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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工、农业发展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外源污

染物通过直接排放、转换、迁移进入水环境，使我国

水污染加剧，水质显著下降，已经直接影响到生活饮

用水和城市集中供水的安全。而突发性水质污染事件

更容易引起社会的不安定和领导的重视。针对水质污

染突发事件的应急和预警监测技术成为最近几年国内

研究的重点。

传统的水质检测方法主要是针对具体污染物的检

测，比如检测苯、镉等各类污染物在水中的浓度。但

是，由于工业发展，污染物的种类爆炸性增长，如果

还仅采用传统的分析方法进行检测，要检测的污染物

种类也多，所需要的仪器多，检测所需要的时间也长。

另外，传统方法检测的指标比较多，当检测出来很多

指标后还是难以判断水可能对人类的危害程度。传统

方法作为常规的检测手段是比较合理的。但是，在环

境污染比较严重的今天，传统方法作为预警和应急检

测手段时，就存在着检测的有害物种类有限和综合评

价水样总体毒性的缺点。

利用生物监测技术建立水环境安全预警系统是目

前国内外环境科学的一个研究热点，其具有对多种有

毒物响应并能做出综合评价的特点。在美国和欧洲，

生物毒性仪也广泛应用于市政供水、污水处理、水环

境监测等毒性急性检测。从上世纪80年代起，我国就

开展了生物监测技术的研究，目前，已有多种生物监

测系统或仪器开始应用。

2、生物毒性检测方法简介

生物毒性监测方法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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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样的生物毒性就是让受试生物曝露在被测水样

中，根据观察到的受试生物的反应（例如死亡、行为

异常、生理特征变化），而做出的水样对受试生物的负

面影响的评价。

由于可 以采用不同 的检测生物进 行毒性检测 ，

所以目前有多种生物毒性检测技术。发光细菌、藻类、

水蚤、鱼类、贝类、燃料电池、活性污泥和铁氧化菌

等。这些技术都可以用于在线监测，适用于便携检测

的主要还是发光细菌、化学发光法和发光酶技术。从

标准化的角度讲，目前只有发光细菌和藻类毒性检测

技术有国际标准支持，即使有标准支持也不是所有的

设备都遵循了标准方法。目前情况看，发光细菌的应

用最普遍[1- 3] 。

生物毒性检测必须依 赖的两个重要质量控制：

一个是测试生物状态的质量控制，另一个是检测过程

的质量控制。任何一个质量控制出了问题，检测结果

的重复性会受到很大影响，以至于其结果丧失意义。

下面分别分析以下常见的几种技术：

1）发光细菌毒性检测技术

该方法有国际标准的可用来应急检测和预警的技

术，是目前国际上研究最多的毒性检测技术。目前受

到国际标准 ISO11348[4]和国内标准 GB\T-115411995

(正在修改过程中)。

该 方法 多次 在重 大国 际灾 害中 得到 实践 检验

（美国卡特丽娜飓风，缅甸风灾，汶川地震，伊拉克战

场等）；缺点 是如果要 保证可靠 的质量控 制，维护

周期就比较短[5 ]。

2）藻类生物毒性检测技术

该方法根据藻类光合作用水平的变化判断水的毒

性，主要对除草剂类的农药敏感，对杀虫剂的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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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目前有国际标准支持 ISO 8692，国内没有标

准 。

3）水蚤、鱼生 物毒性检 测技术

该类毒性仪是比较早产品化的，在国际市场上

使用量比较大，但在国内使用较少。其特点是对杀

虫剂敏感度高，对除草剂敏感度稍差；由于不同厂

家选择的行为参数不同，没有统一方法传统的水蚤、

鱼毒理试验是标准方法，但由于试验时间长不能用于

应急检测。

4）自来水常见养鱼方法说明

自来水常见养鱼方法不能作为应急和预警方法，

原因是污染物致鱼死的时间太长污染物致鱼死时，浓

度已经太高。鱼死亡可能不是有毒物质造成的，误报

率比较高。

5）活性污泥和耗氧法毒性仪

活性污泥和耗氧法毒性仪由于价格便宜受到关

注，这类仪器采用被测水在经过生物罐前后溶解氧

的变化，判断生物罐中生物的耗氧量，根据耗氧量的

变化判断被测水的毒性。这类仪器相对比较不敏感，

目前主要用在污水监测。

2.2 生物毒性检测方法的特点

1）生物毒性可以检测的毒性物种类非常多

任何有毒物质都会对受试生物产生毒理作用，当

有毒物质浓度达到一定程度时，都会产生可观测到的

影 响 。

2）生物毒性可以很好评估不同毒性物共同作用

的结果多种毒性物混合后可能产生拮据作用、协同作

用或相加作用，传统方法难以评价，但生物毒性测到

的就是水样中多种毒性物共同作用的结果。

3）生物毒性方法可以检测到常规理化方法容易

遗漏的不明毒性物在水质分析过程中，通常只能分析

到常见的有害物质，如果水中出现不常见的有害物质，

常规分析往往难以发现。但生物毒性可以发现不明毒

性物 的存 在。

4）生物毒性方法可以分析你的实验室无法分析

的有毒污染有时你已经知道一次污染事件的污染物，

而这种污染物正好是你的实验室无力分析的物质，这

时毒性分析可以用来应急。

5）生物毒性方法无法判断具体毒性物和精确浓

度生物毒性的缺点是只能判断毒性，但不能判断毒

性由什么物质引起，也无法得到具体浓度。

3、水质预警监测系统框架

中外的实践已经证明，常规多参数系统对突发水

质事件的预警成功率很低，大部分水质污染事件并不

能引起以上参数的显著变化。欧美的研究认为，预

警检测站点应该有三类仪表，提供三类参数，这些

参数的总和才可以真正达到预警的目的。但是不是所

有的站点都需要全部三组参数，应该根据各站点的具

体情况，确定选择其中的一组、两组甚至全部三组。

3.1 常规多参数

常规多参数主要提供对水质基本状况的了解，并

作为预警的辅助信息。很多有害物质的变化会引起常

规参数的变化，但是也有很多有害物质的增加并不会

引起这些参数的变化，或者引起参数的变化很不明显。

3.2 特征污染物

特征污染物参数是根据检测点的历史污染事故和

历史水质数据确定的，这些污染物是该检测点的主要

问题来源。从历史的分析看，如果该检测点水质出问

题，绝大多数情况下，污染物来自这组。所以应该针

对这组特殊物质进行针对性监测。这组参数是日常水

质预警的重要指标，针对这组参数，由于采用针对性

检测技术，可以准确获得污染物的具体种类和浓度。

3.3 生物毒性

即使有了以上两组参数，还是有些毒性物，甚

至是毒性很强的有害物可能遗漏。如果污染事件是因

为这些污染物引起，以上两组参数或没有变化，或变

化很小，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为了扩大检测的毒性

物种类，必须采用生物检测方法。其主要思路是用生

物作为实验品，被测水样对生物的危害程度如何。水

样对生物的危害程度可以通过仪器检测出来。以生物

为探测器时，可检测到的毒性物就比较广，但是，检

测不到是什么毒性物。这组参数也是预警的重要指

标，特别是 对重要检测站点 ，一定需要这组 指标。

4、生物毒性检测方法的的应用情况

目 前国内已经 认识到生物毒 性检测的重 要性，

很多部门都开始使用这种技术，包括水专项也有很多

项目于生物毒性有关。国家环保部已经委托常州市环

境监测中心站完善国家标准。在一些重要城市已经逐

步大规模使用。

4.1 北京奥运会水源预警系统

北京奥运会前，由北京市科委和北京市自来水

公司共同出资建设了密云水库取水点原水水质预警系

统。由于该取水点的重要性，预警检测采取全部三类

参数。根据对历史水质数据的分析，选择藻类作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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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污染物 。具体 参数选 择如下：

生物毒性：发光细菌生物毒性仪（toxcontrol）、

以鱼为指示生物的毒性仪（Toxprotect）

特征污染物：藻类分类检测仪（Al gea Onl i ne

Analyser）

常规多参数：紫外 - 可见分光光度计 （Spectro:

lyser），提供COD、DOC、NO3、TOC、浊度等参数。

4.2 广州南洲水厂水源预警系统

广州南洲水厂水源预警系统是我们国内第一个完

善的水源水质预警监测站，同样采用全部三类水质参

数。其中常规参数是在水厂建设时已经建成，后来完

善的有在线生物毒性仪和重金属检测仪。因为取水口

在北江的一个支流上，重金属污染威胁比较严重，重

金属检测指标作为特征污染物。

生物毒性仪：发光细菌生物毒性仪（toxcontrol）；

特征污染物：OVA 5000 在线重金属检测仪，检

测Cd、Pb 和 Zn；

4.3 典型的原水公司预警系统

作为原水提供者，原水公司不太关心水质的不

明显的波动，因为这些波动由水厂消化。原水公司只

关心比较重大的水质污染事件。所以，从原水公司的

角度出发，生物毒性是他们最理想的选择。生物毒性

可以检测到几乎任何重大的污染事件，无论污染物是

哪种化学物质。因此，上海原水股份有限公司和深圳

税务局的东部供水公司都仅采用生物毒性仪检测重大

污染事件。

5 、小结

生物毒性检测技术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得出

水质毒性的综合信息，并且与部分污染物的浓度呈很

好地相关性，能够很好得应用于为水质应急和预警监

测。虽然其还不能完全代替常规理化监测，但作为一

种辅助监测手段，已经显示出其巨大的生命力。随着

技术的进步，该方法必将更加深入地开展下去，为水

质安全的保障做出应有贡献。

参考文献

[1] Roger S. Fuj ioka.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aWater

MonitoringPlan toPrepare for Criminal and Terroristic Contami

nationof aDrinkingWater System, 2002.

[2] United StatesEnviro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LargeWater

SystemEmergency ResponsePlanOutl ine：GuidancetoAs

sist Communi tyWaterSysteminComplyingwith thePublic Heal th

Security and Bioterrorism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Act of

2002. EPA 810- F- 03- 007, 2003.

[3] Washington StateDepartment of Heal th, EmergencyResponse

Planning Guidefor Publ ic DrinkingWater Systems. DOH PUB.

#331- 211, 2003.

[4] ISO11348- 3 水质－有关费歇尔弧菌属的光发射水样品的

抑制效果的测定(发光细菌试验)

[5] 杜晓丽，等.发光细菌法应用于环境样品毒 性测试的研究

进展[J].工业用水与废水，2008，39(2):13- 16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