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揭秘生活中无处不在的PPCPs污染



近 年 来 ， 水 体 微 污 染 已 经 成 为 世 界 性 关 注 的 环 境 问 题 ， 由 于 医 药 和 个 人 护 理 产 品

(Pharmaceutical and Personal Care Products, PPCPs)被广泛应用于医药、工业、畜牧

业、水产养殖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等诸多领域，并且传统的污水处理技术对其去除效果不佳，

[1 ]使其在环境中普遍存在，被定义为一类新兴污染物 。

一、 新兴污染物——PPC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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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类

PPCPs主要包含两个大类，一类是各种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如各类抗生素、类固醇、消

炎药、镇静剂、抗癫痫药、显影剂、止痛药、降压药、避孕药、催眠药、减肥药等），另一类

[2]是个人护理用品（如化妆品、人工合成麝香、发胶、染发剂、杀菌剂、香皂、洗发水等） 。

2、来源

①日常活动是PPCPs进入环境最直接的来源。每天刷牙，淋

浴，化妆等大量日化用品随着洗漱完毕的废水直接排放到环境或污

水处理厂，同时PPCPs也可以通过家庭垃圾、工业生产废物的直接

排放或是间接的随着污水处理厂的污泥进入垃圾填埋场；

②随着大批量的药品和抗生素的使用，其经人体或动物体摄入

后，有30%~90%都随人体排泄出来，进入生活污水，吸附进入水

体的沉积物中，稳定性增强。此外，还有大量的处方和非处方药物

由于多种原因未经使用就直接通过厕所或是家庭垃圾回收系统进入

环境；

③畜禽和水产养殖业是将PPCPs引入环境的一个重要源头。动

物饲养时需要使用各种不同种类以及大剂量的药物，因此PPCPs会

随着畜禽废水以及动物粪便的排放进入到生态环境中。



-6 1①含量低，在水体中一般以10 g/L 痕量存在；

②具有生物累积性和长期危害性；

③在自然界中稳定存在，难生物降解。 

3、特点

在农业、畜牧业和兽医行业中，药物的过度使用和对病虫害的控制都是导致PPCPs污

[5 ]染的主要原因 。这类物质在环境中虽然浓度很低，通常在ng/L ~ μg/L水平，但普遍能在

地表水、地下水、饮用水、土壤、污泥中检出，即在环境中存在总量相当可观。与传统的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相比，其半衰期较短。然而即便PPCPs的半衰期不是很长，但

由于这些产品及其代谢产物和转化产品在世界各地被大量使用，导致PPCPs污染形成假性

[3 ]持续性现象 。

大部分PPCPs极性强、难挥发，从而阻止了它们从水环境中逃逸，因而水环境成为

PPCPs类物质一个主要的储存“库”。随着PPCPs长期源源不断地输入，水生生物将会永

久性暴露在含有PPCPs类污染物质的环境中，部分具有生物累积性的物质还可能通过食物

链传递，威胁人类安全。美国和英国的研究人员发现，在污水处理厂和工厂排污口附近水

体出现野生鱼类性别错乱、大量青蛙畸形等现象，而PPCPs污染便是主要的刺激因素之

[4 ]一，其将给水环境质量和生态系统安全带来隐患 。

3 6 91 .g/L为计量单位，即克/升，单位换算：1 g/L(克/升)=10 mg/L(毫克/升)=10 μg/L(微克/升)=10 ng/L(纳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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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PPCPs的环境残留

药物作为一种环境污染物，已经受到了北美、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高度重视，逐渐成为

研究重点。根据对1000多种国际出版物的查阅结果，全球有71个国家已检测到水环境药物

残留。

二、 PPCPs使用与污染现状

1、全球PPCPs污染现状

第一次官方报告的药物污染是在1976年，美国堪萨斯城的废水中发现2μg/ 

[6]L氯贝酸 。

1981年，在伦敦的利河中检测出平均浓度1μg/L的25类药品，其中的主要

[7]污染物为右丙氧芬、红霉素、磺胺甲恶唑、四环素和茶碱 。

在德国进行的几项关于PPCPs污染物检测研究中，超过80%的取水采样点存

[8]在PPCPs化合物 。

英国在对泰恩河、蒂斯河、泰晤士河、默西河和贝尔法斯特湖的检测研究中

发现了几种新的PPCPs污染物，其中氯曲霉唑是最常见的污染物，浓度为22 

[9 ]ng/L 。

对遍布27个国家/地区的100多条欧洲河流进行的大规模调查中显示，几乎所

[10]有水体中苯并三唑、卡马西平和咖啡因的检出率和浓度最高 。

对墨西哥图拉山谷重复使用的灌溉废水进行分析，发现了高浓度的双氯芬酸

[11 ](4824ng/L)、布洛芬(1406ng/L)和萘普生(13589ng/L) 。

在越南的湄公河三角洲和日本的多摩川河进行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在越南检

测到的磺胺二甲嘧啶、红霉素、甲氧苄啶和磺胺甲恶唑的范围为7-360ng/L，

[12 ]而日本报告中的相同化合物则浓度更高，为4-448ng/L 。



由于环境中PPCPs的检测非常依赖于地理空间和时间因素、区域经济情况、PPCPs的可

用性和消耗量、废水处理设施和当地气候条件，因此就目标化合物和检测到的浓度而言，全

球PPCPs污染水平的差异较大。

[13] 图1 : 全球药物存积：在所有联合国五大地区均已检测到药物残留   

数据来源：德国IWW水源中心（Institute for Wasserbau and Wasserwirtschaft）

（注：具体指在地表水、地下水、自来水和/或饮用水检测到的药物数量。）

近年来，我国的药品生产迅速增长，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药品生产国。中国的药品产量

[ 1 4 ]占世界总产量的20%以上 ，同时个人护理产品的消费也在快速增长，这可能导致环境中

PPCPs污染的大量发生。

除了巨大的药品生产量外，药品消耗率也很可观，特别是在当前中国严重滥用抗生素的

[ 1 5 ]情况下，中国人的抗生素平均使用量是美国人的10倍 。由于滥用抗生素而导致耐药菌株的

出现或持续存在可能成为未来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与此同时，中国也是全球个人护理产品

[16 ]消费量最大的三个国家之一，另外两个是美国和日本 。

据文献报道，目前在我国河流、湖泊和近岸海域等天然水环境中检出的PPCPs已有144 

种，包括70种抗生素，33种激素类药物，20种其他类药物和21种个人护理用品，检出浓度

- 1 - 1为ng·L ~μg·L 水平。分析近10年文献报道中我国地表水中主要PPCPs的最大浓度及分布特

[17 ]征如表1所示 。

2、我国PPCPs污染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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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我国地表水中主要 PPCPs 的最大浓度及分布特征

分类
Classification

化学品号
CAS.

化学品名称
Chemical

-1浓度/(ng·L )
-1Concentration/(ng·L )

流域
Watershed

（图表来源：生态毒理学报）

氯霉素
Chloramphenicol, CAP

56-75-7

60-54-8

70458-96-7

824I9-36-1

80214-83-1

79-57-2

23893-13-2

114-07-8

57-68-1

127-79-7

57-62-5

57-63-6

53-167

50-28-2

84-16-2

50-27-1

56-53-1

69-72-7

四环索
Tetracycline, TC

诺氟沙星
Norfloxacin, NFX

氧氟沙星
Ofloxacin, OFX

罗红霉素
Roxithromycin, ROX

土霉索
Oxytetracyclinc, OTC

脱水红霉素
Erythromycin-H O , 2 2

ERY-H O2

红霉素
Erythromycin. ERY

磺胺二甲基嘧啶
Sulfamethazine. SM2

磺胺咤啶
Sulfamerazine, SMI

金霉索
Chlorotetracyclinc, CTC

抗生素
Antibiotics

19000

6800

6800

5100

3700

3000

1900

1540

1390

1080

1036

3471.9

321.02

134

103.7

94

28.2

14736

贵阳南明河
Nanming river, Guiyang

贵阳南明河
Nanming river, Guiyang

渤海湾
Bohai bay

渤海湾
Bohai bay

海河
Haihe river

贵阳南明河
Nanming river, Guiyang

维多利亚港
Victoria Harbour

石井河
Shijing river

珠江
Pearl river

石井河
Shijing river

九龙江
Jiulongjiang river

激素
Hormones

乙炔雌二酵
Ethynylestradiol, EE2

雌酮
Estrone, E1

雌二醇
17β-estradiol, E2

己烷雌酚
Hexoestrolum, HES

雌三醇
Estriol, E3

己烯雌酚
Diethylstilbestrol, DES

水杨酸
Salicylic acid, SALA

其他药物
Other drugs

大连排污河
Drainage river, Dalian

九龙江
Jiulongjiang river

胶州湾
Kiaochow bay

大连排污河
Drainage river, Dalian

胶州湾
Kiaochow bay

大连排污河
Drainage river, Dalian

珠江
Pearl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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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Classification

化学品号
CAS.

化学品名称
Chemical

流域
Watershed

碘普罗胺
Iopromide, IOP

布洛芬
Ibuprofen, IBU

卡马西平
Carbamazepine, CMP

吲哚美辛
Indomethacin, IND

双氯芬酸
Diclofenac. DIC

咖啡因
Caffeine, CAF

甲氯芬那酸
Meclofenamic acid, 

MECA

萘酋生
Naproxen, NAP

氯贝酸
Clofibric acid, CLOA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Dibutyl phthalate, DBP

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
Di(2-ethylhexyl) phthalate, 

DEHP

珠江
Pearl rKcr

珠江
Pearl river

长江
Yangtze river

长江
Yangtze river

长江
Yangtze river

黄浦江
Huangpu river

长江
Yangtze river

珠江
Pearl river

珠江
Pearl river

个人护理品
Personal care 

products, 
PCPs

邻苯二甲酸二乙酯
Diethyl phthalate, DEP

壬基酚
Nonylphenol, NP

邻苯二甲酸二甲酯
Dimethyl phthalate, DMP

邻苯二甲酸二正辛酯
Di-n-octyl phthalate, DOP

邻苯二甲酸二异辛酯
Diisooctyl phthalatc, DIOP

对羟基苯甲酸丙酯
Propylparaben, PP

对羟基苯甲酸甲酯
Methylparaben, MP

其他药物
Other drugs

第二松花江
The second Songhua 

river

武汉东湖
East lake, Wuhan

玄武湖
Xuanwu lake

北京
Beijiig

南通濠河
Hao River, Nantong

珠江
Pearl river

珠江
Pearl river

三氯生
Triclosan, TCS

珠江
Pearl river

73334-07-3

58560-75-1

298-46-4

53-86-1

15307-86-5

58-08-2

644-62-2

22204-53-4

882-09-7

84-74-2

117-81-7

84-60-2

25154-52-3

131-11-3

117-84-0

27554-26-3

94-13-3

99-76-3

3380-34-5

1439

1417

1090

979

843

824

679

328

248

5616.8

1752.65

381.42

179.6

173.42

114.76

6.75

2.142

1.062

1.023

第二松花江
The second Songhua 

river

第二松花江
The second Songhua 

river

-1浓度/(ng·L )
-1Concentration/(ng·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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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抗生素：抗生素并不能被人体或者动物完全吸收，有很大一部分以原形或者代谢物

的形式随粪便和尿液排入环境中。而这些抗生素流入环境中将对生物及生态产生影响，并最

[ 1 8 ]终可能对人类的健康和生存造成不利影响 。除了药品生产厂外，它们进入环境的主要来源

是医院、兽医中心、畜牧业和水产养殖业。其中，常见的抗生素包括阿莫西林、环丙沙星、

红霉素和青霉素。

2. 雌激素： [ 1 9 ]人工合成雌激素为脂溶性化合物，不易生物降解 。口服避孕药和一些用

于 家 畜 助 长 的 激 素 中 含 有 大 量 的 人 工 合 成 雌 激 素 ， 如 己 烯 雌 酚 （D E S） 、 己 烷 雌 酚

（Hexestrol）、炔雌醇（Ethinyl Estradiol）、炔雌醚（Quinestrol）等。

3. 非甾体类抗炎药：它是一类具有镇痛、解热、抗炎作用的化合物。其中，阿司匹

林、酮洛芬、布洛芬、萘普生、扑热息痛、双氯芬酸和甲灭酸是地表水和地下水中最常见的

非甾体抗炎药类型的PPCPs，传统的废水处理方法对其处理效果不佳。

4. 杀菌消毒剂：大量的杀菌消毒剂用于医院、食品加工、个人护理用品生产等行业。

其中，三氯生作为一种杀菌剂，广泛用于高效药皂、卫生洗液、除臭剂、消毒洗手液、伤口

消毒喷雾剂、医疗器械消毒剂、空气清新剂和卫生织物的整理和塑料的防腐处理等。

5. 人工合成麝香：人工合成麝香是一类香料物质，主要用作各种化妆品和洗涤用品的

添加剂。

三、 PPCPs的来源与迁移转化情况

1、PPCPs的源头追踪

[20]表2：环境中主要类PPCPs代表污染物来源

（图表来源：天津城建大学学报）

种类 代表污染物质

药品

主要来源 其他来源

来源

个人
护理
用品

类固醇激素

抗生素

抗癫痫药

消炎止痛药

兴奋剂

β-阻断剂

调血脂药

显影剂

人工合成麝香

消毒抗菌剂

清洁剂

防腐剂

洗护品

雌激素、孕激素

青霉素、磺胺甲恶唑

卡马西平、苯巴比妥

布洛芬萘普生双氯芬酸

苯丙胺咖啡因

阿替洛尔美托洛尔

氯贝特丙丁酚

甲氨基酚

硝基麝香多环麝香

双链季铵盐、酰基苯胺类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苯甲酸钠

十二烷基硫酸铵

城市生活污水(排泄分泌物产生)

医院污水

制药厂废水

畜牧厂废水

水产养殖厂废水

未纳入城市管网的分散式生活污水

农村随意排放的生活污水

农药有机化肥厂废水

生活污水(包括淋浴、洗护、游泳、

洗涤清洁等)

日用化工厂废水

塑料包装等有机加工厂产生的废水

农业废水

养殖废水

垃圾渗滤液

污泥填埋下渗

动物粪便施肥下渗

城市管网渗漏

过期固废品丢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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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消费类产品的生

产中心是PPCPs的直接来

源。人类日常活动中使用

的药品和个人护理用品，

通过洗浴、排泄、分泌等

方式形成生活污水，还有

一 些 工 业 废 水 和 医 院 废

水，它们通过市政管道进

入污水处理厂去除，未降

解完全的PPCPs将进入地

表水或者下渗污染地下水

[21 ]。

2. 水产养殖业、农牧业以及一些日化工厂的直接排放也是地表水体中PPCPs污染的一

个重要来源。地表水体中的PPCPs又通过取水口进入到自来水厂，经过自来水厂的处理工艺

 [ 22 ]净化后，未被去除的PPCPs有可能随城市供水管网进入日常生活 。

3. 降水也会加剧PPCPs在环境中的污染。受污染土壤的径流渗入地下水或将溶解的污

染物带到附近的流域，同时大气沉降、城市的地表径流等也对PPCPs在环境中的迁移转化起

 [ 23 ]了一定的作用，将它们扩散到更远更广的地方 。

4. 由于污水处理设施无法完全去除PPCPs，当再生水用于农田灌溉，或者有机污泥用

作肥料时，大量的PPCPs将以溶解态和生物吸附的形式进入土壤。土壤中的PPCPs也能通过

[24 ]农作物的富集作用最后被人体吸收 。

5.   部分水体中的PPCPs被鱼类以及水生植物吸收富集，最终通过食物链进入到人体。

6. 倾倒在垃圾填埋场中的固体废物包含大量丢弃的个人护理用品和过期药品，这些固

体废物已成为土壤中PPCPs的长期来源，并且它们经过生物转化后溶解在渗滤液中，将导致

地下水污染。

2、PPCPs在生态环境中的足迹

图2：PPCPs在环境中的迁移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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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CPs的理化特性使其能够在水性环境中持久存在，而传统的水处理方法不能有效去除

这些化合物，由此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尽管环境中的PPCPs浓度在ng/L至μg/L的范围

[28 ]内，但低浓度的多种PPCPs的长时间暴露和协同效应可能对生态系统构成严重威胁 。

全球人口增加、城市化、废弃物的产生及管理不善的做法已导致环境中药品残留，尤其

是抗生素残留的积累。众所周知，现有的污染物处理手段并不能有效地去除这些残留的抗生

素。当这些化合物进入环境时，它们将作用于环境中的微生物，并导致其获得耐药性。

如今，生物产生耐药性的现象愈发普遍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抗生素宽松的

[ 2 5 ]使用政策、抗生素使用量的增加以及在农业和畜牧养殖业中不合理的大量使用抗生素 。因

[ 2 7 ]此产生的耐药微生物可能通过各种途径，如食用受污染的食品或其衍生物 ，接触受感染的

[26 ]动物或生物样本，如血液、尿液和粪便 向人群中扩散，导致耐药性在人类中传播。

四、 PPCPs的毒性和风险评估

1. 人类一般通过日常使用个人护理产品或饮食摄入可接触到PPCPs。在日常个人护理

产品中，包括牙膏、护发产品、沐浴露、香皂、润肤露和化妆品等，80%以上都含有人工合

[29 ]成麝香，总含量高达1.02mg/g 。

1、对人体的健康风险

（1）PPCPs可存在于饮用水和食品中。广州自来水和瓶装水中曾检测到三氯生

的存在，浓度分别高达14.5和9.7ng/L。三氯生也可以从婴儿奶瓶中释放出来，成

[32 ]人和婴儿每日三氯生摄入量分别约为10和5ng/d 。

（2）天津一家以畜禽粪便为肥料的有机农场中，在其基地的蔬菜中检测到浓度

达532ng/g的抗生素。抗生素可能是通过水分运输和被动吸收的方式在蔬菜中的积

[33 ]累，其在植物体内的分布顺序为叶、茎、根 。

（3）PPCPs在人乳、血液、尿液等多种人体标本中均有发现，人工麝香曾在中

国西南成都地区的母乳样品中检测出，其脂质含量为<1.4-16.5ng/g。它们的出现

与频繁使用个人护理产品有关，如手部清洁剂、身体乳液、洗发水、染发剂和发胶

[34 ]。

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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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虽然PPCPs的挥发性低，参与大气环境的机会受到限制，但仍能在室内粉尘或空气

中发现一些PPCPs。如室内灰尘样品中曾发现广泛用于个人护理用品和其他消费产品的硅氧

烷，其总浓度范围为21.5至21000ng/g。同时，它们在室内灰尘中的浓度与电气、电子设

备的数量以及居住在房屋中的居住者和吸烟者的数量有关，且幼儿的每日估计摄入量高于成

[30 ]人 。

（1）对美国、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室内粉尘中所含的化学物质进行分析，可检

测出含量高达110800ng/g的对羟基苯甲酸酯类。四个国家的室内粉尘中，所含的

对羟基苯甲酸酯的几何平均浓度分别为韩国（2320ng/g）、日本（2300ng/

[31 ]g）、美国（1390ng/g）、中国（418ng/g） 。

实例

3. 有学者认为，根据目前环境中暴露的PPCPs的含量以及人体可负担的数据显示，

[ 3 5 ]PPCPs对人体健康不会构成重大风险 。但是激素类药物，如硝基呋喃类、雌激素等药物已

[ 3 6 ]被证明具有三致效应（致突变、致癌、致畸），因此并不排除长期的致癌效果 。同时，

PPCPs还可作为内分泌干扰物，对人体产生诱变和致癌作用，这些活性化合物的浓度越高，

[37 ]乳腺癌和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就越高 。

[ 3 8 ]大量的PPCPs是生物活性化合物，可以直接影响非目标生物 。大多数关于PPCPs的生

态毒理学研究都来源于急性毒性实验数据。但在现实中，PPCPs可能存在更多的慢性影响效

应，可限制生物的生存机会并导致其繁殖失败。在这之中，由于鱼类所处环境中的PPCPs流

[39 ]动性最大，因此它们极易受到PPCPs污染的影响 。

2、对动物的毒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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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 ]咖啡因（兴奋剂）可能导致金鱼内分泌紊乱 ；心得安（受体阻滞剂）可减少

[ 4 2 ] [ 4 3 ]日本青鳉的活虫卵 ；印度大型鲤鱼在接触三氯生后的DNA损伤和生理反应 ；环

[44 ]境相关浓度的布洛芬会改变鲤鱼的胚胎发育，诱导致畸和氧化应激 等。

实例

[40]表3：已知药物对非目标生物不良影响的部分例子

[ 4 5 ]流入土壤或水生环境中的PPCPs还可导致植物的细菌性病害 。多项研究表明，植物在

[ 4 6 ]其组织中具有吸收和积累PPCPs的可能 。其中，藻类作为一种光营养生物，可调节水中的

能量和营养物质的循环，并且藻类也是食物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使得它们的存在对整个生

态系统的维持至关重要。但PPCPs的污染会抑制藻类的生长，所以其对植物的危害可能进一

步扩大到生态系统中。

3、对植物的生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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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些藻类在低浓度（小于0.1mg/L）抗生素的作用下生长受到抑制，导致

[47 ]藻类数量减少，影响水生系统平衡 。

（2）海藻叶绿体在卡马西平和双氯芬酸存在时受到严重破坏。长期接触磺胺甲

[48-49 ]恶唑会导致藻类的慢性毒性，阻碍光合作用 。

实例

近年来，各种污水处理技术不断发展，一般可以分为物理处理、化学处理和生物处理。

目前物理处理技术中最常用的2种方法是活性炭吸附法和膜过滤；化学处理技术一般采用高

级氧化工艺，包括O 、UV、UV/H O 、Fenton、UV/Fenton和非均相光催化氧化各种技3 2 2

术；而生物处理技术则依赖于专门设计的处理室或反应器中微生物对污染物的生物降解作

用。

五、 PPCPs污染的控制策略

2014年《中国家庭过期药品回收白皮书》数据显示，我国约有78.6%的家庭都备有家

庭小药箱，但80%以上的家庭都没有定期清理药箱的习惯，全国一年产生过期药品约1.5万

吨。

过期药品可能会发生霉变、滋生细菌或者毒害作用加重的现象，服用过期药物非但不会

达到预期功效，还可能造成人体伤害。

1、去除废水中PPCPs的常见方法

2、药品的妥善处理与回收计划

2.1  家庭过期药品投放到“有害垃圾桶”

容易分解、蒸发，敞发有毒气体，

造成室内环境污染，严重时还会对

人体呼吸道产生危害

如回收处理不当，如将过期药品当

做普通生活垃圾处理，则会对空

气、土壤和水源环境造成直接污染

[50]
图3：过期药品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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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抗生素：药效减弱或失效，过期后服用可能造成病情的延误；

（2）维生素C：可反应变为别的物质，引起呕吐、腹泻、结石、头痛等情况；

（3）急救药（如心绞痛急救的硝酸甘油）：过期后不仅没有药效，还可能付出

         生命的代价；

（4）阿司匹林：随着储存时间的延长，酸性变得更强，对胃的刺激更大；

（5）胰岛素：可使注射部位出现瘙痒、疼痛、发热、肿胀和皮下脂肪萎缩。

*服用过期药物的危害：

对此，建议家庭药物储备尽量少一些，一般3～6个月整理一次，避免屯货。

过期药被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属于有害垃圾范畴，需妥善处理，不得随意丢

弃，而应投入到“有害垃圾”桶中。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

作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8〕128号）和《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快推进部分重点城市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建城〔2017〕253号）的内容要求，46个重点城市在未来要出

台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实施方案或行动计划，即设立有害垃圾分类回收体系，如在上海和深圳

已经配备有垃圾分类的垃圾桶，市民可以将过期药物投放至有害垃圾桶。

[51]图4：垃圾分类有害垃圾详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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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所在城市未设置有害垃圾回收桶，过期药品量少且零散，可以按照对应类型的作法是

将过期药物毁形后密封好，再丢弃。

2.2  妥善处理少量过期药品

丢药 步骤6药丸 步骤3

[52]图5：少量药品处理步骤分解图

口服片剂、胶囊、颗粒剂、滴丸剂等过期药：剩余药丸从铝箔、药袋等包装取出，全部药 

丸集中在密封袋里捣碎，再丢入垃圾桶。

膏状药物：挤出来收集在密封袋内，封好后丢弃。

眼药水、口服液等液体药物：把液体分别混入泥土后和生活垃圾一起处理。

喷雾剂药品：在户外空气流通较好的地方，避免接触明火的条件下，彻底排空丢掉。

注：化疗、癌症用药及管制药品：交给药局或者药品回收点处理

如果所在城市垃圾分类回收还未普及，以及过期药品余量大、包装完整，民众可以去街

道办、社区、连锁药店看看，很可能就会有药物回收点。

如果线下的回收点也很少或者较远，线上的制药企业官网、健康平台也开始重视药物回

收服务，可以在网站上查询药品回收处理的方法流程。

2.3  药品的回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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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 主 要 的 个 人 护 理 用 品 通 常 被 分 为5大 类 ： 消 毒 剂 （ 如 三 氯 生 ） 、 芳 香 剂 （ 如 麝

香）、驱虫剂（如避蚊胺）、防腐剂（如苯甲酸酯）和紫外线滤过剂（防晒霜，如二苯甲

酮）等。

而环境中个人护理用品的来源主要是两类，一类是个人护理用品在生产、运输过程中进

入环境，一类是来自于居民日常生活中大量使用的肥皂、乳液、牙膏、香水、防晒霜等个人

护理用品。

因此，对于防止个人护理用品中的化学物质对人体和生态带来的伤害，一般提倡从两方

面入手：一是在生产端把控其有害化学物质的含量，如美国强生公司曾宣布，今后将逐步淘

汰或减少个人护理用品中的甲醛释放型防腐剂、尼泊金酯类防腐剂、二恶烷、三氯生等化学

[53 ]成分，以减少消费者的担忧 ；二是减少不必要的护理用品的使用及浪费现象。

3、呼吁从源头降低来自个人护理用品的污染风险

尾声

残留药物污染是世界性的新型环境问题，在自然环境中，许多国家均检测

出了残留药物的情况。我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药品生产国，也是抗生素生产

和 使 用 大 国 ， 药 物 污 染 问 题 十 分 严 峻 ， 然 而 目 前 我 国 有 关 城 市 污 水 中 的

PPCPs的研究报道有限，其环境风险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不仅企业、政

府应该完善现有药物生产体系，药物治理体系，我们每个人也有义务做到不滥

用药物、不过量囤积药物、过期药物垃圾分类处理这些小事。

面对PPCPs，未来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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