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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生活饮用水的水质要求标准是以耗氧量为基础的,在现有的耗氧量检测要求标准中,检测实验的条件很难掌

控,造成检测精准性受到不利影响。酸性高猛酸检测法是水中耗氧量检测的重要方式,通过高锰酸钾作为氧化剂,实现对水中物
质的氧化,然后以高锰酸钾的损耗情况来作为水中耗氧量的表示方法。
[关键词] 酸性高锰酸钾；耗氧量；影响因素
酸性高锰酸钾法检测耗氧量是新时期生活饮用水检测

的麻烦。

的主要方式之一,以高锰酸钾在水中与还原物质发生氧化反

第二,对试验器具进行严格的处理以及保养。水中耗氧

应的消耗量作为水中耗氧量的记录方式,进而提升水中耗氧

量检测试验的主要试验器具就是三角瓶以及滴定管。在试验

量检测的数据的精准性。在《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检验方法》

准备阶段,三角瓶的使用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新瓶运用,一

GB/T5750.7-2006 中将酸性高锰酸钾法明确为我国生活饮用

种是旧瓶重复利用,在新瓶利用时,要对新三角瓶按照试验

水的耗氧量检测方法,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是会存在

要求进行前处理,以保证试验结果的精准性。如果是旧瓶重

一定的影响因素,造成检测结果的精确。

复利用,则可以直接取用干瓶,不会对水中耗氧量的检测结

1 耗氧量的概念和化学定义

果造成影响。而滴定管在试验检测前,要进行严格的保养工

耗氧量是指在水在某种特定条件下通过氧化剂对水中

作,确定滴定管的状态是否能够满足试验要求,是否存在漏

的还原性物质进行氧化工作时消耗的氧化剂量,根据氧化剂

液情况,滴定管的旋塞是否正常,旋塞内孔是否存在杂质,影

的种类不同,耗氧量的检测方式分为高锰酸钾法、重铬酸钾

响使用,如果存在杂质,需要进行严格的清理,避免对试验结

法以及碘酸钾法。根据我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检验方法》

果造成影响。

GB/T5750.7-2006 的规定,高锰酸钾法是我国饮用水耗氧量
检测的主要方式,具备操作简单、检测数据精准的特点。

第三,试验检测溶液配制。在试验溶液的配制过程中,
要严格遵守配制要求,采用高纯水进行溶液配制,并且高纯

在酸性高锰酸钾法检测水中耗氧量的工作中,耗氧量也

水需要按照现用现制的原则,以保证高纯水不会由于时间原

称为高锰酸盐指数,在特定条件下,以酸性高锰酸钾作为水

因而造成杂质混入。在高锰酸钾配制时,要对其进行长时间

中还原性物质的氧化剂,实现对水中还原物质的氧化作用,

放置,时间要在半个月左右,使高锰酸钾溶液进行沉淀。在试

并根据氧化过程消耗的高锰酸钾指数作为耗氧量检测的指

验开始前,要对高锰酸钾溶液进行过滤,将其中的杂质过滤

标,经常采用 mg/L 的单位来表示。耗氧量是居民生活饮用水

出去,以保证水中耗氧量检测试验的结果精准。

的净化程度的重要参考指标,也是水体有机污染状况检测的
综合数据显示,耗氧量越高,水体污染情况越严重,对于居民
日常用水安全和身体健康造成巨大威胁。

其次,水中耗氧量检测实验过程中的影响因素。
第一,实验过程中温度影响因素。在实验过程中,实验室
内的采集水样加热设备是以电磁炉对不锈钢容器进行加热,

2 酸性高锰酸钾法检测水中耗氧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实现实验过程中的水浴要求。在加热过程中,必须保证水样

首先,耗氧量检测过程中试验准备阶段的影响。

的完全沸腾,保证水浴时间,确保水样温度,为实验精准性提

第一,耗氧量检测试验的水样采集环节。在水样采集环

供前提保证。在实验滴定过程中,对耗氧量检测结果影响比

节中,必须将水样采集容器注满,以免容器内部进入空气,对

较明显的因素就是滴定温度控制,在水样的加热过程中,如

耗氧量检测试验的有机物综合指标造成影响,严格按照我国

果水浴温度低于三角瓶内的水样温度,就会使得三角瓶内的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的要求执行。在水样采集完成

水样温度受到影响,进而会使三角瓶内的水温下降,耗氧量

后,应第一时间进行耗氧量试验检测,才能够保证试验结果

也会随之下降。在滴定状态的分析过程中,如果水样的反映

的精准性,避免试验不及时会导致水样发生变化,影响试验

问题低于 95℃,在水样检测结果中会使得水浴锅内的水样在

检测结果的精准性。如果不能第一时间进行试验检测工作,

拿出后出现耗氧量降低的情况,影响检测精准度。如果反映

要对所采集水样进行处理,加入控制微生物活动的化学试剂,

温度低于 65℃,则反之会出现耗氧量较高的情况。因此,在

例如 0.8ml/L 的浓硫酸试剂,限制微生物的活动,然后进行

整个耗氧量实验过程中,必须严格控制实验水样的温度,提

低温冷藏保存,避免采集水样发生变化,并且保存时要对存

升实验的精准度。

储位置进行标记,避免与其他样本混淆,对试验造成不必要
26

第二,实验过程中水浴时间影响因素。在酸性高锰酸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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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检测水中耗氧量实验中,溶液水浴加热时间会对溶液状态

3 酸性高锰酸钾法检测水中耗氧量试验问题讨论

造成严重影响,从而导致实验结果的精准性受到影响。在实

首先,酸性高锰酸钾法检测水中耗氧量试验水浴过程加

验过程中,要将锥形瓶处于沸腾的溶液之中,并且要将时间

盖操作是否科学。在酸性高锰酸钾法检测水中耗氧量试验过

控制在 30 分钟左右,已达到实验检测过程的标准要求。而在

程中,一些实验人员会对水浴过程进行加盖操作,以达到避

操作过程中,由于溶液需要经过 3 分钟到 5 分钟的沸腾过程,

免溶液体积随着沸腾蒸发而减小。但是根据我国环保标准

一旦忽视这个细节,就会造成锥形瓶在沸腾溶液之中的放置

GB11892-1989 的实验操作测定中,对于加盖操作并没有明确

的时间差出现,因此造成耗氧量检测结果的不精准情况。在

要求,通过实验情况来看,如果进行加盖操作,就会导致出现

实验过程中,实验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实验流程的规范化要求,

蒸汽溶液回流的现象,进而印象实验的精准性,所以建议在

对滴定时间进行详细的分析,然后进行科学化的批量检测方

水浴过程中,不进行加盖操作。

式,对溶液预先进行 3-5 分钟的沸腾操作,进而在进行锥形
瓶安置,提升检测结果的精准性。

其次,酸性高锰酸钾法检测水中耗氧量试验草酸钠溶液添
加时是否必须使用滴定管。在我国环保标准 GB/T5750.7-2006

第三,实验过程中水浴锅内的水位影响因素。在我国环

的实验检测要求中,对于酸性高锰酸钾法检测水中耗氧量试验

保标准 GB/T5750.7-2006 中对于实验水位要求并没有详细

草酸钠溶液加入的方式并没有明确规定,以白色滴定管进行

的标注,所以根据我国环保标准 GB11892-1989 的实验要求,

10.00 草酸钠溶液加入的方式是一些实验室的自身做法,并没

沸水浴的水面高度必须高于锥形瓶内的水面,已达到实验检

有明确归入到实验标准流程之中,运用移液管或者移液枪也

测的精确性。一旦操作失误,使水浴锅内的水面高度低于锥

能够满足草酸钠溶液的加入要求 ,并且精准度更优于滴定管,

形瓶内的水面,就会使水中耗氧量的检测结果失准。所以,

同时具备了操作简单的特点,能够有效较低人工操作的误差,

水浴锅内的水面必须控制在高于锥形瓶水面的状态,而沸腾

保证实验的精准性要求。

会导致水面的降低,在操作过程中要充分考虑沸腾因素,在

最后,酸性高锰酸钾法检测水中耗氧量试验中高锰酸钾

溶液添加过程中多添加一下,保证溶液经过 30 分钟的沸腾

K 值的控制。K 值是高锰酸钾溶液浓度的校正系数的符号,

之后,水面高度还在锥形瓶的水面高度之上,并且对锥形瓶

在水中耗氧量实验过程中,K 值过高的话,会导致高锰酸钾的

加热时,要将锥形瓶进行逐一加热,预留出锥形水样瓶的滴

浓度过高,对实验结果的精准度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同时

定时间,保证水浴锅的沸腾状态,进而提升实验检测结果的

K 值过低也会导致高锰酸钾溶液的消耗量剧增,并且使滴定

精准性。

反应时间延长,造成实验中温度控制工作的困难。因此,必须

最后,酸性高锰酸钾法检测水中耗氧量试验滴定因素的
影响。
第一,滴定速度影响。滴定速度对于水中耗氧量的检测

严格掌控高锰酸钾的 K 值,经过实验,K 值的最科学数值为 1
±0.05,能够有效提升实验结果的精准性和速度。
4 结论

结果有着重要影响,对于滴定速度的把握,能够有效提升实

水中耗氧量是我国居民日常生活用水净化度的重要参

验精准性。滴定过程中,滴定速度要相对缓慢,给予高锰酸钾

考指标,为我国生态水环境保护工作开展情况体重了重要的

溶液与草酸钠溶液催化时间,进而形成二价锰,为整个耗氧

数据基础。在酸性高锰酸钾法检测水中耗氧量的过程中,要

量实验提供催化服务,保证实验顺利。滴定速度又不能过于

注重对各方面因素的充分了解,科学化执行实验检测流程,

缓慢,如果滴定速度过于缓慢就会造成滴定温度的下降,对

保证检测结果的精准性。

实验的检测结果造成不利影响。在科学化的滴定过程中,以
一快一慢的反应节奏为基础,进而避免由于滴定温度变化而
导致实验结果严重不符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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