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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有机磷酸酯（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ｅｓｔｅｒｓ， ＯＰＥｓ）是目前被广泛使用的阻燃剂添加成份，其具有神经、生殖、基因等生物毒性，且
具有致癌性。作为新一类污染物，有机磷酸酯在环境中越来越多的释放引起了环境研究者的关注。文章综述了 ＯＰＥｓ 在水
体、土壤、空气和生物体中的暴露浓度，并介绍了 ＯＰＥｓ 在环境中的各种迁移转化途径。目前针对 ＯＰＥｓ 的环境暴露研究仍十
分有限，需要更全面调查其在多环境介质中的暴露状况以综合评价其生态风险。ＯＰＥｓ 的多种迁移途径已得到证实，但相关
物理化学转化和生物转化机制研究尚不完整。最后对 ＯＰＥｓ 的进一步研究提出了展望，以期促进我国 ＯＰＥｓ 的生态风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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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ＰＥ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Keywords： 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ｅｓｔｅｒｓ； ｆｌａｍｅ ｒｅｔａｒｄａｎｔ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ｘｐｏｓｅ；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阻燃剂是一种可以阻止或者减缓火势蔓延的材
料或物质，其应用也随着人们对防火安全的重视而
得到快速发展。２００８ 年全世界阻燃剂总销售量为
１８２ 万 ｔ，其中主要 是 氢 氧 化 物、溴 系、磷 系 阻 燃 剂
（见图 １ 、图 ２），其需求量正在以每年 ６．１％ 的速度增
长。随着一些溴系阻燃剂 （ｂｒ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ｆｌａｍｅ ｒｅｔａｒｄａｎｔｓ， ＢＦＲｓ ） 的 逐 步 禁 用，磷 系 阻 燃 剂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ｆｌａｍｅ ｒｅｔａｒｄａｎｔｓ， ＰＦＲｓ）因其优异的阻燃性能而得到
人们的青睐 ［１］ 。 磷系阻燃剂产量逐渐增大，展现出
替代溴系阻燃剂的趋势 ［２］ （见图 ３）。
磷系阻燃剂分为无机磷阻燃剂（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ｆｌａｍｅ ｒｅｔａｒｄａｎｔｓ）和有机磷阻燃剂（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

图1
Ｆｉｇ． １

2008 年世界阻燃剂销售状况（ t）［1］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ａｍｅ ｒｅｔａｒｄａｎｔｓ ｉｎ
２００８ （ｔｏｎｓ） ［１］

ｐｈｏｒｕｓ ｆｌａｍｅ ｒｅｔａｒｄａｎｔｓ， ＯＰＦＲｓ），而有机磷阻燃剂又
包括含 卤 有 机 磷 阻 燃 剂 和 非 卤 有 机 磷 阻 燃 剂 两
类 ［２］ 。欧洲 ２００６ 年阻燃剂总销售量为 ４６５ ０００ ｔ，其
中有机磷阻燃剂约占 ２０％ ，这使得有机磷阻燃剂在
欧洲成为继金属氢氧化物阻燃剂后销售量最大的阻
燃剂 ［１］ 。目前约有 ５６ 种含磷阻燃剂物质，其中有 ３８
种已经不同程度地以阻燃剂或者增塑剂的形式添加
到建筑材料、工程材料、电子产品、室内家具、纺织
品、机械用油等产品中。
有机磷酸酯（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ｅｓｔｅｒｓ， ＯＰＥｓ）因其
良好的阻燃性能被广泛用作有机磷阻燃剂 ［３-４］ ，按照
结构可以 将 其 分 为 含 氯 类 ＯＰＥｓ 、烷 烃 类 ＯＰＥｓ 和
芳 烃 类 ＯＰＥｓ 。越 来 越 多 的 ＯＰＥｓ 被 释 放 到 环 境 中 ，

图3
Ｆｉｇ． ３

图2
Ｆｉｇ． ２

2008 年世界各类阻燃剂销售比例［1］
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ｌａｍｅ ｒｅｔａｒｄａｎｔｓ
ｕｓｅｄ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２００８ ［１］

［1］

欧洲有机磷阻燃剂及溴系阻燃剂销售量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ｆｌａｍｅ ｒｅｔａｒｄ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ｂｒ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ｆｌａｍｅ ｒｅｔａｒｄａｎｔｓ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ｂｙ ｖｏｌｕｍｅ （ｔｏｎ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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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中常见有机磷酸酯（ OPEs） 的名称、理化性质和应用

Ｎａｍｅｓ， 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ｅｓｔｅｒｓ （ＯＰＥｓ） 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９-１１］

ＣＡＳ

中文名称

简称

英文名

结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ｍｅ

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Ｎａｍ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ｒｉｓ（１，３-ｄｉｃｈｌｏｒｏ-２-ｐｒｏｐｙｌ）

１３６７４-８７-８ 磷酸三（１，３-二氯-２-丙基）酯

ＴＤＣＰ

１３６７４-８４-５ 磷酸三（２-氯异丙基）酯

ＴＣＰＰ

Ｔｒｉｓ（ｃｈｌｏｒｉｓｏｐｒｏｐｙｌ）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ＴＣＥＰ

Ｔｒｉｓ（２-ｃｈｌｏｒｅｔｈｙｌ）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１１５-９６-８

磷酸三（２-氯乙基）酯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含氯
Ｃｈｌｏｒｉｎａｔｅｄ

７８-５１-３

磷酸三 ２-丁氧基乙酯

ＴＢＥＰ

Ｔｒｉｓ（２-ｂｕｔｏｘｙｅｔｈｙｌ）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１２６-７３-８

磷酸三丁酯

ＴｎＢＰ

Ｔｒｉｂｕｔｙｌ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含氯
Ｃｈｌｏｒｉｎａｔｅｄ
含氯
Ｃｈｌｏｒｉｎａｔｅｄ
支链含氧
Ｂｒａｎｃｈ ｃｈａｉｎ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ｏｘｙｇｅｎ

沸点

熔点

Ｂｏｉｌｉｎｇ Ｍｅｌｔｉｎｇ

应用
ＬｏｇＫｏｗ

Ａｐｐｌｉｃａ-

ｐｏｉｎｔ

ｐｏｉｎｔ

ｔｉｏｎ

４５７

８８

３．８

ａ／ｂ／ｃ

３４２

-４０

２．５９

ｃ

３５１

-５５

１．４４

ａ／ｂ／ｆ／ｋ

４１４

-７０

３．７５

ｆ／ｈ／ｉ

２８９

-８０

４．００

ｄ／ｆ／ｉ

２２０

８７

９．４９

ａ／ｆ／ｊ／ｋ

２６４

１６

３．６

ｄ／ｆ／ｉ

３７０

４９

４．５９

ａ／ｄ／ｇ／ｋ

４２１

-３０

５．７３

ｄ／ｋ

４３９

７７

５．１１

ａ／ｄ／ｅ／ｋ

直链烷烃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ａｌｋｙｌ ｇｒｏｕｐｓ
支链烷烃
７８-４２-２

磷酸三（２-乙基己基）酯

ＴＥＨＰ

Ｔｒｉｓ（２-ｅｔｈｙｌｈｅｘｙｌ）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Ｂｒａｎｃｈｅｄ
ａｌｋｙｌ ｇｒｏｕｐｓ
支链烷烃

１２６-７１-６

磷酸三异丁酯

ＴｉＢＰ

Ｔｒｉ-ｉｓｏ-ｂｕｔｙｌ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Ｂｒａｎｃｈｅｄ
ａｌｋｙｌ ｇｒｏｕｐｓ
苯基

１１５-８６-６

磷酸三苯酯

ＴＰｈＰ

Ｔｒｉｐｈｅｎｙｌ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１２４１-９４-７

磷酸 ２-乙基己基二苯酯

ＥＨＤＰ

２-Ｅｔｈｙｌｈｅｘｙｌ ｄｉｐｈｅｎｙｌ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１３３０-７８-５

磷酸三甲苯酯

ＴＣＰ

Ｔｒｉｃｒｅｓｙｌ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Ｐｈｅｎｙｌａｔｅｄ
苯基
Ｐｈｅｎｙｌａｔｅｄ
苯基
Ｐｈｅｎｙｌａｔｅｄ

注：ａ，塑料；ｂ，纺织；ｃ，聚氨酯泡沫；ｄ，液压油；ｅ，切削油；ｆ，涂漆；ｇ，电子产品；ｈ，防沫剂；ｉ，抛光剂；ｊ，橡胶；ｋ，ＰＶＣ。
Ｎｏｔｅ： ａ，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ｂ， ｔｅｘｔｉｌｅ； ｃ， 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 ｆｏａｍ； ｄ，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ｆｌｕｉｄｓ； ｅ，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ｏｉｌ； ｆ， ｃｏａｔｉｎｇ； ｇ，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ｈ， ａｎｔｉｆｏａｍｉｎｇ ａｇｅｎｔ； ｉ， ｂｒｉｇｈｔｅｎｅｒ； ｊ， ｒｕｂｂｅｒ； ｋ，
ＰＶＣ．

这引起了环境学者的关注 ［５-８］ 。 目前已经在多种环
境中检测到 ＯＰＥｓ 的存在，不同环境介质中的 ＯＰＥｓ
的水平差异较大，而同种环境中不同类型的 ＯＰＥｓ
差异也很大。 在环境中，约有 １０ 种 ＯＰＥｓ 检出浓度
较高且已经广泛引起环境工作者关注（见表 １）。
研究表明，多种 ＯＰＥｓ 具有神经毒性、生殖毒
性、致 癌 性 和 基 因 毒 性，其 环 境 危 害 逐 渐 被 发
现 ［１２-１３］ 。一些代表性的 ＯＰＥｓ 如 ＴＣＥＰ 已经达到了
欧盟对于化学物质的毒性筛选标准。 ＯＰＥｓ 会在环
境中长久存在，如 ＴＣＥＰ 和 ＴＣＰＰ 已经达到了欧盟
法规中化学物质持久或者非常持久的筛选标准 。近
年来有关有机磷酸酯阻燃剂环境暴露监测的报道越

来越多，表明 ＯＰＥｓ 的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引起环
境学者的关注 ［１４-１５］ 。 虽然目前 ＯＰＥｓ 的环境浓度不
足以引起明显的生物效应，但其作为一类不易消除
的有害污染物，有必要长期关注其在环境中的暴露
浓度和迁移转化状况。本文全面综述了有机磷酸酯
在环境中的暴露浓度和迁移转化研究进展 ，希望对
我国有机磷磷酸酯阻燃剂的环境污染研究和生态风
险评估提供信息和借鉴。
1

有机磷酸酯在环境中的暴露
ＯＰＥｓ 目前已经在多种环境介质和生物体中检

出，其中在水体、室内空气和室内灰尘中的暴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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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几个国家污水处理厂进水和出水中 OPEs 的浓度（ ng·L ）

表2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Ｅｓ ｉ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ｆｆｌｕｅｎｔ ｏｆ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ｓｅｗａｇ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ｔ （ｎｇ·Ｌ １ ）

国家 Ｃｏｕｎｔｒｙ
瑞典 Ｓｗｅｄｅｎ ［１８］
德国 Ｇｅｒｍａｎｙ ［１６-１７］
挪威 Ｎｏｒｗａｙ ［２０］
澳大利亚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１９］

水 Ｗａｔｅｒ

ＴＢＰ

ＴＰｈＰ

ＴＢＥＰ

ＴＤＣＰ

ＴＣＥＰ

ＴＣＰＰ

进水 Ｉｎｆｌｕｅｎｔ

６ ６００ ￣ ５２ ０００

７６ ￣ ２９０

５ ２００ ￣ ３５ ０００

２１０ ￣ ４５０

９０ ￣ １ ０００

１ １００ ￣ １８ ０００

出水 Ｅｆｆｌｕｅｎｔ

３６０ ￣ ６ １００

４１ ￣ １３０

３ １００ ￣ ３０ ０００

１３０ ￣ ３４０

３５０ ￣ ８９０

１ ５００ ￣ ２４ ０００

进水 Ｉｎｆｌｕｅｎｔ

２６０ ￣ １ ２００

８１ ￣ １３０

３ ７００ ￣ ４ ０００

１００ ￣ １１０

１８０ ￣ ２９０

６５０ ￣ ２ ０００

出水 Ｅｆｆｌｕｅｎｔ

１００ ￣ ５２０

２０ ￣ ７０

８１ ￣ ４４０

１３０ ￣ １５０

３５０ ￣ ３７０

８２０ ￣ ３ ０００

进水 Ｉｎｆｌｕｅｎｔ

／

３ １００ ￣ １４ ０００

／

６３０ ￣ ８２０

／

／

出水 Ｅｆｆｌｕｅｎｔ

／

１ ７００ ￣ ３ ５００

／

８６ ￣ ７４０

／

／

出水 Ｅｆｆｌｕｅｎｔ

１４６ ￣ ２９２

０ ￣ ２６

７９４ ￣ ９６７

８１ ￣ ３８７

６７ ￣ ３９１

５６０ ￣ ７３３

较高，而在土壤和生物体中的检出浓度较低 。
１．１

水体中的 ＯＰＥｓ

原因可能是其国内 ＯＰＥｓ 的使用量尤其巨大［２］ 。
比较污水处理厂进出水中 ＯＰＥｓ 的浓度，发现

水体是环境中覆盖面最广，对人类影响极大的
一类环境介质，其污染物状况也一直是人们关注的

几种主要 ＯＰＥｓ 的出水浓度相对其进水浓度呈一定
规律性：含氯类 ＯＰＥｓ（ＴＣＰＰ、ＴＣＥＰ 和 ＴＤＣＰ）的出水

焦点。目前无论是在人为水环境（污水、饮用水等）
还是自然水环境（河流、湖泊、地下水等）都能检测出

浓度与进水浓度基本持平； 而非氯类 ＯＰＥｓ （ＴｎＢＰ、
ＴＢＥＰ 和 ＴＰｈＰ）的出水浓度相对进水浓度显著降低，

ＯＰＥｓ 的 存 在，其 中 浓 度 较 高 的 有 ６ 种，分 别 是
ＴＣＰＰ、ＴＤＣＰ、ＴＣＥＰ、ＴＢＥＰ、ＴＰｈＰ 和 ＴｎＢＰ。

例如，ＴＰｈＰ、ＴｎＢＰ 在出水中浓度约降低为进水的一
半，而 ＴＢＥＰ 则降低更多（瑞典数据例外）。

１．１．１

１．１．２

污水

地表水
在河流、湖泊、降水、径流和海水中也有着较高

目前普遍认为污水是地表水环境中 ＯＰＥｓ 的主
要来源 ［１６］ ，因此污水处理过程中 ＯＰＥｓ 的浓度状况

浓度的 ＯＰＥｓ（见表 ３）。

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污水处理厂（ｓｅｗａｇ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ｔ， ＳＴＰ）入水、出水中都能检测出高浓度的 ＯＰＥｓ 。

多个国家的河流水中都检测出了 ＯＰＥｓ ［１６， １９， ２３-２６］ ，
一般河流中 ＯＰＥｓ 的浓度差异不大。 中国几条较大

根据欧洲和澳大利亚有关污水处理厂中 ＯＰＥｓ
的研究，
污水处理厂出水中浓度较高的几种 ＯＰＥｓ 浓

河流有着类似的状况，长江、东江和珠江中各 ＯＰＥｓ
的浓度分别在 ４．２ ￣ ８６．６ ｎｇ·Ｌ １ 、５．５ ￣ ７６．４ ｎｇ·Ｌ １ 、

度为 ｎｄ（ｎｏｔ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 ５２ ０００ ｎｇ·Ｌ １ （见表 ２）［１６-２２］ 。６
种常见 ＯＰＥｓ 在德国、
挪威和澳大利亚的污水处理厂

１１．６ ￣ １７８．５ ｎｇ·Ｌ １ ［２７-２８］ 。 在德国莱茵河检测出的常
见几种 ＯＰＥｓ 的浓度在 １０ ￣ ２００ ｎｇ·Ｌ １ 之间 ［２３］ 。 澳

出水中的浓度基本在同一水平，
这在一定程度可以反
映发达国家的整体状况。 瑞典污水处理厂中各种

大利亚的 ３ 条较大河流 Ｒｉｖｅｒ Ｄａｎｕｂｅ、Ｒｉｖｅｒ Ｓｃｈｗｅｃｈａｔ、Ｒｉｖｅｒ Ｌｉｅｓｉｎｇ 中检测出的浓度与莱茵河相似，

ＯＰＥｓ 的浓度比其他几个国家高出了一个数量级［１８］ ，

其中各种 ＯＰＥｓ 的检出浓度在 ｎｄ ￣ １７０ ｎｇ·Ｌ １ ［１９］ 。

表3

Ｔａｂｌｅ ３

-1
几个国家地表水中 OPEs 的浓度 （ ng·L ）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Ｅｓ ｉ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ｔｅｒ ｏｆ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ｎｇ·Ｌ １ ）

采样点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ＴｎＢＰ

ＴＤＣＰ

ＴＰｈＰ

ＴＢＥＰ

ＴＣＥＰ

中国长江 Ｙａｎｇ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Ｃｈｉｎａ） ［２７］

１６．８

／

４．２

／

８６．６

２２．６

１０２．８

３５．４

２２．６

１７８．５

１２７．７

１３７．５

中国珠江 Ｚｈｕ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Ｃｈｉｎａ）

［２８］

ＴＣＰＰ

中国太湖 Ｔａｉｈｕ Ｌａｋｅ （Ｃｈｉｎａ） ［２７］

１５

２０

５．４

５２

６８８

２８６

中国连云港海水 Ｌｉａｎｙｕｎｇａｎｇ ｓｅａｗａｔｅｒ （Ｃｈｉｎａ） ［３２］

／

８３ ￣ ３５３

／

／

３５ ￣ ５５０

１３１．７ ￣ １７０．２

德国莱茵河 Ｒｈｉｎｅ Ｒｉｖｅｒ （Ｇｅｒｍａｎｙ） ［２３］

６ ￣ ２８

／

１ ￣２

２８ ￣ ５４

１２ ￣ ２５

７５ ￣ １６０
５２ ￣ ３７９

［２９］

ｎｄ ￣ ８３

ｎｄ

ｎｄ

ｎｄ

１４ ￣ １８４

德国城市雨水 Ｕｒｂａｎ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Ｇｅｒｍａｎｙ） ［３０］

５７

１３

／

７７

７７

８８０

英国 Ｒｉｖｅｒ Ａｉｒｅ （ＵＫ） ［２４］

／

６５ ￣ １４５

７ ￣ ２３

／

１２０ ￣ ２７０

１１３ ￣ ２６ ０５０

澳大利亚三条河流 Ｔｈｒｅｅ ｒｉｖｅｒ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１９］

２０ ￣ １１０

ｎｄ ￣ １９

ｎｄ ￣ １０

２４ ￣ ５００

１３ ￣ １３０

３３ ￣ １７０

德国 Ｏｘｂｏｗ Ｌａｋｅ （Ｇｅｒｍａｎｙ）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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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工业影响的河流中 ＯＰＥｓ 污染水平可能较高，例
如英国一条承受着城市和工业排放压力的河流 Ｒｉｖ-

ｎｇ·ｋｇ １ ），其较高的浓度应该与机场使用的液压油等
含磷阻燃剂产品有关 ［３１］ 。

ｅｒ Ａｉｒｅ 中则检出含氯类 ＯＰＥｓ 浓度在７５ ￣ ２６ ０５０ ｎｇ·
Ｌ １ ，远高于其他河流 ［２４］ 。

目前针对海水中 ＯＰＥｓ 的监测并不多。 中国 ３
个海港城市（青岛、连云港、厦门）附近的海水中检测

湖泊中的 ＯＰＥｓ 含量与人类活动的影响密切相
关，
因此城市湖泊中 ＯＰＥｓ 的浓度高于乡村湖泊。德
国 ２ 个城市湖泊中主要的 ＯＰＥｓ 是 ＴＣＰＰ（２７ ￣ ３７９ ｎｇ·

出 ３ 种 主 要 的 ＯＰＥｓ 分 别 为 ＴＣＥＰ （均 １３４．４４ ｎｇ·
Ｌ １ ）、ＴＣＰＰ（均 ８４．１２ ｎｇ·Ｌ １ ）和 ＴＤＣＰ（均 １０９．２８ ｎｇ·
Ｌ １ ） ［３２］ 。连云港附近海水中的 ＯＰＥｓ 污染较为严重，

Ｌ １ ）和 ＴＣＥＰ（９ ￣ １８４ ｎｇ·Ｌ １ ），
而乡村湖泊中各 ＯＰＥｓ 的
浓度则相对低一个数量级（ｎｄ ￣ ４９ ｎｇ·Ｌ １ ）。受人类影

其浓度高于一般河流和湖泊。
１．１．３

响较小的火山湖泊中各种 ＯＰＥｓ 的含量则更低，德国
３ 个火山湖泊中的平均浓度为 ｎｄ ￣ １８ ｎｇ·Ｌ １ 。研究

目前多种 ＯＰＥｓ 已经被检测到存在于地下水和
饮用水中 ［２５， ３３-３５］ 。德国一些未受地表水影响的泉水

表明，
城市湖水中的 ＯＰＥｓ 的浓度有季节性的差异但
并无季节性的规律［２９］ 。在中国太湖梅梁湾检测出几

和深层地下水中并未检测到 ＯＰＥｓ 的存在，而有些
地区的地下水样品中则发现了 ＯＰＥｓ 的渗透污染，

种常见的 ＯＰＥｓ 浓度在 ｎｄ ￣ １ ５６０ ｎｇ·Ｌ １ 。
降水和径流中也有 ＯＰＥｓ 的存在，浓度受周围

某些 ＯＰＥｓ 的浓度已经超过了 １００ ｎｇ·Ｌ １ 。 在一些
２０ ￣ ４５ 年的地下水样品中，ＴＣＥＰ 和 ＴＣＰＰ 的浓度

环境影响较大。 德国的雨水收集器中发现了 ＯＰＥｓ
的积累（ｎｄ ￣ ８８０ ｎｇ·Ｌ １ ），其中城市雨水中各 ＯＰＥ 的

为 ３ ￣ ９ ｎｇ·Ｌ １ ［３５］ 。 美国自来水厂出水中几种常见
-３７］
ＯＰＥｓ 的最高值为 ９９ ￣ ３５０ ｎｇ·Ｌ １ ［３６ 。中国自来水

浓度约为乡村的 ２ 倍 ［３０］ 。瑞典降雪样品中也检测出
较高浓度的 ＯＰＥｓ ，１０ 种 ＯＰＥｓ 浓度从 １３０ ￣ ２６ ０００

样品检测出的总 ＯＰＥｓ 浓度为 ８５．１ ￣ ３２５ ｎｇ·Ｌ １ ，其
中主要是 ＴＢＥＰ、ＴＰＰ 和 ＴＣＰＰ ［３３］ 。 中国瓶装水中普

ｎｇ·ｋｇ １ 不等。距公路较近的雪样品中 ＯＰＥｓ 浓度比
远处雪 样 品 中 明 显 偏 高。 机 场 附 近 的 雪 样 品 中

遍检出的 ４ 种 ＯＰＥｓ（ＴＢＥＰ、ＴＣＰＰ、ＴＰｈＰ 和 ＴｎＢＰ）浓
度为 ０．５５ ￣ ８１．７ ｎｇ·Ｌ １ ，其中 浓 度 最 高 的 是 ＴＢＥＰ

ＯＰＥｓ 浓度尤其高，其中主要是 ＴｎＢＰ（２ １００ ￣ ２５ ０００
ｎｇ·ｋｇ １ ）、ＴＢＥＰ（１２０ ￣ ８３０ ｎｇ·ｋｇ １ ）和 ＴＣＰＰ（１００ ￣ ２１０

（１９．５ ￣ ８１．７ ｎｇ·Ｌ １ ） ［３３］ ，它们的浓度分别约是自来水
中浓度的 １０％ ￣ ２５％ 。

-

-

-

表4

Ｔａｂｌｅ ４

地下水及饮用水

-1
地下水及自来水厂中 OPEs 的最高检出浓度 （ ng·L ）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Ｅｓ ｉｎ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ｔ （ｎｇ·Ｌ １ ）

采样点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德国地下水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Ｇｅｒｍａｎｙ）

［３５］

中国自来水 Ｔａｐ ｗａｔｅｒ （Ｃｈｉｎａ） ［３３］
美国自来水 Ｔａｐ ｗａｔｅ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３６-３７］

表5

Ｔａｂｌｅ ５
入水

ＴｎＢＰ

ＴＤＣＰ

ＴＰｈＰ

ＴＢＥＰ

ＴＣＥＰ

ＴＣＰＰ

２１３
２１

４５

／

１ ８１３

３１８

１ ７９５

３

８５

１５１

５９

８２

１００

２５０

ｎｄ

３５０

９９

／

不同水体中检出的各种 OPEs 的最高值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Ｐ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ｋｉｎｄ ｏｆ ｗａｔｅｒ

污水 Ｓｅｗａｇｅ
物质

-

出水

地表水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ｔｅｒ
河流水

湖泊水

降雨径流

降雪

地下水

饮用水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海水
Ｓｅａ ｗａｔｅ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ｔ／

Ｅｆｆｌｕｅｎｔ／

Ｒｉｖｅｒ／

Ｌａｋｅ／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Ｓｎｏｗｆａｌｌ／

ｗａｔｅｒ／

ｗａｔｅｒ／

（ｎｇ·Ｌ-１ ）

（ｎｇ·Ｌ-１ ）

（ｎｇ·Ｌ-１ ）

（ｎｇ·Ｌ-１ ）

（ｎｇ·Ｌ-１ ）

（ｎｇ·ｋｇ -１ ）

（ｎｇ·Ｌ-１ ）

（ｎｇ·Ｌ-１ ）

ＴＣＰＰ

１８ ０００

２４ ０００

２６ ０５０

３７９

５ ７９１

２１０

１ ７９５

８２

１７０．２

ＴＣＥＰ

１ ０００

８９０

３ ７００

６８８

４８５

３９

３１８

９９

６１７．９

ＴＤＣＰ

８２０

７４０

１４５

２０

５３２

２３０

４５

２５０

３７７．９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ｎｇ·Ｌ-１ ）

ＴｎＢＰ

５２ ０００

６ １００

９６０

８３

１ ６７９

２５ ０００

２１３

１００

／

ＴＰｈＰ

１４ ０００

３ ５００

６５

５．４

／

８３０

／

８５

／

ＴＢＥＰ

３５ ０００

３０ ０００

５００

６５２

１ ６１６

９４

１ ８１３

３５０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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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ＰＥｓ 在各种水体中均有分布（见表 ５），其浓度
高低与受人为影响程度的大小有关 。作为人类活动

较高 ［４４-４８］ ，而室外空气中相对较低 ［４５］ ，所以目前大部
分研究都集中在室内环境。

影响最大的污水，ＯＰＥｓ 的浓度远高于其他水体。 总
体来说，不同水体中 ＯＰＥｓ 的浓度由高到低依次是：

１．３．１

污水 ＞ 地表水 ＞ 地下水 ＞ 饮用水，它们之间存在较
大的迁移和影响关系。ＯＰＥｓ 作为污染物，其暴露存
在较大的时间和空间变化，所以很多 ＯＰＥｓ 浓度数
据有代表意义但不能完全反映污染状况 ，这也是污

室内环境

ＯＰＥｓ 广 泛 存 在 于 各 种 室 内 环 境 中，其 中
ＴＣＰＰ、ＴＣＥＰ、ＴＥＰ、ＴｎＢＰ 几乎能在所有的室内环境
中监测到 ［４５， ４９-５ １ ］ 。在日本一座新建房子的室内空气
中发现 ９ 种 ＯＰＥｓ ，其中浓度最高的是 ＴＣＰＰ （１ ２６０
ｎｇ·ｍ ３ ），其次是 ＴＣＥＰ（１３６ ｎｇ·ｍ ３ ）和 ＴＢＥＰ（１１８ ｎｇ·

染物环境暴露研究中较为复杂和难以掌控的难点 。
因此，在环境暴露和监测中，有必要引入更加适合评

ｍ ３ ） ［４７］ 。公共建筑空气中 ＯＰＥｓ 的浓度约是家庭建
筑的 ３ ￣ ４ 倍 ［５２］ ，其原因可能是公共建筑大量使用防

价污染物暴露的数据方法，如时间加权平均数据。
１．２ 污泥、沉积物及土壤中的 ＯＰＥｓ

火阻燃剂材料导致更多 ＯＰＥｓ 释放到周围环境。 通
过调查瑞典不同商店空气中的 ＯＰＥｓ ［４５］ ，发现其浓度

污水处理厂污泥中能检测出较高浓度的
ＯＰＥｓ ［ １８］ ，例如，在瑞典 １１ 座污水处理厂的污泥中发

（１ ￣ １７２ ｎｇ·ｍ ３ ）从高到低分别是： 地毯商店、电子商
店、自行车商店、服装商店，而这些商品中所含 ＯＰＥｓ

现总 ＯＰＥｓ 的浓度在 ６２０ ￣ ６ ９００ ｎｇ·ｇ １ ｄｗ 之间，其

阻燃剂的 量 也 是 从 高 到 到 低 的，表 明 室 内 空 气 中
ＯＰＥｓ 的含量与室内物品有很大关系。

-１

中主要是 ＥＨＤＰ（３２０ ￣ ４ ６００ ｎｇ·ｇ ｄｗ）、ＴＣＰＰ（６１ ￣
１ ９００ ｎｇ·ｇ １ ｄｗ ） 和 ＴＢＥＰ （ｎｄ ￣ １ ９００ ｎｇ·ｇ １ ｄｗ ），

ＴｉＢＰ、ＴｎＢＰ 及 ＴＰｈＰ 的浓度相对较低（ ＜ １ ０００ ｎｇ·ｇ

-１

-

目前多国的研究者均发现室内灰尘中含有较高
浓 度 的 ＯＰＥｓ ，主 要 是 ＴＰｈＰ、ＴＣＰＰ、ＴＤＣＰ 和

ｄｗ），而 ＴＤＣＰ 和 ＴＣＥＰ 的浓度则更低（ ＜ ２６０ ｎｇ·ｇ １
ｄｗ） ［１８］ 。目前有关污泥污水中 ＯＰＥｓ 的报道数据还

ＴＣＥＰ ［４０， ４４， ４８］ 。分析美国 ５０ 间屋子内的灰尘样品，
发现 ９６％ 的 样 品 检 出 ＴＤＣＰ，２４％ 的 样 品 检 出

相对较少。

ＴＣＰ ［４０］ 。瑞典公共建筑灰尘中 ＴＢＥＰ 的浓度是家庭
建筑灰尘中的 １０ 倍 ［４４］ ，这与公共环境中 ＯＰＥｓ 高于

ＯＰＥｓ 在沉积物中的研究起步较早。 日本早在
１９７７ —１９７９ 年就检测出沉积物中的 ＴｎＢＰ ［３８］ ，２０ 世
［３９］

纪 ８０ 年代进一步发现沉积物中含 ＴＣＥＰ 。近年来
随着有机磷阻燃剂用量的显著增长 ，沉积物中 ＯＰＥｓ
的污染程度显著升高 ［４０］ 。 在澳大利亚的沉积物样
品中也有 ＯＰＥｓ 检出，其中 ＴＣＰＰ 浓度最高（１ ３００ ｎｇ

家庭环境的结论是一致的。美国波士顿灰尘样品中
主要的 ３ 种 ＯＰＥｓ 是 ＴＰｈＰ（７ ３６０ ｎｇ·ｇ １ ｄｗ）、ＴＤＣＰ（１
８９０ ｎｇ·ｇ １ ｄｗ）和 ＴＣＰＰ（５７２ ｎｇ·ｇ １ ｄｗ） ［４６］ ，而菲律宾
的灰尘样品中总 ＯＰＥｓ 浓度只有 ２４０ ￣ ５５０ ｎｇ·ｇ １

ｄｗ ［４８］ ，由此可见，发达国家普遍使用含阻燃剂产品
会导致其国内灰尘中 ＯＰＥｓ 处于较高水平。

·ｇ-１ ｄｗ ），其 他 常 见 ＯＰＥｓ 浓 度 为 ２．４ ￣ １６０ ｎｇ·ｇ-１
ｄｗ ［１９］ 。我国近年来也逐步开展了沉积物中 ＯＰＥｓ 的

１．３．２

调查研究，例如，太湖沉积物中总 ＯＰＥｓ 浓度为 ６８２
￣ ７３９ ｎｇ·ｇ １ ｄｗ ［４１］ ，东江表层沉积物中总 ＯＰＥｓ 浓
度为 １．５ ￣ ８６．２ ｎｇ·ｇ １ ｄｗ ［４２］ 。

高，其中 ＴＣＰＰ 的浓度达到了上千个纳克每立方米
（比车外高出 ３ 个数量级） ［４５， ４９ ］ 。 不同机动车内空气

土壤中 ＯＰＥｓ 的报道数据相对较少。 德国 ３ 处
未受河流水冲刷和污水渗透影响的土壤中的 ＯＰＥｓ
的浓度较低，其中 ＴＣＥＰ 浓度为 ｎｄ ￣ １８．２ ｎｇ·ｇ １ ｄｗ ，
ＴＣＰＰ 浓度为 ０．５９ ￣ ８．３３ ｎｇ·ｇ １ ｄｗ ，ＴＢＥＰ 浓度为 ｎｄ
￣ １３ ｎｇ·ｇ １ ｄｗ

［４３］

。 上海某绿化带土壤中各 ＯＰＥｓ

的浓度为 ｎｄ ￣ １６．７ ｎｇ·ｇ １ ｄｗ

１．３

［４１］

。

空气中的 ＯＰＥｓ

ＯＰＥｓ 在室内空气和灰尘中的暴露与人体的健
康和暴露息息相关，这部分研究在本世纪初就广泛
引起 环 境 研 究 者 的 关 注 ［４４］ 。 室 内 空 气 中 主 要 的
ＯＰＥｓ（ＴＣＰＰ、ＴＣＥＰ、ＴＤＣＰ、ＴＰｈＰ、ＴＥＰ 和 ＴｎＢＰ）浓度

交通工具内空气
研究发现交通工具内空气中 ＯＰＥｓ 的浓度非常

中 ＯＰＥｓ 的水平差距不大，其中小汽车内 ＯＰＥｓ 的浓
度为 １５ ￣ １ ８００ ｎｇ·ｍ ３ （车外：２ ￣ ３２０ ｎｇ·ｍ ３ ），公交
车内 ＯＰＥｓ 的浓度为 ６ ￣ ２ ３００ ｎｇ·ｍ ３ （车外：２ ￣ ５ ｎｇ
·ｍ -３ ），地铁空气中 ＯＰＥｓ 的浓度为 ２ ￣ ２ ０００ ｎｇ·ｍ -３
（地铁外：１ ￣ ６４ ｎｇ·ｍ ３ ） ［４５］ 。 另一方面，研究表明旧
车中 ＯＰＥｓ 浓度明显高于新车。 监测不同使用年份

的汽车发现，使用一年的车中各种 ＯＰＥｓ 的浓度为
ｎｄ ￣ ９．４ ｎｇ·ｍ ３ ，而使用 ９ 年的车中各 ＯＰＥｓ 浓度为
ｎｄ ￣ ２６０ ｎｇ·ｍ ３ ［４９］ 。

近 ６ 年来空气中 ＯＰＥｓ 的数据较少，很多研究
是来自 ２００３ 年到 ２００８ 年，而随着阻燃剂越来越广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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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使用，目前空气中 ＯＰＥｓ 的水平应该已经高于
本综述中的很多数据水平。

达毫克甚至克每升），ＯＰＥｓ 能存在于多种环境介质
中，在环境中的迁移转化也较为复杂（见图 ４），目前

１．４

的研究结果对其中很多过程机制尚未阐明 。

生物体中的 ＯＰＥｓ

目前针对生物体中 ＯＰＥｓ 的暴露研究较少，大
部分集中在水生生物 ［５３-５７］ 。 水生生物的 ＯＰＥｓ 暴露

２．１

水平与水环境受人为活动影响大小有关 。未受污染

等介质中迁移，其中物理化学迁移过程主要包括污

的海洋背景生物中 ＯＰＥｓ 的 含 量 较 低 （总 ＯＰＥｓ 浓
度：１５ ￣ ９９ ｎｇ·ｇ １ ｌｉｐｉｄ） ［５ ３ ］ 。 调查一些受到人类活动

染源释放、降水径流、水体迁移、渗透、沉积物和土壤

影响水体中的水生生物，发现青鱼（Ｍｙｌ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ｏｄｏｎ
ｐｉｃｅｕｓ）脂肪中总 ＯＰＥｓ 浓度为 ６１ ￣ ２００ ｎｇ·ｇ １ ｌｉｐｉｄ，

是生物累积和生物迁移。目前针对物理化学迁移的

鲈鱼 （Ｌａｔｅｏｌａｂｒａｘ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 脂 肪 中 总 ＯＰＥｓ 浓 度 为
３３０ ￣ ４９０ ｎｇ·ｇ １ ｌｉｐｉｄ，贝类脂肪中 总 ＯＰＥｓ 浓 度 为
１９０ ￣ １ ６００ ｎｇ·ｇ １ ｌｉｐｉｄ。 在一些受人为污染影响较

２．１．１

大的河流中，水生生物体内的 ＯＰＥｓ 浓度更高，一条
接受机场地表水的河流中，鱼脂肪中检测出总 ＯＰＥｓ

泄漏会进入水体系统 ［３１］ ，日用品中 ＯＰＥｓ 的浸出会

浓度高达 １０ ２００ ｎｇ·ｇ １ ｌｉｐｉｄ，另外在污水处理厂下游

１ ￣ ２ ｋｍ 处的鱼脂肪中也检测出高浓度的 ＴＢＥＰ（２４０
￣ １ ０００ ｎｇ·ｇ １ ｌｉｐｉｄ） ［ ５３ ］ 。
2

多介质迁移
有机磷酸酯能广泛在水体、空气、土壤和生物体

吸附解吸、大气扩散与传输，而生物过程的迁移主要
研究较多，而生物过程的研究则较少。
物理化学迁移
环境中的有机磷酸酯主要来自含 ＯＰＥｓ 产品的
泄漏、浸出和挥发。 如液压油和切削油中 ＯＰＥｓ 的
进入污水系统，产品中的 ＯＰＥｓ 会挥发进入空气 ［４４］ ，
它们会在这些体系中进一步地迁移或者转化 。值得
关注的是，污水处理厂中约有 ５０％ 高浓度的 ＯＰＥｓ
会随出水 迁 移 到 地 表 水 中 ［１８］ ，这 成 为 了 地 表 水 中
ＯＰＥｓ 主要来源。

有机磷酸酯在环境中的迁移转化

ＯＰＥｓ 随水体系统在地上的部分迁移主要通过

有机磷酸酯阻燃剂的使用量日益增加，覆盖产
品多种多样，因此其来源将越来越广泛。 由于极性

降水、径流、水流和扩散等方式 ［５３］ ，而地下部分的迁

范围广，普遍具有半挥发性，溶解度较高 ［２］ （水中可

移 主要通过地下径流和渗透 。大气中气态的ＯＰＥｓ

图4
Ｆｉｇ． ４

有机磷酸酯在环境中的迁移与可能转化途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Ｐ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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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灰尘中吸附的 ＯＰＥｓ 会 随 着 降 雨 降 雪 冲 刷 到 地
面 ［３０］ ，在地表系统会随地表径流汇集到河流或者湖

水中主要的 ＯＰＥｓ ，这同样可能与它们较高的 Ｋｏｃ 值
有关。不同 ＯＰＥｓ 在灰尘、土壤、沉积物和污泥中的

泊中，而在地下系统则通过地下径流或者渗透进入
地下水系统。海水中的 ＯＰＥｓ 主要来自河流水的汇

吸附与其有机碳分配性质有重要联系 。
２．１．２

入，研究 推 测，德 国 某 入 海 口 每 年 通 过 河 口 进 入
Ｎｏｒｔｈ Ｓｅａ 的 ＯＰＥｓ 达 ５０ ｔ ［２３］ 。 土 壤 和 地 下 水 中

目前 ＯＰＥｓ 广泛从水生生物体内检测出，其浓
度相对背景地水生生物更高。 ＯＰＥｓ 会通过水生生

ＯＰＥｓ 主要来自降水渗入、污水渗透、地表水渗透和
垃圾填埋场渗透。在未受影响的深层地下水中并未

物的摄入在其体内富集并随生物迁移 ［５３］ 。 含氯类
ＯＰＥｓ 的 ＢＣＦ 值 为 １．３７ ￣ １３．５ ，而 非 氯 类 ＯＰＥｓ 的

检测出 ＯＰＥｓ 的存在，而被渗透污染的地下水中检
测出某些 ＯＰＥｓ 的浓度超过 １００ ｎｇ·Ｌ １ 。 不同地区

ＢＣＦ 值则明显较高，为 １１３ ￣ １．００ × １０６ （见表 ６） ［２］ 。

地下水 ＯＰＥｓ 的渗透来源也不同，城市地下水主要
是受含 ＯＰＥｓ 降水渗透、径流和污水渗透的影响，而
［３５］

乡村地下水主要是受含 ＯＰＥｓ 降水渗透的影响
ＯＰＥｓ 会从物品中扩散到大气系统并传输，这是
。

生物累积和生物迁移

然而含氯类 ＯＰＥｓ 在环境 中 浓 度 浓 度 较 高 且 较 持
久，其在水生生物体内的检出浓度也更较高。 研究
表明，ＴＢＥＰ、ＴＣＰＰ 和 ＴＣＥＰ 在底栖生物食物链暴露
中存在生物放大现象 ［５８-５９］ 。然而，有关 ＯＰＥｓ 的生物
积累、生物放大和食物链传递的研究尚不多见 。

由于其普遍具有较低的蒸汽压和半挥发性。道路和

２．２

交叉路 口 周 围 的 雪 样 本 中 能 检 测 出 更 高 浓 度 的
ＯＰＥｓ ［３１］ ，
表明机动车中的 ＯＰＥｓ 会通过通风系统扩散

ＯＰＥｓ 在环境中主要是通过物理化学转化（例如
光降解）和生物转化（例如生物降解）２ 种途径消除。

到车外环境并沉降到地面。在德国某受保护的火山
湖泊中监测到了含氯类 ＯＰＥｓ ［２９］ ，其来水仅限于降水

２．２．１

和附近森林径流的汇集。由此可见，ＯＰＥｓ 可以通过
大气的中短距离传输再被降水冲刷进入地表介质。
在一些偏远山区湖泊和海拔 １ ０００ｍ 以上的湖泊中没
有检测 出 ＯＰＥｓ ，表 明 ＯＰＥｓ 的 长 距 离 传 输 受 到 限
制［２９］ 。高温是造成 ＯＰＥｓ 扩散的重要因素，强烈光照
可能会导致更多的 ＯＰＥｓ 释放到大气中［４５］ ，自来水煮
［３３］

环境转化

物理化学转化

水体中的烷基类有机磷酸酯 ＴＢＥＰ、ＴｉＢＰ 和 ＴｎＢＰ 可以通过光照快速降解，这在河水和湖水中的研
究中都得到证实 ［２９］ ，但是有关光降解的效率、半衰
期及 降 解 产 物 等 研 究 还 不 完 整。 含 氯 的 ＴＣＰＰ、
ＴＣＥＰ 和 ＴＤＣＰ 无法通过光降解 ［１１， ６０-６１］ 。 虽然水体
中研究表明光照会降解某些 ＯＰＥｓ ，但目前空气中
ＯＰＥｓ 的光降解研究尚未见研究。

沸过程也会影响 ＯＰＥｓ 在水与气之间的迁移 。
ＯＰＥｓ 会被吸附在灰尘、土壤、沉积物和污泥中。

自来水中 ＯＰＥｓ 的浓度相对地表水、地下水并
未有太大降低 ［３４， ３７］ ，表明自来水处理工艺中简单的

研究表明，当室内空气中的 ＯＰＥｓ 浓度升高时，其附
近灰尘中的 ＯＰＥｓ 浓度也会升高 ［４４］ ，表明空气中的

加氯氧化并不能对 ＯＰＥｓ 的降解产生明显作用。 不
同瓶装直饮水中 ＯＰＥｓ 的浓度差别较大，但相对于

ＯＰＥｓ 会被灰尘吸附。 在德国未受水体渗透影响的
土壤中也发现了一定浓度的 ＯＰＥｓ ，表明土壤也会吸

自来水有较大程度的降低，表明在直饮水处理过程
ＯＰＥｓ 有一定降解转化，但有关其详细处理工艺对

附大气中 ＯＰＥｓ ［４３］ 。ＯＰＥｓ 在水体与沉积物之间存在
着吸附与解吸的过程。 水体中浓度较低的 ＴＣＰ 和

ＯＰＥｓ 的影响还有待研究。近年来研究发现，高级氧

ＴＥＨＰ 在沉积物中却有较高浓度的积累

［１９］

，这是由

化技术对水处理过程中的微量污染物有较好的去除
效果 ［６２-６３］ ，但 ＯＰＥｓ 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滞后。

于其相对较高的有机碳分配系数（Ｋｏｃ 值）使得这类物
质更易被沉积物中的有机质吸附（见表 ８）。 瑞典 １１

２．２．２

座污水处理厂污泥中主要的 ＯＰＥｓ 由高到低依次是
ＥＨＤＰ、ＴＣＰＰ、ＴＢＥＰ、ＴｉＢＰ、ＴｎＢＰ，但它们并不都是污

方是污染物自然降解的重要基地。 目前针对 ＯＰＥｓ
在水体中的生物降解也有一些研究 。含氯的 ＴＤＣＰ

表6

［2，
9］

常见 OPEs 的有机碳分配系数和生物富集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６
物质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ｌｏｇＫｏｃ
ｌｏｇＢＣＦ

ＴＣＰＰ
２．２１
１．６３

ＴＣＥＰ
２．４８
０．１３７

生物降解
河流、湖泊和土壤中含有丰富的微生物 ，这些地

Ｔｈｅ ｌｏｇＫｏｃ ａｎｄ ｌｏｇＢＣＦ ｏｆ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ＯＰＥｓ ［２，９］

ＴＤＣＰ
２．３５
１．１３

ＴＢＥＰ
４．３８
３．０３

ＴｎＢＰ
３．２８
３．０１

ＴｉＢＰ
３．０５
２．５９

ＴＰｈＰ
３．７２
２．０５

ＴＥＨＰ
６．８７
６

ＥＨＤＰ
４．２１
４．８１

ＴＣＰ
４．３５
３．９３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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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ＴＣＰＰ 无论是在好氧还是厌氧环境下都很难通过
生物降解 ［５９， ６４］ 。芳基类 ＯＰＥｓ 在好氧条件下能快速

理和降解产物等方面的研究则鲜有报道 。

降解，如 ＴＣＰ 在河水中 ５ 天内就会被生物快速降
解 ［６５］ ，ＴＰｈＰ 在河流和沉积物中 的 半 衰 期 为 ３ ￣ １２

3

ｄ［６６］ 。烷基类 ＯＰＥｓ 如 ＴｎＢＰ 和 ＴｉＢＰ 能通过生物降
解得到一定程度但不完全的消除，而 ＴＥＨＰ 被认为
是难以生物降解的 ［６７-６］ ，有关烷基类 ＯＰＥｓ 在水体中
具体的生物降解条件、半衰期和降解产物还有待进
一步研究。 Ｒｅｇｎｅｒｙ 等 ［２９］ 进行了 ＯＰＥｓ 的湖水加标
和纯水加标对比降解实验，结果也与上述结论相一
致。土壤中 ＯＰＥｓ 的生物降解研究较少，但其种类
多样 的 微 生 物 为 非 氯 类 ＯＰＥｓ 的 降 解 提 供 了 可
能性。

结论和展望

有机磷酸酯阻燃剂作为一类污染物的在环境中
的分布越来越广泛，这与其越来越大的生产使用量
是相关的。不同类型有机磷酸酯的理化性质和迁移
转化性质不同，这也影响着其在不同介质中的暴露
浓度。含氯类 ＯＰＥｓ 与非氯类 ＯＰＥｓ 生产使用量相
当，但含氯类 ＯＰＥｓ 在环境中的浓度远远高于非氯
类 ＯＰＥｓ ，这是由于含氯类 ＯＰＥｓ 更易扩散出且难以
降解。由此可见，有机磷酸酯在环境中的暴露浓度
与其生产使用量和迁移转化性质密切相关 。目前环

污水处理是阻止 ＯＰＥｓ 迁移到地表水环境的重

境中 ＯＰＥｓ 暴露的趋势是浓度逐渐增加且种类逐渐
增多，总结目前 ＯＰＥｓ 的环境研究进展如表 ８ 所示。

要步骤，处理过程中 ＯＰＥｓ 的生物降解状况值得研
究者关注。多国的污水处理厂的研究表明，含氯类

已经有研究证明了 ＯＰＥｓ 具有神经、生殖、基因
等毒性并会致癌。虽然目前 ＯＰＥｓ 在大部分介质中

ＯＰＥｓ（ＴＣＰＰ、ＴＣＥＰ 和 ＴＤＣＰ）在污水处理过程中并
不能 被 生 物 降 解 ［ ６７ ］ 。 比 较 污 水 处 理 厂 进 出 水 状

尚未达到足以产生明显毒性效应或者生物效应的水
平，但 含 氯 类 ＯＰＥｓ 具 有 较 高 的 持 久 性，非 氯 类

-１８］
况 ［１７ ，发现非氯类 ＯＰＥｓ 降解率在 ５５％ ￣ ８９％ 之
间，其中 ＴＰｈＰ 和 ＴｎＢＰ 约降解 ５０％ ，ＴＢＥＰ 和 ＴｉＢＰ

ＯＰＥｓ 具有较高的生物富集系数，这些都表明 ＯＰＥｓ
的危害应该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目前针对 ＯＰＥｓ
更广泛的环境暴露、迁移转化和环境效应方面的研

降解超过 ８０％ 。 研究德国 ２ 座工艺不同的污水处
理厂，发现非氯类 ＯＰＥｓ 的降解主要是发生在好氧
曝气池中，而沉淀和针对 ＴＯＣ 的初级曝气对 ＯＰＥｓ
的降解不起作用 ［１７］ 。 据统计和估算，污水处理厂进
水中总的 ＯＰＥｓ 约有 ４９％ 会在污水处理过程中被降
解掉，约有 １％ 最终残留在污泥中 ［１８］ 。
上述很多研究对光降解和生物降解的可能性做
了探索和推断（见表 ７），但有关其降解过程、降解机
表7

Ｔａｂｌｅ ７

究较为滞后，更加详尽的研究和风险评估亟待开展 ，
以便为环境立法和消费者选择提供指导 。
从环境监测和暴露的角度来看，针对 ＰＯＰｓ 和
ＯＰＥｓ 这类微量污染物，抓取式的采点监测并不能充
分表征其污染状况，有必要引进更加适合评价污染
物暴露的方法，目前在大气中应用比较成功的被动
式采样监测就是很好的发展方向 。

常见 OPEs 的环境转化可行性及环境降解半衰期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ｈａｌｆ-ｌｉｆｅ ｏｆ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ＯＰＥｓ

物质

光解

生物降解

降解半衰期

参考文献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Ｐｈｏｔｏｌｙｓｉｓ

Ｂｉｏ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Ｈａｌｆ － ｌｉｆｅ ｏｆ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ＴＣＰＰ

×

×

１５０ ｄ（地表水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ｔｅｒ）；３ ０００ ｄ（沉积物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３００ ｄ（土壤 Ｓｏｉｌ）

［１１， ６９］

ＴＣＥＰ

×

×

１７．５ ｈ（·ＯＨ）；３ ９８０ ｄ（水体 Ｗａｔｅｒ）；１６７ ｄ（土壤 Ｓｏｉｌ）

［１１， ７０］

ＴＤＣＰ

×

×

２１．３ ｈ（·ＯＨ）； ＞ １２０ ｄ（２０ ℃ ，ｐＨ ９ 水解 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ｉｓ）

［６１］

ＴＢＥＰ

√

√

５０ ｄ（河口水 Ｅｓｔｕａｒｙ ｗａｔｅｒ）

［７１］

ＴｉＢＰ

√

√

－

［６７］

ＴｎＢＰ

√

√

－

［６７］

ＴＰｈＰ

－

√

３ ￣ １２ ｄ（河流和沉积物 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５０ ￣ ６０ ｄ（池塘底泥 Ｐｏｎｄ ｈｙｄｒｏｓｏｉｌ）

［６６］

ＴＥＨＰ

－

－

４８ ｈ（活性污泥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ｓｌｕｄｇｅ）

［７１］

ＴＣＰ

－

√

７．５ ｈ（污泥 Ｓｌｕｄｇｅ）

［６５］

注：√，可降解； × ，不可降解；—，研究不明。降解半衰期，在某种环境下的综合降解，其可能包含光降解（如在河流）和生物降解。
Ｎｏｔｅ： √， ｄｅｇｒａｄａｂｌｅ； × ， ｎｏｎｄｅｇｒａｄａｂｌｅ； —， ｕｎｋｎｏｗｎ．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ｈａｌｆ-ｌｉｆｅ，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ｌ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ｈａｌｆ-ｌｉｆ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ｍａｙｂｅ ｐｈｏｔｏｄｅｇｒａｄｅｄ （ｅｇ． ｉｎ 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ｂｉｏｄｅｇｒａｄ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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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Ｔａｂｌｅ ８
物质

风险评估报告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ＣＰＰ

ＥＵ［６９］ ，ＷＨＯ［１１］

ＴＣＥＰ

ＥＵ［７０］ ，ＷＨＯ［１１］

ＴＤＣＰ

ＥＵ［６１］

ＴｎＢＰ

Ｈｕｎｇａｒｙ ［１３］

ＴｉＢＰ

／

ＴＥＨＰ

ＷＨＯ［７１］

ＴＢＥＰ

ＷＨＯ［７１］

ＴＣＰ

ＷＨＯ［６５］

ＴＰｈＰ

／

ＥＨＤ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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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ＯＰＥｓ 的研究尚有很多不足，一些建议将
可以促进相关研究的进展：
１ ） 开展更为广泛的 ＯＰＥｓ 环境暴露研究，尤其
是补充地下水、海水、土壤、生物等方面数据。
２）ＯＰＥｓ 在环境中或者生物体内的转化机制尚不清
楚，
其生物降解和光降解过程和机理有待进一步研究。
３ ） 对 ＯＰＥｓ 的环境效应和生态风险进行更为详
细的研究。
４ ） ＯＰＥｓ 的详细毒性数据和毒性机制研究尚不
完整。
５ ） 不同污水处理工艺过程中 ＯＰＥｓ 的变化和转
化有待更详细研究，并需进一步改善污水和饮用水
处理工艺以加强对 ＯＰＥｓ 等微量污染物的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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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Ｆｒｉｅｓ Ｅ， Ｍｉｈａｊｌｏｖｉｃ Ｉ．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ｓ ｗｉｔｈ 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ｏ-

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ｒｅｅ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ｒｕｓ ｆｌａｍｅ ｒｅｔａｒｄ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ｚｅｒ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２０１４， ８６（１ － ２）： ５６９ － ５７４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２０１１， １３（１０）： ２６９２ － ２６９４

［３３］ Ｌｉ Ｊ， Ｙｕ Ｎ， Ｚｈａｎｇ Ｂ， ｅｔ ａｌ．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４４］ Ｍａｒｋｌｕｎｄ Ａ， 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 Ｂ， Ｈａｇｌｕｎｄ Ｐ．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ｏ-

ｆｌａｍｅ ｒｅｔａｒｄａｎｔｓ ｉｎ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Ｊ］． Ｗａｔｅｒ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４， ５４： ５３ － ６１

ｄｏ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Ｊ］． 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２００３， ５３（９）： １１３７ －

［３４］ Ａｎｄｒｅｓｅｎ Ｊ， Ｂｅｓｔｅｒ Ｋ．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ｅｓｔｅｒ
ｆｌａｍｅ ｒｅｔａｒｄ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ｚｅｒｓ ｉｎ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

１１４６
［４５］ Ｓｔａａｆ Ｔ， Ｏｓｔｍａｎ Ｃ． 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ｔｒｉｅｓｔｅｒｓ ｉｎ ｉｎｄｏｏｒ ｅｎ-

ｔｉｏｎ ［Ｊ］．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６， ４０（３）： ６２１ － ６２９

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２００５，

［３５］ Ｒｅｇｎｅｒｙ Ｊ， Ｐｕｔｔｍａｎｎ Ｗ， Ｍｅｒｚ Ｃ， ｅｔ ａｌ．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ｆｌａｍｅ ｒｅｔａｒｄ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ｌａｓｔｉｃｉ-

７（９）： ８８３ － ８８７
［４６］

ｚｅｒｓ ｉ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ｇｅｎｉｃａｌ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３６］

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ｆｌａｍｅ ｒｅｔａｒｄａｎｔｓ ｉｎ ｆｕｒｎｉｔｕｒｅ ｆｏａｍ ａｎｄ Ｕ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２０１１， １３（２）： ３４７ － ３５４

ｈｏｕｓｅ ｄｕｓｔ ［ 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ｔａｃｋｅｌｂｅｒｇ Ｐ Ｅ， Ｇｉｂｓ Ｊ， Ｆｕｒｌｏｎｇ Ｅ Ｔ，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２００９， ４３（１９）： ７４９０ － ７４９５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 ｗａｔｅｒ －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ｒｅ-

［４７］ Ｓａｉｔｏ Ｉ， Ｏｎｕｋｉ Ａ， Ｓｅｔｏ Ｈ． Ｉｎｄｏｏｒ 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ｙ-

ｍｏｖａｌ ｏｆ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ｂｒ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ｆｌａｍｅ ｒｅｔａｒｄ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ｏｋｙｏ ［Ｊ］． Ｉｎｄｏｏｒ Ａｉｒ － Ｉｎ-

［Ｊ］．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０７， ３７７（２ －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ｄｏｏｒ Ａ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２００７，

３）： ２５５ － ２７２
［３７］

Ｓｔａｐｌｅｔｏｎ Ｈ Ｍ， Ｋｌｏｓｔｅｒｈａｕｓ Ｓ， Ｅａｇｌｅ Ｓ， ｅｔ ａｌ．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ａｃｋｅｌｂｅｒｇ Ｐ Ｅ， Ｆｕｒｌｏｎｇ Ｅ Ｔ， Ｍｅｙｅｒ Ｍ Ｔ， ｅｔ ａｌ． Ｐｅｒｓｉｓｔ-

１７（１）： ２８ － ３６
［４８］ Ｋｉｍ Ｊ Ｗ， Ｉｓｏｂｅ Ｔ， Ｓｕｄａｒｙａｎｔｏ Ａ， ｅｔ ａｌ． 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ｆｌａｍｅ ｒｅｔａｒｄａｎｔｓ ｉｎ ｈｏｕｓｅ ｄｕｓ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Ｏｃｃｕｒ-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ｎｔｓ ｉｎ 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

－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ｔ ［Ｊ］．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０１３， ２０

ｍｅｎｔ， ２００４， ３２９（１ － ３）： ９９ － １１３

（２）： ８１２ － ８２２

［３８］ Ｓｔｕｐａｖｓｋｉ Ｍ， Ｍｉｌｏｒａｄｏｖ Ｍ Ｖ， Ｒａｄｏｎｉｃ＇ Ｊ， ｅｔ ａｌ．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４９］

Ｈａｒｔｍａｎｎ Ｐ Ｃ， Ｂüｒｇｉ Ｄ， Ｇｉｇｅｒ Ｗ． 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ｆｌａｍｅ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ｒｅｔａｒｄ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ｚｅｒｓ ｉｎ ｉｎｄｏｏｒ ａｉｒ ［Ｊ］． 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ｆｌａｍｅ ｒｅｔａｒｄａｎｔｓ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ｓａｍｐｌｅｓ

２００４， ５７（８）： ７８１ － ７８７

［Ｃ］． ＩＣＥＴ －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３
［３９］ Ｉｓｈｉｋａｗａ Ｓ， Ｔａｋｅｔｏｍｉ Ｍ， Ｓｈｉｎｏｈａｒａ 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ｉ-

［５０］ Ｂｊｒｋｌｕｎｄ Ｊ， Ｉｓｅｔｕｎ Ｓ， Ｎｉｌｓｓｏｎ Ｕ．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ｆｌａｍｅ ｒｅｔａｒｄ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ｚｅｒｓ ｉｎ ｉｎｄｏｏｒ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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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ｉｒ ｂｙ ｇａｓ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 ｉｏ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 ‐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ｄｉ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５２］

第 １０ 卷

［６１］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ｒｉｓ［２ － ｃｈｌｏｒｏ － １ － （ｃｈｌｏｒｏｍｅｔｈｙｌ）ｅｔｈｙｌ］

（２４）： ３０７９ － ３０８３
Ｔｏｌｌｂｃｋ Ｊ， Ｔａｍｂｕｒｒｏ Ｄ， Ｃｒｅｓｃｅｎｚｉ Ｃ， ｅｔ ａｌ． Ａｉｒ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报

ｆｏｒｄ， ＵＫ：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ｃｙ， ２００３： １ － １２３

［Ｊ］． Ｒａｐｉ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２００４， １８
［５１］

学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ＴＤＣＰ） ［Ｒ］． Ｌｕｘｅｍｂｏｕｒｇ： ＥＣ， ２００８
［６２］ 曾泽泉． 超重力强化臭氧高级氧化技术处理模拟苯酚

ｗｉｔｈ Ｅｍｐｏｒｅ ｓｏｌｉｄ ｐｈａｓ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ｓ ａｎｄ ｏｎｌｉｎｅ

废水的研究［Ｄ］． 北京： 北京化工大学， ２０１３

ｓｉｎｇｌｅ-ｃｈａｎｎｅｌ 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ｌｉｑｕｉｄ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

Ｚｅｎｇ Ｚ Ｑ．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ｅｎｏｌｉｃ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 ａｎｄ ｓｅｍｉ-ｖｏｌａｔｉｌｅ

ｗｉｔｈ ｏｚｏｎｅ-ｂａｓｅｄ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ｉｎｔｅｓｉｆｉｅｄ

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ｅｓｔｅｒ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

ｂｙ ａ ｈｉｇｈ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ｍｅｔｈｏｄ ［Ｄ］．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２００６， １１２９（１）： １ － ８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ｒｋｌｕｎｄ Ａ， 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 Ｂ， Ｈａｇｌｕｎｄ Ｐ． 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６３］ 陈德强． 高级氧化法处理难降解有机废水研究进展［Ｊ］．

ｆｌａｍｅ ｒｅｔａｒｄ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ｚｅｒｓ ｉｎ ａｉｒ ｆｒｏｍ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ｉｎｄｏｏｒ

环境保护科学， ２００６， ３１（６）： ２０ － ２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Ｃｈｅｎ Ｄ Ｑ．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ｆｏｒ ｒｅ-

２００５， ７（８）： ８１４ － ８１９

ｆｒａｃｔｏｒｙ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５３］ Ｓｕｎｄｋｖｉｓｔ Ａ Ｍ， Ｏｌｏｆｓｓｏｎ Ｕ， Ｈａｇｌｕｎｄ Ｐ． 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６， ３１（６）： ２０-２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ｌａｍｅ ｒｅｔａｒｄ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ｚｅｒｓ ｉ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ｆｒｅｓｈ ｗａ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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