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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咸水储层微纳米颗粒形貌特征
对其运移行为的影响
马玖辰 1, 2，王昌凤 1，朱龙虎 1，刘雪玲 2
（1. 天津城建大学 能源与安全工程学院，天津 300384；2. 天津大学 中低温热能高效利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天津 300072）

摘

要：通过一维水平砂柱试验，结合多孔介质传质理论，从孔隙尺度探索含水层中微纳米颗粒形貌特征与其释放、运移、

沉积过程的内在关联，揭示颗粒重组的力学诱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在渗流溶液水动力作用与物化性质相同，并且含水介
质机械组成相近的条件下，球形硅微粉释放率最高，试验过程中累计释放颗粒质量达 93.74 mg；咸水层原砂释放率最低，仅
为 0.62%。依据试验结果，利用双沉积位动力学模型进行反演，计算得到咸水层原砂在受运移距离控制点位沉积系数最大，
高于人工制备砂样 2 个量级。结合电镜扫描与颗粒表面 ζ 电位测试结果，基于颗粒受力平衡分析，渗流剪切应力与颗粒法向
截面面积成正比；同时伴随微纳米颗粒形貌、构成的变化，扩散双电层排斥力存在显著差异。因此，球状硅微粉颗粒通常以
单体形式脱离多孔介质表面；片状次生黏土矿物颗粒多以大体积粒团形式释放，出现再次沉积或被孔喉捕获的机率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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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particle morphology characteristics on transportation behavior
of micro-nano particles in coastal energy storage brackish aquif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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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particularity of porous structure and mineral composition in coastal energy storage shallow brackish
aquifers, a controllable experiment of one-dimensional (1D) sand column infiltration was conducted. By combining with the mass
transfer theory in porous media, this study probed into the internal connection at the porous scale that gave rise to the aquifer medium
micro-nano particles detachment, transportation and attachment resulting from the particle morphology characteristics, and then
explicated the induced mechanism of particles redistribu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compared with another type of particle, the
release rate of the spherical silica powder is the highest, and the accumulative weight of this particle in effluent liquid is up to 93.74
mg. However, the release rate of the brackish aquifer sand is the lowest, merely 0.62% when the hydrodynamics and
physical-chemical properties of seepage solution is the same. Morover, the mechanical composition and porous structure of aquifer
medium is also similar. After that, based on experimental results, the inversion of the adopted particle transport model with two
kinetic retention sites is introduc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brackish aquifer sand of the first-order attachment coefficient on the
second kinetic site which is assumed to be irreversible and depth-dependent is 2 orders of magnitude higher than another two groups
of the artificial aqueous medium column. Combined with experimental results from the SEM and the Zeta potential of particles, it is
found that the seepage shear stress is directly proportional to the normal cross-sectional areas of particle. The diffuse electric double
layer repulsion is obvious different from the change of particles morphology and mineral composition, which ar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forces and force torque balance for the particles located on the internal grain surface of the aquifer medium. Therefore, the
spherical silica powders usually detach in the form of monomer type from the grain surface of the porous media. However, regarding
flake secondary clay mineral particles, the regular release type is a large size particle group which could enhance the probability of
the attachment in matrix surface or the captured by the pore throat.
Keywords: brackish aquifer; micro-nano particles; morphology characteristics; transportation; sand column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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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释放-运移-沉积过程的影响尚无系统研究。本文

1 引 言

以颗粒迁移质量平衡方程与胶体稳定性理论为基

含水层储能技术是以地下水与含水介质作为

础，通过设计、搭建定水头渗流砂柱试验系统，分

蓄能体的跨季节储能与释能系统。具有能源利用率

别以储能咸水层代表性砂样、石英砂与不同形状人

高、环境效益好等优势，适应当前建立低碳能源技

造悬浮颗粒为试验材料，从孔隙尺度（m）对储能

术体系的发展战略以及宜居生态城市建设需要。作

过程中咸水层微小颗粒重组规律开展试验研究；基

为我国水资源压力最大区域之一的华北平原地区，

于试验结果，对双沉积位动力学方程沉积、释放系

其淡水层埋深通常在 200 m 以下 ，且处于长期超

数进行反演计算；揭示微小颗粒的不同形貌特征对

采状态，因此，该区域浅层储量巨大的咸水资源日

于引起咸水介质空间结构变化的力学诱导机制。

益受到关注。面积 9.6×10 km 的环渤海低平原区，

2 颗粒运移基础理论

[1]

4

2

地下浅层咸水储量为 2 500×108 m3，
其中矿化度 2～
5 g/L 的咸水储量达 990×108 m3。咸水层底界埋深仅

2.1 颗粒运移模型

在 50～200 m，水温 13～15 ℃，具有分布广泛、储

颗粒在一维稳定渗流条件下，在均质、饱和多

量丰富、采灌便捷的显著特点[2]。然而，堵塞问题

孔介质中的释放-运移-沉积过程，采用颗粒运移质

已经成为当前制约含水层开发利用的主要因素，其

量平衡方程以及沉积动力方程进行描述。质量平衡

中悬浮物堵塞最为显著[34]。因此，盲目利用咸水层

方程同时考虑对流以及机械弥散效应[14]；沉积动力

储能，将造成浅层咸水资源所在空间结构及更新规

方程则考虑颗粒在多孔介质中释放、沉积过程[15]。

律发生不可逆的改变[5]。

控制方程及定解条件表示为

含水层内部固有颗粒物质与回灌溶液中携带

与基础试验两个领域。Bedrikovetsky等[6]针对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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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裂隙表面，建立了考虑拖拽力、静电力、浮升力

C (t , x )  0

的颗粒脱离模型。Kampel等[7]建立考虑孔隙弯曲度

S ( t , x )  S0

的颗粒运移-沉积是导致含水介质堵塞、
空间结构变
化的主要原因。国内外学者针对微小颗粒在多孔介
质中运移、重组过程研究主要集中于理论模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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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惯性作用的数学模型，确定含水介质孔隙大小

（1）

及曲折度对颗粒与孔隙壁碰撞过程的影响程度。陈

式中：C 为渗流溶液中颗粒浓度（mg/mL）
；S 为沉

星欣等[8]考虑颗粒迁移-吸附效应，在沉积动力方程

积 于多 孔介 质表面 的颗粒 与固 相基 质的质 量比

中耦合颗粒加速特征，建立饱和多孔介质颗粒迁移

（mg/mg）；  为多孔介质孔隙率；  b 为多孔介质

三维模型。
对于回灌水中所携带悬浮颗粒运移、沉积造成
含水层空间结构变化的模拟试验，通常采用砂柱装
置，使用不同目数玻璃球、石英砂为多孔介质，以
人工制备的球形硅微粉、聚苯乙烯乳胶等材料为悬

密度（mg/mL）；D 为 x 方向机械弥散系数（mm2/s）；
U 为多孔介质达西渗流速度（mm/s）
；x 为颗粒运移
距离（mm）；t 为时间（s）
； kat 为一阶颗粒沉积系
数（ s 1 ）； kde 为一阶颗粒释放系数（ s 1 ）； 为无
量纲颗粒沉积函数。

浮颗粒，从颗粒浓度、粒径、渗流液动力条件等方

颗粒运移模型定解条件表示初始状态多孔介

面开展研究[9]。Haji 等[10]认为，在多孔介质中颗粒

质渗流溶液中无颗粒存在，颗粒以初始质量含量 S0

运移速度往往高于渗流速度，粒径越大，迁移速度

均匀分布于固相基质中；在入口段回灌溶液中无颗

越快。陈星欣等[11]利用砂柱渗透试验研究注入颗粒

粒物质。由于颗粒在储能咸水介质中释放-沉积同时

粒径与浓度、渗流溶液方向与速度对于悬浮颗粒迁

受运移时间以及运移距离的控制，因此，采用双沉

移过程以及含水介质渗透性能的影响。关于含水介

积位动力学模型：

质内部物化性质改变造成颗粒重组、孔隙堵塞的研
究主要集中于渗流溶液化学条件变化引起含水层内
胶体状颗粒物质重组过程[1213]。
综上所述，针对环渤海低平原区特定的水文地
质条件，颗粒形貌及矿物构成对其在储能咸水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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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S1 为可逆的时间控制沉积位中颗粒质量比；

Fl  

S2 为不可逆的运移距离控制沉积位中颗粒质量

比 [16] ； kat1 为 一 类 沉 积 模 式 一 阶 颗 粒 沉 积 系 数
（ s 1 ）； kdel 为一类沉积模式一阶颗粒释放系数
（ s 1 ）； kat2 为二类沉积模式一阶颗粒沉积系数
（ s 1 ）
； S0 为初始状态多孔介质固相基质中颗粒含

经验参数。

 f U y3
H 3 3

（4）

式中： 为无量纲提升力常数 1 190；V 为颗粒等效
体积（mm3）； U y 为多孔介质垂直方向达西渗流速
度（mm/s）
；  f 为渗流溶液密度（mg/mL）
。
Fg  V ( g  f ) g

量（mg/mg）
；d c 为多孔介质颗粒粒径（mm）； x0 为
颗粒发生脱离或沉积起始位置（mm）
；  为无量纲

V


（5）

式中：  g 为微纳米颗粒密度（mg/mL）；g 为重力
加速度（m/s2）。

在颗粒运移模型求解过程中，多孔介质物性及

Fe  FLVA  FDLR

水力学参数 D 、U 、 d c 、  b 、  均可由试验测定，

（6）

2类沉积系数 kat1 、 kat2 ，释放系数 kdel 、  则根据

式中： FLVA 为长程范德华吸引力（N）； FDLR 为扩

溢 流液 中颗 粒穿透 曲线， 使用 有限 元计算 软件

散双电层排斥力（N）
。

HYDRUS-1D通过全局优化算法得到颗粒浓度逐时
变化拟合曲线。进而基于颗粒质量平衡方程与双沉

基于此力学体系，确定多孔介质固相基质表面
微纳米颗粒受力平衡关系式为

积位动力学模型，根据试验初始值与边界条件，采
用HYDRUS-1D中Levenberg-Marquardt算法逆向反
演计算，最终得到两类沉积、释放系数最优解。
2.2 颗粒受力平衡关系
诱导含水介质中微小颗粒释放、迁移、聚沉的
力学机制是由水动力、重力、提升力、颗粒间静电
作用力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图 1 为沉积颗粒以
滚动方式脱离多孔介质骨架表面受力示意图[6]。在
该力学体系中，溶液流动剪切应力 Fd 与提升力 Fl 使

Fdld  ( Fg  Fe  Fl )ln

（7）

Fdld +Fll n =( Fg  Fe )ln

（8）

式中： ld 为渗流液剪切应力力臂（mm）； ln 为滚动
原点距颗粒重心距离（mm）
。

3 试验系统与方案
3.1 试验材料
为确保砂柱试验可以有效反映滨海平原区咸

颗粒产生运移趋势；颗粒自身有效重力 Fg 、颗粒与

水层复杂的水质条件，以及颗粒物质特殊形貌与矿

固相基质表面或者颗粒之间静电作用力 Fe 则保持

物构成对于储能过程咸水介质颗粒重组的影响程

其稳定性，其表达式分别为式（3）～（6）
：

度，材料取样点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沽口，距离

Fd =

 sU x
H

（3）

式中： 为无量纲拖拽力常数 10～60； 为渗流溶

液动力黏滞系数（Pa  s）；s 为颗粒法向截面面积
（mm2 ）； U x 为多孔介质水平方向达西渗流速度
（mm/min）
；H 为含水介质平均孔隙高度（mm）。

海河入海口直线距离 5 km。所用原砂、回灌溶液取
自该区域地下埋深 60 m 处咸水层。砂样现场采集，
就地蜡封处理，通过筛分法与比重计法对原砂粒级
进行检测，原砂机械组成与主要物性见表 1。采用
X 射线粉末衍射仪对砂样全岩矿物及次生黏土矿物
种类进行分析，其结果见表 2。
渗流砂柱中所填充的多孔介质包括地下咸水
层原砂与人工制备砂样，其中砂样所用材料为天然

Fl
微纳米颗粒团

ln

Fd

微纳米颗粒团

ld 微纳米颗粒

Y

石英砂。为确保填充砂样颗粒级配连续性与原砂相
近，依据原砂机械组成，采用不同目数石英砂按照
一定比例均匀混合。根据储能咸水层中颗粒物质粒

X

Fg

含水介质孔隙壁

Fe

径、构成，将悬浮颗粒与胶体之间的过渡粒径（0.1～
50 m）范围中次生黏土矿物、絮凝黏团以及悬浮
颗粒物质统称微纳米颗粒。人工制备含水介质中微

图 1 含水介质表面颗粒受力及力矩平衡示意图
Fig.1 Forces and force moment balance
for the particles located on the internal grain surface
of the aquifer medium

纳米颗粒则根据原砂机械组成及全岩矿物质量含
量，采用 1.3～6.5 m 球形与非球形硅微粉，按比
例与石英砂充分混合组成填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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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咸水层砂样机械组成与物性特征
Mechanical composition and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brackish aquifer

Table 1

不同粒径(m)的机械组成/ %

含水介质
咸水层砂样

重度

孔隙度

≥425

425～150

150～75

75～63

63～38

≤38

/ (kN/m3)

/%

0

18.58

51.80

12.69

14.10

2.83

166.12

37

Table 2

表 2 咸水层砂样全岩与黏土矿物成分
Sand mineral species and clay mineral species in the brackish aquifer
全岩矿物成分相对质量含量%

含水介质

石英

咸水层砂样

斜长石 微斜长石 绿泥石

46

30

16

黏土矿物相对质量含量/ %

云母

闪石

1

3

2

3 组试验均采用咸水层原水回灌，地下咸水化学
类型为 Cl-Na

型，主要成分为 Na++K+ 276.10

mmol/L、

Ca2+ 21.75 mmol/L、Mg2+ 63.76 mmol/L、Cl 325.00 mmol/

2- 27.69

2273

黏土矿物 蒙脱石 伊蒙混层 伊利石 高岭石
2

12

40

36

6

绿泥石 绿蒙混层
6

无

冷热源设备选用 THD-3015 系列恒温槽，保证
在设计周期内回灌溶液温度及回灌量满足试验要
求。定水头储液装置为 3 L 玻璃容器，容器顶端设

mmol/L，pH 值为 7.16，TDS（固形

有进液口与恒温槽相连；侧壁下部设有出液口与砂

溶解物）为 20 674.8 mg/L。提取后的咸水放置在储

柱连接；侧壁上部设有泄水口与回收容器相连，保

水罐中，为保证水样化学成分不变，应加入适量稳

持水位稳定，具有恒压作用。系统中各类设备均由

定剂封存。在每次试验前，咸水溶液需用真空抽滤

防腐、耐高温的硅胶管连接，填充砂柱、储液装置

装置配以 0.45 m 的微孔滤膜进行抽滤，避免水中

与硅胶管均加装 5 mm 橡塑保温层。

的杂质和微生物进入砂柱，阻塞多孔介质孔隙。
3.2 试验系统

3.3 试验内容与测试方法

L、SO4

首先将蜡封原砂取出自然风干，
通过筛孔 590 m

设计一套实验室尺度的地下咸水层储能及参

砂石筛除杂。采用分段湿填法填充砂柱，每加入

数测试系统，所构建的一维定水头渗流砂柱系统如

30 mm 等重度质量原砂后，均匀喷淋咸水高出砂面

图 2 所示。

10 mm，敲打砂柱外壁，缓慢压实砂体并静置一段
时间使砂柱密实均匀，确保每段重度(1.628  0.02)
kg/L，同时起到饱水、排气作用。填充石英砂渗流
2

1

9

砂柱则按上述步骤，将用稀盐酸浸泡，去离子水清
7

8

洗、烘干后的石英砂与不同形貌的硅微粉混合材料

5
4

3

6

均匀填充。填充完毕后，水平静置，由定水头储液
10

1—冷热源设备 2—过滤装置 3—储液容器
4—固定支架 5—溶液回收器 6—三通阀
7—400 mm 层析柱 8—渗流液观测孔
9—监测系统 10—取样容器

Fig.2

图 2 试验系统流程图
Schematic of the experiment setup

装置分别向 3 组砂柱以 120 mm 水头连续通入 60 ℃
地下咸水，开始储热渗流试验。为避免水动力作用
变化对于微纳米颗粒运移行为的影响，试验过程中
水头差保持恒定，设计试验周期为 240 min。
在试验过程中，采用间接测试方法对不同时段溢
流液中颗粒浓度进行测定，
每 5 min 使用 HACN1900C

渗流砂柱为有机玻璃材质，长 400 mm、内径

浊度计测试流出液浊度，根据拟合的浊度与颗粒浓

30 mm、壁厚 5 mm。确保进、出液属于水平、面状

度标准曲线确定流出液中微纳米颗粒浓度。在 3 组

流动，将砂柱分为含水介质填充区与溶液散流区。

试验中每 20 min 提取 10 mL 溢流溶液，选用马尔文

距离砂柱两端 50 mm 处，安装厚 0.01 mm、75 m

Mastersizer2000 激光粒度分析仪，采用湿分散法，

孔径滤网装置。采用  0.5 mm 玻璃珠，经过稀盐酸

测量溢流液中释放颗粒的粒径分布。

浸泡，去离子水清洗，烘干后填充于两端散流区内。

在储热试验结束后，分别收集 3 组试验中全部

以两端滤网为起止面，在砂柱上部 0～300 mm 处，

溢流溶液，通过抽滤称重法测定 3 组砂柱流出液中

每间隔 150 mm 并排钻 2 列 3 组  10 mm 测试孔。1

微纳米颗粒的累计质量。采用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

列与测压管相连，1 列根据试验要求装设温度传感

镜（SEM）观察流出液中颗粒形貌特征与粒径尺寸，

仪、电导率仪或作为渗流溶液取液口。

同时利用 SEM 观测储热试验结束时不同填充砂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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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分析颗粒物质形貌、构成不同对于多孔介质空间
结构变化的影响。

4 试验结果分析
4.1 不同含水介质颗粒运移过程与特性
通过对比 3 组渗流砂柱在储热试验中流出液微

溢流液颗粒浓度/ (mg/mL)

同一渗流断面孔隙结构之间的差异，从介观尺度对

纳米颗粒浓度变化过程，人工制备含水介质填充砂

释放颗粒浓度拟合曲线
释放颗粒浓度试验结果
累计释放质量试验结果

2.0
1.8
1.6
1.4
1.2
1.0
0.8
0.6
0.4
0.2
0.0

140
120

R2=0.929

8
RMSE=0.091 5

100
80
60
40
20

累计释放颗粒质量/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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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25 50 75 100 125 150 175 200 225 250

柱的颗粒穿透曲线均呈现近似正态分布的变化规

时间/ min

律，表明该类试验具有可重复性，试验结果可比性

(a) 球形硅微粉与石英砂填充砂柱

较强，如图 3(a)、3(b)。其中，球形硅微粉含水介
质在试验进行 30 min 后，砂柱流出液中开始出现颗

释放以及达到颗粒浓度峰值时间分别滞后 20 min
与 10 min，浓度峰值减少 0.36 mg/mL。
在相同水动力条件下，咸水层原砂填充砂柱流
出液中颗粒浓度变化规律、变化幅度与人工制备含

溢流液颗粒浓度/ (mg/mL)

1.52 mg/mL。采用非球形硅微粉填充砂柱出现颗粒

1.2
1.0
0.8
0.6
0.4
0.2

水介质具有显著差异，见图 3(c)。咸水溶液注入

0.0
0

65 min 后，层析柱流出液中开始出现颗粒物质，当

100
90
80
70
R2= 0.931 4
60
RMSE= 0.065 6
50
40
30
20
10
0
25 50 75 100 125 150 175 200 225 250

累计释放颗粒质量/ mg

粒物质，经过 114 min 微纳米颗粒浓度达到峰值

释放颗粒浓度拟合曲线
释放颗粒浓度试验结果
累计释放质量试验结果

1.4

时间/ min

颗粒浓度达到 0.5 mg/mL 时，其上升幅度减缓，浓

(b) 非球形硅微粉与石英砂填充砂柱

度峰值达到 0.65 mg/mL 后呈下降趋势。截至试验结

粒释放率仅为 0.62%，是球形硅微粉释放率的 50%，
见表 3。通过对比不同时段 3 组填充砂柱溢流溶液
中颗粒的粒径分布发现，人工制备含水介质释放颗
粒中位粒径随储热试验进行基本保持一致，位于所
填充的硅微粉粒径范围中（见表 3）
。然而，咸水层
原砂填充砂柱在试验初期（60 min）释放颗粒中位

溢流液颗粒浓度/ (mg/mL)

两组石英砂填充砂柱相比，咸水层原砂中微纳米颗

释放颗粒浓度拟合曲线
释放颗粒浓度试验结果
累计释放质量试验结果

0.8
0.7

40

0.6

R2=0.984 2
RMSE=0.023 3

0.5

质在储热试验前期所释放颗粒基本以单体次生黏土
矿物颗粒为主，
试验后期溢流液中出现大体积絮凝、
团聚的粒团物质。

30

0.4
20

0.3
0.2

10

0.1
0.0
0

0
25 50 75 100 125 150 175 200 225 250

粒径为 3.59 m，当试验进行 180 min 时，所释放颗
粒的中位粒径达 13.86 m。研究表明，原砂含水介

50

累计释放颗粒质量/ mg

束，流出液中颗粒浓度仍保持逐渐降低趋势。与前

时间/ min
(c) 咸水层原砂填充砂柱

图 3 释放颗粒浓度与累计释放颗粒质量变化曲线
Fig.3 Relation curves between the released particle
concentration and accumulative weight
in the sand column

如图 3 所示，3 组填充砂柱流出液中颗粒浓度
拟合曲线与试验结果的动态变化趋势一致。拟合过
程中分别采用决定系数（ R 2 ）与均方根误差（RMSE）
两类统计学指标作为拟合优度判定系数。3 组试验
中 R 2 均大于 0.9，RMSE>0.1，表明拟合结果较好，
可以有效跟踪实测值的变化。基于质量平衡方程与
双沉积位动力学模型，根据拟合曲线，利用
HYDRUS-1D 软件反演确定两类沉积模式释放、沉
积系数（见表 4）
。

表 3 不同含水介质沉积颗粒释放率与粒径分布
Table 3 The released rate and the median particle
diameter of deposited particles in different
aquifer medium columns
溢流液颗粒 累计释放 微纳米颗 溢流液颗粒中
含水介质
球形硅微粉
石英砂 非球形硅微粉
咸水层原砂

最大浓度

颗粒质量 粒释放率

位粒径/ m

mg/mL

/ mg

/%

1.52

93.74

1.24

3.78

1.16

86.30

1.14

4.35

4.72

0.65

46.50

0.62

3.59

13.86

60 min 180 min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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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水介质

kat1

kde1

/ s1

/ s1

kat2

kde1 / kat1

/ s1



石英砂（球形硅微粉） 4.98

9.03

1.81

3.72×102

石英砂（非球形硅微粉）1.86

3.12

1.66

7.39×102 0.47

4.14

1.37

咸水层原砂

3.03

3.45

0.39
0.62

在 3 组试验中，对于一类可逆沉积模式，尽管
不同形貌构成的微纳米颗粒释放系数 kdel 与沉积系
数 katl 均存在差异，然而其释放与沉积系数比值 kdel /
katl 均大于 1，其中球形硅微粉比值最大，高于咸水

层原砂 40%。研究表明，伴随高温咸水溶液的不断
注入，受时间控制沉积位中微纳米颗粒由含水介质
固相基质表面释放、脱离过程占主导趋势。对于二

渗流液颗粒浓度/ (mg/mL)

表 4 不同含水介质沉积颗粒释双动力学模型拟合参数
Table 4 Fitted parameters of deposited particles releasing
to the two-kinetic sites model in different aquifer medium

2275

球形硅微粉填充砂柱储热 60 min
非球形硅微粉填充砂柱储热 60 min
原砂填充砂柱储热 60 min
球形硅微粉填充砂柱储热 180 min
非球形硅微粉填充砂柱储热 180 min
原砂填充砂柱储热 180 min

1.8
1.6
1.4
1.2
1.0
0.8
0.6
0.4
0.2
0.0
0

5

10

15

20

25

30

层析柱长度/ cm

图 4 不同时间含水介质渗流液颗粒浓度
随层析柱区域变化曲线
Fig.4 Curves of the particle concentration
of the seepage solution with infiltration regions
at different times

类不可逆沉积模式颗粒沉积系数 kat2 ，3 组填充砂柱
存在量级上的差异，
其中咸水层原砂填充砂柱最高，
是球形硅微粉颗粒的 100 倍。计算结果表明，由于
颗粒形貌特征不同，随着渗流溶液运移过程中颗粒
间相互絮凝、团聚形成大体积粒团再次吸附于多孔
介质骨架表面，或者被多孔介质孔隙尺寸较小的孔
喉捕获，导致由于筛滤效应引起的不可逆沉积过程
的机率提高。
将反演得到的 3 组填充砂柱的沉积、释放系数

(a) 球形硅微粉与石英砂填充砂柱

代入颗粒运移模型（式（1）
）
，通过数值计算确定 3
组砂柱不同区域渗流液中颗粒浓度随时间变化过
程。如图 4 所示，由于含水层中微纳米颗粒形貌不
同，其运移行为存在显著时空非均质特性。储热时
间进行 60 min，球形硅微粉填充砂柱中各区域渗流
溶液中均有颗粒物质出现，并且颗粒浓度峰值出现
在填充砂柱 5～10 cm 区域，达到 0.9 mg/mL；在该
时段，另两组砂柱渗流溶液中颗粒浓度随着与进液

(b) 非球形硅微粉与石英砂填充砂柱

端距离增大而减少，原砂填充砂柱仅在 0～10 cm 段
存在少量颗粒物质。当试验进行 180 min 时，3 组
砂柱出液端区域颗粒浓度均呈现稳定状态，可认为
此时该区域含水介质中颗粒脱离与沉积过程达到动
态平衡。然而，此时砂柱前部区域颗粒浓度呈现下
降趋势，结合图 3，随着试验进行，流出液中颗粒
浓度将逐渐减少。
4.2 基于 SEM 测试的颗粒形貌特征分析
基 于 前 期 研 究 成 果 [17] ， 利 用 扫 描 电 镜 技 术
（SEM）
，将 3 组试验中释放颗粒放大至 0.1～1 m，

(c) 原砂填充砂柱

图 5 填充砂柱释放颗粒 SEM 图
Fig.5 SEM images of released particles of the sand column

观察其形貌特征，见图 5。人工制备含水介质释放
颗粒以分散存在的硅微粉为主，絮凝粒团较少。然

在储热试验结束后，分别提取咸水层原砂与非

而，咸水层原砂流出液中微纳米颗粒粒径分布不均

球形硅微粉填充砂柱 300 mm 处含水介质断面，进

匀，
以次生黏土矿物颗粒与絮凝粒团形式共同存在。

行电镜扫描。如图 6 所示，在原砂含水介质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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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表达式为
Fd  Ks

构成的粒团则分布于含水介质孔隙之间。人工制备
含水介质填充砂柱中，硅微粉颗粒较松散的分布于

（9）

式中：K 为正常数。

石英砂表面。

在颗粒体积相同的条件下，随着沉积颗粒截面
增大，溶液对颗粒的剪切作用力增大，受力平衡被
打破，最终导致颗粒物质从含水介质孔隙壁面释放
或者絮凝的粒团出现分离，随溶液在砂柱中运移。
由于咸水层中微纳米颗粒以次生黏土矿物为
主要构成，使其呈现显著胶体特性。结合电镜扫描
所得颗粒形貌、几何尺寸，将呈多面体状颗粒近似
认为球状，将片状颗粒与孔隙固相基质表面概化为
平板状，根据界面化学双电层 Gouy-Champman 模
(a) 原砂填充砂柱

型与胶体稳定性理论（DLVO）[19]，建立球-片状颗
粒之间扩散双电层排斥力与长程范德华吸引力关系
式为
F  FLVA  FDLR  

(b) 非球形硅微粉与石英砂填充砂柱

图 6 填充砂柱 300 mm 断面含水介质 SEM 图
Fig.6 SEM images of the aquifer medium at the 300 mm
scanning slice in the sand column

Aa 2 
5.32h 
h 1 

6
 5.32h  0 

ze 01 

64akTN A c 1  tanh(
) 
4kT 

ze 02 

 tanh( 4kT )  exp(  h )

（10）

式中：A 为 Hamaker 常数（J）；h 为颗粒间距离
（mm）；a 为颗粒当量粒径（mm）；k 为 Boltzmann
常数（K/J）；T 为含水介质温度（K）； N A 为阿佛
加 德 罗 常 数 （ mol 1 ）； c 为 渗 流 溶 液 离 子 浓 度

根据试验结果认为，由于硅微粉呈球形或为规
则多面体形状，比表面积偏低，过水横截面较大，

（mol/m3）
；z 为离子价位； 01 、 02 为片状颗粒（孔
隙壁）
、球状颗粒初始表面电位（mV）
； 为 Debye

因此，易于从固相基质表面脱离。同时，由于人工

参数；  1 为 Debye 长度，离子氛厚度，代表扩散

制备石英砂含水介质尺寸相对单一，所形成的孔隙

双电层的厚度（mm）
。根据水质分析结果，滨海低

结构分布均匀、连贯，因此，只有少量释放颗粒在

平原区地下咸水化学类型主要为 Cl-Na 型，因此，

运移过程中，由于吸附效应再次沉积于多孔介质表

可将咸水层渗流溶液概化为 1:1 型单一对称电解质

面，或者在狭窄孔隙喉道发生堵塞。原砂填充砂柱

溶液，颗粒间扩散双电层厚度计算公式为

中微纳米颗粒以片状次生黏土矿物为主，比表面积
大，同时具有很强的吸附性。因此，试验中较少出
现单体片状颗粒从基质表面脱离，多以大体积絮凝
粒团形式释放，从而导致运移过程中在重力及静电
力作用下再次沉积于多孔介质表面以及被孔喉捕获

 N A ce2 

  kT 

1/2

 1  

（11）

式中： 为介电常数（F/m）
；e 为电子的电量（C）
。
根据颗粒间双电层作用力关系式，在渗流溶液

机率提高，从而改变含水介质空间结构。

物理、化学性质不发生改变的条件下，颗粒表面电

4.3 微纳米颗粒运移力学诱导机制

位变化成为影响扩散双电层排斥力的主要因素。因

基于多孔介质表面微纳米颗粒受力平衡关系

此，选用马尔文 Zetasizer Nano ZS 电位仪分别测试

式（式（7）
、
（8）
）
，以一维砂柱试验为例，由于法

天然石英砂、咸水层原砂两类含水介质以及相同粒

向渗流速度近似为 0，因此，可忽略提升力 F1 对于

径分布、不同种类的微纳米颗粒在 25 ℃、200 mol/m3

颗粒重组的影响。在水动力作用与注入溶液物化性

的 1:1 型单一对称电解质溶液中的  电位。基于测

质相同，含水介质机械组成与孔隙结构相近的条件

试结果（见表 5）
，计算不同形貌、构成的微纳米颗

下，
流动剪切应力 Fd 与颗粒法向截面面积 s 成正比，

粒在上述电解质溶液中的静电作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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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颗粒物质 ζ 电位
The Zeta potential of different particles

Table 5

 电位

颗粒
多孔介质颗粒

微纳米颗粒

2277

与之相对，沉积于地下咸水层原砂表面的次生
黏土矿物由于以片状形貌为主，
颗粒过水截面减少，
渗流剪切力降低，在溶液物理化学性质不变化条件

/ MV
天然石英砂

23.0

下，难以出现释放、分离过程。片状颗粒絮凝形成

咸水层原砂

21.3

的粒团，由于形貌特征发生变化，剪切应力与扩散
双电层排斥力提高，较单体颗粒易于脱离。但由于

球形硅微粉

30.7

非球形硅微粉

27.1

原砂释放颗粒

14.9

伊利石

22.4

出现再次沉积。同时，咸水层原砂尺寸范围较大，

蒙脱石

1.5

固相基质中存在大量不连贯孔隙也是造成粒团被过

粒团体积增大，运移过程中在重力与静电力作用下

水断面较小的孔喉所捕获，形成筛滤现象，最终导
通过对比分析，尽管各类微纳米颗粒  电位均

致其运移距离控制点位不可逆沉积系数 kat2 增大的

为负值，其绝对值差异明显，其中球形硅微粉与咸

主要因素。

水层原砂中颗粒  电位分别为  30.7、  14.9 MV，

5 结 论

从而造成两类颗粒的排斥力势垒由 3.79 109 N 降
至 1.96 109 N。正是由于表面电位绝对值降低，颗

（1）在水动力作用（水头差、渗流方向）与渗

粒间扩散双电层排斥力作用减少，斥力势垒下降，

流溶液物理化学性质（温度、TDS、化学组成、离

最终导致微纳米颗粒间絮凝以及沉积于多孔介质表

子强度等）相同，并且含水介质机械组成与孔隙结

面的能力增强。

构相近的条件下，3 类填充砂柱溢流液中微纳米颗

通过对咸水层原砂中质量含量较高的 2:1 型次

粒浓度变化规律具有显著差异。球形硅微粉释放率

生黏土矿物伊利石与蒙脱石进行电位测试，发现两

最高，达到 1.24%；咸水层原砂颗粒释放率仅为

类矿物颗粒  电位绝对值均小于硅微粉。其中属于

0.62%，释放颗粒以粒团形式为主，随着试验进行

胀缩型晶格结构的蒙脱石由于带电特性源于同晶替

粒径分布呈增大趋势。

代方式，具有很强的阳离子交换能力。当溶液离子

（2）依据试验结果，反演计算得到双沉积位动

强度较高时，其  电位在零电点附近波动，引起排

力学方程中受时间控制沉积位 kdel / katl 均大于 1，表

斥力下降，斥力势垒消失，如图 7 所示。

明随着咸水溶液不断注入，颗粒由含水介质表面释
放过程占主导趋势。然而，不同含水介质中受运移

6

石英砂-球形硅微粉间静电作用力
石英砂-非球形硅微粉间静电作用力
原砂-释放微纳米颗粒间静电作用力
原砂-伊利石间静电作用力
原砂-蒙脱石间静电作用力

-

F/ 10 9 N

4
2
0

距离控制沉积位 kat2 则存在量级上差异。原砂填充
砂柱中颗粒在运移过程中絮凝形成大体积粒团，再
次沉积于固相基质表面，或者被孔喉捕获的机率提
高是导致其不可逆沉积系数增大的主要因素。
（3）基于 SEM 对渗流溶液以及含水层中微纳

-2

米颗粒形貌的观测，通过含水介质表面颗粒受力平

-4

衡分析，渗流剪切应力 Fd 与颗粒法向横截面面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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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1:1 型单一电解质溶液不同微纳米颗粒
与多孔介质间静电力变化曲线图
Fig.7 Electrostatic force variation curves between
different micro-nano particles and grains
in the single electrolyte solution (1:1 valence)

正比，并且扩散双电层排斥力随着颗粒形貌、构成
的改变，存在明显差异。在相同水动力条件下，硅
微粉通常以单体形式脱离，运移过程中由于存在较
高的斥力势垒，有效阻止颗粒间相互絮凝而再次沉
积于多孔介质表面。咸水层原砂中片状颗粒则多以
粒团形式释放，运移过程中堵塞有效过水断面，导
致含水层孔隙结构变化。

球形硅微粉颗粒在相同水动力作用下，较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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