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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沉淀一生物粉末炭／超滤组合工艺

处理含嗅味微污染水研究

李星， 刘玲， 杨艳玲， 梁爽， 王伟强
(北京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北京100124)

' 李波

摘要：针对富营养化湖库水普遍存在的藻类、有机物污染及嗅味问题，以实验室模拟的含嗅味微污染水为试验水

样，研究了混凝沉淀一生物粉末活性炭／浸没式超滤(BPAC／SUF)组合工艺对叶绿素a、有机物和嗅味污染物的去除

效果及对膜污染的影响，探讨一种有效的含嗅味微污染水处理技术。结果表明，混凝沉淀一BPAC／SUF组合工艺对

叶绿素a的去除效果显著，平均去除率达95．5％；组合工艺可强化有机物的去除效果，对UV：。。、DOC和COD。。的

平均去除率分别为31．o％，30．4％和51．o％；对二甲基异冰片(2一MIB)和土臭素(GSM)有较好的去除效果，平均去

除率为74．8％和75．1％，出水平均浓度均在嗅阈值以下；整个实验期间，跨膜压差仅增长了3．80 kPa，膜污染得到

很好的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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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ment of Taste and Odor Contained Micro-Polluted Raw

Water by Coagulation。_Sedimentation and

BPAC／SUF Combined Process

LI Xing，LIU Ling， YANG Yan—ling，LIANG Shuang， WANG Wei—qiang，LI Bo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Civil Engineering，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Beijing 100124，China)

Abstract：To deal with the issue of water polluted by algae，organic matters and taste and odor in

eutrophic water of lakes and reservoirs，a combined process of coagulation—sedimentation

combined with biological powered activated carbon and submerged ultrafiltration(BPAC／SUF)

was applied to study the removal effects of chlorophyll a，organic matters and taste and odor，and

to investigate the membrane fouling characteristic of micro—polluted water sample with artificial

taste and odor in 1ab—scale．The results show that remarkable removal rate of chlorophyll a could

reach to 95．5％，and the organic matters’removal efficiency was obviously improved with the

average removal rate of 31．0％for UV254，30．4％for DOC and 51．0％for CODM。，respectively．

Better removal effect on 2-MIB and GSM were achieved with 74．8％and 75．1％，respectively．

The average taste and odor level of treated water was below the threshold value．Membrane

fouling was well controlled during the whole experimental period，and the trans—membrane

pressure was increased only by 3．80 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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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大部分湖库水处于富营养化状态[1]．

富营养化水中大量繁殖的藻类和其它浮游生物，会

造成水厂滤池堵塞，有些藻类会产生嗅味物质，严重

影响供水水质的安全性心]．

研究表明[3]，二甲基异冰片(2一MIB)和土臭素

(GSM)是地表水水源中主要的致嗅物质，2一MIB和

GSM主要是放线菌和蓝藻的代谢产物，具有强烈的

土腥味．其嗅阈值很低，在4～20 ng／L[3]浓度下也

会影响水的味道，是用户判断饮用水水质优劣最直

观的依据．现有的常规处理(混凝、沉淀、过滤)对2一

MIB和GSM的去除率较低，很难满足饮用水水质

标准的要求，因此去除富营养化地表水中的嗅味已

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之一．

超滤膜能有效地截留水中的颗粒物、病毒、细

菌、两虫、藻类及水生生物等微生物，是提高饮用水

水质和生物安全性的最有效技术之一[4]．但超滤膜

对溶解性有机物，尤其是嗅味物质难以有效去除，且

膜污染也影响膜的使用寿命[5]．研究表明，粉末活

性炭(PAC)吸附及生物降解对嗅味物质有很好的

去除效果[2]．混凝与超滤联用能有效地提高溶解性

有机物的去除效果，缓解膜污染[6]．基于此，本研究

将PAC的吸附作用、生物降解作用以及超滤膜的截

留作用相结合，构建了混凝沉淀一生物粉末活性炭／

浸没式超滤(BPAC／SUF)组合工艺，考察其对藻

类、有机物及嗅味污染物的去除效果及膜污染状况，

以期探讨一种有效的含嗅味微污染水的处理技术．

1材料与方法

1．1 原水水质

实验采用人工配水模拟南水北调山东受水区含

嗅味微污染水源水，在自来水中加入一定比例生活

污水，实验室培养的铜绿微囊藻和鱼腥藻以及2一

MIB(分析纯，美国Supelco公司)，GSM标准样品

(纯度≥98％，美国Aldrich公司)，主要水质参数

为：温度26～28℃，叶绿素a 1．23～8．34 ttg／L，

UV。。。0．011～0．022 cm～，溶解性有机碳(DOC)

1．60～3．47 mg／L，高锰酸盐指数(CODM。)1．41～

3．13 mg／L，2一MIB 23．5～48．2 ng／L，GSM 29．4～

68．3 ng／L．

1．2实验装置及流程

实验装置及工艺流程见图1．原水经原水泵进入

混合池，投加混凝剂(聚合氯化铝，10 mg／L)后以

300 r／min的转速快速混合2 min，然后依次经过4个

转速为150，150，50和50 r／min的絮凝池，每个絮凝

池的停留时间为5 min，之后进入斜管沉淀池沉淀，沉

后水进入SUF膜池．SUF膜池有效体积为1．1 L，水

力停留时间30 rain．中空纤维超滤膜(海南立升公

司)的材料为PVDF，内径为0．85 mm，外径为

1．45 mm，截留分子量为100 kDa．试验期间，超滤膜

以20 L／(m2·h)恒通量运行，采用连续曝气，气水比

为12：1，SUF膜池不进行反冲洗和排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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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试验装置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experimental set—up

在SUF膜池运行前，在其中投加4 g／L(相对于

膜池有效体积)PAC，建立PAC／SUF单元．PAC

(北京北科绿洁公司)为椰壳材质，其粒径为200目，

比表面积为642．49 m2／g，碘吸附值为473．8 mg／g．

启动阶段，连续监测PAC／SUF单元进出水中的三

氮变化，表明氨氧化菌和硝化菌生物量分别在第10，

15 d基本达到稳定状态，PAC／SUF单元对GSM和

2-MIB的去除率经历了减小至增大的过程，表明PAC

的吸附作用逐渐饱和，在生物作用逐步加强后，去除

效果再次改善；到第25 d后对GSM和2一MIB的去除

效果达到稳定状态，表明PAC／SUF单元中的微生物

量也处于平衡状态，已形成了具有稳定生物降解功能

的工况，即BPAC／SUF单元．本实验在BPAC／SUF

单元稳定运行2个月后开展．

1．3检测方法

叶绿素a参照《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

版)测定．CODM。采用酸性高锰酸钾法测定．

UV捌和DOC分别采用UV：。。。紫外可见分光光度

计(上海舜宇恒平科学仪器有限公司)和Vario

TOC仪(德国Elementar公司)进行测定，水样检测

UV。。。和DOC之前均经0．45”m滤膜过滤．TMP

采用无纸记录仪记录．2一MIB和GSM采用顶空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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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微萃取装置(SPME，57348-U，美国Supelco公

司)与气相色谱一质谱联用仪(HP—GC6890一MS5973，

美国Agilent公司)进行测定．GC-MS的操作条件：

载气为高纯氦气，柱流量1．0 mL／min，无分流进

样，进样口温度230℃．炉温升温程序：初始温度

50℃保持1 min，以10℃／min升温至100℃保持

0．15 rain，最后以5℃／min升温至240℃，离子源温

度230℃，电子能量70 eV，接口温度280℃，详细操

作方法见文献[7]．

2结果与讨论

2．1对叶绿素a的去除

叶绿素a是藻类细胞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含量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藻类数量[8]．本试验以叶绿

素a代表藻细胞数量来评价对藻类的去除效果．混

凝沉淀一BPAC／SUF组合工艺对叶绿素a的去除情

况如图2所示．由图可知，试验中原水叶绿素a质

量浓度为1．23～8．34／19／L，平均值为3．91 gg／L，

沉后水叶绿素a质量浓度为0．61～3．98}tg／L，平

均值为1．73／-g／L，平均去除率(良)为52．7％．说明

混凝沉淀工艺不能有效地去除藻类．沉后水经过

BPAC／SUF单元后叶绿素a质量浓度降至0～

0．29／Lg／L，平均为0．14／19／L；组合工艺对叶绿素a

的R达到了95．5％，能有效去除水中的藻类．试验

中采用超滤膜孔径(0．01扯m)，小于水体中藻细胞

直径(1～72 btm)，极好地截留了藻类，有效解决了水

中藻类去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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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组合工艺对叶绿素a的去除情况

Fig．2 Removal effect of turbidity by combined process

2．2对有机污染物的去除

2．2．1对溶解性有机物的去除

水中有机污染物大致可以分为溶解性有机物

(DOM)和颗粒性有机物两部分．DOM是微污染物

的潜在载体和消毒副产物的主要前驱物，通常以

UV。。。和DOC表征．图3为组合工艺对溶解性有机

物去除效果图．图3中O'UV：。。可以反映水中含有共

轭双键和苯环的有机物的含量‘9|，pDoc可以表征水

中溶解性有机碳的含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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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组合工艺对溶解性有机物的去除效果

Fig．3 Removal effect of dissolved organic materials by

combined process

由图3(a)可知，原水经过混凝沉淀工艺后，

仃uv⋯从0．011～o．022 C1TI～，平均值为0．016 C1TI～，

下降到0．009～0．017 crn～，平均值为0．013 CITI～，

R为18．3％；沉后水经过BPAC／SUF单元后，

口uv⋯为0．007～0．014 C1TI～，平均值为0．011 C1TI～，

组合工艺对盯uv⋯的R达31．0％．由图3(b)可知，

原水pDOC为1．60～3．47 mg／L，平均值为2．18 mg／

L，经过混凝沉淀工艺后pDOC下降至1．31～3．36

mg／L，平均值为1．84 mg／L，R为15．4％；再经过

BPAC／SUF单元后pDOC为1．10～2．24 mg／L，平均

值为1．50 mg／L；组合工艺对DOC的良达到

30．4％．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在组合工艺的总去

除率中约41％和49％的UV：。。和DOC是通过

BPAC／SUF单元去除的，可见BPAC／SUF单元对

溶解性有机物具有良好地强化去除效果．

2．2．2对CODM。的去除

CODM。反映了水中综合性有机污染物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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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饮用水的重要指标．由图4可知，原水的CODM。

为1．41～3．13 mg／L，平均值为2．16 mg／L，经混凝

沉淀工艺后降为1．24～2．27 mg／L，平均值为

1．66 mg／L，R为21．5％；经BPAc／suF单元进一

步处理后降至0．66～1．49 mg／L，平均值为

1．05 mg／L，组合工艺对CODM。的R可达51．0％，

其中约57％的CODM。由BPAC／SUF单元去除．可

见，组合工艺对CODM。的去除率高于对溶解性有机

物的去除率，主要是因为超滤膜及其表面的活性炭

层能很好地截留颗粒性有机物，PAC上的微生物能

进一步将截留的颗粒性有机物降解．

+原水
+沉后

图1 组合丁：艺对C()I)、h的占除情况

Fig．4 Removal e[fect of CODM。by combined process

2．3对嗅昧物质的去除

图5(a)为组合工艺对GSM和2-MIB的去除效

果．可以看出，当原水的2一MIB浓度为23．5～

48．2 ng／L(平均值为36．59 ng／L)时，混凝沉淀对

2一MIB的R只有28．9％，说明混凝沉淀工艺不能有

效去除2一MIB，这与Kim等的研究一致11叩；经过

BPAc／suF单元后，2-MIB的浓度为6．4～

11．7 ng／L，平均值为9．0 ng／L，组合工艺对2一MIB

的R达到了74．8％，可见BPAC／SUF单元是去除

2一MIB的关键环节．由图5(b)可知，混凝沉淀工艺

对GSM的去除效果有限，R为33．8％，而经过

BPAC／SUF单元后出水平均浓度在9．8 ng／L，组合

工艺对GSM的R达到了75．1％．

对比图5(a)和图5(b)可知，混凝沉淀工艺对

GSM的去除率要高于2-MIB，这可能与GSM较大

的分子量和较小的溶解度以及较平滑的分子结构

有关‘10]．

2一MIB和GSM的分子量仅为168和182Da，均

远小于超滤膜的截留分子量，因此超滤膜对2一MIB

和GSM几乎没有去除效果．Laine等人的研究发

现口1。，只利用低压膜工艺(如超滤)无法有效降低嗅

味问题，即使用截留分子量为50 kDa的超滤膜也仅

能将原水的嗅度由9级降至5级．PAC对2-MIB

和GSM有很好的吸附效果，但考虑到BPAc／suF

单元在本试验开始前已经运行了2个月时间，PAC

对2一MIB和GSM的吸附作用已很弱，因此有理由

推断BPAC／SUF单元对2一MIB和GSM的去除主

要是通过BPAC／SUF单元内及活性炭微粒中微生

物的降解作用来实现的．Huck研究指出[12。，与

MIB的生物降解效果相比，GSM的降解率要低一

些，此观点也在本实验中得到了验证，BPAc／suF

单元对2一MIB的R比对GSM的高4．8％．

tld

(a)2-MIB

80眨劾丽而面恧面磊瓦两霾孺丽稠100

tfd

(b)GSM

图5组合工艺对嗅昧物质的去除情况

Fig．5 Removal effect of 2-MIB and GSM by combined process

2．4跨膜压差的变化

膜污染主要是由水中的有机物、无机物以及微

生物在膜表面及膜孔内部的可逆及不可逆沉积，导

致通量下降(恒压运行模式)或跨膜压差上升(恒流

运行模式)造成的．膜污染会使超滤膜的产水能力

下降、能耗增加，是阻碍膜技术大规模推广应用的主

要问题之一[1⋯．试验中超滤膜在恒流模式下运行，

用TMP的增长来表征膜污染状况．

试验期间TMP的增长状况如图6所示．可以

看出，运行开始时TMP便达到了8．09 kPa，且在前

6 d内便增长到了10．68 kPa，这可能是因为小分子

L

ll一

3

2

1

一．_1．∞量、占8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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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物黏附在膜表面或堵塞膜孔造成了显著的膜污

染，致使膜过滤阻力增大．在随后运行的23 d内，

TMP的上升幅度很小，仅增长了1．21 kPa．这主要

有两个原因：①随着运行时间的延续，絮体与

BPAC等在膜表面形成的较松散滤饼层，避免小分

子有机物进一步黏附在膜表面或堵塞膜孔，缓解了

滤饼层阻力和凝胶层阻力的提高n41；②混凝沉淀

工艺有效地去除了胶体颗粒、藻细胞和部分大分子

有机物[15|，BPAC通过生物作用降解了部分可导致

膜污染的溶解性有机物，有效地减轻了超滤膜的浓

差极化阻力．可见混凝沉淀工艺与BPAC／SUF单

元中的BPAC共同作用能很好地控制膜污染．

枷

图6组合工艺运行过程中的TMP变化情况

Fig．6 Variation of trans-membrane pressure during the operation

of combined process

3 结 论

①混凝沉淀一BPAC／SUF组合工艺对叶绿素a

的去除效果显著，平均去除率达95．5％，其中超滤

膜具有极好的截留作用．

②混凝沉淀一BPAC／SUF组合工艺对微污染水

中的UV：。。、DOC和CODM。有较好的去除效果，平

均去除率分别为31．0％、30．4％和51．0％，其中

BPAC／SUF单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③混凝沉淀工艺对2一MIB和GSM的去除效

果有限，BPAC／SUF单元强化了混凝沉淀对2一MIB

和GSM的去除效果，组合工艺平均去除率分别达

74．8％和75．1％，使2-MIB和GSM的平均出水浓

度均低于10 ng／L．

④混凝沉淀及BPAC对膜污染起到了显著地

缓解作用．超滤膜在20 L／(m2·h)恒通量下稳定

运行，TMP增长缓慢，仅为3．80 kPa，为实际应用提

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参考文献：

[1]周怀东，彭文启．水污染与水环境修复[M]．北京：化学

工业出版社，2005．

Zhou Huaidong，Peng Wenqi．Water pollution and

water environmental restoration[M]．Beijing：Beijing

Chemical Industry Press，2005．(in Chinese)

[23 Srinivasan R，Soriall G A．Treatment of taste and odor

causing compounds 2-methyl isoborneol and geosmin in

drinking water：a critical reviewI-J]．Water Research，

2011，23(1)：1—13．

[3]Pirbazari M，Ravindran V，Badriyha B N，et a1．GAC

absorber design protocol for the removal of off-flavors

I-J]．Water Research，1993，27：1153—1166．

[4]李圭白，杨艳玲．第三代城市饮用水净化工艺：超滤为核

心技术的组合工艺[J]．给水排水，2007，33(4)：1．

Li Guibai，Yang Yanling．The third generation of urban

drinking water purification process：ultrafihration as the

key technology of combination process[J]．Water and

Wastewater，2007，33(4)：1．(in Chinese)

[5]高伟，梁恒，韩梅，等．膜生物反应器净化微污染引黄

水库水效能[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11，43(8)：

31—34．

Gao Wei，Liang Heng，Han Mei，et a1．Purification of

micro-polluted reservoir water from Huanghe River by

membrane bioreactors I-j]．Journal of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2011，43(8)：31—34．(in Chinese)

[6]史慧婷，杨艳玲，李星，等．混凝一超滤处理低温低浊受污

染水试验研究[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2010，26(2)：

144—148．

Shing Huiting，Yang Yanling，Li Xing，et a1．Study of

coagulation-ultrafiltration process on contamination

water under low temperature and low turbidity[J]．

Journal of Harb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2010，26

(2)：144—148．(in Chinese)

[7]Zhang Yan，Chen Jiao，Yang Yanling，et a1．

Determination of odor compounds by using headspace

solid—phase micro extraction combined with GC-MS[C]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

product，E—service and Entertainment．Henan，China：

ICEEE，2010：5359—5362．

[83高玉荣．北京四海浮游藻类叶绿素含量与水体营养水平

的研究i-J]．水生生物学报，1992，16(3)：237—243．

Gao Yurong．A study on the algal ehlorophll contents

and trophic level in Beijing Si—hai lake[J]．Acta Hydro—

biologica Sinica，1992，16(3)：237—243．(in Chinese)

(下转第544页)

击《}&

万方数据



544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 第33卷

traveler information systems with endogenous market

penetration[J1．Transportation Research，Part B，1998，

32(3)：205—218．

[43 Garcia R，Marin A．Network equilibrium with combined

modes： models and solution algorithms[J]．

Transportation Research，Part B， 2005，39(3)：223

—254．

[5]四兵锋，孙壮志，赵小梅．基于随机用户平衡的混合交通

网络流量分离模型[J]．中国公路学报，2006，19(1)：

93—98．

Si Bingfeng，Sun Zhuangzhi，Zhao Xiaomei．Mixed traffic

network flow-split model based on stochastic user

equilibrium[J]． China Journal of Highway and

Transport，2006，19(1)：93—98．(in Chinese)

[6]韩印，袁鹏程．多用户多方式混合随机交通平衡分配模

型[J1．交通运输工程学报，2008，8(1)：97—101．

Han Yin，Yuan Pengcheng．Multi—user and multi—mode

assignment model of mixed stochastic traffic balance

[J]．Journal of Traffic and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2008，8(1)：97—101．(in Chinese)

[73 Li Z C，Huang H J，Lam W H K，et a1．Optimization of

(上接第537页)

[91金伟，范瑾初．紫外吸光值(UV。)作为有机物替代参数

的探讨[J]．工业水处理，1997，17(6)：30—32．

Jin Wei，Fan Jinchu．Studies on the UVz54 absorbance as

a surrogate parameter of organic matter[J]．Industrial

Water Treatment，1997，17(6)：30—32．(in Chinese)

[10]Kim Y，Lee Y，Gee C S，et a1．Treatment of taste and

odor causing substances in drinking water[J]．Wa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1997，35(8)：29—36．

[11]Bruchet A，Laine J M．Efficiency of membrane

processes for taste and odor removal[J1．Wa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05，51(6／7)：257—265．。

[121 Huck P M，Kenefick S L，Hrudey S E，et a1．Bench-

scale determination of the removal of odour compounds

with biological treatment[J]．Wa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1995，31(11)：203—209．

[131李凯，田家宇，叶挺进，等．混凝沉淀一浸没式超滤膜处

time—varying parking charges and parking supply in

networks with multiple user classes and multiple

parking facilities[J,1．Tsinghu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7，12(2)：167—177．

[8]陆化普，黄海军．交通规划理论研究前沿[M]．北京：清

华大学出版社，2007．

Lu Huapu，Huang Haijun．

poratation planning[M]．

Press，2007．(in Chinese)

Theoretical research in trans—

Beijing：Tsinghua University

[9I四兵锋，杨小宝，高亮，等．基于出行需求的城市多模式

交通配流模型[J]．中国公路学报，2010，23(6)：85—91．

Si Bingfeng，Yang Xiaobao，Gao Liang，et a1．Urban

multimodal traffic assignment model based on travel

demand[J]．China Journal of Highway and Transport，

2010，23(6)：85—91．(in Chinese)

[101易昆南，于菲菲．城市交通网络中的停车一换乘行为

[J]．系统工程，2006(3)：35—39．

Yi Kunnan。Yu Feifei．Research on park-and—ride in

city transport network[J]．Systems Engineering，

2006(3)：35—39．(in Chinese)

(责任编辑：孙竹凤)，⋯】⋯】⋯
理北江水中试研究[J1．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12，

44(23)：38—42．

Li Kai，Tian Jiayu，Ye Tingjin，et a1．Pilot study on

hybrid coagulation-sedimentation and immersed

ultrafiltration for drinking water treatment from Bei

Jiang River[J]．Journal of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2012，44(23)：38—42．

[141 ITumbas I，Hobby R，Ktichle B，et a1．P-nitrophenol

removal by combination of powdered activated carbon

adsorption and ultrafiltration-comparison of different

operational modes[J]．Water Research，2008，42(1 5)：

4117—4124．

[15]Barbot E，Moustier S，Bottero J Y，et a1．Coagulation

and ultrafiltration： understanding of the key

parameters of the hybrid process[J]．Journal of

Membrane Science，2008，352(2)：520—527．

(责任编辑：赵业玲)

万方数据



混凝沉淀-生物粉末炭/超滤组合工艺处理含嗅味微污染水研究
作者： 李星， 刘玲， 杨艳玲， 梁爽， 王伟强， 李波， LI Xing， LIU Ling， YANG Yan-ling， LIANG

Shuang， WANG Wei-qiang， LI Bo

作者单位： 北京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北京,100124

刊名：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

英文刊名： Transactions of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年，卷(期)： 2013,33(5)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bjlgdxxb201305019.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bjlgdxxb201305019.aspx
http://g.wanfangdata.com.cn/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d%8e%e6%98%9f%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88%98%e7%8e%b2%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d%a8%e8%89%b3%e7%8e%b2%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a2%81%e7%88%bd%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8e%8b%e4%bc%9f%e5%bc%ba%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d%8e%e6%b3%a2%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LI+Xing%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LIU+Ling%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YANG+Yan-ling%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LIANG+Shuang%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LIANG+Shuang%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WANG+Wei-qiang%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LI+Bo%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Organization%3a%22%e5%8c%97%e4%ba%ac%e5%b7%a5%e4%b8%9a%e5%a4%a7%e5%ad%a6%e5%bb%ba%e7%ad%91%e5%b7%a5%e7%a8%8b%e5%ad%a6%e9%99%a2%2c%e5%8c%97%e4%ba%ac%2c100124%22+DBID%3aWF_QK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bjlgdxxb.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bjlgdxxb.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bjlgdxxb201305019.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