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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化合物生物富集的度量与评价方法进展*

周东星 高小中 许宜平＊＊ 王子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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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生物富集对评价有机化合物引起人类健康或生态环境的潜在风险具有重要作用，也是化学物质管理

和制修订环境质量基准的重要依据． 然而，化学物质与生物机体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复杂，以及环境因素的多

变性，均给生物富集的度量与评价带来很大不确定性． 因此，本文从过程机制角度出发，系统总结了生物富集

的度量指标、以及影响化学物质生物富集过程的主要因素，综述了测定和评价生物富集系数的各类方法进展

及其适用范围，并对此方面的研究趋势与需求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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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in metrics and assessment of organic chemical bioaccu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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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al Aquatic Chemistry，Ｒesearch Center for Eco-Environmental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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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oaccumul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risk assessment of chemicals to humans
and the environment，and is a current focus of regulatory effort for chemical management and
derivation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criteria． Interactions between chemicals and organisms，as well
as the variability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can complicate the interpretation of bioaccumulation
metrics and assessment． Therefore in this review，the common metrics of bioaccumulation were
introduced，and both the biotic and abiotic factors affecting bioaccumulation were summarized．
Advances in bioaccumulation assessment approache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were also reviewed，

including in vivo，in vitro，in silico，biomimetic and field measurement． Ｒecommendations and
improvements in scientific methods and regulatory criteria are proposed．
Keywords: bioaccumulation，bioconcentration，biotransformation，biomimetic，modeling．

近现代工业革命给人们带来便捷的同时也造成了人工合成物质的大规模使用和排放，环境中合成

化学物质如农药、杀虫剂、除草剂、个人护理品、全氟烃类等在数量上和种类上都在不断增加． 随着对环

境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的意识逐步增强，其中一类具有持久性( persistent) 、
生物累积性( bioaccumulative) 和毒性( toxic) 的化学物质( 简称为 PBT 物质) 成为化学物质管理关注的焦

点． 这些化学物质在生物体内的累积和富集不仅可能对生物自身带来不利影响，同时也可能通过食物链

传递对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造成潜在威胁． 因此，对环境中有机化合物在生物体内吸收和富集作用的研

究已成为环境化学与生态毒理学领域的一项重要内容．
化学物质的生物富集数据通常用来评价对动物和人类的暴露危害，这些数据不仅是化学物质环境

管理的生态毒理学基础数据，同时也是欧美国家环境风险评价程序的触发要素之一［1］． 生物富集性并不



176 环 境 化 学 33 卷

是用来描述短期内化学物质浓度在生物体内的波动，而是表征化学物质在生物组织中长期平均累积的

可能性，以及在食物网中各营养级水平上的生物放大现象; 生物富集性还可以间接反映生态系统中的生

物要素和非生物要素对生物富集作用的影响［2］． 另外，生物富集监测是 5 种环境监测方法之一，同时又

是生物监测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监测方法可以得到更加准确的环境暴露数据，因而对环境风险评价具

有重要作用［3］．
尽管目前有关评价化学物质生物富集性的文献报道非常丰富，然而化学物质与生物机体之间相互

作用的过程复杂，给生物富集的度量与评价带来很大不确定性． 因此，本文从过程机制角度出发，系统总

结了生物富集的度量指标、以及影响化学物质生物富集过程的主要因素，综述了测定和评价生物富集系

数的方法进展及其适用范围，并对此方面的研究趋势进行了展望．

1 相关概念与度量指标

生物富集( bioconcentration) 是生物体通过呼吸摄入、皮肤吸收周围环境中化学物质从而导致其浓

度在体内升高的过程，而不包括消化道吸收即摄食这一途径，也是通常所理解的最基本的生物富集过

程［4］． 生物富集系数( BCF) 可由平衡时生物体内浓度与水中浓度比值得出，不同条件下可用平衡生物富

集系数( BCFE ) 和动力学生物富集系数( BCFK ) 进行描述，如表 1 所示． 由于疏水性强的有机物富集达到

平衡需要时间，BCFE测量较为困难，流水实验方法多以 BCFK为度量指标． 生物累积( bioaccumulation) 定

义为生物体内的化学物质浓度相比于周围环境中浓度增加的过程，包括所有能使体内浓度升高的暴露

途径———包含摄食吸收、体表与呼吸摄入． 因此，生物累积系数( BAF) 更为全面地描述了生物体对化学

物质吸收、消除的各种过程． 生物-沉积物累积系数( BSAF) ，即平衡时生物体内化学物质浓度与沉积物

中浓度的比值． 各营养级水平之间的生物富集作用，则以生物放大系数和营养级放大系数度量: 生物放

大系数( BMF) ，即某一捕食者体内的浓度和一个特定的被捕食者体内浓度的比值; 营养级放大系数

( TMF) ，即化学物质在食物网中从低营养级到高营养级平均放大系数［5-7］( 表 1) ．

表 1 相关度量指标［8］

Table 1 Bioaccumulation metrics and algebraic relationships

指标 含义 公式

BCFE 平衡生物富集系数，仅考虑呼吸过程而不包括摄食吸收和排泄损失 CO /CW = kＲ /kV

BCFK
动力学生物富集系数，考虑呼吸过程，不包括摄食吸收，但包括排泄损失以及可
能的代谢和生长稀释损失

CO /CW = kＲ /kT

BAF 生物累积系数，考虑摄食吸收和呼吸吸收以及所有的损失过程
CO /CW = BCFK ×M;

M = 1 + ( kD /kＲ ) ( CD /CW )

BSAF 生物-沉积物累积系数，生物体内浓度与沉积物中浓度比值 CO /CS

BMF 生物放大系数，某一捕食者体内的浓度和一个特定的被捕食者体内浓度的比值 C2 /C1 = ( BCFK2 /BCFK1 ) ( M2 /M1 )

TMF 营养级放大系数，营养级单位增加浓度的比值
由浓度-营养级曲线的斜率或加权平均
BMFS得出

注: CO，生物体内化学物质浓度; CW，水中化学物质浓度; kＲ，鳃呼吸吸收速率常数; kV，呼吸消除速率常数; kT，总消除速率常数; kD
摄食吸收速率常数; CD食物中化学物质的浓度; M，倍数; CS，沉积物中化学物质浓度; C1，被捕食者体内浓度; C2，捕食者体内浓度．

2 影响生物富集的主要因素

影响水中化学物质的生物富集有很多因素，例如 BCF( 如不特殊说明，文中提到的 BCF 一般是指

BCFK ) 通常受到受试化学物质的本身物理化学性质( 如水中溶解性和辛醇-水分配系数等) 的影响． 如果

某化学物质在水生生物体内不发生代谢，则化学物质的辛醇-水分配系数( Kow ) 值越大，其在生物体内生

物富集可能性越高． 但是，还有很多其他外在环境因素和生物内部性的因素会影响 BCF 值． 因此，OECD
305 号指南［9］规定的流水实验测定 BCF 的过程中，控制温度的变化在 2 ℃ 范围内、溶解氧浓度高于

60%以及吸收阶段的受试化学物质的浓度保持在上下 20% 范围内都是很有必要的． 另外，考虑到溶解

性颗粒性有机物会强烈影响有机物在鱼类和其他腮呼吸的有机体内的生物富集，实验中水中总有机碳

( TOC) 不应超过 10 mg·L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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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生物富集与水生动物的年龄、性别、种类相关，其中许多因素可以通过设计在相同条件下

的实验消除，比如生物体有着相同的种类、品系、性别、年龄和发育阶段等． 另外也可以通过生物富集系

数是否与脂肪含量相关消除． 其他重要的可能影响生物富集的因素包括毒性效应、生物有效性、水中化

学物质浓度、水体 pH 和生物体内脂肪含量等，而这些因素又可分为外在环境因素、化学物质理化性质

因素和生物体内在因素 3 大类．
2． 1 外在环境因素

2． 1． 1 水质参数

生物富集过程的各项水质参数对生物富集的影响都在某些程度上有所体现，重要的水质参数包括

pH、溶解氧、硬度、盐度、总有机碳含量等． 以 pH 为例，一些化学物质，比如含氯酚、羧酸、磺酸、氨基酸、
生物碱和胺类都会根据水的 pH 变化发生离子化． 由于离子有机化合物的辛醇-水分配系数取决于水的

pH，生物富集系数同样也取决于 pH． 对可离子化的有机化合物来说，当其处于非电离状态时其 Kow值最

大． 这意味着弱酸( 如五氯苯酚( PCP) 等氯酚类物质、2，4，5-T 和 DNOC( 二硝基邻甲酚) ) 的辛醇-水分配

系数和生物富集系数都会随水的 pH 值的降低而增大; 但对弱碱( 如氯苯胺、甲基苯胺、联苯胺、氯化三

丁基锡以及三苯基锡) 来说，其 Kow值和 BCF 值随 pH 值的增大而增加［10-13］，Nakamura 等对日本青鳉富

集氟西汀( fluoxetine) 的研究中也证实了这一点［14］． 而对于不可离子化的化学物质来说，pH 在正常生理

范围内的变化对生物富集的影响微乎其微［15］，可以不予考虑．
2． 1． 2 温度

Muijs 等的报道指出温度对 PAHs( 多环芳烃) 的生物富集也产生影响［16］． 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可

代谢的 HOCs( 疏水性有机污染物) 的生物富集是一个放热过程，并随温度升高而下降． 因此，冬天生物

体内浓度是夏天的好几倍． Buckman 等从酶促反应的角度证实温度能够影响 PBDEs 的生物富集和体内

代谢［17］． 对大多数变温动物来说，水温对 PBDEs( 多溴联苯醚) 的生物富集也会产生直接影响［18］． 相较

于生物体，模拟生物富集的采样器有时也需要考虑温度的影响，但温度并非主导因素． Booij 对被动式采

样器 SPMD( 半渗透膜被动式采样器) 和 LDPE( 低密度聚乙烯) 对 HOCs 的富集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

SPMD-水分配系数不随温度而发生明显变化，但 LDPE-水分配系数在 2 ℃时为 30 ℃时的两倍［19］． 不过

总体来说，对 SPMDs 的野外原位应用，除非发生大的地理学上的变化，温度的变化不是控制富集过程的

主要因素．
2． 2 化学物质理化性质因素

2． 2． 1 水中受试化学物质的浓度

通常，化学物质必须真正溶解才能通过鳃或者上皮细胞转运至体内，因此当暴露的化学物质超过其

在水中溶解度时会低估生物富集系数． Geyer 等指出强疏水性化学物质的 BCF 值会被低估，相对低的生

物富集系数导致低风险预警［20］． 因此，受试化学物质的水中浓度必须作为一项重要的 BCF 影响因素予

以考虑，这对低溶解度化学物质来说尤为重要．
另外一些关于直链烷基苯磺酸盐( LAS) 的研究表明，化学物质的 BCF 随水中暴露浓度的增加而降

低［21-23］． 这种现象可解释为: 如果化学物质具有表面活性( 如用作洗涤剂的烷基苯磺酸盐) ，则会在大于

临界胶团浓度( CMC) 时形成胶团，胶团能很有效地限制表面活性物质的溶解，因此实验中浓度低于临

界胶团浓度是很重要的，否则 BCF 值会被低估．
2． 2． 2 化学物质的生物有效性

目前，人们对生物有效性的理解仍然有分歧［24-27］． 环境科学中生物有效性被定义为化学物质能被

生物所吸收利用的部分( 比如能够自由通过生物膜进入生物体内) ，这与经典药理学中注射或者摄食后

的内部可及性相反． 由于通过生物膜需要化学物质在周围水体环境中呈溶解态，而许多环境因素会使溶

解态化学物质的量减少，因此这些因素会降低吸收速率和生物富集． 影响疏水性化学物质的生物有效性

的重要过程有: 与颗粒物和溶解态有机物结合; 被腐殖酸、沉积物和其他悬浮大分子吸附． 以腐殖酸为代

表的溶解性有机质( DOM) 能够显著影响水环境中疏水性化学物质的生物有效性［28］，许多研究证实上

述过程会使得化学物质的生物有效性降低，从而使得生物富集减少［29-32］． Haitzer 等人［33］认为大多数有

机物的生物富集系数会在腐殖质存在的情况下降低，但同时一定范围内低浓度 DOM 又会导致生物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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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Qiao 等［34］对虹鳟鱼富集多氯联苯同系物的研究结果与此一致． 另外，有研究［35-36］证实 DOM 的存

在会增强生物富集和生物有效性． 值得注意的是，Haitzer 等［37］新的研究表明低浓度 DOM 对生物富集的

增强作用更可能是实验中随机的结果，而不是系统化的结论． DOM 导致的生物富集的下降归因于化学

物质与颗粒物或者溶解性物质的结合，这导致腮呼吸生物无法通过鳃对其进行吸收［38-39］． 对于 DOM 导

致的生物富集的增加，有学者［40］从 DOM 与水生生物的直接相互作用的角度进行了探讨，然而还是无法

清楚地解释这种现象．
2． 2． 3 化学物质的消除速率常数

对强疏水性化学物质来说其消除速率常数很低，因此会经历很长时间( 数月甚至数年) 才能到达平

衡状态，如此长的时间甚至超过生物( 就某些鱼类来说) 的生命周期［41］． 化学物质的低消除速率常数导

致的非平衡状态会使得测定的 BCF 明显变低．
2． 3 生物体内在因素

2． 3． 1 化学物质的毒性效应

毒性效应会改变受试生物正常的生理机能 ( 比如呼吸速率) ，从而增加生物富集评价的不确定

性［42］． 实验中毒性作用会使化学物质在鱼体内的消除速率增大，这意味着如果水中浓度很高而导致毒

性作用产生，那么化学物质的半衰期和 BCF 会变得更小． 因此，实验化学物质的水体浓度必须很低，鱼

体和其他水生动物不产生或只产生很小的不良反应．
2． 3． 2 生物体的脂肪含量与组成

已有研究表明脂肪含量是疏水性化学物质生物富集的主导因素［43-44］． 化学物质的生物富集通常被

认为在生物体脂肪和水之间的分配过程，该过程由两相中化学物质的相对溶解度或者活度来控制． 一般

BCF 和脂肪含量之间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 这意味着水生生物体内脂肪含量越大，生物富集的可能性越

高; 而实验过程中脂肪含量降低，化学物质在鱼体内的消除速率则越大［45］． 在正常条件下，水生生物脂

肪含量随体重、年龄增加而增加，稳定状态下较高的体重和年龄对应着较高的化学物质浓度和基于湿重

的 BCF． 然而，在繁殖过程中，母体会消耗大量脂肪，化学物质浓度和 BCF 反而降低［46-48］． 对藻类来说，

生物富集似乎主要依赖于其比表面积，但是，Streit［49］发现了一个亲脂性有机氯化合物 BCF 和藻类脂肪

含量之间有正相关关系．
BCF 不仅仅受到生物体内脂肪含量的影响，也与不同营养级生物体脂肪组成的差异有关． 通常情况

下，生物富集过程被认为受分配过程控制，并且依赖于分配相的组成，但是脂肪组成对疏水性有机化合

物 BCF 的影响常被研究者忽略． Van der Heijden 等［50］的研究用生物匀浆替代生物个体发现 BCF 值的变

化受到生物体脂肪组成的影响．
2． 3． 3 生物体内代谢转化

化学物质在生物体内的富集还受到生物体对化学物质代谢作用的影响． 对易降解的化学物质来说，

在生物体将其富集到体内后，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代谢到很低水平甚至降为零，这大大降低了化学物质在

生物体内的浓度，从而影响生物富集系数． Lai 等［51］应用食物网模型预测雌激素、雌激素酮、雌二醇等化

学物质在一系列水生生物中的生物富集过程，用这些实验数据与单纯用辛醇-水分配系数预测得来的数

据对比，得到的结果显示水生生物对雌激素的生物富集系数很容易受到代谢速率的影响． 尽管计算模型

能快速有效地预测 BCF，但对于以雌激素为代表的容易快速生物降解的化学物质，这种计算模型还需要

更多地改进以及额外的数据．
Schebb 等［52］在实验中测得抗菌剂三氯卡班( TCC) 在青鳉体内的生物富集系数( lg BCF) 为 2． 86 ±

0． 05，表明为中等生物富集，此值既低于藻类和蜗牛中的生物富集系数( lg BCF: 3． 2—3． 4) ，同时也低于

根据辛醇-水分配系数推算出的 BCF 值． 这种现象是由 TCC 在青鳉体内的快速代谢造成，TCC 在青鳉鱼

体内很快被消除，半衰期( t1 /2 ) 为 1 h，而这对一个 lgKow为 4． 9 的化学物质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因此 TCC
对青鳉的短期暴露不大可能在体内累积． 然而，TCC 对青鳉长期暴露会进行生物富集过程并能达到稳

态，这主要由 TCC 的 BCF 决定．
2． 3． 4 组织和血液之间的分配作用

有研究表明，尽管 BDE-209( 十溴联苯醚) 的生物有效性很低，且具有很高的生物转化速率，但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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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表现出高生物富集性． 近期一项针对中华鲟( Chinese sturgeon) 的研究［53］发现，相较于其他水生生

物，BDE-209 在中华鲟体内的同化效率和生物转化率都明显偏低，同时脂肪分配作用并不明显，但 BDE-
209 在组织和血液之间的分配作用对 BDE-209 的生物富集起到了关键作用，从而使得该化学物质的生

物富集现象明显． 这项新的发现说明分配作用实际上已成为某些化学物质在某些生物体内富集的重要

影响因素．
2． 3． 5 生长稀释

鱼的生长是影响 BCF 的重要因素，随着时间的增长，鱼的生长会导致体内化学物质浓度减少，这种

现象称为生长稀释． 生长稀释是一种“伪消除”过程，实际上化学物质并没有从体内消除，而是其总量随

生物量的增长被稀释从而使测定的 BCF 偏低［54］． 生长稀释起的作用和代谢相似，并且对强疏水性化合

物影响显著［55］． 鱼生长速率因品种和实验条件会有很大差异，实验室条件下的生长速率通常比野外高，

因此需要对由生长稀释带来的影响进行校正．

3 生物富集的评价方法

3． 1 组织残留分析

OECD 305 号指南和 USEPA 1730 导则［56］是测定 BCF 的标准方法，这两种活体流水实验方法是最

直接有效的测定生物富集的方法．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正逐渐将实验生物由高等动物转向低等动物，

由活体实验转向离体实验，很多研究证实这种替代实验方法得到了很好的效果． 与相对高等的鱼类相

比，Dai 等用更低等的大型蚤( Daphnia magna) 研究了全氟烃基羧酸( PFAs) 的生物富集机制，PFAs 在大

型蚤中的富集随 PFAs 链长的增加而增强，并与 Kow值呈正相关，研究表明大型蚤体表的吸收是富集的

主要途径［57］． Adolfsson-Erici 等用 11 种化学物质同时暴露实验鱼，得到的结果与单一化学物质暴露的结

果一致，这种方法能够校正由生长稀释所造成的 BCF 偏差［58］，同时大大减少了鱼类用量，降低了实验成

本． Heltsley 等只用鱼鳍脂肪就准确地测定出目标化学物质在鱼体内的浓度而不必要杀死鱼［59］，这种非

致命的生物实验方法具有重要意义和推广价值．
3． 2 生物模拟采样

OECD 305 标准方法对鱼数量的需求很大，重复性差，样品处理繁琐，而且实验周期也往往经过数

月，实验成本很高． 同时这也有违于 Ｒussell 和 Burch 提出的动物实验伦理 3Ｒ ( reduction，refinement，
replacement) 原则［60-61］． 因此亟需发展有效的生物替代方法监测水中污染物，测定生物富集系数． 常规

的方法难以有效监测水中痕量有毒有机污染物，而最近几十年迅速发展的被动式采样技术给环境监测

带来了新的活力． 被动式采样技术的富集原理更接近污染物在生物体内的富集方式． 从被动式采样器中

的化学物质的浓度来推导出环境中真实浓度需要满足 3 个要求: ( 1) 采样器中化学物质的浓度必须与

环境中浓度呈比例，且采样器吸收化学物质的速率常数和分配系数必须不能受到环境中污染物浓度的

影响; ( 2) 必须要具有能满足现场检测所需的参数校准数据( 即采样速率常数和分配速率常数) ; ( 3) 采

样过程中环境介质中的化学物质在各相中的原有平衡不受破坏，即满足“微耗式采样”，一般要求所提

取的目标化学物质的量小于该化学物质在体系中总量的 10%［62］．
大多数被动式采样器代表了一种快速平衡的吸附剂相，从而有效测定不同生物有效性参数． 美国地

质调查局 Huckins 等［63］发展的三油酸甘油酯-半渗透膜被动式采样器( triolein-containing semipermeable
membrane device，triolein-SPMD) 属于最早的一批被动式采样器，用来测定水中溶解性有机污染物的吸

收过程． SPMD 由聚乙烯膜中填充三油酸甘油酯而成，膜孔径为纳米级别，可置于水中暴露几个星期或

一个月以上来富集水体中的污染物． 水中有机化合物通过扩散作用透过半渗透膜然后富集在中间的脂

内． 由于半渗透膜孔径限制，只有分子量小于 600 Da 的化学物质才能够透过半渗透膜而累积在脂中，起

到了一个选择性富集的效果，这类似于生物膜的作用机理． 因此，SPMD 已发展成为生物替代物来测定

水生生物的生物富集过程． 但不能忽略的是 triolein-SPMD 还是存在着一些缺点，比如前处理较为繁琐、
平衡时间长等．

加拿大 Waterloo 大学 Pawliszyn 等［64］提出的固相微萃取技术( solid phase microextraction，SPME) 是

一种简单、快速而又经济的分析各种化学物质的方法，用来替代液液萃取． SPME 纤维是一种细径熔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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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英柱，上面涂有一层一种或多种高分子聚合物，很多种物质都可以用作吸附剂覆盖于纤维上． 例如，聚

二甲基硅氧烷( PDMS) 是一种应用最广泛的涂层，应用于分析疏水性化学物质( 例如多氯联苯和多环芳

烃) ; 以聚丙烯酸酯( polyacrylate-coated) 为涂层的 SPME 已成功应用于 DOC 对极性和离子有机污染物的

吸附过程研究［65］． 通过将 SPME 纤维直接插入样品或者置于样品顶空可以使样品在纤维中达到平衡，

将 PDMS-SPME 插入鱼体内测定药物的生物富集已成为一种很成熟的活体测试方法． SPME 后来经过

Mayer 等人［66］的发展改进，用来测定沉积物孔隙水中自由溶解态污染物的浓度，改进后的 SPME 称为

matrix-SPME． SPME 已被验证可成功预测沉积物中 HOCs 的生物有效性和毒性． 另外，微损耗固相微萃

取技术( nd-SPME) 在测定自由溶解态浓度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67］． 一般来说，用 SPME 评价污染物自

由溶解态浓度需要数月才能达到平衡，同时需要连续取样才能确定平衡是否达到． 因此，SPME 技术显

得费时、费力．
Tenax 提取技术中的玻璃粉的成分是可渗透聚合树脂，往往用作柱子的填充材料． HOCs 在沉积颗

粒物中的分布没有一致性，而是分布在具有明显解吸速率差异的腔室中，这是 Tenax 预测生物有效性的

机理［68］． 与 SPME 测量 HOCs 在平衡中的化学活性不同，Tenax 测定的是对有机体具有潜在有效性的那

部分污染物． Tenax 可成功预测沉积物中 HOCs 的生物有效性，其数据也可用来进行毒性评价以及毒性

确认． 美中不足的是，Tenax 提取技术的应用局限于测定 HOCs［69］．
低密度聚乙烯( LD-PE) 塑料作为一种被动式采样器已成功应用于跟踪沉积物中加入吸附剂后 PAH

生物有效性的变化［70］，以及研究各种化学物质在 LD-PE 和吸附相之间分配过程中温度的影响． 另外，

LD-PE 已被用来研究沉积物中 PCBs 的生物有效性，结果表明 LD-PE 和同等脂肪含量的多毛类环虫一

样表现出对 PCBs 的生物富集性［71］．
三油酸甘油酯-醋酸纤维素复合膜( TECAM) 作为一种新型被动式采样器已开始逐渐引起人们的关

注． 在 TECAM 中，三油酸甘油酯以嵌入的方式与醋 酸 纤 维 素 紧 密 结 合，这 大 大 增 加 了 接 触 面 积．
Ke［32，72］、Chen［73］等的研究证实 TECAM 能够有效地富集水中 HOCs，可作为一种有效的生物模拟采样器

进行环境监测和测定生物富集．
上述被动式采样器等诸多方法，在水体环境中的痕量疏水性化学物质的采样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

应用，过程不需要采集大量的水样，能够有效的节约资源、降低实验成本，很多方法已被证明可以合理测

定生物有效性和生物富集过程，可以替代实验室中活体方法［74］． 不过，一些被动式采样器依然受到一些

环境因素［75］( 例如温度、空气湿度、水流影响) 的制约，还有待进一步发展．
3． 3 模型预测

目前有超过 10 万种的化学物质释放进入环境，但仅有有限的有机化合物具有实测的生物富集数

据． 考虑到成本、效率和减少动物实验的因素，使用模型预测生物富集比实际测定更有优势．
3． 3． 1 定量结构-活性关系( QSAＲ) 模型

在环境科学中，有机化合物的活性( 包括理化性质、环境行为和毒理学参数) 与其分子结构之间的

内在联系可由定量预测模型表征，此模型即定量结构-活性( QSAＲ) 方法［76］． 对于不考虑摄食生理过程

和物种间相互作用的 BCF，使用模型预测一般基于 QSAＲ 方法． 可用于预测 BCF 的 QSAＲ 模型方法主要

包括: 疏水性模型、分子连接性指数模型、片段常数法、量子化学描述符法、不同类型理论分子描述符法

等［77-78］． 目前研究集中于疏水性模型，在此主要讨论疏水性模型方法．
基于疏水性模型的 QSAＲ 方法中 BCF 预测模型的依据是生物富集的分配过程，其中辛醇-水分配系

数( Kow ) 是非常重要的参数． Neely 等［79］首次提出由 Kow 预测非离子有机物 BCF 的模型． 随后的很多研

究［80-82］表明 BCF 和 Kow通常呈线性关系．
lg BCF = alg Kow + b

但也有观点认为这种简单的多线性回归只适用于 lg Kow小于 6 的化学物质，而实验测得强疏水性化

学物质( lg Kow值大于 6 ) 的 BCF 值低于由它们的 Kow 值预测得到的值［83］． 针对上述结果，有人［84］将

640 种化学物质按照 lg Kow分为低于 6 和高于 6 的两组分别进行模型分析，结果表明这种方法对 BCF 有

更好的预测性．
对于强疏水化学物质的低 BCF 值的原因，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实验中化学物质浓度比溶解度高出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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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过饱和化学物质会明显低估 BCF 值［85］． Nendza［86］对这种现象的原因做出了总结: ( 1) 实验时间太短

而没有达到平衡稳态; ( 2) 一些化学物质在生物体内降解或者被代谢; ( 3 ) 大分子化学物质无法穿透生

物膜; ( 4) 对强疏水性化学物质来说，测定其 BCF 和 Kow时有很大的不准确性; ( 5) 辛醇-水分配系统不太

适合替代脂肪-水分配系统; ( 6) 特定的亚结构效应的存在［87］．
除线性模型外，基于疏水性模型预测 BCF 的方法还包括抛物线模型、双线性模型，只有当数据较少

或者低 lg Kow值时才能利用线性模型达到较好的效果，而当数据很多或者 lg Kow变化范围较大时优先选

择抛物线和双线性模型［88］． Dimitrov 等［89］证实如果将化学物质的 Kow值范围再扩大一些，比如 lg Kow小

于 1 或者大于 10，BCF 与 lg Kow将没有相关性．
3． 3． 2 食物网模型

食物网模型包括了各营养级之间相互作用，可用于预测 BCF、BAF、BSAF 以及 BMF 等不同生物富

集度量指标． 最初的食物网模型被用于预测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POPs) 的生物富集系数，由于这时期的

模型参数缺少生物转化速率等重要参数，对于易降解化学物质的预测准确率较低［90-91］． 由于缺少大量

野外实验数据的验证，食物网模型只适用于特定类型的目标化学物质和生态系统［4］．
近年来，在食物网模型的基础上开发的一些综合性的生态毒理模型也被应用于生物富集评价，例如

AQUATOX、CASM 等． AQUATOX［92］是集水生态系统、环境归趋和生态毒理于一体的对水环境进行综合

预测和评价的模型，该模型能够评价生态系统中植物、无脊椎动物、鱼类和陆生动物对化学物质的富集

过程，已广泛应用于河流、湖泊、水库和河口等水生态系统的评价预测．
3． 3． 3 生物富集数据质量与可用数据库

虽然一些基于 lg Kow的 BCF 预测模型取得了一些令人满意的结果，但化学物质的 Kow值是限制此类

模型应用的重要因素，因此 Kow的经验数据尤为重要． 标准实验方法得到的 BCF 数据和有效的 BCF 数据

库都能为建立和发展 QSAＲ 方法提供可靠的信息． 目前，QSAＲ 方法最常用的数据库包括: 美国环保署

生态毒理数据库( ECOTOX) 下的子数据库———水生毒理信息检索系统( AQUIＲE) ，日本产业经济省-国
立科技和评价研究院数据库( METI-NITE) ，美国危险品数据库 ( HSDB ) ，环境归趋数据库 ( EFDB ) ，

BCFWIN 数据库，欧洲化学物质信息系统( ESIS) 等． 不同数据来源的数据库包含不同的支撑信息，而且

很多数据库没有提供可靠性评价，因此对现存数据的可靠性评价是很有必要的．
源自实验室生物方法而来的 BCF 已成为用于评价化学物质生物富集可能性的最基础的数据库之

一，同时也是最直接可靠的数据库． 活体实验测定 BCF 的实用性导则［93］对获得的数据的合理性有着严

格的标准: ( 1) 要对受试化学物质和鱼的品种有明确的说明; ( 2 ) 要对鱼体内和暴露媒介中受试化学物

质的浓度进行准确分析; ( 3) 不能对受试鱼产生明显的副作用; ( 4) 报告中的 BCF 一定代表稳态条件而

非其他条件． 因此，生物方法测定 BCF 得到的结果如果不能满足上述标准，则都不能认为是可靠数据．
然而，生物方法提供的 BCF 数据相比于已投入使用的化学物质来说远远不足以满足管理评价要求，这

使得化学物质评价管理举步维艰．
3． 4 野外试验与校正

越来越多的研究报道证明，由于野外环境暴露与实验室模拟暴露的显著差异，即便是在严格控制条

件的 GLP 实验室参照国际标准方法( OECD 305 号指南等) 获取的生物富集数据，仍然与野外现场监测

的结果具有一定偏差，即生物富集系数具有场地特异性( site-specific) ，这对于沉积物介质中化学物质的

BSAF 的测定尤为明显． 一个关键因素就是野外环境条件的多变性可能严重影响生物富集动力学以及达

到稳态平衡的时间; 再如水质参数、温度等因素也影响生物富集系数的野外测定结果( 在本文 2． 1 部分

已经系统总结) ［16，94］． 然而在环境风险评价中更多需要的却是针对特定风险受体的生物富集数据，因此

野外对比试验与相关校正模型的研究日益受到关注，例如使用稳态校正因子等［95］．

4 展望

( 1) 生物活体方法测定生物富集系数虽然能提供最直接可靠的数据，但活体方法成本很高，同时也

有悖于动物实验伦理，目前由生物方法得来的数据库并不完善，亟需开发有效的替代生物方法弥补

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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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被动式采样器方法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但在一些细节方面( 比如受到某些环境因素制

约) 还有不足，因此研究改进被动式采样器方法测定生物富集系数也将成为今后的研究重点．
( 3) 数据库的质量与数据的质量相关，但更与保证数据完整性和准确性的获取方法相关． QSAＲ 模

型中应用的数据对质量和一致性程度的要求与监测风险评价水平上的数据不同． 由于在运行维持数据

库需要精力和花费( 比如更新数据库和维护软件) ，大多数生物富集数据库对数据仅仅选择评价整体性

和正确性，但忽略了在不同应用中的数据可靠性． 因此，对数据可靠性的评价十分重要．
( 4) 目前化学物质管理中生物富集的经验数据依旧很少，现存的数据库没有任何一个包含所有生

物富集的数据，因此亟需建立可靠、全面的数据库以应对化学物质管理评价的要求． 随着各种测定生物

富集系数方法的不断研究改进，针对于生物富集这一评价要素的数据库将会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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