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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海排污口污水微生物群落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进展
1,2

2

付韵涵 ， 苏

1,2

洁 ， 关道明 ， 樊景凤

2

（ 1.大 连 海 事 大 学 环 境 科 学 与 工 程 学 院 ， 辽 宁 大 连 116026； 2.国 家 海 洋 环 境 监 测 中 心 ， 辽 宁 大 连
116023）
摘

要：入海排污口污水中存在大量微生物，其进入海洋后会对邻近海域的海水水质及海洋生物健康造

成巨大威胁。因此，研究入海排污口污水中微生物的群落结构及其影响因素对于了解排污口污水对海
洋生态环境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综述了国内外不同类型入海排污口微生物的群落结构特征，着
重介绍了影响入海排污口微生物群落结构的重要因素，并进一步阐述了排污口污水中微生物对排污口
邻近海域的海水水质和海洋生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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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dvances in microbial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sewage discharged into the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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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scharge of sewage brought a large number of pathogenic microorganisms into the ocean, and pose
a great threat to the sea water quality and the health of marine life in the adjacent sea area.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athogenic microorganisms from
sewage outfall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ommunity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microorganisms in different
types of sewage outfalls at home and abroad, highlights the important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community structure of microorganisms in sewage outfalls, and further elaborates the effect of pathogenic
microorganisms in sewage outfalls on the marine water quality and oceans in the vicinity of the outfall
Biological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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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源入海排污口是陆源污染排入海洋的重
[1]

排污口占 4%，个别排污口邻近海域粪大肠菌群
[2]

要途径，是海洋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 。据

含量超标 。国外水质监测结果表明陆源入海

《2017 年中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报道，监

排污口排放的微生物是损害海洋环境的重要因

测的 371 个陆源入海排污口中，工业排污口占

素。美国 2014 年通过评估 8 个州 1859 英里的

29%，市政排污口占 43%，排污河占 24%，其他类

沿海海岸，发现病原体是造成近岸海域损害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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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因，市政排污口和工业排污口排放的污水是

源入海排污口及邻近海域微生物进行动态分析，结

其主要来源。欧盟 2005 年《海洋战略框架指令》

果显示市政排污口全年优势菌为假交替单胞菌

显示，陆源入海排污口中的微生物污染是影响排

属 (Pseudoalteromonas)、肠杆菌科 (Enterobacyeria-

[3]

污口邻近海域水质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

ceae)、假单胞菌属 (Pseudomonas)、弧菌属 (Vibrio)

同时，陆源入海排污口也是海洋环境监测的重要

和希瓦氏菌属 (Shewanella)；其中肠杆菌科优势

内容，通过掌握全球近岸海域陆源入海排污口排

明显，弧菌属在排污口及其邻近海域均有检出，

放入海的污水量、微生物种类和数量以及各种

4 个季节均有分布

污染物的浓度状况，可以了解陆源入海排污口对

1.2

[16]

。

工业排污口

邻近海域的微生物输入情况以及对近岸海域生

目前工业污水的排放量日益增多，其微生物

态环境损害的状况与程度，进而更好地保护海洋

群落结构也十分复杂，并且其群落结构成分和性

环境与海洋渔业资源

质与市政污水相比有很大差异，主要表现为：成

[4-5]

。

研究表明，盐度、温度的季节性变化、叶绿

分复杂，差异性大，并且不同地理位置的排污口

素 a、排污口污水中的成分（溶解氧和浊度等）、

污水中的微生物种类可能类似，但不同行业的工

排污口类型、潮汐和排污口地理位置上的空间

业污水中的微生物群落组成会存在很大差异。国

差异等都会对入海排污口污水中微生物的群落

外工业排污口的菌门主要由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

结构、浓度及时空分布情况产生不同程度的影

拟杆菌门 (Bacteroidetes)、放线菌门 (Actinobacteria)、

响

[6-8]

。陆源入海排污口污水中的微生物会破坏

厚壁菌门（Firmicutes)、浮霉菌门 (Planctomycetes)
[17]

邻近海域的生态环境，威胁海洋生物健康。流行

等 22～23 个菌门组成，弧菌属为优势菌群

。在

病学研究表明，排污口污水中的微生物会对城市

我国，弧菌也是工业排污口污水中的优势菌群，

居民饮用水和海产食品造成威胁 。本文系统

主要包括溶藻弧菌（Vibrio alginolyticus)、坎贝氏

介绍了不同类型排污口污水中微生物的群落组

弧 菌 （ Vibrio campestris)、 副 溶 血 性 弧 菌 (Vibrio

成，探究了影响排污口污水中微生物的重要因

parahemolyticus) 和灿烂弧菌（Vibrio splendidus) 4

素，论述了微生物对排污口邻近海域水质和海洋

个种，其中溶藻弧菌数量最多

生物等生态环境的影响，为预防和治理排污口污

等人

水排放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发现不同工业类型排污口的微生物组成及其优

[9]

。杨雪辰、刘霜

通过对不同工业类型排污口进行分析，

势菌群均不相同，并且存在很大差异，微生物群

1 不同类型排污口污水中微生物群落结构
1.1

[19-20]

[18]

落结构与水质指标存在一定的相关性。郭明月
等人

市政排污口
市政污水是陆源入海排污口排入邻近海域

[21]

通过研究发现，工业排污口污水中细菌

的群落结构受季节性影响比较明显，夏季的致病

。国外市政排污口主要的

菌种类及数量比冬季多，其中包括与人类心血管

微生物分布在 20～27 个菌门，主要包括：变形菌

疾病、胃肠道疾病等相关的致病菌如弓形杆菌

门 (Proteobacteria)、厚壁菌门 (Firmicutes) 和拟杆

(Arcobacter ) 等。

的最大污染源之一

[10]

[4,11-12]

菌门 (Bacteroidetes)，主要分布在 44～65 个纲

。

1.3

生活污水排污口

在市政排污口，变形菌门（21%～65%）占多数，其

生活污水排污口污水中污染物的浓度很高，

中 β-变形菌纲 (β-proteobacteria) 是最丰富的一类，

包括悬浮的固体、有机物和养分，可能对邻近海

主要负责去除污水中的有机物和营养成分

[13-14]

。

域造成很大的破坏

[22]

。细菌是生活污水排污口
[23-24]

我国市政排污口的微生物主要分布在 11 个纲，

污水中含量最高且种类最多的一类微生物

其中 β-变形菌纲和 γ-变形菌纲 (γ-proteobacteria)

国外学者发现生活污水排污口污水中群落组成

占绝对优势，而放线菌纲 (Actinobacteria)、拟杆

差异很大，一项对 5 个生活污水排污口污水的研

菌纲 (Bacteroidia)、浮霉菌纲 (Planctomycetacia) 的

究结果表明，污水中存在多种细菌，一些以变形

细菌所占数量较低

[15]

。杨文新等人通过对大连陆

。

杆菌为主导，另一些则以拟杆菌为主，在这项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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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中 污 水 中 的 γ-变 形 菌 纲 包 括 肠 杆 菌 科

要微生物群落结构也会发生季节性变化，

(Enterobacteriaceae)、 弧 菌 科 (Vibrionaceae) 和 假

Pachepsky Y A 等人指出大肠杆菌在海水中的失

单胞菌科 (Pseudomonadaceae)，一些细菌与 γ-变

活率和温度呈正相关

形菌纲有关，包括沙门氏菌 (Salmonella choleraesuis)、

肠球菌浓度的重要影响因素，通常较温暖的气候

耶 尔 森 氏 菌 (Yersinia)、 弧 菌 (Vibrio) 和 假 单 胞

（夏季）会导致肠球菌浓度的增加

[25]

菌 (Pseudomonas)

。我国生活污水排污口中微

[32]

。同样，温度也是海水中
[33]

。王中华等

人通过对不同季节海水中分布的拟杆菌进行群

生物群落结构复杂，主要含志贺氏菌 (Shigella)、

落结构分析，认为温度的季节性变化会导致拟杆

沙门氏菌 (Salmonella)、弓形杆菌 (Arcobacter)、大肠

菌群落结构的变化

杆菌 (Escherichia coli)、霍乱弧菌 (Vibrio cholerae)、

菌门中的黄杆菌 (Flavobacterium) 的浓度要远远

金黄色葡萄球菌 (Staphylococcus aureus) 等多种

高于春季，这说明其浓度与季节之间有很大联

细菌

[21]

[34]

。也有研究指出夏季拟杆

系。另一项研究表明，温度是影响创伤弧菌分布

。

医疗卫生排污口

的主要因素，随着温度的升高，创伤弧菌的浓度

医院污水已经成为环境中微生物的主要来

增大。另外，通过纵向季节对比发现，创伤弧菌

源，除了工业排污口和生活排污口以外，医疗卫

在细菌样品中的占比春夏季明显高于秋冬季

生排污口污水由于携带大量微生物，会对排污口

[35]

1.4

[26]

。Barril P A 等人评估了气象因素对阿根廷科

。在国

尔多瓦市的市政排污口污水中轮状病毒丰度和

外，通过研究医疗卫生排污口污水中的微生物检

多样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平均温度低于 18 ℃

测数据，证实了微生物对排污口邻近海域会造成

时，轮状病毒浓度的峰值明显增高

潜在影响，对于建立废水管理政策标准有重大意

2.2

邻近海域的微生物群落结构造成影响

[36]

。

光照

。Emmanuel 等人在污水中检测出粪大肠菌

光照对海洋环境中的细菌消亡具有重要作

群 (Fecal Coliform)，其细菌浓度低于市政排污口

用，光照强度是影响细菌生存时间、传染性、持

污水中的细菌浓度，此外污水中还存在费氏弧

久性的重要因素

菌 (Vibrio fischeri) 和假单胞菌属 (Pseudomonas)，

因此对阳光照射下产生的活性氧更加敏感

义

[27]

证实了污水中的微生物会对生态毒理风险评估
造成影响

[28]

。我国学者从微生物角度分析了医

疗卫生排污口污水对邻近海域水质的影响。王
世权等人对大连星海浴场医疗卫生排污口污水
中的细菌总数、海洋异养菌数、大肠菌群数以及
致病菌进行了采样和调查工作，结果显示，两个
医疗卫生排污口中的大肠菌群数严重超标，对排
放环境存在极大的潜在危险性；此外，还检出致
病性沙门氏菌以及腹泻、猩红热和寒伤病的致
病菌，对邻近海域造成了极大的污染

[29]

。

2 排污口污水中微生物的影响因素

[37-38]

。由于某些细菌是厌氧的，
[39]

。

拟杆菌作为一种粪便指示菌广泛存在于排污口
污水中，可以量化水生粪便的污染并评估公共健
康风险，光照主要是通过杀死细胞和终止 DNA
维持机制，或直接通过光敏中间体破坏 DNA 模
板，减少拟杆菌在污水中存在的时间或降低其在
污水中的浓度

[7,40]

。日光暴露也是影响粪便污染

指示菌早期衰减的重要因素，占该衰减变化的
56%，但其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

[41-43]

。在

研究不同纬度或不同地理位置排污口时，由于紫
外线具有杀菌作用，不同光照时间及强度会导致
微生物的群落结构及分布情况产生显著性差
异。研究表明，紫外线会对海水中的肠球菌产生
失活作用，长期受强光照射的入海排污口中肠球

2.1

温度

菌丰度会相对较低

温度是影响排污口污水中微生物群落结构
的主要因素

[30-31]

。温度变化会直接影响微生物

[42]

。另一项研究指出海水中

拟杆菌的浓度和分布会受到光照的影响，然而光
照对靶向拟杆菌和肠球菌的分子标记的影响有
[44]

的生长、营养需求、酶活性和化学成分。一些排

所不同

污口所在地区一年四季温度差异较大，导致其重

菌的衰变率和光照强度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光

。此外，Feitosa R C 的研究发现大肠杆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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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磺酰胺、喹诺酮和三氯生的出现与 ε-变形菌
变形菌纲和 γ-变形菌纲呈负相关性

盐度也是排污口污水中微生物丰度的重要
影响因素之一，会影响微生物菌群的繁殖和生长
速度

科

纲 (ε-proteobacteria) 的丰度呈正相关性，而与 β-

盐度

2.3

境

[45-47]

。盐度通过控制污水中捕食者或海洋

[57]

。

3 微生物对排污口邻近海域生态环境的影响
3.1

海水水质

微生物的活性来间接影响排污口微生物的浓

不同海域的水动力条件不同，导致排污口污

度。在盐度较高的海水中，由于微生物细胞内外

水中的微生物的扩散速率差异性较大，由于水深

盐度差异产生渗透压，导致水从原生质流失到海

不同以及流速的差异等因素，入海污染物大量存

洋环境导致细胞收缩，引起溶质现象。一项研究

在于近岸海域，导致其污染较为严重，并对养

表明，创伤弧菌在排污口污水中的分布与其邻近

殖、旅游、浴场以及景观等不同的海洋功能区产

海域的盐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性。大肠杆菌

生不良影响

与创伤弧菌类似，随着盐度的增加，大肠杆菌在

参与污染物的降解和转化过程，其数量及其代谢

污水中的浓度会呈增加趋势。同样，在低盐度

过程会对海水水质和海洋生物产生重要作用

下，拟杆菌在污水中的浓度呈现更快的下降趋

同时排污口污水中含有超过 50 种微生物，大量

势

[48]

。然而随着海水中盐度的升高，部分细菌裂

解率增加。一项研究指出，在海水中肠球菌的浓
度与盐度呈反比关系

[49]

。在温度较低的条件下，

[58]

。陆源入海排污口污水中微生物
[59]

。

异源微生物入侵海洋也会影响海洋生态环境，造
成海水养殖方面的损失

[19]

。

微生物学指标通常作为各国海水水质监测
[60]

盐度的升高会导致污水中细菌衰变速率加快，导

的重要指标之一

致细菌浓度降低。当光照强度较小时，细菌浓度

评价技术规程》规定，将粪大肠菌群及肠球菌作

与盐度呈反比

[50]

，相关研究表明念珠菌、黄杆

菌、绿藻弯曲菌、硝化螺旋菌和硬毛菌等细菌与
盐度呈显著相关性
2.4

[51-53]

。我国《海水浴场环境监测与

为微生物评价指标

[61]

。2013 年－2017 年我国历

年均有 75% 以上的排污口邻近海域水质等级为
第四类或劣于第四类。我国于 2017 年对 80 余

。

抗生素抗性基因

个排污口邻近海域水质进行监测，结果显示，

抗生素抗性基因 (antibiotic resistance genes，

88% 的排污口邻近海域的水质不能满足所在海

ARGs) 也是影响排污口污水中微生物群落结构
的重要因素

[54]

洋功能区水质要求，排污口邻近海域中粪大肠菌
[2]

。抗生素的低效降解会导致环境

群等含量超标 。一项研究指出粪大肠菌群在

中产生抗药性细菌 (ARB)，ARGs 的传播主要是

执行一级、二级排放标准的排污口均属于超标

水平基因转移所致。虽然废水处理可以减少大

污染物，在一级排放标准的排污口中，粪大肠菌

部分 ARGs，但经过厌氧硝化污泥和活性污泥处

群超标 2.3～48 倍，最高点位出现在 5 月和 7 月；

理的去除效率较差，导致排污口污水中仍然有 ARGs

在二级排放标准的排污口中，粪大肠菌群超标

的存在。已鉴定出突柄杆菌属 (Prosthecobacter)、

15～7899 倍，最高值出现在 10 月和 7 月

固 氮 弧 菌 属 (Azonexus)、 长 绳 菌 属 (Longilinea)、

[62]

。

世界卫生组织（WHO）于 2009 年公布的《安

副 球 菌 属 (Paracoccus)、 新 鞘 氨 醇 杆 菌 属

全再生水环境准则》规定将肠球菌和大肠杆菌定

(Novosphingobium) 和 红 细 菌 属 (Rhodobacter) 是

为水质评价的微生物指标

排污口污水中潜在的四环素抗性细菌

[55]

。污水

[63]

。苏格兰当前水质

标准中规定海水中大肠杆菌数≤2000 个/100 mL，

中抗生素的数量和种类决定了排污口污水中的

肠 球 菌 数 ＜ 200 个 /100 mL。 美 国 环 境 保 护 署

细菌组成。在排放含青霉素的污水的排污口，污

（EPA）将大肠杆菌、肠球菌等微生物指标应用于

水中包括沙门氏菌、纤毛虫和梭状芽胞杆菌

《沿海休闲海水水质标准》，该标准将大肠杆菌

[56]

数≤235 CFU/100 mL，肠球菌数≤70CFU/100 mL

。一项研究表明排污口污水中四环素、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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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作为接触海水人群的疾病发生率标准

。国外

陆源入海排污口中的微生物同样会对排污口邻

5

生 H2S 和 CO2，形成了对大型微藻类和动物的有
毒环境，并以硫化黑铁（FeS2）的形式沉淀

[70]

。

近海域产生重要影响。欧盟于 2005 年发布的

陆源入海排污口污水中的微生物不仅会对

《海洋战略框架指令》指出，排污口污水中的微生

海水中的浮游生物以及底栖生物造成影响，还会

物会引起邻近海域的污染物营养富集和海水浊

对食物链中的消费者产生危害作用。Rake 等人

[3]

度 变 化 。 国 外 学 者 对 萨 尔 瓦 多 海 岸 的 Rio

对 排 污 口 附 近 海 域 的 悉 尼 岩 蚝 （ Sydney Rock

Vermelho 排污口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海水中

Oyster，SRO）中感染的诺如病毒和大肠杆菌进行

15

的悬浮颗粒有机物被污水中的 δ N 耗尽，海水

分析，结果表明，排污口污水中的诺如病毒和大

中的溶解氧 (DO) 浓度较低（201.80 μmol O2/L），

肠杆菌在牡蛎体内大量积累，并且随着离岸距离

并且污水与周围海水混合，导致附近海域表层海

的增大，大肠杆菌浓度的降低幅度大于诺如病毒

水中微生物具有较高活性和有机物的快速分解

浓度（20.1% /km;5.8% /km），这反映了诺如病毒

等现象

[65]

。

在生物体中的稳定性高于大肠杆菌

[71]

。一项对

海洋生物

南极入海排污口氮稳定同位素的分析表明，排污

2017 年《中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数据

口污水会对邻近海域包括次级消费者（掠食性腹

显示，我国 67% 的排污口邻近海域贝类生物质

足动物和鱼类）在内的食物链产生影响。靠近排

3.2

[2]

量不能满足所在海洋功能区生物质量要求 。

污口的鱼类（Trematomus bernacchii）是南极沿海

我国海洋生态系围隔实验组通过研究厦门排污

生态系统中的顶级捕食者，对排污口 500 m 以内

口沉积物对浮游生物群体的影响，发现在受污染

的鱼类进行随机采样，发现其组织病理学异常严

海域中，由于沉积物的消光作用，使浮游植物的

重，病发率较高，排污口附近的掠食性腹足纲新

光合作用减弱，硅藻的数量明显减少，而污水中

食虫中显著富集了 N，大型迁徙野生动植物（海

的海洋细菌、微型鞭毛藻、浮游动物等变化不

豹和企鹅）以及底栖无脊椎动物与戴维斯排污口

大

[66]

。黄德铭等人对排污口邻近海域小型底栖

15

排放的污水接触，导致其体内聚集大量微生物，
[72]

生物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小型底栖生物在丰度

危害海洋生物的健康

和生物量上呈现明显的季节变化，且小型底栖生

斯海滩附近的野生生物与排放的污水直接接触，

物丰度和生物量与沉积物中值粒径和有机质含

其 污 水 中 微 生 物 浓 度 为 100～ 10,000 CFU/

量呈极显著负相关

[67]

。另一项研究发现，戴维

。于潇等人于 2015 年对排

100 mL 之间，导致在海水中活动的的海象、韦德

污口附近大型底栖生物的多样性和群落结构进

尔海豹和阿德利企鹅体内聚集大肠杆菌、肠球

行研究，结果表明：大型底栖生物的平均生物量

菌和粪大肠菌群等多种微生物

随着与排污口的距离增加，呈现出先增加后减小

McMurdo 排污口附近大型动物群落研究发现，

的趋势，且其群落结构和优势种组成呈现出显著

污水中的微生物会导致生物多样性和丰度下降，

的变化，同时污水排海会导致沉积物有机质含量

尤其是多毛动物的优势地位出现下降现象

增加，从而对大型底栖动物产生影响

[73]

。国外学者对

[74]

。

[68]

。

陆源入海排污口污水排入邻近海域后，大量

4 展望

的异源微生物可抑制浮游生物、大型藻类以及

陆源入海排污口的排放问题以及对生态环

水生植物的初级生产力，并对海洋底栖生物群落

境影响的研究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不可忽视的

产生不利影响，同时影响了邻近海域海洋生物健

问题，排污口污水中微生物会影响海水水质，进

[69]

。自生和异源微生物群

而影响近岸海域甚至远海的生态环境，对海洋生

落通过呼吸作用氧化污水中提供的过量有机物，

态健康造成威胁。因此，研究并且处理排污口污

直到底栖环境中的溶解氧耗尽为止，此后有机物

水中的微生物对于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具有重

通过发酵和厌氧过程降解，在厌氧沉积物中产

要意义。目前，国内外学者在陆源入海排污口安

康和水生生物食物链

海

6

洋

环

境

科

学

第x卷

全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工作。相关研究人员已经

[7] WALTERS S P, YAMAHARA K M, BOEHM A B.

发现大肠杆菌在排污口附近的分布规律，并以此

Persistence of nucleic acid markers of health-relevant

来评价污水排放对沿岸人群健康的影响，此外还
涉及排污口位置选择对海水中微生物扩散的影

organisms in seawater microcosms: implications for their use
in assessing risk in recreational waters[J]. Water Research,
2009, 43(19): 4929-4939.

响，排污口附近总异养菌、总大肠杆菌、粪大肠

[8] TAMAKI H, ZHANG R, ANGLY F E, et al. Metagenomic

菌群的检测以及新的病原指示菌的探究等工

analysis of DNA viruses in a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in

作。但这些研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目前选取的

tropical climate[J].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2012, 14(2):
441-452.

微生物指标为微生物总量和几种指示微生物，如

[9] BARBARA A. METHÉ, NELSON K E, POP M, et al A

大肠杆菌、肠球菌等，对其他微生物的研究甚

framework for human microbiome research[J]. Nature, 2012,

少；缺乏对微生物动态分布与生态因子的相关性
方面的研究，如排污口污水与海水的混合作用及
海洋微生物群落结构对微生物分布的影响，对海
洋生物健康潜在危害缺乏定量危险评估。我国

486(7402): 215-221.
[10] YE L, ZHANG T. Bacterial communities in different sections
of a municipal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revealed by 16S
rDNA 454 pyrosequencing[J]. Applied Microbiology and
Biotechnology, 2013, 97(6): 2681-2690.

针对陆源入海排污口的研究主要局限于排污口

[11] SENDER R, FUCHS S, MILO R. Revised estimates for the

污水排海后对海水水质的影响、模拟和预测等

number of human and bacteria cells in the body[J]. PLoS

方面, 对微生物功能代谢机理以及病理特性等方
面的研究甚少。目前对陆源排污口不同方式排
海后的微生物群落结构扩散规律和致病菌的生

Biology, 2016, 14(8): e1002533.
[12] RAES J, BORK P. Molecular ecosystems biology: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community function[J]. Nature Reviews
Microbiology, 2008, 6(9): 693-699.

物安全进行追踪是相关研究热点，并且我国在这

[13] WANG X H, HU M, XIA Y, et al. Pyrosequencing analysis of

方面的研究比较滞后，期待通过更先进的技术对

bacterial diversity in 14 wastewater treatment systems in

这方面进行更加深入地探索。

China[J]. Applied and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2012,
78(19): 7042-7047.
[14] HU M, WANG X H, WEN X H, et al. Microbial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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