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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氧氟沙星在高锰酸钾体系中的转化行为*

李 媛 魏东斌＊＊ 杜宇国

( 环境化学与生态毒理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北京，100085)

摘 要 借助超高效液相色谱-飞行时间串联质谱技术，选择典型的喹诺酮抗生素左氧氟沙星为目标化合物，

研究了其在高锰酸钾体系中的氧化转化行为． 结果表明，左氧氟沙星在高锰酸钾体系中快速降解，高锰酸钾的

高投加量和低 pH 有利于左氧氟沙星的转化． 从转化体系中分离鉴定出 9 种主要转化产物，结合有机化学反

应原理，分别提出了左氧氟沙星在酸性、中性、碱性条件下的转化路径． 涉及的机理主要包括脱烷基、氧化等多

种反应． SOS /umu 遗传毒性测试结果显示随着体系中左氧氟沙星的去除，遗传毒性效应也明显降低，且与左氧

氟沙星剩余浓度呈线性相关性，提示体系的遗传毒性效应主要由母体哌嗪环所致．
关键词 左氧氟沙星，高锰酸钾，降解产物，机理，毒性．

Transformation of levofloxacin in potassium permanganate oxidation system

LI Yuan WEI Dongbin＊＊ DU Yuguo
(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al Chemistry and Ecotoxicology，Ｒesearch Center for Eco-Environment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100085，China)

Abstract: Levofloxacin ( LEVO ) ，one of typical quinolone antibiotics，was selected as target to
explore its transformation behaviors in permanganate oxidation system． LEVO was rapidly degraded，

and high loading of permanganate and low pH conditions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LEVO． With
the help of ultra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phase chromatography tandom with quadrupole time of flight
mass spectrometer，nine main products were identified． The possible transformation pathways of
LEVO in permanganate system were proposed under differenet pH conditions，including oxidation，

dealkylation，and so on． Especially，the variation of genotoxicity for reaction system was traced
using SOS /umu assay．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genotoxicity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during the
oxidation process．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residual LEVO concentration was linearly
correlated with the genotoxicity of reaction mixture，implying that the piperazine ring was responsible
for genotoxicity．
Keywords: levofloxacin，potassium permanganate，products，pathways，toxicity．

左氧氟沙星( Levofloxacin，LEVO) 属于第三代广谱氟喹诺酮类抗菌药，对大多数革兰氏阳性菌和阴

性菌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因抗菌谱广、活性高等特点被广泛应用． 已有报道显示 LEVO 在生物体内的

代谢率低于 25%，因此该药物主要以原型药物的形式经人 /动物的排泄物、医药废水及畜禽养殖废水的

排放等途径进入环境［1-4］． 由于其分子中喹诺酮环具有较强的化学稳定性和显著的生物毒性，传统的二

级处理工艺并不能将其有效去除，LEVO 成为水环境中备受关注的新兴污染物之一［5-7］． Karthikeyan 等

报导美国污水处理厂出水中氧氟沙星和诺氟沙星的平均浓度分别为 470 ng·L－1 和 400 ng·L－1，最高

达 1000 ng·L－1［8］． Peng 等报导广东等地的地表水中左氧氟沙星的残留浓度高达 87． 4 ng·L－1［9-10］． 当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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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残留的氟喹诺酮类抗生素累积到一定水平时，诱导生成耐药细菌［11-13］，给生态环境与人体健康带

来负面影响［14-15］． 另外，多种氟喹诺酮类抗生素在环境水体共存，往往会产生协同效应［16］． 因此，探讨该

类抗生素的转化降解机理及降解过程中潜在风险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高级氧化处理已被证明是降解有机污染物的有效手段之一，成为水污染控制领域的研究热点． 高锰

酸钾作为水处理中一种常用的氧化剂，具有氧化能力强、适应范围广、生成副产物少、价格低廉等诸多优

点． 高锰酸钾已在微污染水源水的预氧化处理［17-23］、地下水和土壤的原位修复［24-25］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本文针对采用传统二级处理技术难以彻底去除的高残留抗生素，尤其是制药行业排放的中高浓度

废水处理难等问题，选择左氧氟沙星为目标化合物，探讨其在高锰酸钾体系中的转化行为，一方面通过

考察高锰酸钾剂量、pH 值等因素对转化行为的影响，结合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分离鉴定产物，

进而揭示转化机理，为该类污染物高效处理技术的研发提供科学依据; 另一方面，借助 SOS /umu 方法跟

踪检测转化过程中遗传毒性效应的变化规律，为该类污染物的风险评价和管理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 1 仪器与试剂

Ultimate 3000 超高效液相色谱 ( Dionex，美国) ，micrOTOF QⅡ四极杆飞行时间质谱仪 ( Bruker，德

国) ，UV-2800H 紫外可见光分光光度计 ( 优尼柯，上海) ，LDZX-50KB 立式压力蒸汽灭菌锅 ( 申安，上

海) 等．
左氧氟沙星，在水中溶解度随 pH 条件的不同而不同，范围为 50—272 mg·mL－1，25 ℃ 时酸解离常

数: pKa1
= 6． 11 ( 羧基) 、pKa2

= 8． 18 ( 哌嗪环 4 位氨基) ，纯度＞97%，购自 Sigma 公司; 乙腈、甲醇( 色谱

纯) 购自 Fisher 公司; 其他试剂为分析纯; 实验中所有溶液均由 Milli-Q 超纯水配制( Millipore，美国) ． 菌

种: Salmonella thyphimurium TA1535 /pSK1002 由日本 Yoshimitsu Oda 教授提供．
1． 2 高效液相 /质谱联用仪分析条件

1． 2． 1 液相色谱条件

色谱柱: Agilent Zorbax SB-Aq 柱( 2． 1 mm×100 mm，1． 8 !m) ; 流速: 0． 2 mL·min－1 ; 进样体积: 20
μL; 柱温: 30 ℃ ; 流动相组成: A 为 0． 25%甲酸溶液，B 为甲醇; 梯度洗脱程序如表 1．

表 1 超高效液相色谱梯度洗脱程序

Table 1 Gradient elution program of ultra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phase chromatography

时间 /min
流动相比例

A: 0． 25% ( V /V) 甲酸溶液 /% B: 甲醇 /%
0—1 95 5
1—5 85 15
5—9 60 40
9—25 5 95
25—28 5 95
28—28． 1 95 5
28． 1—35 95 5

1． 2． 2 质谱仪条件

采用电喷雾离子源( ESI) ，正离子模式检测; 质谱扫描范围: m/z 50—1000; 雾化器压力: 1 bar; 干燥

气流速: 6 L·min－1 ; 温度: 250 ℃ ． 四极杆离子能量: 5 eV; 碰撞池参数: 一级质谱碰撞电压 10 eV，二级质

谱碰撞电压 15—20 eV，传输时间 60 μs．
1． 3 实验方法

1． 3． 1 左氧氟沙星在高锰酸钾体系中的转化实验

实验在 250 mL 锥形瓶中进行，向锥形瓶中移入 100 mL 用缓冲盐( 200 μmol·L－1 ) 配制的 LEVO 溶

液( 4 μmol·L－1 ) ，磁力搅拌． 量取一定体积的高锰酸钾溶液，迅速加入盛有 LEVO 溶液的锥形瓶中启动

反应． 在设 定 时 间 间 隔 取 样，所 取 样 品 立 即 加 入 过 量 亚 硫 酸 钠 溶 液 中 终 止 反 应． 终 止 后 混 合 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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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2000 r·min－1 转速下离心 10 min，用 0． 22 μm NAPEL 过滤膜过滤，使用 UPLC 分析 LEVO 的剩余浓

度． 实验证明亚硫酸钠对 LEVO 的浓度分析无影响( 数据未展示) ． 为探讨不同 pH 条件对转化反应的影

响，转化反 应 分 别 在 pH5 ( 2 mmol·L－1 NaAc-HAc ) 、pH 7 ( 2 mmol·L－1 NaH2PO4-Na2HPO4 ) 和 pH 9
( 2 mmol·L－1 H3BO3-NaB4O7 ) 等 3 个条件下进行． 以上反应均在室温( 20±1 ℃ ) 、避光条件下进行．
1． 3． 2 SOS /umu 遗传毒性实验

为跟踪检测左氧氟沙星转化过程中生物毒性效应和潜在环境风险的变化，选择 SOS /umu 遗传毒性

测试方法． 实验证明终止剂、缓冲液对毒性测试均无显著影响( 数据未展示) ，所得样品配制成一系列浓

度的溶液，参照国际标准方法 ISO13829 进行 umu 遗传毒性实验［26］，得到待测样品的剂量-效应曲线． 毒

性实验中，选择 4-NQO( 4-硝基喹啉-N-氧化物) 为阳性对照，培养基为阴性对照，每个样品设 3 个平行．
样品的遗传毒性以与其毒性相当的 4-NQO 当量浓度表征( EQC4-NQO ) ，单位 mg·L－1，样品遗传毒性当量

浓度的计算方法如公式( 1) ．
Genotoxicity ( EQC4-NQO，mg·L－1 ) = kSample /k4-NQO ( 1)

式中，kSample 表示待测样品剂量-效应曲线的斜率，单位: ng－1 4-NQO; k4-NQO 表示阳性参考物 4-NQO 剂量-
效应曲线的斜率，单位: μL－1 sample．

2 结果与讨论

2． 1 左氧氟沙星在高锰酸钾体系中的转化特征

初步实验结果表明，高锰酸钾能够较快转化降解左氧氟沙星，高锰酸钾的投加量和体系的 pH 值对

左氧氟沙星的转化率均有比较显著的影响，结果如图 1 所示． 根据正离子模式条件下分子离子 m/z 362
的峰面积数据，分别计算在 pH 5、pH 7、pH 9 体系中 LEVO 相对含量的变化．

图 1 左氧氟沙星在高锰酸钾体系中的转化特征

( a) 不同高锰酸钾投加量 ( ［KMnO4］0 /［LEVO］0 =1 ∶1、5 ∶1、10 ∶1; pH=5) ;

( b) 不同 pH 值 ( pH=5、7、9; ［KMnO4］0 /［LEVO］0 =5 ∶1; ［LEVO］0 =4 μmol·L
－1 )

Fig． 1 Transformation of LEVO in the potassium permaganate system

从图 1( a) 所示结果可以看出，左氧氟沙星的去除率随高锰酸钾投加量的增加而增加． 当高锰酸钾投加量

与左氧氟沙星剂量比为 1∶1 时，2 h 的转化率仅为40%，当二者剂量比达到5∶1 时，1 h 内左氧氟沙星被100%转

化，当剂量比增加至 10∶1 时，0． 5 h 即达 100%转化率． 图 1( b) 为高锰酸钾用量 20 μmol·L－1、左氧氟沙星初始

浓度 4 μmol·L－1 时，不同 pH 体系中高锰酸钾对左氧氟沙星的降解特征． pH 5 条件下，15 s 内左氧氟沙星

的降解率超过 60%，30 min 内左氧氟沙星被完全转化; 而 pH 7、pH 9 条件下左氧氟沙星在 1 h 内的转化

率分别为 90%、60% ． 这主要是因为高锰酸钾在不同 pH 体系中氧化还原电位不同( E0
酸性 : MnO－

4 /Mn2+ =
1． 51 V，E0

中性 : MnO－
4 /MnO2 =0． 59 V，E0

碱性 : MnO－
4 /MnO2－

4 = 0． 56 V) ，其氧化能力存在较大差异所致． 在

反应前 40 min 内，pH 9 条件下左氧氟沙星的转化率高于 pH 7 条件，这主要是因为不同 pH 下 LEVO 的

形态不同所致． 从 LEVO 的酸离解常数 pKa1
= 6． 11，pKa2

= 8． 18 可以判断，在 pH7 的体系中，哌嗪环上的

氨基是以铵盐形态存在，在 pH 9 的体系中，哌嗪环上的氮是以氨基的形态存在． 由于氨基在氧化剂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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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件下更容易发生化学反应，而铵盐较为稳定，不容易发生氧化还原反应．
2． 2 转化产物鉴定及机理分析

图 2 为 3 种不同 pH 条件( pH 5、pH 7、pH 9) 下左氧氟沙星在高锰酸钾体系中的总离子流图，可以

看出，经高效液相色谱分离、高分辨质谱检测，共发现 10 种主要转化产物( 其中 1 种产物结构未知) ，分

子结构列于表 2． 其中，在 pH 5 的反应体系中发现 5 种产物( 其中 1 种产物结构未知) ，在 pH 7 的体系

中鉴定出 9 种产物，在 pH 9 的反应体系中鉴定出 8 种产物．

图 2 左氧氟沙星转化产物总离子流图

［KMnO4］0 /［LEVO］0 =5 ∶1，反应时间 2 h

Fig． 2 Total ion chromatogram of transformation products of LEVO in KMnO4 system

表 2 左氧氟沙星在高锰酸钾体系中的降解产物

Table 2 Degradation products of LEVO after oxidation degradation by potassium permanganate

No．
精确分子量
［M+H］+

实测分子量
［M+H］+ 保留时间 /min 分子式 分子结构式 pH 5 pH 7 pH 9

P1 366． 1460 366． 1479 10． 2 C17H20 FN3O5 未知 √

P2 364． 1303 364． 1302 12． 1 C17H18 FN3O5 √ √ √

P3 336． 1354 336． 1357 13． 0 C16H18 FN3O4 √ √ √

P4 392． 1252 392． 1268 17． 3 C18H18 FN3O6 √ √ √

P5 279． 0775 279． 0788 18． 6 C13H11 FN2O4 √ √ √

P6 378． 1459 378． 1455 14． 8 C18H20 FN3O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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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No．
精确分子量
［M+H］+

实测分子量
［M+H］+ 保留时间 /min 分子式 分子结构式 pH 5 pH 7 pH 9

P7 390． 1096 390． 1107 15． 8 C18H16 FN3O6 √

P8 364． 1303 364． 1298 19． 6 C17H18 FN3O5 √ √

P9 364． 1303 364． 1304 20． 7 C17H18 FN3O5 √ √

P10 376． 1303 376． 1308 21． 9 C18H18 FN3O5 √ √

结合 LEVO 的分子结构、产物分子的质谱信息、以及化学反应原理，推测出左氧氟沙星在高锰酸钾

体系中可能的转化途径如图 3 所示．

图 3 左氧氟沙星的降解转化路径图

( a、b、c 分别表示在 pH 5、7、9 体系中检出的产物，［KMnO4］0 /［LEVO］0 =5 ∶1)

Fig． 3 Proposed transformation pathways of LEVO in KMnO4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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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3 可以看出，P2、P3、P4 和 P5 的 4 个产物在 3 种 pH 条件下均有检出，而且都是各条件下最主

要的转化产物． 左氧氟沙星在高锰酸钾氧化体系中，主要体现出其强的氧化能力，使得左氧氟沙星的哌

嗪环发生氧化脱烷基反应，包括部分脱烷基和完全脱烷基反应，分别生成 P3 和 P5 产物． 这类产物的生

成与其他研究报道的结果相似［27］． 除此之外，还能生成氮氧化物 P2 和酰胺类 P4 转化产物． 在 pH 7 体

系中，除了 P2、P3、P4 和 P5 等 4 种产物之外，还检出了 P6、P7、P10 等 3 种氧化产物． 众所周知，在中性

条件下，KMnO4 被有机物还原生成 MnO2，而新生成的 MnO2 往往反应活性较高，容易与体系中的还原性

有机物继续反应，生成一系列转化产物，这些产物与本课题组前期研究左氧氟沙星在二氧化锰体系中的

转化产物一致． Witte 等人在研究 LEVO 在中性高锰酸钾体系中检出了氧化羟基化产物 P6［29-30］，分子中

的醇羟基可以被进一步氧化生成酮类产物 P10［31］． 随着反应的充分进行，该类反应还有可能进一步发

生，被氧化生成含有双酮结构的产物 P7． 在 pH 9 的碱性条件下，除了检出酸性体系、中性体系中的主要

产物之外，还检出了两个氧化部分脱烷基产物 P8 和 P9． 因为只有在碱性条件下，溶液中的羟基更容易

进攻哌嗪环上与氮原子相邻的碳原子，进而发生氧化反应生成醛类产物．
2． 3 左氧氟沙星转化过程中遗传毒性变化

考虑到左氧氟沙星具有非常显著的遗传毒性效应，对环境生物可能造成潜在威胁． 为进一步考察高

锰酸钾处理体系对左氧氟沙星潜在风险的去除特征，选择 SOS /umu 方法检测转化过程中遗传毒性的变

化． 在反应时间 0、0． 25、5、30、60、120 min 时，分别从反应瓶中取样，经终止反应等一系列处理后进行遗

传毒性测试，结果如图 4( a) 所示．

图 4 ( a) 左氧氟沙星在高锰酸钾处理过程中的遗传毒性变化特征;

( b) 左氧氟沙星母体浓度与遗传毒性效应关系( ［KMnO4］0 /［LEVO］0 = 5 ∶1)

Fig． 4 ( a) The variation of genotoxicity for the mixture of LEVO reacted with potassiumpermanganate;

( b)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xicity effect and residual concentration of LEVO ( ［KMnO4］0 /［LEVO］0 = 5 ∶1)

从图 4( a) 所示结果可以看出，左氧氟沙星母体具有很强的遗传毒性( 15 mg·L－1 4-NQO) ，经高锰酸

钾处理后反应体系的毒性显著降低． 反应进行 5 min 后，各反应体系的遗传毒性均下降 50%左右． 酸性、
中性反应体系中，反应延长到 30 min 时，酸性反应体系的遗传毒性降低至 1． 31 mg·L－1 4-NQO，中性条

件下遗传毒性降低至 2． 58 mg·L－1 4-NQO; 反应进行到 60 min 时，酸性和中性体系已无显著的遗传毒性

效应，而碱性体系中仍剩余约 40%遗传毒性，此后 1 h 内遗传毒性仅有约 10%的降低．
比较图 4( b) 中左氧氟沙星在高锰酸钾体系中的剩余浓度和遗传毒性的去除特征，推测反应体系的

遗传毒性与剩余左氧氟沙星的浓度存在一定关联． 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存在比较显著的线性相

关性，相关系数 Ｒ2 达到 0． 885，提示转化产物的毒性远远低于母体，转化体系中遗传毒性主要是由剩余

的左氧氟沙星所致． 进一步分析母体和转化产物的分子结构发现，高锰酸钾对左氧氟沙星的转化反应主

要发生在哌嗪环，包括哌嗪环上的羟基化、羰基化、甚至哌嗪环的脱烷基等化学反应． 本实验的结果表

明，与母体分子相比，哌嗪环上任何额外的取代修饰、断裂均导致其遗传毒性的显著降低［32］，这为该类

污染物的风险评价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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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 1) 高锰酸钾可快速有效地转化降解左氧氟沙星，酸性、高剂量高锰酸钾等条件有利于左氧氟沙星

的转化降解，pH 5、高锰酸钾 10 倍剂量于左氧氟沙星的条件下，15 s 内左氧氟沙星的降解率超过

60%，30 min 内转化率达 100% ． 借助色谱分离、高分辨质谱鉴定出 10 种主要转化产物( 其中 1 种产物

结构未知) ． 结合有机化学反应原理和实验现象，分别提出了不同 pH( 5、7、9) 体系中左氧氟沙星的可能

降解途径，主要包括脱烷基、氧化等两类反应．
( 2) 随着左氧氟沙星的转化降解，反应体系的遗传毒性显著降低，且遗传毒性与体系中剩余左氧氟

沙星的浓度呈线性相关性，提示遗传毒性主要是由分子中完整的哌嗪环所致，随着反应的进行，遗传毒

性的降低主要归因于哌嗪环的修饰和断裂．

参 考 文 献

［1］ Calamari D，Zuccato E，Castiglioni S，et al． Strategic survey of therapeutic drugs in the rivers Po and Lambro in northern Italy［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2003，37( 7) : 1241-1248

［2］ Bound J P，Voulvoulis N． Household disposal of pharmaceuticals as a pathway for aquatic contaminat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J］．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2005，113( 12) : 1705-1711

［3］ Pena A，Chmielova D，Lino C M，et al． Determination of fluoroquinolone antibiotics in surface waters from Mondego Ｒiver by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using a monolithic column［J］． Journal of Separation Science，2007，30( 17) : 2924-2928

［4］ Peng X，Tan J，Tang C，et al． Multiresidue determination of fluoroquinolone，sulfonamide，trimethoprim，and chloramphenicol antibiotics

in urban waters in China［J］． Environmental Toxicology and Chemistry，2008，27( 1) : 73-79

［5］ Sturini M，Speltini A，Pretali L，et al． Solid-phase extraction and HPLC determination of fluoroquinolones in surface waters［J］． Journal of

Separation Science，2009，32( 17) : 3020-3028

［6］ Ye Z，Weinberg H S，Meyer M T． Trace analysis of trimethoprim and sulfonamide，macrolide，quinolone，and tetracycline antibiotics in

chlorinated drinking water using liquid chromatography electrospray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J］． Analytical Chemistry，2007，79 ( 3 ) :

1135-1144

［7］ 李靖，吴敏，毛真，等． 热解底泥对两种氟喹诺酮类抗生素和双酚 A 的吸附［J］． 环境化学，2013，32( 4) : 613-621

［8］ Karthikeyan K，Meyer M T． Occurrence of antibiotics in wastewater treatment facilities in Wisconsin，USA［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2006，361( 1) : 196-207

［9］ Chen Y，Zhang H，Luo Y，et al． Occurrence and dissipation of veterinary antibiotics in two typical swine wastewater treatment systems in

east China［J］．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2012，184( 4) : 2205-2217

［10］ Peng X，Zhang K，Tang C． Distribution pattern，behavior，and fate of antibacterials in urban aquatic environments in South China［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2011，13( 2) : 446-454

［11］ Dodd M C． Potential impacts of disinfection processes on elimination and deactivation of antibiotic resistance genes during water and

wastewater treatment［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2012，14( 7) : 1754-1771

［12］ Gartiser S，Urich E，Alexy Ｒ，et al． Ultimate biodegradation and elimination of antibiotics in inherent tests［J］． Chemosphere，2007，67

( 3) : 604-613

［13］ Kolpin D W，Furlong E T，Meyer M T，et al． Pharmaceuticals，hormones，and other organic wastewater contaminants in US streams，

1999—2000: A national reconnaissance［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2002，36( 6) : 1202-1211

［14］ Boon P，Cattanach M． Antibiotic resistance of native and faecal bacteria isolated from rivers，reservoirs and sewage treatment facilities in

Victoria，south-eastern Australia［J］． Letters in Applied Microbiology，1999，28( 3) : 164-168

［15］ Kim S D，Cho J，Kim I S，et al． Occurrence and removal of pharmaceuticals and endocrine disruptors in South Korean surface，drinking，

and waste waters［J］． Water Ｒesearch，2007，41( 5) : 1013-1021

［16］ Yang L H，Ying G G，Su H C． Growth-inhibiting effects of 12 antibacterial agents and their mixtures on the freshwater microalga

Pseudokirchneriella subcapitata［J］． Environmental Toxicology and Chemistry，2008，27( 5) : 1201-1208

［17］ 马军． 高锰酸钾去除与控制饮用水中有机污染物的效能与机理［D］． 哈尔滨: 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0

［18］ Van Benschoten J E，Lin W，Knocke W Ｒ． Kinetic modeling of manganese ( II) oxidation by chlorine dioxide and potassium permanganate

［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1992，26( 7) : 1327-1333

［19］ Chen J J，Yeh H H． The mechanisms of potassium permanganate on algae removal［J］． Water Ｒesearch，2005，39( 18) : 4420-4428

［20］ Ｒodríguez E，Majado M E，Meriluoto J，et al． Oxidation of microcystins by permanganate: reaction kinetics and implications for water

treatment［J］． Water Ｒesearch，2007，41( 1) : 102-110



2026 环 境 化 学 33 卷

［21］ Lee E S，Seol Y，Fang Y，et al． Destruction efficiencies and dynamics of reaction fronts associated with the permanganate oxidation of

trichloroethylene［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2003，37( 11) : 2540-2546

［22］ Waldemer Ｒ H，Tratnyek P G． Kinetics of contaminant degradation by permanganate［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2006，40

( 3) : 1055-1061

［23］ Hu L，Martin H M，Arce-Bulted O． Oxidation of carbamazepine by Mn ( Ⅶ) and Fe ( Ⅵ ) : reaction kinetics and mechanism［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2008，43( 2) : 509-515

［24］ Hunkeler D，Aravena Ｒ，Parker B，et al． Monitoring oxidation of chlorinated ethenes by permanganate in groundwater using stable

isotopes: Laboratory and field studies［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2003，37( 4) : 798-804

［25］ Yan Y E，Schwartz F W． Kinetics and mechanisms for TCE oxidation by permanganate［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2000，

34( 12) : 2535-2541

［26］ ISO． Water quality-Determination of the genotoxicity of water and 361 waste water using the umu-test ( 1st ed． ) ，ISO 13829，Geneva，

Switzerland． 2000: 1-18

［27］ Hu L，Stemig A M，Wammer K H，et al． Oxidation of antibiotics during water treatment with potassium permanganate: Ｒeaction pathways

and deactivation［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2011，45( 8) : 3635-3642

［28］ Li Y，Wei D B，Du Y G． Oxidative transformation of levofloxacin by δ-MnO2 : Products，pathways and toxicity assessment［J］．

Chemosphere，2015，119: 282-288

［29］ Witte B D，Langenhove H V，Hemelsoet K． Levofloxacin ozonation in water: Ｒate determining process parameters and reaction pathway

elucidation［J］． Chemosphere，2009，76( 5) : 683-689

［30］ Hubicka U，Zmudzki P，Zuromska-Witek B． Separ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ciprofloxacin，difloxacin，lomefloxacin，norfloxacin，and

ofloxacin oxidation products under potassium permanganate treatment in acidic medium by UPLC-MS /MS［J］． Talanta，2013，109: 91-100

［31］ Hamdi E l，Najjar N，Touffet A，et al． Levofloxacin oxidation by ozone and hydroxyl radicals: Kinetic study，transformation products and

toxicity［J］． Chemosphere，2013，93( 4) : 604-611

［32］ Li M，Wei D B，Zhao H M，et al． Genotoxicity of quinolones: Substituents contribution and transformation products QSAＲ evaluation using

2D and 3D models［J］． Chemosphere，2014，95: 220-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