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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传统的化学发光通常只会产生一次化学发光, 并且极少专一依赖于高反应活性的

羟基自由基(OH). 致癌性四氯苯醌(TCBQ)与 H2O2 反应能产生一种非同寻常的两次化学

发光, 其产生与2次OH形成存在良好相关性, 且前者直接依赖于后者. 研究推测在TCBQ

与 H2O2 的反应过程中, 生成了某种依赖于OH 形成的新型醌-1,2-二氧杂环丁烷中间体以

及激发态的多羰基物质, 正是它们导致了该体系的化学发光. 这些发现将有助于检测和定

量OH 以及多卤代芳烃类致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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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卤代醌是一类能导致急性肝毒性、肾毒性且具

强致癌性的毒性中间体 [1,2], 通常作为活性的氧化中

间体或产物在多种氧化或降解多卤代持久性有机污

染物的化学或酶反应过程中存在 [3~7]. 此外, 最近有

研究发现 , 饮用水消毒副产物中也含有多种能导致

膀胱癌的多卤代醌 [7]. 四氯苯醌(TCBQ)属于卤代醌

中的一种, 具有极强的基因毒性和致癌性, 它是广泛

使用的木材保护剂-五氯酚的主要醌类代谢物, 而五

氯酚已被国际癌症研究联盟(IARC)列为2B组环境致

癌物 , 在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列出的国家优先处理

场址名单中有超过1/5的场址都发现了五氯酚的存

在[3]. 此外, 四氯苯醌自身也被广泛作为杀真菌剂用

于处理种子 , 并在有机合成工业中作为氧化剂和脱

氢剂使用.  

羟基自由基(OH)是一种极具活性的氧化剂, 在

化学、生物学、医学、大气学以及环境学等领域都具

有重要的研究价值[3,8~13]. 在生物学中, OH被认为是

最具活性的且最具危害性的活性氧物质(ROS), 它能

导致DNA, 蛋白质和脂质氧化[8~10]. 在医学范畴, 癌

症、风湿性关节炎以及帕金森等多种疾病的病理多少

都与OH存在某种关系[8]. 在环境以及大气化学领域, 
OH同样非常重要, 它能有效地氧化和破坏多种有机

污染物, 因此被视作“空气洁净剂”[3~6,11~13]. 关于OH

的产生机制 , 之前最广泛接受的是过渡金属离子催

化的Fenton反应 [3,8~10]. 最近本课题组 [14,15]研究发现, 

TCBQ以及其他卤代醌与H2O2反应能通过不依赖于

过渡金属离子的途径产生OH, 并提出了该反应可能

的独特的分子反应机制: 首先发生亲核取代反应, 随

后均裂分解[3,15]. 此外, 本课题组[16~18]还发现卤代醌

也能通过类似的不依赖于金属离子的途径介导有机

过氧化物分解产生烷氧自由基和以碳为中心的醌酮

自由基.  

化学发光是指化学反应产生的激发态产物分子

释放能量并产生光辐射的现象 , 通常伴随着有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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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物的分解以及自由基的形成 [19~24]. 由于化学发

光强度通常由化学反应的速率所决定 , 因此对发光

强度的测定将可用于对某种决定反应速率的关键物

质的浓度进行定量 [25]. 化学发光分析方法具有内在

灵敏、快速、操作简便, 且不需要对样品进行前处理

的优点 , 因此近年来在多研究领域作为一种灵敏的

分析方法而广泛使用[25,26].  

近来有研究发现 [27], 在荧光剂核黄素存在时 , 

从某种发光海洋生物-发光柱头虫(Acorn Worm)体内

提取出的溴代醌能与H2O2反应产生明显的化学发光. 

但是 , 该研究并没有指出可能的化学发光分子机制

以及化学发光与OH是否存在某种相关性. 因此, 在

最近的研究中 , 我们着重解决了以下几点问题 : (1) 

当不存在荧光剂时 , 卤代醌与H2O2反应是否也能产

生化学发光? (2) 如果能, 那么化学发光是否与OH

存在某种关联? (3) 化学发光的产生是否在某种程度

上依赖于OH的形成? (4) 化学发光产生以及OH形

成的可能的分子机制? (5) 其潜在的生物学以及环境

学意义?  

1  TCBQ 与 H2O2 反应能产生明显的二次 

化学发光 

以TCBQ作为卤代醌的研究代表物 . 研究发现 , 

即使反应体系中没有荧光剂, TCBQ与H2O2反应也能

产生明显的化学发光, 而TCBQ或H2O2二者单独存在

时则不会产生任何化学发光(图1(a))[28]. 同时 , 该体

系化学发光的强度依赖于反应物浓度: TCBQ和H2O2

的浓度越高, 化学发光越强. 此外, 化学发光强度受

体系的pH影响显著 : 当pH<3.0时 , 几乎观察不到化

学发光; 随着pH增加, 化学发光的强度也逐渐增强, 

pH 9.0时化学发光达到最大; 此后pH继续增加, 将会

导致化学发光强度明显降低(图1(b)). 使用鲁米诺作

为化学发光相对标准的研究发现 [29], TCBQ/H2O2体

系产生的化学发光近似量子产率为(4.36 ± 0.05) × 

10−6(pH 7.4的磷酸盐缓冲液中).  

较为特别的是, TCBQ/H2O2体系产生的化学发光

是典型的两次化学发光: 第1次化学发光很强但时间

很短, 在波长490~535 nm区段有最大发光; 而第2次 

 

 
图 1  TCBQ 与 H2O2 反应产生明显的两次化学发光[28]. (a) TCBQ 和 H2O2 二者对化学发光的产生缺一不可; (b) pH 对化学发光的影响; 

TCBQ/H2O2 体系的第 2 次化学发光就是过渡态中间产物 TrCBQ-OH 与 H2O2 产生的化学发光: (c) 化学发光光谱; (d) 发光形态 

Figure 1  TCBQ and H2O2 can produce two-step chemiluminescence (CL), even in the absence of fluorescent agents. (a) Two-step CL could be pro-
duced by TCBQ and H2O2; the effects of pH (b) on CL production by TCBQ/H2O2; the second-step CL produced by TCBQ/H2O2 is the same as the CL 
by TrCBQ-OH/H2O2: emission spectra (c) and time course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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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发光相对较弱但持续时间长 , 在波长535~555 

nm区段有最大发光(图1(c)).  

2  TCBQ/H2O2体系的两次化学发光与两次
OH 形成一一相对 

TCBQ与H2O2能通过亲核取代和均裂分解的新

型反应途径产生OH [15]. 基于上述反应机理, 我们推

测TCBQ与H2O2反应生成的最初过渡态中间产物三

氯-羟基 -1,4-苯醌 (TrCBQ-OH)可能与体系中过量的

H2O2进一步反应 , 生成另1分子 OH以及终产物2,5-

二氯 -3,6- 二羟基 -1,4- 苯醌 (DDBQ)[3]. 换句话说 , 

TCBQ与H2O2反应产生OH的过程也可能是2次连续

反应 , 且每1次反应都会伴随着 OH的生成 . 为了验

证TCBQ/H2O2的反应过程是否如上述伴随着2次OH

的形成, 以及探究化学发光产生与OH的形成存在何

种联系 , 综合运用多种分析手段对该反应体系进行

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采用电喷雾-离子化-四极杆飞行时间-质谱(ESI- 

Q-TOF-MS)对TCBQ/H2O2体系产生的中间产物以及

终产物进行了分析和鉴定 [28]. 研究结果正如预想 , 

当H2O2过量时 , TCBQ首先转化为中间产物TrCBQ- 

OH, 随后进一步与体系中过量的H2O2反应转化为终

产物DDBQ. 在此基础上, 根据文献[15]进一步合成

了中间产物TrCBQ-OH, 并发现其的确会与H2O2反

应生成DDBQ. 但是, DDBQ与H2O2二者之间则根本

不会发生类似的反应. 这些结果表明TCBQ与H2O2的

反应过程是一种2次连续反应过程 , 其中第1次反应

是TCBQ与H2O2反应产生TrCBQ-OH的过程 , 而第2

次反应则是生成的中间产物TrCBQ-OH与体系中过

量的H2O2进一步反应产生DDBQ的过程.  

在研究中 , 还通过多种分析方法对TCBQ/H2O2

反应体系中的OH产生动力学进行了监测, 包括香豆

素-3-羧酸作为 OH检测探针的荧光分析方法 [29], 以

及 自 旋 捕 获 剂 5,5- 二 甲 基 -1- 吡 咯 啉 - 氮 氧 化 物

(DMPO)捕获 OH的电子顺磁共振-自旋捕获分析方

法 . 结果表明 [28], TCBQ与H2O2的2次连续反应过程

的确伴随着2次OH形成: 第1次反应过程OH产生快

且产生量多, 而第2次则相对较慢且量少(图2(a)).   

 

 
图 2  TCBQ/H2O2 产生的两次化学发光与两次OH 形成过程呈良好相关性 , 且化学发光直接依赖于OH[28]. (a) 电子顺磁共振方法对

TCBQ/H2O2 体系OH 产生动力学的研究; (b) 荧光方法考察 pH 对 TCBQ/H2O2 体系OH 形成的影响; (c) OH 清除剂能显著猝灭 TCBQ/H2O2 体

系的化学发光; (d) Fenton 试剂的加入能显著促进 TCBQ/H2O2 产生的化学发光 

Figure 2  The two-step CL production by TCBQ/H2O2 was well-correlated to and directly dependent on its two-step OH production. (a) The ESR 
kinetic study on OH production by TCBQ/H2O2; (b) pH-dependent OH production by TCBQ/H2O2 by fluorescent method; (c) CL production by 
TCBQ/H2O2 was quenched by the classic OH scavengers; (d) CL production by TCBQ/H2O2 was further enhanced by addition of Fe(II)-ED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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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结果表明TCBQ与H2O2的每一次反应过程

都会产生 OH和化学发光 , 且第2次 OH形成以及化

学发光的产生正是由TrCBQ-OH(第1次反应生成的

中间产物)与H2O2反应所导致. 化学发光的研究结果

证实的确如此: TCBQ/H2O2体系产生的第2次化学发

光与TrCBQ-OH/H2O2体系产生的化学发光的发光形

态以及光谱都极其相似 (图 1(c)和 (d)). 不仅如此 , 

TrCBQ-OH/H2O2体系也能产生 OH, 只是与TCBQ/ 

H2O2反应体系的第1次OH产生过程相比, 前者产生
OH的能力要弱 , 且相对较慢 (图 2(a)). 此外 , 在

TCBQ/H2O2的反应体系中 , 还观察到pH对 OH以及

化学发光产生具有相似的影响效应(图1(b)和2(b)). 

上述综合研究结果表明, TCBQ与H2O2的反应是2

次连续的OH形成过程, 且该2次OH形成过程与两次

化学发光产生存在良好的相关性. 这些结果可能意味

着该体系中OH的形成与化学发光存在某种紧密联系, 

甚至OH可能参与并导致了两次化学发光的产生.  

3  TCBQ/H2O2体系的化学发光直接依赖于
OH 

研究进一步发现 , TCBQ与H2O2反应产生的2次

化学发光确实直接专一依赖于OH的形成, 主要有以

下几点证据: (1) 传统的OH清除剂如二甲基亚砜、甲

酸盐和乙醇能显著抑制该体系的化学发光(图2(c)); 

(2) 加入经典的Fenton试剂Fe(II)-EDTA使体系产生

额外的OH, 此时TCBQ/H2O2的化学发光会显著增强

(图2(d)); (3) 产生OH的TCBQ/H2O2反应体系能够产

生明显的化学发光 , 但产生烷氧自由基(而非OH自

由基)的TCBQ与有机过氧化物的反应体系则几乎无

化学发光; (4) 不仅TCBQ, 其他多种能与H2O2反应

产生OH的多种卤代醌也都能产生类似的化学发光, 

而不能产生 OH的非卤代醌如对苯醌 (或甲基取代

醌)[14]则不能产生化学发光. 以上结果可能具有多种

潜在应用价值: 该方法可作为一种快速、专一的化学

发光分析方法用于检测卤代醌与H2O2不依赖于金属

反应形成的OH; 还可以用于估算某种未知物与OH

的反应速率常数; 以及用于评判某些抗氧化剂、食品

提取物以及中药清除OH的能力. 该方法独特的优点

是其内源性 OH的产生源自卤代醌与H2O2不依赖于

金属离子的反应途径实现.  

4 TCBQ 反应后生成的主要醌环裂解产物

为 2,3-二氯马来酸和二氧化碳 

前已述及, TCBQ与H2O2反应生成的中间产物和

终产物分别为TrCBQ-OH和DDBQ. 然而 , 对终产物

DDBQ的产率分析表明, 尽管反应结束时TCBQ已经

完全消耗掉, 但DDBQ的产率却仅为9.8%. 这说明除

DDBQ外, TCBQ与H2O2反应后还生成了其他的反应

终产物 . 基于此 , 本课题组 [28]联合运用多种分析手

段(包括气相色谱-质谱、液相色谱-质谱、液相色谱、

离子色谱以及总有机碳分析等), 对TCBQ/H2O2反应

体系产生的所有产物进行了定性和定量分析 . 研究

发现 , 除生成终产物DDBQ外 , 还有3种醌环裂解产

物生成, 其中主要的醌环裂解产物经鉴定为2,3-二氯

马来酸, 另外2种次要的醌环裂解产物为氯代丙二酸

和草酸(表1)[28]. 研究进一步发现 , 与TCBQ/H2O2体

系生成的终产物不同 , 在TrCBQ-OH/H2O2的反应体

系中, 并未检测到2,3-二氯马来酸, 而只是检测到了

DDBQ、氯代丙二酸、草酸以及CO2(和/或CO)(表1).  

上述产物定性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 , H2O2不仅

能导致TCBQ脱氯生成羟基化的低氯代醌, 还能导致

醌环裂解产生小分子有机酸和CO2(和/或CO).  

5  可能的化学发光中间体 

众所周知 , 化学发光是化学反应产生的激发态

产物分子释放能量并产生光辐射的现象 , 其通常伴

随着有机过氧化物的分解 [19~24]. 根据电子激发态产

物的发光性质, 化学发光通常划分为2类: 第1类为直

接化学发光 , 由处于电子激发态的产物直接产生化

学发光; 第2类为间接化学发光, 如化学诱导电子交 

表 1  TCBQ/H2O2 以及 TrCBQ-OH/H2O2 化学发光体系的终产物定量分析[28] 

Table 1  The product yields for TCBQ/H2O2 and TrCBQ-OH/H2O2
[28]

 

反应体系 
产物产率(%) 

2,5-二氯-3,6-二羟基-1,4-苯醌 二氯马来酸 氯代丙二酸 草酸 CO2(CO) 

TCBQ/H2O2 9.8 32.3 13.4 12.2 ~32.3 

TrCBQ-OH/H2O2 33.1 – 17.8 21.3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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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发光 , 反应产生的激发态产物首先将能量转移给

某种合适的能产生荧光的能量接收体 , 将能量接收

体激发至激发态 , 随后由激发态能量接收体向外辐

射能量并产生化学发光 [19~21]. 基于此 , 如果TCBQ/ 

H2O2的化学发光是通过上述化学诱导电子交换发光

的方式进行 , 那么荧光能量接收体如9,10-二苯蒽的

加入将对化学发光有显著影响[19~21]. 但是, 研究发现

能量接收体对化学发光基本无影响 . 这表明TCBQ/ 

H2O2的化学发光应是直接的、内源性的化学发光, 二

者的反应过程中必定生成了某种发光中间体 , 正是

它产生了化学发光. 同时, TCBQ与H2O2反应生成多

种醌环裂解产物这一事实说明 , 醌环的裂解过程将

有助于产生激发态发光体物质 , 以及提供相应的产

生化学发光的能量.  

在许多传统的化学发光反应中, 1,2-二氧杂环丁

烷常常是产生化学发光的关键中间体 [19~22], 它是一

种高能的四元环状过氧化物 , 具有刚性平面结构 . 

1,2-二氧杂环丁烷产生化学发光的主要原理是其容

易发生热分解, 产生处于电子激发态的羰基物质. 在

TCBQ/H2O2化学发光体系中 , 二者反应可能会生成

类似的醌-1,2-二氧杂环丁烷中间体 , 该醌-1,2-二氧

杂环丁烷将随后热分解产生激发态的多羰基发光中

间体 , 并进一步由该激发态多羰基发光中间体直接

产生化学发光. 如果上述假设正确, 那么醌-1,2-二氧

杂环丁烷中间体分解释放的能量应当满足发光体从

基态跃迁至激发态的能量需求 . 通过热化学计算证

实的确如此 , 反应中生成的醌-1,2-二氧杂环丁烷中

间 体 在 分 解 的 同 时 向 外 释 放 的 能 量 高 达 80.2 

kcal/mol, 这足以满足TCBQ/H2O2体系产生最大发光

波长分别位于490~535 nm以及535~555 nm区段的第

1次和第2次化学发光的需求.  

6  TCBQ/H2O2体系产生依赖于OH的两次

化学发光的可能分子机制 

综合之前的发现 [3 ,14~18]以及上述结果 , 提出了

TCBQ与H2O2反应产生依赖于OH的两次化学发光的

独特的分子机制(图3): TCBQ与H2O2首先发生亲核取

代反应, 生成醌过氧化物中间体TrCBQ-OOH; 其随

后均裂分解形成OH和三氯-羟基-1,4-苯醌的氧中心自

由基(TrCBQ-O). TrCBQ-O随后一部分歧化为三氯-

羟基-1,4-苯醌的阴离子形式(TrCBQ-O−), 另一部分则

发生共振互变转化为碳中心醌酮自由基TrCBQ =O. 

之前成的OH攻击该醌酮自由基TrCBQ=O并形成多

羰基中间产物I. 不稳定的中间产物I进一步反应生成

某种新型的高能活性中间体醌 -1,2-二氧杂环丁烷 , 

其随后热分解形成开环的多羰基激发态发光物质A.  

 
 

 
图 3  TCBQ/H2O2 体系产生依赖于OH 的第 1 次化学发光的可能分子机制[28] 

Figure 3  Proposed molecular mechanism for the first-step OH -dependent CL production by TCBQ and H2O2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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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态发光体A在跃迁至基态发光体A过程中向外辐

射光子, 并产生了体系中的第1次化学发光; 与此同

时, 不稳定的发光体A进一步反应生成终产物2,3-二

氯马来酸和CO2(和/或CO).  

TCBQ/H2O2体系的第2次化学发光则是其第1次

反应中间产物TrCBQ-OH与过量H2O2反应产生的化

学发光, 其分子机制与第1次发光的分子机制类似.  

与此前报道的传统化学发光产生体系相比[19~24], 

TCBQ/H2O2化学发光产生体系具有如下独特的特征: 

首先, TCBQ/H2O2体系产生的化学发光是直接的、专

一依赖于内源性2次OH形成的两次化学发光, 而并

非依赖于其他活性氧物质如超氧阴离子自由基或  

单线态氧 ; 其次 , 该体系的化学发光能在正常生理

pH甚至弱酸性条件下产生, 而某些传统的化学发光

体系如鲁米诺和光泽精的化学发光则要在碱性甚至

强碱性条件下才能发生 ; 此外 , 该体系的化学发光 

不需要外源性荧光试剂参与 , 而某些传统化学发光

体系如过氧草酸盐类的化学发光则常需要加入荧光

试剂.  

7  潜在的生物学与环境学意义 

不仅TCBQ, 其他多种卤代醌也能与H2O2反应产

生专一依赖于内源性OH的化学发光(图4). 因此, 这

可能具有重要的生物学与环境学意义. 例如, 许多广

泛使用的多卤代芳烃类化合物(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

可能的人体致癌物), 包括多卤代酚类(如木材保护剂

五氯酚和溴代阻燃剂 3,3,5,5-四溴双酚A)、橙剂

(2,4,5-三氯苯氧乙酸与2,4-二氯苯氧乙酸的混合物)、

六氯苯以及多氯联苯等可通过体内代谢[1~3,31~33]、化

学反应或酶反应途径[4~6]脱卤生成相应的卤代醌. 最

近有研究发现 , 在饮用水消毒过程中也会产生可能

导致膀胱癌的多氯代苯醌类消毒副产物[7]. 此外, 纸

厂和造纸废水中也含有一定的多氯代醌类物质[3]. 这

些多卤代醌不仅能导致DNA和其他生物大分子的氧

化损伤 , 还能在体内或体外与DNA和蛋白质形成加

合物[1~7,31~33], 进而对哺乳动物具有潜在的致癌风险. 

因此 , 对存在于环境和生物体系中的多卤代醌及其

母体化合物进行检测以及测定就显得尤为重要 . 众

所周知 , 化学发光因其具有内在的灵敏性以及仅通

过光子计数方式就能检测微弱化学发光的简单特性, 

而在分析领域中被广泛使用 . 因此 , 卤代醌与H2O2

能反应产生化学发光这一事实可能预示着 , 人们可

以利用卤代醌这种独特的可以产生化学发光的性质

来检测和测定卤代醌. 以TCBQ为例, 利用这种专一

依赖于 OH的化学发光分析手段可对浓度低至10 

nmol/L的TCBQ进行定量检测(表2), 其对TCBQ适用

的线性浓度范围为0.01~100 µmol/L.  

近年来, 在废弃物治理的高级氧化过程中, H2O2 

 
 

 
图 4  其他卤代醌与 H2O2 反应也可产生依赖于OH 的化学发光[28] 

Figure 4  OH-dependent CL could also be produced by other halogenated quinones with H2O2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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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新型的依赖于OH 的化学发光方法可用于定量检测卤代醌[28] 

Table 2  Semiquantification of polyhalogenated quinones by CL 
method 

卤代醌种类 浓度线性范围(µmol/L) 相关系数(R2) 

四氯苯醌 0.01~100 0.9982 

四溴苯醌 0.03~30  0.9971 

四氟苯醌 1~70 0.9985 

三氯苯醌 0.1~30 1.0000 

2,3-二氯苯醌 0.3~30 0.9970 

2,5-二氯苯醌 0.1~10 0.9950 

2,6-二氯苯醌 0.3~10 0.9951 

2-氯苯醌 1~ 0 0.9935 

2,5-二溴苯醌 0.1~10 0.9950 

2,3-二氯萘醌 0.1~30 0.9863 
 

 
作为一种环境健康的氧化剂被越来越多地用于修复

污染物如氯酚造成的环境污染 [3~6,34~36]. 在这些环境

绿色的处理系统中, H2O2的使用浓度经常很高. 众所

周知, 在高级氧化过程中, 最具活性的自由基中间体

就是 OH[36]. 大量的研究表明在某些催化剂存在时 , 

五氯酚(广泛使用的木材保护剂之一)能被H2O2氧化

经由生成四氯代醌中间产物的途径而降解 . 这表明

在某些处理五氯酚的高级氧化过程中(如使用传统的

Fenton体系Fe(II)-EDTA/H2O2降解处理五氯酚 )可能

会产生卤代醌中间产物与H2O2反应所导致的化学发

光. 研究发现的确如此, Fenton反应介导的五氯酚的

氧化降解过程中确实会产生化学发光，且还可进一步

利用这种高灵敏的依赖于 OH的化学发光手段来量

检测微量的卤代芳烃类化合物如五氯酚、三氯生以及

3,3,5,5-四溴双酚A等 (表3). 研究表明 , 在五氯酚

/Fe(II)-EDTA/H2O2高级氧化体系中 , 通过化学发光

方法检测五氯酚的检测限可最低达0.01 µmol/L (约

2.6 ppb), 且该化学发光法用于检测五氯酚时的线性

浓度范围为0.03~30 µmol/L(约8~8000 ppb), 该检测

限范围不仅远远低于那些职业性暴露人体体液中的

五氯酚浓度水平(19580 ppb), 并且还低于非职业性

暴露人体体液中的五氯酚浓度水平(40 ppb)[3]. 这种

全新的专一依赖于 OH的化学发光手段在检测五氯

酚时具有很低的浓度检测限 , 因此该化学发光方法

可用于测定环境和生物体系中的五氯酚. 同样, 这种

新型的依赖于 OH的灵敏的化学发光手段也可用于

检测其他多卤代芳烃类持久性污染物(表3).  

 

表 3  新型的依赖于OH的化学发光方法可用于定量检测多卤代芳

烃类化合物[28] 

Table 3  Semiquantification of polyhalogenated phenols by CL 
method[28] 

卤代芳烃种类 浓度线性范围(µmol/L) 相关系数(R2) 

五氯酚 0.03~30 0.9962 

五溴酚 0.07~10 0.9968 

五氟酚 0.1~30 0.9965 

2,4,5-三氯酚 0.07~10 0.9983 

2,4,6-三氯酚 0.1~10 0.9988 

2,4-二氯酚 0.1~7 0.9923 

2,4,6-三溴酚 0.07~10 0.9977 

三氯生 0.1~30 0.9958 

四溴双酚A 0.3~10 0.9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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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roxyl radical-dependent two-step chemiluminescence production 
by polyhalogenated quinones and H2O2 

ZHU BenZhan1, REN FuRong1, MAO Li1, GAO HuiYing1, LIU QingLin1,2 & LIU Pu2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al Chemistry and Ecotoxicology, Research Center for Eco-Environment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85,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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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trachloro-1,4-benzoquinone (TCBQ) is one of the major genotoxic and carcinogenic quinoid metabolites of the widely used wood 
preservative pentachlorophenol. We found previously that TCBQ and H2O2 could produce hydroxyl radicals (OH) independent of 
transition metal ions. However, the underlying molecular mechanism is still unclear. Here we show that an unusual two-step 
chemiluminescence (CL) can be produced by TCBQ and H2O2. The two-step CL produced by TCBQ/H2O2 was found to be well 
correlated to and dependent on its two-step production of OH: markedly quenched by the classic OH scavengers, but enhanced 
further by classic Fenton reagent, which is known to produce extra OH. The initial reaction intermediate of TCBQ/H2O2 were found 
to be trichlorohydroxy-1,4-benzoquinone, and the major final products were identified as 2,5-dichloro-3,6-dihydroxy-1,4- 
benzoquonine, and the ring-opening 2,3-dichloromaleic acid and CO2 by complementary applications of multiple analytical methods 
such as HPLC-MS, GC-MS, ion chromatography (IC) and total organic carbon (TOC). Based on these data, we proposed that 
OH-dependent formation of quinone-dioxetane and electronically excited carbonyl species might be responsible for this unusual 
two-step CL production by TCBQ and H2O2. These findings may have potential applications in detecting and quantifying ·OH and the 
ubiquitous polyhalogenated aromatic carcinogens, which may have broad bi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on these types of important species. 

hydroxyl radicals, two-step chemiluminescence, tetrachloro-1,4-benzoquinone, hydrogen peroxide, polyhalogenated quinoid 
carcinog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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