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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修复过程中的若干问题
———以 POPs污染土壤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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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态修复是在受污染土壤所在的区域环境条件下 ,以土壤生态系统自净能力为基础耦合其它修复技术 ,达到修复高效、安

全和可靠的目的。以 POPs污染土壤为例 ,总结了污染土壤生态修复的 4个原则 ,分析了生态修复过程 ,对修复目标确立 ,修复

过程控制 ,修复结果评估做了探讨。在分析耦合概念和生态修复过程的基础上 ,认为修复技术的耦合过程是生态修复的关键 ,

总结了生态修复中的耦合原则、耦合策略和耦合方式。展望了生态修复的发展趋势和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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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of the risk of POPs pollution, it is necessary to app ly effectiveness, low2cost and safe remediation

methods. Neither bio2remediation nor combined remediation is enough to achieve such goals; therefore concep t of eco2

remediation emerged. Eco2remediation coup les self2decontam ination by ecosystem within the pollution area as well as

enhanced remediation. Taking POPs2polluted soil as an examp le, this paper summarizes four p rincip les of eco2remediation:

(1) self2decontam ination by ecosystem within pollution area is the basis of eco2remediation; ( 2 ) a combination of bio2
metabolism p rocess, environmental factor and physical 2chem ical p rocesses is the key mechanism of eco2remediation; ( 3)

remediation p rocess and remediation result must be eco2safe; (4) the objective of eco2remediation’aim should be restoration

of the original functions of ecosystem.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establishment of goals of remediation, controlling

remediation p rocess and assessing remediation results. Based on the basic meanings of the coup ling concep t and the analysis

of eco2remediation p rocesses, the authors believe that coup ling p rocess is the key of eco2remediation. The basis of effective

remediation is app lying right coup ling p rincip le, coup ling strategy and coup ling methods. Coup ling p rincip le had four parts

that transform ing POPs into easily degradable materials or reducing its toxicity, establishing p roper conditions for biological

factors, enhancing bioavailability in soil, and creating super m icroorganism s that have new metabolism. Coup ling



mechanism s include: coup ling of non2biological factors and biological factors, coup ling of biological factors, and coup ling of

cell and gene engineering. Coup ling methods included simultaneous coup ling and stage coup ling. In the end, the authors

forecast the research trends and directions of eco2remediation.

Key W ords: POPs; ecological remediation; coup ling

1　POPs污染土壤生态修复问题的提出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POPs(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是指通过各种环境介质 (大气、水、土壤等 ) 能够长

距离迁移并长期存在于环境 ,进而对人类健康和环境有严重危害的天然或人工合成的有机污染物质 ,它具有

以下特征 : 长期残留性、生物蓄积性、半挥发性和高毒性。POPs现在几乎已遍及地球的每个角落 ,日益严峻

地威胁着人类安全和全球生态系统健康 ,是人类面临的一个紧迫的环境问题 [ 1, 2 ]。

2004年 6月 25日 ,中国全国人大正式批准于 2001年 5月 22日在斯特哥尔摩通过、同年 5月 23日中国

政府签署的《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 》,这意味着中国将全面履行公约所规定的各项基本

义务和常规义务 ,根据公约规定 ,缔约方须在公约对缔约方生效当日起计的两年内制订国家实施方案并尽快

组织实施 [ 3 ]。目前对于 POPs问题的解决侧重于 POPs废物的处理与处置 ,对于 POPs造成的环境介质污染重

视不够 ,缺乏相应的处理技术和解决办法。

解决 POPs问题的手段大体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为 POPs废物的处置与处理 ,第二类为 POPs污染介质 (主

要土壤 ,水体和沉积物 )的处置与处理 ,前一类主要是针对浓度较高的废物 ,以物理、化学手段为主 ,强调以破

坏其分子结构或以隔离的方式使其不与外界接触 ;第二类针对浓度较低的污染介质 ,主张运用多种手段 ,以降

低污染物浓度和消减毒性为目标。本文生态修复所指的对象为第二类 ,即探讨受到较低浓度 POPs污染土壤

的修复问题。

1. 1　生态修复概述

生物修复 ,联合修复等概念的提出反应了人类解决土壤环境问题策略的不断进步。POPs污染问题 ,仅依

靠单一手段进行修复存在诸多问题 (如达不到修复要求 ,费用过高 ,修复后土壤的使用价值降低或丧失等 ) ,

因而综合多种手段使得整个修复达到有效、低耗和安全是十分必要的。在此要求下 ,生物修复和联合修复的

内涵就显得过于简单 ,因此提出了生态修复问题。

生态修复的提法主要集中于两大领域 ,一为环境保护领域 ,二为自然保护领域。自然保护领域提出的生

态修复概念主要针对受干扰或受损生态系统的恢复 ,如水土保持和矿山的生态修复等 [ 4, 5 ]。环境保护领域提

出的生态修复概念以孙铁珩的观点为代表 :污染生态修复不同于生物修复 ,生物修复是利用具有净化功能的

生物和微生物对污染物消减和净化 ,是单纯的生物修复 ,而生态修复则强调通过调节诸如土壤水分、土壤养

分、土壤 pH值和土壤氧化还原状况和气温、湿度等生态因子 ,实现对污染物所处环境介质 (水、气、土、生等 )

的调控 ,发挥生物净化功能 [ 6 ]。本文探讨的生态修复问题主要针对环境保护领域 ,重点讨论受到 POPs污染

土壤的修复问题。

由于 POPs为难降解污染物 ,自然降解所需时间较长或者根本无法降解 ,因而外加修复手段是必须的 ,外

加修复手段之间、外加修复手段与污染土壤自净能力如何结合以发挥最佳效率是这类问题的核心。POPs自

身特点决定了它对人类的巨大危害性 ,因此在修复过程中应当确保对于人类和生态系统的安全。综上所述 ,

对 POPs污染土壤进行生态修复 ,应考虑在如下原则的基础上进行 :

(1)污染土壤生态系统的自净功能是生态修复的基础 ;

(2)生物代谢过程、理化技术和环境因素的耦合是生态修复得以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 ;

(3)修复过程和结果必须是生态安全的 ;

(4)以恢复污染土壤生态系统的原有服务功能为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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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土壤生态系统自净能力的基础在于其环境容量 ,但当前对于环境容量的研究都集中于重金属。陈怀

满认为 :有关有机污染物土壤环境容量的研究甚少 ,其一是因为有机污染物进入土壤后能较为迅速的降解 ,其

容量值的研究在实践意义上不大 ;其二是技术上的原因。由于土壤中有机污染物定量测定的复杂性 ,给土壤

中有机污染物的背景值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 7 ]。由于环境分析化学的进展 ,土壤中有机污染物的前处理

技术和各种痕量分析的仪器手段日益成熟 ,为分析土壤中有机污染物的环境背景值提供了基础。当前土壤中

有机污染物不可逆解吸部分的生物可利用性研究是环境有机化学领域的一大热点 ,对于这一问题理解的不断

深入 ,也为受到 POPs污染土壤的自净能力研究提供了背景知识。

1. 2　生态修复过程

应首先对污染土壤生态系统进行全面分析 ,评估 POPs的生态风险和污染土壤的自净能力 ,根据国际公

约、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定若干个备选方案 ,然后从技术可行性、经济性和修复安全三个角度进行综合考

虑 ,确定实施方案。在实施过程中应对修复过程进行监控 ,修复完毕后 ,采用生态毒理与化学分析手段对修复

的安全性进行评价 ,以确保修复安全。

生态修复的实施过程见图 1。

图 1　生态修复的实施过程

Fig. 1　Worksheet of eco2remediation

修复措施不当 ,会使污染物产生扩散 ,带来新的风险 ,特别是对于 POPs物质导致的土壤污染的修复就更

应该慎重 ,应将修复目标和修复安全紧密结合 ,避免因为修复产生新的环境风险。

1. 2. 1　确立修复目标

进行修复前应对污染区域进行调查和分析 ,首先确定是否存在环境风险以及危险程度 ,其次对 POPs的

种类、污染程度和存在方式 ,污染土壤和各种环境因子进行研究。前者可通过污染土壤诊断的方法体系进行 ,

后者以化学分析和生态学研究相关方法进行。通过调查掌握了 POPs污染土壤生态系统的背景条件 ,这是确

定修复目标的前提。

确立修复目标对修复工艺的选择、修复消耗的资源和时间都有重要的影响 ,确立依据主要是污染修复标

准。由于我国还未建立起各种土壤污染物的修复标准 ,一般所指的修复标准是指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但欧洲

和美国的一些地方已建立了部分污染物的土壤修复标准。污染土壤修复标准是指被技术和法规所确立、确认

的土壤清洁水平 ,通过土壤修复或利用各种清洁技术手段 ,使土壤环境中污染物的浓度降低到对人体健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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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不构成威胁的技术和法规可接受的水平 [ 8 ]。

我国于 1995年颁布的 GB1561821995标准 ,仅规定了 DDT、HCH两项有机污染物指标 ,对当前影响人类

和生态系统健康的许多“新型 ”有机污染物并未涉及 ,如 PCB s、PAH s等。中国各地气候类型多样 ,土壤性质

差异甚大 ,因而 POPs进入土壤后的行为和生态环境效应也有较大不同 ,故以同一种标准来判定修复后的土

壤是否达到修复目标并不合理。所以应尽快将对人类和生态系统健康有严重危害的 POPs污染物列入土壤

环境质量标准之中 ,且根据行政区划或土壤类型建立相应的地方标准或子标准 ,或者以 POPs污染物在土壤

中的生物可利用部分而不是总量作为标准。

1. 2. 2　生态修复过程控制

生态修复是建立在生物对土壤污染物产生有效作用的基础上 ,因此外界条件如低温 ,厌氧条件 ,营养物质

等对生物发挥这种有效作用有重要影响。此外 ,在修复过程中有机污染物的不完全降解和次生污染是客观存

在 ,并可能产生更加有毒的物质 ,因此也对这种作用产生影响 [ 9, 10 ]。所以对修复过程的控制可分为两个方面 :

一是对修复过程中有效生物作用因子变化的监控 ;二是对修复过程中 POPs及中间产物的监控。

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对修复过程中生物作用因子的变化提供了新的工具和视野。早期利用 DNA探针 ,现

在普遍将多种分子生物学手段 16S rDNA (扩增片断核苷酸序列分析 )、16S rRNA (间隔翻译区核苷酸序列分

析 )技术、ARDRA (扩增性 rDNA限制性酶切片段多态性分析技术 )、TRELP (末端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技

术 )和 DGGE (变性梯度电泳技术 )单独或结合使用 ,用于修复过程污染区域微生物分类鉴定和多样性分析 ,

有毒有机污染物作用下的微生物分子变异、微生物种群变异等方面的研究 [ 11, 12 ]。

新型色谱和质谱技术、核磁共振技术、手性环境化学以及碳和氮稳定同位素技术等分析手段的不断进步 ,

使得对修复过程中 POPs及其中间产物的监控变得更加精确和易于操作 ,能够及时发现其存在的问题以便调

整。通过以上化学和生物手段的综合使用可生态修复过程处于安全、有效和可控的范围之内。

1. 2. 3　修复结果评估

目前土壤污染的修复终点通常以目标污染物的减少为判断标准 ,但这种以化学分析为主的判定方式往往

不能全面科学的表征土壤环境质量 ,且由于 POPs及其代谢产物的危害性和复杂性 ,使得这种简单的修复终

点判定方式存在较多缺陷。将化学分析手段与土壤生态毒理诊断相结合可能是今后修复终点判定的主要

方法。

(1)修复效果的评估 ———项目分析 　效果分析主要是对修复效率、经济效率和工艺可靠性进行评价 ,可

利用一些管理工程的方法进行评估。在西方发达国家对 POPs污染土壤修复逐渐形成一定规模商业市场 ,如

在 2000年 ,加拿大的 PCB s处理的市场规模约为 3～6亿加拿大元。西方的一些环境工程公司在实施此类项

目时 ,通常都有严格的项目分析和实施流程 ,并且背后都体现了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 ,这些都值得我国开展

POPs污染土壤修复时进行借鉴。

(2)修复的安全评估 ———生态毒理诊断 　生态毒理诊断主要是针对修复结果的安全评价 ,通常采用有代

表意义的生物 ,如河流湖泊中采用鱼和微型动物 ,近海采用贝类 ,土壤中采用蚯蚓和植物等。生态毒理分析可

在修复结束后一段时间内多点、多次进行 ,也有结合多种生态毒理技术进行综合评价 ,亦有将生态毒理实验与

化学分析结合起来 [ 13～15 ]。

需要注意的是即使修复达到目标 ,修复结果可能仍然是不安全的。Meier报道了一个受到重度 PCB s污

染的区域 ,使用溶剂萃取技术将土壤中的 PCB s含量降低了 99% ,达到了修复目标 ,使用蚯蚓和植物进行生态

毒理评价发现 :修复前后对于蚯蚓的生殖毒性变化不大 ,修复后植物毒性和遗传毒性则更大 ,原因可能是残余

的有机溶剂、重金属和原有污染物一起造成的 ,作者认为在危险废物修复评估中进行生态毒理诊断是必需的 ,

因为它能够说明修复过程带来改变的潜在的不利影响 [ 16 ]。

2　生态修复过程中的关键问题 ———耦合

沈德中认为生物修复必须遵循 3个原则 :适合的微生物、适合地点和适合的环境条件 [ 17 ]。这 3个原则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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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了生物修复的要素又表明了生物修复的局限性 ,适合地点和适合的环境条件是生物修复发挥其作用的前

提。生态修复从方法论角度而言反映的是一种系统修复观 ,因而必须从土壤生态系统的角度分析和考虑修复

问题 ,强调将以土壤生态系统的自净能力为基础 ,理化技术和生物技术之间或生物技术之间进行“组装 ”,并

在污染区域的环境条件下 ,将这种“组装 ”效益发挥的最大。本文提出了以耦合概念表征这种“组装 ”,并对生

态修复中的耦合过程和耦合策略进行了分析。

2. 1　耦合概述

耦合 ( coup le)本是物理学的一个概念 ,指两个或两上以上的系统或运动方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

此影响以至联合起来的现象 ,是在各子系统间的良性互动下 ,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动态关联关系。

目前耦合概念的应用已不局限于物理学科 ,在恢复生态学、景观生态学和农业生态学等领域 ,耦合常用来表示

生态系统之间 ,生态系统各子系统之间 ,生态系统某些组分之间以及生态系统某些组分与环境要素之间的相

互作用机制 [ 18, 19～21 ]。

国外对受到卤代芳烃类化合物污染的土壤和地下水研究中发现 ,经过化学处理后 ,这些污染物减轻了毒

性 ,增加了生物可处理性 ,因而在化学处理后增加了生物处理部分。在英文文献中通常使用 coup le和 combine

两个词表示两种工艺的有机结合 , coup le英文直译即为耦合。对于 PCB s污染土壤 ,采用堆腐技术能够去除 1

～3氯原子取代的 PCB s,对于大于 4个氯取代的 PCB s,作者认为应 coup ling其它修复技术才能有效去除 [ 22 ]。

国内废水处理、土壤污染修复方面的论文中也有明确的耦合提法 [ 23～25 ]。

生态修复过程中 ,土壤中的有机质、粘土矿物本身参与土壤生态系统的各种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 ,这些

过程之间也存在相互作用 ,且这些作用影响着生态修复的诸多环节。因此在修复中必须加以考虑 ,甚至利用

这样一些作用达到修复目的。所以在生态修复中 , 使用耦合比联合更能反映生态修复的内涵。

2. 2　耦合原则

POPs的理化性质和在土壤中的存在状态对生态修复策略的选择有重要影响。POPs为憎水性难生物降

解物质 ,通常对生物有毒 ,在土壤中易被有机质所吸附 ,处于吸附态的 POPs随着吸附时间的增加 ,不可逆解

吸部分增加 ,因而生物可利用性降低 ,成为所谓的“老化 ”态 [ 26 ]。这也就增加了修复的难度 ,因此 ,耦合多种

手段解决问题十分必要。如何使耦合技术发挥作用 ,可考虑如下原则 : ①首先将 POPs转变为较易生物降解

的物质或者降低其毒性 ,然后进行生物降解 ; ②在修复区域中创造有利于生物因子发挥作用的条件 ; ③提高

其在土壤介质中 POPs的生物可利用性 ; ④利用基因工程和细胞工程技术创造出具备新的代谢途径途径的

“超级微生物 ”。

2. 3　耦合策略

一些研究证明 ,采用正确的修复策略能够有效修复 POPs污染土壤。对一个由降解菌 ,植物和蚯蚓组成

的 PCB s污染土壤修复系统的研究表明 :与对照组相比加蚯蚓组的 PCB s去除率有一定提高 ,蚯蚓的一些作用

如均匀分布降解菌 ,提高土壤供氧 ,增加土壤中的碳、氮成分 ,改善土壤中微生物的群落结构都被认为是有助

于 PCB s降解 , PCB s的去除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27 ]。在实验室条件下 ,用取自美国纽约、新泽西等地

的 PCB s污染沉积物进行模拟自然降解研究 , 5个月后有 40%的 PCB s消失 ,结果显示定期耕作能够产生明显

的效果 ,但导致 PCB s去除的原因无法确定 ,作者推测是光解、挥发、生物降解共同作用的结果 ,而非单一

因素 [ 28 ]。

2. 3. 1　非生物因子 2生物因子之间的耦合

Shimura的研究表明 UV辐射结合微生物处理能够完全降解 PCB s,首先通过 UV辐射将在甲醇中的绝大

多数高氯代的 PCB s降解为平均低于 3个氯取代的 PCB s,然后用一种 PCB s降解菌在一周内可将 PCB s几乎完

全降解 [ 29 ]。用表面活性剂 POL淋洗 PCB s污染土壤 ,添加 1%的 POL可去除 70%的 PCB s,在淋洗液中加入两

种能以 POL为共代谢基质 PCB s的降解菌 ,经过 12d的降解 ,可去除 90%表面活性剂和 35%的 PCB s,剩余的

PCB s用硅藻土等吸附材料可去除 90%
[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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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者在运用 PRB进行难降解有机物修复中发现 ,一些土著菌能够在 PRB修复系统的铁表面定居形

成 M icrobial2Fe0系统 ,该系统在处理一些难降解污染物 RDX、氯有机溶剂、硝酸盐和铬污染方面表现出巨大

潜力 [ 31, 32～35 ]。

2. 3. 2　生物因子之间的耦合

(1)厌氧 2好氧微生物 　起始浓度为 59 mg /g的高氯代 PCB s混合物 A roclor 1260污染的土壤 ,经过 4个

月厌氧处理 ,然后再经过 28d的好氧处理 , PCB s的浓度降为 20μg/g
[ 36 ]。用过氧化氢加入沉积物创造的有氧

环境诱导产生 PCB s的好氧降解菌 ,在 96d的实验期间 ,好氧降解菌的量逐渐增加 , PCB s的浓度由 135mg/g

下降至 20mg/g,这表明具有脱氯现象的厌氧沉积物似乎拥有土著的厌氧脱氯和好氧降解 PCB s两种能力的

菌 [ 37 ]。上述两项研究都支持了通过厌氧 2好氧方式原位修复 PCB s污染点的可能性。使用一个可限制供氧的

颗粒生物膜反应器 ,通过供氧方式形成偶联的厌氧 2好氧环境 ,并与特定厌氧还原和好氧降解微生物相结合 ,

该反应器能够将 A roclor 1242几乎完全矿化 [ 38 ]。

(2)植物 2微生物 　将降解菌导入植物根区是一种非常有前景的原位修复策略。由于根区空间、温度的不

均匀性 ,一些降解菌处于“饥饿 ”状态 ,只有一部分保持活力 ,所以这种策略应用的前提是在根区形成有竞争

力的稳定降解菌群 ,这样才能有效降解污染物 [ 39 ]。Dutta研究了一种豆科植物苜蓿与混合降解菌系对于

PCB s污染土壤的修复 ,在较高浓度 PCB s条件下 ,存在豆科植物的修复效果更好 ,混合降解菌的修复效果要好

于单一降解菌 ,所以豆科植物耦合土著混合降解菌是修复 PCB s污染土壤的有效策略 [ 40 ]。

Leigh等研究了一种桑 (M orus sp. )根部的酚类分泌物在植物生长过程中的变化情况 ,并证实其中的 3种

黄酮类物质可作为一种 PCB s降解菌的生长基质 [ 41 ]。使用一种可分泌类黄酮的植物与 PCB s降解耦合的修复

效果优于两者单独使用 ,植物的存在增加了供氧 ,提高了降解菌的有效分布 ,改变了土壤微生物的原有

构成 [ 42 ]。

(3)动物 2微生物 　Luep romchai研究了 PCB s污染土壤修复过程中的蚯蚓和降解菌的相互作用 ,降解菌或

蚯蚓单独作用只能去除 3cm土层的 PCB s,两者共同作用可去除 9cm土层的 PCB s;添加蚯蚓组还观察到降解

菌和土著降解菌数量以及降解基因 bphA和 bphC含量的增加 ,可能的原因在于蚯蚓通过改善土壤环境条件

促进了降解微生物的生长和有效分布 [ 43 ]。

2. 3. 3　细胞及基因工程耦合技术

把蒽高效降解菌和生物表面活性剂产生菌绿假单胞菌 ( Pseudomonas aerugiosa)分别与增强型绿色荧光蛋

白 ( EGFP)标记的黄麻根际优势菌进行原生质体电融合 ,再将得到的融合子定殖回黄麻根际土壤 ,形成产表

面活性剂和对蒽具有高效降解能力且在根际旺盛生长的耦合系统 ,绿假单胞菌产生的生物表面活性剂进一步

提高了降解菌对蒽的降解 [ 44 ]。

2. 4　耦合方式

2. 4. 1　阶段耦合

Hess研究了改性 Fenten试剂和微生物耦合处理水溶液中的 TNT,在暗处反应时 ,优化条件后添加降解菌

可使 TNT的矿化率从 47%提高至 80% ,酸性条件下 ,耦合微生物可获得完全的矿化率 [ 45 ]。在添加 TNT的沙

土和砂壤土上 ,尽量少使用改性 Fenten试剂前提下 ,耦合微生物降解在两种土壤条件下都获得了有效的降

解 ,且生物降解部分占的份额超过 40%
[ 46 ]。Nadarajah等的研究也表明先通过 Fenten试剂进行氧化后 ,然后

进行生物降解两种多环芳烃 ,其矿化效率要远高于两种技术单独使用 [ 47 ]。

2. 4. 2　同时耦合

Buyuksonmez以 PCE浓度、过氧化氢、铁离子和微生物数量为参数研究了改性 Fenten试剂同时耦合降解

菌对 PCE的降解 ,结果表明 ,过氧化氢、铁离子浓度和微生物数量对 PCE矿化有明显影响 ,耦合降解比单独化

学降解提高了 10%的矿化率 [ 48 ]。

3　研究展望

由于 POPs的理化特征和环境行为 ,使得 POPs污染土壤的所涉及的修复问题 ,成为环境修复领域面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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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题 ,并且还有相当多有机化学物质具备 POPs物质的特点 ,但还没有为人类社会所知 ,因此对于这一类修

复问题所涉及的理论、原理和方法的探讨具有重大意义。

3. 1　POPs污染土壤的环境容量研究

对于受到 POPs污染的土壤而言 ,修复的起点和终点是什么 ? 实际上要回答的问题是在污染区域的某种

类型土壤中 ,存在多少浓度的 POPs、以什么形式存在的 POPs是安全的 (经过修复后也不可能将 POPs完全从

土壤中清除 ) ,这就需要知道该区域这种类型土壤对于某种 POPs污染物的环境容量。对于这一问题 ,国内外

尚无系统研究的报道 ,因此加强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十分必要。

3. 2　多种修复技术耦合的微观过程研究

微生物、植物和动物的代谢活动是去除 POPs的主要手段 ,如何协调环境因素加强这种针对 POPs的代谢

活动 ,以及如何耦合其他手段去除 POPs是生态修复难点所在。因此应加强非生物技术与生物技术耦合、生

物技术之间耦合以及它们之间与环境因素的有效结合的微观研究 ,以弄清有效诱导手段 ,从而为有效去除

POPs提供理论依据。

3. 3　修复过程控制

由于 POPs污染的特殊性 ,修复过程监控就显得尤为重要 ,但目前对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尚缺乏认识。

研究修复过程中有效生物因子 (降解微生物、根系分泌物等 )的变化 ,特别是在耦合过程中的变化是反应修复

过程有效的重要因子。当前的分子生物学和色谱技术能在一定程度上表征这种变化 ,用现有的技术手段建立

相应的监控程序和指标 ,或者利用更新的技术手段来表征这一变化都将是这一领域的研究方向。

3. 4　修复安全研究

由于 POPs在环境介质中通常浓度较低 ,生物代谢产物众多 ,其中多数不是急毒性化合物 ,因此常规的生

态毒理学指标用于表征和监控存在敏感性差、昂贵、操作繁琐等缺点 ,分子生态毒理学的发展 ,将有助于产生

更加敏感、方便、有效和经济的指标来表征修复的生态毒理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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