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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检测传感器研究的新进展 

黎洪松 ，刘 俊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信息与通信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摘 要：水质检测传感器主要包括化学水质检测传感器、生物学水质检测传感器、光学水质检测传感器和 

谐振式水质检测传感器四类。综述了水质传感器的原理、应用、研究现状和各自的特点，对水质检测传感 

器现存的问题进行了阐述。对我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主要常规指标进行了介绍，并与其它国家的几 

种主要用水标准进行了对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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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progress of study of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sensors 

LI Hong—song，LIU Jun 

(School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Guili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Guilin 541004，China) 

Abstract：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sensors is currently one of the most active research topics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including chemical sensors，biological sensors，optical sensors and resonance sensors for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research on the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sensors from the above four issues 

about principle，application，research status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is provided．Present issues are discussed．The 

major conventional indicators of drinking water health standards of China are introduced，and compared with 

several major water standards of other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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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当前，水污染变得越来越严重，从而导致多地出现了饮 

水紧张的局面，并且与水污染相关的疾病也不断频发，但 

是，目前水质检测主要依赖于实验室的分析设备，这些设备 

检测所需时间长 ，且分析检测中需消耗大量昂贵的化学试 

剂，因此，不能满足水质检测广泛应用的迫切需求。如果能 

够研制出结构简易、低成本、性能稳定、可用于现场快速检 

测的检测设备，将会使有关部门能及时有效地控制水污染， 

让人们的身体健康得到有效的保障。 

本文主要对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各类水质检测传感 

器的原理、应用和各自的特点，水质检测传感器现存的问题 

与未来研究发展方向分别进行了介绍。 

1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1)微生物指标 (MPN／IOOmL或 CFU／100 mL)：总大肠 

菌群 、耐热大肠菌群和大肠埃希氏菌均不得检出。 

2)毒理 学 指标 及其 各 自限值：镉 (0．005 mg／L)、 

铅(0．01 mg／L)、砷 (0．01 mg／L)、铬 (0．05 mg／L)、 

汞(0．001 mg／L)、硒(0．O1 mg／L)、氟化物(1．0mg／L)、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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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0．05mg／L)、硝酸盐(10mg／L)、三氯甲烷(0．06mg／L)、 

四氯化碳(0．002mg／L)。 

3)感官性状和一般化学指标及其限值 ：色度(15)(铂 

钴色度单位)、浑浊度不能超过 lNTU(NTU为散射浊度单 

位)，无异臭、异味和肉眼可见物；pH不小于 6．5且不大于 

8．5，耗氧量 (3 mg／L)，铝 (0．2 mg／L)、铁 (0．3 mg／L)、 

锰(0．1 mg／L)、铜 (1．0 mg／L)、锌 (1．0 mg／L)、氯 化物 

(250 mg／L)、硫酸盐(250 mg／L)。 

4)放射性指标(指导值)：总 放射性(0．5 Bq／L)，总 

B放射性(1 Bq／L)。 

5)消毒剂及其副产物指标 ：氯气和游离氯制剂(卤代 

烃)、氯胺(氯化氰)、二氧化氯、臭氧的出厂水中限值分别 

为 4，3，0．8，0．3mg／L。 

以上是我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主要常规指标， 

而不同国家和地区有着各自不同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如世界卫生组织 (WHO)制定 的《饮用水水质准则》(第 

3版)包含157项污染物指标，由于指标体系完整且涵盖面 

广 ，因此，将其作为世界性的水质权威标准和世界各国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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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参考标准；欧盟 制定的《饮用水水质指令》(98／83／EC) 

中指标数为48项，包括 20项非强制性指示参数 ；美国环保 

局(US EPA) 制定的《美国饮用水水质标准》指标数为 

100项。目前的各种水质检测传感器均是应用于检测饮用 

水中的各种标准而研制的。但 由于标准繁多，各水质检测 

传感器均只能检测其中的一种或几种指标，所 以，应用非常 

有限。 

2 水质检测传感器 

水质检测传感器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包括感应检测传 

感头和信号调理电路两部分。传感头是水质检测传感器的 

关键部位，传感头主要是依据各种不同物质的物理 、化学和 

生物特性制成。信号调理电路主要是用来对感应检测部分 

产生的信号进行去噪、放大和可视化处理。水质检测传感 

器按照应用学科分类可以分为三大类：化学水质检测传感 

器、生物学水质检测传感器和物理学水质检测传感器，而物 

理学又可以分为生物水质检测传感器和谐振式水质检测传 

感器。以下就各种水质检测传感器原理、用途 、研究现状和 

优缺点分别进行介绍。 

2．1 化学水质检测传感器 

化学传感器包括 电极式 和离子 敏场效应管传感器 

2种 。电极传感器主要是通过水中特定离子或分子与电 

极表面物质发生电化学反应 ，从而引起检测电路中产生变 

化的电压或电流，通过检测电路中电压或电流变化值的大 

小来反映水体中特定指标。而离子敏场效应管传感器是将 

具有特定性质的敏感膜替换 MOSFET的栅极，这种敏感膜 

只对某种特定离子具有选择特性 ，使 FET的漏源电流变化 

与所检测的离子浓度相对应 ，从而达到对特定离子指标的 

检测。 

Chen D Y等人 研制了一种智能场效应管传感器，可 

用于对水质 pH值的检测 ，此传感器采用了温度和漂移补偿 

技术。Barnard A H等人 ：利用杂多蓝作为反应物研制成 

了一种对磷酸盐进行检测的化学传感器，这种传感器具有 

很好的稳定度 ，不会 因为水的 pH、温度和盐度等变化而受 

到影响。Zhuiykov S 在 2010年研制成了一种用于检测水 

中pH值和溶氧量的陶瓷电化学传感器，其采用亚微米 

Bi Ru O +xRuO 氧化物作为电极感应材料，此传感器具 

有体积小、精度高和成本低的特点。Zhuiykov S等人 通过 

在 RuO 电极中掺杂 Cu O研制成了一种电化学传感器，此 

传感器可用于对水中溶氧量(DO)的检测，其具有很好的稳 

定性。随后 Zhuiykov S等人_1 研制了一种用于 DO检测的 

电位固态水质检测传感器，其采用了亚微米cu。 Ru O + 

RuO，材料作为感应电极，此传感器克服了基于半导体水质 

检测传感器选择性不足的问题。Jung W等人u 研制了一 

种用可重复利用聚合物和银作为电极材料的电化学水质检 

测传感器，此传感器采用方波阳极溶出伏安法可对水中大 

多数金属离子进行检测，尤其是铅离子的检}贝4，其具有连续 

和实时检测能力。Winquist F等人 研制了一种伏安电极 

探头传感器，此传感器可用于对水中NaHSO。，NaOC1和悬 

浮酵母等的检测，其具有可对多项水质参数进行检测的特 

点。电极传感器结构简单、灵敏度好，但是长期使用后会出 

现特性漂移现象。离子敏场效应管体积小、响应快、易于集 

成，但是检测指标单一、工艺复杂、成本高，不适于工业生 

产。 

2．2 生物水质检测传感器 

生物水质检测传感器是利用酶、抗体、细胞器和微生物 

等固化生物催化剂作为识别元件与化学物质之间产生生物 

化学反应，依靠电化学器件有选择地测定所生成的或被消 

耗的化学物质，并将测定结果变换为电信号的一种仪器。 

李建平等人 利用除草剂对植物类囊体束缚酶分解 

过氧化氢的作用，研制了一种快速检测痕量除草剂的生物 

水质检测传感器。Orrico C M等人 基于生物体发光原理 

研制了一种新型生物传感器，这种传感器可用于对叶绿素 

荧光、浑浊度、温度和盐度等的测试。Eltzov E等人 研制 

成了一种细菌生物传感器，他们把 recA和gripE细菌固定在 

光纤中，通过它们与有毒化合物的反应从而对水中的有毒 

化合物进行检测，其具有很好的实时性。生物学水质检测 

传感器中的生物识别元件在制备、储存、使用寿命、稳定性 

等方面均存在很多问题 ，从而使得生物学水质检测传感器 

的推广应用存在很大的困难。 

2．3 物理学水质检测传感器 

2．3．1 光学水质检测传感器 

根据不同原理可以制成各种不同的光学水质检测传感 

器。其中一种光学水质检测传感器是通过检测光波长的变 

化来对水体中的各种指标进行检测，其主要利用喇曼光谱 

法，当光投射到特定材料上时会发生喇曼散射 ，喇曼散射会 

导致光波长的变化，不同被检分子对应着不同波长的变化， 

由此可实现对水中各指标的检测。另外一种光学水质检测 

传感器即光导纤维传感器，这种传感器主要是利用合成指 

示剂对水体中的污染物进行检测。合成指示剂在一定的激 

发光源的作用下中问体分子会随待测物浓度 的变化产生相 

应的光学效应，从而 由光纤探头的反射强度测得待测物浓 

度。 

Garcia A等人 利用光纤研制成了一种用于水浑浊度 

检测的传感器，此传感器具有低成本、高精度和体积小等特 

点。刘畅等人 通过同时测量90。散射光信号和透射光信 

号发光光度之比的方法设计了一种光学水质检测传感器， 

其可用于对水质浊度的测量 ，此仪器消除了因光源老化的 

影响，提高了测量的准确度。Omar A F等人 研制了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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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透射和90。A型散射技术的光纤传感器，这种传感器通 

过对频谱的分析从而检测出水中的总悬浮物，此传感器具 

有很好的线性相关特性和低的标准误差。Dong S等人口9] 

基于渐逝波吸收法研制成 了一种宽量程光纤传感器，用于 

对水质 pH值的检测，其具有很好的线性、可逆性和可重复 

性。Baia M等人 研制了一种基于 Tin。气溶胶和金离子 

多孔纳米结构材料的增强型表面拉曼光谱(SERS)传感器， 

其可用于对水中硫代乙酰胺、结晶紫等的检测。Jin C等 

人 研制了一种生物过滤传感器，利用黑麦草作为过滤 

膜，通过对近红外光谱的分析对水中的化学需氧量进行检 

测。Yu Z等人 基于荧光淬灭原理研制成了一种光氧传 

感器，此传感器可用于对水中的 DO进行检测。Liu X L等 

人 研究了一种基于半导体光波长传感器，通过比色法其 

可用于色度和浊度的检测，此传感器具有很好的灵敏度和 

精度。光学水质检测传感器灵敏度高、检测速度快，但是光 

电转换设备比较庞大 ，难以制成便携式设备，并且使用荧光 

法时，容易受溶液浑浊度的影响。 

2．3．2 谐振式水质检测传感器 

谐振水质检测传感器主要基于晶体压电特性及其谐振 

原理 ，其主要以产生剪切波的传感器为主。其原理是谐振 

器件共振频率的大小与器件表面吸附的被测物质量相对 

应 ，而在不同被测水体中，吸附在器件表面的质量不同，用 

频率的迁移反映被测物浓度 ，依此可对不同水质进行检测 

评估。 

早在20世纪 80年代，姚守拙等人 0 就已经对压 电 

石英晶体在水溶液中的各种特性和对水溶液中物质的检测 

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通过利用金膜压电石英晶体谐 

振传感器采用点解富集法对废水中的微量汞进行了检测。 

Menon A等人 副通过在石英电极表面涂上一层丙烯酸 乙 

酯、环氧氯丙烷和甲基丙烯酸十八烷基制成了一种谐振水 

质检测传感器，其可用于在线检测水中的甲醇 、四氯乙烷 、 

四氯乙烯、三氯乙烯(TCE)、甲苯、四氯化碳、氯仿。朱德荣 

等人 以压电石英晶体作为电极研制成了一种谐振传感 

器，其可对水中的氰化物进行检测。Fung Y S等人 驯采用 

流动注射分析法研制成了一种可用于水溶液中硫酸盐浓度 

检测的压电石英晶体谐振传感器，此传感器通过电导率与 

频移的对应关系来反映水溶液中硫酸盐的浓度，此传感器 

具有简便 、灵敏 、快速、重现性好的特点。谐振式水质检测 

传感器具有检测迅速、性能稳定、灵敏度高、低成本和不易 

受温度 、压力等变化影响等特点。该传感器最突出的特点 

在于，它不需使用任何生化膜修饰，单纯依靠物理性质可对 

不同溶液进行区分，且适于批量生产 ，因此，其具有 巨大的 

发展潜力。 

3 结束语 

水质检测传统传感器所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成本高 、不 

能现场测量、检测时间长、样品存在有变质 、检测结果单一、 

灵敏度有限、结果存在主观因素等问题。低成本、结构简 

单 、检测迅速、可再生性、高可靠性、高灵敏度并能同时检测 

多种水质指标是未来水质检测传感器的研究重点和发展方 

向。随着社会对水污染治理工作的 日益重视和人们对生活 

质量要求的提高，研制一种能为人们家庭生活用水质量提 

供实时监测，以保障人们身体健康的简易智能水质检测传 

感器将具有广阔的市场和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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