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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气泡改性矿物颗粒的湖泊沉积物 水界面增氧效果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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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季节性缺氧导致夏季沉积物内源磷强烈释放，加剧水体富营养化，是我国西南地区深水湖泊（ 水库） 面临的重要

挑战． 有效增加夏季缺氧期深水沉积物 水界面的含氧量，是减少内源磷释放的关键． 现有的深水增氧技术由于缺乏对沉
积物 水界面增氧的针对性，因此治理效果有限． 近年来，纳米气泡已被证实具有的稳定性好、氧传质速率高和环境风险
低等优点，为新型深水增氧技术研发提供了巨大潜力． 本文以天然矿物材料白云母、绢云母、硅藻土和沸石为基底，负载
纳米气泡，研发纳米气泡改性矿物颗粒技术，开展湖泊沉积物 水界面增氧模拟实验研究，运用平面光电极技术评估其界
面增氧效果． 结果表明，纳米气泡改性矿物颗粒对沉积物 水界面具有比较明显的增氧效果． 其中，改性白云母、绢云母和
沸石的界面持续增氧时间可达 ７ 天以上，增氧后的界面最大溶解氧（ ＤＯ） 浓度达 ４．４０ ｍｇ ／ Ｌ，而改性硅藻土不具有增氧能
力． 其次，矿物粒度对改性颗粒的增氧效果有一定影响：粒度越细，界面的最大增氧浓度越高，且持续增氧时间越长． 纳米
气泡改性矿物颗粒技术有望成为夏季缺氧期深水沉积物 水界面精准增氧和内源污染控制的有效技术手段．
关键词： 纳米气泡；天然矿物；沉积物 水界面增氧；平面光电极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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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湖泊是指水体中存在明显温跃层的湖泊，其上、下层水体通常不发生大的交换 ［１⁃２］ ． 在深水湖泊中，

表层水体产生的藻类等有机质不断沉降至下层水体，伴随着有机质降解等耗氧过程，下层水体溶解氧含量

逐步下降，从而导致深层水体长期处于缺氧状态． 深水湖泊一旦形成严重缺氧环境（ 溶解氧浓度＜２ ｍｇ ／ Ｌ） ，
就可能造成“ 下层水体缺氧→沉积物磷等内源污染物释放增强→湖泊初级生产力提高→下层水体缺氧加
剧” 的正反馈效应 ［３⁃４］ ． 西南地区是我国水资源的富集区，深水水库是该地区水资源利用的主要形式． 夏季缺

氧已成为西南深水水库沉积物 水界面的重要特征 ［２，５］ ，也是导致沉积物内源磷释放的关键因素 ［６⁃８］ ． 因此，
研究建立有效的深水沉积物 水界面增氧技术对西南深水水库富营养化和内源污染治理具有重要科学价值
和现实意义．

深水增氧理论与技术研究始于 １９４０ｓ，至今已取得了长足发展，目前应用较多的深水增氧技术有 ４ 种，

即人工去分层技术、气体提升技术、Ｓｐｅｅｃｅ 锥形技术及气泡羽流扩散技术 ［９⁃１０］ ． 人工去分层技术是将下层水
体提升到表面，通过与大气接触的方式完成充氧 ［１１］ ． 气体提升增氧技术与 Ｓｐｅｅｃｅ 锥形增氧技术均是将深层
水体输送至固定的接触室中完成水体增氧，不同之处在于接触室中的水流方向． 气泡羽流扩散增氧技术是
将气体从打满小孔的管状发射器中喷射出来形成羽流状的气水混合物，带动下层缺氧水体缓慢上升，到达
一定高度后富氧水体下沉并向四周扩散． 然而这些现有的深水增氧技术缺乏对沉积物 水界面增氧的针对
性，因此对沉积物 水界面的增氧效果十分有限．

纳米气泡是指直径小于 １ μｍ 的气泡，普遍认为纳米气泡的形成机制是固 液界面的过剩气体分子以纳

米气泡的形式直接在固体表面聚集而成． 根据经典热力学理论计算，纳米级气泡存在时间不超过 １ ｍｓ． 然
而，大量的实际观测显示，纳米气泡的稳定性远远超出经典理论的计算结果，其存在时间可从数小时到数
天，甚至数月． 纳米气泡粒径小，上升速度慢，传质效果好，环境风险低，在各个领域的应用引起人们广泛关
注 ［１２⁃２０］ ． 应用纳米气泡处理湖泊污染水体，可有效降低湖泊中的有机污染物，同时，抑制湖底厌氧菌的有机
质分解过程，减少水体氮、磷营养盐的含量，抑制藻类的生长 ［２１］ ． 此外，在纳米气泡气液界面存在负电荷，可
以与特定的污染物相互作用，其破裂时产生的自由基和振动波可促进污染物（ 如有机酚） 的去除 ［２２］ ． 纳米气
泡具有稳定性好、氧传质速率高和无生态环境风险等优点，在深水湖泊增氧技术研发领域表现出巨大潜力．
为此，本文以天然矿物材料作为基底，负载纳米气泡，建立纳米气泡改性矿物颗粒技术，并开展湖泊沉积物
水界面增氧模拟实验研究，评估该技术的界面增氧效果，旨在为深水湖泊沉积物 水界面高效增氧和沉积物
内源污染控制提供技术支撑．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仪器与材料

实验仪器：平面光电极设备（ ＰｒｅＳｅｎｓ 公司，德国） 、便携式水质参数仪（ ＨＱ４０Ｄ，ＨＡＣＨ 公司，美国） 、分析

天平、扫描电镜分析仪（ ＪＳＭ⁃６４６０ＬＶ） 、Ｍｉｌｌｉ⁃Ｑ 超纯水机、空气泵、彼得森采泥器等．

实验材料：白云母、绢云母、硅藻土购置于广州拓亿贸易有限公司，沸石购置于宁波嘉和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甲醇（ ＞９９．９％ ） ，亚硫酸钠（ Ｎａ ２ ＳＯ ３ ） ，有机玻璃盒（８ ｃｍ×８ ｃｍ×３０ ｃｍ） 等．

１．２ 矿物材料的表征

本实验选用扫描电镜（ ＳＥＭ） 对矿物表面形貌进行表征，工作电压为 ２５ ｋＶ，在背散射模式下，以 １０ ｍｍ

的工作距离对矿物材料表面进行成像．
１．３ 纳米气泡改性矿物颗粒的制备

纳米气泡的制备方法有溶液替换法（ 如醇－水替换法） 、直接滴加法、电解法、温差法、基底加热法、光催

化法以及电子束、局域加热法等． 本实验选用醇－水替换法制备纳米气泡，具体操作为：在室温 ２０℃ 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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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甲醇（ 纯度＞９９．９％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中通入空气（３００ ｍｌ ／ ｍｉｎ，３０ ｍｉｎ） 获得饱和甲醇溶液；取
上述溶液置于烧杯中，加入一定量矿物颗粒浸润；利用 Ｍｉｌｌｉ⁃Ｑ 超纯水替换甲醇（ 醇 ／ 水比为 １：９） ，由于过饱
和颗粒表面将生成一定浓度的纳米气泡 ［２３］ ．

１．４ 改性矿物颗粒的增氧效果试验

平面光电极（ ｐｌａｎａｒ 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ｔ ｏｐｔｏｄｅ ｓｅｎｓｏｒｓ，ＰＯ） 技术是基于光纤传感器的一种具有二维高分辨率的

测量技术． 该方法主要是通过物理或化学方法将荧光染料均匀地固定至平面基材表面制成传感膜，传感膜
与待测物质接触后光学性质会发生改变，并利用相机或其他感光元件捕获传感膜与待测物质接触前后的光
学图片，最后通过图片光学性质改变的量来反映待测物质的含量 ［２４］ ．
在贵州典型深水湖泊红枫湖羊昌河湖区（ ２６°２７′０６″Ｎ，

１０６°２３′１３″ Ｅ） 用彼得森采泥器抓取表层沉积物，装入塑料
桶混合均匀后静置培养 ３ 天． 事先将平面光电极氧膜裁剪
成 １ ｃｍ×５ ｃｍ 的长条状贴于有机玻璃盒内侧，用于观测沉
积物 水界面溶解氧（ ＤＯ） 浓度变化（ 图 １） ． 向有机玻璃盒
填入沉积物（ 高度约 ５ ｃｍ） ，虹吸法加入无氧水（ Ｃ Ｎａ ＳＯ ＝
２

３

０．００２ ｍｏｌ ／ Ｌ） ，模拟缺氧 状态 的沉 积物 水 界面． 再将 经

醇－水替换的不同矿物颗粒分别投放到沉积物表面，设置
两组空白实验． 平面光电极测量前，用空气泵向上覆水充
气，同时用水质参数仪测量水中 ＤＯ 浓度变化，获取 ０、４．４０
和８．８０ ｍｇ ／ Ｌ 时的平面光电极氧荧光变化图，进而获得 ＤＯ

校正曲线． 在模拟实验中，将纳米气泡改性矿物颗粒投入
至沉积物表面，联合应用水质参数仪和 ＰＯ 设备对沉积物
水界面处 ＤＯ 含量变化进行连续观测． 实验过程中模拟

装置始终处于黑暗条件下，实验温度控制在 １６ ± １℃ ，ＰＯ

图 １ 平面光电极与模拟实验装置

Ｆｉｇ．１ Ｐｌａｎａｒ 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ｔ ｏｐｔｏｄｅ ｓｅｎｓｏｒｓ （ ＰＯ）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ｖｉｃｅ

每隔 １２ ｈ 监测一次，实验周期为 ７ 天．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矿物材料的表面形态表征
在以矿物为基底制备纳米气泡的时候，除了制备方法、温度以及气源等影响气泡生成量外，矿物表面形
貌也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 纳米气泡能较稳定的附着在平整的表面，而粗糙的表面因为具有较高的比表面
积，易于生成纳米气泡． 本研究通过扫描电镜分析仪（ ＳＥＭ） 获得了所筛选的几种天然矿物材料的表面形貌
图像． 如图 ２ 所示，白云母呈清晰的片状，切面为层状结构，沸石呈块状，表面凹凸不平，硅藻土呈不规则的
絮状，绢云母部分呈片状． 通常情况下，平整的表面有利于纳米气泡的生成和稳定．
２．２ 不同改性矿物颗粒的增氧效果对比

黑暗条件下保持温度在 １６±１℃ ，每隔 １２ ｈ 监测一次，获取沉积物 水界面处的 ＰＯ 氧含量变化一维图

（ 图 ３） ． 空白实验中（ 即未投加矿物颗粒条件下） ，水体中 ＤＯ 浓度仅为 ０．０４ ｍｇ ／ Ｌ 左右，并在整个实验周期
内基本保持不变． ５ 天后略有增加（ 从 ０．０４ ｍｇ ／ Ｌ 上升至 ０．１６ ｍｇ ／ Ｌ） ，可能因为此时水体中过量的 Ｎａ ２ ＳＯ ３ 消

耗完，空气里的氧逐渐向水体发生传质． 当向沉积物表面分别投加纳米气泡改性白云母、绢云母和沸石后，
水体 ＤＯ 浓度均有不同程度的升高，分别使 ＤＯ 浓度最大增加到 ４．４０、２．００ 和 ３．１０ ｍｇ ／ Ｌ，增氧效果至少可维
持 ５ 天，之后 ＤＯ 浓度出现一定程度的降低． 这主要是因为沉积物中还原性物质、微生物活动等不断耗氧造
成的． 但投加纳米气泡改性硅藻土后，水体 ＤＯ 浓度不增反降，说明纳米气泡改性硅藻土没有起到向水体和
沉积物增氧的效果．

纳米气泡改性白云母颗粒层和颗粒层上覆水体 ＤＯ 浓度的二维空间变化如图 ４ 所示． 荧光膜颜色从蓝

到白代表 ＤＯ 浓度逐渐上升，可见载氧矿物颗粒层 ＤＯ 浓度显著高于上覆缺氧水体，开始是 ３．９０ ｍｇ ／ Ｌ，逐渐

向上覆水中扩散，随时间变化最后降低为 ０．０５ ｍｇ ／ Ｌ，而上覆水界面处 ＤＯ 浓度开始是 ０．０５ ｍｇ ／ Ｌ，慢慢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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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矿物颗粒 ＳＥＭ 图：（ Ａ） 白云母；（ Ｂ） 沸石；（ Ｃ） 硅藻土；（ Ｄ） 绢云母

Ｆｉｇ．２ ＳＥＭ ｏｆ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ｇｒａｉｎｓ： （ Ａ） ｗｈｉｔｅ ｍｉｃａ； （ Ｂ） ｚｅｏｌｉｔｅ； （ Ｃ） ｄｉａｔｏｍｉｔｅ； （ Ｄ） ｓｅｒｉｃｉｔｅ

图 ３ 沉积物 水界面处溶解氧（ ＤＯ） 浓度的时间变化：
（ Ａ） 空白；（ Ｂ） 白云母；（ Ｃ） 绢云母；（ Ｄ） 沸石；（ Ｅ） 硅藻土

Ｆｉｇ．３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ｏｘｙｇｅｎ （ ＤＯ）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ｗａ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 Ａ） ｂｌａｎｋ； （ Ｂ） ｗｈｉｔｅ ｍｉｃａ； （ Ｃ） ｓｅｒｉｃｉｔｅ； （ Ｄ） ｚｅｏｌｉｔｅ； （ Ｅ） ｄｉａｔｏｍｉｔｅ
最后升至 １．７０ ｍｇ ／ Ｌ．

利用多参数水质监测仪同步获取了沉积物 水界面 ＤＯ 浓度变化曲线（ 图 ５） ． 可见，以白云母、沸石和

绢云母作为基底的改性颗粒投入缺氧水体，可以使水体 ＤＯ 浓度分别增加 ３．５０、３．００ 和 ２．００ ｍｇ ／ Ｌ，白云母增
氧效果最为明显，而硅藻土没有增氧效果，这与 ＰＯ 监测结果一致． 白云母改性颗粒增氧效果较好的原因是

其具有亲水的、原子级平整的表面，能够负载纳米气泡的可能原因是在云母形成过程中存在非常小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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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载氧白云母颗粒的增氧效果

Ｆｉｇ．４ Ｏｘｙｇｅｎ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ｎａｎｏ⁃ｂｕｂｂｌｅ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ｗｈｉｔｅ ｍｉｃａ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它们在纳米气泡形成过程中起到成核中心的作用而不是那些裂缝或者空穴，Ｄａｖｉｅｓ 等的研究表明表面缺陷
是某些反应的活性中心 ［２５］ ，且纳米气泡在平整的表面上具有较高的稳定性．

２．３ 改性矿物颗粒粒度对增氧效果的影响

以不同粒度白云母作为基底制备纳米气泡改性颗粒，投入沉积物 水界面后，利用多参数水质监测仪获

取界面处 ＤＯ 浓度变化曲线（ 图 ６） ． 可见，当白云母粒度分别为 ６０００、３０００、１２５０、８００ 和 ３２５ 目时，界面 ＤＯ

浓度最大分别可增加 ４．６６、３．５９、３．４４、３．２９ 和 ３．０６ ｍｇ ／ Ｌ． 故粒度对增氧效果也有一定影响，颗粒越细，增氧
效果越明显． 此结论与赵婉辰等 ［２６］ 的研究结果一致． 赵婉辰等 ［２６］ 向云芝糖肽、平消片、壳聚糖悬浮液中充氧
气制纳米气泡获得富氧制剂，再用富氧制剂向缺氧水体增氧，最后得出颗粒尺寸相对较小的云芝糖肽增氧
幅度最大，尺寸小，比表面积大，有利于纳米气泡的吸附；而纳米尺寸的壳聚糖富氧制剂增氧幅度最小，是因
为壳聚糖粒度小于纳米气泡本身，不利于纳米气泡的吸附．

图 ５ 不同改性矿物颗粒的
增氧效果

Ｆｉｇ．５ Ｏｘｙｇｅｎ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图 ６ 粒度对改性白云母颗粒
沉积物 水界面增氧效果的影响

Ｆｉｇ．６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ｇｒａｉｎ ｓｉｚｅ ｏｎ ｔｈｅ ｏｘｙｇｅｎ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ｗｈｉｔｅ ｍｉｃａ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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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以天然矿物为基底制备纳米气泡，在实验室条件下研究了其对湖泊沉积物 水界面的增氧效果，
得出如下结论：

１） 在室内模拟条件下，纳米气泡改性矿物颗粒对缺氧沉积物 水界面具有明显的增氧效果． 改性矿物

材料可对沉积物 水界面进行长时间的持续增氧（ ＞７ 天） ，界面溶解氧（ ＤＯ） 浓度最高达到 ４．４０ ｍｇ ／ Ｌ．

２） 不同矿物的界面增氧效果差异显著． 其中，改性矿物白云母表现出较好的增氧性能． 其次，矿物粒度

越细，界面增氧效果越好，持续增氧时间也越长．

３） 纳米气泡改性矿物颗粒技术具有针对性强、增氧效果好、价格低廉、环境风险低等诸多优点，有望成

为深水缺氧湖泊沉积物 水界面精准增氧和内源污染控制的有效技术手段．

本研究证实了纳米气泡改性矿物颗粒对缺氧沉积物 水界面具有一定的增氧能力，但在增氧效率、增氧
持续时长和投放技术等方面距离实际应用仍有差距，且该技术的生态效应和环境风险亦有待科学评估． 因
此，在未来研究工作中将通过采用纯氧气源和矿物表面疏水改性等方法，尝试获取高密度氧纳米气泡，提高
该技术的增氧效率和增氧持续时长． 同时，采用高分辨采样与监测技术，如薄膜扩散梯度（ ＤＧＴ） 技术，定量
评估载氧颗粒对湖泊沉积物 水界面磷酸盐释放通量的控制效果以及对上覆水水质和微生物群落组成的影
响，阐明纳米气泡改性矿物颗粒技术的生态效应和环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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