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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水中油污染的检测技术 

闫 玲 ，姚 毅 ，昌学年 ，黎俊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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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油类物质是水体的重要污染源，检测水中油含量是控制水污染、掌握 

水质变化、保护水资源的必不可缺的手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介绍了 

近年来地表水中油污染的各种检测技术，指出了这些方法的优缺点，可供从事 

相关领域工作的技术人员参考，从而能更好地发展和应用这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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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是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在生活和生 

产中是不可缺少的。长期以来，油类物质对江河 

湖海的污染一直是重要的水污染源。石油化工、 

运输、轻工等工业企业，以及日常生活均可造成 

水体的油污染。含油废水中的油分一般认为以浮 

油、分散油、乳化油、溶解油 4种形态存在。油类 

物质不仅污染人们的生存环境 ，给人类的生存健 

康带来极大的危害，而且使水质恶化，严重的破 

坏生态平衡。此外，油类物质对土壤污染的后果 

也极为严重，矿物油进入土壤后对土壤的微生物、 

酶及作物的生长发育都有较大的破坏作用，同时， 

还会对地下水造成污染。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水 

体中油类污染物进行检测。 

油类污染物监测问题已引起各国环保部门的 

高度重视，各种检测污水油的仪器和方法也因此 

相继问世。污水油份检测的原理多种多样，有基 

于物理特性的，如重量法、机械浮子式的称重测 

量法、电特性测量法、超声法等；有基于化学特性 

的，如比浊法、比色法等；有采用光电测试原理 

的，如光声测量法、光散射测量法、微波测量法、 

-／射线法、紫外吸收法、荧光光度法、红外分光光 

度法、非色散红外吸收法等。 

l 基于物理特性的测试方法 

1．1 重量法⋯ 

重量法是用有机萃取剂(石油醚或正己烷)提 

取酸化了的样品中的油类，萃取剂通过氧化铝柱 

(或佛罗里硅藻土)除去动植物油类 ，将溶剂蒸发 

掉，称重后计算石油类含量。重量法一般分为沉 

淀法、气化法和电解法 3种，其应用范围不受油品 

的限制，可测定含油量较高的含油污水，对于含 

油量小于 10 mg／L的水样，测定结果的误差较大。 

此方法直接用分析天平称量而获得分析结果，不 

需要标准试样或基准物质进行比较，不足之处是 

操作过程复杂，灵敏度低，分析时间长，会造成低 

沸点烷烃的损失，且对操作条件和操作者技能的 

依赖程度高。生活污水中动植物油的含量较高， 

采用该方法较为适合，可以得到较准确的结果。 

工业污水、石油开采及炼制行业中污水含油量较 

高，也较为适合该方法。该方法不适于环境水质 

和大批量样品的测定。 

1．2 机械浮子式的称重测量法 

其原理是基于油水混合物的密度随油含量变 

化而变化这一物理特性。机械浮子式的称重测量 

法灵敏度差，一般只能测定含油浓度为 100 mg／L 

以上的污水，而且由于污水中其它杂质的影响， 

测试灵敏度可能更差，但其优点是实时性较好， 

成本低。 

1．3 电特性测量法【2 

非插人式的电特性测量法一般是指电容测量 

法和电导测量法。 

电容测量法的原理是建立在油水介电常数差 

异较大的基础上的，利用油水混合物的电介质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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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随浓度不同而变化这一现象对油分含量加以检 

测。当油分含量不同的流体流过电容的两个电极 

之间的环境空间时，电极间介质的介电常数变化， 

导致电容值发生改变，通过测量电路可将电容值 

的变化转变为频率信号，从而实现对油分浓度的 

测量。 

电导测量法的原理同电容测量法类似，其是 

基于油水混合物的电导率不同这一现象而进行检 

测的，这里就不再详述。 

电特性 (包括电容、电导)测量法结构简单， 

实时性较好，但其测试灵敏度较差，且易受温度 

和杂质(尤其是油水混合物中的盐类和碱性杂质) 

的影响。 

1．4 超声法E3,4】 

超声波就是频率高于20kHz、超出人们耳朵辨 

别能力并且穿透性很强的声波，具有频率高、波 

长短、绕射现象小，特别是方向性好、能够成为射 

线而定向传播等特点。其测量原理是：在油水混 

合物中，超声波的波速将随矿物油的浓度和温度 

变化而改变，超声法就是根据这一特性来进行测 

量的。这种方法测试灵敏度较高，可达到 l mg／L， 

但其实现成本高，易受温度和杂质的影响。 

2 基于化学特性的测试方法 

2．1 比浊法 J ． 

比浊法的测定过程是向水样中加入一定量可 

溶解油和水的乙醚．乙醇溶剂，并用明胶作保护 

剂，形成比较稳定的乳浊液后 ，再同标准溶液进 

行比浊定量，从而测得水中油份含量。该方法的 

灵敏度可达0．1 mg／L，但不能避免轻质油品的损 

失，且操作过程复杂；另外，由于受凝结水露和光 

窗污染的影响，使用一端时间后，排水实际含油 

浓度和指示浓度相差甚大，仪表无法正常工作。 

由于这些难以克服的缺点，它基本上被而后兴起 

的光度法所淘汰。 

2．2 比色法 

有机物的显色原理与有机物中的共轭体系有 

关系。显色反应一般是指被测元素在试剂的作用 

下，转变成有色化合物(或混合物)的反应。显色 

反应主要类型有两种：络合反应和氧化还原反应， 

其中络合反应是最主要的。显色反应的准确度会 

受到溶液酸度、温度、时间、显色剂的浓度、干扰 

离子等的影响。显色法的测量原理是将一种已知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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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浓度的试剂，滴加到油品中，使其发生显色 

反应 ，根据反应后的溶液颜色的深浅程度，与标 

准溶液色阶进行比色，从而可求得水中油分的含 

量。该测量方法简便、快速，适宜在野外及现场短 

时间的测定，主要缺点是准确度较差。 

3 基于光电特性的测试方法 

基于光电特性的检测方法都是基于油品中某 
一 特性基团的特殊吸收(或发射)行为来进行测定 

的，其依据和基础是朗伯一比尔定律[6]，当一束平 

行单色光通过均匀的、非散射的吸光物质溶液时， 

溶液的吸光度与溶液浓度和液层厚度的乘积成正 

比。 

3．1 光声测量法 

光声光谱法的基础是光声效应。物质吸收光 

能产生的热转换为声波，光声光谱法是以捕捉声 

波信息进行检测的光谱方法。光声光谱法的特点 

是不消耗被测样品，造价低，灵敏度高，比普通分 

光光度法高 2～3个数量级，应用范围广，对样品 

的形状无特殊要求，可用于不透明固体、液体、气 

体和薄层样品分析，尤其可用于常规光谱仪难以 

分析的深色不透明或高散射性的样品的分析。 

3．2 光散射测量法 

当光照射在油、水混合溶液上时，会产生光 

散射。在光学系统和溶液性质一定的条件下，散 

射光强度与溶液浓度成比例。光散射法测定污水 

中的油分含量是通过测量散射光强度，经过转换 

求得油分含量的方法。该检测方法灵敏度高，操 

作简单，响应快，但易受环境影响。 

3．3 微波测量法 

微波通常是指波长从 1 m到 l mm范围内的电 

磁波，所对应的频率为300 MHz一300 GHz，其主要 

特性是似光性、穿透性、信息性和非电离性。微波 

测量法 是通过测量微波信号通过油水混合体后 

的衰减和相变情况而求得油分含量。该法检测范 

围广，速度快，对油品的温度及含盐量不敏感，但 

采用微波技术成本高，给使用和维护造成了困难。 

3．4 7射线法 

放射性同位素放射出的7射线穿过介质时， 

其强度会衰减，衰减的大小随介质的不同而不同， 

即取决于介质对 射线的质量吸收系数和介质的 

密度。对于多相介质 (如水和油)，介质吸收7射 

线而引起 7射线强度的变化既与介质种类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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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与介质中各种组分所占的比例有关。用探测器 

探测出强度的变化并经处理即可得到污水中的油 

分含量。7射线法的优点是测量范围广，受环境影 

响较小，适合在各种恶劣环境下工作，便于操作， 

但此法测量精度不高，且存在射线辐射、造价高、 

使用和维修困难等问题。 

3．5 紫外吸收法 

紫外吸收法又称紫外分光光度法，是利用石 

油及其产品中芳香族化合物和含共轭双键化合物 

在215～260 n／n紫外区的特征吸收测定石油类含 

量。此法所用仪器为紫外吸收分光光度计或紫外． 

可见吸收分光光度计。光源发出的紫外光经光栅 

或棱镜分光后，分别通过样品溶液及参比溶液， 

再投射到光点倍增管上，经光电转换并放大后， 

由绘制的紫外吸收光谱可对物质进行定性分析。 

紫外吸收法的测定范围为0．05～50 mg／L。紫外吸 

收法灵敏度较高，但由于各种物质的紫外吸收强 

度差异较大，许多其它有机物也都对紫外光有吸 

收，因此对于组成变化较大的工业废水和成分复 

杂的环境水体，采用紫外分光法，数据可比性和 

准确性都较差，测试范围窄，因此国外己不再使 

用。我国过去矿物油测量多数是采用紫外吸收法， 

现也已基本淘汰。 

3．6 荧光光度法 

当用某一波长的光(如紫外光)照射某一物质 

时，这种物质能在极短时时间内发射出较照射波 

长稍长的光(如可见光)，这种光称为荧光。荧光 

分光光度法[1]的测定原理是利用紫外光源照射污 

水，激发水中各组分产生荧光，该荧光强度正比 

于荧光物质的浓度。同紫外法一样，产生荧光的 

物质主要为芳香族化合物和含共轭双键化合物。 

由于不同物质的荧光发射强度差异很大，测定结 

果受水中油份组成影响较大，但由于海洋监测关 

注的是难降解的芳烃类石油，故在我国海水监测 

中仍在使用。荧光光度法的优点是不需要萃取剂， 

灵敏度高，选择性好，易于实现在线检测，但对于 

较浓的溶液，会产生猝灭和自吸收现象使测试结 

果产生偏差；另外，由于被检测样品与光学器件 

无直接接触，所以不存在光学元器件的清洗问题； 

缺点是仅能测定矿物油中苯系物的含量，无法测 

定矿物油中的直链烷烃。 

3．7 红外光度法 

红外光度法包括红外分光光度法和非分散红 

外光度法。我国 目前大都采用红外分光光度法， 

非分散红外光度法为美国环境保护署对土壤和水 

中油的测量的标准方法。 

红外分光光度法 是用三氟三氯乙烷或四氯 

化碳萃取水体中的油类物质，而后将萃取液通过 

Florisil柱(主要成分为硅酸 镁晶体)吸附，除去动 

植物油，得到水中石油类物质，利用石油中的主 

要成分甲基(一CH3)、亚甲基(一CH2)、芳香烃( 

一 H)等分别在3．413，3．378，3．300 tan处存在伸 

缩振动，同时或顺序检测在上述三处波长处的红 

外吸收，从而测得油中甲基、亚甲基、芳香烃的含 

量。其优点是检测过程中所用的光电器件不易受 

自然光影响，能全面检测碳氢链的伸缩振动，准 

确测得油的总含量，检测范围较广；缺点是需要 

用溶液萃取，萃取过程中难免会有少量挥发性有 

机物质丢失，此外，因物质在红外区的吸光系数 

大，在测量时要求将待测物质进行稀释处理或者 

其分析样品池的光程在 l miI1以下。 

非分散红外光度法 。̈ 是利用油中烷烃的 一 

c 、一CH2在近红外区(3．400 tan)附近存在伸缩 

振动吸收带，因而可利用3．400 tan左右的单一波 

长进行测定。采用四氯化碳(或二氯三氯乙烷)为 

溶剂，从水样中提取石油烃，并调整油品在四氯 

化碳中的浓度范围，使它符合比耳定律，然后进 

行定量测定。此方法最低检测浓度为0．05 mg／L， 

测定上限为 10 mg／L，适用于样品中芳香烃含量不 

高的情形。该方法为美国环境保护署对土壤和水 

中油的测量的标准方法。这种检测方法的优点是 

仪器结构简单，测量具有较好的重现性；缺点是仅 

能检测矿物油中的直链烷烃或环烷烃，不能检测 

苯系物，从而影响了数据的代表性，且萃取、分离 

等样品预处理工作较复杂。 

4 检测方法比较 

表 1为污水油测量方法的特性比较表。由表 

中我们可以看到，每种检测方法的灵敏度不一， 

成本不同，适用的检测范围也不同，检测周期也 

会受到检测原理本身特性的限制。因此，在实际 

检测中，我们应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选择最 

佳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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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 污水油测量方法特性比较 

5 结束语 

随着工业的发展，油类物质对水体和土壤的 

污染已成为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因此，开展 

水中油类污染检测技术研究，不仅是国家科学制 

定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规划，保障国家水安 

全、粮食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的迫切需要，也是保 

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迫切需要，具有重要的社 

会和经济价值。 

然而，目前现有的污水油浓度检测方法在测 

量精度、重复性、稳定性、可靠性及成本方面还存 

在诸多问题，无法在工业现场真正作为检测仪表 

使用。分析我国污水油检测技术的现状，结合我 

国的实际情况，研发速度更快、性能更为优越的 

实时检测技术，研制多种测量技术融合的测量仪 

器是～种必然的趋势，使仪器易携带，成本低，操 

作方便，能满足各种条件下的使用。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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