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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及量化合成沸石穩定
土壤中重金屬的成效，並希望能建立一評
估模式預測受重金屬污染土壤添加合成沸
石後，重金屬在土柱垂直方向的分佈，進
行的研究項目包括土壤對鎘、銅、鋅的等
溫平衡吸附實驗、土柱淋洗試驗及建立評
估模式三部分，實驗土樣則有平鎮系、仁
德系、將軍系及二林系等四種台灣代表性
土壤。

對於四種實驗土樣，土壤液相中鎘、
銅、鋅三種重金屬同時存在時，土壤固相
選擇吸附的順序為銅＞鋅＞鎘，所以鎘的
固相平衡吸附量會較單獨存在時減少，而
鋅因只和銅競爭，固相吸附量會下降但是
幅度不大，至於銅則不受鋅和鎘的影響，
等溫平衡吸附曲線不變。

合成沸石確實能增加仁德系土壤固相
對鎘、銅和鋅的吸附能力，尤以對鎘的吸
附能力提升最多，鋅次之，銅提升較少；
而等溫平衡吸附曲線，曲線近似 Freundlich
模式後，吸附式的參數 K 值可以對合成沸
石添加量及土樣 CEC 值求出線性關係
式。利用此關係式預測出的 K 值，代入移
流--延散--吸附方程式中之吸附項後，可用
來預測重金屬污染總量為鎘 30 mg/kg-
soil、銅和鋅 300 mg/kg-soil、並添加不等

量合成沸石之土柱淋洗試驗結果，但對污
染總量為鎘 100 mg/kg-soil、銅和鋅 1000
mg/kg-soil 的土柱，因其固相吸附量超過
本研究所進行的等溫吸附實驗最大值過
多，造成模擬值和土柱淋洗試驗結果有很
大的差距。故應用本研究評估模式前，正
確地求出各經驗吸附式及線性迴歸式是相
當重要的。

關鍵詞：合成沸石、土壤重金屬、穩定化、
線性迴歸、平衡等溫吸附、
Freundlich 吸附方程式、一維傳
輸模式。

Abstract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d the effect of
synthesized zeolite on stabilizing Cd, Cu,
and Zn contaminated soil and also
developed model for simulating metal
transport in soil columns.  The
experimental work addressed adsorption
equilibrium of metals on soils, metal
leaching from soil columns, and metal
transport model in soil environment.
Specifically, four soil samples, Pin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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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te, Erlin, and Chengchung, were obtained
as representatives of local soil series.

  In batch adsorption experiments, metals in
solution phase will compete for the reacting
sites in soil surfaces.  In system containing
all three metal ions, Cu preferentially
outcompetes Zn and Cd for sorption on soils.
Sorption of Cd exhibits the weakest affinity
for the surface reactions.  Thus, in the
presence of Cu and Zn, the sorption density
of Cd is dramatically reduced by the
competition among metals.

  Adding zeolite in soil mixtures will
greatly enhance the holding capability of
soils on metals, specifically Cd on Jente soil
samples.  However, zeolite addition
provides less significant effect on Cu as well
as Zn sorption.  The effects of zeolite
addition on metal sorption onto soils can be
modeled using Freundlich isotherm by
considering the alternation of soil cation
change capacity (CEC).  The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Freundlich adsorption
constant K and soil CEC at various zeolite
addition was developed.  This linear
equation is very useful in predicting
adsorption ability of soil with some amounts
of zeolite addition in terms of Freundlich K.
Thereafter, the parameters necessary for
pollutant advection-dispersion-adsorption
model is obtainable.  The model is then
used for simulating Cd (30 mg/kg-soil) , Cd,
and Zn (300 mg/kg-soil) migration in zeolite
amended soil columns.  The model outputs
provides reasonable data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action as well as metal transport in soil
column, especially for metal contamination
level in the range of 30 to 300 mg/kg-soil.

Nevertheless, this model was unable to offer
acceptable results for the system with high
metal concentration such as 100 mg-Cd/kg-
soil and 1000 mg-Cu-Zn/kg-soil.

Keywords:  synthesized zeolite, heavy
metal in soil, stabilization, linear regression,
adsorption isotherm, Freundlich equation,
Model.

二、緣由及目的

受重金屬污染土壤的復育方法有很
多，其中固化／穩定法為一現地(in situ)處
理方法，原理為在污染場址現在直接加入
固化劑或穩定劑，降低重金屬在土壤中的
活性和移動性，而沸石即是一良好的穩定
劑；沸石(zeolite)是一種具有微孔洞結構的
晶狀矽酸鹽類，比表面積大，擁有吸附、
離子交換及催化反應之優異能力。沸石又
可依來源不同，分成天然沸石及合成沸石
二大類，其中天然沸石因其孔洞結構較為
雜亂，性質變異性大，故其應用價值不如
合成沸石。合成沸石的製備方式也有很
多，本文所使用的合成沸石是將燃煤飛
灰，利用水熱成礦的原理製備而成 [1]，
故運用這種合成沸石穩定土壤中重金屬，
一方面解決了土壤污染問題，一方面也達
到了廢棄物資源化的目的，可說是一舉二
得。

過去研究以合成沸石確能穩定土壤中
重金屬 [2]，故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即是研
究在受重金屬污染土壤中，添加合成沸石
後，重金屬在土壤固、液相間流布情形的
變化，並假設合成沸石穩定土壤重金屬的
機制，可以從增加土壤固相對重金屬的吸
附能力和降低重金屬的移動性二方面來討
論，故進行等溫吸附實驗後繪出等溫吸附
曲線，並針對選定土樣再進行土柱淋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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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且為量化合成沸石的穩定成效，以
Freundlich 模式對等溫吸附曲線作曲線近
似(curve-fitting)，求出吸附方程式中的參
數後。再將求得參數和實驗土樣的陽離子
交換量、沸石添加量等性質，以逐步迴歸
(step-wise regression)的方式，找出線性關
係式，最後把此關係式代入一維傳輸模
式，模擬結果和土柱淋洗試驗結果相比，
即可知選用模式應用於「評估合成沸石穩
定土壤中重金屬」的適用性。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進行之細項重點說明如下：
1.進行等溫平衡吸附實驗，其實驗條件包

含：
a.以不同土系土壤為吸附劑：分別對

鎘、銅、鋅三種重金屬及其混合溶液，
在固定 pH 值的環境下進行批次等溫
平衡吸附實驗，可得到反應平衡時，
土壤固相上重金屬累積量對土壤溶液
中重金屬濃度的關係圖。

b.添加不等量的合成沸石：選定仁德系
土壤，將合成沸石以三種比例加入土
壤後，分別對鎘、銅、鋅三種重金屬
及其混合溶液，在固定 pH 值的環境
下進行批次等溫平衡吸附實驗，可得
到反應平衡時，土壤固相上重金屬累
積量對土壤溶液中重金屬濃度的關係
圖。

2.將吸附實驗所得結果以曲線近似(curve
fitting)的方式，近似 Freundlich 吸附模
式求出方程式參數值，再將參數值對合
成沸石添加量和土壤樣本的物化性
質，以逐步迴歸(step-wise regression)的
方式，找出線性關係式後，代入一維傳
輸模式的反應項(reaction term)中，即可
將合成沸石穩定土壤中重金屬的機制

數量化。
3.為驗證上述假設是否合理，實際進行土

柱淋洗試驗：選定仁德系土壤，添加定
濃度的重金屬溶液製成模擬污染土壤
後，再取適量合成沸石以三種比例加入
土壤。土樣裝填於壓克力管柱中，將 0.01
M CaCl2 溶液以定水頭的方式由上方淋
洗土柱。定時收集土柱下方的滲流液以
分析其重金屬濃度，最後小心取出土
柱，分段切割後分析各層土壤中重金屬
總量。試驗結果和模式預測結果互相比
較後即可驗證預測模式的可行性。

4.將預測模式以 Delphi 3.0 版程式語言開
發成視窗應用程式，建立較為友善(user
friendly)的模式參數輸入介面，預測結
果也以統計圖表的方式輸出，方便使用
者使用。

四、結果與討論

1. 實驗土樣添加合成沸石後，添加量從
0g/100g-soil 增至 16g/100g-soil，平鎮系
和仁德系土壤 pH 值分別從 4.6 上升至
7.0 以及 5.8 上升至 8.2，變化量為 2.4，
較另外二種中性或微鹼性土系變化量
為大（二林系和將軍系的 pH 變化量為
1.5），可知合成沸石較易提升酸性土壤
的 pH 值。各土系土樣 CEC 值皆隨著合
成沸石添加比例的增加而上升，平鎮系
土樣的 CEC 值除了依混合比例增加
外，每個等級仍增加 2-10 cmole/Kg。

2. 土壤液相中鎘、銅、鋅三種重金屬同時
存在時，土壤固相選擇吸附的順序為銅
＞鋅＞銅，所以鎘的吸附曲線明顯受到
銅和鋅二離子的影響(圖一)，使得鎘的
固相平衡吸附量減少，而鋅因只和銅競
爭，固相吸附量會下降但是幅度不大，
至於銅則不受鋅和鎘二種重金屬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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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等溫平衡吸附曲線不變(見圖
二)。系統中無論僅含單種重金屬，或
有其他二種重金屬互相競爭，實驗結果
利用曲線近似法找出等溫吸附式後，計
算所得模擬值和實驗所得實際值間的
R2 值皆大於 0.82，在 P=0.01 時顯著，
故四種實驗土樣對鎘、銅和鋅的等溫平
衡吸附曲線都可以用 Freundlich 模式來
描述。

3. 系統 pH 值固定為 5 時，添加合成沸石
確實能增加仁德系土樣固相對鎘、銅和
鋅的吸附能力，尤以對鎘的吸附能力提
升最多，鋅次之，銅提升較少。合成沸
石穩定土壤中重金屬時，無論土壤液相
組成為單一重金屬或多種重金屬，仍有
穩定效果(見圖三)。系統中無論合成沸
石添加比例為多少、土壤液相組成為單
種重金屬或是三種重金屬同時存在，對
鎘、銅、鋅三種重金屬的吸附曲線以曲
線近似的方式近似 Freundlich 模式，所
得模擬值和實驗所得實際值間的 R2 值
皆大於 0.82，在 P=0.01 時顯著。

4. 將合成沸石添加量不同之四個處理，吸
附式中的 n 值取平均後，作為固定 n 值
重新曲線近似實驗結果，結果 R2 值變
動很小，而對鎘和鋅而言，式中的參數
K 值和合成沸石添加量及土樣 CEC
值，有良好的線性相關（R2 值大於
0.98），故可以找出經驗線性方程式來評
估合成沸石穩定鎘和鋅二重金屬的效
用。

5. 仁德系模擬污染土樣的污染量為鎘 30
mg/kg-soil、銅和鋅 300 mg/kg-soil 時，
利用土樣中合成沸石添加量代入經驗
線性方程式求出 Freundlich 吸附式的 K
值後，代入評估模式中，求得的模擬值
可用來說明鎘和鋅二種重金屬離子，在
添加不等量合成沸石的土柱中，進行淋

洗試驗的結果(見圖四)；而污染量為鎘
100 mg/kg-soil、銅和鋅 1000 mg/kg-soil
時，因其固相吸附量超過本研究進行等
溫吸附實驗的最大值過多，故使用本研
究的推得的吸附式及經驗線性方程式
進行評估時，模擬結果和土柱淋洗試驗
的實驗有很大的差距(見圖五)。說明了
將來再應用本研究評估模式架構前，正
確地求出各經驗吸附式及線性迴歸式
是相當重要的。

6. 開發出的應用程式擁有可在視窗環境
中直接執行、具友善的使用者介面、可
將模擬結果輸出成文字檔或直接於螢
幕上觀看各式統計圖表等優點(見圖
六)。

五、計劃成果自評

本研究確定合成沸石可以穩定土壤中
鎘、銅和鋅三種重金屬離子，還可利用
Freundlich 吸附方程式描述三種重金屬和
四種土壤間的等溫吸附曲線，仁德系土樣
添加合成沸石後，土樣和重金屬間的吸附
曲線一樣可以利用 Freundlich 吸附方程式
來描述，並可更進一步將吸附參數與合成
沸石添加量迴歸找出線性關係式，利用此
關係式預測出吸附式的 K 值後，代入一維
傳輸模式即可預測鎘和鋅在土柱中的移動
情形，變動合成沸石添加量即可評估穩定
成效。

另外開發出之應用程式可在視窗環境
中直接執行，使用者只要在對話框中輸入
模式所需之參數值，程式即可輸出結果並
以圖形的方式展示。綜合上述，本研究雖
因時間及人力的限制，無法對各種性質土
壤進行各項試驗以獲得應用範圍較廣的經
驗式，但評估模式的建立流程以及開發完
成的視窗應用程式仍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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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固定系統 pH 下鎘對選定土樣的等溫平衡吸附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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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固定系統 pH 下銅對選定土樣的等溫平衡吸附曲線

0 5 10 15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pH=5, Cd only

 0g/100g-soil
 4g/100g-soil
 8g/100g-soil
 16g/100g-soil

A
ds

or
pt

io
n 

D
en

si
ty

 (m
g/

K
g-

so
il)

Ce (mg/L)
0 5 10 15 20 25

0

20

40

60

80

100

120

pH=5   Cd, Cu & Zn

 0 g/100g-soil
 4 g/100g-soil
 8 g/100g-soil
 16 g/100g-soil

A
ds

or
pt

io
n 

D
en

si
ty

 (m
g/

K
g-

so
il)

Ce (mg/L)

圖三 pH=5 下鎘對添加不等量合成沸石的仁德系土樣之等溫平衡吸附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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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低污染土柱滲流水鋅離子濃度隨滲流水體積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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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應用程式開發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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