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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院分解菌及百分分解菌對水中揮發性氯化有機物
喜氣分解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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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二種發展中的生物處理技街可應用於處理自來水中低濃度氣化有機物﹒
此二種方法是甲挽分解苗 (Methanotrophs) 的共代謝作用及環員會類分解茵 (Phe

nol- degrading Microorganisms) 的氧化韓素的催化作用。
甲坑分解菌的共代謝作用乃微生物利用甲挽為生長所需的破源與能源﹒

甲蛇分解茵於甲就分解中所引發的甲坑單氧氧化酵素可用以促使揮發性氣化

有搗物的無慣性分解﹒例如在喜氣與甲坑存在的狀況下，經 12 天後， 9896 的

100 u g /L 氯仿典 5096

的三氯乙婦被分解成二氧化破。

環萬分類分解苗在喜氣狀況下於分解環員會獄時所引發的單氧或雙氧氧化酵

素可同時促使揮發性氯化有機物的分解。和共代謝作用不同的是在此作用中
環勘類分解茵可同時利用揮發性氣化有機物為生長的苟且源與能源。例如經

個月的培養， 4596 的 100

u g /L 的三氯甲坑典 8796

的 100 包 g /L 的三氯乙稀可

被分解成二氧化碳﹒然而只有 796 的三氯甲能與 1196 的三氯乙蜻可直接為環
員會類分解茵生長所剎用﹒

前

適合;而且在還原性條件下揮發性氯化有機物

言

經生物分解後會產生同等毒性或更不易分解的

中間產物，如三氯乙締 (Trichloroethylene，

揮發性氯化有機物是地下水中最常見的有

TCE) 會被分解成氯乙婦 (Vinyl Chloride) 或二

機污染物之一。在自來水處理過程中亦會因氯

氯乙締(Dichloroethylene) 。在自來水處理程

化而產生揮發性或非揮發性氯化有機物，如三

序中，氧化有機物雖可藉氣體提除法或活性碳

氯甲燒即是其中常見的一種﹒氧化有機物業經

吸附以去除;然而此二方式只是將污染物傲"

證實為致癌住化合物 ;且大部份的氯化有機物

相"的轉移，並未真正將氯化有機物的毒性去

無法有效的為徵生物 所分解 (1，6) .雖然在厭氣

除﹒

狀況下，揮發住氯化 有機物能被徵生物所分解

喜氣生物分解可將毒性 有機物分解成毒佳

(1) ，然而厭氣分解 在自來水處理程序上較不

較低的中間產物或二氧化碳 及水。然而大部分

*本文部份內容曾發表第六屆自來水論文發表會

**圓立中興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副教授

- 47 -

與大工程學組第四期(民國八+二年)

的揮發性氯化有機物卻極不易為喜氣住微生物

於飽和 (24 時 CH.. /L) 。
甲鏡分解菌亦以洋菜 (Agar) 培養。由湖泊

所分解，而存留在自然界或飲用水中，對人體
健康造成危害。本研究擬以喜氣生物分解方式，

說積污泥興土壤中所分離出的微生物直接殖於

以去除自來水或地下水中低濃度的揮發性氯化

洋菜表面，接著以厭氣培養箱的 naerobic

有機物。接以共代謝作用 (Cometabolism) 及環

在 5 克甲撓， 95% 空氣比例於室溫下培養。

酌類分解菌 (Phenol-degrading

2. 環酌類分解菌

Microorga-

nisms) 的分解作用促進揮發性氯化有機物的喜

Jar)

環酌類分解菌一樣是以 Chemostat 培養。

氣生物分解。共代謝作用在研究中乃指甲鏡分

菌種乃取自工業合酌廢水處理的污泥直接殖入

解菌 (Methanotrophs) 利用甲燒為生畏基質，

Chemostat 中。進流水的營養劑如表一所示。

而在甲院分解過程中所引發的甲院單氧氧化酵

進流水含酌 15 時/L 與二氯醋 (2 ，4-dichloro-phe

素 (Methane Monooxygenase) 可同時無償性的

nol) lmg/L 。

分解揮發性氯化有機物;亦即揮發性劃化有機

3. 批式反應瓶

物只被分解，而微生物卻無法利用其為生長所

本試驗均以唬珀色 250 或 125 毫升的血清

需的碳源或能源。環酷類分解菌於分解環酌類

瓶進行。血清瓶經酸洗後在 550 C 高溫下烘烤
0

化合物時所引發的單氧或雙氧氧化酵素

(Mono- and

30 分鐘後直接使用。

dioxygenase) 可用以同時分解揮發

4. 放射性三氯甲妓與三氯乙煽

性氯化有機物，並可能利用其為生長所需的碳

源。本文將以三氯甲兢 (Thichloromethane) 及

放射性化合物在生物分解中可做為一種靈

三氯乙婦 (Trichloroethy lene) 為代表性的單眼

敏的追蹤劑。合碳十四放射性三氯甲鏡或三氯

及雙碳揮發性氯化有機物。

乙締的配製乃將已知放射性強度 (mCi/m

mole)

的該化合物(先行於波態氯冷卻情說下溶於微
量甲醇中)與適量的非放射性該化合物水溶液

實驗方法與步聽

於冰封狀況下混合，使其達到所需的濃度。同

時即測定其放射性強度的初始值 (DPM/mL) 與

t 甲燒分解菌
甲院分解菌是以 Chemostat 培養。菌種乃

溫度 (mg/L) 。於本實驗中，亦假設放射性與非

由湖泊沈積污泥與土壤中取得，直接殖入

放射性化合物的分解亦依此混合比例分解。即

放射性與非放射放射性的三氯甲鏡或三氯乙締

Chemostat 中。 Chemostat 體積為一升;水力

經適當混合後，其生物分解速率是一致的。

停留時間為 2.5 天。進流水乃以經臭氧減菌後

的蒸餾水配製。進流水的主要成分如表一所示。

5. 共代謝作用實駿
於血清瓶中加入經完全曝氣後的甲院分解

表一、 Chemostat 進流水營養劑濃度

菌溶液 50mL' 溶液的合菌量約為 10
營養劑

7

cel1 s/

mL 。再經適量的曝氣後，以 Tef10n 瓶蓋密封。

漫度(通g/L)

K 2 HP04

245

以注射筒注入適量的 99% 純度的甲鏡氣，使達

KH 2 0P4

240

到甲銳的濃度爵的或的 (VIV) 。注入甲銳氣

CaC1 2
MgS04

11.6
4.3

NH4 Cl

3.5

的同時，以另一空的注射 筒 收集外逸的空氣，
而維持瓶內壓力的正常。 接 著將冰封的放射性

三氯甲鏡或三氯乙締以微 量 注射筒加入瓶內，
使其初始濃度為 100μg/L (含放射性與非放
射性的三氯甲鏡或三氯乙締 )。經適當混合後，

甲妮的進流濃度 乃控制在 20mg/L 左右，其
乃以 99% 純度的甲銳氣經活性服吸附管柱與消

將瓶倒立於溫度控制箱中 (20 C) ，定期取出分

毒綿過濾而直接曝氣，使進流水甲繞過度約近

析。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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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柱烘箱溫度為 100 C '七分鐘，再以 10 CI
0

6. 環酌類分解菌氧化酵素的分解作用實驗

0

0

min 升溫至 200 C 。管柱氣體為 95% Argon 及

於血清嵐中加入 50mL 會環酌類分解菌的
溶液，其含菌量約為 10 7 cells/mL 。同時於該

的

Methane; 債測器為 ECD 。氣體分析(氧

溶液中加入酌與二氯酌，使其漫度分別為 330

及甲鏡)則以 Fisher Gas Partitioner 1200 儀

μg/L 與 200μg/L 。經適當曝氣後加上 Teflon

器分析。以 Helium 為管柱氣體，分析溫度為

蓋，接著以微量注射筒將放射性三氯甲院或三

50 C 。

0

氯乙締加入，使其濃度為 100ug/L 。接著將血
0

清瓶倒立於溫度控制箱 (20 C) ，定期取出分析。

結果與討論

7. 取樣與樣品分析
1.共代謝作用

樣品定期由溫度控制室中取出，直接加入

(a) 三氯甲燒

1. 5 毫升 2N 的 NaOH 溶液，置於搖動儀歡烈搖

動 30 分鐘，靜置 5 分鐘後，以氣封式注射筒取

三氯甲繞在舍的甲銳的血清瓶中的生物

5 毫升溶液分析總放射性強度(其內含放射性

分解結果列於表二。在此實驗中。微生物利用

二氧化碳，放射性原化合物，放射性微生物量，

甲院為唯一的生長碳源。如表三所示，實驗開

及中間產物)。另取二個 5 毫升水樣，其中一

始後，甲燒濃度逐漸減少。甲院由初始濃度的

個加 2 毫升 6N HCI 後，二樣品以同流量 (40

的經 12 天後降為 3.3 巨。而氧的濃度亦降到

mLI

10% 左右。在此同時，三氯甲說濃度由 100%

min) 的氯氣曝氣 6 分鐘，接著量測其放射

性強度。經加酸曝氣後，其放射性強度含放射

降到的，且幾乎全部的三氯甲燒均分被分解

性微生物量與中間產物。未加酸而直接在高

成二氧化碳 o 放射性二氧碳由的增加到 98%

pH 下曝氣者，其放射性強度含放射性二氧化

(表二)。雖然三氯申院能有效的被甲院分解

碳，微生物量，與中間產物。揮發性氯化有機

菌所分解，然而，放射性微生物產量卻微不可

物則經曝氣而逸出。另取 5 毫升的溶液直接以

測(<1目的總放射性量)。換言之，甲銳分解

0.2μm 的濾膜過滴後，再以 15 毫升的 50 自酒

菌無償性的分解三氯甲撓。三氯甲銳的分解符

精溶液沖說濾膜。濾膜上殘留的放射性強度即

合了‘共代謝作用，的原則，即共代謝化合物

為微生物量。其相互關係可以下式表示:

(Cosubstrate) 不作為微生物生長的基質 (2丸

〔微生物量)
〔二氧化碳)

=
=

(濾膜上的截留量〕

5) 。

(未加酸曝氣〕一
〔加酸曝氣〕

〔化合物量)

〔化合物量)

=
=

表二、三氯甲攏的生物分解與二氧化破的

(總量〕一〔未加酸曝氣〕或

形成

(總量〕一〔二氧化碳〕

放射性強度百分比(%)

一〔微生物量〕
放射性強度以 Beckman

時間(天)

LS 3081 被態閃爍

。

計數器分析，每一樣品分析時間十分鐘。

1
2

水樣除以放射性強度分析外，並以戊燒

(n-Pentane) 萃取

，以三氯乙院 (1， 1 ， 1-

4

trichloroethane) 為 內標化合物，再以氣體層

6
8
1 0
1 2

析儀分析三氯甲院或 三氯乙綿的液相濃度。血

清瓶內的氣相濃度 ( 02

， C02 及 C

H.. )

亦以氣體層析儀分析 其濃度。三氯乙締或三氯

甲鏡以 HP 5890 氣體層析儀分析，其分析條件
0

三氯甲院二氧化碳微生物

0

為:注射口溫度 150 C '偵測器溫度 250 C

'

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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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9 6
8 7
66
3 8
1 8
9
l

。

4
1
2
5
7
9
9

1
8
7
9
0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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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成是否為甲院分解菌仍不確定。甲繞分解

表三、血清瓶中甲銳與氧的氣相濃度百分

菌於甲院分解中，耗氧量約是 0.9

比及甲說清態濃度
ψAm『

%一

)一氧

'，‘、-

10
12

15
13

13
12
1 1. 5
10.7
1 O. 2

1.
1.
1.
1.
1.

。

這耗氧量比單純甲鏡分解的耗氧量稍高;可推
論是三氯甲繞在無償性分解時所耗的氧量。此

66654andqu

1
2
4
6
8

。然而在三氯甲院與甲撓的生物分

解中，耗氧量約是1.0 mole-O 2 Imole-CH 4

甲鏡液相濃度

(mg/L)

可i1iRUno--nond

。

度一鏡
濃一甲

時間(天)

mole-CH4

mole-O 2 I

點符合了共代謝作用的原則 (3 ，4 ，5) 。在三氯乙
締與甲銳的共代謝作用中，由於三氯乙婚生物

5
5
3

分解亦使耗氧量達 0.96mole-O/mole-CH 4

'稍

高於甲院分解的耗氧量。

15
0

表四、三氯 Z 倚在 4% 甲說濃度(氣相)

下分解結果

0.82
0.80

族射性強度百分比(%)

*氣態濃度百分比

時間(天)

三氯乙婦

二氧化碳非揮發性微生物
中間產物

估

酋唔， A

EE

可
AH
佳

A

唱
AH

。而在甲燒完全被分解後，

叮FHPOPhUA

唔，主可

由 10096 降為 5396

。rHquAUZ4.RU

10 天內完全被分解。於此間，三氯乙懦的灑度

ndnd

分解的結果。甲撓的氣相濃度由初始的 496 於

可i

四為三氯乙插在 496 甲燒濃度下為甲院分解菌

倚門。

inLnLnd
可

然而卻可做為甲院分解菌的共代謝化合物。表

唔，A

可i

繞一樣，極難在喜氣狀態下為微生物所分解，

nunonORUA

三氯乙姆是雙碳揮發性氯化物，和三氯甲

nunJUFhunuzunURυnu

(b) 三氯乙締

05734965
5699270
5131987

三氯乙締的濃度仍由 5396 再經 20 天而降為 35
2. 環酌類分解菌

%。表示在無甲妮的情況下，溶液中殘存的微
生物仍能分解三氯乙締。而另一方面，在甲撓

三氯甲院與三氯乙婦被環酌類分解菌分解

的濃度趨近於零之後，二氧化碳的比例仍隨著

的結果列於表五。環酌類分解菌能有效的分解

三氯乙締的降低而增加;由 10 天時的 2996 增

三氯乙締與部份的三氯甲撓。經 35 天的培養，

加到 30 天的 5096

。表示溶液中的甲院分解菌

9896 的三氯乙婦被分解成二氧化碳 (8796 )及形

在甲鏡濃度很低時仍能將三氯乙締分解成二氧

成新的微生物 (1196 )。由微生物的累積量可知，

化碳。換言之，申燒單氧氧化酵素並未因甲撓

隨著時間的增加，由三氯乙婦分解而形成的微

的消失而完全失去其活性。和三氯甲院共代謝

生物量由初始的小於 196 增加到 1196

作用比較，三氯乙 憐 的分解過程中有顯著的中

表示三氯乙締可為微生物生 長所需的碳源。三

間產物的形成。由 表 四知，中間產物並未持續

氯甲饒的分解效率較三氯乙 締低。約只有一半

的累積。經 10 天後 ，中間產物占總量的 1396

的三氯甲鏡可被環酌類分解 菌所分解。同時，

而後即逐漸的降到 796

'

﹒換而之，中間產物仍

。這結果

該商利用三氯甲燒為生長碳源的效果亦不顯著﹒

可被微生物所分解 ﹒ 表四顯示，三氯乙綿的共

經 35 天後，只有凹的三氯 甲鏡為微生物生長

代謝作用中，仍有極微量的三氯乙婚或中間產

所利用。環酌類分解菌在分解環酌類化合物所

物可做為徵生物生長所需的碳源。然而徵生物

引發的單氧或雙氧氧化酵素雖被認為是促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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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乙締分解的重要誘因 (7 ， 8) ，然而何種環酌化

Biofilms," PhD Dissertation , Stanford

合物最能有效的促使揮發性氯化有機物的分解

University (1983).

仍未明朗。就基質使用率而言，此二種方法共

2. Colby , J. , D. 1. Sterling , and H. Dalton "The

代謝作用及環酌類分解菌的分解作用對三氯甲

Soluble

鏡或三氯乙婿的分解效果均相當低。例如甲鏡

分解菌對三氯甲撓的利用率僅為 0.2

day

Methane

Monooxygenase

of

Methylococcus Capsulatus'" It s Ability to

u g Img-

Oxygenate N- Alkanes , n-Alkenes , Ethers ,

。過低的基質使用率使得此二方法仍未能

and Alicyclic , Aromatic and Heterocyclic

達到實用的目的。

C ompounds ," Bi ochem. J. , Vo1. 165 , pp. 39
5-402 (1977).

表五、環酌類分解菌分解三甄甲院或三氫

3. Dalton , H. D. and D. 1. Stirling "Co-

乙婦

血的abolisms ，"
佔總量的比例(

%)

三氯甲鏡

Vol.297 , pp. 481-496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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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olatile chlorinated organic chemicals could be aerobically biodegraded by methane- and phenol-degrading microorganisms. Methane-degrading microorganisms
use methane as the growing substrate. Methane monooxygenase is requir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methane utìlization. The methane monooxygenase could be used to
gratutitously biodegrade volatile chlorinated organic chemicals which were
aerobically non-biodegradabl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98 percent of trichloromethane and 50 percent of trichloroethylene were aerobically biotransformed to carbon dioxide by methane-utilizing microorganisms after 12 days of operation. The
results also indicated that 45 percent of trichloromethane and 87 percent of trichloroetylene

were biotransformed to carbon dioxide

by

phenol-degrading

microorganisms after 30 days of operation. However , 7 percent of trichloromethane and 11 percent of trichloroethylene were used as the carbon source for microbial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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