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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固体废弃物处理技术领域，
涉及
一种微塑料分离方法及装置，
该微塑料分离方法
包括：
1）采集野外自然水体的沉积物；
2）对野外
自然水体的沉积物进行低温烘干或冻干，
得到待
处理样品；
3）在待处理样品中加入密度溶液后进
行充分搅拌，
直至待处理样品完全悬浊于密度溶
液中，
静置后自上而下依次分为非沉淀层以及沉
淀层；
4）抽取非沉淀层并将非沉淀层通过滤膜；
经过滤膜后的液体重复使用；
被滤膜隔离的包括
但不限于野外自然水体的沉积物中微塑料颗粒。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能快速有效的将江河湖泊等
水体中沉积物中微塑料颗粒分离提取出来的微
塑料污染物的分离方法及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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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微塑料分离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微塑料分离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采集野外自然水体的沉积物；
2）对步骤1）所采集得到的野外自然水体的沉积物进行低温烘干或冻干，
得到待处理样
品；
所述低温烘干的温度不大于60℃；
3）在步骤2）所得到的待处理样品中加入密度溶液后置入微塑料分离装置中进行充分
搅拌，
直至步骤2）中的待处理样品完全悬浊于密度溶液中，
静置后自上而下依次分为非沉
淀层以及沉淀层；
所述密度溶液的密度是根据需要分离的微塑料的密度确定；
所述密度溶
3
液的密度不小于1 .5g/cm ；
所述密度溶液的溶质是甲酸钾；
所述微塑料分离装置包括上柱状体（1）、
下柱状体（3）、
插板阀（2）、
搅拌器以及滤膜；
所述上柱状体（1）以及下柱状体（3）自上而下依次设置在一起
并共同接成筒状体；
所述上柱状体（1）与下柱状体（3）的内径相同；
所述筒状体内部填充有
待处理样品以及密度溶液；
所述搅拌器搅拌筒状体内部的待处理样品以及密度溶液；
所述
插板阀（2）置于上柱状体（1）与下柱状体（3）之间并用于隔离或贯通上柱状体（1）与下柱状
体（3）；
当插板阀（2）隔离上柱状体（1）与下柱状体（3）时，
所述上柱状体（1）中的液体流经至
滤膜；
所述插板阀（2）包括插板（5）、
连接杆（6）以及把手（7）；
所述把手（7）通过连接杆（6）与
插板（5）相连并驱动插板（5）伸入或退出上柱状体（1）与下柱状体（3）之间；
所述搅拌器是内
置式搅拌器或外置式搅拌器；
所述搅拌器是内置式搅拌器时，
所述搅拌器包括搅拌叶（4）、
电机（8）、底座（10）以及竖杆（9）；
所述竖杆（9）置于底座（10）上；
所述底座（10）置于筒状体
外部；
所述电机（8）置于竖杆（9）上并与搅拌叶（4）相连；
所述电机（8）驱动搅拌叶（4）转动；
所述搅拌器是外置式搅拌器时，
所述搅拌器是磁力搅拌器
4）抽取非沉淀层并将非沉淀层通过滤膜；
经过滤膜后的液体重复步骤3）使用；
被滤膜
隔离的物质包括但不限于野外自然水体的沉积物中微塑料颗粒；
所述滤膜是玻璃纤维滤
膜。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微塑料分离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滤膜的孔径是根据待分离
的微塑料颗粒的直径确定的。
3 .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微塑料分离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微塑料分离方法在步
骤4）之后还包括：
5）借助肉眼或体式显微镜观察被滤膜隔离的包括但不限于野外自然水体的沉积物中
微塑料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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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塑料分离方法及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固体废弃物处理技术领域，
涉及一种微塑料分离方法及装置，
尤其涉
及一种适用于江河湖泊等水体的沉积物中微塑料污染物的分离方法及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塑料产品的生产和使用，
塑料垃圾作为一种广泛存在于环境中的污染物，
逐
渐引起人们的重视。然而，
塑料由于其难以降解的属性，
能长时间的存在于环境中，
包括自
然水体和土壤，
这使得这种污染物的危害大大加强。微塑料是指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颗
粒，
它通常是由大颗粒的塑料垃圾分解而来，
同时也能产生于个人护理品当中的添加剂以
及工业颗粒原料。而更普遍的来源还有化纤衣物的洗涤废水排放。常见的微塑料颗粒可由
聚乙烯、
聚丙烯、
聚苯乙烯、
聚氯乙烯、
聚氨酯、
聚碳酸酯以及尼龙等各种材料组成。微塑料
能阻碍水体中光线的传播，
而塑料中含有的有毒添加剂以微塑料的形式存在时，
更容易释
放到环境中，
从而对环境中的生物造成危害，
也威胁着生态系统的健康与安全。这些微塑料
颗粒有些密度大于1，
有些密度小于1。密度大于1的微塑料，
在进入水体后将沉淀到沉积物
中；
密度小于1的微塑料其表面附着微生物后也可能沉入水底。这些微塑料污染物可能会被
底栖动物误食，
从而对底栖生物产生威胁。而误食了微塑料的水生生物又能通过食物链祸
及人类健康。
因此，
微塑料成为当今科学家的研究热点。然而，
对于沉积物中的微塑料颗粒，
因其直径小，
难于收集，
现今并没有特别好的方法和装置来分离。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目的是针对现有方法和装置的缺陷及现有技术的空白，
进而提供了一种能
快速有效的将江河湖泊等水体中沉积物中微塑料颗粒分离提取出来的微塑料污染物的分
离方法及装置。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
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微塑料分离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微塑料分离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6] 1)采集野外自然水体的沉积物；
[0007] 2)对步骤1)所采集得到的野外自然水体的沉积物进行低温烘干或冻干，
得到待处
理样品；
所述低温烘干的温度不大于60℃；
[0008] 3)在步骤2)所得到的待处理样品中加入密度溶液后进行充分搅拌，
直至步骤2)中
的待处理样品完全悬浊于密度溶液中，
静置后自上而下依次分为非沉淀层以及沉淀层；
所
述密度溶液的密度是根据需要分离的微塑料的密度确定 ；所述密度溶液的密度不小于
1 .5g/cm3 ；
[0009] 4)抽取非沉淀层并将非沉淀层通过滤膜；
经过滤膜后的液体重复步骤3)使用；
被
滤膜隔离的物质包括但不限于野外自然水体的沉积物中微塑料颗粒。
[0010] 作为优选，
本发明所采用的密度溶液的溶质是碘化钠、
氯化锌以及甲酸钾中的一
种或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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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优选，
本发明所采用的滤膜是玻璃纤维滤膜。
作为优选，
本发明所采用的滤膜的孔径是根据待分离的微塑料颗粒的直径确定

的。
作为优选，
本发明所采用的微塑料分离方法在步骤4)之后还包括：
[0014] 5)借助肉眼或体式显微镜观察被滤膜隔离的包括但不限于野外自然水体的沉积
物中微塑料颗粒。
[0015] 一种用于如前所述的微塑料分离方法的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装置包括上柱状
体、
下柱状体、插板阀、搅拌器以及滤膜；
所述上柱状体以及下柱状体自上而下依次设置在
一起并共同接成筒状体；
所述上柱状体与下柱状体的内径相同；
所述筒状体内部填充有待
处理野外自然水体的沉积物以及密度溶液；
所述搅拌器搅拌筒状体内部的待处理野外自然
水体的沉积物以及密度溶液；
所述插板阀置于上柱状体与下柱状体之间并用于隔离或贯通
上柱状体与下柱状体；
当插板阀隔离上柱状体与下柱状体时，
所述上柱状体中的液体流经
至滤膜。
[0016] 作为优选，
本发明所采用的插板阀包括插板、
连接杆以及把手；
所述把手通过连接
杆与插板相连并驱动插板伸入或退出上柱状体与下柱状体之间。
[0017] 作为优选，
本发明所采用的滤膜是玻璃纤维滤膜；
所述滤膜的孔径是根据待分离
的微塑料颗粒的直径确定的。
[0018] 作为优选，
本发明所采用的搅拌器是内置式搅拌器或外置式搅拌器。
[0019] 作为优选，
本发明所采用的搅拌器是内置式搅拌器时，
所述搅拌器包括搅拌叶、
电
机、底座以及竖杆；
所述竖杆置于底座上；
所述底座置于筒状体外部；
所述电机置于竖杆上
并与搅拌叶相连；
所述电机驱动搅拌叶转动；
所述搅拌器是外置式搅拌器时，
所述搅拌器是
磁力搅拌器。
[0020] 本发明的优点是：
[0021]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微塑料污染物的分离方法及装置，
其中该方法是在采集野外自
然水体的沉积物后进行低温烘干或冻干，
得到待处理样品；
将所得到的待处理样品中加入
密度溶液后进行充分搅拌，
直至待处理样品完全悬浊于密度溶液中，
静置后自上而下依次
分为非沉淀层以及沉淀层；
抽取非沉淀层并将非沉淀层通过滤膜；
经过滤膜后的液体重复
使用；
被滤膜隔离的物质包括但不限于野外自然水体的沉积物中微塑料颗粒，
具体而言，
本
发明具有如下优点：
[0022] 1)分离效率高，
处理时间短。本发明利用的密度溶液可以将沉积物中混杂的密度
较轻的微塑料颗粒悬浮至溶液上层，
而较重的沉积物依然在溶液底层，
从而达到分离的目
的。相比较于肉眼观察并挑选的过程，
利用本装置可大大缩短分离的处理时间，
也减小分离
的难度。
[0023] 2)装置简单，
容易操作。本发明由柱状体，
插板阀和搅拌器三部分构成，
结构简单。
只需要加入合适密度的溶液，
再加以搅拌，
即快速方便地可分离沉积物中的微塑料颗粒，
为
微塑料污染研究提供了一种合适的装置。
[0024] 3)应用广泛。
淡水水体沉积物、海洋沉积物等，
都适用于本装置，
且通过调整溶液
的密度，
可实现分离各种密度的微塑料颗粒。
[0025] 4)实验用密度溶液可回收利用。
使用过的密度溶液，
可通过过滤等操作，
实现回收
[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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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可以降低使用成本。
附图说明
[0026] 此附图说明所提供的图片用来辅助对本发明的进一步理解，
作为本发明申请的一
部分，
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不当限定：
[0027] 图1是本发明所提供的微塑料分离方法的操作流程示意图；
[0028] 图2是本发明所提供的微塑料分离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3是本发明所提供的微塑料分离装置的较佳结构示意图；
[0030] 图4是本发明所提出的浓度-密度曲线；
[0031] 其中：
[0032] 1-上柱状体；
2-插板阀 ；
3-下柱状体；
4-搅拌叶 ；
5-插板；
6-连接杆；
7-把手；
8-电
机；
9-竖杆；
10-底座。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参见图1，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微塑料分离方法，
该微塑料分离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4] 1)采集野外自然水体的沉积物；
[0035] 2)对步骤1)所采集得到的野外自然水体的沉积物进行低温烘干或冻干，
得到待处
理样品；
低温烘干的温度不大于60℃；
[0036] 3)在步骤2)所得到的待处理样品中加入密度溶液后进行充分搅拌，
直至步骤2)中
的待处理样品完全悬浊于密度溶液中，
静置后自上而下依次分为非沉淀层以及沉淀层；
密
度溶液的溶质是碘化钠、
氯化锌以及甲酸钾中的一种或组合。密度溶液采用密度大，
溶解性
好的碘化钠、
氯化锌或甲酸钾等溶质，
以水为溶剂。根据测量溶质不同浓度溶液的密度，
制
作一条浓度密度曲线，
以此来配制所需密度的溶液。在密度溶液作用下，
微塑料颗粒可以漂
浮于液面表层，
而沉积物沉到溶液底层，
达到分离的作用。其中，
密度溶液的根据浓度-密度
曲线(参见图4)来配制，
其中，
横坐标为溶剂的浓度，
纵坐标为溶液的密度，
选择需要的密
度，
代入曲线等式，
即可得到配制该密度的溶液浓度。
图4中溶质为甲酸钾，
同时，
溶质的选
择不局限于甲酸钾，
碘化钠和氯化锌同样可以作为密度溶液的溶质。
[0037] 4)抽取非沉淀层并将非沉淀层通过滤膜；
经过滤膜后的液体重复步骤3)使用；
被
滤膜隔离的物质包括但不限于野外自然水体的沉积物中微塑料颗粒。滤膜是玻璃纤维滤
膜，
滤膜的孔径是根据待分离的微塑料颗粒的直径确定的。
[0038] 5)借助肉眼或体式显微镜观察被滤膜隔离的包括但不限于野外自然水体的沉积
物中微塑料颗粒；
[0039] 参见图2以及图3，
本发明在提供上述微塑料分离方法的同时，
还提供了一种微塑
料分离装置，
装置包括上柱状体1、
下柱状体3、
插板阀2、
搅拌器以及滤膜；
上柱状体1以及下
柱状体3自上而下依次设置在一起并共同接成筒状体；
上柱状体1与下柱状体3的内径相同；
筒状体内部填充有待处理野外自然水体的沉积物以及密度溶液；
搅拌器搅拌筒状体内部的
待处理野外自然水体的沉积物以及密度溶液；
插板阀2置于上柱状体1与下柱状体3之间并
用于隔离或贯通上柱状体1与下柱状体3；
当插板阀2隔离上柱状体1与下柱状体3时，
上柱状
体1中的液体流经至滤膜。柱状体中间的阀门可以是插板阀，
也可以是其他种类的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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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板阀2包括插板5、
连接杆6以及把手7；
把手7通过连接杆6与插板5相连并驱动插
板5伸入或退出上柱状体1与下柱状体3之间。插板阀2可与下柱状体3分离，
能方便的去除下
柱状体3中沉积下来的沉积物。
[0041] 滤膜是玻璃纤维滤膜；
滤膜的孔径是根据待分离的微塑料颗粒的直径确定的。
[0042] 搅拌器是内置式搅拌器或外置式搅拌器；
搅拌器是内置式搅拌器时，
搅拌器包括
搅拌叶4、
电机8、底座10以及竖杆9；
竖杆9置于底座10上；
底座10置于筒状体外部；
电机8置
于竖杆9上并与搅拌叶4相连；
电机8驱动搅拌叶4转动；
搅拌器是外置式搅拌器时，
搅拌器是
磁力搅拌器或电机驱动式搅拌器。
[0043] 本发明所提供的微塑料分离装置能快速有效的利用一定密度溶液将沉积物中微
塑料颗粒分离提取出来。
[0044] 实施例一：
[0045] 参见图1，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微塑料污染物的分离方法，
首先前处理沉积物，
通过
3
烘干(<60℃)或冻干处理的沉积物样品装入柱状体底部，
并加入密度为1 .5g/cm 的密度溶
液(密度可根据需要另作调整)。此时，
插板阀处于打开状态。打开搅拌器，
将沉积物与密度
溶液充分搅拌均匀并适当多搅拌一段时间(30分钟) ，
此时移除外置式搅拌器。将溶液静置
24小时。关闭插板阀，
将下部分柱状体与插板阀分离，
除去底部的沉积物。用抽滤装置将上
部分柱状体内的溶液以及漂浮于液面上层的微塑料颗粒过滤于玻璃纤维滤膜上。
肉眼或借
助体式显微镜观察滤膜上的微塑料颗粒。
[0046] 实施例二：
[0047] 如图2所示，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从沉积物中分离微塑料的装置。其中，
上柱状体1与
下柱状体3的高均15cm，
直径均10cm，
中间连接处为插板阀2，
底部有搅拌叶4以及与搅拌叶
相连的电机8。上柱状体1与下柱状体3共同拼接成一个柱状体，
柱状体的作用是提供一个容
纳沉积物和密度溶液的容器；
内置搅拌器的作用是提供搅拌力，
使沉积物和密度溶液可以
充分混合，
并让密度较小的微塑料颗粒能逐渐浮于溶液上层；
插板阀2的作用是在溶液静置
稳定后，
将上层溶液和下层沉积物分隔开来，
再利用插板阀2与柱状体的活动性，
拆下底部，
保留上部溶液，
进而方便后续处理漂浮于上层的微塑料颗粒。
[0048] 实施例三：
[0049] 参见图3，
本发明所提供的从沉积物中分离微塑料的装置。为增加单次处理量，
柱
3
状体的容积可以增大上柱状体1与下柱状体3，
所分离的微塑料密度小于1 .7g/cm ，
单次处
理量以能充分混合沉积物与密度溶液为佳，
则沉积物的体积不宜超过下部柱状体容积的
50％；
加入密度溶液，
并开启搅拌器。搅拌器采用外置金属搅拌器，
该金属搅拌器包括底座
10、
竖杆9、
电机8以及搅拌叶4；
竖杆9设置在底座10上；
电机8设置在竖杆9上；
电机8与搅拌
叶4相连并驱动搅拌叶4转动；
转速应先慢后快，
直至沉积物完全被搅拌起来，
并与密度溶液
接触30min以上。此前操作，
插板5为打开状态。待溶液静置过夜，
沉积物充分沉淀，
微塑料充
分漂浮，
则关闭插板阀2，
卸下下柱状体3。将上柱状体1中的溶液通过滤膜，
把微塑料浓缩于
滤膜上，
实现微塑料与沉积物达到分离的目的。
[0050] 需要说明的是，
本发明在以上几种基本方式外，
还可以通过改变柱状体连接处的
阀门，
改变不同部位的材质，
改变搅拌器的搅拌方式等途径来实现分离沉积物中微塑料的
目的，
这些都是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本发
6

CN 106363835 B

说

明

书

5/5 页

明保护范围的限制，
尽管参照较佳实施例对本发明作了详细说明，
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应当理解，
可以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
而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
实质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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