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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POPs） 因其高毒、持久、生物积累、远距离迁移的特性

而广受关注．森林土壤含有丰富的有机质，是 POPs 天然的储存库，对 POPs 的全球迁移与分配产生重要影响．
森林土壤中 POPs 来源途径不仅包括 POPs 的干湿沉降，还存在着 POPs 随落叶迁移至森林土壤的特征途径．
森林土壤富集大量 POPs，有必要对其在土壤中的环境行为及其环境影响进行总结，因此本文从土-气交换、储
存和迁移、降解转化等方面对 POPs 在森林土壤中的典型环境行为进行综述，分析其对森林土壤根际环境、微
生物和微型动物以及食物链传递的环境影响，最后对森林土壤中 POPs 未来研究方向提出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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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uch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 POPs ） due to their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toxicity，persistence，bioaccumulation and long-distance migration． The forest
soils are a natural reservoir for POPs，which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global migr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POPs． The source of POPs in forest soils include not only the dry and wet deposition，
but also the migration along with defoli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summarize the environmental behaviors
of POPs in forest soil and their environmental impact due to a large amount of POPs enriched in
forest soil． Therefore，this work summarizes the typical environmental behaviors of POPs in forest
soil，including the soil-air exchange，storage and migration，degrad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POPs behaviors were also analyzed on the rhizosphere environment，
microbes，micro-animals and food chain transfer in forest soils． Finally，several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of POPs in forest so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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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impact．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POPs） 具有环境持久性、半挥发性、大气长距离传输的特性，可从中低纬度源区
［1］
排放挥发至大气中，然后因季风等气候条件随大气进行迁移 ，表现出特定的“全球蒸馏效应 ” ； 在迁移
过程中，又因季节变化、纬度和复杂的地形地貌等各种因素 ，POPs 不断经历“挥发-沉降”循环，因此也被
［2］

称为“蚱蜢跳效应” ．
在陆地生态系统中，地形、土壤物化性质、土壤表层覆盖物等因素影响 POPs 的土-气交换，进而影响
POPs 的“挥发-沉降”过程． 森林系统因其植被覆盖程度高、有机碳含量高等特点，极易将大气中亲脂性
有机污染物吸附截留，并通过大气干湿沉降和植被凋落等途径将 POPs 迁移至森林土壤，并在土壤中富
集固定下来，使得森林系统像“泵”一样不断吸附截留大气中的 POPs，因此被称为 POPs 的“森林过滤效
［3-4］
［5］
应” ．Wegmann 等 研究发现在大气气团中的 POPs 在经过森林系统后浓度至少减少了 80%； Nizzetto
［6］
等 研究进一步发现，在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区森林内多氯联苯 （ PCBs） 的沉降通量相较于林区外可高出
1—3 倍； 中国北方通过种植人工林去除大气中 29% 多环芳烃类化合物菲 （ PHE） 和 53% 苯并［a］芘
（ BaP） ［7］． 这些均证实了“森林过滤效应”对 POPs 全球循环迁移中的重要影响．
在森林系统中，植被凋落会将植被体内和表面吸附的 POPs 迁移至森林土壤，雨水冲刷大气和植被
［8］
表面吸附的 POPs 到森林土壤的湿沉降，大气中气态和颗粒态 POPs 的干沉降 ，这些都加剧了 POPs
［9］
从其它环境介质向森林土壤的迁移 ． 研究森林土壤中 POPs 的环境行为及其环境影响，对于深入理解
POPs 在整个森林系统中的归趋及其全球分配有着重要意义 ．

本文对 POPs 在森林土壤中的典型环境行为及其造成的环境影响展开综述 ，分析其对森林土壤根
际环境、微生物和微型动物以及食物链传递的环境影响 ，以期为完善森林土壤中 POPs 的研究提供有用
信息．
森林土壤 POPs 的来源与途径（ Sources and pathways of POPs in forest soil）
POPs 向森林土壤的迁移途径为： （ 1） 大气中气态和颗粒态 POPs 随干、湿沉降迁移； （ 2） 植被表面吸
附的 POPs 和植被组织内的 POPs 随植被凋落迁移． 经上述途径进入森林土壤后被土壤内的有机质强烈

1

［10］

吸附固定 ．
1．1 大气中气态和颗粒态 POPs 的干湿沉降
1．1．1 干沉降
大气中气态和颗粒态 POPs 在重力作用下，沉降到地表后被森林土壤中丰富的有机质吸附固定的
［11-12］
． 因森林过滤效应的影响，森林系统中 POPs 干沉降通量均高于裸露
过程称为大气 POPs 的干沉降
空地，表明大气 POPs 随干沉降迁移至森林土壤的输入量大于裸露空地，且通过森林系统后大气中
POPs 的浓度呈现季节性变化［13］． 也有研究表明，森林系统大气中气态 POPs 比颗粒态 POPs 的干沉降速
率高约 1 个数量级． 在北半球森林系统中，气态 POPs 的沉降速率，是控制 POPs 森林过滤效应最有影响
［14］
力的参数之一 ．
1．1．2 湿沉降
针叶林、混合林中 PCBs 的大气沉降研究结论表明，PCBs 会与大气气溶胶形成混合沉降物然后随雨
［11］
［13］
水迁移至森林土壤 ．Brorstrm 等 在研究瑞典西海岸针叶林中 POPs 的沉降通量时，比较了 PCBs 的
针叶凋落量和随雨水冲刷导致的湿沉降通量 ，发现与裸露土壤相比，森林土壤通过雨水湿沉降富集
POPs 的能力更强． 并通过比较 1991—1994 年冬季不同采样地点湿沉降数据，分析结果表明 PCBs 的湿
沉降通量与降水量呈正相关．
但实际研究中，因气候、采样方法和器材等原因，很难区分干湿沉降，因此目前的研究大多关注于
POPs 的总沉降［15-17］．Nizzetto 等［6］在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区比较森林土壤和裸露空地土壤中的总沉降通
量，得出森林土壤总沉降量高于裸露土壤 ，同时也发现森林中的总沉降量呈季节性变化趋势，且高氯代
PCBs 在针叶林比阔叶林表现出更高的沉降通量 ．
1．2

植被凋落加快 POPs 向森林土壤的迁移
植被凋落包括树叶凋落以及枝干和树皮等其它组织的凋落 ，但相较于枝干等其它组织，落叶发生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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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繁，因此多数研究关注于 POPs 随树叶凋落到森林土壤的迁移．
Zheng 等［18］研究发现，树冠层可有效清除空气中的疏水性污染物 ，并通过树冠层树叶凋落向森林土
［3］

壤输送有机污染物． 这和 Mclachlan 等 利用凋落通量公式预测的树叶凋落通量对森林土壤中 POPs 含
［19］
量影响的结论相符．Wania 等 的研究结论中也强调了树冠层植被凋落在森林土壤 POPs 来源途径上
的重要作用． 森林系统中树叶凋落通量从春季到秋季不断增加，并在秋季达到最大值，可通过与附近裸
露空地土壤中 POPs 的含量相比较，突出树冠层树叶凋落在 POPs 向森林土壤迁移的作用． 例如，Cousins
［11］
等 通过比较森林区土壤落叶层和草地表层土壤中 POPs 的浓度差异时，发现森林土壤中 POPs 浓度
比草地土壤中高一个数量级．
不同森林类型、树 叶 形 状 和 植 物 生 长 状 况 等 因 素 都 影 响 着 POPs 随 植 被 凋 落 迁 移 至 土 壤 的 过
［16，
20-21］
． 通过研究阔叶林和针叶林的落叶凋落通量 ，可探索存在于树冠层树叶上的 POPs 向森林土壤
程
［22］

［15］

迁移的情况 ． 相较阔叶林而言，针叶林因其特殊的叶片类型导致固定 POPs 的能力较弱 ． 此外，云杉
叶富集的 POPs 还可随周期性老化脱落的叶蜡进入森林土壤，此特性可使云杉林不断吸附大气中的
POPs 并将其迁移至森林土壤［23］．
POPs 随植被凋落、大气干湿沉降的差别和各自所占的比重可运用模型和预测公式进行研究 ． 例如，
Mclachlan 等［3］定义了森林过滤系数，并运用模型证实森林系统对 POPs 的过滤效应． Unsworth 等［24］ 则
给出了树冠对大气中 POPs 的吸附通量及其在树冠中的储量变化率的预测公式 ，并对 POPs 向森林土壤
［25］

迁移量进行估算．Meneses 等 建立了土壤植被模型研究 POPs 的迁移过程，得出植被表层附着的 POPs
为气相吸附所致，并会随植被凋落迁移至森林土壤 ．
2
2．1

POPs 在森林土壤中的环境行为（ Environmental behavior of POPs in forest soil）
POPs 在森林土壤表层的土-气交换

森林土壤相较于裸土的特点是土壤表层覆盖着苔藓 、地衣等地表植被和有机碳含量较高的腐殖质
层． 苔藓和地衣等地表植被在森林系统中大量存在 ，且常被用来作为空气被动采样器，在森林系统中可
通过干湿沉降等作用有效吸附富集空气中的 POPs 到森林地表，此时 POPs 在土壤表层的土-气交换表
现为吸附大于挥发； 当周围温度变化和地表植被发生腐烂使有机碳含量减少等情况发生时 ，POPs 的土［26］
气交换则表现为挥发大于吸附． 因此森林土壤表层地表植被的存在影响着 POPs 的土-气交换 ． 森林
腐殖质层是森林土壤的呼吸层，同时还影响土壤表层附近空气浓度的能力 ，是土壤 / 空气界面进行 POPs
［27］

交换的缓冲区

． 腐殖质层具有高容量、高表面积、多层多孔状结构以及富集有机质等特点，可大量吸

附来自森林土壤上空的 POPs，同时腐殖质层的存在也减少或缓冲来自下层土壤的再挥发 ，此时 POPs
的土-气交换表现为吸附强于挥发，森林土壤表层表现为 POPs 的“汇 ”； 而随着季节气候的变暖和全球
温度的上升等因素影响，使得储存在森林土壤表层的 POPs 会大量挥发至森林空气中形成二次排放 ，森
［28-29］
．
林土壤表层又变成 POPs 的“源”． 因此森林土壤表层作为 POPs“源”与“汇”的角色不断转换
［30］

森林土壤中 POPs 的土-气交换可依靠逸度来预测交换方向以及平衡状态 ． 例如，Liu 等 通过逸度
模型评估土-气交换平衡，通过分析人工林中的交换结果，得出 POPs 在人工林中发生浸出向下运移的趋
［31］
势较高，导致 POPs 垂向流动性的增强． 这和 Harner 等 利用逸度分数 （ fugacity fraction，FF） 来判断
POPs 的土-气交换方向的研究结论一致．Terzaghi 等［32］开发了新的动态逸度森林模型，利用该逸度模型

可以分析由于挥发、扩散和渗透等过程腐殖质层 POPs 的浓度变化情况，可作为预测和理解森林土壤中
POPs 的归趋和再循环的有力工具．
McLachlan 等［33］发现，森林空气中辛醇 / 空气分配系数（ lgK oa ） 介于 8．5 和 11 之间的气态 POPs 更易
［32］

于迁移至森林土壤，而对超出此范围的有机污染物的影响较小．Terzaghi 等

研究发现腐殖质层减少的

PCB28 和 PCB180 分别以约 70% 和 30% 的交换通量在空气中再挥发或迁移到下层土壤 ． Huang 等［7］ 发
现与受颗粒束缚的化合物 BaP 相比，气相 PHE 主要随土-气交换在森林土壤表层富集，表明在森林土气交换过程中不同化合物之间存在差异 ．POPs 的土-气交换差异不仅与化合物本身的物化性质有关，还
［34-35］
． 热带雨林、常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及寒温带
受森林落叶层有机碳、土壤温度和空气温度等的影响
针叶林等不同森林系统类型，因森林落叶层有机碳含量不同，致使受“碳控 ”影响的 POPs 在森林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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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过程中存在较大差异． 而与裸土相比，森林土壤更能突出有机碳在土壤富集 POPs 的“碳控效应 ”，
土壤中的有机碳对 POPs 的吸附是土壤中 POPs 的主要分配机制． 另外，研究表明土壤温度对 POPs 在森
［36］

林土壤表层的土-气交换也有显著影响

．

不同森林系统类型土壤中脂质含量 、空气稀薄程度以及地表水等其它因素 ，也会影响 POPs 的土-气
． 地表水下渗可将地表的溶解性有机质和 POPs 携带到深层土壤中，这种传输形式将化合物从
交换
［37-38］

［39］

土壤表层移除，限制了土壤中的 POPs 与空气发生交换

．

POPs 在森林土壤中的储存和迁移

2．2

POPs 在森林土壤的储存和迁移是森林过滤效应的主要过程 ． 腐殖质层有较高的有机碳含量，随着
腐殖质层土壤深度的加深，有机碳含量也会发生变化，而受“碳控效应 ”影响的 POPs，其环境行为也将
［9，
11，
40］
．
随之变化，因此通过细分森林土壤层可更好地研究 POPs 在森林土壤的储存和迁移情况
森林土壤分为腐殖质层和矿物质层 ，腐殖质层又根据落叶等植物组织的腐烂程度所占百分比细分
［38］
． 按照此分类标准，Oi 由快
为 Oi 层（ 90% 未腐烂） 、Oe 层（ 10%—90% 已经腐烂 ） 、Oa 层 （ 10% 未腐烂 ）
速腐烂的落叶组成，具有高容量和高孔隙度等特点，存在着土-气交换，因此在 Oi 层 POPs 储存和迁移较
［41］
复杂 ．Oe 层是土壤腐殖质层中有机质分解腐化发生层 ，在森林土壤中较为多见，因其含有较高的有机
质，可以大量吸附固定 POPs，使其在 Oe 层富集储存，同时影响绝大多数有机污染物的迁移．Oa 层因其
处于腐殖质层与矿物质层的交界面 ，研究在此层 POPs 的含量，可以很好的解释有机污染物在腐殖质层
和矿物质层的储存和迁移差异情况 ． 矿物质层虽然有机碳含量较少，但可以从对照角度来突出森林土壤
腐殖质层 POPs 沿深度的迁移变化，因此矿物质层也可分层进行研究 POPs 的储存和迁移行为，但森林
［42］
土壤矿物质层分类没有统一标准以及采样方法 ． 尽管 Aichner 等 给出了分层采样较为严谨的标准化
操作程序，但也仅限于将腐殖质层与矿物质层分开 ． 另外，POPs 从土壤腐殖质层到矿物质层的垂向迁移

十分有限，因此关于森林土壤矿物质层仅按垂直空间分为上层矿质土壤和下层矿质土壤来区别研究 ．
Xue 等［37］研究了藏东南森林土壤腐殖质层中的 POPs 含量，发现在高海拔处土壤腐殖质层含量比
低海拔处高很多，腐殖质层中的 Oe 层存在 POPs 含量峰值； 林内土壤中 POPs 的浓度显著高于林外草地
［42］
土壤．Aichner 等 观察到在针叶林中多氯二苯并-对-二噁英 （ PCDDs） 、多氯二苯并呋喃 （ PCDFs） 和
PCBs 浓度在腐殖质层与矿物质层之间显著下降 ； 对于腐殖质层，POPs 浓度受森林类型和腐殖质层中有
机质含量影响； 腐殖质最底层土壤中的 POPs 浓度受生物扰动和从上层腐殖质土壤迁移等混合影响 ； 而
更深处的矿物土壤与腐殖质层土壤相比 ，有机碳含量变少，受碳控影响的 POPs 浓度较低，所以在矿物
［42］

土壤的 POPs 可以认定是从腐殖质层土壤扩散或生物活动附带引入 ．Aichner 等 还考虑了矿物质土壤
的结果可能受到历史富集残留量以及矿物质层位厚度和密度的影响 ，由于矿物层的密度比腐殖质层的
密度要高大约 1 个数量级，而许多研究没有考虑土壤密度等因素的影响 ，其结果可能存在偏差．
虽然有报道称在土壤中 POPs 通过淋溶作用的迁移存在两种形式 ： 1） 以水溶态的形式迁移； 2） 随附
［39，
43］
． 但 Wang 等［44］ 研究结果表明，有机氯农药 （ OCPs） 和 PCBs
着在溶解性有机质（ DOM） 形式的迁移
的年均淋溶率仅在 0．03%—3．2% 范围内，淋溶率较低导致森林腐殖质层土壤中 POPs 较少流失，造成在
［45］
腐殖质层富集，这和 Komprdov 等 研究结论相一致． 因此淋溶在 POPs 沿森林土壤垂直空间迁移的影
响较小． 除淋溶作用外，还存在其它因素影响 POPs 在森林土壤中的储存和迁移． 如不同森林系统类型
中，阔叶林对 POPs 在土壤中储存和迁移的影响最大 ，由于其凋落物和有机质更新速度快于混交林和针
［42，
46-47］
． 另外，森林土壤温度、pH 值、
叶林，从凋落物到腐殖质层以及腐殖质层间的 POPs 迁移更为迅速
含水量、有机质、细菌群落以及其它微小动物的生物扰动等因素都影响着 POPs 在森林土壤中的储存与
［30，
48-49］

迁移
2．3

．

POPs 在森林土壤中的降解转化
POPs 在土壤中的降解除了光解和水解等化学类降解外 ，还存在植物降解、动物降解和微生物降解
［50］

等生物降解

． 森林土壤受光照、含水量以及实际采样困难等影响 ，有关 POPs 的植物、动物以及化学降

解信息较少，因此本文仅对森林土壤中 POPs 微生物降解展开论述．
Chen 等［51］研究发现，种植树木可显著提高根瘤土壤中微生物活性和细菌总量 ，从而促进多溴联苯
醚（ PBDEs） 降解，微生物活性和总量的增加可能源于森林土壤中有机碳和有机质的显著增加 ． Sl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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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报道了柳杉和青皮云杉通过改变土壤中的细菌群落 ，营造有利于 PCBs 降解细菌生长的环境，从而
［53］
14
促进其微生物降解．Okere 等 通过使用 C 标记的菲研究背景土壤中 POPs 的微生物降解情况，运用一

等

级动力学模型估算出样品中菲的微生物降解速率和半衰期 ，并通过比较得到森林土壤中菲生物降解的
半衰期和 TOC 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 另外，增加微生物活性、增加细菌总数和改变细菌群落组成等都显
［54-55］
．
著促进土壤 POPs 的降解
此外，微生物群落和土壤温度、pH、有机碳 / 氮含量、土壤湿度等因素，都影响着土壤中 POPs 的降解
［56-58］

转化

． 有关 POPs 的降解速率的研究，经生态归趋的模拟预测表明，POPs 降解速率取决于土壤微生
［59-60］

物数量和 POPs 浓度
降解速率的影响．
3

，也有研究通过比较森林根际和非根际土壤环境中微生物的生物量对 POPs 的

POPs 对森林土壤的环境影响（ Environmental effects of POPs on forest soils）

森林系统提高了污染物在陆地环境中的沉降速率 ，减少了在大气中的含量，同时也影响着在其它地
［19］
区的沉降 ． 森林土壤有机碳含量相比于裸土要高很多 ，因此受“碳控效应”作用的 POPs 会在森林土壤
［61］

中大量富集，随着 POPs 在土壤中的浓度不断升高，会对森林土壤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3．1

．

POPs 对森林土壤根际环境造成的影响

森林土壤中因植物根系存在，在植物生长期，根系会向根际环境释放有机分泌物，而 POPs 在根际
环境中的富集会对植物分泌物造成影响 ，从而间接影响植物的生长发育，不同树种的根系分泌物种类不
同，POPs 对其影响也不同，所以有必要进行根际环境中 POPs 对根系分泌物影响的研究，但因采样等问
题的存在，在天然林中的相关研究难以开展 ，因此大多研究是向受 POPs 污染的土壤中加入天然根系分
［62-65］
，进而探索 POPs 对根系分泌物的影响，然而这些实验室模拟结果与
泌物或人工制备的分泌类似物
天然森林土壤中 POPs 的环境影响存在较大差异．

3．2

POPs 对森林土壤中微生物、微型动物的影响
Salonius［66］发现用大剂量滴滴涕和杀螟松处理森林土壤时 ，并没有改变土壤微生物群落的数量，但
［67］

这仅是实验室结论，并不能概括天然林土壤中 POPs 对微生物的影响． 与之对应，Varela 等 研究了在
软木栎林土壤中 POPs 对微生物功能的影响，指出对那些可以降低森林土壤污染的真菌影响最大 ； POPs
可能对软木栎林土壤中的无脊椎动物 （ 如蚯蚓 ） 造成潜在影响，蚯蚓的发育周期、伤口愈合等组织病理
变化、体内基因转录变化、游离糖和氨基酸的组成与含量变化等可作为评价土壤污染的生物标志物． 大
［68-69］
．
量研究成果表明蚯蚓可被用作观测森林土壤污染暴露的早期预警
尽管已有大量研究论证了 POPs 对微生物群落以及微生物功能的影响，但大多数研究都通过人为

添加 POPs，研究其对微生物的影响，在自然状态下对天然林土壤中微生物的影响研究较少． 另外，有关
POPs 在森林土壤根系微观环境的研究存在空白，因此可通过大量研究 POPs 对森林土壤中微生物群落
以及根系微观环境介质的影响，为 POPs 在森林土壤中的生态风险评估提供理论支持，POPs 的生物效
［70-72］
．
应（ 包括在食物链中的生物放大和生物累积等 ） 等研究成果也可作为补充
3．3

POPs 对森林土壤中食物链传递的影响
POPs 可吸附在与土壤紧密接触的生物体表层 ，也会在食物链间通过能量传递在较高等级的生物体
［73-75］

． 土壤到生物群积累因子（ Biota-soil accumulation factors，BSAFs） 被广泛用于定量估算生物群
［63，
76］
． 生物浓缩系数 （ Bio-concentration factor，BCF） 常被用于定量估算 POPs
落从土壤中吸收 POPs 的量

内富集

［72］
［76］
在食物链中两个相邻营养级之间的传递 ． 基于此，Vermeulen 等 研究了开阔林地土壤-蚯蚓-刺猬食
物链中 POPs 的生物蓄积性，蚯蚓累积 POPs 中滴滴涕（ DDT） 的 BSAFs 为 0．48—1．70，PCBs 的 BSAFs 为
1．09—2．76，PBDEs 的 BSAFs 为 1．99—5．67． 估算了 PCBs 在蚯蚓-刺猬两个营养级之间的 BCF 值，认为在

刺猬组织中有机卤代化合物的富集主要是通过捕食蚯蚓并沿食物链而传递积累的 ，通过研究刺猬血液
和毛发中 p，p'-DDE 和 p，p'-DDT 以及 DDT 总量的比较，发现刺猬血液中的 p，p'-DDE 和 p，p'-DDT 比例
要高于毛发中的比值． 推测出 p，p'-DDT 在蚯蚓体内会部分代谢为 p，p'-DDE，这说明相比较刺猬血液中
POPs 是完全通过食物链积累，刺猬毛发中除了食物链积累外还存在一部分 POPs 是直接从林地土壤环
境中吸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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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POPs 对森林土壤系统中的地表水和地下水以及土壤物化性质等都会造成重要影响 ，研究这
［28］
些环境影响对理解 POPs 在森林土壤中的归趋具有重要意义 ． 最后还可通过模型模拟研究 POPs 对森
［71］

林土壤的污染水平和环境影响
4

．

总结与展望（ Summary and outlook）

森林地区普遍远离城市等人类聚集地 ，这避免了人为因素对于研究 POPs 环境行为的重要干扰． 而
森林土壤作为森林系统中 POPs 的主要 “汇”，研究森林土壤中 POPs 的浓度和分布，可以将其视为背景
环境污染的参照指标，还可以预测反映 POPs 不同环境行为的主要驱动因素，并进一步探索出解决
POPs 在环境介质中的污染问题，维持生态系统平衡． 本文针对目前研究中出现的问题以及未来发展方
向提出几点建议：
（ 1） 对于 POPs 在森林土壤中尤其是根际环境下微观环境行为的研究十分有限． 对此我们提出几个
研究方向，如 POPs 对森林土壤中不同根系分泌物和植物细胞等根系微界面的影响 ，通过研究可以加深
POPs 在森林土壤中的归趋以及对土壤环境的生态风险进行预测评估； 另外还可研究 POPs 在根际土壤
环境中对微生物群落的影响，以更深入揭示 POPs 在森林土壤介质中的环境行为和环境影响 ．
（ 2） 近年来随着人工植树造林的不断发展 ，人工林富集沉降 POPs 的作用也逐渐增大，然而人工林
存在树种单一，空间分布均衡，土壤物化性质易变等有别于自然林的特征，造成 POPs 的环境行为在人
工林和自然林特别是在森林土壤中存在很大的差异 ． 因此通过研究人工林和自然林系统森林土壤中
POPs 的空间分布和迁移，对理解 POPs 在森林土壤中的归趋和影响有着重要意义 ． 另外还可以通过比较
不同林树种对 POPs 降解作用的大小，为选择种植优势树种来处理污染源区较严重的 POPs 的污染问题
提供科学理论支持．
（ 3） 目前传统 POPs 生产受到限制，而新型 POPs 替代物则大量投入使用． 比如在纺织行业，全氟己
烷磺酸盐或磺酰化物（ PFHs） 和全氟丁烷磺酸盐或磺酰化物 （ PFBs） 等的替代使用； 氨基甲酸酯类和硅
烷类药剂替代氯丹和灭蚁灵，应用于住宅等处白蚁的防治； 新型溴代阻燃剂在防灭火的替代使用等等．
新型 POPs 替代物的大量使用会引起环境的不断污染 ，而作为 POPs 重要“汇”之一的森林土壤，将会大
量富集新型 POPs，进而影响其在全球的分布和迁移 ． 然而在森林土壤中对于新型 POPs 分布和归趋的认
识还远远不够，未来可加强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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