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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天津含水介质的结构和组成, 选择代表性的 2 种含水介质, 分析了土样和胶体的主要物理和化学性质,

系统测定不同胶体对氨氮吸附的动力学曲线和吸附等温线, 并分析了胶体粒径、 电位、电泳淌度对吸附作用的影

响。结果表明, 含水介质胶体对氨氮的吸附动力学过程为对数曲线, 其平衡时间约为 20~ 24 h; 不同胶体的吸附等

温线均为直线型理想吸附, 并且当水相中氨氮浓度低于一定浓度时, 不但不产生吸附, 反而使胶体中的残留氨氮释

放出来; 胶体颗粒细, 比表面积大, 表面能大, 吸附能力就越大; 胶体的 电位和淌度愈高, 胶体的稳定性愈大,

与铵离子接触的机会多, 容易吸附铵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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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渗滤液是一种高浓度的复杂有机废水, 具有极强的环境危害性。在大量无任何防渗措施的垃圾堆

放场, 垃圾渗滤液入渗迁移进入土壤直至最终到达地下含水层, 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严重污染。

含有高浓度的铵态氮是垃圾渗滤液重要的水质特征[ 1]。夏立江等[ 2]和温小乐等[ 1]对城市垃圾渗滤液引起地

下水氮污染的研究, 得到的结论是垃圾渗滤液对地下水污染主要以 NH+4 污染为主。Ludvigsen等
[ 3]研究发现垃

圾淋滤液污染羽中随着Mn含量的增加 NH+4的含量不断减少。Christensen 等
[ 4]研究表明NH+4 进入土壤后, 在包

气带土层的浅表层被迅速吸附而减少, 在不同土壤剖面上NH+4 的起始浓度随土壤剖面深度的增加而下降; 上

海老港垃圾填埋场的 NH+4 主要分布在 100 cm以上土层中, 转变成NO-3 污染地下水
[ 5, 6] ; 温小乐等[ 1]研究表明,

垃圾渗滤液进入土壤后, 大量共存离子的竞争吸附减弱了土壤胶体对氨氮的吸附能力, 而且高浓度氨氮的存在

抑制了土壤的硝化作用, 从而使大量的氨氮未能被土壤胶体吸附转化就随渗滤液继续迁移地下水中, 最终导致

地下水严重的氨氮污染。

天然含水介质中都不同程度地含有一些胶体物质, 由于胶体有非常大的比表面积, 污染物对胶体比对固相

基质表面显示出更高的亲和性。土壤(非饱和带)和含水层中的胶体不但能象固相基质那样吸附污染物, 而且还

以类似于水相的速率运移
[ 7~ 10]

。因此, 胶体作为污染物的载体, 可以大大地影响污染物运移的净速率。天津

滨海地区不同沉积环境(陆相和海相交错沉积)下形成的含水介质以盐分和胶体含量高、碱性大为特征, 含水层

颗粒以粉砂、粉细砂和细砂为主; 垃圾淋滤液为高浓度有机废水, 当其进入含水介质时, 改变了含水介质中胶

体原有的氧化还原条件, 在水压力下胶体要产生释放和运移, 吸附在胶体上的氨氮会随着胶体的迁移而迁移。

胶体对氨氮的吸附作用是影响氨氮在含水介质中迁移的重要因素之一, 然而目前对于包气带和含水层中氨氮的

迁移是把含水介质看作是一个两相系统, 即液相 固相系统, 没有考虑胶体对氨氮迁移的影响。本文通过吸附

试验建立了胶体对垃圾渗滤液氨氮的吸附动力学方程和吸附等温线, 同时分析胶体粒径大小、 电位和电泳淌

度对垃圾渗滤液氨氮吸附的影响, 研究结果对于精确地描述氨氮在地下环境中的迁移转化过程意义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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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 1 垃圾渗滤液特征

表 1 垃圾渗滤液物理化学指标

Table 1 Physical chemistry properties of the landfill leachate

指标 含量/ (mg L- 1) 指标 含量/ (mg L- 1)

pH 8 64 CODCr 807 2

DO 0 06 BOD5 449 5

TDS 4145 TP 8 5

Cl- 868 5 TN 175 6
总硬度

(以 CaCO3 计)
1 722 NH3 N 139 1

垃圾渗滤液取自天津市某一垃圾堆放场, 试验之前

预沉淀24 h。垃圾渗滤液常见物理化学指标见表 1。从

表1可以看出垃圾渗滤液以 Cl- 、TDS、总硬度、NH+4 、

有机物( CODCr、BOD5)含量高为主要特征。

1 2 含水介质特征

天津市浅层地下水主要为赋存于第四纪孔隙水, 近

地表为潜水, 向下逐渐过渡为微承压水, 它们之间无明

显界线。平原区普遍分布一层埋深在 0~ 10m、厚度为 1~ 10m 的粘性土, 该区大量的垃圾直接堆放在该粘性

土层之上, 或以该层土作为垃圾填埋场的底部衬垫材料。实验用土取自研究区具有代表性的 2种土样。将采集

的土样分别记为黄色粘土( FN1)和灰色粘土(FN2)。土样经风干、捣碎, 过 60目的筛网后供实验使用。采用吸

管法分析了土样的机械组成, 同时用常规方法分析土样的有机质含量、容重、孔隙度、密度等, 各土样机械组

成和主要特征见表 2。

表 2 试验土样物理性质指标

Table 2 Mechanical composition and major characteristics of selected water bearing media

项目 容重 b / ( g cm- 3) 密度 s / ( g cm- 3) 孔隙度 n
粘土含量/ %

(粒径< 0 075mm)
有机质/ %

FN1 1 54 1 96 0 4301 100 0 4636

FN2 1 56 1 98 0 4229 100 1 0740

1 3 胶体性质的测定

1 3 1 胶体的制备

取黄色粘土和灰色粘土土样, 分别称取 500 g 样品放入 2 L 量筒中, 加去离子水 1 L, 搅拌均匀后形成胶体

分散系; 静置一段时间, 用虹吸法移走悬液, 然后用 0 45  m 的醋酸纤维滤膜滤去制备过程中产生的固态杂

质。用小型超滤系统对滤液进行超滤, 对胶体分散系进行浓缩备用。

1 3 2 胶体浓度的测定

( 1) 胶体浓度的测定 用重量法测得水中胶体的含量。

( 2) 标准曲线的绘制 移取 0 50、1 00、2 00、3 00、5 00和 7 00mL 浓度为 259mg/ L 的黄色粘土胶体溶液

(灰色粘土胶体溶液浓度为 1134mg/ L)于 25mL 比色管中, 加水至 10mL 标线, 均匀混合。用浊度计测定其浊度。

以胶体含量为横坐标, 对应的浊度为纵坐标, 绘制胶体含量与浊度之间的相关曲线, 即标准曲线(图 1和图2)。

图 2 灰色粘土胶体标准曲线

Fig 2 Calibration curve for colloids of gray clay ( FN2)

图 1 黄色粘土胶体标准曲线

Fig 1 Calibration curve for colloids of yellow clay ( FN1)

( 3) 实际水样中可以测水样中的浊度应用标准曲线计算胶体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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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3 胶体粒度特征的测定

分别对黄色粘土胶体和灰色粘土胶体进行粒度特征的测定。实验所用的激光粒度分析仪型号是 90Plus Par

tical Size Analyzer, 测量胶体粒度特征基本参数: 粒径测量范围为 2nm~ 3 m; 扩散系数范围为 10 6~ 10 9 cm2/ s;

单分散系样品准确度为  ( 1%~ 2% ) ;可重复性为  ( 1% ~ 2%) ; 激光为 15 mW固态激光器; 温度控制为 5~

75 ! ; 样品量 0 5~ 3mL; 测量时间为 1~ 2min。

1 3 4 胶体表面电性特征测定

分别对黄色粘土胶体和灰色粘土胶体进行了表面电性特征测定。实验所用的激光粒度分析仪型号是 90Plus

Partical Size Analyzer, 测量胶体表面电性的基本参数: 电位测量范围为- 150~ + 150 mV; 粒径测量范围为 10nm

~ 30 m; 准确度为  2%; 可重复性为  2%; 激光为 15 mW 固态激光器, 660 nm波长; 温度控制为 6~ 74 ! ;

样品量1 5mL; 测量时间为 1~ 2min。

1 4 氨氮吸附动力学曲线和吸附等温线的测定

1 4 1 氨氮吸附动力学曲线的测定

为了测定含水介质胶体对氨氮的吸附平衡时间, 分别对黄色粘土胶体和灰色粘土胶体进行吸附动力学试验。

量取体积 50mL 浓度为 0 346mg/L 的黄色粘土胶体溶液 11份(灰色粘土胶体溶液浓度为1 368mg/ L) , 分别

移入 250mL锥形瓶中。在每个瓶中加入垃圾淋滤液 2 mL 后, 将锥形瓶放入恒温振荡器中振荡, 振荡时间为

1min、3 min、10 min、20 min、1 h、2 h、4 h、8 h、16 h、20 h、24 h。达到相应的振荡时间后, 立即用抽滤装置

( 0 2  m的滤膜)把胶体从水相中分离并测定水相中的氨氮含量。

1 4 2 氨氮的吸附等温线

量取体积 50mL 浓度为0 085mg/ L的黄色粘土胶体溶液 6份(灰色粘土胶体溶液浓度为 3 084mg/ L)移入 6

个锥形瓶内, 分别加入 0 5、1、2、3、4、5mL 的垃圾淋滤液, 然后放入恒温振荡器上振荡, 24 h后取出各自的锥

形瓶, 立即用抽滤装置( 0 2  m的膜)把胶体从水相中分离并测定水相中的氨氮含量, 这个氨氮含量为氨氮的平

衡浓度。这样, 用差减法可以得到胶体的平衡吸附量。

2 结果与讨论

2 1 胶体对氨氮吸附的动力学曲线

图 3 不同胶体对NH+
4 的吸附动力学曲线

Fig 3 Dynamic curves for ammonia nitrogen adsorbed by the

colloid

从图 3可以得出, 含水介质中胶体对氨氮吸附的动

力学曲线符合对数型, 即随着时间的延续吸附速度逐渐降

低, 经过 20~ 24 h的吸附, 胶体的吸附量基本达到了稳

定; 对比图 3和图 4, 黄色粘土胶体对 NH+4 的吸附量大于

灰色粘土胶体。

2 2 氨氮的吸附等温线

从图 4和图 5可以看出, 尽管各个胶体的吸附能力不

同, 但吸附等温线都是直线型等温式, 符合低浓度污染物

吸附的一般规律。另外, 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试验结果

是, 对于黄色粘土胶体和灰色粘土胶体, 当水相中氨氮浓

度分别低于 8 54和 8 51时, 胶体对氨氮的吸附量为负

值, 即胶体不但不吸附溶液中的氨氮, 反而使胶体中的残

留氨氮释放出来, 这同时也说明, 胶体对氨氮等的吸附作用主要是物理吸附, 是可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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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灰色粘土胶体对氨氮吸附等温线

Fig 5 Adsorption isotherms of ammonia nitrogen for grey clay col

loid

图 4 黄色粘土胶体对氨氮吸附等温线

Fig 4 Adsorption isotherms of ammonia nitrogen for yellow clay

colloid

2 3 影响胶体吸附氨氮的因素分析

2 3 1 胶体粒度特征的影响

试验的胶体体系为多分散的, 即胶粒大小是不均匀的。表征多分散体系的方法有粒径分布图和粒度累积曲

线。粒径分布是指某一粒子群中不同粒径的粒子所占的比例, 常用的表示方法有: 个数分布, 以粒子的个数所

占的比例来表示; 表面积分布, 以粒子表面积表示; 体积分布, 以粒子体积表示。本次激光粒度仪获得的粒径

分布为体积分布, 结果见图 6; 胶体粒度累积曲线表示小于一定粒径的百分含量统计图(图 7)。

图 7 胶体粒度累积曲线

Fig 7 Colloid particle size accumulateion curves

图 6 胶体粒度分布曲线

Fig 6 Colloid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curves

从图 6可看出, 二者体积分布函数均表现为随着粒径的增大而逐步增大, 分别在 191 8 nm和 426 3 nm 处

分布函数值达到最大, 随后就随粒径的减小而降低, 符合对数正态分布。黄色粘土胶体粒径分布范围在 25 87

~ 1571 nm, 平均217 6 nm, 分散度为0 306; 灰色粘土胶体粒径分布范围在 262 81~ 672 14 nm, 平均 428 6 nm,

分散度为 0 031; 通常分散度越大, 胶体颗粒越细, 单位体积内的颗粒数也越多。中位径( D50)为一个样品的累

计粒度分布百分数达到 50%时所对应的粒径, 其物理意义是粒径大于它的颗粒占 50% , 小于它的颗粒也占

50%。从胶体粒度累积曲线(图 7)来看, 黄色粘土胶体的中位径( D50)为191 8 nm, 小于灰色粘土胶体 426 3 nm;

同时也可以看出同一百分含量下, 前者粒径总大于后者, 规律比较明显。

由于黄色粘土胶体中位径小于灰色粘土胶体, 比表面积大, 表面能大, 所以吸附能力大; 这也就是说, 无

论胶体对氨氮的吸附动力曲线还是吸附等温线均表现为黄色粘土胶体对NH
+
4 的吸附量大于灰色粘土胶体。同

时也说明胶体对氨氮的吸附能力受其粒径大小和比表面积的影响较大。

2 3 2 胶体表面电性的影响

胶体的一个最基本特性是其表面带有电荷, 带电性质通常用 电位和电泳淌度的大小来表示。电泳淌度

为胶体在单位时间间隔内和电位电场下移动的距离 cm/ (  s V)。由激光粒度仪测得黄色粘土胶体和灰色粘土胶

体 电位和电泳淌度见图 8和图 9。从图 8和图 9可以看出, 不同胶体的 电位和电泳淌度分布函数符合对数

正态分布; 黄色粘土胶体 电位分布范围在- 214 65 ~ + 223 02 mV, 中值- 34 55 mV; 淌度分布范围在

- 15 55~ + 16 15 cm/ ( s V) , 中值- 2 5 cm/ ( s V) ; 灰色粘土胶体 电位分布范围在- 239 11~ + 239 11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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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值 0mV; 淌度分布范围在- 17 32~ + 17 32 cm/ (  s V) , 中值 0 cm/ ( s V) ; 同时也说明不同胶体对氨氮的吸

附量随 电位和淌度的变化具有共同规律, 即 电位和淌度愈高, 吸附量愈大, 这是因为 电位愈高, 胶体

的稳定性愈大, 与铵离子接触的机会多, 容易吸附铵离子。

图 9 胶体电泳淌度分布曲线

Fig 9 Electrophoretic mobility distribution curves for colloid

图 8 胶体 电位分布曲线

Fig 8 Potential distribution curves for colloid zeta ( )

3 结 论

( 1) 含水介质胶体对垃圾淋滤液氨氮的吸附符合对数型动力学曲线, 即随着吸附时间的延续吸附速度降

低, 吸附平衡时间约为 20~ 24 h; 尽管各种胶体对垃圾淋滤液氨氮的吸附能力不同, 但吸附等温线均为直线型

吸附。

(2) 不同胶体对氨氮的吸附量随 电位和电泳淌度的变化具有共同规律, 即 电位和淌度愈高, 吸附量

愈大, 这是因为 电位愈高, 胶体的稳定性愈大, 与铵离子接触的机会多, 容易吸附铵离子。

( 3) 胶体对氨氮的吸附能力受其粒径大小和比表面积的影响较大。胶体颗粒细, 比表面积大, 表面能大,

所以吸附能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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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sorption of ammonia nitrogen in landfill leachate on

the colloids of beach water bearing media

LI Hai ming1, WU Jin lan1, JIA Xiao yu1, WANG Bo1, ZHENG Xi lai2

(1 Water & Soil Environment Pollution Control Laboratory , Tianj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 Tianj in 300457, China;

2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of ammonia nitrogen contaminated by landfills in the Tianjin shallow ground

water, two representative water bearing media were sampled in the Tianjin coastal plain, and their and colloid∀ s major physi

co chemical properties were analyzed respectively The dynamic curves and isotherms of ammonia nitrogen adsorption on the

colloid of water bearing media were measured and the influence of part icle size, zeta ( ) potential and electrophoretic mobility

on the adsorption were evaluated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kinetics of ammonia nitrogen adsorption on the colloid is

the logarithmic curve, and the equilibrium period of the adsorption lasts for 20- 24 hours, and all the adsorption isotherms are

straight In addit ion, It is found the colloids release out the ammonia nitrogen rather than adsorb the aqueous ammonia nitrogen

when the ammonia nitrogen content is lower than a certain value The smaller colloid particle is, the stronger the adsorptive ca

pacity of ammonium ion on colloid With increasing of the zeta ( ) potential and electrophoret ic mobility of colloid part icle

surface, the adsorptive capacity of ammonium ion on colloid goes up

Key words: coastal region; landfill leachate; water bearing media; colloid; Ammonia nitrogen Adsorption; zeta ( ) poten

tial; electrophoretic mo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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