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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华东理工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ꎬ国家环境保护化工过程环境风险评价与控制重点实验室ꎬ上海 ２００２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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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某电镀厂旧址内的铬(Ｃｒ)污染土壤为研究对象ꎬ分别添加多硫化钙(ＣＰＳ)、硫化钠(Ｎａ２Ｓ)以及焦亚硫酸钠(Ｎａ２Ｓ２Ｏ５)３ 种硫化物稳定

剂ꎬ探究 ３ 种稳定剂不同投加摩尔比对土壤中 Ｃｒ 的价态变化、浸出毒性和形态分布的影响.结果表明:ＣＰＳ 对Ｃｒ(Ⅵ)还原效果最佳ꎬ当 ＣＰＳ 投

加摩尔比为 ３ 时ꎬ土壤中Ｃｒ(Ⅵ)含量从 １５８７.５ ｍｇｋｇ－１减少至 １２.４３ ｍｇｋｇ－１ꎬ还原效率高达 ９９.２％ꎬ然而相同条件下 Ｎａ２Ｓ 和Ｎａ２Ｓ２Ｏ５对Ｃｒ(Ⅵ)
的还原效率仅分别为 ５５.６％和 ７４.５％.ＣＰＳ 对Ｃｒ(Ⅵ)和总 Ｃｒ 稳定效率最高ꎬ当 ＣＰＳ 投加摩尔比为 ３ 时ꎬ浸出Ｃｒ(Ⅵ)和总 Ｃｒ 浓度分别为 ０.０２
ｍｇＬ－１和 ０.３２ ｍｇＬ－１ꎬＣｒ(Ⅵ)和总 Ｃｒ 稳定效率分别为 ９９.８％和 ９９.１％ꎬ此时Ｃｒ(Ⅵ)浓度满足 ＧＢ / Ｔ １４８４８－９３«地下水水质标准»规定的限值.
相同投加摩尔比下 Ｎａ２Ｓ 和Ｎａ２Ｓ２Ｏ５对Ｃｒ(Ⅵ)稳定效率分别仅为 ６３.０％和 ９８.９％ꎬ对总 Ｃｒ 稳定效率分别为 ６６.５％和 ７７.２％ꎻ浸出Ｃｒ(Ⅵ)和总 Ｃｒ
浓度随着 ＣＰＳ 和 Ｎａ２Ｓ 投加摩尔比的增加而降低ꎬ然而随着Ｎａ２Ｓ２Ｏ５投加摩尔比的增加ꎬ浸出Ｃｒ(Ⅵ)浓度持续下降ꎬ但总 Ｃｒ 浓度不断升高.ＣＰＳ
和 Ｎａ２Ｓ 稳定化后土壤中 Ｃｒ 的有机物结合态变化不大(ｐ>０.０５)、铁锰氧化物结合态显著增加(ｐ<０.０５) .硫化物稳定剂稳定化后土壤中 Ｃｒ 的可

交换态含量的变化是影响浸出总 Ｃｒ 浓度变化的主要原因.基于 ３ 种硫化物稳定剂对土壤中Ｃｒ(Ⅵ)还原效率、Ｃｒ(Ⅵ)和总 Ｃｒ 稳定效率和 Ｃｒ 的
可交换态含量的影响ꎬＣＰＳ 投加摩尔比为 ３ 时ꎬ对该电镀厂铬污染土壤的稳定化效果最佳.
关键词:铬污染土壤ꎻ硫化物ꎻ多硫化钙ꎻ稳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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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２３７
２. Ｂｒａｎｃｈ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ꎬ Ｙｏｎｋ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ꎬ Ｌｔｄꎬ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０５１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１８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ꎻ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ｉｎ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ｆｏｒｍ １９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７ꎻ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１９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７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ａｉｍｓ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ｖａｌａｎｃｅ ｃｈａｎｇｅꎬ ｌｅａｃｈｉｎｇ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 (Ⅵ) ｕｓｉｎｇ ｓｕｌｆｉｄｅ￣
ｂａｓｅ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ｒｓ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ｐｏｌｙｓｕｌｆｉｄｅ (ＣＰＳ)ꎬ ｓｏｄｉｕｍ ｓｕｌｆｉｄｅ (Ｎａ２Ｓ) ａｎｄ ｓｏｄｉｕｍ ｍｅｔａｂｉｓｕｌｆｉｔｅ (Ｎａ２Ｓ２Ｏ５)).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Ｃｒ (Ⅵ)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１５８７.５ ｍｇｋｇ－１ ｔｏ １２.４３ ｍｇｋｇ－１ ｗａ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９９.２％ ａｔ ＣＰＳ ｍｏｌａｒ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３.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ꎬ ｔｈ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 ｂｙ Ｎａ２Ｓ ａｎｄ Ｎａ２Ｓ２Ｏ５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５５.６％ ａｎｄ ７４.５％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Ｐ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ｏ

Ｃｒ (Ⅵ)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Ｃｒ. Ａｔ ＣＰＳ ｍｏｌａｒ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３ꎬ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９９.８％ ａｎｄ ９９.１％ ｗａｓ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ｆｏｒ ０.０２ ｍｇＬ－１ ｏｆ Ｃｒ (Ⅵ) ａｎｄ ０.３２
ｍｇＬ－１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Ｃ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Ｃｒ (Ⅵ)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ｗｅｌｌ ｂｅｌｏｗ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ｌｉｍｉｔ (０.０５ ｍｇＬ－１)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ｉｎ ＧＢ / Ｔ １４８４８￣９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ｍｏｌａｒ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Ｎａ２Ｓ ａｎｄ Ｎａ２Ｓ２Ｏ５ꎬ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Ｃｒ (Ⅵ) ｗｅｒｅ ６３.０％ ａｎｄ ９８.９％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Ｃｒ ｗｅｒｅ ６６.５％ ａｎｄ ７７.２％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ｒ (Ⅵ)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Ｃｒ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ｄｏｓａｇｅｓ ｏｆ ＣＰＳ ａｎｄ Ｎａ２Ｓꎬ ｗｈｉｌｅ Ｃｒ (Ⅵ)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ｂｕｔ
ｔｏｔａｌ Ｃｒ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ｗｉｔ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ｄｏｓａｇｅ ｏｆ Ｎａ２Ｓ２Ｏ５ . Ｔｈｅ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ｗａｓ ｌｉｔｔｌｅ ( ｐ > ０.０５) ｂｕｔ ｉｒ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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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ｘｉｄｅ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ｐ < ０.０５) ｉｎ ｓｏｉ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ｄ ｂｙ ＣＰＳ ｏｒ Ｎａ２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ａｂｌ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Ｃｒ ｉｎ ｓｏｉ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ｄ ｂｙ ｓｕｌｆｉｄｅ￣ｂａｓｅ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ｒｓ ｗ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ｒｅａｓ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Ｃ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ｒ (Ⅵ)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ｂｙ ｔｈｒｅ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ｓｕｌｆｉｄｅ￣ｂａｓｅ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ｒｓꎬ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Ｃｒ (Ⅵ)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Ｃ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ａｂｌ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Ｃｒꎬ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ｗａ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ａｔ ＣＰＳ ｍｏｌａｒ ｒａｔｉｏ 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 ｂｙ ｃｈｒｏｍｉｕｍ ｉｎ 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ｌａｔ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ｈｒｏｍｉｕｍ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 ｓｏｉｌｓꎻ ｓｕｌｆｉｄｅｓꎻ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ｐｏｌｙｓｕｌｆｉｄｅꎻ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１　 引言(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电镀工艺在机电、轻工、汽车、船舶等众多行业

中有广泛应用.由于镀铬工艺以铬酸和硫酸为电镀

液ꎬ未经处理直接将其排放到土壤中ꎬ不仅导致土

壤中六价铬(Ｃｒ(Ⅵ))含量急剧升高而且Ｃｒ(Ⅵ)在
酸性环境下迁移性强对地下水及人体健康构成巨

大危险(郭鹏然等ꎬ ２０１５ꎻＣｈｏｐｐａｌ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全
国遗留大量电镀厂铬污染土壤ꎬ如何修复该类污染

土壤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将铬(Ｃｒ)从土壤中分离的技术难度大、成本

高ꎬ对 Ｃｒ 污染土壤进行稳定化处理是当前主流的修

复技术(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ꎻＧｉｔｉｐｏｕｒ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
Ｃｒ(Ⅵ)毒性大、 迁移性及可溶性强ꎬ 而三价铬

(Ｃｒ(Ⅲ))毒性小、迁移性及可溶性弱.Ｃｒ 污染土壤

稳定化过程通常先加入还原剂将Ｃｒ(Ⅵ) 还原成

Ｃｒ(Ⅲ)ꎬ再加稳定剂与 Ｃｒ(Ⅲ)形成低毒性、低迁移

性和难溶性物质以达到修复目的(郑家传ꎬ ２０１４ꎻ
Ｐａｌｍ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常用的稳定剂有:硫化物、亚铁

盐、粘土矿物及有机药剂等(施尧ꎬ ２０１１ꎻ王加华ꎬ
２０１６).硫化物稳定剂因具有较强的还原性、良好的

稳定效果以及更持久的还原时间等优点ꎬ在铬渣无

害化处理、矿山铬污染土壤修复方面日益受到关注

(Ｗａｚｎ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７ꎻ刘增俊等ꎬ ２０１５).由于稳定化

技术不能改变土壤中重金属的总量ꎬ系统的评估稳

定剂对土壤中重金属的稳定化效果显得十分必要.
黄莹等通过 ｐＨ 值、Ｃｒ(Ⅵ)含量及 Ｃｒ 的化学形态评

估多硫化钙 ( ＣＰＳ) 对铬渣稳定化效果 (黄莹等ꎬ
２０１５)ꎬ李培中等通过土壤氧化还原电位(ＯＲＰ)、ｐＨ
值及Ｃｒ(Ⅵ)含量评估硫化物稳定剂对电镀厂铬污

染土壤的稳定化效果(李培中等ꎬ ２０１７).在实际重

金属污染场地修复工程中ꎬ土壤修复与地下水及地

表水修复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然而ꎬ目前关于稳定

药剂筛选中对重金属污染土壤稳定修复前后重金

属化学形态、溶出而进入地下水及地表水的风险等

关注较少.
本文以某电镀厂旧址内的铬污染土壤为研究

对象ꎬ研究比较 ＣＰＳ、Ｎａ２ Ｓ、焦亚硫酸钠(Ｎａ２Ｓ２Ｏ５)

３ 种硫化物稳定剂对电镀厂土壤中 Ｃｒ 的价态变化、
浸出毒性和形态分布的影响ꎬ旨在为电镀厂铬污染

土壤修复提供科学依据.

２　 材料与方法(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２.１　 供试土壤

Ｃｒ 污染土壤取自某电镀厂旧址内地表 ０ ~ ２０
ｃｍ 表层土.采集土壤经自然风干后ꎬ去除碎石和植

物残体ꎬ研磨过 １０ 目筛ꎬ充分混匀置于塑料箱中备

用.土壤理化性质见表 １.

表 １　 土壤样品的基本理化性质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 ｓｏｉｌ

含水率 ｐＨ ＯＲＰ / ｍＶ
ＣＥＣ /

(ｃｍｏｌｋｇ－１)
总 Ｃｒ /

(ｍｇｋｇ－１)
Ｃｒ(Ⅵ) /

(ｍｇｋｇ－１)

２３.９％ ６.３３ １４８ ９.８ １８７６.４ １５８７.５

２.２　 实验试剂

ＣＰＳ 液体药剂购买于连云港兰星工业技术有限

公司ꎬ主要成分为 ＣａＳ５(质量分数为 ２９％). Ｎａ２ Ｓ、
Ｎａ２Ｓ２Ｏ５、ＨＮＯ３、ＨＣｌ、ＨＦ 等实验药品均是购买于国

药集团试剂有限公司的分析纯(ＡＲ 级)试剂.
２.３　 实验方法

Ｃｒ 污染土壤稳定化:每种稳定剂为 １ 组实验ꎬ
每组设 ３ 个平行ꎬ共 ３ 组.不添加稳定剂的土壤作为

对照组.每组包含 ５ 个浓度梯度ꎬ按照稳定剂与土壤

中Ｃｒ(Ⅵ)的摩尔比(投加摩尔比)为 ０.７５、１.５、３、４、
５ 进行投加.保持含水率在 ３０％ꎬ２５ ℃下养护 ３ ｄ.
２.４　 测定与分析方法

２.４.１　 测定方法　 (１) 浸出毒性测试

土壤浸出毒性实验参照 ＨＪ / Ｔ ２９９—２００７ꎬ该方

法以硝酸 /硫酸混合溶液( ｐＨ ＝ ３.２０±０.０５)为浸提

剂.液固比为 １０ ∶ １ꎻ翻转振荡仪转速为 ( ３０ ± ２)
ｒｍｉｎ－１ꎬ振荡时间为(１８±２) ｈ.翻转振荡结束后收

集浸出液用于分析总 Ｃｒ 和Ｃｒ(Ⅵ).
(２) 重金属形态分析

重金属形态分析采用 Ｔｅｓｓｉｅｒ 等提出的分级连

续提取方法(Ｔｅｓｓｉｅｒ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７９).分析测试土壤中

重金属 Ｃｒ 的形态变化ꎬ包括可交换态、碳酸盐结合

６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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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铁锰氧化物结合态、有机物结合态和残渣态 ５ 种

形态.
土壤 ｐＨ 值测定参照 ＮＹ / Ｔ １３７７—２００７ꎻ土壤总

Ｃｒ 测定参照 ＨＪ ４９１—２００９ꎻＣｒ(Ⅵ)测定参照 ＧＢ / Ｔ
１５５５５.４—１９９５.
２.４.２　 稳定剂对Ｃｒ(Ⅵ)的还原效率　

Ａ ＝
Ｍ０ － Ｍｓ

Ｍ０

× １００％ (１)

式中ꎬＡ 为稳定剂对Ｃｒ(Ⅵ)的还原效率ꎻＭ０为稳定

化处理前土壤中Ｃｒ(Ⅵ)含量(ｍｇｋｇ－１)ꎻＭＳ为稳定

化处理后土壤中Ｃｒ(Ⅵ)含量(ｍｇｋｇ－１).
２.４.３　 稳定剂对Ｃｒ(Ⅵ) (总 Ｃｒ)的稳定效率(吴烈

善等ꎬ ２０１５)

η＝
Ｃ０－ＣＳ

Ｃ０
×１００％ (２)

式中ꎬη 为稳定剂对Ｃｒ(Ⅵ)(总 Ｃｒ)的稳定效率ꎻＣ０

为稳定化处理前土壤浸出液中Ｃｒ(Ⅵ)(总 Ｃｒ)浓度

(ｍｇＬ－１)ꎻＣＳ为稳定化处理后土壤浸出液中Ｃｒ(Ⅵ)
(总 Ｃｒ)浓度(ｍｇＬ－１).
２.５　 数据处理方法

本研究中的实验数据均取以平均值±标准误差

表示ꎬ利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３ 和 Ｏｒｉｇｉｎ ８.１ 软件对实验所得

数据进行处理和制图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对数据进行

相关性和显著性分析.

３　 结果与分析(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１ 　 不同硫化物稳定剂投加摩尔比对土壤中

Ｃｒ(Ⅵ)还原效果的影响

不同硫化物稳定剂投加摩尔比对土壤中Ｃｒ(Ⅵ)含

量的影响情况如图 １ 所示. ＣＰＳ 投加摩尔比为 １.５
时ꎬ土壤中Ｃｒ(Ⅵ)含量由初始的 １５８７.５ ｍｇｋｇ－１快

速降至１２０.７ 　 ｍｇｋｇ－１ ꎬ还原效率为９２.４％ ꎻ当ＣＰＳ

图 １　 稳定剂投加摩尔比对土壤中Ｃｒ(Ⅵ)含量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ｏｓａｇ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ｒ ｏｎ Ｃｒ (Ⅵ)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ｓｏｉｌ

投加摩尔比为 ３ 时ꎬＣｒ(Ⅵ)含量为 １２.４ ｍｇｋｇ－１ꎬ还
原效率为 ９９. ２％ꎻ 继续增加 ＣＰＳ 投加摩尔比ꎬ
Ｃｒ(Ⅵ)含量缓慢降低ꎬ进一步增加投加摩尔比至 ５
时ꎬＣｒ(Ⅵ) 含量基本保持稳定ꎬ还原效率均超过

９９％.土壤中Ｃｒ(Ⅵ)含量随Ｎａ２Ｓ２Ｏ５及 Ｎａ２ Ｓ 投加摩

尔比增加均下降ꎬ但相同投加摩尔比下ꎬＮａ２Ｓ２Ｏ５稳

定化土壤中Ｃｒ(Ⅵ)含量比 Ｎａ２Ｓ 低.当投加摩尔比为

３ 时ꎬＮａ２Ｓ２Ｏ５和 Ｎａ２ Ｓ 稳定化土壤中Ｃｒ(Ⅵ)含量分

别为 ４０４.３ ｍｇｋｇ－１及 ７０４.１ ｍｇｋｇ－１ꎬＣｒ(Ⅵ)还原效

率分别为 ７４.５％和 ５５.６％.说明 ３ 种稳定剂对土壤中

Ｃｒ(Ⅵ)还原效果:ＣＰＳ>Ｎａ２Ｓ２Ｏ５ >Ｎａ２Ｓ.李培中等研

究表明 ＣＰＳ 对Ｃｒ(Ⅵ)具有较强的还原性ꎬ能使土壤

中Ｃｒ(Ⅵ)含量由 ９４４１ ｍｇｋｇ－１降至 ５ ｍｇｋｇ－１左右ꎬ
还原效率高达 ９９.９％(李培中等ꎬ ２０１７).由表 ３ 可

知:理论上ꎬ１ ｍｏｌ ＣＰＳ、Ｎａ２Ｓ 及Ｎａ２Ｓ２Ｏ５分别能还原

０.６６、０.６６ 和 １.３３ ｍｏｌ Ｃｒ(Ⅵ)ꎬ推测 ＣＰＳ 对实际污

染土壤中Ｃｒ(Ⅵ)的还原能力受其它因素影响较小.

表 ３　 ＣＰＳ、Ｎａ２Ｓ 及Ｎａ２Ｓ２Ｏ５稳定Ｃｒ(Ⅵ)反应原理

Ｔａｂｌｅ ３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Ｃｒ(Ⅵ)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ＣＰＳꎬ Ｎａ２Ｓ ａｎｄ Ｎａ２Ｓ２Ｏ５

硫化物稳定剂 反应原理 参考文献

ＣＰＳ ３ＣａＳ５＋２ＣｒＯ４
２－＋１０Ｈ＋→２Ｃｒ(ＯＨ) ３＋１５Ｓ＋３Ｃａ２＋＋２Ｈ２Ｏ Ｇｒａｈａｍ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６

Ｎａ２Ｓ Ｎａ２Ｓ＋２Ｈ２Ｏ→ＨＳ－＋Ｈ＋＋２ＮａＯＨꎻ２ＣｒＯ４
２－＋３ＨＳ－＋７Ｈ＋→２Ｃｒ(ＯＨ) ３＋３Ｓ＋２Ｈ２Ｏ Ｖｅｌａｓｃ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６

Ｎａ２Ｓ２Ｏ５ ４ＣｒＯ４
２－＋３ Ｎａ２Ｓ２Ｏ５＋１４Ｈ＋→２Ｃｒ２(ＳＯ４) ３＋６Ｎａ＋＋７Ｈ２Ｏ 姜苹红等ꎬ ２０１５

３.２　 不同硫化物稳定剂投加摩尔比对 Ｃｒ 污染土壤

稳定效果的影响

图 ２ａ 和 ２ｂ 分别表示不同硫化物稳定剂投加摩

尔比对浸出Ｃｒ(Ⅵ)和总 Ｃｒ 浓度的影响.ＣＰＳ 投加摩

尔比为 ０.７５ 时ꎬ浸出Ｃｒ(Ⅵ)和总 Ｃｒ 浓度分别由初

始的 １１.４７ ｍｇＬ－１ 和 ３４.６５ ｍｇＬ－１ 快速降至 ０.３６
ｍｇＬ－１和 １.４９ ｍｇＬ－１ .ＣＰＳ 投加摩尔比继续增加ꎬ浸
出Ｃｒ(Ⅵ)和总 Ｃｒ 浓度缓慢降低ꎬ当 ＣＰＳ 投加摩尔

７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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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为 ３ 时ꎬ浸出Ｃｒ(Ⅵ) 和总 Ｃｒ 浓度分别为 ０. ０２
ｍｇＬ－１和 ０.３２ ｍｇＬ－１ꎬＣｒ(Ⅵ)和总 Ｃｒ 稳定效率分

别为 ９９. ８％和 ９９. １％ꎬ此时浸出Ｃｒ(Ⅵ) 浓度满足

ＧＢ / Ｔ １４８４８￣９３«地下水水质标准»规定的限值(０.０５
ｍｇＬ－１).ＣＰＳ 投加摩尔比由 ３ 增至 ５ꎬ浸出Ｃｒ(Ⅵ)
和总 Ｃｒ 浓度基本不变ꎬＣｒ(Ⅵ)和总 Ｃｒ 稳定效率均

超过 ９９％.Ｎａ２Ｓ 投加摩尔比为 ３ 时ꎬ浸出Ｃｒ(Ⅵ)和

总 Ｃｒ 浓度分别为 ４. ２４ ｍｇＬ－１ 和 １１. ６０ ｍｇＬ－１ꎬ
Ｃｒ(Ⅵ)和总 Ｃｒ 稳定效率分别为 ６３.０％和 ６６.５％.浸
出Ｃｒ(Ⅵ)和总 Ｃｒ 浓度随着 Ｎａ２Ｓ 投加摩尔比的增加

而下降.Ｎａ２Ｓ２Ｏ５投加摩尔比为 ０.７５ 时ꎬ浸出Ｃｒ(Ⅵ)
和总 Ｃｒ 快速降至 １. ２１ ｍｇＬ－１ 和 ２. ７８ ｍｇＬ－１ .
Ｎａ２Ｓ２Ｏ５投加摩尔比继续增加至 ３ 时ꎬ浸出Ｃｒ(Ⅵ)
浓度缓慢降低ꎬＮａ２Ｓ２Ｏ５ 投加摩尔比为 ３ 时ꎬ浸出

Ｃｒ(Ⅵ)浓度为 ０.１３ ｍｇＬ－１ꎻ继续增加Ｎａ２Ｓ２Ｏ５投加

摩尔比ꎬ浸出Ｃｒ(Ⅵ)浓度基本不变.Ｎａ２Ｓ２Ｏ５投加摩

尔比由 ０.７５ 增至 ５ 时ꎬ浸出总 Ｃｒ 浓度不断升高ꎻ当
Ｎａ２Ｓ２Ｏ５投加摩尔比为 ３ 时ꎬ浸出总 Ｃｒ 浓度为 ７.８９
ｍｇＬ－１ .

图 ２　 稳定剂投加摩尔比对浸出Ｃｒ(Ⅵ)(ａ)和浸出总 Ｃｒ(ｂ)浓度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ｒ ｄｏｓａｇｅ ｒａｔｉｏ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Ⅵ) (ａ)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Ｃｒ (ｂ)

３.３　 不同硫化物稳定剂投加摩尔比对 Ｃｒ 污染土壤

中 Ｃｒ 的形态分布的影响

图 ３ａ、３ｂ 和 ３ｃ 分别表示 ＣＰＳ、Ｎａ２Ｓ 及Ｎａ２Ｓ２Ｏ５

不同投加摩尔比对土壤中 Ｃｒ 的形态分布的影响.稳
定化前土壤中 Ｃｒ 的主要赋存形态为铁锰氧化物结

合态、有机物结合态和残渣态ꎬＣｒ 的可交换态占比

为 ４.３８％ꎬ碳酸盐结合态为 １.９３％.基于差异显著性

分析发现:投加 ＣＰＳ 和 Ｎａ２Ｓ 后ꎬ土壤中 Ｃｒ 的有机

物结合态含量变化不大(ｐ>０.０５)ꎬ但铁锰氧化物结

合态含量显著增加(ｐ<０.０５)ꎬ是由于其稳定化产物

Ｃｒ(ＯＨ) ３被包裹在水合铁锰氧化物中(刘云惠等ꎬ
２０００).ＣＰＳ 投加摩尔比为 ０.７５ 时ꎬ可交换态占比急

剧减少至 ０.３３％ꎻ碳酸盐结合态占比减少至 １.５１％.
ＣＰＳ 投加摩尔比由 ０.７５ 增加至 ５ꎬ可交换态占比保

持在 ０. ３％左右ꎬ碳酸盐结合态占比不断增加ꎬ当
ＣＰＳ 投加摩尔比为 ５ 时ꎬ碳酸盐结合态占比为

５.４１％.可交换态占比随着 Ｎａ２Ｓ 投加摩尔比的增加

而下降ꎬ碳酸盐结合态随着 Ｎａ２Ｓ 投加摩尔比的增加
基本不变.Ｎａ２Ｓ２Ｏ５投加摩尔比为 ０.７５ 时ꎬ可交换态

占比急剧减少至 ０.３６％ꎻ碳酸盐结合态占比也减少

至 １.３６％.Ｎａ２Ｓ２Ｏ５投加摩尔比由 ０.７５ 增至 ５ 时ꎬ碳
酸盐结合态占比保持在 １.３％左右ꎬ可交换态占比则

不断增加ꎬ当Ｎａ２Ｓ２Ｏ５投加摩尔比为 ５ 时ꎬ可交换态

占比为 ３.３２％.图 ３ 表明:３ 种稳定剂稳定化后土壤

中 Ｃｒ 的可交换态含量与浸出总 Ｃｒ 浓度均呈显著正

相关 性 ( ｒ ( ＣＰＳ ) ＝ ０. ９４３ꎬ ｒ ( Ｎａ２ Ｓ ) ＝ ０. ９９４ꎬ
ｒ(Ｎａ２Ｓ２Ｏ５)＝ ０.９８７ꎻ ｎ ＝ ５).ＣＰＳ 投加摩尔比对碳酸

盐结合态中 Ｍｎ２＋浓度影响如图 ４ 所示ꎬ稳定前碳酸

盐结合态中 Ｍｎ２＋浓度为 ０.６ ｍｇＬ－１ꎬ碳酸盐结合态

中 Ｍｎ２＋浓度随 ＣＰＳ 投加摩尔比的增加而升高ꎬ当投

加摩尔比为 ５ 时ꎬＭｎ２＋浓度为 １１.６ ｍｇＬ－１ .

４　 讨论(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本研究通过分析稳定前后土壤中 Ｃｒ 的价态变

化、浸出毒性和形态分布变化来评估 ＣＰＳ、Ｎａ２ Ｓ 及

Ｎａ２Ｓ２Ｏ５ ３ 种稳定剂的稳定化效果.３ 种稳定剂的添

加 ꎬ土 壤 中 Ｃｒ(Ⅵ) 含 量 均 有 不 同 程 度 的 减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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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ＣＰＳ 投加摩尔比(ａ)、Ｎａ２Ｓ 投加摩尔比(ｂ)和Ｎａ２Ｓ２Ｏ５投加摩尔比(ｃ)对土壤中 Ｃｒ 形态分布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ｍｏｌａｒ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ＣＰＳ (ａ)ꎬ Ｎａ２Ｓ(ｂ) ａｎｄ Ｎａ２Ｓ２Ｏ５ (ｃ) ｏｎ ｔｈｅ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

图 ４　 ＣＰＳ 投加摩尔比对碳酸盐结合态中 Ｍｎ２＋浓度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ＰＳ ｄｏｓａｇ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ｎ２＋ ｉｎ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ｂｏｕｎｄ ｓｔａｔｅ

(图 １)ꎬ这是由于 Ｓ２－、Ｓｘ
２－及 Ｓ２Ｏ５

２－具有还原性ꎬ能
将Ｃｒ(Ⅵ)还原为 Ｃｒ( ＩＩＩ) (Ｄｅｍｏｉｓｓｏ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７ꎻ
Ｍａｈｄｉｅｈ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结合图 １ 和表 ２ 可知ꎬＣＰＳ 对

Ｃｒ(Ⅵ)还原效率最高ꎬ这是由于 ＣＰＳ 是由胶体态硫

吸附硫化钙形成的ꎬ这种吸附能促进 ＣＰＳ 对Ｃｒ(Ⅵ)
的还原且胶体态硫也具有还原性 (杨俊香等ꎬ
２００５)ꎬ此外ꎬ投加 ＣＰＳ 能使土壤氧化还原电位在较

长的时间范围内处于还原状态ꎬ有利于Ｃｒ(Ⅵ)的还

原(Ｃｈｒｙｓｏｃｈｏｏ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
Ｃｒ(Ⅵ)和总 Ｃｒ 稳定效率随着 ＣＰＳ 和 Ｎａ２ Ｓ 投

加摩尔比的增加而提高ꎬ但在相同投加摩尔比下ꎬ
ＣＰＳ 对Ｃｒ(Ⅵ) 和总 Ｃｒ 稳定效率比 Ｎａ２Ｓ 高(图 ２)ꎬ
可能是由于 ＣＰＳ 对Ｃｒ(Ⅵ)的还原符合二级动力学

反应规律而 Ｎａ２Ｓ 对Ｃｒ(Ⅵ)的还原符合一级动力学

反应规律 ( Ｃｈｒｙｓｏｃｈｏｏ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ꎻ Ｒｅｙｈａｎｉｔａｂａｒ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ꎻ此外ꎬＣＰＳ 中起吸附作用的胶体态硫

对 Ｃｒ 具有吸附能力且能与 Ｃｒ 反应形成金属硫化物

(王旌等ꎬ ２０１３).随着Ｎａ２Ｓ２Ｏ５投加摩尔比的增加ꎬ
浸出Ｃｒ(Ⅵ)浓度不断下降但总 Ｃｒ 浓度先下降后升

高(图 ２).Ｎａ２Ｓ２Ｏ５稳定化后土壤浸出液及其烘干后

９１３２



环　 　 境　 　 科　 　 学　 　 学　 　 报 ３７ 卷

粉末颜色均为绿色ꎬ与马世昌报道的Ｎａ２Ｓ２Ｏ５ 还原

Ｃｒ(Ⅵ)产物为红色或紫色的Ｃｒ２(ＳＯ４) ３ 不同(马世

昌ꎬ １９８８).推测浸出总 Ｃｒ 浓度升高的原因可能是

由于Ｎａ２Ｓ２Ｏ５ 还原Ｃｒ(Ⅵ) 放出大量热量使 Ｃｒ３＋ 与
ＳＯ２－

４ 之间的配位键断裂并与 Ｈ２Ｏ 形成[Ｃｒ(Ｈ２Ｏ)６]３＋ꎬ
该阳离子通过离子键再与 ＳＯ２－

４ 形成 Ｃｒ２(ＳＯ４)３６Ｈ２Ｏꎬ
其粉末呈绿色且溶于水(马世昌ꎬ １９８８).

ＣＰＳ 和 Ｎａ２Ｓ 稳定化后土壤中 Ｃｒ 的可交换态含量

显著下降(图 ３).这是由于 ＣＰＳ 和 Ｎａ２Ｓ 能与Ｃｒ(Ⅵ)反
应生成溶解度低的 Ｃｒ (ＯＨ)３ 及[Ｃｒｘ Ｆｅ(１－ｘ) (ＯＨ)３]
(Ｚｈｏ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ꎻ此外ꎬＣＰＳ 和 Ｎａ２Ｓ 稳定化后土

壤 ｐＨ 值呈碱性有利于 Ｃｒ(ＯＨ) ３稳定存在(Ｐａｌｍｅｒ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１).３ 种稳定剂稳定化后土壤中 Ｃｒ 的可交

换态含量与浸出总 Ｃｒ 浓度均呈显著正相关性(表

４).有研究表明污泥中 Ｃｒ 的可交换态含量与 Ｃｒ 的

浸出量具有显著正相关性(朱萍等ꎬ ２００７)ꎬ说明硫

化物稳定剂稳定化后土壤中 Ｃｒ 的可交换态含量的

变化是影响浸出总 Ｃｒ 浓度变化的主要原因.ＣＰＳ 稳

定化后土壤中 Ｃｒ 的碳酸盐结合态含量增加(图 ３).
彭莉研究表明:铁锰氧化物对 Ｃｒ 具有较强的富集作

用且 ＣＰＳ 能与含铁矿物发生反应(彭莉ꎬ ２００６).结
合图 ３ 和图 ４ 推测 Ｃｒ 的碳酸盐结合态含量不断增

加的原因是由于过量的 ＣＰＳ 将土壤中的铁锰氧化

物还原ꎬ与其吸附或共沉淀的 Ｃｒ 重新释放到土壤中

并与碳酸盐发生吸附和共沉淀.上述结果表明:投加

ＣＰＳ、Ｎａ２Ｓ 和Ｎａ２Ｓ２Ｏ５后ꎬ能不同程度提高土壤中 Ｃｒ
的稳定性ꎬ但 ＣＰＳ 稳定化效果最佳且最佳投加摩尔

比为 ３.

表 ４　 硫化物稳定化后土壤中 Ｃｒ 的可交换态含量与浸出总 Ｃｒ 浓度的相关性关系１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ａｂｌ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Ｃｒ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Ｃ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ｉｌｓ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ｄ ｂｙ ｓｕｌｆｉｄｅ￣ｂａｓｅ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ｒｓ

投加摩尔比

硫化物稳定剂

ＣＰＳ Ｎａ２Ｓ Ｎａ２Ｓ２Ｏ５

浸出总 Ｃｒ 浓度 /
(ｍｇＬ－１)

可交换态含量 /
(ｍｇｋｇ－１)

浸出总 Ｃｒ 浓度 /
(ｍｇＬ－１)

可交换态含量 /
(ｍｇｋｇ－１)

浸出总 Ｃｒ 浓度 /
(ｍｇＬ－１)

可交换态含量 /
(ｍｇｋｇ－１)

０.７５ １.４９±０.８３ ６.０６±２.４０ ２８.８２±１.７０ ３１.１９±２.４０ ２.７８±０.６０ ５.２２±１.２０

１.５ ０.８５±０.０４ ５.８８±１.９０ ２２.１０±１.４０ ２３.５７±３.９０ ４.３３±１.３０ ２３.５５±１.４０

３ ０.３２±０.１１ ５.４３±２.２０ １１.６０±２.００ １２.３４±２.１０ ７.８９±０.９０ ４２.１２±１.９０

４ ０.２８±０.０９ ５.１２±０.８０ ４.２１±１.１０ ６.３２±０.８６ ８.５０±１.４０ ４８.２４±３.２０

５ ０.０８±０.０３ ４.９３±１.１０ １.１７±１.５０ ５.４３±１.３２ １０.８７±２.２０ ５８.５３±１.８０

相关系数( ｒ) ０.９４３∗ ０.９９４∗∗ ０.９８７∗∗

　 　 注: ∗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

５　 结论(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１)３ 种硫化物稳定剂对土壤中Ｃｒ(Ⅵ)还原效

果:ＣＰＳ>Ｎａ２Ｓ２Ｏ５>Ｎａ２Ｓ.
２)ＣＰＳ 投加摩尔比为 ３ 时ꎬ浸出Ｃｒ(Ⅵ)能满足

ＧＢ / Ｔ １４８４８￣９３ «地下水水质标准» 规定的限值.
Ｃｒ(Ⅵ)和总 Ｃｒ 稳定效率随着 ＣＰＳ 和 Ｎａ２ Ｓ 投加摩

尔比 的 增 加 均 提 高ꎬ 但 Ｃｒ(Ⅵ) 稳 定 效 率 随 着

Ｎａ２Ｓ２Ｏ５投加摩尔比的增加而提高ꎬ总 Ｃｒ 稳定效率

却下降.
３)硫化物稳定剂稳定化后土壤中 Ｃｒ 的可交换

态含量的变化是影响浸出总 Ｃｒ 浓度变化的主要

原因.
４)基于 ３ 种稳定剂对土壤中Ｃｒ(Ⅵ)还原效率、

Ｃｒ(Ⅵ)和总 Ｃｒ 稳定效率和 Ｃｒ 的可交换态含量的影

响ꎬ认为 ＣＰＳ 投加摩尔比为 ３ 时ꎬ对该电镀厂铬污

染土壤的稳定化效果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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