离子浓度的增加, 表面水膜粘滞阻力也继续增加, 而且慢慢占据主导地位, 因此使得阻止泥沙进一步结合的
作用要大, 淤积体积变大, 干容重变小。当阳离子浓度达到一定时, 泥沙颗粒表面电荷基本不变, 而此时水膜
作用力也处于基本稳定状态, 因此泥沙颗粒表面作用力稳定, 从而淤积体积稳定, 淤积干容重趋于不变。

3

结

论

( 1) 泥沙颗粒表面一般带负电, 随 Ca2+ 浓度的增加其表面负电荷先不断减少然后趋于不变。
( 2) Ca2+ 对泥沙淤积干容重的影响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干容重减小, 第二阶段增加并达到最大值,
第三阶段减小最后趋于不变; 在 Ca2+ 浓度相同条件下, 泥沙浓度对淤积干容重的影响在不同 Ca2+ 浓度范围内
不同; Ca2+ 浓度、泥沙浓度相同时, 中值粒径越大干容重越大, 且中值粒径大的泥沙干容重达到最大值所需
Ca2+ 少。
( 3) 不同 Ca2+ 浓度下泥沙颗粒由于表面电荷不同造成静电斥力不同, 同时表面水膜作用力也不同, 二者
共同作用交替变化使得干容重体现不同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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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on surface charge properties of sediment
particles and their effect on dry bulk density
HUANG Rong min1, CHEN Li2 , LU Wei juan3
( 1 Xiangjiaba Construction Department of China Three Gorges Proj ect Corp oration , Yibin 644600, China;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 ower Engineering Science, Wuhan University , Wuhan 430072, China;
3 H unan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Xiangtan 411104, China)

Abstract: The potentiometric titration and dry bulk density experiment was done using the sediment of different Ca 2+ concen
tra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and the Yangtze River and some conclusions are given as following:

The surface negat ive charge

2+

of sediment firstly unceasingly reduces and then tends stable with the increasing of the Ca concentration; The influence of
the Ca2+ concentration on the dry bulk density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hases with the increasing of Ca2+ concentration: the
f irst phase is that the dry bulk density reduces, the second one is that the dry bulk density increases and gets the maximal val
ue, and the third one is that the dry bulk density reduces and finally doesn& t change; ! When the Ca 2+ concentration is e
2+

qual, the influence of sediment concentration on the dry bulk density has different change with the increasing of the Ca con
centrat ion; ∀As the Ca 2+ concentration and the sediment concentration are the same, the dry bulk density will get bigger
when the sediment median size increases, and the sand whose median size is big needs litter Ca2+ when its dry bulk density
gets the maximal value; And # the sediment electrostatic repulsion is different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surface negative charges
in the different Ca2+ concentration, and the water f ilm force is different, too. Both of two reasons show that the dry bulk densi
ty reflects the above mentioned changes
Key words: sediment particles; potentiometric titration; surface charge; Ca2+ concentration; dry bulk density; experimental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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