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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项依据（项目的背景及意义）
：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饮用水中就不断检测出有机污染物。美国 EPA 在水质调查中发现，饮用
水中有 2100 种有机污染物，其中已被确定为致癌物或可疑致癌物的有 99 种，致突变物 82 种，急性或慢
性致毒物质 28 种[1]。据对我国 44 个城市地下水的调查发现，有 42 个城市地下水受到污染，并检出数百
种有机污染物

[2]

。在北京市自来水的调查中发现有 113 种有毒有机污染物，其中包含并未列入当前国际

水质标准的有机污染物 51 种[3]。东北松花江水体中的 DDT、苯等有毒有机物含量也严重超标，导致沿江
居民癌症死亡率高达 10 万分之 87.62[4]。挪威在 1993-1998 年对全国的新生儿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表
明新生儿若在出生前暴露于含有机物较高的氯化消毒饮用水，出生缺陷的可能性将会增大[5]。根据国外学
者进行的流行病调查结果可知，饮用水中的有机污染还与居民恶性肿瘤死亡率有一定关系[6]。荷兰调查了
占总人口 33%的城市居民恶性肿瘤死亡率与饮用水的关系，发现癌症死亡率与水中三卤甲烷和烷基苯类
化合物含量呈正相关[7]。由此可知,饮用水中的有机污染物已经严重影响了人体的健康。
在中国，城市一般拥有完善的供水设施，而在大部分农村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经济不发达，饮水
条件简陋，集中供水率低等客观因素造成农村饮用水的安全隐患更为严重。近些年来，工厂由城市向农
村迁移，排放的废水经过多种途径进入村民饮用水源，废气中的有害物质通过降雨、干沉降等多种方式
也可进入到饮用水源[8,9]。而且农业生产中，盲目无节制的使用有机农药，使大量的农药残留在土壤和庄
稼表面，经过雨水冲刷进入水体中，造成农村水质的恶化。我国农村有 5 亿人饮用天然水，受有机污染
的地区有 1.5 亿农村人口[4]。据最近不完全统计，全国农村仍有 8000 多万人饮用不清洁水，这些地区肝
癌、胃癌发病率比饮用清洁水的高出 61.5%[4]。农村水环境状况日益恶化，已经对广大农民群众的健康构
成严重威胁。
农村饮用水中有机污染问题已经受到了国内外研究者关注，摩尔多瓦对其农村饮用水的调查中发现
部分水井中发现农药[10]。印度在其 Haryana 邦的农村地区饮用水中检出六六六、DDT、硫丹等有机农药[11]。
美国环保部在 2001 年颁布的《国家饮用水水质标准》中共涉及了有机污染物有 65 种，其中包括 24 种农
药，12 种消毒剂及其副产物，以及其他 29 种有机物[12]。世界卫生组织在 1998 年颁布的《饮用水水质准
则》中涉及的有机污染物有 83 种[12]。在我国最新颁布的 GB5749-2006《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中，涉及
到的有机污染物有 53 项，其中包括了农药、酞酸酯、石油烃以及一些取代苯类化合物等。很多农药具有
较高急性毒性，三致效应与环境激素效应 [13]，对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产生影响[14]。对纽约的 Cayuga
和 Orange 地区的水井调查发现存在阿特拉津，异丙甲草胺，甲草胺等农药残留

[15]

。农村无疑是受到农

药危害最为严重的地区。酞酸酯(PAEs)类化合物也是一种重要的环境激素，它广泛的用于包装材料、个
人护理用品、清洁剂等数百种产品中，并且难以降解。生物对 PAEs 有富集作用，最终通过生物链损害人
体健康[16]。PAEs 已被公认为全球性的环境有机污染物，特别是对水环境的污染，已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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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Dargnat 等对法国 Seine River 的 6 种 PAEs 类环境激素调查中发现，所有监测点均能检测出邻苯二甲

酸二甲酯(DMP), 邻苯二甲酸二乙酯(DEP),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BP)和邻苯二甲酸二辛酯(DEHP)，其中
DEHP 质量浓度为 160~314 ng/L，DEP 质量浓度为 71~181 ng/L，邻苯二甲酸二正丁酯(DNBP)质量浓度
为 67~319 ng/L[18]。张付海等[19]对合肥市饮用水源地 PAEs 类环境激素的调查结果显示，所有监测点 DBP
浓度均超过国家标准，水库进水区 DBP 浓度最高，超标 2.4 倍。此外，由于石油在开采、生产、运输及
石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均可能产生漏油、突发性的泄油事件以及含油废水的排放，导致大量的石油烃
进入到水体中，因此，石油烃也已经成为地下水有机污染中最普遍的污染物。并且，其中部分芳香烃及
其衍生物有致癌、致畸、致突变效应，直接危害人类的健康[20-22]。2000 年调查资料表明，在美国有 28 万
个地下储油罐存在泄漏状态，并且有 25%直接造成地下水严重污染[23]。河南魏岗某水源地水井中石油类
检出率为 64.3 %，超标率为 28 %。在某些污染严重的水井中，地下水中石油类含量达 4.6~5.0 mg/L[23]。
2010 年 7 月 16 日，大连市新港附近输油管道爆炸，数万吨原油泄漏造成辽东半岛周边数百平方公里海域
被污染。2012 年对附近海域的自然保护区进行调查发现各项水质指标已经基本恢复正常[24]。但是如此巨
大的石油烃污染源对大连新港附近地下水系统是否有影响值得调查。有机污染物广泛存在于农村饮用水
中，对人体健康产生严重影响。国内对农村饮用水中这几类有机污染物的相关调查研究还远远不够，对
大连农村地区的调查研究尚未见报道，因此该区域饮用水中的农药、酞酸酯、石油烃的含量和分布有待
调查研究。
对于饮用水中有机污染物的检测，美国和欧盟已经有系统的方法[25,26,27]。关于固相萃取-GC/MS 联用
测试饮用水中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美国环保部(EPA)526 方法[27]被广泛应用于水中有机污染物的调查
[28-30]

。目前大多数污染调查研究在水样品的前处理过程中使用柱式固相萃取[27-30]，其通水量较小，容易

被水中颗粒物堵塞。而盘式的固相萃取膜厚度相比柱式大大降低，通水量大，不易堵塞，可以更有效的
富集痕量有机污染物[31]。目前，水中有机污染物的调查中，大多数针对特定的目标化合物使用标准样品
做标准曲线进行定量分析，并进行回收率以及检出限等指标的测试[32-36]。这些工作导致实验任务繁重，
成 本 巨 大 ， 无 法 对 水 中 有 机 污 染 物 进 行 大 规 模 筛 查 。 基 于 Kadokami 等 [37,387] 的 研 究 成 果 开 发 的
NAGINATA2 数据库中，包含了 956 种有机污染物的色谱保留时间、相应的质谱库和标准曲线库。因此，
结合该数据库和 GC-MS 的测试分析，在无标准样品的情况下，快速对大量的农药、石油烃、酞酸酯以及
取代芳烃和取代烷烃类化合物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实现环境样品中污染物的大规模筛查。
综上，由于农村水环境状况日益恶化，饮用水中存在的有机污染物已经对广大当地居民的健康构成
严重威胁，对农村饮用水中的有机污染物调查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研究以大连市农村地区饮用水中的
有机农药、酞酸酯和石油烃类物质等作为调查对象。采用固相萃取对水样进行前处理，并使用气相 GC/MS
及 NAGINATA2 数据库联用对检出的有机化合物进行定性定量分析，从而获得调查区域中这几类有机污
染物的含量和分布情况。并根据不同有机污染物对人体的毒理学效应，评估其对人体健康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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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主要研究内容
2.1 研究内容
调查大连市农村饮用水(包括集中式供水，分散式供水)中的有机污染现状，以及大连新港附近地下水
中石油烃污染情况，确定调查地区农村饮用水中有机污染物的含量和分布，评估其对人体健康的风险。
(1) 了解大连市农村饮用水中有机污染物的含量和分布
① 有机农药、酞酸酯及石油烃类化合物在集中供水和分散供水区中的分布及存在水平；
② 大连新港附近农村饮用水中的石油烃分布及存在及水平。
(2) 评估有机污染物对人体的健康风险
① 结合我国最新颁布的生活饮用水标准，对大连市农村饮用水做出风险预评估；
② 评估检出的代表性有机污染物对人体健康风险；
③ 评估大连新港附近农村地区饮用水中的石油烃污染对人体健康的风险。
2.2 研究目标
调查研究大连市农村饮用水中有机农药、酞酸酯类及石油烃类污染物的含量及分布，评估其对人体
健康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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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实施方案和可行性分析：
3.1 总体研究方案
以大连市作为有机污染的调查区域，考虑农村饮用水中集中式供水、分散式供水以及石油泄漏对地
下水的影响，在城郊、远郊以及大连新港附近农村设置采样点。并现场检测水质常规项目。使用盘式固
相萃取对水样进行前处理，并通过 GC/MS 结合 NAGINATA2 数据库对目标化合物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并
评估其对人体的健康风险。
3.2 技术路线
采样点设置
水质常规项检
测：pH、温度、
溶解氧、电导率

水样采集
圆盘式固相
萃取前处理

大 连 新 港附 近 农村
饮 用 水 中的 石 油烃
分布及存在水平

GC-MS 分析

大连市农村地区集中式
和分散式供水中有机农
药、酞酸酯、石油烃及取
代芳烃类化合物

NAGINATA2
数据库定性定量

1. 饮用水中有机污染物的分布及存在水平
2. 人体健康风险评估
图 1. 本研究技术路线图
3.3 方案实施细节
3.3.1 采样点的设置
根据大连市农村饮用水的供水模式不同，分别选取集中式供水采样点 10 个，分散式供水采样点 15
个以及石油泄漏区农村采样点 15 个。由于考虑到采样点的分布要能够反映大连市不同地理位置农村饮用
水的情况，我们将采样点分别设置在以下区域：(1) 考虑石油泄漏对地下水的影响，在以大连新港为中心
呈扇形分布设置 15 个采样点，编号为 XG 系列，即 XG1-XG15；(2) 根据地理位置差异，分别在旅顺港、
金州区、普兰店市、瓦房店市、庄河市 5 个区域设置采样点，每个区域设置集中式供水采样点 2 个(首字
母均为 J)及分散式供水采样点 3 个(首字母均为 F)，具体编号如下表：
表 1. 采样点位置分布
地区范围
样品编号
大连新港(XG)
XG1-XG15
瓦房店市(JW/FW)
JW1, JW2, FW1, FW2, FW3
普兰店市(JP/FP)
JP1, JP2, FP1, FP2, FP3,
金州区(JJ/FJ)
JJ1, JJ2, FJ1, FJ2, FJ3
旅顺港(JL/FL)
JL1, JL2, FL1, FL2, FL3
庄河市(JZ/FZ)
JZ1, JZ2, FZ1, FZ2, FZ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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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地区布置如下：

北

图 2. 大连采样点分布图
3.3.2 水样采集
制定采用计划，采样前准备采样器材(包括常规检测仪器，采样瓶，采水器等)，分若干小组同时采样。
依据《水质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HJ495-2009，对集中供水区的自来水从水龙头上进行采样，采样前
移去水龙头上的防溅装置，采样时不能使用带有混合式的水龙头。采样前应先放水数分钟，使积留在水
管中的杂质及陈旧水排除，然后再取样。对分散供水区，采集井水时，必须在充分抽汲后进行，以保证
水样能代表地下水水源。
3.3.3 圆盘式固相萃取
取合适体积水样，加入磷酸盐缓冲液后过膜。为了充分附集水样中的有机物采用玻璃纤维膜，树脂膜，
活性炭膜三层膜叠加。固相萃取膜经抽真空干燥，洗脱、去水、浓缩，最后加内标储存待测。
3.3.4 GC/MS 检测
使用 GC/MS 对样品进行分析检测，GC/MS 采用 EI 源，HP-5ms 柱，根据 NAGINATA2 数据库对检出
的有机污染物进行定性和定量。
3.3.5 有机污染物对人体的健康风险评估
根据美国环保局提出的“四步法”
，即危害鉴别、剂量-效应关系评价、暴露评价和风险表征，选择具
有代表性的有机污染物，查阅其对生物体的剂量-效应关系，调查采样地区人均饮水量，即暴露评价，最
终结合剂量-效应关系和暴露评价确定这些污染物的健康风险。
3.4 可行性分析
从实际需求和课题价值来看，本课题是可行的。首先，农村地区由于受地理条件影响，生活水平低，
再加上工农业分发展，导致有机物迁移到地下水，严重地对当地农民造成饮水危害。本课题研究大连
农村地区饮用水中有机污染物状况分析是有助于我们对整个大连市农村饮用水的进行安全评价。通过对
集中供水与分散供水中有机污染物存在现状进行对比，对以后农村的供水问题提供支持数据。通过对各
种有机污染物对生物的毒理学效应的相关了解，从而评价其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较好的研究工作基础，为本课题研究夯实基础。本课题组曾开展了中国河川水中有机污染物的调查
项目的研究。项目中我们曾经在上海长江入海口及大连部分地区采集水样，并且运用盘式 SPE-GC/MS 方
法分析了水样中的有机污染物。积累了一定采样和水质分析的经验，可确保本课题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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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开展本课题所需要的软硬件条件。本课题组长期从事有机污染物的毒理学及环境行为研究，已
具备研究所需的知识储备以及各类分析仪器，包括便携式水质多参数分析仪，圆盘式固相萃取装置，柱
式固相萃取仪，GC/MS 等实验仪器及 NAGINATA2 软件包等。
团队组织结构确保本课题的顺利实施。团队主要成员均来自同一课题组，便于组织协商。主要成员
均参与过中国河川水中有机污染物的调查项目的采样和水质分析，具有一定的工作经验。
综上分析，本课题是可行的。
四、创新点简介
采用盘式 SPE 对水样进行前处理， GC-MS 与 NAGINATA2 数据库联用对水样中的有机污染物进行
定性和定量，揭示大连农村地区饮用水中的有机污染物的分布和存在水平，评估筛查出的典型有机污染
物对人体健康的风险。

五、预期目标及成果形式
1. 整理《大连农村饮用水中有机污染调查报告》一份；
2. 在国外期刊发表论文一篇。

六、项目经费预算计划（明细表）
：
1. 材料费（5500 元）
：
(1) 采样器材及采样瓶：1500 元
(2) 固相萃取耗材：2000 元
(3) 高纯氦气、氮气等：2000 元
2. 资料费（2000 元）
：
(1) 购买相关书籍：1000 元
(2) 购买相关论文：1000 元
3. 加工费（4500 元）
：
(1) 取水设备租赁：2000 元
(2) 雇工费：2500
4. 检测费（6000 元）
：
(1) GC/MS 检测费：3000 元
(2) 其他水质常规指标检测费：3000 元
5. 交通费（12000 元）
：
(1) 采样租车费（10 天）
：500×10 天=5000 元
(2) 大连市交通费：1000 元
(3) 住宿费（3 人 5 次外出采样）：200×2 天×3 人×5 次=6000 元

经费合计：3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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