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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了腐殖酸浓度、ｐＨ、温度和光照强度对光诱导腐殖酸产生单线态氧潜力的影响，并对腐殖酸紫外－可见光谱特征 Ｅ２：Ｅ３ 与单线态氧

量子产率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腐殖酸浓度增加会促进单线态氧的产生，ｐＨ 是腐殖酸产生单线态氧的重要影响因素，单线态氧平衡浓

度（［ １Ｏ２］ ｓｓ）在 ｐＨ＝ ７ 时最高，随酸（或碱）性增强而减小；在模拟的实际环境温度（１．５、５、１０、１５ 和 ２５ ℃）中，［ １Ｏ２］ ｓｓ随绝对温度值（Ｋ）升高

呈增长趋势，但在 ２８３ Ｋ（１０ ℃）后趋于平衡；光照强度增大对［ １Ｏ２］ ｓｓ具有促进作用；在氙灯模拟日光照射实验中，最小（０．８×１０４ ｌｕｘ）和最大

（１５．５×１０４ ｌｕｘ）光强下［ １Ｏ２］ ｓｓ值相差一个数量级．单线态氧量子产率与腐殖酸的 Ｅ２：Ｅ３ 值呈显著正相关，这可能与腐殖酸中小分子芳香族在

光敏化过程中能量转移效率更高有关．综上可推测夏季（温度高和光照强度大）更有利于水环境中腐殖酸类溶解性有机质产生活性氧物质，促
进对有机污染物的光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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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溶解性有机质（ＤＯＭ）含有发色基团，是重要的

天然光敏剂，在紫外辐射或太阳光照射下，单线态

（ｓｔａｔｅ ＤＯＭ ｓｉｎｇｌｅｔ，１ＤＯＭ）分子吸收光能先转化为

激发单线态（ ｅｘｃ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 ＤＯＭ ｓｉｎｇｌｅｔ，１ＤＯＭ∗），进
而转化为激发三线态 （ ｅｘｃ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 ＤＯＭ ｔｒｉｐｌｅｔｓ，
３ＤＯＭ∗），进一步与溶解氧分子发生一系列反应，产
生活性氧物质（ 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ｏｘｙｇ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ＲＯＳ），如羟

基自由基（ｈｙｄｒｏｘｙｌ ｒａｄｉｃａｌ，·ＯＨ）、单线态氧（ｓｉｎｇｌｅｔ
ｏｘｙｇｅｎ，１Ｏ２）、超氧化物（ ｓｕｐｅｒｏｘｉｄｅ，Ｏ－

２ ）等（见反应

式（１）、（２）） （ Ｚｅｐｐ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５；Ｈａａｇ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６；
Ｈａｌｌａｄｊ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 Ｖｉｎｏ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Ｄａｌｒｙｍｐｌ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这些活性氧物质可以诱导有机污染物

光降解，同时，ＤＯＭ 也会与目标化合物竞争光吸收，
或猝灭目标化合物的激发态，ＤＯＭ 对有机污染物的

光解具有光敏化和光屏蔽双重作用（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Ｇｕｅｒａｒ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Ｗｅｎ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Ｌｅａ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这与 ＤＯＭ 的来源、组成、化学结构等

特点密切相关．因此，溶解性有机质在水生生态系统

光化学中扮演重要角色，可以影响有机污染物的环

境行为和生态风险（何伟等，２０１６）．
１ＤＯＭ＋ｈυ→１ＤＯＭ∗→３ＤＯＭ∗ （１）

３ＤＯＭ∗＋Ｏ２→１ＤＯＭ＋ＲＯＳ （２）
为了更好地探究 ＤＯＭ 对有机污染物光降解的

影响，研究人员对 ＤＯＭ 光化学反应特征，如机理、
定量关系等开展了大量研究 （ Ｚｅｐｐ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５；
ＭｃＮａｌｌ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 Ｃｏｒ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 ａｌ Ｈｏｕｓａｒ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Ｗｅｎ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Ｚｅｐｐ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５）
通过对自然水体进行研究，率先建立了 ＤＯＭ 与单

线态氧之间的定量关系．此后针对 ＤＯＭ 产生 ＲＯＳ
的反应，用从自然水体、土壤等不同来源介质中提

取的腐殖酸、富里酸等不同组分，在太阳光及模拟

日光等不同光照条件下，进行了有机质光化学行为

等 研 究 （ Ｈａａｇ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６； Ｐａｕ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 Ｂｏｒｅ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Ｍｏｓｔａｆ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此外，溶解性有

机质光谱特征与１Ｏ２产量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也有一

定的深入报道 （ Ｈｅｌｍ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 Ｂｏｙｌ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Ｃａｖａｎ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小
分子量的 ＤＯＭ 光敏效率较大分子量的高（Ｒｉｃｈａｒ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ＤＯＭ 的光谱特征（如 Ｅ２：Ｅ３（２５４ ｎｍ
与 ３６５ ｎｍ 处吸光度的比值）、 ａ３００、 Ｓ３００～６００ （ ３００ ～

６００ ｎｍ段吸光光谱斜率）等）与单线态氧产量及量

子产率存在一定的相关性（Ｄａｌｒｙｍｐｌ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Ｍｏｓｔａｆ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一定程

度上还可运用这些关系对１Ｏ２量子产率进行预测；
Ｃｏｅｌｈ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 认为单线态氧平衡浓度与

ＤＯＭ 的长波段荧光强度有很强的相关性，荧光类有

机质在产生单线态氧反应中有一定作用．目前，国外

对光诱导有机质产生单线态氧的机制研究较多，而
针对该反应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较少且缺乏系统

性和全面性，国内相关研究则更多关注于有机质对

有机污染物光降解的影响．本文将从水环境和光照

条件两方面，探讨 ｐＨ、温度、光照强度、以及腐植酸

含量等因素对光诱导有机质产生单线态氧反应的

影响．
腐殖酸（ｈｕｍｉｃ ａｃｉｄ，ＨＡ）作为 ＤＯＭ 的重要组成

部分，广泛存在于天然水体、土壤、沉积物等介质中．
本研究利用我们课题组发明的用于有机质产生单

线态氧研究的实验装置（何伟等， ２０１５），选用典型

溶解性有机质———腐殖酸，在氙灯模拟日光照射

下，选取 ＨＡ 浓度、ｐＨ、温度和光照强度等因素，对
腐殖酸产生单线态氧反应的影响进行探究，选取

Ｅ２：Ｅ３ 分析腐殖酸光谱特征与１Ｏ２量子产率间的关

系，以期明晰溶液环境、光照条件对腐殖酸光敏化

产生１Ｏ２反应的影响，为天然有机质的光化学行为及

其影响因素研究和水体自净能力评估提供理论

依据．

２　 材料与方法（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２．１　 腐殖酸溶液制备

将固体腐殖酸（化学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

限公司）置于水中，用 ０． １ ｍｏｌ·Ｌ－１ 氢氧化钠调节

ｐＨ，搅拌、溶解、离心、过 ０． ４５ μｍ 微孔滤膜，得到

ｐＨ 分别为 ４、５、６、７、８、１０、１２ 的 ＨＡ 溶液，储存于棕

色玻璃瓶中，４ ℃ 下保存备用．采用有机碳分析仪

（ＴＯＣ⁃Ｖ ＷＰ，日本岛津公司）测得各 ｐＨ 下提取 ＨＡ
溶液的 ＤＯＣ 含量．光照实验 ＨＡ 工作液用储备液按

ＤＯＣ 设定浓度成一定比例稀释所得，稀释选用相应

ｐＨ 的 ５ ｍｍｏｌ·Ｌ－１磷酸盐缓冲溶液．
２．２　 单线态氧捕获剂及敏化剂

糠醇（Ｆｕｒｆｕｒｙｌ ａｌｃｏｈｏｌ，ＦＦＡ，９８％，阿法埃莎（天
津）化学有限公司）作为一种经典单线态氧捕获剂

广泛用于腐殖酸光化学研究（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Ｍｏｓｔａｆ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 光 照 实 验 中 ＦＦＡ 浓 度 为

０７１１



４ 期 白泽琳等：光诱导腐殖酸产生单线态氧的影响因素研究

１０ μｍｏｌ·Ｌ－１ ．萘嵌苯酮（ Ｐｅｒｉｎａｐｈｔｈｅｎｏｎｅ，ＰＮ，９７％，
美国西格玛奥德里奇公司）是一种重要的单线态氧

敏化剂（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实验中 ＰＮ 的浓度为

１００ μｍｏｌ·Ｌ－１ ．
２．３　 高效液相色谱测定

ＦＦＡ 测定采用高效液相色谱分析仪，色谱柱为

ＲＰ⁃Ａｍｉｄｅ Ｃ１６， 流 动 相 为 醋 酸 缓 冲 溶 液

（５ ｍｍｏｌ·Ｌ－１，ｐＨ ＝ ４． ５６） ／乙腈 ＝ ９ ／ １，Ｖ ／ Ｖ，流速为

１．０ ｍＬ·ｍｉｎ－１，紫外检测器波长为 ２１９ ｎｍ．标准曲线

浓度梯度选择 ２、５、１０、２５、５０、１００ μｍｏｌ·Ｌ－１ ．液相色

谱分析中，ＦＦＡ 出峰时间为 ６．２～６．８ ｍｉｎ．
２．４　 实验装置及条件控制

本课题组设计的单线态氧捕获装置如图 １ 所示

（何伟等，２０１５）．该装置由 ４ 个部分构成，从左到右

依次为光反应装置（Ｓｏｌａｒ⁃５００，北京纽比特科技有限

公司， 中 国）、 四 通 道 全 自 动 蠕 动 泵 采 样 装 置

（ＢＴ１００⁃１Ｆ，河北保定兰格恒流泵有限公司，中国）、
四通道部分收集器（ＥＢＳ⁃２０，上海沪西分析仪器厂

有限公司，中国）和低温恒温循环水装置（ ＩＬＢ⁃００８⁃
４，施都凯仪器设备（上海）有限公司，中国）．该装置

可以调节改变光强，控制反应温度．光源采用 ５００ Ｗ
球形氙灯，部分接收装置外部用黑纸进行了包裹以

免收集到的样品受到外界光的影响而发生降解．

图 １　 单线态氧捕获装置示意图（１．光源，２．光强调节器，３．单色

仪， ４．暗室，５．多通量反应杯，６．冷阱，７．恒流泵，８．部分收

集器，９．恒温循环水，１０．遮光罩，１１．采样管路，１２ 冷凝水

管路）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ｔ ｏｘｙｇｅｎ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ｄｅｖｉｃｅ （１． ｌｉｇｈｔ ｓｏｕｒｃｅ，

２．ｌｉｇｈ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 ３．ｍｏｎｏ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ｒ， ４．ｄａｒｋ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ｂｏｘ， ５．ｍｕｌｔｉｆｌｕｘ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ｃｕｐ， ６． ｃｏｌｄ ｔｒａｐ， ７．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ｆｌｏｗ
ｐｕｍｐ， ８．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ｏｒ， ９．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ｗａｔｅｒ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ｏｒ， １０．ｌｉｇｈｔ ｓｈｉｅｌｄ， １１．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ｔｕｂｅ， １２．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ｅ
ｗａｔｅｒ ｔｕｂｅ）

光化学反应影响因素选择 ＨＡ 浓度、ｐＨ、温度

和光照强度．在腐殖酸溶液中加 １０ μｍｏｌ·Ｌ－１ ＦＦＡ，
同时设置 ＦＦＡ 空白组和 ＰＮ 校正组，氙灯下垂直照

射 ３ ｈ，采样间隔时间为 ３０ ｍｉｎ，连续采 ７ 次，每次取

样 ０．５ ｍＬ，过 ０．２２ μｍ 尼龙微孔滤膜后封装于棕色

样品瓶中待测．
２．５　 单线态氧平衡浓度及量子产率计算

一般采用单线态氧平衡浓度 （ ｓｉｎｇｌｅｔ ｏｘｙｇｅｎ
ｓｔｅａｄｙ⁃ｓｔａｔ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 １Ｏ２］ ｓｓ） 对腐殖酸产生
１Ｏ２的产量进行表征．ＦＦＡ 作为对１Ｏ２的捕获剂，其降

解的快慢可以反映产生１Ｏ２的速率．［ １Ｏ２］ ｓｓ可由 ＦＦＡ
降解速率常数 ｋｏｂｓ，ＤＯＭ和 ＦＦＡ 自身光降解速率常数

ｋｏｂｓ，ｄｉｒ经公式（３）计算得到．

［ １Ｏ ２］ ｓｓ ＝
ｋｏｂｓ，ＤＯＭ－ｋｏｂｓ，ｄｉｒ( )

ｋｒｘｎ，ＦＦＡ
（３）

式中，ｋｏｂｓ， ＤＯＭ和 ｋｏｂｓ，ｄｉｒ可由准一级反应动力学方程

ｌｎ（Ｃ０－Ｃ）＝ －ｋｔ 计算得到，单位为 ｓ－１， ＦＦＡ 和１Ｏ２双

分子 反 应 速 率 常 数 ｋｒｘｎ， ＦＦＡ 取 值 为 ８． ３ × １０７

ｍｏｌ·Ｌ－１·ｓ－１ ．　
单线态氧的量子产率 ФΔ，是指吸收 １ ｍｏｌ 光子

产生１Ｏ２的摩尔数，一般通过与一种已知其 Ф 值的
１Ｏ２敏化剂比较得出，本研究中选用的单线态氧敏化

剂萘嵌苯酮 （ ＰＮ） 的 ФＰＮ 为 ９８％．则 ФΔ 计算公式

如下：

ΦΔ ＝
ｋｏｂｓ，ＤＯＭ－ｋｏｂｓ，ｄｉｒ( )

ｋｏｂｓ，ＰＮ－ｋｏｂｓ，ｄｉｒ( )
·

∑ λ
Ｉλａλ，ＰＮ

∑ λ
ＩλＳλａλ，ＤＯＭ

·ΦＰＮ

（４）
式中， Ｉλ 表 示 光 源 在 每 个 波 长 下 的 光 照 强 度

（Ｗ·ｍ－２）；ａλ，ＤＯＭ和 ａλ，ＰＮ分别表示腐殖酸和光敏剂在

每个波长处的纳氏吸收系数（ｍ－１），可由公式（５）计
算得到；Ｓλ是屏蔽因子，无量纲，可由公式（６）计算

得到．

ａ ＝ Ａｂｓ
Ｌ

× ２．３０３ （５）

Ｓλ ＝ １ － ｅａλ×１．２ｄ

ａλ × １．２ｄ
（６）

式中，Ａｂｓ 表示在每个波长下的吸光度值，Ｌ 和 ｄ 均

表示辐射光源的路径长度，取值均为 ０．０１ ｍ．

３　 结果与讨论（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３．１　 腐殖酸浓度（ＤＯＣ）与 ｐＨ 对１Ｏ２的平衡浓度的

影响

溶解性有机质浓度（ＤＯＣ）是溶解性有机质产

生１ Ｏ２ 的重要影响因素 （ Ｆｒｉｍｍｅｌ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７ ）．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研究结果表明， ［ １ Ｏ２ ］ ｓｓ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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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Ｃ 显著线性相关（Ｒ２ ＝ ０．９５）．由图 ２ 可知，本研究

中同 ｐＨ 值下，ＤＯＣ 值高的腐殖酸溶液产生的１Ｏ２均

高于低 ＤＯＣ 的溶液，但因未设置多个 ＤＯＣ 浓度梯

度实验，本研究不能得到 ［ １ Ｏ２ ］ ｓｓ 与 ＤＯＣ 的关系

曲线．
ｐＨ 作为水环境中重要的理化性质指标，对水中

ＤＯＭ 的水化学、光化学等行为的解释和预测具有重

要作 用 （ Ｆｒｉｍｍｅｌ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７； Ｄａｌｒｙｍｐｌ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图 ２ 为不同 ｐＨ 条件下，腐殖酸光敏化产生
１Ｏ２的平衡浓度． ［ １Ｏ２］ ｓｓ值在 ｐＨ＝ ７ 的溶液中最高，
其中 ＤＯＣ 值为 １８ ｍｇ·Ｌ－１和 ３０ ｍｇ·Ｌ－１的腐殖酸溶

液产生的 ［ １ Ｏ２ ］ ｓｓ 分别为 ５９６． ９ ｆｍｏｌ·Ｌ－１ 和 ６７７． ３
ｆｍｏｌ·Ｌ－１ ．随着酸碱性增强，［ １Ｏ２］ ｓｓ值逐渐减小，但弱

酸环境中的［ １Ｏ２］ ｓｓ值较弱碱环境中的高．

图 ２　 不同 ｐＨ 及 ＤＯＣ 浓度的 ＨＡ 溶液中［ １Ｏ２］ ｓｓ值

Ｆｉｇ．２　 ［ １Ｏ２］ ｓｓ ｏｆ ＨＡ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Ｈ ａｎｄ ＤＯＣ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不同 ｐＨ 值条件下，腐殖酸产生的１Ｏ２的平衡浓

度不同，且呈倒“Ｕ”形分布，可能因为腐殖酸作为一

种带负电荷的高分子聚合物，其所含有的羧基、羟
基以及醌基等官能团会随着 ｐＨ 值的不同而改变其

存在状态． Ｓｈａｒｐｌｅｓ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研究发现，酚基和

醌基是腐殖质光化学反应中重要的发色基团．本研

究中对不同 ｐＨ 值下提取的腐殖酸进行了红外光谱

（ＦＴ⁃ＩＲ）扫描（图 ３）．１１３７～１２８０ ｃｍ－１间的信号峰表

明酯和酚的 Ｃ—Ｏ 伸缩振动的存在，１５８０ ～ １８００
ｃｍ－１间的信号峰表明 Ｃ Ｃ 及酮、醌中的 Ｃ Ｏ 伸

缩振动的存在．由图 ３ 可知，ｐＨ ＞ ７ 时，腐殖酸在

１１３７ ～ １２８０ ｃｍ－１ 间信号峰缺失以及 １５８０ ～ １８００
ｃｍ－１间的信号峰也低于酸性条件下的（ｐＨ ＝ ４ 组除

外），表明腐殖酸在碱性环境中酚基和醌基显著减

少，致使光敏化产生的１Ｏ２减少，且比酸性环境中的

小．对于 ｐＨ＜７ 时，［ １Ｏ２］ ｓｓ的降低可能是因为 ＨＡ 分

子发生团聚（李文慧等， ２００９），接触光面积减少，发
色基团吸收光能效率下降，使得３ＤＯＭ∗通过能量转

移产生１Ｏ２的反应减弱．

图 ３　 不同 ｐＨ 下溶液中提取的腐殖酸红外光谱图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ＨＡ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ｉｎ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Ｈ

３．２　 温度对１Ｏ２的平衡浓度的影响

为模拟实际水环境，本研究所选温度段为 １．５、
５、１０、１５ 和 ２５ ℃，［ １Ｏ２］ ｓｓ与 Ｔ（Ｔ 为绝对温度）的关

系如图 ４ 所示．实验温度范围内，［ １Ｏ２］ ｓｓ值为 ４００ ～
５０６ ｆｍｏｌ·Ｌ－１，随 Ｔ 增大呈增长趋势．分析推测温度

升高，溶液中分子活跃度增强，使得 ＨＡ 吸收光子能

量发生能级跃迁生成三线激发态（ ３ＨＡ∗）的速率增

大，使得更多的氧分子获得３ ＨＡ∗ 转移的能量形

成１Ｏ２ ．

图 ４　 不同温度下的［ １Ｏ２］ ｓｓ值

Ｆｉｇ．４　 ［ １Ｏ２］ ｓｓ ｏｆ ＨＡ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本研究表明，在一定范围内，温度升高对腐殖

酸产生１Ｏ２ 的反应有促进作用．温度低于这一范围

时，如在 ０ ℃以下，处于冰晶中的 ＤＯＭ 中的光化学

反应组分会浓缩在更小的空间内，使得其间接光降

解雪中艾氏剂的速率高于液态水环境中的，且降解

速率随温度降低而增大 （Ｇｒａｎｎａ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温
度超过本文的温度范围时，分子结构、发色团及１Ｏ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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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等性质都可能发生变化，［ １Ｏ２］ ｓｓ在这一温度

范围内的变化规律还需通过进一步的实验获得．
３．３　 光强对１Ｏ２的平衡浓度的影响

自然界直射的光照强度范围为 ３．２×１０４到 １０×
１０４ ｌｕｘ，本研究在此基础上尽量模拟不同强度的太

阳光，同时设置了光源光照强度最大值，评估光源

的最大潜力．图 ５ 为不同光照强度（０．８、２．３、４、７．５、
１０、１５．５ ×１０４ ｌｕｘ）下，腐殖酸产生的［ １Ｏ２］ ｓｓ值．光强

为 １５．５×１０４ ｌｕｘ 时，［ １Ｏ２］ ｓｓ值达到 ６６６．１ ｆｍｏｌ·Ｌ－１，
随着光强减弱，１Ｏ２产生速率降低，在 ０．８×１０４ ｌｕｘ 光

照下，单线态氧产生速率 ｋ 与最大光强时相比低 １
个数量级，［ １Ｏ２］ ｓｓ值仅为 ３７．３ ｆｍｏｌ·Ｌ－１ ．ＤＯＭ 产生
１Ｏ２是一个能量转移的过程，且更依赖于 ３６５ ｎｍ 左

右处的紫外光子能量（Ｖｉｎｏ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Ｄａｌｒｙｍｐｌ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本研究中采用氙灯模拟 ３００ ～ ８００ ｎｍ
波段日光辐射，３６５ ｎｍ 处能量本身较弱，光照强度

降低，使得供腐殖酸吸收的光子减少，减弱了光敏

化反应．

图 ５　 不同光照强度下［ １Ｏ２］ ｓｓ值

Ｆｉｇ．５　 ［ １Ｏ２］ ｓｓ ｏｆ ＨＡ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ｉｇｈ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３．４　 腐殖酸光谱特征与１Ｏ２量子产率的关系

尽管腐殖酸结构、性质的复杂性对其分子规模

下光化学模型的建立造成了很大阻碍，但众多研究

表明了用光谱数据对腐殖酸光化学反应速率进行

预测的可能性．例如，一些研究结果表明：荧光特性

指标与 ＤＯＭ 的平均分子量负相关（Ｃｏｅｌｈ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小分子量的 ＨＡ 光敏化降解 ２，４，６⁃三甲基苯

酚的效率比大分子量的高（Ｈａｌｌａｄｊ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
Ｄａｌｒｙｍｐｌ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用测定得到的 ФΔ与 Ｅ２：Ｅ３
的关系式对 ФΔ进行预测计算，结果与实际值的误差

为－３％～６０％．
本研究选光谱特征值 Ｅ２：Ｅ３ 与 ФΔ值进行相关

分析，所得关系图见图 ６．量子产率 ФΔ与 Ｅ２：Ｅ３ 显

著正相关（ｐ＜０．０１），线性拟合所得方程为 ｙ＝ １．０９ｘ－
１．９０，Ｒ２ ＝ ０．４４．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针对水体 ＤＯＭ
的研究结果显示，ФΔ与 Ｅ２：Ｅ３ 之间成正相关（ ｙ ＝
０．１９６ ｘ＋０．６０５，Ｒ２ ＝ ０．５９２）．本研究中 ФΔ与 Ｅ２：Ｅ３
的线性相关拟合斜率（１．０９）显著大于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研究结果（０．１９６），可能因本研究腐殖酸与

他人研究样品相比有机质类型不同且较为单一所

致．Ｅ２：Ｅ３ 作为表征 ＤＯＭ 的芳香性和分子量的特征

值 （ Ｐｅｕｒａｖｕｏｒｉ ａｎｄ Ｐｉｈｌａｊａ， １９９７； Ｄａｌｚｅｌ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其差异可以反映有机质类型的不同．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的研究中 ５ ﹤ Ｅ２：Ｅ３ ﹤ ２５，有机质类

型多样，以小分子量的 ＤＯＭ 为主；而本研究中

Ｅ２：Ｅ３值较小且范围窄（２．３２～２．６１），有机质类型单

一，腐殖酸分子量大，芳构化程度高．这表明，存在单

线态氧量子产率随有机质分子量减小及芳香性减

弱而增大的趋势，且对于高分子量的 ＤＯＭ，该趋势

更为显著．

图 ６　 １Ｏ２量子产率与 Ｅ２：Ｅ３ 关系

Ｆｉｇ．６　 Ｔｈｅ ｌｉｎｅａ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ｑｕｔａｎｔｕｍ ｙｉｅｌｄｓ ｏｆ １Ｏ２ ａｎｄ

Ｅ２：Ｅ３

３．５ 　 实际环境条件下影响单线态氧产生的主要

因素

在实际环境条件下，影响单线态氧产生的因素

很多，如 ＤＯＭ 含量与组成、光照与气温、以及水体

ｐＨ 值与离子含量等水环境特征．不同水体（如湖泊、
河流和海洋等）中 ＤＯＭ 含量与组成、以及水环境条

件可能差异较大，这会造成其１Ｏ２产生潜力会有较大

变化．由于气温与光照的不同，季节变化会导致光诱

导 ＤＯＭ（如腐殖酸）产生１Ｏ２潜力的变化；冬季温度

和光强均较低，１Ｏ２产生潜力则较低，而夏季温度高

和光强大，利于１Ｏ２的产生，冬季与夏季的温度与光

强相差也大，相应产生的１Ｏ２产生的潜力差别也越

大，如在本文氙灯模拟日光照射实验中，最小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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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１０４ ｌｕｘ）和最大光强（１５．５×１０４ ｌｕｘ）情况下，
［ １Ｏ２］ ｓｓ值相差约一个数量级；此外，季节更替也会

影响到水环境中 ＤＯＭ 含量与组成、以及其他离子

（如 ＮＯ－
３、Ｆｅ 离子等）浓度等因素的变化，进而对１Ｏ２

的生成产生影响（Ｄｅ Ｌａｕｒｅｎｔｉｉ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一些受

到污染的水体具有过高的碱性或酸性，均会减弱１Ｏ２

的产生潜力，而正常水体 ｐＨ 为 ６ ～ ９，利于１Ｏ２的产

生．实际水环境中众多重金属离子，可与腐殖酸形成

螯合物，影响１Ｏ２的产生潜力（Ｇａｏ ａｎｄ Ｚｅｐｐ， １９９８）．
此外，针对同一水环境，一天中不同时段及不同深

度下，因温度、光照强度、ＤＯＭ 浓度等因素的差异，
光诱导 ＤＯＭ 产生１ Ｏ２ 的潜力也存在差别（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

４　 结论（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溶液环境和光照条件对腐殖酸光化学反应有

一定影响，中性以及弱酸性环境中产生的单线态氧

速率较高，所以维持水体环境 ｐＨ 值接近于中性，有
利于水中溶解性有机质对有机污染物的光降解．一
定范围内，温度和光强的增大对腐殖酸光化敏化产

生单线态氧反应均有促进作用，据此推测夏季（温
度高和光照强度大）更有利于水环境中腐殖酸类溶

解性有机质产生活性氧物质，促进对有机污染物的

光降解作用．腐殖酸的来源、性质等差异对光化学反

应的影响也需考虑，分子量小、芳构化程度高、含氧

共轭体系发色基团多的腐殖酸（较高 Ｅ２：Ｅ３ 值），使
得光子能量转化效率高，单线态氧量子产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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