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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氯代脂肪烃（CAH）污染地下水在我国化工行业场地中十分普遍，严重影响场地再开发利用和周边居住人群的健康安全 . 监测自然衰减

（MNA）修复技术是污染场地地下水修复技术中最具有效性和高成本效益的方法之一，而目前我国应用 MNA 技术修复污染场地还处于试点阶
段，没有完整实施 MNA 技术的工程应用实例 . 以某农药场地地下水中 CAH 为研究对象，从 CAH 污染物的浓度变化、天然生物降解现状评价和

衰减速率 3 个方面开展为期 4 年的 CAH 自然衰减修复实践研究 . 研究结果表明，监测井 MW2-1 为核心污染区，主要污染物为 1，2-二氯乙烷（1，
2-DCA）、氯乙烯（VCE）、氯仿、顺-1，2-二氯乙烯、1，1-二氯乙烷和氯乙烷，浓度呈波动式下降趋势，且下降趋势明显 . 除了 MW2-1 的 VCE 和 1，2DCA、MW2-5 的 VCE 以及 MW2-2 的 1，2-DCA 的浓度高于风险控制值，其他点位污染物浓度均低于相应风险控制值 . 基于典型地球化学参数开
展的微生物降解评估结果表明，该地块大部分区域微生物降解能力不足，而在污染物浓度比较高的监测点位，微生物具有显著的降解能力 . 地

下水中 CAH 衰减速率范围为 0.0001~0.0040 d-1 ，超标点位的 VCE 和 1，2-DCA 通过自然衰减达到修复目标所需要的最长时间分别为 7.2 a 和

5.4 a，建议该场地需要联合化学刺激等其他主动修复技术以强化其自然衰减过程 . 通过持续 4 a 的 MNA 修复技术监控可聚焦高浓度污染区边
界，为下一阶段采取主动修复提供基础数据 . 本研究将为开展 MNA 技术修复有机物污染场地提供技术支持和科学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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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lorinated aliphatic hydrocarbons（CAH）pollution in groundwater is very common in chemical industry sites of China，which seriously

affects site redevelopment and health of surrounding residents. Monitoring natural attenuation（MNA）remediation technology is one of the most highefficient and cost-effective methods for contaminated sites remediation. Up to now，the application of MNA to remediate contaminated sites in China is

still in the pilot stage. The complete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of MNA has not been applied to contaminated site remediation. In this study，CAH in
groundwater of a pesticide site were selected as the representative contaminants. The change of concentrations，evaluation of microbial degradation

ability，and attenuation rate were investigated during a four-year of CAH natural attenuation remediation practic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MW2-1 was

the core pollution area，and the main pollutants were 1，2-dichloroethane（1，2-DCA），vinyl chloride（VCE），chloroform，cis-1，2-dichloroethylene，
1，1-dichloroethane，and chloroethane. The concentrations of CAH decreased in a fluctuation pattern，and the downward trends were obvious. The
concentrations of VCE in MW2-1 and MW2-5，and 1，2-DCA in MW2-1 and MW2-2 were higher than the corresponding risk control value. The
concentrations of CAH at other monitoring wells were lower than the corresponding risk control value. According to evaluation results of microbial
degradation ability calculated by typical geochemical parameters，the microbial degradation ability was insufficient in most areas of the contaminated

sites. However，the microbial degradation ability was significant in these monitoring well with relatively high CAH concentrations. The attenuation rates
of CAH in groundwater ranged from 0.0001 to 0.0040 d-1. As a result，the remediation time required for VCE and 1，2-DCA to reach the correspo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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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control value through natural attenuation will take about 7.2 and 5.4 years，respectively. It is suggested that other remediation technologies may

need to be combined to strengthen the natural attenuation process. The boundaries of high-concentration polluted areas were focused by continuous
monitoring for 4 years，providing basic data for the next stage of active remediation. This study will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and scientific guidanc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MNA technology to remediate CAH contaminated sites in China.

Keywords：pesticide；groundwater；chlorinated aliphatic hydrocarbons；monitoring natural attenuation（MNA）technology

1

引言（Introduction）
氯代脂肪烃（Chlorinated Aliphatic Hydrocarbons，CAH）是一类具有特殊气味的有机溶剂，被广泛用于电

子元件清洗、机械制造和工业生产（杀虫剂、橡胶、消火材料等）等过程，由于其大量使用和处置不当，已对世
界各国大量场地的土壤及地下水环境造成污染（Scheutz et al.，2011；陆强等，2016；刘帅等，2018）. 美国环保

局曾对 39 个小城镇的地下水供水水源进行调查，发现不管地下水是否处理均能检测到 11 种挥发性氯代链
烃，且检出率最高为 36% 的氯仿（Chloroform，CF）和 31% 的三氯乙烯（TCE）
（卢杰等，2008）. 全国地下水中污

染物普查调查结果显示，南方地区地下水样品中氯代烃百分之百超标检出（万梅等，2011），北方地区地下水
样品中氯代烃 70% 以上超标检出（刘永刚等，2002）. 一项覆盖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的环境
质量调查表明，挥发性污染物中 CF、四氯化碳（Carbon Tetrachloride，CTC）、四氯乙烯（PCE）和 TCE 是检出率

最高的污染物 . 另外，有研究表明，CAHs 具有致突变、致畸的特性以及神经毒性，对水生生物及人类造成严
重危害（Grostern et al.，2006；陆强，2016），因此研究 CAH 污染地块的修复技术非常重要 .

目前，修复 CAH 的技术有气相抽提技术、可渗透反应强、热处理强化技术、原位生物修复技术和监控自

然衰减技术（monitored natural attenuation，MNA）等（任加国 等，2021）. 当污染场地中 CAH 浓度比较低时，修

复技术通常选用 MNA 技术 .MNA 技术是指在特定的监控策略下，依靠自然衰减的生物、物理和化学过程，使

得污染物的浓度、毒性和迁移性降低到风险可接受水平，达到修复目标（李元杰等，2018）. 另外，MNA 技术具

有操作简单、绿色可持续、低成本和环境干扰小等特点，是污染场地修复技术中最有效性和具有成本效益的
方法之一（蒋小红等，2021）. 目前，已有学者将 MNA 技术应用于 CAH 污染场地的修复治理工作 .Kawabe 等对
日本某污染场地的地下水进行了自然衰减监测，发现挥发性有机物的风险水平被极大地降低，且在 2033 年

之前可实现完全修复（Kawabe et al.，2019）.Larsen 等（2008）通过树芯样品对捷克共和国北部某工厂的地下水
进行自然衰减监测，发现地下水的主要污染物为 PCE、TCE 和 cis-DCE，浓度分别为 230、14 和 72 mg·L-1；经过

8 年自然衰减后，总氯乙烯＞1 mg·L-1 的污染羽面积从 8 hm2 降低至 1 hm2.Heidrich 等研究发现德国比特费尔
德场地地下水中发生了氯代脂肪烃的自然衰减（Heidrich et al.，2004），且还原条件越强，脱氯过程越有效

（Sinke et al.，1999）. 然而，我国现阶段在污染场地上应用 MNA 技术还处于试点阶段，没有完整实施 MNA 技
术的工程应用实例（吕晓建，2016）.

因此，本研究选择苏南地区典型农药地块为研究对象，以地下水中的 7 种典型氯代脂肪烃为研究对象，

通过开展持续 4 年的现场长期监测，从污染物浓度变化、典型地球化学参数表征、污染物衰减速率等角度，开
展地下水中 CAH 自然衰减修复实践研究，以期为我国应用 MNA 技术修复污染场地提供数据支持和指导 .

2
2.1

材料与方法（Materials and methods）
场地概述

研究区内原企业有 50 a 的生产历史，主要产品包括农药（敌敌畏、敌百虫、久效磷、丁草胺、乙草胺、草甘

膦、喹禾灵等）、化工产品（烧碱、液氯、盐酸、双乙烯铜、双乙甲胺、改良树脂、聚四氟乙烯等）. 该地块场地调查

评估表明主要污染物有苯系物（BTEX）、氯代脂肪烃（CAH）、氯苯（CB）、苯酚、PAHs、草甘膦等，2013—2016
年完成浅层土壤（6 m）修复治理，受经济和技术条件限制，地下水于 2016 年启动了为期 4 a 的监控自然衰减
修复 . 研究区内地下水高风险范围图及监测井布设如图 1 所示，井深为 10 m，筛管位置为井下 1~9.5 m.

该研究区勘测深度为 50 m，在勘探深度内将其分为 5 个主要工程地质层，自上而下分别为：杂填土、粉

土、粉砂、粉土夹粉质粘土、粉砂（图 2）. 地层剖面在 24~33 m 的深度处存在一层厚度约为 9 m 的粉土夹粉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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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Fi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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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内地下水高风险范围图及监测井布设

The high-risk area of groundwater in the study area and the layout of monitoring wells

图2
Fig. 2

场地水文地质剖面图

Hydrogeological section of the site

粘土的弱透水层 . 根据地勘报告，
勘探范围内地下水上层为孔隙潜水，
下层为微承压水 . 本研究主要针对浅层孔
隙潜水 . 潜水含水层直接受大气降水补给，
地下水位变化曲线和降水曲线基本一致，
区域地形平坦，
地下水位变

化不大，
水力坡度极小，
地下水径流缓慢 . 研究区地块地下水最高水位一般发生在每年 7—9 月，
最低地下水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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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发生在每年 12 月—次年 2 月，
地下水流向为西北-东南（图 3），
该场地潜水埋深范围为 0.97~4.88 m.

图3
Fig. 3

研究区内潜水流场图

Field map of unconfined aquifer in the study area

2.2 样品采集

地下水样品采集根据Sample ProTM（Type MP-SPK-6P-T，
QED，
USA），
采集样品前均抽出3~5倍体积的地下水，

直至地下水的溶解氧（DO）、
pH、
电导率（EC）和温度保持稳定.取样口深度设置为井下8 m，
从输水管线出口采集样品至
地下水样品瓶中，
当水样过量溢出时，
封盖，
保存至4 ℃，
运送到实验室分析.
2.3 检测因子

①地下水中典型卤代脂肪烃：
二氯二氟甲烷、
四氯化碳、
三氯氟甲烷、
氯仿（Chloroform，
CF）、
溴仿、
一溴二氯甲烷、

二溴氯甲烷、
溴氯甲烷、
二溴甲烷、
二氯甲烷、
氯甲烷、
溴甲烷、
1，
1，
1，
2-四氯乙烷、
1，
1，
2，
2-四氯乙烷、
1，
1，
1-三氯乙烷、
1，
1，
2-三氯乙烷、
1，
1-二氯乙烷（1，
1-Dichloroethane，
1，
1-DCA）、
1，
2-二氯乙烷（1，
2-Dichloroethane，
1，
2-DCA）、
氯乙烷

（chloroethane，
CA）、
乙烷、
1，
2-二溴-3-氯丙烷、
1，
2，
3-三氯丙烷、
1，
3-二氯丙烷、
1，
2-二氯丙烷（1，
2-dichloropropane，
1，
2-

DCP）、四氯乙烯（Perchlorethylene，PCE）、三氯乙烯、1，1-二氯乙烯、反-1，2-二氯乙烯（Dichlorethylene，Trans-1，2-

DCE）、
顺-1，
2-二氯乙烯（Cis-1，
2-DCE）、
氯乙烯（Vinyl chloride，
VCE）、
1，
1-二氯丙烯（1，
1-dichloropropene，
1，
1-DCPP）

共31种；
②典型地球化学参数：
地下水水位、
水温、
溶解氧（DO）、
电导率、
氧化还原电位（ORP）等；
③典型地球化学指标：
电子受体（主要包括O2、
NO3-、
Fe3+和SO42-）、
还原产物（Fe2+、
CH4、
乙烯（chloride，
CE）
）、
降解中间产物浓度、
溶解性无机碳

（CO2）等.

2.4 分析方法
本项目地下水样品分析检测工作委托上海实朴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完成，
土壤及地下水中CAH的浓度通过吹

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仪（Atomx-安捷伦 7890B/5977A）测定，
色谱柱为DB-VRX石英毛细管柱，
调谐模式为DFTPP调
谐 .色谱条件为：
流速 1.2 mL·min-1，
前进样口温度为 230 ℃，
柱温 40 ℃保持 2 min，
然后以 20 ℃·min-1 的速率升温至

250 ℃保持3 min，
15∶1（V∶V）分流进样.质谱条件：
接口和离子源温度分别为250 ℃和230 ℃，
溶剂延迟时间为0.5 min，
离子检测SCAN模式.地下水样品中硝酸盐和硫酸盐测定参照《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无机非金属指标》
（G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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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50.5-2006），Fe2+使用《水质铁的测定邻菲啰啉分光光度法（试行）》HJ/T 345-2007 进行测定，总有机碳测定

参照《水质总有机碳的测定燃烧氧化-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 501-2009）. 典型地球化学 pH、水温、电导率、
ORP 值等参数是地下水样品采集时利用水质多参数流通槽 71790 进行测定 . 每个化合物的空白加标实验回
收率和水样的基质加标均为 70%~130%，相对偏差小于 30%，平行样品间相对偏差小于 30%.

3
3.1

结果与讨论（Results and discussion）
地下水中卤代脂肪烃污染情况调查

根据 GB14848-2017、场地状况和文献调查，本研究共监测了 31 种 CAH 污染物，仪器检测限均为 0.25

μg·L-1，检测批次为 20 次，监测井为 18 个，故监测次数为 360 次 . 由监测结果计算可得，在该仪器检测限下，只

有 13 种污染物 1，2-DCP、1，1-DCPP、1，1，2-TCA、1，1-DCA、1，2-DCA、CA、PCE、TCE、1，1-DCE、Cis-1，2-DCE、
Trans-1，2-DCE、1，1-DCE、VCE 和 CF 被 检 测 到 ，检 出 率 分 别 为 7.8%、1.4%、14.5%、33.8%、57.5%、6.9%、
11.0%、25.7%、30.3%、17.3%、18.5%、30.1% 和 24.6%（图 4a），说明污染物不是均匀分布在地下水中 . 污染物

1，2-DCP、1，2-DCPP、CA 检出率低，说明这几个污染物污染程度不高 . 除了检出率外，CAH 的浓度水平对于

了解污染程度也非常重要，因此，本研究分析了 CAH 的平均浓度 . 由图 4b 可得，1，2-DCA 的平均浓度最高，
为 2318.59 μg·L-1，是该污染区域的主要污染物；其次是 VCE、CF、Cis-1，2-DCE 和 1，1-DCA，平均浓度分别为

242.69、156.36、119.66 和 60.9 μg·L-1，浓 度 水 平 基 本 为 102 μg·L-1；最 后 是 CA、TCE、1，1，2-TCA、PCE、1，2DCP、1，1-DCE、Trans-1，2-DCE 和 1，1-DCPP，平均浓度分别为 10.72、6.31、4.75、4.14、3.90、3.40、2.17 和 0.28
μg·L-1. 由于 1，1-DCPP、Trans-1，2-DCE、1，2-DCP、1，1-DCE、1，1，2-TCA、TCE 和 PCE 的平均浓度和检出率非
常低（可能与本研究取样深度有关），因此接下来主要研究其余 6 种 CAH 污染物在地下水中的自然衰减规律 .

图4
Fig. 4

3.2

CAH 污染物的（a）检出率和（b）平均浓度

The detection rate（a）and average concentrations（b）of CAH

CAH 分布特征

各监测井中 CAH 的总浓度在整个监测期内的变化如图 5 所示，其中，监测井 MW2-1 峰值最高，即 CAH

的总浓度最高，为 332.8~231989.3 μg·L-1，说明该区域地下水污染最严重，且主要污染物为 1，2-DCA、VCE 和

cis-1，2-DCE. 其次是监测井 MW2-2 和 MW2-7，CAH 的总浓度相对较高，分别为 1.8~35655.1 μg·L-1 和 9.5~
35379.0 μg·L-1，说明该区域地下水污染较严重，且主要污染物分别为 1，2-DCA、VCE 和 CF、1，2-DCA. 其他监
测井 CAH 污染物的总浓度约为 1.8~3280.8 μg·L-1，说明这些区域地下水污染程度相对较低 . 根据 HJ25.3 等标
准及相关技术计算这 6 种污染物 VCE、CF、1，2-DCA、CA、1，1-DCA 和 Cis-1，2-DCE 的风险筛选值，分别为

501.9、495.4、960.3 μg·L-1、4342.95、5.07 和 3500 mg·L-1. 而监测井 MW1-1 ~ MW1-9、MW2-3、MW2-4、MW2-6、
MW2-8 和 MW2-9 在 2018 年 6 月—2020 年 6 月各污染物浓度均低于风险控制浓度，说明该农药厂外围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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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MW1-1 ~ MW1-9、MW2-6）不需继续监测；MW2-3、MW2-4、MW2-8 和 MW2-9 位于该农药厂高风险外围

区域，虽然现在基本没有风险，但监测井 MW2-1、MW2-2、MW2-5 和 MW2-7 区域的污染羽有极小的可能会扩
散到这些区域，因此可减少监测频率，后期改为 1 年监测 1 次直至整个研究区域均达到风险控制值 .

图5
Fig. 5

各监测井中典型 CAH 的浓度随时间变化

The concentration of typical CAH in each monitoring well changes with time

对于监测井 MW2-1，CAH 的总浓度在整个检测周期呈先陡然上升后迅速下，然后缓慢下降，在缓慢下降

的过程中略微有些波动（图 6a），具体数据如下：从 2016 年 12 月开始陡然增加，到 2017 年 6 月后达到峰值

231989.3 μg·L-1，说明该场地在监测过程中风险变高了，这与 Kawabe 等对日本某污染场地的地下水进行自
然衰减研究的结果类似，它们也发现四氯乙烯（PCE）、三氯乙烯（TCE）和顺二氯乙烯（cis-DCE）在某些时刻风
险水平会意外上升（Kawabe et al.，2019）. 接下来 3 个月，浓度缓慢下降至 191840 μg·L-1. 另外，本研究监测了
MW2-1 地下水的水位变化情况，发现水位在 2016 年 12 月为 3.5 m，2017 年 2 月为 3.72 m，到 2017 年 9 月为

4.21 m，且采集地下水样品时有强烈异味 . 因此这个规律变化可能是因为这段时间降雨量比较大，且该地块

地质层主要为杂填土、粉土、粉砂、粉土夹粉质粘土、粉砂地层，垂直渗透系数均比较大（7.78×10-6~9.43×
10-4 cm·s-1），导致土壤中的污染物被淋溶到地下水中，从而使得地下水中污染物浓度增加，而且在土壤中确
实测到了 CAH 污染物，如 1，2-DCA，浓度为 0.136 mg·kg-1（2017 年 4 月）. 从 2017 年 9 月开始，CAH 总污染物的

浓度先陡然下降至 13118 μg·L-1，说明这个阶段污染物的生物衰减速率很快 . 之后，CAH 总污染物的浓度缓
慢下降，在某些时刻略微上下波动，但总体趋势是下降的，到 2020 年 6 月，约下降至 2206 μg·L-1，说明 CAH 在

整个监测周期发生了自然衰减，且风险被降低了 . 对于具体的污染物而言，由于 VCE 在 2020 年 6 月浓度

（1850 μg·L-1）仍然高于风险控制浓度（501.9 μg·L-1）；1，2-DCA 在 2020 年 6 月浓度（12.2 μg·L-1）虽然低于风
险控制浓度（960.3 μg·L-1），但是其浓度在 2018 年 9 月向上波动很大，说明这两个化合物风险依旧很高，仍需
重点继续监测，其余 4 个化合物可减少监测频率，改为 1 年 1 次 .

对于监测井 MW2-2，CAH 的总浓度在某些时刻随着时间是增加的（图 6b），有文献报道，浓度多峰与水位

的波动有关（陈余道等，2020），该监测点位 4 年内水位波动为 1.50~3.92 m，且水位变化趋势与浓度变化趋势

基本一致 . 总体来看，CAH 的总浓度在整个检测周期呈波动式下降，到 2020 年 6 月，总浓度为 726.25 μg·L-1.
此时，虽然主要污染物 1，2-DCA 和 VCE 浓度分别为 389 μg·L-1 和 336 μg·L-1，低于风险控制浓度 960.3 μg·L-1

和 501.9 μg·L-1，但是 1，2-DCA 在 2019 年 3 月—2010 年 3 月浓度（1110~23900 μg·L-1）均高于风险控制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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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E 浓度在 2018 年 6 月向上波动很大，说明这两个化合物风险依旧很高，仍需重点继续监测，其余 4 个化合
物可减少监测频率，改为 1 年 1 次 .

图6
Fig. 6

监测井 MW2-1（a）和 MW2-2（b）中典型 CAH 的浓度随时间变化

The concentration of typical CAH in monitoring well MW2-1（a）and MW2-2（b）changes with time

对于监测井 MW2-7，CAH 的总浓度从 2016 年 6 月—8 月陡然增加至峰值 33379 μg·L-1 后又陡然下降到

266 μg·L-1，而后直到监测周期结束，总浓度总体趋势呈现略微波动式下降，最后为 83.6 μg·L-1（图 7a）. 此时，
主要污染物为 VCE、cis-1，2-DCE 和 1，2-DCA，浓度分别为 35、27.1 和 17.4 μg·L-1，说明污染物在该区域内进
行了自然衰减过程，且作用非常显著 . 更重要的是，主要污染物在 2018 年 6 月—2020 年 6 月浓度均低于风险
控制浓度，说明这个点位风险不高，可减少监测频率，改为 1 年 1 次 .

对于监测井 MW2-5，CAH 的总浓度在整个监测周期内呈现波动式下降的趋势（图 7b），主要污染物是

VCE、1，1-DCA 和 cis-1，2-DCE. 监测结束时，VCE 浓度（1140 μg·L-1）仍然超过风险控制值；CF 在 2020 年 6 月
浓度（0.25 μg·L-1）虽然低于风险控制浓度（495.4 μg·L-1），
但是其浓度在2019年3月向上波动很大（821 μg·L-1），
说明
这两个化合物风险依旧很高，仍需重点继续监测，其余 4 个化合物可减少监测频率，改为 1 年 1 次 .
3.3

地下水中 CAH 天然生物降解现状评价

通过监测环境水文地球化学指标分析判断地下水条件是否适宜目标污染物生物降解的发生，主要包括

地下水理化性质（如有机碳含量、pH、温度、ORP 等）以及典型电子受体（O2、NO3-、SO42+、Fe3+等）. 目前，国外学

者通过表 1 对天然条件下地下水中的生物降解证据进行评价与分级，分数越高，表明自然降解能力越强

（Anon，1998；何江涛等，2004）. 研究区域各监测井中生物降解能力评分在整个监测周期内的变化见图 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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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井 MW2-7（a）和 MW2-5（b）中典型 CAH 的浓度随时间变化

The concentration of typical CAH in monitoring well MW2-7（a）and MW2-5（b）changes with time

和 4 表明生物降解的级别，级别越高表示生物降解能力越强 . 具体来讲，0 表示生物降解评分总分为负数，此
时，微生物降解能力非常不足；1 表示生物降解评分总分为 0~5，此时，微生物降解能力不足；2 表示生物降解

评分总分为 6~14，此时，微生物降解能力有限；3 表示生物降解评分总分为 15~20，此时微生物降解证据充

足，微生物降解能力强；4 表示生物降解评分总分大于 20，此时微生物降解能力很强 . 我们发现大部分监测点
位 MW1-1~MW1-8、MW1-10、MW2-2~MW2-4 以及 MW2-6~MW2-9 在大部分时间内总得分为 0~5，表明微生物

降解能力不足 . 对于监测井 MW2-5 和 MW2-7，大部分月份生物评分总分为 6~14，表明微生物降解能力有限 .
由于 MW2-1、MW2-2 和 MW2-7 这 3 口监测井 CAH 污染物浓度位居前三，因此重点分析这 3 口井 CAH 总浓度

与微生物降解能力的关系 . 对于 CAH 浓度最高的监测井 MW2-1，2016 年 6 月—2017 年 2 月生物降解级别为
2，表明微生物降解能力有限；2017 年 4 月—2017 年 6 月生物降解级别为 3，表明微生物降解能力强、降解证据
充足，此时，1，2-DCA 浓度非常高，有文献报道，1，2-DCA 可作为微生物生长代谢的第一基质被直接利用（何
江涛等，2004），且所处环境为氧化环境（ORP=209.8 mV），O2 充足，说明此时 1，2-DCA 主要利用 O2 为电子受

体发生好氧降解反应，降解路径为水解脱卤和其他氧化反应，降解产物可先形成氯乙醇，然后进一步氧化生
成氯乙烷，最后矿化为 CO（孔祥斌，
2013）；到 2017 年 12 月，CAH 污染物的浓度大幅度下降，此时，微生物降
2

解能力依旧较强，所处环境变为还原环境，电子受体 NO3（18.3
mg·L-1）、SO42-（26 mg·L-1）和 Fe3+含量丰富，CH4

浓度为 396 μg·L-1，说明此时 CAH 污染物主要利用 NO3-、Fe3+、SO42-和 CO2 电子受体发生硝酸盐、铁、硫酸盐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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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反应以及产甲烷反应；自 2017 年 12 月后的大部分时间 ORP 多为负值（-103.5、-117.8、28.0、115.7、-77、
-213.7、-11.4、-80.3、-192.8 和-145.9 mV），且 NO3-、SO42-等电子受体含量丰富，说明 CAH 污染物主要通过还原
脱氯的形式进行降解 . 对于监测井 MW2-2，CAH 总浓度在 2016 年 10 月、2017 年 9 月和 2019 年 9 月份大幅度
下降，而生物降解级别在这些月份均比之前月份高一级，说明污染物有效地进行了生物衰减 . 对于监测井

MW2-7，生物降解级别从 2016 年 7 月—2016 年 8 月提高一级，与 CAH 总浓度变低相对应，说明污染物发生了

生物衰减，且 ORP 为负值，主要为还原脱氯 . 据相关研究表明，CAH 在还原条件下的主要生物降解路径为氢

解和消除反应（Hug et al.，2012），前者是指氯原子被氢置换，一般一步反应仅可脱一个氯，生成低氯脂肪烃；
后者是消去氢和氯原子，生成不饱和氯代烯烃或烯烃 . 如场地中浓度比较高的 1，2-DCA 可生成氯乙烷和乙
烯（孙仲平等，2018）；cis-1，2-DCE 可生成 VCE，进一步脱氯生成乙烯（Scheutz et al.，2011）.Zhang 等在江苏农
药污染场地中也发现了 CAH 的还原脱氯路径，且随着 ORP 值的降低，脱氯速率会加快（Zhang et al.，2022）.

图8
Fig. 8

3.4

各监测井中生物降解能力评分在整个监测周期内的变化

Changes in the biodegradability score of each monitoring well during the entire monitoring cycle

CAH 自然衰减能力评估

通过表 1 的评分标准可得到 CAH 发生自然衰减的潜力，而评价 CAH 自然衰减能力的关键是 CAH 降解

的快慢，一般场地的自然衰减能力是通过污染物的生物降解速率来定量评估的（郭琳，2013）. 一般情况下，
CAH 的衰减过程符合一级反应动力学（何江涛等，2006；吕晓建，2016），衰减速率常数和半衰期分别可由式

（1）和（2）估算 .

k = ln (C 0 /C t )/t
t 1/2 = ln2 /k

（1）
（2）

式中，C0 和 Ct 分别为 CAH 的初始和 t 时刻衰减后的浓度，k 为 CAH 自然衰减速率常数，t 为衰减时间 . 该区域内

的主要污染物有物CA、
VCE、
CF、
Cis-1，
2-DCE、
1，
1-DCA、
1，
2-DCA，
以研究区域这4口监测井MW2-1、
MW2-2、
MW2-5
和 MW2-7 为例，对各监测井中 CAH 浓度的自然对数与时间做线性拟合（图 9），斜率即为该监测井 CAH 的衰
减速率常数 . 通过计算可得 VCE、1，2-DCA 和 Cis-1，2-DCE 的 kobs 分别为 0.0001~0.00066、0.00155~0.00368 和

0.00126~0.00206 d-1，且 kobs 遵循 kMW2-1 >kMW2-2 >kMW2-7 >kMW2-5、kMW2-1 >kMW2-7 >kMW2-5 >kMW2-2 和 kMW2-1 ≈kMW2-5 >kMW2-7 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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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条件下地下水中氯代烷烃生物降解判定的分析指标及评分

Analytical indicators and scores for determining the biodegradation of chlorinated alkanes in groundwater under natural conditions

分析指标
DO
NO3Fe2+

SO4

表1

境

2-

S2-

CH4
ORP
pH
TOC

监控区的浓度
<0.5 mg·L-1
>1 mg·L

说明
还原性脱氯上限浓度

-3

>1 mg·L-1

还原性脱氯可能发生；VC 在 Fe（Ⅲ）-还原条件下可能被氧化

3

>1 mg·L-1

还原性脱氯可能发生

<1 mg·L-1
<20 mg·L

-1

<0.5 mg·L

-1

>0.5 mg·L-1
<50 mV

<-100 mV
5<pH<9

浓度高时会与氯代烃还原脱氯产生竞争
浓度高时会与氯代烃还原脱氯产生竞争
VC 发生氧化

还原降解的最终产物；VC 发生积累
还原性脱氯可能发生
适合还原性脱氯发生
还原性脱氯产生的理想范围

pH<5 或 pH>9

还原性脱氯产生的理想范围之外

>20 ℃

温度超过 20℃，反应速度会加快

碳源和能源；推动脱氯反应进行；可以是天然的，也可以是人为的

CO2

>2 倍背景值

氧化降解的最终产物

Cl

>2 倍背景值

碱度
-

H2
挥发性脂肪酸
BTEX
PCE

>2 倍背景值

CO2 与含水层矿物组分反应的结果

>1 nmol·L-1

还原性脱氯可能产生；VC 可能积累

>0.1 mg·L-1

复杂化合物生物降解的中间产物；碳源和能源

<1 nmol·L
>0.1 mg·L

-1

-1

有机氯的降解产物
VC 被氧化

碳源和能源，推动脱氯反应进行
污染物释放
污染物释放

TCE

PCE 降解产物
污染物释放

DCE

TCE 降解产物，如果 cis-1，2-DCE 含量超过总 DCE 的 80%，很可能是降解产物
1，1-DCE 是 TCA 的化学反应降解产物

VC

污染物释放

1，1，1-TCA

污染物释放

DCE 降解产物

DCA

TCA 在还原条件下的降解产物

四氯化碳

污染物释放

氯乙烷
乙烯/乙烷
氯仿
二氯甲烷

3

VC 可发生好氧氧化，但还原脱氯不会发生

-1

>20 mg·L-1

温度

分数

>0.01 mg·L

-1

>0.1 mg·L-1

DCA 或 VC 在还原条件下的降解产物
VC/乙烯的产物
污染物释放
四氯化碳的降解产物
污染物释放
TCE 降解产物或 1，1，1-TCA 非生物降解产物

注：/a 表示仅当该化合物是其他化合物降解的产物时，才能给予的评分 .

2
2
3
0
3
1
2
0

-2
2
1
1
1
2
3
0
2
2
0
0

2/a
0

2/a
0

2/a
0
2
0
2
2
3
0
2
0
2

律；1，1-DCA 和 CA 在监测井 MW2-5 中的降解速率常数分别为 0.00056 d-1 和 0.0013 d-1；CF 的降解速率常数为
0.0039~0.0040 d-1，表明 CF 在监测井 MW2-2 和 MW2-7 差别不大 . 上述结果可知 CAH 在监测井 MW2-1 处的

kobs 一般大于其他点位，与监测井 MW2-1 自然衰减评分总分最高相对应，说明污染物在监测井 MW2-1 处的生

物自然衰减能力最强 . 通过比较污染物的衰减速率可知 CF 的自然衰减速率最大；其次是 Cis-1，2-DCE、1，2DCA 和 CA，它们自然衰减速率相差不大，约为 10-3 d-1；最后是 1，1-DCA 和 VCE，约为 10-4 d-1，这与前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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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一致，即在还原条件下，氯代烯烃中高氯化合物更容易脱氯（何江涛等，2004）. 由于目前监测点位
MW2-1 和 MW2-5 的 VCE 以及 MW2-1 和 MW2-2 的 1，2-DCA 因为高于风险控制值仍需继续监测，因此经过计

算 这 些 点 位 地 下 水 中 VCE 和 1，2-DCA 通 过 自 然 衰 减 达 到 修 复 目 标（VCE：501.9 μg·L-1，1，2-DCA：960.3
μg·L-1）所需要的最长时间分别为 7.2 年和 5.4 年左右 . 由于在整个监测周期内多个监测点位出现污染物浓度
会上波动的情况，导致风险变高，因此还需至少多监测 1 年的时间再将该地块移出管控目录 . 尽管该时间满
足西澳环境署对自然衰减修复周期（最长 30 年）的要求（DEP，2004），但我国经济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对污

染地块亟待开发，因此可能需要联合其他修复技术以强化自然衰减过程，使污染物浓度尽快达到修复目标 .
根据我国国情，MNA 技术适用于污染物浓度比较低的氯代烃场地修复 .

图9
Fig. 9

4

监测井 MW2-1、MW2-2、MW2-5 和 MW2-7 中污染物含量随时间的变化

Changes of pollutant content in monitoring wells MW2-1，MW2-2，MW2-5 and MW2-7 over time

结论（Conclusions）
1）该 研 究 区 域 内 地 下 水 中 CAH 污 染 程 度 较 重 ，其 中 1，2-DCA 是 该 污 染 区 域 的 主 要 污 染 物（C 平均 =

2318.59 μg·L-1），检出率为 57.5%；其次是 VCE、CF、Cis-1，2-DCE 和 1，1-DCA，平均浓度约为 102 μg·L-1，检出
率为 24.6%~33.8%；最后是 CA，平均浓度分别为 10.72 μg·L-1，检出率为 6.9%.

2）该研究区域监测井 MW2-1 处污染最严重，其次是监测井 MW2-2 和 MW2-7，最后是监测井 MW2-5. 这

4 口监测井中 CAH 浓度在 4 年监测周期内均呈现波动式下降，即在某些时刻会出现风险变高的现象，到监测

周期结束，18 口监测井中仅有监测井 MW2-1 的 VCE 和 1，2-DCA、MW2-5 的 VCE 以及 MW2-2 的 1，2-DCA 高
于风险控制值，说明通过 MNA 技术有效地降低了该地块污染物的浓度 .

3）通过监测环境水文地球化学指标分析判断该地块地下水条件是否适宜目标污染物生物降解的发生，

发现大部分区域微生物降解能力不足，而对于污染物浓度比较高的监测点位，微生物降解能力相对也较高 .

4）地下水中 CAH 衰减速率范围为 0.0001~0.0040 d-1，半衰期为 172~6945 d，至少还需监测 9 年的时间再

将该地块移出管控目录，说明该场地可能需要联合其他修复技术以强化自然衰减过程，使污染物浓度尽快
达到修复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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