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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臭氧在水中的溶解度很小，极不稳定，易分解，且寿命很短，其半衰期仅 20~30 min。考

察臭氧在醋酸溶液中的溶解特性，以提高臭氧的溶解度与稳定性。【方法】在水中加入少量醋酸，采用碘量法
测定醋酸溶液中臭氧的浓度，间接得出臭氧在醋酸溶液中的溶解度；通过控制变量法，改变单一变量，探索醋
酸浓度、温度、配制醋酸溶液的水质、通入臭氧后的放置时间、通入臭氧气体的时间等因素对臭氧在醋酸溶液
中的溶解度的影响，探讨臭氧在醋酸溶液中溶解度最高的最佳条件。
【结果】当醋酸浓度为 0.6 mol/L、温度低于 5℃、
通入臭氧处理 60 min 左右，臭氧溶解度最高，达 2.37 mg/L。试验还显示，水质越纯时，臭氧溶解度越大。【结论】
在水中添加少量醋酸能够提高臭氧在水中的溶解度与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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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Dissolution and Stability of
Ozone in Acetic Acid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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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 solubility of ozone in water is low, extremely unstable and easy to decompose. Its
life span is very short and the half-life is only about 20-30 min. The diss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ozone in acetic acid
solution were investigated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olubility and stability of ozone in water.【Method】A small amount of
acetic acid was added to the water, and the solubility of ozone in acetic acid water was indirectly obtained by measuring
the concentration of ozone in acetic acid water with iodometric method. By adopting controlling variable method, the single
variable was change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the concentration of acetic acid, the temperature, the water quality of acetic
acid solution, the standing time after entering ozone, and the time of entering ozone gas on the solubility of ozone in acetic
acid water, and the best condition for the highest solubility of ozone in acetic acid water were analyzed.【Result】When the
concentration of acetic acid was 0.6 mol/L, the temperature was below 5 ℃ , and ozone treatment was kept for about 60 min,
the highest ozone solubility of 2.37 mg/L was obtained. The test result also showed that the higher ozone solubility could be
obtained when the water quality was purer.【Conclusion】The solubility and stability of ozone can be cmproved by adding a
small amount of acetic acid to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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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意义】臭氧是当前公认的强氧化剂，
它具有高效的消毒灭菌能力［1］，无二次污染，完
全符合当今社会绿色环保无污染的发展潮流。因
此，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臭氧都被广泛地应用
在水处理、食品加工、医疗、运输、储存、农业
等各个领域。但是，臭氧不能贮存，极不稳定［2］，
在常温常压下会缓慢分解成氧气。研究臭氧的溶
解特性，提高其溶解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能
为更好地开发利用臭氧技术起到一定的铺垫作
用。
【前人研究进展】关于臭氧稳定性的相关报道，
国外有 Tomiyasu 等［3］、Taube 等［4］，国内有王
华然等［5］研究了臭氧在水中的溶解特性及影响因
素，发现水温升高导致臭氧溶解度下降，发生器
的气体流量和水中色度会对臭氧在水中的溶解度
产生影响。为了解决臭氧在水中的稳定性问题，
许伟坚［6］选择聚丙烯酰胺水溶胶来溶解臭氧，结
果显示，2.0 g/L 聚丙烯酰胺臭氧水溶胶所得的初
始臭氧浓度及半衰期数据最理想，但溶胶在使用
中不方便，其残留物对环境带来不良影响，而聚
丙烯酰胺分子量大，易被氧化和降解，且单体丙
烯酰胺对人体不利。有文献认为 OH- 是臭氧分解
的催化剂［7］，添加醋酸［8］ 和柠檬酸可以降低溶
液中 OH- 的浓度，从而抑制臭氧分解，对比试验
显示醋酸的效果优于柠檬酸。方敏等［9］试验证实，
醋酸、柠檬酸可以大大提高臭氧的稳定性，但酸
性过强会加速臭氧分解。最近有研究发现，增强
臭氧的碱性反而可以提高臭氧的稳定性，能有效
地减少臭氧的分解［10］。而王华然等［5］的试验却
表明，pH 值对臭氧在水中的溶解无显著影响。
【本研究切入点】 那么，酸度对臭氧在水中
的溶解度及稳定性到底有何影响，酸的类型、浓
度、温度及水质对其是否会有影响，类似问题未
见系统报道。【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本研究针对
醋酸浓度、温度、水质等对臭氧在醋酸溶液中的
溶解度以及稳定性进行试验，探索醋酸浓度、温
度、配制醋酸溶液的水质、通入臭氧后的放置时
间、处理时间等因素对臭氧在醋酸溶液中的浓度
的影响，找出影响臭氧在醋酸溶液中溶解度的因
素，并得出臭氧在醋酸溶液中溶解度最高的最佳
条件，以期为臭氧技术在食品领域中深入开发利
用奠定实践基础。

1
1.1

材料与方法
试验材料

试剂：碘化钾、冰醋酸、浓硫酸、硫代硫酸
钠、可溶性淀粉、重铬酸钾均为分析纯，去离子水、
超纯水均为实验室自制（无特别说明，试验中用
水均为去离子水）。
仪器：鼓风恒温干燥箱，上海迅能电热设备
有限公司；臭氧发生器，臭氧产生量 5 g/h，广州
佳环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美国 PE 公司；电冰箱、电加热炉、电子天平、
搅拌水浴锅。
1.2 试验方法
操作方法：
（1）配制 0.1、0.2、0.3、0.4、0.5、0.6、
0.7、0.8、0.9、1 mol/L 共 10 个不同浓度的醋酸溶
液，在 25℃条件下，分别通入臭氧处理 10 min，
取样测定每个样品中的臭氧浓度。
（2）分别用自来水、去离子水和超纯水配
制醋酸浓度为 0.6 mol/L 的醋酸溶液，在 25℃条件
下，通入臭氧处理 10 min，取样测定每个样品中
的臭氧浓度。
（3）配制浓度为 0.6 mol/L 的醋酸溶液，在
25℃条件下，通入臭氧处理 10 min，分别放置
30、60、90、120、150、180 min，在每个放置时
间后取样测定样品中臭氧浓度。与此同时，让臭
氧通入去离子水作对照，在一样的温度、臭氧处
理时间以及通气之后放置相同时间段测定样品中
的臭氧浓度。
（4）配制 4 份浓度为 0.6 mol/L 的醋酸溶液，
在 25℃条件下，其中 1 份通入臭氧处理 10 min 之
后放置 3 h，1 份通入臭氧 20 min 之后放置 3 h，1
份通入臭氧处理 10 min 未放置，1 份不做处理，
分别用红外光谱分析醋酸的结构。
（5） 配 制 浓 度 为 0.6 mol/L 的 醋 酸 溶 液，
通入臭氧处理 10 min，分别在 5、20、30、40、
50℃条件下取样测定样品中的臭氧浓度。
（6）配制浓度为 0.6 mol/L 的醋酸溶液，在
温度 25℃的条件下，分别通入臭氧处理 10、20、
30、40、50、60、70 min，在每个时间段取样测
定样品中的臭氧浓度。
臭氧浓度测定参照文献［11］，采用碘量法
测定。如无特别说明，均在臭氧处理后立刻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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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2

1.7

水中添加剂的选择

由于 O2 的两个氧原子共用 1 对电子，是直线
型，因此属于非极性分子。而臭氧结构中的中心
氧原子供给的 2 个电子部分为两边的配位氧原子
所有，即发生了离域，致使中心氧原子显得正一
些，两边氧原子显得负一些。因此臭氧分子中的
键矩不等于零，键有极性。而且其分子结构又不
对称，因此臭氧分子有偶极矩而显极性。水属于
极性分子，根据相似相溶原理，臭氧应易溶于水，
但事实上臭氧在水中溶解度并不高，且稳定性也
不好。有文献报道了一种大幅度提高臭氧在水中
溶解度和稳定性的方法［12］，就是在水中加入含
氧有机化合物，这种方法简单、方便、成本低。
臭氧氧化性很强，电对 O3/O2 的标准电极电势为
1.24 V，一些具有还原性的有机化合物在水溶液中
易于被臭氧氧化，基于这一点，再结合溶解性考虑，
添加低分子有机酸应为优先选择。从偶极矩上看，
醋酸为 5.60，甲酸为 6.07，水为 6.17［13-14］，臭氧
为 0.53~0.55［15］，醋酸与臭氧的差异比甲酸小，
而且醋酸无毒无害广泛用于食品领域。因此本研
究选择醋酸作为溶剂。
2.2 醋酸浓度对臭氧稳定性的影响
从图 1 可以看出，在相同的试验条件下，醋
酸浓度 0.1~0.6 mol/L 范围内，随着醋酸浓度增大，
溶液中臭氧浓度增大；当醋酸浓度大于 0.6 mol/
L 时，随着醋酸浓度增大，溶液中的臭氧浓度逐
渐减小。方敏等［9］ 在研究臭氧在不同 pH 下的
分解速率时发现，臭氧分解速率与 pH 呈不规则
的“U” 型，pH 在 3~4 时， 分 解 速 率 最 低， 当
pH 大于 4，随着 pH 增大，分解速率不断增加；
当 pH 小于 3，随着 pH 减小，分解速率也不断
增加。代欣欣等［16］ 在研究水中臭氧溶解特性时
发现 OH- 在臭氧分解反应中起着重要的催化作
用。醋酸浓度增大时，溶液中的 OH- 减少，OH的催化作用减弱，因此臭氧的分解减慢，稳定性
提高，溶解度增大［17］。本试验获得高浓度臭氧
的最适醋酸浓度为 0.6 m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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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条件：臭氧处理 10 min，温度 25℃
Test condition: ozone treatment for 10 min, temperature of 25℃

图 1 不同醋酸浓度下臭氧浓度的变化
Fig. 1 Change of ozone concentrations under
different acetic acid concentration

2.3

水质对臭氧稳定性的影响

从图 2 可以看出，在相同的试验条件下，不
同水质配制的醋酸溶液中，臭氧的溶解度依次为
超纯水＞去离子水＞自来水。许荣年等［18］ 在研
究臭氧对水质的影响时，发现良好的过滤装置能
使饮用水通过滤膜阻止细菌、霉菌、藻类的通过，
还可去除杂质及部分有机物而变得澄清，使后期
臭氧处理消耗更少的臭氧量，说明水越纯净，其
含有的离子、杂质和矿物质等物质越少，臭氧在
水中的分解速率则越慢，稳定性就越强，溶解度
越大。方敏等［9］在研究臭氧水稳定性时，也证实
2.0

臭氧浓度
Ozone concentration（mol/L）

2.1

结果与分析

臭氧浓度
Ozone concentration（mol/L）

红外分析采用 KBr 压片，用红外光谱分析醋
酸的结构，扫描波长 450~4 000 c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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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纯水
配制醋酸溶液的水质
Water quality of acetic acid solution prepared

试验条件：臭氧处理 10 min，温度 25℃，醋酸浓度 0.6 mol/L
Test conditions: ozone treatment for 10 min, temperature
of 25℃ , acetic acid concentration of 0.6 mol/L

图 2 不同水质下臭氧浓度的变化
Fig. 2 Changes of ozone concentrations
under different water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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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臭氧在水溶液中的稳定性与水质有关。孙广明
等［19］ 在研究臭氧特性及对水质的净化作用时，
通过实验证明了臭氧在不同类型水中的分解速度
有所不同，即水的纯度高，臭氧分解慢，臭氧水
稳定性就好；反之，水质差，臭氧分解快，臭氧
水就不稳定。
2.4 放置时间对臭氧稳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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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中比在水中更稳定，加入少量醋酸利于臭氧
贮存。从图 4 可以看出，臭氧处理后放置 3 h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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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下降，当放置时间延长时，溶解的臭氧会有一

浓度比去离子水中高，这表明臭氧在醋酸溶液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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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放置时间的增加，醋酸溶液中的臭氧浓度急

溶解度下降；在相同时间下，醋酸溶液中的臭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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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图 3 可 以 看 出， 在 相 同 的 试 验 条 件 下，

部分挥发到空气中，还有部分分解成氧气，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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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条件：温度 25℃，醋酸浓度 0.6 mol/L
a: 处理 10 min 放置 3 h；b: 处理 20 min 放置 3 h；
c: 处理 10 min 未放置；d: 未处理溶液
Test conditions: temperature of 25℃ , acetic acid concentration of 0.6 mol/L
a: Treatment time: 10 min, standing time: 3 h; b. Treatment time; 20 min,
standing time: 3 h; c. Treatment time: 10 min (not placed) ; d. Untreated solution

图 4 经臭氧处理醋酸的红外图谱
Fig. 4 Infrared map of acetic acid treated by ozone

醋酸有较为尖锐的吸收峰，其谱峰 3 468 cm-1、
3 437 cm-1、3 467 cm-1 归属于 O-H 引起的伸缩振
动，谱峰 1 643 cm-1、1 638 cm-1、1 640 cm-1 归属

2.5

于 C=C 引起的伸缩振动，谱峰 685 cm-1、676 cm-1

图 5 显示，随着温度上升，醋酸溶液中的臭
氧浓度迅速减少。张晖等［20］ 在研究水中臭氧分
解动力学时，发现温度的升高必然加速臭氧的自
分解，臭氧在水中的分解实质上是通过一系列的
中间过程，最后生成氧气的化学反应，水温升高，
该化学反应就加快。方敏等［9］也同样证实了水温
越低，臭氧分解越慢，反之，水温升高，臭氧分
解加快。这些报道与本试验结果一致，因此适当
降低温度，有利于获得高浓度的臭氧溶液。

归属于 C-O 引起的伸缩振动。而臭氧刚处理完的
醋酸以及未处理的醋酸的峰值不同，说明生成的
O-H 键和 C-O 导致吸收峰移动，从而造成它们的
峰值有所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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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条件：臭氧处理 10 min，温度 25℃，醋酸浓度 0.6 mol/L
Test conditions: ozone treatment for 10 min, temperature of 25℃ , acetic acid
concentration of 0.6 mol/L

图 3 不同放置时间下臭氧浓度的变化
Fig. 3 Changes of ozone concentrations
at different standing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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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条件：醋酸浓度 0.6 mol/L，臭氧处理 10 min
Test conditions: acetic acid concentration of 0.6 mol/L, ozone treatment for 10 min

图 5 不同反应温度下臭氧浓度的变化
Fig. 5 Changes of ozone concentrations
at different reaction temper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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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通入臭氧气体时间对臭氧稳定性的影响

从臭氧处理后未放置立刻测定的结果（图 6）
可以看出，在相同的试验条件下，随着通入臭氧
时间延长，醋酸溶液中的臭氧浓度增加，但是当
通气时间达到一定程度时，溶液中的臭氧浓度就
慢慢地饱和，渐渐趋于平衡。通气时间长，臭氧
慢慢溶解在水中，水中溶解臭氧容量不断增大，
因此水中臭氧浓度也逐渐增大；当臭氧的溶解度
达到平衡，则不再继续溶解于水中，呈现平稳的
状态。醋酸溶液经臭氧处理 20 min 且放置 3 h 之后，
取样测定，结果溶液中醋酸浓度仍为 0.6 mol/L。且
该样品的红外图谱（图 4）与未处理的醋酸溶液无
明显差异，这说明本试验条件下，醋酸没有分解，
结构无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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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条件：醋酸浓度 0.6 mol/L，温度 25℃
Test conditions: acetic acid concentration of 0.6 mol/L, temperature of 25℃

图 6 不同通气时间臭氧浓度的变化
Fig. 6 Changes of ozone concentrations
at different ventilation time

3

验结果可以看出，不同 pH 值对臭氧在水中的稳
定性影响很大，最佳的 pH 值在 2.5-4.4 范围的可
能性最大，这有待于进一步试验。
孙广明等［19］ 试验显示水纯度高对臭氧在水
中的稳定性有利，而本文的试验却显示水中加入
醋酸，这尽管降低了水的纯度，但却可以大大提
高臭氧稳定性，但是，用于配制醋酸溶液的水纯
度越高，越利于臭氧在溶液中稳定存在。由于试
验条件限制，本试验选择了超纯水、去离子水与
自来水进行比较，结果显示水纯度高好，但该结
论仅限于水中已有的污染物，这种代表性并不强，
完全可能存在某种物质（尤其是其他有机酸），
加入水中之后，更能提高臭氧的稳定性，这方面
的工作也有待进一步开展。
本试验表明，水中加入不超过 0.6 mol/L 醋酸，
可以大大提高臭氧的稳定性，且温度低一点好。
这对于食品、医药等需要用臭氧进行杂菌消毒的
领域有很好的指导作用。在实际需要用到臭氧水
时，只要环境许可，在溶液中加入少量醋酸，预
期可以提高臭氧的杂菌消毒效果或者延长其作用
时间。

讨论

方敏等［9］ 与单于［10］、王华然等［5］ 对臭氧
稳定性的试验结论不同。方敏等［9］做了 pH 对臭
氧分解速率的影响，根据他们的试验结果进行分
析，可以看出当溶液 pH 在 3~4 时，臭氧分解速
率最低。他们的试验同时显示，在水中加入少量
的醋酸或柠檬酸可以提高臭氧的稳定性，当醋酸
浓度为 100 mg/kg 时，臭氧的半衰期为 299 min。
经笔者理论计算，此时溶液的 pH 值为 4.38。本
论文的试验显示，醋酸浓度 0.6 mol/L 对提高臭氧
浓度最佳，过高、过低均不好，经理论计算，此
时醋酸溶液的 pH 值为 2.49。可见，本试验结果
与方敏等的试验结论类似。综合方敏等［9］及本试

结论

通过醋酸浓度、臭氧处理时间、温度、放置
时间、水质等因素对臭氧溶解度的影响试验，得
出以下结论：醋酸浓度、通气时间、温度、放置
时间、水质这 5 个因素都对臭氧在醋酸溶液中的
溶解度具有显著影响。试验表明，当醋酸浓度为 0.6
mol/L、温度低于 5℃、臭氧处理 60 min 左右时，
臭氧的溶解度最好，可以达到 2.37 mg/L；且水质
越纯时，臭氧溶解度越大。因此选用高纯水配制
浓度为 0.6 mol/L 的醋酸溶液，在低温环境下通入
臭氧，对获得高浓度臭氧水溶液更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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