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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多溴联苯醚（ PBDEs） 所引起的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了解环境介质中 PBDEs 的

分布特征是对其污染进行有效控制的前提．本文从非生物介质（ 大气、水体、沉积物、污泥及土壤） 和生物体内
（ 植物、动物、人体及食物链） 两方面入手，对 PBDEs 在世界各地不同环境介质的分布特征进行综述． 高溴代
PBDEs 因其较低的挥发性和水溶性，极易吸附于土壤、底泥和空气悬浮颗粒等固体介质，而低溴代 PBDEs 在
各环境介质中都有检出； 生物体中 PBDEs 的分布特征与生物种类、污染源、营养级以及个体组织的特异性有
一定关系，人体血液、母乳、头发等也检出了 PBDEs．随着北美、欧盟等地区从 2004 年开始逐渐对五溴、八溴和
十溴 PBDEs 实施禁用，其含量在北美和欧盟部分地区有所下降，但是由于十溴 PBDEs 仍在全球很多地区使
用，
又因其具有持久性和长距离迁移性，要实现环境介质中 PBDEs 含量的控制仍需要一定时间，因此未来研
究仍需对 PBDEs 生产和使用区域开展污染水平及趋势相关研究，并对 PBDEs 的环境行为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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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duced by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 PBDEs ） are
receiv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he knowledge about the distribution of PBDEs is the premise for
the effective pollution control．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distribution of PBDEs in the atmosphere，
water，sediments，sludge，soil，plants，animals，human body and food chain all over the world．
Owing to the low volatility and water solubility，the higher brominated PBDEs can be easily adsorbed
to solid particles like soil，sediment and airborne particles． However，the lower brominated PBDEs
are detected in all the environmental media． In living organisms，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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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DEs are depended on biological species，pollution sources，trophic levels and tissue specificity，
and PBDEs are also found in human such as blood，breast milk and hair． With the prohibition of
penta-，octa-，and deca-BDEs in North American and some regions of European Union，the
concertrations of PBDEs in the environment have declined to some degree． However，deca-BDEs is
still used in other regions around the world． Due to its persistence and long-distance transport，the
control of PBDEs in the environment is still a long-term work． Thus，future research needs to focus
on the level，trend，and behavior of PBDEs in the regions where they are produced and used．
Keywords： PBDEs，environmental matrices，living organisms，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多溴联苯醚 （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PBDEs） 是一种添加型溴代阻燃剂，被广泛应用于塑
料、纺织品、电子产品、油漆等领域，因其缺乏化学键的束缚，很容易逸散到大气中，通过大气干湿沉降进
［1-2］

入水体、土壤和生物体中，又因其具有难降解性和易于积累的特点，对生态环境构成了巨大危害
［3］

在 1979 年，DeCarlo 等报道了美国某 PBDEs 生产厂家周围的土壤和污泥中 BDE-209 的存在
［4］

在瑞典维斯坎河纺织厂下游鱼体内发现多种 PBDEs

．早

，两年后

．Haglund 等在波罗的海的斑海豹、灰海豹和鲱鱼
［5］

体内，健康瑞典男性的脂肪组织，以及商用鱼油等多种样品中检出四 、五、六溴代 PBDEs
［6］

． 近年来，在偏

［7］

远地区，比如南极地衣和苔藓样品中也检出 12 种 PBDEs ．2003 年杨永亮等 在中国青岛近岸沉积物
和贻贝中检出 21 种 PBDEs 单体，这是国内最早关于 PBDEs 的报道，随后 PBDEs 逐渐被报道出现在中
［8］

、广州大气［9］等中国其它地区的多种环境介质中 ． 目前 PBDEs 已在大气、水体、底泥、土壤
以及多种生物介质中检出，并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 已有研究证明 PBDEs 能在动物体内富集，并产生一
国香港海水

［10-12］

定程度的健康危害，比如干扰性激素和甲状腺激素

． 由于低剂量的五溴联苯醚 （ penta-BDEs） 和八溴

［13］

联苯醚（ octa-BDEs） 就可以引起毒性 ，从 2004 年开始欧盟和北美地区逐渐禁止了 penta-BDEs、octaBDEs 产品的生产和使用，
2006 年中国限制了 PBDEs 的使用，并于 2014 年开始禁止生产、流通、使用和
［14-15］

． 尽管 2008 年欧盟和美国的一些州相继采取了禁用十溴联苯醚 （ deca进出口商用 penta、octa-BDEs
BDEs） 的措施，但 deca-BDEs 仍在世界上许多地区使用，同时之前产品中的 PBDEs 不断释放进入环境，
［16］
由此所引发的环境问题仍然值得关注 ．
由于 PBDEs 的持久性、长距离迁移性及其对生物的毒性，有必要全面认识其在全球范围内各种环
境介质中的分布特征． 本文总结了近些年来国内外大气、水体 （ 包括沉积物和污泥 ） 、土壤、植物、动物和
人体等多种环境介质中 PBDEs 的分布特征，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旨在促进 PBDEs 的控制及
管理．
1

环境介质中 PBDEs 的分布特征（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PBDEs in the environmental media）
目前市场上使用最多的商品是 deca-BDEs，由于其具有低的挥发性和水溶性，极易吸附于土壤等固

体介质上，大部分高溴代 PBDEs 都沉积在土壤、底泥和空气悬浮颗粒中； 而低溴代 PBDEs 具有相对较高
的挥发性和水溶性，在各种环境介质中都有检出．
1．1

大气中 PBDEs 的分布特征
室温下 PBDEs 的蒸汽压较低，容易挥发到大气中，并随大气长距离迁移． 世界各地大气中都有不同

［17-42］
．PBDEs 的蒸汽压随溴代数的
程度 PBDEs 检出，甚至在北极、青藏高原等背景偏远的地区都有发现
99）
增加而降低，因此高溴代 PBDEs（ 如 BDE-209） 更易与颗粒物结合，而低溴代 PBDEs（ 如 BDE-28、47、
［17］
更易在大气中长距离传输 ．
在背景和偏远地区，长距离传输是其主要来源，PBDEs 单体均处于很低的浓度水平，以 BDE-47、99
［19］
为主． 在北极，夏季低溴代 PBDEs 通过挥发进入，冬季 PBDEs 通过气溶胶从中纬度地区输送到北极 ，

Wang 等［20］ 研 究 发 现 北 极 ∑PBDEs （ 包 含 BDE-209 ） 的 平 均 浓 度 （ 17． 3 pg·m －3 ） 高 于 北 太 平 洋
（ 12．8 pg·m －3 ） 及其它背景地区（ 1．5—8．5 pg·m －3 ） ，可能是受北美大量使用 penta-BDEs 及温度效应的影
响； 且由于大气环流和强烈的空气混合作用 ，PBDEs 在北极地区并无明显的地理分异； 而北太平洋地区
呈现从中纬度向高纬度地区的递减趋势 ，可能是由于 PBDEs 在空气团输送过程中发生了稀释、沉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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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等作用． 在南极，科学考察站的人类活动是 PBDEs 的潜在排放源，以 BDE-17、28 为主，∑PBDEs（ 包
－3
［21］
含 BDE-209） （ 0．7—3．0 pg·m ） 低于北极 ． 大气中 PBDEs 浓度存在季节差异，夏季气温升高使 PBDEs
［22］
易于挥发和散逸，冬季降温则使其易于沉降和吸附 ，如加拿大阿勒特大气中∑PBDEs 呈现夏季高于
［23］
冬季的趋势，尤其是低溴代 PBDEs 的相对百分比 ． Hung 等研究表明北极大气中不同 PBDEs 单体的

倍增时间差异较大（ 从 BDE-209 的 3．5 年到 BDE-153 的 28 年） ，这可能是因为 penta-BDEs 及 octa-BDEs
在北美及欧洲一些国家逐步淘汰或禁用，但是由于 deca-BDEs 产品的持续使用，BDE-209 的含量持续
［24］

上升

．

就全球而言，亚洲大气中 PBDEs 浓度最高，尤其是中国 PBDEs （ 包含 BDE-209） 的浓度为 2． 0—
787 pg·m －3 ） ［25，27-30］普遍高于 10 年前美国和欧洲 （ nd—85 pg·m －3 ） ［18，31-34］．Deng 等［25］ 研究发现广州、中
－3
－3
国香港的 PBDEs 浓度分别为 204—372 pg·m 和 33．8—358 pg·m ． 对于同一区域，大气中 PBDEs 浓度
［29］
［26-27］
呈现： 城市 ＞ 乡村 、工业区 ＞ 非工业区
的趋势． Strandberg 等研究发现美国芝加哥∑PBDEs（ 包含

BDE-209） （ 33—77pg·m －3 ） 远高于乡村（ 4．4—21pg·m －3 ） ［31］． 吴辉等［30］采集了中国某溴代阻燃剂生产地
－3
－3
的大气样品，其∑PBDEs（ 包含 BDE-209） （ 16000—240000 pg·m ） 比广西南宁 （ 31．4—787 pg·m ） 高
2—3 个数量级． 电子垃圾拆解活动也是大气中 PBDEs 的重要来源［35-36］，如中国最主要的电子垃圾拆解
－3
地之 一 广 东 贵 屿 大 气 中 ∑PBDEs （ 5379—47187 pg·m ） 是 广 州 和 中 国 香 港 城 市 区 域 （ 33． 8—
372 pg·m －3 ） 的 58—691 倍［25］．
［37］
室内空气中 PBDEs 含量远高于室外，也 是 室 外 空 气 中 PBDEs 的 一 个 重 要 来 源 ． 室 内 空 气 中
PBDEs 主要来自电器的使用，与室内家具数量、装修程度的关系不明显； 由于办公室内电器产品 （ 如电
［39，
43］

； 且无论是办公还是家居
脑、空调等） 相对密集和频繁的使用，使其 PBDEs 浓度通常大于家居环境
环境，同一区域内不同采样点 PBDEs 分布差异均较大，这可能与电器数量、使用频率以及释放源与采样
［37-41，
43］
． Zhu 等［42］ 研究发现中国东部室内灰尘中 ∑PBDEs（ 2120 ng·g －1 ） 高于西部
点距离等因素有关
（ 847 ng·g －1 ） ，城市高于乡村，表明社会经济发展对其浓度水平影响显著 ．

水体、沉积物及污泥中 PBDEs 的分布特征
大气中的 PBDEs 可以通过干湿沉降迁移到水体、土壤和生物体等环境介质中，土壤中的 PBDEs 通
过淋溶、径流进入水体，造成水体中 PBDEs 污染． 由于 PBDEs 具有较高的辛醇-水分配系数 （ lg K ow ） 和较

1．2

［44］
低的水溶性，水体中 PBDEs 的含量相对较低 ，低溴代 PBDEs（ 如 BDE-28、47、99） 在水中流动性更强，
［45］
而高溴代 PBDEs 在污染源附近底泥中的残留量更高 ．
［8，
46-48］
，而包含悬浮颗粒相
相关研究表明，仅包含水相的水体中 PBDEs 以 BDE-47 和 BDE-99 为主
［49-51］
［46-74］
的水域
以及河流沉积物和污水处理厂的污泥
中，BDE-209 含量则相对较高 （ 表 1） ． 中国香港、
－1
加拿大 和 瑞 士 的 水 体 中 ∑PBDEs （ 不 含 BDE-209 ） （ nd—100． 64 pg·L ） 和 BDE-209 浓 度 （ nd—
23．2 pg·L －1 ） 均低于美国旧金山湾（ 15．5—337 pg·L －1 ，12．2—533 pg·L －1 ） ，处于较低污染水平［8，47，51-52］；
－1
而珠江口水体中 BDE-209 浓度极高（ 76—5693 pg·L ） ，主要来自河流沿岸城市中 deca-BDEs 的大量使
－1
［50］
用和排放 ． 由于电子垃圾拆解活动广东清远电子垃圾拆解地水库 （ 23．8—25．0 ng·L ） 和浙江丰江

（ 22．4 ng·L －1 ） 的表层水体中 PBDEs（ 包含 BDE-209） 浓度远高于其他地区水体［53-54］． 也有研究表明水中
PBDEs 含量具有明显的季节变化特征，如中国东海表层海水∑PBDEs 含量在冬季 （ 2．9—5．5 ng·L －1 ） 高
－1 ［55］
．
于夏季（ 0．7—1．5 ng·L ）
BDE-209 为沉积物中最主要的单体，比如美国五大湖的沉积物中 BDE-209 占 ∑PBDEs 的 83%—
－1
［56-58］
98%
，
中国香港红树林的底泥样品中，BDE-209 浓度（ 1．5—75．9 ng·g dw） 比其他单体高 1—2 个数
［59］

量级

． ∑PBDEs（ 不含 BDE-209） 在美国五大湖、韩国、加拿大、瑞士、中国长三角、中国南海、中国东海、
－1
－1
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水平相近（ nd—14．4 ng·g dw） ，而荷兰和珠江三角洲 （ 0．1—114 ng·g dw） 则
－1
－1
比它们高 1—2 个数量级，
珠江三角洲（ 0．7—7340 ng·g dw） 和松花江（ 2．8—9862 ng·g dw） 的 BDE-209 浓
［56-68］
．Marvin 等研究表明，
度远高于其他地区
加拿大尼亚加拉河∑PBDEs在 1980—1988 年间呈持续上升趋
－1
［69］
在 1988 年之后增速加快并于 1995 年达到最大值 35 ng·g dw ． 天津大沽排污河河口 PBDEs 和 BDE势，
［65］
209 浓度均显示上层底泥中含量高于下层底泥，
表明近几年我国环境介质中 PBDEs 含量呈上升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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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国家 /地区
Country /Area

2587

PBDEs 在表层水、沉积物和污泥中的分布

Distribution of PBDEs in the surface of water，sediments and sludge
∑PBDEs （ 均值） b BDE-209（ 均值）
∑PBDEs （ mean） b BDE-209（ mean）

年份
Year

PBDEs 单体
PBDEs congeners

中国香港沿海

2005

BDE-28，47，99，100，153，156，183

nd—97．8

nd

BDE-28，47，100，183

［8］

美国密歇根湖

2004

BDE-47，66，99，100，153，154

18

na

BDE-47，99

［46］

加拿大温尼伯河

2004

BDE-47，85，99，100，153，154

9．6—100．6

nd

BDE-47，99

［47］

BDE-17，28，47，66，71，85，99，100，
153，154，183

130—340

nd

BDE-47，99

［48］

1．6

0．1—4

BDE-47，99，209

［49］

26．1—156．9

76—5693

BDE-47，99，209

［50］

表层水（ pg·L －1）

主要单体
Main congeners

文献
Ｒeference

b

南极表层雪

2011—2012

荷兰

1999

BDE-28，47，99，100，153，209

中国珠江江口

2005

BDE-28，47，99，100，153， 154，
183，209

瑞士图恩湖

2007

BDE-28，47，99，100，153，183，209

17—78 a

12．5—23．2（ 15．6）

2009—2010

BDE-47，99，100，153，154，183，209

22400 a

na

中国浙江丰江

BDE-47，99，209

［51］

BDE-47，153，183，209

［53］

400—410

BDE-28，47，99

［54］

0．5—0．8（ 0．6）

BDE-47，99，209

［47］

0．1—5．1（ 1．0）

BDE-47，99，209

［51］
［56－58］

2006

BDE-28，47，66，85，99，100，138，153，
154，183，196，197，203，205，206，
207，208，209

23800—25000
（ 24400） a

加拿大温尼伯河

2004

BDE-47，85，99，100，153，154，209

1．2—1．6（ 1．3）

瑞士图恩湖

2005

BDE-28，47，99，100，153，183，209

0．2—5．4

美国五大湖

2001—2002

BDE-28，47，66，85，99，100，153，154，
183，209

0．5—6．3

4—242．0

BDE-47，99，209

中国香港红树林

na

BDE-28，47，99，100，153， 154，
183，209

0．6—14．4

1．5—75．9

BDE-153，183，209

［59］

中国珠江三角洲

2002—2004

BDE-28，47，66，99，100，138，153，
154，183，209

0．1—94．7

0．7—7340

BDE-47，99，209

［63］

中国天津大沽排污河
河口

2005

BDE-17，28，47，66，71，85，99，100，
138，153，154，183，209

0．1—0．5

nd—14．9

BDE-209

［65］

中国台湾西南部河口与
沿海

2005

BDE-17，28，47，66，99，100，138，153，
154，183，190，205，206，209

nd—1．8

nd—6．3

BDE-209

［66］

中国松花江

2008

BDE-28，47，99，100，153， 154，
2．9—9871（ 397）
183，209

2．8—9862

BDE-47，183，209

［67］

中国东海

2013

BDE-15，28，47，99，100，153，154，
0．03—1．3（ 0．3）
183，209

0．2—3．2（ 0．6）

BDE-47，99，209

［68］

中国清远电子垃圾拆
解地
沉积物和污泥（ ng·g －1 dw）

美国加州污水处理厂

b

na

德国污水处理厂

2002—2003

中国污水处理厂

2005

科威特污水处理厂

2005—2006

a

a

a

1010—1440（ 1183）

BDE-47，99，209

［70］

BDE-28，47，99，100，153， 154，
12．5—288（ 126）
183，209

97．1—2217（ 429）

BDE-47，99，209

［71］

BDE-17，28，47，66，71，85，99，100，
138，153，154，183，209

6．2—57（ 25．5）

＜1—1108．7（ 68．5）

BDE-47，99，183，209

［72］

BDE-47，99，100，153，154，183，209

0．9—27．8（ 9．3）

4．8—1595（ 181．8）

BDE-47，99，209

［74］

BDE-47，99，100，153，154，209

1918—2086

中国珠江三角洲污水处
2006—2007
理厂

BDE-28，47，66，85，99，100，153，154，
183，196，197，203，205，206，207，
208，209

158—23750 a

150—22894（ 6586）

BDE-47，99，209

［76］

捷克污水处理厂

BDE-28，47，49，66，85，99，100，153，
154，183，209

205—605

685—1403

BDE-47，99，209

［77］

2007

注： a． ∑PBDEs（ 含 BDE-209） ； b．∑PBDEs（ 不含 BDE-209） ； c．中位数．
Note： a． ∑PBDEs（ including BDE-209） ； b． ∑PBDEs（ not including BDE-209） ； c median．
［70］
污水处 理 厂 污 泥 中 也 存 在 大 量 PBDEs，以 BDE-47、99、209 为 主 ． 美 国 加 州 污 水 处 理 厂 的
－1
－1
∑PBDEs（ 不含 BDE-209） （ 1918—2086 ng·g dw） 比其他污水处理厂（ 0．9—605 ng·g dw） 高 1—2 个数
－1
量级，中国珠三角污水处理厂的 BDE-209 浓度 （ 150—22894 ng·g dw） 远高于其他污水处理厂 （ ＜ 1—

2217 ng·g －1 dw） ［70-77］．Wang 等在中国 26 个城市 31 个污水处理厂采样，结果表明其 PBDEs 浓度 （ 不含
BDE-209） （ 6．2—57 ng·g －1 dw） 低于欧洲和北美国家（ 12．5—2086 ng·g －1 dw） ，BDE-209 平均占 PBDEs 总
［72］

量的 55%，低于其在沉积物和自然水体中所占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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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中 PBDEs 的分布特征
大气和水体中 PBDEs 可迁移到土壤，
其中 PBDEs 的生产、
运输及其产品的使用、
电子垃圾拆解活动、
污水
灌溉以及污泥土地利用都是土壤中 PBDEs 的重要来源，
同时，
土壤中 PBDEs 特别是高溴代 PBDEs 通常被认

1．3

［41］

［26，
34，
73，
78-88］

．Harrad 等在
目前世界各地土壤中已检出多种 PBDEs 同系物（ 表 2）
为来自于大气的干湿沉降 ，
－1
［34］
英国横跨西米兰德的城市乡村带土壤中检出的∑PBDEs（ 0．07—3．9 ng·g dw）
与 Hassanin 等在英国和
－1
［78］
挪威（ 欧洲背景） 林地和草地土壤中的结果 （ 0．07—12 ng·g dw） 较为一致 ； 而青藏高原的∑PBDEs
（ 0．004—0． 3 ng·g －1 dw） 则 远 低 于 其 他 背 景 地 区 土 壤［80，83-85］． Cetin 等 研 究 表 明 土 耳 其 市 区 （ 8．7—
18．6 ng·g －1 dw） 和工业区（ 0．5—2840 ng·g －1 dw） 土壤中∑PBDEs高于郊区（ 0．8—6．8 ng·g －1 dw） ［26］． 广东
－1
－1
清远电子垃圾拆解地 PBDEs 浓度 （ 包含 BDE-209） （ 296 ng·g dw） 比农田 （ 15．6—34．1 ng·g dw） 高
1 个数量级以上［82］． 污泥施用增加了土壤中 PBDEs 浓度，最显著的是 BDE-209； 西班牙和美国弗吉尼亚
－1
－1
的研究表明污泥施用土壤∑PBDEs（ 30—689 ng·g dw，0．5—140．5 ng·g dw） 远高于未施污泥的土壤
－1
－1
［73，
75］
（ 20．7 ng·g dw，nd—11．0 ng·g dw）
． 同时，土壤有机质、黏土矿物含量以及海拔高度和土壤深度
PBDEs
对
在土壤中的组成和分布有一定影响，如随着土壤深度的增加逐渐降低，低溴代较高溴代
PBDEs 有更强的迁移能力［85-86］； 对青藏高原的研究发现，随着海拔的升高 （ 1439—3940 m） ，PBDEs 含量
［83-84］
．
逐渐降低，但上升到 4479 m 时其含量明显增加（ 4500—4900 m）
表2
Table 2

PBDEs 在土壤中的分布（ ng·g －1 dw）
Distribution of PBDEs in soil（ ng·g －1 dw）
∑PBDEs （ 均值） a BDE-209（ 均值） 主要单体
∑PBDEs （ mean） a BDE-209（ mean） Main congeners

国家 /地区
Country /Area

采样地
Sampling sites

年份
Year

PBDEs 单体
PBDEs Congeners

英国和挪威
（ 欧洲背景）

林地和草地

1998

BDE-17，28，32，35，47，49，71，
75，77，85，99，100，119，138， 0．07—12（ 1．4） b
153，154，166，181，183，190

na

BDE-47，99

［78］

英国

城市乡村带

2003—2004

BDE-28，47，99，100，153，154

0．07—3．9 b

na

BDE-47，99

［34］

西班牙

污泥施用

30—689

24．6—655

BDE-183，209

［73］

20．7

14．6

BDE-183，209

0．5—140．5

nd—78．7

BDE-47，99，209

nd—11．0

nd—10．0

BDE-47，99，209

2720—4250
（ 3570）

1270

BDE-209

893—2890
（ 1440）

510

BDE-99，209

2005

BDE-47，99，100，153，154，183，
196，206，207，208，209

2006

BDE-28，47，99，100，153，154，
183，209

对照
美国弗吉尼亚

污泥施用
对照

中国广东贵屿

酸解地

2004

BDE-3，7，15，28，33，47，49，66，
71，77，85，99，100，119，126，
138，153，154，183，190，197，
203，207，209

打印机垃圾场

文献
Ｒeference

［75］

［79］

池塘

263—604（ 399）

328

BDE-209

稻田

34．7—70．9（ 48．2）

37．3

BDE-209

2．0—6．2（ 3．8）

2．8

BDE-209

nd

BDE-28，47，99

［80］

71．6—5710
（ 1910）

69．9—5530
（ 1800）

BDE-47，99，209

［81］

对照城市土壤

0．2—0．4（ 0．3）

nd—0．3（ 0．2）

BDE-47，99，209

农田

0．08—0．3（ 0．2）

0．09

BDE-47，99，209

化工园区

2．0—269
（ 40．6）

1．9—268
（ 40．3）

BDE-47，99，209

对照乡村土壤

0．3—0．8
（ 0．6）

nd—0．8
（ 0．5）

BDE-47，99，209

水库
中国青藏高原
南部

背景

2005

BDE-17，28，47，66，71，85，99，
0．004—0．03（ 0．01）
100，138，153，154，183，190，209

中国东部

电子垃圾拆
解地

2007

BDE-28，47，66，85，99，100，138，
153，154，209

注： a．∑PBDEs（ 含 BDE-209） ； b．∑PBDEs（ 不含 BDE-209） ．
Note： a． ∑PBDEs（ including BDE-209） ； b． ∑PBDEs（ not including BDE-2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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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体内 PBDEs 的分布特征（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PBDEs in living organism）
环境介质中的 PBDEs 可通过扩散、呼吸、主动和被动吸收等作用进入生物体 ，并沿着食物链在生物

2

体间迁移富集，最终进入人体，给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带来潜在的暴露风险 ． 生物体内 PBDEs 的分布特
征与生物种类、所处环境的污染状况以及个体组织的特异性具有一定关系 ．
植物中 PBDEs 的分布
目前 PBDEs 已在世界各地的植物体内检出 （ 表 3） ，包括喜马拉雅山和南极等背景点和偏远地

2．1

［6，
89］

区

，植物体内的 PBDEs 含量一般在 pg·g －1 —ng·g －1 级［82，87，89-102］． 偏远地区的植物体以低溴代 PBDEs
［89］

为主，高永飞等

研究发现喜马拉雅山地区沿珠穆朗玛峰北坡海拔 5000 m 以上的葇籽草和棘豆样品

－1
中∑PBDEs在 2．1—3．6 ng·g lw 之间，属全球背景水平，其主要来源于大气的长距离传输． 而在电子垃

圾拆解地、PBDEs 生产厂、人口稠密混杂工业区的大都市 PBDEs 含量较高，且大多以高溴代 PBDEs 尤
［82，
87，
91-99］

其是 BDE-209 为 主

． Hu 等［99］ 研 究 发 现 北 京 6 种 树 树 皮 中 PBDEs 的 均 值 （ 包 含 BDE-209）

（ 780 ng·g －1 lw） 低于美国阿肯色州（ 5700 ng·g －1 lw） 和中国东部电子垃圾拆解地 （ 1400 ng·g －1 lw） ，高于
72 ng·g －1 lw； 意大利里雅斯特，
13 ng·g －1 lw） 和韩国（ 140 ng·g －1 lw） ． 除乔木外，草本植
欧洲（ 德国比利时，
［100，
102］
．Wang 等［100］ 通过
物的叶片及根系也检出多种 PBDEs，以低溴代 PBDEs 尤其是 BDE-47、99 为主
－1
分析多种植物根系及叶片中的∑PBDEs（ 3．3—94．3 ng·g dw） ，发现植物体低溴代 PBDEs 比例高于土
［90，
101］

壤． 此外，谷物、蔬菜、水果等食物中也检测出了 PBDEs

．

PBDEs 在不同植物及组织中的分布存在一定差异 ，同时其含量也随季节变化发生改变．Yogui 等［6］
研究发现 PBDEs 在苔藓体内的含量高于地衣，其差异可能由于植物从大气中吸收 PBDEs 的机制． Hu
［99］

等

发现 PBDEs 在不同树种间有着不同的浓度分布特征 ，以柳树为最高，大的叶表面积使其能更好地

［103］
发现加拿
与空气中 PBDEs 作用，又因其低脂肪含量，是理想的大气中 PBDEs 被动采样器．St-Amand

大渥太华某垃圾填埋场附近云杉针叶中 PBDEs 含量在夏季保持持续上升，而之后到春天呈现下降趋
势，春季萌芽期最低，并认为下降是因为冬春交替之际针叶蜡质层的退化和磨损所致 ．
表3
Table 3
国家 /地区
Country /Area

种类
Species

南极乔治王岛

地衣、苔藓

中国喜马拉
雅山

年份
Year

PBDEs 在植物体内的分布（ ng·g －1 lw）
Distribution of PBDEs in plants（ ng·g －1 lw）

PBDEs 单体
PBDEs congeners

∑PBDEs（ 均值） b BDE-209（ 均值） 主要单体
∑PBDEs（ mean） b BDE-209（ mean） Main congeners

2005—2006

BDE-15，28，33，47，49，66，85，
99，100，153，154，183

0．1—1．2 c

葇 籽 草、镰 型
棘豆

2005

BDE-17，28，47，66，71，99，100，
153，183

巴基斯坦

小麦、水稻

2013

中国莱州湾
BFＲs 生产厂

草本植物、超市
蔬菜

2006

中国 68 个城市

马尾松、杨树等
树皮

2004—2007

BDE-17，28，47，49，66，71，85，
99，100，138，153，154，183， 0．02—48．3（ 2．8）
190，209

北美

硬木 及 针 叶 树
树皮

2000—2001

BDE-17，28，47，49，66，85，99，
100，138，153，154，166，183，
196，203，206，207，208，209

中国北京

松、杨树等树皮

2009—2010

BDE-28，47，99，100，153，154，
99—3700（ 780）
183，206，209

西班牙

蔬菜、水果

纽约和伦敦岛， 苔藓、丛生虎耳
北极 斯 瓦 尔 巴 草、仙 女 木、莎
特群岛
草等

2006

2011—2012

文献
Ｒeference

BDE-47，99，100

［6］

2．1—3．6（ 2．9）

BDE-28

［89］

BDE-28，35，47，100，99，154，
153，183

0．07—46 c

BDE-99

［90］

BDE-28，47，99，100，153，154，
183，206，207，208，209

70—5900

52—3100

BDE-209

［91］

37．7—88．4 e

BDE-209

［95］

BDE-47，99，209

［97］

ac

2．3—5700 a

nd—5570

a

95—3600（ 760） BDE-209

［99］

BDE-47，99，100，153，154，183

0．01—0．05 d

BDE-47，99

［101］

BDE-17，28，47，66，71，85，99，
100，138，153，154，183，190

0．04—0．5 c

BDE-47，99，183

［102］

注： a．∑PBDEs（ 含 BDE-209） ； b．∑PBDEs（ 不含 BDE-209） ； c．dw： 干重； d．ww： 湿重； e． 单位为百分比，表示占∑PBDEs比例．
Note： a． ∑PBDEs（ including BDE-209） ； b． ∑PBDEs（ not including BDE-209） ； c． dw： Dry weight； d． ww： Wet weight； e． The percentage of the PBDEs content
against the ∑PB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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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中 PBDEs 的分布特征
对于陆生和水生动物体内 PBDEs 的分布均有大量研究（ 表 4） ． 陆生动物体内 PBDEs 的分布与其种
类、性别及器官的特异性有关，又因其可与污染源直接接触，很多陆生生物都有很高的 PBDEs 含量，且

2．2

［88，
104-112］

比水生生物更易积累髙溴代 PBDEs，以 BDE-209 为最主要单体

． 刘娟等［104］研究发现，公鸡鸡肉

－1
39 ng·g －1 lw） 高于母鸡 （ 20 ng·g －1 lw、
9．3 ng·g －1 lw） ，且鸡肉中 PBDEs
和鸡肝组织∑PBDEs（ 42 ng·g lw、
［106］

含量显著高于鸡肝．Qin 等

研究发现浙江台州电子垃圾拆解区附近的鸡脑中 PBDEs 相比其他组织器

［109］
官低，血脑屏障保护脑免受 PBDEs 的生物积累，且高溴代 PBDEs 较低溴代更有效．Daso 等
发现南非

的地犀鸟和肉垂鹤的蛋壳样品中 PBDEs 分布存在明显的差异，可能是由于这两种鸟类具有不同的食
［112］
研究一个陆生食物网发现 BDE-209 在高营养级生
性、栖息地选择、迁移行为以及代谢能力等．Yu 等
物体内存在脱溴代谢，红隼、麻雀和老鼠体内九溴代 PBDEs（ nona-BDEs） / deca-BDEs 的值 （ 1、1．4、1．2）
0．5） ．
明显大于土壤和草（ 0．4、
表4
Table 4

PBDEs 在陆生动物体内的分布 （ ng·g －1 lw）

Distribution of PBDEs in terrestrial animals （ ng·g －1 lw）

国家 /地区
Country /Sites

种类
Species

年份
Year

中国广东清远电子
垃圾回收场

鸡

2005

中国河北白洋淀

鸭子

2005—2006

2．4
0．06 d

4．3
0．4 d

5．3
0．4 d

中国浙江台州

三黄鸡

2000—2001

1092．4

1077．8

15．2

南非林波波省东部
草原

地犀鸟、肉垂鹤
蛋壳

2006

中国喜马拉雅山横
断山

大熊猫和
红熊猫

2013

阿拉斯加北部和
西部

北极熊

2004—2007

肌肉
Muscle

肝脏
Liver

脑
Brain

脂肪
Fat

4．4—4382．9 e 3．6—7916．5 e
3．2—178．6 f
0．7—395．8 f

3138．1

∑PBDEs a

主要单体
Main
congengers

文献
Ｒeference

0．7—7916．5

BDE-209

［104］

0．03—0．7 bd

BDE-47，99

［105］

15．2—3138．1

BDE-209

［106］

nd—264000i
BDE-47，100
5980—7146000j
25．3—2045 h

38．4—742 g
52．6—581 h
0．2—2．7

83．0 g

16．4—279 h

［109］

16．4—2158

BDE-209

［110］

0．2—2．7

BDE-47

［111］

注： a．∑PBDEs（ 含 BDE-209） ； b．∑PBDEs（ 不含 BDE-209） ； c．dw： 干重； d．ww： 湿重； e．公鸡； f．母鸡； g．大熊猫； h．红熊猫； i．地犀鸟； j．肉垂鹤．
Note： a ∑PBDEs（ including BDE-209） ； b． ∑PBDEs（ not including BDE-209） ； c． dw： dry weight； d． ww： wet weight； e． Cock； f． Hen； g． Panda； h． Ｒed panda； i．
Ground hornbill； j． Wattled Crane．

虽然整体而言水生生物较陆生生物的 PBDEs 含量偏低，但 PBDEs 已广泛分布于包括偏远地区在内
的水生生物体内，并在人类活动较为密集的地区达到较严重污染水平 ． Yang 等在中国青藏高原高山湖
－1
［113］
，而法国罗纳河 4 种鱼体内∑PBDEs
泊的鱼体内检出较低水平的∑PBDEs（ 0．09—4．3 ng·g dw）
－1
－3
（ 4．5—182．5 ng·g dw） 高于欧盟国家的环境质量标准 （ 42．5 × 10 ng·g －1 dw） 4000 倍［114］，泰晤士河等

4 条英国河流中 3 种鱼体内 PBDEs 含量（ 2—44 ng·g －1 lw） 也远高于该标准［115］． 不同于陆生生物更容易
积累高溴代 PBDEs，除了一些污染源 （ BDE-209） 附近的地区外，大部分地区的水生生物体内以 BDE-47
［91，
113-115］
． 水生生物体内 PBDEs 单体的分布特征也受水生生物种类 、组织器官、食物来源和代谢能力
为主
［11 6-119］

等影响

．Sun 等［116］研究发现珠江三角洲地区的 3 种鱼体内 PBDEs 同系物分布差别很大，鲮鱼和

［120］
罗非鱼以 BDE-47 为主，而琵琶鱼以 BDE-209 为主． 田胜艳等
研究发现底层鱼比表层鱼更易富集
PBDEs，杂食性鱼类比肉食 性 鱼 类 富 集 的 PBDEs 更 高； 鱼 体 内 BDE-47 /99 的 值 高 于 无 脊 椎 动 物，而

BDE-153 /154 的值低于无脊椎动物，并认为可能是由于鱼类对 PBDEs 的代谢转化能力更强．
自 1960 年 PBDEs 产品生产以来，PBDEs 逐渐在世界各地的动物体内检出 ，并随时间基本呈现逐步
［121-125］
． 旧 金 山 湾 港 海 豹 体 内 的 PBDEs 含 量 在 1989—1998 年 间 增 大 了 两 个 数 量 级 （ 从
增加的趋势
88 ng·g －1 lw 到 8325 ng·g －1 lw） ［121］，中国南海雄性江豚体内 PBDEs 含量从 1990 年的 84 ng·g －1 lw 升高
－1
［122］
，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鲸、海豹等海洋哺乳动物中 PBDEs 含量在 19 世纪
到 2001 年的 980 ng·g lw
［123］
． 随着各国相继对
末 20 世纪初达 到 最 大 值，反 映 出 全 球 PBDEs 工 业 产 品 产 量 和 使 用 量 的 增 加
PBDEs 商品的生产和使用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 ，生物体 PBDEs 含量的增速变缓并开始呈现下降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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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北美萨利什海的海豹体内 PBDEs 在 1984—2003 年间呈指数增长，但在 2009 年出现下降，这是因为
2004 年开始禁用 penta-BDEs 和 octa-BDEs［124］． Houde 等研究发现加拿大北极海豹体内 PBDEs 含量在
1998—2008 年间呈明显增长趋势，随后到 2011 年则持续下降，可能由于 2009 年 penta-BDEs 和 octaBDEs 的全球监管［125］．
人体中 PBDEs 的分布特征
关于人体内 PBDEs 分布，主要以母乳、血液和头发为研究对象，除此之外，也有研究在人体其他组

2．3

织中检出 PBDEs． 母乳中 PBDEs 的分布随地区的不同而变化，北美地区远高于其他地区； 母乳中 PBDEs
99、
153 为主，且日本、印度尼西亚、韩国、加纳、斯洛伐克、英国、瑞典、希腊、澳大利亚以
单体以 BDE-47、
及美国加州等地的研究都表明 BDE-47 含量最高，然而也有一些亚洲和欧洲国家由于 deca-BDEs 的大量
［126-135］
． Park 等研究发现美国加州母乳中
使用，BDE-209 在母乳中有较高含量，甚至成为最主要单体
PBDEs 含量 （ 包 含 BDE-209 ） （ mean，134 ng·g －1 lw ） 超 出 越 南、中 国、韩 国 和 日 本 （ mean，0． 4—
3．7 ng·g －1 lw） ） 以及欧洲 （ median，2—3 ng·g －1 lw） 1 个数量级以上，也高于太平洋西北地区 （ mean、
93．9、
49．3 ng·g －1 lw） 、德克萨斯州（ 6．2—580 ng·g －1 lw） 等北美的其他地区［127］．Meironyté 等发现 1972—
1997 年间瑞典母乳中 PBDEs 含量从 0．07 ng·g －1 上升到 4．0 ng·g －1 ，所检测到的单体种类也由最初的两
153） 变化为 1996 /1997 年的 8 种［136］．
种（ BDE-47，
血液中 PBDEs 的分布与人群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所处区域环境状况及从事的职业有关 ，个体内
［137-143］
．Fromme 等研究表明 BDE-153 在吸烟者血液中多于不吸烟者［137］．
也因组织的特异性而发生变化
Uemura 等发现日本普通人群血液中的 PBDEs（ 2．7—4．8 ng·g －1 lw） 以 BDE-209 为主，并认为鱼类的摄入
［139］
． Shen 等研究发现浙江 路 桥、龙 游、天 台 的 儿 童 血 液 中
是六溴代以下的 PBDEs 积累的主要因素
PBDEs 含量和单体组成差异显著，拥有电子垃圾拆解地的路桥污染最严重 （ 32．1 ± 17．5 ng·g －1 lw） ，以

BDE-99、
47、
153 为主，龙游和天台污染较轻（ 12．1 ± 7．6、
8．4 ± 4．0 ng·g －1 lw） ，分别以 BDE-153、156、147
116、
15 为主［140］．Zhu 等研究办公室清洁工、大学生、警察 3 类人群的血清 PBDEs 含量，发现
和 BDE-47、
－1
－1
办公室清洁工 ∑PBDEs （ 1． 7—1980 （ 140） ng·g lw） 远高于大学生 （ 2． 1—210 （ 15） ng·g lw） 和警察
（ 0．5—150（ 18） ng·g －1 lw） ，且以高溴代 PBDEs 为主，这表明清洁工可能通过摄入尘粒而富集更多髙溴
［141］
． 屈伟月等研究发现由于胎盘屏障作用婴儿脐血液∑PBDEs（ 1．5—12（ 3．9） ng·g －1 lw） 低于
代 PBDEs
－1
［142］
．Ma 等研究表明美
母体血液（ 1．6—17（ 4．4） ng·g lw） ，尤其是高溴代 PBDEs 更难透过胎盘到达胎儿
国纽约新生儿血液中 PBDEs 含量在 1997—2002 年间变化不大，随后尤其是 2004—2011 年间出现明显
［144］

下降

．

［96，
145-146］
．Zheng 等研究表明，PBDEs
除母乳和血液外，头发也被用来指示人体内 PBDEs 的分布状况
－1
－1
在垃圾拆解地周围居民头发内平均含量 （ 43．2 ng·g dw） 为普通城市、乡村居民 （ 16．6、10．0 ng·g dw）
［146］
． 此外，在胎盘组织、精液中也检出 PBDEs［147-148］，中 国 浙 江 台 州 门 诊 男 性 患 者 血 液 中
的 3—4 倍
209 含量远高于精液，而 BDE-28、
47、
99 差异不大，表
∑PBDEs约为精液中的两倍，其中血液中 BDE-153、
［147］

明低溴代 PBDEs 较髙溴代更易迁移到精液
2．4 食物链生物富集放大作用

．

大量研究结果表明，陆生和水生食物网均存在 PBDEs 的生物放大，且放大程度依据不同单体种类
154、
155 是大多数陆生和水生食物网中生物放大因子 （ Trophic magnification factors，
而变化，BDE-153、
BMFs） 较高的单体［62，87，149-155］．Nie 等对中国电子垃圾拆解地陆生食物链的研究表明，总 PBDEs 的 BMFs
值为 1．6—3．6，即在所有食物链上存在生物放大作用； 而各 PBDEs 单体的 BMFs 值为 ＜1—11．6，这说明
PBDEs 单体具有不同的生物转化和累积能力［87］．Shaw 等研究发现大西洋海豹体内的 PBDEs 的 BMFs 值
12—236） ［153］． 生物放大作用还受食物链长度、类
为 17．1—76．5，以 BDE-153 和 BDE-155 最高（ 148—677，
型以及生物组织器官的影响．Ma 等研究食物链浮游动物-无脊椎动物-鱼发现 PBDEs 单体的 BMFs 值为
0．61—3．21，而将海鸟纳入该食物链，则该值变为 0．8—4．4［152］．Zheng 等发现，渤海湾包括浮游动物、无脊
椎动物和鱼类在内的 11 种海洋生物体内 6 种 PBDEs 单体的 BMFs 变化范围是 0．2—78．6，最高 BMFs 值
为食物链（ 矛尾复虾虎鱼到脉红螺 ） 中 BDE-154 （ 78． 6） ，各 PBDEs 单体 BMFs 在 肌 肉 和 肝 脏 中 也 不
［156］
． 在渤海湾食物网的研究发现，随着 PBDEs 单体 lg K OW 的增加，其 TMFs 先增大后减少，当 lg K OW 较
同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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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卷

［157］
． 吴江平等［158］等研究
低时 PBDEs 同系物可迅速排出体外，而当 lg K OW ＞ 6．87 时，生物可利用性降低
发现，大部分生物的 BMFs 值都在 1—30 之间，BDE-154、183、209 的 BMFs 值较其他单体偏低，鸟类的

BMFs 值高于鱼类，哺乳动物 BMFs 值变化较大．
然而也有一些研究发现，随营养级增加生物体内的 PBDEs 含量发生了减少． 法国卢瓦尔河和塞纳
河食物网的研究表明，营养级越高，PBDEs 含量在一些脂肪含量较高的动物体内 （ 如鳗鱼、尸食性螃蟹 ）
［159］
降低，发生“生物稀释” ．Kelly 等在研究加拿大北极海洋食物网时发现，PBDEs 的 TMFs 变化范围为
0．7—1．6，只有 BDE-47 超过了 1，BDE-28、
66、
99、
100、118、153、154 均小于 1，可能是由于生物对 PBDEs
［93］

的代谢转化和快速排出所致
3

．

结论与展望（ Conclusion and prospects）
PBDEs 可以随大气、水体和生物长距离迁移，通过大气干湿沉降进入水体、土壤和生物体，并在不

同环境介质间发生迁移，目前在世界各地多种环境介质中均有检出． 关于环境介质中 PBDEs 的时空分
布特征的研究全面而广泛，不同环境介质的研究现状为： 大气的相关研究多于水体和土壤，而水体又以
沉积物居多； 对于生物的研究，陆生植物多于水生植物，水生动物多于陆生动物； 人体则以直接暴露者或
是污染源附近的居民等特殊暴露人群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而普通人群的研究较少，其中血液、母乳及头
发是研究最多的介质． 全球各区域间研究现状也存在较大差异 ： 北美和欧洲的研究起步较早，而非洲、南
美洲、亚洲的部分地区研究较少，不利于从全球尺度把握 PBDEs 的污染现状，我国虽然起步较晚，但近
些年进展迅速． PBDEs 的分布特征表现为： 偏远地区的大气中主要以低溴代 PBDEs 为主，同时低溴代
PBDEs 也是水体的主要单体，而高溴代 PBDEs 则在大气悬浮颗粒物、污染源附近的底泥、土壤以及污水
处理厂的污泥中有较高的百分含量 ． 生物体中 PBDEs 的分布特征与生物种类、污染源、营养级以及个体
组织的特异性有一定关系，如陆生生物含量普遍高于水生生物，高营养级生物大都高于低营养级生物；
生物种属间和组织间的差异可能是由于其吸收 、转化能力不同． 全球各区域对商品化 PBDEs 生产和使
用的不同带来其全球时空分 布 的 差 异： 北 美 以 penta-、octa-BDEs 产 品 为 主，其 环 境 中 主 要 单 体 多 为
penta-、octa-BDEs； 而亚洲和欧洲更多使用 deca-BDEs，通常 deca-BDEs 是最主要单体． 总体来说，20 世纪
2004 年开始各国陆续对 penta-BDEs、octa-BDEs 产品的生产和使用
之前环境中 PBDEs 含量呈上升趋势，
采取一些措施后，其增长率开始变小，部分区域的含量呈现下降趋势，尤其是在北美和欧洲． 然而在亚洲
等很多地区 deca-BDEs 仍在使用，导致其含量仍持续增加． 通过对不同环境介质中 PBDEs 时空分布特征
的分析，能够进一步了解全球各地各圈层的 PBDEs 污染源、分布特征，为对比分析国内外污染现状和水
平提供数据基础，为 PBDEs 污染控制法律法规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
由于各地 PBDEs 商品的流通以及 PBDEs 的持久性和长距离迁移性，实现环境中 PBDEs 的控制仍
需很长时间，因此未来需重点关注仍在使用 deca-BDEs 产品的区域，以及 PBDEs 的生产加工地和电子
垃圾拆解地等典型污染区域； 并增加对于现有研究较少的地区及研究对象的研究 ； 比如从特殊人群扩大
到普通大众，农作物和加工食品中的分布也需更加详细地了解 ； PBDEs 在各环境介质间会发生一定的
迁移和转化，未来需深入探讨其在大气、土壤、水体和生物体中的迁移转化机制，以进一步分析其归趋．
这些研究工作将有利于全球尺度把握 PBDEs 的污染现状和趋势，了解其在不同地区的时空分布特点，
从而更加有针对性地对其污染进行控制 ．
参考文献（ Ｒeferences）
［1］ 刘汉霞，张庆华，江桂斌． 多溴联苯醚及其环境问题［J］． 化学进展，
2005，
17（ 3） ： 554-562．
LIU H X，ZHANG Q H，JIANG G B．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and its related environmental problems［J］． Prpgress in Chemistry，
2005，17（ 3） ： 554-562（ in Chinese） ．
［2］ MAＲTIN M，LAM P K，ＲICHAＲDSON B J． An Asian quandary： Where have all of the PBDEs gone？ ［J］． 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
2004，49（ 5-6） ： 375-382．
［3］ DECAＲLO V J． Studies on brominated chemicals in the environment［J］． Annals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1979，320（ 1） ： 678-681．
［4］ ANDEＲSSON O，BLOMKVIST G． Polybrominated aromatic pollutants found in fish in Sweden［J］． Chemosphere，1981，10 （ 9 ） ：
1051-1060．
［5］ HAGLUND P S，ZOOK D Ｒ，BUSEＲ H Ｒ，et al． Identification and quantification of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and methoxy-

12 期

王森等： 环境介质中多溴联苯醚（ PBDEs） 分布特征的研究进展

2593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in Baltic biota［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1997，31（ 11） ： 3281-3287．
［6］ YOGUI G T，SEＲICANO J L．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 flame retardants in lichens and mosses from King George Island，maritime
Antarctica［J］． Chemosphere，2008，73（ 10） ： 1589-1593．
［7］ 杨永亮，潘静，李悦，等． 青岛近岸沉积物中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多氯萘和多溴联苯醚［J］． 科学通报，
2003，
48（ 21） ： 2244-2251．
YANG Y L，PAN J，LI Y，et al．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PCNs and PBDEs in sediments from costal waters of Qingdao，Shandong
Peninsula［J］．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2003，48（ 21） ： 2244-2251（ in Chinese） ．
［8］ WUＲL O，LAM P K S，OBBAＲD J P． Occurrence and distribution of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 PBDEs） in the dissolved and
suspended phases of the sea-surface microlayer and seawater in Hong Kong，China［J］． Chemosphere，2006，65（ 9） ： 1660-1666．
［9］ CHEN L G，MAI B X，BI X H． Concentration levels，compositional profiles，and gas-particle partitioning of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in the atmosphere of an urban city in South China［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2006，40（ 4） ： 1190-1196．
［10］ 韦朝海，廖建波，刘浔，等． PBDEs 的来源特征、环境分布及污染控制［J］． 环境科学学报，
2015，
35（ 10） ： 3025-3041．
WEI C H，LIAO J B，LIU X，et al． Source，characteristics，environmental distribution and pollution control of PBDEs［J］． Acta Scientiae
Circumstantiae，2015，35（ 10） ： 3025-3041（ in Chinese） ．
［11］ DINGEMANS M M，VAN DEN BEＲG M，WESTEＲINK Ｒ H． Neurotoxicity of brominated flame retardants： （ in） direct effects of parent
and hydroxylated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on the （ developing） nervous system［J］．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2011，119
（ 7） ： 900-907．
［12］ KODAVANTI P Ｒ，COBUM C G，MOSEＲ V C． Developmental exposure to a commercial PBDE mixture，DE-71： Neurobehavioral，
hormonal，and reproductive effects［J］． Toxicological Sciences，2010，116（ 1） ： 297-312．
［13］ DAMEＲUD P O． Toxic effects of brominated flame retardants in man and in wildlife［J］．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2003，29 （ 6） ：
841-853．
［14］ 李子扬，陈永亨． 多溴联苯醚的环境行为及其生态毒理效应［J］． 科学技术与工程，
2011，
11（ 1） ： 97-105．
LI Z Y，CHEN Y H． The environmental behavior and ecotoxicological effects of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PBDEs） ［J］．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2011，11（ 1） ： 97-105（ in Chinese） ．
［15］ 赵静，徐挺，白建峰． 多溴联苯醚暴露的神经行为效应及其毒理机制［J］． 生态毒理学报，
2017，
12（ 1） ： 51-61．
ZHAO J，XU T，BAI J F． The neurobehavioral toxicity induced by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exposure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J］． Asian Journal of Ecotoxicology，2017，12（ 1） ： 51-61（ in Chinese） ．
［16］ BETTS K． Does a key PBDE break down in the environment？ ［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2008，42（ 18） ： 6781．
［17］ TITTLEMIEＲ S A，HALLDOＲSON T，STEＲN G A，et al． Vapor pressures，aqueous solubilities，and Henry' s law constants of some
brominated flame retardant［J］． Environmental Toxicology and Chemistry，2002，21（ 9） ： 1804-1810．
［18］ LEE Ｒ G，THOMAS G O，JONES K C． PBDEs in the atmosphere of three locations in western Europe［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2004，38（ 3） ： 699-706．
［19］ SU Y S，HUNG H，SVEＲKO E，et al． Multi-year measurements of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PBDEs） in the Arctic atmosphere［J］．
Atmospheric Environment，2007，41（ 38） ： 8725-8735．
［20］ WANG X M，DING X，MAI B X，et al．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in airborne particulates collected during a research expedition from
the Bohai Sea to the Arctic［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2005，39（ 20） ： 7803-7809．
［21］ LI Y M，GENG D W，LIU F B，et al． Study of PCBs and PBDEs in King George Island，Antarctica，using PUF passive air sampling［J］．
Atmospheric Environment，2012，51（ 5） ： 140-145．
［22］ 吴库生，刘俊晓，李燕，等． 多溴联苯醚的环境分布［J］． 职业与健康，
2008，
24（ 22） ： 2467-2469．
WU K S，LIU J X，LI Y，et al． Environmental distribution of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J］． Occup and Health，2008，24（ 22） ：
2467-2469（ in Chinese） ．
［23］ XIAO H，SHEN L，SU Y S，et al． Atmospheric concentrations of halogenated flame retardants at two remote locations： The Canadian High
Arctic and the Tibetan Plateau［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2012，161（ 1） ： 154-161．
［24］ HUNG H，KALLENBOＲN Ｒ，BＲEIVIK K，et al． Atmospheric monitoring of organic pollutants in the Arctic under the Arctic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Programme （ AMAP） ： 1993—2006［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2010，408（ 15） ： 2854-2873．
［25］ DENG W J，ZHENG J S，BI X H，et al． Distribution of PBDEs in air particles from an electronic waste recycling site compared with
Guangzhou and Hong Kong，South China［J］．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2007，33（ 8） ： 1063-1069．
［26］ CETIN B，ODABASI M． Particle-phase dry deposition and air-soil gas-exchange of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PBDEs） in Izmir，
Turkey［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2007，41（ 14） ： 4986-4992．
［27］ YU Z Q，LIAO Ｒ，LI H，et al． Partical-bound dechlorane plus and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in ambient air around Shanghai，China
［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2011，159（ 10） ： 2982-2988．
［28］ QI H，LI W L，LIU L Y，et al． Brominated flame retardants in the urban atmosphere of Northeast China： Concentrations，temperature
dependence and gas-particle partitioning［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2014，491-492： 60-66．
［29］ HE W，QIN N，HE Q S，et al． Atmospheric PBDEs at rural and urban sites in central China from 2010 to 2013： Ｒesidual levels，potential
sources and human exposure［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2014，192： 232-243．

环

2594

境

化

学

36 卷

［30］ 吴辉，金军，王英，等．典型地区大气中多溴联苯醚和新型溴代阻燃剂的水平及组成分布［J］．环境科学，
2014，
35（ 4） ： 1230-1237．
WU H，JIN J，WANG Y，et al．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level and distribution of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and new brominated flame
retardants in the atmosphere of typical urban［J］． Environmental Science，2014，35（ 4） ： 1230-1237（ in Chinese） ．
［31］ STＲANDBEＲG B，DODDEＲ N G，BASU I，et al． Concentrations and spatial variations of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and other
organohalogen compounds in Great Lakes air［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2001，35（ 6） ： 1078-1083．
［32］ SU Y S，HUNG H，BＲICE K A，et al． Air concentrations of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PBDE） in 2002—2004 at a rural site in the
Great Lakes［J］． Atmospheric Environment，2009，43（ 39） ： 6230-6237．
［33］ GOUIN T，HAMEＲ T，DALY G L． Variability of concentrations of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and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in air：
Implications for monitoring，modeling and control［J］． Atmospheric Environment，2005，39（ 1） ： 151-166．
［34］ HAＲＲAD S，HUNTEＲ S． Concentrations of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in air and soil on a rural-urban transect across a major UK
conurbation［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2006，40（ 15） ： 4548-4553．
［35］ JULANDEＲ A，WESTBEＲG H，ENGWALL M，et al．Distribution of brominated flame retardants in different dust fractions in air from an
electronics recycling facility［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2005，350（ 1-3） ： 151-160．
［36］ TIAN M，CHEN S J，WANG J，et al． Brominated flame retardants in the atmosphere of e-waste and rural sites in southern China： Seasonal
variation，temperature dependence，and gas-particle partitioning［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2011，45（ 20） ： 8819-8825．
［37］ BUTT C M，DIAMOND M L，TＲUONG J．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in southern Ontario as measured in indoor
and outdoor window organic films［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2004，38（ 3） ： 724-731．
［38］ WILFOＲD B H，HAＲNEＲ T，ZHU J P，et al． Passive sampling survey of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 flame retardant in indoor and
outdoor air in Ottawa，Canada： implications for sources and exposure［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2004，38 （ 20 ） ：
5312-5318．
［39］ CHEN L G，MAI B X，XU Z C，et al． In- and outdoor sources of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and their human inhalation exposure in
Guangzhou，China［J］． Atmospheric Environment，2008，42（ 1） ： 78-86．
［40］ TUE N M，TAKAHASHI S，SUZUKI G，et al． Contamination of indoor dust and air by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and brominated flame
retardants and relevance of non-dietary exposure in Vietnamese informal e-waste recycling sites［J］．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2013，51
（ 5） ： 160-167．
［41］

LI Y，CHEN L，WEN Z H，et al． Characterizing distribution，sources，and potential health risk of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 PBDEs） in office environment［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2015，198： 25-31．

［42］ ZHUN Z，LIU L Y，MA W L，et al．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PBDEs） in the indoor dust in China： Levels，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human exposure［J］． Ecotoxi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afety，2015，111： 1-8．
［43］ 韩文亮，冯加良，彭小霞，等．上海室内环境中多溴联苯醚的沉降通量与组成［J］． 环境科学，
2010，
31（ 3） ： 579-585．
HAN W L，FENG J L，PENG X X． Indoor deposition flux and congener profiles of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PBDEs） in Shanghai，
China［J］． Environmental Science，2010，31（ 3） ： 579-585（ in Chinese） ．
［44］ TOMY G，TITTLEMIEＲ U，BＲAEKEVELT E，et al．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brominated flame retardants［C］． Stockholm：
AB Firmatryck，2001，104-107．
［45］ WATANABE I，SAKAI S． Environmental release and behavior of brominated flame retardants［J］．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2003，29
（ 6） ： 665-682．
［46］ STＲEETS S S，HENDEＲSON S A，STONEＲ A D，et al． Partitioning and bioaccumulation of PBDEs and PCBs in Lake Michigan［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2006，40（ 23） ： 7263-7269．
［47］ LAW K，HALLDOＲSON T，DANELL Ｒ，et al． Bioaccumulation and trophic transfer of some brominated flame retardants in a Lake
Winnipeg（ Canada） food web［J］． Environmental Toxicology and Chemistry，2006，25（ 8） ： 2177-2186．
［48］ VECCHIATO M，AＲGIＲIADIS E，ZAMBON S，et al．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POPs） in Antarctica： Occurrence in continental and
coastal surface snow［J］． Microchemical Journal，2015，119： 75-82．
［49］ BOOIJ K，ZEGEＲS B N，BOON J P． Levels of some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 PBDE） flame retardants along the Dutch coast as
derived from their accumulation in SPMDs and blue mussels（ Mytilus edulis） ［J］． Chemosphere，2002，46（ 5） ： 683-688．
［50］ LUO X J，YU M，MAI B X，et al． Distribution and partition of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PBDEs） in water of the Zhujiang Ｒiver
Estuary［J］．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2008，53（ 4） ： 493-500．
［51］ BOGDAL C，SCHEＲINGEＲ M，SCHMID P，et al． Levels，fluxes and time trends of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in Lake Thun，
Switzerland： Combining trace analysis and multimedia modeling［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2010，408（ 17） ： 3654-3663．
［52］ OＲAM J J，MCKEE L J，WEＲME C E，et al． A mass budget of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in San Francisco Bay，CA［J］．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2008，34（ 8） ： 1137-1147．
［53］ WANG J X，LIN Z K，LIN K F，et al．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in water，sediment，soil，and biological samples from different
industrial areas in Zhejiang，China［J］．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2011，197（ 6） ： 211-219．
［54］ WU J P，LUO X J，ZHANG Y，et al． Bioaccumulation of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PBDEs） and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 PCBs）
in wild aquatic species from an electronic waste（ e-waste） recycling site in South China［J］．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2008，34（ 8） ：

12 期

王森等： 环境介质中多溴联苯醚（ PBDEs） 分布特征的研究进展

2595

1109-1113．
［55］ GE J，LIU M X，YUN X Y，et al． Occurrence，distribution and seasonal variations of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and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in surface waters of the East Lake，China［J］． Chemosphere，2014，103（ 5） ： 256-262．
［56］ SONG W，FOＲD J C，LI A，et al．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in the sediments of the Great Lakes． 1． Lake Superior［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2004，38（ 12） ： 3286-3293．
［57］ SONG W，LI A，FOＲD J C，et al．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in the sediments of the Great Lakes． 2． Lakes Michigan and Huron［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2005，39（ 10） ： 3474-3479．
［58］ SONG W，FOＲD J C，LI A，et al．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in the sediments of the Great Lakes． 3． Lake Ontario and Erie［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2005，39（ 15） ： 5600-5605．
［59］ ZHU H W，WANG Y，WANG X W，et al． Distribution and accumulation of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PBDEs） in Hong Kong
mangrove sediments［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2014，468-469： 130-139．
［60］ MOON H B，KANNAN K，CHOI M，et al．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PBDEs） in marine sediments from industrialized bays of Korea
［J］． 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2007，54（ 9） ： 1402-1412．
［61］ MOON H B，KANNAN K，LEE S J，et al．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PBDEs） in sediment and bivalves from Korean coastal waters
［J］． Chemosphere，2007，66（ 2） ： 243-251．
［62］ BＲANDSMA S H，LEONAＲDS P E，LESLIE H A，et al． Tracing organophosphorus and brominated flame retardants and plasticizers in an
estuarine food web［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2015，505（ 505C） ： 22-31．
［63］ MAI B X，CHEN S J，LUO X J，et al． Distribution of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in sediments of the Pearl Ｒiver Delta and adjacent
South China Sea［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2005，39（ 10） ： 3521-3527．
［64］

CHEN S J，GAO X J，MAI B X，et al．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in surface sediments of the Yangtze Ｒiver Delta： Levels，
distribution and potential hydrodynamic influence［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2006，144（ 3） ： 951-957．

［65］ 吕建霞，王亚韡，张庆华，等．天津大沽排污河河口沉积物多溴联苯醚、有机氯农药和重金属的污染趋势［J］． 科学通报，2007，52
（ 3） ： 277-282．
L J X，WANG Y W，ZHANG Q H． Contamination trends of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organochlorine pesticides and heavy metals
in sediments from Dagu Drainage Ｒiver estuary，Tianjin［J］．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2007，52（ 3） ： 277-282（ in Chinese） ．
［66］ JIANG J J，LEE C L，FANG M D，et al．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and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in sediments of southwest Taiwan：
Ｒ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potential sources［J］． 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2011，62（ 4） ： 815-823．
［67］ WANG T，LI S S，ZHANG C，et al． Quantities，sources and adsorption of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in components of surficial
sediments collected in Songhua Ｒiver（ Jilin City） ，China［J］． Chemosphere，2015，119（ 119C） ： 1208-1216．
［68］ LIU L L，LI H，WANG Z P，et al． Insights into spatially and temporally co-occurring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in sediments of the
East China Sea［J］． Chemosphere，2015，123： 55-63．
［69］ MAＲVIN C，WILLIAMS D，KUNTZ K，et al． Temporal trends in polychlorinated dibenzo-p-dioxins and dibenzofurans，dioxin-like PCBs，
and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in Niagara river suspended sediments［J］． Chemosphere，2007，67（ 9） ： 1808-1815．
［70］

NOＲTH K D． Tracking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 releases in a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effluent，Palo Alto，California［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2004，38（ 17） ： 4484-4488．

［71］ KNOTH W，MANN W，MEYEＲ Ｒ，et al．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 in sewage sludge in Germany［J］． Chemosphere，2007，67（ 9） ：
1831-1837．
［72］ WANG Y W，ZHANG Q H，LV J X，et al．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and organochlorine pesticides in sewage sludge of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s in China［J］． Chemosphere，2007，68（ 9） ： 1683-1691．
［73］

ELJAＲＲAT E，MAＲSH G，LABANDEIＲA A，et al． Effect of sewage sludges contaminated with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on
agricultural soils［J］． Chemosphere，2008，71（ 6） ： 1079-1086．

［74］ GEVAO B，MUZAINI S，HELALEH M，et al． Occurrence and concentrations of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in sewage sludge from
three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s in Kuwait［J］． Chemosphere，2008，71（ 2） ： 242-247．
［75］ ANDＲADE N A，MCCONNEL L L，TOＲＲENTS A，et al． Persistence of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in agricultural soils after biosolids
applications［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 Food Chemistry，2010，58（ 5） ： 3077-3084．
［76］ PENG X Z，TANG C M，YU Y Y，et al． Concentrations，transport，fate，and releases of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in sewage
treatment plants in the Pearl Ｒiver Delta，South China［J］．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2009，35（ 2） ： 303-309．
［77］ STIBOＲOVA H，VＲKOSLAVOVA J，LOVECKA P，et al． Aerobic biodegradation of selected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PBDEs） in
wastewater sewage sludge［J］． Chemosphere，2015，118： 315-321．
［78］ HASSANIN A，BＲEIVIK K，MEIJEＲ S N，et al． PBDEs in European background soils： levels and factors controlling their distribution
［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2004，38（ 3） ： 738-745．
［79］ LEUNG A O，LUKSEMBUＲG W J，WONG A S，et al．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and polychlorinated dibenzop-dioxins and dibenzofurans in soil and combusted residue at Guiyu， an electronic waste recycling site in Southeast China［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2007，41（ 8） ： 2730-2737．

环

2596

境

化

学

36 卷

［80］ WANG P，ZHANG Q H，WANG Y W，et al． Altitude dependence of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PCBs） and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PBDEs） in surface soil from Tibetan Plateau，China［J］． Chemosphere，2009，76（ 11） ： 1498-1504．
［81］ MA J，ADDINK Ｒ，YUN S，et al． Polybrominated dibenzo-p-dioxins / dibenzofurans and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in soil，vegetation，
workshop-floor dust，and electronic shredder residue from an electronic waste recycling facility and in soils from a chemical industrial
complex in Eastern China［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2009，43（ 19） ： 7350-7356．
［82］ WANG Y，LUO C L，LI J，et al． Characterization of PBDEs in soils and vegetations near an e-waste recycling site in South China［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2011，159（ 10） ： 2443-2448．
［83］ ZHENG X Y，LIU X D，JIANG G B，et al． Distribution of PCBs and PBDEs in soils along the altitudinal gradients of Balang Mountain，
the east edge of the Tibetan Plateau［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2012，161（ 1） ： 101-106．
［84］ YUAN G L，HAN P，XIE W，et al． Altitudinal distribution of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PBDEs） in the soil along Central Tibetan
Plateau，China［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2012，433（ 7） ： 44-49．
［85］ SUN Y，YUAN G L，LI J，et al．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PBDEs） in surface soils near the Changwengluozha Glacier of Central
Tibetan Plateau，China［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2015，511： 399-406．
［86］ CHENG Z N，WANG Y，WANG S Ｒ，et al． The influence of land use on the concentration and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PBDEs in soils of an
e-waste recycling region of South China［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2014，191： 126-131．
［87］ NIE Z Q，TIAN S L，TIAN Y J，et al． The distribution and biomagnification of higher brominated BDEs in terrestrial organisms affected by
a typical e-waste burning site in South China［J］． Chemosphere，2015，118C（ 1） ： 301-308．
［88］ ZHENG X B，LUO X J，ZHENG J，et al． Contaminant sources，gastrointestinal absorption，and tissue distribution of organohalogenated
pollutants in chicken from an e-waste site［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2015，505（ 505C） ： 1003-1010．
［89］ 高永飞，王璞，陈卫海，等． 喜马拉雅山区葇籽草和棘豆样品中 PCBs，PBDEs 和 PCDD / Fs 的分析［J］． 环境化学，2010，31 （ 1） ：
26-30．
GAO Y F，WANG P，CHEN W H，et al． PCBs，PBDEs and PCDD / Fs in the grass samples from the Himalayas［J］． Environmental
Chemistry，2010，31（ 1） ： 26-30（ in Chinese） ．
［90］ MAHMOOD A，MALIK Ｒ N，SYED J H，et al． Dietary exposure and screening-level risk assessment of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 PBDEs） and dechloran plus（ DP） in wheat，rice，soil，and air along two tributaries of the Ｒiver Chenab，Pakistan［J］． Chemosphere，
2015，118（ 1） ： 57-64．
［91］ JIN J，LIU W Z，WANG Y，et al． Levels and distribution of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in plant，shelfish and sediment samples from
Laizhou Bay in China［J］． Chemosphere，2008，71（ 6） ： 1043-1050．
［92］ SALAMOVA A，HITES Ｒ A． Brominated and chlorinated flame retardants in tree bark from around the globe［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2013，47（ 1） ： 349-354．
［93］ KELLY B C，IKONOMOU M G，BLAIＲ J D，et al． Bioaccumulation behaviour of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 PBDEs） in a Canadian
Arctic marine food web［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2008，401（ 1-3） ： 60-72．
［94］ 史双昕，曾良子，周丽，等． 江苏经济高速发展城市香樟树皮中的多溴联苯醚［J］． 环境科学，
2011，
32（ 9） ： 2654-2660．
SHI S X，ZENG L Z，ZHOU L，et al．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in camphor bark from speedy developing urban in Jiangsu Province
［J］． Environmental Science，2011，32（ 9） ： 2654-2660（ in Chinese） ．
［95］

ZHAO Y L，YANG L M，WANG Q Q． Modeling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 （ POP ） partitioning between tree bark and air and its
application to spatial monitoring of atmospheric POPs in mainland China［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2008，42 （ 16 ） ：
6046-6051．

［96］ YUAN H D，JIN J，BAI Y，et al． Concentrations and distributions of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and novel brominated flame retardants
in tree bark and human hair from Yunnan Province，China［J］． Chemosphere，2016，154： 319-325．
［97］ ZHU L，HITES Ｒ A． Brominated flame retardants in tree bark from North America［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2006，40
（ 12） ： 3711-3716
［98］

WEN S，YANG F，LI J G，et al． Polychlorinated dibenzo-p-dioxin and dibenzofurans （ PCDD / Fs）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 PBDEs） ，and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PCBs） monitored by tree bark in an E-waste recycling area［J］． Chemosphere，2009，74（ 7） ：
981-987．

［99］ HU J C，JIN J，WANG Y，et al． Levels of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and hexabromocyclododecane in the atmosphere and tree bark
from Beijing，China［J］． Chemosphere，2011，84（ 3） ： 355-360．
［100］ WANG S，ZHANG S Z，HUANG H L，et al． Characterization of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 PBDEs） and hydroxylated and
methoxylated PBDEs in soils and plants from an e-waste area，China［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2014，184： 405-413．
［101］ DOMINGO J L，MAＲTI-CID Ｒ，CASTELL V，et al． Human exposure to PBDEs through the diet in Catalonia，Spain： Temporal trend． A
review of recent literature on dietary PBDE intake［J］． Toxicology，2008，248（ 1） ： 25-32．
［102］ ZHU C F，LI Y M，WANG P，et al．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 PCBs） and polybrominated biphenyl ethers（ PBDEs） in environmental
samples from Ny-lesund and London Island，Svalbard，the Arctic［J］． Chemosphere，2015，126（ 1） ： 40-46．
［103］ ST-AMAND A D，MAYEＲ P M，BLAIS J M． Seasonal trends in vegetation and atmospheric concentrations of PAHs and PBDEs near a

12 期

王森等： 环境介质中多溴联苯醚（ PBDEs） 分布特征的研究进展

2597

sanitary landfill［J］． Atmospheric Environment，2008，42（ 13） ： 2948-2958．
［104］ 刘娟，罗孝俊，陈社军，等． 电子垃圾回收地散养家禽（ 鸡） 中多溴联苯醚（ PBDEs） 的浓度与分布模式［J］． 现代农业科技，2009，
（ 24） ： 293-297．
LIU J，LUO J X，CHEN S J，et al． Concentration and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 PBDEs） in scatterfed
Chicken from electronic waster recycling site［J］． Modern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09，（ 24） ： 293-297（ in Chinese） ．
［105］ 胡国成，许振成，戴家银，等． 有 机 氯 农 药 和 多 溴联苯 醚 在 白 洋 淀 鸭 子 组 织 中 分 布 特 征 研 究［J］． 环 境 科 学，2010，31 （ 12） ：
3081-3087．
HU G C，XU Z C，DAI J Y，et 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 of organochlorine pesticides and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in tissues of
ducks from Baiyangdian Lake，North China［J］． Environmental Science，2010，31（ 12） ： 3081-3087（ in Chinese） ．
［106］ QIN X F，QIN Z F，LI Y，et al．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in chicken tissues and eggs from an electronic waste recycling area in
southeast China［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2011，23（ 1） ： 133-138．
［107］ TANG W B，HUANG K，ZHAO J H，et al．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in resident Eurasian Tree Sparrow from Shanghai：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and implication for potential sources［J］． Chemosphere，2015，126： 25-31．
［108］ HUANG K，LIN K F，GUO J，et al．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in birds from Chongming Island，Yangtze estuary，China： Insight
into migratory behavior［J］． Chemosphere，2013，91（ 10） ： 1416-1425．
［109］ DASO A P，OKONKWO J O，JANSEN Ｒ，et al．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 PBDEs） in eggshells of the Southern Ground-Hornbill
（ Bucorvus leadbeateri） and Wattled Crane （ Bugeranus carunculatus） in South Africa［J］． Chemosphere，2015，118（ 1） ： 284-292．
［110］ HU G C，LUO X J，DAI J Y，et al． Brominated flame retardants，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and organochlorine pesticides in captive
giant panda （ Ailuropoda melanoleuca） and red panda （ Ailurus fulgens） from China［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2008，42
（ 13） ： 4704-4709．
［111］ KANNAN K，YUN S H，EVANS T J． Chlorinated，brominated，and perfluorinated contaminants in livers of polar bears from Alaska［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2005，39（ 23） ： 9057-9063．
［112］ YU L H，LUO X J，WU J P，et al． Biomagnification of higher brominated PBDE congeners in an urban terrestrial food web in North China
based on field observation of prey deliveries［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2011，45（ 12） ： 5125-5131．
［113］ YANG Ｒ Q，JING C Y，ZHANG Q H，et al．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 PBDEs） and mercury in fish from lakes of the Tibetan
Plateau［J］． Chemosphere，2011，83（ 6） ： 862-867．
［114］ MIGE C，PEＲETTI A，LABADIE P，et al． Occurrence of priority and emerging organic compounds in fishes from the Ｒhone Ｒiver
（ France） ［J］． Analytical and Bioanalytical Chemistry，2012，404（ 9） ： 2721-2735．
［115］ JＲGENS M D， JOHNSON A C， JONES K C， et al． The presence of EU priority substances mercury， hexachlorobenzene，
hexachlorobutadiene and PBDEs in wild fish from four English rivers［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2013，461-462（ 7） ： 441-452．
［116］ SUN Ｒ X，LUO X J，TANG B，et al． Persistent halogenated compounds in fish from rivers in the Pearl Ｒiver Delta，South China：
Geographical pattern and implications for anthropogenic effects on the environment［J］． Environmental Ｒesearch，2016，146 （ 6 ） ：
371-378．
［117］ 郭英，唐洪磊，孟祥周，等． 多溴联苯醚在桂花鱼体内的分布［J］． 环境科学，
2007，
28（ 12） ： 2806-2810．
GUO Y，TANG H L，MENG X Z，et al． Tissue distribution of PBDEs in Mandarin fish［J］． Environmental Science，2007，28（ 12） ：
2806-2810（ in Chinese） ．
［118］ 向彩红，罗孝俊，余梅，等． 珠江河口水生生物中多溴联苯醚的分布［J］． 环境科学，
2006，
27（ 9） ： 1732-1737．
XIANG C H，LUO X J，YU M，et al． Distribution of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in aquatic species from the Pearl Ｒiver estuary［J］．
Environmental Science，2006，27（ 9） ： 1732-1737（ in Chinese） ．
［119］ 王俊霞，王春艳，刘莉莉，等． 多溴联苯醚在市场鲫鱼体内分布和食鱼暴露量［J］． 环境科学，
2014，
35（ 8） ： 3175-3182．
WANG J X，WANG C Y，LIU L L，et al． Distribution of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in wild crucian carp and exposure estimation of
dietary intake［J］． Environmental Science，2014，35（ 8） ： 3175-3182（ in Chinese） ．
［120］ 田胜艳，梁贤伟，祝凌燕． 多溴联苯醚的生物富集与生物有效性 / / 第六届全国环境化学大会暨环境科学仪器与分析仪器展览会
摘要集［C］．2011 年．
TIAN S Y，LIANG X W，ZHU L Y． Bioaccumulation and bioavailability of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 / The abstract book of the 6th
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al chemistry and the exhibition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instruments and analytical instruments［C］．
2011（ in Chinese） ．
［121］ SHE J W，PETＲEAS M，WINKLEＲ J，et al． PBDEs in the San Francisco Bay area： Measurements in harbor seal blubber and human
breast adipose tissue［J］． Chemosphere，2002，46（ 5） ： 697-707．
［122］ ＲAMU K，KAJIWAＲA N，LAM P K S，et al． Temporal variation and biomagnification of organohalogen compounds in finless porpoises
（ Neophocaena phocaenoides） from the South China Sea［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2006，144： 516-523．
［123］ ＲOTANDEＲ A，BAVEL B V，POLDEＲ A，et al．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 PBDEs） in marine mammals from Arctic and North
Atlantic regions，1986-2009［J］．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2012，40（ 2） ： 102-109．
［124］ ＲOSS P S，NOL M，LAMBOUM D，et al． Declining concentrations of persistent PCBs，PBDEs，PCDEs，and PCNs in harbor seals

环

2598

境

化

学

36 卷

（ Phoca vitulina） from the Salish Sea［J］． Progress in Oceanography，2013，
115（ 4） ： 160-170．
［125］ HOUDE M，WANG X，FEＲGUSON S H，et al． Spatial and temporal trends of alternative flame retardants and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in ringed seals （ Phoca hispida） across the Canadian Arctic［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2017，223： 266-276．
［126］ SHI Z X，JIAO Y，HU Y，et al． Levels of tetrabromobisphenol A，hexabromocyclododecanes and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in
human milk from the general population in Beijing，China［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2013，452-453（ 452-453C） ： 10-18．
［127］ PAＲK J S，SHE J W，HOLDEN A，et al． Postnatal exposures to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PBDEs） and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 PCBs） via breast milk in California： Does BDE-209 transfer to breast milk？ ［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2011，45
（ 10） ： 4579-4585．
［128］ ZHU L Y，MA B L，LI J G，et al． Distribution of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in breast milk from North China： Implication of exposure
pathways［J］． Chemosphere，2009，74（ 11） ： 1429-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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