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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fficiency of adsorption and removing Poliovirus 1(PV1)and bacteroides fragilis 

phage(B．fp)by nature and modified sand in the conditions of different environment pH，various mental 

salts and concentration variation．exist of humic acid in tap and distilled water were studied in this paper 

The results showed：the lower pH of the water sample．the higher efficiency of natural sand adsorbed 

viruses．W hen natural sand was modified by hydroxide aluminum and hydroxide iron sinked to the sand 

surface and accumulated，the ability of modified sand absorption viruses was higher in neutral pH． 

Natural sand adsorbed viru ses increasing with the presence of metal cations，their contents and valence， 

but this positive role was not clear to modified sand adsorption viruses．The humic acid also had 

different influence regulation to natural and modified sand adsorbed viruses．Modified sand was not 

affected by humic acid．but natural sand adsorbed viruses would be reduced due to humic acid．The 

reason why the two kinds of sand had different ability adsorbed viruses may be due to the obviously 

different sand surface construction according to viewing the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The ability 

of natural and modified sand adsorb viruses was higher in distilled water than that in tap water at any 

experiment conditions．The results of these experiments showed the modified sand by metal hydroxide 

can provide a higher viru ses removing effi ciency way for the traditional drinking water treatment craft． 

Th e results also showed that the abilities of natural sand and modified san d adsorbed PV】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B．fp at any conditions of adsorption，in other words，the rate of removing PV 1 was faster 

than B．fp．This behavior demonstrates that B．fp is a more suitable index creature used indicates viru s’s 

inactivation． 

Key words：Viruses；Sand adsorption；Modified sand；Poliovirus ；Bacteroidesfragilis phage 

摘要：分别在不同 pH、含有不同金属阳离子及腐殖酸的脱氯 自来水与蒸馏水中，研究了砂与金属氢氧化物修饰 

砂吸附与去除 Polivirus，(PV1)和 Bacteroides Cagilis phage(B．fp)的不同效果。结果显示，天然砂吸附病毒效 

率随水体 pH 的降低而增加，但当砂表面经氧氧化铝、氢氧化铁沉积修饰后，却在中性 pH 具有较高的吸附率。 

金属阳离子可促进天然砂吸附病毒，并随其浓度和价态的增加而增加，但对修饰砂作用不明显。腐殖酸对砂及修 

饰砂吸附病毒的影响也不同，修饰砂吸附病毒不受腐殖酸的存在及其浓度影响，而天然砂会因腐殖酸的存在及其 

浓度的提高而降低吸附病毒效率。在任一实验条件下，砂 与修饰砂在自来水中的吸附病毒效率高于在蒸馏水中的 

吸附效率，扫描电镜观察显示砂与修饰砂具有明显不同的表面结构特征，这是两者具有不同吸附效率的基础。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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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与修饰砂吸附 PV 的效率高_丁B．fp的现象说明 B．fp是一个更为合适的病毒去除指示生物。本实验结果表明了 

金属氢氧化物修饰砂可为传统的净水工艺提供高效的病毒去除过滤介质与途径。 

关键词：病毒：砂吸附：氢氧化物修饰砂；Poliovirus，：Bacteroidesfragilis ph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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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从不同水环境中检出 l5O余种人类致 

病性病毒llj，水环境中的病毒对公众健康安全存在 

巨大威胁。已有研究指出我国饮用水处理工艺病毒 

去除效率低，有时甚至增大病毒污染量 J。能有效 

去除病原微生物的水处理技术可以提高饮用水的 

质量并最大限度地防止和减少介水传播疾病的发 

生，以砂为过滤介质的快滤池是饮用水、食品与医 

药工业用水处理去除悬浮物和病原微生物的重要 

途径 J，砂滤去除病原微生物主要依赖于砂吸附， 

而吸附效率因环境 pH、可溶性盐的组成及其含量、 

有机物存在与组成及其含量而不同I 。同时，限于 

经济和实验的可能性，目前常以病毒指示物米评价 

水处理过程去除病毒的效率L5J。研究显示用脆弱拟 

杆菌噬菌体(Bacteroidesfragilis phage，B．fp)作为病 

毒污染与去除指示物更为合理和准确loJ，我们的实 

验结果也显示 B．fD比肠道病毒模式种 Polivirus 

(PV，)在水环境中的存活时间更长 J。然而有关 

B．fD对砂的吸附行为却没有见到报导，因此，本文 

主要探讨天然砂和金属氢氧化物修饰砂吸附与去 

除B．fp及 PV，的机制以及影响因素，以期为常规饮 

用水处理存在的病毒去除不彻底的状况提供改善 

方法 。 

l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PV1疫苗株(Poliovirus ，PV1)由福州市卫生防 

疫站赠送。在 Hep．2细胞中于 RPMI l640(Gibco，含 

L．谷氨酰胺、25mmol／L HEPES生物缓冲剂及 1 0％ 

胎牛血清)基质中繁殖后，经 3次反复冻融后离心收 

集待用，空斑形成单位法 (PFU)定量 j。 

脆弱拟杆菌噬菌体 (Bacteroidesfragilis phages， 

B．fp)由本实验室分离纯化，寄主为自我国典型感 

病人群盲肠分离的脆弱拟杆菌 BH8(Bacteroides 

[ragilis， BH ，购于天津医科大学)，碱性焦性没 

食子酸厌氧罐法细菌培养，双夹层琼脂法噬菌斑定 

量 。 

实验水样以蒸馏水与用硫代硫酸钠脱氯处理 

后的自来水为吸附实验介质。 

1．2 砂修饰方法 

将取于本校西区乌龙江砂滩具 0．4~0．8mm 直 

径的砂粒，用蒸馏水洗涤后烘干即为天然砂。天然 

砂用一定浓度 FeC13、A1C13溶液浸泡 lh后沥干并 

烘干燥，第二天用 3mol／L氨水浸泡 20min，烘干燥 

后即为修饰砂，于实验室保存备用。 

1-3 影响天然砂和修饰砂吸附病毒的因素分析 

在蒸馏水及脱氯 自来水中探讨水质因子影响 

天然砂与修饰砂吸附病毒的不同效果。将 2g砂与 

10mL约含 2．56×10 pfu／mL病毒样品水样混合，并 

按设计要求加入适量的不同金属阳离子、腐殖酸或 

调节水样之 pH值。在 4℃～5℃的恒温摇床上振荡 

吸附30min后，2000g离心 10min分离吸附的病毒， 

上清液用于确定未吸附的病毒含量，每处理两个重 

复取平均值。 

1．4砂及修饰砂表面形态结构观察 

砂与修饰砂经氮气置换干燥，离子蘸射金属镀 

膜后在 Philips扫描电镜上观察其表面结构。 

2 结果与分析 

2．1 水环境 pH对天然与修饰砂吸附病毒影响 

结果显示 (表 1)：天然砂吸附 PVl和 B．fp效率 

随水体 pH 的不同而不同，且与修饰砂吸附病毒的 

效果也明显不一样，在两种水样中天然砂吸附病毒 

效率都比修饰砂差，这在蒸馏水中尤为明显。天然 

砂吸附病毒随水体 pH降低而增加，在 pH4．0的蒸 

馏水和 自来水中可分别吸附88．6％、92．4％PVl。较 

高pH环境，砂吸附病毒效率变差，如在pH 9．0， 

在蒸馏水中只吸附 2．7％ PVl。天然砂对 B．fp的吸 

附规律也类似。由表 1可知，在任一 pH下，蒸馏 

水中的吸附都比自来水中差，可能是自来水中含有 

的离子促进了砂对病毒的吸附。然而，当砂表面经 

金属氢氧化铝、氢氧化铁沉积修饰后，没有表现出 

砂吸附病毒随 pH降低而提高现象，相反在两种水 

体中修饰砂吸附病毒均在中性 pH具有较高的吸附 

率，而在偏酸及偏碱 pH吸附能力均变差，这种现 

象说明天然砂与修饰砂吸附病毒可能具有不同的 

机制。实验结果还表明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两种 

砂对 PV】的吸附能力都比 B．fp高，说明 B-fp作为 

病毒污染指示物的可靠性更高。 

2．2 不同浓度和价态金属离子对砂吸附病毒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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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 水样 pH影响天然砂及修饰砂吸附病毒效果 

Table !resul【s of the water sample pH affects sand and modified sand to adsorb viruses 

金属离子对砂吸附病毒的影响列于表 2。结果 

显示，砂吸附病毒效率随水环境中金属离子的存在 

及浓度的增加而提高，并随其价态的增加而增加。 

两价阳离子可在其浓度是单价的 1／10而具有相同 

或更高的提高砂吸附病毒的效果，而三价离子可在 

更 低 的浓 度 下 起 相 同 作用 。 除三 价 铝 离 子 

(104mol／L)可提高天然砂吸附 B．fp外，金属离子 

提高天然砂吸附 PV】的效果高于 B．fp。同水体 pH 

影响砂吸附病毒效果相似，在仟一实验水样中，修 

饰砂吸附病毒产生也远高于天然砂，而两种病毒在 

自来水中的吸附效率也总是高于在蒸馏水中的吸 

附率，显然这同两种水体所含的成份不同有直接的 

关系，自来水中含有一定浓度的可溶性盐可能是主 

要原因。实验结果还说明，砂或修饰砂吸附PV 和 

B．fD的能力不同，天然砂的吸附差别两者更为明显， 

砂对 PV】的吸附能力高于 B．fp，可见 B．fp在水体中 

具有较长的存活时间显然不是因为其对悬浮物质 

的吸附，而是本身结构和特性决定了其对环境压力 

具有较强的抗性，这种特性使 B．fp作为病毒去除指 

示物更为可靠和科学。 

表 2 金属离子种类和浓度影响砂与修饰砂对 PV 及 B．fp的吸附 

Table 2 The kinds and concentration of cations affect sand and modified sand to adsorb viruses 

2．3 有机悬浮物对砂吸附病毒的影响 

天然水体中常见的悬浮性有机物一腐殖酸对砂 

吸附病毒的影响显示 (表 3)，腐殖酸对砂与修饰砂吸 

附病毒的影响也不同。修饰砂吸附病毒基本不受腐殖 

酸的存在及其浓度变化 (0．1～100mgfL)的影响，但 

腐殖酸的存在可阻碍天然砂吸附病毒，这种状况在自 

来水中更加明显，在蒸馏水中的效果并不是很明显， 

这同腐殖酸抑制砂吸附病毒的机制主要是螯合金属 

离子以降低水环境中的离子强度有关。事实上，从金 

属盐对砂及修饰砂吸附病毒的不同效果已经发现，金 

属离子对修饰砂吸附病毒影响不大，也决定了腐殖酸 

对修饰砂吸附病毒不会产生抑制作用。因此，天然砂 

经用金属氢氧化物原位沉淀修饰后可不受水质因子 

条件的限制而发挥高效的吸附病毒的作用，非常适宜 

用于饮水工业处理过程的过滤介质。 

2．4 天然砂与修饰砂表面扫描电镜观察 

将天然砂与修饰砂颗粒砂干燥、真空镀膜后于 

扫描电镜上观察。结果发现天然砂与修饰砂表面具 

有完全不同的结构特征 (图 1)，连续观察了多个天 

然砂颗粒，其表面均光滑而平整，而金属氢氧化物 

修饰砂表面却粗糙、凹凸不平并具多孔结构，相信 

这些多孔结构为微生物的过滤去除提供了良好的 

空间结构。由此可见，一般的天然砂经用金属氢氧 

化物原位沉淀后，可大大提高对病原微生物的过滤 

去除能力，这为常规水与饮用处理提高对病原微生 

物的去除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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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腐殖酸对砂与修饰砂吸附病毒影响 

Table 3 Humic acid affect sand and modified sand to adsorb viruses 

3 讨论 

图 l 天然砂和修饰砂表面结构 

Fig．1 The SEM picture of natural sand and modified sand surface 

A．Natura1 sand：B／C／D，M odified sand 

实验结果说明：水环境 pH、金属离子组成和 

浓度、有机悬浮物的存在及其含量等因素均明显影 

响天然砂吸附 PV】及 B．fp效率，其中水环境 pH对 

天然砂吸附病毒的效率影响很大，在最低 pH环境 

下砂吸附病毒效率最高，而高于 7时吸附效率显著 

下降。然而水体 pH对修饰砂吸附病毒的影响却不 

明显 (Table 1)，且pH低时吸附病毒的能力并不比 

pH 高时强，显然金属氢氧化物修饰砂吸附病毒同 

天然砂有着不同的机制和规律。 

除水体 pH外，金属阳离子的种类和浓度也明 

显影响天然砂吸附病毒。二价或多价阳离子的存在 

显著增加了天然砂吸附病毒 (Table 2)。同时，在 

相同的条件如有单价或二价金属离子存在的蒸馏 

水及脱氯 自来水中，砂吸附PVl的能力均比B．fp强， 

这也说明作为病毒污染与灭活去除效率的指示物， 

B．fD是可行的。在所有实验中，从病毒在 自来水中 

的吸附率均高于蒸馏水中的现象(Table 1、2、3)， 

说明了介质阳离子强度对砂吸附病毒效率高低的 

重要性，自来水中较高的吸附率可能在于含有的金 

属阳离子，高离子强度压缩了病毒胶体双电层而脱 

稳，同时多价阳离子还可与病毒在固体颗粒物问形 

成盐桥【 ，̈或者使电荷性质发生逆转Il引。 

已有的研究显示，在水与废水中存在的悬浮性 

有机质因可同病毒竞争吸附位点而妨碍砂吸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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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 HJ。然而有机物对病毒吸附的影响并不都是 

十分有效，当悬浮物表面特性十分有利于病毒吸 

附，有机物的吸附抑制影响就不明显，像本实验中 

的吸附剂⋯修饰砂就属于这种情况。同时，当病毒 

对砂的吸附是发生在吸附位点会饱和状态下是这 

样，而在吸附位点不会饱和的状况下有机质可能不 

会同病毒竞争吸附位点，如修饰砂因用金属氢氧化 

物修饰后，砂表面产生了明显不同的表面结构 (图 

1B，1C，1D)，而使其表面比表面积大大提高，修 

饰砂表面吸附位点的大为增加，从而表现出其吸附 

位点远离饱和点，并使加入的腐殖酸有机物对砂吸 

附病毒没有多少抑制作用 (Table 3)。 

在 自然状态下，绝大多数的悬浮颗粒表面并不 

利于病毒的吸附 (因同病毒带相同的净电荷而相 

斥)，但当阳离子结合于负电荷的悬浮物表面而导 

致其表面电荷异质性时 (常见的是铁、铝、镁离子) 

可大大改变这种情况，在吸附剂表面只要有微少程 

度的电荷异质性改变就可大大提高对病毒的吸附 

能力Il引，同时也发现表面特异的吸附剂比表面规则 

的吸附能力大为提高IJ J̈。因此像腐殖质的存在影 

响病毒的吸附在于同病毒竞争吸附位点，如果吸附 

剂上的吸附位点很多，可能影响就不大，如砂经用 

金属氢氧化物沉积修饰后，表面结构发生很大变 

化，明显异质化后，吸附位点大大增加，有机物对 

其基本没有影响。 

Farrah等发现修饰诸如微孔膜、硅藻土等固体 

物质以及原位沉淀金属盐后可提高固体颗粒表面 

阳离子浓度并且提高在较宽的 pH范围内对水中病 

毒的去除能力【l引。Lukasik等还检查了修饰砂的物 

理和化学特性，确认砂经金属氧化物修饰后提高对 

病毒的吸附去除能力是由于砂表面的 Zeta电动势 

提高 】。如何在饮水处理工艺中选择更为有效的过 

滤介质，以提高病原微生物的去除率，并改善出水 

水体的外观及化学特质，减少人类受感染的机会等 

方面也进行了较广泛的研究，如采用阳离子多聚物 

修饰的藻土或多孔膜过滤Il圳、金属氢氧化物饱和煤 

渣、砂表面原位结合金属氢氧化物作为水处理过滤 

介质等【 。Lukasik和 Mansoor等也发现砂经金 

属氢氧化铁及氢氧化铝修饰后可有效地吸附并灭 

活水体中的微生物 。本实验的结果显示，砂及 

金属氢氧化物修饰砂对病毒的吸附与去除能力不 

同，金属氢氧化物修饰砂可为常规饮用水处理存在 

的病原微生物特别是病毒去除不彻底的状况提供 

改善方法，提高饮用水的卫生学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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