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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垃圾渗滤液的人类健康风险评估日益受到人们重视，也成为研究热点。本文采用一种新型高级氧化技术 UV-Fenton 处

理渗滤液，并用人体乳腺癌细胞( MCF-7) 评估处理过程中渗滤液原液以及渗滤液中典型内分泌干扰物质( EDCs) 的细胞毒性，

对垃圾渗滤液中 EDCs 的细胞毒性和变化规律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渗滤液中的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DBP ) 、双酚 A( BPA) 、

壬基酚( NP) 是产生细胞毒性的主要物质，其毒性大小为 DBP＞BPA＞NP。在同样的氧化降解过程中显示出不同毒性变化规

律，通过 GC-MS 分析，结果显示 UV-Fenton 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中间产物，这也是引起毒性变化的主要原因。实验结果也说

明垃圾渗滤液细胞毒性可以通过 UV-Fenton 过程有效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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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Ｒecently，the health risk assessment on the landfill leachate has attracted increasing attentions and has
become a research focus． In the present study，a novel advanced oxidation technology ( UV-Fenton technology) was
adopted to treat the leachate，and the cell toxicity of raw leachate and typical EDCs in the leachate in the treatment
process has been evaluated by using human breast cancer cells ( MCF-7 ) ．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di-butyl
phthalate ( DBP) ，bisphenol A ( BPA) and nonylphenol ( NP ) in the leachate were main substances which have
significant cytotoxicity on MCF-7 cells． The toxicity variations of these three chemicals were different in the same
oxidative degradation process，and the toxicity order was DBP ＞ BPA ＞ NP． According to the GC-MS analysis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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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lts，a great amount of intermediate products have been produced in UV-Fenton process，which may be a major
reason that induced toxicity variations． The results implied that UV-Fenton technology is an effective method to re-
duce toxicity of landfill leachate．
Keywords: landfill leachate; endocrine disrupting chemicals; MCE-7; cytotoxicity; advanced oxidation process;
UV-Fenton; intermediate product

垃圾渗滤液是指垃圾填埋场中垃圾本身含有的

水分、进入填埋场的雨雪水及其他水分，扣除垃圾、
覆土层的饱和持水量后，并经历垃圾层和覆土层而

形成的一种高浓度的有机废水［1］。以前少量产生，

直接并入市政污水管网，但因含高浓度无机物和有

机物，尤其常常含有重金属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 POPs) 等有毒有害难生化难降解的污染物，很容易

引起市政污水处理体系的瘫痪，影响污水处理厂的

正常 运 行［2］。并 且 里 面 含 有 内 分 泌 干 扰 物 质

( EDCs) ，对人类身体健康和对生态系统都存在极大

的威胁［3］。内分泌干扰物质是一类能干扰人体内

分泌系统的外源性化学物质，目前已知的已经有

100 多种，比如邻苯二甲酸酯类( PAEs) 、雌激素酮

( E1) 、双酚 A ( BPA ) 、壬 基 酚 ( NP ) 、雌二醇( E2)

等［4］会引起患癌症的几率增加，最主要的还会使人的

生殖行为发生异常，通过遗传影响下一代的健康［5］。
随着垃圾填埋场运行时间的增长，垃圾渗滤液

中 EDCs 的产生量会逐年积累，现在广州运行超过

10 年的垃圾填埋场有 3 家，每年产生大量的垃圾渗

滤液。目前对于垃圾渗滤液中 EDCs 还有没针对性

的去除办法，现在常见的对垃圾渗滤液中污染物无

选择性的处理方法有生化法、物理化学方法、膜过滤

法、高级氧化方法等［6-9］。对于处理的指标通常也

是常见的水质指标氨氮、总氮、总磷、COD 等，可详

见于垃圾渗滤液出水水质指标《生活垃圾填埋场污

染控制标准( GB 16889—2008) 》，从标准中可以清

楚查到关于现有和新建生活垃圾填埋场水污染物排

放浓度限值。结合目前的研究热点可以看出对垃圾

渗滤液的研究都是偏向提高处理效率，而忽略了最

重要的毒性评价过程［10-12］。即使经过了以上的水

处理过程，还可能存在这样的问题: 常规水质指标都

达标后，出水是否就没有细胞毒性，对人类身体健康

和生态环境没有潜在威胁。王桂芳等［13］研究了用

活性炭、Fenton、UV-Fenton 方法初步处理垃圾渗滤

液后，仍然会检测到细胞毒性和遗传毒性。Ahmed
等［4］也证实即使经过处理后，确实还会有细胞毒性

物质残留。而且渗滤液中成分极其复杂，里边的内

分泌干扰物质对人体的危害往往也不是某一种单独

作用的结果，需要一种新的评价方法来弥补传统标

准的不足。本文选用人体乳腺癌细胞( MCF-7) 来评

价垃圾渗滤液的综合细胞毒性。用细胞毒性直接评

估处理过程中毒性变化，这对人类健康风险评价具

有重要指导意义。Soto 等［14］在 1995 年首次用细胞

毒性来检测表征环境污染物。Conley 等［15］检测了

饮用水经过净化后，水中细胞毒性的变化。Belhaj
等［16］也发现即使经过处理的污水中也可能会存在

细胞毒性。Aghajanpour-Mir 等［17］直接用 MCF-7 检

测分析了双酚 A 的细胞毒性。本文选用的 MCF-7
细胞有雌激素受体( CＲs) 可以全面地反映水样中综

合内分泌干扰物质的毒性［18-19］。并且采用了目前

应用最广泛的高级氧化技术 UV-Fenton 技术，对垃

圾渗滤液中典型内分泌干扰物质进行分阶段的氧化

实验，用人体乳腺癌细胞( MCF-7) 评价处理过程中

垃圾渗滤液细胞毒性的变化。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

技术( GC /MS) 分析了降解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中间

产物，探究引起细胞毒性变化的根本原因。

1 材料与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
1．1 垃圾渗滤液的采集

实验用渗滤液采自广州市某垃圾填埋场，占地

约 23．11 万 m2，1988 年开始运行，2002 年停止运行

封场。现阶段垃圾渗滤液产生量约为 2 t·d-1［20］。
2016 年 3、4、5、6 月在该垃圾填埋场渗滤液汇总出

口处收集，收集后存储于 4 ℃低温环境下。
渗滤液的物化参数如 pH、导电性、色度和浊度

等，采用一台多功能水质监测仪器 ( GDYS-201M，

Little Swan Instruments Co． Ltd) 进行现场检测［13］。
1．2 渗滤液的高级氧化实验

UV-Fenton 氧化反应实验在一个 2 L 的封闭容

器中进行，装置正中央中配备低压汞灯( 深圳 Dohill
公司，0．25 w·cm-2 ) ，底部配备低速搅拌器［21］。取 1
L 垃圾渗滤液样品，用浓硫酸调节 pH 到 2，0．45 μm
滤膜过滤，然后加入 2 g FeSO4·7H2O，使其浓度达

到 2 g·L-1后，紫外灯预热 5 min 后加入样品开始氧

化，分别在 0、5、10、15、30、60 min 取出 50 mL 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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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样做进一步检测。
1．3 渗滤液中典型 EDCs 的 GC /MS 表征

3 种典型 EDCs 分别选择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 DBP) 、双酚 A( BPA) 、壬基酚( NP ) 。DBP 的萃取

采用液液萃取，BPA 和 NP 的检测方法参考陈茹

等［22］并做相应改进，取 20 mL 渗滤液样品，用屈臣

氏水稀释到 500 mL，加入氯化钠防止乳化，每次加

入 20 mL 二氯甲烷萃取 3 次，收集 3 次萃取的有机

相，经无水硫酸钠干燥后收集用旋转蒸发仪 35 ℃蒸

至小于 1 mL，经 2 次正己烷溶剂置换。在 10 mm×
300 mm 的玻璃层析柱底部加入玻璃棉，然后由下至

上逐一添加 1 ～ 2 cm 的无水硫酸钠，8 g 活化硅胶

( 100 目) ，1 ～ 2 cm 无水硫酸钠，过程中防止气泡产

生。先用 20 mL 正己烷淋洗，然后加入提取液，用10
mL 二氯甲烷/正己烷( 3/7，V/V) 洗脱，弃去淋洗液，然

后 40 mL 二氯甲烷/正己烷( 8/2，V/V) 洗脱，收集淋洗

液，正己烷溶剂置换，等待上机检测［23］。
检测条件为: 色谱柱( DB-5 ms，30 m×0．25 mm

×0．25 μm) ，进样口温度 280 ℃，载气流速 0．97 mL·
min-1，进氧量 1 μL，无分流进样。升温程序起始温

度 100 ℃然后 10 ℃·min-1升到 200 ℃，保持 2 min，

再以 15 ℃·min-1升到 280 ℃。溶剂延迟 3 min，离子

源温度 220 ℃，接口温度 280 ℃［24-26］。实验同时用

XAD-8 ( Sigma-3025-U，Amberlite，USA) 树脂分离

腐殖酸( HA) ，检测细胞毒性［27-28］。
模拟 EDCs 溶液的配制，3 种标准品都是购自 A

ChemTek，Inc． ( Worcester，USA) ，用甲醇先溶解配

成 100 mg·L-1的标准储备液体，然后溶解稀释到屈

臣氏纯水中，浓度与上述渗滤液中检测到的浓度相

等。氧化过程与 1．2 步中垃圾渗滤液的高级氧化过

程完全一样，并加空白( 纯水) 试验。
1．4 渗滤液和模拟液的细胞毒性实验

细胞培养: 细胞毒性试验是在暨南大学医学院

试验中心完成，MCF-7 细胞购自中山大学医学院附

属医院。细胞传代培养，贴壁后，置于 37 ℃、5%
CO2的细胞培养箱中培养，并冻存保种［29］。

细胞毒性实验: 1．3 步萃取的以及模拟配制的 3
种典型 EDCs 分别用二甲基亚砜( DMSO) 作溶剂置

换，用细胞培养液倍比稀释至含 DMSO 0．1% ( 体积

分数) 以下开始细胞暴露毒性实验，并用 E2 做阳性

对照组。实验分为实验组( 细胞 + 染毒溶液 + 培养

基 + MTT + DMSO) ，空白对照组( 细胞 + 培养基 +
MTT + DMSO) ，负对照组( 培养基 + MTT + DMSO)

共同培养在一个 96 孔板里，培养 48 h 后，加入 20
μL MTT 试剂，继续培养 4 ～ 6 h 后弃上清，加入 150
μL DMSO 溶解［30］。MTT 和 DMSO 仅仅在最后检测

显色 阶 段 加 入，用 荧 光 酶 标 仪 ( Multiskan MK3，

Thermo Fisher，USA) 分别检测实验组、空白对照组

和负对照组在波长 490 nm 时的吸光度，最终计算

MCF-7 增殖效应( proliferation effect，PE) 值，即细胞

毒性值。当 PE 值大于 100%时，值越大表示毒性越

大; 当 PE 值小于 100%时，值越小，表示毒性越大。
计算公式如下:

PE= ( 实验组数据-负对照组数据) / ( 空白对照

组数据-负对照组数据) × 100%
1．5 数据分析

用于检测细胞毒性的 MCF-7 细胞暴露染毒时间

为 48 h，每个处理组设置 3 组平行实验，测定细胞毒

性的细胞都在一块 96 孔板上完成。测定结果都表示

为平均值±标准偏差，用 SPSS 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

分析，并用 ANOVA 检验显著性差异水平( P＜0．05) 。

图 1 处理前后垃圾渗滤液对 MCF-7 的细胞毒性

注: UV-Fenton 处理时间 10 min; MCF-7 暴露时间 48 h;

CON 为空白对照。* P＜0．05。

Fig． 1 Proliferation effect of leachate on MCF-7 cells before
and after the UV-Fenton treatment

Note: treatment time is 10 min; exposure time of MCF-7 is 48 h;

CON stands for control group．* P＜0．05．

2 结果( Ｒesults)
2．1 垃圾渗滤液氧化前后的细胞毒性对比

垃圾渗滤液经过 UV-Fenton 处理前后的细胞毒

性结果如图 1 所示，对照组中垃圾渗滤液的浓度为

0%，表现出正常细胞的生长状况，理论上正常细胞

的细胞毒性值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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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处理前随着浓度( V /V) 的增加，细胞首先

在 10%、15%浓度的时候表现出明显的增殖毒性，大

小分别为 120%和 109%，尤其是 10%的时候表现出

显著性差异。浓度大于 20%以后，细胞毒性小于

100%，即抑制细胞的增殖，并且随浓度的增加抑制

作用明显增加，浓度 30%时达到最大，其细胞毒性

值为 24%。经过氧化处理后，细胞毒性有时会比处

理前有所上升，如浓度在 10%和 15%时处理后表现

出更强的细胞毒性，然后随浓度增大趋向于正常增

殖水平 100%;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经过氧化处理后，

含渗滤液大于 20%时，细胞抑制作用经氧化处理后

在减弱，即细胞毒性减弱。

图 2 渗滤液中典型污染物细胞毒性分析

注: A 图，不同污染物的细胞毒性; B 图，3 种典型污染物细胞毒性贡献率。CON 为空白对照; HA 为腐殖酸; E2 为雌二醇，作阳性对照。* P＜0．05。

Fig． 2 Analysis of proliferation effect of typical pollutants in leachate
Note: A，proliferation effect of typical pollutants in leachate; B，analysis of the effect contribution of each typical pollutant to

PE of leachate． CON stands for control group; HA stands for humic acid; E2 stands for estradiol used as positive control． * P＜0．05．

表 1 渗滤液基本理化参数

Table 1 Physicochemical parameters of leachate in this study

参数

Parameters
处理前

Before UV-Fenton treatment
处理后

After UV-Fenton treatment

色度 /PtCo Chromaticity /PtCo 5 600 26

酸碱度 pH 7．9 9

浊度 /NTU Turbidity /NTU 3 500 25

导电性 / ( mS·cm-1 ) Conductivity / ( mS·cm-1 ) 22．7 17．9

化学需氧量 / ( mg·L-1 ) CODCr / ( mg·L-1 ) 2 189 113

腐殖酸 / ( mg·L-1 ) Humic acid / ( mg·L-1 ) 965 n．d．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 ( μg·L-1 ) Dibutyl phthalate ( DBP) / ( μg·L-1 ) 215 n．d．

双酚 A / ( μg·L-1 ) Bisphenol A ( BPA) / ( μg·L-1 ) 17．6±1．3 n．d．

壬基酚 / ( μg·L-1 ) Nonylphenol ( NP) / ( μg·L-1 ) 26．8±0．9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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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渗滤液中典型 EDCs 的分析

( 1) 处理前后水质参数分析

垃圾渗滤液中典型 EDCs 以及基本参数分析见

表 1，本实验中垃圾渗滤液经过初步超滤，但色度较

深达到 5 600 PtCo，COD 也高达 2 189 mg·L-1，这就

说明含有很多有机污染物，3 种典型内分泌干扰物

质中 DBP 含量最高，达到 215 μg·L-1，另外 BPA、NP
也分别达到了 18 μg·L-1 和 27 μg·L-1。经过 UV-
Fenton 高级氧化处理后 3 种 EDCs 的浓度都达到了

检测限以下，不能被检出。
( 2) 细胞毒性贡献率分析

对垃圾渗滤液中典型的内分泌干扰物质分别做

MCF-7 的细胞暴露实验，结果如图 2 所示，对照组增

值率为正常值 100%，腐殖酸( HA) 跟对照组比没有

显著性差异，NP、BPA、DBP 都表现出了明显的细胞

毒性，NP 值最低，为 121%; BPA 其次，为 126%; 细

胞毒性最高的是 DBP，为 136%，其中阳性对照为

141%。说明渗滤液中这 3 类 EDCs 都有明显的细胞

毒性。以它们超出 100%的部分计算它们在渗滤液

的贡献率，3 种 EDCs 的贡献率分别为 DBP 46%、
BPA 28%、NP 23%。
2．3 模拟 EDCs 的细胞毒性分析

对垃圾渗滤液中 3 种典型 EDCs 分别做 UV-
Fenton 过程中的细胞毒性检测，结果如图 3、4、5。
从图 3 中可以看出 0 min 时的 NP 细胞毒性值最高，

达到了 115%，其后随着高级氧化处理时间的增长，

细胞毒性值不断降低，说明毒性一直在下降，当处理

到 30 min 的时候，已经没有明显的细胞毒性，60 min
时，达到正常水平 100%左右。

图 3 氧化处理时间对 NP 细胞毒性的影响(* P＜0．05)

Fig． 3 The proliferation effect of NP with different

UV-Fenton treatment time ( * P＜0．05)

图 4 氧化处理时间对 BPA 细胞毒性的影响(* P＜0．05)

Fig． 4 The proliferation effect of BPA with different

UV-Fenton treatment time ( * P＜0．05)

图 5 氧化处理时间对 DBP 细胞毒性的影响(* P＜0．05)

Fig． 5 The proliferation effect of DBP with different

UV-Fenton treatment time ( * P＜0．05)

BPA 的氧化过程显示出与 NP 不同的趋势，如

图 4 所示: 氧化前 10 min 的 MCF-7 细胞毒性维持在

0 min 的水平，基本保持不变，其中最高值出现在 5
min 的 119%，高于 NP 的最大细胞毒性值 115%，15
min 时开始明显下降到 109%，直到 60 min 时不表现

出细胞毒性。
与前两者不同，DBP 的细胞毒性在 10 min 时有

一个峰值，达到 132%。如图 5 所 示，从 0 min 的

124%开始，到 10 min，细胞毒性表现出上升的趋势，

15 min 时后迅速下降到 118%，到 30 min 基本稳定，

60 min 时显示正常增殖水平。从图中看出 DBP 的

细胞毒性下降阶段主要集中在 10～30 min 之间。垃

圾渗滤液中 3 种典型 EDCs 对 MCF-7 细胞毒性大小

为 DBP＞B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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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3 种典型内分泌干扰物( EDCs) 氧化过程中间产物分析

注: UV-Fenton 处理时间 10 min; 峰 1～ 12 为中间产物。

Fig． 6 Intermediates analysis of three typical endocrine
disrupting chemicals ( EDCs) in leachate by GC /MS

Note: degradation time is 10 min; peak 1-12 are the different intermediates．

2．4 氧化过程的中间产物分析

用 UV-Fenton 处 理 垃 圾 渗 滤 液 中 3 种 典 型

EDCs 10 min 后，通过 GC /MS 技术分析降解过程中

物质变化情况，结果如图 6 所示。可以看出，除了原

来 3 种物质，色谱图中出现了很多新色谱峰 1 ～ 12，

说明在降解 10 min 后产生了一些新的中间产物，结

合质谱图分析，推断出中间产物中含有邻苯二甲酸

二乙酯、羟基苯乙酮、羟基苯甲醛、羟基苯甲酸、甲

酸、苯酚等毒性更高的物质。随着氧化时间的增长，

这些中间产物被降解掉，最终转化为无毒无害的二

氧化碳和水。

3 讨论( Discussion)

研究已表明垃圾渗滤液确实存在细胞毒性，浓

度高时候会抑制细胞的生长，本实验中垃圾渗滤液

原液浓度在 10% ( V /V) 的时候( 图 1) ，对乳腺癌细

胞产生了明显的细胞毒性，当浓度达到 20% ( V /V)

时，就表现出了细胞抑制效应，这与王桂芳等［3］的

研究中，垃圾渗滤液浓度 20% ( V /V) 时候细胞活性

受到明显抑制的结果相吻合。垃圾渗滤液的成分非

常复杂，里面含有的有毒有害有机物有 100 多种，综

合分析垃圾渗滤液中的本底物质与典型 EDCs 发

现，渗滤液里主要有机组成成分大致可分为腐殖酸

( HA) 、邻苯二甲酸酯类( PAEs) 、多环芳烃( PAHs) 、
烷基酚、双酚 A 等，其中 DBP、BPA、NP 是在渗滤液

中被 普 遍 检 出 的、含 量 相 对 较 高 的 3 类 典 型 的

EDCs［2，31-35］。Asakura 等［36］对日本某垃圾填埋场渗

滤液的研究表明，双酚 A 和 DBP 的浓度特征显著，

高出地表水中的 10 倍、30 倍。本实验中 DBP 已经

达到 215 μg·L-1( 表 1) ，研究表明，这类物质在即使

在 μg·L-1 ～ ng·L-1水平，也能对人类和野生动物内分

泌系统产生严重后果。
渗滤液模拟液的 MCF-7 细胞毒性实验结果发

现( 图 2) ，腐殖酸类物质是不具有细胞毒性的，NP、
BPA、DBP 可以对细胞产生明显的细胞毒性( E2 作

为阳性 对 照) ，其 贡 献 率 分 别 为 DBP 46%、BPA
28%、NP 23%，说明在渗滤液中处理过程中应该优

先控制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的含量，其次是 BPA，

最后是直链类的烷基酚类化合物。
通过具体的氧化过程毒性试验( 图 3、4、5) ，可

以发现垃圾渗滤液中 3 类典型 EDCs 对 MCF-7 细胞

的毒性变化过程。对于结构简单的 NP，UV-Fenton
产生的羟基自由基(·OH) 比较容易把它氧化，降解

为无毒的小分子化合物，所以降解过程中，毒性变化

曲线也比较简单，细胞毒性规律呈现一直下降的趋

势，最终在 60 min 的时候对细胞不表现出明显的细

胞毒性。BPA 和 DBP 结构相对复杂［37］，结果呈现

出与 NP 截然不同的细胞毒性规律。BPA 前 10 min
毒性与 0 min 相比基本没发生什么变化，维持在

118%的水平，可能因为其结构复杂，羟基自由基短

时间内无法氧化彻底，随着时间的累积，到 15 min
后，BPA 开始大量分解，细胞毒性也开始急剧下降

到 109%，到 60 min 达到生物安全不显示细胞毒性。
DBP 的毒性变化过程更复杂，从 0 min 的 124%，经

过 5 min 时候的 128%，最终到达 10 min 时候的峰值

132%，这个过程无法用前面的降解过程来解释清

楚。
借助 GC /MS 技术，我们萃取了降解过程中 10

min 时候的样品进行分析( 图 6) ，结果发现除了 0
min 时刻的 3 种典型 EDCs，中间多了很多杂质峰，

分析结果发现，虽然 BPA 降解过程前阶段浓度有下

降，但是转变成的新物质羟基苯甲醛等中间产物仍

然具有细胞毒性，所以毒性基本不发生变化，DBP
降解产生的邻苯二甲酸二乙酯和其他中间产物比

DBP 具有更高的细胞毒性，所以虽然经过降解浓度

减少，但是细胞毒性却表现出上升的趋势。在复杂

有机物降解过程中毒性的变化过程是不确定的，众

所周知的苯酚变苯醌后毒性更强。综合图 3、4、5 我

们发现虽然 3 类典型的 EDCs 都是具有细胞毒性

的，但是经过 UV-Fenton 高级氧化过程处理 60 min
后，都可以达到细胞毒性安全［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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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的研究结果表明，垃圾渗滤液原液存在

明显的细胞毒性，浓度低于 15% ( V /V) 时产生细胞

增殖毒性，大于 20% ( V /V) 时，显示细胞抑制毒性，

并且随着浓度的增加抑制毒性增加。垃圾渗滤液中

3 种典型的 EDCs 的细胞毒性呈现出 DBP＞BPA＞NP
的规律，并随着 UV-Fenton 高级氧化处理时间的增

长降低，在实际氧化过程中应优先考虑邻苯二甲酸

酯类污染物的氧化，处理足够的时间，保证达到生物

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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