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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收集查阅国内外已有研究资料的基础上， 对地下水中胶体稳定性、 迁移机制以及模拟预测方法进行了详

细归纳和总结。 研究表明， 胶体稳定性主要受自身理化性质和水文地球化学条件的影响， 其受控于胶体粒径、 形

态、 电势电位以及地下水的 ｐＨ、 离子强度等条件。 胶体在多孔介质中的迁移机制主要表现为胶体沉积和形变阻塞，
其中针对胶体稳定性的差异性， 胶体沉积过程分别表现为表面封阻和过滤熟化。 目前有关胶体在地下水中迁移的

模拟技术已发展得日益成熟， 但结合多孔介质非均质性和胶体化学性质非均质性的数学模型还需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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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 广泛存在于地下水系统中的胶体充当了许多微量元素及有机组分的迁移载

体， 其在物质传递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１⁃２］。 与固相介质相比， 胶体有着巨大的比表面积和较多的自由电荷，
因此， 微量元素、 放射性核素以及病毒微生物等， 对胶体显示出更高的亲和性， 使得原本移动性很弱的组分

通过可移动的胶体加速移动， 对地下水环境造成潜在威胁［３⁃５］。 有研究指出， 从 １０ ｎｍ 到几微米尺度的黏土

矿物、 氧化物和碳酸盐等胶体， 可以促进地下水中 Ｃｕ、 Ａｓ、 Ｃｒ、 Ｃｄ、 Ｎｉ、 Ｐｂ 和 Ｕ 迁移［６⁃７］。 此外， 由于分

散在水中的胶体性质表现稳定， 有些地区地下水中微量元素在胶体影响下的迁移速度和距离要远远大于理论

预测值［８］。 不仅如此， 胶体还可以影响病毒在地下水中的迁移［９］。 这些无疑都证实了胶体是影响地下水环

境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此， 科学评价胶体在地下水中的环境行为是准确掌握病毒、 微生物及胶体所携带污染物（如重金属离

子和放射性核素等）在地下水中迁移归宿的重要依据。 早在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 Ｄｅｒｙａｇｉｎ、 Ｌａｎｄａｕ、 Ｖｅｒｖｅｙ 和

Ｏｖｅｒｂｅｅｋ ４ 位学者就提出了计算胶体稳定性的 ＤＬＶＯ 理论。 此后， 大量关于胶体吸附和稳定性评价方面的研

究应用了 ＤＬＶＯ 理论。 但是基于 ＤＬＶＯ 理论应用的前提条件， 不考虑胶体所受到的水合力、 疏水力和空间排

斥力以及单分散相⁃单价态离子分散介质的特定评价对象， 其应用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
Ｙａｏ 等［１０］首次提出了胶体过滤理论（ＣＦＴ， Ｃｏｌｌｏｉｄ 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并被广泛应用于描述多孔介质中的胶体

迁移研究。 Ｎｅｌｓｏｎ［１１］用胶体过滤理论解释了细菌在地下水中的运移过程。 Ａｌｂｉｎｇｅｒ 等［１２］ 和 Ｂａｙｇｅｎｔｓ 等［１３］ 的

研究表明， 应用胶体过滤理论所得结论与微生物在地下水中的运移实验结果不一致。 Ｒｅｄｍａｎ 等［１４］和 Ｂｏｌｓｔｅｒ
等［１５］的研究表明， 土壤表面的粗糙度、 电荷非均质性和胶体自身理化特性的变化是影响该理论在描述胶体

运移结果的主要因素。 由此可见， ＤＬＶＯ 理论、 ＣＦＴ 理论的应用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本次在综合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分别从胶体稳定性理论、 胶体过滤理论、 形变阻塞理论和数值模拟

等方面进行了整理和探讨， 针对各个理论所涉及到的关键参数进行了归纳总结， 可为后续胶体的相关研究提

供必要的技术支撑， 特别是在含水层补给管理以及相关工程领域的应用中， 可为胶体⁃微量元素、 胶体⁃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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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协同作用过程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

１　 胶体稳定性

地下水环境中的胶体与溶质存在明显区别， 其常处于热力学和动力学的不稳定状态， 地下环境中某些物

理、 化学条件的改变会显著影响胶体的稳定性， 从而影响胶体在多孔介质中的迁移。 因此， 要想对胶体在多

孔介质中的迁移进行研究， 首先必须弄清胶体稳定性理论。 目前研究显示， 胶体与胶体颗粒、 胶体与固相颗

粒表面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包括范德华力（ｖｄＷ）、 双电层力（ＥＤＬ）、 水合力和空间排斥力等， 通常采用 ＤＬＶＯ
理论来定量描述胶体稳定性的大小。
１ １　 范德华力

从本质上说范德华力是电磁力， 其传播需要一定的时间， 这会减弱了相互作用物体之间的范德华力。 当

不考虑滞后性时， 胶体和固相表面间的范德华力可通过 Ｈａｍａｋｅｒ 常数表达式计算：
ΦｖｄＷ ＝ － Ａａｐ ／ ６ｙ （１）

式中： Ａ 为 Ｈａｍａｋｅｒ 常数， 与胶粒和介质的性质有关； ａｐ为胶体粒径； ｙ 为胶体与固相介质表面之间的距离。
Ｈａｍａｋｅｒ 常数是评价胶体稳定性的关键参数之一， 本次在收集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整理了不同胶体类

型所对应的 Ｈａｍａｋｅｒ 常数值， 详见表 １。

表 １　 已有研究中水相中胶体 Ｈａｍａｋｅｒ 常数和 ｚｅｔａ 电势的值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ｑｕｅｏｕｓ ｐｈａｓｅ Ｈａｍａｋｅｒ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ｚｅｔａ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ｒｏｍ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胶体类型 胶体 Ｈａｍａｋｅｒ 常数 ／ Ｊ Ｚｅｔａ 电势 ／ ｍＶ 文献

表层土壤黏土胶体 １ ７６×１０－２０ －５～ －２６ ［１６］

磁赤铁矿胶体 ９ ８１×１０－１９ －５７ ５～ －４５ ［１７］

蒙脱石胶体
１０ ０１×１０－１９

７ ８３×１０－２０
４６（ｐＨ＝ ４）
－６７ ９５（Ｎａ＋溶液） ／ －７０ ６８（Ｋ＋溶液）

［１８］

无机胶体 伊利石胶体 ８ ６×１０－２０； ７ ８×１０－２０ ［１９］

滑石和绿泥石胶体 １ ９３×１０－１９ ［１９］

高岭石胶体 ６ ８×１０－２０ ［１９］

二氧化硅 ５ ４５～７ ７２×１０－２０ －３４ ０（ｐＨ＝ ８） ［２０⁃２１］

聚甲基丙烯酸酯乳胶 ６ ３５×１０－２１ Ｌ３０Ｄ－５５： －６６ ０ ／ ＲＳ３０Ｄ： ４１ ５ ／ ＮＥ３０Ｄ： －４２ ６ ［２２］

Ｃ１８ 硫醇 ６ ０６×１０－２０ －２４ ［２３］

Ｃ１１⁃ＯＨ 硫醇 ７ ９７×１０－２０ －６４ ［２３］

有机胶体 球形荧光高分子聚合物 １ ０５×１０－２０ －３１ ９～ －２０（ａｐ ＝ ７５ ｎｍ） ／ －７８ ５～３３ ８５（ａｐ ＝ ３００ ｎｍ） ［２４］

不动杆菌 ＲＡＧ⁃１ ８ １８×１０－２０ －１３ ７±０ ４ ［２３］

大肠杆菌 ＪＭ１０９ ３ ０８×１０－２０ －２０ ２ ［２５］

大肠杆菌噬菌体 ＭＳ２ ７ ５×１０－２１ －３３ ５±１ ８（ｐＨ＝ ７，ＩＳ＝ ２ ｍｍｏｌ ／ Ｌ） ［２６］

赤铁矿⁃二氧化硅 ３×１０－２０ －５１～４１ ［２７］

复合胶体 ＭｎＯ２ ⁃二氧化硅纳米颗粒 ７ ８４×１０－２０ －４１ ９６±１ ８８； －４７±３ ［２８］

银纳米颗粒⁃蒙脱石 ７ ２６×１０－１９ －５７ ５～ －４５ ［１７］

１ ２　 双电层力

水溶液中悬浮胶体向固相介质的运移与分子级的溶质运移有很大不同。 胶体在电解质溶液中时， 其周围

会形成双电层。 决定双电层势能大小的因素包括： ① 胶体和固相介质表面的电势； ② 电解质溶液的离子强

度和 ｐＨ； ③ 胶体的大小。 双电层势能的分析表达式可通过 Ｄｅｂｙｅ 近似方法求出［２９］：

Φｄｌ ＝ πε０εｒａｐ ２ψ１ψ２ ｌｎ
１ ＋ ｅｘｐ（ － ｋｙ）
１ － ｅｘｐ（ － ｋｙ）

é

ë
êê

ù

û
úú ＋ （ψ２

１ ＋ ψ２
２）ｌｎ［１ － ｅｘｐ（ － ２ｋｙ）］{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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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ε０为真空的介电常数； εｒ 为水的相对介电常数； ψ１ 和 ψ２ 分别为胶体和固相介质表面的电势； ｋ 为

Ｄｅｂｙｅ 长度的倒数。 由于胶体或固相颗粒的表面电势并不能直接测得， 目前研究中普遍采用胶体的 ｚｅｔａ 电势

来代替表面电势。
１ ３　 ＤＬＶＯ 理论

范德华力和双电层力是控制胶体稳定性最主要的两种相互作用力， 描述胶体稳定性必须将两种相互作用

注： ａｐ ＝ ４００ ｎｍ， ＩＳ＝ ０ ０４ Ｍ， Ａ＝ ３×１０－２０ Ｊ，

ψ１ ＝ψ２ ＝－３７ ｍＶ， Ｔ＝ ２８８ Ｋ

图 １　 ＤＬＶＯ 势能示意［２９］

Ｆｉｇ １ ＤＬＶＯ ｅｎｅｒｇｙ

力结合起来考虑。 因此， 提出了以范德华力和双电层力

为基础的描述胶体稳定的经典 ＤＬＶＯ 理论。 胶体是否能

够相对地稳定就取决于范德华力和双电层力的平衡关系。
胶体的稳定性可通过 ＤＬＶＯ 理论中的势能来反映， 根据

Ｈａｈｎ 和 Ｏ′Ｍｅｌｉａ 的 ＤＬＶＯ 模型绘制 ＤＬＶＯ 势能示意图［２９］，
如图 １ 所示。 ＤＬＶＯ 势能图横坐标为胶体和固相颗粒之间

的距离， 纵坐标为胶体间的相互作用能。 在胶体与固相

颗粒之间距离由小增大的过程中， ＤＬＶＯ 势能曲线依次表

现为初级势阱（Фｐｒｉ）、 势垒（Фｍａｘ）和次级势阱（Фｓｅｃ）。 当

胶体依靠动能越过势垒时就会发生沉积， 胶体的沉积和

聚集动力学取决于能垒的高度［３０］。
根据上述范德华力和双电层力的计算公式和已有研

究可以推断， 影响胶体稳定性的主要因素包括： 粒径、 离子强度 （ ＩＳ）、 Ｈａｍａｋｅｒ 常数 （ Ａ） 和 ｚｅｔａ 电势

（ψ） ［３１］。 因此， 为了较直观地判断这些影响因素对胶体稳定性的影响， 本次通过 Ｈａｈｎ 和 Ｏ′Ｍｅｌｉａ 的 ＤＬＶＯ
模型计算得到不同粒径、 离子强度、 Ｈａｍａｋｅｒ 常数和 ｚｅｔａ 电势条件下的胶体相互能量作用曲线［２９］。

由图 ２ 可以看出， 粒径、 离子强度、 Ｈａｍａｋｅｒ 常数和 ｚｅｔａ 电势的变化均对相互作用能有较大的影响， 并

可导致势垒发生明显变化。 其中粒径越大势垒越高； 随着离子强度的增大势垒越低次级势阱负值越大并向前

延伸； Ｈａｍａｋｅｒ 常数增加使势垒减小并使次级势阱向后延伸； ｚｅｔａ 电势主要受胶体和固相介质表面的电荷影

响， 当胶体和固相颗粒表面的电荷性质相反时， 双电层力为吸引力， 此时 ＤＬＶＯ 势能曲线上的势垒和次级势

阱则消失了， 而只存在初级势阱。

注： ａｐ ＝ １００ ｎｍ， ＩＳ＝ ０ ０２ Ｍ， Ａ＝ ３×１０－２０ Ｊ， ψ１ ＝ψ２ ＝－３７ ｍＶ， Ｔ＝ ２８８ Ｋ

图 ２　 胶体粒径、 离子强度、 Ｈａｍａｋｅｒ 常数和 ｚｅｔａ 电势对 ＤＬＶＯ 曲线的影响

Ｆｉｇ 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ｉｏｎｉｃ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Ｈａｍａｋｅｒ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ａｎｄ ｚｅｔａ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ｎ ＤＬＶ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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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４　 非 ＤＬＶＯ 理论

部分研究显示胶体稳定的 ＤＬＶＯ 理论在某些情况下并不成立。 例如， Ｌｏｒｅｄａｎａ 等［２３］ 用原子力显微镜测

量的细菌的受力曲线与 ＤＬＶＯ 理论不符； Ｌｅｅ 和 Ｍｅｒｅｄｉｔｈ［３２］ 对二氧化硅胶体在 Ｎ⁃ｍｅｔｈｙ⁃２⁃ｐｙｒｒｏｌｉｄｏｎｅ（ＮＭＰ）⁃
水混合溶液中的相互作用不再遵循 ＤＬＶＯ 理论。 因为在某些特定环境下， 除了 ＤＬＶＯ 所描述的 ｖｄＷ 和 ＥＤＬ
这两种力之外， 水合力、 疏水力和空间排斥力等非 ＤＬＶＯ 力对胶体间的相互作用力的影响同样重要［２３， ３２］。

２　 胶体迁移机理

胶体在地下水中的环境行为除了受控于自身稳定性外， 还主要体现在迁移过程的变化特征。 胶体沉积和

形变阻塞是控制胶体在多孔介质中迁移的主要机制。
２ １　 胶体沉积

目前描述胶体沉积过程的较为成熟的理论为 ＣＦＴ 理论。 ＣＦＴ 理论认为， 胶体粒子沉积到固相颗粒表面

的过程取决于 ３ 种作用： 拦截、 重力沉降和布朗扩散。 ＣＦＴ 理论用两步法来描述胶体沉积在多孔介质颗粒上

的过程： ① 胶体颗粒运移到固相收集器的表面， 用单收集器收集效率（Ｓｉｎｇｌ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ｏｒ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η）来表征颗粒在水相中与固相收集器接触的概率； ② 吸附到颗粒表面， 用粒子黏附效率（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α）来表征颗粒接触并吸附到固相收集器的概率［３３］。 沉积速率多采用下式计算［３４］：

ｋａｔｔ ＝
３ｖ（１ － θ）ηα

２ａｃ
（３）

式中： ｋａｔｔ为胶体沉积速率系数； η 为单收集器收集效率； α 为粒子黏附效率； ａｃ为固相介质粒径； θ 为多孔

介质的孔隙度； ｖ 为地下水流平均速度。 其中， α 和 η 参数的取值是影响沉积速率计算结果的关键因素， 本

次整理了不同胶体类型所对应的 α 和 η 参数值， 详见表 ２。

表 ２　 以往研究中 α和 η的值

Ｔａｂｌｅ ２ α ａｎｄ η ｆｒｏｍ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胶体类型 胶体 α ／ ％ η ／ ％　 　 　 文献

有机胶体

噬菌体 ＭＳ２ ０～２ ０５； ０ ４～２０ ２ ４ ９～３３ １； ０ ６７～１ １２ ［２６， ３５⁃３６］

大肠杆菌 ６ ２～５７； ０ ０１～３ ５７ ０ ０４～０ １； ０ ３～２ ０ ［２６， ３５］

双酶梭菌 ６７ ４～７１ ４ ０ ０４～０ １１ ［３５］

隐孢子虫 ６５ ３～９３ ５ ０ １３～０ ３６ ［３５］

肠兰伯氏鞭毛虫 ２４ ２～３８ １ ０ ４２～１ ０８ ［３５］

噬菌体 ＰＲＤ１ ０ ５～６３ ２ ［３６］

噬菌体 ΦＸ１７４ ０ ７～３１ ９； ０～０ ３２ ４ ６～３１ ４ ［２６， ３６］

球形荧光高分子聚合物 理论值： ０～８９ ７１ ／ 实验值：０～５７ ７ ［２４］

腐殖酸 ０～１００ ０～９ ［３７］

羧酸酯乳胶 １～１７ ９ ［３８］

无机胶体
ＴｉＯ２ ６８～７２ ［３９］
ＳｉＯ２ ０ ２２～４ ９［４０］ ０～５０ ［４１］

　 　 此外， α 常采用下式进行估算［４２］：

α ＝ －
２ａｃ

３（１ － θ） １ ／ ３ηｘ
ｌｎ（Ｃ ／ Ｃ０） （４）

式中： Ｃ０为水相中胶体初始浓度； Ｃ 为胶体在水相中的浓度； ｘ 为多孔介质的长度。 尽管已经建立了预测 α
值的理论方法， 但是 α 值通常来源于实验穿透曲线或 ｋａｔｔ和 η 的拟合。

η 的公式则由 Ｒａｊａｇｏｐａｌａｎ 和 Ｔｉｅｎ 应用 Ｌａｇｒａｎｇｉａｎ 轨迹分析 Ｈａｐｐｅｌ 球形颗粒模型得出［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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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 ≈ γ２［ＡｓＮ１ ／ ８
ＬＯ Ｎ１５ ／ ８

Ｒ ＋ ０ ００３ ３８ＡｓＮ１ ２
Ｇ Ｎ －０ ４

Ｒ ＋ ＡｓＮ
－２ ／ ３
ＰＥ ］ （５）

式中： γ＝（１－θ） １ ／ ３； ＮＲ ＝ ａｐ ／ ａｃ； Ａｓ 为取决于孔隙度 θ 的参数， Ａｓ ＝ ２（１－γ５） ／ （２－３γ＋３γ５ －２γ６）； ＮＰＥ ＝ Ｕ
（２ａｃ） ／ Ｄ， Ｄ 为布朗扩散系数； ＮＬ０ ＝Ａ１２３ ／ （９πμａ２

ｐｖ）， Ａ１２３为胶体颗粒 １ 和 ３ 吸附在介质 ２ 上的 Ｈａｍａｋｅｒ 常数；
ＮＧ ＝ ２ａ２

ｐ（ρｐ－ρｆ）ｇ ／ （９μν）， ρｐ 为胶体密度， ρｆ 为流体密度， ｇ 为重力加速度。
需要注意的是， 上述胶体过滤理论是用来计算固相颗粒表面还未有胶体沉积时的速率。 一旦沉积开始发

生， 沉积到固相颗粒的胶体便会出现两种情况： ① 占据固相收集器表面的有效吸附位， 进而阻碍胶体沉积

的进一步发生， 胶体沉积速率呈现快速下降趋势， 这种情况通常称之表面封阻； ② 充当固相颗粒的作用，
通过形成多层胶体膜增加了固相表面有效吸附位， 从而促进胶体沉积的进一步发生， 胶体沉积速率呈现升高

趋势， 这种情况通常称之为过滤熟化。
由于胶体过滤模型只能用来计算胶体的初始沉积速率， 因此 Ｂｒａｄｆｏｒｄ 建立了计算发生表面封堵和解吸发

生时的胶体沉积模型的表达式［４３］：
∂（ρ ｐＦｄ）

∂ｔ
＝ θｋａｔｔψ ａｔｔＣ － ρ ｐｋｄｅｔＦｄ （６）

式中： ｋｄｅｔ为沉积解吸系数； Ψａｔｔ为量纲一胶体沉积函数； Ｆｄ为胶体沉积到多孔介质上的浓度； ｔ 为时间。 Ψａｔｔ

为 Ｆｄ的函数可以用来描述表面封堵， 由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ｉａｎ 方法可知 Ψａｔｔ与 Ｆｄ为线性关系， ψａｔｔ ＝ １－Ｆｄ ／ Ｆｍａｘ
ｄ ， 其中

Ｆｍａｘ
ｄ 为胶体沉积到多孔介质上浓度的最大值［４４］。

除此之外， 胶体过滤熟化过程可以用一级动力学方程表示：
∂（ρ ｐＦｒ）

∂ｔ
＝ θｋｒｉｐＦｄＣ － ρ ｐｋｒｉｐｄＦｒ （７）

式中： Ｆｒ为胶体过滤熟化沉积到多孔介质上的浓度； ｋｒｉｐ和 ｋｒｉｐｄ为胶体过滤熟化中一级吸附和解吸速率系数。
２ ２　 形变阻塞

近年来大量的研究表明形变阻塞是影响胶体迁移的重要因素之一［４５］。 当胶体随着水流在多孔介质中迁

移时， 如果水流下方向的孔隙通道太小而阻滞了胶体迁移时， 形变阻塞现象从而发生［４３］。 如果将胶体的阻

塞仅仅看成是一物理过程， 那么胶体与固相颗粒的直径比（ａｐ ／ ａｃ）是影响胶体阻塞的决定性因素［４６］。 到目前

为止， 大量有关胶体阻塞的工作是研究胶体阻塞刚刚显著发生时的胶体和固相颗粒的临界直径比。 Ｈｅｒｚｉｇ
等［４７］的研究发现， 要使一个胶体阻塞在 ３ 个固相颗粒所围成的孔隙中， 那么 ａｐ ／ ａｃ的值至少要大于 ０ １５４；
如果要使 ３ 个胶体阻塞在 ３ 个固相颗粒所围成的孔隙中， 则 ａｐ ／ ａｃ的值需大于 ０ １； 使 ４ 个胶体阻塞在孔隙中

ａｐ ／ ａｃ的值只需大于 ０ ０８２。 如果考虑胶体阻塞在由两个固相颗粒围成的孔隙中时， Ｈｅｒｚｉｇ 等［４７］ 提出了采用

阻塞胶体和固相颗粒的体积比（σ）来衡量胶体阻塞的显著性， 在假定两直接接触的固相颗粒之间的缝隙被一

圈相互接触的胶体填塞后， σ 可采用下式进行计算：

σ ＝ １ － θ
２

πＮ
ａｐ

ａｃ

æ

è
ç

ö

ø
÷

２

１ ＋
ａｐ

ａｃ

æ

è
ç

ö

ø
÷

２

－ １ （８）

式中： Ｎ 为多孔介质排列方式的配位数。
然而， 大量的实验研究结果表明， 发生胶体阻塞时胶体和固相颗粒直径比要小于理论预测值。 Ｂｒａｄｆｏｒｄ

等［４３］的实验结果表明， 当胶体与固相颗粒的直径比仅为０ ００１ ７时， 胶体阻塞过程就开始显著发生了； Ｘｕ
等［４８］的发现为 ０ ００８。

Ｂｒａｄｆｏｒｄ 等［４５］建立了下式来描述形变阻塞：
∂（ρ ｐＦｓ）

∂ｔ
＝ θｋｓｔｒψ ｓｔｒＣ （９）

式中： ｋｓｔｒ为阻塞系数； Ψｓｔｒ为量纲一胶体阻塞函数； Ｆｓ为阻塞胶体的浓度。
式（９）假设胶体可以被柱子入口处的所有孔隙或非连续土壤吸附（当 ｚ＝ ０ 时， Ψｓｔｒ ＝ １）。 胶体在介质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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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的阻塞会使一些孔隙变为死端孔隙， 因此， 胶体的运移被限制在大而连续的孔隙中。 死端孔隙会随着距离

增加而减少， 因此， 介质入口处形变阻塞最大随后随运移距离的增大逐渐减小。

３　 胶体迁移数值模拟

３ １　 数学模型

为了定量直观地将胶体在地下水中的迁移过程进行数学表达， 近年来在胶体领域进行了越来越多的数值

模拟研究。
（１） Ｔｕｆｅｎｋｊｉ 等［３４］以对流弥散方程为基础引入了胶体沉积速率、 形变阻塞系数等参数对其迁移、 沉积和

形变阻塞等过程进行描述， 公式为

∂（θＣ）
∂ｔ

＋
∂（ρ ｐＦｄ）

∂ｔ
＋

∂（ρ ｐＦｒ）
∂ｔ

＋
∂（ρ ｐＦｓ）

∂ｔ
＝ ∂
∂ｘ

θＤ ∂Ｃ
∂ｘ

－ θｖＣé

ë
êê

ù

û
úú （１０）

式（１０）中左边第 ２ 项胶体沉积到吸附位点上发生表面封堵可以用式（６）来计算； 第 ３ 项胶体的过滤熟化可以

用式（７）来计算； 第 ４ 项形变阻塞可以用式（９）来计算。
（２） Ｒｙａｎ 和 Ｅｌｉｍｅｌｅｃｈ［４２］建立了多孔介质中胶体在不同时刻浓度的对流⁃弥散⁃聚沉方程：

∂Ｃ
∂ｔ

＝ ∇·（Ｄ·∇Ｃ） － ∇·（ｖＣ） － ｆ
θ
ＲＣ （１１）

式中： ｆ 为含水介质的比表面积； Ｒ 为胶体的迁移总速率， 计算公式为

Ｒ ＝ １
Ｓ ∫ＳＫ（ξ）ｇ（Ｆ０）ｄξ （１２）

式中： Ｓ 为典型单元体（ＲＥＶ）的总表面积； Ｋ（ξ）为向未吸附胶体区 ｄξ 迁移的局部的颗粒迁移速率系数； Ｆ０

为未吸附胶体的表面所占份额。 １－Ｆ０为被聚沉颗粒覆盖的表面所占比例函数； ｇ（Ｆ０）为已吸附胶体微粒处的

胶体迁移速率与未吸附胶体微粒处的胶体迁移速率的比值。
当考虑多孔介质表面电荷分布不均的影响时， Ｒｙａｎ 和 Ｅｌｉｍｅｌｅｃｈ［４２］引入一个通量校正函数 Ｇ０：

Ｇ０ ＝ Ｒ
Ｋ

＝ １
ＳＫ∫ＳＫ（ξ）ｇ（Ｆ０）ｄξ （１３）

通过校正方程（１１）变为

∂Ｃ
∂ｔ

＝ ∇·（Ｄ·∇Ｃ） － ∇·（ｖＣ） － ｆ
θ
ＫＧ０Ｃ （１４）

以上两种数学模型都是以对流弥散方程为基础， 其中 Ｔｕｆｅｎｋｊｉ 等［３４］ 建立的数学模型可以模拟胶体的迁

移、 沉积（包括表面封堵和过滤熟化）和形变阻塞过程， 并可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决定是否考虑表面封堵、
过滤熟化和形变阻塞等过程， 应用的灵活性较高； Ｒｙａｎ 和 Ｅｌｉｍｅｌｅｃｈ［４２］建立的数学模型考虑了电荷分布不均

匀的影响、 已吸附和未吸附胶体时的迁移速率， 但未区分已吸附状态是表面封堵或是过滤熟化， 当需要考虑

电荷分布不均时可以使用该模型。
３ ２　 胶体迁移模拟软件

国内外各个领域的众多学者对胶体在多孔介质中的迁移做了大量研究， 提出了较为成熟的数学模型， 使

胶体迁移的软件模拟得以实现， 如 Ｈｙｄｒｕｓ⁃１Ｄ、 ＣＸＴＦＩＴ 和 ＣＯＭＳＯＬ Ｍｕｌｔｉｐｈｙｓｉｃｓ 等软件可以对胶体在多孔介

质中的迁移进行模拟。
Ｈｙｄｒｕｓ⁃１Ｄ 为模拟一维饱和多孔介质中水、 热和多种溶质反应的有限元模型。 该程序可以求解饱和⁃非饱

和的 Ｒｉｃｈａｒｄ 方程、 模拟热和溶质运移的 Ｆｉｃｋｉａｎ 对流扩散方程。 在 Ｈｙｄｒｕｓ⁃１Ｄ 中可以用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ｉａｎ 和 ＲＳＡ
方法模拟胶体的沉积。 ＣＸＴＦＩＴ 软件是由美国盐渍土实验室（ＵＳ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开发的用于模拟溶质在一

维多孔介质中运移的计算机软件。 该软件基于 Ｌｅｖｅｎｂｅｒｇ⁃Ｍａｒｑｕａｒｄｔ 算法， 采用非线性最小二乘函数优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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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对实验所得到的穿透曲线进行拟合， 求得土壤溶质运移的相关参数， 预测土壤中溶质随时间和空间的浓

度分布规律。 ＣＸＴＦＩＴ 可以通过输入胶体流出液的浓度与流入液的浓度的比值、 对应时间、 模拟柱长度和平

均孔隙水流速生成胶体运移的穿透曲线， 从而进行参数拟合， 能较好地反应胶体运移的参数。 ＣＯＭＳＯＬ Ｍｕｌ⁃
ｔｉｐｈｙｓｉｃｓ 是一款基于有限单元法的数值仿真软件， 以一般偏微分方程或偏微分方程组为基础建立模型， 具有

较强的计算性能和多物理场直接耦合能力。 ＣＯＭＳＯＬ Ｍｕｌｔｉｐｈｙｓｉｃｓ 中的粒子追踪模型可以用来模拟胶体的运

移。 此外， 该软件也可以自定义偏微分方程对胶体的运移进行模拟。 Ｃａｋｍａｋ 等［４９］ 的研究结果表明，
ＣＯＭＳＯＬ Ｍｕｌｔｉｐｈｙｓｉｃｓ 是开展孔隙介质中胶体迁移模拟预测的有效手段。

表 ３　 Ｈｙｄｒｕｓ⁃１Ｄ、ＣＸＴＦＩＴ 和 ＣＯＭＳＯＬ Ｍｕｌｔｉｐｈｙｓｉｃｓ 优缺点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Ｈｙｄｒｕｓ⁃１Ｄ， ＣＸＴＦＩＴ ａｎｄ ＣＯＭＳＯＬ Ｍｕｌｔｉｐｈｙｓｉｃｓ

软件 主要功能 优点 缺点

Ｈｙｄｒｕｓ⁃１Ｄ 模拟一维饱和多孔介质中水、热和多种溶质
反应的有限元模型。 可灵活处理各类水流边界，根据需要增加控制条件。 只能模拟一维运移

ＣＸＴＦＩＴ 拟合溶质在一维多孔介质中运移的穿透曲
线，获得描述土壤溶质运移的相关参数。 能很好地模拟穿透曲线，操作简便。 只能模拟一维运移

ＣＯＭＳＯＬ
Ｍｕｌｔｉｐｈｙｓｉｃｓ

基于偏微分方程的有限元模拟和求解工程
领域的问题。

可以对其中的偏微分方程进行自定义，从而实现更复杂的
胶体迁移的模拟和分析；同时实现多物理场的叠加整合。

对操作者的数学水
平要求较高

　 　 从表 ３ 可以看出 ３ 种软件都可以模拟一维胶体运移， 当模拟二维和三维胶体或需要对偏微分方程进行自

定义时， 可以用 ＣＯＭＳＯＬ Ｍｕｌｔｉｐｈｙｓｉｃｓ 软件来实现。

４　 结论和展望

（１） 尽管 ＤＬＶＯ 理论的应用积极推动了胶体研究的发展， 但胶体与含水介质颗粒表面的非 ＤＬＶＯ 力对

研究胶体的形成机理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特别是针对多分散相⁃多价态离子分散介质的研究对象， 在

考察范德华力和双电层力的基础上， 还需适当考虑水合力、 疏水力和空间排斥力等对胶体稳定性的影响， 进

一步完善非 ＤＬＶＯ 理论。
（２） 目前已经有较成熟的胶体过滤理论来描述胶体的沉积行为， 但其应用还具有一定局限性。 特别是

针对野外复杂的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 含水介质表面理化特征、 介质非均质性以及胶体自身理化性质非均质

性都是影响该理论应用的主要因素。 今后还需开展多变化条件下（介质条件、 胶体条件等）的室内模拟实验

和野外验证试验， 进一步探讨胶体在不同介质交界处的沉积行为和影响因素， 对胶体过滤理论进行优化和

完善。
（３） 胶体阻塞是胶体在多孔介质中发生的一个重要行为过程， 其受胶体和固相颗粒直径比、 固相颗粒 ／

胶体形状、 多孔介质非均质性、 水动力条件、 水化学条件等综合因素的影响。 目前还没有像胶体过滤理论这

样较系统化的模型来描述胶体在多孔介质中的阻塞过程。 因此， 尽管目前对胶体阻塞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
但要查清胶体在多孔介质中的阻塞机理还需加强相关实验研究和机理探讨。

（４） 有关胶体在地下水中迁移的数值模拟研究， 近年来结合了对流弥散理论和胶体过滤理论的数学模

型得到快速发展。 但胶体模型涉及到众多水文地质参数和有关胶体的特征参数， 模型中相关参数的选取、 参

数敏感性分析以及模拟结果的准确性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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