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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is very important to optimize the operating conditions of virus concentration from water 

body for evaluating virus’S pollution and removing effi ciency．In this paper
, an  optimizing method of 

virus concentration from water body was established．It was to adopt the way of throwing clay of 

Na—montmorillonite in water sample in advance，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ability of viruses precipitation 

because of their adsorption to the clay,then choose a good quality flocculating agent of poly 

chlorination aluminum an d optimi ze the operating conditions of precipitating the suspend solid of 

Na—montmorillonite．The rate of recoved viruses from different water bodies of Min River water, 

domestic sewage and drinking water were higher than 84．3％ to PV 1，TMV and the phage of E coli by 

this concentration method．It Can give a way of simplicity,high viruses recovery rate and low cost 

viruses concentration method． 

Key words：Water body；Virus pollution；Virus concentration： Optimi zing operation conditions 

摘要：病毒浓缩条件的优化是水环境病毒污染监测及灭活去除效率评价的基础，本文开发了在待浓缩水样中预 

先加入钠化蒙脱石吸附病毒以增加其沉降性能，并在优化絮凝条件下用聚合氯化铝絮凝沉淀蒙脱石钠的水体病毒 

浓缩方法。该方法对人为污染的脊髓灰质炎病毒 (Poliovirus 1，PV1)、烟草花叶病毒 (Tobacco mosaic virus，TMV)、 

大肠杆菌噬菌体 (Phage ofEcoli，E．cp)在闽汀水、生活污水、自来水中分别有高于 84．3％的浓缩同收率，说明该 

浓缩方法具有较广泛的适用性和应用前景，叮为水体病毒污染监测及灭活去除评价提供一个简便、回收率高、成 

本低的浓缩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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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水体环境中存在有动、植物病毒及其对 

人类健康和农业生产的危害性 已引起人们普遍关 

注『』’21。了解水体病毒的污染状况与特征，对于确 

定饮用水取水口、废水排放口的位置和决定水处理 

方法非常重要。然而一般水体中的病毒往往达不到 

可被直接检测的浓度 (PCR 法除外)，常需经预先 

浓缩才可被检测，因此要了解水体的病毒污染状 

况，首要条件是其浓缩方法的有效性和准确性。但 

是，目前还没有一种较理想的浓缩方法可供选用。 

总体上讲，早期的浓缩方法，应用范围有限且只能 

处理有限的水量，还不能用于含有较高悬浮物或有 

机质的水体，同时现场应用也很困难 3-9]。曾认为 

膜吸附一洗脱法是较为理想的水体病毒浓缩方法， 

然而也存在着许多难以解决的缺陷lj J。因此开发 
一

种较为理想的水体病毒浓缩方法已迫在眉睫，这 

对于社会经济水平落后，又没有饮用水病毒学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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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发展中国家显得更为重要。为此，本文对用 

化学絮凝法浓缩水体病毒的浓缩条件进行了优化， 

目的在于为水体病毒的浓缩提供一个简便、快速、 

高效低成本的方法。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烟草花叶病毒 (Tobacco Mosaic virus．TMV) 

为本校植物病毒研究所收藏的强毒株系。常规摩擦 

接种于普通烟 K326上增殖，待植株严重发病时，取 

症状典型的嫩叶作为 TMV 毒源，经正 醇抽提， 

聚乙二醇沉淀提取 TMV 作为浓缩用病毒实验材 

料，在心叶烟植株上枯斑寄主法定 】。 

PV】疫苗株 (Poliovirus 1，PV】)由某卫生防疫 

站赠送，在 Hep．2细胞中于RPMI 1640(Gibco产品， 

含L一谷氨酰胺、25mmol／L的 HEPES生物缓冲剂及 

10％胎牛血清)基质中繁殖后，反复3次冻融后离心 

收集病毒液作为实验用病毒样品，空斑形成单位 

(PFU)法定量lJ圳。大肠杆菌噬菌体(PhageofEcoli。 

E．cp)为本实验室收藏，寄主为大肠杆菌 DH52，琼 

脂法噬菌斑定量  ̈。浓缩用水样分别为闽江水 (取 

于本校门口河段)、生活污水 (本校南区教工及学 

生宿舍排放污水)和实验室自来水。 

1．2 浓缩材料及其制备 

絮凝剂聚合氯化铝(poly chlorination aluminum， 

PCA)购自福建漳州锦业净水剂有限公司，其碱化 

度 B≥2．5。吸附剂粘土蒙脱石 (Montorillonite)先 

经水力沉降处理，取粒径<2gm的颗粒，悬浮十 5 

倍体积 1．0 mol／L NaCI溶液中，经磁力搅拌钠化 

60min后，静置过夜。第二天离心沉降弃去上清液 

后，重复上述过程再次钠化，重复3次后，用超纯 

水反复洗涤，离心除去多余 NaC1，直到上清液用 

AgNO3检验不到含有氯离子。取沉淀物在 95~C～ 

100℃烘干，磨细后即为吸附剂蒙脱石钠。 

1．3 水体病毒浓缩条件优化 

1．3．1 蒙脱石钠对大肠杆菌噬菌体的吸附动力：以 

定量钠化蒙脱石在不同的吸附时间内，对大肠杆菌 

噬菌体的吸附差异，及在一定时间内不同浓度蒙脱 

石钠吸附定量噬菌体能力的差异来说明吸附剂对 

噬菌体的吸附动力。 

1．3．2 沉降柱中聚合氯化铝沉降蒙脱石钠的均匀 

设计试验：选用 3因子 4水平，U5(5 )表头设计的 

均匀设计法对絮凝沉降蒙脱石钠的操作条件进行 

优化，其因子水平及设计方案列于表4。 

1．3．3 聚合氯化铝絮凝沉降试验、沉降曲线及蒙脱 

石钠沉降效率 ET值测定：实验用多点取样沉降柱， 

采用有效高度 1．5米，内径 9．5cm 的有机玻璃柱， 

柱体一侧每隔 30cm为一个沉降取样高度，各沉降 

高度的终线上有一取样口。将 30Omgm钠化蒙脱石 

与按表 4设计加入不同浓度 PCA及 CaC1 ，在不同 

pH 环境的蒸馏水中混合后，倾入沉降管内，分别 

在不同时间段内测定沉降柱某处蒙脱石钠溶液的 

光密度，以此值表示不同时间及不同水深处的残留 

悬浮物 SS浓度。对数据进行处理，绘制出不同水 

深处的E—t曲线和SS等去除率曲线，并计算指定水 

深 H 处在不同沉降时间下的蒙脱石钠总沉降速率 

ET(％)。以此 ET的大小来衡量絮凝沉降操作条件。 

1．4 病毒在不同水体中的浓缩回收 

分别取闽江水、生活污水、自来水作为浓缩病 

毒载体水样，各水样标本分成 2000mL的 3份，取 

其中 2份按 2．4×10 PFU，L(终浓度)左右投入己 

知浓度的PVI、TMV或大肠杆菌噬菌体。另一份作 

为病毒污染本底对照水样，依上述优化沉降条件浓 

缩病毒，并计算同一病毒在不同水体环境中及不同 

病毒在同～水体中的病毒浓缩回收率，以说明该浓 

缩方法的适用性和可靠性。 

2 结果与分析 

2．1 水样中加入粘土悬浮物对病毒的吸附效果 

考虑到河水中病毒含量相对较低及水环境中 

病毒的存在状态和吸附机制，为提高病毒的浓缩效 

率并缩短浓缩时间以减少病毒的灭活程度，本实验 

采用预先在待浓缩水样中加入粘土物质来吸附病 

毒使其快速沉降而得到浓缩的方法。在蒸馏水中添 

加粘土蒙脱石和膨润土对大肠杆菌噬菌体的吸附 

效果列于表 1。结果显示蒙脱石与膨润土对大肠杆 

菌噬菌体的吸附能力不同且吸附机制也有差别，因 

为从沉淀物中洗脱回收吸附病毒的效率，膨润土的 

洗脱率显著低于蒙脱石的洗脱率，这种现象说明病 

毒同膨润土的结合能力明显高于蒙脱石与病毒的 

结合力。这种同悬浮物结合的洗脱特性决定了膨润 

土不能用于水体病毒浓缩前的吸附剂。另外，实验 

还发现同样的粘土，当溶液中含有金属离子时，吸 

附病毒的能力会显著增加，其中蒙脱石钠吸附剂再 

加入钙离子后吸附病毒的能力最高，同时与悬浮物 

结合的病毒也可绝大部分回收，因此宜选用蒙脱石 

钠作为病毒浓缩前的吸附剂。 

2．2 蒙脱石钠对大肠杆菌噬菌体的吸附动力 

表 2结果显示，300mg／L蒙脱石钠对大肠杆菌噬 

菌体的饱和吸附可在很短时间内完成 (1O~3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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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 在蒸馏水中添加粘土对大肠杆菌噬菌体的吸附效果 

Table l The results of clay matter adsorbed E
．
cp at different Table 3 

conditions in distilled water 

Note：the conditions of the experiment were 300mg／L clay ．0．005mol／L 

CaCI2，30min adsorption time．The adsorbed virus was extracted by 0．05 

mol／L Gly—EDTA(1 mmol／L)，pH 9．5 buffer(243 times volume of the 

precipitate)，and then centrifugation 10rain at 5 000r／rain．Th e concentration 

of virus Was 2．4x10 pfu／L．the water pH value Was 4．0．Th e rate of virus 

adsorp tion was determined by 

后随吸附时间延长，病毒吸附量略有增加，到30min 

右左时最高，但再延长吸附时间其吸附率反而略有 

下降，可能是部分已吸附的病毒重新解吸或灭活。 

因此，吸附时间宜控制在 30min以内。蒙脱石钠浓 

度变化对吸附大肠杆菌噬菌体的不同效果表明 (表 

3)，随钠化蒙脱石浓度的增加，吸附病毒总量增加， 

但300mg／L与500mg／L的吸附剂吸附效率已差别不 

大，再者悬浮物过高加入会增加工艺的复杂性，也 

会降低第一次洗脱病毒的回收量并增加洗脱液的 

体积，因此宜选择加入蒙脱石钠吸附剂浓度低于 

300mg／L。 

表 3不同浓度蒙脱石钠对 E．cp的吸附差异性 

Th e result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f Na．．mort．． 

tmorillonite adsorb E．cp 

Na—montmorillinite(mg／L) Adsorption rate of virus(％) 

50 

loo 

2oo 

3oo 

4oo 

5oo 

63．7 

80．7 

85．6 

90．3 

9l 2 

92_3 

Note：the virus concentration was 3．4x 10 PFU／L、adsorption tim e Was 

30min．the other conditions were the same as table1． 

2-3 均匀设计法优化混凝沉降蒙脱石钠的操作条件 

沉降蒙脱石钠的均匀设计因子水平与实验条 

件列于表 4，对实验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后，结果 

显示影响悬浮物沉降效率的主要因素是PCA浓度， 

在一定悬浮物浓度下，有一个最合适的 PCA 浓度 

值；水环境中性pH利于PCA絮凝悬浮物沉降。实 

验结果 c组沉淀效率最高，考虑到过低的 pH对病 

毒存活不利并进一步提高PCA的絮凝效果，选择 C 

组的浓缩条件但适当提高 pH值作为浓缩水体环境 

中病毒的操作条件。 

表 4 均匀设计法确定 PCA混凝沉降蒙脱石钠操作条件与 

沉降效率 

Table 4 Th e conditions and results of PCA precipitate Na— 

Montmorillonite with the design of even 

Note：the SS removing rate after one hour flocculation-subside at the 

表 2 蒙脱石钠吸附大肠杆菌噬菌体的吸附动力 experimentofthreefact。rs andfourl els(Numberinbmckets)U5(5 )even 

Table 2 Dynamics of Na—montmorillonite adsorption E．cp in design 

distilled water 

Adsorption time(min) The rate of virus adsorption(％) 

2 

5 

l0 

30 

60 

54．6 

87_4 

89．7 

93．7 

90．8 

Note：The concentration of Na—montmorillonite was 300mg／L，pH value of 

distilled water Was 4．0， the total im port virus concentration Was 

2．3x 10 pfu／L．the other expe riment conditions were the same as table 2-l 

expe riment． 

2-4 优化沉降蒙脱石钠条件下的浓缩水体病毒效果 

同一种病毒在不同水体条件下及同一种水样 

对不同的病毒浓缩效果如表 5所示，结果显示，该 

浓缩法对肠道病毒 PV 、大肠杆菌噬菌体、植物病 

毒 TMV 在三种不同的水体环境中分别有平均 

90．5％、88-3％、94．1％的回收率，而三种病毒在同 
一

种水体如闽江水、自来水、生活污水中的回收率 

分别达 91．1％、93．9％、87．8％，说明该法具有较广 

泛的适用性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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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优化沉降蒙脱石钠条件 卜的浓缩病毒效果 

Table 5 The results of concentration viruses from different 

waterby PCA 

Viruses recovery rate(％) 

Sample of waters ．． ．．．．．．．．．．．．．．．．．． ．．．．．．．．．．．．．．．．．． ．．．．．．．．．．．．．．．．．． ．．．．．．．．．．．．．．．—— 

闽江水(Min River water) 90．4 94．2 88．6 

~ (Domestic sewage) 87．2 90．1 84．3 

自来水(Drinking water) 93．6 97．5 90．8 

3 讨论 

水体病毒污染监测包括代表性水样采集、水样 

浓缩、病毒检测及鉴定等过程，其中水样的浓缩是 

关键。曾有不同的方法用于浓缩水体病毒，但都存 

在一些缺陷。这些方法大多是利用了病毒的理化特 

性如物理吸附、沉淀、相分离、膜过滤及其在电场 

下的迁移等原理。较早的方法主要涉及到病毒外壳 

蛋白与吸附剂表面的电化学相互作用，如用多价阳 

离子盐、不溶性多聚电解质沉淀浓缩病 ， ，13, 】； 

也有用病毒对矿物质的吸附特性如用膨润土、滑石 

粉吸附水体中的病 ．J ；还有像电泳、电渗透、 

冷冻等方法也曾用于浓缩水体中的病毒。然而，前 

期的水体病毒浓缩方法，应用范围有限，往往只能 

处理有限的水量，也不能用于含高浓度悬浮物或高 

有机质的水体，同时在现场应用也很困难。在目前 

的条件下，膜吸附⋯洗脱法是较好的水体病毒浓缩 

方法L2u’引]，经过不断的改进，如用不同滤膜作为病 

毒的初始吸附，或加入一定量的盐和酸以提高病毒 

对膜的吸附能力等措施，已成功地用于 500加仑自 

来水的浓缩。但是这种方法，对含有较高浓度的悬 

浮物、无机盐或可溶性有机物质的水样，浓缩病毒 

却有很大的困难lJ u’22】，因水样中的悬浮固体易于堵塞 

过滤膜而减少了可处理水样的体积。然而，膜过滤 

浓缩水体病毒方法最大的缺陷还是其过滤流速受到 

限制，且随时间的延长，流速会越来越慢 。如果 

水样中有可溶性高分子有机物的存在，这些物质还 

会同病毒竞争滤膜上的吸附位点而减少病毒的实际 

回收率。同时，有机物(如腐殖酸等)的存在对于初始 

洗脱液的进一步浓缩也有很大的妨碍作用[11]o膜过 

滤病毒浓缩方法的另一个明显缺陷是由于使用了微 

孔膜，需要很长的过滤操作时间L8， ．J 。冉者，当过 

滤大容量水样时，一个重要的技术难题是能否保证 

给定的滤膜都吸附相等量的病毒，即会不会随着过 

滤时间的延长，病毒的吸附量不一样，事实上已有 

研究指出，并不是所有的病毒都以相同的流速吸附 

到膜上 。另外，过滤的流速也影响膜对病毒的吸 

附效率，病毒对膜的吸附随流速的增加而减少，因 

为最小的接触时间对于病毒与过滤膜之间电荷的互 

相作用是必须的。当然，膜过滤法还需昂贵的进口 

阳电荷滤膜和不锈钢正压设备。因此，开发比滤膜 

过滤法浓缩水体病毒更有效的方法已迫在眉睫。 

理想的水体病毒浓缩方法应该能在最短的时 

间内完成，可处理大量水样，能浓缩存在于水环境 

中的大多数病毒且回收率高和稳定，还能检测到沉 

积及吸附到悬浮颗粒上的病毒，不受水质尤其是浊 

度的限制，操作过程简易、价廉且尽可能快和适于 

现场应用等优点。根据这一原则，从最早的纱布包 

法、到后来的电泳、冷冻、相分离和目前应用最多 

的膜过滤法等都无法满足上述要求。但如能优化和 

利用水环境中病毒自身聚集、对颗粒物的吸附及解 

吸条件，采用简易的化学絮凝法浓缩水体病毒是一 

个值得重视和深入研究的方法。单就操作条件而 

言，该法无需昂贵的不锈钢过滤装置和空气压缩 

机，也省去进口的阳电荷滤膜，还可避免水样浊度 

对有过滤程序浓缩水体环境中病毒方法的制约以 

及易堵塞滤膜、耗时过长并造成大量病毒丢失，更 

无法处理大量水样的缺陷。因此，化学絮凝法对一 

般基层实验室不失是一种理想的水体病毒浓缩方 

法的首选方法 。 

要监测水体病毒污染状况，其首要条件是水样 

浓缩方法的有效性和准确性。浓缩方法的有效性取 

决于 系列因素，其中所能处理水样的体积和对不 

同水质类型的适应性，以及快速易于使用等都是衡 

量一一个浓缩方法有效性的重要标志。另外，浓缩的 

条件还要不使病毒在浓缩过程中灭活，在不利于病 

毒存活的操作时间要尽可能短等因素都需要考虑。 

开发简便、成本低、适用范围广、浓缩效率高的方 

法对发展中国家意义重大。我国张楚瑜等学者曾在 

1983年发展了滑石粉一硅藻土水体病毒浓缩方法 

， 该法由于其原理在于病毒吸附一膜过滤一洗 

脱，因此也存在着膜过滤法本身固有的缺陷。同时， 

赵淑敏等『l 8]比较了滑石粉一硅藻土浓缩法、阳电 

滤膜过滤法、三氯化铝沉淀法三种方法浓缩水体病 

毒的不同效果。每种浓缩方法分别测 5种水样，每 

种水样分别测 6次，实验发现：三氯化铝沉淀法无 

论在各种水源的检测中均显出较高的回收率 (50．12 ～ 

79．43 )，其次是滑石粉一硅藻土法 (35．48％～ 

50．12 )。还发现用滑石粉一硅藻土法的试验结果 

稳定性也很差，同时试验操作所花时间最长且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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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钢过滤器和空气压缩机等设备。三种方法中三 

氯化铝絮凝沉淀粉法回收率最高，方法也最简单。 

郭润霞 巧J也认为三氯化铝絮凝沉淀法操作简单、 

不需特殊的试剂和设备、适于基层实验室使用。本 

实验浓缩方法又在三氯化铝浓缩方法的基础上将 

以发展改良，采用预先加入钠化高岭土吸附病毒以 

提高其沉降性能，并选择性能优良的 PCA 絮凝沉 

淀悬浮物的方法来浓缩水体环境中病毒，该法对动 

物病毒 (PV1)、噬菌体 (E．coli phage)、植物病毒 

(TMV)在三种不同水体中分别有平均 90．5％、 

88．3％、94．1％的回收率；而在闽江水、自来水、生 

活污水中的回收率分别达91．1％、93．9％、87．8％， 

说明该法具有较广泛的适用性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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