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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检测了我国西北干旱地区皋兰县城各区域土壤中 18 种多氯联苯（PCBs），并利用主成分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

析以及暴露模型对研究区 PCBs 污染来源、人群暴露和健康风险进行了探究和评价 . 研究区土壤 PCBs 浓度为 3.675~19.146 ng·g-1，临近工业园
区和城区的农田土壤平均污染程度较高，四氯联苯和五氯联苯在∑18PCBs 中占有较高的质量分数 .PCBs 污染源以含 PCBs 电器设备回收处置

相关的 IP-PCBs 污染源、燃烧和工业热过程源以及与燃烧相关的污染源为主，燃烧和工业热过程源可能会对研究区 PCBs 污染具有更大的贡

献 . 研究区各类人群由于 PCBs 暴露导致的致癌风险较低，非致癌风险也处于可接受水平，但燃烧及工业热过程作为研究区可能的主要 PCBs
来源，可能会对当地长期居住的人群带来不利影响，需给予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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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presents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18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PCBs）in surface soil samples collected from Gaolan

county，a semi-arid region in Northwest China，in which the target PCBs were analyzed using GC-MS. The sources and pollution characteristics were

identified and the health risks of local population exposure to PCBs were estimated based on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as well as human health risk model. The concentration of ∑18PCBs ranged from 3.675 ng·g-1 to 19.146 ng·g-1，higher average concentration
was observed in the soil adjacent to downtown and industrial areas，and tetra-PCBs and penta-PCBs were the most dominant congeners in all soil
samples. Moreover，the result of source apportionment suggested that the abundant ∑18PCBs concentrations in soil were originated from the sources of

combustion and industrial thermal process，while other significant sources including PCB-containing electrical equipment and combustion process
sources contributing soil PCBs concentrations were also identified in the study area. The carcinogenic risk of local residents exposure to PCBs was

estimated at the lower level，and the non-carcinogenic risk for all age groups of population were much lower than the acceptable limit. Given combustion
and industrial thermal processes were recognized as major PCBs sources for local soil，adverse effects on residents’health attributable to PCBs
emission should be seriously consid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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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Introduction）
多氯联苯（Poly-chlorinated biphenyl，PCBs）是一类人工合成的有机物，在工业上用作热载体、绝缘油和

润滑油等，是联苯苯环上的氢原子被氯取代时所形成的一类氯化物，因为多氯联苯在热稳定性、不燃性、绝
缘性等方面有优良性质，所以在工业中被广泛使用 .PCBs 作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类，在环

境中的分布相当广泛，并具有环境持久性、生物蓄积性、远距离迁移性、半挥发性、高毒性以及致畸、致癌、致
突变的“三致”作用，会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构成严重的潜在危害（汪玉，2012）.

环 境 中 的 PCBs 来 源 可 以 分 为 有 意 产 生（intentionally produced PCBs，IP-PCBs）和 无 意 产 生

（unintentionally produced PCBs，UP-PCBs）两类（Cui et al.，2013）.IP-PCBs 是指在含有 PCBs 产品的生产、使用
过程中的排放，而 UP-PCBs 是与燃烧和工业热过程有关的以副产物形式的排放（毛潇萱等，2021）. 近年来随

着对 PCBs 使用的逐步禁止，IP-PCBs 在我国的排放呈现下降趋势，但是 UP-PCBs 的排放量已经超过了传统

的排放值，我国对于 PCBs 的排放量预测也表明 UP-PCBs 的排放在将来会成为主要的 PCBs 污染源（Zhao et
al.，2017）.

PCBs 所污染的大气会通过干湿沉降，由大气相向土壤相转移，进而污染土壤环境（曹先仲等，2008），沉

降于地表的 PCBs 也会通过再次挥发重新进入大气（郭彦雪等，2019）. 有研究显示，人体中超过 90% 的 PCBs
是通过饮食暴露的，而农作物中 PCBs 的污染主要就来源于土壤和大气（郭莉等，2017）. 土壤作为农作物的营
养来源也是 PCBs 最大的储存库（Chi et al.，2007），其中的污染物会通过农作物的根部吸收，进而迁移到其他

组织，通过摄食对人体产生健康风险（Navarro et al.，2017）. 郭莉等（2017）通过对蔬菜种植的农业环境土壤、
大气以及灌溉水 3 种介质下的 PCBs 污染进行对比源解析，得出电子垃圾拆解污染区中种植蔬菜的 PCBs 明

显高于非拆解污染区 . 这说明 PCBs 在土壤中残存较长时间后会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隐患，不仅会给

土壤农作物系统带来危害，还可能会通过口腔、皮肤接触等直接途径和食物链间接进入人体，由于其亲脂性
会特别集中于分布肝脏和脂肪中，进而扩散到全身组织，对人体健康造成极大威胁，严重时会导致死亡（郭

莉等，2017）. 此外，长期存放的电子垃圾拆解物，还会导致电容器外壳腐蚀、破损，将其所含的 PCBs 渗漏出来
污染土壤，造成的污染经皮肤、呼吸道和消化道被人体吸收，危及当地人类生命安全（金重阳等，1990）.

我国近年来对 PCBs 已有大量研究，但表现出明显的地域不均匀性，经济发达的地区关于 PCBs 的研究较

多，偏远落后地区的研究较少（王飞等，2015）. 研究偏向于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城市（杨永亮等，2003；刘耕

耘等，2006；齐丽等，2013；蒋煜峰等，2010 ；李艳等，2018）、沿海地区（刘敏霞等，2013）、长江三角洲和珠江

三角洲（滕应等，2008；江萍等，2011；鲁垠涛等，2018）都是国内学者研究的热点 . 对于电子产品拆解对周边
地区带来的土壤 PCBs 污染也逐渐成为众多学者研究关注的焦点（Deng et al.，2006；邓绍坡等，2010；苏毅

等，2015；廖晓等，2015；陈晓荣等，2016；廖晓等，2016；银梦思等，2018；毛潇萱等，2021；张亚萍等，2021），
中国对 PCBs 的研究与国外的差距正在逐步减小 .

皋兰地处于陇西黄土高原，东连白银，西接兰州，年均蒸发量大于降水量，地形为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

土壤类型以黄绵土为主 . 皋兰县城作为我国西北的工业化城镇 . 县城西北距城中心 0.5 km 处建成有三川口 .
省级工业集中区长约 8 km，总规划面积 20 km2，西北侧接邻皋兰生态农业观光园 . 三川口工业园区生产企业

以机械制造加工、橡塑化工和冶金冶炼产业为主，同时废弃电子垃圾拆解、废矿物油和电路板等危险废物处
置等企业也坐落于园区中 . 电子垃圾的拆解过程会释放大量的持久性有机物（Deng et al.，2006）；废矿物油

焚烧时，可燃污染物会因为不完全的燃烧而生成新的污染物（苏毅等，2015）；印刷电路板在拆解加热过程中
会释放出多环芳烃（PAHs）和 PCBs（银梦思等，2018）；钢铁冶炼生成和排放 PCBs 的主要工业源之一（廖晓

等，2015；廖晓等，2016）. 由此可见，这些生产加工过程均会带来 PCBs 的污染排放，因此研究区作为我国西北

新兴的工业园区，对其工业过程产生的 PCBs 污染应该提高重视 . 本文以我国西北工业化城镇皋兰城区的土

壤环境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监测 PCBs 在当地土壤中的污染状况，分析这些污染的主要来源以及会对当
地居民造成的潜在健康隐患，为我国环境保护部门分析评价 PCBs 在西北地区的污染状况、开展区域污染治
理提供决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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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Materials and methods）
土壤样品的采集
2018 年 11 月采集了皋兰城区和三川口工业园区周围土壤环境样品，研究区土壤类型以农业土壤为主，

所采集的土壤样品主要为农田耕作土壤 . 土壤样品采集于皋兰县城的 5 个区域，考虑到皋兰城区地形呈东西
带状分布，全年主导风向为北风（谢顺涛等，2017），故选择位于城区西北方向 15 km、距工业园区 10 km 受园

区影响较小的 1 号区作为对照区；2 号区和 3 号区位于工业园区周围；4 号区和 5 号区位于皋兰城区的东南方

向，采样区域示意图见图 1. 5 块采样区域采用网格（100 m×100 m）布点的方法，共采集 47 份表层（0~15 cm）
混合土壤样品，同时去除土壤中植物根茎、动物残体和石砾等杂质 . 采集的土壤样品包裹于铝箔中，装入密
实袋后带回实验室于冰箱中低温保存 . 带回实验室的土壤经冷冻干燥后于研钵中研磨，过 100 目钢筛后保存
于棕色瓶中冷冻保存，待分析 .

图1
Fig. 1

2.2

研究区土壤采样区域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soil sampling area in the study area

样品处理
土壤样品用滤纸包裹后，采用加速溶剂萃取仪（Thermo Scientific Dionex ASE 350）进行目标物的萃取，萃

取溶剂为二氯甲烷和正己烷混合液（体积比，1∶1），萃取温度为 100 ℃，萃取压力为 10.3 Mpa，萃取时间 8
min，循环次数 2 次，吹扫时间 2 min，样品萃取前加入 20 ng 回收率指示物（PCB30、198 和 209）. 萃取液经旋转

蒸发浓缩至约 1 mL 后用固相萃取净化，淋洗液氮吹浓缩后转移至进样瓶中，再次浓缩至 200 μL 后加入 10 ng
内标物（PCB54），待仪器分析 . 净化样品的固相萃取柱为 6 mL 柱，自下而上依次填入中性氧化铝（3% 纯水去

活化）、酸性硅胶（含 44% 浓硫酸）和中性硅胶（3% 纯水去活化），固相萃取柱的制备详见文献（He et al.，
2017）.

处理样品所使用的二氯甲烷、正己烷购自 OCEANPAK 公司，均为色谱纯试剂；硅胶、氧化铝（300~400

目）购自青岛海洋化工有限公司和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浓硫酸（GR，95%~98%）购自天津大茂化学
试剂厂；固相萃取空柱管购自 Biocomma 公司；PCBs 混标、回收率指示物、内标物购自 Accustandard 公司 .
2.3

样品测定

本文以 18 种 PCBs 作为目标监测物，其中包括 12 种类二恶英多氯联苯（∑12dl-PCBs：PCB77、81、105、

114、118、123、126、156、157、167、169、189）以及 6 种指标性多氯联苯（∑6i-PCBs：28、52、101、118、153、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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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中目标物的分析采用 Thermo Scientific 1300-ISQ LT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GC-MS）. 仪器所用色谱

柱为 TG-5MS（30 m×0.25 mm×0.25 μm），载气为氦气（99.9%），流速为 1 mL·min-1，进样方式为不分流进样，进
口温度为 280 ℃，柱箱初温 120 ℃，保留 1 min，以 10 ℃·min-1 的速度上升至 200 ℃，保留 1 min，以 1 ℃·min-1 升

至 245 ℃，再以 20 ℃·min-1 升至 290 ℃，保留 5 min. 传输线温度 250 ℃，离子源为 EI 源，测样方式选择离子扫

描模式（SIM），离子源温度 230 ℃，最后结果采用 Thermo Xcalibur 工作站获得 . 土壤有机碳使用 Analytik Jena
Multi N/C 2100 TOC 总有机碳/总氮分析仪进行测定 .

根据保留时间和特征离子对所有样品进行定性，定量采用 6 点内标标准曲线法，每个目标物标准曲线 R2

均大于 0.99，样品测定过程中加入标准品的测定，以核验仪器的偏差控制在±10% 以内 . 样品处理过程中加入
回收率指示物以控制样品的处理过程，进样时加入内标物消除进样体积误差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 在样品处
理过程中每批样品设置一个空白样品，以对整个实验过程进行控制 .

仪器检出限（IDL）为目标物响应信噪比 S/N≥3 时的含量，即 0.014~0.420 ng；方法检出限（MDL）为 0.201~

3.807 ng，为 7 次空白实验所得各化合物响应值的 3 倍标准偏差；PCB30、PCB198 和 PCB209 回收率分别为
51.6%±8.2%、71.9%±16.2% 和 104.2%±22.6%，最终所得数据处理结果未经空白和回收率校正 .

3
3.1

结果与讨论（Results and discussion）
PCBs 污染特征

研究区全部样品浓度∑18PCBs 为 3.675~19.146 ng·g-1，城区观测到最高浓度，工业园区次之，对照区最

低 . 由各采样区 PCBs 污染水平示意图（图 2）可以看出，四氯联苯、五氯联苯所占∑18PCBs 的质量分数较高 .3
号采样区所有样品的平均浓度为 11.088 ng·g-1，高于其他采样区样品的平均浓度值，该采样区距园区较近并

受到研究区风向影响，推测 3 号区农田土壤样品浓度较高是受到工业园区的影响；同样位于园区下风向的 4
号采样区（平均值：8.116 ng·g-1），距离城区较近，该采样区农田土壤可能会受到城区及工业园区的双重影

响；作为对照区的 1 号区（平均值：8.637 ng·g-1）和受城市、工业影响较小的 5 号采样区（平均值：6.683 ng·g-1）
其土壤 PCBs 含量较低；2 号区（平均值：7.916 ng·g-1）临近工业园区，土壤 PCBs 污染主要受到园区生产企业的
影响，PCBs 与其他区域土壤样品相比浓度较高，但明显低于 3 号土壤样品采集区 .

图2
Fig. 2

各采样区 PCBs 污染水平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PCBs pollution level in each sampling area

研究区土壤样品∑7i-PCBs 的浓度为 1.204~5.434 ng·g-1（中值：2.978 ng·g-1），∑12dl-PCBs 的浓度为 2.664~

15.722 ng·g-1（中 值 ：5.459ng·g-1），∑18PCBs 的 浓 度 与 ∑12dl-PCBs 呈 显 著 正 相 关（r=0.982，p<0.001），但 与

∑7i-PCBs 的相关性不显著，而∑12dl-PCBs 不仅与燃烧过程有关，还与电气设备和化工产品中 PCBs 的释放有
关，因此推测研究区 PCBs 的污染与 UP-PCBs 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

6期

石阳等：西北工业化城镇周边农用土壤 PCBs 污染来源与人群暴露

451

家庭的日常生活对煤炭及木柴的燃烧会带来以三氯联苯、四氯联苯和五氯联苯为主的 PCBs 排放（Lee

et al.，2005）. 同时，我国曾生产和使用的 1 号 PCBs 以三氯联苯为主，主要运用于电容器和电力变压器，2 号

PCBs 以五氯联苯为主，多用作油漆添加剂（王飞等，2015）. 四氯联苯和五氯联苯总计在美国 Monsanto 公司生
产的 Aroclor 系列 PCBs 产品 Aroclor1248 和 Aroclor1254 中的占比均在 70% 以上（Breivik et al.，2002）. 推测在

以农业人口居多且作为我国西北新兴工业园区的研究区，其土壤环境中含有较多的四氯联苯和五氯联苯可

能与当地对含此类 PCBs 产品的使用和回收或以家庭煤炭和木柴燃烧排放为主的燃烧过程带来的污染有关 .
而研究区主要以农业人口为主对煤炭及木柴的燃烧使用量大，因此考虑土壤环境中含有较多的四氯联苯和
五氯联苯是与家庭生活对煤炭木柴的燃烧有关 .
3.2

PCBs 来源分析

利用主成分分析（PCA）法对研究区 PCBs 的污染源进行解析 . 由于受限于土壤样品数量和 PCA 分析对数

据量的要求，考虑到 2~5 号采样区作为靠近工业园区和城区的采样区域，本文污染来源解析对 2~5 号区域样

品 PCBs 含量进行 PCA 分析 . 本研究 PCA 分析获得 3 个主成分，累计解释总方差 84.616%（KMO=0.867；Bartlett
检验近似卡方=1040.866，sig.<0.001）. 在 PCA 分析结果的基础上，以因子得分作为自变量，2~5 号采样区土壤
中∑18PCBs 浓度作为因变量，采用逐步回归方法进行多元线性回归（MRL）分析（R2=0.963，sig.<0.001），最终
分析获得 3 个主成分 .

主成分 1 解释了总方差的 38.946%，并在较多单体上体现了较高的载荷，在该成分中占有较高载荷的

PCBs 主要以高氯代联苯为主，特别是在 PCB180 上的载荷高于 0.8，其次为 PCB156、81、169、167、157、189、
153、138、28. 美 国 Monsanto 公 司 生 产 的 Aroclor 系 列 PCBs 产 品 在 世 界 范 围 内 都 有 广 泛 的 使 用 ，其 中

Aroclor1254 与我国曾生产使用的 2 号 PCBs 有类似的组成，特别以 PCB118、138 含量较高 .Aroclor1242 产品中

的主要单体为 PCB 28，在该成分中占有 0.707 的载荷 . 我国曾生产和使用的 1 号 PCBs 以三氯联苯为主，主要

运用于电容器和电力变压器（Xing et al.，2005），并有研究显示 PCB28 是电子垃圾相关污染的主要来源

（Zhao et al.，2020）. 李敏桥等（2019）对中国东海水体的研究中发现环境中较高的六氯联苯可能与电子垃圾
处置相关，因此推测主成分 1 可能是与含 PCBs 电器设备回收处置相关的 IP-PCBs 排放源 .

主成分 2 共解释了总方差的 26.747%，在该成分中拥有较高载荷的 PCBs 主要分布在五氯联苯上 . 家庭生

活对煤炭及木柴的燃烧产生的 PCBs 污染，同样以四氯联苯、五氯联苯为主（Lee et al.，2005）. 作为燃烧过程
指示物的 PCB126（Habibullah-Al-Mamun et al.，2019）在主成分 2 上拥有 0.702 的载荷，并且 PCB126 在铝和铜

二次冶金行业 PCBs 的排放中含量更为突出（Ba et al.，2009）. 所以主成分 2 所代表的污染源可能是以家庭煤
炭和木柴燃烧排放为主的燃烧和工业热过程源 .

主成分 3 中 PCB77、105 占有较高的载荷，解释了总方差的 18.924%.PCB77 是燃烧过程中 PCBs 排放的指

示物（Habibullah-Al-Mamun et al.，2019），也是燃煤、有色金属冶炼再生以及工业与市政废弃物高温焚烧过
程中产生的含量较高的污染物（Nieuwoudt et al.，2009；李亚芳等，2021）. 因此主成分 3 所代表的污染源可能
是与燃烧过程相关的 UP-PCBs 污染源 .

基于以上 MRL 分析，本研究对上述 3 种污染源构建了对研究区 PCBs 污染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将模型

中各系数标准化后，得到最终的回归模型见式（1）.

Z = 0.708F 1 + 0.530F 2 + 0.426F 3

( R 2 = 0.963，sig. < 0.001)

（1）

式中，Z 为标准化后的土壤 PCBs 的浓度，F1 为主成分 1 对应的 PCBs 污染源，即含 PCBs 电器设备相关的

IP-PCBs 污染源；F2 为主成分 2 对应的 PCBs 污染源，即燃烧和工业热过程源；F3 为主成分 3 对应的 PCBs 污染
源，即与燃烧过程相关的 UP-PCBs 污染源 .

各类污染源对研究区 PCBs 污染浓度的贡献率 η 可由式（2）得到 .
Bi
η = B i /∑
i

式中，Bi 为回归模型中各自变量标准化后的系数 .

（2）

结果显示，含 PCBs 电器设备回收处置相关的 IP-PCBs 污染源的贡献率为 42.55%；燃烧和工业热过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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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贡献率为 31.85%；与燃烧热过程相关的 PCBs 污染源的贡献率为 25.60%. 但考虑到研究区农业人口居多，
且三川口工业园区与居民区相隔较近，所以由家庭对煤炭和木柴的燃烧以及工业热过程带来的 UP-PCBs 对
研究区的影响应得到足够的重视 .
3.3

PCBs 人群暴露

根据美国环境保护局（U.S. EPA）提出的健康风险评价模型，采用长期日暴露量（CDI）对研究区土壤中

PCBs 的危险暴露进行评估 .PCBs 主要会经口、皮肤、以及呼吸 3 种途径进入人体，土壤 CDI 的计算公式（李亚
芳等，2021）分别见式（3）~（5）.

C × IR × EF × ED × CF
（3）
BW × AT
C × SA × AF × EF × ED × ABS × CF
CDI 经皮肤 =
（4）
BW × AT
C × HR × EF × ED
CDI 经呼吸 =
（5）
PEF × BW × AT
式中，CDI 经口 、CDI 经皮肤 、CDI 经呼吸 分别为 3 种途径下人体接触 PCBs 的暴露剂量（mg·kg-1·d-1）；C 为土壤中 PCBs
CDI 经口 =

的污染浓度（mg·kg-1），CDI 计算中所使用的参数如表 1 所示 .
Table 1
暴露参数

含义

CF

转换系数

EF/（d•a ）

暴露频率

BW/kg

人体质量

AT/d

平均作用时间

IR/（mg·d-1）

每日摄入土壤量

-1

ED/a

暴露年限

接触土壤的皮肤表面积

ABS

皮肤接触吸收因子

AF/（mg·cm-2）

皮肤表面土壤吸附系数

HR/（m ·d ）

土壤的吸收频率

-1

PEF/（m3·kg-1）

土壤产生因子

暴露评估参考值

Exposure evaluation parameter values

SA/cm2

3

表1

参数值

参考文献

成人

儿童

10-6

10-6

李亚芳等，2021

24

6

李亚芳等，2021

350
70

350
15

李亚芳等，2021
李亚芳等，2021

ED×365

ED×365

100

200

李亚芳等，2021

0.2

李亚芳等，2021

70×365

70×365

5700

2800

0.13

0.13

1.36×109

1.36×109

0.07
20

20

李艳等，2018
李艳等，2019

李亚芳等，2021
李亚芳等，2021
李亚芳等，2021
李亚芳等，2021

可 根 据 式（3）~（5）所 得 CDI 的 数 值 与 SF 计 算 致 癌 风 险 R 值（李 亚 芳 等 ，2021），计 算 公 式 分 别 见 式

（6）~（7）.

R i = CDI i × SF i
R T = ∑R i

（6）
（7）

式中，Ri 为 3 种不同途径下产生的致癌风险；RT 为多种途径下总的致癌风险；SFi 为不同接触途径下的斜率因
子（slope factor，SF）
（kg·d·mg-1），PCBs 在口、皮肤、呼吸 3 种途径下的 SF 值分别为 2、2、2.18 kg·d·mg-1（陈晓

荣等，2016）.USEPA 规定，当风险介于 10-6~10-4 时，认为风险可以接受，当风险值高于 10-4 时，认为该风险已超
出可接受水平 .

由 CDI 数值计算非致癌风险 HI，公式如式（8）~（9）所示（李亚芳等，2021）.
CDI i
HQ i =
RfD i
HI = ∑HQ i

（8）
（9）

式中，HQi 为不同接触途径下产生的非致癌风险；HI 为多种途径下产生的总非致癌风险；RfDi 为不同途径下

非致癌污染物的参考剂量，PCBs 的 RfD 值取 2.3×10-5 mg·kg-1·d-1（鲁垠涛等，2018）；HI 是值为 1 的可接受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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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基准值表明污染危害较小，大于基准值时就具有一定的非致癌风险 .

以研究区 2~5 号采样区土壤中∑18PCBs 的平均浓度 8.454 ng·g-1 计算各类人群的长期暴露量以及对健康

风险进行探究和评价，分析结果分别见表 2~3.

结合表 2~3 可以看出，各类人群的日均暴露剂

Table 2

量均高于终生日均暴露剂量 . 以不同接触人群来

看，儿童在 3 种接触途径下 PCBs 的暴露剂量都高于
口接触 PCBs 的途径下，相比于暴露年限的影响，每

经口暴露

显著；在皮肤接触土壤中 PCBs 的途径下，虽然儿童

皮肤接触

日摄入的土壤量及体重对长期日暴露量的影响更

日均暴露剂量

生了更大的影响 .

研究区各类接触人群的致癌风险均低于 10-6，

即当地居民的致癌风险较低 . 非致癌风险各年龄段
人群均小于 1，表明研究区污染危害较小 .

3.934×10

-8

3.971×10-9
9.265×10-9
2.059×10-9
3.372×10-9

1.703×10-12

成人

7.948×10

表3

途径下，与暴露年限相比，体重对长期日暴露量产

1.081×10

-7

6.007×10-9

成人

儿童

童的暴露剂量高于成人；在呼吸接触 PCBs 污染的

量
（
/ mg·kg-1·d-1）

1.158×10-8

成人

儿童
呼吸暴露

终生日均暴露剂

（
/ mg·kg-1·d-1）

儿童

接触土壤的皮肤表面积少于成人，但儿童皮肤表面

4

PCBs 长期日暴露量

Long term daily exposure of PCBs

暴露途径和人群

成人，这是因为儿童的体重远低于成人 . 在人体经

对土壤的吸附系数近乎为成人的 3 倍，这也使得儿

表2

Table 3

5.839×10-13
6.812×10-13

-12

PCBs 健康风险
Health risk of PCBs

人群

致癌风险

非致癌风险

成年人

1.206×10-8

7.647×10-5

儿童

2.527×10

-8

6.410×10-3

结论（Conclusions）
1）研究区农田土壤中∑18PCBs 浓度为 3.675~19.146 ng·g-1，PCBs 组成以四氯联苯和五氯联苯为主，受工

业区和城区双重影响下的土壤中 PCBs 浓度较高，距城区和工业区较远地区土壤 PCBs 浓度较低 .

2）PCBs 污染源包括含 PCBs 电器设备回收处置相关的 IP-PCBs 污染源、燃烧和工业热过程源、与燃烧热

过程相关的污染源，其贡献率分别为 42.55%、31.85%、25.60%. 应对家庭煤炭和木柴的燃烧以及工业热过程
带来的 UP-PCBs 污染排放给予足够的重视 .

3）研究区各类人群在非致癌平均作用时间下的长期日暴露量（CDI）高于致癌平均作用时间下的长期日

暴露量 . 儿童在经口、皮肤、呼吸 3 种接触途径下的 CDI 均大于成人，致癌风险（R）和非致癌风险（HI）体现为

相同规律 . 研究区各类人群的致癌风险均未超过 10-6，但儿童的致癌风险相对较高 . 非致癌风险各年龄段人
群均小于 1，表明研究区污染危害较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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