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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一类新型海洋污染物,微纳塑料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 探索微纳塑料与生物的相互作用,对于揭示

其生态效应和环境归趋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相关工作大多集中于生物体内转运、分布和蓄积等“ 物理” 层面,微纳塑
料的“ 化学” 降解行为及相关规律研究尚鲜有涉猎。 本文从塑料污染生物降解的研究现状、降解机制、评价分析方法
等方面进行简要综述,以期为海洋中微纳塑料生物降解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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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纳塑料作为一类新兴污染物受到了全球科学

解,但由于在污染环境修复方面的重要价值,研究人

。 海洋是微纳塑料的最终汇集

员从未停止在塑料生物降解方向上的探索。 近年

家和公众的关注

[1]

区,目前在河口、近海、大洋,甚至南北极、深海超深
渊带都发现了微纳塑 料 的 存 在

[2, 3]

。 大量研究表

明,微纳塑料可以被多种海洋生物摄取,导致器官堵
塞和机械损伤,海洋生物自身携带及从环境中吸附

来,在环境微生物和动物肠道微生物降解两个方面
取得了重要进展。
1. 1

环境微生物降解

的有害物质,也会产生毒害作用。 随着食物链传递,

细菌作为自然界强大的分解者,几乎可降解所有

微纳塑料最终进入人体,给人类健康造成威胁 [4] 。

已知的天然化合物及大部分人工合成物质。 已发现

态效应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相关研究多集中于生物

cillus sp. )、假单胞菌( Pseudomonas adaceae)、无色杆

探索微纳塑料和生物的相互作用,对于揭示环境生

体内转运、分布和蓄积等 “ 物理” 层面 [5] , 体内 “ 化

学” 降解行为的发生与否及相关规律尚鲜有研究。
本文对塑料污染生物降解的研究现状、降解机制、分
析评估方法等方面进行简要综述,以期为海洋中微

具有塑料降解能力的环境微生物有芽孢杆菌属( Ba-

菌(Achromobacter sp. )、赤红球菌(Rhodococcus ruber)、
链霉菌(Streptomyces sp. )等 30 余种,以陆地环境降解
菌为主[6, 7] ,多分离自土壤、垃圾填埋场、堆肥等。 例
如,文献[8]报道了一株从塑料瓶回收点土壤样品中

纳塑料生物降解研究提供参考。

分离的 PET 降解菌 Ideonella sakaiensis,其可以分泌降

1

体。 真菌被发现可以有效降解 PUR,已报道的降解真

塑料生物降解研究现状
尽管普 遍 观 点 认 为, 聚 苯 乙 烯 ( PS ) 、 聚 乙 烯

( PE) 、聚丙烯( PP ) 、聚对苯二甲酸( PET) 、聚氨酯
(PUR) 等石 油 基 塑 料 分 子 结 构 稳 定, 难 以 生 物 降

解酶,将 PET 解聚成可被吸收和生物转化的塑料单
菌有丝状真菌及酵母菌,其中包括塔宾曲霉(Aspergil-

lus tubingensis)、南极假丝酵母( Candida antarctica)、
嗜酒假丝酵母( Candida ethanolica)、塞内加尔弯孢霉
(Curvularia senegalensis)、茄病镰刀菌(Fusarium sol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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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主要发现于堆肥环境[9] 。

证明了该菌能够降解 PE 与 PVC 塑料[12] 。 最近,中

较少。 假单胞菌(Pseudomonas adaceae)、沼泽考克氏

PET 和 PE 的海洋微生物菌群和酶[13] 。 但总体来说,

与陆地相比,海洋环境中塑料的微生物降解研究

菌(Kocuria palustris)、短小芽孢杆菌( Bacillus pumilus) 与 枯 草 芽 孢 杆 菌 ( Bacillus subtilis) 等

[10, 11]

,对

PE、PP 显示了一定的降解能力。 PE 经过氧化预处理
后,可以被海水中的弯曲芽孢杆菌(Bacillus flexus) 部
分降解。 海水中的芽孢杆菌( Bacillus sp. ) 处理塑料

90 d 后,通过重量测定和原子力显微镜观察等手段,
表1

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孙超岷团队发现能有效降解
由于海水温度低、降解微生物种类和数量少,生物降
解的条件差,塑料在海水中降解非常缓慢。 如 PE 塑

料经海水降解菌作用 30 d 后,重量损失不超过 2% ;
PVC 塑料降解 90 d 后,重量损失仅为 0． 26%

[12]

。 因

此,海洋环境微生物对塑料的影响极为有限。 部分已
报道的塑料降解环境微生物见表 1。

部分已报道的塑料降解环境微生物

Table 1 Some reported plastics degrading environmental microorganisms
生境

塑料类型

菌属

分离环境

参考文献

PET

艾德昂菌( Ideonella sp. )

日本 Sakai 市 PET 瓶回收点的沉积物

[8]

PET

嗜热裂孢菌( Thermobifida sp. )

PE

赤红球菌( Rhodococcus sp. )

以色列废弃 PE 地膜污染的土壤

LDPE

微球菌( Micrococcus sp. )

波兰 Holy Anne Mountain 的火山口土壤

PET

陆地

LDPE
HDPE

芽孢杆菌( Bacillus sp. )

无色菌( Achromobacter sp. )

HDPE

丛毛单胞菌( Comamonas sp. )

PS

红球菌( Rhodococcus sp. )

PVC
PE
PC

海洋

假丝酵母( Candida sp. )

PP

HDPE
LDPE
LDPE

假单胞菌( Pseudomonas sp. )

土壤
—

波兰 Rybnik 的废弃煤矿土壤

波兰垃圾填埋场的土壤和 PE 购物袋碎片
巴西土壤中的塑料碎片
美国垃圾填埋场的垃圾渗滤液
以色列废弃地膜污染的土壤

芽孢杆菌( Bacillus sp. )

阿拉伯海近岸水体

假单胞菌( Pseudomonas sp. )

孟加拉湾近海

红球菌( Rhodococcus sp. )

马来西亚红树林沉积物

蜡样芽孢杆菌( Bacillus cereus)

印度洋

短小芽孢杆菌( Bacillus pumilus)

阿拉伯海

枯草杆菌( Bacillus subtilis)

阿拉伯海

注: LDPE 代表低密度聚乙烯,HDPE 代表高密度聚乙烯。
Note: LDPE is short for low density polyethylene, and HDPE is short for high density polyethylene.

1. 2

[14]
[15]
[16]
[17]
[17]
[18]
[6]

[19]
[20]
[10]
[10]
[21]
[22]
[23]
[23]

文献[24 - 28] 的系列工作在国际上引发昆虫降解塑

动物肠道微生物降解

料的研究热潮。 此外,多种摄食木质素、蜂蜡等天然

动物肠道微生物降解是一类新近发现的塑料降

聚合物 的 昆 虫, 也 陆 续 被 发 现 具 有 塑 料 降 解 能 力
。 文献[31]通过 PE 驯养大蜡螟( Galleria mel-

解模式。 我国科学家杨军教授受一种常见的米虫印

[29, 30 ]

度谷螟( Plodia interpunctella) 啮食塑料袋启发,开始

lonella),从其肠道中分离出 3 株具有较强塑料降解

氏肠杆菌(Enterobacter asburiae) 和芽孢杆菌( Bacillus

8． 07% 、5． 66% 和 5． 38% 。 除了昆虫以外,蜗牛的摄

了其降解 PE 塑料的深入探索,从其肠道内分离出阿
sp. )2 株具有 PE 降 解 能 力 的 细 菌

[24]

。 随 后,文 献

[25]发现黄粉虫(Tenebrio molitor)可以利用肠道微小

杆菌( Exiguobacterium sp. ) 高 效 降 解 PS 塑 料 泡 沫。

能 力 的 细 菌, 在 30 d 内 对 PE 的 失 重 率 分 别 为

食作用也可以导致 PET、PS 微纤维表面加速磨损及
老化,以及纤维直径减小。 摄食发泡 PS 会对蜗牛的
菌群结构和丰富度产生一定的影响,肠杆菌科(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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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acteriaceae) 和鞘脂杆菌科( Sphingobacteriaceae) 等

富的胞外降解酶,且咀嚼作用显著缩小了塑料尺寸,

肠道菌群可能参与塑料的生物降解过程[32] 。 表 2 总

的降解能力较自然环境中显著提高。 例如,黄粉虫

PS 敏感的优势菌相对丰富度明显增高,表明特定的

增加了降解酶攻击的比表面积 [25] ,使得动物肠道内

结了部分已报道的具有塑料降解能力的动物。

将发泡 PS 转化为 CO2 的半衰期仅为 15 ~ 20 h,并

由于生物消化系统中存在适宜的菌株种类和丰
表2

且可以降解 PS、PE 和硫化橡胶等多种材质 [27] 。

部分已报道的具有塑料降解能力的动物

Table 2 Some reported animals with plastic degradation ability
塑料类型

动物

PS

黄粉虫( Tenebrio molitor Linnaeus)

PE

印度粉娥( Plodia interpunctella)

PE、PS

黄粉虫( Tenebrio molitor Linnaeus)

SBR

黄粉虫( Tenebrio molitor Linnaeus)

PS

黑粉虫( Tenebrio obscurus)

PS foam
HDPE

大麦虫( Zophobas atratus)
小蜡虫( Achroia grisella)

PE

蜡虫幼虫( Galleria mellonella)

PET、PS

白玉蜗牛( Achatina fulica)

实验周期

参考文献

Exiguobacterium sp. strain YT2

30 d

[25]

28 d

[33]

Enterobacter asburiae YT1 and Bacillus sp. YP1
—

28 d

Citrobacter sp. and Kosakonia sp.

32 d

—

21 d

—
—

Spiroplasmataceae and Enterobacteriaceae

注:SBR 代表丁苯橡胶。
Note: SBR is short for styrene butadiene rubber.

1. 3

菌属

—

28 d
12 h

31 d
48 h

[24]
[27]
[29]
[34]
[31]
[35]
[32]

由基,通过酶解反应将聚合物转化为更简单的形式,

微生物降解塑料的过程

然后进行同化。 研究表明,在水解酶、酯酶、脂肪酶、

微生物的生物降解过程是微生物群落利用有机
物作为碳源进行代谢的过程,由需氧微生物完全转

蛋白酶 K、角质酶、脲酶、氧化酶等参与下,塑料聚合
物的碳骨架断裂,分解为低聚物、二聚体和单体,然

化为 CO2 、H2 O、矿物质和生物质,或者在厌氧性生

后被微生物作为碳源吸收同化。 例如,塔宾曲霉菌

塑料生物降解过程包括 3 个主要阶段。

酶、酯酶破坏 PUR 化学键,实现了聚合物降解 [38] 。

物作用下转化为 CO2 、CH4 和腐殖质。 如图 1 所示,

( Aspergillus tubingensis) 在菌丝的辅助作用下,脂肪

1) 微生物生物膜的形成。 环境中的微塑料因

3) 矿化。 这是塑料生物降解的最后一步 [17] 。

具有比表面积高、表面风化产生丰富的官能团等特

在此过程中,脂肪酸等小分子中间产物通过微生物

点,极易被微生物快速附着定殖于表面,并形成动态

细胞进一 步 的 生 物 代 谢 作 用 释 放 出 最 终 产 物, 如

变化的生物膜。 生物膜的形成可改变微塑料的密
度、疏水性、化学官能团、粗糙度等一系列理化性质
和表面形貌,促进微生物对微塑料的生物降解。 例
如,赤红球菌( Rhodococcus ruber) 可以在生物膜上定
植,并形成“ 蘑菇样” 的三维结构

[36]

;食烷菌( Alca-

nivorax borkumensis) 可以在 LDPE 表面形成较厚的

生物膜,在降解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37] 。 微生物分泌

的胞外多糖可以增强生物膜对塑料表面的粘附力,
加速生物降解过程。 研究人员对降解 PE 的红球菌
生物膜中多糖含量进行分析,发现多糖含量比蛋白
质高 2． 5 倍 [36] 。

2) 生物降解。 微生物在该过程中分泌酶和自

CO2 、H2 O 和 CH4 。 根据矿化水平,可以量化生物降
解速率的完整过程 [34] 。 例如,聚合物尼龙的矿化过
程如下 [1] :

3d - b
æ
- cö O =
C a H b O c N d + 2a +
2
è
ø
3d - b
aCO2
H2 O + dNH3 (3d > b) ,
2

b - 3d
æ
- cö O =
C a H b O c N d + 2a +
2
è
ø
b - 3d
aCO2
H2 O + dNH3 (3d > b) 。
2

注:a, b, c, d 分别为聚合物尼龙中 C, H, O,

N 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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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的微生物降解过程

Fig. 1 Scheme of microbial degradation progress of plastic

2

塑料生物降解分析方法
塑料的生物降解评估和降解物种筛选的基本流

程为:以塑料为食物“ 饲喂” 微生物或待测物种,分

表面相对比较光滑,从蜗牛排泄物提取的 PET 表面
形态发生明显变化,多处出现裂纹,表明蜗牛消化作
用可以造成 PET 的磨损。
2. 2

热重分析法
热重分析( TGA) 是在程序控制温度下,测量物

离提取处理后的塑料组分,比较处理前后的理化性
。 表征手段主要包

质的质量与温度或时间的关系的方法。 通过 TGA

电子显微镜 TEM 等) 表征塑料的粒径、形状、表面形

定,判定塑料样品经过黄粉虫肠道后是否发生了热

质变化,进行降解现象的判定

[42]

括:通过电子显微镜( 扫描电子显微镜 SEM 和透射
貌特征;通过凝胶渗透色谱法( GPC) 进行聚合物的

分子量测定;通过核磁共振光谱( NMR) 、傅立叶变
换红 外 光 谱 ( FTIR) 和 气 相 色 谱 - 质 谱 联 用 ( GC -

MS) 等表征聚合物化学结构信息。 分析处理前后塑
料特征谱峰的差异,判定样品化学成分和官能团的
变化,验证是否出现特征性降解产物。
2. 1

电子显微镜检法
电子显微镜观察是非常高效的微塑料降解初步

鉴定方法。 宋杨等 [32] 对蜗牛取食 PET 后的排泄物
运用 SEM 分析表面形态,观察结果表明,原始 PET

分析技术对喂食 PS、PE 的黄粉虫粪便进行分析测
改性。 通常,PS 在 360 ~ 480 ℃ 下发生热解,最大分
解速率温度约为 450 ℃ ;喂食 PS 的黄粉虫粪便通常
具有 175 ~ 275 ℃ 、275 ~ 360 ℃ 、360 ~ 480 ℃ 3 个热
解阶段,低于 100 ℃ 的分解可归类为挥发性有机化
合物( 包括肠分泌物、来自 PS 的羧酸化合物等) ,而

100 ~ 360 ℃ 分解可归因于其他生物废物和可生物
降解的残留物。 表明 PS 在经过黄粉虫肠道后发生
了改性 [27] 。
2. 3

光谱分析法
FTIR 根据被检测物质的官能团、化学键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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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同波长的光进行吸收,据此分析生物降解,基团
发生变化以及新的基团出现都能证明聚合物发生了
降解。 例如,在 PS 生物降解研究中

[39]

,通过 FTIR

表征,发现在 1700 cm 、1050 ~ 1150 cm -1 、2500 ~
-1

3500 cm -1 处出现 3 个新峰,可以判定降解过程生成

基苯乙烯等,这些物质的形成表明在 PS 生物降解
过程中发生了酶促和生化反应。
2. 5

同位素示踪法
稳定同位素示踪法是指利用稳定的同位素对所

了 C = O、C -O 和羧酸基的氢键。

研究的化合物进行标记,通过分析仪器在不同时间

法。 Kundungal 等 [29] 利用1 H - 核磁共振 ( 1 H NMR)

化,了解其反应的机制和途径。13 C 同位素示踪分析

降解产物,发现其排泄物的残留聚合物出现了新的

降解塑料的机制研究方面,Yang 等 [24] 通过采用13 C

NMR 是一种快速且准确的化合物结构鉴定方

测定该同位素或该化合物反应后的位置和数量等变

分析研究了小蜡螟虫( Achroia grisella) 对 HDPE 的

是有机高分子生物转化研究的“ 金标准” 。 在昆虫

有机基团,为 PE 被生物降解提供了有力证据。 文

献[ 39 ] 通 过 H NMR 表 征, 发 现 在 δ ( 5． 35、 3． 6、
1

2． 7) 出现新峰,可以判定降解过程中生成了碳碳双

键( - CH = CH - ) 、羰基( H2 C = O) 和羟基( - OH) ;通
过固体核磁共振( 13 C CP / MAS NMR) 表征,发现有
芳香族共振信号出现,可以归属于 PS 解聚 / 氧化过
程中产生的苯基衍生物。

2. 4

标记的 PS 喂养黄粉虫 16 d,然后对黄粉虫自身以
及所产粪便和气体进行同位素检测,发现 PS 聚合
物被黄粉虫摄入后代谢为不同的产物,其中 47． 7%

被转化为 CO2 ,49． 2% 随粪便排出,仅约 0． 5% 被黄
粉虫所同化进入脂质中。

3

色谱分析法

海洋微纳塑料生物降解的研究展望
海洋中也存在多种以天然多聚物( 如富含甲壳

色谱法是光谱法的替代方法,利用不同物质在

质、几丁质、木质素、肽聚糖成分的“ 海洋雪” 颗粒和

固定相与流动相之间分配能力的差异,实现多种物

动植物等) 为食的生物,它们具有很强的高分子消

法。

作用,可能不仅仅限于常规的体内转运、分布和蓄积

质之间的 分 离。 GPC 和 GC - MS 是 常 见 的 检 测 方

化和降解能力 [41] 。 微纳塑料与这类海洋生物相互

GPC 分析可表征聚合物数均分子量( Mn) 和重

等“ 物理” 层面,也会涉及到塑料降解的 “ 化学” 变

是聚合物解聚和降解的主要指标。 在动物降解塑料

机制研究,对于准确理解微纳塑料归趋和生态效应

均分子量( Mw) 的变化,这两种分子量通常被认为
的过程中,最常见的解聚模式是塑料聚合物的 Mn

和 Mw 均降低,分子量分布向低分子量方向转移。
Yang 等 [25] 通过 GPC 分析黄粉虫粪便中降解产物的

分子量分布来研究 PS 分子的长链结构变化,与对

化 [42, 43] 。 海洋中具有降解能力物种的筛选和降解
具有重要意义。
3. 1

基于生物降解的环境塑料归趋研究
微纳塑料在海洋食物网中的传递和最终归趋目

照 PS 的分子量分布相比,粪便提取物的分子量分

前尚无定论 [3] 。 从全球尺度上看,海洋塑料垃圾实

粪便提取 物 的 Mn 和 Mw 有 所 降 低。 这 些 结 果 表

圾不知去向 [10] 。 海洋生物降解作用是回答这一问

布曲线向较低分子量的方向移动;与对照 PS 相比,
明,PS 的长链结构发生解聚 / 裂解,在粉虫肠道中成
了较低分子量的片段。

GC -MS 方法被用于分析和鉴定 PS 在黄粉虫体

内降解过程中生成的化合物 [40] 。 已鉴定出几种塑
料添加剂,包括 2、4、6 - 三苯基 - 1 - 己烯,1、3、5 - 三
苯基环己烷,苯乙酮,枯基醇以及 2、4 - 二叔丁基苯
酚。 此外,提取物中还鉴定出 PS 单体苯乙烯、α - 甲

测质量仅是模型估算值的 1% ,大量的海洋塑料垃
题的重要线索。 微纳塑料在海洋庞大的食物网中循
环往复传递,生物体内降解的累积效应不容忽视。
3. 2

海洋降解物种和微生物的筛选
发掘新的高效海洋降解物种和降解菌,有助于

海洋微塑料污染修复技术发展。 在此基础上,深入
研究微生物降解机理,揭示代谢途径,使用生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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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对降解微生物或酶进行改造,提高降解效率。
进一步建立海洋环境应用的整套技术体系,促进海
洋资源高值开发利用和塑料污染治理工艺技术的发
展。
3. 3

评估塑料降解的分析方法创新

降解的结果判定,但存在生物样本用量大、分析繁琐
缓慢、研究成本高等问题,难以直接应用于海洋生物
体内塑料降解的研究。 未来必须发展快速筛查技术
和评估方法,实现塑料体内降解行为的高灵敏、原位
和快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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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new types of marine pollutants, micro-nanoplastics have attracted great attent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

plor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icro-nanoplastics and organisms, which is crucial to unveil their ecological effects and environmental
fates. At present, most of the related works focused on the “ physical level” , such as transport, distribution and accumulation in organ-

isms, but there is few research regarding to “ chemical level” , like degradation behavior and related regulations. In this paper, we

briefly reviewed the research status, degradation mechanism, and evaluation analytical methods of biodegradation of plastic pollution,
which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biodegradation of micro-nanoplastics in the oc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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