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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束是一种纳米级的表面活性荆聚集体，其形成的反应空间提供 了从极性到非极性的微 

环境，可以增强被检测体系的信号强度，提高检测方法的灵敏度。胶束体系在电厂化学与 

环保检测中，对于水或大气中的微量有毒有害金属离子以及有机物的检测，具有很好的应 

用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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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活性剂对化学发光体系有增敏作用，其特殊 

的两亲(亲水亲油)型结构，能使其既可溶于有机溶剂 

也可溶于水溶液，当其浓度超过临界胶束浓度后就可 

自发地有序排列，形成纳米级的球状聚集体——胶束。 

胶束中心与溶剂介质处在不同的极性或非极性环境 

中，是理想的纳米反应器。胶束溶液不仅可以使异相 

反应得以进行，还能改变其化学反应的速率、化学平衡 

以及反应机理。胶束溶液应用于分析检测中，可以提 

高待测组分检测灵敏度和选择性，这种自组装体系可 

以提供油／水共存的微环境，消除了两相体系检测所必 

须的萃取分离等步骤，能有效地简化操作，提高检测效 

率。此外，环境监控与污染治理技术中极具发展前景 

的酶降解技术将会逐步在各生产行业试用并推广，其 

中酶催化活性的分析检测中涉及两相体系时都采用了 

胶束溶液。因此，胶柬体系将会逐步在电厂化学与环 

保检测中得到应用。本文综述胶束的形成及其对化学 

反应的调控机理，介绍其作为纳米级微反应器用于分 

析检测的优越性及典型应用，可为电厂建立新的检测 

方法和提高检测技术水平提供借鉴。 

1 胶束的形成 

表面活性剂是一种两亲分子，具有亲水基团和亲 

油基团，亲水基团包括极性基团和离子基团，亲油基团 

主要是长链烷基碳氢链、碳氟链、聚硅氧烷链以及聚氧 

丙烯等。当表面活性剂溶解在极性溶剂中时，其浓度 

超过一定值(临界胶束浓度，CMC)就形成亲油基朝 

内、亲水基朝外的球形，即为正胶束(图 1(a))；当表面 

活性剂溶解在非极性有机相中，形成的胶柬与其溶解 

在极性溶剂中相反，亲水基朝内，亲油基朝外，称为反 

胶束。反胶束中有少量水存在时，水分子及溶于水中 

的物质必会进入反胶束的内核——水池中。水池中的 

水可划分为结合水和自由水，自由水之间存在氢键，而 

结合水(与表面活性剂亲水基结合的水)分子间不存在 

氢键，反应活性很高。反胶束中极性水池的形成，使溶 

解于水的物质在其中以较高浓度存在，增加了反应几 

率，同时表观浓度却相对较低。水池的大小随含水量 

的增加而逐渐增大，都在纳米级，可以将胶束视为大小 

可以调控的微型反应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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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离子型胶团 (b)非离子型胶团 

图 1 胶束 

2 胶束的增溶作用 

不溶于或微溶于水的有机物在表面活性剂形成的 

胶束溶液中溶解度显著提高。微溶物在胶束中的增溶 

方式有 4种(图 2)：(1)增溶于胶束内部，适用于非极 

性有机物的增溶；(2)增溶物分子与形成胶束的表面活 

性剂穿插排列，形成栅栏层，适用于具有两亲性的难溶 

有机物；(3)微溶物吸附在胶束表面，适用于既不溶于 

水又不溶于烃的有机物以及一些染料；(4)包含在胶束 

的极性基层，这是聚氯乙烯型表面活性剂胶团的一种 

特殊的增溶方式，适用于酚类化合物。 

@ 
-，—^离子型表面活性剂 

户- ·̂-，非离子型表面活性剂 

图2 胶束中的增溶位置 

胶束溶液处于动态平衡中，特定分子的位置随时 

间迅速改变，各种增溶物在不同的胶束中的平均停留 

时间为(10 ～10 。)s。因此，增溶位置只是优选位 

置，增溶物也能存在于其它位置。 

在非水溶液中的反胶束也具有增溶作用，被增溶 

物主要是水、水溶液以及不溶于非水溶剂的极性物质。 

可见，各类极性和非极性的难溶有机物在胶束溶液中 

都能找到适合的溶解环境。 

3 胶束介质对化学反应的调控及其应用 

胶束既可加快反应速率，也可降低反应速率。 

正胶束形成的体系，从内核到水相是从非极性到 

极性过渡的微环境；反胶束体系从内核到有机相，是从 

极性到非极性过渡的微环境。化学反应速率受环境的 

影响和制约。胶束溶液的形成，使介质的性质发生了 

很大改变，必然会影响发生在其中的化学反应速率。 

胶束均匀分散在有机溶剂或水介质中，处于动态 

平衡状态，其在不断形成的同时也不断地被破 坏。反 

胶束间可以溶合进行水池的互换，因此能使胶束之间 

发生物质交换，使化学反应得以进行。同时，胶束形成 

的纳米级反应空间，通过疏水(油)效应、静电效应、局 

部浓集效应、微极性和黏度效应等对发生在其中的化 

学反应产生影响，改变反应的反应速率、反应平衡甚至 

反应机理。 

3．1 调控化学反应速率 

在表面活性剂胶束存在下，化学反应速率加快的 

现象称为胶束催化。胶束催化的效率主要取决于反应 

物在胶束相中的浓集(外在因素)和反应物从水相转移 

到胶束相后反应活性的改变(内在因素)。浓集效应的 

大小取决于反应物分子与胶束之间的静电与疏水作用 

力大小，即反应物从水相转移到胶束相中的分配系数。 

假设反应物的分配系数为 1O。～10。，反应在水相与胶 

束相中的反应速率常数 K 和 K 相等，那么对双组 

分反应来说，其反应速率可以提高 10～100倍。大多 

数情况下，化学反应速率的提高是由反应物在胶束相 

中浓度的增加造成的，目前已有一些胶束催化反应用 

于缩短分析时间。 

3．2 改变化学反应平衡 

胶柬的催化作用不同于化学催化，它不是通过改 

变反应的活化能，而是通过改变化学平衡的位置进行 

催化。例如：对于染料分子，胶束的存在改变了染料的 

解离平衡，使其某一型体相对于另一型体优先浓缩。 

对高价金属离子来说，胶柬的存在抑制了金属离子的 

水解聚合，增强了金属离子络合配位的能力。胶束改 

变化学平衡的方法还可应用于生化反应。 

3．3 改变反应机理 

如铬元素在水中以两种氧化态存在，即 Cr(Ⅵ)和 

Cr(Ⅲ)。Cr(Il1)是人体必需的痕量营养元素，而 Cr 

(Ⅵ)则有致癌作用。在水溶液中的检测常伴随两种价 

态间的转换。当与染料 BPR(溴邻苯三酚红)结合后， 

其各自的显色反应在水介质和胶束介质中具有不同的 

温度依赖性。CTAB(溴化十六烷基三甲铵)胶束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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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加快 Cr(Ⅵ)与 BPR的反应速率，而且反应机理表 

明，在高温下，Cr(VI)首先被还原成 Cr(HI)，然后再与 

BPR配位，而不是 Cr(VI)与 BPR的直接配位。因此 

反胶柬体系改变了 Cr(Ⅵ)与 BPR的反应机理。 

因此，通过胶束介质的调控原理，可以提高检测方 

法的选择性，降低共存组分的干扰，使方法的灵敏度提 

高。 

4 胶束介质在分析检测中的应用 

胶束可以实现多组分同时测定。例如，在表面活 

性剂溴化十二烷基三甲基铵(DTAB)形成的胶束中， 

可以同时测定 V(V)、Cr(VI)、Ti(IV)3种离子。在水 

溶液中，焦醅酚红(PR)被 Cr(Ⅵ)和 V(V)氧化退色， 

难以同时测定，并且 Ti(IV)干扰反应；而 DTAB的存 

在，使 Cr(V1)与 PR之间反应加速，使 V(V)与 PR之 

间的氧化还原反应成为络合反应，Ti(IV)与 PR络合 

物的光谱特性也发生改变，因而 3种离子可以同时测 

定 。 

黄锡荣等报道了多种利用胶束介质检测金属离子 

的实验方法，如 Sn(Ⅳ)、Mo／W 混合物、Cr、Sb的测 

定，都可以通过不同的表面活性剂胶束溶液增加体系 

的摩尔吸光系数，降低检测限，提高检测灵敏度，同时 

使杂质的干扰大大降低。 

电厂化学与环保检测项 目一般为水中或大气中微 

量有毒有害金属离子和有机物。此外，木素过氧化物 

酶降解有机物用于废水治理已从实验室研究转向工业 

生产，而对酶活性的检验尤其是酶降解有机物的活性， 

通常都用反胶束体系来测定。可以预见，随着对胶束 

体系的进一步研究，这一分析技术将在电厂水和气的 

检测中得到很好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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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CT oF APPLYING M ICELLAR SYSTEM FoR DETECTIoN IN 

PoW ER PLANT CHEM lSTRY AND EVIRoNM ENTAL PROTECTIoN 

ZH0U Gui—ping．LI Yong—wang 

(Shandong Electric Power Research Institute，Jinan 250002，Shandong Province，PRC) 

Abstract：The micelle is a kind of nano—scale sudactant aggregated body，the reaction space formed by them provides with micro— 

environments from polar to non—po lar ones，strengthening the signal intensity of detected system，enhancing sensitivity of the detec- 

tion method．For detection in power plant chemistr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the micellar system will have good prospect to de— 

tect trace poisonous and harm ful metallic ions as well as organic matters in water or in atmosphere． 

Key words：chemical analysis；trace matter detection；micellar system；nano—metric re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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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SEQUENTIAL CoNTRoL 

TECHNoLoGY IN LARGE —SCALE THERMAL PoW ER PLANT 

Abstract：On the basis of study on the sequential control technology in thermal power plant，a pyramid type sequential control scheme 

has been analysed，and problems needing to pay attention in design，such as in aspects of the sequential control system and the con— 

trol strategy etc．，being put forward． 

Key words：therm al po wer plant；power generating unit；sequential control；control stage；hierarchical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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