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 题

www.biobusiness.com.cn生物产业技术 2019. 02（3 月）    2928 www.biobusiness.com.cn 生物产业技术 2019. 02（3 月）    

　　张昱，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教授。长期从事

水质生物转化和控制技术研究与教学工作，重点研究水中抗生素等污染物的微生

物生态效应、生物转化机制、高效控制技术及工艺构建等，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

奖（2017 年，排名第二）等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多项。兼任中国生态学学会理事，

微生物生态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E-mail：zhangyu@rcees.ac.cn

生物处理过程次生风险的产生与控制
研究进展
张昱 1, 2, 田甜甜 1, 2, 马春萌 1, 2, 杨敏 1, 2

1. 环境水质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北京 100085

2.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摘要：生物技术被认为是最清洁、最安全、也是最经济的废水和废弃物处理技术，然而，随着抗生素、全氟化合物

前体物等化学物质进入生物处理系统，会产生次生风险因子——抗生素耐药细菌、抗性基因以及全氟化合物等，导

致潜在的健康和生态风险。以畜禽养殖废弃物生物处理过程为例，重点探讨了好氧堆肥和厌氧消化过程中耐药细菌

和抗性基因的产生和去除效果，并提出相应的管理和控制措施。同时，简介了抗生素生产废水和城市污水处理系统

中生物转化产生的抗性基因和全氟化合物等次生风险因子问题。最后，提出关注生物处理次生风险问题，加强环境

管理和研发源头预处理、生物处理过程控制和深度末端保障技术等技术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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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转化是决定环境中污染物归趋的关键过

程，而生物技术被认为是最清洁、最安全、也是最

经济的废水和废弃物处理技术，在削减污染物和降

低环境风险中发挥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1]。然而，

随着大量化学品进入环境，生物处理过程中某些化

学物质（例如抗生素或者全氟化合物的前体物）会

产生次生风险因子（抗生素抗性基因或者全氟化合

物），可能导致生态和健康危害。

从微生物生物安全的角度，制药、畜禽养殖和

医院等废水或废弃物中的残留抗生素进入生物处理

系统中会导致水处理细菌产生次生风险因子——抗

生素耐药细菌（antibiotic resistant bacteria, ARB）和

抗性基因（antibiotic resistance genes, ARGs，在动物

和临床研究中通常称为耐药基因）[2]。环境中的耐药

细菌是抗性基因的重要储藏库，并且抗性基因有可

能通过细菌间的水平转移传播到致病菌，对人体健

康造成潜在威胁 [3]。另外，在某些情况下，化学物

质经生物转化会生成危害更大的分解产物，例如四

氯乙烯被厌氧生物降解生成一种已知的人类致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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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乙烯；二级胺被微生物降解生成高毒性的亚硝基

氮化合物 [4]。长期以来，人们主要关注的是生物处

理系统在削减污染物和降低环境风险中的作用，对

于生物处理过程产生的新的风险因子的关注还很有

限，为了保障生物处理过程的安全性，了解生物转

化的途径和完全性、识别和控制可能产生的风险因

子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本文主要以畜禽养殖废弃物生物处理过程中由

于抗生素残留造成的耐药菌和抗性基因次生风险研

究为例，结合抗生素生产废水生物处理系统和城市

污水生物处理系统的典型次生风险因子等的典型案

例，系统阐述了生物处理过程中次生风险因子问题，

提出了生物处理次生风险问题研究框架（图1），揭

示了污水处理过程中强化次生风险控制的必要性，

并对未来的研究提出展望。

图 1 生物处理次生风险问题研究框架

生潜在的环境和公共健康风险。例如，我国研究者

在中国畜禽源粪便等中发现了黏菌素耐药基因mcr-1，
并揭示了mcr-1在中国畜禽养殖业、人医临床中的流

行特征 [12]。然而，我国在人类临床上并未使用黏菌

素，推测mcr-1很可能通过畜禽废弃物的环境排放过

程或者食物链在动物和人之间传播。

畜禽养殖废弃物主要包括畜禽粪便、圈舍冲洗

废水等，这除了造成COD等常规污染物排放 [13-14]，

还含有大量条件病原菌，如大肠埃希氏菌等革兰阴

性菌、肠球菌等革兰阳性菌 [15]。以好氧堆肥和厌氧

消化为代表的生物处理工艺是目前畜禽养殖废弃物

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的主要方式 [16]，其堆肥产品、沼

液和沼渣常作为有机肥被施加于农田中 [17]。因此，

在抗生素残留的选择压力下，畜禽养殖废弃物的生

物处理过程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次生风险因子——

ARB和ARGs，通过垂直传播或水平转移等在生物

处理系统中持留甚至增加，并通过施肥等途径外排

到环境中 [18]。因此，畜禽养殖废弃物的生物处理过

程中，如何在控制常规污染物和实现资源化利用的

同时，有效去除抗生素、ARB和ARGs，并降低其

风险，是该领域的技术难题和关注热点。

1.2 好氧堆肥和厌氧消化过程中 ARB 和 ARGs 研究

1.2.1 好氧堆肥

堆肥是一种传统的生物处理技术，是指在高温

条件下，利用微生物的分解作用，使有机物矿质化、

腐殖化和无害化而变成腐熟肥料的过程。好氧堆肥

具有温度高、时间短、效率高、能更好地杀死病原

微生物等特点，被广泛应用于畜禽废弃物的处理 [7]。

好氧堆肥可能削减畜禽废弃物中的ARB[19-20]和

ARGs。ARGs在堆肥过程中的行为主要受粪便类

型、细菌群落、基因水平转移、堆肥阶段（中温阶

段、高温阶段和降温阶段）和理化参数（pH、湿

度、氨氮等）的影响 [21]。如，鸡粪中ARGs的去除

效果优于猪粪和牛粪 [22] ；高温条件（50~60℃）有利

于ARGs[21]及其宿主菌 [23]的去除，并能降低可移动

质粒pIE732的水平转移能力 [24]。

然而，也有研究表明好氧堆肥能够增加ARGs
的丰度。Wang等 [25]模拟猪粪好氧堆肥，发现堆肥

过程中四环素外排泵基因（tetA、tetC、tetG和 tetL）

1 畜禽养殖废弃物生物处理过程产生耐药菌

和抗性基因的次生风险

1.1 问题的提出

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为了促进动物生长、预

防和治疗动物疾病，抗生素广泛用于畜禽养殖业 [5]。

研究表明，动物使用抗生素后，30%~90%的抗生

素会以原型或代谢物的形式随粪尿排出体外，导致

畜禽废弃物中抗生素残留量较高 [6]。例如四环素类、

磺胺类、喹诺酮类和大环内酯类等抗生素在养殖废

弃物中的残留量高达几十甚至上百mg · kg-1[7]。在抗

生素的选择压力下，畜禽粪便产生抗生素耐药病原

菌 [8-10]和抗性基因 [11]，且抗性基因可能通过基因水

平转移等方式进入人畜共患或人类致病菌，从而产

生物处理次生风险因子的产生机制和高效控制技术研究

生物处理

问
题

策
略

厌氧 好氧

源头预处理,选择性去除可
能导致次生风险的污染物

深度处理,末端阻断污染物
和次生风险因子排放

生物处理,
过程控制

废水和废弃物
中的残留抗生
素、有害物质
前体物等

次生风险因子：
抗性基因、有害
化学物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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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酶失活基因（tetX）得到富集。Kang等 [26]考察了

猪粪好氧堆肥高温阶段对四环素抗性基因的去除效

果，发现60℃处理96h后，tetB、tetZ、tetM和 tetO
的相对丰度显著高于原始丰度，推测与这四个基因

的宿主多为耐热的革兰阳性菌株有关。

尽管关于好氧堆肥过程中的ARB和ARGs已经

有很多报道，但是该过程中ARB变化和ARGs转移

的微生物生态机理尚缺乏系统研究。此外，堆肥产

物农田施加过程中，如何评估堆肥产物中ARGs转
移的生态风险并提出有效的控制策略是需要解决的

关键问题。

1.2.2 厌氧消化

厌氧消化是在厌氧条件下微生物将有机污染物

转化为无机物的过程，可以产生沼气，是重要的畜

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技术。典型的畜禽养殖废弃物处

理技术为中温厌氧消化（35~37℃），且多集中在牛粪

和猪粪，也有少量使用高温厌氧消化（55℃）[27]，有

研究指出高温厌氧消化能更有效地去除病原菌 [28-29]。

尽管有大量文献表明厌氧消化能有效去除畜禽

粪便中潜在的病原菌 [30-31]，但是针对厌氧消化过程

中ARB的研究很少，且主要集中在牛粪中ARB的

变化（表1）。例如，牛粪中温厌氧消化60d后，肠

杆菌科细菌的抗生素耐药率降低0.84%~17.85%[8]。

然而，大多数细菌为嗜中温细菌， 37℃被认为是嗜

中温菌生长的最佳条件 [32]。因此，中温厌氧消化

甚至有可能富集某些ARB及相关ARGs[18, 32]。Ben-
eragama等 [33]对牛粪中温和高温厌氧消化进行比

较，发现中温消化22d后多重耐药细菌的去除率

表 1 畜禽废弃物厌氧消化过程中 ARB 的变化

粪便类型 工艺参数 ARB ARB 变化结果 参考文献

牛粪
环境温度（25 ～ 35℃），

HRT=60d，中试规模

多种抗生素耐药的革兰阳
性球菌 / 过氧化氢水解酶

阳性

利福平和青霉素耐药率分别降低 6.09% 和 9.18%，
红霉素、苯唑西林和甲氧苄啶磺胺甲 唑耐药率

分别增加 1.78%、8.98% 和 4.49%

[8]

多种抗生素耐药的革兰阳
性球菌 / 过氧化氢水解酶

阴性

青霉素、红霉素耐药率分别降低 6.87% 和 2.49%，
利福平耐药率增加 1.52%

多种抗生素耐药的肠杆菌
科细菌

庆大霉素、氯霉素和氨苄西林耐药率分别降低
17.3%、0.84% 和 3.94%，甲氧苄啶磺胺甲 唑耐

药率由 17.85% 削减为 0

多种抗生素耐药的非发酵
型革兰阴性菌

美罗培南、庆大霉素和阿米卡星耐药率均增加 3.5%

50% 沼液 +45% 牛粪
+5% 废牛奶

37℃，34d
实验室规模

头孢唑林耐药细菌
10d、20d、34d 后，耐药菌去除率分别为 99.6%、

99.8% 和 60.3% [32]

牛粪

37℃，22d
实验室规模

3 组多重耐药细菌（①头
孢唑林、新霉素、万古霉
素和卡那霉素；②青霉素、
土霉素、氨苄西林和链霉
素；③包括①和②中所有

抗生素）

第 1、2 和 3 组多重耐药细菌去除率分别为
97.87%、98.95% 和 93.68%

[33]
55℃，22d
实验室规模

所有多重耐药细菌均 100% 去除

牛粪
55℃，HRT=15d

沼气厂

头孢唑林耐药细菌
头孢唑林耐药 E.coli 100% 去除，其他大肠菌群和

非大肠菌群去除率 >98%

[34]产 ESBL 细菌 产 ESBL E.coli 100% 去除

氨苄西林耐药细菌
耐药 E.coli 100% 去除，其他大肠菌群和非大肠菌

群去除率 >98%

鸡粪

37℃，35d
实验室规模

人为添加的鸡粪源产
ESBL/AmpC 酶 E. coli 

25d 后低于检测限（100 CFU/mL），但 35d 后仍
可富集培养

[35]42℃，35d
实验室规模

8d 后低于检测限（100 CFU/mL），但 35d 后仍可
富集培养

55℃，35d
实验室规模

处理 2h 后检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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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93.68% ～ 98.95%，而高温厌氧消化能完全去除

多重耐药细菌，表明高温厌氧消化比中温厌氧消

化能更有效去除ARB。特别是对耐药大肠杆菌而言，

牛粪经55℃厌氧消化后，头孢唑林耐药E.coli、产

ESBL E.coli和氨苄西林耐药E.coli的去除率均达为

100% [34]。这可能与E.coli的细胞壁结构和耐热性有

关，E.coli的最佳生长温度是35~40℃，最大限度可

达44~46℃[35]。肠球菌在不产孢子的微生物中耐热

性最强，如粪肠球菌NCTC775在65℃下可以存活

10min，71℃下存活3min，80℃下存活1min ；而万

古霉素耐药肠球菌可在65℃下存活≥30min，71℃
下存活长达30min，80℃下存活≥3min[36]。

表2总结了畜禽废弃物厌氧消化过程中四环素

类（tet）、磺胺类（sul）和大环内酯类等ARGs的
变化，不同的报道中ARGs的变化结果存在较大差

异 [37-42]。Sui等 [37]的研究表明，猪粪废水35℃厌氧

消化能去除0.67log copies/16S rDNAcopies的酶失

活基因 tetX，而编码外排泵基因 tetG和核糖体保护

蛋白基因 tetM的相对丰度却增加，表明不同机制的

ARGs去除效果不同。温度是影响ARGs去除的关键

因素，高温厌氧消化比中温厌氧消化能更有效地去

除ARGs[39- 40]，但仍然难以完全去除。因此，可能需

要更高的温度（>70℃）使DNA变性，从而去除某

些ARGs[43]。

细菌群落演替是厌氧消化过程中ARGs变化的

主要机制 [40]。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和拟杆菌

门（Bacteroidetes）是牛粪厌氧消化过程主要的潜在

ARGs宿主，放线菌目（Actinomycetales）和芽孢杆

菌（Bacilli）是主要的水平转移元件整合酶基因宿

主 [40]。高温厌氧消化（55℃）能够有效去除嗜中温

宿主菌（Proteobacteria和Bacteroidetes），从而削减

tetM、tetQ和gyrA基因；相反，20℃和35℃厌氧消

化富集拟杆菌门，导致 tetC、tetM和 tetX基因的增

加。此外，厌氧消化对整合酶基因宿主菌（Actino-
mycetales和Bacilli）的削减，有利于降低消化过程

中整合子的丰度，从而降低ARGs水平转移能力 [40]。

除了微生物群落影响外，基因水平转移和重金

属（Cu、Zn和As等）-抗生素抗性基因的共选择

作用也是影响ARGs削减的重要原因 [39, 44]。综合以

上报道，研究者主要通过qPCR、高通量测序等分

子生物学技术分析ARGs和微生物群落等，并采用

基于Spearman的Network分析来推测ARGs的潜在

宿主微生物和可移动元件（mobile genetic elements, 
MGEs），从而确定微生物和MGEs对ARGs传播的

贡献率 [44]。然而，宏基因组测序无法为ARGs的选

择提供直接证据，且ARGs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受

到微生物群落的影响，仅借助于遗传测序分析难以

揭示环境中ARGs的发生与传播机理 [45]。因此，仍

需结合传统的微生物纯培养方法，动态监测厌氧消

化过程中特定细菌耐药性的发展进行全面分析。

1.3 管理和控制 

畜禽粪便是ARB和ARGs的重要储库，而常规

的生物处理难以完全去除ARB和ARGs，由此引发

的次生风险因子应当引起关注。一方面，抗生素效

价残留是造成畜禽废弃物ARB和ARGs次生风险因

子问题的原因，因此在生物处理和资源化过程中需

要关注抗生素效价的残留，并在抗生素削减后再进

行生物处理。另一方面，畜禽粪便中存在大量的病

原微生物，难以对每一种病原微生物及其耐药性进

行监测 [29]。大肠杆菌和肠球菌大量存在于畜禽粪便

中，且检测技术成熟，是重要的环境指示菌 [29, 34]，同

时也是医院和社区感染中最重要的人类致病菌 [46-47]，

尤其是近年来黏菌素耐药大肠杆菌 [12]和利奈唑胺耐

药肠球菌 [47]的快速发展，引起世界上的广泛关注。

因此，在生物处理过程中，可以以抗生素耐药大肠

杆菌和肠球菌作为指示微生物来评价生物处理过程

中ARB和ARGs的控制效果。

由于畜禽养殖废弃物中往往残留高浓度的抗生

素，可以先采用一定的预处理工艺（如高温水解或

者70℃超高温厌氧消化等）进行源头控制，以降低

其抗生素浓度和消减病原菌，同时降低ARGs的垂

直传播和水平转移能力。

在病原菌和耐药菌的控制方面，有研究表明高

温堆肥和厌氧处理对抗生素和耐药菌具有较好的处

理效果 [16]。巴氏消毒法和中温厌氧消化组合工艺能

有效去除畜禽粪便中的大肠杆菌、粪大肠菌群、沙

门氏菌等革兰阴性病原菌，以及肠球菌等革兰阳性

病原微生物 [48]。但是，巴氏消毒（67℃、1h）和中

温厌氧消化（HRT=22d）组合工艺并不能有效去除

牛粪中的四环素抗性基因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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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畜禽废弃物厌氧消化过程中 ARGs 的变化

废弃物类型 消化温度 ARGs ARGs 变化结果 参考文献

猪粪废水 35℃

tetX 降低 0.67log ①

[37]

tetG、tetM 增加①

sul1、sul2 增加 0.55log、0.26log ①

ermB、ermF 降低 0.38log、0.03log ①

ereA 增加 0.83log ①

猪粪废水 环境温度

tetX 降低 0.21log ①

[37]

tetG, tetM 增加①

sul1、sul2 增加 0.50log、0.01log ①

ermB、ermF、mefA 降低 0.13log、0.06log、0.51log ①

ereA 增加 0.37log ①

猪粪 + 小麦秸秆（3:7）

37℃

tetA、tetB、tetC、tetE、tetG、
tetM、tetO、tetQ、tetT、tetW、
tetX，sul、sul2、sulA、dfrA1、
dfrA7，ermA、ermB、ermC、
ermF、ermQ、ermT 和 ermX

总 ARGs 降低 1.03log ①

[38]猪粪 + 小麦秸秆（5:7） 总 ARGs 降低 1.37log ①

猪粪 + 小麦秸秆（7:3） 总 ARGs 降低 4.23log，tetX 降低 0.26log，
ermX 降低 0.92log ①

猪粪

37℃

sulI 降低 0.81log ①

[39]

sulII 增加 0.12log ①

ermB 降低 0.99log ①

ermF 增加 0.15log ①

blaCTX-M、blaTEM 降低 0.60log、2.0log ①

tetM 增加 0.02log ①

tetG、tetX 降低 1.13log、0.83log ①

mcr-1 降低 2.97log ①

55℃

sulI，sulII 降低 0.62log、1.48log ①

ermB，ermF 降低 0.72log、2.09log ①

blaCTX-M 增加 0.12log ①

blaTEM 降低 3.12log ①

tetM、tetG、tetX 降低 0.02log、1.07log 和 2.19log ①

mcr-1 降低 2.38log ①

牛粪

20℃
tetC、tetM、tetQ、tetW、tetX，
sul1、sul2，gry

tetC、tetM、tetX 增加，其他无显著变化①

[40]35℃ tetM、tetX 增加，其他无变化①

55℃ tetC 增加，其他降低 1~2log ①

牛粪

14~25℃

ermB 去除 84%

[41]

aphA2 去除 1log copies·g-1

blaTEM-1 去除 0.84log copies·g-1

24~34℃

ermB 去除 93.9%
aphA2 去除 2.2log copies·g-1

blaTEM-1 去除 2.2log copies·g-1

牛粪 67℃ 1h+ 中温
tet（O）、tet（W） 无变化①

[42]
sul1、sul2 降低 0.05、0.1log ①

①相对 16S rDNA 变化。

最近，为提高污泥的消化效率，有研究者提出了

超高温-中温厌氧消化组合工艺（70℃，SRT=1~10d ；

35℃，SRT=10~30d）。与单一的中温或高温厌氧消化

相比，超高温 -中温组合工艺可得到更高的甲烷产

率、更低的污泥体积、更好的病原菌杀灭效率和更

高的净能量收益 [49-50]，是一种经济高效的固体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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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处理技术。组合工艺的超高温消化段微生物群落

以嗜热水解产酸菌为主，且种群多样性低 [51]，而目

前已知的食源性病原菌和抗性基因宿主多为嗜中温

菌， 因此超高温厌氧消化可能可以更好地阻断抗性

基因的垂直转移；考虑到高温污泥具有更低的水平

转移元件 [52]，超高温厌氧处理可能同样具有更好的

抗性基因水平转移阻断作用；同时，通过与超高温

厌氧消化的串联，Wu等 [50]发现后置中温消化段的

微生物群落结构（以厚壁菌为主）与单一阶段的中

温消化污泥或市政污泥（以变形菌为主）显著不同，

宿主群落的差异可能使后置中温厌氧消化进一步削

减抗性基因含量。因此，将超高温 -中温厌氧消化组

合工艺应用于畜禽废弃物处理过程，有可能进一步

提升畜禽粪便中耐药菌和抗性基因的去除效率。

2 制药废水生物处理过程产生耐药菌和抗性

基因

抗生素生产过程会产生含有高浓度抗生素残留

效价的废母液，目前基本上是采取稀释后生物处理

的方法进行处理。一般来说，生物技术对于这类发

酵废水的处理从COD和氨氮去除的角度来看是非常

有效的。然而，由于抗生素的选择压力，生物处理

会产生次生风险因子——耐药细菌和抗性基因。例

如，土霉素生产废水生物处理系统出水和活性污泥

中四环素抗性基因的总丰度比城市污水厂高1~4个
数量级 [53]，从处理系统出水中筛选的细菌有97%对

多种抗生素具有耐药性，94.2%携带四环素类抗性基

因 [54]。由此可见，抗生素生产废水处理系统在有效

去除COD和氨氮等常规污染物的同时，又成为抗生

素及抗性基因的一个重要排放源 [55]。因此，为了从

源头阻断抗生素生产废水处理系统抗性基因等次生

风险的产生和排放，需要确定典型原料抗生素能够

诱导水处理细菌和环境细菌产生耐药性传播的最小

选择浓度。同时，应在废水进入生物处理系统之前

定向消除抗生素的活性基团，建立高浓度抗生素废

水系统抗性基因环境传播源头控制关键技术。

基于抗生素普遍含有易水解的酰胺基、酯键等

结构的特性，笔者团队提出了强化水解选择性去

除废水中抗生素的技术思路，发明了基于均相、

非均相强化抗生素水解的废水预处理技术，可对

抗生素生产废母液中的抗生素药效官能团进行选

择性破坏 [56-57]，并在石家庄某土霉素生产厂进行了

现场应用。抗生素强化水解废水预处理技术能够完

全去除废水中抗生素效价（生物效能），与没有采用

预处理的原有厌氧装置相比，后续厌氧系统的四环

素ARGs降低80%以上，导致细菌产生多重耐药的

遗传元件 I型整合子降低了60%，COD负荷能力也

提高了5倍以上 [58]。因此，强化水解技术能够消除

抗生素对生化处理工艺的抑制作用，并能够有效阻

止抗性基因的生成。

3 城市污水生物处理过程中前体物转化为全

氟化合物的次生风险

全氟化合物（per-and polyfl uoroalkyl substances，
PFASs）是一类广泛应用于工业和商业的有机化合

物，主要用于纺织、涂料、造纸、农药以及泡沫灭

火剂 [59]，具有极高的稳定性，难以被光解、水解和

生物降解，在环境持久存在 [60]。其中，全氟辛烷磺

酸（perfl uorooctanesulfonic acid，PFOS）和全氟辛

烷羧酸（perfl uorooctanoic acid，PFOA）分别被列入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 》的名

单和候选名单。

城市污水处理厂被认为是PFASs向水环境中排

放的重要源头 [61]，然而对污水处理厂的调查研究后

发现生物处理二沉池出水经常出现其PFASs比进水

浓度高的现象，推测原因是在生物处理过程中发生

了前体物的生物转化 [62-63]。目前，PFASs中全氟烷

基羧酸（perfl uoroalkyl carboxylic acids，PFCAs）的

已知前体物主要有氟调聚醇 （fl uorotelomer alcohols，
FTOHs）、多氟烷基磷酸（polyfl uoroalkyl phosphate 
esters，PAPs）、多氟碘烷类化合物、全氟磷酸盐和

全氟亚膦酸酯等物质 [64]。其中PAPs、FTOHs在室

内尘、地表水、污水处理厂污泥以及饮用水厂中均

有检出 [65-70]，通过污水处理厂混合污水污泥的实验

室模拟、实验室纯菌培养以及土壤好氧细菌培养等

模拟实验，有研究推测出了PFCAs的前体物PAPs、
FTOHs转化为PFCAs的途径 [61, 71-73]。然而，在实际

污水生物处理系统中发生生物转化的直接证据还鲜

有报道。

    笔者团队近期首次证明了在城市污水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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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OHs转化为PFCAs，从而提出管理PFCAs需要加

强从源头对前体物的控制 [65]。在建立高灵敏度污水

和污泥FTOHs分析方法的基础上，针对全国不同区

域17座城市污水处理厂的调查，发现FTOHs普遍存

在于城市污水中。基于污水厂生物处理工艺的全流

程质量平衡研究证明FTOHs转化为PFCAs发生在城

市污水处理厂的好氧处理环节，为PFOA的环境管

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4 结 论

（1）至今为止，生物技术被认为是最清洁、最

安全、也是最经济的废水和废弃物处理技术，它一

直是近百年来环境工程师最优先选择的废水处理技

术。然而由于抗生素等化学品进入环境，生物处理

过程中化学物质生物转化产生的抗性基因等次生风

险因子的问题应当引起高度关注。

（2）由于次生风险因子的环境排放具有潜在的

环境风险，需要加强针对这类残留有害污染物的环

境管理和高效去除技术的研究，必要时，控制或禁

用这类化学品，这就提出了如何科学设定废水和废

弃物中抗生素等化学物质的安全排放标准的问题。

（3）为了阻断生物处理次生风险的产生和排放，

在生物处理之前进行对于化学物质和病原菌等的源

头预处理去除是有效的技术途径，同时结合生物处

理过程控制以减少次生风险因子的产生，必要时可

进行深度处理的末端保障。总之，在研究次生风险

产生机制的基础上，应该着力发展对常规污染物与

抗性基因等次生风险因子协同控制的生物处理技术

及组合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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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generation and control of secondary risk in biological 

treatment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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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iotechnology has been considered as the cleanest, safest and most economical method for the treatment of 
wastewater and organic wastes. However, with the fl owing of some chemicals into biological processes, such as antibiotics, 
precursors of per-and polyfl uoroalkyl substances, some secondary risk factors are generated [e.g. antibiotic resistant bacteria 
(ARB), antibiotic resistance genes (ARGs) and polyfl uoroalkyl substances], posing a potential risk to human health and 
ecosystem. Taking the biological treatment of livestock, poultry waste and wastewater as an example, this review mainly 
summarized the generation and removal of ARB and ARGs during aerobic composting and anaerobic digestion, and further 
proposed management and control measures. Besides, secondary risk in the antibiotic production wastewater and municipal 
wastewater treatment systems were reviewed. Finally, it was suggested that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secondary 
risk in biological treatment processes, and further eff orts were still needed to strengthen th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Control strategy on pretreatment technology, biological process optimizing, and advanced treatment were proposed.
Key words：wastewater; livestock wastes; biological process; secondary risk facto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