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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对紫外消毒在两种典型再生

水中应用的影响

王秀娟 胡学香 胡 春*

(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水质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5)

摘 要 以大肠杆菌为对象，研究了再生水水质变化对紫外消毒效果和光复活的影响。结果表明，紫外对大肠杆菌有

很强的灭活作用，在紫外剂量为 4 mJ /cm2 时，大肠杆菌的灭活率达到了 4． 41 个对数级。腐殖酸、铁和 2 种再生水水体中其

他溶解性物质会影响光吸收和紫外透射率，但对紫外消毒动力学无影响。在颗粒物浓度为 0 ～ 200 mg /L 的范围内，外源高

岭土和活性污泥等颗粒物的投加对紫外消毒效果影响较小，而再生水水样 W1 中原有的 2． 6 mg /L 的颗粒物则会极大地影

响消毒效果，使 UV 对细菌的灭活出现明显的拖尾现象。腐殖酸会增强紫外损伤大肠杆菌的光复活能力，但 2 种再生水中

细菌的光复活能力相对磷酸盐缓冲溶液( PBS) 中减弱，减弱程度在不同水样中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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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water quality on UV disinfection in two
typical reclaimed wa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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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fect of water quality on UV disinfection was studied using E． coli as testing bacteria． The
result showed that UV could inactivate E． coli effectively and 4． 41-lg reduction was achieved at the UV dose of
4 mJ /cm2 ． Ferric ion and humic acid and dissolved matter in reclaimed waters all had effects on light absorbance
degree and UV transmittance of water sample，but no marked effect on inactivation rate of E． coli． At the range of
particles concentration ( 0 ～ 200 mg /L) ，activated sludge particles and kaolin clay particles shielded E． coli to
an insignificant degree relative to particle-free control conditions，while the particles present in W1 reclaimed wa-
ter ( 2． 6 mg /L) provided significant protection，showing a significant tailing． Humic acid enforced the photore-
activation ability of UV-damaged E． coli，but in reclaimed water，the photoreactivation ability reduced to varying
degree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water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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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再生利用是缓解水资源短缺现状的有效途

径之一，消毒是保障再生水卫生安全的必要工艺。
氯消毒是水处理的常用消毒工艺，但是随着抗氯性

微生物［1］和有毒有害消毒副产物［2］的发现，氯消毒

出水的安全性受到质疑。而紫外被发现具有广谱的

杀菌作用，能有效解决氯消毒的两大问题［3，4］且不

会引入化学物质，所以其作为氯消毒的可行的替代

工艺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目前有关紫外消毒

的研究多集中在饮用水处理方面［5，6］，一些标准的

制定也依据低浊度水中的实验结果［7］。而再生水

中微生物和化学污染物的浓度相对较高，成分相对

复杂，因此，有关再生水水质变化对紫外消毒的影响

值得做进一步研究探讨。
本实验以大肠杆菌和总菌落( TBC) 为对象，研

究其在 PBS 和 2 种典型再生水中的紫外消毒行为，

探讨了影响紫外消毒效果的水质因素，为再生水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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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紫外消毒工艺提供一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 1 实验材料

实验中所用活性污泥来自于天津空港再生水

厂。高岭土为化学纯，腐殖酸等其他化学试剂均为

分析纯，购于北京化学试剂公司。
大肠杆菌( E． coli DH5α) 由中国科学院生态环

境研究中心微生物实验室提供。使用时将大肠杆菌

接种于 50 mL LB 液体培养基中，于 37℃ 振荡培养

18 h，4 000 r /min 离心 10 min，弃去上清液，用无菌

PBS 冲洗 3 次，然后把细菌重新悬浮于实验水样中，

制成浓度约为 108 CFU /mL 的菌悬液。
大肠杆菌和再生水中总菌落数的检测采用平板

菌落计数法，以营养琼脂为培养基，在 37℃ 下培养

48 h，计菌落数，每个样品做 3 个平行样。
1． 2 实验水样

实验所用再生水为天津 W1、W2 两再生水厂消

毒前水样，W1 和 W2 再生水厂的主要深度工艺分别

为膜生物反应器( MBR) 和连续微滤技术( CMF) ，进

水分别是受食品和纺织等工业污水影响较大的市政

污水和以生活污水为水源的某污水处理厂的二级出

水。在进行 254 nm 处的吸光值( UV254 ) 的测定时水

样未经 0． 45 μm 的膜过滤。水样其他各参数的测

定参照美国水和废水的标准检测方法。水质参数如

表 1 所示。

表 1 本实验用再生水的水质参数

Table 1 Water qu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reclaimed
waters used in this study

水 样 W1 W2

来 源 MBR CMF

pH 8． 0 8． 3
CNH3-N ( mg /L) 0． 25 6． 98
CDOC ( mg /L) 7． 47 5． 51
UV254 ( cm －1 ) 0． 193 0． 108

TSS ( mg /L) 2． 6 0． 56

1． 3 紫外消毒实验和光复活实验方法

紫外装置为准平行光束仪，光源为 11 W 的低

压汞灯( 北京电光源所) 。UVB 紫外辐照仪( 北京师

范大学光电仪器厂) 测定实验水样表面中心点处光

强为 0． 125 mW/cm2，然后测定实验水样在 254 nm
处的吸光值，根据参考文献［8］计算平均光强。将

装有 20 mL 实验水样的培养皿( Φ60 mm) 放在准平

行光束仪辐照窗下的磁力搅拌器上进行搅拌，照射

到预定时间取样，检测目标细菌浓度。
经一定剂量的紫外照射后反应液置于可见光

( 日光灯，在 365 nm 处的光强为 66 μW/cm2 ) 下进

行光复活实验，每隔一定时间取样，测定水中目标细

菌浓度的变化。
1． 4 消毒效果及光复活效果评价

微生物的灭活率和光复活率用以下公式来表示:

灭活率 = log( N /N0 ) ( 1)

光复活率( % ) =
Npr － N
N0 － N × 100% ( 2)

式中: N 为消毒后水样中微生物的浓度( CFU /mL) ;

N0为消毒前水样中微生物的浓度( CFU /mL) ; Npr为

光复活一定时间时水中微生物的浓度( CFU /mL) 。

2 结果与讨论

2． 1 腐殖酸、铁及过滤后再生水对紫外灭活的影响

由图 1 可见，紫外对 PBS 中大肠杆菌的灭活曲

线可以分成 2 个阶段: 在低的紫外剂量下( 小于 1． 5
mJ /cm2 ) ，紫外对大肠杆菌有较快的灭活，灭活速率

为 2． 41 cm2 /mJ( R2 = 0． 98 ) ; 然后随着紫外剂量的

增加其灭活速率减小为 0． 29 cm2 /mJ( R2 = 0． 91 ) ，

在紫外剂量为 4 mJ /cm2 时，有 4． 41 个对数级的大

肠杆菌被灭活。由此看出，紫外可以快速有效地灭

活大肠杆菌，具有很好的消毒能力。
水样的温度［9］和 pH 值［10，11］等不影响紫外消毒

效果，但水样中可能存在一些能够吸收紫外线的物

质，这些物质可能会影响紫外消毒的效果。腐殖酸

和铁分别是水体中吸收紫外线较强的有机和无机物

质，图 1( a) 和图 1 ( b) 分别显示了腐殖酸和铁对紫

外消毒效果的影响。本文所用的 2 种再生水 DOC
浓度均小于 10 mg /L，因此，实验采用的腐殖酸最大

浓度为 10 mg /L。在本实验的浓度范围内，把水体

254 nm 处的吸光值考虑进紫外剂量的计算，腐殖酸

和铁均对大肠杆菌的紫外灭活无影响。另外，把大

肠杆菌投加到经 0． 22 μm 膜过滤的 2 种再生水水

样中进行紫外灭活实验，结果( 图 2) 表明，过滤后再

生水中大肠杆菌的紫外灭活曲线与 PBS 中无差异。
Batch 等［12］在地表水和饮用水的研究中得出相同的

结论。由此可见，再生水水样中溶解性有机物和无

机离子对大肠杆菌的紫外灭活无影响。对无颗粒物

的再生水水体，在 PBS 和低浊度饮用水中得到微生

物灭活达到目标值所需的紫外剂量表是适用的。

0924



第 12 期 王秀娟等: 水质对紫外消毒在两种典型再生水中应用的影响

2． 2 颗粒物对紫外灭活的影响

高岭土是自然水体中常见的颗粒物，大量的前

人 的 研 究 使 用 高 岭 土 来 代 表 原 水 中 无 机 颗 粒

物［13，14］。活性污泥是含有机质较多的生物颗粒，粒

径较大，经常在经生物处理的污水中存在［14］。所以

以高岭土和活性污泥为代表，研究了颗粒物对紫外

消毒的影响。
对颗粒物的粒径分布进行激光粒度分析，结果

如图 3 所示，高岭土和活性污泥颗粒的体积平均粒

径分别为 29． 53 μm 和 72． 62 μm。

图 3 不同颗粒物的粒径分布

Fig． 3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particles

图 4 高岭土和活性污泥颗粒

对紫外消毒动力学的影响

Fig． 4 Effect of kaolin clay and activated sludge
particles on inactivation kinetics of E． coli by UV

由图 4 可以看出，在 0 ～ 200 mg /L 的浓度范围

内，高岭土对大肠杆菌的紫外灭活无明显影响; 活

性污泥颗粒投加量为 100 mg /L 时对紫外灭活无

影响，但是，当投加量增加到 200 mg /L( 浊度为 89
NTU) 时，大肠杆菌的紫外灭活略有降低，而随紫

外剂量增加到 4 mJ /cm2 时，大肠杆菌的灭活率达

到了 4． 31 个对数级，与无颗粒物情况下灭活量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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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颗粒物对紫外线灭活微生物的影响主要表现

在 2 个 方 面: 一 方 面，颗 粒 物 会 引 起 紫 外 光 的 吸

收、反射和散射等作用，影响紫外光的传播; 另一

方面，颗粒物可能会与微生物相结合而对微生物

起到屏蔽的作用从而影响紫外灭活。本实验紫外

剂量的计算中使用的 UV254 为未过滤水样测得的，

已经考虑了颗粒物所引起的光散射和光吸收的影

响［15］，所以实验所得的颗粒物对紫外灭活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颗粒物与大肠杆菌结合方面。高岭土

和活性污泥对紫外灭活大肠杆菌的影响的微小差

异可能是由于大肠杆菌不能进入高岭土的内部而

使颗粒物不能对紫外光起屏蔽作用; 而大肠杆菌

能部分进入高浓度活性污泥内部，其接受的紫外

线辐照剂量会有所减少，而紫外剂量的增加能够

克服屏蔽作用的影响。
图 5 显示紫外对 W2 中的总菌落的灭活与紫

外剂量呈明显的线性关系，灭活速率为 0． 27 cm2 /
mJ( R2 = 0． 96 ) ，而对 W2 中总菌落的灭活曲线可

以分成 2 个部分: 在紫外剂量小于 5 mJ /cm2 时，紫

外对再生水 W1 中总菌落的灭活与紫外剂量呈一

级线 性 关 系，灭 活 速 率 k 为 0． 18 cm2 /mJ ( R2 =
0． 98) ，然后随着紫外剂量的增加灭活速率降低为

0． 036 cm2 /mJ( R2 = 0． 94 ) ，出现明显的拖尾现象，

但增大紫外剂量到 40 mJ /cm2，灭活达到检测限。
为了评价拖尾现象出现的原因，把 W1 中总菌落分

离培养后悬浮于无颗粒物 PBS 中进行紫外消毒，

结果发现灭活率和紫外剂量之间呈线性关系，当

紫外剂量为12 mJ /cm2 即可达到检测限，灭活率为

3． 92个对数级。由此可以判断 W1 的紫外消毒中

出现的拖尾现象是水体中原有的颗粒物造成的。
而 W1 水样中，颗粒物浓度仅为 2． 6 mg /L，体积平

均粒 径 介 于 高 岭 土 和 活 性 污 泥 之 间，为 52． 05
μm，其对大肠杆菌紫外灭活的显著影响可能是由

于颗粒物在通过絮凝等方式形成过程中对微生物

产生包覆等作用［17］，使部分微生物进入颗粒物内

部，从而对紫外辐照产生屏蔽作用。由此可知，由

外源高岭土和其他颗粒物的方式评价颗粒物对紫

外消毒效果的影响会低估实际水体中颗粒物对紫

外消毒的影响。而原水中颗粒物对紫外的影响与

颗粒物的浓度、尺寸、微生物的种类和微生物和颗

粒物之间的结合程度等因素相关［16，17］，其影响程

度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确证。另外，研究结果

表明，紫外对微滤出水( W2 ) 有很好的消毒效果，

而紫外消毒应用于含颗粒物较多的再生水时，应

在紫外前增加过滤工艺或提高紫外剂量，以保证

再生水的微生物安全。

图 5 再生水 W1 中总菌落的紫外消毒曲线

Fig． 5 UV inactivation curves of TBC in reclaimed water W1

2． 3 细菌光复活及其影响因素

一些紫外处理的微生物在受到可见光照射后，

在体内光复活酶的作用下会将连接在一起的二聚体

解聚形成单体从而恢复其 DNA 复制能力，这种现象

称为光复活。光复活会引起经紫外线灭活后的细菌

重新生长，从而影响紫外消毒的效果［18］。
图 6 显示 2 mJ /cm2 紫外处理后不同水样中大

肠杆菌的光复活情况。大肠杆菌的光复活率和时间

的曲线符合 Logistic 模型［19］。在未添加其他物质的

PBS 中，大肠杆菌的光复活在开始阶段存在迟滞现

象，到 30 min 时光复活率仅为 0． 37% ; 随着光照时

间的延长，光复活率迅速增加，直至到 180 min 达到

图 6 不同水样中 2 mJ /cm2 的 UV 处理后大肠杆菌的光复活

Fig． 6 Photoreactivation of E． coli damaged by UV

of 2 mJ /cm2 in different water samples

最大值 5． 24%。10 mg /L 铁的加入减少了光复活，

最大光复活量为 3． 95%，这可能是因为水样对光吸

收的增加。而腐殖酸加入减少了水样的透光率，但

却使大肠杆菌的光复活率明显提高，在 180 min 的

最大值为 6． 68%。由此可知，腐殖酸可以增加紫外

处理后细菌的光复活能力。光复活是一个生物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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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其光复活的程度不仅受水样的有机物的影响

还与温度、pH 和离子强度等水质相关［20］，总体表现

为适宜的水环境有利于协助维持细菌的正常生理状

态，有利于光复活现象的发生。在 2 种再生水水体

W1 和 W2 中，紫外-可见光的吸收光谱和 PBS 中差

别很小，但大肠杆菌的光复活程度均相比 PBS 中减

少，最大光复活量分别为 3． 65% 和3． 45%。因此可

知依据在 PBS 中的实验结果来设定细菌在本实验 2
种代表性再生水中的光复活量可以保证再生水出水

的安全性。

3 结 论

( 1) 紫外对大肠杆菌有很强的灭活作用，在紫

外剂量为 4 mJ /cm2 时，大肠杆菌的灭活率达到了

4． 41 个对数级。
( 2) 水体中的溶解性物质和外源颗粒物对紫外

灭活效率无影响，但再生水原水中颗粒物对紫外灭

活有显著的影响。
( 3) 腐殖酸会增加光复活能力，但再生水水中

细菌的光复活能力相对 PBS 中减弱，减弱程度在不

同再生水水样中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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