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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中苯系物的衰减及其微生物降解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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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海水中 7 种苯系物为研究目标, 利用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分析方法准确测定海水中苯

系物的含量, 研究不同环境条件下海水中苯系物的挥发、降解等衰减过程, 探讨海洋微生物对苯系物
降解贡献率。结果表明, 7 种苯系物性质相似, 在不同保存条件下, 海水中苯系物各组分浓度随时间
的变化规律基本一致。海水中苯系物的衰减过程受温度影响明显, 室温 23°C 条件下比低温 4°C 条件
下海水中苯系物衰减更快, 低温 4°C 时苯系物衰减完毕时间约 125h, 而室温 23°C 时则为 24h。天然
海水中间二甲苯、邻二甲苯相对更容易挥发或降解, 而苯乙烯、苯则相对滞后。敞口保存下天然海
水中苯系物浓度的降低更多是挥发造成的, 微生物降解贡献率相对较小; 密封保存下以微生物厌氧
降解为主, 其对苯系物降解贡献率明显高于敞口保存, 累计可达 83%, 室温 23°C 下微生物降解苯系
物时间更短, 但低温 4°C 下微生物降解苯系物更完全。在适宜的温度和密封条件下天然海水中微生
物降解对于海水中苯系物的去除将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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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系物是指一些常见易挥发的单环芳香烃化合

水中苯系物含量对于海上油气勘探具有指示作用,

物, 通常包括苯、甲苯、乙苯、对二甲苯、间二甲苯、

准确测定海水中痕量苯系物对于海上石油资源勘探

邻二甲苯以及苯乙烯等多种化合物, 它们在环境中

具有重要意义(Zhang et al, 2009), 而由于海水中微生

广泛存在, 并且会对人类和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危

物降解, 也一定程度上干扰海水中苯系物含量的准

害(范亚维等, 2008)。近些年来, 陆源排污输入、石化

确测定。因此, 开展海水中苯系物挥发、降解等衰减

企业沿海布局以及海上溢油事故频发等致使苯系物

过程研究对于明确海水中苯系物的样品采集、保存和

通过各种途径进入海洋, 海洋环境面临着直接威胁。

准确测定至关重要, 同时也可为海上石油资源勘探、

目前受污染海域苯系物的迁移转化和衰减过程研究

突发性危化品海上泄漏应急处置提供重要依据和技

是海洋环境化学领域急需解决的问题。进入海洋的苯

术参考。然而目前国内外对于苯系物挥发、降解研究

系物可以通过挥发进入大气, 但目前对海水中苯系

主要集中在地下水、土壤等领域(Johnston et al, 1998;

物挥发动力学却知之甚少(Fingas, 2012); 另一方面海

You et al, 2013), 对于海水中苯系物微生物降解过程

洋微生物种类繁多, 其中存在大量能够降解苯系物

及其对衰减贡献程度的研究尚不多见。因此, 本文利

的微生物(Yen, 1975; Kasai et al, 2002; Harayama et al,

用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分析方法准确测定海水基

2004), 且海水温度、光照、溶解氧、营养盐含量等因

样品中苯系物含量, 并通过对比模拟实验, 研究不同

素各不相同, 使得海水中苯系物的微生物降解过程

环境条件下海水中苯系物挥发、降解过程, 并对海洋

差异显著(Delille et al, 2009; 苏燕等, 2014)。此外, 海

微生物对苯系物降解贡献率进行了分析探讨。

*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指导计划项目, 201602409 号; 国家海洋公益性行业专项, 201205012-7 号。吴金浩, 副研究员,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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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分别准确量取 2 份 2.0L 灭活海水转移到磨口

1

材料与方法

1.1

仪器设备与器皿
气质联用仪: Aglient 6890-5975C 型, 美国安捷伦

公司; 吹扫捕集仪: Tekmar Aqutek100, 美国安普公
司; 磨口棕色玻璃瓶: 2L, 烧杯: 2L。
1.2

湖

标准与试剂
苯系物混合标准物质(500.0μg/mL, 溶剂为甲醇):

由苯、甲苯、乙苯、对二甲苯、间二甲苯、邻二甲苯

棕色玻璃瓶和烧杯中, 并移取 4.0mL 苯系物标准使用
液, 加入到磨口棕色玻璃瓶和烧杯中, 轻轻混匀, 共
配制 4 份灭活海水基样品, 其苯系物浓度均为
4000ng/L, 重复上述步骤用天然海水配置相同浓度的
天然海水基样品 4 份, 分别装在 2 个相同体积的磨口
棕色玻璃瓶和烧杯中。磨口棕色玻璃瓶密封保存模拟
底层海水环境, 烧杯敞口保存模拟静态海水, 为研究
不同温度下海水中各种苯系物的挥发降解过程, 采

以及苯乙烯 7 种组成, 购自北京百灵威科技有限公司;

取在低温 4°C 和室温 23°C 条件下同时进行比较实验,

用纯净水将苯系物标准配置成浓度为 2000μg/L 的标

共配制 8 组样品, 详见表 1。具体为: 天然海水基样

准使用液。

品 4°C 密封保存, 灭活海水基样品 4°C 密封保存, 天

实验所用海水为天然海水, 取自辽宁省大连市

然海水基样品 4°C 敞口保存, 灭活海水基样品 4°C 敞

黑石礁近岸海域(38°52.00′N, 121°33.30′E)。首先取一

口保存; 天然海水基样品 23°C 密封保存, 灭活海水

份天然海水, 不作处理, 储存于磨口棕色玻璃瓶中,

基样品 23°C 密封保存, 天然海水基样品 23°C 敞口保

备用。而后制备灭活海水, 天然海水用 0.22µm 醋酸

存, 灭活海水基样品 23°C 敞口保存。磨口棕色玻璃

纤维滤膜过滤, 然后煮沸 5—10min, 确保海水里微

瓶放入密封袋中, 密封保存时, 样品瓶内顶空与密封

生物被灭活, 之后储存于磨口棕色玻璃瓶中, 冷却,

袋内充高纯氮气, 隔绝空气。

待用。

1.4

1.3

实验方法
为区分海水基样品中苯系物挥发和降解两种作

用, 采用对比模拟实验来研究海水中苯系物的衰减
表1
Tab.1
实验温度

低温 4°C

室温 23°C

1.5 仪器分析条件
1.5.1 吹扫捕集条件

样品测定
将 8 份海水基样品分别每隔一段时间同时进行

取样, 利用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测定苯系物含
量, 每个样品平行测定 3 次, 计算平均值。

对比模拟实验条件的设置

The setting of simulated experiment conditions

海水类型

苯系物初始浓度(ng/L)

保存方式

主要考察衰减方式

天然海水

4000

密封保存

微生物降解

灭活海水

4000

密封保存

对照空白

天然海水

4000

敞口保存

静态挥发+微生物降解

灭活海水

4000

敞口保存

静态挥发

天然海水

4000

密封保存

微生物降解

灭活海水

4000

密封保存

对照空白

天然海水

4000

敞口保存

静态挥发+微生物降解

灭活海水

4000

敞口保存

静态挥发

为 1.0mL/min; 升 温 程 序 : 初 始 温 度 35°C, 以
吹扫捕集以高纯氮气(纯度:

5°C/min 升至 80°C; 进样口温度: 180°C; 进样方式:

99.999%)为吹扫载气, Trap Vocarb3000 捕集阱; 吹扫

分流进样, 分流比 60︰1。

温 度 为 20°C, 吹 扫 流 量为 40mL/min, 吹 扫 时 间为

1.5.3

7.0min; 解吸温度为 250°C, 时间为 1.0min; 烘焙温

离 子 源 温 度 230°C, 四 级 杆 温 度 150°C; 溶 剂 延 迟

度为 280°C, 时间为 2.0min; 样品瓶: 40mL, 吹扫管:

2min; 扫描方式: 选择离子扫描。

10mL, 样品定量环: 5mL, 自动进样。
1.5.2

色谱条件

色谱柱: VP—WAXms 毛细管柱

(30m×0.25mm×0.25μm); 载气: 高纯氦气, 载气流速

质谱条件

离子源: EI 源, 电子能量 70ev;

基于以上分析条件, 苯系物各组分能够实现有
效分离, 且灵敏度较高。2000ng/L 标准样品选择离子
色谱图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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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Fig.1

苯系物标准选择离子色谱图

Selected ion chromatograms of benzene series

注: 1. 苯; 2. 甲苯; 3. 乙苯; 4. 对二甲苯; 5. 间二甲苯; 6. 邻二甲
苯; 7. 苯乙烯

1.6

质量控制/保证
按照上述实验条件, 制作浓度为 100—5000ng/L

图3

1245

室温 23°C 条件下海水中 7 种苯系物浓度之和随时间
的变化曲线

Fig.3 The temporal variation in the total concentration of 7
benzene series in seawater at room temperature of 23°C

灭活海水中不含降解苯系物的微生物, 所以灭
活海水中苯系物衰减是由苯系物挥发引起的。由图 2、

标准溶液的标准曲线。7 种苯系物线性关系良好, 线

图 3 可以看出, 低温 4°C 和室温 23°C 下密封保存的

性系数均大于 0.999, 满足定量分析要求。用灭活海

灭活海水由于阻断了苯系物挥发, 又没有微生物降

水进行加标实验, 苯系物混合溶液加标浓度为

解, 其苯系物浓度相对比较稳定, 基本不发生变化;

4000ng/L 分别进行 6 次测定, 计算回收率和相对标准

而敞口保存的灭活海水中苯系物衰减则是由静态挥

偏差, 7 种苯系物平均加标回收率为 96%—97%, 相对

发导致的, 其浓度随时间变化符合挥发动力学一级

标准偏差为 2.1%—3.3%, 加标回收率和精密度良好。
仪器分析方法结果满足模拟实验苯系物检测要求,
能够准确测定海水中苯系物浓度。

2

结果与讨论

2.1

灭活海水和天然海水的验证
检测天然海水和灭活海水, 经验证未检测出苯

系物残留, 利用两者进行实验样品配制合理可行。
2.2

不同环境条件下苯系物的衰减过程
为阐述海水中苯系物衰减过程, 以苯系物各组

分浓度之和为纵坐标, 时间为横坐标分别绘制在不

和零级模型(Liss et al, 1974), 低温 4°C 和室温 23°C
条件下, 灭活海水中苯系物各组分浓度之和随时间
变化的拟合方程分别为 y = 22203e–0.022x (R= 0.9642)
和 y = 740.43x + 24604 (R= 0.9219)。室温 23°C 条件
下苯系物挥发更快, 在实验进行 60h 后, 灭活海水中
苯系物的挥发基本结束, 浓度降为最低且不再发生
变化, 而低温 4°C 条件下, 灭活海水中苯系物的浓度
变化呈指数下降, 直到 125h 后才基本结束。
与灭活海水不同, 天然海水中苯系物浓度衰减
除静态挥发以外, 同时存在微生物降解作用, 实验中

同环境条件下灭活海水和天然海水中苯系物浓度之

设置样品敞口保存主要是考察海水中苯系物挥发和

和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如图 2 和图 3 所示。

降解的共同作用, 而密封保存更多是单纯考察海水
中苯系物的微生物降解过程。
从实验结果来看(图 2, 图 3), 低温 4°C 敞口保存
条件下, 天然海水与灭活海水中苯系物浓度随时间
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因此, 该条件下天然海水中苯
系物的生物降解几乎不存在, 苯系物浓度衰减是静
态挥发导致的, 实验进行至 125h 左右苯系物浓度基
本降为最低值, 苯系物浓度不再发生明显变化。而在
室温 23°C 敞口保存条件下, 天然海水中苯系物浓度
降低明显比灭活海水中的快, 除静态挥发以外, 微生

图2
Fig.2

低温 4°C 条件下海水中 7 种苯系物浓度之和随时间
的变化曲线
The temporal variation in the total concentration of 7
benzene series in seawater at 4°C

物降解作用有所显现, 实验进行 24h 后, 天然海水中
苯系物浓度便迅速降为最低, 而后随时间不再发生
明显变化。通过比较分析可以看出, 对于敞口保存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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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也基本一致, 大部分苯系物组分在 24h 左右衰减基

而密封保存条件下低温 4°C 时, 天然海水中苯系

本完成, 但苯系物衰减速率呈现先快后慢的趋势, 其

物浓度在 24h 之内相对比较稳定, 基本没有发生变化,

衰减速率大小顺序大体表现为间二甲苯>邻二甲苯>

之后苯系物发生微生物降解, 苯系物浓度开始呈抛

乙苯>甲苯>苯乙烯>对二甲苯>苯。

物线状下降, 且其下降速率逐渐加快, 约 125 h 后天

与敞口保存不同, 密封保存条件下天然海水中

然海水中苯系物浓度几乎降为零, 苯系物浓度值基

苯系物各组分浓度随时间变化的差异性更加明显。低

本不再发生变化。相同条件下室温 23°C 时, 天然海

温 4°C 密封保存下(图 4c), 天然海水中 7 种苯系物浓

水中苯系物浓度衰减更剧烈, 在 24 h 后基本衰减为

度衰减主要是微生物降解导致的, 大部分苯系物组

零, 之后不再发生变化。因此, 海水中微生物的降解

分在 125h 左右降解基本完成, 初期 7 种苯系物浓度

对密封保存条件下的天然海水中苯系物浓度变化起

变化趋势比较一致, 后期各组分浓度差异逐渐拉大,

了关键作用。

其降解率大小顺序大体表现为间二甲苯>甲苯>乙苯>

2.3

天然海水中苯系物各组分衰减差异性
实验结果表明, 7 种苯系物性质十分相似, 在不

邻二甲苯>苯乙烯>对二甲苯>苯; 室温 23°C 密封保

同保存环境条件下, 天然海水基样品中 7 种苯系物浓

主要是微生物降解导致的, 但大部分苯系物在 24 h

度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大体一致, 如图 4 所示。低温

左右降解完成, 明显比 4°C 下加快, 苯系物降解速率

4°C 敞口保存下(图 4a), 天然海水中 7 种苯系物浓度

呈现先慢后快的趋势, 微生物对各组分降解的选择

随时间变化曲线基本保持一致, 初期衰减速率较快,

性更加突出, 浓度差异变化更加明显, 其降解率大小

后期降低, 逐渐趋近于零, 间二甲苯、对二甲苯、乙

顺序大体表现为邻二甲苯>间二甲苯>乙苯>甲苯>对

苯、邻二甲苯、甲苯以及苯乙烯等组分衰减速率相差

二甲苯>苯乙烯>苯。整体来看, 天然海水基样品中间

不大, 苯的衰减速率最小, 大部分苯系物组分浓度在

二甲苯、邻二甲苯相对来说更容易挥发或降解, 而苯

125h 左右降到最低; 室温 23°C 敞口保存下(图 4b),

乙烯、苯则相对滞后一些。其中苯降解速率相对较慢

天然海水中 7 种苯系物浓度的衰减受到静态挥发和

的结论与国内外很多研究结果较为一致(Lovley, 1997;

微生物降解共同作用, 7 种苯系物浓度随时间变化趋

胡志峰, 2007)。

图4
Fig.4

存下(图 4d), 天然海水中 7 种苯系物浓度的衰减同样

不同保存条件下天然海水基样品中 7 种苯系物浓度的变化曲线

The variation in concentration of the benzene series in natural seawater under different preservation conditions
注: a. 低温 4°C 敞口保存; b. 室温 23°C 敞口保存; c. 低温 4°C 密封保存; d. 室温 23°C 密封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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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对海水中苯系物衰减的影响
有研究指出有机物的挥发主要取决于其本身的

2015), 常 见 的 有 : Marinobacter 菌 属 (Huu et al,

热力学状态和物理性质, 如水中溶解度、蒸气压、亨

Pseudoalteromonas 菌 属 (Arenghi et al, 2001) 、

利定律常数和扩散系数等, 环境因子也会影响有机

Aestuariibacter 菌属(王琳, 2006)、Brevibacterium 菌属

溶剂的挥发量, 温度改变苯系物的饱和蒸气压也会

等(Hendrickx et al, 2006)。苯系物在有氧条件下可以

改变, 通常温度增加苯系物饱和蒸气压会增加

发生微生物降解(孙文静, 2009), 此外, 海水中存在

(Cohen et al, 1978; 胡志峰, 2007)。而苯系物各组分在

大量的 NO3、SO4 等电子受体, 当深海或底层海水中

海水水面均匀分布, 其挥发动力来自于液体的蒸汽

溶解氧含量较低或氧化还原电位较低时, 海洋环境

压与该液体周围空气中的蒸汽压之差, 温度越高, 其

中的苯系物也可以发生厌氧微生物降解(Daghio et al,

挥发动力越大(Nielsen et al, 1995)。通过对比本实验

2015; King et al, 2015)。本文实验所用天然海水取自

结果可以看出, 海水中苯系物挥发过程受温度影响

辽宁省大连市周边海域, 已有研究表明 Alcanivorax

显著, 室温 23°C 条件下比低温 4°C 条件下海水中苯

菌属以及 Marinobacter 菌属为该海域石油烃类物质

系物浓度降低更快。较高的温度会影响气液分配系数,

降解群的主要优势菌(张荣秋, 2013), 同时已有研究

加快海水中苯系物各组分的挥发, 室温 23°C 条件下,

曾利用该海域海水培养出多株苯系物降解菌(关晓燕

2.4

1999)、Thalassospira 菌属(Plotnikova et al, 2011)、

–

2–

苯系物各组分的气液分配系数高于低温 4°C 条件, 同

等, 2013, 2016), 确定了该降解菌苯系物降解活性明

样的挥发时间内, 敞口保存下海水中苯系物挥发量

显。本文实验结果也证明了微生物降解对海水中苯系

较高, 其浓度降低明显。

物浓度衰减具有重要贡献。在扣除相同条件下灭活海

另一方面, 温度对微生物的生长代谢有着重要

水中苯系物挥发损失量的基础上, 给出了不同保存

的影响, 低温会使微生物降解菌数量增长缓慢, 且生

条件下天然海水中苯系物微生物降解贡献率随时间

长缓慢代谢活性差, 不利于微生物对苯系物的降解

的变化曲线, 如图 5 所示。

(Price et al, 2004)。实验结果表明, 较高的温度更有利
于微生物降解, 室温 23°C 条件下, 密封保存的天然
海水中苯系物浓度迅速下降, 在实验进行至 24h 后全
部得到降解, 而低温 4°C 条件下, 海水中苯系物全部
降解则需要约 125h。
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 相同温度下, 不论是敞口
保存还是密封保存天然海水中苯系物的衰减期基本
相同, 温度为 4°C 时苯系物衰减完毕时间约 125h, 而
温度为 23°C 时时间仅为 24h。实验初期, 敞口保存下
的天然海水中苯系物浓度下降速率明显比密封保存
更快, 海水中苯系物的浓度变化更多的是受挥发作
用支配,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敞口条件下天然海水中
苯系物浓度下降速率逐渐放缓, 而密封的天然海水

图5

不同保存条件下天然海水中苯系物微生物降解贡献
率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Fig.5 The temporal variation in contribution rate of microbial
degradation of the benzene series in natural seawater under
different preservation conditions

中微生物降解开始发挥作用, 苯系物浓度下降逐步

敞口保存条件下, 天然海水中苯系物衰减是由

加快并超过敞口条件下, 最终两者几乎同时降为最

挥发和微生物降解共同引起的。实验结果表明, 敞口

低值。因此, 温度对于海水中苯系物的挥发以及微生

保存条件下, 天然海水中溶解氧含量相对充足, 此时,

物降解均具有重要影响。

苯系物各组分发生好氧微生物降解, 但微生物降解

2.5

微生物降解苯系物的贡献率
研究指出地表水(包括海水)中大部分苯系物主要

贡献率相对于挥发作用而言比较小, 尤其是低温 4°C

以挥发的形式直接进入大气, 少部分苯系物通过生

苯系物浓度降低是由挥发作用主导的, 微生物降解

物降解作用去除(Borden et al, 2002), 但有关微生物

贡献率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先增高后降低的趋势,

降解对于苯系物衰减贡献率的估算却研究的较少。海

低温 4°C 和室温 23°C 下微生物降解贡献率均在实验

洋 中 存 在 多 种 能 够 降 解 苯 系 物 的 菌 群 (Xue et al,

进行至 12h 后达到最高, 贡献率分别为 6%和 20%,

时苯系物微生物降解受到抑制贡献不明显, 海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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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实验进行, 挥发量逐渐加大, 微生物降解贡献率

在密封保存条件下, 苯系物更易发生微生物厌氧降

不断降低, 两种温度下最终贡献率均维持在 1%左

解, 微生物降解贡献率可高达 83%, 室温 23°C 下微

右。因此, 本实验敞口保存条件下海水中苯系物衰

生物降解苯系物时间更短, 但低温 4°C 微生物降解苯

减是由其静态挥发主导的, 好氧微生物降解贡献率

系物更彻底。在适宜的温度和厌氧条件下天然海水中

很小。

厌氧微生物降解对于海水中苯系物的去除将起到更

密封保存条件下, 海水中溶解氧得不到补充, 苯

加重要的作用。

系物在微生物作用下更容易发生厌氧降解, 在没有
挥发作用的情况下微生物降解贡献率明显高于敞口
保存时, 室温 23°C 时, 苯系物微生物降解贡献率快

致谢 本实验的分析测试工作由利曼中国技术工程
师邵云鹏等协助完成, 在此表示感谢。
参

速提升, 海水中苯系物浓度衰减很快结束, 在实验进
行至 24h 后基本达到稳定状态, 最终维持在 73%左
右。苯系物微生物降解过程受温度影响明显, 低温
4°C 时, 苯系物微生物降解贡献率相对于室温 23°C
下增长放缓, 微生物对苯系物的降解受到一定程度
的抑止, 在实验 24h 之内, 苯系物微生物降解贡献率
维持在较低水平, 与低温 4°C 敞口保存条件下较为一
致, 但随着时间的进行, 密封保存的天然海水中溶解
氧逐渐被微生物消耗并得不到补充, 海水中氧化环
境电位迅速下降, 此时海水中的厌氧菌逐渐发挥作
用, 厌氧微生物开始快速降解苯系物, 在实验进行至
125 h 后苯系物微生物降解贡献率基本达到最高值
83%, 比室温 23°C 时苯系物降解更完全。这也进一步
验证了其它环境领域利用厌氧菌降解去除苯系物效
果更好的结论(Lueders, 2017)。
由此可见, 正常条件下, 天然海水中苯系物浓度
衰减主要以挥发为主, 微生物降解贡献较小, 但在适
宜温度和厌氧条件下天然海水中厌氧微生物降解对
于海水中苯系物去除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对
于海上苯系物污染去除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3

结论
基于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分析方法, 研究不

同环境条件下海水中苯系物的挥发、降解等衰减过程,
结果表明: 7 种苯系物性质相似, 在不同保存条件下,
其苯系物各组分浓度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整
体来看, 天然海水中间二甲苯、邻二甲苯相对更容易
挥发或降解, 而苯乙烯、苯则相对滞后。海水中苯系
物的挥发、降解过程受温度影响显著。不论是密封保
存还是敞口保存, 室温 23°C 条件下比低温 4°C 条件
下海水中各苯系物浓度降低更快。低温 4°C 时苯系物
衰减完毕时间约 125h, 而室温 23°C 时仅为 24h。此
外, 敞口保存条件下, 天然海水中苯系物的衰减主要
是静态挥发导致的, 微生物降解贡献率相对较小;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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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NUATION OF BENZENE SERIES IN SEAWATER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MICROBIAL DEGRA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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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urge and trap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the concentration rate of benzene series
in seawater was determined to analyze the evaporation and degradation of benzene series and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microbial degradation under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erties of seven types of
benzene series were similar. Under different preservation conditions, the temporal variation trends of the benzene series in
seawater were largely the same. The volatilization and degradation of benzene series in seawater were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temperature. The concentration of benzene series in natural seawater was decreased much faster at room
temperature (23°C) than at 4°C. And the decay time of benzene series was about 125h at 4°C and only 24h at room
temperature (23°C). The m-xylene and o-xylene were relatively easier to volatilize or degrade in natural seawater than
styrene and benzene. The attenuation of benzene series in natural seawater was caused mainly by their volatilization in
open preservation, and the aerobic microbial degradation was relatively small. However, the anaerobic microbial
degradation was the main factor to the attenuation of benzene series in sealed preservation. In addition,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microbial degradation, which can reach up to 83%,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open preservation.
Under the sealed preservation, the time of microbial degradation of benzene series at room temperature (23°C) was shorter
and the degradation of benzene series was more complete at 4°C. Therefore, anaerobic microbial degradation in natural
seawater woul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moval of benzene series in seawater under suitable temperature and
anaerobic conditions.
Key words
sea water; benzene series; attenuation; microorganism; contribution r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