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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物过滤塔工艺是控制挥发性有机物（ＶＯＣｓ）污染的一种重要工艺。其中，丝状真菌由于所产生的菌丝体易捕捉气相中的疏

而日益成为 ＶＯＣｓ 生物过滤技术中新的研究热点。文章在对丝状真菌生
水性污染物，同时又具备耐受低 ｐＨ 值和适应干燥环境等特性，
物过滤塔的降解机理和特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针对目前在生物过滤塔技术中研究较多的几种典型丝状真菌，较详细介绍了该类真菌
生物过滤塔对 ＶＯＣｓ 的去除性能，并对该技术在 ＶＯＣｓ 控制方面的研究与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和发展方向进行了分析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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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农业的发展和化学有机溶剂的大量使用，
排入大气中的挥发性有机物 （ＶＯＣｓ） 的数量不断增
加，
已经成为大气环境中第三大污染物［１－ ２］。同时，大多
数的 ＶＯＣｓ 对人体产生毒性或致癌作用。因此，ＶＯＣｓ
污染已经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近年来，以细菌为核
心的生物工艺被作为一种经济、方便的处理技术而逐
渐应用于 ＶＯＣｓ 污染的控制［３－ ４］。但细菌类微生物对疏
水性 ＶＯＣｓ 往往不能表现出很高的去除能力。这主要
是因为细菌难以适应气固相生物过滤塔中的干燥条
件和因某些 ＶＯＣｓ（卤代 ＶＯＣｓ）代谢而产生的低 ｐＨ
环境。在这一点上，
真菌比细菌具有明显的优势。
真菌按形态可以分为丝状真菌（霉菌等）和非丝
状真菌 （酵母菌等）。丝状真菌是典型的气生型微生
物，对于干燥环境或强酸性环境具有较强的耐受能
力。目前，
一些研究表明，丝状真菌在对疏水性 ＶＯＣｓ
的控制方面，
表现出比细菌更好的去除性能。近年来，
丝
状真菌类生物过滤塔的研究和开发已经成为 ＶＯＣｓ

控制领域新的研究热点。
１

丝状真菌过滤塔对 ＶＯＣｓ 的去除机理

与普通细菌过滤塔类似，丝状真菌过滤塔去除
ＶＯＣｓ 主要包括两个过程：氧气和污染物的传质过程
以及微生物的降解过程。当含有 ＶＯＣｓ 的气体通过过
滤塔时，由于填料的吸附、菌体的吸收以及真菌菌丝
的捕集作用，
ＶＯＣｓ 由气相转入生物相 （生物膜），在
好氧条件下大部分被微生物降解为水和二氧化碳或
其它代谢产物，
小部分转化为剩余菌体。
２

丝状真菌过滤塔的特点

与普通的细菌类微生物相比，丝状真菌具有特殊
的生理特性和形态特征。这种微生物性质上的差异使
得丝状真菌生物过滤塔比一般细菌生物过滤塔表现
出特定的优势。下面，将详细介绍丝状真菌生物过滤
塔的主要特点。
２．１ 菌丝型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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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状真菌在生长过程中产生繁茂的分枝从而形
成网状菌丝体 （酵母菌在一定条件下能形成假菌丝，
但其生长类型和菌丝结构与丝状菌存在本质的不
同）。丝状真菌的生长是以其顶端延长的方式进行，
可
以向气相空间生长。丝状真菌的菌丝直径一般为 ５￣
１０μｍ。接种在生物过滤塔中的丝状真菌，其菌丝不断
发生分枝，从而形成具有一定特征的菌落。在菌丝的
生长过程中，不同个体的菌丝之间相互接触，在接触
点相近的细胞壁局部降解而发生菌丝的网结现象，因
此，使菌落形成一个完整的网状结构。
这种具有网状的菌丝型结构使得生物过滤塔内
的真菌相对于细菌具有更大的表面积，有利于
ＶＯＣｓ，
特别是疏水性 ＶＯＣｓ 的吸附和传质。但在另一
个方面，真菌菌丝向四周扩散生长的特征，使得菌丝
过多占据了过滤塔当中的剩余空间，从而导致压力损
失增大，
降低了生物过滤塔的运行稳定性。
２．２ 较强的耐低 ｐＨ 能力
与一般的细菌类生物过滤塔相比，丝状真菌生物
过滤塔另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能够在较低的 ｐＨ 条件
下运行，表 １ 列举了几种丝状真菌过滤塔在正常运行
过程当中的 ｐＨ。真菌生物过滤塔的这种特点源自于
真菌微生物特殊的生理特性。一般而言，真菌适合在
ｐＨ 为 ２￣７ 的中、
酸性环境中生长。尽管部分细菌也能
够在酸性条件下有效去除污染物，如 ｙａｎｇ 等 ［５］ 曾报
道，某种降解硫化物的细菌在 ｐＨ 为 １￣２ 的范围内仍
能保持较高的活性。但这类细菌的数量很少，并且所
处理的挥发性有机物主要局限于含硫化合物。
表１

几种丝状真菌过滤塔正常运行条件下的 ｐ 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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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氏拟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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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端赛多孢子菌
（Ｓｃｅｄｏｓｐｏｒｉｕｍ ａｐｉ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枝霉（Ｃｌａｄｏｓｐｏｒｉｕｍ ｓｐｐ．）
镰刀菌（Ｆｕｓａｒｉｕｍ ｓｐｐ．）
腐皮镰霉（Ｆｕｓａｒｉｕｍ ｓｏｌａｎ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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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发现 ［６］，丝状真菌微生物细胞内部的 ｐＨ
实际并不低，
往往接近于中性。这说明，尽管丝状真菌
生活在低 ｐＨ 的环境中，但是它们能够通过某些生理
活动，自动维持细胞内部正常的 ｐＨ 值，从而保证微生
物的活性。
２．３ 较好的抗干燥性能
在气相生物过滤塔的设计与运行中，控制一定的
湿度对于降低过滤塔压降和维持塔内微生物活性都
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气生型的微生物——
—真菌而言，
它能使生物过滤塔在较为干燥的环境中仍能发挥较
ａ－ Ｐｅ"ａ 等［８］的研究表明，将
好的废气处理功能。Ｇａｒｃí

４１

丝状真菌接种在以蛭石和颗粒活性炭为填料的气相
过滤塔中去除甲苯，当过滤塔内水分在 ４０％￣６０％（低
于细菌过滤塔内水分 ６０％￣８０％）的条件下，甲苯的去
除能力（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可达 ２５８ｇ／（ｍ ３·ｈ）
（进
口负荷：
３００ｇ／（ｍ ３·ｈ）
）。Ｋｅｎｎｅｓ［１０］在比较真菌与细菌
性质时也指出：细菌最佳生长条件下的水活度一般要
求在 ０．９ 以上，
而对于大多数真菌而言，
其水活度可以
降至 ０．６。
真菌抗干燥能力强的特点使得丝状真菌生物过
滤塔对于疏水性 ＶＯＣｓ 的去除效果较细菌类生物过
滤塔要好。以 Ａｓｐｅｒｇｉｌｌｕｓ ｎｉｇｅｒ 为优势菌种的生物过
滤塔对正己烷的平均去除能力达 １５０ｇ／（ｍ ３·ｈ）［１１］，而
细菌生物过滤塔对正己烷的去除能力仅为 １０￣６０ｇ／
（ｍ ３·ｈ）［１２］。
值得指出的是，丝状真菌过滤塔虽然在干燥的环
境下能够维持一定的 ＶＯＣｓ 去除能力，当这并不意味
着该类生物过滤塔的去除性能与环境的干燥程度成
正比关系。Ｅｓｔé
ｖｅｚ 等［７］采用真菌和细菌的复合生物过
滤塔处理甲苯气体，系统考察了系统在不同相对湿度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条件下的去除能力。结果表明，
在 ｐＨ７．５ 的条件下，生物过滤塔的相对湿度从 ８５％提
高到 １００％时，系统的去除能力也从 ９５．６ｇ／（ｍ ３·ｈ）增
加到 １６４．４ｇ／（ｍ ３·ｈ）。因此，
丝状真菌具有较好的抗干
燥性能主要是相对于细菌而言的。
３

丝状真菌过滤塔的去除性能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丝状真菌生物过滤塔由于其
自身的特点，对疏水性的 ＶＯＣｓ 具有较好的去除能
力。目前，一些学者研究了不同种类的丝状真菌在生
物过滤塔中对典型 ＶＯＣｓ 的降解性能。下面，根据当
前研究较多的几类丝状真菌来详细介绍各类真菌生
物过滤塔对 ＶＯＣｓ 的去除情况。
３．１ 拟青霉（Ｐａｅｃｉｌｏｍｙｃｅｓ ｓｐｐ．）生物过滤塔
拟青霉类真菌是除白腐真菌 （Ｗｈｉｔｅ Ｒｏｔ Ｆｕｎｇｉ）
外又一类可以降解木质素和与木质素结构相似的芳
香族化合物的真菌微生物［１３］。Ｅｓｔé
ｖｅｚ 等［７］从一个细菌
与真菌的复合体系中分离得到 Ｐａｅｃｉｌｏｍｙｃｅｓ ｖａｒｉｏｔｉｉ，
并把该菌接种到以珍珠岩为填料，有效容积为 ３．５Ｌ
的生物过滤塔中去除甲苯气体。在运行过程中，每周
向过滤塔补充一次无菌营养液，在营养液中添加了土
霉素（Ｏｘｙｔｅｔｒａｃｙｃｌｉｎｅ）以抑制细菌在生物过滤塔中
的生长。该生物过滤塔在空塔停留时间为 ８０ｓ，
２０℃，
ｐＨ 为 ５．９，
相对湿度 ８５％的条件下运行了 １２０ｄ。结果
表明，当进口负荷从 １００ｇ／（ｍ ３·ｈ） 降为 ４０ｇ／（ｍ ３·ｈ）
时，甲苯的去除率相应的从 ４０％升高到 ９５％。当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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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负荷达到 １００ｇ／（ｍ·
ｈ）后，
再增加进口负荷会导致过滤
塔去除能力的下降。Ｅｓｔé
ｖｅｚ 还通过考察 Ｐ． ｖａｒｉｏｔｉｉ 生
物过滤塔中丝状真菌生物膜的分布发现，塔内生物膜
的厚度介于 ７０￣３７９μｍ 之间，其中 ５０％以上的生物量
属于非活性生物量（对 ＶＯＣｓ 不起降解作用的部分）［７］。
另外，
过滤塔出口处的生物膜厚度明显高于进口处，
这
主要是由于出口处非活性微生物过量生长造成的。
在另一项研究中，Ａｉｔｏｒ［１４］采用陶瓷环为填料的生
物 过 滤 塔 ， 考 察 了 Ｐａｅｃｉｌｏｍｙｃｅｓ ｖａｒｉｏｔｉｉ ＣＢＳ
１１５１４５ 对甲苯的去除性能。经过 ７６ｄ 的运行后发现，
３
ｈ）
），
在高负荷的情况下（甲苯进口负荷 ２７０￣３３０ｇ／（ｍ·
３
生 物 过 滤 塔 的 去 除 能 力 达 ２４５ｇ／（ｍ ·ｈ）， 远 高 于
Ｅｓｔé
ｖｅｚ 的研究结果。同时，
Ａｉｔｏｒ［１４］还证明了在真菌－
细菌共生的生物过滤塔中，真菌对甲苯的去除起了主
要作用（去除的甲苯中 ７０％是由真菌降解）。
３．２ 枝霉（Ｃｌａｄｏｓｐｏｒｉｕｍ ｓｐｐ．）生物过滤塔
早在 １９９５ 年，从处理甲苯的气相生物过滤塔中
分离得到了 Ｃｌａｄｏｓｐｏｒｉｕｍ ｓｐ．，该真菌被证实可以将
苯、
甲苯、
二甲苯等芳香烃作为单一碳源［１５］。Ｓｏｎｉａ［１６］建
立了两套细菌－ 真菌复合体系的生物过滤塔 （真菌为
Ｃｌａｄｏｓｐｏｒｉｕｍ ｓｐ．和 Ｆｕｓａｒｉｕｍ ｓｐ．），分别在中性（ｐＨ＝
６．７）和酸性（ｐＨ＝４．１）条件下去除正己烷。结果表明，
在正己烷进口负荷为 １４０ｇ／（ｍ ３·ｈ）时，酸性条件下的
去除能力（１００ｇ／（ｍ ３·ｈ））优于中性条件下的去除能力
（６０ｇ／（ｍ ３·ｈ）
）。这说明，真菌在对正己烷的去除中起
了重要作用，并且在酸性环境中表现出更高的去除性
能。通过对微生物蛋白质含量的测定发现，酸性环境
中的蛋白质含量明显要高于中性环境中的蛋白质含
量。但中性环境中的微生物分泌出更多的胞外多聚物
（ＥＰＳ）。因此，环境因素对丝状真菌的生理活性和去
除效果产生很大的影响。
除了处理单一 ＶＯＣ 之外，有学者 ［１７－ １８］ 研究了以
Ｃｌａｄｏｓｐｏｒｉｕｍ ｓｐ． 为优势菌的生物过滤塔对含有甲
苯、乙酸丁酯和酮类物质等多种 ＶＯＣｓ 气体的去除情
况。该生物过滤塔以聚氨基甲酸乙酯泡沫为载体，通
过载体浸泡于液体培养基的方式进行挂膜。过滤塔的

表２

空塔停留时间为 １５ｓ，运行 ９４ｄ 后，总去除能力可达
９２．４ｇ／（ｍ ３·ｈ）。
３．３ 白腐真菌（Ｗｈｉｔｅ ｒｏｔ ｆｕｎｇｉ）生物过滤塔
白腐真菌是一类具有特殊性质的微生物，该类菌
能分泌胞外酶降解木质素和纤维素，对其它具有复杂
结构的难降解有机物也具有很强的分解能力［１９］。正是由
于白腐真菌独特的降解性能，使得该菌种在环境污染
控制领域的研究日益成为热点。其中黄孢原毛平革菌
（Ｐｈａｎｅｒｏｃｈａｅｔｅ ｃｈｒｙｓｏｓｐｏｒｉｕｍ）是白腐真菌中的模式
菌种，
Ｏｈ Ｙ Ｓ ［２０］ 等曾将Ｐｈａｎｅｒｏｃｈａｅｔｅ ｃｈｒｙｓｏｓｐｏｒｉｕｍ
在土豆浸出液培养基中（加入细菌抑制剂）培养 ３～４ｄ
后，分别接种在以水疗球（Ｈｙｄｒｏｂａｌｌ）和玻璃珠为填
料的过滤塔内（直径 ６ｃｍ，高度 ３０ｃｍ）。在曝气一周
后，将苯，甲苯和二甲苯的混合气体通入生物过滤塔。
运行约 ４０ｄ 后，水疗球过滤塔的总去除能力稳定在
０．９￣１．２ｇ／（ｍ ３·ｈ）
（进口负荷约为 １．５ｇ／（ｍ ３·ｈ）
）；
玻璃球
３
（进口负
过滤塔的总去除能力最大可达 １０ｇ／（ｍ ·ｈ）
３
荷约为 ２０ｇ／（ｍ ·ｈ）
）。另外，作者在研究进气流速对
Ｐｈａｎｅｒｏｃｈａｅｔｅ ｃｈｒｙｓｏｓｐｏｒｉｕｍ 玻璃球过滤塔去除效
果的影响时发现，在 ０．０２６￣０．４５０Ｌ／ｈ 的流速范围内，
生物过滤塔在大流速下往往能获得较好的去除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与其它真菌过滤塔不同，白腐真菌过
滤塔对 ＢＴＸ 的降解并不需要加入额外的碳源（营养液）。
这说明，ＢＴＸ 类物质在白腐真菌的初生代谢阶段得
到了降解，这一降解过程与木质素在次生代谢阶段发
生降解的过程不同 ［２１］。这个观点在 Ｙａｄａｖ 和 Ｒｅｄｄｙ
的论文中也有所表述［２２］。
目前，应用白腐真菌在生物过滤塔中处理 ＶＯＣｓ
的研究非常有限，已有的研究在过滤塔的处理能力和
稳定性方面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因此，对于白腐真
菌气相生物过滤塔的开发和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３．４ 其它丝状真菌过滤塔
除了上述几种丝状真菌过滤塔用于 ＶＯＣｓ 的控
制外，还有部分学者将其它种类的丝状真菌也应用到
气相生物过滤塔当中，
详见表 ２。表中的数据表明，多
数丝状真菌过滤塔对 ＶＯＣｓ 都具有较好的去除能力。

其它丝状真菌过滤塔去除 ＶＯＣｓ 的主要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Ｖ ＯＣｓ ｒ ｅ ｍ ｏｖａ ｌ ｂ ｙ ｏｔ ｈ ｅ ｒ ｆｉ ｌ ａ ｍ ｅ ｎ ｔ ｏｕ ｓ ｆｕ ｎ ｇｉ ｂ ｉ ｏｆｉ ｌ ｔ ｅ ｒ ｓ

真菌种类
镰刀菌（Ｆｕｓａｒｉｕｍ ｓｐ．）
腐皮镰霉（Ｆｕｓａｒｉｕｍ ｓｏｌａｎｉ）
黑曲霉（Ａｓｐｅｒｇｉｌｌｕｓ ｎｉｇｅｒ）
尖端赛多孢子菌
（Ｓｃｅｄｏｓｐｏｒｉｕｍ ａｐｉ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４

进口负荷
污染物 （ｇ／（ｍ
３
·
ｈ））
正己烷
１４０
正己烷 １４８￣１７２
正己烷
３００
甲苯

３００

去除能力
３
（ｇ／（ｍ·
ｈ））
５０
１３０
１５０
２５８

丝状真菌过滤塔控制 ＶＯＣｓ 的研究方向

填料种类
珍珠岩
珍珠岩
颗粒黏土
蛭石和颗粒
活性炭

反应器容积
（Ｌ）
０．２３
２．５
１．８

空塔停留时间
（ｓ）
２１
６０
３２４０

运行天数
（ｄ）
２５
１００
６０

Ｓｏｎｉ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９］
Ｓｏｎｉ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９］
Ｓｐｉｇｎ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１１］

２．９

６９

１８０

Ｇａｒｃí
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８］

参考文献

综上所述，丝状真菌过滤塔是一种有效的 ＶＯＣｓ
控制技术，它相对于细菌类生物过滤塔具有去除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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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耐低 ｐＨ，抗干燥等优势。但在以下几方面还需进
一步研究：
（１）所研究的 ＶＯＣｓ 种类较少，且多集中在甲苯、
正己烷、苯乙烯等少数几种物质上，对于更难生物降
解，
对人体毒性更强的卤代烃及其衍生物研究很少。
（２）研究的气体多为单一组分 ＶＯＣ，对于混合
ＶＯＣｓ 气体的研究有限。
（３）对于保持丝状真菌生物过滤塔长期运行的稳定
性和对生物量进行有效控制等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
（４）对于部分高效菌种（如：白腐真菌）在气相生
物过滤塔方面的研究有待加强。
５

４３

丝状真菌生物过滤塔对挥发性有机物的去除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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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３－ ８６８．
［６］ 李琳，
刘俊新．真菌降解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的特性与影响因
素［Ｊ］．环境污染治理技术与设备，
２００３，
４（３）：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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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Ｅｓｔ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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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Ｔｏｌｕｅｎｅ ｂｉｏ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ｈｅ ｆｕｎｇｕｓ Ｓｃｅｄｏｓｐｏｒｉｕｍ ａ－

当前，随着工农业的迅速发展，
ＶＯＣｓ 的使用和
排放日益增加，由此而带来的环境问题也引起人们广
泛的关注。在众多的 ＶＯＣｓ 控制技术中，生物过滤塔
工艺由于其处理效率高，运行费用低，操作方便等特
点而被广泛研究和应用。其中，丝状真菌过滤塔又具
有耐低 ｐＨ 能力强，抗干燥性能好等优点而逐渐成为
研究的热点。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技术的日趋完
善，以丝状真菌过滤塔为主的 ＶＯＣｓ 控制技术，将会
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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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ｕｔｅｒｏｍｙｃｅｔｅ Ｐａｅｃｉｌｍｙｃｅｓ ｉｎｆｌａｔｕｓ［Ｊ］． Ａｐｐ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
２００３，
６１：
３７４－ ３７９．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ｕ Ｍｉｎｇ－ ｙａｎｇ，Ｌｉｕ Ｊｉａｎ－ ｈｕａ， Ｚｈａｎｇ Ｆｕ，ｅｔ ａｌ． Ｏｒｇａｎｏｃｈｌｏ－

［１４］ Ａｉｔｏｒ Ａｉｚｐｕｒｕ，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Ｄｕｎａｔ，Ｐｉｅｒｒｅ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ｅｔ ａｌ．

ｒｉｎｅ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 Ｅｎｖｉ－

Ｆｕｎｇａｌ ｂｉｏ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ｌｕｅｎｅ ｏｎ ｃｅｒａｍｉｃ ｒｉｎｇｓ ［Ｊ］．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４，
２７（３）：１０８－ １１０．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０５，
１３１ （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９６－ ４０２．

［３］ 席劲瑛，胡洪营．生物过滤法处理挥发性有机物气体研究进
展［Ｊ］．环境科学与技术，２００６，
２９（１０）：
１０６－ １０８．

［１５］ Ｗｅｂｅｒ Ｆ Ｊ，Ｈａｇｅ Ｋ Ｃ，ｄｅ Ｂｏｎｔ Ｊ Ａ Ｍ．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ｎｇｕｓ Ｃｌａｄｏｓｐｏｒｉｕｍ ｓｐｈａｅｒ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ｗｉｔｈ ｔｏｌｕｅｎｅ ａｓ

Ｘｉ Ｊｉｎ－ ｙｉｎｇ，Ｈｕ Ｈｏｎｇ－ ｙ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ｂｉｏｆｉｌｔｅｒｓ

ｔｈｅ ｓｏｌ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ｏｕｒｃｅ［Ｊ］． Ａｐｐ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ｏｆ ＶＯＣｓ［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５，
６１：
３５６２－ ３５６６．

２００６，
２９（１０）：
１０６－ １０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４］ 瞿畏，杨春平，曾光明，等．生物滴滤塔去处挥发性有机物的

［１６］ Ｓｏｎｉａ Ａｒｒｉａｇａ，Ｓｅｒｇｉｏ Ｒｅｖａｈ．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ｈｅｘａｎｅ ｒｅ－
ｍｏｖａｌ ｂｙ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ｆｕｎｇ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ａ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影响因素［Ｊ］．环境科学与技术，２００４，
３０（１）：
１０５－ １０７．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 ｂｉｏｆｉｌｔｅｒ ［Ｊ］．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ｅｎｇｉ－

Ｑｕ Ｗｅｉ，Ｙａｎｇ Ｃｈｕｎ － ｐｉｎｇ，Ｚｅｎｇ Ｇｕａｎｇ － ｍｉｎｇ，ｅｔ ａｌ．

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０４，
９０（１）：
１０７－ １１５．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ＶＯＣｓ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ｉｎ ｂｉｏｔｒｉｃｋｌｉｎｇ ｆｉｌｔｅｒ

［１７］ Ｍｏ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Ｑｉ Ｂ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ａ ｆｕｎｇａｌ ｂｉｏｆｉｌ－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４，
３０ （１）：

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ｇａｓ－ ｐｈａｓｅ ｓｏｌｖｅｎｔ ｍｉｘｔｕｒ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ｍｉｔ－

１０５－ １０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ｎｔ ｌｏａｄｉｎｇ［Ｊ］．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４，
３８：
２２５８－ ２２６７．

［５］ Ｙａｎｇ Ｙ，Ａｌｌｅｎ Ｅ Ｒ． Ｂｉｏ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ｓｕ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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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ｌｕｏｒｏｏｃｔａｎｏａｔ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ｌｕｏｒｏｏｃｔａｎｅ ｓｕｌｆｏｎｙｌａｍｉｄｅ ｉｎ ｈｕ －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ｗｉｔｈ ｌｏｗ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ｏｆｌｕｏｒｉｎｅ［Ｊ］． Ｔｅｃｈ－

ｍａｎ ｐｌａｓｍａ ｂｙ ｃｏｌｕｍｎ － 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 ｌｉｑｕｉｄ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

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２００６，
３２（４）：
３０－ ３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ｐｒａｙ 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ｏｌｉｄ － ｐｈａｓｅ

［７１］ Ｈｉｇｇｉｎｓ Ｃ Ｐ，Ｌｕｔｈｙ Ｒ Ｇ． 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ｆｌｕｏｒｉｎａｔｅｄ ｓｕｒｆａｃ－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Ｔｅｃｈ－

ｔａｎｔｓ ｏ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Ｓｃ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
２００６，
４０（２３）：

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０４，
８１０（１）：

７２５１－ ７２５６．

４９－ ５６．

［７２］ 贾成霞，
潘纲，
陈灏．全氟辛烷磺酸盐在天然水体沉积物中的

［６３］ Ｖｙａｓ Ｓ 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ｓｏｍｅ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ｆｌｕ－

吸附－ 解吸行为［Ｊ］．环境科学学报，
２００６，
２６（１０）：
１６１１－ １６１７．

ｏｒｏｃｔａｎｅｓｕｌｆｏｎｙｌ （ＰＦＯＳ）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Ｊｉａ Ｃｈｅｎｇ－ ｘｉａ，Ｐａｎ Ｇａｎｇ，Ｃｈｅｎ Ｈａｏ． 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ｓｏｒｐ－

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ａｒｔ Ａ － Ｔｏｘｉｃ／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Ｓｕｂ －

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ｐｅｒｆｌｕｏｒｏｏｃｔａｎｅ ｓｕｌｆｏｎａ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ｔａｎｃｅｓ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０７，
４２（３）：
２４９－ ２５５．
［６４］ Ｌａｎｇｌｏｉｓ Ｉ．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ｓｏｍｅｒ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ｉｎ ｔｅｃｈ－
ｎｉｃａｌ ｐｅｒｆｌｕｏｒｏｏｃｔａｎｅ ｓｕｌｆｏｎａｔｅ ｂｙ ｔａｎｄｅｍ 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Ｊ］． Ａｃｔ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ｅ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ｔｉａｅ，２００６，２６（１０）：
１６１１－ １６１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３］ 范保安，
安静雯．全氟辛酸铵盐在离子交换树脂上的行为研

ｔｒｙ［Ｊ］． Ｒａｐｉ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２００６，

究和应用［Ｊ］．有机氟工业，
１９９１，
４：
１－ ４．

２０（５）：８４４－ ８５０．

Ｆａｎ Ｂａｏ－ ａｎ，Ａｎ Ｊｉｎｇ－ ｗｅ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６５］ Ｄｅ Ｓｉｌｖａ Ａ Ｏ． Ｉｓｏｌａｔｉｎｇ ｉｓｏｍｅｒｓ ｏｆ ｐｅｒｆｌｕｏｒｏ－ ｃａｒｂｏｘｙｌａ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ｆｌｕｏｒｏｏｃｔａｎｏｉｃ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ｏｎ ｔｈｅ ｉｏｎ － ｅｘ －

ｐｏｌａｒ ｂｅａｒｓ（Ｕｒｓｕｓ ｍａｒｉｔｉｍｕｓ） ｆｒｏｍ ｔｗｏ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ｌｏｃａ－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ｅｓｉｎｓ［Ｊ］． Ｏｒｇａｎｏ－ ｆｌｕｏｒｉｎ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１９９１，
４：
１－ ４．（ｉｎ

ｔｉｏｎｓ［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Ｓｃ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
２００４，３８（２４）：６５３８－ ６５４５．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６］ Ｍｅｅｓｔｅｒｓ Ｒ Ｊ Ｗ． Ｐｅｒｆｌｕｏｒｏｏｃｔａｎｅ ｓｕｌｆｏｎａｔｅ － ａ ｑｕｉｔｅ ｍｏｂｉｌｅ

［７４］ 宋学章．全氟辛酸回收技术的研究［Ｊ］．有机氟工业，
２００７，３：

ａｎｉｏｎｉｃ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ｇｅｎｉｃ ｓｕｒｆａｃｔａｎｔ，ｕｂｉｑｕｉｔｏｕｓｌｙ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８－ 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Ｊ］． Ｗａｔ． Ｓｃ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２００４，
５０（５）：２３５－ ２４２．

Ｓｏｎｇ Ｘｕｅ － ｚｈａ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６７］ 郭睿，蔡亚岐，江桂斌，等．全氟辛烷磺酰基化合物（ ＰＦＯＳ）
的污染现状与研究趋势［Ｊ］．化学进展，２００６，１８（６）：８０８－ ８１３．
Ｇｕｏ Ｒｕｉ，Ｃａｉ Ｙａ－ ｑｉ，Ｊｉａｎｇ Ｇｕｉ－ ｂｉｎ，ｅｔ ａｌ．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ＦＯＡ ［Ｊ］． Ｏｒｇａｎｏ－ ｆｌｕｏｒｉｎ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２００７，
３：
８－ ９．（ｉｎ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７５］ 张在利，曾子敏，刘忠文，等．回收全氟辛酸的研制和应用

ｏｆ Ｐｅｒｆｌｕｏｒｏｏｃｔａｎｅ Ｓｕｌｆｏｎａｔｅ［Ｊ］．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０６，

［Ｊ］．化工新型材料，
２００４，
３２（４）：
５３－ ５５．

１８（６）：８０８－ ８１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Ｚｈａｎｇ Ｚａｉ－ ｌｉ，Ｚｅｎｇ Ｚｉ－ ｍｉｎ，Ｌｉｕ Ｚｈｏｎｇ－ ｗｅｎ，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ｐａ－

［６８］ 陈静，张彭义，刘剑．全氟羧酸在 １８５ｎｍ 真空紫外光下的降
解研究［Ｊ］．环境科学，２００７，２８（４）：７７２－ ７７６．
Ｃｈｅｎ Ｊｉｎｇ，Ｚｈａｎｇ Ｐｅｎｇ－ ｙｉ，Ｌｉｕ Ｊｉａｎ，ｅａ ａｌ． Ｐｈｏｔｏｄｅｇｒａｄａ－

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ｃｏｖｅｒｅｄ ｐｅｒｆｌｕｏｒｏｏｃｔａ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
２００４，
３２（４）：
５３－ ５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 Ｎｅｗ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７６］ 张和平，南碎飞，窦梅．泡沫分离法回收废水中的全氟辛酸

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ｆｌｕｏｒｉｎａｔｅｄ ｃａｒｂｏｘｙｌｉｃ ａｃｉｄｓ ｂｙ １８５ｎｍ ＶＵＶ ｌｉｇｈｔ

铵的研究［Ｊ］．化学工程师，
２００５，
１２３（１２）：
４８－ ５１．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７，
２８（４）：
７７２－ ７７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Ｚｈａｎｇ Ｈｅ－ ｐｉｎｇ，Ｎａｎ Ｓｕｉ － ｆｅｉ，Ｄｏｕ Ｍｅｉ．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ｒｅ－

［６９］ 薛学佳，周钰明，
吴敏，
等．含氟有机化合物优势降解菌的筛

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ｐｅｒｆｌｕｏｒｏｏｃｔａｎｏａｔｅ ｆｒｏｍ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选［Ｊ］．环境科学与技术，
２００４，
２７（１）：１１－ １２．

ｂｙ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ｖｅ ｂｕｂｂｌ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Ｊ］．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

Ｘｕｅ Ｘｕｅ－ ｊｉａ，Ｚｈｏｕ Ｙｕ－ ｍｉｎ，Ｗｕ Ｍｉｎ，ｅｔ ａｌ．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ｎｅｅｒ，
２００５，
１２３（１２）：
４８－ ５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ｔｒａｉｎｓ ｏｆ ｄｅｇｒａｄ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ｏ － ｆｌｕｏｒｉｎｅ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４，
２７（１）：
１１－ １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０］ 杨波，南碎飞，余晓斌．含低浓度全氟辛酸铵废水溶液的处

［７７］ 王钦． 纳滤与泡沫分离集成回收废水中全氟辛酸铵的研究
［Ｄ］． 杭州：
浙江大学，
２００７．
Ｗａｎｇ Ｑｉｎ．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ｎｏ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ａｍ Ｓｅｐａｒａ－
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ｃｏｖｅｒ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ｐｅｒｆｌｕｏｒｏｏｃｔａｎｏａｔｅ ｆｒｏｍ

理研究［Ｊ］．水处理技术，
２００６，
３２（４）：３０－ ３３．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Ｄ］．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５． （ｉｎ

Ｙａｎｇ Ｂｏ，Ｎａｎ Ｓｕｉ－ ｆｅｉ，Ｙｕ Ｘｉａｏ－ ｂｉｎ，ｅｔ 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
（上接第 ４３ 页）
［１８］ Ｑｉ Ｂｉｎｇ，Ｍｏ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Ｋｉｎｎｅｙ Ａ Ｋｅｒｒｙ．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ａｉｎｔ ｓｐｒａｙ ｂｏｏｔｈ ｏｆｆ － ｇａｓ ｉｎ ａ ｆｕｎｇａｌ ｂｉｏｆｉｌｔｅｒ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０５，
１３１ （２）：
１８０－ １８８．
［１９］ Ｊｏｈｎ Ａ Ｂｕｍｐｕｓ， Ｍｉｎｇ Ｔｉｅｎ，Ｄａｖｉｄ Ｗｒｉｇｈｔ，ｅｔ ａｌ． Ｏｘｉ－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ａｓｅｓ ｏｆ ＢＴＸ ｂｙ ｂｉｏ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ｈａｎｅ－
ｒｏｃｈａｅｔｅ ｃｈｒｙｓｏｓｐｏｒｉｕｍ［Ｊ］．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
１９９７，
３：
３４－ ３８．
ｇｙ，
［２１］ Ｐｏｉｎｔｉｎｇ Ｓ Ｂ． 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ｂｉｏ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ｗｈｉｔｅ－ ｒｏｔ
ｆｕｎｇｉ［Ｊ］． Ａｐｐ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１，
５７：
２０－ ３３．
［２２］ Ｙａｄａｖ Ｊ Ｓ，Ｒｅｄｄｙ Ｃ Ａ．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ｅｎｚｅｎｅ，ｔｏｌｕｅｎｅ，

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ｂｙ ａ ｗｈｉｔｅ

ｅｔｈｙｌｂｅｎｚｅｎｅ ａｎｄ ｘｙｌｅｎｅｓ （ＢＴＥＸ） ｂｙ ｔｈｅ ｌｉｇｎｉｎ－ ｄｅｇｒａ－

ｒｏｔ ｆｕｎｇｕｓ［Ｊ］．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８５，２２８：１４３４－ １４３６．

ｄ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ｉｄｉｏｍｙｃｅｔｅ Ｐｈａｎｅｒｏｃｈａｅｔｅ ｃｈｒｙｓｏｓｐｏｒｉｕｍ［Ｊ］．

［２０］ Ｏｈ Ｙｏｕｎｇ－ ｓｏｏｋ，Ｃｈｏｉ Ｓｕｎｇ－ ｃｈａｎ，Ｋｉｍ Ｙｅｏｎｇ－ ｋｗａｎ．

Ａｐｐ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３，
５９：
７５６－ ７６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