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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浴场中粪便污染指示细菌的浓度预测模型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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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构建粪便污染指示细菌的浓度预测模型有助于保障海水浴场水质，避免因传统的病原微生物监

测方法的时间滞后性而影响海水浴场管理的有效性，可及时给予公众健康指导，为海水浴场管理提供
技术支撑。本文基于国内外海水浴场水质中粪便污染指示细菌的浓度预测模型技术发展现状，综合评
述了模型构建方法，归纳了各种模型的特点、应用范围以及在实际应用中的优缺点，分析了在构建我国
海水浴场粪便污染指示细菌的浓度预测模型中所面临的困难及存在的差距，对模型的发展趋势进行了
展望，为开展我国海水浴场中粪便污染指示细菌的浓度预测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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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 on indicator bacterial concentration prediction model of bathing be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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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will help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the bathing water quality and avoid the time-lag of the traditional
monitoring method affec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beach management using a concentration prediction model
for fecal indicator bacteria (FIB). And it also can provide the health guidance and technical supporting to the
public and beach manager in timely. Based on the technical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indicator bacterial
concentration prediction model of bathing beaches, the model construction methods were comprehensively
reviewed in this paper,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application scope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various
models were also summarized. In addition, the difficulties and bottleneck in constructing the indicator bacterial
concentration prediction model in bathing beaches of China were analyzed. Finally,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model was prospected, which will provide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of China.
Key words: bathing beach; fecal indicator bacteria; concentration prediction model

近年来，随着沿海经济的发展，人类活动加
[1]

[4]

和预报对保护游客的健康安全至关重要 。

剧，海洋环境中的病原微生物污染愈发严重 。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美国、法国、加

海水浴场作为重要的旅游活动区域，是传播疾病

拿大、澳大利亚、日本、欧盟等国家和组织相继

的敏感地带。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公众在被病原

颁布了娱乐用水的微生物监测标准 。我国自 2002

微生物污染的浴场中活动极易患上胃肠道和呼

年起，也在大连、秦皇岛、烟台、威海等地开展了

吸道等疾病

[2-4]

，及时对浴场水质进行分析评估

[5]

[6]

全国主要海水浴场的海洋环境监测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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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现有的浴场水质监测主要是基于粪

Statistics（version 20, IBM, Chicago, IL）软件研发

便指示细菌（fecal indicator bacteria，FIB）的浓度

的模型，采用逐步回归算法，避免了因方差扩大

评估浴场病原微生物的感染风险，保护游泳者的

因子导致共线性，从而降低模型准确度的情况

[7]

[26]

。

健康 ，典型的指示细菌包括肠球菌（enterococci，

MLR 模型易构建，变量多，预测准确度较高，是

ENT）、总大肠菌（total coliform，TC）和大肠杆菌

使用最广泛的一类模型，目前已用于湖泊、海水

（E. coli）

[7-8]

等。在美国，通常将 E.coli 或 ENT 作

浴场等环境中的病原微生物安全研究
[18]

[18,27-28]

。

为淡水或海水的粪便指示细菌，并根据其监测结

如 Olyphant 等人

果决定是否发布关闭海水浴场的公告。监测粪

中，MLR 模型对浴场指示细菌是否超标的预测

便指示细菌浓度的传统手段主要是基于可培养

准确度达 88%。

[9]

在对芝加哥海水浴场的研究

的方法，至少需要 18～24 h 才能得到结果 ，因

MLR 模型可以通过环境变量，如降雨量、太

此海水浴场当天通报的水质状况主要依据的是

阳辐射、风速、潮位、盐度、水温、指示细菌的实

前一两天指示细菌的浓度

[10]

，水文气象条件的变

化会导致指示细菌浓度随之变化，造成浴场健康
风险管理存在时间滞后性

[10-11]

。由此可见，依靠

测浓度等数据

[29]

预测海水浴场水质的每日动态

变化，如因污水溢流

[30]

水中指示细菌浓度上升
[33-34]

和非点源污染导致的海
[31-32]

，或因紫外线照射浓
[24]

传统的 FIB 的检测方法不能准确地评估浴场环

度下降

境的微生物安全状况。

环境监测指标，使用 MLR 模型，成功预测到四个

等变化。Thoe 等人

以 E.coli 作为

建立指示细菌浓度预测模型可以起到及时

水文条件不同的海水浴场微生物水质状况和

预报的目的，有效降低监测误差，从而更好地保

E.coli 的 日 动 态 变 化 （ 以 180 E.coli CFU/100 mL

护公众的健康安全

[12]

。 2003 年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WHO）首次引入浴场水质预测模型

[13]

，欧盟也

于 2006 年将其纳入浴场用水指导文件中

作为临界值），监测预测的结果准确度分别是
70%、92%、82% 和 85%。

[14]

，2012

MLR 模型的预测准确度主要取决于指示细
[9]

年美国环境保护署（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菌的浓度。如 Francy 等

Agency，USEPA）也建议将浴场水质预测模型作

亥俄州亨廷顿海水浴场 3 个月的监测数据进行

为快速、高效的监测工具，以弥补传统检测方法

评估测试，结果显示该模型的准确度为 82.7%，

[15]

。

并且发现该模型对较为干净的沙滩预测效果并

目前，常见的浴场水质预测模型有多元线性

不好，对中等污染的沙滩预测效果最好。此外，

带来的时间滞后的缺陷

使用 MLR 模型对俄

回归模型（multiple least-squares rgression，MLR）、

当 MLR 模型的环境参数变量的数值发生剧烈变

人 工 神 经 网 络 （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ANN） 、

化时，也会导致模型的预测准确度不高。例如在

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partial least squares，PLS）、

暴风雨前后盐度会剧烈变化，导致模型预测的误

决策树（decision tree）和其他模型等

[12]

。在实际

应用中，研究学者们发现通过预测模型所呈现的
结果普遍优于传统的监测系统
英国苏格兰

[18]

和中国香港

[19]

[10,16-25]

。美国

[17]

、

等国家和地区已使

差变大

[29]

，所以 MLR 模型会配合人工神经网络

（ANN）模型一同使用

[24,29]

，例如香港开发的浴场

海 水 水 质 预 测 系 统 （ WATERMAN） (http://www.
[35]

waterman.hku.hk/)

，构建了一个综合的每日浴

用预测模型构建了水质预测监测系统以加强浴

场海水水质预报系统，该系统于 2010－2011 年

场的健康安全管理。本文拟通过总结上述模型

期间预测了 16 个具有代表性的海水浴场的水

的构建方法和实际应用中的优缺点，为构建我国

质，可以获得 78%～100% 的预测准确度，同时通

海水浴场粪便污染指示细菌的浓度预测模型提

过对关键参数进行分析发现，降雨和盐度是非点

供借鉴。

源污染类型的海水浴场水质的主要影响参数，该

1 常见的浴场水质预测模型
1.1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MLR）
动态多元线性回归（MLR）模型是基于 SPSS

系统对这类非点源污染的浴场水质预测效果最
好。
1.2

人工神经网络（ANN）
人工神经网络模型是由 MATLAB“神经网

第x期

黄慧玲，等:

海水浴场中粪便污染指示细菌的浓度预测模型研究进展

络”工具箱建立的神经网络模型（ANN），也可以
[36]

使用 MLR 模型中的变量开发 ANN 模型

3

当，但其无需选择变量，因此模型构建过程更加

。ANN

简化。另外作者还创建了动态偏最小二乘回归

模型的预测效果好、用途广泛，近几年，逐渐应

（ dynamic partial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 DPLSR）

用到各科学研究领域

[37]

，如水文和水利工程方面

模型，用于监测加利福尼亚州亨廷顿州立海

的污水处理、河流和海岸线水质监测、泥沙输

（Huntington State Beach，HSB）和亨廷顿市海水

送、洪水演进、藻类繁殖问题

[18,38]

等。ANN 属

浴场（Huntington City Beach，HCB）的水质，从公

于数值模型，建立在溶质运移问题和动力学方程

开数据库中获取了待测站点的环境数据作为因

基础之上，该模型假设功能变量间不存在任何交

子变量，包括降雨量、海面温度、上升流指数、风

互关系，特别适合处理变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17]

，

因此该模型也被应用于复杂的系统中预测海水

速、海浪高度和方向、游客数量、大气压力、太
阳辐射、采样时间、潮位和范围等

[50-53]

影响海水

[11,54-56]

浴场细菌浓度，分析指示细菌浓度与其他容易测

浴场 FIB 浓度的因素

定的如温度、电导率、水流量、降雨量等水质变

发现，与现有的 OLS 模型相比，DPLSR 模型的预

量之间的关系

[39-40]

。

测能力更好，但在分析这两种模型的预测结果与

有研究通过使用 ANN 模型成功预测了淡水
或海水水域的水质状况

。通过对模型的评估

[41-43]

浴场每日疾病发生率的关系时，二者没有显著差

，该模型现已发展成

异，而且 PLS 模型的预测值和观察值之间仍存在

为预测水环境中病原微生物动态的主要工具之

差异。模型预测的目的是减少海水浴场游客的

一。该模型的优势是在模拟期间的任何时间段

疾病发生率，所以使用 PLS 模型对水质进行预测

均可预测出指示细菌的变化。Lee 等人

[21]

对加

利福尼亚南部的海水浴场进行了水质检测，并使

时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1.4

决策树模型

用 ANN 模型预测了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两个

决策树模型（decision tree）是一种持续将数

海水浴场的 FIB 浓度（TC，FC 和 ENT），用于弥

据分组、分类直到不能从后续的拆分中获得更

补检测数据和实际水质之间的差距。结果表明，

多信息的模型。决策树建模在许多行业中都有

开发的模型能够同时准确预测三种 FIB 的浓度

广泛使用，也常用于浴场水质预测。浴场水质是

水平，得出的假阳性或阴性率低于 10%，即开发

随着时间持续变化着的，这就需要模型的预测结

的 ANN 模型的准确度为 90%。

果进行不断的改进和修正，而决策树在一定程度
[57]

偏最小二乘法回归模型（PLS）

上是进化的

偏最小二乘法回归模型（PLS）是由 MATLAB

测模型，预测的准确度较高。如 Stidson 等人使

（version R2012b, Natick, MA）软件研发的模型，

用软件“S-plus”和“Insightful Miner”决策树工具，

采用回归算法将所有的独立变量转换为主成分

以 TC，FC 和粪便链球菌（fecal streptococci，FS）

1.3

用以建立模型

[44-45]

，所以很适合用于构建浴场水质预

。该模型是一种解释共线性

作为指示细菌，对苏格兰四个海水浴场站点的水

的分析方法，能够削减或抑制那些对输出建模无

质进行预测，结果得出，该模型能够快速对数据

意义的预测因子的影响

[46-47]

。模型的变量数据

可以从公共数据库中获取，使用模型的用户只需
提供检测的指示细菌浓度，就可在软件中自动进
行 模 型 的 建 立 和 检 验 ， 如 Brooks 等 人
[48]

Python 2.6.6

[49]

和 Rpy2 2.0.8

[44]

Hou 等人

[57]

88% 和 89%

。

根据决策树预测输出结果的不同，可以分为

利用

分类决策树和回归决策树。当预测结果为类别

编写的统计软件

时，为分类决策树；当预测结果为一个实数时，为

包就可以通过该模型进行自动化回归建模。
[45]

进行分类，每天和每小时的预测准确度分别为

回归决策树。

使用 PLS 模型模拟预测五大湖

分类决策树是利用 MATLAB 建立的“分类

水域的四个海水浴场站点的 FIB 浓度，与四个站

树”（classification tree，CT）模型，由 Breiman 等人

点 当 前 使 用 的 普 通 最 小 二 乘 法 （ ordinary least

于 1984 年开发而成

squares, OLS）模型相比，PLS 模型准确度与其相

类和数字变量，因为其分裂算法能够隔离单个节

[58]

，该模型可以轻松处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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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将其识别和剔除；另外

SEPA 是指示预测工具，是一个以电子表格为基

为了验证每棵树，其采用留一法交叉验证，每个

础的操作模型，通常被用于开发以一系列特定变

数据集仅限于分成两个不同的组，用于构建和验

量比如降雨量和入海河流流量的历史数据来预

[61-62]

证树的结构

。Bae 等人通过 CART Ex Version

6.0 分析软件（Salford Systems 2006）

[63]

，利用现有

测浴场水质的模型

[57]

。另外还有 Seneque/River

strahler 模型，是一种与大型排水网络水质和生
[67]

的指示细菌数据和一些物理化学参数，使用分类

物化学功能相关的模型

决策树对加利福尼亚海水浴场指示细菌的浓度

纳河分析河流中浮游植物爆发的相关因素，以控

进行预测分析，结果显示，该模型能够成功预测

制水华的发生

各指示细菌的浓度，准确度在 60% 以上，该模型

型流域如东欧的多瑙河

的优势在于可以利用简单快速监测到的水质变

力模型，比如模拟微生物运输和衰变的流动力学

量来预测指示细菌的浓度，从而进行浴场健康风

模型 GEMSS（GEMSS-HDM），Edinger 和 Buchak

险管理

[22]

，首次被研发使用于塞

[68-70]

，随后该模型被应用于其他大
[71]

。除此之外还有水动

曾介绍过该模型的理论基础

。

回归决策树的代表模型为随机树模型

[58]

。

[72]

，该模型使用

GLLVHT（广义，纵向-横向-垂直水动力和运输）

“随机树”提供了一种相对较新的方法来分析数

来计算不同水体中的微生物随时间的衰变速度、

据变量，其与多重线性回归相比较，不需要假设

水质成分如盐分浓度等变量。

关系是线性的，该模型能够自动计算变量之间可
能存在的交互关系

[19]

。Parkhurst 等人运用“随机

2 总结与展望

树”模型进行水中指示细菌浓度的预测时，发现

通过对上述各个模型的特点进行总结（表 1）

水中指示细菌的浓度与许多潜在变量存在相关

可以看出，所述模型各有优缺点。如 MLR 模型

性，而随机树与单树相比，可使预测误差降低

是最常用的模型

30%。另外除实时预测外，该模型还可以对未来

其缺陷在于模型灵敏度较低，未来研究中可尝试

一段时间内的指示细菌浓度进行预测，Parkhurst

借鉴类似于 BLR 模型中的“阈值调整”方法来提

[16,27,30,73]

，该模型是线性模型，但

以大肠杆菌和肠球菌作为指示细菌，使

高 MLR 模型的灵敏度。PLS 既可以是线性又可

用“随机树”模型研究美国五个海水浴场的指示

以是非线性的模型，但同样 PLS 模型的灵敏度也

细菌浓度与其他众多变量之间的关系，发现使用

较低，也可尝试“阈值调整”的方法来提高灵敏

前 52d 测量的数据可预测未来 10d 内的指示细

度。决策树中 CT 模型是一种非线性的视觉模

菌的浓度，证明该模型在分析具有许多变量的大

型，具有较高的灵敏度，但有研究表明，当受测的

等人

[63-65]

型数据集时具有优势

海水浴场受到更多污染时，影响水质的相互作用

[64]

。

其他模型

变量增加，CT 模型结构会变得更加复杂，从而影

除上述常用的指示细菌浓度预测模型外，其

响计算的准确度。ANN 是非线性模型，可以得

他模型包括二元回归模型（bnary lgistic rgression，

到依赖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Thoe

BLR），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模型（OLS），SEPA

等人研究发现 ANN 模型是继 CT 模型后，灵敏

（ the scottish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gency） 预 测

度第二高的模型，ANN 对 ENT 和 FC 的灵敏度

1.5

模 型 等 。 BLR 模 型 通 过 SPSS 软 件 研 发 ， 采 用

表1

浴场水质预测模型特点比较

[7]

“向前：条件算法”对变量进行选择 ，具有二元因

Tab.1

变量（1：posting，0：no posting），能预测 SSS（SSS：

Comparison of bathing beaches water quality prediction
model

一定的指示细菌浓度值，超出该值时水质不适合

模型 线性 非线性

游泳）超标的可能性（模型输出范围从 0 到

MLR

100%）

[12]

。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模型（OLS）是由

威斯康辛州自然资源部创建的

[66]

，通常 OLS 模

型 会 和 PLS 模 型 共 同 使 用 进 行 比 较 分 析

[44-45]

。

CT

缺点

准确度较高

灵敏度较低

√

灵敏度高

不能显示变量间的关系

√

准确度较高

灵敏度较低

√

灵敏度高

结构复杂

√

ANN
PLS

优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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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达到 30% 和 28%，校准和验证期间的特异

5

重要参数。

[7]

性非常高（85%～99%） 。然而，人工神经网络
的缺点是它是一种“黑箱”模式，即下层关系变量
[7]

之间不能直接表示 ，在外推输出中也较弱，即
当输入变量的值超出校准范围时，它预测的 FIB
浓度是不准确的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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