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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液两相脉冲放电等离子体去除水中的全氟辛酸*

胡雨晴1，2 宋文哲1，2 马春萌1，2 于建伟1，2 尚 巍3 杨 敏1，2 张 昱1，2＊＊

( 1．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环境水质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100085;

2．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100049; 3．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天津，300074)

摘 要 水中的全氟化合物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常规方法难以去除．本文以全氟辛酸( PFOA) 为目标，考察了

一种基于液滴喷雾的气液两相脉冲放电等离子体反应器对 PFOA 去除的影响因素与去除效率，并探讨了去除

机理．发现 PFOA 起始浓度为 1．5 μg·L－1，等离子体反应器脉冲频率为 1000 pps，电压为 25 kV 时 PFOA 的 2 h
去除率达 40．5%．通过比较不同仪器参数下的去除效率发现，在相对低脉冲频率、低电压条件下 PFOA 去除效

率更高，其表征去除效率的 k /PD 值达 0．259 L·min－1·W－1( k 为去除速率常数，PD=输入功率 /处理体积) ，高于

同样浓度水平下已报道的层流发泡等离子体反应器最大 k /PD 值( 0．025 L·min－1·W－1 ) ，表明液滴喷雾反应器

具有低能耗的特点．在等离子体处理过程中检测到多种短链全氟羧酸( 碳原子数为 4—7) 和氟离子的生成，2 h
后产生的短链物质总和占初始 PFOA 的 10%左右，表明 PFOA 的碳链在等离子体处理时发生断裂．加入电子

抑制剂 NaNO3后 PFOA 的去除明显被抑制，表明自由电子在初级反应过程中起较大作用．本研究对于水中

PFOA 的有效去除提供了一种有应用前景的技术选择．
关键词 全氟辛酸( PFOA) ，等离子体，降解，去除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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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rfluorinated compounds in water have strong stability and are difficult to be removed by
conventional methods． In this study，perfluorooctanoic acid ( PFOA ) was used as the target，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factors and the removal efficiency of PFOA using gas-liquid pulsed
discharge plasma reactor based on droplet spray，and the removal mechanism was also discussed． It
was found that when the initial concentration of PFOA was 1．5 μg·L－1，the plasma pulse frequency
was 1000 pps，and the voltage was 25 kV，the removal rate of PFOA reached 40．5% after 2 hours．
By comparing the removal efficiency under different instrumental parameters，it was found that PFOA
removal efficiency was higher under low pulse frequency and low voltage conditions． The k /PD value
of the removal efficiency was 0．259 L·min－1·W－1，which was higher than the maximum k /PD value of



2172 环 境 化 学 38 卷

the laminar jet with bubbling reactor reported at the same concentration level ( 0．025 L·min－1·W－1 ) ，

showing that the energy consumption of the droplet spray reactor was low． A variety of short-chain
perfluorocarboxylic acids and F－ were detected in the process of plasma treatment． The total
production of short-chain perfluorocarboxylic acids produced after 2 hours accounted for about 10%
of the initial PFOA． The removal of PFOA was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after the addition of the
electronic inhibitor NaNO3，indicating that free electrons play a major role in the initial reaction
process． It provides a promising technical method for the effective removal of PFOA in water．
Keywords: perfluorooctanoic acid ( PFOA) ，plasma，degradation，removal efficiency．

全氟化合物( perfluorinated compounds，PFCs) 因其疏油、疏水、对化学变化以及热的变化具有很高抗

性的特点，在润滑、灭火、清洁行业以及纺织、皮质产品和不粘锅等生产生活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同

时也被排放到水体和大气环境中［1-2］．毒理学研究表明，这类物质是一类多器官毒性的环境污染物，可能

具有遗传毒性、生殖毒性、神经毒性、发育毒性、内分泌干扰等多种生理作用和疑似致癌性［3-4］，其中最受

关注是含有 8 个碳原子的全氟辛烷磺酸( perfluorooctyl sulfonate，PFOS) 和全氟辛酸( perfluorooctanoic
acid，PFOA) ［5］．而由于其具有较高的化学和热稳定性、较大的生物毒性以及难降解性，常规的物理化学

及生物方法很难有效去除［2，4-6］．
虽然高级氧化技术( advanced oxidation processes，AOPs) 对于水中很多有机物有较好的处理效果，但

是因为 PFCs 的碳氟键具有极强的稳定性，紫外( UV) 、臭氧( O3 ) 与过氧化氢( H2O2 ) 对 PFCs 均不能有

效去除［7-10］．采用 O3、O3 /H2O2、O3 /UV、和 Fenton 试剂等氧化剂对 PFOA( 1 mg·L－1、100 ng·L－1 ) 的降解

效果较差，只是破坏了 PFOA 的前体物和部分的氟化分子［11-12］．近年来，有研究报道了几种用于 PFOA
分解的方法，如紫外诱导的光化学反应( 浓度为 0．34—3．35 mmol·L－1的 PFOA 在 200 W 氙汞灯照射的

24 h 内被水溶性钨杂多酸光催化剂分解) ［13］，过硫酸盐热解法( 374 μmol·L－1的 PFOA 和 50．0 mmol·L－1

的 S2O
2－
8 水溶液在 80 ℃加热 6 h 浓度降至 1．52 μmol·L－1以下) 等［14-15］，但是这些方法需要外加磷钨酸

或过硫酸盐等催化剂或试剂．
等离子体技术( plasma technology) 由于其不需要外加试剂以及能够原位产生 H2O2、O3、·OH、自由

电子等较多活性物质的特点，在水处理中逐渐引起关注［16］．对 27 种主要类型的等离子体反应器的相对

能量产率进行比较，发现不同类型具有很大差异，其中通过气-液界面的脉冲电晕放电( pulsed corona
discharges，PCD) 产生等离子体的反应器具有最高能量产率，其相对值达 2000［17］．最近有研究表明在气-
液界面上产生的等离子体可以分解容易富集在气-液界面上的 PFOA 等具有表面活性剂性质的物

质［8-10，15，18］．采用气液混合方式为层流发泡的等离子体反应器可以去除 PFOA，但其对 3．1 nmol·L－1

PFOA 的去除效率 k /PD 值( k 为去除速率常数，PD=输入功率 /处理体积) 仅为 0．025 L·min－1·W－1［7］．而
气液混合方式为液滴喷雾的等离子体反应器［17］，既能够解决传统纯液相放电区域小、放电效率低的问

题，又能够将气相放电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的活性粒子和自由基等直接作用于液相处理的对象，有望进一

步提高 PFOA 等具有表面活性剂性质的物质的去除效率，在污水处理及离子化液体等领域中具有明显

的优势［19-24］．然而，目前还没有该种类型反应器对 PFOA 去除的相关研究．
本文以 PFOA 为对象，考察了一种基于液滴喷雾的气液两相脉冲放电等离子体反应器对 PFOA 的

去除效率．通过改变起始浓度、pH 值以及仪器参数等条件对其进行优化，比较了不同仪器参数下的去除

效率，从能量利用率的角度阐明该等离子体反应器的高效性．在此基础上通过短链降解产物和 F－ 的检

测，以及考察自由电子抑制剂对效果的影响，并结合已有报道对等离子体降解 PFOA 的机理进行了探索

及讨论．

1 材料与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

1．1 实验装置

图 1 为等离子体实验装置的示意图．其常规使用参数如表 1 所示．本实验采用气液两相脉冲放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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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体反应器，这种反应器的效率比较高［7，17，25-27］．实验装置包括脉冲功率发生器、反应室、水箱、磁力

泵、循环管、氧气罐、氩气罐．反应器采用线-筒式同轴电极( 内径为 35 mm，长度为 300 mm) ，喷头位于反

应器的顶部．线电极为直径 0．5 mm 的钛丝; 圆柱形电极为接地电极，由不锈钢制成．水箱( 3 L) 连接一个

循环水处理泵．O2( 99．9% 纯) 或 Ar( 99．999% 纯) 可以切换或混合作为载气．将正脉冲高压施加到线电

极，在两个电极之间的区域产生脉冲放电．放电系统中产生的电流和电压信号由电流探头和电压探头采

集，最后通过示波器显示并记录相应的电流和电压参数及波形．功率通过电流和电压的乘积对时间作积

分得到．
去除效率的计算参考文献［7］中的方法．功率常数 PD=输入功率 /处理体积，其含义为每个处理单

元的能量消耗，用去除速率常数 k 与 PD 的比值来度量 PFOA 的去除效率．即 k 值表示去除速率，k /PD
值表示去除效率．

图 1 等离子体实验装置的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plasma experimental device

表 1 等离子体反应器常规使用参数

Table 1 Ｒoutine parameters of plasma reactor

反应器参数
Ｒeactor parameters

参数范围
Parameter range

反应器参数
Ｒeactor parameters

参数范围
Parameter range

气体流速 Gas flow rate / ( L·min－1 ) 0．2—2 脉冲频率 Pulse frequency /pps 0—1000

水样内循环流速
Circulating flow rate in water sample / ( L·min－1 )

0．4—2 水样体积 Water sample volume /L 2

电压 Voltage /kV 0—25

1．2 实验药品与材料

标准物质: 全 氟 化 合 物 分 析 用 标 准 物 质 ( 全 氟 丁 酸 ( perfluorobutanoic acid，PFBA ) 、全 氟 己 酸

( perfluorohexanoic acid，PFHxA) 、全氟戊酸( perfluoropentanoic acid，PFPeA) 、全氟庚酸( perfluoroheptanoic
acid，PFHpA) 、PFOA) 及其同位素内标 1，2，3，4-13C4-perfluorobutanoate ( 1，2，3，4-13C4-PFBA) 、1，2，3，4-
13C4-perfluorohexanoate( 1，2，3，4-13C4-PFHxA) 、1，2，3，4-13C4-perfluorooctanoate ( 1，2，3，4-13C4-PFOA) 均

购自 Wellington Laboratories Inc( Guelph，Ontario，Canada，纯度均大于 98%) ．
试剂和耗材: 实验使用的甲醇为色谱纯( Fisher 公司，美国) ，氨水为色谱纯( Fluka 公司，瑞士) ，超纯

水( 电导率 ＞ 18．2 Ω·cm－1 ) ，乙酸铵为 HPLC 级( CNW 公司，EU) ，NaNO3为分析纯( 国药集团，中国) ．配置

总离子强度调节剂( TISAB) 所用试剂为氯化钠( 分析纯，国药集团，中国) 、二水合柠檬酸三钠( 分析纯，西

陇化工，中国) 和冰醋酸( 分析纯，北京化工厂，中国) ．WAX( 150 mg，6 mL) 固相萃取柱购自 Waters( Milford，

MA，USA) ．液相分析柱: Acquity UPLC BEH C18( 100 mm × 2．1 mm，1．7 μm 粒径，Waters，美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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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实验方法

使用超纯水配制 2 L 的相应浓度 PFOA 溶液经等离子体反应器处理 2 h 后进行水样的前处理，分别

在 0、10、20、40、60、80、100、120 min 采样进行分析，进行过程监测，以便进行过程动力学研究．在加入电

子抑制剂的对比试验中，参考文献［7］中的方法，向 PFOA 溶液中加入 10 mmol·L－1 NaNO3，加入后溶液

的电导率为 1152 μS·cm－1，在对照组中加入 NaCl 以将电导率调节至 1152 μS·cm－1．水样前处理及仪器

分析方法根据文献［28］进行条件优化后用于测定，所有实验都进行 3 次重复．
1．4 分析方法

采用 Waters ACQUITY UPLCTM仪器( Waters，Milford，MA，USA) 与 Waters XEVOTM串联四极杆质谱联

用仪分析检测 PFOA 和短链 PFCs，质谱测定采用的是电喷雾离子源，多反应监测模式( MＲM) ，离子模

式为负离子模式( ESI－ ) ，锥孔电压为( Cone voltage) 为 30 V，毛细管电压( papillary voltage) 是 2．5 kV，脱

溶剂气流 量 ( desolvation gas ) 为 800 L·h－1，锥 孔 气 流 量 ( cone gas ) 为 50 L·h－1，源 温 度 ( source
temperature) 为 50 ℃，脱 溶 剂 气 温 度 ( desolvation gas temperature ) 为 350 ℃，其 他 具 体 条 件 如 文 献

所示［28］．
有机碳含量( TOC) 用 Shimadzu TOC-VCPH 总有机碳分析仪测定．F－用 DKK-TOA 东亚电波 MM-60Ｒ

水质监测仪测定．pH 值用 FiveEasy Plus FE20 pH 计测定．电导率用 FiveEasy Plus FE38 电导率仪测定．

2 结果与讨论 ( Ｒesults and discussion)

2．1 起始浓度及溶液 pH 值对 PFOA 降解速率的影响

等离子体对不同起始浓度 PFOA 处理 2 h 的降解情况如图 2( a) 所示，其中反应器参数为 1000 pps
和 25 kV．由图 2 可以看出，起始浓度为 1．5 μg·L－1时，2 h 去除率为 40．5%; 起始浓度为 1．5 mg·L－1时，2 h
去除率为 10．4%．结果表明，等离子体对低浓度 PFOA 处理效果较好，这可能是由于在该实验条件下等离

子体反应器放电产生的活性物种不足以和溶液中 1．5 mg·L－1的 PFOA 发生反应，其去除率降低［2］．

图 2 起始浓度和 pH 值对等离子体处理 PFOA 的影响

( a) 起始浓度; ( b) pH( 1000 pps，25 kV)

Fig．2 Effect of initial concentration and pH on PFOA treatment using plasma
( a) initial concentration; ( b) pH( 1000 pps，25 kV)

等离子体对各种有机物的去除效果都与溶液的 pH 值密切相关，目标有机物不同会导致其最适 pH
值有差异［29-30］．图 2( b) 比较了不同 pH 条件下等离子体对 PFOA 的处理效果，当 pH 值分别为 4．0、6．0、
9．0时，PFOA 的 2 h 去除率分别为 49．1%、40．5%、38．9%，即 PFOA 溶液的初始 pH 值越低，去除率越高，

其原因可能为当溶液为酸性条件时等离子体放电产生的活性物种较多．
2．2 仪器参数对 PFOA 降解速率的影响和去除效率比较

输入反应器的能量是影响有机物降解的重要因素，通常通过改变放电频率或电压来调节等离子体

反应器能量的输入．一般来说，输入的能量越多，产生的活性物质越多，另外，伴随的物理效应也会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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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31］．为研究不同仪器参数对降解 PFOA 的影响，进行了电压分别为 20、25 kV，脉冲频率分别为 500、
1000 pps 条件下降解 1．5 μg·L－1 PFOA 的实验．

图 3( a) 比较了 4 种仪器条件下等离子体对 PFOA 的处理效果，可以看出，去除率符合 1000 pps-
25 kV ＞ 500 pps-25 kV ＞ 1000 pps-20 kV ＞ 500 pps-20 kV 的规律，其处理 2 h 后去除率分别为: 40．5%、
32．9%、31．2%和 25．9%．采用对数函数－ln( C /C0 ) = kt 对实验结果进行拟合，发现等离子体降解 PFOA 过

程符合准一级动力学，拟合结果如图 3( b) 所示．
4 种仪器条件下的去除效率计算结果如表 2 所示．可以看出，相比 1000 pps-25 kV 条件下 2 h 去除率

虽能达 40．5%，但其去除效率较低，为 0．031 L·min－1·W－1，而在 500 pps-20 kV 条件下去除效率最高，

k /PD值达 0．259 L·min－1·W－1，其 2 h 去除率也能达 25．9%．同时，500 pps-20 kV 条件下 k /PD 值高于同样

浓度水平下层流发泡反应器处理 PFOA 的最大 k /PD 值( 3．1 nmol·L－1，0．025 L·min－1·W－1 ) ［7］．本实验所

用等离子体反应器之所以具有较高的去除效率，可能是由于其气液混合方式使用液滴喷雾的形式，该反

应器中液体从顶端通过雾化喷头进入反应器内部，喷射的液滴可以分布在整个等离子体的区域中［17］，

使 PFOA 分子能够快速且大面积地与等离子体中的活性物种接触并在气-液界面处聚集从而进一步反

应．本研究表明该种类型反应器对水中 PFOA 的高效低耗去除具有较好的潜力．线电极直径等仪器参数

会对处理效果有影响，本文的研究中主要针对等离子体技术用于 PFOA 处理的可行性、效率和可能机制

进行讨论，有关线电极直径等仪器参数和条件后续将重点从反应器优化等的角度进一步进行研究．

图 3 4 种仪器条件下等离子体对 PFOA 的处理

( a) 效果比较，( b) 动力学分析

Fig．3 Treatment of PFOA using plasma under 4 different instrumental parameters
( a) Comparison of effects，( b) Dynamic analysis

2．3 等离子体降解 PFOA 机理探讨

2．3．1 反应过程中短链 PFCs 的生成

如图 4( a) 所示，等离子体处理 PFOA 的过程中，产生多种短链 PFCs，分别有碳原子数为 4—7 的

PFBA、PFPeA、PFHxA 和 PFHpA．在 0—10 min 内短链 PFCs 生成较迅速，10 min 时 PFBA 的生成量为

31．0 ng·L－1，PFPeA 的生成量为 46．4 ng·L－1，PFHxA 的生成量为 12．4 ng·L－1，但 PFHpA 的生成在后期

80—120 min 内增长较为迅速，可能是由于开始 PFOA 降解生成的 PFHpA 又被迅速降解生成更短链的

PFBA、PFPeA 等，所以开始的生成量较少［32］．在 PFOA 被降解的过程中，总的短链 PFCs 不断增加，2 h后

产生的短链总和占初始 PFOA 的 10%左右，这与已知文献中报道的一致［7］，也进一步证明了 PFOA 可以

被等离子体降解，其降解过程中碳链发生了断裂．
1．5 μg·L－1 PFOA 溶液在降解过程中的 pH 值变化如图 4 ( b) 所示．溶液初始 pH 值为 6．0，在前

40 min内的降低效果较为显著，这可能是由于 PFOA 溶液在处理过程中会产生一些小分子酸性物质，如

含氟羧酸、氢氟酸等物质，从而使溶液的 pH 值逐渐降低．40 min 后 PFOA 的 pH 值变化相对缓慢，溶液中

PFOA 分子的量逐渐减少，本身其酸性下降，分解速率也下降，溶液里的各种酸性物质组成可能逐渐达

到饱和，导致 pH 值下降缓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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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4 种不同仪器参数下等离子体反应器的功率以及去除效率

Table 2 Power and removal efficiency of plasma reactor under 4 different instrumental parameters

PFOA 初始浓度
Initial concentration
of PFOA / ( μg·L－1 )

电压
Voltage /

kV

脉冲频率
Pulse

frequency /pps

功率
Power /W

PD /
( W·L－1 )

k /min－1
2 h 去除率
Ｒemoval rate
for 2 h /%

k /PD /
( L·min－1·W－1 )

1．5 25 1000 4．99 2．50 0．0763 40．5 0．031
1．5 25 500 2．50 1．25 0．0596 32．9 0．048
1．5 20 1000 0．55 0．27 0．0585 31．2 0．213
1．5 20 500 0．27 0．14 0．0356 25．9 0．259
1．28 － － － － － － 0．025［7］

图 4 等离子体处理 PFOA 过程中变化: ( a) 生成的短链 PFCs; ( b) pH 值( 1000 pps，25 kV)

Fig．4 Changes during treatment of PFOA using plasma: ( a) the formation of short strands of PFCs( b) pH ( 1000 pps，25 kV)

图 5 等离子体处理 PFOA 去除率和

反应过程中生成的 F－( 1000 pps，25 kV)

Fig．5 Ｒemoval of PFOA and generation of F－

using plasma ( 1000 pps，25 kV)

2．3．2 反应过程中 F－的检测

为了评价 PFOA 的矿化程度，检测了等离子体处

理 PFOA 反应过程中的 F－，其中 PFOA 初始浓度为

5 mg·L－1，反应器参数为 1000 pps 和 25 kV，反应时

间为 4 h，处理结果如图 5 所示．PFOA 经过等离子体

处理 4 h 后，去 除 率 为 13． 3%，生 成 的 F－ 为

286 μg·L－1，经计算，5 mg·L－1 PFOA 的理论 F 浓度为

3．44 mg·L－1，则矿化率为 8．31%．同时，检测了反应过

程中的 TOC，4 h 后 TOC 为初始 TOC 的 90．14%，TOC
去除率为 9．86%．结果表示，等离子体去除的 PFOA
可以发生少量矿化．
2．3．3 反应活性物种和降解途径推测

已有 的 研 究 表 明，O3、O3 /H2 O2 不 能 有 效 去 除

PFOA，而目前关于等离子体去除 PFOA 的活性物种

报道较少，仅在 Thagard 等的研究中报道了等离子体

对 PFOA 的去除可能是在气-液界面上方发生的某种机制并且涉及自由电子和 Ar－与暴露于等离子体内

部的溶质 部 分 之 间 的 反 应 的 结 果［7，18］． 为 了 测 试 自 由 电 子 ( e－aq ) 对 反 应 的 影 响，在 溶 液 中 加 入

10 mmol·L－1 NaNO3( 这是一种有效的电子清除剂) 以抑制自由电子，在对照组中加入 NaCl 以控制溶液

的电导率相同，处理结果如图 6( a) 所示．加入 NaCl 对反应的影响不大，2 h 去除率为 43．6%，与纯水中

40．5%的去除率相当，而加入 NaNO3后，等离子体对 PFOA 的处理效果明显下降，2 h 去除率仅为 16．0%．
同时采用对数函数－ln( C /C0 ) = kt 对实验结果进行拟合，比较了加入 NaCl 和 NaNO3后处理过程的 k 值，

如图 6( b) 所示，NaNO3条件下的 k 值仅为 NaCl 条件下 k 值的 38．89%．以上结果表明，自由电子通过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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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电离来引发反应［7］，在等离子体处理 PFOA 的过程中起较大的作用．
同时本研究在等离子体反应过程中检测到 H2O2与 O3的生成，H2O2主要通过高能自由电子轰击水

分子和·OH的结合产生．H2O2进入溶液后得到累积，30 min 时为 0．25 mg·L－1．高能自由电子与 O2反应能

够产生 O3，O3浓度先升高后降低．H2O2与 O3二者可发生反应生成强氧化剂·OH，在等离子体去除 PFOA
的初级反应之后对生成的小分子物质可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图 6 ( a) NaNO3和 NaCl 对等离子体处理 PFOA 的影响和

( b) 去除速率常数比较( 1000 pps，25 kV)

Fig．6 ( a) Effect of NaNO3 and NaCl on PFOA treatment using plasma;

( b) comparison of removal rete constants ( 1000 pps，25 kV)

有研究计算了溶液中 PFOA 的静电势图，如图 7( a) 所示，从电负性的角度表明该类物质从中部( 黄

色区域) 到尾部( 绿色区域) 的碳氟链更易与带电物种发生反应［33］．

图 7 等离子体降解 PFOA 原理: ( a) PFOA 静电势图［33］;

( b) 利用分子动力学模拟的 PFOA 在气-液界面的快照

( 水中的红色和白色球分别表示 O 和 H 原子．为清楚起见，PFOA 中的原子显示为较大的球，

红色，灰色和青色球分别表示 O，C 和 F 原子) ［18］; ( c) 推测的 PFOA 降解途径

Fig．7 Schematic of PFOA degradation using plasma: ( a) Electrostatic potential map of PFOA［33］;

( b) Snapshot of the PFOA solution slab from molecular dynamics simulation
( Ｒed and white balls in water indicate O and H atoms，respectively． Atoms in PFOA are shown as larger balls for clarity，

with red，gray and cyan balls indicating O，C，and F atoms，respectively) ［18］; ( c) Presumed PFOA degradation path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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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利用分子动力学模拟的气-液界面处 PFOA 分子优选取向和暴露于气体的程度( 图 7( b) ) 表

明 PFOA 容易在气-液界面处富集，使得碳氟化合物尾部的 5—6 个碳从界面突出［18，34］，而突出部分更容

易和带电活性物种发生反应．这可能是在等离子体气-液界面 PFOA 能够被分解的原因．结合已有的报道

和本研究的实验结果，推测了 PFOA 降解的可能途径，如图 7( c) 所示．
在等离子体处理的过程中，PFOA 在气-液界面处富集，其尾部从界面突出，而由于这些部分容易与

带电物种反应，在自由电子等活性物种的作用下，引发初级反应，生成短链 PFCs．H2O2与 O3二者可发生

反应生成强氧化剂·OH，在等离子体去除 PFOA 的初级反应之后对生成的小分子物质可能发挥一定的

作用，在反应的最后阶段可以发生矿化，生成少量 CO2、H2O，同时降解过程中产生 F－ ．

3 结论( Conclusion)

本文考察了一种基于液滴喷雾的气液两相脉冲放电等离子体对 PFOA 的去除效果与影响因素，并

推测了可能的机理，发现在相对低脉冲频率、低电压条件下 PFOA 去除效率更高，其表征去除效率的

k /PD值达 0．259 L·min－1·W－1，高于同样浓度水平下已报道的层流发泡反应器的最大 k /PD 值，表明液滴

喷雾反应器可更好地降低能耗．处理过程中检测到多种短链全氟羧酸和 F－ 的生成．加入电子抑制剂

NaNO3后 PFOA 的去除明显被抑制，表明自由电子在反应过程中起较大作用．推测具有表面活性的

PFOA 可能在等离子体气-液界面处富集，其尾部的碳从界面突出，而由于这些部分容易与带电物种反

应，在自由电子等活性物种的作用下，引发初级反应，这也可能是等离子体能够去除 PFOA 的重要原因．
下一步工作将进一步探索其去除机制和对实际废水的处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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