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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背景］随着社会对景观水体的需求增加，人群与景观水体的接触机会增多，景观水的水质
卫生状况备受关注。

［目的］了解旅游度假区的景观水卫生管理和水质现况，排查卫生隐患，提出改善建议。

［方法］于 2018 年 7 月 26 日 —8 月 8 日，对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景观环境用水的卫生管理、
水处理、设备等情况进行问卷调查 ；采集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 9 处景观水水样和 2 处水源水
样，检测总大肠菌群、耐热大肠菌群、色度、浑浊度、pH 值等 36 项指标 ；并对 9 处景观水水
样增测嗜肺军团菌，对 5 处景观水水样增测空气细菌总数。

关键词 ：景观水 ；水质检测 ；卫生现状 ；游客健康 ；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landscape water sanitation in Shanghai International
Resort FAN Zhong-fei, CHEN Xiao-ling, TAN Gui-hong, JIN Xing, CAI Min-ling, YANG Ling (Institute
of Health Supervision, Shanghai Pudong District Health Commission, Shanghai 200135,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understand the landscape water sanitary management and water
quality in a tourist resort, investigate potential sanitation hazards, and propose improvements.

[Results] Four landscape water bodies were reported being purified and disinfected, 3 landscape
water bodies were only purified, 1 landscape water body was only disinfected, and 1 landscape
water body was subject to water softening process. Five landscape water areas did not have
specific places for disinfectant storage. Six landscape water bodies had daily water quality
inspection records. The total number of bacteria in the 5 spray areas was 2-3. No Legionella
pneumophila was detected in the 9 water samples. Free residual chlorine content in 9 water
samples, monochloramine content in 3 water samples,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colonies i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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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hods] From July 26th to August 8th 2018,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the sanitary management, water treatment, and equipment of landscape water in Shanghai
International Resort. Nine landscape water samples and two source water samples of Shanghai
International Resort were collected and detected for 36 indicators including total coliforms,
heat-resistant coliforms, chromaticity, turbidity, and pH. The 9 landscape water samples were
additionally tested for Legionella pneumophila, and 5 landscape water samples from landscape
spray areas were additionally tested for total air bac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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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忠飞，E-mail ：Fanzf001@163.com

▲

[Background] As society’s demand for landscape water bodies increases, people are more likely
to be exposed to landscape water bodies; therefore, the sanitary quality of landscape water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作者简介
范忠飞（1973—），男，硕士，主管医师 ；
E-mail ：Fanzf001@163.com

▲

［结论］该度假区部分景观水体有水质污染问题，景观水体水源的水质较好。应高度重视景
观水卫生状况，完善法律制度建设，加强信息化建设，加大水质检测及监管力度，探索联合
监管模式，保障游客及公众的健康。

基金项目
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研课题
（2016-46-3）

▲

［结果］有 4 处景观水体进行净化和消毒处理，3 处和 1 处景观水体分别只采用净化处理或
消毒处理，另 1 处景观水体采用水体软化处理。5 处景观水体区域没有配备消毒剂存放专用
场所。6 处景观水体有日常水质检测记录。5 处喷雾区域的细菌总数在 2~3 个，9 份水样均未
检出嗜肺军团菌，9 份水样的游离余氯含量均未达标，3 份水样的一氯胺含量不达标，3 份
水样的菌落总数超标，2 份水样检出了总大肠菌群和耐热大肠菌群。9 处水样的总合格率为
83.3%~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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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samples exceeded the related national standards. Total coliforms and heat-resistant coliforms were positive in 2 water samples. The
overall qualified rates of the 9 water samples were 83.3%-97.2%.
[Conclusion] Some landscape water bodies in the selected resort area are polluted, and the source water quality of landscape water
bodies is good. Attaching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landscape water sanitation status, improving the construction of legal systems,
strengthening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increasing water quality testing and supervision, as well as exploring joint supervision models are
proposed to protect the health of tourists and the public.
Keywords: landscape water; water quality test; sanitation status; tourists’ health; Shanghai International Resort

景观环境用水是指满足景观需要的环境用水，即

用于营造城市景观水体和各种水景构筑物的水的总

称，分为观赏性和娱乐性两大类别。景观水的水质卫
生状况与人群健康息息相关

，景观水的水质卫生若

［1］

得不到保障会直接影响人群的健康

。我国城市绿

［2］

地、公园设施和大型标志性建筑中，景观水池越来越
常见

。伴随着社会对景观水体需求的增加，人群与

［3］

之接触的机会日益增多，社会对景观水的水质卫生提

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 ，景观水的水质卫生状况也
日渐受到关注

。

［5-6］

［4］

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位于上海浦东中部地区，

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距离人民广场约 21 km，
距离陆家嘴金融中心约 18 km，距离浦东国际机场约

后，对本项目的调查对象开展卫生管理状况调查，调
查内容包括基本情况和水处理、设施设备、卫生管理
情况等。

1.2.2 检测项目 对上述 9 处景观水水样及 2 处水源

水样进行生活饮用水指标检测，检测项目包括总大

肠菌群、耐热大肠菌群、菌落总数、色度、浑浊度、
pH 值、耗氧量等，共 36 项。另外，对 9 处景观水水样

增测水中的嗜肺军团菌，对 5 处存在喷雾区域的景

观水体增加空气细菌总数检测，采用自然沉降法平
皿计数。

1.2.3 检测与评价标准 景观水和水源水的水质指

标检测方法参照 GB/T 5750—2006《生活饮用水标准

检验方法》
，水中嗜肺军团菌的检测方法参照 GB/T

14 km。该度假区涵盖主题游乐、旅游度假、体育休闲

18204.5—2013《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 5 部分 ：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 4 月，上海国际旅游度假

照 GB/T 18204.3—2013《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 3

等产业，具有休闲、娱乐、观赏、运动等功能。央广网

区已累计接待游客超过 5 100 万人次，日均近 5 万人

次 。每年的国际劳动节、国庆节等节假日期间，该
［7］

度假区日接待游客会达到 10 万人以上，这种大规模

的人群聚集必然存在巨大的公众健康风险和挑战。本

研究拟对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景观水进行卫生管理
现状调查及水质检测，掌握景观水卫生现况，排查水
质卫生隐患，为改善景观环境用水水质卫生，进而保
障游客及公众健康提供适宜对策。

部分 ：空气微生物》。景观水和水源水的水质指标的
评价参照 GB5749—2006《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水

中嗜肺军团菌的评价参照国家卫生部 2012 年颁布的
WS394—2012《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

范》，空气中细菌总数的评价参照 GB/T 18883—2002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 Excel 2010 软件构建数据库，计算各相关检

测指标和水样的合格率，使用 SPSS 19.0 进行数据统计

1 材料与方法

分析。

1.1 调查对象

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内共 9 处景观水体，已纳入

了度假区规范管理范围。本研究于 2018 年 7 月 26 日—

8 月 8 日期间对上述 9 处景观水体全部进行卫生管理

状况调查，并对 9 处景观水体及景区卫生间自来水和
申迪东路某卫生间自来水（作为 “ 水源水 ” 对照）进行

水样采集。

1.2 研究方法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空气中细菌总数的检测方法参

1.2.1 现场调查法 在预调查基础上完善调查问卷

2 结果

2.1 景观水体基本设置及管理措施

2.1.1 基本情况 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的景观水体以
娱乐功能为主，多为开放式，仅 1 处是具有观赏功能
的封闭式景观水体。景观水的体积大小不一，且差距

大。景观水体全部采用市政水（自来水）供水，5 处景

观水体为自来水直流方式，不需另外安排新水补充 ；
另 4 处景观水体会定期进行新水补充，每日补充新水

www.jeo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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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每 2 日补充新水，包括湖泊景观水体，定期换水补

使用次氯酸钠消毒剂，有 1 处景观水体（水样 3）使用

充市政水。

过氧化氢、过氧乙酸消毒剂。调查发现，只有 4 处景

括净化、消毒和软化，其中水体净化方法均采用过滤

电位 pH 值、游离性余氯。9 处景观水体中，有 6 处水

2.1.2 水处理 如表 1 所示，景观水体的水处理方式包
净化，消毒方式均采用消毒剂消毒，大部分景观水体

观水体开展实时日常水质检测，检测项目有氧化还原
处理操作记录和日常水质检测记录，占比 66.7%。

表 1 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景观水体区域基本情况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selected landscape water areas in Shanghai International Resort

景观水体编号

用途

功能类型

与人体接触度

供水类型

供水方式

2

喷雾降温

娱乐性

非全身性接触

市政水

直流

1

3
4
5
6
7
8
9

滑道

景观喷雾

湖泊景观
滑道

互动

喷雾降温

喷雾降温

喷雾降温

娱乐性

观赏性

观赏性

娱乐性

娱乐性

娱乐性

娱乐性

娱乐性

非全身性接触
非直接接触

非直接接触

非全身性接触

非全身性接触

非全身性接触

非全身性接触

非全身性接触

市政水

市政水

市政水

市政水

无

无

消毒

有

净化消毒

有

有

有

有

软化

直流

有

有

净化消毒

有

无

净化

直流

有

无

净化消毒

直流

市政水

净化

直流

非直流

市政水

日常处理与检测记录

净化消毒

非直流

市政水

实时检测

非直流

非直流

市政水

水处理

有

无

净化

无

无

无

2.1.3 设备与管理 5 处景观水体使用消毒剂进行消

水卫生标准》参照范围内，合格率 100%。其他 6 项指

处区域均没有使用密闭容器来存放消毒剂，没有消

为 88.9% ；总大肠菌群和耐热大肠菌群的合格率均为

毒处理，安装自动投药装置，均能够正常运转 ；但 5
毒剂专用存放场所，与其他物品共用存放场所。部分
景观水体需要定期进行新水补充，安装了补充专用水
表，调查时发现有 1 个水表显示故障。

在卫生管理方面，9 处景观水体区域由同一个部

门进行统一管理。按照相关部门的规章要求，该部门
建立了卫生管理组织，制定了卫生管理制度和景观水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预案，配备了专职或兼职
的卫生管理人员。

另外，度假区内设置多处医疗保障点，工作人员

经专业培训合格后持证上岗，以便游客身体不适就近

就医。调查发现，近三年来，各医疗保障点均没有游
客因景观水导致身体不适的就诊记录。
2.2 水质卫生检测结果
2.2.1

景观水体 9处景观水体水样的总合格率

（n=36）在 83.3%~97.2% 之间 ；其中 6 处（占 66.7%）景

观水体水样的总合格率均达 97.2%，1 处为 91.7%，总
合格率在 90% 以下的有 2 处（占 22.2%）。

在 36 项检测指标中，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

物、pH、二氧化氯、溶解性总固体、总硬度、耗氧量、
挥发性酚类、阴离子合成洗涤剂、铬、氰化物、铝、

标中，游离余氯含量全部未达标 ；色度指标的合格率
77.8% ；菌落总数和一氯胺的合格率为 66.7%。见表 2。
表 2 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景观水体水质未完全合格指标
检测结果（n=9）
Table 2 The unqualified indicator of landscape water quality in
Shanghai International Resort (n=9)
检测项目

总大肠菌群 /（MPN·L ）
-1

耐热大肠菌群 /（MPN·L ）
-1

菌落总数 /（CPU·mL ）
-1

色度 / 铂钴色度单位
游离余氯 /（mg·L ）
-1

标准限值 中位数 最小值

合格数 合格率 /%

0

0

0

1 100

7

77.8

0

0

0

80

7

77.8

100

3

1

12 000

6

66.7

15

2

2

异色

8

88.9

≥ 0.05

一氯胺（总氯）/（mg·L ） ≥ 0.05
-1

最大值

0.02

0.01

0.03

0

0

0.06

0.02

0.12

6

66.7

另外，景观水中嗜肺军团菌检测结果显示，9 处

水样均未检出嗜肺军团菌。该度假区中 5 处景观水体
存在空气喷雾降温设施，检测各采样点细菌总数在
2~3 个，符合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2.2.2 水源水 对度假区内卫生间自来水及市政自来

水（“ 水源水 ” 对照）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在 36 项检
测项目中，2 份水样的所有项目均符合标准。

铁、锰、铜、锌、镉、铅、镍、汞、砷、硒、氟化物、氯

3 讨论

碳共 30 项指标的检测值在 GB 5749—2006《生活饮用

家层面，景观水体与人体健康相关的法律和标准体系

化物、硝酸盐、硫酸盐、亚氯酸盐、三氯甲烷、四氯化

www.jeo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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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建立 ；研究层面，虽然有景观水的水质卫生现状、

9 处水样均未检出嗜肺军团菌，均无臭味和肉眼可见

景观水体状况与公众健康相关性方面的研究。从人体

效。该度假区内的景观水体均进行净化、消毒等处理

水质污染及治理措施等方面的研究

，但缺乏对于

［3，6］

接触程度来看，景观水体通过各种途径与人体接触，
需高度关注其与人群的健康关系。为保障游客健康与

安全，本研究中水质指标的评价参照《生活饮用水水
质标准》，空气中细菌总数的评价参照《室内空气质量

物，说明该度假区的水处理措施到位，杀菌或消毒有
工艺，大多使用次氯酸钠消毒剂，但消毒剂没有独立存

放场所，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在设施设备方面，有 1 个
水表显示故障，未及时维修，说明管理有待加强。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在景观

标准》。关于景观水体的水源，该度假区景观水体水

水净化消毒设施配备、制度规范建立、人员配备、卫

符合水质检测标准，既从源头保证了景观环境用水是

制定景观水体相关标准规范时提供了参考。因景观

源全部来自市政水（自来水），经水质检测，水源完全

干净安全的，也保证了补充新水时的供水水质，日后
仍需对景观水体水源加强管理，确保水源水质安全。

从景观水体水质检测结果来看，合格率最高为

97.2%，说明每一处水体均存在不合格指标。其中市政

水（自来水）直流供水水体（水样 2、3、6、7、8、9）水
质较好，仅游离余氯量未达标。分析其原因，度假区

生意识和医疗保障等方面值得肯定，为国家或地方在

水体卫生状况与广大游客的健康密切相关，呼吁社会
关注景观水体与公众健康的关系 ；鼓励社会监督，探

索政府与社会联合监管模式，加大处罚力度［14］，制
定游客参与保护景观水的行为规范。同时，度假区要

转变价值理念，改变过去以经济效益为目标的理念，
树立 “ 以公众健康为中心 ” 的景观水管理理念，高度

对有直接接触人体的喷雾区域景观水体进行水处理

重视景观环境用水的卫生状况，主动接受水处理知识

害游客的皮肤黏膜。水样 4、5 的水质较差，总大肠菌

济条件允许下，尝试引入水质实时监测和水质监控

时，尽量采取不加氯的处理方法，防止氯化物影响伤

群、耐热大肠菌群、菌落总数、色度、游离余氯、一氯

胺均有不同程度超标，其中菌落总数分别超标 24 倍、
120 倍。水样 4 是湖泊水，与人体非直接接触，水质较
差，原因是湖泊水的水体流动性小，自净能力差，容

易受到雨水等外来水源的污染，但对游客健康影响较
小。水样 5 是滑道水，与游客呈非全身性接触关系，对

游客身体健康影响较大。水样 5 的水质较差可能与漂

流水的滑道设计有关，景观水体为了营造千回百转的

培训，切实做好景观水卫生管理工作［8］。在技术和经

物联网等信息技术［15］，动态掌握检测数据，一旦发
现问题，迅速采取针对性措施，提高景观水监测和保
护效率。另外，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是景观水环境保

护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但目前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

和规范较少，建议国家层面制定与完善景观水的水
质卫生标准，填补实践工作中相关管理规范和标准
的空白［16］。

本次研究尚存不足之处，采集水样时未考虑温

效果，会增加水上滑道的曲线、拐角等设计，当漂流滑

度、湿度、季节、客流量等因素，限制了本研究结果

这与文献研究结果相符 。度假区卫生管理人员应引

分季节采样，并多次重复采样，便于进行更深入的研

道中出现死角，水基本不流动，长期下去水质会恶化，
［8］

起重视，定期清理水上滑道死角，防止滑道内水质恶
化、细菌滋生。

为了调节周边环境的温度与湿度，营造亲切自

然的氛围，很多度假区都会建造湖泊、喷泉等景观水

体［8］。其中高压人造雾，由于雾滴非常小，呈气溶胶

外推到其他季节使用。后续研究中会分时间段采样和
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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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知栏 ·

关于“第 16 届全国环境与职业医学研究生学术研讨会”
延期举办的通知
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的需要，经大会主办方（
《

》编委会与中南大学湘雅公共卫

生学院）多次研讨和协商后，决定将原定于 2020 年秋季在湖南长沙举办的 “ 第 16 届全国环境与职业医

学研究生学术研讨会 ” 延期至 2021 年秋季。届时，更新后的会议信息将在《

官方网站（www.jeom.org）和官方微信公众号（环境与职业医学）及时发布，敬请关注。
欢迎将原先的大会征文向《

》杂志及其

》杂志投稿，投稿网址 ：www.jeom.org。
《

www.jeom.org

》编辑部

2020 年 8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