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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及酚排放对生态环境产生了一定的破坏,为此结合水质监测工作实际
需求以及水样中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挥发酚的实际特性采取一定的措施手段制定出一种高效准确的测
定方法对于水质监测工作水平的提高便有了非常重要的意义。希望通过本文可以为相关工作提供一
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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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anionic surfactant and phenol emissions caused some damage t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refore,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ctual needs of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and the actual
characteristics of volatile phenols of anionic surfactants in water sample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develop an
efficient and accurate determination method for improving the level of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It is hoped
that this paper can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related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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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对于环境监测机构来说,其日常工作开展的过程当中包含

行有效处理的话很容易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2 酚概述

的内容非常多。通过环境监测部门可以有效落实我国环境保护

对于酚来说,其酚子结构中拥有苯环或者是稠环。酚与阴离

策略,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而水质监测工作

子表面活性剂最大的区别就是苯环和稠环上连接有羟基,如果

当前主要通过手工的方式进行处理,测定步骤复杂且繁琐,在实

根据羟基的个数来对酚进行分类的话,可以进一步分为一元酚

际开展的过程当中效率异常低下。因此有必要对阴离子表面活

以及多元酚。此外还有其他分类方式本文不再一一赘述。

性剂的主要分析方法进行探讨。

3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及挥发酚的危害

1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和酚的产生及排放

3.1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危害

表面活性剂有着非常优异的化学特性,由于其亲水亲油的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取得了非常广泛的应

优势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取得了极其广泛的应用。最形象的被人

用,这种情况虽然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一定的便利,但是日

们称之为工业味精。我国表面活性剂的生产量及使用量每年以

益增加的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废水排放也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极大

8%的速度不断增加,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有多种类型,使用历史久

的破坏。

远,其中肥皂使用时对人体的伤害较小,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取得

首先,对水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当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浓度

了极其广泛的应用。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阴离子表面活性

高到一定程度时将会使地方水体表面出现大量的泡沫,这些泡

剂在使用完毕之后,最终将会随着废水一同排出。如果不对其进

沫的存在将会使空气中的一些气体无法进入到水体当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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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长的话,就会使水体散发出恶臭的气味,进而使水生态环境遭

酚将会和溴生成溴代三溴酚。而未发生反应的溴将会与碘化钾

受严重破坏。

发生反应,然后产生游离碘,利用硫代硫酸钠溶液对游离碘进行

其次,对水生动植物的毒害。阴离子会在鱼的胆囊中积累,
进而使鱼类无法进行正常的生命活动。

滴定之后,使用相应的公式计算出最终的结果。一般一些浓度相
对较高的废水经常会用利用此方法对水体中的挥发酚进行有效

最后,对人体的危害。根据调查发现如果人体摄入阴离子表

测定。

面活性剂的话,会使血液中白细胞的数量产生变化,进而使胆固

5.2流动注射分光光度法

醇升高。如果长期使用阴离子表面活性剂会使皮肤变得更加干

对于流动注射分析仪来说,为了保障其实际使用效果人们

燥并且加速老化,对人类的生理机能产生影响。

一般会在分析仪内部使用一个连续且无空气间隔的载流。当被

3.2挥发酚的危害

分析的试样被注射到上述载流中之后将会与载流中的溶液进行

挥发酚的毒性相对较高,其最主要的特性是可以使蛋白质

充分混合并且发生一系列化学反应,最终流入到监测器当中对

凝固。因此就理论上来说,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生命,挥发酚都会

其进行比色监测,最后对结果进行分析计算。

对其产生毒害。一般而言,酚的溶解性较好,一旦溶解于水体当

6 常用的流动分析法

中并且透过皮肤被人体吸收之后将会造成人体急性中毒。

对于湿化学分析工作而言,在实际开展的过程当中大多数

4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主要分析方法

都需要通过手工操作的方式进行。但是相比机器自动化操作而

随着时代的不断向前发展,当前对水体当中阴离子表面活

言,手工操作法在实际应用的过程当中其分析速度往往比较慢。

性剂测定的方法持续增多且应用效果越来越好。下面对其进行

不仅会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而且分析的最终结果往往也会由

探讨。

于实验人员主观因素的影响使其准确性受到影响。由于这些因

4.1亚甲蓝分光光度法

素的存在当前很多厂家都纷纷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流动分析技

该技术由于其在使用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特性在我国取

术应用而生。经过多年的发展当前流动分析技术在应用的过程

得了非常广泛的应用。在使用中需要投入的经济成本非常低,

当中已经取得了极大的优化,并且在很多行业中取得了应用,例

不但可以对饮用水、地表水的进行有效测定,而且还可以对生活

如医学上的化验分析、水质的检测等。

污水及工业污水中的阴离子表面活性剂进行测定。但是该技术
在使用时缺点也非常明显,例如需要利用三氯甲烷来进行萃取,

6.1流动注射分析法
该方法是最早在1975年由如其卡(Ruzicka)和汉森(Hansen)

每个样本都需要消耗大量的三氯甲烷且在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

所提出的,在实际反应中所需要经历的流程如下所示：首先试剂

涉及到的内容较多,非常繁琐。

以一定的速度在某一特定容器当中进行连续流动,人们将这部

4.2水相直接显色分光光度法

液体称之为载流。在分析工作正式开始的时候,分析人员需要结

该技术在实际应用的过程当中采用的是以下原理对水体当

合分析工作的具体需求在该系统当中注入一定量的试样而使其

中的阴离子表面活性剂进行确定：由于吸收光谱对不同波长的

形成分流段。当经过反应器之后,这样便会和试剂相互混合进而

色光吸收范围不同,因此可以利用碱性品红这类阳离子碱性染

发生一系列特定的化学反应。反应完毕之后的液体将被载流带

料作为显色剂。进而对水体当中阴离子表面活性剂进行有效吸

到监测器当中,并且通过分光光度原理对反应后的液体的特定

附。然而该方法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由于很多阳离子碱性染料以

吸光度进行有效测定。仪器会自动对每一时段的信号变化进行

及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稳定性无法满足实际需求,在测定的过

准确记录。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该方法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位于流

程当中很多因素都会对最终结果的准确性造成影响。为此该方

动注射分析仪中的样品与试样处于不完全混合状态。由于流速

法往往是在一些特定的场合下应用的,但大范围应用非常困难。

及流程时间高度一致,因此会取得很好的分析效果。该技术在使

4.3离子选择性电极法

用的过程当中分析效率非常明显,可以在不到一分钟之内便对

该技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主要是通过实验人员对离子选择

水质样品中特定的成分进行分析。如果在检测试剂中固体杂质

性电极产生的电极点位进行测定,进而测试出溶液中离子浓度

较多的话,很容易导致管路被堵塞。因此对于污水样品来说,在

的一类方法。该方法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无需使用一些毒性较强

对其进行分析时首先需要经过一系列过滤环节将污水中的固体

的有机萃取剂,且在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所用到的方式方法非

杂质过滤掉才可以放入到该仪器当中。

常简便快捷,因此受到了测量人员的青睐。但是由于离子选择性

6.2连续流动分析法

电极法在实际应用的过程当中,依然有待采取一定的技术手段

该方法是1957年斯盖思(Skeggs)所提出的。该方法在使用

进行提高。因此当前面临大范围应用依然存在一段距离。

的过程当中需要经历以下的反应流程：首先,实验人员会打开取

5 挥发酚的主要分析方法

样器自动对试样进行吸收,然后试样将会进入到分析仪当中。在

5.1溴化容量法

不同的时期按照手工方法的原理在适当的点位自动加入,每个

该方法在实际应用的过程当中需要实验人员对其进行预先

试样都将会被注入空气间隔,进而将其分成若干个相同的试样

蒸馏,蒸馏完毕之后需要向馏出液当中加入超量的溴,然后挥发

片段。而试样将会在流动的过程当中均匀的混合起来,最后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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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监测模块当中。机器将会自动对每一个时间段内不同信号的

于小试管当中,然后将小试管放置于样品盘上。样品将会被自动

变化情况进行全面记录,并且通过软件计算的方式自动计算出

进样器的取样针所采集,然后在蠕动泵的驱动下进入到主机系

待测样本中一些特定成分的具体含量。由于该技术是通过自动

统当中。管路经过自动化控制后将会自动加入碱性亚甲基蓝溶

进样器进行取样工作的,因此整体监测过程非常快速且监测效

液,并且通过载液作用的正常发挥将其送入到螺旋圈当中。将样

率非常高。

本与试剂混合完成后再与氯仿溶液进行混合均匀,亚甲蓝活性

7 连续流动分析仪测定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挥发酚
的研究

物质在这一过程当中将会被试剂所萃取后经三通分离去掉废液

水质监测工作是环境监测机构最为重要的工作任务之一,

将会进入到比色池当中,在650nm处测定吸光度的峰高。软件将

每年都会对大量水样进行测定。而在实验分析工作实际开展的
过程当中,实验人员往往需要通过手动的方式按照国家所颁布

之后,再与酸性亚甲蓝进行混合。然后经过三通去掉杂质,最后
会自动根据峰高计算出浓度。
8.4挥发酚测定

的方法进行测定。然而这种方式在应用的过程当中耗费时间极

首先对水质样品进行蒸馏过后的挥发酚将会在铁氰化钾的

长,且步骤繁多,最终结果容易受实验人员主观因素的影响而使

作用下发生反应,生成染料,染料整体呈现橙红色。而颜色与挥

得最终结果准确性受到影响。CFA法比手工分析方法更为精密。

发酚的浓度呈现正比关系,最后在505nm处用分光光度计对其吸

为此将采用CFA法对阴离子表面活性剂进行测定。

光值进行有效测定。

8 CFA法分析阴离子表面活性剂以及CFA法分析挥
发酚

9 结束语
水质监测工作是环境监测机构最为重要的工作任务之一,

8.1主要实验仪器

每年都会对大量水样进行测定。而在实验分析工作实际开展的

该实验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采用的主要是荷兰 SKALAR 公

过程当中,实验人员往往需要通过手动的方式按照国家所颁布

司的SAN++型连续流动分析仪。在实验的过程当中需要用到取样

的方法进行测定。然而这种方式在应用的过程当中耗费时间极

器(SA1050型,140个样位),主机即反应池(各个化学单元和检测

长,且步骤繁多,最终结果容易受实验人员主观因素的影响而使

器),循环冷却水装置,氮气,数据转换器(8505型),电脑(安装

得最终结果准确性受到影响。而通过连续流动分析仪法可以高

FlowAccessV3软件,控制各仪器)等。此外还需要用到天平、PH计。

效测定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挥发酚。

8.2主要实验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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