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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氯水质氟离子检测方法的改进
沈红攀

（浙江浙能乐清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浙江 乐清 325609）

摘　要　本文通过对电厂高氯水质氯离子含量情况调查研究，结合平时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和相关实验的数据采集、对比、

探讨，找到了降低高氯水质检测氟离子时受氯离子干扰的解决途径。文中通过两种降低氯离子干扰检测方法的对比实验，

发现采用稀释法，使氯离子含量小于一定数量值（约 2000mg/L）的降低干扰方法对氟离子的检测有较好的符合性和适应性，

而且该方法操作相对简单、准确度高，因此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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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业生产的需求，各种废水

的排放日趋增加，对环境的影响日益加重。

氟是化学研究中常见的一种元素，也是人体和动物所

必须的一种微量元素，对有机体的作用非常大。但过量的

氟对人和动物是有害的，尤其是人体对氟的含量最为敏感，

当人体摄入的氟含量超标时易患斑齿病，严重者可导致氟

骨病。氟离子在人体中的浓度取决于外界的环境状况，如

水体中氟离子的浓度，而氟污染的主要来源就是工厂中的

废水，因此如果排出的工业废水中氟含量过高就会影响人

类的正常生活。所以，国家对工业废水的排放也做了严格

的规定，并制定了《污水综合排放标准》，因此在水和废

水处理中，如何准确测定氟离子的含量具有非常重要的现

实意义。

在我厂的一般水质及废水水质要求检测的指标中，就

有一项是水质氟离子的检测，并且对排放的水要严格执行

该标准。有关氟离子的测定，有光学分析法、容量分析法、

离子色谱法、在线分析法、气相色谱法、高效液相色谱法、

荧光法、氟离子选择电极法等等，虽然测定的方法很多，

但在这些方法中有的检测过程较为麻烦，有的分析仪器比

较昂贵，有的检测要求限制较多，所以在我们电厂日常的

一般水质和废水水质氟离子检测中，广泛应用氟离子选择

电极法来测定氟离子。

我厂水质的氟离子检测目前采用的是 [1]《GB/T 7484-

1987 水质氟化物的测定 - 离子选择性电极法》，该方法是

测定氟离子最典型的方法，相较于测定氟离子的化学分析

法，该方法快捷、灵敏且试液用量少，尤其适用于废水中

氟离子的测定。氟离子选择电极的氟化银单晶膜对氟离子

产生选择性的对数响应，当氟电极和饱和甘汞电极一起置

于被测试液中，其电位差可随溶液中氟离子活度的变化而

改变，且电位变化规律符合能斯特方程。

对此检测方法在标准中有明确说明：本标准适合于测

定地面水、地下水和工业废水中的氟化物，如水样有颜色、

浑浊不影响测定；对于测定过程中的干扰，因测定的是游离

的氟离子浓度，某些高价阳离子如三价铁、铝和四价硅及氢

离子能与氟离子络合而有干扰，即所产生的干扰程度取决于

络合离子的种类和浓度、氟化物的浓度和溶液的 pH 值。但

通过我厂所需检测的水质对比和统计发现，废水及中水所含

的三价铁、铝和四价硅并不高，所产生的测量干扰不大，且

可以通过强度调节缓冲剂或其他方法有效地加以消除。

但在我厂现有的需要检测的废水中，有的氯离子含量

比较高，且氯和氟同属卤素，在标准中没有提到氯离子的

存在是否会对水质的氟离子检测产生干扰，且因为废水氟离

子的控制指标一般为小于 10mg/L，而在实际检测过程中发

现有的废水氯离子含量大大超过 10mg/L。因此，探索氯离

子的存在对氟离子检测的影响与否及如何解决这一问题非常

必要。为此我们特别进行了相关水质的调查和实验分析。

1 现有检测水质调查

目前，对于厂区一般水质、废水、城市中水的来源还是

非常明确的。厂区废水主要包括水处理设备排水、机组排

污水、含油废水、输煤系统冲洗水、渣水、脱硫废水、热

力设备化学清洗排放水等，城市中水水源是污水处理厂的

达标排放水，而其它的一般水质中氟离子含量微乎其微，低

于 1ug/L 以下。通过现有的检测数据我们发现目前的检测水

样中脱硫废水、脱硫清水、脱硫浆液等水质氯离子含量较高。

一般，这些水质的氯离子含量都会超过 6000mg/L，甚至于

达到 20000mg/L 以上，远远超过氟离子的检测指标 10mg/L。

因此，有必要通过对我厂高氯水质的氟离子检测情况

进行进一步地深入调查研究，明确采用离子选择性电极法

测氟离子过程中，氯离子含量对氟离子检测的影响和干扰

程度，从而采取切实可行的检测前预处理方法，消除氯离

子的干扰，确保高氯水质氟离子检测的准确性。

2 实验

2.1 实验一（氯离子浓度对氟离子检测数据的影
响调查及统计）

1. 准备对应浓度的氟离子标准溶液。

2. 配制氟离子标准溶液各种规格（5mg/L、10mg/L、

20mg/L、50mg/L），但不同氯离子含量的溶液各 n 份（1000mg/

L--16000mg/L）。

3. 对不同的氯离子浓度的各种规格的氟离子标准溶液



27

Broad Review Of Scientific Stories

生物科学2021 年 11 期 ( 中 )总第 477 期

图 1 氯离子浓度对氟离子检测数据的影响调查及统计

表 1 加硝酸银法检测结果的影响调查及统计表

加硝酸银对氟离子检测数据的影响调查统计

氯离子含量（mg/L） 0 1000 2000 4000 8000 12000 16000

序号 配制的氟离子标准溶液浓度
加入以上对应氯离子含量的氟离子标准溶液检测平均值 (n 次后的平均值 )

单位（mg/L）

1 0.50mg/L 0.50 0.46 0.45 0.43 0.40 0.38 0.35

2 5.00mg/L 5.00 4.91 4.80 4.60 4.42 4.22 4.11

3 10.00mg/L 10.00 9.70 9.51 9.10 8.50 8.12 8.00

4 20.00mg/L 20.00 19.52 18.73 17.02 16.72 15.80 15.12

5 50.00mg/L 50.00 48.61 48.01 46.84 44.60 42.63 38.51

表 2稀释法对检测结果的影响调查及统计表

稀释法对氟离子检测数据的影响调查及统计

氟离子标准溶液中氯离
子含量（mg/L）

0 1000 2000 4000 8000 12000 16000

氟离子标准溶液液稀释倍数

序号 氟离子标准溶液浓度
不稀释 不稀释 稀释 2 倍 5 倍 10 倍 20 倍 20 倍

检测结果平均值 

1 5.00mg/L 5.0 0 5.00 2.49 0.99 0.50 0.25 0.25

2 10.00mg/L 10.00 10.00 5.00 2.01 1.00 0.49 0.51

3 20.00mg/L 20.00 20.00 10.00 4.02 2.02 1.01 1.03

4 50.00mg/L 50.00 50.00 25.00 10.00 5.01 2.52 2.53

进行氟离子检测，记录数据。

4. 对检测结果（取平均值）进行统计，如图 1。

2.2 实验二（采用加硝酸银，生成氯化银沉淀去

除氯离子，分析对检测结果的影响调查及统计）

1. 配制含不同氯离子（1000mg/L--16000mg/L）的对应

氟离子标准溶液（5mg/L、10mg/L、20mg/L、50mg/L）各 n 份。

2. 计算，并分别加入对应的硝酸银溶液，确保氯离子

全部沉淀。

3. 测定各沉淀后溶液的氟离子浓度。

4. 对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如表 1。

2.3 实验三（采用样品稀释法，使溶液中的氯离

子含量降低至 2000mg/L 以下，分析对检测结果的影

响的调查及统计 )

1. 配制含不同氯离子（1000mg/L--16000mg/L）的对应

氟离子标准溶液（5mg/L、10mg/L、20mg/L、50mg/L）各 n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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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 5G 智慧家庭生态链未成熟、用户缺乏积极性的问

题，包括电信运营企业、智能设备厂商、模组厂商和互联

网公司等在内的企业，要加强商业模式、技术方案和运营

方案上的沟通交流，开发更多的创新应用拉动用户需求。

在产品前期推广阶段，可通过资费套餐捆绑或补贴的形式，

先从高端用户入手，培养用户使用习惯，形成示范效应，

加强宣传，从而引发更多用户的关注。

挑战三是 5G 家庭小基站融合了家宽网络，与 WIFI、

IPTV 等业务复用入户光纤，相比 5G 和家宽网络各自独立

投资、建设和运维的模式，产品运营难度将会加大。当前

国内各大电信运营商随着企业规模和业务的壮大，为提升

工作效率，均构建了高度专业化、分工日益精细的组织结

构和运营流程，当前 5G 和家宽作为两个不同的专业团队，

各自开展网络规划、建设和运维。5G 家庭小基站融合了家

宽网络，网络规划、建设和运维需要多个专业团队深度融

合参与，这对电信运营商当前的运营体系和整体支撑能力

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针对产品运营难度加大的问题，电信运营企业要做好

提前规划。首先是组织保障，提前谋划岗位职责和分工重构，

适应 5G 和家宽网络的融合需要；其次是人才培养，面向未

来融合业务发展，提前组织员工岗位轮动和技能培训，培

养更多掌握不同专业知识的综合性人才；最后是支撑体系

构建，从产品量产到落地交付再到售后服务，提前建立适

配 5G 和家宽网络融合发展的支撑体系，提升整体服务能力。

5 结论

5G 由于频段高、连接数多、业务应用广泛等特点，相

比 4G 网络将需要更多的基站规模，当前 5G 网络的覆盖特

别是在室内场景还存在较大的缺口。相比常规建网方式，

5G 家庭小基站融合家宽网络提供智慧家庭综合业务，实现

更高的投资效益，可用于全国 3 亿套城镇家庭住宅实现 5G

深度覆盖，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然而，面向市场推广商用，

还存在产品价格高、生态链不成熟、运营难度加大等问题，

包括基础电信运营商、设备厂家、模组厂家、制造企业和

互联网公司等在内的众多企业要紧密联系，继续坚持白盒

化原则、鼓励关键技术和芯片研发、推动产品需求和规模化，

不断完善产品运维服务体系，携手构建良好的产业生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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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 氯 离 子 含 量 超 过 2000mg/L 以 上 分 别 稀 释 至

2000mg/L 左右或以下。

3. 分别测定各溶液的氟离子浓度。

4. 对测定结果进行数据统计，如表 2。

3 实验结果与讨论

由上图 1 可知：采用离子选择性电极法测定水样中的

氟离子，当水样中的氯离子含量达到或超过 2000mg/L 时，

氯离子对水样的氟离子检测结果有非常明显的影响，会使

检测结果偏小，而且配制同一含量的氟离子标准溶液，随

着溶液中氯离子含量的逐渐增加，对氟离子检测结果的影

响也是呈上升趋势的，即所测的氟离子值偏离实际值更大、

检测结果偏低更多。所以说，在氟离子的检测中，当溶液

中的氯离子含量达到一定值时，氯离子对氟离子检测的干

扰是不可忽略的，必须采取相应的方法来消除干扰和影响。

由表 1 可知，当采用加硝酸银法，即使溶液中的氯离

子转化为硝酸银沉淀作为预处理来去除氯离子干扰的方法，

最后的氟离子检测结果和没加硝酸银时几乎一致，甚至偏

离实际值更多，且氯离子含量越大时偏离也越多，完全无

法达到消除氯离子对氟离子检测影响的目的，该预处理方

法是不可取的。

由表 2 则可知：采用样品稀释法，即通过先计算氯离

子含量，再使溶液中的氯离子含量按比例降低，特别是降

低至 2000mg/L 以下时，最后的氟离子检测结果几乎完全消

除了氯离子对氟离子检测的干扰，检测结果和实际溶液中

配制的氟离子含量基本一致，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4 结论及注意点

综上所述，对高氯水质进行氟离子检测时，如选择的

是离子选择性电极法，则可以采用稀释法作为预处理来消

除氯离子的干扰，即对水质先进行氯离子含量 [2] 的检测，

大致估算水质中的氯离子含量，再根据氯离子含量按比例

对高氯水质进行稀释，使氯离子含量低于 2000mg/L，然后

再按离子选择性电极法进行氟离子含量的测定。

该方法有效地消除了高浓度氯离子对水质氟离子检测

的干扰，确保了水质检测氟离子的准确性，特别是对于我

厂脱硫浆液、脱硫废水及其它氯离子含量较高水质的氟离

子检测更具有可靠性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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