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水溶解无机营养盐样品保存与过滤方式对其

测定的影响：以黄河水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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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营养盐样品的及时预处理及恰当的保存是保证数据真实可靠的前提条件。本文以高浊度的

黄河为例，探究了硅酸盐样品冷冻保存与加氯化汞常温保存两种方法之间的区别，结果表明两种方法

不存在显著性差异。通过对比现场过滤冷冻保存于 9 mL 真空涤纶树脂（PET）管与延迟过滤冷冻保

存于 125 mL 高密度聚乙烯（HDPE）瓶中两种营养盐样品预处理方法，探讨了延迟过滤时间对营养盐

测定的影响，发现亚硝酸盐、硝酸盐、磷酸盐未受到过滤时间延长的影响，铵盐因过滤时间延长受到悬

浮颗粒物和浮游植物的影响而结果偏低 11%～46%，硅酸盐存在差异可能是由储存容器和体积的不同

引起，而非过滤时间延长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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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storage and filtration methods of riverine dissolved inorganic nutrients
on their determin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Yellow River water 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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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imely  pretreatment  and  proper  storage  of  nutrient  samples  are  the  pre-conditions  to  ensure  the
reliability  of  data.  In  this  study,  we  examin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frozen  storage  and  preservation  with
mercury  chloride  at  room  temperature  for  dissolved  silicate  in  the  Yellow  River  water  sample  that  is
characterized of high turbidity. We found out tha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storage
methods. We compared in-situ filtration (freezing stored in 9 mL vacuum 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 tube) and
delayed filtration (freezing stored in 125 mL high density polyethylene bottle) for the nutrients, and discussed
the effects of delayed filtration time on nutrients data quality. Nitrite, nitrate and phosphate were not affected by
prolonged filtration time, while ammonium was significantly impacted by a decrease of 11%～46%, possibly
due  to  suspended  particulate  matter  adsorption  and/or  phytoplankton  assimilation.  As  for  silicate,  storage
container  and its  volume may play a  major  role  in  silicate  storage while  the prolongation of  filtration time is
much less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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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盐是浮游植物生长必不可少的元素，

决定着水体的初级生产力水平。因此，对其含

量的准确测定有着重要意义。要获得真实可靠

的调查数据，不仅要求测定方法可靠，采样过程

和样品预处理过程也是至关重要的[1-2]。由于各

种物理、化学过程及生物活动（如吸附、水解、

微生物利用、藻类吸收等）的存在，采样后未经

处理的样品甚至是已处理过的样品中营养盐可

能会发生变化，对待这些生物活性物质，最好的

测定方法就是样品采集后立即进行处理和测

定，但在实际的野外观测中，采样点通常处在偏

远的地区，受多种客观条件（如无法将检测仪器

带到现场、实验空间不足、采样点与实验室距

离较远等）的限制无法对样品进行处理与测定，

大多样品都是带回临时居住的宾馆进行预处

理，从样品采集到处理之间会存在一定的时间

间隔，这可能会使样品（特别是浊度较高的河

流、河口区样品）在运回宾馆的过程中发生变

化，对于处理后的样品必须进行恰当的保存以

方便回到实验室测定。冷冻是水体营养盐常见

的保存方法，硝酸盐、亚硝酸盐、铵盐、磷酸盐

适合冷冻的方法保存 [3-5]，而对于硅酸盐是否可

以采取冷冻的方式保存一直备受关注，原因是

硅酸盐冷冻会产生聚合现象，并且样品来源不

同，硅酸盐聚合和解聚的程度也存在差异。大

洋和近岸冷冻的硅酸盐通过采取适当的解冻方

法（如延长解冻时间或加热样品），硅酸盐回收

率会得到恢复[3, 6-8]，但对于低盐度河口区的硅酸

盐即使解冻时间延长也会引起 5%～25%的损

失 [6]，加氯化汞保存硅酸盐样品具有很好的效

果 [9-10]，但是从环保的角度考虑，由于氯化汞是

剧毒物质，此方法不宜被经常采用 [11]。关于硅

酸盐保存的研究大多限于海洋和河口区，对河

水硅酸盐的研究较少。本文为了研究高浊度河

水中溶解无机营养盐样品延迟过滤时间对测定

结果的影响，以黄河为例，对现场过滤与延迟过

滤的营养盐测定结果进行了对比。为了探究河

水硅酸盐（DSi）样品是否可以采取冷冻的保存

方式，对比了河水 DSi样品加氯化汞常温保存

和冷冻保存的两种保存方法。

1   材料与方法

1.1    样品采集与保存

用于无机营养盐过滤的滤膜有多种，Knefel-
kamp等人选取 6种不同材质、不同孔径的滤膜

进行实验，发现尼龙滤膜（0.45 μm）和聚碳酸酯

膜（0.4 μm）适用于无机营养盐的过滤[12]。此外，

醋酸纤维膜（0.45 μm）和聚醚砜膜（0.45 μm）亦适

用于无机营养盐的过滤[2, 13]。故本实验选取 0.45 μm
醋酸纤维膜、0.4 μm聚碳酸酯膜和 0.45 μm聚醚

砜膜进行高浊度样品过滤处理。塑料和玻璃是

实验室中常用的容器材料，但玻璃容器主要成分

是二氧化硅，并且玻璃瓶会溶出磷酸盐，不利于

磷酸盐的长期保存[14]，所以营养盐的储存多选用

塑料容器，如高密度聚乙烯（HDPE）、低密度聚

乙烯（LDPE）、聚乙烯（PE）、聚丙烯（PP）、聚碳

酸酯（PC）容器被广泛应用于营养盐的储存[3-5, 8]。

PET作为一种环保塑料已被制成多种容器，如真

空管，其质轻携带方便，真空设计便于过滤，但该

材质容器能否用于营养盐的储存尚无相关报道，

故本实验选取 PET材质容器储存营养盐样品，

并与常用的 HDPE容器进行对比，研究 PET容

器对营养盐储存的适用性。

样品采集前，对样品采集与处理所用的 1 L
采样瓶（PE）、滤器（Nalgene）、125 mL营养盐样

品瓶（HDPE）、醋酸纤维膜进行预处理，过程如

下：采样瓶先用浓硫酸荡洗，后用去离子水清洗

至中性，最后用 Milli-Q水清洗 2~3遍备用；滤器

和营养盐样品瓶先于 1∶100（V盐酸∶V水）的盐酸

中浸泡 3 d，后用 Milli-Q水洗至中性，烘干包好

备用；醋酸纤维滤膜用 1∶1000（V盐酸∶V水）的盐

酸浸泡 24 h后用 Milli-Q 水洗至中性，浸泡于

Milli-Q 水中备用。2017年 12月、2018年 8月

于黄河中下游及小浪底库区采集样品（图 1），上
至壶口，下至垦利胜利浮桥，小浪底库区以上和

以下只取表层样品，小浪底库区取河道中间不同

深度的样品。所有样品采集后采取两种不同的

过滤方法处理，一种是摇匀立即采用针筒式滤膜

过滤器（0.45 μm的聚醚砜膜，津腾）、30 mL注射

器过滤至 9 mL负压 PET管中，并将过滤完的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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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先进行冷藏保存，回到宾馆后再将其冷冻保

存，用于测定无机营养盐，每个站位均过滤两个

平行样，对于 2018年 8月小浪底库区的样品，样

品采集后在船上立即用 0.45 μm的醋酸纤维滤

膜过滤并于 125 mL HDPE瓶中冷藏保存，回到

宾馆后再冷冻保存，用于测定无机营养盐，以上

部分样品采集后立即过滤，故称为现场过滤法；

另外一种方法是样品采集后先进行冷藏，运回宾

馆立即用0.45 μm的醋酸纤维滤膜或干燥（45 ℃ 烘干）

的 0.4 μm聚碳酸酯滤膜过滤，所得滤液于 125 mL
的 HDPE瓶中冷冻保存，用于测定无机营养盐，

由于此方法从样品采集到过滤处理存在一定的

时间间隔（1~8 h），故称为延迟过滤法。此外，为

了探究 DSi样品是否可以采用冷冻的方式保存，

2017年 12月采用延迟过滤法过滤样品于 10 mL
聚乙烯（PE）管中加氯化汞（每 10 mL样品中滴

入 1滴饱和氯化汞溶液）常温保存一份 [9]，用于

DSi的测定，并与冷冻保存的 DSi进行结果对

比。每个站位采用醋酸纤维膜过滤样品保留滤

膜，对折后用铝箔包好于冰箱中避光冷冻保存，

用于叶绿素 a（Chl a）的测定；采用聚碳酸酯膜

（45 ℃ 烘干后称重）过滤样品保留滤膜，带回实

验室用于悬浮颗粒物（SPM）浓度的测定。

1.2    分析方法

溶解无机态营养盐包括 NO3
−、NO2

−、NH4
+、

DIP（磷酸盐）和 DSi，均采用德国的 QuAAtro自

动分析仪进行测定，测定方法分别为：Cd-Cu 还
原+重氮偶氮法、重氮偶氮法、靛酚蓝法、磷钼

蓝法、硅钼蓝法 [15]；仪器对 NO3
−、NO2

−、NH4
+、

DIP和DSi检测限分别为 0.01 μmol/L、0.01 μmol/L、
0.02  μmol/L、 0.01  μmol/L、 0.04  μmol/L，精密度

均小于 2%。测定各参数时样品解冻后即进行

测定，对于冷冻保存的 DSi样品，为避免聚合

现象的干扰，可适当的延长解冻时间进行测

定 [3, 8]，本实验选取解冻时间为 0 d（解冻后即测

定）、1 d（解冻后常温放置 1 d）、3 d（解冻后常温

放置 3 d）进行测定，由于解冻时间过长可能导

致浮游植物摄取营养盐，所以上述解冻过程在

避光条件下进行。Chl a的测定采用荧光法，即

将滤膜放入 15 mL离心管中，加入 10 mL体积

分数为 90%的丙酮溶液，在避光冷藏的条件下

于冰箱中萃取 14～24 h，离心后测定酸化前与

酸化后的荧光值，计算 Chl a的浓度[16]。SPM的

测定采用重量法得到滤膜上颗粒物的质量，颗

粒物的质量与过滤水样体积的比值即为 SPM
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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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JJD-将军渡，DD-东大，LK-泺口，HM-惠民，SL-胜利；b. 小浪底库区

a.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HKS-upstream  of  Hukou,  HKX-downstream  of  Hukou,  LM-Longmen,  WW-

Wuwang, TG-Tongguan, TEH-Tian’ehu, SMX-Sanmenxia Dam, LY-Luyu, BL-Bailang, XLDBX-downstream of the Xiaolangdi Dam,

XXY-Xixiayuan,  GY-Gongyi,  JLK-Jiulongkou,  WX-Wuxing,  WH-Wuhui,  HYK-Huayuankou,  KF-Kaifeng,  CX-Changxing,  GC-

Gaocun, HT-Hengtong, JJD-Jiangjundu, DD-Dongda, LK-Luokou, HM-Huimin, SL-Shengli; b. Xiaolangdi reservoir

图 1    2017年 12月与 2018年 8月采样站位

Fig. 1    Sampling locations in December 2017 and August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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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讨论

2.1    采用两种 DSi保存方法的对比

2017年 12月黄河样品采用延迟过滤的方法

过滤所得滤液分为两份，一份于 125 mL HDPE
瓶中冷冻保存，一份于 10 mL离心管中加氯化汞

常温保存，带回实验室测定 DSi，其中冷冻的样

品在解冻 3 d后复测一次。以样品刚解冻 DSi
浓度为横坐标、解冻 3 d后 DSi浓度为纵坐标进

行线性拟合（图 2a），表明解冻 3 d后 DSi浓度略

高于刚解冻时 DSi浓度，但差值均<5%（图 2b），
原因是 DSi样品冷冻可能发生聚合现象使 DSi
浓度偏小，但有文献报道，可以延长解冻时间使

DSi解聚[3-4]。以样品解冻 3 d后 DSi浓度为横坐

标、加氯化汞常温保存 DSi浓度为纵坐标进行

线性拟合（图 2c），表明冷冻样品解冻 3 d后与加

氯化汞两种方法的 DSi结果相近，差别控制

在±5%以内（图 2d），采用 t检验（双边）在置信度

为 95%的水平下进行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两

种方法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t|=1.41<2.00）。
因此，对于黄河 DSi样品的保存，采取冷冻保存

于 125 mL HDPE瓶中与加氯化汞常温保存两种

方法均适用。加氯化汞法适用于黄河硅酸盐保

存，与 Kattner提出海水硅酸盐氯化汞保存的结

果一致 [9]，冷冻法有效保存黄河流域硅酸盐，与

高盐度的海水和大洋底层（硅酸盐>120 μmol/L）
研究结果一致，但与低盐河口区硅酸盐冷冻引

起损失的结果不同 [3, 6]，原因可能是盐度和浓度

的不同引起硅酸盐聚合和解聚的程度不同，可见

氯化汞能有效保存海水和河水的硅酸盐。为了

方便起见，可以选择冷冻法与其他营养盐成分同

时保存，解决了不能立即测定的河水营养盐样品

的储存问题，同时避免了测样时氯化汞对镉圈的

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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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wing)/average;  c.  frozen  storage  and  preservation  with  mercury  chloride  at  room  temperature;  d.  difference  between  frozen  storage  and

mercury chloride preservation, difference=(mercury chloride- frozen storage)/average

图 2    DSi样品不同保存方法的结果对比

Fig. 2    Comparison of dissolved silicate concentration between different preservation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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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采用两种不同过滤方法过滤营养盐的结果

对比

NO−2 NH+4 NO−3
|t|NO−2

|t|NH+4
|t|NO−3

2017年 12月黄河流域营养盐采用聚醚砜膜

现场过滤（于 9 mL PET管中冷冻保存）与醋酸纤

维膜延迟过滤（于 125  mL HDPE瓶中冷冻保

存），结果如表 1所示。对现场过滤的两个平行

样采用 t检验（双边）在置信度为 95%的水平下

进行显著性检验的结果表明，两平行样间的

、 、 、DIP、DSi均不存在显著性

差异（  =0.88<2.00，  =0.73<2.00，  =
0.66<2.00， |t|DIP=0.07<2.00， |t|DSi=0.02<2.00)， 因

此，可取两平行样的平均值与延迟过滤结果进行

比较。分别以现场过滤的营养盐浓度、延迟过

滤的营养盐浓度为横坐标和纵坐标进行线性拟

合，所得结果如图 3，NO2
−与 NO3

−两种过滤方法

结果相近，数据点集中，均分布在 1∶1直线两

侧，DIP由于浓度太低，数据较为分散，但也分布

在 1∶1直线两侧，亦可认为两种方法间无差异，

悬浮颗粒物对磷的吸附主要是在 Fe-P相，Fe-P
是 P与不稳定的氢氧化铁结合而成，黄河中下游

的不稳定的氢氧化铁仅占 (2.3±0.8)%，相对于磷

酸盐浓度较低，所以悬浮颗粒物对 DIP的吸附有

限[17]。NH4
+现场过滤的结果高于延迟过滤结果，

平均高出 28.5%，DSi现场过滤结果明显低于延

迟过滤结果，平均低出 12%。因此，延迟过滤时间

对NO2
−、NO3

−和DIP的影响不大，而对NH4
+和DSi

存在一定影响。

 

表 1       2017 年 12 月两种不同过滤方法过滤营养盐的对比

Tab.1    Comparison of nutrients by two different filtration methods in December 2017

过滤方式 NO2
−/μmol·L−1 NH4

+/μmol·L−1 NO3
−/μmol·L−1 DIP/μmol·L−1 DSi/μmol·L−1

现场过滤-1 0.42~4.85（2.50） 0.70~28.4（6.78） 188~306（268） 0.13~0.33（0.24） 67.9~112（96.7）

现场过滤-2 0.43~4.82（2.49） 0.64~28.8（6.84） 187~307（266） 0.14~0.33（0.24） 64.6~114（95.3）

延迟过滤 0.38~4.80（2.45） 0.40~25.1（5.46） 180~302（264） 0.14~0.35（0.25） 80.4~12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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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现场过滤（冷冻保存于 9 mL PET管中）与延迟过滤（冷冻保存于 125 mL HDPE瓶中）的营养盐对比

Fig. 3    Comparison  of  nutrients  concentration  between  in-situ  filtration  (freezing  stored  in  9  mL  vacuum  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 tube) and delayed filtration (freezing stored in 125 mL high density polyethylene bo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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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NH4
+和 DSi两种过滤方法存在问题分析

有报道指出，在许多高浊度的河流中，由侵

蚀、底部沉积物再悬浮等其他因素造成的高含

沙量能够加速水体中 NH4
+的氧化，硝化细菌易

吸附于悬浮颗粒物上使 NH4
+发生硝化作用而被

移除[18]。黄河是典型的多沙河流，在样品采集后

带回实验室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硝化作用使 NH4
+

被氧化。氮、磷控制着浮游植物的生长、生物量

和种类组成 [19]，几乎所有的藻类都能以 NH4
+、

NO3
−、NO2

−为氮源，藻类对 NH4
+的吸收率大于

对 NO3
−的吸收率，介质中 NH4

+ >1 μmol/L时，很

少或没有 NO3
−的吸收，高浓度（>30～50 μmol/L）

的 NH4
+对藻类有毒 [20]。黄河 NH4

+浓度低于

30 μmol/L，浮游植物的生长状况会引起对 NH4
+

含量的变化。根据 SPM浓度大小将 2017年

12月黄河小浪底库区及库区下游分为三个区

域：小浪底库区内 SPM浓度为 1.30～2.30 mg/L
的区域Ⅰ、小浪底库区内 SPM浓度为 2.30～
5.00 mg/L  的区域Ⅱ、下游 SPM浓度为 100～
1900 mg/L的区域Ⅲ，三个区域的 NH4

+浓度分别

为（1.99±1.35） μmol/L、（9.14±4.15） μmol/L、（4.04±
0.62）  μmol/L。对三个区域的 NH4

+与 SPM、Chl
a作相关性分析，区域ⅠNH4

+与 SPM不存在相

关关系，与 Chl a存在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

0.6741（P<0.01），所以区域ⅠNH4
+主要受到浮游

植物吸收影响，若忽略 SPM的影响，浮游植物的

吸收可能导致区域ⅠNH4
+因过滤时间延迟降低

约 45%；而在 SPM浓度较大区域Ⅱ和区域Ⅲ，

NH4
+与 SPM存在较好的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

别为 0.9873和 0.8798（P<0.01），与 Chl a不存在

相关关系，所以域Ⅱ和区域ⅢNH4
+主要受 SPM

的影响，表现为 NH4
+浓度随 SPM浓度的增加而

增大，推测此区域的 SPM为 NH4
+的源，并且在

运回实验室的过程中，由 SPM解吸出的 NH4
+易

发生硝化作用而被移除，若忽略浮游植物吸收的

影响，SPM会导致区域Ⅱ与区域ⅢNH4
+因过滤

时间延迟分别减小约 11%和 46%。区域Ⅱ和区

域Ⅲ分别为小浪底的底层和小浪底库区下游的

浑水区，由于水深较深和浊度较大的缘故，光照

较弱，NH4
+浓度主要受到 SPM的影响，而区域

Ⅰ水较清，光照较强，浮游植物较多，NH4
+受浮游

植物影响较大。

为研究延长过滤时间是否会对 DSi产生影

响，2018年 8月分别用聚醚砜膜和醋酸纤维膜现

场过滤营养盐样品冷冻保存于 9 mL PET管和

125 mL HDPE瓶中，带回实验室测定。两种不同

的现场过滤方式解冻 3 d后 DSi结果如图 4所

示，数据点比较离散，相关性差，保存于 9 mL PET
管中的 DSi浓度明显低于保存于 125 mL HDPE
瓶中的 DSi浓度，低出 16%～40%，因此现场过

滤（于 9 mL PET管中冷冻保存）与延迟过滤（于

125 mL HDPE瓶中冷冻保存）的 DSi浓度存在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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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DSi冷冻保存于 9 mL PET管与 125 mL HDPE瓶的现场过滤结果对比

Fig. 4    Comparison of dissolved silicate concentration between two methods of freezing stored in 9 mL vacuum PET tube and

in 125 mL HDPE bottle by in-situ fil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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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的原因并非过滤时间延迟导致，可能受到了保

存方式的影响。此外，为了探明现场过滤与延迟

过滤两种处理方法结果哪一个更接近于真实值，

选取高村等 5个站位的原样带回实验室过滤后

测 DSi浓度（样品未进行冷冻保存），与冷冻保存

于 125 mL HDPE瓶和 9 mL PET管中样品解冻

不同时间进行结果对比（图 5）。冷冻保存于

125 mL HDPE瓶中样品，样品浓度随解冻时间变

化较小，解冻 1 d比解冻 0 d高 2%～3%，解冻 3 d
与解冻 1 d差别小于 1%。未冷冻保存的样品

DSi浓度比冷冻保存于 125 mL HDPE瓶中样品

DSi浓度略高，但二者差别均小于 5%，所以可以

将 125  mL  HDPE瓶解冻 3 d后结果看作样品

DSi浓度的参考值。对保存于 9 mL PET管中的

样品，解冻 1 d DSi浓度比解冻 1 d高 6%～26%，

解冻 3 d与解冻 1 d结果相近，差别<2%，但是仍

然比 125 mL HDPE瓶中 DSi低 14%～27%。若

以 125 mL HDPE瓶解冻 3 d后结果作为参考值

计算 9 mL PET管的回收率，结果如表 2，随着样

品解冻时间的延长，回收率有所上升，表明 9 mL
PET管中 DSi冷冻会产生聚合现象，解冻时间延

长会出现解聚现象，并且解冻 1 d（81%）与解冻 3 d
（82%）回收率接近，但仍未达到参考值水平，即

在解冻足够长时间后，会出现部分解聚，但解聚

程度不够，并未将 DSi完全释放出。冷冻的自然

水体中 DSi聚合主要取决于保存时间、盐度、

DSi浓度[8]，本文的两种方法中上述因素均相同，

可能是样品体积和储存容器材质的不同导致

DSi结果不一致，使9 mL PET管DSi浓度比125 mL
HDPE瓶中的值低约 20%。
 
 

表 2       冷冻保存于 9 mL PET 管中 DSi 不同解冻时间回收率

Tab.2    Recovery  rates  of  dissolved  silicate  frozen  in  9  mL  PET
tubes at different thawing time

站位

未冷冻保存与125 mL
HDPE瓶解冻3 d差别

/(%)

9 mL PET管DSi回收率/(%)

解冻0 d 解冻1 d 解冻3 d

高村 4.3 70 77 78

将军渡 4.3 73 83 84

东大 4.1 83 87 88

泺口 0.2 64 79 80

胜利 3.6 68 81 82

平均值 3.3 72 81 82

3   结　论

（1）对于黄河 DSi样品的保存，采取冷冻保

存于 125 mL HDPE瓶中与加氯化汞常温保存两

种方法均适用，而为了方便，可与其他营养盐同

时冷冻保存于 125 mL HDPE瓶中。

（2）延迟过滤时间未对 NO2
−、NO3

−和 DIP的

测定产生影响，对 NH4
+的影响较大，使其结果偏

低 11%～46%，主要原因为高含沙量水体硝化作

用加快与浮游植物吸收消耗 NH4
+。DSi也未受

到过滤时间延迟的影响，而造成 DSi结果产生差

异的原因可能是样品储存容器和体积的不同，因

此 DSi样品不适合冷冻保存于 9 mL PET管中。

（3）综合考虑，为保证高浊度营养盐样品的

质量，建议采取现场立即过滤的预处理方式，储

存容器选择 HDPE材质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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