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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某污水处理厂中环型和线型甲基硅氧烷的行为归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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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环境化学与生态毒理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100085)

摘 要 本文研究了山东某污水处理厂污水及污泥中 3 种环型甲基硅氧烷( D4—D6，CMS) 和 12 种线型甲基

硅氧烷( L5—L16，LMS) 的行为归趋．进水中总甲基硅氧烷 ( ∑MS) 的浓度为 15． 7—65． 7 μg·L－1 ( 平均值:

39．2 μg·L－1 ) ，其中∑LMS 占 比 为 98． 2%． 进 水 中∑MS 浓 度 夏 季 最 高 ( 65． 7 μg·L－1 ) ，其 次 分 别 是 秋 季

( 41．7 μg·L－1 ) 、冬季( 33．7 μg·L－1 ) 和春季( 15．7 μg·L－1 ) ．出水中∑MS 浓度为 6．24—14．3 μg·L－1 ( 平均值:

10．6 μg·L－1 ) ，平均去除率为 73．0%．污泥中∑MS 的浓度为 14．1—48．4 μg·g－1( 平均值: 20．3 μg·g－1 ) ，D4—D6
的泥水分配系数( lg Kd ) 为 3．84—4．44，L6—L16 的 lg Kd为 2．24—4．30．此外，通过计算甲基硅氧烷的危险商数

( hazard quotients，HQ) 评估了其对水生生物的危害，发现污水处理厂出水中目标化合物的潜在危害较低．
关键词 甲基硅氧烷，污水处理厂，泥水分配系数，危险商数，个人护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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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ccurrence and fate of three cyclic ( D4—D6，CMS) and twelve linear ( L5—L16，LMS)

methylsiloxanes in the wastewater and sludge collected from a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 WWTP )

in Shandong Province were studied． The concentrations of total methylsiloxanes ( ∑MS ) in the
influent were 15． 7—65． 7 μg·L－1 ( Mean: 39． 2 μg·L－1 ) ，and ∑ LMS were the predominant
( 98．2%) ． Influent samples collected during the summer contained the highest ∑MS concentrations
( 65．7 μg·L－1 ) ，followed by autumn ( 41． 7 μg·L－1 ) ，winter ( 33． 7 μg·L－1 ) and spring
( 15．7 μg·L－1 ) ． ∑ MS concentrations in the effluent were 6． 24—14． 3 μg·L－1 ( Mean:

10．6 μg·L－1 ) ，with 73． 0% average removal efficiency． The ∑MS concentrations in the sludge
ranged from 14．1 to 48． 4 μg·g－1 ( Mean: 20． 3 μg·g－1 ) ． The logarithm values of solid—liquid
distribution coefficients of D4—D6 and L6—L16 were 3．84—4．44 and 2．24—4．30，respectively． In
addition，the hazard quotients ( HQ ) of siloxanes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ir ecological risk to
aquatic organisms，results suggested that the target compounds in the effluent would pose li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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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ential adverse ecological risk．
Keywords: methylsiloxanes，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solid-liquid distribution coefficients，
hazard quotients，personal care products．

甲基硅氧烷是有机硅化合物的一种，其主链是交替排列的硅氧单元( Si—O) ，支链则是连接到硅原

子上的甲基［1］．按照主链结构形状的不同，可以分为环型甲基硅氧烷( Dn，n 为 Si 原子的数量) 和线型甲

基硅氧烷( Ln，n 为 Si 原子的数量) ．此类化合物兼备有机基团与无机结构，具有热稳定性、润滑特性及疏

水性等优良性能，作为原材料、润滑剂、增光剂和减阻剂等被广泛应用各个领域［2］，个人护理品甚至是儿

童玩具等产品中均检测到了它的存在［3-4］．美国环境保护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已将甲基硅氧烷列为

了高产量化学品( HPV) ［5］，中国是硅氧烷生产和使用大国，年产量已突破 90 万吨，个人护理品行业及

工业领域中甲基硅氧烷的需求量也在逐年上升［6］．
人们生产和生活中使用的甲基硅氧烷可以通过挥发等途径进入环境甚至是被生物体暴露吸收，由

此带来的污染和健康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此前已经有多篇关于甲基硅氧烷在各类环境介质中残留或

其生物效应的报道［7-11］．个人护理品是居民生活区域甲基硅氧烷的重要来源，这其中有超过 10%的甲基

硅氧烷会进入污水之中［12］，进而在污水处理厂中去除，但是关于污水处理厂中甲基硅氧烷行为归趋的

研究主要集中于环型，线型硅氧烷( 尤其是 L15—L16) 的研究较少．Xu 等［13］检测了北京某污水处理厂中

环型甲基硅氧烷( D4—D6) 的浓度( 0．1—14．7 μg·L－1 ) ，计算了目标物在各个处理环节中的去除效率，然

而线型甲基硅氧烷( L5—L16) 的相关环境行为未有报道．国外研究［14］曾经报道了希腊雅典某污水处理

厂中环型和线型甲基硅氧烷( D3—D7，L3—L14) 的浓度( 20．3 μg·L－1 ) ，目标物的泥水分配系数也在其

中进行了阐述，然而该研究样品采集时间较为集中，数据相对单一．另外，甲基硅氧烷在污水处理厂中并

不能完全去除，残留部分会进入水环境中造成潜在的生态风险．因此，对甲基硅氧烷在污水处理厂中的

迁移和其潜在生态风险的系统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利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 检测了山东某污水处理厂不同季节污水及污泥样品中

3 种环型甲基硅氧烷( D4—D6) 和 12 种线型甲基硅氧烷( L5—L16) 的浓度，计算了目标物的泥水分配系

数及其在污水处理厂的去除效率，并评估了污水处理厂出水中甲基硅氧烷对水生生物的危害．这可以帮

助人们更好地了解甲基硅氧烷在污水处理厂的行为归趋及潜在的生态风险．相关方法和结论将为关于

甲基硅氧烷环境行为的研究提供参考．

1 实验部分( Experimental section)

1．1 仪器与试剂

Agilent 7890A /5975C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Agilent，USA) ; KS4000IC 控温摇床( IKA，GEＲ) ; QL-901
Vortex 涡旋混合器( 海门市其林贝尔仪器制造有限公司) ; KQ-500DE 数控超声波清洗器( 昆山市超声仪

器有限公司) ; SIGMA3-18K 台式高速离心机( Sigma 公司) ; Beta2-8 LD Plus 冷冻干燥机( CHIＲIST 公

司) ; XS-205DU 分析天平( 上海恰森仪器有限公司) ; DP200D-1 干式氮吹仪( 无锡德谱仪器制造有限

公司) ．
D4、D5、D6、线型甲基硅氧烷［聚二甲基硅氧烷混合物( PDMS) ］及内标物标准品 M4Q 由 Sigma-

Aldrich 公司 ( St． Louis，MO，USA) 提供．乙酸乙酯和正己烷购自 Fisher Scientific 公司 ( Fair Lawn，New
Jersey，USA) ．色谱纯( 99．9%) 丙酮由德国 Sigma 提供．
1．2 样品采集

本文研究的污水处理厂位于山东省烟台市，具有 100000 m3·d－1 的污水处理能力，服务面积约为

62．57 km2．处理的污水中 75%为生活污水，25%为工业污水．初级处理单元包括初沉池等．二级处理与三

级处理单元的具体流程如图 1 所示．污水处理厂出水排放至当地的河流之中．
分别于 2017 年 4 月 10 号( 春) 、7 月 10 号( 夏) 、10 月 10 号( 秋) 和 2018 年 1 月 10 号( 冬) 进行了

4 次采样．每次采样共采集 12 个污水样品和 6 个污泥样品．使用洁净的不锈钢桶进行污水样品的采集，



424 环 境 化 学 38 卷

采集到的污水样品在 4 ℃的环境下密封保存于 1 L 玻璃瓶中，48 h 之内进行样品的预处理，此过程中利

用 0．45 μm 滤膜过滤得到了 6 个来自不同处理单元的污泥样品．不锈钢桶与玻璃瓶在采集和贮存污水

之前均用样品润洗 3 次以上．为评估采样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甲基硅氧烷损失，每个采样地点都准备了

3 组加标样品( 100 mL 超纯水中加入 100 μg·L－1的 D4、D5 和 D6 丙酮溶液 50 μL) ，加标样品同实际样

品一同进行预处理分析，其中目标物的损失低于 5%．

图 1 污水处理厂处理流程及采样点

Fig．1 Flow scheme of WWTP and sampling sites

1．3 样品分析

污水样 品: 利 用 文 献 报 道［14］ 的 液 液 萃 取 法 对 污 水 样 品 进 行 预 处 理． 在 100 mL 水 样 中 加 入

1000 μg·L－1的 M4Q 丙酮溶液 100 μL 作为内标，随后加入 25 mL 正己烷萃取 1 次，将上层有机溶液转移

至圆底烧瓶，之后加入 20 mL 体积比为 1∶1 的正己烷 /乙酸乙酯溶液再萃取 1 次，将上层有机溶液转移

至同一烧瓶．将有机提取液在 30 ℃下旋转蒸发浓缩至 8—10 mL，之后通过 1．0 g 的无水硫酸钠柱以纯化

( 净化) 去除水分，然后氮吹浓缩至 0．6—0．8 mL，定容至 1 mL，转移至进样小瓶，利用 GC—MS 分析检测．
污泥样品: 污水过滤之后的污泥首先置于冷冻干燥机中以去除水分，之后用分析天平准确称量

1．00 g污泥样品于 15 mL 玻璃离心管中，加入 1000 μg·L－1 的 M4Q 丙酮溶液 100 μL 作为内标．静置

30 min后，加入 5 mL 体积比为 1: 1 的正己烷 /乙酸乙酯溶液，2500 r·min－1 条件下涡旋 5 min，超声

30 min，300 r·min－1振荡摇匀 30 min，3500 r·min－1离心 10 min，取上层清液至另一玻璃离心管( 15 mL)

中．样品重复提取 3 次之后，得到的 15 mL 萃取液氮吹浓缩至 0．6—0．8 mL，定容至 1 mL，转移至进样小

瓶，利用 GC-MS 分析检测［15］．
1．4 仪器条件

利用 EI 源的 Agilent7890A-MSD5975C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系统来检测样品中的甲基硅氧烷．HP-5MS
毛细管色谱柱( 30 m×0．25 mm i．d．×0．25 μm) 用以分离各目标物质．检测 D4—D6 时，进样口( 不分流进

样) 、离子源、质量分析器和传输线温度分别为 200、230、150、280 ℃ ; 检测 L5—L16 时，上述各部分温度

分别为 300、280、150、280 ℃ ．载气为高纯氦气，流速为 1．0 mL·min－1．
1．5 质量控制( QA /QC)

由于许多日用产品和实验室用品中可能存在甲基硅氧烷，会对实验结果产生较大影响，所以在采样

和实验过程中引入了严格的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体系来减少背景值的产生: 采样和实验期间，参与人员

禁止使用含有机硅个人护理品; 玻璃器皿在使用前均加热至 300 ℃ 保持 4 h 并用正己烷清洗 3 次以

上［16］; 硫酸钠柱使用之前先用正己烷进行清洗，在 200 ℃条件下烘干之后储存于玻璃真空干燥器中; 仪

器分析阶段，用铝箔代替 GC 进样小瓶中的硅胶隔垫以避免污染; 在采样过程中同时采集现场空白样品

以评估潜在污染; 每检测 5 个样品设置 1 个程序空白．
尽管采取以上措施，仍然在程序空白中检测出了 D4—D6: 污水样品( 5．10—7．20 ng·L－1 ) ，污泥样品

( 1．13—2．07 ng·g－1 ) ． D4—D6 的方法定量限( LOQ) 定义为程序空白样品( n = 7) 浓度的标准偏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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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倍．由于程序空白中未检测到 L5—L16，将其 LOQ 定义为低浓度标准溶液中浓度偏差的 10 倍．水样中

D4—D6 的加标回收率和 LOQ 分别为 84%—95%和 0．97—2．03 ng·L－1，污泥样中的分别为 89%—97%和

1．08—1．96 ng·g－1 ．水样中 L5—L16 的加标回收率和 LOQ 分别为 86%—90%和 0．92—3．15 ng·L－1，泥样

中的分别为 87%—93%和 0．94—2．96 ng·g－1 ．同一样品重复进行检测后甲基硅氧烷浓度的相对标准偏差

( ＲSD，%) 小于 12%．

2 结果与讨论( Ｒesults and discussion)

2．1 污水中甲基硅氧烷浓度

来自山东某污水处理厂的污水样品中检出了 3 种环型甲基硅氧烷( D4—D6) 和 12 种线型甲基硅氧

烷( L5—L16) ，表 1 列出了该厂进水及各处理单元出水中目标物质的浓度．总甲基硅氧烷( ∑MS) 在进水

中的浓度为 15．7—65．7 μg·L－1( 平均值: 39．2 μg·L－1 ) ，其中夏季最高，之前有文献报道个人护理品使用

量在夏季较多［17］，推测这可能是导致污水中目标物浓度的升高的原因．∑LMS 是进水中主要的硅氧烷，

占比高达 98．2%，浓度为 15．0—64．9 μg·L－1( 平均值: 38．5 μg·L－1 ) ，比来自希腊的报道高 2．55 倍［14］．据
文献报道，中国市场上个人护理品等产品中线型甲基硅氧烷的浓度为＜LOQ—52600 μg·g－1［16］．另外，工

业领域线型甲基硅氧烷的应用量也较大，润滑油、柔顺剂等产品中浓度可以达到 13800 μg·g－1［18］．本文

调查研究的污水处理厂同时接纳生活污水与工业废水，这导致了污水中∑LMS 浓度相对较高．而在线型

甲基硅氧烷中，L15 和 L16 的浓度占比最大，均超过了 50%( 图 2) ．Zhang 等［19］在北京某化妆品污水处理

厂中检出了 5．74—6．65 μg·L－1的 L15—L16，这说明化妆品会向污水中排放这两种物质，是潜在的来源．
另外，油漆等工业用品中也检测到了高浓度的 L15—L16( 1249—3209 μg·g－1 ) ［18］，也可能是重要的污染

源．∑CMS 在进水中的浓度为 3．36×10－1—1．10 μg·L－1( 平均值: 7．19×10－1 μg·L－1 ) ，低于来自北京的报

道中的浓度( 8．02—8．38 μg·L－1 ) ［13］，这可能是地区之间不同的甲基硅氧烷消费结构造成的．污水处理

厂出水中∑MS 浓度为 6．24—14．3 μg·L－1( 平均值: 10．6 μg·L－1 ) ，平均去除效率为 73．0%．这说明污水处

理厂是去除污水中∑MS 的重要场所．∑MS 去除效率在夏季最高( 84%) ，根据文献报道，由于夏季气温

高，甲基硅氧烷的挥发、降解等过程会加快，这往往会导致污水中∑MS 较高的去除率［20］．如图 2 所示，

出水中主要的硅氧烷仍是线型的，与进水中一致，这说明甲基硅氧烷在污水处理厂中并没有发生组成结

构的变化．
初沉池出水中∑CMS 和∑LMS 的浓度范围分别为 2．93×10－1—7．74×10－1 μg·L－1 ( 平均值: 5．30×

10－1 μg·L－1) 和 7．07—25．2 μg·L－1( 平均值: 17．0 μg·L－1 ) ，较进水中有了一定程度的下降．初沉池中主要

是进行污水中大颗粒杂质的过滤，虽然没有采集到初沉池污泥，但我们推测甲基硅氧烷是通过吸附在这

些杂质的表面而去除．
二级处理流程中，1 号厌氧池出水中∑CMS 和∑LMS 的浓度范围分别为 2．59×10－1—3．37 μg·L－1

( 平均值: 1．16 μg·L－1 ) 和 10．3—37．6 μg·L－1( 平均值: 27．4 μg·L－1 ) ，比初沉池出水中的浓度高 2．19 和

1．61 倍．此现象与文献报道中的相一致［13］．初沉池出水在流入 1 号厌氧池之前会与高浓度回流污泥混合

［液相中∑ CMS 浓 度 为 5． 79 × 10－2—8． 05 μg·L－1 ( 平 均 值: 2． 23 μg·L－1 ) ，∑ LMS 浓 度 为 6． 57—
20．7 μg·L－1 ( 平均值: 14．2 μg·L－1 ) ; 如表 2 所示，固相中∑CMS 浓度为 5．83—7．78 μg·g－1 ( 平均值:

6．43 μg·g－1 ) ，∑LMS 浓度为 8．97—15．7 μg·g－1( 平均值: 10．8 μg·g－1 ) ］，这可能是 1 号厌氧池出水中浓

度升高的原因之一．与 1 号厌氧池出水中的浓度相比，2 号好氧池出水中∑LMS 浓度出现了下降［7．41—
23．4 μg·L－1 ( 平 均 值: 15． 1 μg·L－1 ) ］，但 是∑CMS 浓 度 依 然 出 现 了 小 幅 度 的 升 高［3． 93 × 10－1—
4．55 μg·L－1( 平均值: 1．53 μg·L－1) ］．污水在该处理流程中经历的搅拌混匀、温度变化等过程会使吸附

至污泥中的∑CMS 解吸进入污水之中，导致其浓度升高［13］．
2．2 污泥中甲基硅氧烷浓度及泥水分配系数

所有 3 种环型甲基硅氧烷( D4—D6) 和 12 种线型甲基硅氧烷( L5—L16) 均能在污泥样品中检出．
表 2列出了各流程污泥中甲基硅氧烷的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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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季节进水过出水中甲基硅氧烷的组成分布

Fig．2 Composition profiles of methylsiloxanes in the influent or effluent in different seasons

污泥中∑MS 的浓度为 14．1—48．4 μg·g－1( 平均值: 20．3 μg·g－1 ) ，低于来自韩国［17．2—164 μg·g－1

( 平均值: 57．6 μg·g－1) ］［21］以及挪威( 平均值: 69．7 μg·g－1 ) 的报道［22］．其中∑CMS 的浓度为 5．18—
9．76 μg·g－1 ( 平均值: 6．87 μg·g－1 ) ，与来自英国的报道基本持平( 平均值: 8．21 μg·g－1 ) ［23］．∑LMS 浓度

为 8．16—41．1 μg·g－1 ( 平 均 值: 13． 4 μg·g－1 ) ，高 于 Liu 等 的 报 道［＜ LOQ—13． 0 μg·g－1 ( 平 均 值:

0．94 μg·g－1) ］［24］．
图 3 展示了污泥中各甲基硅氧烷所占的比例．可以看出，∑LMS 仍然是污泥中主要的硅氧烷，占比

为 66．0%．但∑CMS 的占比与污水中的相比已经有了明显的提高，其中 D5 占比为 25．0%，D6 为 7．00%．
分配比例的改变说明水与污泥对各甲基硅氧烷的吸附能力是不同的．引入污泥-水分配系数( lg Kd ) 的概

念来描述甲基硅氧烷在水和污泥两种介质之间的吸附交换规律．Kd( L·kg
－1 ) 采用如下公式来进行计算:

Kd =
Cs

Cw

其中，Cs代表污泥中甲基硅氧烷的浓度，先将表 2 中的浓度单位转化为“μg·kg－1”再进行计算; Cw代表水

中甲基硅氧烷的浓度，单位为“μg·L－1”．

图 3 污泥中甲基硅氧烷的分布比例

Fig．3 Composition profile of methylsiloxanes in the slu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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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列出了污水处理厂 6 个不同单元中各甲基硅氧烷的 lg Kd ．由于 L5 在污水中检出率( 25%) 过

低，未计算其 lg Kd ．D4、D5 和 D6 的 lg Kd分别为 3．68—3．98( 平均值: 3．84) 、4．08—4．80( 平均值: 4．44) 和

3．75—4．27( 平均值: 3．91) ，此结果与文献的报道相一致［14，25］．线型甲基硅氧烷方面，L6、L7、L11 和 L13
的 lg Kd值较高，分别为 4．02—4．45( 平均值: 4．30) 、3．27—3．50( 平均值: 3．39) 、3．53—4．41( 平均值: 3．93)

和 3．63—4．31( 平均值: 3．88) ．其中，L6 和 L7 的 lg Kd与文献报道基本持平，L11 与 L13 的 lg Kd则低于希

腊的相关报道［14］．L15 和 L16 的 lg Kd分别为 2．14—2．63( 平均值: 2．43) 和 2．24—2．57( 平均值: 2．42) ，据

我们所知，这是 L15 和 L16 的 lg Kd在国际上第一次被报道．线性回归方程结果发现( 图 4) ，线型甲基硅

氧烷的 lg Kd与链长之间并无明显规律可循，但从 L11 开始，线型甲基硅氧烷的 lg Kd有随 Si—O 键长增

加而减小的趋势．理论上链长较长的硅氧烷应该具有较高的 Kow，因此污水中较高浓度的可溶性有机质

( DOC) 可显著提高水相中长链硅氧烷的浓度，从而导致长链硅氧烷的表观 Kd值低于短链硅氧烷．此结

果与来自希腊的报道相似［14］．

表 3 不同处理单元甲基硅氧烷的泥水分配系数

Table 3 Mean logarithm values of solid-liquid distribution coefficients( lg Kd ) of methylsiloxanes at different points
D4 D5 D6 L6 L7 L8 L9 L10 L11 L12 L13 L14 L15 L16

1 号厌氧出水 3．68 4．08 3．84 4．28 3．27 2．32 2．83 3．33 3．80 3．24 3．72 2．48 2．23 2．28

1 号缺氧出水 3．80 4．77 4．27 4．31 3．35 2．40 2．81 3．43 3．53 3．14 3．63 2．69 2．14 2．24

1 号好氧出水 3．80 4．44 4．01 4．38 3．35 2．39 2．96 3．80 3．85 3．24 3．76 2．78 2．47 2．57

2 号缺氧出水 3．98 4．80 3．76 4．45 3．36 2．47 2．96 3．54 4．00 3．34 3．71 2．90 2．48 2．46

2 号好氧出水 3．85 4．37 3．82 4．36 3．49 2．10 3．04 3．61 4．41 3．80 4．31 2．97 2．62 2．57

回流污泥 3．94 4．16 3．75 4．02 3．50 1．75 2．98 3．54 4．01 3．71 4．13 2．60 2．63 2．39

平均值 3．84 4．44 3．91 4．30 3．39 2．24 2．93 3．54 3．93 3．41 3．88 2．74 2．43 2．42

图 4 L6—L16 ( a) 和 L11—L16 ( b) 的链长与 lg Kd之间的相关性

Fig．4 Correlation between chain length and lg Kd of L6—L16 ( a) and L11—L16 ( b)

2．3 风险评估

此前，已有多篇报道甲基硅氧烷生物效应的文献．Kent 等［26］认为 D4 对水生生物有弱毒性，Meeks
等［27］认为吸入过量的 D4 会影响小鼠的生殖能力．Homem 等［28］发现暴露于高浓度 D5 之中的小鼠，器官

会产生癌变; Velicogna 等［29］认为土壤中 D5 的存在会影响大麦的生长．McKim 等［30］认为 L2 是一种抗雌

激素化合物．由于本文研究的污水处理厂出水直接排入地表河流，其中残存的甲基硅氧烷有可能会危害

河流中的水生生物．所以利用本文的研究数据对甲基硅氧烷的水生生物毒性进行评估是很有必要的．采
用欧盟委员会报告中的危险商数( hazard quotient，HQ) 方法［28］来进行评估．本文采用如下公式计算甲基

硅氧烷的 HQ:

HQ=MEC or PEC
PNEC

其中，MEC 代表河流中甲基硅氧烷的浓度; PEC 代表河流中甲基硅氧烷浓度的预测值; PNEC 为甲基硅

氧烷的预测无影响浓度．由于本文没有检测实际水体中甲基硅氧烷的浓度，所以我们利用污水处理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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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各甲基硅氧烷浓度( 最大值) 作为 PEC 进行计算． Homem 等的报道中记载了相关甲基硅氧烷的

PNEC［28］．
由于关于线型甲基硅氧烷( L5—L16) 毒性的相关研究较少，本文仅计算了 3 种环型甲基硅氧烷

( D4—D6) 的 HQ，结果如表 4 所示．可以看到，3 种物质的 HQ 均小于 1，说明该浓度下的甲基硅氧烷不足

以对水生生物产生危害．这与 Fairbrother 和 Woodburn 的报道的结果相一致［31］．但是，由于出水还含有其

他种类的甲基硅氧烷，不排除他们之间会存在协同效应从而危害水生生物的可能性．
另外，D4—D6 具有较高的生物浓缩系数( BCF) ［6］，水环境中的甲基硅氧烷会在生物体内富集，有

可能会导致其 HQ＞1 从而产生潜在的生态风险，这表明本文选取的理论模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甲基硅

氧烷的风险评估需要更多的现场调查研究．

表 4 3 种环型甲基硅氧烷( D4—D6) 的 HQ
Table 4 Hazard quotients ( HQs) of three cyclic methylsiloxanes( D4—D6)

PEC / ( μg·L－1 ) PNEC / ( μg·L－1 ) HQ

D4 3．07×10－2 8．80×10－2 3．49×10－1

D5 1．92×10－1 8．70×10－1 2．21×10－1

D6 4．86×10－2 2．00×10－1 2．43×10－1

3 结论( Conclusion)

本研究发现污水处理厂是去除污水中∑MS 的重要场所，但相关处理工艺不会影响污水中甲基硅氧

烷的结构组成; 污泥中甲基硅氧烷结构组成与污水中有较大差异，这主要是不同甲基硅氧烷具有不同的

泥水分配系数( lg Kd ) 导致的; 当线型甲基硅氧烷的链长达到一定程度时，其 lg Kd有随链长的增加而减

小的趋势; 由于 D4—D6 的危险商数( hazard quotient，HQ) 均小于 1，推测目标化合物不会对水生生物产

生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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