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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大肠菌群酶底物法在环境应急
监测中的应用分析

李满英
!广东省水文局梅州水文分局" 广东 梅州!J"I#N"#

!摘!要"!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进步"我国逐渐进入了转型阶段"对于环境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环境应急

监测工作的开展成了当前环境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环境应急监测也被称为环境污染事故应急监测"通过对污

染情况进行客观$快速的分析"帮助决策人决定控制污染的范围和时间& 环境应急监测中有许多种方法"其中"粪

大肠菌群酶底物法受到了较多的关注"关于粪大肠菌群酶底物法在环境应急监测中的应用成了当前学者关注的重

要内容之一& 本文首先对应急监测和酶底物法的基本内容进行简单的概述"然后结合实验操作探究粪大肠菌群酶

底物法在环境应急监测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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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人们对环境的保护意识逐渐增强#关于环

境应急监测的研究也逐渐受到较多的关注% 生活中的

污染物在自然环境中会产生较大的影响#有的还可能

生成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毒性高'持续时间长#有的污

染物还具有远距离迁徙性#这对于人类的生存环境是

非常不利的% 因此#关于污染物的检测分析成了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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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粪大

肠菌群酶底物法在环境应急监测中的应用是一项较为

成熟的技术#能够快速掌握污染的情况并及时对其进

行处理和控制#对于环境资源的改善有重大意义% 本

文通过实验研究来探究粪大肠菌群酶底物法在环境应

急监测中的应用%

$(环境应急监测

随着我国经济科技与能源可持续的共同发展#越

来越多的人在关注经济效益的同时#对环境有了更多

的重视#而关于突发污染事件中污染物的萃取'检测'

处理等问题#也受到了多方面的关注% 环境的改善情

况#直接与人类未来的生存相挂钩#根据我国提出的

可持续发展战略#要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保护

环境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切实做好应急监测的分析

工作成了广大专家学者需要重视的问题#通过更加

直观有效的观察方式来对有机物污染情况进行分

析#进而调整对新型样片前处理技术的运用% 应急

监测工作的开展成了当下非常重要的环境问题#而

一些传统的萃取'检测技术并不能完全将自然界中

的突发污染事件处理好#需要有更多准确'有效的方

法来加以完善%

随着近几年环境问题的尖锐化#环境应急监测工

作的地位也与日俱增% 从法律层面上来说#我国出

台了众多的法律来应对环境污染'环境监测和环境

改善'环境保护问题#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

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等% 这些法律条文很好地为环境应急监测提供了工

作方向和工作平台#使环境应急监测工作得到了较

大的发展#关于环境应急监测的研究也越来越多%

与此同时#科学技术的发展#生物技术地位的提升#

都推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工作的进一步完善和

规范#如环境应急监测工作的布点与采样#监测项

目'数据监测分析方法#监测数据的处理与上报#监

测的质量保证等都有了系统的发展% 总而言之#环

境应急监测工作不仅仅能够对非人为突发环境问题

进行应急监测#及时发现问题#还能够对于一些人为

的环境问题展开应急监测#在源头上解决环境污染

问题% 出现突发性的环境污染后#需要及时采取针

对性的环境应急监测对污染状况进行了解#然后结

合监测的结果对环境加以保护#环境应急监测问题

已经成为我国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从近年来的研

究中发现#环境应急监测的技术还有待完善和整理%

因此#做好环境应急监测的分析#改善社会环境和资

源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发展经济效益的同时兼

顾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粪大肠菌群酶底物法在环境应急监测中的

实验操作

!!粪大肠菌群是大肠菌群的一种#又名耐热大肠菌

群% 粪大肠菌群是生长于人和温血动物肠道中的一组

肠道细菌#随粪便排出体外#约占粪便干重的 "K$ 以

上#故称为粪大肠菌群% 粪大肠菌群生长适宜的温度

是 $Ni左右#空气中也能够生存% 粪大肠菌群属于兼

性厌氧菌% 受粪便污染的水'食品'化妆品和土壤等物

质均含有大量的这类菌群% 生活污水中粪大肠菌群数

的日最高允许排放浓度为一级 U标的 "#

$ 个 K̀'一级

S和二级标准的 "#

I 个K̀#三级标准没有要求% 原废

水中的粪大肠菌群数为多少需要具体水样化验测得#

化验个体不同#所测值也不同#没有固定值% 粪大肠菌

群是生长于人和温血动物肠道中某些特性的一组细

菌#它不代表某一个或某一属细菌% 因此#粪大肠菌群

不含有对人体危害的某些细菌或不超标#则不会对人

体产生直接的危害%

GH"!实验原理

类大肠菌群细菌能够在环境应急监测工作中起到

媒介的作用#主要是由于固定底物酶底物法#即大肠菌

群细菌能产生特异性的
*

X半乳糖苷酶"

*

XFX9686,2/1*X

A617$分解EETXEZQ培养基中的色原底物 TVRQ"T3X

2-/X0*23/=-70<8X

*

XFX98+,+3/0*A7$使培养液呈黄色#以及

大肠埃希氏菌产生特异性的
*

X葡萄糖酸酶"

*

X98+,+X

3/0*A617$分解 EETXEZQ培养基中的荧光底物 EZQ

"IX?72-<8X+?@788*473<8X

*

XFX98+,3/0*A7$#使得培养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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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荧光反映#因而可以分析水中'土壤中等其他介质

中是否存在大肠菌群'粪大肠菌群"耐热大肠菌群$及

大肠埃希氏菌%

GHG!实验设备和材料

实验设备和材料如下!

9H恒温培养箱!IIHJ j"i%

BH冰箱!G PJi%

;H高压灭菌器 " 台%

GHF(\YY程控定量封口机%

:H无菌吸管!"?̀ "具 #H#"?̀ 刻度$'"#?̀ "具

#H"?̀ 刻度$或微量移液器及吸头%

CH(F\YY专用无菌采样瓶 "##?8"内含 "HJM硫代

硫酸钠$%

7HON 定量盘%

DH科立德试剂%

GH$!实验方法

实验方法为固定底物技术"F74*07A &+@123627C7,-X

0/8/9<#F&C$之酶底物法% F&C技术的原理就是采用

和目标细菌特异性反应的培养基#并使之量最小化#比

一般酶底物法假阳性K阴性的发生率更低%

在 E*0*?68E7A*+?TVRQXEZQ"EETXEZQ$ 培

养基上能产生
*

X半乳糖苷酶"

*

XFX9686,2/1*A617$分解

TVRQ"T32-/X0*23/=-70<8X

*

XFX9686,2/=<360/1*A7$使培养

基呈黄色的细菌群组% 使用的培养基为 EETXEZQ培

养基#/每 "###?̀ EETXEZQ培养基所含基本成分为!

硫酸铵"V'

I

$

G

&T

I

'硫酸锰 E0" &T

I

$

G

'硫酸锌 W0&T'

硫酸镁 E9&T

I

'氯化钠 V6.8'氯化钙 .6.8

G

'亚硫酸钠

V6

G

&T

$

'两性霉素 S等0将干粉培养基加入到 "##?̀

水样中#并使用专用压膜机进行压膜和分装#然后在

$Li j"i的环境下培养 GI-#GI- 培养后颜色变成黄

色判断为阳性反应.培养 GI- 后判读#为可疑阳性"见

图 "$#可延长培养到 G%-判读#超过 G%-之后出现的颜

色反应不作为阳性结果%

酶底物法的优势在于能够有效减少杂菌干扰#也

不会受到培养基的干扰"如消毒剂'盐'抗生素等会对

传统检测方法产生干扰$#并且能够减少假阳性反应和

假阴性反应"见图 G 和图 $$#能够快速得到检测结果%

图 $(RST的阳性反应

图 #(假阳性比较

图 %(假阴性比较

GHI!计算分析

证实为粪大肠菌群的阳性管数# 群 ERV值% 查

"ERV$表# 报告每克"毫升$样品中粪大肠菌% 国家规

定&粪大肠菌群数(一级排放U标准为 "#

$ 个 K̀#一级

排放 S标准为 "#

I 个 K̀#二级排放标准为 "#

I 个 K̀#

三级不做规定% 结合相关数据来分析环境的污染

状况%

)&")



%(分(析

虽然如今环境问题得到了更多的重视#但仍然有

许多关于环境保护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一些企业为了

追求利益#全然不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在生产过程

中#随意排放&三废(#严重危害人类的生存环境% 我

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污染非常严重的国家#尤其是我国

的水资源和大气环境#受到的污染情况非常严重% 据

不完全统计#我国流经城市 OJM以上的河流都受到了

不同程度的污染#环境应急监测工作对于国家发展和

社会稳定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比如在 G#"J 年的

天津滨海新区瑞海公司所属危险品仓库发生火灾爆

炸事故#需要工作人员及时乘坐监测车赶赴天津应

急监测现场#对当地的化学品基本性质'危害'监测

方法'评价标准等进行检测% 关于环境应急监测工

作的开展已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并且能够进

行环境应急监测的方法也较多#其中#粪大肠菌群酶

底物法的效果较好#操作简便且准确率较高#能够快

速检测出水中粪大肠菌群% 本文对粪大肠菌群酶底

物法在环境应急监测中的应用进行了分析% 结合上

文来看#运用酶底物法检测粪大肠菌群#能够快速了

解环境污染状况#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操作较为简

便#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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