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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采样技术不需要任何外力，具有操作简单、安全可靠等特点，在环境领域表现出良好的应用前

景．本文回顾了水体被动采样技术的发展历程，简要介绍了被动采样技术定量方法，介绍并讨论了典型无机、
有机水体被动采样装置特点、应用和发展趋势．其中，沉积物-水界面有机污染物被动采样以及水体无机 / 有机
污染物被动采样是近些年被动采样技术的重要发展方向．最后，对水体被动采样技术在构型设计、应用范围、
理论推进、与生物分析结合以及方法标准化方面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

被动采样，水环境，无机 / 有机污染物，自由溶解态浓度，时间加权平均浓度．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s of passive sampling techniques
in aquatic environment： A review
LEI Pei 1，2，3，4

SHAN Baoqing 2＊＊

ZHANG Hong 2

（ 1． Key Laboratory of Optoelectronic Devices and Systems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Guangdong Province，
College of Optoelectronic Engineering，Shenzhen University，Shenzhen，518060，China；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al Aquatic Chemistry，Research Center for Eco-Environmental Sciences，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85，China；

3．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Shenzhen University，Shenzhen，518060，China；

4． School of Environment，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210046，China）

Abstract： Due to its advantages of easy handling and reliability，passive sampling technique （ PST）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PST，and briefly introduces the methodology of monitoring pollutants in water environment using this
technique． We introduce the features and applications of some typical passive samplers for measuring
inorganic and / or organic pollutants． The development of passive samplers for monitoring the organic
pollutants across the sediment-water interface，and those for simultaneously acquiring inorganic and
organic pollutants in waters have drawn great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theory， design，
configuration， application， integrated

analysis

with

biomonitoring， and

methodological

standardization for future development of PST are also proposed in this review．
Keywords： passive sampling， water environment， inorganic and / or organic pollutants，freely
dissolved concentration，time-weighted average concen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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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采样与被动采样（ Active sampling and passive sampling）
目前，环境 领 域 中 最 常 用 的、理 论 和 技 术 应 用 认 可 度 高 的 采 样 方 法 仍 然 是 主 动 采 样 （ active

1

sampling） ，显然，主动采样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仍会占据主导地位［1］． 尽管现代分析测试技术快速发展使
［2］
主动采样的水平大幅度提高，但由于自身固有特点其应用仍存在一定的局限 ． 例如，主动采样获取的
环境样品只能代表采样瞬间的污染状况 ，如果只按照设定的频率进行采样，有可能错失对脉冲污染事件
（ pulse concentration events） 的有效捕捉（ 图 1） ，测定的结果可能难以代表此时期内污染物的真实污染水
［3-4］
． 更重要的是，主动采样获取的污染物浓度是污染物在环境介质中
平，
不能描述整个污染事件的变化
现存化学形式的总浓度，而非污染物的自由溶解态浓度 （ 即有效浓度或活性浓度 ） ，从而难以准确反映
［5］

污染物的生物或毒性效应

． 其中，污染物自由溶解态浓度与毒性效应 、生物富集具有密切的关系，普遍

［6］
认为只有自由溶解态的污染物才能被生物富集 ． 因此，传统的离心过滤或抽滤仅能除去污染物的颗粒
结合态，测定的浓度远大于其自由溶解态浓度 ，这也表明以主动采样获取的污染物浓度来进行环境效应

评估往往会产生过高的结果．

图1
Fig．1

水体中污染物实际浓度（ 实线） 和被动采样获取浓度（ 虚线） 变化概图

Conceptual diagram of the concentration of contaminants in water environment shown as the actual
concentration （ the solid line） and the passive sampling－based concentration （ the dotted line）

因此，选择并发展高效、经济的采样技术对于水环境中微量 、痕量污染物的监测非常重要． 被动采样
技术（ passive sampling） 可在不影响主体溶液情况下进行原位采样，在几天到几个月内获得污染物的时
［7］
间加权平均浓度（ time-weighted average concentration，TWA） ，从而评估污染物的生物累积效应 ． 被动

采样是指环境中污染物在环境介质和吸附相存在化学位差 ，基于渗透或分子扩散原理，污染物会顺着化
［8］

学位差以被动扩散的方式自行进入到吸附相上 ，从而实现环境中目标物富集的方法

． 被动采样对污染

物的采集速率相对较低，所以在低浓度环境中采样需要较长的时间； 但这也可看成该技术的优势，它能
很容易地获取目标污染物 TWA 浓度，能更加全面地反映了这些污染物的长期效应 ．
水体被动采样技术的发展（ Development of passive sampling techniques in water environment）

2

被动采样技术的作用

2．1

当前全球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 ，快速、高效、低成本的集成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对监测环境中污染
物浓度和归趋，并准确评估它们的毒性和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而被动采样技术能很好地满足这些要求．
尽管被动采样理念的提出已逾百余年 ，但该技术仍然处于发展和完善的阶段 ． 近 30 年来，有关被动采样
技术的文献报道数量迅速增加，其中，环境科学、公共环境与职业健康以及毒理学一直是研究关注的热
点． 对被动采样技术在环境领域中的应用情况进行统计 ，从 1999 年到 2009 年的 10 年中，约有 51% 的文
献报道是关于被动采样技术在水环境中的研究与应用 ，成为环境科领学领域中最主要的研究方向； 其
中，
被动采样技术在地下水、沉积物孔隙水中应用的文献报道占比分别为 7% 和 4%，也有一定程度的关
［4］

注

． 由此说明，被动采样技术已成为重要的检测手段，尤其在水环境监测和风险评估方面表现出强大

的实用性和应用潜力． 被动采样技术主要作用归纳如下：
（ 1） 区域或流域尺度上筛查污染物和源解析 ，定性或半定量检出、识别污染物，绘制区域污染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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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11］
．
分布图，为污染物控制与环境管理提供支撑
（ 2） 获取污染物的时间加权平均浓度 ： 短时间序列 （ 小时或天 ） 用于污染物迁移、扩散等过程研究，
为污染物输移建模提供数据； 长时间序列 （ 月或年 ） 主要用于识别区域污染物“源或汇 ”作用和变化
［12-14］

趋势

．

（ 3） 从事特殊职业人群的暴露风险评估［15］．
（ 4） 评估污染物的生物有效性［16］．
（ 5） 与生物测试结合可提供有关毒理效应的数据与信息［17］．
2．2

被动采样技术的优势

相比于传统的主动采样或生物监测等技术 ，被动采样技术对目标污染物的富集更接近于污染物在
生物体内的吸收或富集，具有非常显著的优势： 无需外加动力、采样成本较低； 操作简单易行，有较高的
灵敏度； 微耗式采样，反映采样时间污染物的浓度变化； 获取污染物的自由溶解态浓度，通常也不会破环
［3，
18］
． 这些优势让被
目标物在自由态与结合态之间的分配平衡，较好地评估有毒污染物的生物累积效应
动采样技术在水环境领域中表现出良好的应用前景 （ 表 1） ．
表1
Table 1

水体采样技术比较

Comparison of sampling techniques used in water environment

应用特点
Application characteristics

被动采样
Passive sampling

灵敏度和检出限

生物监测（ 以贻贝为例）
Bio-monitoring （ mussels）

原位主动采样
In-situ sampling

+

+

NA

采集溶解态有机污染物

++

+

NA

采集颗粒态有机污染物

×

NA

+

采集低分子化合物

NA

NA

NA

近距离野外监测适应性

++

+

+

远距离野外监测适应性

++

+

NA

评估生物有效性

+

++

NA

野外污染的可能性

+

+

NA

样品采集的简便性

+

+

NA

样品预处理的简便性

NA

×

NA

装置投资成本

NA

+

NA

采样分析成本

+

NA

NA

注： ++，很好； +，良好； ×，不合适； NA，not applicable，不适用； 内容修改自文献［3］．
Notes： ++，very good； +，good； ×，not suitable； NA，not applicable； This table was revised from reference ［3］．

2．3

水体被动采样技术的发展历程

对环境领域中水体被动采样技术发展历程主要里程碑事件进行整理 ，如表 2 所示． 早在 19 世纪时，
就有学者使用碘化钾浸润的“测试试纸”来测量地面的臭氧浓度，体现了“被动采样 ”的理念； 在随后百
［19］
余年的时间里，被动采样技术基本上都应用于大气污染物 （ 如 NO 2 、SO 2 、O 3 等） 的测定 ，这可能与全球
大范围内出现空气污染事件有关 ．
20 世纪 80 年代，水体被动采样技术开始逐步得到关注，并迅速发展起
随着水污染问题日益严重，
来．1974 年，Bene 利用通过向渗析装置中预装纯净水来实现水环境中无机微量金属元素的半连续监
［20］

测，首次开展了被动采样技术在水环境中的应用

．1976 年，渗析装置开始原位应用于沉积物孔隙水中

［21-22］

； 随后，类“peeper”被动渗析装置就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应用于地表

无机污染物平衡浓度的测定

［23-24］

水或孔隙水中无机污染物的测定

．1992 年，包含有多孔聚四氟乙烯 （ PTFE） 膜及分离溶液组成的支

［25］
撑液膜（ supported liquid membrane，SLM） 装置被用于测定生物可利用性的痕量重金属 ．1994 年，薄膜
梯度扩散技术 （ DGT） 实现了沉积物-水界面垂向尺度高分辨率 （ 毫米级 ） 重金属离子浓度剖面的获
［26］

取

．21 世纪以来，这些被动采样技术被广泛地应用于水环境的研究和应用中 ，极大地深化了人们对这

些无机污染物在水环境中迁移转化及其生物效应的认识 ．
在无机污染物被动采样技术得到发展的同时 ，针对低浓度但具有高毒性的疏水性有机污染物的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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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采样技术也逐步得到了关注．1987 年瑞典 Soedergren 首次向亲水性再生纤维素透析袋内装正己烷 ，实
［27］
现水体中 HOCs 分离和富集，揭开了被动采样技术在水环境中 HOCs 应用的序幕 ．1989 年，固相微萃
取（ SPME） 与气相（ GC） 联用技术被发明出来，该技术集采样、萃取、浓缩、进样、分析于一体，大大简化
［29］
［33］
了痕量有机污染物分析 ，而且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多种新型如顶空固相微萃取 、基质固相微萃
［49］

、微耗式固相微萃取［50］等微型化、自动化的分析技术．1990 年，美国地质调查局 Huckins 等使用高
［30］
． 该技
分子微孔聚合物做成薄层长带，中封中性类脂 （ 如三油酸甘油酯 ） 制成半渗透膜装置 （ SPMDs）
取

［63］
术吸附相类脂物的结构与生物脂肪层接近，因此可很好地用于污染物的生物有效性评估 ．SPMDs 发
展较早，有比较成熟的设计原则、采样方法和处理步骤，目前该技术在水和空气中应用较多 ，在固相介质
［64］
中也 有 少 量 应 用 ． 自 此 之 后，一 些 新 型 被 动 采 样 技 术 不 断 涌 现，如 原 位 浓 度 / 提 取 采 样 器
（ PISCES） ［32］、极性有机物整合采样 （ POCIS） ［39］、Chemcatcher［41］、膜包裹吸收涂层 （ MESCO） ［42］ 等广泛

地用于水环境中有机污染物的测定 ．
表2
Table 2

水体被动采样技术发展历程中主要里程碑事件

Mileston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passive sampling techniques in water environment

时间
Year

主要里程碑事件
Mileston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passive techniques

1974

填充纯水的渗析装置开始用于测定水中无机微量金属

［20］

1976

渗析装置开始原位应用于沉积物孔隙水中无机污染物平衡浓度的测定

［22］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987

内装正己烷的亲水再生纤维素透析袋，用于测定非极性污染物

［27］

1988

内置活性炭的被动采样装置，用于水体或大气中对二甲苯、阿特拉津的测定

［28］

1989

首篇关于固相微萃取（ solid-phase micro-extraction，SPME） 文献报道，SPME 与 GC 联用测定水溶液中污
染物浓度

［29］

1990

首个半渗透膜装置（ semipermeable membrane devices，SPMDs） ，使用低密度聚乙烯做成薄膜长带，填充
中性酯类物质如三油酸甘油酯

［30］

1990

首个具有覆盖涂层微纤维萃取头的 SPME 装置，测量水中 VOCs

［31］

1992

首个支撑液膜（ supported liquid membrane，SLM） 装置，包括多孔聚四氟乙烯（ PTFE） 膜以及两种分离溶
液，测定水中痕量重金属

［25］

1993

原位浓度 / 提取被动采样装置（ passive in-situ concentration / extraction sampler，PISCES） ，由铜镀铬接头和
管道组成，测定河水中 PCBs

［32］

1993

实验分析中引入顶空固相微萃取，用于测定水中苯、甲苯、乙苯、二甲苯和多环芳烃等挥发性有机物污
染物

［33］

1994

首个薄膜梯度扩散（ diffusive gradient in thin lms，DGT） 装置，原位测定水体中微量金属

［26］

1995

由异辛烷填充的聚乙烯管组成的被动采样器，对水环境中有机氯农药等疏水性有机污染物进行测定

［17］

1996

袋式扩散被动采样装置对地下水中 VOCs 进行采样

［34］

1996

实验室验证了利用 SPME 测定水中农药的可行性； Varian 推出首个商用带自动进样器的 SPME

［35］

1997

螯合纤维固相基质（ polyacryloamidoxime） 的原位采样装置，用于测定水中 Pb 和 Cu

［36］

1997

通过填装 C 18 固相材料和 Amberlite 树脂来测定水中 PAHs 的时间加权采样浓度

［37］

1998

使用效能参考化合物（ performance reference compounds，PRCs） 对被动采样浓度测定进行校正

［38］

1999

首次报道了极性有机化合物整合采样装置（ polar organic chemical integrative sampler，POCIS） ，测定亲水
性污染物，如杀虫剂、类固醇、激素、抗生素和个人护理产品等

［39］

1999

Twister-搅拌棒吸附萃取（ stir bar sorptive extraction，SBSE） ，测定水中极性或半极性物质

［40］

2000

首次报道了由扩散障碍层和固体接收相组成的 Chemcatcher 被动采样装置，测定水中有机污染物的时
间加权浓度

［41］

2001

首次报道了膜封闭吸收涂层（ Membrane-enclosed sorptive coating，MESCO） 被动采样装置，支撑棒涂有聚
二甲基硅氧烷（ PDMS） 并封闭在透析膜袋中，测定水中 PAHs、PCBs 等疏水性有机污染物

［42］

2002

新型二维平衡渗析面板，可获取沉积物-水界面孔隙水中活性磷的二维浓度分布，并计算二维平面的扩
散通量

［43］

2003

Ceramic dosimeter，将固体吸附剂填充于陶瓷管中，对地下水苯、甲苯、乙基苯、二甲基苯和萘等进行采集

［44］

2003

首次 将 离 子 液 体 （ ionic liquids，ILs） 引 入 顶 空 液 相 微 萃 取 （ liquid-phase micro-extraction，LPME ） 测
定 PAHs

［45］

2004

没有填充溶剂的 LDPE 条用于空气和水中 PAHs 的被动采样

［46］

2005

使用苯乙烯-二乙烯基苯共聚物（ SDB-RPS） 组成的 Empore 盘测定水样中的阿特拉津、敌草隆、六氮唑
酮和氟甲隆等极性除草剂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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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时间
Year

主要里程碑事件
Mileston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passive techniques

2006

使用包含 3-巯丙基硅胶的 DGT 测定自然水体中的甲基汞（ MeHg）

［48］

2007

使用 Tenax 萃取和基质固相微萃取（ Matrix-SPME） 来研究沉积物中疏水性有机污染物的解吸与化学活
度，并测定沉积物孔隙水中疏水性有机污染物的自由溶解态浓度

［49］

2008

使用微耗式固相微萃取（ Negligible depletion solid-phase micro-extraction，nd-SPME） 评估 PAHs 对微节肢
动物的生物有效性

［50］

2009

以 LDPE 作为吸收相，固定在同铝制框架上垂直插入沉积物中，原位测定沉积物-水界面的 PAHs 浓度
的垂向剖面分布

［51］

2010

Chamber，填充三油酸甘油酯的 LDPE 作为吸附相，原位条件下对沉积物-水界面 PAHs 和 PCB 通量进行
估算

［52］

2011

将吸收基质直接涂覆在由钛等惰性材料的支撑单元上，制成薄膜被动采样装置，用于测定空气或水体
中疏水性有机污染物

［53］

2012

以 XAD18 作为吸收相制成测定痕量有机污染物的 DGT（ 'o-DGT'） ，原位测定抗生素磺胺甲恶唑（ SMX）

［54］

2012

将 AgI 颗粒嵌入氧化锆凝胶形成二维 DGT，同时测定沉积物中溶解性活性磷和溶解性硫分布，并首次
观察它们在沉积物中同步释放的现象

［55］

2013

多段式孔隙水被动采样原位应用装置，以 LDPE 为吸收相，获取高分辨沉积物-水界面中 DDTs 及其代
谢产物自由溶解态浓度，并构建数学模型计算界面通量

［56-57］

2014

利用 DGT 原位测定水或沉积物中 ZnO 纳米颗粒，用于风险评估

［58］

2015

利用 DGT 与液相色谱（ LC） 及冷原子荧光光谱（ CV-AFS） 联用同时测定水环境中 4 种形态无机、有机汞
（ Hg 2+ 、CH3 Hg + 、C 2 H5 Hg + 和 C 6 H5 Hg + ）

［59］

2016

选用商用被动扩散袋（ passive diffusion bags，PDBs） 获取北极圈湖泊中高垂向分辨率（ 0．5 m） 中溶解性
甲烷浓度和同位素组成（ δ 13 C-CH 4 ）

［60］

2016

固相毒性追踪技术（ solid phase adsorption toxin tracking，SPATT） 与高分辨率质谱联用测定海洋生物
毒素

［61］

2017

SPATT 在实验室和野外测定淡水和海水中多种藻毒素，以用于环境中的毒性评估

［62］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进入 21 世纪以来，被动采样技术开始从单一环境介质引入到环境多相界面 、多类别污染物测定的
研究中． 一些没有溶剂填充的低密度聚乙烯 （ LDPE） 膜、聚甲醛（ POM） 膜、聚二甲硅氧烷 （ PDMS） 等吸收
相能在较短时间达到平衡而具有应用优势 ； 在此基础上也研发了用于估算沉积物 -水界面有机污染物通
［52，
56，
65］
． 而在近十年来，主要针对水环境中
量的 Chamber、多段式孔隙水有机污染物测定等原位应用装置
无机污染物测定的薄膜梯度扩散技术 （ DGT） 也逐步拓展到多类别污染物 （ 如甲基汞、抗生素、溶解硫、
［66］
纳米颗粒等） 的研究和应用中，相关研究也都取得了很好的结果 ．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被动采样技术
在理论体系完善、校正方法的修正、装置的研发应用推广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并朝着多范围新
型污染物同步监测、多种前处理-分析技术联用，环境采样-浓度测定-生物 / 毒性效应分析集成等方向
发展．
3

水体被动采样技术的定量（ Quantitation for passive sampling techniques in water environment）

被动采样技术进行野外应用最重要的一点是能够通过被动采样装置吸收相中目标物浓度来推算出
环境介质中污染物的浓度． 因此，需要对被动采样装置采集污染物的过程进行分析，以确保该技术的准
确定量． 基于平衡渗析的 Peeper 等无机污染物被动采样技术的定量相对简单 ，主要是根据吸收相中测得
污染物浓度来直接或间接估算水体中污染物浓度 ； 而包含吸收相、扩散障碍层的有机污染物被动采样技
术（ 如 SPMDs） 因为涉及到污染物进入多相介质的扩散过程 ，所以相对复杂，其定量方法简要介绍如下．
3．1 被动采样装置中污染物的传质过程
（ 1） 污染物进入吸收相的被动采样过程
水环境中污染物被动扩散进入被动采样装置可看成污染物的多相传质 （ 图 2） ． 通常被动采样装置
一般由中间的吸收相组成的吸附层 ，以及其外围包裹的过滤膜层构成，整体再置于钢性保护层中． 最外
面的钢性保护层能保证内部结构尽量少受到水流和颗粒物的干扰 ． 水环境中的污染物会首先进入钢性
保护层中的水边界层（ water boundary layer，WBL） 中，此时，污染物的对流传输逐渐减少，分别通过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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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膜和过滤层，直到被分子扩散取代，最后污染物进入到装置内部的吸收相 ，被其吸附、富集
（ 2） 被动采样的简化模型

．

过去几十年中，学者们提出了许多模型以更好地理解被动采样装置对污染物吸附的动力学过程 ，为
被动采样装置的构型设计和原位应用校准提供依据 ． 这些模型因为相组成的不同有一定的差别 ，但大多
数模型都是基于一些简化的共性假设而得以应用 ，如存在稳态 （ 或伪稳定 ） 的条件，膜相中的污染物具
有线性的浓度梯度． 被广泛采纳和应用的是 Huckins 于 1993 年提出描述 SPMDs 富集有机物的数学模
型，
该模型将 SPMDs 看成整体，假设污染物进入半渗透膜是 SPMDs 对有机物富集过程唯一的速度控制
［67］
步骤 ． 目标物在吸附相上的富集随时间可依次分为动力学阶段和平衡阶段 （ 图 3） ，两个阶段有不同的
［10］

定量方法

图2

．

图3

污染物进入水体被动采样装置的浓度剖面分布

Fig．2

被动采样装置对污染物的吸收曲线
（ 动力学阶段和平衡阶段） ［11］

δ 指各膜的厚度，修改自文献［8］

Schematic diagram of concentration profiles in a

Fig．3

dual-phase passive sampling device with a exterior biofilm

Uptake curve （ kinetic and equilibrium）

of a contaminant by a passive sampler

δ indicate the effective thickness of the respective phases，
this figure was revised from reference ［8］

将目标物在吸收相与水相间的交换动力学简化为一级数学模型 ：
k1
C s（ t） = C w （ 1 － e －k2t ）
k2

（ 1）

式中，C s（ t） 是经过采样时间 t 后吸收相中目标物浓度，C w 是水环境中目标物浓度，k 1 和 k 2 分别是吸收相
对目标物的吸附和解吸速率常数 ． 公式 1 显示吸收相对目标物的吸附和初始量 （ 放置之前已存于被动采
样装置中） 解吸具有叠加效应，即当被动采样装置中目标物初始浓度如果大于或接近于平衡时的浓度 ，
通过扣除计算就可能得到负的浓度 ，而这在实际应用时可能会出现问题，因此，在使用之前一般要对吸
收相进行纯化处理以消除本底污染的干扰 ，同时在应用时做好严格的质量控制． 对于特定目标物可假设
其吸附和解吸速率都以相同常数 k e 来表示，可根据效能参考化合物 （ performance reference compounds，
PRCs） 解吸速率来确定［68］．
3．2 基于平衡模型的被动采样定量（ 平衡法）
当被动采样装置在水环境中放置足够长时间 （ 即认为 t 趋于∞ ） ，此时目标物在水相和吸收相之间
就会建立起动态平衡，公式 1 可进一步简化为：
Cs = Cw

k1
k2

= C w K sw

（ 2）

式中，C s 、C w 分别为吸收相和水相中目标物的浓度，K sw 为目标物在吸收相与水相之间的平衡分配系数 ．
通常只要得到与野外环境相近的 K sw 值，就可实现目标物的定量，实际操作和计算也比较简单． 平衡法要
［69］
求样品不能超过吸收相的吸附容量 ，且要求响应时间要低于环境中出现污染波动的时间 ． 该方法在
原位应用时也存在一定局限： 如对疏水性强 （ K OW ＞ 6） 的有机物进行被动采样时，可能需要相当长时间
（ 几十天甚至是数月） 才能达到分配平衡，可能会带来许多不确定性 （ 如颗粒堵塞、装置损坏或丢失、目

标物发生降解或转化等） ，有可能无法得到结果．K sw 这一关键参数的测定也会给 C w 定量带来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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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K sw 值主要是根据室内模拟和公式拟合两种方法获取 ，其结果与实际环境条件下 （ 如温度、盐度、溶
［70］

解性有机质） 可能会存在差异，导致野外原位应用获取结果存在一定的偏差
要进一步完善的方面．

，这也是该方法在今后需

基于动力学模型的被动采样定量 （ 采样速率常数法）
吸收相对目标物吸收的动力学初期为线性吸附 （ 图 4） ，一般认为符合 3 点假设： 吸收相是目标物的
“零汇”（ zero sink） ，即目标物扩散到吸附相上后被迅速吸收 ，吸附相表面上目标物浓度为零 （ C sorbent 近似
3．3

［71］

； 吸收相上目标物的量与水相中目标物浓度有关 ； 吸附在吸收相中的目标物为自由溶解态，能
自由穿透过保护层和过滤膜．

为 0）

图4
Fig．4

被动采样装置初始线性阶段目标物在吸收相中的扩散

Diffusion of target analyte in a passive sampler during the initial linear regime

以菲克第一扩散定律描述污染物的扩散过程 ，污染物通过截面 A 的扩散通量 （ J） ，即单位时间单位
面积通过某一界面物质的量，可表示：
J =－ D

dC dn
=
dZ Adt

（ 3）

式中，dn 是指在采样时间 t 内从截面 A 向吸附相上通过目标物的量，dn 与目标物的浓度梯度 （ dC / dZ）
和扩散系数（ D） 呈比例． 当污染物扩散呈稳态时：
dC ΔC C sorbent － C face
=
=
（ 4）
Z
dZ
Z
其中，吸收相有较大的吸附容量和较强的结合能力 ，因“零汇 ”作用使 C sorbent 近似为 0； 同时，当被动
采样装置处于开放水体中，截面 A 处目标物浓度（ C face ） 会与水环境中的浓度相等． 对于特定被动采样装
置，截面面积 A 以及扩散路径长度 （ Z） 为恒定常数，将其定义为采样速率 R（ DA / Z） ，从而将公式 3 简
化为：
dn = RC bulk dt
（ 5）
对两边同时进行时间积分，可得到：
t1

∫

n = R C bulk dt

（ 6）

t2

公式显示被动采样对目标物瞬时浓度的影响是时间的函数 ，由于特定被动采样装置其采样速率 R
恒定． 这样，就可以推算在采样时间 t 内水环境中目标物的浓度：
珔bulk =
C

n
Rt

（ 7）

因此，只要测定目标物在吸附相上的质量，并结合 R 值，在一定采样时间 （ 远小于平衡法所需的时
间） 内，便可测定目标物自由溶解态浓度，也是采样时间内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可大大缩减被动采样时
间，减少原位应用的不确定度．R 值可通过理论计算或室内实验获取 ，一般情况下，R 值不会随 C w 变化而
发生改变，但会受到温度、盐度、水流扰动、生物污染等外界环境因素的影响，在原位应用时，也应考虑这
些因素对 R 值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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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效能参考化合物校准的被动采样定量 （ PRC 法）
被动采样平衡法定量需要较长的时间 ； 而采样速率常数法，能在线性动力学阶段内准确获取与野外

条件近似的 R 值也是一大挑战． 为解决这些问题，Huckins 等尝试使用与目标物理化性质类似的效能参
考化合物（ PRCs） 来推进研究： 提前将 PRCs 预装到吸收相中，利用 PRCs 解吸与吸收相对目标物吸附之
间的同步异向性，根据 PRCs 解吸程度来反推目标物的吸附量并由此计算和校准水环境中目标物的浓
［68］
．
度（ 图 5）

图5

吸收相吸附目标物和 PRCs 解吸动力学
修改自文献［72］

Fig．5

Kinetics of target analytes and performance reference compounds （ PRCs）
between the sorbent phase and environmental matrix
This figure was revised from reference ［72］

13
对一般疏水性有机污染物而言，其 PRCs 最好选用对应的氘代物或 C 标记物 （ 要求自然环境中不
［73］
存在的这类物质） 等与其性质类似的物质 ． 吸收相对目标物吸附以及吸收相中 PRCs 的解吸符合一级

反应动力学，即反应速率与物质浓度一次方呈正比 ：
dC
dC
= kC， －
= kC， －
dt
C

－

Ct

∫

Co

1
dC =
C

Ct

t

∫ kdt， － ln C
0

= kt，k = ln

0

C0
Ct

t －1

（ 8）

其中，k 为反应常数； 对 PRCs 而言，其交换速率常数 k 为：
k e = ln
0

[

C 0s（ PRCs）
C ts（ PRCs）

]

t －1

（ 9）

t

式中，C s（ PRCs） 、C s（ PRCs） 分别为初始时刻和采样时间 t 后吸收相中含有 PRCs 的量．
由于 PRCs 与目标物性质类似，吸收相对目标物的吸附常数以及其向环境中释放 （ 解吸 ） PRCs 常数
0
t
相等，放置 t 时间后，目标物浓度 C pw 减少为 C pw ：
C tpw = C 0pw e －k et ，ΔC pw = C 0pw －C tpw = C 0pw（ 1 －e －k et ）

（ 10）
而 ΔC pw（ 可认为是进入被动采样装置中目标物的浓度 ） 在吸收相中存在两相分配，即 C LDPE / ΔC pw =
K sw（ 目标物在吸收相和水相之间的分配系数 ） ，结合式（ 9） ，可获得水环境中目标物自由溶解态浓度 ：
C pw =

C ts
（ 1 － e －kt ） K sw

C ts

=
［1 －

C ts（ PRCs）
C 0s（ PRCs）

（ 11）
］K sw

由上式可知，理论上任何时间点都可根据 PRCs 解吸程度和 K sw 值来推算水环境中目标物的浓度． 外
界环境因子对目标物吸附和 PRCs 解吸存在相同的干扰，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误差，因此该定量方法也
［72，
74-75］

． 当然，该方法在标准化方面还存在若干局限性，Liu 等在这方面进行了总结： 不是
所有的目标物都有对应的 PRCs； PRCs 吸附与释放与目标物类似但不完全相等 ； 若吸附相具有强吸附性
有较多的应用

PRCs 可能难以解吸； 不同目标物及 PRCs 吸附 / 解吸速率差异性大导致其应用受到限制； PRCs 吸附动
［76］
力学过程还没有完全探索清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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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水体被动采样装置的应用（ Some widely used passive samplers in water environment）
水体被动采样装置有多种构型，但基本上具有类似的特征，水环境介质和接受相之间存在不同障碍

［77］
层，从而对采集的污染物具有选择性 ． 根据障碍层的不同，被动采样器装置一般分为扩散或渗析两类 ．
相比于大气被动采样装置，水体被动采样装置的研发和应用存在一定的困难，包括原位应用时的损坏 /

丢失，水体悬浮颗粒物堆积影响采样效率 、生物扰动等多种人为、环境因素带来的干扰． 几种典型水体被
动采样装置的应用简介如下．
典型无机污染物水体被动采样装置
平衡式渗析装置（ peeper） 和薄膜梯度扩散 （ DGT） 是最常见、应用最广泛的水体无机污染物被动采
样装置． 在浓度梯度驱动下，开放水体或沉积物孔隙水中溶解性无机污染物通过微孔滤膜扩散进入

4．1

peeper 中的采样室，并与其中预装的超纯水进行渗透交换直至污染物达到水环境介质与采样室内溶液
体系之间的动态平衡，然后取出采样室中液相样品进行上机分析来推算水环境中目标无机污染物的浓
［78］
． 该装置已广泛用于微量金属元素测定［79］、营养盐动力学研究［80］和成岩过程探索［81］等
度（ 图 6（ a） ）
方面，为认识水环境中无机污染物的迁移转化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支撑 ．2002 年，Lewandowski 等设计一套
基于平衡渗析的二维（ 2D） 沉积物-水界面高分辨率 （ 9 mm × 9 mm） 面板式 peeper（ 图 6（ b） ） ，并在德国
Mullrose 湖开展应用，获取了界面溶解性活性磷二维方向分布图 ，并计算了二维尺度的扩散通量，提升
［43］
了人们对沉积物-水界面多维度研究的认识 ． 当然，由于应用低扰动、高分辨率的要求，peeper 采样室
一般体积相对较小（ 一般为几毫升 ） ，也不能进一步富集污染物，从而限制了对典型痕量金属和有机污

染物的被动采样． 此外，由于通过渗析作用达到环境介质与接受相中的污染物的交换平衡，该被动采样
技术需要的时间相对较长，增加了野外原位应用的不确定性．

图6

几种典型原位应用的水体被动采样装置

（ 注： （ a） 、（ b） 分别为一维［78］ 、二维［43］ 为孔隙水渗析 peeper； （ c） 薄膜梯度扩散 DGT［82］ ；
（ d） 半渗透膜装置 SPMDs［30］ ； （ e） LDPE 固定装置［51］ ； （ f） Chamber［52］ ；
（ g） 沉积物穿透装置［114］ ； （ h） 沉积物-水界面有机物通量原位测定装置［57］

Fig．6

In situ application of some representative passive samplers in water environment

薄膜梯度扩散（ DGT） 是最常用的金属离子被动采样技术，该装置一般是由水化聚丙烯酰胺凝胶扩
［82］
，可实现沉积物-水界面毫米级高分辨
散层和螯合树脂（ 如 Chelex 100） 组成的接受相构成 （ 图 6（ c） ）
［83］

率溶解态金属剖面的测定

． 自 1994 年问世以来，该技术就在水环境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包括种
［66］

类、组分分析、生物可利用性评估、风险或毒性预测等

； 多个学者也将 DGT 发展为二维尺度，并结合
［84-85］

成像技术对沉积物孔隙水中硫、磷以及重金属开展了研究

．

通过更换不 同 的 吸 收 相，将 原 有 针 对 自 由 溶 解 态 重 金 属 离 子 的 测 定 扩 展 到 U （ UO 2 （ CO 3 ）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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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87］
UO 2+
、Pb（ Pb 2+ ，Pb（ NO 3 ） + ，Pb（ OH） + ） ［88］、Mn（ Mn 2+ ，Mn（ OH）
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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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Cr（ Cr（ Ⅲ ） ，Cr（ Ⅵ ） ） ［90］、

As（ As（ Ⅴ） ，As（ Ⅲ） ） ［91］、Hg（ Hg 2+ ，CH 3 Hg + ，C 2 H 5 Hg + ，C 6 H 5 Hg + ） ［59］等元素多形态的测定，为了解这些
污染物的形态变化提供了很好的技术手段 ． 此外，学者们将 DGT 技术在沉积物污染化学以及污染物在
水生态系统迁移转化方面开展了不少的工作 ． 如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丁士明团队 ，通过使
［92］
用 DGT 技术同步获取沉积物孔隙水中高分辨溶解活性磷与溶解硫 、获取二维尺度的活性磷分布及
［93-94］
、提 供 沉 积 物 高 分 辨 率 铁-磷 耦 合 的 证 据［95-96］、多 种 金 属 氧 酸 阴 离 子 （ P（ Ⅴ） 、As（ Ⅴ） 、
成像
Cr（ Ⅵ） 、Mo（ Ⅵ） 、Sb（ Ⅴ） 、Se（ Ⅵ） 、V（ Ⅴ） 、W（ Ⅵ ） ） 同步测定方法开发［97］ 等原创性工作，提升了对

水环境中污染物多维尺度、多污染物耦合作用的认识，为进一步探索水环境中污染物的环境化学行为提
供了良好的技术支持．
在不同被动采样方法效果对比方面 ，学者们也开展了一些工作． 将螯合萃取盘包裹在扩散障碍层如
［98］
乙酸纤维膜内，可以制成测定无机金属离子 Chemcatcher 的被动采样装置 ： 将 DGT 和 Chemcatcher 获
取得到金属离子的时间加权平均浓度与未过滤样品 、过滤样品和超滤（ 5 kDa） 样品等主动采样的结果进
行比较，发现 DGT 和 Chemcatcher 测定的 Cd、Ni 与未过滤样品中总浓度有较好的一致性，而 Cu、Pb 和
Zn 等元素过滤和超滤采样的部分则与黄腐酸结合部分的一致性较高［99］．
［100］
、一体化汞被动采样装置 （ passive integrative mercury sampler，PIMS） ［101］、渗
其它如 Chemcatcher
［102］
、支撑液膜装置（ supported liquid membrane，SLM） ［25］、
透液膜装置（ permeation liquid membrane，PLM）
［103］
稳定液膜装置（ stabilized liquid membrane device，SLMD）
等水体被动采样装置也相继得到研发 ，并在
．
水环境中开展了应用

4．2

典型有机污染物水体被动采样装置
半渗透膜萃取装置（ SPMDs） 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水体有机污染物被动采样装置． 绝大多数 SPMDs

［30］
，最常 用 的
由半透膜等可渗透材料组成扩散障碍层和由溶剂或聚合物等接受相构成 （ 图 6 （ d） ）
SPMDs 是以三油酸甘油酯 （ triolein） 为吸收相、以 LDPE 为扩散障碍层． SPMDs 广泛用于水环境包括

PAHs、PCBs、OCPs 以及 PCDDs、PCDFs 二

英类等非极性和中等极性有机污染物 （ lg K OW ＞ 2） 的被动采

［104-105］

． 为改善 SPMDs 的采样性能和萃取范围，许多学者对 SPMDs 装置特别是吸收相的组成进行了
改进： 如中国科学院生态研究中心王子健团队引进并发展了 triolein-SPMDs 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发明了
样

三油酸酯-醋酸纤维素膜 （ Triolein embedded acetate membranes，TECAM） 被动采样技术，对水体 PAHs、
OCPs 开展了原位应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06-107］； 如以异辛烷为吸收相来对水体硫丹等农用杀虫剂的
［108］

被动采样

； 以离子液体为吸收相对水中 PAHs 采集并直接与液相色谱联用［109］； 使用十二烷醇和异辛

［110］
． 当然，没有溶剂填充的低密度聚乙烯条
烷混合溶剂作为吸收相可采集阿拉特津等高极性污染物
（ LDPE strips） 也可用直接用于水环境中 PAHs 被动采样，如 Bao 等研制以 LDPE 为吸附相，加以多孔铜

板、不锈钢板为保护层的开放式水体被动采样装置 ，已成功用于水库、海水中 PAHs 和 PBDEs 的测
［111］
，该采样装置由于只有 LDPE 作吸附相，其吸附容量稍低，但可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平衡，而且由
定
于 LDPE 对多类别污染物 （ 如 PAHs、取代多环芳烃 SPAHs、OCPs 等） 都具有较好的富集作用，这就为发
展多污染物同步被动采样装置提供了基础 ．
其它水体有机污染物被动采样装置还包括 （ 表 2） ： 通过不同的膜材料和吸收相制成 Chemcatcher 用
［41］
于非极性有机污染物（ 一般 lg K OW ＞ 4） 的被动采样 ； 将表面有吸附层的搅拌子或硅酮聚合物包裹在
［42］

； 将固相萃取剂封装在由聚醚砜微孔膜的
纤维素膜中制成膜包裹吸收涂层被动采样装置 （ MESCO）
［39］
圆盘内制成极性有机物整合采样装置 （ POCIS） ，主要用于极性较大的药物和个人护理用品的采样 ；
［112］
．Vrana 对
以 C 2 / C 18 硅胶薄层色谱板为吸收相的被动采样装置可对水环境中有机磷杀虫剂进行分析
这些典型的 有 机 物 被 动 采 样 装 置 检 测 污 染 物 浓 度 范 围 及 疏 水 性 （ K ow 值 ） 范 围 进 行 了 归 纳 和 总 结
［8］
（ 图 7） ［69］； Greenwood 等编写专著“Passive sampling techniques i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也对这些被
、
、
、
，
动采样装置的理论 组成与构型 定量分析 校正方法以及应用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为被动采样装
置的研发、设计和推广提供了很好的技术指导和实施规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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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典型水体有机被动采样装置检测污染物浓度范围（ a） 和疏水性（ b） （ 以辛醇水 / 分配系数 K OW 表示） 范围

（ 缩写备注： SPMDs，semipermeable membrane devices，半渗透膜被动采样器； LDPE，low-density polyethylene，
低密度聚乙烯； TLC plate，thin-layer chromatography plate，薄层色谱板； POCIS，polar organic chemical integrative
sampler，极性有机化合物整合采样器； MESCO，membrane-enclosed sorptive coating，膜封闭吸收涂层被动采样器；
ceramic dosimeter，陶瓷管； PDB，polyethylene diffusion bag，聚乙烯扩散袋； TRIMPS，trimethyl-pentane-containing
passive sampler，三甲基戊烷被动采样器）

Fig．7

Hydrophobicity （ characterized by the values of octanol-water partition coefcient，lg K OW ） range and
detectable concentrations of organic compounds by the selected passive sampler

4．3

沉积物-水界面有机污染物被动采样装置
沉积物-水界面是水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界面之一 ，是物质地球化学循环和生物系统耦合的重要场

所． 在生物参与下，在沉积物-水界面附近物质发生一系列的物理化学及生物反应 ，如迁移 / 转化、吸附 /
解吸、扩散或掩埋以生物灌溉 / 生物扰动等，是调节和控制沉积物和水体之间物质交换和输送的重要途
［113］

径

． 认识污染物在沉积物-水界面的扩散过程、通量对探讨污染物迁移转化及环境化学行为具有重要

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而对于疏水性有机污染物而言，水体沉积物 （ 如上覆水和沉积物孔隙水 ） 浓度很低，
需要对样品进行富集才能使之得到检出 ，因而沉积物剖面样品的垂向分层不能做的太小 （ 因为要获取
足够多样品来进行有机物的富集 ） ，但这导致无法准确获取界面附近的线性浓度变化梯度 ．
利用对目标有机物进行选择性富集的吸收相 ，研制应用于沉积物-水界面有机污染物被动采样装置
的设计及应用成为近十年来关注的热点 ． 相比于开放水体，沉积物是多相并存的体系，沉积物黑炭及粒
径组成、颗粒物吸附、溶解性有机质组分、生物扰动等众多因素直接影响了被动采样的准确定量分析 ； 加
之被动采样装置在原位应用时，如何将装置摆放到合适的位置 （ 沉积物-表面或深入沉积物中，） 并确保
在一段时间内（ 如放置到平衡时间） 不受扰动或破坏也存在巨大的挑战 ．
针对这些问题，许多学者开展了创新性探索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Fernandez 等将 LDPE 用螺栓垂直
固定在铝制框架上（ 图 6（ e） ） ，通过施加配重使被动采样装置能很好地竖直放入指定的沉积物深度 ，从
［51］

而实现对沉积物孔隙水中自由溶解态有机物浓度的测定

． Eek 等设计了一套原位测量箱 Chamber

（ 图 6（ f） ） ，并基于“零汇”（ Zero sink） 理论将其在原位条件下对沉积物-水界面 PAHs 和 PCB 自由溶解
［52］

态浓度进行测定，计算这两类 HOCs 通量，并对 Oslo 港口黏土覆盖沉积物修复的效果进行评估

． 这两

类装置主要是针对单个点位或单层沉积物孔隙水中有机污染物的测定 ．2011 年，Oen 等直接将吸附相按
多段的方式固定在钢制杆上（ 图 6（ g） ） ，并直接将采样装置整体插入沉积物中来实现目标有机物的测
定，从而简化了传统主动采样方法对沉积柱的采集 、切割、离心、过滤等步骤，并且实现了垂直方向上厘
［114］

米级分辨率的自由溶解态有机物浓度的获取

． 而 2013 年，Liu 等研发了测定在沉积物-水界面有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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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通量原位测定装置（ 图 6（ h） ） ，该装置以 LDPE 为吸附相，以玻璃纤维滤膜和不锈钢多孔板为保护
措施，克服了以往被动采样装置的缺点 ，能获取沉积物-水界面两侧 DDTs 及其降解产物的浓度分布，并
运用数学模型对有机物浓度剖面进行拟合 ，很好地来估算目标物的扩散通量强度与方向 ，实现了新的突
［57］
破 ． 未来沉积物-水界面有机污染物被动采样装置会朝着多类别污染物检出 ，与其它分析测试技术联
用的方向发展，为沉积物毒性评估、风险识别以及沉积物生态修复提供科学基础和技术支撑 ．
4．4 水体无机 / 有机污染物同步被动采样装置
水环境中多种有机、无机污染物组成了复合的体系，而其中污染物的生物、生态效应是多种污染物
［115］
． 因此，被动采样装置若能对一些共存的无
及自然存在的物质发生相互作用后形成的长期综合效应
机、有机污染物进行采样与分析，这对认识水环境系统中污染物的交互作用、环境化学行为及复合污染

效应具有重要推进作用． 而由于无机污染物、有机污染物在浓度水平、理化性质、被动采样原理等各方面
均存在显著差异，水体无机 / 有机污染物同步被动采样装置的研发和应用目前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 ．
其中，在被动采样装置中调整或整合不同选择性的吸收相是实现无机 / 有机污染物同步被动采样的
关键，许多学者也开展了一些探索和尝试 ： 如 Chemcatcher，当内置螯合树脂吸收相时，可对水体中 Cd、
Cu、Ni、Pb 和 Zn 等典型无机重金属进行被动采样［100］； 而当其吸收相调整为多孔聚合物固体，便可对非
［41］

极性有机污染物（ 一般 lg K OW ＞ 4） 进行被动采样 ． 虽然该装置还尚未实现两类污染物同步被动采样的
原位应用，但是为无机 / 有机污染物同步被动采样装置研发提供了思路．DGT 一般主要用于溶解态微量
重金属的测定，但学者也将其与液相质谱（ LC） 以及冷原子荧光光谱 （ CV-AFS） 联用，来同步测定多种无
+
+
+
2+
机汞和有机汞的形态（ Hg 、CH 3 Hg 、C 2 H 5 Hg 、C 6 H 5 Hg ） ，从而促进水生态系统中汞的生物地球化学循
［92］

环以及汞的甲基化富集和风险研究的推进

． 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刘景富团队也发展了一种基于

微耗损中空纤维支载液膜萃取的生物模拟被动采样技术 ，以硫代硫酸钠溶液作为受体相，构建了水环境
中无机汞和甲基汞平衡采样被动采样装置 ，从而很好地用于水体中痕量自由溶解态无机汞和甲基汞的
［116］

采样富集和生物有效性评价

． 单保庆团队则分别基于平衡渗析和 LDPE 为吸附相研制了应用于同步

［117］
，并在典型浅水湖泊
无机（ 磷和典型重金属） / 有机污染物（ PAHs 及其取代衍生物 ） 的被动采样装置
巢湖开展原位应用，获取了高分辨率沉积物-水界面无机 （ 1 cm） / 有机 （ 2 cm） 污染物自由溶解态浓度剖

面，计算了界面扩散通量，识别了沉积物对不同类别污染呈现的“源 ”或“汇 ”的作用，为研究沉积物-水
界面污染物迁移转化行为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手段 ． 在“复合污染 ”效应的背景下，无机 / 有机污染物同步
采样和分析是被动采样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未来研究中应注重其方法的标准化 、原位应用的可行
性以及为毒性效应认识和沉积物生态修复应用推广等方面 ．
5

结语与展望（ Conclusions and prospects）
虽然主动采样技术在不断地改进 ，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会占主导地位 ，但被动采样充分体现

了采样过程简单化、快速化的发展趋势，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从发展趋势来看，未来被动采样技术及
装置的研发、应用还应在以下方面继续推进．
（ 1） 优化水体被动采样装置构型设计 ，满足多类型、多方面的采样要求． 水环境中痕量污染物的检出
就需要被动采样装置填载更多的吸收相 ，而装置在应用 （ 如沉积物-水界面 ） 时需要更小的体积，实现两
者协调，推进被动采样装置的微型化、环境友好化、自动化，是今后应该关注的焦点． 同时，后续研究中应
改进和优化装置的设计，使其满足多水体类型（ 如深水湖泊、水库、河流、海湾 ） ，多维度 （ 二维 ） 或多相界
面（ 沉积物-水、大气-水、以及土壤-大气） 等不同水环境应用的需求．
（ 2） 扩大水体被动采样装置的应用范围 ，构建水环境多污染物同步前处理、被动采样的方法体系． 水
体是多种污染物“蓄积库”，当前水体被动采样技术多针对同一类性质污染物开展被动采样，后续研究
中应推进吸收相材料和装置构型的优化 ，扩大对如中等 / 强极性污染物、离子性污染物以及其它新型污
染物的关注，研发新型的无机 / 有机污染物同步被动采样装置，建立复杂基质下多类别污染物被动采样 、
萃取、上机分析的方法学体系，从而为研究水环境“复合污染效应”提供实验技术手段．
（ 3） 完善和推进被动采样技术理论研究 ． 目前水体被动采样装置的一些应用参数的测定 （ 包括吸附
动力学、平衡时间、采样速率常数等） 多在室内开展，而这些参数在水体复杂体系中还可能受到多种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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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因素的影响（ 如盐度、腐殖酸、溶解性有机质等 ） ，因此，在后续研究中应推进多环境因素影响下的被
动采样装置的理论研究．
（ 4） 促进被动采样技术与生物分析结合 ，提供更全面的污染物毒性 / 毒理效应基础数据． 被动式采样
技术对污染物吸收虽接近于污染物在生物体内的吸收或富集 ，但实际的水体生物对污染物的吸收还是
存在差别，被动采样无法模拟生物对污染物在生物体内的转化 ，而这可能会对一些容易被生物代谢的污
染物生物可利用性和毒性效应的预测产生误差 ． 因此，水体被动采样技术的发展应结合多生物物种、多
毒性的生物分析，提升多元复合污染体系下多种污染物综合生物 / 生态效应的认识．
（ 5） 推进水体被动采样技术方法的标准化 ． 应继续加强水体被动采样结果校正的理论和实验研究，
完善定量采样、分析过程的质量控制，确保被动采样的灵敏度、准确度、稳定性均能复合要求； 推广技术
应用并使之向产业化的方向发展 ，促进该技术成为环境监测部门接受度、认可度高的有效手段之一． 在
此基础上，形成水体被动采样技术的应用规范或标准 ，实现该技术从环境科学研究逐步向环境工程应用
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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