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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北方地区，以污水处理厂出水等非常规水源补给为主的河/湖逐渐成为城市群下游河流的主导类型；以污水处理厂尾水为补给水源
的湿地公园近年来亦大量涌现 . 在节约城市用水、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污水所携带的病原体对环境安全和人类健康带来潜在的威胁 . 为评估

水环境病原微生物污染的健康风险，深入了解水体中病毒的类型以及病毒污染与环境因素之间的关系，认识病原微生物在水环境系统中的迁
移轨迹、人暴露风险点及暴露途径具有重要的意义 . 针对典型再生水补给型水体存在的公共卫生安全问题，借鉴同时探索污水流行病学方法，
并结合微生物定量风险评估（QMRA）分析，通过“污染-风险评价-风险预警”的流程，可以实现病原微生物污染全过程风险管理，为城市水环境
的管理和良性运行提供理论支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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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urce，fate and risk analyses of pathogenic microorganisms in the water
bodies fed by reclaimed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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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northern China，rivers and lakes that are mainly fed by unconventional water sources such as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s effluent，have
gradually become the dominant type of urban landscape water bodies. Wetland parks fed by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s effluent have also emerged in

large numbers in recent years. While saving urban water consumption and improv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the pathogens carried by wastewater
pose a potential threat to environmental safety and human health. In order to assess the health risks of pathogenic microorganism contamination in the
aquatic environment，it is necessary to identify the types of viruses in the water body and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rus contamination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It is also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omprehend the migration trajectory of pathogenic microorganism in water environment system，
human exposure risk and exposure routes. To explore public health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typical water bodies fed by reclaimed water，sewage
epidemiology was combined with quantitative microbial risk assessment （QMRA）. Through the process of“pollution - risk assessment - risk early
warning”can be realized to achieve risk management of pathogenic microorganism contamination to implement complete pathogenic microorganisms
risk management. The study provides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of urban water environment.
Keywords：quantitative microbial risk assessment；sewage epidemiology；uncertainty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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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Introduction）
水环境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生存及发展的场所 . 以城市河流和湖泊为主要形式的城市水环境是关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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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发展质量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问题，同时也受到人类活动的巨大影响 . 在自然状态下，河/湖最主要的

补给形式为降雨径流，除此之外还包括有冰雪融水、湖泊沼泽水、地下水等多种形式 . 但是随着气候变化、人

口增长、城市化进程和土地利用等压力的增强，全球许多河流的天然径流量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减少趋势

（Tang et al.，2013）. 在我国北方地区，以污水处理厂出水等非常规水源补给为主的河/湖逐渐成为城市群下

游河流的主导类型；而随着“海绵城市”建设的全国推进，以污水处理厂尾水为补给水源的城市湿地公园近
年来亦大量涌现 . 然而，再生水的水源一般为城市污水处理厂的二级出水，含有种类繁多的病原微生物（胡
洪营，2011）. 大量的再生水回用于城市水环境系统，在节约城市用水、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污水所携带的
病原体对环境安全和人类健康带来潜在的威胁 .

本世纪以来，2003 年非典型性肺炎冠状病毒（SARS-CoV）、2012 年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ERS-

CoV）、2003 和 2013 年 H5N1 和 H7N9 禽流感病毒（AIV）的先后爆发，特别是 2019 年底新型冠状病毒（SARS-

CoV-2）爆发引发全球对致病性病毒在水环境系统传播的高度关注（Wigginton et al.，2015；Pasalari ，et al.，
2019；Wigginton et al.，2020；郑祥等，2020；Qu et al.，2020；Laura et al.，2021）.Smith 和 Perdek 统计了 1986—

1998 年，美国流行病爆发时娱乐用水中病原微生物的贡献率，结果发现，诺如病毒（NoVs）与腺病毒（AdVs）
的贡献率分别占据 4% 和 1%（Smith et al.，2004）.Hass 等统计了美国 1971—2008 年爆发的 747 起水媒介传播

性疾病（致病数高达 576853 人次）：在已知传染源的病原体（43%）中，以诺如病毒、轮状病毒（RVs）为主的病
原体贡献达到 9%（Haas et al.，2014）.La Rosa 研究发现：2008—2012 年，全球发生了 24 例因诺如病毒传染爆

发的疫情，均与水井、社区水系统、喷泉和地表水（如湖泊和游泳池）受该病毒污染有关（La et al.，2008）.
Sinclair 等的研究认为：诺如病毒对休闲娱乐用水传播传染性疾病的贡献高达 45%，其次为腺病毒 24%

（Sinclair et al.，2009）. 长期以来，我国水质监测和评价忽视病原微生物指标，导致我国城市河/湖病原微生物
特别部分病毒污染情况不甚明了、缺乏基础数据的累计，不利于河/湖的全程风险管理（张振兴等，2016；陈
晨等，2017；高婷婷，2018）.

同时，病原微生物在环境中的赋存状态有着显著特点：①病原微生物在环境介质的分布是离散的，即病

原体常成群结团或吸附于水中的固体物质上，这意味着其在环境介质中的平均浓度不能用以预测感染剂
量；②病原微生物在环境介质中的浓度很低，此特征直接关系到微生物风险评价模型与常规风险评价模型
的不同；③微生物是活体生物，在其传播、侵入、感染的各个阶段，都需要根据环境因子及生物特性，考虑其

在环境介质中浓度的衰减或增加；并且，即使同种属个体在生存能力、致病能力、繁殖能力也存在明显差异 .
这 3 大特点导致微生物风险评价的每一个环节都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在暴露评价和剂量反应模型两个
环节的不确定性表现的最为突出 . 因此，消减微生物风险评价过程的不确定性，将不确定性控制在可接受的
范围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也是目前研究工作的热点和难点 .

综上所述，识别威胁城市水体公共卫生安全的关键因素，明确河/湖病原微生物的类型及污染特征，科学

评估再生水补给型城市河/湖病原微生物污染的健康风险，确定不同预警级别的阈值，并为相关部门决策提
供理论依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2
2.1

再 生 水 环 境 中 病 毒 的 赋 存 特 征（Characteristics of virus occurrence in reclaimed water
environment）
水环境中常见的病毒类型及特征
根据流行病学研究，人和动物的排泄物中往往含有大量的病毒颗粒，这些病毒颗粒可能通过污水排放、

化粪池系统渗滤液和农业区径流进入水环境（Dziuban，et al.，2006；Xiao et al.，2013）. 目前在生活污水中已
经发现了 150 多种肠道病毒（Enterovirus）
（Wong et al.，2012），主要包括肠病毒（EVs）、轮状病毒、腺病毒、诺

如病毒、星形病毒（AVs）、人类杯状病毒（HuCV）和扎幌样病毒（SLVs）等（表 1）. 当人类通过受污染的水或食
物接触到这些病毒时，理论上就存在一定的被感染风险，如肠胃炎、无菌性脑膜炎、脊髓灰质炎、心肌炎、结
膜炎、肝炎、呼吸道疾病、全身性新生儿感染和糖尿病（Rajal et al.，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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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中病毒种类众多，能否找到可以表征污水病毒活性的指示病毒，以及如何快速表征污水病毒活性

是目前研究者们关注的重点 . 目前，噬菌体已作为模式病毒，被用于评价水和污水处理的效率，阐明病毒灭
活机理以及改进病毒检测方法等领域的研究（Mengzhi et al.，2021）. 其中，SC 噬菌体（Somatic coliphages）为

一类通过菌体细胞感染大肠杆菌宿主菌的 DNA 病毒，被认为是检测自然水体中微生物质量和水中肠道病毒

的 良 好 指 示 物 ，同 时 也 可 作 为 粪 便 污 染 的 指 示 物（Bonadonna et al.，2019）；F-RNA 噬 菌 体（F-specific
bacteriophages）为一类通过菌毛感染雄性大肠杆菌的 RNA 病毒，在许多物理、化学特性方面与肠道病毒类

似，常作为水中肠道病毒的指示微生物（李梅等，2005）. 但目前研究的这两种噬菌体尚不清楚是否能指示肠
道内其他类型的病毒，因此需继续探索适用于污水中病毒污染的表征方法 .
Table 1
病毒

肠道病毒
（Enterovirus）

核酸类型

单链 RNA

表1

环境水体中常见病毒的性质

Properties of common viruses in environmental water

有无 粪便中病毒浓

水环境中的

度/（个·g-1）

衰减速率 K/d

103~107

-0.07

包膜

无

病毒类型

毒 、埃 可 病 毒 、柯 萨 可 引 起 脊 髓 灰 质 主要通过粪-口和呼吸
奇 病 毒 和 肠 道 病 毒 炎、心肌炎等疾病

腺病毒（Adenovirus） 双链 DNA

无

1011

-0.69

有 51 种血清型

轮状病毒（Rotavirus） 双链 RNA

无

1010

-0.34

A~G 五组类型

（Noroviruses）

冠状病毒

单链 RNA

（Coronavirus）

单链 RNA

SC 噬菌体（Somatic

单链 DNA/

coliphages）

F-噬菌体（F-specific

双链 DNA

1011

无

-1.15

在污水中普遍
易定量测定

单链 RNA/

bacteriophages，FSC） 单链 DNA

-0.18
-0.18

病

及粪-口途径传播

A 组是全球范围婴

主要经粪-口途径或呼

儿腹泻的主要病
原体
流行性肠胃炎的

GII、GIII、GIV、GV）.

主要病原体，导致

感染人类的基因型

全球近一半的肠

属于 GI、GII 和 GIV.

胃炎病例 .

φX174 噬菌体是典型
代表
MS2，f2 噬 菌 体 是 典
型代表

道感染传播

可 引 起 呼 吸 道 疾 主要经空气飞沫、接触

共 5 个基因组（GI、

α、β、γ 和 δ4 个类型

有

存 在 ，数 量 多

传播方式

包括脊髓灰质炎病

68~72 型

诺如病毒

引发疾病

可造成呼吸系统
感染等人类疾病

无

无

吸道途径传播
主要经粪口途径传播，
通过摄入被污染的水，
食用被污染的食物或
与感染者直接接触而
发生 .

通过粪口途径传播、接
触传播和呼吸道传播
三种途径感染人群
吸附位点为宿主细菌
的细胞壁
吸附位点为 F-菌毛

注：数据来源：
（李梅等，2005；Haas et al.，2014；Verbyla et al.，2015；Quintao et al.，2021）.

2.2

国内城市水系病毒污染现状
1932 年美国旧金山首次将污水处理厂出水用于补给公园湖泊观赏用水 . 此后，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相继

利用再生水改善城市水环境、恢复城市河道景观（Rajeev et al.，2021）.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污水处理能力

的大幅度提升，再生水景观回用发展十分迅速 . 病原微生物在环境水体中的出现也被大量报道（Vermeulen

et al.，2019；Caicedo et al.，2019；Pang et al.，2019），水体中被识别并鉴定出的病原微生物已过百种（Kundu
et al.，2013）. 城市景观水体可能经过呼吸道、消化道、皮肤接触等方式进入人体，对人体带来健康风险 .

目前关于城市水循环中病毒赋存状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肠道病毒、轮状病毒和诺如病毒等不具备包膜

的病毒 . 近年来，污水中的病毒宏基因组显示了人类病毒的多样性，这其中就包括一些包膜病毒（Cantalupo

et al.，2011）. 近 10 年来，国内多个机构与研究团队开展了环境水体中病毒的检测工作，成果汇总在表 2 中 .
众多研究表明，我国城市水环境与景观水体病毒污染状况严峻 . 其中，张德友研究发现，秋冬季节的 10 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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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轮状病毒阳性率高达 100%（10/10）
（张德友，2009）. 张崇淼等于 2006—2007 年对西安饮用水源地和流经

西安的城市河流中的肠道病毒进行为期一年的监测，结果表明肠道病毒在各地表水体和污水处理厂二级处
理出水中均被检出（张崇淼等，2012）. 郑祥等于 2010—2011 年对海河流域中游温榆河水系调查结果表明：清

河污水处理厂出水 SC 噬菌体浓度为 1.77×103 PFU·mL-1；清河与温榆河下游水域的 SC 噬菌体检出量显著高

于上游水域，表明下游水域有可能受到病毒污染（杨勇等，2012）；于 2015—2017 年以海河流域上游山区段
Table 2
城市

表2

中国城市污水处理厂入水与环境水域中病毒检出状况

Virus detection in water intake and environmental waters of municipal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s in China
时间

采样地点

病毒种类

数值
病毒浓度（GC·mL-1）

西安

肠道病毒

2011.1—2011.12

污水处理厂

2016

河流

肠道病毒

湖泊

肠道病毒

人类肠道病毒

肠道病毒
肠道腺病毒
天津

2014.3—2015.2

海河水

轮状病毒
诺如病毒
星状病毒

102~105
102~104

51（copy·L-1）*
65（copy·L-1）*

442.41（0~1400）**
627.05（0~3427）**
84.41（0~910）**
88.79（0~671）**

397.99（0~2673）**

样本检出率%（检出样本/总样本 ）
肠道病毒
北京

2011.5—2012.9

吴家村污水处理厂

腺病毒
诺如病毒 GⅡ
诺如病毒 GⅠ

山东

河南
上海
长沙
福州

2009—2015

2018

原济南市污水处理二厂

诺如病毒 GⅡ

轮状病毒（RV G）
轮状病毒（RV P）
HAst V

污水处理厂

肠道病毒

2015—2018

闵行区/嘉定区污水处理厂

柯萨奇病毒（Cox B5）

2013—2014

祥板/洋里污水处理厂

2014—2017

猎德污水处理厂

2012

家禽农贸市场污水

人类肠道病毒
轮状病毒

100%（7/7）
100%（7/7）

71.4%（5/7）

26.67%（16/60）

18.18%（44/242）
53.7%（22/41）

91.67%（44/48）

50.52%（97/192）

2.52%（3/119）

诺如病毒 GⅡ

诺如病毒 GⅡ

人类杯状病毒（HuCV）
扎幌样病毒 GⅡ

北京

2006—2007

茅洲河河水

诺如病毒

深圳

2014.3—2015.2

上游河水

诺如病毒

下游河水

诺如病毒

南宁

2011.1—2011.12

河流排污口

诺如病毒 GⅠ

景观水体

100%（7/7）

71.4%（5/7）

诺如病毒 GⅠ

诺如病毒 GⅠ
池塘水

100%（72/72）

74.48%（143/192）

人类杯状病毒（HuCV）
2007.1—2009.12

12（病毒株数）***

诺如病毒 GⅠ
诺如病毒 GⅡ

生活污水

广州

禽流感病毒

107（病毒株数）***

轮状病毒

89.58%（172/192）
7.56%（9/119）

9.24%（11/119）
1.89%（1/53）
9.43%（5/53）

11.32%（6/53）
1.89%（1/53）

48.78 %（60/123）
23.1%（6/24）
8.3%（1/12）

41.7%（5/12）

70.83%（51/72）

注：1. *病毒的单位为 copy·L-1，**数值为病毒的平均值（浓度范围），***数值为病毒株数；2. 数据来源：张德友，2009；曾爱华等，2012；欧

新华等，2012；张崇淼等，2012；赵建忠等，2013；邓丽丽等，2015；王培等，2016；苗静等，2016；周进宏等，2016；韩宁等，2016；杨秀惠等，
2017；李云逸等，2019；曾丽连等，2019；张明瑜等，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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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河（张家口市）、中游平原段温榆河（北京市）和下游滨海段北运河（天津市）3 段典型河流的野外调查结

果表明：海河流域 3 条河流存在较为严重的微生物污染，SC 噬菌体的年平均浓度为 0~106 PFU·L-1（杨勇等，
2012；Wang et al.，2017）.

这些研究成果呈现 3 个显著特征：①研究主体多为各地区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及医科大学的公共卫

生学院，研究目的多为评估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的成功程度、病毒性疾病的防控以及病毒动态流行和遗传
变异的追踪，关注的重点是生活污水中病毒检出情况、基因型分布和分子流行病学特征 .②检测对象多针对

污水处理厂进水，环境水体中病毒数据较为缺乏；相关数据多为各种病毒的定性检测，定量数据如浓度数据
就极为缺乏 .③对城市水系统中病毒的来源、迁移、归趋以及风险评估缺乏关注，仅少数研究团队涉及该领域
的研究工作 .

3
3.1

水环境系统病毒的灭活特性与传播途径（Inactiv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transmission route of
viruses in water environment system）
水环境中病毒浓度/类型的影响因素

许多因素（如人群的感染率、季节、人均用水量、人群的年龄分布等）可能影响废水中病毒的浓度和类型 .

其中，人群的感染率是最主要因素 . 几乎所有感染人类的病毒都可能在生活废水中存在 . 具有症状的感染者

在临床表现上是感染后可以排泄病毒数周；通常感染者在临床感染期间释放更大的浓度，然后随时间降低 .
无症状感染者可以在个体的整个生命期内排泄（Ito et al.，2021）. 人体肠道中的病毒以肠道病毒、腺病毒、轮

状病毒和诺如病毒等无包膜病毒为主，病毒在腹泻期间的浓度可高达每克粪便 1010~1012 个病毒颗粒（Haas
et al.，2014）. 因此，即使每天只有 100~300 g 的正常排便的感染者，每天也可排泄 1012~1014 个病毒颗粒 . 儿童
在感染期间会排泄更多的病毒（Gerba Charles et al.，2007）.

病毒感染也存在很大的季节性变化 . 诺如病毒感染在冬季达到峰值，从而导致在这一期间废水中的该

病毒浓度达到峰值（Kitajima et al.，2014）；而腺病毒在整年中似乎都保持在高浓度水平 . 苗静等也发现了相
似的规律：通过在 36 份河海水样中检测导致腹泻的相关病毒，发现其存在明显的季节性分布；肠道病毒在夏

季浓度最高，而诺如病毒、轮状病毒等在冬季浓度最高，与各种病毒的临床流行病变化规律呈现较好的一致
性（苗静等，2016）.

人均用水量将会影响废水中的病原体浓度 . 通常，早晨和晚上的家庭用水量最大，而这将影响进入废水

处理设施的病毒的浓度 . 随着低水量冲水马桶和节水洗衣机的广泛使用，下水道中的病毒浓度将会继续增

加 . 由于水温是灭活衣物中病毒的主要因素，因此使用冷水来洗涤衣物也会增加感染性病毒进入下水道的
数量（Gerba Charles et al.，2007）；洗涤剂中氯使用量的减少也具有相同的效果（Noritoshi et al.，2021）.
3.2

水环境中病毒存活能力的影响因素

许多研究表明无论是包膜病毒还是无包膜病毒，都可通过感染患者的粪便排出体外，进而通过排水系

统进入污水处理系统 . 另一方面，有关病毒存活性研究表明：病毒在离开宿主的条件下虽然不能繁殖，但能

以无生命的生物大分子状态稳定存在并长期保持其感染活力 . 许多病毒随粪便进入城市污水系统后，可在
几天甚至几个月内仍具有感染能力（Adelodun et al.，2021；Shao et al.，2021）.

病毒保持感染能力的时间长短跟病毒种类和环境条件（如温度、介质组分、pH、光照等）有关：

①温度是病毒存活的关键影响因素：病毒的衰变速率常数 K 与温度呈正相关 . 温度超过病毒适宜生存温

度后，会对其外壳蛋白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影响其酶类活性 . 即随着环境水体温度的升高，病毒的存活率和
存活时间将会降低 . 且病毒的高温耐受性越强，也代表着该病毒的毒力越强（张永欣等，2014）. 有研究表明
腺病毒和大肠杆菌噬菌体对水温的敏感性高于其他动物病毒（Boehm et al.，2019）.

②悬浮颗粒物和有机物质的影响：水环境中的泥砂、粘土、矿物等悬浮物通过吸附为病毒提供了附着界

面，有机质和细菌可以缓冲作用水环境中许多物理、化学因素对病毒的冲击，为病毒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存活
环境，从而延长其保持感染能力的时间（吉铮，2014）.

③pH 的影响：高 pH 值可导致病毒蛋白质衣壳和核酸被破坏，从而抑制病毒的存活；水环境中的 pH 还可

影响病毒的带电性能，从而影响水中固体物质与病毒的结合（Varbanov et al.，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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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光照条件下病毒的衰减速率高于非光照条件 . 有研究表明基因组较大的病毒比基因组较小的病毒更

容易受到紫外线伤害 . 基因组大小基本一致时，dsDNA 病毒对阳光直射失活的抵抗力最强，依次为 dsRNA 病
毒、ssRNA 病毒和 ssDNA 病毒（Verbyla et al.，2015）.

人类对肠道内病毒极易感染，患者排毒量大且排毒时间广，病毒对外界环境抵抗能力较强并且在环境

中 长 期 存 活 ，因 此 ，肠 道 内 病 毒 经 常 作 为 评 估 环 境 水 体 病 毒 污 染 的 指 示 病 毒（Cadamuro et al.，2021；
Masachessi et al.，2021）. 与肠道病毒相比，腺病毒对紫外线和热的耐受力更强，可在环境中存活更长的时间 .
腺病毒在环境中稳定性可能与其双链 DNA 以及通过活化细胞修复酶修复受损 DNA 的能力有关 . 诺如病毒

是流行性肠胃炎的主要病原体，同时也是全球儿童和成人中爆发肠胃炎的重要原因，引起全球近一半的肠
胃炎病例和 90% 以上的非细菌性肠胃炎流行病 . 诺如病毒对不利的环境条件具有高度抵抗力，在全球各地

区的污水，河流，景观娱乐用水和地下水中都检测到诺如病毒，许多疾病的爆发都源于饮用水和娱乐用水的

污染 .Boehm 采用 meta 分析方法对截止到 2018 年涉及地表水中病毒衰减速率 73 篇文献进行系统回顾发现，
动物病毒和大肠杆菌噬菌体在地表水中的衰减遵循一级衰减动力学，病毒的平均衰减系数 K 值在 0.07~0.9
d-1 内变化，衰减速率从小到大依次为：诺如病毒<人类星形病毒<腺病毒<甲肝病毒<轮状病毒 A<大肠杆菌噬
菌体<肠道病毒（Boehm et al.，2019）.
3.3

再生水环境中病毒传播的关键路径与控制节点

各种“新兴”病毒几乎都可以通过水或污水进行传播 . 而在病毒性疾病发生与流行过程中，
“ 水”也都成

为病毒传播的重要媒介 . 由于感染者所排泄的粪便中含有大量的病毒，所以生活污水是水体病毒性污染的
重要来源；同时，医院是受病毒感染的人群聚集地，医院污水处理设施收集医疗污水，并将处理后的污水排

放到临近的水体 . 因此，市政污水处理厂与医院污水系统既是致病性病毒的“汇”，又是生物性污染的“点源”.
病毒在离开宿主的条件下，能以无生命的生物大分子状态稳定存在并长期保持其感染活力 .

图 1 是整个水循环链条中病毒的迁移轨迹，也就是病毒暴露及人类接触的可能的风险点 . 携带病毒的粪

便从市政排水管网直排，再通过污水处理厂处理后进入受纳水体 . 病毒在这一迁移过程中，共有 A~J 这十个

风险控制的关键节点 . 在这些关键节点中两类人群有较高的感染风险：①市政排水管网区 .B、污水处理厂 D

（包含市政污水处理厂与医院污水处理设施）和污泥处置设施 F 的工作人员；②与受病毒污染的环境娱乐景
观水体密切接触的人群 .

图1

病毒在水环境系统中的迁移轨迹及人暴露风险点（A：粪便，B：市政排水管网，C：污水直排口 ，D：污水处理厂，E：尾水排放口，F：
污泥处置，G：受纳水体，H：污水管泄漏，I：自来水厂，J：用户（图片来源：Wigginton et al.，2015））
Fig. 1

Virus migration trajectory and human exposure risk points in water environment system

当再生水用于景观水体的补给时，如果污水中存在的病毒没有得到有效的去除，其中的病毒可在气水
界面处扩散直接进入大气，也可在水滴飞散，或气泡上浮至水面破裂时产生微生物气溶胶，大幅度增加人群

的暴露风险（Gonzales et al.，2019）. 有研究表明，因喷灌用水雾化程度较高，当用含病毒的再生水进行喷灌时
极易形成病毒气溶胶，而当气溶胶中的病毒附着于其他物质而处于结合状态时，可免受生物学和理化因素
的灭活作用，从而长期保持其感染力（Mori et al.，2021；Girardin et al.，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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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健康风险评估（Microbial health risk assessment）

病原微生物的健康风险评价常用定量微生物风险评价（quantitative microbial risk assessment，QMRA）法，

以微生物污染为风险源、人体健康为风险受体，确定微生物的摄入量及其对人体产生不良作用概率之间的

定量关系（张振兴等，2016）.QMRA 为公共卫生政策和标准制定、采取可行的健康干预决策提供有力支撑，
已被美国、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应用于环境管理（Rajeev et al.，2021）. 再生水景观回用系统的
QMRA 包括危害鉴定、暴露分析、剂量反应关系和风险表征 4 个步骤（张振兴等，2016）.QMRA 整个评价过程
的每一步都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主要集中在暴露评价和剂量反应模型两个环节 .

①危害鉴定：包括病原微生物危害类型判断和其对人体的损害机制研究 . 当前，危害鉴别研究主要集中

在医学、临床微生物学和流行病学 3 个领域（Haas et al.，2014）. 由于微生物种类多、繁殖变异快、监测技术复

杂、检测成本高，难以识别出水环境中所有病原微生物 . 因此，QMRA 需要针对评价水体特点，筛选优先控制
微生物，即目标微生物 . 目标微生物的筛选需要考虑其浓度水平、感染剂量和检测难度等因素 . 当前景观与
娱乐水体方面，定量微生物风险评价中常被选用的目标微生物见表 3.
Table 3

表3

景观与娱乐利用中 QMRA 常见目标微生物

Common target microorganisms of QMRA in landscape and recreation utilization

介质类型

用途

目标微生物

地表水体、污水厂二级出水

景观娱乐、城市绿化、道路降尘

肠道病毒、大肠埃希菌、伤寒沙门菌、志贺氏菌

二级出水

城市绿化

弯曲杆菌、隐孢子虫、轮状病毒

城市水体

游泳、钓鱼、划船、喷洒

隐孢子虫、弯曲杆菌、诺如病毒、嗜肺军团菌

污水处理厂

景观娱乐

诺如病毒、轮状病毒、呼肠孤病毒、肠道病毒、腺病毒等

注：数据来源：张崇淼，2008；Simon et al.，2010；Helena et al.，2014；Qiu et al.，2018.

②暴露评估：在暴露评价中应考虑多种因素，包括接触介质类别、途径、浓度和频率、持续时间、暴露人

群的种类和生活习惯等（WHO，2011）. 由于考虑因素繁多，暴露评价是 QMRA 中不确定因素最多的环节，也

是目前数据缺失较多的环节 . 当被评价的再生水景观回用系统病原微生物数据缺失时，通常采用指示微生

物换算法，即通过检测水体中的指示微生物浓度水平，通过指示微生物与病原微生物的浓度比例关系进行
换算得到病原微生物的浓度（Craig et al.，2003）. 在清洁水体中，病原微生物浓度的确定多采用模型预测法，
检测水体上游的高浓度水体的病原微生物数据，通过预测可能引起病原体浓度改变的传输过程和传输比

率，建立传输过程模型，根据病原体浓度的时空变化情况推算待评价水体中的病原微生物浓度（Mcbride et
al.，2013）.

③剂量-反应分析：主要利用现有流行病学资料和数学模型描述病原体剂量和人体发病率间的对应关

系 . 受实验条件和实验技术限制，早期流行病学研究主要针对指示菌 . 随着检测技术的改进，以指示菌为基

础的剂量-反应关系不断受到挑战 . 早期的文献认为很多微生物需要合作才能冲破寄主的防御系统而引发感
染 . 现有的科学数据更倾向于支持独立行为（independent-action）假说（Haas et al.，2014），即每种微生物都能

单独引起感染，但需要 1 个以上的微生物，因为个体微生物成功避开寄主防御系统的概率很小 . 与基于存在

微生物感染阈值假说的对数正态模型相比，基于独立行为假说的指数或 β-泊松分布模型显著提高了统计的
拟合度 . 表 4 列出了文献中两种模型常选的参数值 .

④风险表征：为了在评价结果中反映出感染所导致健康问题的严重程度，现在多数 QMRA 研究采用世

界 卫 生 组 织（WHO）推 荐 的 疾 病 负 担 计 算 方 法 — 伤残调整生命年 DALY（Disability Adjusted of Life Years，
DALY）作为评价的终点 .DALY 是由疾病死亡和疾病伤残而损失的健康生命年的综合测量 . 刘言正采用

DALY 方法评估西安市污水再生回用的健康风险及其对人体造成的疾病负担研究发现：轮状病毒和甲肝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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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是导致疾病负担较大的病原微生物，其可导致的

疾病负担分别为 0.86、0.38 DALY·万人-1（刘言正，
2012）.

目前，再生水景观回用系统 QMRA 的不确定性

主要来自：①病原微生物浓度关键数据的缺失：无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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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微生物的最佳拟合剂量-反应模型与参数

Best fitting dose-response model and parameters of different
microorganisms

病原微生物类别

指数模型参数
r

肠道病毒

论通过指示微生物换算法还是模型预测法，得到病
原微生物，特别是病毒的浓度，具有很大的不确定
性；②剂量-反应关系模型的不确定性，现有模型多
针对病原菌开展研究；③事件背景的不确定性，即

缺少充足的数据或关于评估暴露过程的完整信息

0.0500

0.0145

是研究工作的难点（Mckee et al.，2021）. 目前主要

艾柯病毒

0.0128

的风险进行动态表征 . 其中蒙特卡洛模拟运用概率
密度方法传播参数的不确定性，比较方便地处理了

复杂模型中的不确定性问题，在风险表征中应用越
来越普遍（Mara et al.，2010）.

5

0.4200

诺如病毒

柯萨奇病毒

采用随机分析的方法解决不确定性问题，对 QMRA

0.1240
0.0400

系统分析的方法直接关系到 QMRA 的最终结果，如

何将 QMRA 的不确定性控制在一个可接受的水平

β
227.2000

0.2531

0.4172

病毒

α
0.4010

轮状病毒

腺病毒

而导致确定暴露剂量等过程产生的误差 . 不确定性

β-泊松分布模型参数

脊髓灰质炎
病毒

0.0091

0.0400

0.4265
0.0550
0.0630
0.0500

5.1100

2.8000

0.4010

227.2000

1.3000

75.0000

0.3740
0.4090

186.6900
0.7880

注：数据来源：王伟等，2009；Usepa，2012；Mcbride et al.，2013；

Gonzales et al.，2019.

污 水 流 行 病 学 与 分 子 流 行 病 学 的 研 究（Study on sewage epidemiology and molecular
epidemiology）
曾有研究者提出将定量风险评价的方法与流行病学方法结合，建立基于流行病风险的定量评价方法的

设想：通过核实诊断病原微生物感染病例，调查可能的传染源、传播途径及影响因素，综合评价流行性疾病
爆发的风险，从而为疫情的预防控制提供科学依据（Mondal et al.，2021）. 然而长期以来，这一设想受限于全
面流行病学数据的系统掌握 .

近年来，污水流行病学（sewage epidemiology）的研究开始尝试通过分析污水处理厂进水中的化学物质浓

度估算该地区人群消费某类化学物质的规律，调查与之相关的疾病、健康等公众信息（Cyranoski 2018；王德

高，2018）. 目前，污水流行病学还处在其发展阶段，相比社会流行病学起步较晚，其积累的数据和资料也无
法和历经多年发展的传统社会流行病学相比，除了应用于较常见违禁药物的研究较多外，对由疫情爆发引

起 的 抗 病 毒 或 抗 细 菌 药 物 使 用 量 变 化 的 相 关 研 究 几 乎 未 见 报 道（Zielinski et al.，2021；Spurbeck et al.，
2021）.

分子流行病学也将特定微生物从患者追踪到环境 . 陶泽新、徐爱强团队分别将污水中病原菌监测与医

院中病例监测相对照，得到该区域相应年度肠道病毒型别分布、传播和频率（李文凤等，2014；王倩等，
2017）. 韩宁等通过深圳茅洲河 24 份河水和 287 份腹泻患者粪便标本中核酸的对比研究发现：诺如病毒在环

境水体和人群中于某种程度上存在循环传播（韩宁等，2016）. 可见，作为社会流行病学重要的辅助研究手

段，污水流行病学在通过药物消费调查了解地区相关疾病的发病率方面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与完善 .
但快速发展的污水流行病学和分子流行病学研究为再生水景观回用系统中流行病病毒感染风险的定量评
价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路径（Yang et al.，2017；Boogaerts et al.，2021）.

6

结论（Conclusions）
1）大量研究表明，国内城市水环境的病毒污染普遍存在，水环境中的病毒类型众多，且粪-口、接触、呼吸

道等为主要传播方式，对人体具有潜在危害 .SC 噬菌体和 F-RNA 噬菌体已成为肠道病毒的常用指示病毒，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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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类型病毒活性的有效指示物仍需继续探索 . 国内对城市水系病毒污染的研究主体、研究对象、关注重点
均较为集中和单一，缺乏多角度定量分析 .

2）认识病原微生物在水环境系统中的迁移轨迹及人暴露风险点及暴露途径，深入了解影响城市水环境

中病毒类型及浓度的关键因素（人群的感染率、季节性、人均用水量等），及影响病毒存活能力的关键因素

（病毒的种类和温度、光照、pH 等环境条件），能够为突发性感染疫情防控期间应急防控提供科学依据 .

3）作为常用的病原微生物风险评价方法的 QMRA，其不确定性集中在暴露评价和剂量-反应模型两个环

节，控制其不确定性从而得到较为理想的结果输出是需要继续研究的难点 . 定量风险评价与流行病学方法
的结合虽受到限制，但不失为一种可行性的办法，可进一步加强完善 . 通过不断改善评价方案，并与污水流
行病学方法进行结合，有望构建适合于不同暴露场景下的城市景观水体微生物风险评估模型，并用于不同
再生水用途健康风险的评价 .

在北方地区再生水补给型水体逐渐成为主流的趋势下，以细菌病毒为基础筛选确定水环境致病性病毒

安全的控制指标，基于感染性病原微生物的传播特性、致病性风险、存活及杀灭特性，建立感染性病原微生
物（应急）防控的管理方案，提出定量化、分级管控标准，并构建完善的景观水体公共卫生安全管理体系，进
而才能实现“污染-风险评价-风险预警-风险防控-反馈回污染源控制”的全流程监控，从而实现病原微生物污
染全过程风险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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