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錄 (十二) 

 

(一 )  項目名稱  

 

复杂环境污染物的质谱分析方法学及典型地区污染特征研究 

 

(二 )  提名者及提名意見   

 

 

提名者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 

 

提名意見  : 

从复杂基质的环境样品中检测低浓度的有毒物质具有挑战性。团队针对环境污染和人

体健康的核心内容，通过发展灵敏度高、选择性强和准确性好的质谱分析技术，对有

毒物质的环境分布以及毒理学开展了系统研究。在多环境介质中典型污染物的质谱方

法学研究和新型环境有机污染物的发现方面取得了创新性成果。 

项目发展了针对典型复杂环境污染物的质谱新技术，并用于典型地区的污染特征研

究。针对二恶英、多氯联苯和多溴二苯醚等环境污染物的物化性质相似、复杂性高的

特征，合成了多种纳米材料，并利用同位素稀释法结合高分辨质谱，建立了多类污染

物同时提取、同时准确定量的新技术；利用色谱-质谱联用方法，发现了醌类代谢物可

以与 DNA 生成加合产物，并基于代谢组学研究了二恶英的毒理效应，发现了潜在的

生物标记物。上述研究具有学术创新性，为深入理解二恶英和多溴二苯醚等的毒性作

用机理提供了重要支撑。 

项目由京港两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经过长期的合作，期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香港

环境保护基金、香港研究资助局科研计划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下超过 20 个项目的支

持，获取了大量与复杂环境污染物相关的数据，推动并引领了我国对复杂环境污染物

的科研发展，为在国际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做出了积极贡献。同时也为了解我国典型

地区的环境污染现状和污染监控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为我国制定有关环境污染物的控

制法规和履行斯德哥尔摩公约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推荐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三 )  項目簡介  

复杂环境污染物如二恶英、多氯联苯、多溴二苯醚的环境污染和生态毒性已成

为全球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其检测和危害评估是当前的研究热点。复杂环境

污染物在环境介质中具有种类繁多、含量变化、环境影响因素复杂等特点，发

展快速高效的萃取、富集、分离和灵敏分析方法成为研究前沿。本研究开发了

一系列质谱分析方法，并应用于典型地区污染特征的研究，取得如下创新成果： 

1、较早建立了一系列复杂环境污染物的质谱分析方法 

通过应用新技术和新原理，建立了多环境介质样品中复杂环境污染物的质谱分

析方法。合成了多种纳米材料并运用在环境质谱分析中，开发了污染物的高效

提取新方法，实现二恶英、多氯联苯、多溴二苯醚的同时分析，缩短样品前处

理周期并降低了成本。此外，建立了质谱方法研究环境污染物的生物代谢物与

DNA的加合反应，探讨基因毒理效应。 

2、揭示了复杂环境污染物在典型地区的污染特征 

对不同的电子垃圾拆解地周边环境中的大气、土壤、水体、动植物以及人体中

的复杂环境污染物进行了研究，考察它们的空间分布及其迁移转化。系统研究

了典型地区土壤中复杂环境污染物的主要成因、环境行为以及生物体内分布积

累规律与生态毒理,证实了几种复杂环境污染物的长距离迁移特性。 

3、服务了国家和地区的环保需求和履约行动 

项目第一完成人2003年建立了香港唯一非政府辖下的二恶英实验室，被联合国

环境总署列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分析能力评价第一级别实验室”。基此，于

2013年建立了“环境与生物分析国家重点实验室”。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

邀作为Principle Author完成斯德哥尔摩公约实施亚太区域监测报告。第二完成

人入选UNEP专家组，主持UNEP东、北亚地区POPs研究，并受邀参全球POPs研报

撰写和研究。第三完成人为我国撰写多份斯德哥尔摩公约候选物质履约对策建

议报告。 

本研究是香港浸会大学-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环境科学联合研究所”建

立15年来，以及北京和香港两个分析化学和环境科学领域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深

入合作的结晶，为香港地区乃至于全国的复杂环境污染物的研究提供了完善的

技术平台，在亚太区域的相关污染物监测和控制发挥了主导作用；在多次二恶

英污染事件中为危机的解决提供技术支撑，发挥了重要作用。 

4、研究成果概括 

在国际顶级环境化学和分析化学杂志(如Environ. Sci. Technol.; Anal. Chem.)发表

多篇论文，其中8篇代表性论文的他引总数1469次，SCI他引962次；有6篇代表

性论文的总他引超过100次；单篇最高他引总数498次、SCI他引339次。项目部

分成果先后获得“中国分析测试协会科学技术奖”及“消除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杰出贡献奖”。项目完成人2人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1人受聘“长江学者讲座

教授”，并任Environ. Sci. Technol., Rapid Comm. Mass. Spec., Environ. Geochem. 

Health等专业期刊的Editor或编委以及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化学分会主任委



员。 

 

(四 )  客觀評價  

代表性论文1开发了质谱分析新方法，采用了离子阱质谱方法研究了电子垃圾

拆解地的周边环境及生物介质中的多溴二苯醚(PBDE)。美国环境保护署的著

名化学家Anne P. Vonderheide博士在引用该文章的时候，对使用离子阱质谱新

方法检测PBDE的优点表达了高度赞同，认为采用的质谱方法是较为经济的手

段，却能获得等效于高分辨仪器的选择性- “Recently, ion trap mass spectrometer 

operated in MS-MS has seen an increased number of application as investigators 

search for a less expensive means to obtain the selectivity of a high resolution 

instrument.…This instrumental scheme additionally displays quite low limits of 

detection due to background removal in the second stage analysis” (代表性引文1)。  

代表性论文2 分析了典型电子垃圾回收站周边土壤的PBDE，数据被广泛作为

典型环境污染区域PBDE含量的参考值，用于分析研究PBDE地区污染的来源、

清单和归趋等。欧盟委员会健康与消费者保护联合研究中心Athanasios 

Katsoyiannis博士大幅引用并认为论文全面的检测了土壤中复杂的PBDE混合

物，并确定了电子垃圾土壤中污染最严重的PBDE - “the major PBDE congeners 

detected in soils were.... penta-(BDE-99) and hexa-BDE (BDE-139, BDE-153, BDE-

154) were the predominant congeners in the studies of Cai and Jiang”，论文2也被

环境化学家Tasneem Abbasi在综述文章中作为典型性案例评价垃圾回收站附近

的农业土壤中的PCBs, PAHs, and PBDEs等环境污染物在中国处于上升趋势（代

表性引文2）。  

代表性论文 3 将石墨烯-氧化硅纳米材料开发为 MALDI-TOFMS 的新基质，并应

用在 MALDI 负离子模式中。Wayne State University 化学系教授 Sarah Trimpin 评

价指出该方法以石墨烯代替传统基质，改善了负谱中的信号强度及减少了背景

干扰 - “In negative ion mode, signal intensity and background interference were 

improved, compared to graphene and traditional MALDI matrixes” (代表性引文 3)。 

代表性论文 4 开发了一种新的多孔金属-有机框架纳米材料作为小分子吸附剂，

并应用在 SALDI 负离子模式下。台湾中原大学化学系副主任林嘉和教授在文中

评价显示了该材料在提取和 SALDI 应用的潜力 - “core-shell Fe3O4@ZIF-8 MFC 

was fabricated …[23]. Thes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e potential of MFCs for both 

extraction and SALDI-MS applications” 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吴仁安研究

员在他的综述性文章中详细评论并指出该材料比表面积大，热稳定性好，超顺

磁性，近激光波长紫外-可见吸收强的特性，令其在负离子模式中可无干扰地检

测小分子化合物，且具很好的耐盐、灵敏度和可重复性 - “ZIF-8 was utilized to 

be coated on the magnetic Fe3O4 by Cai and co-workers… Because of the large 

specific surface area, excellent thermal stability, superparamagnetic behavior and 

strong UV–visible adsorption near the laser wavelength of Fe3O4@ZIF-8 



MNCs, …were detected in negative-ion mode with interference-free background, 

good salt tolerance, high sensitivity and reproducibility” (代表性引文 4)。 

代表性论文 5 收集并分析了电子垃圾回收站周边总悬浮颗粒和 PM2.5 中 PBDEs

的含量并与同一时间在广州和香港收集的样本作了比较，指出空气中较高浓度

的 PBDEs 是缘自电子废物的加热或开放燃烧。西班牙国家研究委员会，环境评

估与水质研究所的 Xavier Querol 教授在他的论文中引用了这一结论并指出多

溴二苯醚主要来自垃圾填埋场，特别是来自拆解和倾倒电子废物的地区 - “… 

while PBDEs could come mainly from landfills or, specifically, from areas of 

dismantling and dumping of e-wastes (Deng et al., 2007). This hypothesis is further 

discussed in the next section on the indoor assessment”（代表性引文 5）。 

代表性论文6 研究我国贵屿地区电子垃圾回收地二噁英、多氯联苯和多溴二苯

醚在表面土壤和垃圾燃烧残余物的空间分布，为该地区的环境治理与保护提供

了重要研究数据，被SCI引用达339次。美国哈佛大学Hauser教授认为“鉴于世界

范围内心血管病负担加重，将二噁英暴露视作潜在风险因素对公共健康和临床

研究具显著意义，尤其针对二噁英环境污染的增加–“Given the large worldwide 

burden of CVD, the potential role of dioxin exposure as a preventable risk factor 

could be of substantial public health and clinical interest, especially in the context of 

recent reports of elevated environmental dioxin levels in China” (代表性引文6)。 

代表性论文 7 介绍了多溴二苯醚在东亚地区的污染现状，并重点对比和详细解

释了与欧洲和北美地区的差异。著名环境化学家、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 Susan 

Richardson 教授在其综述论文中长篇引用并指出“王等综述了多溴二苯醚在东

亚地区环境中国的现状，他总结并关键性评判了东亚地区的污染现状，并与欧

洲和北美地区的报道进行了对比” - “PBDEs in East Asian environment were the 

subject of a review by Wang et al., who summarized and critically reviewed the 

status of PBDE pollution in East Asia and compared levels to those reported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In general, levels found in East Asia (China, Japan, Hong 

Kong, Korea, and Singapore) are comparable to or lower than those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but in some highly populated and industrialized areas, the PBDE 

levels are among the highest reported in the world”（代表性引文 7）。 

代表性论文 8 检测了我国贵屿地区电子垃圾回收站周边土壤及动植物样本中

PBDE 的含量。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陈吉平研究员在他的文章中引用文

中数据并与之比较 -“The PBDE levels in EW disposal area soils in the present 

study were comparable to those of non-point-source contaminated soils in 

Qingyuan, Taizhou, and Guiyu…”(代表性引文 8)。意大利高等健康研究所，世卫

组织/粮农组织合作中心的 Chiara Frazzoli 博士在她的综述文章中引用了本文及

其他研究的数据，说明了在中国环境污染扩散与严重的程度 - “Literature data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been collected in Table 3, where the widespread 

and severe contamination of all Chinese environmental compartments is shown”。 



 

(五 )  代表性論文專著目錄  

 

序

號 

論文專著 

名稱/刊名 

/作者 

年卷頁

碼 

（xx

年 xx

卷 

xx

頁） 

發表

時間

（年

月 

日） 

通訊作者

（含共

同） 

第一作者

（含共

同） 

國內

作者 

SCI 

他

引

次

數 

他引

總次

數 

論文

署名

單位

是否

包含

國外

單位 

1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in fish and 

sediment from river 

polluted by electronic 

waste, Sci Total Environ, 

Qian Luo, Zongwei 

Cai*, Ming Hung 

Wong* 

2007, 

383, 

115-

127. 

2007

年 9

月 20

日  

Zongwei 

Cai, 

Ming H. 

Wong 

Qian 

Luo 

罗

茜，

蔡宗

苇，

黄铭

洪 

108 169 

否 

2 

Determination of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in soil from e-

waste recycling site, 

Talanta, Zongwei Cai*, 

Guibin Jiang 

2006, 

70: 88-

90 

2006

年 8

月 

15 日 

Zongwei 

Cai 

Zongwei 

Cai 

蔡宗

苇，

江桂

斌 55 104 

否 

3 

Negative ion laser 

desorption/ionization 

time-of-flight mass 

spectrometric analysis of 

small molecules using 

graphitic carbon nitride 

nanosheet matrix, Anal. 

Chem., Zian Lin, 

Jiangnan Zheng, Guo 

Lin, Zhi Tang, Xueqing 

Yang, Zongwei Cai* 

2015, 

87, 

8005-

8012. 

2015

年 7

月 14

日 

Zongwei 

Cai 
Zian Lin 

林子

俺，

郑江

南，

林国, 

唐

志 ，

杨 雪

清 ，

蔡 宗

苇 

32  39 

否 



4 

Magnetic metal-organic 

framework 

nanocomposites for 

enrichment and direct 

detection of small 

molecules by negative-

ion 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ionization 

time-of-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Chem. 

Commun., Zian Lin, Wei 

Bian, Jiangnan Zheng, 

Zongwei Cai* 

2015, 

51, 

8785-

8788. 

2015

年 4

月 20

日 

Zongwei 

Cai 
Zian Lin 

林子

俺，

卞

伟，

郑江

南，

蔡宗

苇 

25 34 

否 

5 

Distribution of PBDEs in 

air particles from an 

electronic waste 

recycling site compared 

with Guangzhou and 

Hong Kong, South 

China. Environ. Int. 

Wenjing Deng, Jinshu 

Zheng, XinHui Bi, Jiamo 

Fu, Ming Hung Wong* 

2007, 

33, 

1063-

1069. 

2007

年 11

月 1

日 

Ming H. 

Wong 

Wenjing 

Deng 

邓文

靖，

郑金

树，

毕新

慧，

付家

谟，

黄铭

洪 

 

145 220 

否 



6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and 

polychlorinated dibenzo-

p-dioxins and 

dibenzofurans in soil and 

combusted residue at 

Guiyu, an electronic 

waste recycling site in 

southeast China. 

Environ. Sci. Technol. 

Anna O.W. Leung, 

William. J. Luksemburg, 

Anthony. S. Wong, Ming 

Hung Wong* 

2007, 

41, 

2730-

2737. 

2007

年 4

月 15

日 

Ming H. 

Wong 

Anna 

O.W. 

Leung 

梁爱

华，

黄 

铭洪 

339 498 

有 

7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 in the East Asian 

environment: A critical 

review. Environ. Int. 

Yawei Wang, Guibin 

Jiang*, Paul K. S. Lam, 

An Li 

2007, 

33, 

963-

973. 

2007

年 10

月 31

日 

Guibin 

Jiang 

Yawei 

Wang 

王 亚

韡 ，

江 桂

斌 ，

林 群

声 

173 257 

否 



8 

E-waste recycling 

induced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polychlorinated dibenzo-

p-dioxins and dibenzo-

furans pollution in the 

ambient environment, 

Environ. Int. Hanxia Liu, 

Qunfang Zhou, Yawei 

Wang, Qinghua Zhang, 

Zongwei Cai, Guibin 

Jiang*. 

2008, 

34(1), 

67-72. 

2008

年 1

月 1

日 

Guibin 

Jiang 

Hongxia 

Liu 

刘汉

霞，

周群

芳，

王亚

韡，

张庆

华，

江桂

斌， 

85 148 

否 

合  計 962 1469 
 

 

 

 

 

 

 

 

 

 

 

 

 

 

 

 

 

 

 

 

 

 

 



(六 )  主要完成人情況  

 

姓名  : 蔡宗苇 

排名  : 第一完成人 

行政職務 : 环境与生物分析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技術職稱 : 讲座教授 

工作單位 : 香港浸会大学 

完成單位 : 香港浸会大学 

對本項目主要學術貢獻 : 

负责设计和规划项目的实施方案、汇报总结研究结果，对项目“重要科学

发现”所列的所有 3项创新成果做出了创造性贡献，是所有 8篇代表性论

文的通讯作者的长期合作者；代表性论文 1-4的通讯作者。提出复杂环境

污染物研究方向，开发了针对复杂环境污染物的样品前处理以及质谱检测

新方法，并应用于典型地区的环境介质中的污染特征研究。作为首要作者

编写斯德哥尔摩公约下亚太地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监测和控制报告，为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限制、监控和治理提供了有力的依据。领导建立了香

港浸会大学唯一的二恶英实验室以及国家重点实验室。 

 

 

 

姓名  : 黄铭洪 

排名  : 第二完成人 

行政職務 : 无 

技術職稱 : 讲座教授 

工作單位 : 香港教育大学 

完成單位 : 香港浸会大学 

對本項目主要學術貢獻 : 

对本项目“重要科学发现”部分所列第 2，3 项做出了创造性贡献，是代

表性论文 1，5，6的通讯作者。与第一主要完成人长期合作，共同培养博

士研究生，共同发表多篇文章。对构建以污染物环境行为和生态毒理学为

主的环境污染等学科做出了重要贡献，对珠江三角洲地区乃至整个华南地

区的典型污染物的发生源、污染成因、扩散途径、环境归宿和传递以及对

人体健康的影响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代表性论文研究了典型地区土壤

中大气、土壤、水体、动植物中复杂环境污染物的主要成因、环境行为以

及污染物在生物体内分布积累规律与生态毒理。 

 

 

 



姓名  : 王亚韡 

排名  : 第三排名人 

行政職務 : 无 

技術職稱 : 研究员 

工作單位 :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完成單位 :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對本項目主要學術貢獻 : 

对本项目“重要科学发现”部分所列第 2，3 项做出了创造性贡献，是代

表性论文 6 的第一作者；论文 8 的作者之一，与第一主要完成人长期合

作，受第一主要完成人邀请在香港浸会大学访问工作过，共同培养博士生，

研究并总结了复杂环境污染物在亚洲的污染状况，率先在国内开展了短链

氯化石蜡的定量分析方法开发。为我国撰写了多份关于新型持久性有机污

染物以及候选物质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的履约对策报告。 

 

 

(七 )  完成人合作關係說明  

 

1. 项目完成人蔡宗苇和黄铭洪在项目完成期间在同一单位工作（香港浸会大

学），有长期合作关系,并共同培养博士研究生（罗茜），共同发表多篇文章。

王亚韡来自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与项目第一完成人有着长期的合

作关系，受第一主要完成人邀请在香港浸会大学访问工作过，共同培养博士

研究生（卢瑶，其他证明材料 5）。该中心与香港浸会大学合作，2002 年建立

“环境科学联合研究所”自今。20013 年建立了“环境与生物分析国家重点

实验室伙伴实验室（香港浸会大学）”，江桂斌院士为实验室的学术委员会主

任，蔡宗苇教授为实验室主任。此实验室的筹备、建立和运行，是两单位共

同合作的成果。 

2. 项目第一完成人蔡宗苇主要负责项目创新研究、研究方向和思路、组织项目

研究内容等工作。主要完成了复杂环境样品前处理和复杂环境污染物的质谱

分析方法的开发与应用，与本项目所有其他完成人都有合作研究项目和合著

论文（合作关系情况汇总表）。 

3. 项目第二完成人黄铭洪主要完成了电子垃圾拆解地周边环境中的大气、土壤、

水体、动植物以及人体中复杂环境污染物的分布研究。与第一完成人有合作

研究项目和合著论文,并共同培养博士研究生 (罗茜)。 

4. 项目第三完成人王亚韡主要负责短链氯化石蜡等复杂环境污染物的分析与

检测，曾于 2013 年在香港浸会大学第一完成人的实验室作为高级访问学者

工作过 3 个月（其他证明材料 6），与第一完成人有合著论文，并共同培养

博士研究生（卢瑶，其他证明材料 5）。 



 

 

序

號  

合作方

式  
合作者  合作時間  合作成果  

證明

材料  
備註  

1 论文合著 蔡宗苇

黄铭洪

(1, 2) 

2003-2007 Q. Luo, Z. Cai* and M. H. Wong*.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in fish and sediment from river 

polluted by electronic waste, 

Science of Total Environment, 

2007, 383, 115-127. 

代表性

论文 1 

共同通

讯作者 

2 论文合著 蔡宗苇

王亚韡 

(1, 3) 

2003-2008 H. X. Liu, Q. F. Zhou, Y. W. Wang, 

Q. H. Zhang, Z. Cai and G. B. 

Jiang*. E-waste recycling induced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polychlorinated dibenzo-p-

dioxins and dibenzo-furans 

pollution in the ambient 

environment,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2008, 34, 67-72. 

代表性

论文 8 

 

3 论文合著 蔡宗苇

黄铭洪

(1, 2) 

2003-2007 Q. Luo, M. H. Wong* and Z. Cai*. 

Determination of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in freshwater 

fishes from a river polluted by e-

wastes, Talanta, 2007, 72, 1644-

1649. 

无 共同通

讯作者 

4 论文合著 蔡宗苇

黄铭洪

(1, 2) 

2003-2005 D. L. Wang, Z. Cai*, G. B. Jiang, A. 

Leung, M. H. Wong, W. K. Wong, 

Determination of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in soil and 

sediment from an electronic 

waste recycling facility. 

Chemosphere 2005, 60, 810-816. 

无 蔡宗苇

为通讯

作者 



5 论文合著 蔡宗苇

黄铭洪

(1, 2) 

2003-2005 D. L. Wang, Z. Cai*, G. B. Jiang, 

M. H. Wong and W. K. Wong. Gas 

chromatography/ion trap mass 

spectrometry applie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in soil, Rapid 

Communications in Mass 

Spectrometry, 2005, 19, 83-89. 

无 蔡宗苇

为通讯

作者 

6 论文合著 蔡宗苇

王亚韡 

(1, 3) 

2003-2005 Y.W. Wang, H.X. Liu, C.Y.Zhao, H.X. 

Liu, Z. Cai, and G.B. Jiang*. 

Quantitative structure-activity 

relationship models for 

prediction of the toxicity of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 

congeners.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05, 39, 

4961-4966. 

无  

7 论文合著 蔡宗苇

黄铭洪 

(1, 2) 

2003-2005 D. L. Wang, Z. Cai*, G. B. Jiang, 

M. H. Wong and W. K. Wong. Gas 

chromatography/ion trap mass 

spectrometry applie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in soil, Rapid 

Communications in Mass 

Spectrometry, 2005, 19, 83-89. 

无 蔡宗苇

为通讯

作者 

8 论文合著 蔡宗苇

黄铭洪

(1, 2) 

2003-2011 Y. Kang, K. C. Cheung, Z. Cai*, M. 

H. Wong*. Chemical and 

bioanalytical characterization of 

dioxins in indoor dust in Hong 

Kong. Ecotox. Environ. Safe. 2011, 

74, 947-952. 

无 共同通

讯作者 

9 论文合著 蔡宗苇

黄铭洪

2003-2011 X. Wei, K. S. Leung, M. H. Wong*, 

J. Giesy, Z. Cai, C. K. C. Wong*. 

Assessment of risk of PCDD/Fs 

无 黄铭洪

为通讯



(1, 2) and dioxin-like PCBs in marine 

and freshwater fish in Pearl River 

Delta, China. Mar. Pollut. Bull. 

2011, 63, 166-171. 

作者 

10 论文合著 蔡宗苇

黄铭洪

(1, 2) 

2003-2011 A. O. W. Leung, J. S. Zheng, C. K. 

Yu, W. K. Liu, C. K. C. Wong, Z. Cai 

and M. H. Wong*.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and Polychlorinated Dibenzo-p-

dioxins and Dibenzofurans in 

Surface Dust at an E-Waste 

Processing Site in Southeast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11, 45, 5775-5782.  

无 黄铭洪

为通讯

作者 

11 论文合著 蔡宗苇

黄铭洪

(1, 2) 

2003-2003 M. H. Wong*, J. Bridges, O. 

Bridges, Z. Cai, K. K. K. Chan, N. 

M. Dickinson, J. D. Gu, Y. C. Ling, 

H. Morikawa, R. Naidu, J. Ng, Q. 

Shao, P. K. Wong, X. R. Wang, S. S. 

Yang, J. Zhang. Special issue: 

Environmental and public health 

management - Preface. 

Chemosphere, 2003, 52, 1345-

1346. 

无 黄铭洪

为通讯

作者 

12 论文合著 蔡宗苇

王亚韡 

(1, 3) 

2006-2008 Y. M. Li, G. B. Jiang, Y. W. Wang, 

Z. Cai and Q. H. Zhang*. 

Concentrations, profiles and gas-

particle partitioning of 

polychlorinated dibenzo-p-

dioxins and dibenzofurans in the 

ambient air of Beijing, China,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2008, 

42, 2037-2047. 

无  

13 论文合著 蔡宗苇 2006-2007 H. X. Liu, Q. H. Zhang, Y. W. 无  



王亚韡 

(1, 3) 

Wang, Z. Cai and G. B. Jiang*. 

Occurrence of polychlorinated 

dibenzo-p-dioxins, dibenzofurans 

and biphenyls pollution in 

sediments from the Haihe River 

and Dagu Drainage River in 

Tianjin city, China, Chemosphere, 

2007, 68, 1772-1778. 

14 论文合著 蔡宗苇

王亚韡 

(1, 3) 

2006-2006 H. X. Liu, Q. H. Zhang, Z. Cai, A. Li, 

Y. W. Wang and G. B. Jiang*. 

Separation of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polychlorinated 

dibenzo-p-dioxins and dibenzo-

furans in environmental samples 

using silica gel and florisil 

fractionation chromatography, 

Analytica Chimica Acta, 2006, 

557, 314-320.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