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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链氯化石蜡（ SCCPs） 是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已于 2017 年 5 月被正式列入《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的斯德哥尔摩公约》附件 A 的受控名单． 中链氯化石蜡（ MCCPs） 具有相似的性质． 由于氯化石蜡（ CPs） 大量生
产以及广泛应用，其在环境介质中的含量处于较高水平． 本文综述了 SCCPs 和 MCCPs 的生产和排放，以及
2016 年以后文献报道的 SCCPs 和 MCCPs 在不同环境介质中的研究进展，包括在大气、水体、土壤和沉积物中
的赋存、分布特征，探讨了 SCCPs 和 MCCPs 的环境行为，同时指出环境中 CPs 的溯源、界面过程及区域传输是
未来的主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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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hort-chain chlorinated paraffins （ SCCPs） are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In May 2017，
they were added to Annex A to the Stockholm Convention． The properties of medium-chain chlorinated
paraffins （ MCCPs） are similar to those of SCCPs． Because they are produced in large quantities
industrially and widely applied，high concentrations of SCCPs and MCCPs have been found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matrice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production and emission inventories of SCCPs and
MCCPs． Studies on the occurrences， distributions and fates of SCCPs and MCCPs in various
environmental matrices，including ambient air，water，soil，and sediments，conducted since 2016 are
also summarized． The environmental behaviors of SCCPs and MCCPs are discussed． Future studies
should focus on source identification，environmental processes and regional transport of C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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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石蜡 （ chlorinated paraffins，CPs） ，也称多氯代正构烷烃 （ polychlorinated n-alkanes，PCAs） ，是由
［1］
链长和氯化程度（ 质量 40% —70% ） 不同的烷烃组成的工业混合产品 ． 根据碳链长度不同，氯化石蜡
可以分为 3 种，短链氯化石蜡（ short-chain chlorinated paraffins，SCCPs） 含有 10—13 个碳原子，中链氯化
石蜡（ medium-chain chlorinated paraffins，MCCPs） 含 有 14—17 个 碳 原 子 和 长 链 氯 化 石 蜡 （ long-chain
chlorinated paraffins，LCCPs） 含有 18—30 个碳原子［2］． CPs 由于具有化学稳定性、阻燃性、黏性、低挥发性
［3］

和生产成本低的特点，可以作为良好的阻燃剂、增塑剂、冷却剂、润滑剂和密封剂等 ． SCCPs 因为具有
持久性、半挥发性、毒性、生物蓄积性，能够长距离迁移，于 2017 年 5 月被正式列入到《关于持久性有机
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 》的附件 A 受控名单，而 MCCPs 性质与 SCCPs 相似，近年来也受到广泛关
［4］
［5-6］
．
注 ． 目前美国、加拿大和欧盟等国家陆续出台法令对 SCCPs 的生产和使用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
我国是 CPs 生产大国，年产量大约 100 万吨． 我国 CPs 产品不按照烷烃碳链长短定义，而是按照含
［7］
氯的百分含量定义 ，针对 SCCPs 生产和使用并未加以限制． 随着 CPs 大规模的生产和广泛的应用，
SCCPs 和 MCCPs 会在其生产、存储、运输、使用等过程中释放到环境，在很多环境介质中 （ 如空气、水、土
壤、沉积物） 存在含量较高． 近年来，国内外对 CPs 的关注增多，针对 CPs 的文献报道也逐年增加，自
2010 年起近千篇文献报道了氯化石蜡的相关研究 ． van Mourik 等［5］综述了 2010—2015 年 CPs 的生产、
法规及其在环境中的污染特征、归趋以及人体暴露．
本文主要综述了 2016 年以后国内外相关文献报道的 SCCPs 和 MCCPs 在大气、土壤、沉积物等环境
介质中的赋存水平、同类物分布特征、可能来源及其环境行为等方面的最新信息，以期为环境中 SCCPs
和 MCCPs 污染控制以及健康风险评估提供依据 ．
CPs 的主要来源与释放（ The main sources and emissions of CPs）

1

20 世纪 50 年代末我国开始生产 CPs，自此之后
氯化石蜡的生产是为了平衡氯碱企业产生的氯气 ，
［8］
CPs 工业品的总产量连续几年不断增长 ． 到 2015 年，我国 CPs 年产量已达 100 万吨，是世界上最大的
CPs 生产国和主要出口国［9-10］． 目前全球 SCCPs 的产量估计至少为每年 165000 吨，其生产和使用量高于
［11 －12］
．
其他 POPs，主要来自于我国和印度
目前尚未发现有关 CPs 的天然来源，环境中的来源可能来自于 CPs 的生产、储存、运输、产品制造及
［13］

使用过程中的释放 ． 欧盟委员会风险评价技术导则及英国风险评估草案介绍了不同情景下 CPs 的排
放．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审查委员会 （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review committee，POPＲC） 的风险简介指
出“生产过程中的泄露、设备冲洗以及雨水径流可能是 CPs 进入水体的途径． 金属加工 / 金属切削液中的
［14］
CPs 也可以通过桶处理、搬运和使用废液而释放到水体环境中 ”
． 欧盟技术指导文件指出，CPs 生产过

程中排放到空气中的量极少，排放到水体的量为 0． 3% ，而在对金属加工液进行任何现场处理之前，会
0． 25% 排放到水体［15］． 热塑性塑料在聚合物处理阶段分别有 0． 1% 和 0．
有 0． 005% CPs 排放到空气，
05% CPs 排放到空气和水体，热固性树脂在加工处理阶段排放到空气中的量极少 ，排放到水体中的量为
0． 05%

［15］

． 此外，在橡胶制品的使用期内，SCCPs 和 MCCPs 的挥发率假定为 0． 05% ［16］． 估计工业和家

庭使用的含有 MCCPs 和 LCCPs 涂料排放到空气中的量极少，排放到水体的量为 0． 1%

［16］

． 根据英国风

［16］

．
险评估草案，室外用于油漆和密封剂的 MCCPs 释放到水中的系数假定为 0． 15%
含有 CPs 的产品主要为聚氯乙烯塑料（ PVC） 、橡胶、电缆及金属加工液，据现有的这些产品的生产
1935 年到 2015 年期间，在美国、欧盟、中国、日本等研究地区，共有 1650—
数据估计 SCCPs 的释放量，
21900 t、
1560—2930 t 和 9460—11500 t 的 SCCPs 被释放到空气、水体和土壤中，空气、水体和土壤中的
SCCPs 主要源于聚氯乙烯产品、金属加工业中的密封剂或黏合剂 、以及塑料和橡胶产品的生产和使用过
［11］

． Zhang 等［17］依据我国现有的 SCCPs 生产量和消费量，估算 SCCPs 的排放清单，
2014 年我国排放
的 SCCPs 总量为 3083． 88 t，释放到空气中的总量为 894． 81 t，释放到水中的总量为 2189． 07 t． 2010 年至

程

2014 年，中国 SCCPs 排放总量大幅增长． 大气排放从 2011 年的 434． 67 t 增加到 2014 年的 894． 81 t． 与
此同时，水排放在 2014 年达到 2189． 07 t，相当于大气排放的 245% ． 从不同排放区域来看，SCCPs 排放
主要集中在东部较发达地区．

2期

2
2． 1

张佩萱等： 环境中短链和中链氯化石蜡的来源、污染特征及环境行为研究进展

373

多环 境 介 质 中 SCCPs、MCCPs 的 污 染 现 状 （ Contamination of SCCPs and MCCPs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matrices）
大气和灰尘

［18］
大气通常被认为是大多数 SCCPs 及 MCCPs 的主要传输介质 ，且是人体暴露的重要途径． 目前，
约有近百篇文献报道了大气中 SCCPs 及 MCCP 的赋存，对比发现其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污染特征有一

定差异，表 1 列出了近年来大气中 SCCPs 及 MCCPs 的含量． 结合近年来可获得的数据得出： 我国大气中
SCCPs 的浓度范围约为 13． 5—1442 ng·m －3［19－21］． Zhu 等［19］分别测定了 2010 年和 2016 年大连城市大气
－3
－3
中 SCCPs 的含量，得出 2010 年大气中 SCCPs 的浓度为 15． 12—66． 44 ng·m ，平均值为 30． 26 ng·m ；
2016 年大气中 SCCPs 的浓度为 65． 30—91． 00 ng·m －3 ，平均值为 78． 15 ng·m －3 ． Wang 等［20］研究了山东
－3
某 CPs 生产厂区内外大气中 SCCPs 含量，结果表明厂区内大气中 SCCPs 浓度 （ 129—1442 ng·m ） 显著
－3
［21］
－3
高于厂区外（ 91—333 ng·m ） ． Li 等 报道了 2008 年我国大气中 SCCPs 的浓度为 13． 5—517 ng·m ．
［12］

我国大气中 CPs 水平偏高，这可能与我国大规模 CPs 的生产和使用有关． Chaemfa 等 研究了印度和巴
－3
基斯坦大 气 中 SCCPs 和 MCCPs 水 平，结 果 表 明 印 度 大 气 中 SCCPs 浓 度 范 围 为 ND—47． 4 ng·m ，
MCCPs 浓度范围为 ND—38． 2 ng·m －3 ，巴基斯坦大气中 SCCPs 浓度范围为 0． 37—14． 2 ng·m －3 ，MCCPs
－3
［21］
浓度范围为 0． 29—9． 45 ng·m ． Li 等 2008 年分别在日本和韩国采集了大气样品，其中日本大气中
SCCPs 含量为0． 28—14． 2 ng·m －3 ，韩国大气中 SCCPs 含量为 0． 60—8． 96 ng·m －3 ． Diefenbacher 等［22］ 研
－3
－3
究表明瑞士苏黎世空气中的 SCCPs 浓度范围为 1． 8—17 ng·m （ 2011 年春季 ） 和 1． 1—42 ng·m （ 2013
－3
－3
［23］
年春季） ，中位数分别为 4． 3 ng·m 和 2． 7 ng·m ． Gillett 等 报道称澳大利亚墨尔本 2013—2014 年的
－3
－3
［24］
环境大气中，夏季 SCCPs 浓度为 28． 4 ng·m ，冬季为 1． 8 ng·m ． Ma 等 在南极长城站利用 PUF 被动

采样器和玻璃纤维过滤器采集大气样品，分析结果表明该地区大气中 SCCPs 和 MCCPs 的浓度分别为
9． 6—20． 8 pg·m －3 和 3． 7—5． 2 pg·m －3 ． Borgen 等［25］于 1999 年在挪威斯瓦尔巴德群岛齐伯林山采集的
－3
北极空气样本中也检测到 SCCPs，浓度在 9． 0—57 pg·m ． 因 CPs 具有远距离大气传输的能力，故其在
北极和南极地区大气中均有检出 ．
［26］

温度和颗粒物粒径的大小可能会影响大气中 SCCPs 和 MCCPs 的分布． Wang 等 利用被动采样器
分季节采 集 了 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区 的 大 气 样 品 ，研 究 发 现 夏 季 大 气 样 品 中 SCCPs 的 含 量 （ 2． 01—
106 ng·m －3 ，平均值为 29． 2 ng·m －3 ） 要高于冬季 （ 0． 95—26． 5 ng·m －3 ，平均值为 6． 18 ng·m －3 ） ． Wang
［18］
等 利用大流量采样器 采 集 了 北 京 地 区 夏 季 及 冬 季 的 大 气 样 品 ，研 究 结 果 表 明，北 京 夏 季 大 气 中
SCCPs 的浓度水平（ 112—332 ng·m －3 ，平均值为 200 ng·m －3 ） 远高于冬季 （ 1． 90—33． 0 ng·m －3 ，平均值
－3
为7． 70 ng·m ） ． 这与珠三角地区大气中 CPs 的季节分布规律一致，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夏
［18］
天温度较高，导致 SCCPs 更容易向大气中挥发． 同时 Wang 等 对北京地区大气中 CPs 不同季节气-固

相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北京地区冬季样品中，大气颗粒物上的 SCCPs 浓度占总浓度的
67% ，而夏季样品中颗粒物上 SCCPs 浓度仅占总浓度的 6% ，反映出 SCCPs 在夏季倾向于分配到气相，
而在冬季则倾向于与颗粒相结合，表现出与其他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类似的温度依赖性气-固分配特
［27］
征． Zhuo 等 研究了珠江三角洲地区不同粒径下的大气颗粒相中 SCCPs 和 MCCPs 分布特征，结果发
－3
－3
6． 7—
现，SCCPs 和 MCCPs 在 TSP、PM10 、PM2． 5 中浓度范围分别为 6． 8—150 ng·m （ 均值： 21． 2 ng·m ） 、

95． 7 ng·m －3 （ 均值： 22 ng·m －3 ） 、
6． 2—200 ng·m －3 （ 均值： 21． 2 ng·m －3 ） ． 黄慧婷等［8］研究了北京地区室外
大气 PM10 / PM2． 5 / PM1． 0 中 CPs 的浓度，结果表明 CPs 主要分布在粒径小于 2． 5 μm 的颗粒物上，这与珠
江三角洲地区大气颗粒相中 CPs 的分布规律类似．
除了对室外空气的关注，近年来针对室内环境中 CPs 的研究逐渐增多． 而且根据迄今所报道的研
究，将室内空气中 CPs 的浓度与室外空气中 CPs 的浓度进行比较时，室内 CPs 水平通常高于室外，表明
［28］
［29］
室内排放源目前广泛存在 ． 国际上 Barber 等利用 PUF 被动采样器 在英国兰开斯特采集了 4 个室
－1
内 空 气 样 品，其 中 SCCPs 和 MCCPs 的 浓 度 范 围 分 别 是 220—17000 ng · sample 和 450—

19000 ng·sample －1 ，SCCPs 和 MCCPs 的浓度和该地区 PAHs 浓度处在同一个数量级水平． 此外，Fridén
［30］
等 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收集了 44 个室内空气样品，研究表明室内空气样品中 SCCPs 和 MCCPs 的
－3
总浓度范围是 ＜5—210 ng·m ，风险评估结果表明成年人和幼儿 SCCPs 和 MCCPs 总浓度的室内暴露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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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1］
约为 1 μg·d ． Sakhi 等 2012 年对挪威家庭和学校室内空气中 SCCPs 含量的研究表明，家庭中 SCCPs
－3
－3
［32］
水平是学校的 3 倍（ 分别为 128 ng·m 和 43 ng·m ） ． 国内 Gao 等 于 2016 年在北京室内采集了 39 个
－3
－3
空气样品，均检测到 SCCPs，范围为 9． 77—966 ng·m （ 均值： 80． 1 ng·m ） ，而 MCCPs 在 39 个样本中的

23 个样本中检测到，范围从 ＜ LOD 到 613 ng·m －3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可能是由于蒸气压较低时 ，
MCCPs 更具亲脂性，不易挥发到大气中．
表1
Table 1

不同地区大气中 SCCPs 及 MCCPs 的含量

Levels of SCCPs and MCCPs in the atmosphere of different regions

样品类型
Sample type

浓度范围 / （ ng·g －1 ）
Concentrations range

地区或国家
Ｒegion or Country

文献
Ｒeferences

城市（ 2010）

SCCPs： 15． 12—66． 44

大连，中国

Zhu et al． ，2017 ［19］

山东，中国

Wang et al． ，2018 ［20］

（ 2016）

SCCPs： 65． 30—91． 00

CPs 生产厂（ 内）

SCCPs： 129—1442

CPs 生产厂（ 外）

SCCPs： 91—333

大气

SCCPs： 13． 5—517

中国

Li et al． ，2012 ［21］

大气

SCCPs： ND—47． 4

印度

Chaemfa et al． ，2014 ［12］

巴基斯坦

Chaemfa et al． ，2014 ［12］

MCCPs： ND—38． 2
大气

SCCPs： 0． 37—14． 2
MCCPs： 0． 29—9． 45

大气

SCCPs： 0． 28—14． 2

日本

Li et al． ，2012 ［21］

大气

SCCPs： 0． 60—8． 96

韩国

Li et al． ，2012 ［21］

城市（ 2011 春）

SCCPs： 1． 8—17

苏黎世，瑞士

Diefenbacher et al． ，2015 ［22］

（ 2013 春）

SCCPs： 1． 1—42

城市（ 夏）

SCCPs： 28． 4

墨尔本，澳大利亚

Gillett et al． ，2017 ［23］

（ 冬）

SCCPs： 1． 8

长城站

SCCPs： 9． 6—20． 8 pg·m －3

南极

Ma et al． ，2014 ［24］

MCCPs： 3． 7—5． 2 pg·m

－3

斯瓦尔巴德群岛齐伯林山

SCCPs： 9． 0—57 pg·m －3

北极

Borgen et al． ，2000［25］

珠江三角洲（ 夏）

SCCPs： 2． 01—106

珠江三角洲，中国

Wang et al． ，2013 ［26］

（ 冬）

SCCPs： 0． 95—26． 5

北京地区（ 夏）

SCCPs： 112—332

北京，中国

Wang et al． ，2012 ［18］

（ 冬）

SCCPs： 1． 90—33． 0

城市（ 室内）

SCCPs： 220—17000 ng·sample －1

兰开斯特，英国

Barber et al． ，2005 ［29］

MCCPs： 450—19000 ng·sample －1
城市（ 室内）

SCCPs+MCCPs：
＜5—210

斯德哥尔摩，瑞典

Fridén et al． ，2011 ［30］

家庭（ 室内）

SCCPs： 128

挪威

Sakhi et al． ，2019 ［31］

学校（ 室内）

SCCPs： 43

城市（ 室内）

SCCPs： 9． 77—966

北京，中国

Gao et al． ，2018 ［32］

MCCPs： ＜ LOD—613

为了考察室内空气中 CPs 对健康的影响，近年来有文献关注了室内不同粒径颗粒物上 SCCPs 和
MCCPs 的分布特征． Zhou 等［28］ 对 SCCPs 和 MCCPs 在广州室内空气颗粒相中粒径分布的研究表明 ，
SCCPs 和 MCCPs 在直径为 0． 56—1． 0 μm 的细颗粒中呈单峰分布，链长或氯化程度较高的同系物相对
丰度随着粒径由粗向细的转变而逐渐增加 ． 蒸气压可能是控制 SCCPs 和 MCCPs 粒度分布的关键因素．
Zhuo 等［27］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室内空气中 TSP / PM10 / PM2． 5 结合 SCCPs 和 MCCPs 的研究表明，SCCPs 和
MCCPs 主要分布在 PM2． 5 中，占室内颗粒物上 SCCPs 和 MCCPs 总量的 89． 1% ． Huang 等［33］ 研究了北京
室内空气颗粒物（ PM10 、PM2． 5 、PM1． 0 ） 中 SCCPs 和 MCCPs 含量，结果表明 SCCPs 和 MCCPs 主要分布在
粒径小于 2． 5 μm 的颗粒物上． 这与广州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室内空气颗粒物中 CPs 的分布规律大致相
同． 这些细颗粒物在大气中的停留时间较长 ，同时也更容易被吸入人体，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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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灰尘是室内环境中许多有机污染物的汇 ． 不同室内场所灰尘中 CPs 含量不同． Shang 等 分析了
2007 年至 2010 年间在加拿大收集的 48 个家庭室内灰尘样品，得出 SCCPs 和 MCCPs 的浓度范围分别为

4． 0—57 μg·g －1 （ 中位值： 6． 2 μg·g －1 ） 和 5． 9—901 μg·g －1 （ 中位值： 19 μg·g －1 ） ． Kersten 和 Ｒeich［35］报道
－1
－1
的德国汉堡室内灰尘中 SCCPs 的浓度为 ＜10—340 μg·g （ 中位值： 26 μg·g ） ，MCCPs 的浓度为 ＜10—
400 μg·g －1 （ 中位值： 36 μg·g －1 ） ． Hilger 等［3］ 对德国另一城市———巴伐利亚的室内灰尘研究表明，收集
－1
的 11 个私人家庭灰尘样品中，有 9 个检测到了 SCCPs，其浓度范围为 4—27 μg·g ，而从一座公共建筑
－1
［36］
中采集的两个灰尘样品中 SCCPs 浓度高达 2050 μg·g ． He 等 分析了澳大利亚不同场所室内灰尘中
CPs 含量，得出 MCCPs 是主要组分，在所有的样品中都有检测到，同时交通工具中∑ CPs（ C10 —C21 ） 的中
－1
－1
57 μg·g －1 ） ． 这可能是由于交
位值浓度 290 μg·g 高于办公室和住宅的中位值浓度 （ 分别为 160 μg·g ，
［37］
通工具内聚合物和塑料制品导致的 ． 国内对不同场所室内灰尘中 CPs 的含量也有相关报道． Chen 等

在中国南方某一大型电子废物回收工业园及附近收集了 96 个灰尘样品，所有灰尘样品中均检测到
SCCPs 和 MCCPs，且二者浓度均表现为电子废物回收车间 （ SCCPs： 246—19900 μg·g －1 ，MCCPs： 874—
48000 μg·g －1 ） ＞ 当 地 居 民 住 宅 （ 工 业 园 区 2 km 以 内，SCCPs： 34． 5—2030 μg·g －1 ，MCCPs： 79． 2—
6510 μg·g －1 ） ＞外部街道表面（ SCCPs： 32． 4—982 μg·g －1 ，MCCPs： 55． 1—1570 μg·g －1 ） ＞ 对照家庭 （ 距工
－1
－1
［32］
业园区 30—40 km，SCCPs： 27． 8—173 μg·g ，MCCPs： 74． 0—539 μg·g ） ． Gao 等 分析了 115 个分别
－1
来自北京住宅、工作场所、宿舍的室内灰尘样品，结果得出，SCCPs 的浓度排名为住宅 （ 201 μg·g ） ＞ 宿
－1
－1
－1
－1
舍 （ 113 μg·g ） ＞工作场所（ 60 μg·g ） ，MCCPs 的浓度排名为宿舍（ 84 μg·g ） ＞住宅（ 82 μg·g ） ＞工作
－1
场所（ 60 μg·g ） ，总 体 而 言，住 宅 中 CPs 水 平 较 高，可 能 是 装 修 中 一 些 塑 料 制 品 以 及 油 漆 中 含 有

CPs［38］． Liu 等［39］研究了 68 个来自哈尔滨的室内灰尘样品后发现 ，来自商店、住宅、宿舍、办公室和实验
49． 0、
55． 5、
56． 3、
55． 0 μg·g －1 ． 不同的室内环境之
室的室内灰尘样品中 SCCPs 的平均浓度分别为 58． 3、
［40］
间没有观察到显着差异，与上述 Gao 的研究结果不同． Shi 等 测定了中国某商场室内灰尘中 （ SCCPs
和 MCCPs） 的含量和分布情况，结果表明，某建材市场的粉尘中 SCCPs 和 MCCPs 的浓度分别为 6． 0—

361． 4 μg·g －1 和 5． 0—285． 9 μg·g －1 ； 在某一新开业的购物中心的中央空调过滤器灰尘中发现了更高浓
－1
－1
度的 SCCPs 和 MCCPs，分别为 114． 7—707． 0 μg·g ，MCCPs 浓度为 89． 0—1082． 9 μg·g ． 不同场所的
建筑具有不同的室内装修风格，而室内装修所用装饰材料以及室内所从事与 CPs 有关的工业活动影响
了灰尘中 CPs 的含量．
水
CPs 是低水溶性疏水化合物，其在水中浓度通常低于检测限，所以 CPs 在水中的赋存数据有限，除
非接近特定的点源． 污水处理厂被认为是许多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主要污染源． 北京某接收 20% 工业

2． 2

－1
－1
废水的污水厂，其进水水体中 SCCPs 含量为 4． 2—4． 7 μg·L ，平均值 4． 45 μg·L ，经污水处理后出水
－1
－1［41］
． 而北京另一处理城市污水的污水厂
中 SCCPs 含量显著下降至 364—416 ng·L ，平均值 390 ng·L
－1
－1［42］
．
其原始进水中 SCCPs 浓度均值为 184 ng·L ，经三级处理后出水中 SCCPs 浓度均值为 27． 0 ng·L
［43］
－1
－1
Iino 等 研究了日本污水厂进水和出水中 SCCPs 的含量分别为 220—356 ng·L （ 均值： 279 ng·L ） ，

16． 0—35． 2 ng·L －1 （ 均值： 25． 5 ng·L －1 ） ； 西班牙巴塞罗那收集的污水处理厂的进水中的 SCCPs 的平均
－1［44］
． 为了更好地了解城市污水处理过程中 SCCPs 含量的变化，确定进水水体中 SCCPs
浓度为 500 ng·L
－1
的平均水平为 184 ng·L ，经过一级处理、二级处理、二沉池处理以及三级处理后其浓度依次降为 154、
52． 0、
37． 0、
27． 0 ng·L －1 ，处理效率依次达到 16% 、
72% 、
80% 、
85% ． 二级处理过程包括厌氧-缺氧-好氧
［42］
工艺，在该污水厂去除水相中 SCCPs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尽管污水处理过程可有效去除 CPs，但是出
［41］
水中残余的 CPs 仍可能是周围受纳水体中 CPs 的主要来源． Zeng 等 研究发现北京最大污水处理厂

（ 高碑店污水处理厂） 出水受纳水体 （ 高碑店湖水 ） 中 SCCPs 的平均含量为 169 ng·L －1 （ 范围： 162—176
ng·L －1 ） 略低于该污水厂出水（ 范围： 364—416 ng·L －1 ） ，其单体同系物的分布与污水厂出水口水中相似 ，
［43］

均为以 C11 、C12 和 Cl7 、Cl8 为主要的碳链和氯原子同族体． Iino 等
－1

－1

也得到类似的结论，其研究发现日本

河水中 SCCPs 的浓度（ 7． 60—31． 1 ng·L ，平均值： 17． 0 ng·L ） 和同系物分布均与污水处理厂出水相
－1
－1
似（ SCCPs 的浓度： 16． 0—35． 2 ng·L ，平均值： 25． 5 ng·L ） ．
［45］
另外，对于环境水体 （ 河流、湖泊、海水 ） 中 SCCPs 和 MCCPs 也有研究报道． Coelhan 等 的研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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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欧洲中部某国河水中 SCCPs 低于检出限（ ＜100 ng·L ） ，同样法国 Berre lagoon 湖中 SCCPs 也低于检
－1 ［46］
． 日本 3 条入海河流的 SCCPs 含量为 7． 6—31 ng·L －1［43］，而安大略湖中 CPs 则处
出限（ ＜50 ng·L ）
－1
－1 ［47］
． 在我国，Wang 等［48］分析了上海黄浦江及其
于更低的水平（ SCCPs： 1． 2 ng·L ，MCCPs： 0． 9 pg·L ）
－1
主要支流水样中 SCCPs 和 MCCPs 的赋存情况，其中 SCCPs 的浓度范围为 15． 0—1640 ng·L （ 中位值：
278 ng·L －1 ） ，MCCPs 的浓度范围为 40． 3—3870 ng·L －1 （ 中位值： 939 ng·L －1 ） ． 上海黄浦江中 SCCPs 的水
－1
－1
［49］
平高于北京的河水（ SCCPs 浓度范围为 77—652 ng·L ，平均值： 457 ng·L ） 和湖水 （ SCCPs 浓度范围
＜LOD—377 ng·L －1 ，平均值： 124 ng·L －1 ） ，但是和珠江口海水中 SCCPs 水平相当［50］（ SCCPs 浓度范围

180—460 ng·L －1 ，平均值： 270 ng·L －1 ± 66 ng·L －1 ） ． 于国龙等［51］对普兰店湾海水中 CPs 的研究表明，海
－1
－1
水中 SCCPs 水平极高（ 494—1490 ng·L ，平均值： 953 ng·L ） ，且其同系物分布与北京污水厂附近受纳
［52］

［53］

水体高碑店湖相似而非与辽东半岛海域中 CPs 同系物 相似． Sun 等
－1
－1
中 SCCPs 含量则处于较低的水平（ 61 ng·L ± 5． 5 ng·L ） ．
2． 3

研究的广东某一天然淡水池塘

污泥

污水处理厂活性污泥中 CPs 的浓度水平能够指示当地居民生活环境中 CPs 的暴露水平． 目前关于
［41］
我国污水厂污泥中 CPs 的赋存数据相对有限． Zeng 等 收集了我国 13 个省 / 直辖市的 25 个城市的污
－1
水处理厂的 52 个活性污泥样品，SCCPs 的含量在 0． 80—52． 7 μg·g 的范围内变化，平均值和中位数分
－1
－1
别为 10． 7 μg·g 和 8． 80 μg·g ，其含量远高于其他有机污染物，比如 PBDEs、PCBs 和 OCPs 等． 北京某
－1
－1
市政污水处理厂处理过程中，原污水（ 均值 21． 8 μg·g ） 和初沉池污泥 （ 均值 19． 8 μg·g ） 中 SCCPs 含
9． 60、
9． 50、
2． 00 μg·g －1 ． 初沉污泥
量最高，厌氧阶段、缺氧阶段、好氧阶段和二沉池中污泥分别为 9． 80、
－1
与二沉池的剩余污泥混合脱水后其中 SCCPs 含量较高，平均值达到 15． 6 μg·g ． 质量流分析表明脱水

污泥中的 SCCPs 约占初始质量负荷的 72． 6% ，废水中只发现 0． 8% ，其余 26． 6% 通过生物降解而消
［10］
［54］
失 ． Wang 等 研究表明在脱水污泥中，SCCPs、MCCPs 和 LCCPs 的初始质量负荷量分别为 50． 67% 、
25． 64% 、
55． 92% ． 以上二者的研究表明脱水污泥是 SCCPs 的储存库． 污泥中的 SCCPs 主要由 C10－12 和
Cl7－8 组成，在中国不同城市甚至在整个处理过程的不同阶段都没有显著差异 ． 与相应的水相相比，固相
中含有较高比例的重同系物 （ 较长的碳链和更多的氯原子 ） 归因于它们更易于与颗粒结合，并降低了降
［55］
解敏感性 ．
［56］

国外关于污泥中 CPs 赋存情况的报道也相对较少． Brandsma 等 采集了澳大利亚 15 家污水处理
－1
厂的污泥样品，分析结果表明澳大利亚的污泥以 MCCPs 为主，其浓度在 542—3645 ng·g （ 以干重计 ）
－1
－1
之间，SCCPs 浓度与 LCCPs 浓度相对较低，分别为 ＜ 57—1421 ng·g 和 116—960 ng·g （ 以干重计 ） ．
Nicholls 等［57］研究表明英格兰和威尔士污泥中 SCCPs 和 MCCPs 的浓度范围为 1． 80—93． 0 μg·g －1 ．

Stevens 等［58］调 查 了 英 国 14 家 污 水 处 理 厂，结 果 表 明 污 泥 中 SCCPs 和 MCCPs 浓 度 分 别 为 7． 00—
200 μg·g －1 和 30—9700 μg·g －1 ． Bogdal 等［59］采集了瑞士苏黎世 7 个污泥样品，分析结果表明其中 SCCPs
－1
－1
含量范围为 135—584 ng·g ，MCCPs 含量范围为 1070—8960 ng·g （ 以干重计） ．
2． 4 土壤

不同地区土壤中 SCCPs 和 MCCPs 的含量如表 2 所示． 目前，针对 CPs 加工厂、电子垃圾拆解地、污
水灌溉区及化工园区等土壤环境中 CPs 含量的研究相对较多． 大连 CPs 生产工厂内 SCCPs 和 MCCPs 的
－1
－1
总含量为 3093． 2—3870． 4 ng·g ，工厂外 SCCPs 和 MCCPs 的总含量为 63． 8—1884． 4 ng·g ，与生产厂
［60］
区的距离影响该地区土壤中 CPs 的空间分布 ． 台州电子垃圾拆解区土壤中 SCCPs 和 MCCPs 浓度分
5
－1
6
－1
别为 68． 5—2． 20×10 ng·g 干重和 507—4． 40×10 ng·g 干重，可能是由于电器制品的绝缘电缆及绝缘
［61］
板中所含的 CPs 在拆解过程中随废液废渣进入周围土壤 ． 污水灌溉的表层土壤中 SCCPs 浓度（ 305—

1450 ng·g －1 ，平均值 702 ng·g －1 ） 高于污水与地下水混合灌溉的土壤中 SCCPs 浓度（ 160—292 ng·g －1 ，平
－1
－1
均值 229 ng·g ） 高于地下水灌溉的土壤中 SCCPs 浓度 （ 200 ng·g ） ，表明污水灌溉对周围土壤中 CPs
［62］
－1
水平有影响 ． 洋口化工园区土壤中 SCCPs 和 MCCPs 的浓度分别为 37． 5—995． 7 ng·g 干重及 15． 1—
739． 6 ng·g －1 干重，CPs 的空间分布可能与工业加工、人类活动和周边环境有关［63］． 珠江三角洲地区土
－1
－1
壤中 SCCPs 和 MCCPs 含量分别为 1． 9—236 ng·g 和 2． 1—1530 ng·g ，与工业区的距离是影响该地区
［26］
土壤中 CPs 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 ． 工业活动较多的地区，可能含 CPs 的塑料、橡胶、电缆等产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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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较大，其在使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释放 CPs 进入周围环境，从而引起附近土壤中 CPs 含量的升高．
表2
Table 2

不同地区土壤中 SCCPs 和 MCCPs 含量

Concentrations of SCCPs and MCCPs in soil of different regions

样品类型
Sample type

浓度范围 / （ ng·g －1 ）
Concentrations range

地区或国家
Ｒegion or Country

文献
Ｒeferences

CPs 生产工厂（ 内）

SCCPs+MCCPs： 3093． 2—3870． 4

大连，中国

Xu et al． ，
2016 ［60］

CPs 生产工厂（ 外）

SCCPs+MCCPs： 63． 8—1884． 4

大连，中国

Xu et al． ，
2016 ［60］

5

电子垃圾拆解区

SCCPs： 68． 5—2． 20×10
MCCPs： 507—4． 40×10 6

台州，中国

Xu et al． ，
2019 ［61］

污水灌溉区

SCCPs： 305—1450

北京，中国

Zeng et al． ，
2011 ［62］

洋口化工园区

SCCPs： 37． 5—995． 7
MCCPs： 15． 1—739． 6

江苏，中国

Huang et al． ，
2020 ［63］

珠江三角洲

SCCPs： 1． 9—236
MCCPs： 2． 1—1530

珠江三角洲，中国

Wang et al． ，
2013 ［26］

远郊

SCCPs： 24±72

英国，挪威

Halse et al． ，
2017 ［64］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

SCCPs： 3． 0—35

瑞士

Bogdal et al． ，
2017 ［65］

农田

SCCPs： 39—1609
MCCPs： 127—1969

31 个省，中国

Aamir et al． ，
2019 ［66］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

SCCPs： ND—615
MCCPs： 1． 95—188

上海，中国

Wang et al． ，
2014 ［67］

郊区

SCCPs： 7． 00—541

广州，中国

Chen et al． ，
2013 ［9］

C9 —CPs： 8—109
远郊

SCCPs： 79—948
MCCPs： 20—1206

云南，中国

Wang et al． ，
2020 ［68］

北极

SCCPs： 7． 1±0． 7

北极

Li et al． ，
2017 ［69］

崇明岛

SCCPs： 0． 42—420

崇明岛，中国

Wang et al． ，
2013［54］

不同地区土壤中 CPs 的污染特征不同，关于非污染地区土壤中 CPs 的研究相对较少． 2008 年从英
－1
－1
［64］
． 从
国和挪威收集的土壤样品中检测到了 SCCPs，其浓度为 24 ng·g ± 72 ng·g （ 土壤有 机 质 ）
1994 年到 2014 年，瑞士土壤中 SCCPs 的浓度由 35 ng·g －1 下降至 3． 0 ng·g －1［65］，这体现了欧洲 CPs 产量
［6］
的减少和日益严格的监管带来的积极作用 ． 我国是氯化石蜡生产大国，因此我国土壤中 CPs 含量可能
［66］

会较之更高． Aamir 等 对我国 31 个省份农田土壤中的 CPs 进行研究，结果显示 SCCPs 和 MCCPs 的含
－1
－1
量分别为 39—1609 ng·g 干重和 127—1969 ng·g 干重，CPs 加工厂较多的中部及东部地区，其农田土
－1
壤中 CPs 含量也较高． 上海不同功能区土壤中的 SCCPs 浓度范围为 ND—615 ng·g ，MCCPs 浓度范围
－1
为 1． 95—188 ng·g ，并且绿化带，公园草地以及校园草地土壤中 SCCPs 浓度要高于路边的土壤，这可
［67］
能是由于活性污泥的利用和废水灌溉导致 ． 广州郊区不同用途的土壤中 SCCPs 的均值分别为森林

59． 3 ng·g －1 、稻田 113 ng·g －1 、蔬菜种植地 104 ng·g －1［9］． 此外，由于 SCCPs 具有潜在远距离大气迁移性，
［9］

［68］

导致其在背景区土壤中也有检出 ． Wang 等 对无明显工业污染源地区———云南地区土壤中 CPs 含
－1
－1
量的研究结果表明 C9 —CPs、SCCPs、MCCPs 的 含 量 分 别 为 8—109 ng·g （ 平 均 值 39 ng·g ） 、79—
948 ng·g －1 （ 平均值 348 ng·g －1 ） 、
20—1206 ng·g －1 （ 平均值 229 ng·g －1 ） ，表明人类活动和大气沉积对偏
远和高海拔地区 CPs 的浓度和空间分布也有影响． 2011 年至 2012 年期间，在北极地区的土壤样本中检
－1
［69］
测到 SCCPs 的浓度为（ 7． 1±0． 7） ng·g 干重 ． 崇明岛地区 （ 远离城市和工业地带 ） 的土壤中 SCCPs 的
－1
－1
含量为 0． 42—420 ng·g ，均值为 62． 3 ng·g ． 土-气交换和远距离大气传输可能是这些背景区土壤中

SCCPs 分布的重要途径［54］． CPs 除了在土壤中累积、向大气再扩散，还会被土壤中的生物吸收． Li 等［70］
研究发现随着碳链长度和氯化程度的增加 ，SCCPs 同类物在南瓜和大豆中的生物积累量增加 ．
2． 5

沉积物
自 2010 年以来，对沉积物中 CPs 水平的研究大多来自我国，且主要集中于湖泊、河流、海洋以及柱

［41］
芯等． Zeng 等
研 究 发 现，在 主 要 接 收 污 水 厂 废 水 的 湖 水 沉 积 物 中 SCCPs 的 浓 度 范 围 为 1． 1—
－1
8． 7 μg·g （ 平均值 5． 8 μg·g －1 ） ，污水厂上游及两个较远下游处沉积物中 SCCPs 含量较低，其浓度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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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71］
分别为 1． 1 μg·g 及 3． 3—3． 9 μg·g ． Chen 等 研究发现，某电子废物回收区的池塘沉积物中 SCCPs
－1
－1
含量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沉积物中最高 （ 320—6600 ng·g ，平均值 2800 ng·g ） ． 大堰河流经下游电子废
－1
－1 ［71］
． 以上
物回收区，导致下游河水沉积物中 SCCPs 水平（ 910—1100 ng·g ） 高于上游（ 600—690 ng·g ）
研究表明，湖泊、河流沉积物中 CPs 的含量受当地排放源影响较大． 为了了解 CPs 从陆地到海洋的迁移
机制和归宿，许多研究分析了中国近海岸和远海岸沉积物中 SCCPs 的含量． 近海岸沉积物中 SCCPs 的
－1 ［52］
、辽河河口沉积物［72］（ 64． 9—1680 ng·g －1 ） 、辽东湾
含量如下： 渤海近岸沉积物（ 97． 6—1760 ng·g ）
［52］
－1
［73］
－1
［74］
沉积物 （ 65． 0—541 ng·g ） 、莱州湾沉积物 （ 1． 00—1200 ng·g ） 、大辽河入海口沉积物 （ 64． 9—

407 ng·g －1 ） 、沿海口岸沉积物［51］（ 242—1450 ng·g －1 ） 、大连湾沉积物［51］（ 227—13800 ng·g －1 ，平均值：
4040 ng·g －1 ） 、锦州湾沉积物［51］（ ND—1680 ng·g －1 ，平均值： 667 ng·g －1 ） ． 远海岸沉积物中 SCCPs 含量相
［75］
－1
［55］
－1
对较低，如渤海和黄海沉积物 （ 14． 5—85． 2 ng·g ） ，东海沉积物 （ 5． 80—64． 8 ng·g ） ． 由此可以
看出，远海岸沉积物中 SCCPs 含量比近海岸沉积物约低 1—2 个数量级，这表明一小部分 CPs 被传输到

远岸海域． 同时与河流沉积物和近海岸沉积物相比 ，远海沉积物中 C10 丰度的急剧增加，进一步证明了
SCCPs 由于其高挥发性和溶解度而更易经历远程运输 ．
［41］

对柱芯沉积物的调查，可以探索 CPs 的时间趋势和潜在的降解． Zeng 等 对北京高碑店湖中的柱
芯沉积物的研究表明，最大的 SCCPs 浓度在柱芯沉积物的上部检测得到 ，这与我国近年来 CPs 产量和使
［71］
用量的快速增长相吻合． Chen 等 对东江柱芯沉积物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规律 ，进一步说明 CPs 的
沉积记录与我国 CPs 的历史应用和来源密切相关． 尤其 MCCPs / SCCPs 的比例从柱芯底层到中间层呈下

降趋势，而中间层到上层急剧上升，反映了近年来珠江三角洲地区从 SCCPs 到 MCCPs 的使用变化． 而且
随着深度的增加，两地柱芯沉积物中低氯代的同系物含量增加，表明沉积后有脱氯现象的发生． Zeng
［55］

对东海柱芯沉积物的研究表明，柱芯 SCCPs 浓度从中部到上部急剧上升的趋势，与我国近年来商
业 CPs 产量和使用量的快速增长相吻合 ，这与上述的研究一致． 然而，从中部到底部的 SCCPs 水平总体

等

上呈上升趋势，可能是由于相应时期较大的沉积通量 ，这可能意味着 SCCPs 在海洋厌氧沉积物中至少可
以持续几十年． 同时随着深度的增加，CPs 同系物的组成不同，表明不同时期所使用的的 CPs 产品不同．
而且随着深度的增加，氯含量呈现出下降趋势，表明沉积后发生了脱氯． 这与此前的研究结果一致． Zeng
－1
还采集了黄海地区的柱芯沉积物 ，研究结果说明其 SCCPs 的浓度相对较低 （ 11． 6—196 ng·g ） ，但其自
1950 年代初以来明显上升，这与中国 CP 生产和使用的历史相对应． 然而其 CPs 同系物分布并未随着深
度的增加而出现大的变化，这意味着黄海沉积区 SCCPs 的源剖面稳定，SCCPs 的生物降解作用可忽略不
［75］
计，这与上述的发现不一致 ． CPs 的沉积记录与其历史应用和来源密切相关 ，同时同系物的垂直分布
反映了厌氧环境下 CPs 的转变．

2． 6

生物
［60］

研究表明，生物样品中也检测到 CPs． Xu 等 研究发现，我国大连一家氯化石蜡加工厂内针叶植物
－1
叶片中 SCCPs 浓度范围为 1280． 9—2196． 9 ng·g （ 以 干 重 计，下 同 ） ，MCCPs 浓 度 范 围 为 1231． 5—
4388． 4 ng·g －1 ，厂区外针叶植物叶片中 SCCPs 浓度范围为 218． 7—1441． 2 ng·g －1 ，MCCPs 浓度范围为
337． 8—3586． 5 ng·g －1 ． 该地区针叶植物叶片中 SCCPs 及 MCCPs 含量高于欧洲阿尔卑斯地区云杉针叶
－1［76］
，与北京地区树皮和松针样品中
样品中 CPs（ 包含 SCCPs、MCCPs 和 LCCPs） 的含量 26—450 ng·g
－1
［77］
SCCPs 含量为 980—1090 ng·g 相当 ，但低于上海地区大多数马尾松针叶样品中 SCCPs、MCCPs 的含
－1
－1 ［78］
． Ma 等［52］研究了我国华北辽东湾浮
量（ SCCPs 为 ND—13600 ng·g ，MCCPs 为 12． 4—33500 ng·g ）

游动物、无脊椎动物及鱼生物样品中 SCCPs 浓度水平，结果表明生物样品中 SCCPs 浓度范围为 2． 3—
76． 5 ng·g －1 ，平均值为 20． 1 ng·g －1 （ 以脂重计） ． Huang 等［79］研究发现，辽东湾地区鱼体中 SCCPs 浓度范
－1
－1
［80］
围为 376． 3—8956 ng·g ，MCCPs 浓度范围为 22． 4—5097 ng·g （ 以脂重计 ） ． Zhou 等 分析了淀山湖
14 种野生生物样品中 SCCPs 的含量，结果表明 SCCPs 的浓度范围为 10—1300 μg·g －1 （ 以脂重计，下
－1
－1
同） ，其中鲤鱼中 SCCPs 浓度最高（ 含量为 40—1300 μg·g ，平均值为 280 μg·g ） ，其次是蜗牛（ 含量为
150—340 μg·g －1 ，平均值为 250 μg·g －1 ） 和鲫鱼 （ 含量为 35—650 μg·g －1 ，平 均 值 为 220 μg·g －1 ） ． Du
［81］
等 从青藏高原的 5 个高山湖泊和拉沙河收集了 51 种鱼类样品，研究结果表明所有鱼类样品中均检
－1
－1
［82］
测到 SCCPs，其浓度范围为 3． 9—107 ng·g ，平均值为 26． 6 ng·g （ 以干重计 ） ． Labadie 等 究发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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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国罗纳河流域采集的鱼类中 SCCPs 浓度为 63—1492 ng·g ，MCCPs 浓度为 99—11300 ng·g （ 以脂重
［83］
－1
计） ． Vorkamp 等 研究表明格陵兰岛野生生物中 SCCPs 平均浓度为 0． 22—2． 2 μg·g （ 以湿重计 ） ．

Yuan 等［84］研究发现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鱼类、海鸟、海洋哺乳动物、陆生鸟类和哺乳动物中均存在
SCCPs、MCCPs 和 LCCPs，其浓度范围分别为 26—1500 ng·g －1 、
30—1600 ng·g －1 、
6． 0—1200 ng·g －1 （ 以脂
［85］
－1
重计） ． Casa 等 在南极洲的座头鲸身上也发现了 SCCPs，其浓度为 46 ng·g （ 以脂重计 ） ，远低于此前
报道的其他水生生物． 这些数据表明，即使来自极地地区的生物群也暴露在 SCCPs 污染之下．
2． 7 氯化石蜡的环境行为
CPs 的物理化学性质决定了其环境行为 ． 环境中的 CPs 具有持久性，化学性质稳定，在常温条件下，
［86-87］
，其在水体中的加氢降解和氧化分解也非常
其水解和可见光或紫外光照下的光解速度都非常缓慢
［88-89］
． 水体中的 CPs 会发生氧化和水解，但氧化或水解反应可能需在催化条件下发
缓慢，可忽略不计
［90］
［87］
生 ． Koh 等 研究发现丙酮水溶液中的 SCCPs 在紫外光照下迅速光解，SCCPs 的半衰期从原来的

12． 8 h左右缩短至 0． 7—5． 2 h． Atkinson 等［91］推出大气中 CPs 的理论半衰期和碳链长度负相关 ，大气中
SCCPs、MCCPs 和 LCCPs 的理论半衰期分别为 1． 2—1． 8 d、0． 85—1． 1 d、0． 5—0． 8 d． 好氧沉积物中，
56% 氯化度的 C12 —SCCPs 半衰期为 8． 4—15． 6 d，氯化度为 69% 时，半衰期增至 16． 4—33． 6 d［14］． 氯化
［92］
度为 35% 和 69% 的 C16 —MCCPs 半衰期相对较长，分别为 12 d 和 58 d ． CPs 的碳链长度和氯化度升
－7
－2
高，其蒸汽压和亨利常数降低，SCCPs、MCCPs 和 LCCPs 的蒸汽压分别为 2． 8 × 10 —6． 6 × 10 、1． 7 ×
10 －8 —2． 5、
6． 3×10 －15 —7． 9×10 －7 Pa． SCCPs、MCCPs 和 LCCPs 的亨利常数分别为 0． 34—14． 7、
0． 01—51．
3
0． 003—54． 8 Pa·m·
mol －1 ，表明 CPs 可随大气实 现 远 距 离 迁 移［2，92-93］． CPs 的 水 溶 性 较 低，SCCPs、
3、
MCCPs 和 LCCPs 溶解度分别为 0． 49—1260、
0． 029—14． 0、
1． 6 ×10 －6 —0． 086 μg·L －1［89，94］，其辛醇—水

6． 83—8． 96、
8． 70—12． 7，CPs 的 lgK OW 一般大于 5，表明 CPs 具有
分配系数（ lgK OW ） 分别为 4． 48—8． 69，
亲脂性、生物富集能力及在食物链中累积放大的特性 ．
SCCPs 具有很强的环境持久性． Thompson 等［95］发现淡水中 65% 氯化度的14 C10－13 —SCCPs 同类物半
衰期为 1630 d，在海洋沉积物中其半衰期为 450 d． 有较长历史的湖泊沉积芯也检测到了 CPs，在厌氧条
［55］
件下，湖泊沉积芯中 SCCPs 的半衰期大于 50 年 ． Fisk 等估计在生物体中 CPs 的半衰期为 7—53 d
［92］

． 随碳数和氯含量增加，CPs 的生物降解越慢［2］．

SCCPs 具有长距离迁移能力． 在南极、北极的大气［24-25］ 以及云南偏远地区［68］ 的土壤中均发现了
SCCPs． 由于这些地区并没有明显的 SCCPs 排放源，说明 SCCPs 发生了远距离的环境迁移． 但目前还没
有研究探讨洋流对 SCCPs 向极地地区扩散的贡献．
SCCPs 具有生物富集能力． Huang 等［79］ 研究了辽东湾地区不同种鱼类对 SCCPs 的生物累积作用，
结果表明不同种类鱼体中 ΣSCCPs 浓度值的 lgBAFs 在 4． 69—6． 05 范围内，平均值为 5． 24，表明 SCCPs
［96－98］
在所有鱼体内发生物蓄积． Fisk 等
研究了成年虹鳟鱼对不同碳链长度 CPs 的累积作用，发现所有
CPs 吸收效率都较高，能很快在鱼体内累积，生物放大因子达到 2． 1． 同时，Fisk 等［92］研究了寡毛纲蠕虫
［47］

对沉积物中 CPs 的生物累积，发现寡毛纲蠕虫对 SCCPs 的 BAFs 大于 1． 另外，Houde 等 对北美安大略
湖和密歇根湖无脊椎动物 －草食鱼 －鲈鱼食物网的研究发现，SCCPs 的营养级放大系数（ TMF） 在 0． 41—
2． 4 之间． 这些结果证明 SCCPs 在食物链中具有营养级放大的可能性 ．
3

结论及展望（ Conclusions and perspectives）
由于 CPs 的大量生产和普遍使用已造成广泛的环境污染 ，高风险的 SCCPs 和 MCCPs 普遍存在于各

种环境介质中，包括空气、水、土壤和沉积物等，它们在环境中具有持久性、远距离迁移性、生物富集性等
特性，给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带来潜在风险 ． 目前研究多局限于大气、土壤、沉积物等单一介质中 SCCPs
和 MCCPs 基础数据观测，对于 SCCPs 和 MCCPs 在不同环境介质中的传输、迁移、降解、界面分配和分布
等过程研究较少． 利用逸度模型等研究 SCCPs 和 MCCPs 在大气、土壤和水体等的界面过程，揭示其传输
机理，进一步开展 SCCPs 和 MCCPs 在环境中的迁移、转化及环境归宿的研究，可为评估 SCCPs 和 MCCPs
的生态环境风险奠定基础． 针对大气、土壤、水体及沉积物中的 SCCPs 和 MCCPs 进行溯源，识别其来自
于含 CPs 工业产品的使用或者一些生成排放源 ． 开展大范围的 SCCPs 和 MCCPs 系统监测，获得不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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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排放源对区域污染的贡献，探索排放贡献时空差异的过程和机制，揭示 SCCPs 和 MCCPs 在不同区域
的大气迁移等传输过程，为源头控制 SCCPs 和 MCCPs 环境污染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是 CPs 的生产和使
用大国，需要有更多的中国科学家结合国情提出科学的解决 SCCPs 和 MCCPs 的环境污染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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