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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源表面活性剂对焦化土壤中多环芳烃增溶效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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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考察了单一生物源表面活性剂鼠李糖脂、黄腐酸、槐糖脂、烷基糖苷、无患子皂苷及鼠李糖脂与各非离子生物源表面活性剂复配体系对
萘和菲的增溶效能，并将优选的淋洗剂体系应用于焦化场地土壤多环芳烃（PAHs）的去除 . 结果表明：相较其他生物源表面活性剂，鼠李糖脂
和黄腐酸对萘的增溶效果更好；对于菲的增溶，槐糖脂的增溶效果更好，这与其较低的临界胶束浓度和多环芳烃的性质有关 . 生物源表面活性

剂复配体系的增溶能力较单一表面活性剂明显增强，以 3∶1 复配时增溶效果最佳 .60 mmol·L-1 的鼠李糖脂-黄腐酸复配体系（3∶1）对土壤中萘
的去除率可达 96.64%，分别是单一鼠李糖脂和黄腐酸的 1.09 倍和 2.21 倍；而对土壤中蒽、苯并（a）蒽和苯并（k）荧蒽的去除率远低于萘，分别为

63.31%、42.51% 和 39.10%，这是由于 PAHs 与鼠李糖脂-黄腐酸复配体系的相互作用随苯环数的增加而减弱 . 本研究可为生物源表面活性剂及
其复配体系高效修复 PAHs 污染土壤提供科学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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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solubilizing efficiency of a single biogenic surfactant such as rhamnolipid，fulavic acid，sophorolipid，alkyl
glycoside，sapindus saponin on naphthalene and phenanthrene，as well as the solubilizing efficiency of the binary system of rhamnolipid and one of

other non-ionic biosurfactants. The optimized washing system is also applied for removing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PAHs）in soil from a
coking sit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single biogenic rhamnolipid and fulvic acid have a better solubilizing efficiency for naphthalene than other

biogenic surfactants，and sophorolipid showes a better solubilizing efficiency for phenanthrene. This finding is attributed to the lower critical micelle
concentration of these surfactants and the properties of PAHs. The solubilizing efficiency of the binary system is evide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a single

surfactant，and the optimal ratio of rhamnolipid and non-ionic biosurfactant is 3∶1. The rhamnolipid-fulvic acid binary system（3∶1）at 60 mmol·L-1
has the removal efficiency of 96.64%，which is 1.09 times of single rhamnolipid and 2.21 times of single fulvic acid. But the removal efficiency of the

binary system rhamnolipid-fulvic acid（3∶1）at 60 mmol·L-1 is low for anthracene，benzo（a）anthracene and benzo（k）fluoranthene as 63.31%，42.51%
and 39.10%，respectively. The decreased removal efficiency is attributed to decreasing interaction of PAHs and surfactant with the increasing benzene rings
of PAHs. The study provides some scientific evidence for the effective remediation of PAHs-contaminated soil with biosurfactants and their binary systems.
Keywords：biogenic surfactant；rhamnolipid；binary system；PAHs；solubilizing efficiency；soil from coking site

1

引言（Introduction）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及各地产业布局的调整，高耗能、低效率、高排放的焦化企业搬迁或关停，而焦化厂

区污染场地的土壤中含有较高水平的具有“三致”效应的多环芳烃（PAHs），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Huo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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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Khairy et al.，2013）.PAHs 因具有 2 个及以上苯环的化学结构，疏水性强，易于被土壤颗粒吸附，很难
通过植物吸收或微生物降解的方法去除（李爽等，2017）.
表面活性剂强化修复技术（SER）可利用表面活性剂形成以疏水性的非极性亲油基为内核的胶团分子，
改变液体界面张力，提高 PAHs 的水溶性能，从而实现土壤中 PAHs 的有效去除（Liu et al.，2020；王永剑等，
2021）. 相比化学表面活性剂，生物源表面活性剂具有可生物降解性和低毒性，还能促进污染物的生物降解，
在 PAHs 增溶方面优势显著（Bezza et al.，2017；Sun et al.，2019）. Ahmad 等（2021）研究发现，生物表面活性剂
鼠李糖脂在极端条件下（60 ℃、pH=10 和 10% 盐度）可使表面张力降低 30%，在水、土壤-泥浆和土壤 3 种环境
介质中能促进菲的溶解和生物降解 . 邓钞潇等（2021）研究发现，鼠李糖脂对苯并芘（BaP）的增溶能力大于
化学表面活性剂 CTAB 和 SDBS. Zhou 等（2011）研究表明，生物表面活性剂皂苷对菲的增溶能力高于吐温 80、
Brij58 和 TX-100.
表面活性剂的复配体系较单一表面活性剂具有更高的表/界面活性、更低的 CMC 和更好的稳定性，可减
少表面活性剂的用量而降低成本，在 PAHs 污染土壤修复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宋丹丹，2013）. 阴-非离
子表面活性剂复配体系可使两类表面活性剂形成相互穿插的分子结构，增大胶束结构的分子聚集数，提高
胶束的分配能力，降低表面活性剂的沉淀和吸附损失，协同实现对土壤中 PAHs 的高效增溶（Lamichhane et
al.，2017）. 闫端等（2015）研究发现，鼠李糖脂与 TX-100 形成的阴-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复配体系在降低表面
张力方面能够产生协同作用，对菲和芘的增溶效果比各自单一表面活性剂好 . 王卓然等（2019）研究表明，
鼠李糖脂与吐温 80 的复配体系对于荧蒽和芘的淋洗率明显高于单一表面活性剂 . 宋瑶（2020）研究发现，
生物表面活性剂鼠李糖脂-皂素复配体系对芘的增溶量是单一表面活性剂的 2~5 倍 . 因此，构建复配体系可
以强化生物源表面活性剂的增溶及生物降解效率，对 PAHs 污染土壤修复具有一定的优势 . 研究生物源表面
活性剂及其复配体系的增溶效能和机制对实现高效率和低成本修复 PAHs 污染土壤具有重要意义 .
目前针对 PAHs 增溶效能研究选择的生物源表面活性剂种类单一，对于单一生物源表面活性剂及其复
配体系对 PAHs 增溶效能的比较研究（如鼠李糖脂）多集中在与化学合成表面活性剂上 . 对于土壤 PAHs 增溶
研究中污染物大多为单一有机污染物或实验室模拟污染土壤，关于复配生物源表面活性剂对实际焦化污染
土壤中 PAHs 增溶效能和机制的研究也比较少 . 为此，本研究在增溶实验中增加了生物源表面活性剂的种
类，选择 5 种生物源表面活性剂，将萘和菲的二元 PAHs 混合体系作为增溶对象，通过进行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鼠李糖脂与多种非离子生物源表面活性剂的单一及不同比例复配体系的增溶比选研究，筛选出增溶效能
较好的表面活性剂，以焦化污染场地土壤进行振荡淋洗实验，探讨其对重污染土壤中 PAHs 的增溶效能和
作用机制，以期为生物源表面活性剂及其复配体系在污染场地的实际应用提供理论依据和数据参考 .

2
2.1

材料与方法（Materials and methods）

2.1.1

实验材料
供试土壤

土样采自某煤气化厂，冷冻干燥后过 2 mm 筛，待用 . 土壤的基本理化性质采用国标法测

定，采用电位法测定土壤 pH（8.47），重铬酸钾比色法测定土壤有机质含量（51 g·kg-1），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
土壤中 16 种 PAHs 含量（表 1），比重法测定土壤颗粒组成并根据中国制分级标准对土壤质地进行分类：粘粒
占 31.19%，粉粒占 38.52%，砂粒占 30.29%，属于偏碱性粘壤土 .
2.1.2

实验试剂

生物源表面活性剂主要为黄腐酸（95%）、鼠李糖脂（80%）、无患子皂苷（70%）、烷基糖苷

（50%）、槐糖脂（化学纯），其中，鼠李糖脂为复配体系中的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 化学表面活性剂为吐温 80
（化学纯）.PAHs 为 USEPA 优先检测的化合物 .
2.2

实验设计

在前期预实验中发现，生物源表面活性剂对高环多环芳烃无显著增溶效果 . 相关文献证明，生物源表面

活性剂对高环 PAHs 的增溶效果相比低环 PAHs 较差（Song et al.，2016；Cazals et al.，2020）. 另外，以往表面活

性剂的增溶效能研究以低分子量 PAHs（萘、菲）作为增溶研究对象居多（Liu et al.，2020；Sun et al.，2021）.
因此，综合考虑实际焦化土壤各 PAHs 含量及预实验效果，并结合文献调研结果，选择低环 PAHs 萘和菲来
研究生物源表面活性剂的增溶效能 .

6期

Table 1

污染物名称
萘

表1

焦化土壤中 16 种 PAHs 含量及占比

Content and ratios of 16 kinds of PAHs in coking contaminated soil

含量/（mg·kg-1）

质量分数

污染物名称

125

苊烯

43.9

22.46%

53.7

7.89%
9.65%

芴

苯并（a）蒽
艹
屈

苯并（b）荧蒽
苯并（a）芘
茚并（1，2，3-cd）芘

10.36%

菲

34.2

6.14%

荧蒽

1.45%

苯并（g，h，i）苝

3.66%

31.1

二苯并（a，h）蒽

苊

57.7
20.4

苯并（k）荧蒽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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蒽

5.59%

8.06

单一表面活性剂对萘和菲的增溶实验

芘

含量/（mg·kg-1）

质量分数

7.21

1.30%

38.9

6.99%

2.65

0.48%

32.4
11.3
42.8
27.1
20.2

5.82%
2.03%
7.69%
4.87%
3.63%

萘和菲各称取 0.005 g，置于 50 mL 离心管中，分别加入 10 mL

浓度为 5、10、20、30、40、60 mmol·L 的表面活性剂溶液，密封 . 每个处理设置 3 个平行，同时作空白对照 . 在
-1

往复式水浴恒温振荡器中避光振荡 24 h（25 ℃，120 r·min-1），离心 15 min（4000 r·min-1）后，用带针头的 5 mL

注射器吸取上清液过 0.45 µm 微孔滤头 . 用移液枪取 1 mL 过滤后的液体于 25 mL 比色管，加入 10 mL 乙腈，
再用蒸馏水定容，通过高效液相色谱-紫外检测器（HPLC）测定萘和菲含量 .
2.2.2

复配生物源表面活性剂对萘和菲的增溶实验

以表面活性剂种类、复配比例、浓度分别作为自变量，

研究复配生物源表面活性剂的增溶效能 . 将阴离子表面活性剂鼠李糖脂分别与黄腐酸、槐糖脂、烷基糖苷、
无患子皂苷 4 种非离子表面活性剂以 1∶1、1∶3、3∶1（体积比）进行复配得到阴-非离子复配表面活性剂，复配

表面活性剂浓度分别为 10、20、40、60 mmol·L-1. 称取 0.005 g 萘和菲分别置于 50 mL 离心管中，分别加入 10
mL 复配表面活性剂溶液 . 每个处理设置 3 个平行，同时作空白对照 . 其余操作步骤同 2.2.1 节 .
2.2.3

焦化土壤振荡淋洗实验

在增溶实验的基础上，选择黄腐酸及鼠李糖脂作为主要生物表面活性剂，

研究其对焦化场地土壤中 PAHs 的增溶作用 . 取 1 g 焦化场地土壤置于 50 mL 离心管中，分别加入 10 mL 浓度

为 5、10、20、30、40、60 mmol·L-1 的鼠李糖脂、黄腐酸、鼠李糖脂-黄腐酸复配（3∶1）表面活性剂溶液 . 每个处理

设置 3 个平行，以加入 10 mL 蒸馏水作对照 . 其余操作步骤同 2.2.1 节 . 利用高效液相色谱-紫外检测器（HPLCUV）测定土壤中残留 PAHs 含量 .
2.3

测定指标及方法

2.3.1

PAHs 含量的测定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紫外检测法（HPLC-UV）测定 PAHs 含量 .HPLC 分析条件：色

谱柱为填充 phenomenex 硅胶基质的反相色谱柱 . 流动相 A 为乙腈，流动相 B 为超纯水，梯度洗脱程序设置

为：0~15 min，流动相 A、B 体积比（VA∶VB）=3∶1；15~20 min，VA∶VB=17∶3；20~30 min，VA∶VB=3∶1. 进样量 10 µL，
柱温 35 ℃，流速 1.0 mL·min-1. 萘和菲的检测波长分别为 219 nm 和 254 nm.
2.3.2

表面活性剂性质分析

表面张力：单一及复配表面活性剂的表面张力在 25 ℃下通过配有白金环的

BZY-2 全自动表界面张力仪测定 .CMC 通过浓度值和表面张力值确定：通过测定一系列不同浓度表面活性剂
的表面张力（γ），然后以 γ 为 Y 轴，以表面活性剂浓度为 X 轴作曲线图，曲线转折点所对应的 X 坐标（浓度

值）即为该表面活性剂的 CMC（张鑫，2017）. 摩尔溶解比（MSR）的测定：表面活性剂的增溶潜能通过摩尔溶
解比（MSR）表征，按照式（1）计算（Wei et al.，2012）.

MSR =

S ac - S cmc
C ac - CMC

（1）

式中，Sac 为在表面活性剂浓度 Cac（Sac 的 CMC 上方的表面活性剂浓度）下，萘和菲的总表观溶解度（mg·L-1）；
Scmc 为萘和菲在 CMC 处的表观溶解度（mg·L-1）；Ccmc 为任一个大于 CMC 的浓度（mg·L-1）.

3
3.1

结果与讨论（Results and discussion）

单一和复配表面活性剂的临界胶束浓度（CMC）
相比化学表面活性剂，生物源表面活性剂由于复杂的结构和较大的分子量，其临界胶束浓度（CMC）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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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增溶效果更好（代朝猛等，2020）. 为了更好地解释增溶作用，研究了所选单一及复配表面活性剂的胶束性

质 . 单一表面活性剂黄腐酸、鼠李糖脂、槐糖脂、烷基糖苷、无患子皂苷和吐温 80 的 CMC 分别为 25、10、100、

350、145 和 73.76 mg·L-1，与文献报道的 CMC 值几乎一致（钟金魁等，2011；詹舒辉等，2016；代朝猛等，2020），
其中，鼠李糖脂的 CMC 值最小，黄腐酸次之 . 一般而言，CMC 值越小，越容易形成胶束，增溶作用也越强

（魏燕富，2015）. 综合考虑生物源表面活性剂在土壤修复中的环境低毒性和可生物降解的环境友好性，选择

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 为了研究生物源表面活性剂的复配溶液是否遵循理想行为，使用克林特方程（式（2））
计算了混合表面活性剂体系的理想临界胶束浓度值 CMCmi（Wei et al.，2011）. 如表 2 所示，复配表面活性剂实

验所得 CMCexp 值均小于克林特方程预测的 CMCmi，表明混合胶束的形成相对于理想混合物显示出负偏差，
复配体系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增效作用 . 复配表面活性剂体系的 CMC 值介于两种单一表面活性剂之间，这是
由于原来带负电荷的表面活性剂离子间的排斥作用减弱，胶束更易形成，从而使混合表面活性剂的 CMC 值

较单一表面活性剂鼠李糖脂有较大程度的降低（李凯丽等，2018）. 复配比为 3∶1 的鼠李糖脂与非离子表面
活性剂复配体系的 CMC 值更低，即胶束更容易形成 .

α1
α2
1
=
+
CMC mi CMC 1 CMC 2

（2）

式中，CMC1、CMC2、α1 和 α2 分别为组分 1 和 2 的临界胶束浓度及在混合表面活性剂溶液的摩尔分数 .
Table2

复配表面活性剂

鼠李糖脂+槐糖脂

鼠李糖脂+黄腐酸

CMCmi/

表2

复配表面活性剂 CMC

CMC of different compound surfactants
CMCexp/

复配比例

（mg·L-1）

（mg·L-1）

1∶3

27.03

20.53

3∶1

14.22

12.48

1∶1
1∶3
1∶1
3∶1

18.18
16.72
14.29
12.47

15.24
12.62
11.13
9.87

复配表面活性剂

鼠李糖脂+无患子皂苷

鼠李糖脂+烷基糖苷

CMCexp/

（mg·L-1）

（mg·L-1）

1∶3

26.58

20.21

3∶1

14.44

10.66

1∶1
1∶3
1∶1
3∶1

注：CMCmi 为根据克林特方程计算所得，CMCexp 为根据表面活性剂浓度和测得的表面张力作图所得 .

3.2

CMCmi/

复配比例

18.71
28.64
19.44
14.72

12.02
20.74
14.58
10.61

单一表面活性剂对萘和菲的增溶作用

图 1 给出了单一表面活性剂对水相中萘和菲的表观溶解度的影响 . 由增溶曲线可以看出，表面活性剂在

25 ℃时对水中萘和菲的增溶作用与表面活性剂的浓度均呈显著正相关 . 各种表面活性剂对萘的增溶作用由

大 到 小 为 ：鼠 李 糖 脂 ＞ 黄 腐 酸 ＞ 无 患 子 皂 苷 ＞ 吐 温 80＞ 槐 糖 脂 ＞ 烷 基 糖 苷 ，在 表 面 活 性 剂 浓 度 为 60
mmol·L-1 时，鼠李糖脂对萘的增溶作用为 159.06 mg·L-1，黄腐酸为 9.31 mg·L-1. 对于菲的增溶，吐温 80 和槐糖

脂的增溶作用大于其他表面活性剂，60 mmol·L-1 的吐温 80 对菲的溶解作用为 10.13 mg·L-1，槐糖脂为 6.18
mg·L-1，其余表面活性剂对菲的增溶作用为 0.51~1.23 mg·L-1. 表 3 为单一生物源表面活性剂对萘和菲的摩尔
增溶比（MSR）. 根据 MSR 的计算公式可知增溶潜力越大，MSR 越大（Laha et al.，2009）. 对于萘的溶解，鼠李糖

脂的 MSR 最大，黄腐酸次之，对于菲的增溶，槐糖脂、吐温 80 的 MSR 最大，这与上述增溶曲线结果相一致 . 在

萘和菲的二元 PAHs 混合体系中，萘或菲的溶解度取决于溶质、表面活性剂的性质及溶质与表面活性剂胶束
之间的相互作用，由于萘或菲对胶束内增溶位点的亲和力不同，所以表面活性剂对萘和菲的增溶效能存在
差异的主要原因是萘和菲对表面活性剂增溶位点的竞争性（Ashraf et al.，2020）.

单一生物源表面活性剂对萘的增溶作用均强于菲，这可以从萘和菲的疏水性不同来解释（萘和菲的

logKow 分别为 3.30 和 4.46（朱利中等，2002）），胶束的聚集和界面吸附程度的平衡共同决定了增溶程度，萘比

菲疏水性小，除胶束增溶外，还有明显的界面增溶作用（Masrat et al.，2013；Ashraf et al.，2020）. 胶束的内部非

极性核对萘和菲的溶解能力应为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大于阴离子表面活性剂（Karthick et al.，2019），而本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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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单一表面活性剂对萘和菲的增溶

Fig.1 Solubilization of naphthalene and phenanthrene by single surfactants
Table 3
表面活性剂种类

表3

单一表面活性剂对萘和菲增溶的线性拟合

Linear fitting of solubilization of naphthalene and phenanthrene by single surfactants
萘

菲

拟合回归方程

R2

鼠李糖脂

y=0.0043x+1.4378

槐糖脂

y=0.00002x+0.8907

0.9999

黄腐酸

y=0.0005x+0.4869

0.9780

无患子皂苷

y=0.0002x+0.2155

烷基糖苷

y=0.00002x+1.0585

吐温 80

y =0.00006x+0.7205

0.7789
0.9872
0.9711
0.9710

MSR

MSR

拟合回归方程

R2

0.00430

y=0.00003x+0.0121

0.9910

0.00003

0.00050

y=0.00002x+0.0395

0.9965

0.00002

0.00002

y=0.00005x-0.0288

0.00002

y=0.0001x+0.606

0.00020

y=0.00002x+0.0102

0.00006

y =0.0001x+0.3058

0.9787
0.9888
0.9064
0.9940

0.00010
0.00002
0.00005
0.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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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中，阴离子表面活性剂鼠李糖脂对萘和菲的增溶效果要明显优于非离子表面活性剂 . 一方面，鼠李糖脂
较低的 CMC 值意味着更容易达到临界胶束浓度，利于对萘和菲的增溶（赵少丹，2018）；另一方面，鼠李糖脂

带有负电荷的头部与萘和菲的 π 电子具有广泛的相互作用，并且其疏水性比常规的非离子胶束更高，菲的
增溶实验结果表明较低 CMC 值的表面活性剂并不是提高 PAHs 溶解能力的唯一标准（Wei et al.，2011）.
3.3

复配生物源表面活性剂对萘和菲的增溶作用

研究表明，阴-非离子复配表面活性剂具有更强的表面活性、更好的增溶效能和胶体稳定性（张鑫，

2017）. 图 2 所示为萘和菲的表观溶解度与复配表面活性剂的复配比及浓度的关系 . 与单一表面活性剂类似，
复配表面活性剂对萘和菲的增溶作用随着复配表面活性剂浓度的增加而增加 . 鼠李糖脂与非离子表面活性
剂以 3∶1 复配对萘的增溶能力大于以 1∶1 和 1∶3 复配，鼠李糖脂与槐糖脂以 3∶1 复配对萘的增溶作用较单一

表面活性剂显著增加 . 鼠李糖脂与黄腐酸和无患子皂苷以 3∶1 复配对菲的增溶能力大于 1∶1 和 1∶3 复配，
而鼠李糖脂与槐糖脂和烷基糖苷则以 1∶1 复配增溶效果最好 . 由此可见，不同表面活性剂复配体系的增溶

效 果 有 很 大 差 异 ，其 增 溶 效 果 取 决 于 表 面 活 性 剂 的 种 类 、性 质 、质 量 比 及 溶 质 的 类 型（王 欢 等 ，2014；
Lamichhane et al.，2017）.

由单一和复配表面活性剂增溶结果可以看出，阴-非离子表面活性剂以 3∶1 复配时具有协同增溶作用，

这种协同作用可能是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复配嵌入至鼠李糖脂界面层，使得体系中表面活性剂的总界面密度

增大，体系界面张力值降低到更低的水平，而且混合体系中静电自排斥作用被两种表面活性剂的亲水基团
之间有吸引力的离子-偶极相互作用所取代，有利于胶团的生成，这一点从表面活性剂的 CMC 骤减也可以

得到验证（朱鹏飞等，2011；Ji et al.，2021）. 因此，在使用量相同的条件下，复配生物表面活性剂能够去除更多
污染物，实现高效经济去除 PAHs 的目标（宋瑶，2020）.

混合胶束体系与水体系相比，提供了更低极性的微环境，极性降低使溶质的摩尔溶解比 MSR 和胶束

分配系数（Kmc）增加（Ji et al.，2021）. 从表 4 可以看出，鼠李糖脂与黄腐酸以 3∶1 复配时的 MSR 最大，有利于对
萘的增溶，而鼠李糖脂与无患子皂苷以 3∶1 复配对菲的增溶潜力最佳 .Lu 等（2012）研究表明，当增加阴离子

表面活性剂的比例时，静电排斥力增加，导致胶束结构分解，形成了较大的椭圆形胶束 . 将阴离子表面活性

剂引入非离子表面活性剂体系会将部分 PAHs 分子从胶束层推向结构内部，椭圆形胶束提供了更大的核心
体积以溶解更多的污染物（Khan et al.，1999；Ji et al.，2021）. 混合表面活性剂溶液对不同 PAHs 的作用也与

溶质辛醇-水分配系数（log Kow）线性相关，这就解释了混合胶束对 PAHs 去除率更高的原因（Sales et al.，2011；
Wei et al.，2012）.

Table 4
表面活性剂种类

鼠李糖脂+槐糖脂

表4

复配比例
1∶3

鼠李糖脂+无患子皂苷

鼠李糖脂+烷基糖苷

萘
R

y=0.00009x+0.6021

0.9827
0.9821

y=0.0003x+0.3321

1∶3

y =0.0027x+3.0619

3∶1

y=0.0033x+4.6533

1∶1

y=0.0002x+0.4262

1∶3

y=0.0002x+0.5605

3∶1

y=0.0005x+0.0234

1∶1
1∶3

菲
2

拟合回归方程

1∶1
3∶1

鼠李糖脂+黄腐酸

复配生物表面活性剂对萘和菲增溶的线性拟合

Linear fitting of solubilization of naphthaleneand phenanthrene by compound biosurfactants

y=0.0004x-0.1848
y=0.0031x+0.2483
y=0.0001x+0.312

3∶1

y=0.0004x-0.3134

1∶1

y=0.0003x+0.3872

0.9965
0.9827
0.9999
0.9822
0.9812
0.9680
0.9830
0.9938
0.9963
0.9902

MSR

MSR

拟合回归方程

R2

0.00009

y=0.00003x+0.3743

0.8340

0.00003

0.00040

y=0.00005x+0.0643

0.9530

0.00005

0.0031

y=0.00004x+0.1586

0.0001

y=0.00003x-0.0434

0.0004

y=0.00010x - 0.12569

0.0003

y=0.00008x+0.3828

0.00030

y=0.00007x+0.113

0.0027

y=0.00004x+0.0241

0.0033

y=0.00009x+0.0911

0.0002

y=0.00008x-0.1651

0.0002
0.0005

y=0.00008x-0.1768
y=0.00002x+0.1467

0.9976
0.9823
0.8457
0.9784
0.9355
0.9587
0.9625
0.8534
0.8376
0.9189

0.00007
0.00004
0.00004
0.00009
0.00003
0.00008
0.00010
0.00008
0.00008
0.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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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Fig.2

复配表面活性剂对萘和菲的增溶

Solubilization of naphthalene and phenanthrene by compound surfact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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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李糖脂和黄腐酸单一及其复配体系对土壤中 PAHs 的增溶作用
在上述单一及复配表面活性剂增溶实验的基础上，考虑到高效经济的修复目标，研究鼠李糖脂和黄腐

酸单一及复配（3∶1）体系对焦化土壤中 PAHs 的增溶效能和机制 . 表面活性剂溶液对焦化场地土壤进行 24 h
振荡淋洗后，上清液主要含有萘、蒽、苯并（a）蒽和苯并（k）荧蒽，其余 PAHs 含量较少，故选择这 4 种主要
PAHs 进行分析 . 图 3 为扣除空白对照后的表面活性剂对土壤 PAHs 的振荡淋洗效果 .

图3
Fig.3

表面活性剂对土壤多环芳烃的淋洗效果
Elution effect of PAHs by different surfactants

总体来看，鼠李糖脂对萘、蒽、苯并（a）蒽和苯并（k）荧蒽的增溶效率随其浓度的增加呈上升趋势 . 对比 4

种 PAHs 的去除率，鼠李糖脂对萘的增溶作用最强 . 比如，用 60 mmol·L-1 鼠李糖脂振荡淋洗时，萘的去除率可

达 88.59%，而蒽、苯并（a）蒽和苯并（k）荧蒽的去除率分别为 40.70%、27% 和 20.93%，远低于萘的去除效率 .
这主要是因为高环（＞3）的 PAHs 辛醇-水分配系数大，疏水性强，容易附着在粘壤土颗粒表面，与淋洗剂的
相互作用减弱，从而去除率降低（Lamichhane et al.，2017；王忠旺等，2020）. 萘、蒽、苯并（a）蒽和苯并（k）荧蒽
的溶解度随黄腐酸浓度的增加而增加，但相比鼠李糖脂，黄腐酸的增溶作用要弱很多 .60 mmol·L-1 的黄腐酸

对萘和蒽的增溶效率分别为 43.71% 和 24.60%，约为鼠李糖脂的 49.34% 和 60.44%，对苯并（a）蒽和苯并（k）
荧蒽的增溶效率为 7.30% 和 7.61%，远低于鼠李糖脂 . 王媛等（2013）认为，鼠李糖脂的化学结构复杂庞大，其

中的 1~2 个鼠李糖基作为亲水基团，长链脂肪酸作为疏水基团，单个分子要占据更大的空间，使得鼠李糖脂
所形成的胶束可能为圆柱状或棒状，这种胶团内径较大，从而使鼠李糖脂的表面活性和乳化能力更强 . 鼠李

糖脂-黄腐酸复配表面活性剂在浓度为 30 mmo·L-1 以上时，对土壤 PAHs 的增溶效果优于单一鼠李糖脂和
黄腐酸表面活性剂 . 这是由于在水-土体系中混合胶束可以弱化鼠李糖脂分子之间的静电斥力，使得混合胶

束具有良好的界面特性，从而增强了淋洗效果（李凯丽等，2018）.60 mmol·L-1 的鼠李糖脂-黄腐酸复配表面活
性剂对萘的去除率可达 96.64%，高于蒽、苯并（a）蒽和苯并（k）荧蒽的去除率，是鼠李糖脂的 1.09 倍，黄腐酸

的 2.21 倍，这一结果与增溶实验的结果相似 . 由于 PAHs 分子迁移进入胶束疏水内核时，主要借助混合胶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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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表面活性剂单体之间的“栅栏”作为通道加溶，则 PAHs 单体越大，它们加溶的可能性就越小，而萘的相对
分子质量低、空间结构简单、摩尔体积小，因此，萘的去除效果更好（赵双锋，2020）.

相比化学表面活性剂，生物源表面活性剂环境危害小，被认为是绿色环保的土壤淋洗剂 . 在同等增溶的

效果下，对生物源表面活性剂的筛选及复配体系的研究是寻找增溶效能更好且环境影响更小的土壤淋洗剂

的必由之路 . 本研究在增溶实验的基础上进行了实际焦化土壤淋洗实验，相比单一表面活性剂，所优选的阴非离子生物源表面活性剂复配体系（鼠李糖脂-黄腐酸）对土壤中 PAHs 有更好的去除效果（萘、蒽、苯并（a）蒽
和苯并（k）荧蒽的去除率分别为 96.64%、63.31%、42.51%、39.10%）. 与以往复配体系对 PAHs 增溶效能研究

相比，本研究中所选择的复配体系不仅绿色环保，且增溶效果更好或基本相当 . 如 Sales 等（2016）研究选用的

鼠李糖脂-吐温 80 对污染固体基质中萘的去除率达 45%；陈巧超等（2021）选择的 SDBS-吐温 80 复配体系对

芘污染土壤中芘（4 环 PAHs）的去除率可达 40%；王卓然等（2019）研究发现鼠李糖脂与吐温 80 复配体系对

土壤中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和苯并（a）芘（5 环 PAHs）的淋洗率分别为 40.6%、38.5% 和 36.8%. 另外，
本研究中淋洗实验应用于实际焦化污染土壤而非模拟污染土壤，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实用性 . 综上，鼠李糖
脂-黄腐酸复配体系可代替部分化学表面活性剂的使用，对 PAHs 污染土壤的修复尤其是低环 PAHs 的去除
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

4

结论（Conclusions）
1）单一表面活性剂对萘的增溶顺序为：鼠李糖脂＞黄腐酸＞无患子皂苷＞吐温 80＞槐糖脂＞烷基糖

苷，对菲的增溶顺序为：吐温 80＞槐糖脂＞鼠李糖脂＞烷基糖苷＞无患子皂苷＞黄腐酸 .

2）鼠李糖脂与黄腐酸、槐糖脂、烷基糖苷、无患子皂苷复配后，增溶能力较单一表面活性剂明显增强 . 在

本研究的实验条件下，鼠李糖脂与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复配比为 3∶1 时增溶效果更佳 .

3）鼠李糖脂-黄腐酸复配表面活性剂浓度为 60 mmol·L-1 时，对 PAHs 的去除效率较鼠李糖脂、黄腐酸

单一表面活性剂高，振荡淋洗 24 h 后，鼠李糖脂-黄腐酸复配表面活性剂对萘的去除率可达 9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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