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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被动式采样膜评估水中腐殖酸对苊和   
生物有效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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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苊和 两种多环芳烃(PAHs)为研究对象, 在实验室模拟条件下, 研究了水中不同含量的腐殖

酸(HA)(0~15 mg·L　1, 以溶解性有机碳浓度表征)对 PAHs 在三油酸甘油酯-醋酸纤维素复合膜(TECAM)

中和日本青鳉鱼体内富集的影响, 比较了两种采样介质中 PAHs 表观富集速率常数随 HA 浓度变化的趋

势, 并利用模型拟合计算了两种方法得到的苊和 的腐殖酸-水平衡分配常数(KDOC)值. 结果表明, 水中

存在的 HA 对 TECAM 和青鳉富集两种 PAHs 有显著影响, 随着 HA 浓度的增大, PAHs 在 TECAM 膜中和青鳉

体内的富集浓度显著降低, 其表观富集速率常数也随 HA 浓度的增大而减小. 用 TECAM 萃取和青鳉富集

实验得到的两种PAHs的lg KDOC分别为4.63和4.52(苊), 以及5.83和5.76( ); 两种方法所得的lg KDOC

值相互之间有很好的可比性, 并与文献报道值相吻合. 研究结果证明, TECAM 能够选择性地富集水相中

自由溶解形态的 PAHs, 且富集行为与鱼体类似, 因此可作为一种生物模拟采样器来研究水环境中存在

的溶解性有机碳对 PAHs 生物有效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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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水体中普遍含有各种类型的溶解性有机碳

(DOC), 其中大部分为腐殖酸类物质 [1]. 研究表明 , 
DOC 能吸附并结合疏水性有机物(HOCs), 从而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其在水体环境中的迁移、转化及归趋行

为[2]. 一方面, 与 DOC结合提高了 HOCs在水中的表
观溶解度, 并促使其随 DOC 在水体中的流动而扩散
到其他地方; 另一方面, 结合态的 HOCs 体积和极性
变大, 难以透过生物膜在生物体内累积, 又会极大地
降低其在生物体内的富集浓度和生物有效性[3]. 因此, 
只有自由溶解的部分才能真实地反映出水体环境中

HOCs 的实际毒性效应[2]. 为了准确地进行污染物的
环境风险评价, 需要定量测定水体环境中的 DOC 对
污染物生物有效性的影响 , 通常用污染物的溶解性
有机碳-水平衡分配常数(KDOC)来表征. KDOC 是描述

有机污染物在水相和 DOC 相间分配的重要参数, 它
与水体中的有机碳含量共同决定了 HOCs 的自由溶
解态浓度, 所以可以通过测定污染物总浓度和 KDOC

值来准确计算出水体中的自由溶解态浓度 . 目前常
用的 KDOC测定方法有生物富集、平衡透析、荧光猝

灭、反相色谱、固相微萃取等 [3,4]. 多环芳烃类物质
(PAHs)是一类全球性污染物, 具有潜在的“三致”效应, 

可经由多种途径进入水体 , 并在生物体的脂肪中累
积[5]. 由于其典型的疏水性, 在探讨 PAHs 在水体环
境中的分布、归趋及其生物毒性时, 考虑 DOC 吸附
因素所造成的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6,7].  

被动式采样的过程与亲脂性有机物透过生物膜

的扩散过程类似 , 因此经常被用于模拟生物富集研
究. 自 Södergren[8]首次提出用正己烷透析带富集疏

水性有机物以来 , 半渗透膜被动式采样器已被广泛
地应用于监测各种水体环境中痕量有机污染物的研

究中 [9,10], 其中运用最广泛的是由美国地质调查局
Huckins等人[11]发展的三明治构型的半渗透膜被动式

采样器(SPMD). 本实验室开发的三油酸甘油酯-醋酸
纤维素复合膜(TECAM)是一种新型的被动式采样器, 
能够很好地富集有机氯农药、PAHs等疏水性有机物, 
相对于其他采样方法, 具有成本低廉、制备和使用操
作简单、易于净化等优点[9,12]. 但其能够选择性地富
集水体中自由溶解态有机物的特性尚未得到确证 , 
在评估实际水体中 HOCs 生物有效性方面的应用也
有待展开. 由此, 本研究尝试以微耗式采样(negligible 
depletion sampling)[13]的方式利用 TECAM 测定不同
浓度的腐殖酸对膜富集两种多环芳烃苊和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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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表观富集速率常数与实际富集速率常数间的偏

离度来计算目标化合物在腐殖酸和水相间的分配系

数 KDOC, 该值可用于估测水中两种 PAHs的生物有效
态浓度 , 从而定量研究水体环境中的 DOC 对两种
PAHs 生物有效性的影响; 并与同样条件下暴露的日
本青鳉鱼富集实验的结果进行比较, 以证明 TECAM
只选择性地富集自由溶解形态的 HOCs, 与鱼体富集
行为类似, 是一种生物模拟采样器.  

1  材料与方法 
(ⅰ) 膜材料及实验生物.  TECAM 膜的制备方

法及物化性质参见文献[14]. TECAM 外层为亲水相

(醋酸纤维素), 内部为疏水的脂相(三油酸甘油酯). 将
膜裁成 4 cm × 6 cm 大小, 洗净后于 Milli-Q 超纯水
(Millipore, 美国 )中保存备用 . 受试生物日本青鳉

(Oryzias latipes)由本实验室自行孵化驯养, 挑选体长
为 3 cm, 体重为 0.5 g左右的非产卵期成年雌性体供试. 
由于青鳉的排泄物可能会影响与腐殖酸结合的 PAHs
量, 因此暴露实验前 24 h停止投食以清空其肠胃.  

(ⅱ) 微耗式采样条件的选择.  当提取的目标化
合物量小于体系中该化合物总量的  10%时 , 可认为
测量介质不会对 HOCs 在水中的自由溶解态和 DOC
结合态之间的平衡状态造成影响 , 即 “微耗式采
样”[13]. 由于本研究的实验均在静态暴露体系中进行, 
为保证膜和鱼中富集的 PAHs 足够被检出, 同时使溶
液中 PAHs 的自由溶解态浓度保持相对恒定, 暴露时
需要选择合适的条件(富集速率常数和暴露时间).  

向 4 个具塞锥形瓶中各加入 1 L 超纯水(实验用
水皆为 Milli-Q水, [DOC]<0.1 mg·L−1), 然后加入苊
和 的标准溶液, 使其在水中浓度均为 100 ng·L−1. 
静置 24 h后各放入一张 TECAM膜, 在摇床上以 0, 50, 
100和 150 r·min−1的转速进行 1 h的恒温(25℃)萃取
实验 . 实验过程中锥形瓶均密闭 , 以防止溶液中
PAHs的挥发损失. 实验设 3个平行样. 

根据上述实验结果选择膜富集实验的振荡速率

为 75 r·min−1, 相同条件下将膜在 100 ng·L−1 PAHs
标准溶液中分别暴露 1, 2, 3 h. 青鳉的富集实验与膜

实验相同, 每瓶溶液中放入 2条青鳉, 静置暴露 1, 2, 
3 h 后取出. 同时为进一步考查实验过程中目标化合
物总的损失, 用液液萃取测定富集 1 h 前后溶液中两
种 PAHs的浓度, 比较其差值.  

(ⅲ) 富集动力学实验.  配制 5 瓶 1 L 含两种
PAHs浓度为 100 ng·L−1的溶液, 各放入一张 TECAM, 

25℃恒温, 75 r·min−1分别富集 1, 2, 3, 6和 12 h后取
出以计算膜的富集速率常数 ku. 青鳉的富集动力学实

验与膜实验条件相同. 将 2条青鳉放入一瓶 PAHs溶液
中, 静置暴露1, 2, 3, 6和12 h后取出. 所有富集实验均
采取每 1 h更换一次溶液的方式, 并设 3个平行样.  

(ⅳ) HA对青鳉和 TECAM富集苊和 的影响.   
将商品腐殖酸(Fluka, 瑞士)溶于 0.01 mol·L−1 的

NaOH溶液中(pH 12), 超声溶解 30 min后搅拌 24 h, 
用 0.45 μm的滤膜(使用前先煮过以去除杂质)过滤除
去大颗粒, 然后用总有机碳(TOC)分析仪测定滤液中
DOC 的含量(mg·L−1). 此腐殖酸储备液置于 4℃下避
光保存备用.  

用腐殖酸储备液和超纯水配制 DOC含量分别为
0 (超纯水空白), 1, 2, 5, 10和 15 mg·L−1的实验溶液, 
然后用 0.1 mol·L−1的 HCl和 NaOH溶液调 pH 7.5 ± 
0.3. 取上述溶液各 1 L置于锥形瓶中, 然后加入两种
PAHs 标液, 使溶液中苊和 的浓度为 100 ng·L−1. 
放置 4 d以使 PAHs在 HA和水相间达到分配平衡[2]. 
此过程中锥形瓶均避光密封, 以防止 PAHs降解挥发
损失.  

每个瓶中放入一条青鳉, 25℃下静置暴露 12 h. 
TECAM 富集实验与青鳉实验一致, 每瓶溶液中放入
一张 TECAM膜, 密封后振荡 12 h(25℃, 75 r·min−1). 
每组实验需更换 11次溶液.  

(ⅴ) 样品预处理.  鱼样经去离子水冲洗后置于
滤纸上 , 用蘸有正己烷的脱脂棉擦拭表面以除去可
能黏附的 PAHs, 去除肠子, 称重后放入研钵, 加入 5
倍质量的无水硫酸钠研磨, 然后置于通风橱中风干. 
风干后的粉末在 10 mL二氯甲烷/正己烷(1:1, 体积比)
中用细胞破碎仪超声提取 10 min, 重复 3 次, 每次超
声完成后更换新溶剂, 最后将 30 mL 提取液合并, 离
心 10 min后取上清液, 氮吹浓缩至 1 mL. 浓缩液在硅
胶/氧化铝复合柱上净化, 用二氯甲烷/正己烷(3:7, 体
积比)混合溶剂 70 mL淋洗. 淋洗液氮吹浓缩至 0.5 mL
左右, 加入六甲基苯作为内标, 准确定容后待测.  

TECAM 样取出后先用去离子水冲洗表面, 除去
可能黏附的颗粒物 , 再用干净柔软的纸巾吸干表面
水分, 置于 10 mL 正己烷/二氯甲烷(1:3, 体积比)溶
剂中超声提取 10 min, 重复 3次, 每次均更换新溶剂, 
3次的提取液合并, 氮吹浓缩至 0.5 mL, 置换为正己
烷, 加入内标后准确定容待测.  

(ⅵ) GC/MS 条件及定量分析 .  采用 Agi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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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90/5973 Network 型气相色谱质谱仪进行 PAHs 分
析, 仪器配置 DB-5MS石英毛细管柱(60 m × 0.25 mm 
× 0.25 μm). 色谱条件为: 纯度 99.999%的氦气作载气, 
无分流进样, 恒流 1.0 mL·min−1; 进样口温度 310℃; 
检测器温度 250℃; SIM 模式下程序升温: 初始温度
50℃保留 2 min, 20℃·min−1升至 200℃保留 2 min, 
5℃·min−1 升至 240℃保留 2 min, 3℃·min−1 升至 
310℃保留 6 min; 进样体积 1 μL.  

以六甲基苯为内标, 将两种多环芳烃混合标样通
过检索美国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质谱谱库和色谱
峰保留时间进行定性分析, 并采用内标峰面积法作六
点校正曲线以定量计算.  

(ⅶ) 质量控制与空白实验.  每批鱼样和膜样处
理时均设一个质量控制样 , 加入回收率指示物氘代
菲, 其回收率平均值分别为 63%~77%和 70%~85%, 
最终结果均经过回收率校正. 方法空白以及 TECAM
和鱼样的全流程空白实验均未检出目标化合物.  

2  结果与讨论 

2.1  微耗式采样的实现 

振荡速率对 TECAM 的富集速率常数影响较大, 
TECAM 对两种 PAHs 的富集速率常数均随振荡速率
的提高而增加, 萃取 1 h后最大转速(150 r·min−1)时
膜中苊和 的浓度分别是静置状态下的 10.4倍和 7.9
倍. 主要原因是苊和 从水相分配到 TECAM中的传
质阻力与边界层厚度成正比 , 而振荡能使膜周围的
边界层厚度减小, 从而提高富集速率, 因此富集实验
宜在较大的振荡速率下进行 . 根据摇床的承载负荷
限制和实验的实际操作情况 , 以下实验均选取转速
为 75 r·min−1. 图 1中的结果表明, 在富集 1和 2 h后, 
鱼和膜 TECAM 中的 PAHs 量均小于溶液中总量的
10%. 液液萃取测得富集 1 h 前后溶液中两种 PAHs
的浓度差值未超过总量的  10%. 为确保微耗式采样
的实现, 所有富集实验均采取每 1 h更换一次溶液的
方式, 以保证体系维持 PAHs 在水相和腐殖酸之间的
初始平衡状态, 并补偿由于 PAHs 被富集所减少的量
以及降解、挥发和瓶壁吸附造成的损失. 

2.2  PAHs在 TECAM和青鳉中的富集 

当体系不含 DOC且 TECAM对目标化合物的富
集处在线性阶段时, 则 PAHs 在 TECAM 中的富集可
简单地用一次线性模型表示[9]:  
 TECAM w u ,C C k t=  (1) 

其中 CTECAM为膜中目标化合物的含量(ng·g−1), Cw为

水中化合物的浓度 (ng·L−1), ku 为富集速率常数

(L·h−1·g−1), t为富集时间(h). 如图 2所示, 在现有的实
验条件下, TECAM对两种 PAHs的富集均显示出很好
的线性, R2值均大于 0.9. 青鳉富集实验中, 鱼中 PAHs
的浓度也随着暴露时间的增加而呈线性递增, R2 值大

于 0.9. 这说明在本实验的暴露条件下, 两种采样介质
对 PAHs的富集均处于线性阶段, 速率常数 ku恒定. 

 
图 1  暴露不同时间后 TECAM和鱼中 PAHs的浓度 

 
图 2  两种 PAHs在 TECAM和青鳉中的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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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HA对青鳉和 TECAM富集速率常数的影响 

12 h富集实验的结果表明, 苊和 在青鳉体内的

浓度随着暴露溶液中 HA 浓度的增加而减少(图 3). 
与不含 HA的对照溶液相比, 在[DOC]=15 mg·L−1的

HA 溶液中暴露 12 h 后, 青鳉体内苊的浓度从 3.43 
ng·g−1减少到 0.38 ng·g−1, 的浓度从 8.86 ng·g−1

减少到 5.90 ng·g−1, 富集量分别减少了 89%和 33%. 
TECAM 富集实验与鱼体富集实验类似, 随着暴露溶
液中 HA浓度的增加, TECAM中两种 PAHs的浓度也
呈现下降趋势(图 3), 说明 TECAM 能够模拟腐殖酸

对 PAHs在青鳉体内的富集浓度所产生的影响.  

 
图 3  腐殖酸存在时暴露 12 h后青鳉和 TECAM中的 

PAHs浓度 
 

由于青鳉在暴露前已停止喂食, 实验过程中其消
化道吸收的多环芳烃不会显著影响其他器官, 且称重
前已将肠子取出, 因此可以忽略经摄食途径进入鱼体
的 PAHs 的干扰, 可认为最后所得苊和 的浓度主要

是由鳃呼吸途径而在鱼体内富集的自由溶解态浓度, 
即生物有效态浓度, 所以公式(1)中的 ku实际上代表了

鱼体对水中自由溶解态化合物的富集速率常数, 即 

 fish
u

free
,

C
k

C t
=  (2) 

Cfish为鱼中的 PAHs浓度, Cfree为水中 PAHs自由溶解
态浓度. 当溶液中有腐殖酸存在时, 部分 PAHs 与之
结合而使水相中的游离态浓度降低 , 从而降低青鳉

的富集量. 此时, 青鳉体内的 PAHs 浓度与溶液中化
合物总浓度的关系为 
 w ufish ,C FC k t=  (3) 
其中 F 表示溶液中自由溶解态化合物占化合物总量
的比例, 可以通过下面的公式表示[15] 

 
DOC

1 ,
1 [DOC]

F
K

=
+

 (4) 

式中 KDOC 是 PAHs 在 HA 和水相中的平衡分配系
数, [DOC]为溶解性有机碳含量. 为了描述 DOC对青
鳉富集 PAHs的影响, 定义 ku

obs为表观富集速率常数:  

 obs u fish
u u

DOC w
,

1 [DOC]
k C

k k F
K C t

= = =
+

 (5) 

由于它的计算以加入腐殖酸溶液中的 PAHs总浓度为
基础, 必然与生物实际的富集速率常数 ku 存在偏差, 
由公式(4)可得, 鱼中的 ku

obs与 ku以及[DOC]的关系可
以表示成以下形式:  

 u
DOCobs

u

1 1 [DOC].
k

K
Fk

= = +  (6) 

相应地, 若TECAM只富集自由溶解态的 PAHs, 其表
观富集常数也可以用以上同一模型公式表示.  

由于鱼和膜的暴露时间相同, 而且溶液中 PAHs
的总浓度保持不变 , 因此图 3 中两种介质富集的
PAHs 量随着腐殖酸浓度的变化也就同时反映出各自
ku

obs的变化趋势. 另一方面, 由于鱼和 TECAM 各自
的富集条件不变, 腐殖酸存在时的 ku 应与不含腐殖
酸时的数值相同. 作图 4以验证实验中测定的 ku/ku

obs

对溶液中[DOC]的关系, 青鳉和 TECAM 两组实验数
据都与公式(6)拟合得很好, R2 均大于 0.9. 说明在线
性富集阶段 , 暴露溶液中腐殖酸的存在使得青鳉和
TECAM对两种 PAHs 的表观富集常数 ku

obs有不同程
度的减小, 而且随着腐殖酸浓度变大, 同一化合物的
ku

obs与真实的 ku值之间偏离得越远. 
通过拟合回归, 青鳉和 TECAM两种方法测定的

苊和 的  lg KDOC值与文献报道的用其他方法测定的值

相吻合(表 1), 说明公式(6)的模型对于 TECAM也成立, 
从而证明了 TECAM 能选择性富集水中自由溶解态的
PAHs, 它所表征的污染物浓度是生物有效态浓度. 此
外许多研究表明, 化合物的KDOC值与其亲脂性密切相

关[4,10,17]. 由于 的亲脂性比苊强得多, 更易分配到
DOC 相中 ,  同一浓度 DOC 对 自由态浓度的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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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 DOC 浓度下膜和鱼中 ku

obs 与 ku 的偏离度 
 

表 1  用 TECAM 和青鳉富集两种方法测得的 KDOC 
PAHs lg KDOC

[16] lg KDOC(青鳉) lg KDOC(TECAM) 
苊 4.2 4.63 4.52 

 5.3 5.83 5.76 
 
低影响更大. 因此在本研究的 DOC浓度下, 尤其在较
低浓度时, 苊的富集变化不会像 那样显著. 由图 3
可见, 两种采样介质中, 随 DOC 浓度的增加, 富集

浓度的曲线变化趋势十分明显, 而苊的变化趋势接近
线性, 很好地验证了这一理论. 

Chiou[18]研究发现疏水性有机污染物在三油酸甘

油酯中的累积与在鱼体脂肪内的累积类似. TECAM
采样可同时满足生物模拟采样的被动式、富集效

应[19]、微耗和表征自由溶解态这几大特征, 因此可作
为一种标准器件来进行模拟生物采样 , 用于测定水
中疏水性污染物的生物有效态浓度 , 并根据其富集
速率常数的变化来估测水体环境中 DOC 的存在对疏
水性有机污染物在鱼体内的富集量 , 即其生物有效
性的影响. 

3  结论 
(ⅰ) 水中存在的腐殖酸能降低青鳉对苊和 的

表观富集常数 ku
obs, 并导致生物体内富集浓度的降低, 

而且 ku
obs与真实富集速率常数 ku间的偏离度与暴露

溶液中的 HA浓度有一定的正相关性(R2 > 0.9). 说明
HA 的存在会减少水中 PAHs 的自由溶解态浓度, 并
降低其生物可利用性.  

(ⅱ) TECAM富集的是水中自由溶解态的 PAHs, 
可以用来测定其生物有效态浓度 , 同时能够反映水
中腐殖酸的存在对青鳉富集 PAHs 的影响, 以此计算
其腐殖酸-水平衡分配常数. 因此 TECAM 可作为一

种模拟生物采样器来定量测定水环境中 DOC 对鱼体

富集 PAHs的影响, 预测污染物的生物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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