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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实验测评 >/5?及其主要代谢产物 @/5?暴露对 @ABCD# 细胞类固醇激素合成关键基因
表达的影响+ 方法&将 @ABCD# 分别暴露于 >/5?""’#’#"’#""’# """ !2(-PA%和 @/5?""’#’#"’#""’# """

!2(-PA% !% M’采用 8++3Q1+ :P?R双染法测定细胞凋亡’并应用荧光定量 ?CK法分析细胞类固醇激素合成
过程中涉及关键酶的基因表达水平+ 结果&凋亡实验结果显示 >/5?"#"" 和 # """ !2(-PA%和 @/5?"#"

和 # """ !2(-PA%显著诱导 @ABCD# 细胞晚期凋亡的发生’# """ !2(-PA>/5?和 @/5?显著降低了 @ABCD#

活力+ 所以本研究采用了较低的染毒浓度"#’#" 和 #"" !2(-PA%对 @ABCD# 染毒 !% M 来评估 >/5?和 @/D
5?对 @ABCD# 类固醇合成通路的影响+ 荧光定量结果显示 # !2(-PA>/5?显著增加 @ABCD# CS?#H8# 基
因表达水平’而 #"" !2(-PA>/5?显著抑制 @ABCD# CS?#H8#&CS?##8# 和 TUD# 基因表达水平+ #" !2(-PA
>/5?显著增加 @ABCD# 外 CS?#8# 基因表达水平+ #"" !2(-PA>/5?显著抑制 @ABCD# 黄体激素受体
A5K基因表达水平+ # !2(-PA@/5?显著增加 @ABCD# E"D5T>基因表达水平+ 然而 @/5?对类固醇激素
合成过程中一些酶如 TB8K&CS?#H8#&CS?##8#&重要调节因子胰岛素样激素 E R;TADE&TUD#&关键受体 8K

和 A5K基因表达水平均无显著影响+ 结论&>/5?和 @/5?诱导 @ABCD# 凋亡’>/5?和 @/5?都可影响
@ABCD# 细胞类固醇激素合成过程中关键基因的表达’从而引起内分泌干扰+

关键词#邻苯二甲酸二"!,乙基己%酯* 邻苯二甲酸单乙基己基酯* 类固醇激素合成
中图分类号#V#H#<F
!"#!#"<#E%!#PW9O+X19MWYZQ[[9!"#$<"%<""#

$%%&’()*%!$+,-./0()1&(-2*30(&1$+,*.4&3356*6(*)0)-./(7&$869&))0*.
*%:(&9*0/*;&.0’<&.&)0.1=>4?@ 4&33)

S/B1+7## >\;]T1W)+!# ^8;]’1,E# S8;]>,+## S8;]>,Q1+7## ARC,+#

&& 52)(9-’($ "2A&’(0B&)&B(Z4)_64M33..3O4Z(.>/5?,+_ 14Z2,1+ 234,‘(-1432(+(%!D34M6-M3Q6-& aM4M,-,43
%@/5?& 3Qa(Z)*3(+ Z43*(1_(73+3Z1Z1+ @ABCD#91&(7*/)&@ABCD# Y3*33Qa(Z3_ 4(>/5?%"# ## #"# #""#
# """ !2(-PA& ,+_ @/5?%"# ## #"# #""# # """ !2(-PA& .(*!% M *3Za3O4103-698a(a4(Z1ZY,Z_343O43_ ‘68+D
+3Q1+ :P?R_()‘-3Z4,1+1+7# ,+_ *3,-4123b),+414,4103KBD?CK234M(_ Y,ZO(+_)O43_ 4(3Qa-(*34M32K;83QD
a*3ZZ1(+ -303-Z(.4M3X363+[623Z1+0(-03_ 1+ 4M3Z6+4M3Z1Z(.Z43*(1_ M(*2(+3Z9C&)D3()&8a(a4(Z1Z*3Z)-4ZM(Y3_
#"" ,+_ # """ !2(-PA>/5?,+_ @/5?Z17+1.1O,+4-61+_)O3_ 4M3-,43,a(a4(Z1Z(.@ABCD## # """ !2(-P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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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5?Z17+1.1O,+4-6*3_)O3_ 4M3O3--01,‘1-1469BM3*3.(*3# 4M3-(Y3*O(+O3+4*,41(+Z(.>/5?,+_ @/5?Y3*3
Z3-3O43_ 4(30,-),434M33..3O4(.>/5?,+_ @/5?(+ 4M3Z43*(1_ Z6+4M3Z1Za,4MY,6(.@ABCD# 1+ 4M3a*3Z3+4Z4)_D
69KBD?CK*3Z)-4ZM(Y3_ # !2(-PA>/5?Z17+1.1O,+4-61+O*3,Z3_ 4M32K;83Qa*3ZZ1(+ -303-(.CS?#H8## YM1-3
#"" !2(-PA>/5?Z17+1.1O,+4-61+M1‘143_ 2K;83Qa*3ZZ1(+ -303-(.CS?#H8## CS?##8## X36*37)-,4(*6.,O4(*
%TUD#&9#" !2(-PA>/5?Z17+1.1O,+4-61+O*3,Z3_ 4M33Qa*3ZZ1(+ -303-(.CS?#8#<#"" !2(-PA>/5?Z17+1.1O,+4-6
1+M1‘143_ 4M33Qa*3ZZ1(+ (.A5K9# !2(-PA@/5?Z17+1.1O,+4-61+O*3,Z3_ 4M33Qa*3ZZ1(+ (.E"D5T>95(Y303*# @/D
5?M,_ +(Z17+1.1O,+43..3O4(+ 4M33Qa*3ZZ1(+ (.Z(233+[623ZZ)OM ,ZTB8K# CS?#H8## CS?##8## 1+Z)-1+D-1X3
M(*2(+3E %R;TADE&# TUD## 8K,+_ A5K94*.’3D)0*.)&>/5?,+_ @/5?a*(2(43_ @ABCD# ,a(a4(Z1Z,+_ ,..3O4D
3_ 4M33Qa*3ZZ1(+ (.X3673+3Z1+ Z43*(1_ M(*2(+3Z6+4M3Z1Z(.@ABCD## YM1OM 2,6O,)Z33+_(O*1+3_1Z*)a41(+9

E&F G*9/)$ _1%!D34M6-M3Q6-& aM4M,-,43%>/5?&# 2(+(34MDM3Q6-aM4M,-,43%@/5?&# Z43*(1_(73+3Z1Z

&&邻苯二甲酸二%!(乙基己&酯%_1%!D34M6-M3Q6-&
aM4M,-,43# >/5?& 在医用塑料中广泛应用#>/5?在
聚氯乙烯血袋中的含量为%#<$ c$E<!& !7P2A#其浓
度会随着储存时间推移而增加) 使用这种血袋输血#
>/5?的暴露量达 "<H 27PX7*#+ ) 据统计#成人血液
透析摄入 >/5?达 !<! 27PX7P_#创伤患者短期大量
输血时摄入 >/5?更高达 #" 27PX7P_*!+ ) 邻苯二甲
酸单乙基己基酯 %2(+(34MDM3Q6-aM4M,-,43#@/5?&在
医用血袋的血液中也检出高达 FF<F !7P2A*E+ )
>/5?和 @/5?对细胞凋亡及类固醇合成机制缺
乏系统的认识) 在雄性生殖系统中#雄激素生物
合成主要发生于间质细胞#睾丸间质细胞是睾酮
产生的主要源头 *%+ ) 胆固醇从线粒体外膜转移到
线粒体内膜后#在侧链裂解酶 %OM(-3Z43*(-Z1_3D
OM,1+ O-3,0,73# CS?##8#&作用下胆固醇上的一个
六碳链裂解产生类固醇孕烯醇酮) 随后分别在 E"
羟基类固醇脱氢酶 % E"DM6_*(Q6Z43*(1_ _3M6_*(73+D
,Z3# E"D5T>&和细胞色素 ?%F"#H 羟化酶P#H#!"

裂解酶%Z43*(1_ #H#DM6_*(Q6-,Z3,+_P(*#H#!" -6,Z3
8# CS?#H 8&调节作用下产生孕酮和睾酮 *F+ ) 胰
岛素样激素 E%1+Z)-1+D-1X3M(*2(+3E#R;TADE&是睾
酮生物合成过程中的重要调节因子 *G+ ) 细胞凋亡
会干扰类固醇激素合成#类固醇激素合成紊乱也
会导致细胞凋亡的发生) 本研究采用小鼠睾丸间
质瘤细胞%@)*1+3A36_17B)2(*C3--A1+3# @ABCD#&

分析细胞凋亡和类固醇激素合成过程#即采用
bKBD?CK检测细胞类固醇激素合成过程中涉及到
的 CS?##8#,CS?#H8#,E"D5T>,类固醇急性调节蛋
白%Z43*(1_ ,O)43*37)-,4(*6a*(431+# TB8K&,外源化合
物代谢酶基因%O64(OM*(23?%F" #8## CS?#8#&-关
键调控因子类固醇合成因子%Z43*(1_(73+1O.,O4(*D##
TUD#&和 R;TADE-关键受体雄激素受体 %,+_*(73+

*3O3a4(*# 8K& 和 黄 体 激 素 受 体 % -)431+1[1+7
M(*2(+3*3O3a4(*# A5K& ) 通过检测这些基因表
达水平的变化对 >/5?及其主要代谢产物 @/5?

的类固醇激素合成干扰效应进行评定和机制
研究)

@H材料与方法

#<#&实验材料
@ABCD# 细胞%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生物学研

究所&)
#<!&仪器与试剂

仪器$C\! 细胞恒温培养箱 %日本 T8;S\&-

Ta3O4*,@,Q@F 多功能酶标仪%美国#@(-3O)-,*>3D
01O3Z&- 超净工作台 %中国# 5,13*&- d;R:/KT8A
E!"K台式%常温P低温&离心机%德国 53441OM J3+4*1D
.)73+ 公司&-;>D#""" 超微量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美国 ]3+3C(2a,+36A12143_ 公司&-@,Z43*O6O-3*!
a3*Z(+,-?CK仪 %德国 /??/;>\KU公司&#A17M4O6D
O-3*%$" 实时荧光定量 ?CK仪%瑞士 K(OM3公司&-

生物显微镜%中国#上海长方光学仪器有限公司&-

超纯净水系统%美国#C,ZO,_,&-无菌工作台%中国#

苏州安泰空气技术有限公司&-细胞培养瓶,培养板
%丹麦#;d;C公司&)

试剂$>/5?%优级纯#美国 T)a3-O(公司&#二甲
基亚砜%>@T\#优级纯#美国 T172,D8-_*1OM 公司&#

浓度为 # 7P2A#将母液用 >@T\稀释至 "<"# 7P2A

备用-@/5?%优级纯#美国 8OO)T4,+_,*_ 公司&) 将
@/5?用 >@T\配成 "<"# 7P2A母液备用-胎牛血清
%美国#A1.3B3OM+(-(713Z公司&-"<"Fe 胰酶 />B8

溶液%美国#A1.3B3OM+(-(713Z公司 &-53a3Z%美国#
T172,公司&-;) T3*)2R%美国#L>L1(ZO13+O3Z公
司&-@BB%美国#T172,公司&-RBT f?*321Q8%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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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B3OM+(-(713Z公司&-K;8提取试剂盒 %美国 \D
237,生物技术公司&-反转录试剂盒%?*123TO*1a4B@
KBD?CKg14#宝生物工程%大连&有限公司&- TSLK
?*321Q/QB,bB@试剂盒%宝生物工程 %大连&有限
公司&)

#<E&细胞培养

细胞培养$@ABCD# 培养采用 I"e K?@RD#G%"

培养 基 % ]RLC\# 货 号 E#$"""!!# 添 加 ;,5C\E
#<F 7PA#7-)O(Z3!<F 7PA#T(_1)2a6*)0,43"<## 7PA&-
#"e优质胎牛血清#于 EH h,Fe C\! 恒温培养箱

中培养) 将 @ABCD# 单细胞悬液以 %<" i#"F个P2A
的密度接种到 G 孔板#每孔 ! 2A#%! cE & _ 更换
# 次培养液#倒置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呈上皮样贴壁
生长# 待 细 胞 生 长 至 $"e cIFe 融 合 后# 以
"<"Fe胰酶("<"!e/>B8溶液#按照 # jE比例
传代)

#<%&细胞凋亡实验

参考医用塑料以及血袋血液中 >/5?和 @/5?

的浓度以及相关文献研究 *H+ ) 采用染毒剂量为 >/D
5?和 @/5?%"####"##""## """ !2(-PA&#细胞凋
亡利用 8++3Q1+ :P?R双染法测定#具体步骤为$将
@ABCD# 细胞接种到 G 孔板中在培养箱中培养 !% M
后# 使 用 含 >/5? 和 @/5? % "# ## #"# #""#
# """ !2(-PA&培养基染毒 !% M#将细胞消化收集后
用 %"" !A# i8++3Q1+ :结合液悬浮细胞#浓度大约
为 # i#"G 个细胞P2A) 在细胞悬液中加入 F !A
8++3Q1+ :DURBC染色液#轻轻混匀后于 ! h c$ h
避光条件下孵育 #F 21+) 加入 #" !A?R染色液后
轻轻混匀#置 ! h c$ h避光条件下孵育 F 21+) 最
后将样品转移到避光流式细胞管#用流式细胞仪检
测分析)

#<F&KBD?CK分析 @ABCD# 基因表达变化

将 @ABCD# 接种到 G 孔板中在培养箱内培养
!% M 后# 使 用 含 >/5? 和 @/5? % "# ## #"#
#"" !2(-PA&培养基染毒 !% M) 细胞染毒后总 K;8
的提取采用 \237,K;8提取试剂盒#流程按照说明
书进行#稍加改动#提取后采用分光光度法鉴定
K;8质量#测定 K;8浓度#采用反转录试剂盒进行
反转录#获得 O>;8) 用 TSLK?*321Q/QB,bB@试
剂盒在罗氏 %$" 仪器上进行荧光定量 ?CK反应)
用于荧光定量 ?CK的引物序列见表 #) 以 ]8?>5
为内参基因#采用 ! k$$CB方法分析 2K;8水平相对
于对照的变化倍数 *$+ )

表 @H用于实时荧光定量 ,4C分析的引物序列

基因名称 引物序列 %Fl4(El& 基因序列号
R;TADE U$ ]CBBCCBCBCC8]]CBBCBC8 ;@m"#EFG%<H

K$ B]B]]BCCBB]CBB8CB]C]8
8K U$ CBBBC88]]]8]]BB8C]CC8 ;@m"#E%HG<E

K$ 8C8]8]8C8]8]8]]8C]]]8
TUD# U$ B8CCC8C8CB]C]]]]8C888 ;@m#EI"F#<E

K$ ]]BB]BB]C]]]]C8BCBC]B
TB8K U$B]]8888]8C8C]]BC8BC8 ;@m"##%$F<%

K$CBCC]]C8BCBCCCC8888B
A5K U$]8]88]C]88B88C]8]8C] ;@m"#EF$!<!

K$8]CC888BC88C8CCCB88]
CS?##8# U$C]B]8CC8]8888]8C88C8 ;@m"#IHHI<E

K$8]]8B]88]]8]8]]8]8]C
E"D5T> U$8]B]8B]]88888]]]C8]]B ;@m""#E"%$""<#

K$]C88]BBB]B]8]B]]]BB8]
CS?#H8# U$B]]]C8CB]C8BC8C]8B88 ;@m""H$"I<E

K$]CBCC]88]]]C888B88CB
CS?#8# U$CCB88CBCBBCCCB]]8B]CC ;@m""##EG"FI<!

K$]CCCBBCBC888B]BCCB]B8
]8?>5 U$ ]]8]88]]CB]]]]CBC8B ;@m""#!FGHII<!

K$ B]8B]]C8B]]8CB]B]]BC

#<G&数据统计分析
采用 T?TT #G<"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实验数据

以 !"#$表示) 对相对基因表达倍数和细胞凋亡
图中细胞比例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3D̂ ,6
8:\;8&和 B)*X36nZ检验) 假设检验水准 #o"<"F)

IH结果

如图 # 所见#对照组大多为活细胞#测试剂量的
>/5?对 @ABCD# 早期凋亡的发生没有很明显的影
响#而 #"" 和 # """ !2(-PA>/5?诱导 @ABCD# 晚期
凋亡的发生#同对照组相比具有显著性差异) 同对照
组相比##" 和 # """ !2(-PA@/5?显著诱导 @ABCD#
晚期凋亡的发生%图 !&) # """ !2(-PA>/5?和 @/D
5?显著降低了 @ABCD# 活力) 研究结果表明 >/5?
和 @/5?在高剂量情况下诱导了 @ABCD# 凋亡)

# """ !2(-PA>/5?和 @/5?对 @ABCD# 染毒
!% M显著促进细胞凋亡并降低 @ABCD# 活力#鉴于
此#后续研究采用以较低的染毒浓度 % #,#" 和
#"" !2(-PA&对 @ABCD# 染毒来评估 >/5?和 @/D
5?对 @ABCD# 类固醇合成通路的影响) 结果显
示#当 @ABCD# 暴露于 >/5?和 @/5?%",#,#" 和
#"" !2(-PA& !% M 后#>/5?,@/5?对 @ABCD# 类
固醇合成过程中关键酶基因的表达存在不同程度
的影响 %图 E & ) # !2(-PA>/5?能够显著增加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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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V轴表示 8++3Q1+ :染色的细胞#S轴表示 ?R染色的细胞#柱状图统计了活细胞#早期凋亡和晚期凋亡细胞

在各自象限的比率) 数值以 @3,+ pT/@表示% % oE& -."/ $&q"<"F-.""/ $&q"<"#

图 @H5..&80.J?,#染色检测 !$+,暴露对 1=>4?@ 凋亡的影响

@ABCD# CS?#H8# 基因表达水平##"" !2(-PA>/D
5?显著抑制 CS?#H8# 和 CS?##8# 基因表达水
平) >/5?还改变了类固醇合成过程中关键调控
因子基因的表达%图 E& ) #"" !2(-PA>/5?显著抑
制 @ABCD# 类固醇合成过程中关键调控因子 TUD# 基
因表达水平) >/5?对外源化合物代谢酶 CS?#8#
的基因表达水平也产生了影响##" !2(-PA>/5?显
著增加@ABCD# CS?#8# 基因表达水平) #"" !2(-PA
>/5?显著抑制 @ABCD# 黄体激素受体 A5K基因表
达水平) @/5?改变了类固醇合成过程中关键酶因
子 E"D5T>基因的表达水平%图 %&) # !2(-PA@/D
5?显著增加 @ABCD# E"D5T>基因表达水平) 然而
@/5?对类固醇激素合成过程中一些酶如 TB8K,
CS?#H8# 和 CS?##8# 等基因表达水平无显著影
响) @/5?对类固醇合成过程中重要调节因子
胰岛素样激素 E R;TADE 和 TUD# 基因的表达无
显著影响%图 %&) 由此推断#>/5?,@/5?都可影
响 @ABCD# 类固醇激素合成过程中关键基因的
表达)

KH讨论
@ABCD# 来源于可移植的小鼠睾丸间质细胞瘤

%@F%"?& *I+ #该细胞对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M)2,+
OM(*1(+1O7(+,_(4*(aM1+#MC]&的反应性与从正常组
织分离的睾丸间质细胞相同#被广泛应用于生殖生
理学和生殖内分泌学%如类固醇激素合成调节机制
等&的研究 *#"+ #所以本研究采用 @ABCD# 模型) 结
果显示#>/5?,@/5?可不同程度的改变类固醇合
成过程中关键酶,关键调控因子和受体基因的表达)
类固醇激素合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了许多酶,
因子和受体的调控#任一调控点的干扰如编码类固
醇合成相关酶的基因表达水平的干扰会引起酶活力
的改变#直至激素水平的变化) 类固醇合成过程中
关键酶,因子和受体基因转录表达的改变可能造成
类固醇激素分泌的紊乱#并且由于基因表达水平的
改变比激素水平的改变更明显 *##+ #所以选择基因表
达水平的改变来评估 >/5?和 @/5?的内分泌干
扰效应)

>/5?,@/5?可以不同程度的改变 @ABCD# 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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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V轴表示 8++3Q1+ :染色的细胞#S轴表示 ?R染色的细胞#柱状图统计了活细胞#早期凋亡和晚期凋亡细胞在各自象限的比率)

数值以 @3,+ pT/@表示% % oE& -."/ $ &q"<"F- .""/ $&q"<"#

图 IH5..&80.J?,#染色检测 1$+,暴露对 1=>4?@ 凋亡的影响

注$数值以 @3,+ pT/@表示% % oE& -" #&q"<"F

图 KH!$+,暴露对 1=>4?@ 类固醇合成通路相关基因表达的影响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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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值以 @3,+ pT/@表示% % oE& -." / $&q"<"F

图 LH1$+,暴露对 1=>4?@ 类固醇合成通路相关基因表达的影响

固醇合成过程中关键酶基因的表达) #"" !2(-PA
>/5?显著抑制@ABCD# 类固醇生成相关酶%CS?#H 8
和 CS?%F"ZOO&基因表达水平#说明 >/5?抑制胆固
醇转化为睾酮的几个关键酶的表达) 类似地#许多
文献研究显示邻苯二甲酸盐类化合物抑制包括
CS?## 8,E"D5T>和 CS?#H 8等负责将胆固醇转
化为睾酮的关键酶的表达 *F+ ) #"" !2(-PA>/5?
显著抑制 @ABCD# 关键调控因子 TUD# 基因表达水
平#也有文献报道显示高剂量 >/5?暴露显著抑制
雄性大鼠睾丸中 TUD# 基因表达水平 *#!+ #TUD# 是调
控涉及类固醇生物合成如胆固醇转运和类固醇合成
基因表达的关键调控因子#TUD# 基因表达水平的抑
制可能导致 CS?## 8和 CS?#H 8表达水平的减少#
最终 可 能 导 致 睾 酮 等 激 素 合 成 的 减 少 *#!+ )
#"" !2(-PA>/5?显著抑制黄体激素受体 A5K基
因表达水平#文献报道显示 >/5?通过增加雌性斑
马鱼卵巢中骨形态发生蛋白 L@?D#F 从而抑制 A5K
表达水平 *#E+ ) 黄体激素受体 A5K和人体绒毛膜促
性腺激素受体%5C]K&是性腺中与配体结合后调节
类固醇生物合成并控制生殖过程的经典受体#A5会
增加 E"D5T>的表达和活性#从而增加孕烯醇酮向

孕酮的转化*#%+ ) #" !2(-PA>/5?显著增加 @ABCD#
外源 化 合 物 代 谢 酶 CS?#8# 基 因 表 达 水 平)
CS?#8# 参与了外源化合物的代谢#也参与了外源
化合物毒性效应的激活或者去毒性效应#并且
CS?#8# 还受到性激素的调节 *#F+ ) @/5?对类固醇
合成过程中重要调节因子胰岛素样激素 E R;TADE
基因表达水平无显著影响) # !2(-PA@/5?显著
增加 @ABCD# E"D5T>基因表达水平#从而能够促进
睾酮的合成) 类似地#?,4M1*,+,等 *#G+也研究指出邻
苯二甲酸盐类化合物单酯对睾丸间质细胞中睾酮和
R;TADE 的分泌有直接影响) A,7)r等 *#H+也指出邻
苯二甲酸盐类化合物可通过间质细胞与睾酮拮抗从
而抑制 R;TADE 的表达) 文献报道显示低剂量的
>/5?和 @/5?显著诱导了 @ABCD# R;TADE 和 E"D
5T>基因表达水平#这可能使得 >/5?和 @/5?对
雄激素产生双向影响 *#$+ ) #"" !2(-PA>/5?显著
抑制了类固醇激素合成通路相关酶,因子和受体基
因表达水平#抑制胆固醇转化为睾酮#这就可能会增
加细胞中胆固醇的水平#而相关文献研究显示胆固
醇显著促进了脂肪性 53a]! 细胞的凋亡 *#I+ #所以
猜测本研究中细胞中胆固醇含量增加可能导致细胞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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凋亡的发生#这还需相关实验进一步验证#细胞的凋
亡也会进一步影响类固醇生物合成过程)

>/5?和 @/5?对 @ABCD# 类固醇激素合成相
关基因表达的影响有一些差别) 在本研究中>/5?,
@/5?可以不同程度的改变 @ABCD# 类固醇合成过
程中关键酶基因的表达) #"" !2(-PA>/5?显著抑
制 @ABCD# 类 固 醇 生 成 相 关 酶 % CS?#H 8 和
CS?%F"ZOO,关键调控因子 TUD# 和黄体激素受体
A5K基因表达水平#说明 >/5?抑制胆固醇转化为
睾酮的几个关键酶的表达) 并且 #" !2(-PA>/5?
显著增加 @ABCD# 外源化合物代谢酶 CS?#8# 基因
表达水平) >/5?对类固醇激素合成过程中一些酶
如 E"D5T>和 TB8K的基因表达水平无显著影响)
与 >/5?相比#@/5?对 @ABCD# 类固醇激素合成
关键基因表达的影响不太明显) # !2(-PA@/5?
显著增加 @ABCD# E"D5T>基因表达水平) 然而#研
究 显 示 体 外 研 究 中 低 剂 量 >/5?和 @/5?
%"<""# !2(-PA和"<# !2(-PA&暴露 @ABCD# 增加
了类固醇激素合成相关基因 CS?##8#,CS?#H 和
E"D5T>从而刺激了睾酮的分泌 *#$+ ) 这是由于暴
露剂量差异引起的) 类似地#也有文献研究显示
@/5?暴露囊状卵泡导致类固醇激素合成过程涉
及的关键酶 E"D5T># 基因表达水平下降#最终导
致睾酮,雌酮和雌二醇水平下降 *!"+ #该研究结果也
显示 >/5?和 @/5?对类固醇激素合成过程的干
预模式是不同的) 体内实验研究显示围产期暴露
于 >/5?下调了睾丸间质细胞类固醇激素合成相
关基因如 T48K,CS?##8#,E"D5T>, #H"D5T>和
CS?#I 等基因的表达从而显著降低血清睾酮和雌
二醇水平并导致内分泌干扰生殖毒性效应 *!#+ )
>/5?和 @/5?对 @ABCD# 细胞类固醇生成相关
基因表达影响的差异机制还需进行进一步研究)
>/5?代谢转化为 @/5?的转化率以及 @/5?进
一步代谢转化为其他次级代谢产物的转化率需要
进一步进行研究以解释 >/5?和 @/5?对类固醇
生成相关基因表达影响的差异机制) >/5?和 @/D
5?导致体外培养的 @ABCD# 凋亡#并对类固醇激素
合成通路相关酶,因子和受体基因表达水平都产生
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说明 >/5?和 @/5?在体外实
验中显示出不同程度的内分泌干扰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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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H 年兰州市企业职工健康监护现状分析
李盛#&高金霞#&韩晓琴#&王宇红#&王金玉!&冯亚莉E&李守禹!

基金项目!兰州市人才创新创新创业项目"!"#GDKCDE#%*兰州市科技计划项目"!"#GD!D!"’!"#GD!D#I%

作者简介!李盛’主任医师’主要从事疾病预防控制工作

作者单位!# 兰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兰州大学基础医学院* E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

联系方式!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南滨河东路 III 号*邮编!HE""E"*/2,1-!##H$H"$%"HNbb9O(2

摘要#目的&分析评估兰州市职业健康监护现状’为职业病防控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通过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系统中职业卫生信息监测平台’收集 !"#H 年兰州市有毒有害作业工人健康监护汇总卡信息’采
用 /QO3-!"#" 和 T?TT #$<" 进行处理分析+ 结果&!"#H 年对 !%$ 家企业 !% E#H 人开展职业健康检查’其中
在岗期间检查 !! #%G 人"I#<"He%’检出疑似职业病和职业禁忌证 #$H 人"总检出率 "<HHe%+ 不同县区&
不同行业&不同经济类型和不同企业规模之间总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q"<"F%+ 作业人员总接害
率为 %#<GFe’不同县区&不同行业&不同经济类型和不同企业规模之间接害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o
"<""%+ 作业人员总体检率 I$<$He’不同行业&不同企业规模在岗体检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q"<"F%’但
不同县区&不同经济类型企业的体检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u"<"F%+ 物理&化学&粉尘和其他职业病危害
因素中疑似职业病和职业禁忌症总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q"<"F%*物理因素以噪声接触者为主’噪声
和其他各类物理因素总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u"<"F%*粉尘以水泥尘&铸造尘和矽尘接触为主’总检
出率依次为 E<#Ee&E<F$e&#<G"e’其他各类粉尘检出率为 "’各类粉尘总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化学因素以汽油和甲苯为主’其他职业性急性中毒的危害因素检出 # 例职业禁忌症+ 结论&
!"#H 年兰州市职业健康检查主要以在岗期间职业人群为主’在岗期间体检率较高’接害率&疑似职业病和职
业禁忌证检出率均较低’其中主要职业危害因素为噪声和粉尘+

关键词#职业病* 职业危害* 职业健康监护
中图分类号#K#EF
!"#!#"<#E%!#PW9O+X19MWYZQ[[9!"#$<"%<""!

"’’D6-(0*.-3+&-3(71*.0(*90.; *%:(-%%-./M*9N&9)%*9$.(&9690)&)0.=-.O7*D0.IP@Q

ARTM3+7## ]8\’1+Q1,## 58;V1,(b1+## ^8;]S)M(+7## ^8;]’1+6)!# U/;]S,-1E# ARTM()6)!

&& 52)(9-’($ "2A&’(0B&)&B(30,-),434M3Z14),41(+ (.(OO)a,41(+,-M3,-4M 2(+14(*1+7(.Z4,..,+_ Y(*X3*Z.(*
3+43*a*1Z3Z1+ A,+[M() C146,+_ a*(01_3_,4,Z)aa(*4.(*4M3O(+4*(-,+_ a*303+41(+ (.(OO)a,41(+,-_1Z3,Z3Z9
1&(7*/)&BM31+.(*2,41(+ (.(OO)a,41(+,-M3,-4M 2(+14(*1+7Y,Z(‘4,1+3_ .*(24M3>1Z3,Z3?*303+41(+ ,+_ C(+4*(-
T6Z432(.\OO)a,41(+,-53,-4M R+.(*2,41(+ @(+14(*1+71+ CM1+,9BM3_,4,1+ M3,-4M 1+Za3O41(+ O,*_ZY3*3,+,-6Z3_
‘6/QO3-!"#" ,+_ T?TT #$<" Z(.4Y,*39C&)D3()&BM3_,4,(+ (OO)a,41(+,-M3,-4M 1+Za3O41(+ 1+ !%$ 3+43*a*1Z3Z
1+O-)_3_ !% E#H Z4,..,+_ Y(*X3*Z#(.YM1OM !! #%G %I#<"He& Y3*3(+D_)46Y(*X3*Z,+_ 1+ YM1OM #$H Y3*3Z)ZD
a3O43_ (OO)a,41(+,-_1Z3,Z3O,Z3Z%"<HHe&9BM3_343O41(+ *,43Z,+_ 4(4,-3Qa(Z)*3*,43ZY3*3_1..3*3+41+ _1..3*3+4
*371(+Z# 1+_)Z4*13Z# 3O(+(21O46a3Z,+_ 3+43*a*1Z3ZO,-3Z%&q"<"F&9BM34(4,-3Qa(Z)*3*,43Y,Z%#<GFe9B(4,-
aM6Z1O,-3Q,21+,41(+ *,43Y,ZI$<$He# ,+_ 4M3*3Y,Z,Z17+1.1O,+4_1..3*3+O3,2(+7_1..3*3+41+_)Z4*13Z,+_ 3+43*D
a*1Z3ZO,-3Z%&q"<"F&#M(Y303*+(Z17+1.1O,+4_1..3*3+O3Y,Z.()+_ 1+ _1..3*3+4*371(+Z,+_ 3O(+(21O46a3Z%&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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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9BM34(4,-_343O41(+ *,43(.Z)Za3O43_ (OO)a,41(+,-_1Z3,Z3Z,+_ (OO)a,41(+,-O(+4*,1+_1O,41(+ZY3*3_1..3*3+4
1+ aM6Z1O,-# OM321O,-# _)Z4,+_ (4M3*(OO)a,41(+,-M,[,*_Z%&q"<"F&9C(+4,O41+7Y14M +(1Z3Y,Z4M32,1+ aM6Z1D
O,-M,*2.)-.,O4(*9B(4,-_343O41(+ *,43ZM(Y3_ +(Z17+1.1O,+4_1..3*3+O3‘34Y33+ +(1Z3,+_ (4M3*aM6Z1O,-M,*2.)-
.,O4(*Z%&u"<"F&9BM34(4,-_343O41(+ *,43(.O323+4# O,Z41+7,+_ Z1-1O,_)Z4ZY3*3E<#Ee# E<F$e ,+_ #<G"e#
*3Za3O4103-6%&o"<""&# +((4M3*X1+_ (._)Z4Y,Z_343O43_9@,1+ OM321O,-.,O4(*ZY3*37,Z(-1+3,+_ 4(-)3+39\OD
O)a,41(+,-M,[,*_ Y,Z_343O43_ (+-61+ (+3(OO)a,41(+,-,O)43a(1Z(+1+7O,Z394*.’3D)0*.)&BM3(OO)a,41(+,-
M3,-4M 3Q,21+,41(+ 1+ 4M1ZZ4)_6Y,Z3Q,21+3_ 2,1+-61+ Z,..,+_ Y(*X3*Z(+D_)461+ A,+[M() 1+ !"#H9BM3_343OD
41(+ *,43(.Z)Za3O43_ (OO)a,41(+,-_1Z3,Z3,+_ (OO)a,41(+,-O(+4*,1+_1O,41(+ Y3*3-(Y# ‘)44M3*,43Z(.3Qa(Z)*34(
M,*2.)-.,O4(*ZY3*3M17M9BM32,1+ (OO)a,41(+,-M,[,*_ZY3*3+(1Z3,+_ _)Z4Z9

E&F G*9/)$ (OO)a,41(+,-_1Z3,Z3# (OO)a,41(+,-M,[,*_# (OO)a,41(+,-M3,-4M 2(+14(*1+7

&&职业健康监护在及时发现疑似职业病和职业禁
忌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 收集 !"#H 年兰州市职
业健康检查机构报告的作业工人健康检查资料进行
统计分析#为了解兰州地区各类企业职业健康监护
状况#同时为各级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制订相应的
区域职业卫生和健康监护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H资料与方法

#<#&资料来源
职业健康检查资料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

息系统/中.职业卫生信息监测系统/#包括 !"#H 年
兰州市辖区内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报告的有毒有害作
业健康工人汇总卡资料如企业基本信息,职工接触
职业病危害因素情况和职业健康检查结果等)
#<!&方法

对有毒有害因素作业工人健康监护汇总卡资料
进行审核,整理#按地区,行业,企业经济类型和企业
规模等方面进行分类统计) 所有资料采用 /QO3-
!"#" 整理数据#T?TT #$<" 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
率之间比较采用 !! 检验#检验水准 "o"<"F)
#<E&质量控制

监测系统数据均由获取资质的职业健康检查机
构专人负责上报#县%区&市逐级审核#保证数据上
报准确和完整性#上报数据均符合 .职业卫生信息
监测系统/要求) 职业病与职业卫生信息系统监测
覆盖了兰州市所属 $ 个县区#市,县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均建立了有效的健康检查机构数据报告漏报控
制措施和督导调查机制#保障了职业病报告数据的
准确性和完整性)

IH结果

!<#&职业健康检查基本情况
!"#H 年共对 !%$ 家企业 !% E#H 人开展职业健

康检查#其中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 !! #%G 人
%I#<"He&#岗前和离岗体检 ! #H# 人%$<IEe&) 共
检出疑似职业病 %# 人#职业禁忌证 #%G 人#疑似职
业病和职业禁忌证总检出率 %以下简称 .总检出
率/&为 "<HHe)
!<!&地区分布

!"#H 年职业健康检查情况按照不同地区分类
统计#各县区受检企业 %!" cF" &家#总接害率为
%#<GFe#红古区接害率最高 %HI<%Fe&#其次为榆
中县%G!<H$e&#皋兰县最低 %!E<F$e&#不同县区
接害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oH %!"<#I#&o
"<""&) 不同县区在岗体检率均高于 IFe#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 o"<IE#&u"<"F&) 永登县总检出
率为 !<H%e#不同县区总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oEE#<!H#&q"<"F-表 #&)

!<E&行业分布
!"#H 年职业健康检查情况按照不同行业分类

统计#体检企业前三位行业为制造业,批发和零售,

采矿业) 批发和零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
业和制造业接害率较低#其他行业接害率普遍较高#

不同行业接害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o#F F#$#
&o"<""&) 不同行业在岗期间体检率均在 IFe以
上#不同行业体检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G$<E$#
&o"<""&) 制造业疑似职业病人数和禁忌症人数
最多#总检出率最高为 #<!!e#不同行业体检率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oG$<E%#&o"<""-表 !&)

!<%&经济类型分布
!"#H 年职业健康检查情况按照企业所属经济

类型分类统计#体检企业数最多的是私有企业为
#%" 家#但接害人数最多的是国有企业%%G H"F 人&#

接害率最高的为外商企业 %GE<F!e&#不同企业类
型接害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oE!"<F##&o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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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经济类型企业在岗期间体检率均高于
I$<""e#体检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u
"<"F&#总检出率最高的为集体经济企业%#<!Ie&)
不同经济类型企业总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o#"<I$#&q"<"F-表 E&)
!<F&企业规模分布

按企业所属规模分析#体检企业数最多的是
小型企业#接害人数最多的是大型企业#接害率最
高的为微型企业#不同规模的企业接害率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oFE#<%E#&o"<""& ) 不同规模的

企业体检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o%E<"##&o
"<""& ) 中型企业总检出率最高%#<H"e& #不同规
模的 企业 总 检出 率差 异 有统 计 学 意 义 %!! o
%E<E"#&o"<""-表 %& )
!<G&主要职业性危害因素接触情况

!% E#H 名体检人员中#接触物理因素者最多
%%%<"e&#其次为接触粉尘者%%!<EEe&#其他职业
病危害因素接触者最少 %#<"He&) 物理,化学,粉
尘和其他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者总检出率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o%I<F$#&o"<""-表 F&)

表 @H不同地区检查企业的职业病危害接触和职业健康检查情况

县区
受检企

业数P家

生产工

人数P人

接害人数P人
%接害率Pe&

在岗应

检人数P人

在岗实检人数P人
%体检率Pe&

疑似职业

病P例

职业禁忌

症P例

总检出

率Pe

安宁区 F! E "!# # F#F%F"<#F& # F#E # F#E%#""<""& " " "<""

城关区 %G I HH" ! FE#%!F<I#& ! FE# ! F#I%II<FE& " # "<"%

皋兰县 #E # "H$ !F!%!E<E$& !EF !E%%II<FH& " " "<""

红古区 !# H F!E F IHH%HI<%F& F IHH F I#%%I$<IF& " ! "<"E

七里河 EG ! IF$ # FEG%F#<IE& # FEG # F#F%I$<GE& % #! #<"F

西固区 E" #H FGH F "#H%!$<FG& F "#H % IH$%II<!!& # #E "<!#

永登县 E" I I#" % E#$%%E<FH& % !I# % !E#%I$<G"& EG $F !<H%

榆中县 !" ! "GI # !II%G!<H$& # !II # !%!%IF<G#& " EE !<GG

合计 !%$ FE $IG !! %%F%%#<GF& !! EII !! #%G%I$<$H& %# #%G "<HH

表 IH不同行业检查企业的职业病危害接触和职业健康检查情况

行业
企业数P
家

生产工
人数P人

接害人数P人
%接害率Pe&

在岗应检
人数P人

在岗实检人数P人
%体检率Pe&

疑似职
业病P例

职业禁
忌症P例

总检出
率Pe

采矿 !! H FF% H "I!%IE<$$& H "I! H "!G%II<"H& " H "<#"

制造 #FE EG IH! #! HFH%E%<E#& #! H#% #! FHI%I$<I%& %" #E$ #<!!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 # !I# # !I#%#""<""& # !I" # !%%%IG<%E& " " "<""

建筑 #" !!! #I!%$G<%I& #I! #I!%#""<""& " " "<""

批发和零售 !I G GI" %%#%G<F#& %EI %EF%I$<G%& # # "<E$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F %H" %H"%#""<""& %H" %H"%II<FH& " " "<""

租赁和商务服务 E %% %%%#""<""& %% %!%IF<%F& " " "<""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 E" #F%F"<""& #F #F%#""<""& " " "<""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 !I !I%#""<""& !I !I%#""<""& " " "<""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 ## FI% ##%%#I<#I& ##% ##%%#""<""& " " "<""

合计 !%$ FE $IG !! %%F%%#<GF& !! EII !! #%G%I$<$H& %# #%G "<HH

表 KH不同经济类型检查企业的职业病危害接触和职业健康检查情况

经济类型
企业数P
家

生产工
人数P人

接害人数P人
%接害率Pe&

在岗应检
人数P人

在岗实检人数P人
%体检率Pe&

疑似职
业病P例

职业禁
忌症P例

总检出率P
e

国有 $$ %G H"F #$ $E$%%"<EE& #$ $E$ #$ G"H%I$<HH& E! ##% "<H#

集体 #H # G!# HHG%%H<$H& HF" H%$%II<HE& % G #<!I

私有 #%" F "HI ! FGH%F"<F%& ! F%H ! F!$%II<!F& F !G #<#H

外商 ! E$# !%!%GE<F!& !%! !%#%II<FI& " " "<""

港澳台 # ##" !!%!"<""& !! !!%#""<""& " " "<""

合计 !%$ FE $IG !! %%F%%#<GF& !! EII !! #%G%I$<$H& %# #%G "<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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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H不同规模检查企业的职业病危害接触和职业健康检查情况

企业
规模

企业数P
家

生产工
人数P人

接害人数P人
%接害率Pe&

在岗应检
人数P人

在岗实检人数P人
%体检率Pe&

疑似职
业病P例

职业禁
忌症P例

总检出率P
e

大 %G EH F#I #F "%"%%"<"I& #F "%" #% $G$%I$<$G& #E $% "<F$

中 %H #" GIF % E"G%%"<!G& % E"% % !%H%I$<G$& !! FE #<H"

小 #%# F F%! ! IGG%FE<F!& ! I!E ! I#"%II<FG& G $ "<%H

微 #% #%" #EE%IF<""& #E! #!#%I#<GH& " # "<$E

合计 !%$ FE $IG !! %%F%%#<GF& !! EII !! #%G%I$<$H& %# #%G "<HH

表 RH职业病危害因素总体接触和检出情况

危害因素 人数Pe
疑似职

业病P例

职业禁

忌症P例

总检出

率Pe

粉尘 #" !IE%%!<EE& !E FF "<HG

化学因素 E "GG%#!<G#& " # "<"E

物理因素 #" GI$%%E<II& #$ I" #<"#

其他 !G"%#<"H& " " "

合计 !% E#H%#""& %# #%G "<HH

!<G<#&物理因素&接触物理因素作业人员总检出率
为 #<"#e-实检人数中噪声接触者最多为 #" EFH 人#

其疑似职业病和禁忌症总检出人数为 #"G 人
%#<"!e&#噪声和其他各类物理因素总检出率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o"<!H#&u"<"F-表 G&)
!<G<!&粉尘&接触粉尘作业人员总检出率为
"<HGe) 检出率位于前三位的为铸造尘%E<F$e&,

水泥尘%E<#Ee&和矽尘%#<G"e&#其他各类粉尘检
出率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o!FF<E##&o
"<""&-实检人数位于前四位的是煤尘,水泥尘,铝
尘,铸造尘#但检出率的检出率最高%表 H&)
!<G<E&化学因素&接触化学因素作业人员中#实检
人数位于前三位的是汽油,甲苯和其他职业性急性
中毒的危害因素#只有其他职业性急性中毒的危害
因素检出 # 例职业禁忌症%表 $&)

KH讨论

E<#&加强职业卫生管理与服务’提高职业健康监护
覆盖范围

职业健康检查在职业病三级预防中占据相当重
要的地位#通过职业健康检查可及早发现疑似职业
病和职业禁忌证#及时脱离危害岗位) 职业健康检
查是职业健康监护的核心#主要包括上岗前,在岗期
间,离岗时和应急健康检查#以及离岗后的医学随访
检查) 兰州市已在安监部门备案的存在职业病危害
的企业约 ! """ 家#本次调查共有 !"" 余家企业参
加职业健康检查#体检率较低#提示应加强宣传

&&&表 SH不同物理因素接触人员职业健康检查情况

物理因素
实检

人数P人

疑似职业

病人数P人

禁忌症

人数P人

总检出率P

e

噪声 #" EFH #$ $$ #<"!

高温 #%E " " "<""

微波 EF " " "<""

高气压 # " " "<""

其他 #G! " ! #<!E

合计 #" GI$ #$ I" #<"#

表 QH不同粉尘接触人员职业健康检查情况

粉尘类型
实检

人数P人

疑似职业

病人数P人

禁忌症

人数P人

总检出率P

e

煤尘 F GHG " " "

水泥尘 # %EG ## E% E<#E

铝尘 # "$$ " " "<""

铸造尘 $## #" #I E<F$

其他尘 EF$ " " "<""

电焊烟尘 E%E " " "<""

矽尘 !F" ! ! #<G"

滑石尘 E! " " "<""

云母尘 #E " " "<""

石棉尘 ## " " "<""

其他尘 !HF " " "<""

合计 #" !IE !E FF "<HG

表 TH主要化学毒物接触人员职业健康检查情况

化学因素
实检

人数P人

疑似职业病

人数P人

禁忌症

人数P人

总检出率P

e

汽油 # #F! " " "

甲苯 # "$H " " "

其他职业性急性
中毒的危害因素

#FF " # "<GF

二甲苯 #"G " " "

氨 EF " " "

锰及其化合物 E" " " "

其他 F"# " " "

合计 E "GG "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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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加强监管) 调查显示兰州市职业健康检查
结果疑似职业病和职业禁忌证总检出率 "<HHe#

低于其他地区 *! kF+ #其原因可能与兰州市职业病危
害程度,职业病防治效果,职业健康检查机构专业
技术能力都有关#有待进一步研究) 兰州市各县
区职业健康检查企业数 %!" cF" &家不等#这与安
监部门制订的年度执法任务有很大关系#部分企
业开展职业健康检查是为应付监督管理部门检
查#检查较少或不检查的企业绝大多数不主动进
行职业健康检查#甚至一些企业出于自身利益考
虑#规避承担主体职业卫生责任#这是造成职业卫
生问题相对严重的根本原因) 本次调查还显示#

参加在岗期间健康检查人员占 I"e以上#岗前和
离岗体检人数 ! """ 余人#所占比例较少#原因可
能是兰州市拥有大量劳动密集性企业#尤其是职
业病危害较严重的工序外包#操作员工的流动性
比较大#很多企业为节省开支#往往不主动安排接
触职业病危害的员工进行上岗前和离岗前职业健
康检查#加上由于企业平时对员工在职业健康监
护方面的培训教育不是十分到位#致使岗前和离
岗前职业健康体检开展较少) 因此相关部门应加
强管理#提高体检覆盖范围)
E<!&不同地区&行业&经济类型的企业职业健康检
查结果也不同

各地报道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接害率差别较大#

本次调查显示作业人员总接害率 %#<GFe#这与当
地生产力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职业病防治总体水
平等方面有一定关系) 按企业所属行业分析#制造
业和批发零售业总检出率高于其他行业#应与该行
业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属于易导致职业病的危害
因素有关) 按企业类型分析#外商及港澳台企业数
和人数所占比例较少#总检出率为 "#私有企业和集
体企业总检出率高于国有企业#与近年来随着市场
经济多元化发展有关#私营,股份制和个体企业数量
增多#这些企业大多重视经济效益#忽视职业卫生工
作 *G+ ) 按照企业规模分析#小型企业接害率高于大
中型企业#这与小型企业生产力水平低下#劳动环境
简陋#防护设施不到位#缺乏有效的职业卫生管理措
施有关 *H+ ) 监管部门应根据不同行业,不同类型及
不同规模的企业职业危害特点,接害程度和检出率
分类监管#提高职业病防治效果)
E<E&筛选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做好监管防护

!"#H 年兰州市体检人员主要危害因素以噪

声,粉尘,汽油,甲苯等为主#接触铸造尘,水泥尘,
铝尘,噪声作业人员疑似职业病和职业禁忌证检
出率较高) 噪声和粉尘是本市主要的职业病危害
因素) 提示存在这些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更
应重视职业健康#加强防护#适当增加健康检查项
目#定期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 ) 由此还发现接触
粉尘体检人员中#煤尘接触人数占首位#但是无一
例疑似职业病和职业禁忌症检出#根据职业病报
告分析#每年均有煤工尘肺的诊断病例发生 *I+ #究
其原因可能为企业管理内部存在一定问题#部分
企业对厂矿所属的医疗机构束缚干预过度#体检
部门将检出的疑似职业病或职业禁忌证未按职业
健康检查管理办法出具合格的职业健康体检报告
或未按职业病防治法要求将体检结果上报给卫生
行政部门) 因此应加强体检机构的对职业病防治
法律法规的有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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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售水机出水水质影响因素分析与控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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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天津市自动售水机 "简称制水机 %出水水质的主要影响因素并提出控制对策+

方法&!"#% 年和 !"#H 年单纯随机抽取 #F# 台制水机’对设备使用情况及水质指标进行调查分析+

结果&对 #F# 台制水机维护周期进行分析发现’!"#H 年设备维护周期&滤芯更换时间均短于 !"#% 年"设
备维护周期!!! o!!<#"’&q"<"F*滤芯更换时间!!! oI$<HE’&q"<"F% + 对其中单纯随机抽取的 $G 台制
水机进行出水水质检验发现’!"#% 年与 !"#H 年出水水质结果总合格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o
"<#!% + 进行多因素非条件 A(71Z41O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消毒设施不正常使用的危险度为 %G<%II’IFe ’(

为 G<"! cEFI<%$+ 结论&应加强制水机的卫生监督管理’对制水机消毒设施使用情况定期检测’及时更
换滤芯’保障饮水卫生安全+

关键词#现制现售水* 水质现状* 卫生监督管理
中图分类号#K#!E
!"#!#"<#E%!#PW9O+X19MWYZQ[[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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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现制现售水%简称现制水&在我国快速
普及#出现在居住小区,商业地段等区域#越来越多
的居民选择饮用这种新兴饮水方式) 有研究显示#

对上海市居民小区内 !G" 名居民进行调查#有 H$e

的居民表示一直直接饮用或经常饮用现制水 *#+ )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人类疾病 $"e与水有
关#水质不良可引起多种疾病 *!+ ) 现制水水质最主
要的卫生问题是细菌污染) 为了解制水机出水水质
卫生状况,探讨水质污染的影响因素#为规范该领域
卫生管理提供理论依据#保障居民饮水卫生安全#分
别于 !"#% 年和 !"#H 年单纯随机抽取天津市制水机
出水水样进行水质检测#并对制水机的环境影响因
素进行调查)

@H对象与方法

#<#&调查对象
天津市居民小区内制水机) !"#% 年单纯随机

抽取 #"# 台制水机进行设备使用情况调查并对其中
EG 台检验出水水质#!"#H 年单纯随机抽取 F" 台制
水机进行设备使用情况调查并全部检验出水水质)
#<!&方法
#<!<#&现场调查&由经过培训的专业调查员调查
并填写!现制现售饮水机情况调查表"#包括品牌,
水处理工艺,卫生许可,设备周围环境,滤芯的使用
和更换,消毒方式及消毒设施运转状况等)
#<!<!&水质调查&!"#% 年在 #"# 台制水机中单纯
随机抽取 EG 台检验出水水质#检验项目包括菌落总
数,总大肠菌群,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
a5,耗氧量) !"#H 年单纯随机抽取 F" 台制水机检验
出水水质#检验项目包括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耐热
大肠菌群,大肠埃希菌) 依照!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
方法" %]LPBFHF" k!""G& *E+要求#采用无菌操作方
法采集水样#在规定时间内统一进行水质检验) 评价
标准为!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LFH%I k!""G& *%+ )
#<!<E&统计和分析方法&全部调查数据在 /a1>,D
4,E<" 中录入#每份问卷均由两名数据录入员按照
事先确定的录入格式进行录入#二次录入结束后由
项目负责人进行逻辑性检查#不合格的予以及时纠
正) 在对录入数据进行检查后#采用 T?TT !!<" 软
件进行统计描述和分析#选取检验水准 #o"<"F)

统计制水机设备卫生状况,经营单位卫生管理
状况,设备维护周期和滤芯更换等的情况) 对计数
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

非条件A(71Z41O回归分析影响出水水质的影响因素#
将.水样合格率 /作为因变量 %" o合格## o不合
格&#自变量为 .消毒设施正常使用/ %" o是## o

否&,.是否有关闭的防护门/ %" o是## o否&,.最
近一次滤芯更换时间/%" o##" _## o%## c!"& _#
! o$!# _&)
#<E&质量控制

调查前对调查人员进行统一培训并考核) 采样
前先用水样荡洗采样器,容器和塞子%! cE&次#水
样注满容器#在 !h cFh保存#并在 % M 内送检) 样
品检验采取单盲法#检验者不被告知任何实验信息#

以控制检验结果偏差)

IH结果

!<#&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共涉及生产企业 #" 家#品牌,型号各

#" 个-管理单位 #" 个%I 个独立法人,# 个个体经营
者&) #F# 台制水机均有卫生许可批件#制水工艺均
为反渗透原理)
!<!&设备基本卫生情况

#F# 台制水机中# E"<Fe % %GP#F# & 的制水机
#" 2内有移动式垃圾桶-I"<#e %#EGP#F#&的制水
机的消毒设施能够正常使用-I$<He %#%IP#F#&的
制水机有防护门-I$<Ge %#%IP#F#&的制水机为裸
机并放置在物业规定的空地#水源连接为物业或住
户-只有 G<Ge%#"P#F#&的制水机有视频监控-仅有
# 台制水机公示卫生许可批件情况) 经统计分析#
!"#% 和 !"#H 年在周围污染物情况,消毒设施使用,

防护门,防护设施,视频监控以及公示卫生许可批件
的方面卫生状况均无统计学意义%表 #&)
!<E&卫生管理情况

对 #" 家经营单位的卫生管理状况进行调查发
现#全部企业均有维护记录#$G<$e%#E#P#F#&的企
业建立卫生管理制度#但维护人员中只有 EE<#e
%F"P#F#&有健康合格证明%表 !&)
!<%&设备维护情况

对 #F# 台设备维护情况进行调查发现#每周维
护的 占 %H<"e % H#P#F# &- 每 月 维 护 占 %I<"e
%H%P#F#&-每季度维护占 %<"e%GP#F#&#统计分析
发现 !"#H 年和 !"#% 年维护周期有统计学意义#
!"#H 年设备维护更加频繁) 同时调查最近一次滤
芯更换时间##" _ 内更换的占 !G<Fe % %"P#F# &-
%## c!"& _ 更换滤芯的占 %#<#e %G!P#F# &-!# _

’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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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H制水机卫生情况

项目
!"#%%% o#"#& !"#H%% oF"&

查见数P份 合格率Pe 查见数P份 合格率Pe
!! 值 &值

周围无污染源 GH GG<E E$ HG<" #<%H "<!E

消毒设施正常使用 I" $I<# %G I!<" "<E# "<F$

有防护门 II I$<" F" #""<" "<"G "<$#

有防护设施 " "<" ! %<" #<G# "<!#

有视频监控 E E<" H #%<" %<I! "<!H

公示卫生许可批件 " "<" # !<" "<#E "<H!

表 IH不同经营单位卫生管理状况

经营单位
检查

数量P份
卫生制度 人员健康证

查见数P份 合格率Pe 查见数P份 合格率Pe
g] GH GH #""<" " "<"
gAA5 %F %# I#<# EF HH<$
A5 #$ G EE<E % !!<!
SJK I I #""<" I #""<"
5Av % # !F<" " "<"
TSv ! ! #""<" " "<"
BSv ! ! #""<" " "<"
S] ! ! #""<" ! #""<"
]@ # # #""<" " "<"
gS # " "<" " "<"

总计 #F# #E# $G<$ F" EE<#

表 KH设备维护周期和滤芯更换时间

年份
检查数量P

份
维护周期 最近滤芯更换时间

每周 每月 每季度 #" _ 内 %## c!"& _ !# _ 及以上
!"#% #"# E$ G! # ! F" %I
!"#H F" EE #! F E$ #! "

!! 值 !!<#" I$<HE
&值 "<""" "<"""

以上更换占 E!<Fe%%IP#F#&#统计分析发现 !"#H 年
和 !"#% 年滤芯更换时间有统计学意义%表 E&)
!<F&出水水质检测情况

所有出水样品的总合格率为 $H<!e %HFP$G&#
检测指标中除菌落总数外#全部达标) 均未检出总
大肠菌群-!"#% 年出水水样中色度均 qF<"-均无嗅
和味,无肉眼可见物-a5均在 G<F c$<!F 范围之内-
耗氧量最小值 "<!$,最大值 #<G$) !"#H 年出水水
样中菌落总数最大值为 # !"" CUdP#"" 2A#总大肠
菌群,耐热大肠菌群,大肠埃希菌均未检出) 统计分
析发现#!"#% 年与 !"#H 年出水水质结果总合格率
无统计学意义%!! o!<%#&o"<#!&)
!<G&出水水质的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制水机出水水质的合格率情况#按照设备
#" 2内有无污染源,消毒设施是否正常使用,是否

有关闭的防护门,是否有维护建筑或遮雨罩#是否视
频监控范围内,是否建立卫生管理制度,维护时间,
最近一次滤芯更换时间,维护人员是否持有健康证
分别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消毒设施能够正常
使用,有关闭的防护门,最近一次滤芯更换时间较短
的设备出水水质合格率较好) 而其他因素对出水水
质合格率影响未发现统计学意义%表 %&)

对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进行多因素
非条件A(71Z41O回归分析#以出水水质合格率为应变
量#将消毒设施正常使用,有关闭的防护门,最近一
次滤芯更换时间设为自变量%表 #&#采用二分类非
条件A(71Z41O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消毒设施不正常
使用 的 危 险 度 为 %G<%II# IFe ’(为 G<"!" c
EFI<%$"#表示消毒设施不能正常使用#水质不合格
的风险性就更高%表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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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H影响水质的单因素分析结果

变量 例数P份
水质结果

合格P份 不合格P份
!! 值 &值

设备 #" 2内是否有污染源 "<#" "<HF
&是 %E E$ F
&否 %E EH G

消毒设施正常使用 E$<"G "<""
&是 HH HE %
&否 I ! H

是否有关闭的防护门 $<FH "<""
&是 $% HF I
&否 ! " !

是否有维护建筑或者遮雨罩 "<FF "<%G
&是 ! ! "
&否 $% HE ##

是否在视频监控范围内 !<"" "<#G
&是 H H "
&否 HI G$ ##

是否建立卫生管理制度 #<!G "<!G
&是 HE GF $
&否 #E #" E

维护时间 #<IE "<F#
&每周 FI F! H
&每月 !! #$ %
&每季度 F F "

最近滤芯更换时间 #%<#" "<""#
&##" _ E$ E$ "
&%## c!"& _ EI E" I
&$!# _ I H !

维护人员是否持有健康证 "<E! "<FH
&是 E$ E% %
&否 %$ %# H

表 RH影响水质的多因素非条件 =*;0)(0’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 #) ^,-_ 值 &值 *+
IFe ’(

下限 上限
消毒设施正常使用 E<$EI #<"%E #E<FEI "<""" %G<%II G<"!" EFI<%$"

是否有关闭的防护门 !"<E"G !$ %!"<"F" "<""" "<III G<FI" i#"$ "<"""

最近滤芯更换时间 k"<""% "<"H" "<""E "<IFG "<IIG "<$GH #<#%%

常数 k!G<II" !$ %!"<"F" "<""" "<III

KH讨论
本次调查发现天津市制水机的经营单位 I"e

为独立法人单位#制水机经过卫生许可并取得批件-

但制水机环境卫生状况参差不齐#E"<Fe的制水机
#" 2内有移动式垃圾桶#说明制水机安置位置不甚
妥当#未充分考虑居民生活习惯#规避可能的污染-

仅有 G<Ge的制水机周围设置视频监控#说明多数
经营企业安全风险意识不高#未能掌握制水机的产

水,销售等全过程的影像资料-同时有 #"e制水机
的消毒设施不能正常使用#影响水质处理效果) 有
EE<#e维护人员有健康合格证明#维护人员工作直
接接触制水机内部元件#无健康证明#不符合!传染
病防治法"中相关要求) 这些环境卫生问题对出水
水质的带来一定安全风险#与国内相关调查结果相
似 *F kG+ ) 设备滤芯更换 !"#H 年较 !"#% 年更加频
繁#说明随着用水量的增加#经营单位更加重视了对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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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滤芯的维护)
单因素分析发现消毒设施正常使用,是否有关

闭的防护门和滤芯更换时间是主要的影响因素) 多
因素分析发现#消毒设施不正常使用的危险度为
%G<%II#表示消毒设施不能正常使用#水质不合格的
风险性就更高) 加强对制水机消毒设施使用状况的
检查和巡视可以有效提高水质卫生状况)

现制水作为一种新兴饮水方式#涉及多个管理
领域#全国除上海,四川,河南,青岛等少数地区外尚
无针对性的法律法规和管理办法) 随着我国法制化
进程的不断深入#饮用水卫生安全的监督管理必须
依法开展#及时完善现制水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就显得十分必要) 经营单位应保持自律#提高自身
管理能力#及时按照制水机及滤材相应标准和要求
更换滤材#保证消毒设施能够正常使用#有效进行卫
生防护#避免水质受到二次污染) 制水机现场要有
机器名称,型号,卫生许可批件,滤芯更换记录及水
质自检等情况公示) 统一公示的样式和格式#以保
证制水机的公示信息更加规范统一#接受社会监督)
同时可以借助社区,居委会宣传公示栏,网络等方式
和传播通道#广泛宣传饮用水卫生知识#增强全民饮
用水卫生安全意识#从而构建 .企业自律,行业管
理,政府监管,社会监督/的模式 *H+ #实现现制水的
卫生监督管理全覆盖#保障居民的饮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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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玉溪市农田土壤 E 种重金属监测结果分析
刘英#&李旭东!&郑超!&王淑媛#

基金项目!!"#H 年度重大公共卫生中央财政支付项目"财社-!"#H.H! 号%

作者简介!刘英’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环境卫生项目执行

作者单位!# 红塔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玉溪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联系方式!云南省玉溪市明珠路 E% 号*邮编!GFE#""’/2,1-!M)(‘143N#!G9O(2

摘要#目的&分析云南省玉溪市 !"#H 年农田土壤铅&镉&铬 E 种重金属元素检测结果和指标的相关性’
为土壤环境质量评价&农田作物重金属含量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对玉溪市 E 个县区’#F 个乡镇 G" 个行政
村农田’按照(梅花形)布点采集农田表层土壤 G" 份’测定土壤重金属铅&镉&铬含量’采用方差分析和 ?3,*D
Z(+ 相关分析’对研究区土壤重金属的潜在生态风险进行评价+ 结果&G" 份农田土壤铅&镉&铬的含量均在
安全范围内’镉和铬符合国家一级土壤标准’铅含量符合国家二级土壤质量标准+ 铅&铬含量不同地区分布
有显著性差异+ 指标之间有相关性’同源性较强’受土壤自然影响大+ 结论&玉溪市农田土壤质量较乐观’
后续研究可从当地蔬菜&水果重金属含量检测入手+

关键词#农田土壤* 铅* 镉* 铬* 监测
中图分类号#K#!%
!"#!#"<#E%!#PW9O+X19MWYZQ[[9!"#$<"%<""%

5.-3F)0)*.1*.0(*90.; C&)D3()*%>79&&+&-BF 1&(-3)0.(7&CD9-3:*03*%XD800.IP@Q

ARdS1+7## ARV)_(+7!# J5/;]CM,(!# ^8;]TM)6),+#

&& 52)(9-’($ "2A&’(0B&)&B(,+,-6[34M3*3Z)-4Z(.4M*33M3,06234,-Z# ?‘# C_ ,+_ C*1+ .,*2-,+_ Z(1-(.
S)Q11+ !"#H ,+_ 4M3O(**3-,41(+ (.1+_3Q3Z4(a*(01_3,ZO13+41.1O‘,Z1Z,+_ *3.3*3+O3.(*30,-),41(+ (.Z(1-
3+01*(+23+4,-b),-146,+_ -303-Z(.M3,06234,-Z1+ .,*2-,+_ O*(aZ91&(7*/)&T1Q464(aZ(1-Z,2a-3ZY3*3O(--3O4D
3_ .*(2G" ,_21+1Z4*,410301--,73Z1+ #F 4(Y+Z,+_ 01--,73Z1+ E O()+413Z(.S)Q1,OO(*_1+74(,. a-)2.-(Y3*
ZM,a3/ _1Z4*1‘)41(+- ,+_ 4M3-303-Z(.?‘# C_ ,+_ C*1+ *)*,-Z(1-Z,2a-3ZY3*3_343*21+3_9BM3a(43+41,-3O(-(7D
1O,-*1ZX (.M3,06234,-Z1+ Z(1-Y,Z30,-),43_ ,+_ ,+,-6[3_ ‘60,*1,+O3,+,-6Z1Z,+_ ?3,*Z(+ O(**3-,41(+ ,+,-6Z1Z9
C&)D3()&BM3O(+43+4(.?‘# C_# ,+_ C*1+ G" 4(aZ(1-Z,2a-3ZY3*31+ ,OO(*_,+O3Y14M 4M3+,41(+,-Z(1-Z4,+_,*_
-1214Z9C_ ,+_ C*-303-Z1+ Z(1-Y3*31+ -1+3Y14M 4M3+,41(+,-a*12,*6Z4,+_,*_ -1214Z.(*Z(1-YM1-3?‘ Y,Z1+ -1+3
Y14M 4M3+,41(+,-Z3O(+_,*6Z4,+_,*_ -1214.(*Z(1-b),-1469BM3_1Z4*1‘)41(+ (.-3,_ ,+_ OM*(21)21+ _1..3*3+4*3D
71(+ZY3*3Z17+1.1O,+4-6_1..3*3+49BM3*3Y,Z,O(**3-,41(+ ,2(+7M3,06234,-1+_1O,4(*Z# Y14M ,Z4*(+7M(2(-(76#
YM1OM Y3*37*3,4-61+.-)3+O3_ ‘6+,4)*,-.,O4(*Z(.Z(1-94*.’3D)0*.)&BM3b),-146(..,*2-,+_ Z(1-1+ S)Q1Y,Z
*,4M3*(a4121Z41O98.(--(YD)a Z4)_6O()-_ ‘3O(+_)O43_ .*(2,_1*3O41(+ (._343*21+1+7M3,06234,-Z1+ -(O,-037D
34,‘-3Z,+_ .*)14Z9

E&F G*9/)$ .,*2-,+_ Z(1-# -3,_# O,_21)2# OM*(21)2# 2(+14(*1+7

&&重金属铅,镉,铬污染具有富集性#并且很难在
环境中降解) 文献报道见部分地区土壤监测面临重

金属污染的威胁 *#D!+ ) 高原地区土壤环境质量优劣
也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玉溪市地处滇中#是云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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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高原特色农业示范基地#目前尚未见本市农
田土壤重金属含量分布特征的详细研究报道) 为
此#对玉溪市 E 个县区农田土壤铅,镉,铬含量进行
监测#分析土壤重金属检测结果和指标之间相关性
进行评价#以便为土壤质量评价和高原特色农产品
重金属含量检测提供科学依据)

@H对象与方法

#<#&对象
玉溪市作为全国.中央补助农村环境卫生监测

项目/地市级#按照不同行政区划,地理地貌等因
素#选择红塔区,新平县,易门县 E 个县区作为监测
县-按照整群随机抽样原则#每个监测县选择 F 个乡
镇-每个乡镇随机选择 % 个行政村#每个行政村随机
选择 # 块农田作为采样点#共 G" 个采样点) 于
!"#H 年%H($&月统一开展监测工作)
#<!&采样

用 ]?T 定位#取样时用梅花形布点#多点混合
表层采样#每个样品不少于 # X7#采集时避开外来土
和新近扰动的土层) 土壤样品在室温环境下通风阴
干#然后压碎,研细#分别过 !" 目和 #"" 目筛#混合
均匀后装入聚乙烯样品袋待测)
#<E&仪器

微波消解仪%@̂ ?K\9!%5:BF" 安东帕商贸有
限公司&-赶酸器%L5̂ D"I 8#上海博通化学科技有
限公司&-J//+14H"" 原子吸收光谱仪%德国耶拿公
司&) a5值采用 a5电位计法测定)
#<%&测定方法

重金属铅,镉,铬的测定方法按照 !土壤质量

铅,铬的测定 石置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LPB
#H#%# k#IIH& *E+和!土壤总铬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法"%5’%I# k!""I& *%+ )
#<F&质量控制

采用平行双样检测#分析过程中均加入国家标
准土壤参比物质 ]L̂ "H%"E %]TTDE &进行质量控
制) 同时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对 #"e
样品进行外部质量控制复核)
#<G&数据处理

检测数据进入 T?TT !"<" 进行统计分析#单因
素方差检验,均值 IFe置信区间和 ?3,*Z(+ 相关系
数进行统计)

IH结果

!<#&重金属铅&镉&铬的监测结果
土壤 a5值为 F<!! cG<%H) 铅检测结果数值

IFe置信区间在 %%G<"H cG%<F% & 27PX7#均值为
FF<E" 27PX7- 镉的 IFe 置信区间在 % "<"$E c
"<#%F& 27PX7#均值为 "<##% 27PX7-总铬 IFe置信
区间在%H"<" c#"!<G$& 27PX7#均值为 $G<E% 27PX7)
根据!土壤环境质量标准"%]L#FG#$ k#IIF&*F+ #铅的
均值判定在土壤二级#镉和铬的均值判定在土壤一级)

玉溪市 E 个县区土壤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铅,
铬含量不同地区分布有显著性差异) 铅元素检测值
大小依次为红塔区 u易门 u新平#铬元素为新平 u
易门 u红塔区) 土壤中各重金属元素含量均在一定
范围波动#变异系数范围在 GFe c#"Fe#大小顺序
为$镉 u铬 u铅#铅元素离散幅度小#镉元素离散幅
度较大%表 #&)

表 @HIP@Q 年 K 个县区土壤样品铅$镉$铬含量检测结果 W;YN;

项目 地区 样本P份 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均值的 IFe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铅"?‘ 红塔区 !" H!<%% !E<%I "<E! G#<%F $E<%%

新平 !" %!<#$ #!<$" "<E" EG<#$ %$<#H

易门 !" F#<E" F!<%! #<"! !G<HG HF<$E

合计 G" FF<E" EF<HG "<GF %G<"H G%<F%

镉 C_ 红塔区 !" "<#"$ "<"G$ "<G!I "<"HG "<#%"

新平 !" "<"HH "<"EI "<F## "<"F$ "<"IF

易门 !" "<#F$ "<#$H #<#$! "<"H# "<!%F

合计 G" "<##% "<#!" #<"%I "<"$E "<#%F

铬"C* 红塔区 !" FG<EG !%<I! "<%% %%<H" G$<"!

新平 !" #!"<E" I%<#" "<H$ HG<!G #G%<E%

易门 !" $!<EG !H<$G "<E% GI<E! IF<%"

合计 G" $G<E% GE<!H "<HE H"<"" #"!<G$

&&注$"为方差检验#结果有显著性差异#&q"<"F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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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之间的联系
铅和镉含量的相关系数值为 "<GEI#通过了

"<"#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铅和铬含量的相关系数值
为 "<%"E#通过 "<"F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镉和铬含
量之间无相关性)

表 IH土壤重金属两两之间的相关系数%!ZSP&

项目 铅 镉 铬
铅 #<""" "<GEI"" "<%"E"

镉 k #<""" "<#"H

铬 k k #<"""

&&注$.%/代表样本量-. ""/"<"# 水平上显著相关-. " /表

示 "<"F 水平上显著相关-. k/表示无数据

KH讨论

本次调查采样海拔在%# FH" c! E#"& 2之间#
以!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L#FG#$ k#IIF& *F+为参
比值评价#玉溪市 E 个县区的土壤铅,镉,铬的均值
均在安全范围内) 铅含量均符合国家二级土壤质量
标准#镉和铬均符合国家一级土壤标准#研究结果较
乐观) 该项目是国家爱国卫生办公室资金长期监测
项目#目前在研究农田土壤质量现状#本项目暂时未
对种植的植被,土壤其他重金属元素项目进行监测#
作为参照文献报道云南省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质重
金属检出率也较低 *G+ #由此提出建议对后期土壤重
金属含量的调查研究展望#后续研究可从当地蔬菜,
水果,粮食等食物中重金属的含量入手#多角度评估
土壤重金属对作物的潜伏性影响)

在土壤的环境化学进程以来#土壤系统中重金
属物质的富集过程#变异性都会逐渐变大#变异系数
是体现各环境内某一个变量浮动趋势的一个量
纲 *H+ ) E 种重金属元素含量的变异系数大小顺序
为$镉 u铬 u铅#考虑本地镉元素的富集可能性大于
铅元素)

重金属的来源主要有以下两个途径$一个是自
然条件下的成土母质#另一个是矿山开发,城市建
设,固体废弃物堆积等活动) 各种重金属元素的含
量及其之间的比值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当重金属元
素的来源相同或相似时#重金属元素之间具有显著
的相关性#若没有相关性#说明来源可能不止一个#
污染来源较为复杂#反映土壤重金属为复合污染#因
此#相关性分析有助于重金属来源的辨识 *$+ ) 从玉
溪市重金属指标相关分析来看#铅和镉#铅和铬之间

有相关性#同源性较强#主要受土壤自然影响大#说
明本市农田浅层土壤尚未受到城市建设和废弃物堆
积活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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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兰州市西固区居民饮水量调查
李盛#&王金玉!&冯亚莉E&李守禹!&董继元%&王宇红#&常旭红%

李守凯#&贾清#&王龄庆#&余加琳#

基金项目!兰州市人才创新创业项目 "!"#GDKCD$I%*兰州市民生科技计划项目 "!"#GDED#"I%*兰州市城关区科技计划项目
"!"#GDHD!’!"#GDHDE%

作者简介!李盛’主任医师’主要从事环境与健康研究工作

作者单位!# 兰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兰州大学基础医学院* E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 兰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联系方式!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南滨河东路 III 号*邮编!HE""E"*/2,1-!##H$H"$%"HNbb9O(2

摘要#目的&了解兰州市西固区居民饮水量’为西固区居民饮用水健康风险评价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于 !"#H 年夏季"H 月%&冬季"#! 月%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从西固区选取 #$ 岁及以上常住居民 !%" 名’
通过问卷调查和标准量具相结合的方法进行饮水量调查’采用美国环保局公式计算西固区和中国不同性别
人群饮用水污染物暴露剂量+ 统计学分析采用 ^1-O(Q(+ 秩和检验和 g*)ZX,-D̂ ,--1Z秩和检验+ 结果&西固
区居民全年日均总饮水量&直接饮水量&间接饮水量中位数分别为 ! #G#&# $"" 和 %E" 2AP_+ 男性全年总饮
水量和直接饮水量"! %"% 和 ! """ 2AP_%均高于女性"! #%E 和 # H"" 2AP_% "&q"<"F%*不同年龄人群中’
"%F cG%%岁人群的全年总饮水量&直接饮水量和间接饮水量"! F"!&! """ 和 F!# 2AP_%最高’其中不同年龄
人群的总饮水量和间接饮水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q"<"F%*且冬季不同年龄人群的间接饮水量差异也有
统计学意义+ 西固区的女性饮用水污染物暴露剂量较男性高 #"<He*西固区男&女性的饮用水污染物暴露
剂量分别较中国同性别人群高 G<Fe&!"<!e+ 结论&西固区饮水健康风险评价应采用本地区暴露参数’同
时考虑性别等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总饮水量* 直接饮水量* 间接饮水量* 暴露剂量* 成人* 西固区
中图分类号#K#!
!"#!#"<#E%!#PW9O+X19MWYZQ[[9!"#$<"%<""F

:D9B&F *.!90.N0.; M-(&94*.)DW6(0*.*%C&)0/&.()0.[0;D!0)(90’(# =-.O7*D40(F

ARTM3+7## ^8;]’1+6)!# U/;]S,-1E# ARTM()6)+!# >\;]’16),+%# ^8;]S)M(+7## C58;]V)M(+7%#
ARTM()X,1## ’R8v1+7## ^8;]A1+7b1+7## Sd’1,-1+#

&& 52)(9-’($ "2A&’(0B&)&B()+_3*Z4,+_ 4M3_*1+X1+7Y,43*1+4,X3(.*3Z1_3+4Z1+ V17) >1Z4*1O4# A,+[M() C146#
,+_ 4(a*(01_34M3‘,Z1O_,4,.(*M3,-4M *1ZX ,ZZ3ZZ23+4(._*1+X1+7Y,43*1+ V17) >1Z4*1O491&(7*/)&84(4,-(.
!%" ,_)-4*3Z1_3+4ZY3*3*,+_(2A6Z3-3O43_ ‘62)-41a-3DZ4,73Z4*,41.13_ O-)Z43*.*(2 V17) >1Z4*1O41+ ’)-6,+_
>3O32‘3*# !"#H9BM31+.(*2,41(+ (+ _*1+X1+7Y,43*1+4,X3(.*3Z1_3+4ZY,Z1+03Z417,43_ ‘6)Z1+7b),+414,410323,ZD
)*323+4,+_ b)3Z41(++,1*3Z)*0369/Qa(Z3Z_(Z3Z(._*1+X1+7Y,43*a(--)4,+4Y3*3O()+43_ ‘6)Z1+72(_3-3b),41(+
(.dT /?89^1-O(Q(+ *,+X Z)243Z4,+_ g*)ZX,-D̂ ,--1Z*,+X Z)243Z4Y3*3)Z3_ .(*Z4*,41.13_ ,+,-6Z1Z(._*1+X1+7
Y,43*1+4,X39C&)D3()&BM323_1,+Z(.4(4,-_*1+X1+7Y,43*1+4,X3# _1*3O4_*1+X1+7Y,43*1+4,X3,+_ 1+_1*3O4_*1+XD
1+7Y,43*1+4,X3(.*3Z1_3+4ZY3*3! #G## # $"" ,+_ %E" 2AP_ 1+ V17) >1Z4*1O4# *3Za3O4103-69BM34(4,-_*1+X1+7
Y,43*1+4,X3,+_ _1*3O4_*1+X1+7Y,43*1+4,X3(.2,-3%! %"%# ! """ 2AP_& Y3*3,--M17M3*4M,+ 4M,4(..32,-3
%! #%E# # H"" 2AP_& %&q"<"F&9BM34(4,-_*1+X1+7Y,43*1+4,X3# _1*3O4_*1+X1+7Y,43*1+4,X3,+_ 1+_1*3O4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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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1+X1+7Y,43*1+4,X3(.a(a)-,41(+ ,73_ %%F cG%& 63,*Z(-_ Y3*3! F"! 2AP_# ! """ 2AP_ ,+_ F!# 2AP_#
*3Za3O4103-6# YM1OM Y3*34M3M17M3Z40,-)3Z,2(+7,--Z)‘W3O4Z# ,+_ 4M3*3Y3*3Z4,41Z41O,--6Z17+1.1O,+41+ 4M34(4,-
_*1+X1+7Y,43*1+4,X3,+_ 1+_1*3O4_*1+X1+7Y,43*1+4,X3,2(+74M3_1..3*3+4,73_ a3(a-39BM3*3Z)-4,-Z(ZM(Y3_
4M,43Qa(Z3Z_(Z3Z(._*1+X1+7Y,43*a(--)4,+41+O*3,Z3_ #"<He 1+ 4M3.32,-31+ O(2a,*1Z(+ (.2,-31+ V17)
>1Z4*1O49BM33Qa(Z3Z_(Z3Z(._*1+X1+7Y,43*a(--)4,+41+O*3,Z3_ G<Fe ,+_ !"<!e 1+ 2,-3,+_ .32,-31+ V17)
>1Z4*1O41+ O(2a,*1Z(+ (.4M3Z,2373+_3*a(a)-,41(+ 1+ CM1+,94*.’3D)0*.)&BM3-(O,-3Qa(Z)*3a,*,2343*ZZM()-_
‘3)Z34(4M3M3,-4M *1ZX ,ZZ3ZZ23+4(._*1+X1+7Y,43*1+ V17) >1Z4*1O49]3+_3*,+_ ,73ZM()-_ ‘34,X3+ 1+4(,OO()+4
1+ M3,-4M *1ZX ,ZZ3ZZ23+49

E&F G*9/)$ 4(4,-_*1+X1+7Y,43*1+4,X3# _1*3O4_*1+X1+7Y,43*1+4,X3# 1+_1*3O4_*1+X1+7Y,43*1+4,X3# 3Qa(Z3Z
_(Z3Z# ,_)-4Z# V17) _1Z4*1O4

&&近年我国水环境质量恶化问题日益严峻#黄河
等地表水污染严重 *#+ #相关地区人群健康问题凸

显 *!+ ) 健康风险评价是将环境污染与人体健康联
系起来的有效手段#其主要特点是以风险作为评价
指标#把环境污染与人体健康联系起来#定量描述污
染对人体产生的健康风险) 在评价水环境健康风险
过程中#除了要监测水中污染物的浓度#还要对人体
暴露于水环境污染物的行为和特征的参数进行定量
描述) 饮水量是饮水暴露参数的重要组成部分 *E+ #

饮水量越接近于评价目标人群的实际状况#则相应
的健康风险评价的结果也越准确) 目前#尽管已有文
献报道国内外多地区人群饮水量#但不同地区的调查
结果差异较大) 例如#我国北方某地区居民直接饮水
量为 # "!H<# 2AP_#比美国,日本分别高出 EG<"e,
F%<"e#但又远远低于土耳其%# $H$<I 2AP_& *% kF+ )

如果在饮用水健康风险评价中直接引用其他地区饮
水量#则评价结果将出现一定的误差 *G+ ) 因此#为
减少兰州市饮水健康风险评价误差#对兰州市西固
区常住居民饮水量进行了问卷调查#并比较了西固
区和中国不同性别人群饮用水污染物暴露剂量)

@H对象与方法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择西固区为研究区域#分别于 !"#H 年

夏季%H 月&和冬季%#! 月&#采用随机整群抽样的方
法#在西固区随机选择 # 个社区#对该社区常住居民
以每 E" 户为一组进行分组#然后使用随机数字选择
% 组作为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按%#$ c!%&岁,%!F c
E%&岁,% EF c%% &岁, % %F cF% &岁, % FF cG% &岁,
GF 岁及以上六个年龄段均衡和性别均衡%即构成比
相近&原则选取) 调查过程中#为满足样本性别和
年龄段均衡需要#每天均进行当日调查对象年龄和

性别分布分析#对不同年龄段或性别缺少的研究对
象进行及时补充) 最后#共选择研究对象 !%" 人)
#<!&调查内容与方法

本研究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进行入户调
查#采用调查问卷和标准量具相结合的方法获得研
究资料) 问卷内容包括%基本情况$性别,年龄等信
息) &直接饮水量$指以开水,瓶装水等以白水形式
饮用的水或者以咖啡,茶等形式冲饮的水#不包括牛
奶,饮料和啤酒等) 调查过程中#由调查员向调查对
象出示 !"" 和 %"" 2A标准杯#然后估计调查对象日
常饮水容器的容量#再根据调查对象的每日饮用杯
数#得出每日直接饮水量) ’间接饮水量$指以粥,
汤,米饭,馒头和面条形式摄入的水) 调查过程中#
由调查员向调查对象出示 !"" 和 %"" 2A标准碗#然
后估计调查对象日常进食米饭,面条等主食的容器
容量#再根据调查对象的每日进餐次数#得出每日进
餐量) 最后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 *H+中各种饮食
的含水率#计算调查对象的每日间接饮水量) (总
饮水量$为直接饮水量和间接饮水量的总和)
#<E&不同性别人群饮用水中污染物的暴露剂量的
计算

饮用水中污染物的暴露剂量根据公式%#& *G+计
算获得$

,$$-’.(+.)/.)$
01.,2

%#&

式中$,$$(污染物的日平均暴露剂量 *27P% X7’
_&+-

’(水中污染物的浓度#27P2A-
(+(饮水摄入量#2AP_-
)/(暴露频率#_P,-
)$(暴露持续时间#,-
01(体重#X7-
,2(平均终身暴露时间#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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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算过程中#由于 8Bo/Ui/>#因此#公式
%#&可简化为公式%!&$

,$$-’.(+
01

%!&

#<%&质量控制
本研究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进行入户调

查#统一填写要求) 调查过程中#居民饮水量的调查
采用标准杯和标准碗#以保证结果的准确性) 对回
收的问卷进行严格质量审核#不合格的要求重新填
写#并进行电话回访) 检查结果在录入计算机时设
置逻辑检查#并对部分调查资料进行双录入)
#<F&数据分析

采用 /QO3-!""E 软件建立数据库#T?TT #$<" 软
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统计描述#身高,年龄采用均数
表示#饮水量采用百分位数%&F#&F"#&IF &表示) 分
别采用 ^1-O(Q(+ 秩和检验和 g*)ZX,-D̂ ,--1Z秩和检
验进行饮水量性别和年龄别分析#以 &q"<"F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IH结果

!<#&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共选择兰州市西固区居民 !%" 人#其

中男性 ##! 人 % %G<He&-女性 #!$ 人 % FE<Ee&)
%#$ c%%&岁 #"F 人 %%E<$e&- %%F cG% &岁 I% 人
%EI<!e&-GF 岁及以上 %# 人 % #H<"e&) 体重在
%F# c#G" & X7之间# 平均体重 GF<H g7) 身高在
%#%" c#$$& O2之间# 平均身高 #GG<I O2)

!<!&总饮水量
兰州市西固区居民全年,夏季和冬季的日均总

饮水量中位数分别为 ! !G#,! !%% 和! !$! 2AP_#
冬,夏季的总饮水量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男性全年
总饮水量高于女性 %3ok!<%E##&q"<"F&#但夏
季,冬季的总饮水量无显著的性别差异) 不同年龄
人群全年总饮水量由高到低依次为$%%F cG%&岁,
%#$ c%%&岁,GF 岁及以上人群#不同年龄人群全年
总饮水量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o##<%"!#
&q"<"F&-但夏季,冬季的总饮水量无显著的年龄
差异%表 #&)
!<E&直接饮水量

西固区居民全年,夏季,冬季的日均直接饮水
量中位数均为 # $"" 2AP_) 男性全年的直接饮水
量高于女性 %3ok!<"$I#&q"<"F & #但夏季,冬
季的直接饮水量无显著的性别差异) 不同年龄人
群全年,夏季,冬季的直接饮水量由高到低依次
为$%%F cG%&岁,%#$ c%% &岁,GF 岁及以上人群#
但不同年龄人群直接饮水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表 !& )
!<%&间接饮水量

西固区居民全年,夏季和冬季的日均间接饮水
量中位数均为 %E" 2AP_) 女性全年,夏季,冬季的
间接饮水量略高于男性#但不同性别人群的间接饮
水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不同年龄人群全年,夏季,
冬季的直接饮水量由高到低依次为$%#$ c%%&岁,
GF 岁及以上和 %%F cG%&岁人群#其中不同年龄人
&&表 @H兰州市西固区居民总饮水量 W=Y/

变量 分组
夏季总饮水量 冬季总饮水量 全年总饮水量

&F 4 &IF &F 4 &IF &F 4 &IF
性别 男性 # !!I ! %$% % GHF # !%" ! E!G % GHF # !EI ! %"% % F%F

女性 IG! ! #%E % #EH # "!G ! #%H % #EH # "!$ ! #%E % #!H

年龄P岁 #$ c%% # ""% ! #%" % F%H # ##F ! "II % F%G # #I$ ! ##% % F%F
%F cG% # !I% ! %FI % %GG # !I# ! G"E % %$E # E"I ! F"! % %#E

$GF G#H # I#" % #"" FI% # $E% E EE% G#H # I#" E E%!

合计 # #!$ ! !%% % EG# # #F" ! !$! % EG# # #%H ! !G# % EG#

表 IH兰州市西固区居民直接饮水量 W=Y/

变量 分组
夏季直接饮水量 冬季直接饮水量 全年直接饮水量

&F 4 &IF &F 4 &IF &F 4 &IF
性别 男性 I"" ! """ % #F" I$F ! """ % #F" IGF ! """ % """

女性 G"" # H"" E #F" G"" # H"" E #F" G"" # H"" E ##"
年龄P岁 #$ c%% H$" # $"" E """ I"" # FF" E #!F IE" # G"" E """

%F cG% # """ # I"" % """ # """ ! """ % """ # """ ! """ % %""
$GF %GF # G"" E I!" %G" # F"" E #I" %GF # F"" E !""

合计 HE" # $"" E F"" HE" # $"" E F"" HE" # $"" E F""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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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KH兰州市西固区居民间接饮水量 W=Y/

变量 分组
夏季间接饮水量 冬季间接饮水量 全年间接饮水量

&F 4 &IF &F 4 &IF &F 4 &IF
性别 男性 #%" %!E # E#% #%" %!E # E#% #%" %!E # !HE

女性 H" %E" # E!H H" %E" # E!H H" %E" # E#"

年龄P岁 #$ c%% #%" %E" # %!H #"% %"E # E%" #%" %!F # E%I

%F cG% GE %G# # %EI H" F%% # %GI H" F!# # E%I

$GF I% !F" HIH IE !%E HIH I% !F" HIH

合计 IE %E" # !H! IE %E" # !H! IE %E" # !H!

群全年,冬季的间接饮水量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 值$##<EI!#$<#!$#&q"<"F&%表 E&)
!<F&饮用水暴露参数选择对暴露剂量的影响

兰州市西固区的女性饮用水污染物暴露剂量较
男性高 #"<He-西固区男,女性的饮用水污染物暴
露剂量分别较中国同性别人群高 G<Fe, !"<!e
%表 %&)
表 LH中国和兰州市西固区男$女性居民饮用水污染物暴露剂量

地区 分组 (+ 01 ,$$

西固区 男性 ! %"% HE<% E!<$ C

女性 ! #%E FI<" EG<E C

中国 男性 ! """ GF<" E"<$ C

女性 # H#E FG<$ E"<! C

KH讨论

饮水量是饮水健康风险评价中的重要参数#本
研究对西固区居民饮水量进行了调查分析) 结果显
示#西固区居民总饮水量中位数高于我国成人总饮水
量中位数%# $F" 2AP_&及西南地区%# F"" 2AP_&,华
南地区%# GF" 2AP_&,东北地区%# !HF 2AP_&,华东
地区%! "!F 2AP_&和西北地区%! #"" 2AP_&的饮水
量#低于华北地区饮水量%! EE$ 2AP_& *$+ ) 与我国
具体的区域调查结果比较#低于河南泌阳县饮水量
%! H!"<F 2AP_& *%+ #但高于长沙市%# FHF 2AP_&和四
川名山县%# $$" 2AP_&饮水量 *ID#"+ ) 说明我国幅员
辽阔#不同地区居民的饮水量存在较大差异)

季节分层结果显示#西固区居民夏季和冬季的
饮水量无显著差异#这与我国长沙市泌阳县两地区
的结果不一致 *I###+ ) 可能与南北地区气候环境不同
有关) 南方地区夏季炎热#人体新陈代谢较快#生理
消耗量较大#导致夏季饮水量明显增多-而兰州地区
是有名的避暑胜地#夏季较少出现高温天气#故而饮
水量并未出现较明显的季节差异) 另一方面也可能
与兰州地区的饮食习惯相关) 兰州地区人群夏季喜

食烧烤等高脂肪辛辣食物#主要辅以各种饮料#而饮
料的摄入量和脂肪等高能量食物的摄入呈正相
关 *#!+ ) 但饮料的摄入量并未计入本次研究的总饮
水量#因而可能导致西固区居民夏季和冬季的饮水
量并未出现显著差异) 性别分层结果显示#西固区
男性居民饮水量高于女性#与国内外文献报道一
致 *%DG#$D#G+ ) 这可能与男性基础消耗量和运动消耗较
大相关 *#G+ ) 尤其是冬季低温环境中#更可能通过
米,面,粥,汤等饮食量增加补充消耗#从而使间接饮
水量和总饮水量增多) 年龄分层结果显示#西固区
居民中#以%%F cG%&岁人群饮水量最高#GF 岁及以
上人群饮水量最低#与国内外大部分文献报道一
致 *#ED#H+ ) 这可能由于%%F cG%&岁人群是社会的骨
干力量#社会经济条件较好#受教育水平较高#健康
保健意识较强#会有意识主动增加饮水量#以利于达
到保障机体健康的需要 *#!+ ) 而 GF 岁以上人群由于
基础代谢较低#运动消耗较小#再加上骨骼肌减少#
使饮水量明显下降 *#$+ )

结果还显示#采用西固区男,女性饮水量计算获
得的饮用水污染物暴露剂量均高于采用中国同性别
人群平均饮水量的暴露剂量) 姜登岭等 *G+的研究
也表明分别选择中国和美国暴露参数计算的暴露剂
量不同) 因此#在饮用水健康风险评价中引用本地
区暴露参数#将极大的提高评价结果的整体精度)
结果也显示#西固区的女性暴露剂量高于男性#提示
在饮用水健康风险评价中引用本地区暴露参数的同
时也要考虑性别影响)

综上所述#西固区居民饮水量与我国其他地区
不同#且男性全年总饮水量和直接饮水量高于女性#
%%F cG%&岁人群全年总饮水量和间接饮水量#冬季
的间接饮水量高于其它年龄段) 西固区居民饮用水
的暴露剂量与我国同性别人群不同) 因此#在西固
区饮水健康风险评价中应引用本地区暴露参数#同
时考虑相关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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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郑婵娟#王贝贝#周桂凤9长沙地区居民饮水暴露参数调查

*’+9环境与健康杂志#!"#F#E!%H& $G#" kG#E9%R+ /+7-1ZM$

JM3+7C’# ^,+7LL# JM() ]U9>*1+X1+7Y,43*3Qa(Z)*3.,O4(*Z

,2(+7*3Z1_3+4Z1+ CM,+7ZM,*’+9’/+01*(+ 53,-4M# !"#F# E!

%H& $ G#" kG#E9&

*#"+&郑婵娟#段小丽#王宗爽#等9泌阳地区居民冬季饮水暴露参

数研究 *’+9环境与健康杂志#!"#E#E" %E& $!!G k!!I9%R+

/+7-1ZM$ JM3+7C’# >),+ VA# ^,+7JT# 34,-9>*1+X1+7Y,43*

3Qa(Z)*3.,O4(*Z,2(+7*3Z1_3+4Z1+ L16,+7,*3,1+ Y1+43**’+9’

/+01*(+ 53,-4M# !"#E# E"%E& $ !!G k!!I9&

*##+&A33ĝ # TM1+ ># T(+7^\9B(4,-Y,43*1+4,X3.*(2‘303*,73Z

,+_ .((_Z1Z,ZZ(O1,43_ Y14M 3+3*761+4,X3,+_ 3,41+7‘3M,01(*Z1+

g(*3,+ ,_)-4Z*’+9;)4*13+4Z# !"#G# $%#"& $ G#H9

*#!+&黄楠#郑婵娟#段小丽#等9饮水暴露健康风险评估中的水摄

入率*’+9环境与健康杂志#!"#!#!I%!& $#"I k##%9%R+ /+7D

-1ZM$ 5),+7;# JM3+7C’# >),+ VA# 34,-9^,43*1+4,X3*,431+

M3,-4M *1ZX ,ZZ3ZZ23+4.(*_*1+X1+7Y,43*3Qa(Z)*3*’+9’/+01*(+

53,-4M# !"#!# !I%!& $ #"I k##%9&

*#E+&张剑#赵富旺#龚为进9水质健康风险评价的暴露参数研究

*’+9节水灌溉#!"#F# %G & $%E k%G9%R+ /+7-1ZM$ JM,+7’#

JM,(Û # ](+7^’9/Qa(Z)*3.,O4(*Z.(*Y,43*b),-146M3,-4M

*1ZX ,ZZ3ZZ23+4*’+9^,43*T,0R**17# !"#F# %G& $ %E k%G9&

*#%+&邓玉#倪福全#向璐#等9四川盆地西缘农村居民饮用水健康

风险暴露参数的研究*’+9农业环境科学学报#!"#E#E!%!& $

!%% k!F"9%R+ /+7-1ZM$ >3+7S# ;1Uv# V1,+7A# 34,-9K3D

Z3,*OM (+ 4M3M3,-4M *1ZX ,ZZ3ZZ23+43Qa(Z)*3.,O4(*Z(.*)*,-

*3Z1_3+4Zn_*1+X1+7Y,43*1+ 4M3Y3Z43*+ 3_73(.4M3T1OM),+ L,D

Z1+# CM1+,*’+9’87*(k/+01*(+ TO1# !"#E# E! % ! & $ !%% k

!F"9&

*#F+&向明灯#于云江#李琴#等9太湖饮用水源地附近居民暴露参

数*’+9环境科学研究#!"#!#!F%!& $#HI k#$F9%R+ /+7-1ZM$

V1,+7@># S) S’# A1v# 34,-9/Qa(Z)*3.,O4(*Z(.*3Z1_3+4Z,D

*()+_ B,1M) A,X3_*1+X1+7Y,43*Z()*O3Z143*’+9K3Z/+01*(+

TO1# !"#!# !F%!& $ #HI k#$F9&

*#G+&K(Z1+73*8# 53**1OX g9>,1-6Y,43*1+4,X3,2(+7d9T923+ ,+_

Y(23+# !""I k!"#!*’+9;C5T >,4,L*13.# !"#G# %!%!& $ # k

$9

*#H+&@1Z4)*,A# >n8__3[1(A# B)**1+189L303*,73O(+Z)2a41(+ M,‘14Z

1+ R4,-1,+ a(a)-,41(+$ ,ZZ(O1,41(+ Y14M 4(4,-Y,43*1+4,X3,+_ 3+3*D

761+4,X3*’+9;)4*13+4Z# !"#G# $%##& $ GH%9

*#$+&S((’R# CM(15# T(+7TS# 34,-9K3-,41(+ZM1a ‘34Y33+ Y,43*1+D

4,X3,+_ ZX3-34,-2)ZO-32,ZZ1+ 3-_3*-6g(*3,+Z$ ,+,41(+Y1_3

a(a)-,41(+ k‘,Z3_ Z4)_6*’+9;)4*141(+# !"#$# FE$ E$ k%!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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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温室土壤与蔬菜重金属及类金属健康风险评价
荣井荣&朱丽娟&罗中枢&卢永立&李睿超

作者简介!荣井荣’主管检验技师’从事食品安全研究工作

作者单位!伊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联系方式!黑龙省伊春市伊春区杜鹃路 #$" 号*邮编!#FE"""*/2,1-!F#!H!F!"%Nbb9O(2

摘要#目的&为了提高设施蔬菜健康风险预警能力和安全性’将食品安全风险市场流通环节控制到田间
地头生产环节’直接对产地设施蔬菜土壤与蔬菜重金属及类金属"铅&镉&砷和汞%进行监测’评价其污染和
健康风险水平+ 方法&本文以伊春地区设施蔬菜种植土壤为例’采样单项污染指数法评价伊春市设施蔬菜
土壤重金属及类金属污染情况’运用美国环保署"dT/?8%目标危害系数"4M34,*734M,[,*_ b)(413+4’ B5v% 法
评价蔬菜中 % 种重金属及类金属健康风险水平+ 结果&设施蔬菜 %$ 份土壤铅&镉&砷和汞单项污染指数平
均值分别为 "<!#’"<E#’"<"H! 和 "<#$’所检测的 E$% 蔬菜样本重金属及类金属含量均不超标+ 结论&伊春
市设施蔬菜土壤重金属及类金属环境污染尚处于清洁状态’设施蔬菜重金属及类金属含量对人体健康风险
整体尚处于安全水平+

关键词#设施蔬菜* 重金属及类金属* 健康风险* 目标危害系数
中图分类号#K#!
!"#!#"<#E%!#PW9O+X19MWYZQ[[9!"#$<"%<""G

+&-3(7C0)N5))&))W&.(*.+&-BF 1&(-3)-./1&(-33*0/)0.:*03-./
J&;&(-23&)*%<9&&.7*D)&

K\;]’1+7*(+7# J5dA1W),+# Ad\JM(+7ZM)# AdS(+7-1# ARK)1OM,(

&& 52)(9-’($ "2A&’(0B&)&R+ (*_3*4(12a*(034M33,*-6Y,*+1+7,‘1-146,+_ Z,.346(.03734,‘-3M3,-4M *1ZX# 4M3
*1ZX (..((_ Z,.346,+_ M3,-4M Y,Z2(+14(*3_ .*(24,‘-34(.13-_# ,+_ 4M303734,‘-3Z(1-,+_ 03734,‘-3M3,06234,-Z
,+_ 2344,--(1_Z%-3,_# O,_21)2# ,*Z3+1O,+_ 23*O)*6& Y3*32(+14(*3_# ,+_ 4M3-303-Z(.a(--)41(+ ,+_ M3,-4M *1ZX
Y,Z30,-),43_91&(7*/)&B,X1+74M3Z(1-(.03734,‘-3a-,+41+71+ S1OM)+ ,Z,+ 3Q,2a-3# 4M3O(+4,21+,41+31+_3Q
(.M3,06234,-Z,+_ 234-,--(1_Z1+ Z(1-Z(.S1OM)+ Y3*330,-),43_ ‘6Z1+7-3a(--)41(+ 1+_3Q234M(_ 9BM3M3,-4M *1ZX
-303-Z(.% X1+_Z(.M3,06234,-Z,+_ 234,--1X3234,-Z1+ 03734,‘-3ZY3*330,-),43_ ‘64M34M34,*734M,[,*_ b)(413+4
%B5v& 234M(_ (.4M3d+143_ T4,43Z/+01*(+23+4,-?*(43O41(+ 873+O6%dT/?8&9C&)D3()&BM3,03*,730,-)3(.
-3,_# O,_21)2# ,*Z3+1O,+_ 23*O)*6a(--)41(+ 1+_3Q(.%$ a,*4Z(.4M303734,‘-3Z(1-Y3*3"<!## "<E##"<"H! ,+_
"<#$# *3Za3O4103-69BM3-303-Z(.M3,06234,-Z,+_ 234-,--(1_Z1+ 4M3E$% 03734,‘-3Z,2a-3ZY3*3+(43QO33_1+74M3
Z4,+_,*_Z94*.’3D)0*.)&3+01*(+23+4,-a(--)41(+ (.M3,06234,-Z,+_ 2344,--(1_Z1+ 7*33+M()Z303734,‘-3Z(1-Z1+
S1OM)+ ,*3Z41--1+ ,O-3,+ Z4,439BM3M3,06234,-,+_ 2344,--(1_Z-303-Z1+ a*(43O43_ 03734,‘-3Z,*3Z41--,4,Z,.3
-303-.(*M)2,+ M3,-4M *1ZXZ9

E&F G*9/)$ 7*33+M()Z303734,‘-3# M3,06234,-,+_ 234,--(1_# M3,-4M *1ZX# 4,*734_,2,73O(3..1O13+4

&&重金属对人体具有高毒危害性) 据 ^5\等的
研究#其在人体内的过量累积可诱发心脑血管病,肾

病,神经系统和骨骼等器官病变#严重者甚至会致
癌 *# kE+ ) 新世纪以来#随着农业生产技术水平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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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民生活品质需求的不断提高#我国蔬菜种植方
式开始由传统的种植手段向设施蔬菜种植的模式转
变#由于土壤中重金属可能会通过食物链威胁到人
类健康 *% kF+ #因此设施蔬菜土壤和蔬菜中重金属的
累积和健康风险越来越受到国外学者的重视 *G kI+ )

设施农业是通过采用现代农业工程和机械技
术#改变自然环境#为动,植物生产提供相对可控制
甚至最适宜的温度,湿度,光照,水和肥等环境条件#
而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对自然环境的依赖进行有效生
产的农业#具有高投入,高技术含量,高品质,高产量
和高效益等特点#是最有活力的农业新型产业 *#"+ )
但设施农业因其生产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且具有
肥料投入量大,温度高,湿度大,光照弱等特点#更易
造成重金属在土壤中的积累#从而对设施土壤的生
态环境造成潜在的负面影响)

本研究以新种植的设施蔬菜土壤和蔬菜中重金
属含量为研究对象#采用单项污染指数法评价伊春
市设施蔬菜土壤重金属污染情况#运用美国环境保
护署 %dT/?8&目标危害系数法 %4M34,*734M,[,*_
b)(413+4# B5v& *##+评价设施蔬菜中 % 种重金属及
类金属健康风险水平#以期从蔬菜生产源头监测着
手#跟踪土壤(蔬菜环境过程中重金属迁移变化#为
蔬菜中重金属风险监测和污染控制提供一个新思路
及数据支持)

@H材料与方法

#<#&供试样品
#<#<#&土壤样品&分别于 !"#F 年 % 月 #F 日和
!"#G 年 I 月 !" 日采集土壤样本#土壤采样点分布
于伊春市伊春区 %! 个设施蔬菜基地&,乌马河区
%! 个设施蔬菜基地&,友好区%# 个设施蔬菜基地&,
南岔区%# 个设施蔬菜基地&和铁力市%! 个设施蔬
菜基地&#共 $ 个设施蔬菜基地#每个设施蔬菜基地
随机选取 G 栋设施蔬菜大棚作为固定采样点%土壤
和蔬菜&#即每个采样地区为 # 个采样单元#每个采
样单元设置 G 个采样点#每个采样点选择梅花点法
设置 F 个分点#采取 % 分点法将 F 个分点样品制成
# 个混合土壤样本#共采集 %$ 份土壤样本) 土壤混
合样采自耕作表层土壤%深度 " c!" O2&#去掉土
壤中石粒,植物枝叶等杂物#自然风干#研磨后过
#"" 目尼龙筛备用)
#<#<!&蔬菜样品& !"#F 年 % 月(!"#G 年 #! 月#
分别于上述固定采样点设施蔬菜基地#每年两次#分

别采集白菜,青椒,黄瓜,豆角,番茄,茄子 G 种蔬菜#
共 E$% 份) 样品采集后装入洁净的塑料袋内# 置于
保温箱中常温运送至实验室# 检测铅,镉,砷,汞
% 种重金属)
#<!&测试
#<!<#&仪器&C_#?‘$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日本岛津原子吸收火焰石墨炉一体机 G$""&-8Z#
57$氢化物发生原子荧光光谱法%北京海光原子荧
光分光光度计 !!"!/&)
#<!<!&方法&蔬菜样品检测依据分别为$ !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第一法 石墨炉原子
吸收光谱法& %]LF""I<#! k!"#"& *#!+ ,!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食品中镉的测定"%第一法 石墨炉原子吸
收光谱法& %]LF""I<#F k!"#%& *#E+ ,!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 %第二法 氢化
物原子荧光光谱法& %]LPBF""I<## k!"#% & *#%+ ,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汞及有机汞的测定"
%第一法 原子荧光光谱法 & %]LPBF""I<#H k
!"#%& *#F+ ) 土壤样品中铅,镉,砷和汞检测依据为
!土壤质量 铅,镉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法" %]LPB#H#%# k#IIH& *#G+ ,!土壤质量 总汞,总
砷和总铅的测定 第 ! 部分 土壤中总砷的测定"
%]LPB!!#"F<! k!""$& *#H+和!土壤质量 总汞,总砷
和总铅的测定 第 # 部分 土壤中总汞的测定 "
%]LPB!!#"F<# k!""$& *#$+ #分析过程以国家生物
成分分析标准物质 ]L̂ #""!# %]TLD#! 豆角&和
]L̂ "H%!%%]TTD#" 松嫩平原土壤&进行质量控制)
#<E&结果统计与质量评价
#<E<#&统计方法&所有检测结果经过 RL@ T?TT
T4,41Z41OZ!"<"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E<!&土壤评价标准&!温室蔬菜产地环境质量评价
标准"%5’PBEEE k!""G& *#I+为土壤质量评价标准# 土
壤的 a5为 G<F cH<F 时#土壤中汞%57&标准限量值为
"<E 27PX7#砷%8Z&!F 27PX7#镉%C_&为 "<E 27PX7#
铅%?‘&为 F" 27PX7) 蔬菜中重金属及类金属含量
的卫生标准评价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
物的限量" %]L!HG! k!"#H& *!"+为参考依据#蔬菜
中重金属及类金属含量最高允许限值如表 #)
#<E<E&土壤质量评价方法&土壤环境质量分类采
用单项污染指数法) 单项污染指数法$

?1o)1PT1 %#&
式中$?1(土壤中污染物 1的污染指数-

)1(土壤中污染物 1的实测浓度#27PX7-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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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H蔬菜中重金属最高允许限量 W;YN;

蔬菜类别%名称& 最高允许限值
铅%?‘& 新鲜蔬菜%芸薹类蔬菜,叶菜蔬菜,豆类蔬菜,薯类除外& "<#

芸薹类蔬菜,叶菜蔬菜 "<E

镉%C_& 新鲜蔬菜%块根和块茎蔬菜,叶菜蔬菜,豆类蔬菜,茎类除外& "<"F

叶菜蔬菜%包括芸薹类叶蔬菜& "<!

砷%8Z& 新鲜蔬菜 "<"#

汞%57& 新鲜蔬菜 "<F

&&T1(土壤中污染物 1的评价标准值%表 #&)
土壤重金属及类金属污染分级标准为清洁#土

壤各单相或综合质量指标#"<H-尚清洁#"<H q土壤
各单相或综合质量指标##-超标#土壤各单相或综
合质量指标﹥ #)
#<E<%&蔬菜中重金属暴露健康风险评价&采用美
国环境保护署%dT/?8& 于 !""" 年发布的目标危害
系数法%4M34,*734M,[,*_ b)(413+4# B5v& 评价暴露
人群的健康风险) 其特点是不仅能评价单一重金属
暴露的健康风险#也能评价多种重金属复合暴露的
健康风险#目前已有不少学者运用此法进行重金属
暴露的健康风险评价 *## k#E+ ) 该法假定污染物吸收
量等于摄入量#以测定的污染物人体摄入剂量与参
考剂量的比值作为评价标准#如果单一重金属风险
B5v值 u##则说明相关暴露人群就会有健康风险)
B5v值越大#表明该污染物对人体健康风险越大)
鉴于重金属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一般是由多种重金属
协同作用的结果#因此#用 BB5v值表示多种重金属
复合风险) 如果 BB5v值 q##则表明没有明显的健
康风险-反之#则说明对人体健康产生的危害可能性
很大) 计算公式见%!&和%E&)

单一重金属风险$
B5vo%/Ui/>iURKiC&P%KU> î 8LiB8& i#"

kE

%!&
式中$B5v(目标危害系数值

/U(暴露频率#_P,-
/>(暴露区间#,-
URK(蔬菜摄入率#7P_-
C(蔬菜中重金属含量#27PX7-

KU>(参考剂量#27PX79_-
^8L(平均体重#X7-
B8(非致癌平均暴露时间#_)

多种重金属复合风险$

BB5vo% B5v %E&

&&公式%!&中各项参数名称及取值见表 !)

表 IH蔬菜中重金属含量健康风险分析参数取值

参数符号 参数名称 指标取值
指标取

值来源

/UP%_P,& 暴露频率 EGF *##+

/>P%,& 暴露区间 E"%成人& *!!+

H%儿童& *!E+

URKP%7P_& 蔬菜日摄入量 !%%<IF%成人& *!E+

#$G<$%儿童& *!E+

CP%27PX7& 蔬菜重金属含量 见表 H 本文测定
B8P%_& 非致癌平均暴 #" IF"%成人& *!!+

露时间 ! FFF%儿童& *!!+

^8LP%X7& 平均体重 GE<%F%成人& *!E+

!F<G%儿童& *!E+

KU>P%27PX7’_& 参考剂量 ?‘ o"<""E F *!%+

C_ o"<""# *!%+

8Zo"<""" E *!%+

57o"<""" E *!%+

#<%&质量控制
#<%<#&准确度与精确度确认&每种指标检测结果
的准确度与精确度用加标回收率测定#在样品中加
入一定量标准物质测定其回收率) 至少测试 H 次加
标样#且 H 次加标样应该平均在 E _ 做完) 记录测
试结果并计算回收率#回收率范围应该在 $"e c
#!"e之间#KT>#!"e)
#<%<!&检测结果重现性确认&每种指标检测结果
的重现性用多次分析所得结果的相对标准偏差
%KT>&来表示) 每个指标随机选择 ! 个样品#每个
样品测定 % 次#要求 KT>#Fe)
#<%<E&方法检出限%@>A&的确认&重复测定试剂
空白中的标品至少 H 次#计算出标准偏差 Z#乘以 E
可以得到 @>A的估计值) 选择质地均匀的样品#并
确保样品无读数#加入和 @>A估计值浓度相近的标
品#重复试验至少 H 次#H 次试验平均分布在 E 日内
完成)

计算加标试验的标准偏差#

’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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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KH格拉布斯系数 ;P%!’.&

+
"

"<"# "<"F
+

"
"<"# "<"F

+
"

"<"# "<"F
+

"
"<"# "<"F

E #<#F #<#F #" !<%# !<#$ #H !<H$ !<%H !% !<II !<G%
% #<%I #<%G ## !<%$ !<!% #$ !<$! !<F" !F E<"# !<GG
F #<HF #<GH #! !<FF !<!I #I !<$F !<FE !G E<#" !<H%
G #<I% #<$! #E !<G# !<EE !" !<$$ !<FG !H E<#$ !<$#
H !<#" #<I% #% !<GG !<EH !# !<I# !<F$ !$ E<!% !<$H
$ !<!! !<"E #F !<H" !<%# !! !<I% !<G" !I E<E% !<IG
I !<E! !<## #G !<H% !<%% !E !<IG !<G! E" E<FI E<#H

@>Ao4%% 5#& .6 %%&
式中$4值(指在 IIe置信区间#自由度为 % k# 时

的 4分布的系数#可查表 %<# 得出)
计算得到的 @>A值应该不超过 #" 倍的加标

量#否则#应该选择更低的浓度值重复上述步骤) 计
算加标样的回收率和 KT>值#回收率的范围应该在
H"e c#E"e之间#KT>#!"e) 回收率 o标品的实
际值P加标的理论值 i#""e)
#<%<%&标准物质的使用&标准物质主要用于检验
方法质量控制中的准确度和方法出现限的确认#准
确度可以用空白加标准物质表示#精密度用样品中
加标准物质的加回收率表示#方法检出限根据回收
率的计算导出)
#<%<F&可疑数据处理&对于检测数据的可疑数值
根据格拉布斯法处理) 格拉布斯法假定测量结果服
从正态#根据顺序统计量来确定可疑数据的取舍)

做 + 次重复试验#测得结果为 *%#& 1 *%1& #1 *% +& #
服从正态分布)

为了检验 *1%1o##!#1#+&中是否有可疑数
据#可将 *1按其值由小到大顺序重新排列得$*%#&
#*%!&#1#*% +&根据顺序统计原则#给出标准化
顺序统计量 7)

%#&当最小值可疑 *%#&时#则

7%#& -
&858%#&
#

%F&

&&%!&当最大值可疑 *% +&时#则

7%%& -
8% %& 5&8
#

%G&

式中$&8(测量值的算术平均值-
#(测量值的标准偏差)
根据格拉布斯统计量的分布#在指定的显著水

平 "%一般 "o"<"F&下#求得判别可疑值的临界值
%"#+&#格拉布斯的判别标准为$

%#&7$7"%"#+&-

%!&则可疑值 *%#&是异常的#应予舍去-
%E&7" %"# +& 称为格拉布斯系数#其值列于

表 E 中)

IH结果与分析

!<#&设施蔬菜土壤重金属含量水平
%$ 份土壤样本测定结果表明#伊春市设施土壤

重金属含量差异较大#?‘,C_,8Z和 57含量范围分
别为%"<#" c#%<#I& 27PX7,%"<"#" c"<#F& 27PX7,
%"<"#" c!<E!& 27PX7,%"<""! " c"<#% & 27PX7#
变 异 系 数 分 别 为 G!<EHe, GI<"$e, G#<E%e,
F$<G!e) 这表明伊春市各县区土壤重金属含量差
异较大)
!<!&土壤重金属及类金属污染评价

以!温室蔬菜产地环境质量评价标准" %5’PB
EEE k!""G& *#I+为土壤质量评价标准#基于单项污
染指数%由公式 # 计算&的土壤各重金属及类金属
污染程度评价由表 % 可知#研究区不同重金属元
素的单项污染指数平均值大小依次为 C_ u?‘ u
57u8Z)

表 LH设施蔬菜土壤污染情况表

指标
污染指数

评价值范围

污染指数

平均值
污染程度

铅%?‘& "<""! c"<!% "<!# 清洁

镉%C_& "<"E c"<F" "<E# 清洁

砷%8Z& "<""" % c"<"IE "<"H! 清洁

汞%57& "<"GH c"<F" "<#$ 清洁

!<E&蔬菜重金属及类金属含量水平及污染评价
从所抽检的 E$% 份伊春市各县区设施蔬菜来

看# 蔬菜中各项重金属及类金属含量的总体均值从
大到小依次为 ?‘,8Z,C_,57) 对照蔬菜重金属及
类金属限量标准# 所抽检的 E$% 份蔬菜样品中的
?‘,C_,8Z,57均不超标%表 F&)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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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RH设施蔬菜中重金属含量及污染评价

蔬菜 元素 范围P%27PX7& &8p6P%27PX7& 超标率Pe

总体%% oE$%& ?‘ q"<""! " c"<#I "<"!I p"<""G # "<""

C_ q"<""# " c"<"I# "<""I ! p"<""# ! "<""

8Z q"<""# " c"<"EH "<"#$ p"<"#E "<""

57 q"<""E " c"<"#H "<""F p"<""" EG "<""

白菜%% oH%& ?‘ "<""E " c"<""I ! "<""E E p"<"#G "<""

C_ "<""F # c"<"I# "<"#! p"<""I # "<""

8Z q"<""# " c"<""G ! "<""# I p"<""" $! "<""

57 q"<""E " c"<"#I "<""% ! p"<""" G% "<""

番茄%% oG%& ?‘ q"<""! " c"<"G# "<"#G p"<"#% "<""

C_ q"<""# " c"<"%$ "<"#G p"<""! # "<""

8Z q"<""# " c"<""F I "<""I # p"<""! F "<""

57 q"<""E " c"<"## "<""G G p"<""" #$ "<""

黄瓜%% oG%& ?‘ q"<""! " c"<"F! "<"E! p"<""# F "<""

C_ q"<""# " c"<"$G "<""E ! p"<""! # "<""

8Z q"<""# " c"<""H G "<""! G p"<""I "<""

57 q"<""E " c"<"#" "<""% G p"<""" I# "<""

青椒%% o%$& ?‘ q"<""! " c"<"GF "<"%% p"<""! I "<""

C_ q"<""# " c"<"%$ "<"#E p"<""G # "<""

8Z q"<""# " c"<""F H "<""% # p"<""# " "<""

57 q"<""E " c"<"#H "<""% G p"<""" #! "<""

茄子%% oG%& ?‘ "<""G # c"<"$F "<""$ E p"<""# E "<""

C_ q"<""# " c"<"$% "<""$ p"<""E # "<""

8Z q"<""# " c"<""% G "<""# G p"<""F # "<""

57 q"<""E " c"<"## "<""E H p"<""" #% "<""

豆角%% oH"& ?‘ "<""E # c"<"$I "<"!I p"<""# ! "<""

C_ q"<""# " c"<"E% "<"#" p"<""E # "<""

8Z q"<""# " c"<""# $ "<""# # p"<""" I! "<""

57 q"<""E " c"<""I % "<""E ! p"<""" G! "<""

!<%&居民经蔬菜膳食途径摄入重金属及类金属的
人体健康风险评价

伊春市设施蔬菜单一重金属及类金属的 B5v
结果见表 G) 从该表可知#整体上 G 种蔬菜中各元
素在儿童中 B5v值均高于成年人#说明儿童经膳食
途径摄入重金属及类金属的健康风险较成人高#但
无论是在成人中#还是在儿童中 B5v都 q##说明整
体上从单一重金属及类金属风险来看#成人和儿童
经膳食途径摄入所调查的伊春市六处设施蔬菜重金
属及类金属的含量均符合卫生标准要求)

伊春市设施蔬菜多种重金属的 BB5v结果见
表 H) 多种金属复合 BB5v的平均值高于单一重金
属 B5v值#但都小于 ##说明整体上从多种重金属
复合风险来看# 经膳食途径摄入所调查的伊春市本
地 G 处设施蔬菜 % 种重金属及类金属及类金属含量
的均符合卫生标准要求)

KH讨论
随着国家对食品安全的关注#蔬菜重金属污染

问题已引起广泛重视 *% k#"+ ) 通过其他地区学者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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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SH蔬菜中单一重金属及类金属健康风险评价

蔬菜品种 元素
成人 B5v 儿童 B5v

&8p6 B5v$# 份数Pe &8p6 B5v$# 份数Pe

总体%% oE$%& ?‘ "<"F! p"<"#% "%"<""& "<"%G p"<"#! "%"<""&
C_ "<"E! p"<"#! "%"<""& "<"FH p"<"## "%"<""&
8Z "<"GE p"<"EE "%"<""& "<"$G p"<"#F "%"<""&
57 "<""I p"<""G "%"<""& "<"H$ p"<"#E "%"<""&

白菜%% oH%& ?‘ "<"%! p"<"#H "%"<""& "<"H% p"<"#G "%"<""&
C_ "<"E! p"<""I "%"<""& "<"FE p"<"#I "%"<""&
8Z "<"I! p"<"EF "%"<""& "<"$G p"<"#! "%"<""&
57 "<""G p"<""% "%"<""& "<"GH p"<"E% "%"<""&

番茄%% oG%& ?‘ "<"E% p"<"#F "%"<""& "<"FE p"<"!# "%"<""&
C_ "<"!G p"<"#! "%"<""& "<"EI p"<"#I "%"<""&
8Z "<"%I p"<"#$ "%"<""& "<"G% p"<"!H "%"<""&
57 "<""$ p"<""I "%"<""& "<"GF p"<"E% "%"<""&

黄瓜%% oG%& ?‘ "<"%E p"<"!E "%"<""& "<"FG p"<"!E "%"<""&
C_ "<"E# p"<"E! "%"<""& "<"FE p"<"!! "%"<""&
8Z "<"EI p"<"!" "%"<""& "<"HF p"<"!E "%"<""&
57 "<""H ! p"<""E ! "%"<""& "<"GE p"<""# "%"<""&

青椒%% o%$& ?‘ "<"G% p"<"!I "%"<""& "<"$! p"<"E# "%"<""&
C_ "<"!# p"<""G "%"<""& "<"FG p"<"!H "%"<""&
8Z "<"GE p"<"EF "%"<""& "<"HE p"<"EF "%"<""&
57 "<""I ! p"<""H "%"<""& "<"H$ p"<"!F "%"<""&

茄子%% oG%& ?‘ "<"%E p"<"!! "%"<""& "<"GG p"<"E! "%"<""&
C_ "<"#$ p"<""H ! "%"<""& "<"E! p"<"## "%"<""&
8Z "<"!G p"<""F ! "%"<""& "<"F% p"<"%! "%"<""&
57 "<""H ! p"<""" F# "%"<""& "<"GE p"<"!G "%"<""&

豆角%% oH"& ?‘ "<"%I p"<"#! "%"<""& "<"HF p"<"EG "%"<""&
C_ "<"!H p"<""E ! "%"<""& "<"%# p"<"!E "%"<""&
8Z "<"F! p"<"!# "%"<""& "<"H! p"<"E# "%"<""&
57 "<""G ! p"<""% ! "%"<""& "<"G$ p"<"!E "%"<""&

表 QH蔬菜中复合重金属及类金属健康风险评价

蔬菜
成人 BB5v 儿童 BB5v

&8p6 B5v$# 份数Pe &8p6 B5v$# 份数Pe

总体%% oE$%& "<"I$ p"<"%G "%"<""& "<#GI p"<"GI "%"<""&

白菜%% oH%& "<"$G p"<"FH "%"<""& "<"II p"<"G% "%"<""&

番茄%% oG%& "<"HI p"<"F# "%"<""& "<#"$ p"<"H! "%"<""&

黄瓜%% oG%& "<"$# p"<"%$ "%"<""& "<#!G p"<"%I "%"<""&

青椒%% o%$& "<## p"<"F$ "%"<""& "<#I% p"<"%G "%"<""&

茄子%% oG%& "<"I# p"<"FE "%"<""& "<#"F p"<"GE "%"<""&

豆角%% oH"& "<"$$ p"<"G! "%"<""& "<##% p"<"G% "%"<""&

研究表明 *G k$+ #长期的化肥和有机肥使用等外界投
入条件的改变可能会破坏土壤(((作物系统内动态
安全水平) 伊春市设施蔬菜生产起步较晚#但东北
边陲地区开展设施蔬菜生产系统土壤和蔬菜中重金
属研究工作意义较大#一方面具有地域代表性#另一
方面种植起步晚即具有良好背景性质) 在本研究

中#伊春市设施蔬菜土壤经单项污染指数法评价
尚处于清洁水平#经美国环保署 %dT/?8&目标危
害系数%4M34,*734M,[,*_ b)(413+4# B5v& 法评价蔬
菜中四种重金属%铅,镉,砷和汞&均为健康安全水
平) 这与其他学者研究有所不同 *!F k!H+ #其原因可
能是#一方面本研究土壤蔬菜种植年限较短#其他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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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的种植年限都有十几至几十年的种植
史 *!$ k!I+ #另一方是土壤(作物系统较为复杂#重
金属化学性质较为稳定#系统内微量的动态变化
现有技术手段尚不能检测到) 因此#应加强对蔬
菜产地环境的监测与蔬菜重金属长期监测研究#
有利于实现源头污染,过程监控和末端餐桌食用
安全的环境条件和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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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kH9&

*##+&dT/?89K1ZXD‘,Z3_ O(+O3+4*,41(+ 4,‘-3*K+9?M1-,_3-aM1,?8#^,ZMD

1+74(+ >C$ d+143_ T4,43Z/+01*(+23+4,-?*(43O41(+ 873+O6#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9]LF""I9#F k

!"#"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T+9北京$中国标

准出版社#!"#"9%1+ /+7-1ZM$;,41(+,-53,-4M ,+_ U,21-6?-,+D

+1+7C(221ZZ1(+ (.4M3?3(a-3nZK3a)‘-1O(.CM1+,9]LF""I9#F

k!"#" ;,41(+,-U((_ T,.346T4,+_,*_ >343*21+,41(+ (.A3,_ 1+

U((_Z* T+9L31W1+7$ CM1+,T4,+_,*_ ?*3ZZ# !"#"9&

*#E+&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9]LF""I9#F k

!"#%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镉的测定* T+9北京$中国标

准出版社#!"#%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9]LPBF""I9##

k!"#%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 T+9

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9%1+ /+7-1ZM$;,41(+,-53,-4M ,+_

U,21-6?-,++1+7C(221ZZ1(+ (.4M3?3(a-3nZK3a)‘-1O(.CM1+,9]L

F""I9#F k!"#% ;,41(+,-U((_ T,.346T4,+_,*_ >343*21+,41(+ (.

C,_21)21+ U((_Z*T+9L31W1+7$ CM1+,T4,+_,*_ ?*3ZZ# !"#%9&

*#F+&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9]LPBF""I9#H

k!"#%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汞及无机汞的测定* T+9

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9%1+ /+7-1ZM$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9]LPBF""I9#H k!"#% 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食品中总汞及无机汞的测定*T+9北京$中国标准出版

社#!"#%9%1+ /+7-1ZM$ ;,41(+,-53,-4M ,+_ U,21-6?-,++1+7C(2D

21ZZ1(+ (.4M3?3(a-3nZK3a)‘-1O(.CM1+,9]LPBF""I9#H k!"#%

;,41(+,-U((_ T,.346T4,+_,*_ >343*21+,41(+ (.B(4,-,+_ R+(*7,+1O

@3*O)*61+ U((_Z*T+9L31W1+7$ CM1+,T4,+_,*_ ?*3ZZ# !"#%9&

*#G+&国家环境保护总局9]LPB#H#%# k#IIH 土壤质量 铅,镉的测

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 T+9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

#IIH9%1+ /+7-1ZM$ T4,43/+01*(+23+4,-?*(43O41(+ 8_21+1Z4*,D

41(+9]LPB#H#%# k#IIH >343*21+,41(+ (.A3,_ ,+_ C,_21)21+

T(1-v),-146]*,aM143U)*+,O384(21O8‘Z(*a41(+ Ta3O4*(aM(4(2D

34*6* T+9L31W1+7$ CM1+,T4,+_,*_ ?*3ZZ# #IIH9&

*#H+&国家环境保护总局9]LPB!!#"F9! k!""$ 土壤质量 总汞,总

砷和总铅的测定 第 ! 部分 土壤中总砷的测定 * T+9北京$中

国标准出版社#!""$9%1+ /+7-1ZM$T4,43/+01*(+23+4,-?*(43OD

41(+ 8_21+1Z4*,41(+9]LPB!!#"F9! k!""$ >343*21+,41(+ (.B(D

4,-@3*O)*6# 8*Z3+1O,+_ A3,_ 1+ T(1-v),-146?,*4R>343*21+,D

41(+ (.B(4,-8*Z3+1O1+ T(1-* T+9L31W1+7$ CM1+,T4,+_,*_ ?*3ZZ#

!""$9&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9]LPB!!#"F9# k!""$ 土壤质量 总汞,总

砷和总铅的测定 第 # 部分 土壤中总汞的测定 * T+9北京$中

国标准出版社#!""$9%1+ /+7-1ZM$T4,43/+01*(+23+4,-?*(43OD

41(+ 8_21+1Z4*,41(+9]LPB!!#"F9# k!""$ >343*21+,41(+ (.B(D

4,-@3*O)*6# B(4,-8*Z3+1O,+_ B(4,-A3,_ 1+ T(1-v),-146?,*4R

>343*21+,41(+ (.B(4,-@3*O)*61+ T(1-* T+9L31W1+7$ CM1+,T4,+_D

,*_ ?*3ZZ# !""$9&

*#I+&国家环境保护总局95’PBEEE k!""G 温室蔬菜产地环境质量

评价标准 * T+9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G9%1+ /+7-1ZM$

T4,43/+01*(+23+4,-?*(43O41(+ 8_21+1Z4*,41(+95’PBEEE k!""G

/+01*(+23+4,-v),-146/0,-),41(+ C*143*1,.(*]*33+M()Z3:3734,D

‘-3?*(_)O1+78*3,Z* T+9L31W1+7$ CM1+,T4,+_,*_ ?*3ZZ# !""G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95’!HG! k!"#H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的限量 * T+9北京$中国标

准出版社#!"#H9%1+ /+7-1ZM$T4,4353,-4M ,+_ U,21-6?-,++1+7

C(221ZZ1(+ (.4M3?3(a-3nZK3a)‘-1O(.CM1+,95’!HG! k!"#H

;,41(+,-U((_ T,.346T4,+_,*_ A1214,41(+ (.?(--)4,+4Z1+ U((_

* T+9L31W1+7$ CM1+,T4,+_,*_ ?*3ZZ# !"#H9&

*!#+&T(+7L# A31@# CM3+ BL# 34,-98ZZ3ZZ1+74M3M3,-4M *1Z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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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06234,-Z1+ 03734,‘-3Z4(4M373+3*,-a(a)-,41(+ 1+ L31W1+7#

CM1+,*’+9’/+01*(+ TO1# !""I# !#%#!& $ #H"! k#H"I9

*!!+&CM,+7CS# S) 5S# CM3+ ’’# 34,-98OO)2)-,41(+ (.M3,06234D

,-Z1+ -3,.03734,‘-3Z.*(2,7*1O)-4)*,-Z(1-Z,+_ ,ZZ(O1,43_ a(43+D

41,-M3,-4M *1ZXZ1+ 4M3?3,*-K103*>3-4,# T()4M CM1+,*’+9/+01D

*(+ @(+148ZZ3ZZ# !"#%# #$G%E& $ #F%H k#FG"9

*!E+&金水高9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报告之十 k!""! 营养

与健康状况数据集*@+9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9%R+

/+7-1ZM$ ’1+ T]9CM3+3Z3;,41(2,-;)4*141(+ ,+_ 53,-4M T)*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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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 !"#F# !H%!& $ #FI k#G%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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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生态效应*’+9土壤学报#!"#E#F"%%& $GIE kH"!9%R+ /+7D

-1ZM$ CM3+ S# 5),+7L# 5) ^S# 34,-953,06234,-Z,OO)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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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GI k%HE9&

*!H+&刘苹#杨力#于淑芳#等9寿光市蔬菜大棚土壤重金属含量的

环境质量评价*’+9环境科学研究#!""$#!#%F& $GG kH#9%R+

/+7-1ZM$ A1) ?# S,+7A# S) TU# 34,-9/0,-),41(+ (+ 3+01*(+D

23+4,-b),-146(.M3,06234,-O(+43+4Z1+ Z(1-Z(.03734,‘-37*33+D

M()Z3Z1+ TM()7),+7C146*’+9K3Z/+01*(+ TO1# !""$# !#%F& $

GG kH#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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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美国 ;L?项目与我国生物监测分析及思考
杨艳伟&孙琦&张卓娜&陆一夫&罗嵩

作者简介!杨艳伟’主任技师’主要从事环境卫生研究工作

作者单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

联系方式!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南里七号*邮编!#"""!#’/2,1-!6,+76YG"!"NZ1+,9O(29O+

摘要#目的&了解美国 ;L?项目人群生物监测工作’为我国生物监测工作提供借鉴+ 方法&依据美国
/国家环境化学物质人体暴露报告0及项目实验室程序手册’对美国 ;L?项目监测指标&样本及实验技术等
内容进行调查分析+ 结果&调查表明’;L?项目采用不同类型的固相萃取技术&串联质谱及高分辨质谱与
不同色谱的联用技术对人群生物样本中的 !IG 种化学物质或代谢物进行了暴露监测’其中约 $Fe的监测项
目达到超痕量水平+ 结论&生物监测是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的重要基础和组成部分’我国生物监测指标&标
准&规范&质控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生物监测基础研究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

关键词#生物监测* 环境暴露* 分析技术* 质量控制
中图分类号#K#!G
!"#!#"<#E%!#PW9O+X19MWYZQ[[9!"#$<"%<""H

5.-3F)0)-./>7*D;7()*.\0*W*.0(*90.; *%]: -̂(0*.-3\0*W*.0(*90.; ,9*;9-W

S8;]S,+Y31# Td;v1# J58;]JM)(+,# AdS1.)# Ad\T(+7

&& 52)(9-’($ "2A&’(0B&)&B()+_3*Z4,+_ 4M3Z4,4)Z,+_ OM,*,O43*1Z41OZ(.‘1(-(71O,-2(+14(*1+7,+_ ,+,-6Z1Z(.
dT ;L?a*(W3O4,+_ a*(01_3Z(23Z)773Z41(+Z.(*4M3‘1(-(71O,-2(+14(*1+7Y(*X 1+ CM1+,91&(7*/)&L,Z3_ (+ @#
/AB9=C D<=>A%<E+FGA9=A% HBI<% )8GA6B9F=A)%?>9A%IF%=<E’CFI>J<E6,+_ 4M3a*(7*,2A,‘(*,4(*6?*(O3_)*3@,+D
),-# 4M32(+14(*1+71+_1O,4(*Z# Z,2a-3Z,+_ 3Qa3*123+4,-43OM+1b)3Z(.;L?a*(W3O4Y3*31+03Z417,43_ ,+_ ,+,D
-6[3_9C&)D3()&R+03Z417,41(+ ZM(Y3_ 4M,44M3;L?a*(W3O43Qa(Z3_ !IG OM321O,-Z(*234,‘(-143Z1+ 4M3a(a)-,41(+
‘1(-(71O,-Z,2a-3Z‘6)Z1+7_1..3*3+446a3Z(.Z(-1_ aM,Z33Q4*,O41(+ 43OM+(-(76,+_ M17M *3Z(-)41(+ 2,ZZZa3O4*(23D
4*6# 4,+_322,ZZZa3O4*(234*6,+_ 4M3O(2‘1+,41(+ (._1..3*3+4OM*(2,4(7*,aM1O43OM+(-(76#(.YM1OM ,‘()4$Fe (.
4M32(+14(*1+7a*(W3O44()-4*,D4*,O3-303-Z94*.’3D)0*.)&L1(-(71O,-2(+14(*1+71Z4M312a(*4,+4.()+_,41(+ (.3+01D
*(+23+4,-,+_ M3,-4M *1ZX ,ZZ3ZZ23+4,+_ 4M3*3,*3Z41--Z(237,aZ1+ a,*4(.‘1(-(71O,-2(+14(*1+7Z4,+_,*_# Za3O1.1D
O,41(+# b),-146O(+4*(-1+ ()*O()+4*6# 4M3‘,Z1O*3Z3,*OM Y(*X (.‘1(-(71O,-2(+14(*1+7*32,1+Z4(‘3.)*4M3*
Z4*3+74M3+3_9

E&F G*9/)$ ‘1(-(71O,-2(+14(*1+7# 3+01*(+23+4,-3Qa(Z)*3# ,+,-641O,-234M(_# b),-146O(+4*(-,+_ b),-146,ZD
Z)*,+O3

&&生物监测是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主要包括生态环境领域的生物监测和公共
卫生领域的人群生物监测) 近二三十年来#公共卫
生领域的人群生物监测因其在环境化学污染物的人
群暴露风险评估中具有重要作用受到广泛而持续的
关注) 人群生物监测%下称生物监测&#是一种评估

人体内化学物质暴露水平的方法#世界卫生组织欧
洲区办公室将生物监测定义为 .对暴露人群体液
%包括血液和尿液&中一种物质或其代谢物系统地
标准化地测量/ *#+ )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将其定

义为.通过检测人体样本内%比如血液和尿液&环境
有毒物质或其代谢物#直接测量人体暴露于该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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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平/ *!+ ) 生物监测直接检测了人体内化学物质
的类别和浓度#反映了从呼吸,饮水,食物,药物及皮
肤等多种摄入途径进入人体内的化学物质的总量)
大样本生物监测数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与环境监
测,疾病等资料关联#对于揭示人体化学污染物总暴
露量与生物效应关系,评估环境污染物的健康风险
及暴露途径,认识环境与健康%疾病&的之间的关系
意义重大而深远 *E k%+ )

目前一些国家和地区已开展了系统的大样本人
群生物监测项目#如美国国家生物监测项目 %;,D
41(+,-L1(2(+14(*1+7?*(7*,2#;L?&,加拿大健康测量
调查 %C,+,_1,+ 53,-4M @3,Z)*3ZT)*036#C5@T&,德
国环境调查状况%]3*2,+ /+01*(+23+4,-T)*036&,欧
盟人群生物监测协作示范研究 %C(+Z(*41)24(?3*D
.(*2 5)2,+ L1(2(+14(*1+7(+ ,/)*(a3,+ TO,-3#
C\?5/T&及韩国国家环境健康调查%;,41(+,-/+01D
*(+23+4,-53,-4M T)*036& 等) 在这些项目中美国
;L?项目因监测化学物质种类多,周期长,样本量
大等特点更具代表性#迄今为止美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在 !""# 年,!""E 年,!""F 年,!"#F 年发布了
% 份!国家环境化学物质人体暴露报告"#!"#H 年还
对已发布的报告进行了数据更新) 我国人群生物监
测起步较晚#虽然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但是尚未形
成系统化,标准化,定量化,持续性的生物监测工作
体系) 本文收集美国国家生物监测项目相关资料#
对其监测指标,样本及分析技术在监测工作中的应
用等方面进行分析#期望对我国大样本人群生物监
测工作予以借鉴和参考)

@H材料与方法

#<#&研究对象
美国 !国家环境化学物质人体暴露报告 "

%!"#H 年 # 月& * F +及部分美国疾控中心实验室程
序手册)
#<!&研究方法

调查并录入 ;L?生物监测项目的相关信息#包
括化学物质或代谢物的名称,样本基体,检测方法,
检测设备,检出限及检测结果等#建立人群生物监测
数据库)
#<E&统计学分析

统计分析 ;L?生物监测项目中选择监测的化
学物质或代谢物特点及仪器分析技术的应用
情况)

IH结果
!<#&生物监测指标,,,化学物质或代谢物

环境中化学污染物种类繁多#;L?项目自 #III

年以来累计监测的化学物质或代谢物种类及监测数
目列于表 ##共计 !$ 类 !IG 种化学物质) 该项目选
择监测的化学物质或代谢物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
虑$%科学研究数据显示美国居民暴露于该化学物
质-&该化学物质已知具有严重的健康效应或在某
一暴露水平具有严重的健康效应-’需要评估国家
公共卫生行动的效果#以减少对该类化学物质的接
触-(分析方法的适用性#如检测方法是否准确,灵
敏,快速等-+从国家健康和营养调查项目%;,41(+,-
53,-4M ,+_ ;)4*141(+ /Q,21+,41(+ T)*036Z#;58;/T&

中是否可获得足够的血液或尿液样本-,生物监测
的分析测试成本) 除此外#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也向公众及其他政府机构征求监测化学污染物的
建议)

;L?项目监测的化学物质或代谢物并非一成
不变#某些化学物质或某一类化学物质若经三个或
以上周期的监测均未检出#则后续将不再监测) 如
磺酰脲类除草剂,邻苯二甲酸单辛酯,有机磷和有机
氯农药等物质在多个周期中均未检出或在大部分样
品中未检出#在后续工作中这些物质不再进行监测)

美国 C>C通过对无法或很少检出的化学物质的不
连续监测和某些特别关注的化学物质的连续监测#

在优化有限资源的基础上扩展监测化学物质的
范围)
!<!&生物监测样本

生物监测样本的选择与化学物质或代谢物的性
质,体内毒代动力学特点,不同生物材料中的浓度水
平及分析方法的灵敏度等因素有关) 人群生物监测
一般以人群生物样本为分析对象#常见的生物样本
材料包括全血,血清,血浆,尿液,乳液,唾液,指甲,

头发及呼出气等) 其中尿液因易收集,可采集样本
量大,采样具有无损性等特点而成为生物监测工作
最常用的基质) 一般而言血液因样本量有限,采样
具有损伤性,储存条件严苛,需考虑慢性病和传染病
等因素不如尿液样本使用的广泛#但对一些化学物
质而言#如全氟化合物#在血样中的测定比尿液中的
测定更具特异性)

;L?项目监测的生物样本主要包括尿液,全
血,血清和血红细胞等 % 类基质#项目监测的 !IG 种
物质大部分在尿液和血清中完成分析#其中 F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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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H \̂,生物监测项目监测的化学物质或代谢物种类及监测数目

序号 化学物质或代谢物种类 监测数目P种 备注
# 血红蛋白加和物 !
! 烟草 !
E 消毒副产物 %
% 个人护理和消费品中的化学物质及代谢物 ##
F 杀菌剂及其代谢物 %
G 除草剂及其代谢物 $
H 磺酰脲类除草剂 #H
$ 杀虫剂及其代谢物 E
I 氨基甲酸酯农药代谢物 !
#" 有机氯农药代谢物 !
## 有机磷杀虫剂$特定代谢产物 $
#! 有机磷杀虫剂$二烷基磷酸酯代谢物 G
#E 拟除虫菊酯代谢物 %
#% 金属及其代谢物 !$ 含砷的不同价态
#F 高氯酸盐和其他阴离子 E
#G 全氟烷基和多氟烷基物质$表面活性剂 #G
#H 邻苯二甲酸酯和邻苯二甲酸酯替代物代谢物 #G
#$ 植物雌激素和代谢物 G
#I 多环芳烃代谢物 #"
!" 挥发性有机物 EF
!# 挥发性有机物代谢物 !H
!! 有机氯农药及其代谢物 #E 混合样本"

!E 多溴联苯醚和 ?LL#FE #! 混合样本
!% 多氯代二苯并二恶英 H 混合样本
!F 多氯代二苯并呋喃 #" 混合样本
!G 二恶英类多氯联苯$共面多氯联苯 E 混合样本
!H 二恶英类多氯联苯$单邻位取代多氯联苯 $ 混合样本
!$ 多氯联苯$非二恶英类 !I 混合样本
合计 !IG

&&注$"为原文 a((-3_ Z,2a-3Z#/,OM a((-Y,ZO(2a(Z3_ (.Z3*)2.*(2$ a3*Z(+Z

金属物质同时在尿液和全血中进行了分析) 另外#

部分化学物质如二恶英,呋喃,多氯联苯,有机氯农
药和代谢物,溴化阻燃剂等在血清中含量较低#现有
方法灵敏度不能满足分析要求#这些项目 %共计
$! 项&采用了血清混合样本 %原文 a((-3_ Z,2a-3Z#
/,OM a((-Y,ZO(2a(Z3_ (.Z3*)2.*(2$ a3*Z(+Z&进
行分析) 具体而言在尿液中进行分析的化学物质
#FE 种#在血清中进行分析的化学物质 #"! 种#在全
血中分析的化学物质 %% 种#! 种物质在血红细胞完
成分析)
!<E&生物监测分析技术

生物样本基质复杂#样本中的化学物质及其代

谢物常常以痕量%#" kG c#" kI 7&或超痕量%#" kI c

#" k#! 7&水平存在#因此生物样本的实验室分析需要
适宜有效的前处理技术和高灵敏,高选择性的分析

技术和设备)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实验室分析检
测技术不断进步#尤其是质谱的发展更加广泛拓展
了各种联用技术在生物监测中的应用) 表 ! 和表 E

分别列出了 ;L?项目中涉及的前处理技术,分析技
术及实验方法达到的检出限水平) 从表中数据可见
不同类型的固相萃取技术,串联质谱及高分辨质谱
与不同色谱,RC?的联用技术在生物监测工作的分
析鉴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应用这些实验技术与方
法对生物样本中的化学物质及代谢物的检测可达痕
量或超痕量水平#其中约 $Fe的项目检测达到超痕
量水平%#" kI c#" k#! 7&)

!<%&生物监测结果含量分布
化学物质或代谢物在人群生物样本中检出并不

一定意味着它将产生不良的健康影响#化学物质或
代谢物的浓度水平,持续暴露的时间,化学物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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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IH \̂,生物监测项目中的实验技术

分类 实验技术

前处理技术

直接稀释法
液液萃取,液液萃取一衍生
微波消解
固相萃取,分子印迹聚合物固相萃取,固相微萃取,在线固相萃取

分析技术

气相色谱一质谱$]CD5K@T#]CD@TP@T#]CD@T%监测 #E! 项&

液相色谱一质谱$5?ACD8?CRD@TP@T#5?ACD/TRD@TP@T#5?ACD5/TRD@TP@T#5?ACDBRTD@TP@T#d?ACD/TRD@TP

@T%监测 #!% 项&

离子色谱一质谱$RCD@TP@T%监测 E 项&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一质谱$RC?D>KCD@T#5?ACDRC?D>KCD@T%监测 EE 项&

&&注$极个别项目未见实验室程序手册

表 KH \̂,生物监测项目实验方法检出限分布

检出限单位 检出限水平 项目数P个 比率Pe

#" k#E #F %<I$
a7P7#a7P2A #" k#! #H F<GF

#" k## GG !#<IE

#" k#" #F$ F!<%I
+7P7#+7P2A #" kI EE #"<IG

#" k$ #" E<E!

#" kH # "<EE

!7P7#!7P2A #" kG # "<EE

&&注$比率为项目数与检测指标数%E"# 项&比值

毒性等因素是可能产生不良健康影响的重要因素)
;L?项目对不同生物样本中的 E"# 项指标进行了检
测#其中 $$ 项指标检测结果小于目前使用方法的检
出限#未检出项目占 !I<!Ee) 此外#生物样本中各
种化学物质或代谢物检测结果含量分布范围较广#

表 % 以几何均值为例列出了 E"# 项检测指标的含量
分布情况#其中 F!<%Ie的检测指标因样本检测值
低于检出限的比例较大而未计算几何均值-#E<IFe

的检测指标几何均值在超痕量水平%#" kI c#" k#! 7&-

E!<!Ee的检测指标几何均值在痕量水平 %#" kG c

#" kI7&) 监测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反应了美国一般人
群化学污染物暴露水平#这些数据对化学暴露评估
及健康防护政策的制定起到重要帮助#也是生物监
测研究的重要基线和起点)

KH讨论

建立健全国家环境与健康监测体系是我国当前
环境卫生工作新的要求和机遇#生物监测是环境与
健康风险评估的重要基础和组成部分#其应用已扩
展至与人群健康相关的许多领域) 我国自上世纪
F" 年代以来开始职业人群生物监测工作#此后广

&&&&表 LH \̂,生物监测项目检测结果%几何均值&分布

几何均值含量水平 范围 项目数P个 比率e

#" k#! %# cI& i" k#! E #<""

#" k## %# cI& i#" k## I !<II

#" k#" %# cI& i#" k#" E" I<IH

#" kI %# cI& i#" kI FI #I<G"

#" k$ %# cI& i#" k$ !F $<E#

#" kH %# cI& i#" kH #E %<E!

#" kG %# cI& i#" kG E #<""

#" kF %# cI& i#" kF # "<EE

" #F$ F!<%I

&&注$. " /为因样本检测值低于检出限的比例较大而未计

算几何均值-比率为项目数与检测指标数%E"# 项&比值

大研究人员就生物监测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大量的研
究工作 *G kH+ ) 与国外人群生物监测工作比较#我国
生物监测相关的监测指标,标准,规范,质控,数据库
及应用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生物监测尚未形成
系统化,标准化,定量化的生物监测体系#生物监测
基础研究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
E<#&生物监测标准方法体系的研究和建立

美国 ;L?项目对生物样本中 !IG 种化学物质
或代谢物进行了监测#其中环境化学物质稳定的痕
量或超痕量水平检测能力是其重要的技术支撑) 长
久以来美国 C>C在生物监测方法研制方面进行了
大量的研究和积累#针对不同生物样本中的几百种
化学物质建立了多组分同时在线或离线分析方法#
并形成较为细致的实验室程序手册以促进和保证方
法的准确应用) 此外#研究实验室及研究人员还根
据方法实际应用情况对方法进行优化和定期修订#
从而形成实用有效的监测方法体系)

我国自上世纪 F" 年代以来开始职业人群生物
监测工作#在大量的实践工作中建立了我国职业人
群生物样本中有毒有害物质及其代谢物的分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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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至 !""F 年发布推荐性行业标准方法及生物限值
H% 个%检测指标近 G" 项&#方法主要集中在生物样
本中的金属,苯,酚类等物质及其代谢物的分析#与
国外工作相比#我国生物监测标准方法监测指标数
量少#监测范围有限#且大部分物质未能进行多组分
同时分析)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分析技术快速发展及
在生物监测中应用#研究提出了生物样本中有毒有
害物质的检测新方法 *$ k#"+ ) 生物监测工作中#灵
敏,准确#高选择性的痕量和超痕量分析技术和检测
方法是生物监测工作质量保证的基础) 因此#生物
监测标准方法体系的建立,发展和完善是生物监测
工作的基础和技术支撑#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E<!&生物监测适用的基质标准物质和质控样品的
研制

标准物质是化学测量量值溯源的基础#用于
测量过程质量控制和对测量结果的评价) 标准物
质的研究对于改进分析质量,提高检测水平,保证
检测结果的有效性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在生物
监测中选择,使用合适的标准物质或质控样品是
保证监测结果准确,有效和可比的关键) 美国
;RTB研制了包含几十种化学物质或代谢物的基质
标准物质#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依据不
同监测指标研制了适宜的内部质控样品#这些标
准物质或质控样品的应用是生物监测数据准确可
靠的重要基础)

我国生物监测中使用的标准物质或质控样的
研制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卫生部等部门支持
下#先后开展了全血中铅,镉#以乳为基体的有机
氯化合物#血清中钾,钠,钙,镁,铜,铁,锌,硒 $ 种
物质#尿中砷,铬,硒,锌,铜等标准物质的研制#这
些标准物质及质控样品的研制为开展相关监测及
健康评价的研究提供了质量传递的介质#为生物
监测结果的准确,有效和可比提供了必要的手段)

与国外在此方面的研究工作相比#我国在有机污
染物及其代谢物的基质标准物质研制方面还有较
大差距#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往研制的一些生物
基质标准物质已不能连续供应) 鉴于国外研制的
标准物质价格昂贵#运输周期长#因此依据我国生
物监测工作的特点及需求研制适用的标准物质亦
迫在眉睫)
E<E&生物监测的实验室质量控制

为保证生物监测数据的准确性#生物监测工作
必须有一套完整的,切实可行的质量控制措施贯穿

生物监测的每个环节#其中生物监测实验室的质量
控制尤为重要)

为提高实验室数据测量质量和可靠性#美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为实施的项目制定了实验室质量保
证和标准化程序 %A,‘(*,4(*6v),-1468ZZ)*,+O3,+_
T4,+_,*_1[,41(+ ?*(7*,2Z&) 其中实验室质量保证包
括四部分内容$%对实验室测试的每个步骤 %从样
品处理到仪器性能验证&需建立标准化操作规程
%T\?&-&定义管理需求#如保存记录,数据评估,内
部审计及监控对 T\?的执行-’指定纠正措施,文
档和负责发现问题时实施纠正措施的人员-(维持
高质量员工的能力) 在实验室标准化程序方面包括
三部分内容$%由参考资料和参考方法组成的参考
系统-&建立可追溯程序-’在常规测试条件下#对
测试分析的准确度和精密度进行验证) ;L?项目
检测实验室在方法研制的基础上按照美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的质量保证和标准化程序对每个分析方法
均制定了质量控制措施#此部分内容纳入方法程序
手册) 除实验室内部质量控制措施外#实验室还参
加德国 ]D/vd8T 等项目进行国际间实验室比对和
使用 ;RTB标准物质等方式对实验分析的准确程度
进行有效评估)

我国生物监测工作中引入质量保证概念始于
上世纪 $" 年代#我国参与由 ^5\Pd;/?组织的
全球环境监测规划%]-(‘,-3+01*(+23+4,-2(+14(*1+7
Z6Z432#]/@T&中的生物监测规划#该规划采用了
严格的质量保证措施#此后质量保证概念引入我
国生物监测工作#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研制了!生
物监测质量保证规范" %]LPB#G#!G k#IIF& *##+并
沿用至今#该规范为我国后续生物监测工作奠定
了基础) 生物监测是一项系统工程#伴随实验技
术的快速发展生物监测内容日益丰富,监测指标
逐步扩大#监测方法不断推陈出新#在大样本实验
室分析过程中涉及不同指标,方法,样本,仪器,实
验技术,人员,材料,记录,流程等众多环节#针对
不同环节的特点建立相应的质量措施和标准化程
序#是大样本生物监测的工作要求#也是生物监测
工作质量的根本保证)

我国环境污染问题严峻#在环境健康风险评估
中#从人体生物监测获得的化学暴露的数据具有深
远的影响) 在大样本生物检测中良好执行的质量保
证措施和标准化程序#可使实验室达到和维持高水
平的准确性和熟练程度#有效提高实验室测量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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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8循环管理对消毒供应中心压力灭菌器效果影响

苏勇&胡静&吴倩&赵冬梅&王金施

作者简介!苏勇’本科’从事专业消毒灭菌工作

作者单位!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

联系方式!河北省承德市南营子大街 EG 号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消毒供应室*邮编!"GH"""*/2,1-!$#%!%FE%FNbb9O(2

摘要#目的&探讨 ?>C8循环管理对消毒供应中心压力蒸汽灭菌器灭菌效果的影响+ 方法&抽查 ?>D
C8循环管理方案实施前后"计划’执行’检查和处理%G 个月压力蒸汽灭菌器灭菌样品’每个月抽查样品数为
%" 份’其中每台压力蒸汽灭菌器实施前后各抽取 G" 份’检测灭菌效果+ 同时在实施前后 G 个月进行 #"" 份
临床满意度问卷调查+ 结果&?>C8实施后’灭菌样品合格率为 I$<HFe’明显高于实施前的 I#<GHe"&q
"<"F%*?>C8实施后’8编号压力蒸汽灭菌器合格率较实施前提高"&q"<"F%*?>C8实施后’压力蒸汽灭菌
器实测温度不合格率为 "<$Ee’明显低于实施前的 I<#He"&q"<"F%*?>C8实施后’临床医务人员对消毒
供应中心满意度为 I$<""e’明显高于实施前的 I"<""e"&q"<"F%+ 结论&实施 ?>C8循环管理进行质量
持续改进’能有效提高消毒供应中心压力蒸汽灭菌器灭菌效果’有力支持医院院感防控工作+

关键词#?>C8循环管理* 消毒供应中心* 压力蒸汽灭菌器* 灭菌效果
中图分类号#K#!
!"#!#"<#E%!#PW9O+X19MWYZQ[[9!"#$<"%<""$

$%%&’(*%,!454F’3&1-.-;&W&.(*.:(&9030O0.; $%%&’(*%,9&))D9&:(&-W:(&9030O&9
0.!0)0.%&’(-.(:D663F 4&.(&9

TdS(+7# 5d’1+7# ^dv1,+# J58\>(+7231# ^8;]’1+ZM1

&& 52)(9-’($ "2A&’(0B&)&B(1+03Z417,434M33..3O4(.?>C8O6O-32,+,7323+4(+ 3..3O4(.a*3ZZ)*3Z43,2Z43*1D
-1[3*1+ _1Z1+.3O4,+41(+ Z)aa-6O3+43*91&(7*/)&T,2a-3Z(.a*3ZZ)*3Z43*1-1[3*ZY3*3Z,2a-3_ .(*G 2(+4MZ‘3.(*3
,+_ ,.43*4M312a-323+4,41(+ (.4M3?>C8O6O-32,+,7323+4a*(7*,2# 4M3+)2‘3*(.43Z41+7Z,2a-3Za3*2(+4M Y,Z
%"# G" Z,2a-3Z(.3,OM a*3ZZ)*3Z43,2Z43*1-1[3*Y3*33Q4*,O43_ ‘3.(*3,+_ ,.43*4M312a-323+4,41(+# ,+_ 4M33..3O4
(.Z43*1-1[,41(+ Y,Z_343O43_- #"" O-1+1O,-Z,41Z.,O41(+ b)3Z41(++,1*3ZY3*31+03Z417,43_ ,4G 2(+4MZ‘3.(*3,+_ ,.43*
4M312a-323+4,41(+9C&)D3()&8.43*4M312a-323+4,41(+ (.?>C8# 4M3b),-1.13_ *,43(.Z43*1-1[1+7Z,2a-3ZY,Z
I$<HFe# YM1OM Y,ZZ17+1.1O,+4-6M17M3*4M,+ 4M,4‘3.(*34M312a-323+4,41(+ I#<GHe %&q"<"F&98.43*4M312D
a-323+4,41(+ (.?>C8# 4M3b),-1.13_ *,43(.;(9a*3ZZ)*3Z43*1-1[3*Y,ZM17M3*4M,+ 4M,4‘3.(*312a-323+4,41(+ %&
q"<"F&98.43*4M312a-323+4,41(+ (.?>C8# 4M323,Z)*3_ 432a3*,4)*3)+b),-1.13_ *,43(.4M3a*3ZZ)*3Z43,2Z43*D
1-1[3*Y,Z"<$Ee# YM1OM Y,ZZ17+1.1O,+4-6-(Y3*4M,+ 4M,4‘3.(*34M312a-323+4,41(+ I<#He %&q"<"F&98.43*4M3
12a-323+4,41(+ (.?>C8# 4M3Z,41Z.,O41(+ (.O-1+1O,-23_1O,-Z4,..4(4M3_1Z1+.3O41(+ Z)aa-6O3+43*Y,ZI$e# YM1OM
Y,ZZ17+1.1O,+4-6M17M3*4M,+ 4M,4‘3.(*34M312a-323+4,41(+ (.4M3I"<""e %&q"<"F&94*.’3D)0*.)&BM312a-3D
23+4,41(+ (.?>C8O6O-32,+,7323+4.(*b),-146O(+41+)()Z12a*(0323+4O,+ 3..3O4103-612a*(034M33..3O4(.a*3ZD
Z)*3Z43*1-1[3*1+ 4M3Z43*1-1[,41(+ Z)aa-6O3+43*# ,+_ Z4*(+7-6Z)aa(*44M3M(Za14,-Z3+Z3O(+4*(-9

E&F G*9/)$ ?>C8O6O-32,+,7323+4# O3+4*,-Z43*1-3Z)aa-6_3a,*423+4# a*3ZZ)*3Z43*1-1[3*# Z43*1-1[,41(+
3..3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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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医 院 消 毒 供 应 中 心 %C3+4*,-Z43*1-3Z)aa-6
_3a,*423+4#CTT>&是医院供应各种无菌敷料,器械
和其他相关无菌器具的重要科室) 医院感染,热源
反应均与 CTT>的工作质量关系密切#此外还会对
显著影响医院的临床治疗和护理效果 *#+ ) 故而#保
证医院感染控制的有效性和 CTT>集中管理的规范
性显得尤为重要)

?>C8循环管理模式主要包括通过计划%?&,实
施%>&,检查 %C&,处理 %8&四个阶段#是一种全面
质量管理模式 *!+ ) 该管理模式注重终末质量的同
时更加注重过程管理和环节控制并强调持续性,主
动性,全过程的质量管理#目前其关于 CTT>的研究
资料在医院消毒供应中心管理中 ?>C8研究资料较
多#但关于灭菌效果等单方面的应用研究资料较少)

故此#本研究深入探讨了 ?>C8循环管理对消毒供应
中心压力蒸汽灭菌器灭菌效果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H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抽查 ?>C8循环管理方案实施前后 G 个月压力

蒸汽灭菌器灭菌样品#每个月抽查样品数为 %" 份#

每台压力蒸汽灭菌器实施前后各抽取 G" 份) 同时
在实施前后 G 个月进行临床满意度问卷调查#调查
各科室临床医师#每个科室调查 #" 名#医师自行无
记名填写问卷表#由科室收集后返还#内容包括对消
毒供应中心的满意度) 消毒供应中心成立 ?>C8循
环管理小组#由小组成员每月对使用灭菌器械的科
室进行匿名问卷调查#调查内容为对消毒供应中心
的满意度) 灭菌合格率等由消毒供应中心自行监
测) 分别发放问卷 #"" 份)
#<!&方法
#<!<#&计划&以我国最新的!医院消毒供应中心行
业标准" *E k%+为指导#制定改善质量的对应计划和措
施#完善并制定制度及标准#规范工作人员行为)
#<!<!&实施&严格落实计划中的各项工作安排#对
工作人员的工作技能进行系统全面的培训#提高责
任意识#严格控制各环节质量)
#<!<E&检查&各工作区域的组长%质控员&及时跟
踪重点环节及薄弱环节并进行总结#以质量抽检为
方式对临床科室物品接收,清洗,包装,灭菌,存放等
过程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参考胡晴霞 *F+的研究
对医院的灭菌,温度及相关人员的满意度情况进行
检测和调查)

#<!<%&处理&每周分析消毒供应中心上周各项检
查结果分析仍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采取进行处
理#检查工作计划的落实情况及质量改进效果-护理
组长每周进行总结#部署本周重点及下周计划) 将
?>C8循环应用于中心管理模式并持续改进 *G+ )
#<E&灭菌效果监测

应用生物指示剂监测#菌片含菌和抗力符合
含芽孢量%F i#"F cF i#"G & CUdP片国家有关标
准,嗜热脂肪杆菌芽孢 %8BCCHIFE &为标准指示
菌珠 *H+ ) 分别于试验包中心部位和灭菌柜放置一
个标准试验包-一个灭菌周期后#指示菌片取出投
入溴甲酚紫葡萄糖蛋白胨水培养基#FGh条件下
持续培养 H _#同时设阴性对照和阳性对照#观察
培养结果 *$+ )
#<%&统计学处理

统计分析采用 T?TT #I<" 软件#计数资料比较
使用 !! 检验或 U1ZM3*精确检验#以 &q"<"F 表示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IH结果

!<#&?>C8实施前后灭菌效果比较
?>C8实施后#灭菌样品合格率明显高于实施

前#差异比较有统计学意义%&q"<"F#表 #&)
表 @H,!45实施前后灭菌效果比较

时期
灭菌样品
数P份

合格率Pe !! G

实施前 !%" !!"%I#<GH&

实施后 !%" !EH%I$<HF&
#E<#I$ q"<"F

!<!&每台压力蒸汽灭菌器效果比较
?>C8实施前和实施后#不同编号压力蒸汽灭

菌器合格率差异比较无统计学意义%&u"<"F&-?>D
C8实施后#8编号压力蒸汽灭菌器合格率均较实施
前提高%&q"<"F#表 !&)

表 IH不同类型压力蒸汽灭菌器效果比较

编号
灭菌

样品数

实施前

合格率Pe
实施后

合格率Pe

U1ZM3*

精确检验

8 G" F%%I"<""& G"%#""<""& q"<"F

L G" FG%IE<EE& FI%I$<EE& u"<"F

C G" F%%I"<""& FI%I$<EE& u"<"F

> G" FG%IE<EE& FI%I$<EE& u"<"F

*! "<$HE k

G & u"<"F u"<"F

&&注$. k/为 U1ZM3*精确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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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8实施前后实测温度不合格率比较
?>C8实施后#压力蒸汽灭菌器实测温度不合

格率明显低于实施前#差异比较有统计学意义%&q
"<"F#表 E&)

表 KH,!45实施前后压力蒸汽灭菌器实测温度

不合格率比较

时期 监测数P
份

实测温度
不合格Pe *! &

实施前 !%" !!%I<#H&

实施后 !%" !%"<$E&
#H<F%% q"<"F

&&注$压力蒸汽灭菌器实测温度合格值温度在 #E!h c

#E%h

!<%&临床医务人员对消毒供应中心满意度
?>C8实施后#临床医务人员对消毒供应中心

满意度明显高于实施前#差异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q"<"F#表 %&)

表 LH,!45实施前后灭菌效果比较

时期 份数
临床医务人员
满意度Pe

!! &

实施前 #"" I"%I"<""&

实施后 #"" I$%I$<""&
F<GH% q"<"F

KH讨论

消毒供应中心担负医疗器材的清洗,包装,消毒
和供应的重要工作#是医院内各种无菌物品的供应
单位) 现代医院具有涉及科室广#供应品种繁多#使
用周转快等特点#每项工作均关系到医疗,科研和教
学的质量#如果供应物品不完善可影响诊断与治疗#
消毒不彻底会引起全院性的医院感染暴发#故而做
好供应室工作并采取有效的管理方法对提高消毒供
应中心工作质量是医院工作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并
具有重要意义 *I+ ) 医院目前现主要存在相关人员
能力不足,医院消毒中心流程不规范#不科学及相关
质量标准及管理制度不健全等问题#继续一种长期
有效的方法进行解决)

?>C8循环是美国质量管理专家休哈特博士首
先提出的#亦是全面质量管理的思想基础和方法依
据 *#"+ ) 在质量管理活动中#?>C8循环企业管理各
项工作的一般规律#也是质量管理的基本方法-该理
论按照作出计划,计划实施,检查实施效果#然后纳
入标准的程序并要求各项工作存在问题的事项持续
改进并在下一循环解决#精髓在于持续改进系统存
在中的问题#以此形成良性循环 *##+ )

早在 !" 世纪 I" 年代#?>C8循环已逐渐被广
泛应用于病历质量管理,临床护理技能教育,护理人
力资源管理与培训等领域 *#!+ ) 该管理方法通过制
定完善健全的管理制度,工作流程,质量标准,及反
馈制度#使消毒供应中心各项工作的科学化,程序化
和合理化 *#E+ ) 消毒供应中心在管理过程中通过系
统的教育培训有效增强了工作人员责任意识并提高
了工作技能#为工作质量的提高提供了保障) 本研
究结果显示 ?>C8实施后#灭菌样品合格率为
I$<HFe#明显高于实施前的 I#<GHe %&q"<"F &-
?>C8实施后#8编号压力蒸汽灭菌器合格率较实
施前提高%&q"<"F&) 该结果也说明了 ?>C8循环
能够持续改进质量进而提高灭菌效果

压力蒸汽灭菌为保证压力蒸汽灭菌质量对降低
和控制医院感染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是医疗机构
医疗用品灭菌的重要选择) 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类
型压力蒸汽灭菌器效果比较结果显示 ?>C8实施
后#压力蒸汽灭菌器实测温度不合格率为 "<$Ee#

明显低于实施前的 I<#He %&q"<"F&-?>C8实施
后#临床 医 务人 员对 消毒 供 应中 心满 意 度 为
I$<""e#明显高于实施前的 I"<""e %&q"<"F &)

对消毒灭菌工作的监督检测管理#可使消毒灭菌工
作日趋规范#操作人员均接受过正规培训#压力蒸汽
灭菌能够按规范要求进行可显著提高灭菌器合
格率)

?>C8实施后#压力蒸汽灭菌器实测温度不合
格率为 "<$Ee#明显低于实施前的 I<#He %&q
"<"F&-?>C8实施后#临床医务人员对消毒供应中
心满意度为 I$<""e#明显高于实施前的 I"<""e
%&q"<"F&) 该结果进一步验证 ?>C8循环应用科
学性和有效性) ?>C8循环法规范消毒供应中心感
染管理主要有以下 E 点优势 *#% k#F+ $%?>C8循环管
理将灭菌工作纳入标准操作流程中#使医院感染管
理质量呈螺旋式上升-&?>C8调动了医护人员学
习感染控制专业知识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并强化了
CTT>人员的感染控制意识-’?>C8循环管理过程
中与感染管理科内外联合#抓消毒,灭菌质量管理#

对照标准操作规程#有效地保证了手术器械和再生
医疗器械的消毒,灭菌质量)

实施 ?>C8循环管理进行质量持续改进#能有
效提高消毒供应中心压力蒸汽灭菌器灭菌效果#有
力支持医院院感防控工作)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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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G 年绵阳市生活饮用水水质调查

罗赟

作者简介!罗赟’副主任技师’从事公共卫生工作

作者单位!四川省绵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联系方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路 G! 号*邮编!G!#"""* /2,1-!#%H!F##!Nbb9O(2

摘要#目的&分析 !"#G 年绵阳市饮用水卫生状况’为相关部门科学决策提供参考数据’保障饮水安全+

方法&对 # E$E 份水样进行基本情况调查和水质检测’按/生活饮用水水质检测标准检验方法0 "]LPBFHF"

k!""G%进行水样检测’参照/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0"]LFH%I k!""G%进行结果评价+ 结果&集中式供水单

位消毒设施配备良好’使用情况有待改善’采用二氧化氯消毒方式为主+ 检测城市饮用水 !#F 份’合格率
I!<"Ie*农村饮用水 # #G$ 份’合格率 G#<"Ie+ 城市与农村地区的出厂水和末梢水合格率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q"<"F%*农村集中式供水小型工程和非小型工程水样合格率分别为 F$<FGe&H%<!Ie’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q"<"F%*农村饮水耐热大肠菌群和二氧化氯合格率较低+ 结论&绵阳市城市饮用水合格率较高’

农村饮用水合格率较低’加强农村小型供水监管’确保农村集中式供水卫生消毒制度落实’重视微生物和消

毒指标监测+

关键词#城市*农村*生活饮用水*水质调查*水质检测

中图分类号#K#!E

!"#!#"<#E%!#PW9O+X19MWYZQ[[9!"#$<"%<""I

5.-3F(0’-3#.B&)(0;-(0*.*.!90.N0.; M-(&9VD-30(F 0.10-.F-.; 0.IP@S

Ad\S)+

&& 52)(9-’($ "2A&’(0B&)&B(,+,-6[34M3Z,+14,*6O(+_141(+ (._*1+X1+7Y,43*1+ @1,+6,+71+ !"#G ,+_

a*(01_3*3.3*3+O3_,4,4(2,X3ZO13+41.1O_3O1Z1(+ .(*4M3,_21+1Z4*,41(+ (.a)‘-1O_*1+X1+7Y,43*Z,.34691&(7?

*/)&@(+14(*1+7,+_ 1+03Z417,41+74M3‘,Z1OZ4,43Z(.# E$E _*1+X1+7Y,43*Z,2a-3Z,+_ 3Q,21+,41+7Y,43*b),-D

1469>*1+X1+7Y,43*Z,2a-3ZY3*33Q,21+3_ ‘64M3#=<%K<9K )8<I>%<=>A% 4F=CAK OA9$9>%P>%7 1<=F9%]LPB

FHF" k!""G &9BM3*3Z)-4ZY3*330,-),43_ ,OO(*_1+74(4M3#<%>=<9:#=<%K<9K OA9$9>%P>%7 1<=F9%]LFH%I

k!""G &9C&)D3()&BM33b)1a23+4(._1Z1+.3O41(+ .,O1-1413Z1+ 4M3O3+4*,-1[3_ Y,43*Z6Z432ZY3*3Y,Z7((_9

BM3,aa-1O,41(+ (._1Z1+.3O41(+ .,O1-1413ZZM()-_ ‘3.)*4M3*12a*(03_9BM32,1+ 234M(_ .(*Y,43*_1Z1+.3O41(+

Y,Z)Z1+7OM-(*1+3_1(Q1_39BM3b),-1.1O,41(+ *,43Z(.!#F )*‘,+ _*1+X1+7Y,43*Z,2a-3Z,+_ # #G$ *)*,-_*1+XD

1+7Y,43*Z,2a-3ZY3*3I!<"Ie ,+_ G#<"Ie *3Za3O4103-6# ,+_ 4M3_1..3*3+O3Y,ZZ4,41Z41O,--6Z17+1.1O,+4%&

q"<"F &9BM3b),-1.1O,41(+ *,43Z(.Y,43*Z,2a-3Z.(*-,*73,+_ Z2,--a*(W3O4Z1+ 4M3*)*,-O3+4*,-1[3_ Y,43*

Z)aa-6a*(W3O4ZY3*3H%<!Ie ,+_ F$<FGe *3Za3O4103-6# ,+_ 4M3_1..3*3+O3Y,ZZ4,41Z41O,--6Z17+1.1O,+4%&q

"<"F&9BM3b),-1.1O,41(+ *,43Z(.M3,4*3Z1Z4,+4O(-1.(*2,+_ OM-(*1+3_1(Q1_3Y3*3-(Y3*1+ *)*,-_*1+X1+7Y,D

43*94*.’3D)0*.)&BM3b),-1.1O,41(+ *,43(._*1+X1+7Y,43*Y,ZM17M 1+ O146‘)4*3-,4103-6-(Y1+ *)*,-,*3,Z(.

@1,+6,+79R41Z+3O3ZZ,*64(Z4*3+74M3+ 4M3Z)a3*01Z1(+ (.Z2,--Y,43*Z)aa-13Z1+ *)*,-,*3,Z4(3+Z)*34M312D

a-323+4,41(+ (.Z,+14,*6_1Z1+.3O41(+ Z6Z4321+ *)*,-O3+4*,-1[3_ Y,43*Z)aa-13Z,+_ a,62(*3,443+41(+ 4(2(+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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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4M31+_3Q.(*21O*((*7,+1Z2,+_ _1Z1+.3O41(+9

E&F G*9/)$ O146# *)*,-,*3,# _*1+X1+7Y,43*# Y,43*b),-1461+03Z417,41(+# Y,43*b),-1463Q,21+,41(+

&&为了解绵阳市生活饮用水卫生状况#以利于科
学决策和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保障饮用水卫生安
全#对 !"#G 年绵阳市 # E$E 份水样进行调查和结果
分析)

@H对象与方法

#<#&对象

收集 !"#G 年绵阳市城市和农村饮水监测基本
数据) 城市水监测点涵盖城区全部市政供水外#还
包括部分自建供水#水样类型包括出厂水,末梢水和
二次供水-农饮水监测实现全市乡镇全覆盖#每个乡
镇设%! c%&个监测点#监测点优先选择农村饮水安
全工程供水#其次是其他集中式供水和分散式供水#
水样类型包括农村集中式供水出厂水和末梢水和农
村分散式供水) 监测时收集水样消毒情况) 监测频
率为枯水期和丰水期各 # 次)

#<!&检测与评价

检测依据 !生活饮用水水质检测标准检验方
法" %]LPBFHF" k!""G& *#+进行#检测指标详见表
$) 检测结果按照!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LFH%I
k!""G& *!+进行水质评价#以耐热大肠菌群,大肠埃
希氏菌,消毒剂指标以外的 E# 项指标作为水质合格
率评价指标#其中 # 项指标不合格即判定为该水样
不合格)
#<E&质量控制

采取从现场到实验室分析全过程的质量保证
措施) 水样采集,运输,保存参照 !生活饮用水卫
生标 准 检 验 方 法 水 样 的 采 集 与 保 存 " %]LPB
FHF"<! k!""G& *#+要求进行水样采集与保存-分析
测定质量控制和保证的措施$%按照!生活饮用水
卫生标准检验方法" %]LPBFHF" k!""G & *#+测定#
定量采用有证标准物质-&平行样$每批分析样品
带 ! 个平行样#确定结果的精密度水平#排除测定
的偶然误差-’空白样$每批样品带 # 个空白样#
确认试剂和容器的污染) 同时建立监测数据的审
核检查制度)
#<%&统计分析

用 /QO3-!"#" 进行数据统计#利用 T?TT #G<"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分类变量采用百分数来描述#!!

检验进行比对#以 &q"<"F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IH结果
!<#&集中式供水水样的消毒设施配备和消毒剂使
用情况

城市监测的 !#F 份集中式供水水样仅 #<$Ge
%%P!#F&未配备消毒设施) 配有消毒设施的水样占
城市检测水样的 I$<#%e %!##P!#F&) 农村监测的
# #G$ 份集中式供水水样有 # "F! 份进行了消毒处
理#占 I"<"He%# "F!P# #G$&) 在进行消毒的 # "F! 份
水样中#绝大部分配有消毒设施#占 IF<$!e%# ""$P
# "F!&-仅 %<#$e%%%P# "F!&未配备消毒设施) 在
进行了消毒处理的水样中#绝大部分均按要求使用
消毒设 备# 占 农村 监测 集中 式 供水 总 水 样 的
$#<EHe%$FGP# "F!&-偶尔使用或不使用消毒设施
的占 ##<HIe%#!%P# "F!&,!<GGe%!$P# "F!&)

!#F 份城市集中式供水水样#使用的消毒剂以
二氧化氯为主#占 H!<"Ie %#FFP!#F&-其次是液氯
占 !G<"Fe % FGP!#F &#漂白粉占 #<$Ge % %P!#F &)
进行了消毒的 # "F! 份农村集中式供水水样#使用
的消毒剂以二氧化氯为主#占 HF<#"e%HI"P# "F!&-
其次是漂白粉占 #I<HHe % !"$P# "F! &-液氯占
%<EHe%%GP# "F!&-其他种类占 "<HGe%$P# "F!&)
!<!&水质检测情况
!<!<#&城市和农村地区出厂水,末梢水检测情况&
城市和农村地区出厂水,末梢水检测情况见表 #)
统计分析#城市和农村地区出厂水合格率有统计学
差异%!! o##<#FI#&q"<"F&#城市和农村地区末梢
水合格率有统计学差异%!! oF"<H#I#&q"<"F&)
表 @HIP@S 年绵阳市城市$农村的出厂水和末梢水检测情况

类别 水样类型 样品数P份 合格数P份 合格率Pe

城市 出厂水 EH EE $I<#I

末梢水 #%# #E# I!<I#

农村 出厂水 F## E#G G#<$%

末梢水 GF# %"E G#<I"

合计 # E%" $$E GF<$I

!<!<!&城市饮用水不同类型水样检测情况&城市
饮用水采集市政供水的出厂水,末梢水和二次供水#
自建供水的出厂水和末梢水%表 !&)

市政供水按水样类型分为出厂水,末梢水和二
次供水三类#出厂水合格率 I%<!Ie %EEPEF&#末梢
水合格率 I%<!%e % #E#P#EI &# 二次供水合格率

’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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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IHIP@S 年城市饮用水水质检测情况

供水类型 水样类型 水样数P份 合格数P份 合格率Pe

市政供水

自建供水

合计&&

枯水期

丰水期

枯水期

丰水期

出厂水 #H #G I%<#!

末梢水 GI GG IF<GF

二次供水 #I #$ I%<H%

出厂水 #$ #H I%<%%

末梢水 H" GF I!<$G

二次供水 #$ #G $$<$I

出厂水 # " "<""

末梢水 # " "<""

出厂水 # " "<""

末梢水 # " "<""
!#F #I$ I!<"I

I#<$Ie%E%PEH&) 市政供水的出厂水,末梢水和二
次供水合格率无统计学差异 %!! o"<!I%# &u
"<"F&)
!<!<E&农村饮用水不同类型水样检测情况&农村
饮水按监测点类型分集中式和分散式供水#集中式
供水根据工程供水能力分小型和非小型 %备注$小
型是指供水在 # """ 2E 以下或供水人口# 万人以下
的集中式供水#非小型是指供水在# """ 2E 以上或
供水人口 # 万人以上的集中式供水&#集中式供水
水样类型包括出厂水和末梢水) 分类情况及检测结
果见表 E)

农村集中式供水按水样类型分为出厂水和末梢
水#出厂水合格率 G#<$%e%E#GPF##&# 末梢水合格
率 G#<I"e%%"EPGF#&) 农村集中式供水的出厂水
和末梢水合格率无统计学差异 %!! o"<""## &u
"<"F&)

农村集中式供水按工程类型分为非小型和小型
&&&&

工程#非小型工程合格率 H%<!Ie%#$!P!%F&# 小型
工程合格率 F$<FGe %FEHPI#H&) 农村集中式供水
非小型工程和小型工程水样合格率有统计学差异
%!! o!"<!G$#&q"<"F&)
!<E&不同采集时间水样检测情况

检测水样按采样时间进行分类%表 %&) 枯水期
和丰水期样本合格率无统计学差异%!! o#<"IE#&u
"<"F&)
!<%&各项指标检测分析

各项指标检测情况见表 F) 其中城市供水情况
相对较好#不合格指标有$浑浊度,四氯化碳,氨氮,
游离氯和二氧化氯,硝酸盐,菌落总数和总大肠菌
群) 农村饮用水合格率较低#不合格指标有$总大肠
菌群,大肠埃希氏菌,耐热大肠杆菌,菌落总数,硝酸
盐,三氯甲烷,四氯化碳,肉眼可见物,臭和味,浑浊
度,铝,铁,锰,氯化物,硫酸盐,硬度,耗氧量,氨氮,
游离氯和二氧化氯)

表 KHIP@S 年农村饮用水水质检测情况

监测点类型 水样类型 水样数P份 合格数P份 合格率Pe

集中式

分散式

合计&

非小型

小型

枯水期

丰水期

枯水期

丰水期

枯水期
丰水期

出厂水 %F EE HE<EE

末梢水 HH FH H%<"E

出厂水 %% E# H"<%F

末梢水 HI G# HH<!!

出厂水 !## #!% F$<HH

末梢水 !%$ #EF F%<%%

出厂水 !## #!$ G"<GG

末梢水 !%H #F" G"<HE

枯水期 E ! GG<GH

丰水期 E ! GG<GH
# #G$ H!E G#<I"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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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HIP@S年绵阳市饮用水枯水期和丰水期水质检测情况

类别
样品数P
份

合格数P
份

不合格数P
份

合格率P
e

枯水期 GI# %F# !%" GF<!H
丰水期 GI! %H" !!! GH<I!
合计 # E$E I!# %G! GG<FI

KH讨论

# E$E 份水样基本情况调查显示#供水水源类型
较多#包括江河水,水库水,井水,溪水等# 监测水样
的水源类型以地表水为主) 城市集中式供水的消毒
&&&

设备配备和消毒剂使用情况相对农村地区齐全,规
范#可能影响城市和农村水质合格率) # #G$ 份农村
集中式供水水样#有 I"<"He进行了消毒处理#较
!"#F 年调查资料 *E+报道的 H"<FEe有明显提高#可
能是由于近年来国家投入大量资金改善农村饮水工
程#近郊农村地区实施城市供水管网延伸工程#自来
水在农村的普及率得到提升等一系列因素#导致农
村地区水处理消毒状况明显改善#这些将影响农村
饮水质量#提升农村饮水水质合格率) 进行了消毒
处理的水样中#绝大部分均按要求使用消毒设备#占
农村监测集中式供水总水样的 $#<EHe-偶尔使
&&&表 RHIP@S 年城市和农村水样单项指标合格情况

检测指标
城市水 农村水

检测数P
份

合格数P
份

合格率P
e

检测数P
份

合格数P
份

合格率P
e

微生物指标

毒理指标

感官性状和

一般化学指标

消毒剂指标

总大肠菌群 !#F !#% II<FE # #G$ $!F H"<GE
耐热大肠菌群 #%G #%G #""<"" $F# FI$ H"<!H
大肠埃希菌 ##I ##I #""<"" FG$ %IH $H<F"
菌落总数 !#F !## I$<#% # #G$ # #"! I%<EF
砷 !#F !#F #""<"" # #G$ # #G$ #""<""
镉 !#F !#F #""<"" # #G$ # #G$ #""<""
铬%六价& !#F !#F #""<"" # #G$ ##G$ #""<""
铅 !#F !#F #""<"" # #G$ # #G$ #""<""
汞 !#F !#F #""<"" # #G$ # #G$ #""<""
硒 !#F !#F #""<"" # #G$ # #G$ #""<""
氰化物 !#F !#F #""<"" # #G$ # #G$ #""<""
氟化物 !#F !#F #""<"" # #G$ # #G$ #""<""
硝酸盐 !#F !#E II<"H # #G$ # #F! I$<GE
三氯甲烷 !#F !#F #""<"" # #G$ # #G" II<E!
四氯化碳 !#F !#% II<FE # #G$ # #GH II<I#
色度 !#F !#F #""<"" # #G$ # #G$ #""<""
浑浊度 !#F !"G IF<$# # #G$ # #!! IG<"G
臭和味 !#F !#F #""<"" # #G$ # #GG II<$E
肉眼可见物 !#F !#F #""<"" # #G$ # #EI IH<F!
a5 !#F !#F #""<"" # #GH # #GH #""<""
铝 !#F !#F #""<"" # #G$ # #FG I$<IH
铁 !#F !#F #""<"" # #G$ # #GG II<$E
锰 !#F !#F #""<"" # #G$ # #GH II<I#
铜 !#F !#F #""<"" # #G$ # #G$ #""<""
锌 !#F !#F #""<"" # #G$ # #G$ #""<""
氯化物 !#F !#F #""<"" # #G$ # #GG II<$E
硫酸盐 !#F !#F #""<"" # #G$ # #%F I$<"E
溶解性总固体 !#F !#F #""<"" # #G$ # #G$ #""<""
总硬度 !#F !#F #""<"" # #G$ # #GH II<I#
耗氧量 !#F !#F #""<"" # #G$ # #%$ I$<!I
挥发性酚类 !#F !#F #""<"" # #G$ # #G$ #""<""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F !#F #""<"" # #G$ # #G$ #""<""
氨氮 !#F !## I$<#% # #G$ ##G" II<E!
游离氯 %! %! #""<"" !G" !E% I"<""
二氧化氯 #$" #H$ I$<$I $#! FG# G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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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或不使用消毒设施占 ##<HIe,!<GGe#提示农饮
水的消毒管理不完善#消毒处理情况仍需改善) 一
些农村小型集中式供水企业安装的消毒设备因缺少
人员或为了节约运行成本或消毒剂投放量不足或由
于工作人员专业知识的缺乏#无水质消毒工作程序#

很难保证消毒效果#这些都将影响农村集中式供水
消毒效果) 消毒方法采用二氧化氯消毒为主#二氧
化氯具有极强的氧化能力#对细菌,病毒达到灭活的
作用#在管网中能存留时间较长#能保持长时间消
毒 *%+ #消毒效果直接影响微生物指标检测的合
格率)

水质检测结果显示# # E$E 份水样合格率为
GG<FIe#其中农村饮水 # #G$ 份合格率 G#<I"e#较
!"#E 年, !"#F 年资料 *E#F+ 报道本地水质合格率
F%<HEe,FH<!%e有所提高#但是总体水样合格率仍
不高) !"#G 年绵阳市城市饮水合格率 I!<"Ie#农
村饮水合格率 G#<I"e#城市和农村饮用水合格率
有显著性差异#提示城市和农村在我市的饮用水卫
生现状差异明显#农饮水卫生状况不容乐观#农村饮
用水卫生合格率较低 %主要是微生物指标超标严
重,消毒剂指标不达标&#广大农村地区的饮水卫生
基础仍旧薄弱#防控水性疾病和提升饮水质量的重
点地区仍旧是农村地区) 检测城市出厂水,末梢水
和二次供水#其中二次供水检测合格率最低#但是统
计分析发现出厂水,末梢水和二次供水检测合格率
无统计学差异#可能与二次供水和出厂水的样本数
量较少有关) 农村集中式供水大型工程水样合格率
和小型工程水样合格率有统计学差异#大型水厂制
水设施设备较先进#工艺中所使用的涉水材料和产
品较环保和处理效果较好#一般都根据原水水质情
况进行了深度处理#自动化控制程度较高#管理更为
规范严格#因此水质合格率相对较高 *G+ ) !"#G 年枯
水期与丰水期水样检测合格率无统计学差异#与
!"#E#!"#F 年资料 *E#F#H+及国内相关资料报道结果相

似 *$ kI+ ) 各项检测指标分析发现#饮水的毒理学指
标合格率均大于 I$e#其中砷,氟化物的监测合格
率均为 #""e#与本地历年监测数据基本一致-感官
性状和一般化学性指标合格率均大于 IFe#其中浑
浊度系该类指标中检测合格率最低的指标#浑浊度
指标与健康影响没有直接关联#异常提示可能存在
污染) 微生物指标中耐热大肠菌群农村饮用水合格
率 H"<!He#消毒剂指标中二氧化氯农村饮用水合
格率 GI<"Ie#微生物指标是评价水质清洁和净化

效果的重要指标#其超标易引起肠道传染病的流
行 *#"+ ) 微生物指标和消毒剂指标应作为农村地区
供水日常监管监测的重点指标#有利于消除饮用水
安全隐患#防控水性疾病#提高饮水卫生质量) 根据
单项指标检测结果分析#能够确定本地监测的重点
指标)

通过对 !"#G 年绵阳市生活饮用水水质基本情
况和监测结果的分析#可以指导后续监测监管的
重点地区,工程类型和重点检测项目) 目前绵阳
市逐步建立以县为单位的水质监测子体系#建设
县级农村水质监测中心#这些将有助于提高农村
饮水水质合格率) 建议供水主管部门加强对农村
供水企业的管理# 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培训,宣传和
教育#加强对供水企业专业人员的技术培训#尤其
是加强消毒知识培训-加强对农村饮水工程的卫
生学评价#建立从水源到用户的水质卫生安全管
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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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技术与方法研究"

海水淡化阻垢剂遗传毒性试验观察
王璐瑶&段链&赵康峰&顾雯&李毅民

基金项目!国家海洋局海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F"F"!# k%%

作者简介!王璐瑶’硕士研究生在读’从事卫生毒理学研究

作者单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

联系方式!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南里 H 号院*邮编!#"""!#*/2,1-!-)6,(Y,+7###N#GE9O(2

通信作者!李毅民’研究员’从事环境毒理学研究*/2,1-!6121+-1NZ1+,9O(2

摘要#目的&用体外彗星试验和流式细胞术体外微核试验检测不同海水淡化阻垢剂作用于 C5\细
胞的遗传毒性效应+ 方法&改性聚羧酸阻垢剂&聚丙烯酸阻垢剂">@#"#%和马来酸阻垢剂 E 种阻垢剂的
RCF"值分别为 !<H$#&!<%"# 和 #<E%H 27P2A’将不同阻垢剂的 RCF"值作为试验的最高剂量+ 高&中&低不
同剂量的 E 种阻垢剂分别处理 C5\Dg# 细胞 E M’以浓度为# !7P2A的 g!C*!\H 为阳性对照组’以尾部
>;8百分比"4,1->;8e%和尾距"4,1-2(23+4%作为 >;8损伤的指标*E 种阻垢剂流式细胞术体外微核试
验分为高&中&低三个剂量组’试验分为 fTI 短时处理组""<# !7P2A环磷酰胺和 # !7P2A秋水仙碱作为
阳性对照%和DTI 持续处理组""<# !7P2A丝裂霉素 C和"<# !7P2A秋水仙碱作为阳性对照% ’采用 /@8
和 TSB\V7*33+ 双色标记’流式细胞仪分析微核率+ 结果&与阴性对照组相比’E 种阻垢剂的尾部 >;8
百分比和尾距在高&中剂量组的浓度上均出现统计学显著性差异+ 与阴性对照组相比’在DTI 的条件下’
马来酸聚合物阻垢剂高剂量组试验结果为阳性*在 fTI 的条件下’马来酸聚合物阻垢剂在高&中和低剂量
组实验结果为阳性’聚丙烯酸阻垢剂">@#"#%和马来酸阻垢剂在高剂量组试验结果为阳性+ 结论&在本
试验条件下’E 种阻垢剂具有遗传毒性+

关键词#阻垢剂* C5\细胞* 遗传毒性* 彗星试验* 流式细胞术* 体外微核试验
中图分类号#K#!E<#
!"#!#"<#E%!#PW9O+X19MWYZQ[[9!"#$<"E<"#"

$86&90W&.(-3"2)&9B-(0*.*.<&.*(*80’0(F *%5.(0)’-3-.()
])&/0.!&)-30.-(0*.*%:&-G-(&9

^8;]A)6,(# >d8;A1,+# J58\g,+7.3+7# ]d^3+# A1S121+

&& 52)(9-’($ "2A&’(0B&)&B(1+03Z417,434M373+(4(Q1O3..3O4(._1..3*3+4,+41ZO,-,+4Z(+ C5\O3--ZY14M ,+ 1+
014*(O(234,ZZ,6,+_ .-(YO64(234*61+ 014*(21O*(+)O-3)Z43Z491&(7*/)&BM3RCF" 0,-)3(.4M*33_1..3*3+4,+41D
ZO,-,+4Z%2(_1.13_ a(46O,*‘(Q641O,O1_ ,+41ZO,+-,+4# a(-6,O*6-1O,O1_ ,+41ZO,-,+4,+_ 2,-31O,O1_ ,+41ZO,-,+4& Y3*3
!<H$## !<%"# ,+_ #<E%H 27P2A# *3Za3O4103-69BM3RCF" 0,-)3(.3,OM ,+41ZO,-,+4Y,Z)Z3_ ,Z4M3M17M _(Z3
7*()a9R+ O(234,ZZ,6# C5\Dg# O3--ZY3*34*3,43_ Y14M 3,OM ,+41ZO,-,+41+ _1..3*3+4O(+O3+4*,41(+Z.(*E M# ,+_
# !7P2Ag!C*!\HY,Z)Z3_ ,Z,a(Z14103O(+4*(-- 4,1->;8e ,+_ 4,1-2(23+4Y3*3)Z3_ 4(_343O44M3_,2,73(.
>;89R+ 4M3.-(YO64(234*61+ 014*(21O*(+)O-3)Z43Z4# ,4*3,423+4Y14M ,+_ Y14M()4234,‘(-1O,O410,41(+ Y,Z
1+O-)_3_9U(*4M34*3,423+4Y14M 234,‘(-1O,O410,41(+# C5\O3--ZY3*34*3,43_ Y14M 3,OM (.4M*33,+41ZO,-,+4Z1+
_1..3*3+4O(+O3+4*,41(+Z# 1+ 4M3fTI 4*3,43_ 7*()a# )Z1+7"<# !7P2AO6O-(aM(ZaM,21_3%C?& ,+_ "<# !7P2A
O(-OM1O1+3,Za(Z14103O(+4*(-- U(*4M34*3,423+4Y14M()4234,‘(-1O,O410,41(+ 1+ 4M3– TI 4*3,43_ 7*()a# )Z1+7
"<# !7P2A214(26O1+ C%@@C& ,+_ "<# !7P2AO(-OM1O1+3,Za(Z14103O(+4*(-98.-(YO64(234*1O234M(_ 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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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3_ .(*21O*(+)O-3,**,43Z(.O3--Z-,‘3-3_ ‘6/@8,+_ TSB\V]*33+9C&)D3()&R+ O(2a,*1Z(+ Y14M 4M3+37,4103
O(+4*(-# 4M34,1->;8e ,+_ 4,1-2(23+4Z1+ 4M*33_(Z37*()a (.4M*33,+41ZO,-,+4ZY3*3Z17+1.1O,+4-6_1..3*3+49R+
O(2a,*1Z(+ Y14M 4M3+37,4103O(+4*(-# 4M3M17M _(Z3(.2(_1.13_ a(46O,*‘(Q641O,O1_ ,+41ZO,-,+44*3,43_ Y14M()4234,D
‘(-1O,O410,41(+ ZM(Y3_ ,a(Z14103*3Z)-4,+_ 4M3M17M ,+_ 21__-3_(Z3(.2(_1.13_ a(46O,*‘(Q641O,O1_ ,+41ZO,+-,+4
,+_ a(-6,O*6-1O,O1_ ,+41ZO,-,+44*3,43_ Y14M 234,‘(-1O,O410,41(+ ZM(Y3_ a(Z14103*3Z)-494*.’3D)0*.)&d+_3*4M3
a*3Z3+43Qa3*123+4,-O(+_141(+# 4M*33,+41ZO,-,+4ZZM(Y3_ 73+(4(Q1O1469

E&F G*9/)$ ,+41ZO,-,+4Z# C5\O3--Z# 73+(4(Q1O146# O(234,ZZ,6# .-(YO64(234*6# 1+ 014*(21O*(+)O-3)Z,ZZ,6

&&随着我国海水淡化产业的发展#海水淡化药
剂在我国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 阻垢剂是指具有
能够分散水中难溶性无机盐#阻止或干扰难溶性
无机盐在金属表面沉淀,结垢的一类水处理药剂#

其中共聚物类阻垢剂对推动我国水处理剂产业的
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 随着海水淡化水逐
渐进入城市供水系统#海水淡化水的安全性越来
越受到公众的重视 *! kE+ ) 高分子化合物本身无毒

或毒性很小 *%+ #但在聚合过程中加入的复配剂,还
原剂等可能会降低阻垢剂中高分子化合物的纯
度#对阻垢剂的安全性造成影响) 本研究选用中
国仓鼠卵巢细胞 %CM1+3Z35,2Z43*\0,*6# C5\& #

采用彗星试验和流式细胞术体外微核试验观察
E 种阻垢剂在 >;8水平和染色体水平上对 C5\

细胞的遗传毒性效应)

@H材料与方法

#<#&试验样品
本实验所用 E 种海水淡化阻垢剂分别为改性聚

羧酸阻垢剂,聚丙烯酸阻垢剂%>@#"#&和马来酸阻
垢剂#均为透明液体状#实际用量每升原海水 %! c
G& 27#由国家海洋局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
究所提供)
#<!&仪器及试剂

>SSDGC电泳仪%北京市六一仪器厂&-C8T?彗
星分析系统%网站免费获得&-单细胞凝胶电泳玻片
%B*30173+ &-低熔点琼脂胶 %-(Y23-41+7,7,*(Z3#
A@8-B*30173+&- ],--1(Z流式细胞仪%L3OX2,+ C()-D
43*&- 体外微核试验试剂盒 %A14*(+ A,‘(*,4(*13Z&-
G !2荧光微珠 %L3OX2,+ C()-43*&-C5\细胞培养
基,胎牛血清和胰酶均购自 BM3*2(U1ZM3*)
#<E&细胞株及培养条件

中国 仓 鼠 卵 巢 细 胞 %CM1+3Z3M,2Z43*(0,*6
O3--Z#C5\&#购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基础医学研究
所-培养于含 #"e胎牛血清,#e双抗的 >@/@PU#!

基础培养液#在 EHh,C\! 体积为 Fe的培养条件下
维持培养)
#<%&试剂配制

彗星试验$#e A@8#I"h c#""h水浴 F 21+#
EH<Fh水浴备用-裂解液#使用前至少 %h条件下 冷
藏 !" 21+-B/缓冲液%"<% 2(-PAB*1ZD5C-缓冲液#
# 22(-PA;,!/>B8#a5oH<F&-TSLK]*33+ # 染色
液%TSLK]*33+ #jB/‘)..3*o#j# """&-碱性电泳液
及碱 性 解 旋 液 % !"" 22(-PA ;,!/>B8&# 调 节
a5$#E)

流式细胞术体外微核试验$试剂准备必须在收
集细胞和染色当天准备) TI 代谢活化系统 %#<Fe
TI#"<H ;>??P2A#E<" 27异柠檬酸P2A&-# i缓冲
溶液P样本%E<G 2A去离子水#"<% 2A#" i缓冲液#
"<"$ 2A胎牛血清&-核酸 8染色液P样本%"<EE 2A
# i缓冲溶液#E<E !A核酸 8染料&#使用前冰上避
光保存-完全裂解液 #P样本 %"<FF 2A非完全裂解
液 ##!<! !A核酸 L染料#!<HF !AK;,Z3液&#使用
前避光室温保存-完全裂解液 !P样本 %"<FF 2A非
完全裂解液 !#!<! !A核酸 L染料&#使用前室温避
光保存)
#<F&彗星试验
#<F<#&细胞染毒&待接种细胞生长至对数生长期
后#根据实时细胞分析技术试验得出改性聚羧酸阻
垢剂,聚丙烯酸阻垢剂和马来酸阻垢剂 !% M 对 C5\

细胞的 RCF"分别为 !<H$#, !<%"# 和 #<E%H 27P2A#

将 E 种阻垢剂的 RCF"为最高浓度用培养液进行 % 倍
稀释-阴性对照为培养液对照组-阳性对照为
# !7P2A的 g!C*!\H-每个剂量设置 ! 个复孔#置
于细胞培养箱中染毒 E M) 细胞经 ?LT 清洗后#加
胰蛋白酶消化#经离心#5LTT 调整细胞密度为
# i#"F 个P2A#备用)
#<F<!&解旋,电泳及观察&取 E" !A上述细胞悬液
与 E"" !AA@8相混合后充分混匀#取 E" !A于彗
星电泳玻片上铺胶#%h保存 #" 21+) 待细胞,A@8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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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物凝固于玻片上后#经裂解,解旋,电泳,中和,
脱水#滴加 TSB\V]*33+ -暗处染色) 染色后在荧
光显微镜下观察#每个剂量随机拍摄 #"" 个细胞#用
C8T?软件 进 行 分 析) 以 尾 部 >;8含 量 %B,1-
>;8e&,尾距%B,1-@(23+4&作为 >;8断裂程度的
评价指标)
#<F<E&彗星结果的数据处理&统计分析采用
]*,aM?,_ ?*1Z2F 统计软件#数据采用方差分析及多
个试验组与 # 个对照组均数差别比较的 >)++344D4
检验进行分析%&q"<"F&)

#<G&流式细胞术体外微核试验

#<G<#&细胞染毒&加样前 # 天#用 "<!Fe的胰酶
消化处于对数生长期的细胞#进行细胞计数和稀释#
调整细胞密度满足试验设计要求) !% 孔板接种数
量分别为每孔 #! """ 个%DTI 处理&及 !" """ 个细胞
% fTI 处理&#接种后培养过夜) 试验分为DTI 处理
组%处理时间为 !% M&#选择 "<# !7P2A@@C和
"<# !7P2A秋水仙素作为阳性对照- f TI 处理组
%处 理 时 间 为 % M &# 选 择 "<# !7P2A C?和
"<# !7P2A秋水仙素作为阳性对照-阴性对照为培
养液对照组-根据细胞毒性实验得出改性聚羧酸阻
垢剂,聚丙烯酸阻垢剂和马来酸聚合物阻垢剂的
RCF"分别为 #<E%H, !<%"# 和 !<H$# 27P2A#以 E 种
阻垢剂的 RCF"为最高浓度用培养液进行 ! 倍稀释)
每个浓度设置两个复孔#染毒后 !% M 后收获细胞并
进行微核检测)
#<G<!&流式细胞仪检测&流式细胞术体外微核检
测方法采用 /@8和 TSB\V]*33+ 双色标记技术)
/@8荧光信号由 UAE 通道收集#TSB\V]*33+ 荧光
信号收集在 UA# 通道) /@8染液可以穿过凋亡或
坏死细胞的细胞膜#在光活化条件下以共价键的形
式与 >;8结合#无法穿过活细胞细胞膜) 采用
/@8和 TSB\V]*33+ 双色标记可以区分活细胞和
凋亡,坏死的细胞) 试验组微核率高于对照组微核
率 ! 倍结果为阳性 *F+ )
#<G<E&体外微核结果的数据处理&使用 @1O*(Z(.4
/QO3-!"#E 对两个复孔结果求平均数)

IH结果

!<#&彗星试验结果

!<#<#&E 种阻垢剂对 C5\细胞尾部 >;8含量
%B,1->;8e&的影响&如图 # 所示#与阴性对照组
相比#改性聚羧酸阻垢剂,聚丙烯酸阻垢剂,马来酸

聚合物阻垢剂在高,中剂量组对尾部 >;8含量的影
响呈现显著性差异 %&q"<""# &-改性聚羧酸阻垢
剂,聚丙烯酸阻垢剂和马来酸聚合物阻垢剂在高,
中,低剂量组均呈现出随剂量增加而增加的趋势)

注$@?8$改性聚羧酸阻垢剂->@#"#$聚丙烯酸阻垢剂-A?$马

来酸聚合物阻垢剂-."/ $阴性对照组-.Cf/ $阳性对照##

!7P2Ag!C*!\H9""&q"<"##"""&q"<""#

图 @H4+"细胞暴露于阻垢剂 K 7后对尾部 !̂ 5含

量%_!̂ 50.(-03&的影响

!<#<!&E 种阻垢剂对 C5\细胞尾距的影响&如图
! 所示#与阴性对照组相比#改性聚羧酸阻垢剂,聚
丙烯酸阻垢剂,马来酸聚合物阻垢剂在高,中剂量组
对尾距的影响在统计学上呈现显著性差异 %&q
"<""#&-改性聚羧酸阻垢剂,聚丙烯酸阻垢剂和马
来酸聚合物阻垢剂在高,中,低剂量组上均呈现出随
剂量增加而增加的趋势)

注$@?8$改性聚羧酸阻垢剂->@#"#$聚丙烯酸阻垢剂-A?$

马来酸聚合物阻垢剂-."/ $阴性对照组-.Cf/ $阳性对

照## !7P2Ag!C*!\H9""$&q"<"##"""&q"<""#

图 IH4+"细胞暴露于阻垢剂 K 7后对尾距%(-03W*?

W&.(&的影响

!<!&体外微核试验结果
在不加 TI 的试验组中#马来酸聚合物阻垢剂在

高剂量组呈现阳性结果-加 TI 的试验组中#马来酸
聚合物在高,中,低剂量组呈现阳性结果#聚丙烯酸
阻垢剂和改性聚羧酸阻垢剂在高剂量组呈现阳性结
果%表 # 和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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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H不加 :‘?W08 体外微核试验结果

化合物 浓度
微核 二倍体核

百分比Pe 倍数增加 百分比Pe 倍数增加
阴性对照 " "<FE # "<%H #

丝裂霉素 C "<# !7P2A #<G! E<"G, "<%F "<IG

秋水仙素 "<# !7P2A #<E# !<%H, #<## !<EG‘

马来酸聚合物 阻垢剂 高 #<%# !<GG, "<GF #<E$

中 #<"" #<$I "<%! "<$I

低 "<H# #<E% "<E$ "<$#

聚丙烯酸阻垢剂 高 "<H% #<EI "<#I "<%"

中 "<FI #<## "<GH #<%E

低 "<FF #<"E "<G" #<!$

改性聚羧酸阻垢剂 高 "<IE #<HF "<EH "<HI

中 "<GE #<#I "<EF "<H%

低 "<G# #<#F "<!! "<%H

&&注$. ,/$微核率%@;.*3b)3+O6&超过阴性对照组的两倍及以上-. ‘/$ 二倍体率%56a(_1a-(1_ ;)O-31.*3b)3+O6&超过阴性对

照组的两倍及以上

表 IH加 :‘?W08 体外微核结果

化合物 浓度
微核 二倍体核

百分比Pe 倍数增长 百分比Pe 倍数增长
阴性对照 " "<H$ # "<$I #

环磷酰胺P%!7P2A& "<# #<IH !<FE, "<HI "<$I

秋水仙素P%!7P2A& "<# %<F! F<HI, E<!F E<GF‘

马来酸聚合物 阻垢剂 高 !<#" !<GI, "<GI "<H$

中 #<$E !<EF, "<%H "<FE

低 #<G% !<#", "<GG "<H%

聚丙烯酸阻垢剂 高 !<#! !<H!, "<HE "<$%

中 #<%F #<$G "<HF "<$!

低 "<II #<!H "<%H "<F!

改性聚羧酸阻垢剂 高 #<I# !<%F, "<FF "<G!

中 #<FE #<IG "<H$ "<$$

低 #<F! #<IF "<H$ "<$$

&&注$. ,/$ 微核率%@;.*3b)3+O6&超过阴性对照组的两倍及以上-. ‘/$ 二倍体率%56a(_1a-(1_ ;)O-31.*3b)3+O6&超过阴性对

照组的两倍及以上

KH讨论
单细胞凝胶电泳试验是一种在单细胞水平上检

测真核细胞 >;8损伤的方法) 目前评价彗星实验
结果常用的定量指标主要有$彗星尾长,尾部 >;8
含量和尾距) 其中#尾部 >;8含量是彗尾 >;8荧
光强度和.彗星/总荧光强度的比值 *G+ -尾距的概念
是由 \-103提出的#尾距是由尾长和彗尾 >;8含量
相乘得到 *H+ ) 本实验采用尾部 >;8含量和尾距作
为评价实验结果的指标#由试验结果可以看出#E 种
阻垢剂在高,中剂量组对 C5\细胞 >;8具有一定
的损伤) 在体外微核试验中#以丝裂霉素 C作为不
加 TI 试验组的断裂剂的阳性对照#以环磷酰胺作为
加 TI 试验组的断裂剂的阳性对照#以秋水仙素作为

非整倍体剂的阳性对照) 相同浓度下#加入代谢活
化系统的试验组其微核率要高于未加入代谢活化系
统的试验组#经过代谢活化系统的代谢活化后#其毒
性作用有增强的趋势) E 种阻垢剂在不同浓度下的
二倍体核率与阴性对照组相比均小于 !#说明 E 种
阻垢剂在 E 种浓度下的遗传毒性作用方式为断裂
剂) 本试验的试验结果可以看出三种阻垢剂在彗星
试验及流式细胞术体外微核试验中均表现出遗传
毒性)

本研究采用流式细胞仪术进行微核实验结果检
测#样品处理更为简便#明显缩短分析时间#更适于
大样本分析工作) 彗星试验与体外微核试验相结合
的研究方法敏感,高效#可以为海水淡化阻垢剂的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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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毒性评价方法的制定和改进提供重要的科学依
据#也为海水淡化水的水质卫生标准的制定奠定研
究基础) 目前#国内外本试验同类型海水淡化阻垢
剂的安全性评价较少#而且缺乏卫生安全性评价标
准#应继续深入开展对水处理药剂及杂质安全性的
毒理学研究#并开展相应的人群暴露剂量研究#根据
国内外相关饮用水卫生标准进行评价#确定其在我
国海水淡化水中的使用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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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H 年谷城县农村环境卫生现状调查与分析
杨继明#&陈雪茹!&杨开一E

作者简介!杨继明’主管技师’主要从事检验检测和质量管理工作

作者单位!# 湖北省谷城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湖北省谷城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E 华南理工大学

联系方式!湖北省谷城县县府街 H# 号*邮编*%%#H""* /2,1-!#!GIGF#!!INbb9O(2

摘要#目的&了解谷城县农村环境卫生现况+ 方法&按照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 F 个乡镇&!" 个
村&#"" 个农户&#" 所学校’调查其环境卫生情况+ 结果&调查 !" 个村’垃圾通过垃圾转运系统集中处理
的村占 G"<"e " #! P!" % ’污水进行处理的村仅占 !F<"e " F P!" % *饮用分散式供水的人数占 %G<"e
"#! I!G P!$ "HF% *有 #F<"e " # #EG PH FH$ %的家庭还在使用非卫生厕所+ 生活垃圾随意堆放占 F<"e
"# P!"% ’定点堆放占 G"<"e"#! P!"% *统一收集占 %F<"e "I P!"% *生活污水随意排放占 %"<"e"$ P!"% +
监测户中非卫生厕所占 !I<"e"!I P#""% *!#<"e"!# P#""%家庭生活污水随意排放*监测户房屋周围有病
媒生物孳生地+ 学校教室中灯管与黑板 %H<%e " !H PFH %平行*学生近视检出率 #I<Ie " %!H P! #F# % +
结论&谷城县农村垃圾和污水处理较差’卫生厕所普及率较低’ 农村学校教室照明条件较差’应加强公
共卫生干预措施+

关键词#农村* 环境卫生* 学校* 调查
中图分类号#K#!H
!"#!#"<#E%!#PW9O+X19MWYZQ[[9!"#$<"%<"##

#.B&)(0;-(0*.-./5.-3F)0)*%CD9-3$.B09*.W&.(-3+F;0&.&*%<D’7&.; 0.IP@Q

S8;]’121+7## C5/;V)3*)!# S8;]g,161E

&& 52)(9-’($ "2A&’(0B&)&B()+_3*Z4,+_ 4M3O)**3+4Z14),41(+ (.*)*,-3+01*(+23+4,-M6713+31+ ])OM3+7O()+D
4691&(7*/)&8OO(*_1+74(4M3Z12a-3*,+_(2Z,2a-1+7234M(_# .1034(Y+Z# !" 01--,73Z# #"" .,21-13Z,+_ #"
ZOM((-ZY3*3Z3-3O43_ ,+_ 4M33+01*(+23+4,-M6713+3O(+_141(+ZY3*31+03Z417,43_9C&)D3()&L61+03Z417,41+7!" 01-D
-,73Z# Y3.()+_ 4M,4G"<"e %#!P!"& (.7,*‘,73O(--3O43_ 4M*()7M 4M37,*‘,734*,+Z.3*Z6Z432# ,+_ (+-6!F<"e (.
4M301--,73Z4*3,43_ Y14M Z3Y,73%FP!"&9BM3+)2‘3*(.a3(a-3_1Za3*Z103_*1+X1+7Y,43*Y,Z%G<"e%#! I!GP!$
"HF&- #F<"e %# #EGPH FH$& .,21-13Z)Z3+(+DM6713+1O4(1-34Z94M3*3Y3*3F<"e %#P!"& .,21-13ZM()Z3M(-_ 7,*D
‘,73Y3*3_)2a3_ ,4Y1--# G"<"e %#!P!"&.,21-13Z.1Q3_ ka-,O3Z.(*M()Z3M(-_7,*‘,737,4M3*1+7- %F<"e%IP!"&
.,21-13ZM()Z3M(-_ 7,*‘,73Y3*3O(--3O43_ ‘67,*‘,73k_1Za(Z,-Z1439BM30(-)+4,*6_1ZOM,*73(._(23Z41OZ3Y,73
,OO()+4Z.(*%"<"e % $P!" &9!I<"e % !IP#"" & *3Z1_3+4Z )Z3 +(+DM6713+1O4(1-34Z- !#<"e % !#P#"" &
.,21-13Z_1ZOM,*73_ _(23Z41OZ3Y,73,4,4Y1--98*()+_ 4M3M()Z3#Y3.()+_ Z(23‘*33_1+7a-,O3Z.(*1+Z3O4Z9
%H<%e%!HPFH&ZOM((-Z0Z‘-,OX‘(,*_ 1Za,*,--3-4(4M3-,2a9BM3_343O41(+ *,43(.26(a1,Y,Z#I<Ie %%!HP!
#F#&94*.’3D)0*.)&BM3*)*,-7,*‘,73,+_ Z3Y,734*3,423+41Za((*1+ ])OM3+7O()+46# 4M3a3+34*,41(+ *,43(.
Z,+14,*64(1-341Z-(Y# 4M3-17M41+7O(+_141(+ (.*)*,-ZOM((-O-,ZZ*((2Z1Za((*# ,+_ a)‘-1OM3,-4M 1+43*03+41(+ 23,ZD
)*3ZZM()-_ ‘3Z4*3+74M3+3_9

E&F G*9/)$ *)*,-# 3+01*(+23+4,-M6713+3# ZOM((-# Z)*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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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新农村建设不断推进#农村经济实现
快速发展#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农村居
民环境卫生状况也发生了极大改变 *#D!+ ) 为了解谷
城县农村环境卫生现状#掌握农村环境健康危害因
素水平及动态变化) 谷城县疾控中心依据!!"#H 年
湖北省农村环境卫生监测技术方案 "在 !"#H 年
%$(#"&月对谷城县 F 个乡镇 !" 个村 #"" 户家庭和
#" 所中小学校进行了环境卫生现状调查)

@H调查对象与方法

#<#&调查对象
按照简单随机抽样的方式#选择 F 个乡镇#每个

乡镇选择 % 个行政村作为监测点#每个监测点选择
F 户家庭作为监测户#每户家庭选择 ! 人作为监测
人-每个乡镇选择初中,小学各 # 所进行学校环境卫
生状况监测)
#<!&调查内容
#<!<#&基本情况&收集监测点的自然与经济状况,

人口学资料,居民健康等基础信息)
#<!<!&农村环境卫生状况&农村户厕与粪便无害
化处理情况#垃圾和污水#病媒生物密度与防治情
况#农村村容村貌与环境卫生管理情况等)
#<!<E&农村学校环境卫生情况&监测地区初中,小
学学校环境卫生状况及学生健康影响情况)
#<!<%&土壤卫生情况&土壤寄生虫和重金属污染
等情况)
#<E&方法
#<E<#&资料收集&由经过培训的专业技术人员开
展现场调查,样品采集工作) 通过查阅资料,访谈,

现场观察,实验室检测等方法获得监测数据#并填写
统一调查表格)
#<E<!&实验室检测&小学每个年级随机选择 # 个
班#初中每个年级随机选择 ! 个班) 通过查阅资料,

访谈,现场观察和现场测量等方法获取监测数据)

现场测量方法参照!学校卫生综合评价" *E+及相关
标准进行)

每个监测点采集村中农田土壤 # 份) 抽取村号
F,#F 号额外准备 ! 份风干过筛土壤样送国家进行
复核) 采样时#采集 %F c!" & O2深表层土壤#在
# 2! 范围内按照 F 点取样法采集土壤混合为一个
样品) 同时画好农田位置简图,记录耕种者姓名,住
址及电话等相关信息) 用于蛔虫卵检测的样品总量
不少于 F" 7#用于重金属检测的样品总量为 # """ 7

左右) 蛔虫卵测定方法采用饱和硝酸盐漂浮法#参
照!粪便无害化卫生要求" *%+进行-土壤 a5采用电
位法 *F+测定)

#<%&质量控制
遵循科学,随机的原则#抽取调查镇,村,户及学

校-调查人员由专业人员组成#并经过统一培训-参
加检测工作的实验室经过严格筛选#有健全的质量
管理措施)
#<F&评价标准

土壤样品检测结果按照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L#FG#$ k#IIF& *G+进行评价-病媒生物密度按照
!病媒生物密度监测方法" %]LPB!EHIF k!""I& *H+

进行评价-土壤寄生虫按照!粪便无害化卫生要求"
%]LHIFI k!"#!& *%+进行评价)

#<G&统计学处理
把调查结果导入 /QO3-!"#"#统计方法采用一

般描述性研究)

IH结果

!<#&监测点调查结果
!<#<#&基本情况&监测点包括 !" 个行政村#村民
H FH$ 户#户籍人口数 !$ "HF 人#其中常住人口
!E #H" 人) 监测点类型包括镇所在地 # 个#非镇所
在地 #I 个) !"#G 年 监 测 点 村 民 人 均 纯 收 入
#" ""I 元-村经济来源主要以外出务工为主#占
F"<"e%#"P!"&-其次为种植业#占 %F<"e %IP!"&)
村内垃圾通过垃圾转运系统集中处理的村占
G"<"e % #!P!" &- 污水 经 过处 理的 村 占 !F<"e
%FP!"&-村内道路全部硬化占 G"<"e%#!P!"&#部分
硬化占比 E<Fe %HP!"&) 村内河道沟渠通畅,无垃
圾,杂物占 G$<%e%#EP#I&-垃圾,杂物多#淤塞严重
占 F<Ee % #P#I &) 省级卫生村 E 个#占 #F<"e
%EP!"&-市级卫生村 % 个#占 !"<"e%%P!"&) 规划
或项目建设的试点村$新农村建设 H 个#占 EF<"e
%HP!"&-美丽乡村建设 $ 个#占 %"<"e%$P!"&-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建设 % 个#占 !"<"e%%P!"&-农村社
区建设 # 个-卫生城镇创建 G 个)
!<#<!&生活饮用水情况&集中式供水人数 #F #%I 人#

占 F%<"e%#F #%IP!$ "HF&-分散式供水 #! I!G 人#占
%G<"e%#! I!GP!$ "HF&) 水源类型$浅井占 %H<%e
%IP#I&-深井 #F<$e %EP#I&-泉水 #F<$e %EP#I&-

江河 F<Ee%#P#I&-湖泊 F<Ee%#P#I&-溪水 F<Ee
%#P#I&-主要取水方式$机器取水 F!<Ge%#"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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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压泵 !G<Ee%FP#I&-人力取水 !#<"e%%P#I&)
表 @H监测点生活饮用水供水情况

供水情况 供水人数P人 构成比Pe

集中式供水 #F #%I F%<"

分散式供水 #! I!G %G<"

合计 !$ "HF #""

!<#<E&厕所情况&卫生户厕 G %%! 户#占 $%<"e
%G %%!PH FH$&-非卫生厕所使用户数 # #EG 户#占
#F<"e%# #EGPH FH$&) ## 个村有公厕 !% 座#I 个村
无公厕)

表 IHH监测点厕所情况

厕所类型 户数P户 构成比Pe

卫生厕所 G %%! $%<"

非卫生厕所 # #EG #G<"

合计 H FH$ #""

!<#<%&垃圾,污水收集处理情况&生活垃圾随意堆
放占 F<"e%#P!"&#定点堆放占 G"<"e%#!P!"&-统
一收集占 %F<"e%IP!"&-处理方式$填埋占 FF<"e
%##P!" &# 焚 烧 占 #F<"e % EP!" &# 高 温 堆 肥 占
!F<"e%FP!"&#统一转出的占 F<"e%#P!"&) 生活
污水随意排放占 %"<"e % $P!" &#排入明沟的占
F<"e%#P!"&#排入暗沟的占 %"<"e%$P!"&#排入管
道的占 #F<"e % EP!" &) 生活污水排入河流占
!F<"e%FP!"&#排入坑塘的占 %"<"e%$P!"&#排入
农田的占 !F<"e %FP!" &#排入处理厂的占 F<"e
%#P!"&#排入水沟的占 F<"e%#P!"&)
!<#<F&监测点环境卫生管理制度落实情况&#$ 个
村有专,兼职保洁员%# c#!&人-#H 个村有环境卫生
管理制度##$ 个村做过专门的规划#!" 个村均开展
过环境卫生相关宣传教育##H 个村有环境卫生经费
投入)
!<#<G&监测点病媒生物控制方面情况&仅有 ! 个
村开展过灭鼠,灭蝇,灭蚊,灭蟑工作#占 #"<"e
%!P!"&#! 次P,)
!<!&被调查农户情况
!<!<#&基本情况&共调查 #"" 户村民#平均年龄
F% 岁#文化程度以小学,初中为主#分别占 E%<"e
%E%P#""&,E#<"e %E#P#""&-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以
&&&

农业,外出务工为主#分别占 GF<"e % GFP#"" &,
E#<"e % E#P#"" &) !"#G 年 度 家 庭 平 均 收 入
E" HE!<" 元#家庭医药费平均支出 ! H#F<F 元-家庭
主要燃料以柴为主#占 H%<"e%H%P#""&-在田里就
地焚烧秸秆占 I<"e%IP#""&-不使用农膜占 HH<"e
%HHP#"" &# 农 膜 废 弃 物 的 处 理 焚 烧 占 !G<#e
%GP!E&#随意丢弃田间地头占 G"<Ie%#%P!E&#回收
利用占 #E<"e % EP!E &-家庭饮用水类型$井水占
E!<"e%E!P#""&#泉水占 !G<"e %!GP#""&-集中式
供水 占 EI<"e % EIP#"" &- 家 庭 饮 水 #""<"e
%#""P#""&喝开水-养成饭前便后洗手习惯的监测
户占 FE<"e%FEP#""&)
!<!<!&厕所类型与粪便无害化处理方式&家庭厕
所类型以卫生厕所为主#占 %E<"e %%EP#""&#非卫
生厕所占 !I<"e %!IP#"" &) 厕所的位置$!G<"e
%!GP#""&在室内#!!<"e %!!P#""&在院内#F!<"e
%F!P#""& 在院外# HG<"e % HGP#"" & 厕室内清洁)
F%<"e%F%P#""&的厕所有臭味) EI<"e %EIP#"" &

有蝇蛆-%!<"e%%!P#""&有粪便暴露)

粪便的处理方式$F!<"e %F!P#"" &直接施肥#
!G<"e%!GP#""&进入排水系统##G<"e%#GP#""&高
温堆肥)
!<!<E&垃圾,污水处理情况&监测户均日产垃圾
#<I#F 公斤-F!<"e %F!P#""&垃圾放入垃圾箱P池#
%E<"e%%EP#""&堆放在房子周围的固定点#F<"e
%FP#""&的随意丢弃) !#<"e%!#P#""&家庭生活污
水随意排放#E$<"e的排入明沟#!F<"e的排入暗
沟##G<"e的排入管道-污水排放地点$#I<"e进入
河流#!"<"e排到坑塘#E#<"e排到农田#!F<"e不
固定)
!<!<%&农药使用情况&GF<"e的家庭购买使用农
药-购买农药的地点$HF<%e %%IPGF&在农技站 %植
保站&门市部购买#E<#e在%!PGF&供销社门市部#
!#<Fe%#%PGF&在个体户-施药时 $"<"e%F!PGF&无
任何防护措施-农药的储存$EE<$e%!!PGF&存放在
杂屋内#!%<Ge % #GPGF &在上锁的隐蔽处#%"<"e
%!GPGF&现用现买不存放-废弃包装药瓶%袋&的处
置方法$G#<Fe%%"PGF&放在田边或垃圾堆#EE<$e
&&&表 KH监测点垃圾污水收集处理情况

类别
总监测
点数P个

随意堆%排&放 定点堆%排&放 统一收集处理
监测点数P个 构成比Pe 监测点数P个 构成比Pe 监测点数P个 构成比Pe

生活垃圾 !" # F<"" #! G"<" I %F<"

生活污水 !" $ %"<" ## FF<" # F<""

’H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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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F & 埋 在 地 下) 配 药 或 施 药 后 有 I$<Fe
%G%PGF&的人发生口干症状)
!<!<F&病媒生物监测情况&监测户房屋周围
FF<"e%FFP#""&有猪圈#%#<"e %%#P#""&的有鸡P

鸭P鹅 圈# I<"e % IP#"" & 的 有 羊P牛P马P驴 圈#
#H<"e%#HP#""&的有柴草垛##<"e%#P#""&的有垃
圾投放点##%<"e的有水厕P旱厕#无污水沟 %管&,

死水 池 % 塘 &, 废 品 收 购 站) 厨 房 面 积 平 均
#I<#H 2!) I 户家庭中发现蟑螂成若虫#其中发现
# 个有 E 户#! 个 F 户#E 个 # 户-有 # 家发现活卵
鞘#! 家发现蟑迹-E#<"e %E#P#"" &厨房内发现鼠
迹- %E<"e % %EP#"" & 厨 房 内 发 现 苍 蝇- !<"e
%!P#""&家庭周围%E" 米范围内&积水容器%# c!&个#

其中发现蚊虫幼虫的容器 # 个)
!<E&农村学校环境卫生调查结果
!<E<#&学校基本情况&学校类型$中心小学 F 所#初
中 % 所#九年制学校 # 所) 在校男生%## cG%I&人#平
均 !#E 人-女生%#F c%%I&人#平均 #$$ 人) I 所学校
有寄宿学生#人数%# cE%E&人-教职工共 %!! 人)
!<E<!&学校供水情况&$"<"e%$P#"&的学校提供
开水##"<"e % #P#" & 的提供桶装水或净水器水#
#"<"e%#P#"&由学生自带饮用水-E"<"e%EP#"&学
校采用自备集中式供水#H"<"e%HP#"&由村镇水厂
供水-自备集中式供水水源$浅井水,泉水,深井水各
# 处#处理方式$沉淀过滤,仅消毒,未处理各 #)
!<E<E&学校厕所卫生情况&监测学校均有独立式
公厕#数量%# cE&座#为其他类型卫生厕所-男厕平
均蹲位 %坑& #H<% 个#女厕平均蹲位 %坑& !#<H 个)
I"<"e%IP#"&的厕所由学生参与管理-厕室内和厕
所周围 F 2范围内可用水龙头 % ! cG" &个#平均
#E<H 个)
!<E<%&学校卫生保健与传染病管理&#" 所学校均
未配备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均配有专%兼&职传染病
疫情报告人员#均建有学生健康档案)
!<E<F&教室环境卫生&班级平均人数 %%<F 人#教
室面积平均 H#<G 2!#教室前排课桌前缘与前黑板
距离平均 #<II 2#教室后排课桌后缘距前黑板距离
平均 G<I$ 2#H"<!e%%"PFH&教室内有 ! 种不同高
低型号或可调式课桌椅##""<"e%FHPFH&黑板为耐
磨无光泽的材料#完整无破损,无眩光#黑板下缘与
讲台地面的垂直距离 #<## 2#灯管与黑板 F!<Ge
%E"PFH&垂直#%H<%e %!HPFH&平行#灯具距课桌面
的悬挂高度平均 !<%E 2#教室窗户实际透光面积平

均 #I<F 2!)
!<E<G&学生健康档案或有相关体检资料&学生总
数 ! FE$ 人#体检 ! #F# 人#检出近视 %!H 人#占比
#I<Ie%%!HP! #F# &-沙眼 #! 人#占比 "<Ge % #!P
! #F#&-肥胖与营养不良 F" 人#占比 !<Ee % F"P
! #F#&-龋齿 #I# 人#占比 $<Ie %#I#P! #F#&-肠道
蛔虫感染 " 人%"P# $$"&-脊柱侧弯 " 人%"P! #F#&)

表 LH学生体检情况

体检项目 检出人数P人 体检人数P人 检出率Pe

近视 %!H !#F# #I<$F

沙眼 #! !#F# "<FG

肥胖与营养不良 F" ! #F# !<E!

龋齿 #I# !#F# $<$$

肠道蛔虫感染 " # $$" "<""

脊柱弯曲 " ! #F# "<""

合计 G$" ! #F# E#<G#

!<%&土壤蛔虫卵和重金属调查结果
每个监测点采集土壤样品 # 份#共 !" 份) 检测

结果 a5值在 F<#" c$<#F#中位值 H<E$-% 份检出蛔虫
卵#活卵数 "<$ c#<F 个P7-铅%#F<E# cEI<"%& 27PX7#
中位值 !#<HG-镉 %"<""F c"<EEF& 27PX7# 中位值
"<#%$-铬 % !%<HI cGF<#G & 27PX7# 中 位 值 F#<G!
%表 F&) 土壤符合.类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表 F 监测
点土壤中 a5及重金属检测结果%27PX7#% o!"&)

表 RH监测点土壤中 6+及重金属检测结果
%W;YN;’!ZIP&

项目 范围 中位数
a5 F<#" c$<#F H<E$

铅 #F<E# cEI<"% !#<HG

镉 "<""F c"<EEF "<#%$

铬 !%<HI cGF<#G F#<G!

KH讨论

E<#&监测点存在的问题
村内河道沟渠 EF<"e有垃圾,杂物-分散式供

水占 %G<"e %#! I!GP!$ "HF&-# #EG 户使用非卫生
厕所#占 #F<"e%# #EGPH FH$&-%F<"e%IP!"&村无
公厕-生活污水随意排放占 %"<"e %$P!"&-#F<"e
%EP!"& 的村无环境卫生经费投入-仅有 #"<"e
%!P!"&的村开展过灭鼠,灭蝇,灭蚊,灭蟑工作)
E<!&监测户存在的问题

接受调查的 #"" 户村民#平均年龄 F% 岁) 文化
程度以小学,初中为主#分别占 E%<"e %E%P#"" &,
E#<"e%E#P#""&-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以农业,外出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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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工 为 主# 分 别 占 GF<"e % GFP#"" &, E#<"e
%E#P#""&) 从入户调查情况反映监测人文化程度
普遍偏低#文化素质有待提高#卫生习惯需要改变-
农村目前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现象依然普遍#文化教
育,心理疏导应引起重视) 监测户中非卫生厕所占
!I<"e%!IP#""&#F<"e%FP#""&的家庭垃圾随意丢
弃#!#<"e%!#P#""&的家庭生活污水随意排放) 究
其原因是农户对环境污染的认识不到位) 建议政府
广泛开展宣传教育#积极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监测人在配药或施药后 I$<Fe%G%PGF&反映有
口干症状$调查中发现 $"<"e%F!PGF&的监测人施
药时无任何防护措施) 建议施药时做好防护#避免
不适甚至意外发生)
E<E&学校卫生状况

灯管与黑板位置 F!<Ge %E"PFH&垂直#%H<%e
%!HPFH & 平行#灯具距课桌面的悬挂高度平均
!<%E 2#教室窗户实际透光面积平均 #I<F 2!) 学
生近视发生率 #I<$Fe9调查中发现教室黑板几无
局部照明灯#部分学校采用裸灯照明-部分学校教室
采光不良,照度偏低-%H<%e的学校灯管与黑板位置
平行布置) 建议加强学校卫生监督监测#纠正教室
不合理布局) 教室不宜采用裸灯照明) 灯管排列宜
采用其长轴垂直于黑板面布置 *$+ ) 教育学生注意
用眼卫生#预防近视发生)
E<%&土壤蛔虫和重金属

!" 份土壤中有 % 份检出蛔虫卵-土壤中铅,镉,
铬均合格) 被蛔虫卵污染的土壤是人类感染的主要
来源#防止蛔虫卵污染的有效途径是做到粪便无害
化乃至环境无污染)

综上所述#谷城县农村环境卫生欠佳#有待进一
步改善) 农村环境卫生工作应重视教育#扩大宣传#
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减少环境污染) 同时增加农
村环境卫生经费的投入#改善农村环境卫生 *I+ ) 注
重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突出抓好农村垃圾治理和厕
所革命) 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全面改善农村生产
生活条件#继续实施扶贫解困,产业提升,旧村改造,
环境整治,文化传承#让农民群众住上好房子,过上
好日子,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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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技术与方法研究"

固相微萃取!气相色谱!质谱法
测定饮用水中 !F 种半挥发性有机物

丁文波

作者简介!丁文波’主管检验师’从事卫生理化检验工作

作者单位!北京市东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联系方式!北京市东城区西晓市街 #G 号*邮编!#"""F"*/2,1-! _1+7Y‘N#!G9O(2

摘要#目的&建立同时测定水中 !F 种半挥发性有机物的固相微萃取一气相色谱一质谱联用方法+

方法&通过自动固相微萃取仪’将固相微萃取纤维头浸入标准溶液和样品中直接萃取’选择合适的萃取纤维
头’优化萃取温度&萃取时间&搅拌速率&解吸温度和时间等参数’在选定的条件下’目标组分经固相微萃取吸
附&浓缩&解吸等步骤后进入气相色谱仪进行分离+ 分离后的组分进入质谱检测器’经全扫描定性’特征离子
峰面积外标法定量+ 结果&!F 种半挥发性有机物在""<F cF<"% !7PA具有良好的线性’其相关系数均 u
"<II’检出限范围""<""! c"<%%% !7PA’回收率范围 H"<Ee c##I<"e’+#$范围 %<"e c#E<%e+ 利用该方
法对北京市范围内 #" 份生活饮用水进行了检测’目标组分均未检出+ 结论&该方法操作简便&迅速’环境友
好’具有较好的准确度和灵敏度’适用于水中 !F 种半挥发性有机物的同时测定+

关键词#固相微萃取* 气相色谱 k质谱法* 饮用水* 半挥发性有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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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W0.-(0*.*%IR :&W0B*3-(03&"9;-.0’4*W6*D./)0.!90.N0.; M-(&92F :*30/,7-)&
10’9*?&8(9-’(0*.<-)’79*W-(*;9-67F?W-)):6&’(9*W&(9F

>R;]^3+‘(

&& 52)(9-’($ "2A&’(0B&)&B(3Z4,‘-1ZM ,234M(_ .(*4M3_343*21+,41(+ (.!F Z3210(-,41-3(*7,+1OO(2a()+_Z1+
_*1+X1+7Y,43*‘621O*(D3Q4*,O41(+ 7,ZOM*(2,4(7*,aM6’2,ZZZa3O4*(234*691&(7*/)&>1aa1+74M3Z(-1_ aM,Z321D
O*(D3Q4*,O41(+ .1‘3*(.,+ ,)4(2,43_ Z(-1_ aM,Z321O*(D3Q4*,O41(+ %T?@/& 1+Z4*)23+41+4(Z4,+_,*_ Z(-)41(+ (*Z,2D
a-34(3Q4*,O44,*734O(2a()+_Z9BM3a,*,2343*Z.(*T?@/1+Z4*)23+4# 1+O-)_1+74M3Z3-3O41(+ (..1‘*346a3# 3Q4*,OD
41(+ 432a3*,4)*3# 3Q4*,O41(+ 4123# Z41*Za33_# _3Z(*‘1+7432a3*,4)*3,+_ 4M34123# Y3*3(a4121[3_9d+_3*Z3-3O43_
O(+_141(+Z# Z,2a-3ZY3*31+W3O43_ ,+_ Z3a,*,43_ ‘67,ZOM*(2,4(7*,aM6# b),-1.13_ ‘6.)--ZO,+ ,+_ b),+41.13_ ‘6
4M3a3,X ,*3,Y14M 3Q43*+,-Z4,+_,*_9C&)D3()&BM3-1+3,**,+73Z(.4M3234M(_ Y,Z%"<F cF<"& !7PA#4M3O(**3-,D
41(+ O(3..1O13+4Y,Z7*3,43*4M,+ "<II9BM3_343O41(+ -1214Z(.4M3234M(_ Y,Z1+ 4M3*,+73(.%"<""! c"<%%& !7PA#
4M3*3O(03*6*,43ZY,Z1+ 4M3*,+73(.H"<Ee c##I<"e# ,+_ 4M3*3-,4103Z4,+_,*_ _301,41(+ Y,Z1+ 4M3*,+73(.
%<"e c#E<%e94*.’3D)0*.)&BM1Z234M(_ Y,ZZ12a-3# *,a1_# ,OO)*,43,+_ Z3+Z14103,+_ Y,ZZ)14,‘-3.(*
_343O41+7!F Z3210(-,41-3(*7,+1OO(2a()+_Z1+ _*1+X1+7Y,43*9

E&F G*9/)$ Z(-1_ aM,Z321O*(D3Q4*,O41(+# 7,ZOM*(2,4(7*,aM6D2,ZZZa3O4*(234*6# _*1+X1+7Y,43*# Z3210(-,D
41-3(*7,+1OO(2a()+_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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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挥发性有机物是指沸点 #H"h cEF"h或者
蒸汽压为 #E<E ?,c#<EE i#" kF ?,的一类物质#这
类物质包括氯苯类,有机氯农药类,有机磷农药类,

硝基苯类,苯酚类,苯胺类等一大类化合物 *# k!+ ) 这
类物质随着人类生产活动的增强及工农业的发展而
逐渐在环境中蓄积#通过饮用水,食品,空气等途径
进入人体内#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这类物质除了
对人造成急性刺激性危害外#还容易在人体内蓄积#

多数具有致癌,致畸和致突变性#目前已成为全球范
围内重点监控的污染物)

对于水中半挥发有机物的检测多采用液液萃取
或固相萃取与气相色谱联用) 这种方法步骤繁琐,
耗时长,试剂用量大#且由于气相色谱检测器的限制
能够同时检测的有机物种类有限) 固相微萃取是
!" 世纪 I" 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的样品前处理
技术#该技术将样品的萃取,浓缩,进样集于一体#并
且可以和色谱质谱进行在线联用操作) 目前已有多
项研究将其运用于水中有机物的检测 *E kH+ ) 和传统
的固相萃取,液液萃取等前处理方式相比#固相微萃
取具有操作简便快速,不使用试剂等优点#具备较低
的检出限和较好的重现性 *$+ ) 本文采用了固相微
萃取和气相色谱质谱联用的方法检测了饮用水中
!F 种半挥发性有机物#实现了不同类型多种化合物
的同时测定)

@H材料与方法

#<#&仪器与试剂
v?!"#" ?-)Z型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日本岛

津&->LDF@T 型色谱柱 %E" 2i"<!F 22##<$ !2#
871-3+4公司&-8\CDF""" 固相微萃取自动进样器
%CBC8+,-6Z1Z8]公司&-@1--1DvR+437*,-E 超纯水
处理器%美国密理博公司&-固相微萃取手柄及萃取
头%#"" !2?>@T 纤维头,GF !2?>@TP>:L纤维
头,$F !2?8纤维头#T)a-O(公司-&甲醇%色谱纯#

批号$# H#F IH&购自赛默飞世尔公司-!F 种半挥发
有机物标准品购自 8OO)Z4,+_,*_ 公司#纯度 uI$e#
名称见表 #-高纯水由实验室纯水机制得#符合!分
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检验方法 " %]LPBGG$! k
!""$& *I+一级水的要求)

#<!&标准溶液及标准系列配制
准确称取各标准品#用甲醇溶解配成浓度为

# """ !7P2A的标准储备液#于 k#$h保存) 用甲
醇稀释标准储备液#配制成 #" !7P2A混合标准溶

液) 分别取 F,#",!",E",%" 和 F" !A的混合标准溶
液加入 #"" 2A的容量瓶中并用纯水定容至刻度#混
匀#配制标准系列浓度为 "<F##<"#!<"#E<"#%<" 和
F<" !7PA)
#<E&方法
#<E<#&固相微萃取操作&在 !" 2A顶空瓶中准确
加入 #" 2A样品#选择 $F !2?8微萃取纤维头#将
其浸入样品溶液中#于 %"h下萃取 F" 21+#样品搅
拌速率为 F"" 转P21+) 标准系列处理过程与样品溶
液相同) 将萃取后的纤维头置于气相色谱进样口#

于 !F"h温度下解吸 F 21+#解吸后的组分经色谱柱
分离后进入质谱测定)
#<E<!&色谱条件&色谱柱 >LDF@T 型# E" 2i
"<!F 22##<$ !2# 871-3+4公司-柱温程序$ 初始温
度 $"h#保持 E 21+#以 #"hP21+ 升温至 E""h-进
样口温度$!F"h-色谱柱气流速$#<" 2AP21+-
#<E<E&质谱条件&接口温度$!$"h-离子源温度$
!E"h-离子化方式$/R- 采集方式$选择特征离子扫
描方式-扫描离子范围 IQ;$F" cF"")
#<E<%&定性分析&以目标组分的保留时间和特征
离子进行定性) 样品中检出组分的保留时间与标准
溶液中目标组分的保留时间偏差不大于 Fe#并且
样品中检出组分的监测离子相对丰度与标准溶液中
组分的监测离子相对丰度偏差不超过 !"e#则判定
样品中存在该目标化合物)
#<E<F&定量分析&以标准系列中目标组分的定量
离子峰面积为纵坐标#以标准系列中目标组分的浓
度为横坐标#绘制标准曲线#进行定量分析)

IH结果与讨论

!<#&萃取方式选择
固相微萃取方式目前主要有顶空萃取和直接萃

取两种#直接萃取模式的检出限低于顶空萃取模
式 *% kG+ #但是容易受到基体的干扰且花费时间多于
顶空萃取模式) 本实验选择两种处理方式对加标样
品进行萃取#考察目标组分的响应值) 结果表明#直
接萃取模式虽然花费时间较长#但是获得的目标组
分的响应值明显高于顶空萃取模式#所以本实验采
用了直接萃取的方式) 以峰面积表示响应值#目标
组分在两种萃取方式下的响应值见表 #)
!<!&萃取纤维头选择

目前常用的固相微萃取纤维有 ?>@T 纤维头,
?>@TP>:L纤维头,?8纤维头等#不同的纤维头分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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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H直接萃取模式和顶空萃取模式测定目标组分的响应值

序号 名称
峰面积

直接萃取 顶空萃取
# 敌敌畏 #E G!I $ HF%

! ##E#F(三氯苯 #!E FH$ %I E#H

E ##!#%(三氯苯 #"# $"H E! I%"

% ##!#E(三氯苯 #!" #%E F" G$E

F ##!#E#F(四氯苯 $E !#% I "IG

G ##!#%#F(四氯苯 $F EEE $ !H$

H ##!#E#%(四氯苯 IG $#$ #" "!H

$ #(六六六 #IE F%F E !G%

I 六氯苯 #G# !%F ! %F$

#" 乐果 I F$# 未响应

## "(六六六 !H# GF$ F GGE

#! /(六六六 %EF %I# $ %$G

#E 0(六六六 #H" $#$ H $!I

#% 五氯酚 #$ #"% E "GI

#F 百菌清 E$! FGF $ FIF

#G 甲基对硫磷 F# #EH IHE

#H 七氯 #%G H!I ! FF#

#$ 马拉硫磷 GH I%G F$I

#I 毒死蜱 H! HF# # "H$

!" 对硫磷 HF G#$ $%$

!# ?#?0D>>/ # E!H F#% $ G"E

!! ?#?0D>>> # !IH GG% H !F"

!E \#?0D>>B # EH# EGI G %!F

!% ?#?0D>>B GE# H%E ! ""E

!F 溴氰菊酯 #!! F"% # EHG

别适用于不同极性的化合物 *%#H##"+ ) 本实验选择了
#"" !2?>@T 纤维头,GF !2?>@TP>:L纤维头,
$F !2?8纤维头 E 种类型的纤维头对加标样品进
行萃取#考察萃取效率) 结果表明#$F !2?8纤维
头对 !F 种目标组分均能获得较为满意响应值#而
#"" !2?>@T 纤维头和 GF !2?>@TP>:L纤维头
对于有机磷农药类和溴氰菊酯组分萃取后获得的响
应值非常低) 所以#本实验选取了 $F !2?8纤维
做为萃取头) 以峰面积表示响应值#目标组分在
E 种萃取纤维头下的响应值见表 !)
!<E&萃取温度选择

萃取温度升高#有利于目标组分在水介质中向
萃取纤维扩散#但是也会影响到纤维头对目标组分
的吸附) 实验设定了 E"h,%"h,F"h,G"h对加标
样品进行萃取#考察目标组分的响应值) 实验结果
表明#随着萃取温度的增加#!F 种目标组分并非呈
现简单升高的趋势#部分目标组分在超过一定温度

&&&表 IHK 种萃取纤维测定目标组分的响应值

序号 名称

峰面积

#"" !2

?>@T

$F !2

?8纤维

GF !2

?>@TP>:L

纤维
# 敌敌畏 未响应 #E G!I # #"H
! ##E#F(三氯苯 #"% FGI #!E FH$ #E" !##
E ##!#%(三氯苯 I$ #%$ #"# $"H ##! %#H
% ##!#E(三氯苯 #"" %$H #!" #%E #"# FGI
F ##!#E#F(四氯苯 GI !F% $E !#% $" E!%
G ##!#%#F(四氯苯 HF G!$ $F EEE $G #!F
H ##!#E#%(四氯苯 I" #$H IG $#$ I! I%H
$ #(六六六 #EI $%F #IE F%F #HG F#I
I 六氯苯 #FE !"% #G# !%F #$" E!%
#" 乐果 未响应 I F$# 未响应
## "(六六六 !"F %H$ !H# GF$ !%$ H!"
#! /(六六六 EG% HF! %EF %I# %#F G$H
#E 0(六六六 #%% !E" #H" $#$ #$! EF%
#% 五氯酚 E IHG #$ #"% $ "!F
#F 百菌清 E#F G$H E$! FGF %"# !"H
#G 甲基对硫磷 F EH$ F# #EH #! "%H
#H 七氯 IE F$H #%G H!I ##I $F%
#$ 马拉硫磷 #" !IF GH I%G !% G#$
#I 毒死蜱 #H %G$ H! HF# E# I!"
!" 对硫磷 #$ $"F HF G#$ EF F%!
!# ?#?0D>>/ IG% $E# # E!H F#% # #E% $I!
!! ?#?0D>>> I#" !F$ # !IH GG% # !"% H$E
!E \#?0D>>B $IE $GF # EH# EGI # #GI $FH
!% ?#?0D>>B F!# !"% GE# H%E H"! %FG
!F 溴氰菊酯 ## "!H #!! F"% F" G#!

后呈现下降的趋势) 综合所有目标组分的响应值#
实验选择 %"h做为萃取温度)
!<%&萃取时间选择

实验设定了 E",%",F",G",H" 和 $" 21+ 对加标
样品进行萃取#考察不同时间下萃取效率) 结果表
明#随着萃取时间的延长#目标组分的响应值增大)
但是当萃取时间达到 F" 21+ 时#继续延长时间回收
率增加不再明显) 考虑的萃取效率和实验时间的最
佳结合#本实验选择萃取时间为 F" 21+)
!<F&搅拌速率选择

直接萃取时目标组分需要在水介质中向萃取
纤维头扩散传递#传递速率远低于空气介质#另外
纤维层周围附着的水膜也妨碍了对目标组分的吸
附#因此样品溶液需要高速搅拌) 实验设定了
!"",E"",%"" 和 F"" *a2几种转速对加标样品进
行萃取#考察不同速率下的萃取效率) 目标组分
的响 应 值 随 着 转 速 增 高 而 增 大#实 验 设 定 了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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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a2的搅拌速率)
!<G&解吸温度与时间选择

在进样口 !F"h的温度下#分别设定 !,E,%,F
和 G 21+ 的解吸时间#考察不同时间下目标组分的
响应值) 当解吸时间超过 F 21+ 时#目标组分响应
值不再增加#所以实验设定为 !F"h下解吸 F 21+)
!<H&]CD@T 分析

实验选用 >LDF@T 色谱柱#采用程序升温分离
目标化合物#程序升温范围覆盖了 !F 种化合物的沸
点#各目标化合物获得了较好的分离) 分离后的目
标组分进入质谱系统#首先选择全扫描模式进行分
析#获得目标组分的总离子流图及质谱图) 根据质
谱图及干扰情况确定各组分的定性定量离子#然后
选择特征离子扫描模式进行定量分析) !F 种半挥
发性有机物的总离子流图见图 ##其保留时间及 TR@
监测离子见表 E)

图 @HIR 种化合物的总离子流图

峰号与表 KH中序号一致

!<$&方法线性及检出限
方法线性方程,相关系数及检出限见表 E) 各

目标化合物在%"<F cF& !7PA范围内具有较好的线
&&&表 KHIR 种组分的保留时间$:#1 监测离子$线性方程$相关系数及检出限

序号 名称
保留时间P
21+

定量离子P
%IQ;& 定性离子P%IQ;& 线性方程 相关系数

检出限P
%!7PA&

# 敌敌畏 F<"#" #"I #"I #$F #%F 6oF #"!<$Qf# FGF "<IIG "<EF

! ##E#F(三氯苯 F<G"H #$" #$" #$! #%F 6oG% #F"Qk! I#E "<II$ "<"F

E ##!#%(三氯苯 F<IEH #$" #$" #$! #%F 6oF% %#EQk# F$% "<IIH "<"G

% ##!#E(三氯苯 G<G"E #$" #$" #$! #%F 6oF$ ##"QkE "!G "<IIG "<"G

F ##!#E#F(四氯苯 H<%G" !#G !#G #"$ #HI 6oEI "!IQf!IF<" "<IIH "<"H

G ##!#%#F(四氯苯 H<FFE !#G !#G #"$ #HI 6o%" ##!Qf# "%G "<IIH "<"H

H ##!#E#%(四氯苯 $<GI" !#G !#G #"$ #HI 6oF# $"!Qk%I$<F "<IIH "<"G

$ #(六六六 I<I$H #$E #$E #$# !#I 6oI# H#$Qk$HG<" "<IIH "<"#

I 六氯苯 #"<!%" !$% !$% !$! !$G 6oHE #"%QfE E#! "<IIF "<"E

#" 乐果 #"<$!H #!F #!F $H IE 6o% #!H<# f# EGF "<II% "<%%

## "(六六六 ##<$"H #"I #"I ### #$# 6o#%" I%%Qf% ##F "<IIH "<""$

#! /(六六六 ##<IG" ### ### !#I #$# 6o!!% !I"QfF "## "<IIH "<""H

#E 0(六六六 #!<EI" #"I #"I ### #$# 6o$! GE#QkE%!<F "<IIG "<"!

#% 五氯酚 #E<%$" !GG !GG !G% !G$ 6oI !E%<"QfF%#<" "<IIF "<#H

#F 百菌清 #E<G#H !GG !GG !G% !G$ 6o#IG FEEQf$ G!" "<IIF "<""I

#G 甲基对硫磷& #%<$$" !GE !GE #"I #!F 6oGE E#"QfH!!<" "<IIH "<"%

#H 七氯 #F<!IH #"" #"" !H! !H% 6o$E $"HQkG$G<! "<IIG "<"!

#$ 马拉硫磷 #G<!I" #!F #!F #HE #!H 6o%F G!IQkE F%H "<IIG "<"H

#I 毒死蜱 #G<%%" #IH #IH #II E#% 6oHG ##FQf# F!E "<IIH "<"!

!" 对硫磷 #H<""E9 IH IH #EI #EH 6oHI %"IQfIE$<" "<IIH "<"!

!# ?#?0D>>/ #H<H$" !%G !%G !%$ E#$ 6oG%H !!"QfE IHF "<IIG "<""!

!! ?#?0D>>> #$<$#E !EF !EF !EH #GF 6oG!G I$!QfI "%$ "<IIG "<""!

!E \#?0D>>B #$<IIE !EF !EF !EH #GF 6oGII $%IQkI %!H "<IIG "<""!

!% ?#?0D>>B #I<%"" !EF !EF !EH #GF 6oE"G E%!QfI "%$ "<II% "<""G

!F 溴氰菊酯 !#<GIH #$# #$# !FE !F# 6o%H %GEQfH G$! "<IIH "<"G

’E%E’



!环境卫生学杂志"!"#$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01*(+23+4,-56713+38)79!"#$# :(-9$ ;(<%

表 LH方法的回收率及相对标准偏差

序号 名称
低浓度%#<" !7PA& 中浓度%!<F !7PA& 高浓度%%<" !7PA&

回收率Pe +#$Pe 回收率Pe +#$Pe 回收率Pe +#$Pe

# 敌敌畏 IF<# $<E IE<" G<" #"H<" F<H

! ##E#F(三氯苯 I#<$ G<% I!<" G<H IF<% F<$

E ##!#%(三氯苯 $G<" F<$ I#<" F<% $%<" G<#

% ##!#E(三氯苯 I%<F F<$ #"E<F F<G I"<H %<I9

F ##!#E#F(四氯苯 $!<$ G<I $G<" G<% I!<F G<"

G ##!#%#F(四氯苯 $!<% G<% $%<" G<! $F<" F<H

H ##!#E#%(四氯苯 $F<% G<$ I"<# F<$ $$<" H<"

$ #(六六六 ###<$ G<! I!<" G<$ #"F<" H<%

I 六氯苯 $#<! $<I $E<" H<! $H<" #"<"

#" 乐果 ##I<" %<% ##!<F F<H ##"<" G<"

## "(六六六 #"$<G F<H #"#<% F<! ##!<E G<I

#! /(六六六 #"I<$ G<$ IE<% F<H #"G<F G<%

#E 0(六六六 ##G<$ G<H ###<" G<F $%<G F<$

#% 五氯酚 $H<E G<$ $I<" F<F $F<" F<!

#F 百菌清 ##%<F #"<! I"<E $<G IE<! $<"

#G 甲基对硫磷 ###<F F<$ $H<" F<! $I<! %<I

#H 七氯 H"<E #E<% $"<" I<G H!<G ##<!

#$ 马拉硫磷 #"$<" %<" $$<% F<" I%<! %<%

#I 毒死蜱 $%<G G<$ I#<! F<H $"<" F<#

!" 对硫磷 II<G F<$ I"<" G<I IE<$ G<"

!# ?#?0D>>/ I!<" $<# IG<" H<" IF<% H<$

!! ?#?0D>>> IG<% #E<# #"G<" #"<% #"%<F $<H

!E \#?0D>>B I#<! I<G I"<% #"<F I$<" H<%

!% ?#?0D>>B #"#<$ #"<E IH<" $<! #"I<! H<$

!F 溴氰菊酯 $I<" %<H $F<" F<E I!<" F<"

性#其相关系数均$"<II) 检测样品空白#以 E 倍信噪
比对应的目标化合物浓度做为方法的检出限#!F种目
标化合物的检出限范围为%"<""! c"<%%& !7PA)
!<I&方法回收率及精密度

在水样中加入标准溶液#分别进行低,中,高
E 种不同浓度的加标实验#每个浓度进行六次平行
测定#计算平均回收率和相对标准偏差) 以平均回
收率表示方法的准确度#以相对标准偏差表示方法
的精密度) !F 种目标化合物的平均回收率范围为
H"<Ee c##I<"e#相对标准偏差范围为 %<"e c
#E<%e#各组分的回收率及相对标准偏差见表 %)

KH实际样品测定

采用本方法检测北京市区域内 #" 份生活饮用
水#!F 种目标化合物均未检出#一定程度上说明了
半挥发性有机物对北京市生活饮用水造成的影响
较小)

LH结论
本文建立了固相微萃取(气相色谱质谱联用

测定水中半挥发性有机物的方法) 该方法具有较
好的准确度和精密度#具备操作简单,无需溶剂,
在线自动化操作等特点#适用于包括有机磷有机
氯农药,氯苯,菊酯等多种化合物在内的半挥发性
有机物测定)

参考文献
* # +&吕天峰#张宝#滕恩江#等9固相微萃取(气相色谱(质谱法

测定水体中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 *’+9理化检验(化学分

册#!"#E#%I %$& $IFH kIG"#IG%9%R+ /+7-1ZM$ A~ BU# JM,+7

L# B3+7/’# 34,-9]CD@T _343*21+,41(+ (.Z321D0(-,41-3(*7,+1O

O(+4,21+,+4Z1+ Y,43*Y14M T?@/*’+9?M6ZB3Z4CM32 8+,-

%?,*4L$ CM328+,-& # !"#E# %I%$& $ IFH kIG"# IG%9&

* ! +&刘茜#练慧勇#余翀天9T?@/,**(Y测定生活饮用水中的半

挥发性有机物*’+9环境化学#!"#H#EG%##& $!F#F k!F#H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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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技术与方法研究"

8KR@8乘法季节模型的 K软件实现
李亚伟&刘玲&宋士勋&路凤

作者简介!李亚伟’助理研究员’从事环境流行病学方向研究

作者单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

联系方式!北京市西城区南纬路 !I 号* 邮编! #"""F"*/2,1-!-16,Y31N+13M9OM1+,O_O9O+

通信作者!路凤’副研究员’从事环境流行病学研究’/2,1-!-).3+7N+13M9OM1+,O_O9O+

摘要#目的&探讨 8KR@8乘法季节模型的 K软件实现方法’为模型的利用提供方法参考+ 方法&利用
美国芝加哥市 #I$H,!""" 年大气污染物臭氧"\E %浓度数据建立 8KR@8乘法季节模型’并进行预测’比较
预测值和观察值的差异+ 结果&8KR@8乘法季节模型在 K软件中方便实现’模型预测值和观察值的平均相
对误差为 F<Ge+ 结论&K软件有相对丰富的软件包可以实现 8KR@8乘法季节模型’使用者可以方便快捷
地实现分析需求+

关键词#8KR@8乘法季节模型* 大气污染物* 预测* K软件实现
中图分类号#K#!!
!"#!#"<#E%!#PW9O+X19MWYZQ[[9!"#$<"%<"#E

56630’-(0*.-./C:*%(G-9&#W63&W&.(-(0*.*%1D3(0630’-(0B&:&-)*.-35C#151*/&3

ARS,Y31# ARdA1+7# T\;]TM1Q)+# AdU3+7

&& 52)(9-’($ "2A&’(0B&)&B(3Qa-(*34M3KZ(.4Y,*312a-323+4,41(+ (.2)-41a-1O,4103Z3,Z(+,-8KR@82(_3-
,+_ 4(a*(01_3,234M(_ .(*14Z)41-1[,41(+91&(7*/)&BM38KR@82(_3-Y,Z3Z4,‘-1ZM3_ (+ ,OO()+4(.4M3,42(ZD
aM3*1Oa(--)4,+4([(+3%\E& O(+O3+4*,41(+ .*(2#I$H 4(!""" 1+ CM1O,7(# dT8#,+_ 4M3_1..3*3+O3‘34Y33+ a*3_1OD
43_ 0,-)3,+_ (‘Z3*03_ 0,-)3Y,ZO(2a,*3_9C&)D3()&8KR@82(_3-Y,Z12a-323+43_ O(+03+13+4-61+ KZ(.4Y,*39
,+_ 4M3,03*,73*3-,41033**(*‘34Y33+ 4M3a*3_1O43_ ,+_ (‘Z3*03_ 0,-)3ZY,ZF<Ge94*.’3D)0*.)&KZ(.4Y,*3M,_
,*3-,4103-6,‘)+_,+4)Z3.)-Z(.4Y,*3a,OX,73Z.(*.1441+74M32)-41a-1O,4103Z3,Z(+,-8KR@82(_3-# ,+_ )Z3*ZO()-_
O(2a-3434M3,+,-6Z1ZO(+03+13+4-6,+_ b)1OX-69

E&F G*9/)$ 2)-41a-1O,4103Z3,Z(+,-8KR@82(_3-# ,1*a(--)4,+4# a*3_1O41(+# KZ(.4Y,*312a-323+4,41(+

&&时间序列数据可依据变量自身的变化规律#利
用外推机制描述序列变化#建立模型并对未来趋势
进行预测 *#+ ) 8KR@8乘法季节模型是研究这种时
间序列数据的经典方法 *!+ #K软件作为一种自由,开
源和免费的软件#应用越来越广泛#利用 K软件实
现 8KR@8乘法季节模型的报道多为应用性研究#
缺乏详细操作步骤和流程#本文以大气污染物臭氧
%\E&浓度数据为例#就 8KR@8乘法季节模型的 K
软件实现做一介绍)

@H8KR@8乘法季节模型简介
8KR@8乘法季节模型是 8KR@8模型的一种特

殊形式) 8KR@8模型全称为自回归移动平均混合
模型%8)4(*37*3ZZ103R+437*,43_ @(01+7803*,73@(_D
3-Z&) 包括自回归模型 %,)4(*37*3ZZ1032(_3-#8K&,
差分%R+437*,43_#R&,移动平均模型 %2(01+7,03*,73
2(_3-# @8&E 个部分#是美国统计学家 ]3(7*3/9
?9L(Q和英国统计学家 ])+-62@9’3+X1+Z创立的
时间序列分析方法中的基本模型之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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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K&@8&8K@8" a’b%&8KR@8" a’_’b%&8KRD
@8"a’_’b% i"?’>’v%Z模型

#! kE$

对于时间序列数据 Q4#8K模型具有如下结构
Q4o1#Q4k# f1!Q4k! f1 f1aQ4Da f)4

该模型表示#4时刻的观察值与前 a 个时刻的
观察值呈线性关系#称为 a 阶自回归#1为自回归系
数#记为 8K% a&) )4表示残差序列#又称白噪声
%YM143+(1Z3&序列) 用后移动算子 L表示为 1%L&
Q4o)4#其中 1%L& o# k1#Lk1!L

! k1 k1aL
a-@8

模型具有如下结构
Q4o)4k2# )4k# k2! )4k! k1 k2b)4Db#

表示 Q4在 4时刻的取值与 b 个随机扰动呈线性关
系#称为 b 阶移动平均模型#2 为滑动平均系数#记
为 @8%b&#用后移动算子 L表示为 Q4o2%L& )4#其

中 2%L& o# k2#Lk2!L
! k1 k2bL

b-对于 8K% a&
模型#若 )4不是白噪声#表现为 @8% b&的形式#则
为 8K@8%a#b&模型#即$1%L&Q4o2%L& )4) 8K@8
%a#b&模型要求做预测的时间序列为平稳序列#图
形显示所有观察值围绕某一水平直线上下随机波
动#若序列不平稳#需经过差分变换#使其平稳#即
8KR@8%a#_#b&模型#_ 为差分次数)

某些以月和季度为单位的数据#如大气污染物
的月均浓度#常具有明显的季节特征#季节模型的时
间单位为相应的周期 T#表示为 8KR@8%?#>#v&Z#

即 3%LT&^4o4%L
T&)4#?,>,v分别表示以 Z为间

距的自回归,差分,移动平均阶数#令 ^4o(
_(>

T Q4#

表示经过差分和季节差分得到的序列#其中 3%LT&
o# k3#L

T k3!L
!T k1 k3?L

?T#4%LT& o# k4#L
T

k4!L
!T k1 k4vL

vT#上述全部模型综合在一起即
为 8KR@8乘法季节模型#表示为$

1a%L&3?%L
T&^4o2b%L&4v%L

T&)4
记为$ 8KR@8%a#_#b& i%?#>#v&Z#模型需要对 a,
_,b,?,>,v进行定阶#从而进行估计)
#<!&模型的分析步骤 #!’%$

#<!<#&序列平稳化和纯随机性检验&通过序列图,
自相关系数函数图%,)4(O(**3-,41(+ .)+O41(+#8CU&,
偏自相关系数函数图 % a,*41,-,)4(O(**3-,41(+ .)+OD
41(+#?8CU&等分析序列平稳性#查看是否有趋势性,
季节性等特征#并对序列进行 8>U检验#考察平稳
性) 若序列不平稳#需要进行差分和 %或&季节差
分#将序列转换成平稳序列-利用 AL%AW)+7DL(Q&统
计量对序列进行白噪声检验$若为非白噪声#说明序
列间存在相关关系#可以进行分析)

#<!<!&模型识别与定阶&根据差分次数,自相关函
数,偏自相关函数等初步确定 a,_,b,?,>,v的阶
数#基本原则是$8CU图拖尾#?8CU图 a 阶截尾#选
择 8K% a&模型-8CU图 b 截尾#?8CU图拖尾#选择
@8%b&模型-8CU图,?8CU图均拖尾选择 8K@8
%a#b&模型)
#<!<E&参数估计与模型诊断&利用极大似然估计,
最小二乘估计等方法#估计模型参数#参数估计后#
对模型的残差进行白噪声检验#判断模型的适用性)
依据赤池信息准则 %8RC&,贝叶斯信息准则 %LRC&
等方法调整模型阶数#对模型进行比较和优化#选取
较为简洁的最佳模型)
#<!<%&预测应用&用选定的模型对序列进行预测)

IH材料与方法

利用美国芝加哥市大气污染物臭氧 %\E &数据

为例#进行模拟#数据来源于 K自带的程序包#数据
库汇总了 #I$H(!""" 年芝加哥市逐日 \E 浓度#将
其整理成月均浓度数据分析%表 #&) 其中##I$H 年
# 月(#III 年 #! 月的数据用于建立模型#所建模型
用来预测 !""" 年%#(#!&月的月均浓度#将预测值
和实际观察值进行比较#计算相对误差#对模型进行
评估)

表 @H芝加哥市臭氧浓度数据%部分&

年份P年 月份P月 臭氧浓度P%!7P2E &
#I$H # H<H
#I$H ! ##<I
#I$H E !E<%
1 1 1
!""" #" #G<%
!""" ## $
!""" #! #"<%

KHK软件实现 +I’R,

E<#&序列平稳性和纯随机性检验
uOM1qD*3,_9OZ0%}OM19OZ0}# M3,_3*oBKd/#

Z3a o�#�& �导入数据
u(E qD4Z%OM1� (E#Z4,*4oO%#I$H##&#.*3b)3+O6

o#!&�将臭氧浓度转为时间序列变量#频率为 #!#
即为月度数据)

ua-(4%(E#46a3o2(0#6-,‘ o.臭氧浓度/#Q-,‘
o.年份/#2,1+ o.原始序列图/& �绘制序列图

u,O.%,Z903O4(*%(E&#-,7oEG#2,1+ o.原始序
列/&�绘制序列自相关图%图 #&)

’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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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H原始序列图

图 # 显示#原始序列均值稳定在 !" 左右#没有
明显的上升,下降趋势#序列有较强的季节特征#表
现为夏季月份偏高#冬季月份偏低#自相关函数在滞
后 #! 阶#!% 阶#EG 阶1上有强相关性) 考虑进行季
节差分#消除季节趋势#使用序列变为平稳序列)

u(Em># o_1..%(E#-,7o#!& �进行季节差分#形
成一次季节差分序列

u-1‘*,*6%2.(*3O,Z40&�载入..(*3O,Z4/包
u4Z_1Za-,6%(Em>##-,7o%$# 2,1+ o2一次季节

差分序列0&�绘制 (Em># 序列图,自相关函数图,偏
自相关函数图%图 !&)

图 IH一次季节差分序列

图 ! 序列图,自相关函数图显示经过季节差分#
原始序列明显的季节趋势已经基本消除#可以认为
(Em># 序列为平稳序列)

u-1‘*,*6%4Z3*13Z&�载入.4Z3*13Z/程序包
u,_.943Z4%(Em>#&�单位根检验

&q"<"##拒绝序列为非平稳序列的原假设#可
以认为一次季节差分后的序列为平稳序列)

uL(Q943Z4%(E#-,7oG#46a3o}AW)+7DL(Q}&-
L(Q943Z4%(E#-,7o#!#46a3o}AW)+7DL(Q}& �纯随机
性检验

AL统计量结果结果显示#滞后 G 阶和滞后 #! 阶#
&值均小于 "<"##在 #o"<"F 水平#拒绝序列为纯
随机的原假设#可以认为原始序列为非白噪声序列#
可以进行后续分析
E<!&模型定阶

根据图 !#季节差分后的序列#8CU图在 # 阶,
#! 阶后#?8CU图在 ! 阶,!% 阶后快速衰减#表现出
截尾特征#初步选定 a o!,_ o",b o#,?o!,>o#,
vo#)
E<E&模型拟合与优化

u.14# qD,*12,%(E# (*_3*oO%!#"##&# Z3,Z(+,-
o-1Z4%(*_3*oO% !#### &# a3*1(_ o#! &#234M(_ o
2@A0& ��拟合模型#选用极大似然估计的方法

u,O.%,Z903O4(*%.14# � *3Z1_),-Z&#-,7oEG#2,1+
o.残差序列/&-

a,O.%,Z903O4(*%.14# � *3Z1_),-Z&#-,7oEG& �绘制
残差的 8CU,?8CU图%图 E&)

图 KH残差序列

图 E 显示残差的绝大部分自相关函数,偏自相
关函数已经落入 ! 倍标准差之内#可以认为残差序
列为白噪声)

uL(Q943Z4%.14# � *3Z1_),-Z# -,7oG# 46a3o}
AW)+7DL(Q}&-L(Q943Z4%.14# � *3Z1_),-Z#-,7o#!#46a3

o}AW)+7DL(Q}&�残差的白噪声检验
AL统计量结果结果显示#滞后 G 阶和滞后 #!

阶#&值均大于 "<"F#在 #o"<"F 水平#可以认为残
差序列为白噪声序列#模型 # 显著有效)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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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14! qD,*12,%(E# (*_3*oO%"#"##&# Z3,Z(+,-
o-1Z4%(*_3*oO% "### # &# a3*1(_ o#! &#234M(_ o
2@A0&�经过多次试探性降阶尝试#拟合 8RC值较
小,更简洁的模型 !

8RC%.14## .14!&�比较两个模型的 8RC值
结果显示 8RC! %H"#<I& q8RC# %H"H<E&#选择

模型 ! 作为最终模型)
E<%&模型预测

u(E9.(*3o.(*3O,Z4%.14!#M o#!#-303-o"<IF& �
利用模型 ! 进行一个周期#即 !""" 年预测

uZ)22,*6%(E9.(*3&�查看预测结果
ua-(4%(E9.(*3&�绘制预测图%图 %&)

图 LHIPPP 年预测图

LH结果

!""" 年臭氧浓度的预测值和观察值比较见表
!#结果显示平均相对误差为 F<Ge)
表 IHIPPP 年 @-@I 月臭氧浓度预测值和观测值比较

年份 月份 观测值 预测值
绝对
误差

相对误差P
e

!""" # #!<$ #!<E k"<F kE<I
!""" ! #H<G #G k#<G kI<#
!""" E !"<I !E<! !<E ##
!""" % !#<% !E<# #<H H<I
!""" F !E<I !G<I E #!<G
!""" G !F<E E"<# %<$ #I
!""" H !$<! !$<I "<H !<F
!""" $ !F<E !E<$ k#<F kF<I
!""" I #I<% !"<$ #<% H<!
!""" #" #G<% #E<! kE<! k#I<F
!""" ## $ ##<I E<I %$<$
!""" #! #"<% #" k"<% kE<$

平均相对误差 F<G

RH小结

&&本文对 8KR@8乘法季节模型做了简要的介
绍#以有季节特征的臭氧浓度数据为例#给出了用
K软件实现模型拟合,检验,图形绘制以及预测的
详细过程) K软件由于其较大的灵活性#近年来
在数据分析,作图等领域应用非常广泛#不同的统
计方法通常都能找到相应的软件包#便于使用者
使用#本文使用了 .(*3O,Z4,4Z3*13Z两个软件包)
8KR@8模型通过调整相关参数#也可以实现以日,
周为单位的数据分析 *G+ ) 除大气污染物的数据
外#类似具有相关特征的数据也可采用此方法进
行预测#如医院的门诊量 *H+ ,日死亡数,传染病的
发病数据 *$+等#在实际工作中使用者应根据数据
特征进行合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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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卫生学杂志*被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收录

由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管#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办#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

关产品安全所承办的!环境卫生学杂志"#于 !"#H 年被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收录)

!环境卫生学杂志"作为综合性卫生类研究学术期刊#一直致力于建立国家级环境卫生学术交流和信息

共享的平台#便于科技人员及时了解本领域的前沿动态和最新进展#拓宽业务人员的视角和思路#为卫生行

政部门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建议#传播环境卫生信息#积极推进环境卫生事业发展) 自创刊以来#始终严把

审稿关#对于提升学术质量毫不懈怠)

近年来#在编委会,审稿专家和编辑部的共同努力下#在主办单位,读者,作者的共同支持下#!环境卫生

学杂志"的学术水平不断提高) 我们正以不断提高的学术水平和编辑出版质量为读者与作者们服务#今后

我们将更加的开拓进取#为环境卫生学科的发展尽最大的努力3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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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技术与方法研究"

氢化物原子荧光法测定尿中砷的不确定度分析
刘芳芳&魏秋宁&丁亚磊

作者简介!刘芳芳’主要从事理化检验工作

作者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联系方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胜利街 %H" 号*邮编!HF"""%*/2,1-!-..$I$I$IN#GE9O(2

摘要#目的&建立用氢化物发生原子荧光法测量尿中砷的不确定度评定方法+ 方法&依据/尿中砷的
测定 氢化物发生原子荧光法0"^TPB%H% k!"#F%和/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0 "’’U#"FI<# k!"#!%’建立
尿中砷测定的数学模型’计算各分量引入的不确定度+ 结果&尿中砷的测量不确定度的主要来源依次是最
小二乘法拟合校准曲线所产生的不确定度"#<$Fe%&回收率所产生的不确定度"#<!$e%以及样品重复测定
的不确定度""<$He%+ 结论&通过对尿中砷含量进行测量不确定度评定和分析’将有助于检测人员对试验
过程关键环节重点关注’使检测数据更加真实可靠+

关键词#氢化物发生原子荧光法* 地方性砷中毒* 尿砷* 不确定度
中图分类号#K#!
!"#!#"<#E%!#PW9O+X19MWYZQ[[9!"#$<"%<"#%

].’&9(-0.(F $B-3D-(0*.*.(7&!&(&9W0.-(0*.*%59)&.0’0.]90.&2F
+F/90/&<&.&9-(0*.5(*W0’U3D*9&)’&.’&:6&’(9*W&(9F

ARdU,+7.,+7# ^/Rv1)+1+7# >R;]S,-31

&& 52)(9-’($ "2A&’(0B&)&B(3Z4,‘-1ZM3_ 4M3)+O3*4,1+4630,-),41(+ 234M(_ .(*_343*21+,41(+ (.,*Z3+1O1+ )*1+3

‘6M6_*1_3,4(21O.-)(*3ZO3+O3Za3O4*(234*691&(7*/)&$F=F9I>%<=>A% AO<96F%>J>% B9>%FL:C:K9>KF7F%F9<=>A% <R

=AI>JOEB9F6JF%JF6GFJ=9AIF=9:%^TPB%H% k!"#F & ,+_ F?<EB<=>A% <%K F8G9F66>A% AOB%JF9=<>%=:>% IF<6B9FIF%=

%’’U#"FI<# k!"#!& Y3*3)41-1[3_ 4(‘)1-_ 2,4M32,41O,-2(_3-(.,*Z3+1O1+ )*1+39C&)D3()&BM3Z4)_6ZM(Y3_

4M,44M3-3,Z4Zb),*3Z.1441+7O,-1‘*,41(+ O)*03%#<$Fe&# 4M3*,43(.*3O(03*6%#<!$e& ,+_ 4M3*3a3,43_ 23,Z)*3D

23+4Z%"<$He& Y3*3X36.,O4(*Z1+.-)3+O1+74M3*3-1,‘1-146(.*3Z)-4.*(2_343*21+,41(+ (.,*Z3+1O1+ )*1+394*.?

’3D)0*.)&BM3)+O3*4,1+46,ZZ3ZZ23+4234M(_ Y1--1_3+41.64M3X36-1+XZ1+ 4M3a*(O3ZZ(.23,Z)*323+4,+_ 2,X3

4M3*3Z)-42(*3*3-1,‘-39

E&F G*9/)$ M6_*1_373+3*,41(+ ,4(21O.-)(*3ZO3+O3Za3O4*(234*6# 3+_321O,*Z3+1Oa(1Z(+1+7# )*1+3,*Z3+1O#

)+O3*4,1+46

&&测量不确定度是与测量结果关联的一个参数#
用于表征合理赋予被测量的值的分散性 *# k!+ ) 地方
性砷中毒 %又称地砷病&是长期从饮用水,室内煤
烟,食物等环境介质中摄入过量的砷而引起的以皮
肤病变及癌变为主的全身性的慢性中毒#是一种严
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地方病 *E k%+ ) 砷含量可反映出人
体的近期暴露和吸收情况#而砷的排泄主要是在肾

脏#大部分是从人尿液中排出#故尿砷是反映近期砷
暴露的敏感指标 *F kG+ ) 实验室依据标准!尿中砷的
测定 氢化物发生原子荧光光度法" %^TPB%H% k
!"#F& *H+测定青铜峡市高砷病区调查者尿中砷的含
量#依据!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 %’’U#"FI<# k
!"#!& *$+ #对尿中砷的含量进行测量不确定度评定#
从而确保检测工作的公正性和准确性)

’"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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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材料与方法
#<#&原理 #H$

尿样经混合酸处理#以破坏有机物) 加入硫
脲(抗坏血酸使五价砷变为三价砷#尿样中的砷化
物被硼氢化钾在酸性条件下产生的新生态氢还原成
气态的砷化氢#由氩气作为载气#导入石英炉原子化
器分解为原子态砷#以砷空心阴极灯作为激发光源#
产生原子荧光#荧光强度与砷含量在一定范围内成
正比#从而可测定尿中砷的含量)
#<!&仪器与试剂

数显电热板%北京莱伯泰科公司&-8UTD$!!" 原
子荧光光度计%北京吉天&-砷空心阴极灯) 盐酸-
硝酸-硫酸-高氯酸-硼氢化钾-氢氧化钠-硫脲#抗坏
血酸- 砷 单 元 素 溶 液 标 准 物 质 % ]L̂ "$G###
# """ !7P2A&)
#<E&测定样品

用带盖子的聚乙烯塑料瓶收集青铜峡市高砷病
区调查者的尿液)
#<%&测定方法

样品的处理$取尿样 #<" 2A于锥形烧瓶中#加
入混合酸%硝酸j硫酸j高氯酸 oEj#j#&在电热板上
进行消解#至溶液无色透明#不得蒸干) 放置冷却后
用纯水转移至 !F 2A容量瓶中#加入 !<" 2A盐酸#
!<" 2A硫脲(抗坏血酸溶液%#!<Fe&#混匀#待测)

仪器条件$灯电流 %F 28#光电倍增管负高压
!G" :#原子化器高度 $ 22#载气流量 E"" 2AP21+#
屏蔽器流量 $"" 2AP21+)
#<F&计算公式

!-J.S
I

’P

P-#<"!" 5#<"""
$5#<"""

式中$!(尿中砷的浓度#27PA-
J(尿样消化液的浓度#!7PA-
S(样品消化液的定容体积#2A-
I(取样量#2A-
P(浓度校正系数)

#<G&测量模型
Vo.%*3a# P# 2#:#L#O#K&

式中$!(尿中砷的浓度-
P(浓度校正系数-
I(取样量-
S(尿样定容体积-
0(标准溶液-

J(标准曲线拟合-
+(加标回收率-
O(测量函数-

*3a(样品重复测定)

IH不确定度主要来源

根据测定过程#不确定度主要来源为$%测量重
复性所产生的不确定度-&尿密度计所引入的不确
定度-’样品取样引入的不确定度-(消化液定容引
入的不确定度-+标准溶液引入的不确定度包括砷
单元素标准物质和逐级稀释过程所引入的不确定
度-,最小二乘法拟合校准曲线#校准得出尿砷含量
时所产生的不确定度-5样品加标回收率产生的不
确定度)

KH不确定度的分量评定

E<#&测量结果的重复性引入的不确定度 )"*3a%
吸取同一尿样 $ 份#经过相同的前处理步骤进

行平行测定#测定结果分别为 "<"#% H, "<"#% !,
"<"#% #, "<"#E I, "<"#E $, "<"#E G, "<"#% ",
"<"#E H 27PA) 依照贝塞尔公式计算重复性引入的
不确定度#即为 $ 次测定结果平均值的标准偏差$

B%9FG& - 6

槡%
-"<""" E%G

槡$
-#<!! .#" 5%# 则 )*3-

%*3a& o
B%9FG&

!
o#<!! i#" k% P"<"#% " o"<$He)

式中$B%9FG&(测量重复性引入的不确定度-
6(标准偏差-
%(测量次数-
!(测量结果平均值-

)*3-%*3a&(测量结果重复性引入的相对不确定度
E<!&尿样浓度校正系数引入的不确定度 )"P%

根据尿密度计检定证书上给出的在检定点为
#<"! 7PO2E 时#其修正值为 k"<""" $ 7PO2E#按照均

匀分布#则 )*3-% P& o
"<""" $

槡#<"! i E
o"<"%Fe)

式中$**3-%P&(尿样强度校正参数引入的相对不确定度
E<E&样品取样引入的不确定度 )"2%

用 # 2A的单标线吸管吸取尿样#!常用玻璃量
器"%’’]#IG k!""G& *I+中规定#!"h #<"" 2A单标
线吸管%8级&的容量最大允许误差为 p"<""H) 玻
璃量器的标准不确定度包括温度变化产生的误差
)%2C&和 允 许 误 差 ) %28& 组 成# 即 B%I,& -

’#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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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
! TB %I’&槡

! ) )%28& o
"<""H

槡E
o"<""% 2A

% 均 匀 分 布 &# ) % 2C & o "S%=

槡E
-

!<# .#" 5% .E .#<""

槡E
o"<""" EG 2A%设温度变化

pEh#水的膨胀系数在 !"h时#o!<# i#" k% Ph&#

)%2& o "<""%! T"<""" EG槡
! o"<""% 2A#所以 )*3-

%2& o)%2&P#<"" o"<""%P#<"" o"<%"e)
式中$B%I,&(允许误差-

B%I’&(温度变化产生误差-
B%I&(# 2A单标或吸管引入的不确定度-
B9FE%I&(# 2单标式吸管引入的相对不确定度-

"(水的膨胀系数-
%=(温度变化-
S(量器体积)

E<%&消化液定容引入的不确定度 )":%
尿样消解后转入 !F<" 2A容量瓶中#!F<" 2A8

级容量瓶的最大允许误差为 p"<"E# 则 )%:8& o
"<"E

槡E
o"<"#H# ) %:O& o

!<# .#" 5% .E .!F<"

槡E
o

"<""I #) )%:& o "<"#H! T"<""I #槡
! o"<"#I#即

)*3-%:& o)%:&P!F<" o"<"HHe)
式中$)%:8&(!F 2A容量瓶允许误差-

)%:O& (!F 2A容量瓶温度变化产生的误差-
)%:& (!F 2A容量瓶的不确定度-
)*3-%:&(!F 2A容量瓶的相对不确定度)

E<F&标准溶液引入的不确定度 )"L%
E<F<#&标准物质的不确定度 )%CT&&由砷单元素

溶液标准物质%]L̂ "$G#### """ !7P2A&证书上给
出的扩展不确定度为 # !7P2A%X o!&#则相对标准

不确定度$)*3-%CZ& o
#

! .# """<"
o"<"F"e)

E<F<!&标准物质稀释过程引入的不确定度 )%.&&
"<# !7P2A标准使用液的配制$# """<" !7P2A的砷
单元素溶液标准物质取 #<"" 2A定容至 #""<" 2A#
配制成 #"<" !7P2A的标准中间液) 取 #<"" 2A
#"<" !7P2A的标准中间液稀释至 #""<" 2A容量
瓶#则配制成 "<# !7P2A的标准使用液)

!"h时 #""<" 2A容量瓶%8级&的最大允许误
差为 p"<#"##<"" 2A单标线吸管%8级&的最大允
许误 差 为 p"<""H) 按 照 公 式 CL oCT i.o
’#S移#S移#
S容#""S容#""

计算#其中 )*3-%:移# & o)*3-%2& o"<%"e

%见 E<E &# ) %:8k容#"" & o
"<#"

槡E
o"<"F$ 2A# )

% :Ck容#"" & o "<"EG 2A# ) % :容#"" & o

"<"F$! T"<"EG槡
! o"<"G$ 2A# )*3-%:容#"" & o)

% :容#"" &P#"" o "<"G$e# 则 )*3- % .& o

!B9FE%S移#&
! T!B9FE%S容#""&槡

! -

! ."<""%! T! ."<""" G$槡
! o"<FHe)

故 )*3- % L& o B9FE%CZ&
! TB9FE%.&槡

! -

"<""" F! T"<""F H槡
! o"<FHe)

式中$)& %:移#&(# 2A单标线吸管引入的相对不确
定度-

)%:8k容#""&(#"" 2A容量瓶允许误差-
)%:Ck容#""&(#"" 2A容量瓶温度变化产生的误

差-
)%:容#""&(#"" 2A容量瓶的不确定度-
)*3-%:容#""(#"" 2A容量瓶的相对不确定度-
)*3-%L&(标准溶液引入的相对不确定度-
)*3-%CZ&(标准物质的相对不确定度-
)*3-%.&(标准物质稀释过程引入的相对不

确定度)
E<G&标准曲线"最小二乘法拟合%所产生的不确定
度分量 )"O%

配制标准系列 #<",!<",%<",$<",#"<",!"<" 和
E"<" !7PA上机测定#得到数据如表 # 所示$

#: -
%
%

>-#
%:>5:&

!

% 5槡 !

B%J& -
#:
L

#
G
T #
%
T %J5&8& !

%
%

>-#
%8>5&8&槡

!

式中$ #:( 标准曲线的标准差-
:>( 由标准曲线方程得出的标准溶液中每一

点浓度的荧光强度值-
L( 标准曲线的斜率-
G( 样品溶液测定次数-
%( 标准溶液的测定总次数-
J( 根据标准曲线计算得的样品溶液中浓度-
8>( 针对每一点标准溶液实测的荧光强度值

又标准曲线计算出的标准溶液中砷的浓
度值-&8$ 标准曲线各浓度点的均值)

将所有数据代入公式#求得 ) %O& o"<#"E#
)*3-%O& o"<#"EPF<FI$ o#<$Fe)

’!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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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H标准溶液的测定结果

浓度值 :>
:理论值
%< TL8&

%:>5:&
!

8理论值
%:>5<&QL

%8>5&8&
!

#<"" ##H<!G ##$<G! #<$% "<II I%<E!
!<"" !E#<IG !EE<"E #<#F #<II HF<$F
%<"" %GF<$I %G#<$H #G<#H %<"% %%<%!
$<"" I#I<"G I#I<F% "<!E $<"" H<E#
#"<"" # #EG<FH # #%$<E$ #EI<EI I<I" "<GF
!"<"" ! EE!<I" ! !I!<FG # G!H<G$ !"<EF IE<#H
E"<"" E %#%<!$ E %EG<HE F"%<!" !I<$" EG%<IF

&8o#"<H % oH &o$ OoF<FI$ !7PA

E<H&回收率产生的不确定度 )"K%
回收率的结果如表 ! 所示#按照贝塞尔公式计

算$ B%+& - 6

槡%
-"<"EF F

槡$
o"<"#! G#则 )*3-%K& o

B%+&
+

o#<!$e) 显著性检测是用来确定平均回收

率是否同 #<" 有显著性差异# =- # 5+
B%+&

o#<!H#

而 4"<IF%H& o!<EGF#则 4q4"<IF %H&#所以无显著性差
异#回收率无需校正)

表 IH回收率测定结果

测定值 平均值
标准偏
差 Z

相对标
准偏差

IE<#e #""<Ge IF<$e II<#e
I$<!e #""<$e #"%<Ee IF<He

I$<%e "<"EFF E<G"e

LH合成相对不确定度

)*3-%V& o B9FE%9FG&
! TB9FE%P&

! TB9FE%I&
! TB9FE%S&

! TB9FE%0&
! TB9FE%J&

! TB9FE%+&槡
! o!<F#e)

RH确定扩展不确定度

d%V& o"<"#% " 27PAi!<F#e i! o"<""" H
27PA%IFe置信概率下取包含因子 X o!&)

SH测量结果表示

Vo"<"#% " p"<""" H 27PA%X o!&)

QH讨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尿中砷的氢化物发生原子
荧光法的不确定度主要来源依次是最小二乘法拟合
校准曲线,回收率及样品重复性测定所引入的不确
定度) 为了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可靠#在实验的过
程中一定要规范标准溶液配制#严格按照操作程序#

减少在消解,转移和定容过程中引入的不确定度)

因此#对尿中砷含量的不确定度评定和分析#将有助
于检测人员对试验过程关键环节重点关注#使检测
数据更加真实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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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起始页) 如$

*#+ 李红梅9标准物质质量控制及不确定度评定*@+9北京$中国质检出版社#!"#%jF!9%.F!/为引用信息所在页码&

*!+刘明寿9科技期刊主编的角式定位*’+9编辑学报#!#"F#!H%G&$F!! kF!%9%起讫页&

E 网络文献著录规范

联机网络文献的著录项目应齐全#格式应规范$.主要责任者9题名$其他题名信息*文献类型标识P\A+9%更新或修改日

期&*引用日期+9获取和访问路径9>\R9/) .%更新或修改日期&/有则必备#如无法确认#也可不标注) >\R也是有则必备的

著录要素) .*引用日期+/是必备的著录要素) .*引用日期+/前有出版项的其他要素时#其前不加任何标识符号-否则%连同

可能有的.%更新或修改日期&/一起& 其前应加.9/) 如$

*E+ 张莉#陈颖#王秦#等9!"#G 年湖北省咸宁市公共场所空气中苯系物监测分析 *’P\A+9环境卫生学杂志# !"#H# H

%G&$ %!#9*!"#H k#! k!F+9M44a$PPM42-9*MM[9+34PMWYZQ[[PM42-PF!H$H9M429

% 双语著录规范

参考文献原则上要求使用信息资源本身的语种著录#必要时可采用双语著录) 用双语著录参考文献时#首先采用信息资

源的源语种著录#然后用其他语种著录) 如$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9’’U#""F k!""F 标准物质常用术语和定义* T+9北京$全国物理化学计量技术委员会#

!""G9%R+ /+7-1ZM$ ]3+3*,-,_21+1Z4*,41(+ (.b),-146Z)a3*01Z1(+# 1+Za3O41(+ ,+_ b),*,+41+3(.4M3?3(a-30ZK3a)‘-1O(.CM1+,9’’U

#""F k!""F B3*2Z,+_ _3.1+141(+Z)Z3_ 1+ *3.3*3+O32,43*1,-Z*T+9L31W1+7$ CM1+,?M6Z1OZ@34*(-(76B3OM+(-(768ZZ(O1,41(+# !""G9&

’%FE’



!环境卫生学杂志"!"#$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01*(+23+4,-56713+38)79!"#$# :(-9$ ;(<%

!经验交流"

!"#F 年锑污染广元市水源水应对措施及效果分析
朱鸿斌#&毛素玲#&李波!&秦岭#&王艳#&杨晓松E

作者简介!朱鸿斌’主任技师’从事环境卫生研究工作

作者单位!# 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广元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 成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联系方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中学路 G 号

通信作者!毛素玲’主任医师’从事公共卫生工作’/2,1-! %GF$%!GFGNbb9O(2

摘要#目的&!"#F 年 #! 月嘉陵江水源水受到上游某锑矿事故性污染’为了解广元市饮用水水源污染情
况’开展应急监测’采取应对措施’消减健康危害’并对突发水污染应对措施效果进行分析研究’优化应对策
略+ 方法&制定应急监测方案’采用现场调查及实验室检测相结合进行分析+ 结果&应急监测发现’进入广
元市水源水取水口锑污染水最高值为 "<"#I E 27PA’研究形成三项应对措施’保障广元市人民饮水安全!控
制上游污染源的排放*启用应急供水水源与嘉陵江水源水混合’降低水源水的锑浓度’监测发现稀释后锑浓
度最高下降率为 FI<Ge*改进水处理工艺’降低锑浓度’监测数据表明水源水锑含量 "<"#F E 27PA时可以通
过新工艺降低至 "<""# E 27PA’新工艺处置后的出厂水锑浓度显著低于水源水 "=oH<"EI’ &q"<""#%+
结论&通过现场调查和应急监测查明了锑污染来源和污染浓度’对应急监测数据汇总&统计’对污染趋势分
析预测’全面掌握水质卫生状况’采取应对措施并及时分析有效性’控制了污染+

关键词#锑* 污染* 水源* 应急监测* 应对措施
中图分类号#K#!E
!"#!#"<#E%!#PW9O+X19MWYZQ[[9!"#$<"%<"#F

5.-3F(0’-3#.B&)(0;-(0*.*.4*D.(&9W&-)D9&)-./$%%&’(*%:*D9’&M-(&94*.(-W0.-(0*.
G0(75.(0W*.F 0.<D-.;FD-.40(F 0.IP@R

J5d5(+7‘1+## @8\T)-1+7## ARL(!# vR;A1+7## ^8;]S,+## S8;]V1,(Z(+7E

&& 52)(9-’($ "2A&’(0B&)&R+ >3O32‘3*!"#F# 4M3Z()*O3(._*1+X1+7Y,43*1+ ]),+76),+ O146Y,ZO(+4,21+,43_

Y14M ,+412(+61+ 4M3)aa3*Z4*3,2(.’1,-1+7K103*9R+ (*_3*4()+_3*Z4,+_ 4M3Z14),41(+ (.O(+4,21+,41(+# 4M3,)4M3Z

O,**13_ ()4323*73+O62(+14(*1+7,+_ 4,X323,Z)*3Z4(*3_)O3M3,-4M M,[,*_Z91&(7*/)&@,X1+7323*73+O62(+1D

4(*1+7a-,+# O(+_)O41+7.13-_ 1+03Z417,41(+ ,+_ -,‘(*,4(*63Q,21+,41(+9C&)D3()&BM3*3Z)-4Z(.323*73+O62(+14(D

*1+7.()+_ 4M,44M3M17M3Z40,-)3(.,+412(+61+ 4M3O(+4,21+,43_ *,YY,43*1+ ]),+76),+ Y,Z"<"#I E 27PA9

BM*3323,Z)*3ZY3*34,X3+ 4(3+Z)*34M3Z,.346(._*1+X1+7Y,43*1+ ]),+76),+9B(O(+4*(-4M3_1ZOM,*73(.,+412(D

+6.*(2O(+4,21+,43_ )aZ4*3,2Z()*O3- 4(O(2‘1+34M3Y,43*Z()*O3.(*323*73+O6Y14M 4M,4_1ZOM,*73.*(2’1,-1+7

K103*4(*3_)O3,+412(+6O(+O3+4*,41(+ 1+ _*1+X1+7Y,43*9R4.()+_ 4M,44M32,Q12)2*,434(_3O*3,Z3,+412(+6O(+D

O3+4*,41(+ ,.43*_1-)41(+ Y,ZFI<Ge- ,+_ 4(12a*(034M3Y,43*4*3,423+4a*(O3ZZ4(*3_)O34M3O(+O3+4*,41(+ (.4M3

234,-9BM3*3Z)-4(.2(+14(*1+7_,4,1+_1O,43_ 4M,44M3-303-(.,+412(+6O()-_ ‘3*3_)O3_ "<"#F E 27PA4(

"<""# E 27PA‘64M3Z3a*(O3ZZ3Z9BM3-303-(.,+412(+61+ 4M34,a Y,43*,.43*4*3,423+4Y,ZZ17+1.1O,+4-6-(Y3*

4M,+ 4M,41+ 4M3Z()*O3Y,43*%=oH<"EI# &q"<""#&94*.’3D)0*.)&BM3Z()*O3(.O(+4,21+,41(+ ,+_ 4M3-303-(.

,+412(+6Y3*31_3+41.13_ 4M*()7M 4M3.13-_ 1+03Z417,41(+ ,+_ 323*73+O62(+14(*1+79L6Y,6(.4M3Z)22,*6,+_ Z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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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Z41OZ(.323*73+O62(+14(*1+7_,4,# ,ZY3--,Z,+,-6Z1Z,+_ a*3_1O41(+ (.O(+4,21+,41(+ 4*3+_# 4M3Z,+14,*6O(+_141(+

,+_ b),-146(.Y,43*Y3*37*,Za3_ 1+ ,+ ,--D*()+_ Y,69B(X34M3323*73+423,Z)*3Z,+_ ,+,-6[3_ 4M33..3O4103+3ZZ

1+ 4123# 4M3O(+4,21+,41(+ Y,ZO(+4*(--3_9

E&F G*9/)$ ,+412(+6# a(--)41(+# Z()*O3Y,43*# 323*73+O62(+14(*1+7# O()+43*23,Z)*3Z

&&近年随我国经济的发展#厂矿企业日渐增多#由
于企业管理不善#发生厂矿事故性污染带来饮用水水
源污染的事件也时有报告*# k!+ ) !"#F 年## 月!% 日凌
晨#甘肃省某锑业公司选矿厂含锑尾矿及尾矿水泄
漏#经排水涵洞进入太石河) 事件造成甘肃省西和县
境内太石河至四川省广元市境内嘉陵江与白龙江%嘉
陵江支流&交汇处共计约 E%G X2河道锑浓度超标)
为了解此次锑矿事故性污染对广元市饮用水的污染
状况及影响程度#我们研究制定了应对措施#开展应
急监测#并对应对措施效果进行分析和研究#及时调
整措施) 避免了人群健康危害事件的发生#保障广元
市及下游人群的饮水安全) 同时为应对类似的饮用
水污染事件提供参考)

@H材料和方法

研究对象 制定方案对广元市水源水,出厂水,

末梢水开展应急监测)
#<#&检测指标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LFH%I k!""G& *E+中
除放射指标外的常规指标及锑%T‘&)
#<!&评价标准

按照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 %]L FH%I k
!""G& *E+进行评价)
#<E&采样方法

按照!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LPBFHF"
k!""G& *%+进行水样的采集,运输,检测)
#<%&主要检测仪器

8UTD!E"/双道原子荧光光度计%北京海光仪器
有限公司&-;3Q#";EF"VRC?D@8TT%?/珀金埃尔默
股份有限公司&)
#<F&统计分析

采用 /QO3-!"#" 录入数据-运用 =检验进行
分析)

IH结果

!<#&基本情况
!<#<#&水源事故性污染情况&!$ 日零时对甘陕交
界西汉水建村断面水质釆样分析#特征污染物锑检

出超标#为 "<"I$ 27PA#超标 #G<$ 倍 *F+ #并经陕西
进入四川省#川陕界水体锑浓度呈逐渐上升趋势#预
计 #! 月 H 日高峰污染水体进入嘉陵江广元市政供
水取水口处)
!<#<!&广元市政供水情况&现场调查发现#广元市
城区面积约 F#<F X2!#人口约 F" 万人#市城区的饮
用水主要由西湾,城北,上西,园区,天台,宝轮 G 个
水厂提供#除宝轮水厂外其余五个水厂均以嘉陵江
为水源#锑污染水源进入广元市政供水取水口#人群
可能会受到健康危害) 由于西湾水厂覆盖人口最
多#为突出锑污染应急监测发现的问题#后面主要介
绍西湾水厂的应急监测情况)
!<!&应急措施及效果分析
!<!<#&控制上游污染源的排放&切断或控制污染
源是应急处置的重要措施之一 *G+ ) 本次泄露发生后
采取#避免尾矿库涵洞出口流水与河水直接混合#采
取了对尾矿库溢流井破损口封堵,对尾矿库上游溪
水进行截流外排,在尾矿库涵洞出口下方设置 G 级
围堰#对尾矿库涵洞出水进行拦截并投放石灰,絮凝
剂处理#以及对太石河主河道进行导流等多项措施)
!H 日#锑污染源头被彻底切断)
!<!<!&启用应急供水稀释受污染的嘉陵江水&调
查发现广元市城区内另有一条南河#经应急检测发
现水质符合水源水要求#但水量不够#经研究讨论采
取了调取南河水与嘉陵江水源水混合作为水源水的
应急策略) 下表为含锑污染水高峰来临时#对西湾
水厂泵房采集的南河及嘉陵江混合后水源水锑浓度
数据进行比对分析如表 #) H 日 #!$"" 稀释后锑浓
度下降率达到近 G"e#H 日 #$$"",$ 日 G$"" 数据表
明稀释后锑浓度下降率近 #Fe)

表 @H锑浓度稀释效果情况表

时间
原$嘉陵江
千佛崖锑浓
度P%27PA&

新$南河,嘉
陵江并网后的
西湾水厂水源水
锑浓度P%27PA&

稀释后锑
浓度下降
率Pe

#! 月 H 日 #!$"" "<"#" I "<""% % FI<G

#! 月 H 日 #$$"" "<"#G % "<"#% #%<G

#! 月 $ 日 G$"" "<"!" " "<"#H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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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研究改变水处理工艺&突发水污染事件发生
时#增加水处理工艺#也是应急处置常用措施之
一*H k$+ ) 在水厂使用的混凝,沉淀,过滤,消毒的常规
工艺新%增&建应急水处理工艺#研究表明用铁盐作为
混凝剂对水中锑的去除效果优于铝盐#故将原来使用
的聚合氯化铝更换成聚合硫酸铁#同时采取综合沉淀
法降低水源水中锑浓度*I+ #我们开展的应急监测分析
发现#当水源水中锑浓度在%"<"#% " c"<"#$ $& 27PA
的高污染浓度时#制水工艺除锑效率在 $He 以上#
出厂水中锑浓度依然满足国家标准要求) 新工艺处
置后的出厂水锑浓度显著低于水源水 %=oH<"EI#
&q"<""#-表 !&)

表 IH制水工艺除锑效果情况表

西湾水厂水源水 西湾水厂出厂水

时间
锑浓度P
%27PA& 时间

锑浓度P
%27PA&

工艺除
锑率P
e

H 日 #$$"" "<"#% " H 日 !!$"" "<""# % I"<"

H 日 !"$"" "<"#% # $ 日 "$"" "<""# # I!<!

H 日 !!$"" "<"#F E $ 日 !$"" "<""# E I#<F

$ 日 "$"" "<"#E " $ 日 %$"" "<""# F $$<F

$ 日 !$"" "<"#G F $ 日 G$"" "<""! " $H<I

$ 日 %$"" "<"#$ $ $ 日 $$"" "<""! % $H<!

!<!<%&公开信息#科学引导#有效避免社会恐慌&
突发锑污染事件发生后#环保,住建委,计生委监测
数据信息共享#为应急处置提供了科学依据) 同时
广元市加强了事件处置宣传工作#通过电视,!广元
日报"等媒体向社会发布水质监测信息应对水质污
染所采取的各项措施#介绍了饮用水卫生等知识)
科学引导公众#有效避免了社会恐慌#确保了社会
稳定 *#"+ )
!<E&应急监测
!<E<#&设计应急监测方案&设置方案开展应急
&&&

监测#是突发卫生应急处置的必要环节*##+ ) 为及时
掌握污染状况,浓度及影响程度#我们对广元市水源
水,出厂水及备用水源开展应急监测) 指标为常规指
标及重点污染物指标) 当锑浓度当低于 "<""H 27PA
时#每日 ! 次-当锑浓度%"<""H c"<"#"& 27PA时#每
日 % 次-高于 "<"#" 27PA时#每 ! M # 次)
!<E<!&水源水监测情况&为及时掌握甘肃省西和
县境内太石河至四川省广元市境内嘉陵江污染动态
和影响程度#在太石河,西汉水,嘉陵江,白龙江设置
了 #% 个监测断面#其中几个监测断面情况如表 E 所
示#可以了解锑污染物在各水体中的变化趋势)

为了解上游污染对广元市饮用水的影响#对广
元城区地下水和南河水以及原广元市政供水取水口
嘉陵江千佛崖断面开展应急监测#监测结果表明#甘
肃省某锑业泄漏性锑污染水体#进入广元市取水口
的高峰是 $ 日凌晨#最高值为 "<"#I E 27PA%图 #&)
!<E<E&西湾水源水和出厂水监测情况&通过获得
的锑污染嘉陵江水源水信息#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和广元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共同制定应急检测
方案#监测项目为饮用水常规指标和锑% T‘&#对广
元市出厂水和备用水源开展监测#共检测水样 H""
余份) 其中西湾水厂水源水和出厂水中锑的监测结
果见图 !)

KH讨论

锑属于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LFH%I k
!""G& *E+中水质非常规指标中的毒理指标#即该化学
物质达到一定浓度#会对人体造成健康危害的化学物
质) 锑对人体胃肠道黏膜有刺激作用和累积作用#如
摄入达到中毒剂量#则会引起剧烈呕吐,腹痛,腹泻等
症状#三价锑比五价锑化合物毒性更大) 锑污染饮用
水事件时有发生#对人体健康带来危害*#"+ )

表 KH西汉水至嘉陵江 K 个监测断面锑污染情况

日期
西汉水甘陕入境 西汉水嘉陵江入口 嘉陵江陕西出境

锑浓度P%27PA& 超标倍数 锑浓度P%27PA& 超标倍数 锑浓度P%27PA& 超标倍数
## 月 !$ 日 "<#"H # !"<%! "<""E % " "<""! "
## 月 !I 日 "<"G% ! ##<$% "<#E# ! !F<!% "<""# ! "
## 月 E" 日 "<"%E G H<H! "<#HH $ E%<FG "<""# % "
#! 月 # 日 "<"!I ! %<$% "<#FG $ E"<EG "<""# % "
#! 月 ! 日 "<"E# % F<!$ "<#EH % !G<%$ "<""# % "
#! 月 E 日 "<"!F I %<#$ "<#"G $ !"<EG "<""# F "
#! 月 % 日 "<"!" H E<#% "<"G# E ##<!G "<"#" I #<#$
#! 月 F 日 "<"#! E #<%G "<"E% # F<$! "<"!F " %<""
#! 月 G 日 "<"#E E #<GG "<"%% F H<I" "<"!! G 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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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H地下水$南河水$千佛崖断面监测情况

图 IH西湾水源水和出厂水监测情况

&&水源水,出厂水和末梢水中锑的标准限值为
"<""F 27PA*E+ #本次突发饮用水安全事件#通过现
场调查查明了事件污染来源和途径$污染源为单一
污染源%企业泄露所致&#经河流和水库对下游造成
污染-通过应急监测掌握了污染物浓度#对应急监测
数据汇总,统计#对污染趋势分析预测#全面掌握水
质卫生状况-高浓度污染团到达广元市前研究讨论
形成的三个应急处置措施#并对应对措施实时分析#
有效控制了污染#减少了污染对人群健康的影响#保
障了广元市 F" 万人的饮用水安全)

鉴于锑矿等矿企仍在开采#污染隐患长期存在#
建议沿河长期设置断面监测点#及时掌握水体中锑,
镉,铬,铊的检出情况#防治类似污染发生)

本文主要是对广元市应对本次突发锑污染事件
的措施和效果进行了分析#若条件允许#还应该继续
开展应急处置事件后的风险评估#特别是需高度关
注上游陕西西汉水附近的分散式供水受污染的情
况#对重污染区域开展锑% T‘&镉%C_&,铬%C*&,铊
%B-&等人体健康危害的风险评估 *#! k#E+ )

现场调查发现嘉陵江是广元市城区自来水厂的
主要水源#上游企业多#广元市是四川省一个北面的
地级市#人口多#目前直接从嘉陵江取水的方式缺少

安全保障#一旦流域发生重大水污染事故#饮用水安
全保障困难#为保障居民饮水安全建议强化监测#探
索开辟广元市第二水源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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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BFHF"<# k!""G T4,+_,*_ 3Q,21+,41(+ 234M(_Z.(*_*1+X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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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交流"

一座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卫生学评价
张辉#&郑玲#&高燕#&向方超!

作者简介!张辉’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环境卫生研究

作者单位!# 德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广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联系方式!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千山街一段一号*邮编!G#$"""*/2,1-!!"""$FEGNbb9O(2

摘要#目的&介绍一座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卫生学评价过程及结果’为开展类似评价工作提供参考+
方法&按照四川省/!"#H 年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卫生学评价技术方案0’通过查阅资料&现场查看&专家会商&
水质检验等方式’使用风险矩阵法’对供水工程进行综合评价并提出整改建议+ 结果&工程水源水量保证率
$IFe’源水水质合格’有一定的水源保护措施’水井周边 !"" 2内有多种污染物’取水构筑物不完善’生产
设施&工艺满足制水需要’开展水质自检’出厂水和末梢水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结论&该工程有一定的卫生
学风险+ 建议尽快划定水源保护区’管控污染源’加强水井防护’规范储存消毒剂’加强供水管网巡护’合理
增加生产人员数量+

关键词#饮水安全工程* 卫生学* 评价
中图分类号#K#E
!"#!#"<#E%!#PW9O+X19MWYZQ[[9!"#$<"%<"#G

:-.0(*9F $B-3D-(0*.*.- CD9-3!90.N0.; M-(&9:-%&(F ,9*A&’(

J58;]5)1## J5/;]A1+7## ]8\S,+## V1,+7U,+7OM,(!

&& 52)(9-’($ "2A&’(0B&)&B(a*(Z3+44M3Z,+14,*630,-),41(+ a*(O3ZZ,+_ *3Z)-4(.,*)*,-_*1+X1+7Y,43*Z,.346
a*(W3O44(a*(01_3*3.3*3+O3.(*Z121-,*Y(*XZ91&(7*/)&L,Z3_ (+ 4M32FJC%>J<E#JCFIFOA9H:7>F%>J)?<EB<=>A% A%
+B9<E$9>%P>%7 1<=F9#<OF=:AO#>JCB<% &9A?>%JF%!"#H&# 4M*()7M O(+Z)-41+7_,4,# (+DZ143(‘Z3*0,41(+# 3Qa3*4O(+D
Z)-4,41(+ ,+_ Y,43*b),-1461+Za3O41(+# ,*1ZX 2,4*1Q234M(_ Y,Z,aa-13_ 4(O(2a*3M3+Z103-630,-),434M3Y,43*Z)aD
a-6a*(W3O4,+_ a)4.(*Y,*_ Z)773Z41(+Z.(*12a*(0323+49C&)D3()&BM37),*,+433*,43.(*Y,43*Z)aa-63+71+33*1+7
Y,Z7*3,43*4M,+ IFe9BM3Z()*O3Y,43*Y,Zb),-1.13_# 4M3*3Y3*3O3*4,1+ a*(43O410323,Z)*3Z,+_ 4M3*3Y3*3,0,D
*1346(.O(+4,21+,+4Z1+ 4M3Z)**()+_1+7!"" 2(..()*Y3--Z9BM3O(+Z4*)O41(+ .(*a)2a1+7Z4,41(+ Y,Z1+a3*.3O49
?*(_)O41(+ .,O1-1413Z,+_ a*(O3ZZO()-_ 23344M3+33_Z.(*Y,43*a*(_)O41(+98+ (+DZ143-,‘(*,4(*6.(*Y,43*b),-146
3Q,21+,41(+ Y,Z3Z4,‘-1ZM3_9U1+1ZM3_ Y,43*,+_ 4,a Y,43*O()-_ 23344M3*3b)1*323+4(.+,41(+,-Z4,+_,*_Z94*.?
’3D)0*.)&BM3a*(W3O4M,ZO3*4,1+ Z,214,*6*1ZXZ9R41ZZ)773Z43_ 4M,4_3Z17+,41(+ (.a*(43O41(+ ,*3O.(*Y,43*Z()*O3
,ZZ((+ ,Za(ZZ1‘-3Z(,Z4(O(+4*(-4M3Z()*O3(.O(+4,21+,41(+- 3+M,+O34M3a*(43O41(+ (.Y,43*Y3--Z# Z4,+_,*_1[1+7
4M3Z4(*,73(._1Z1+.3O4,+4Z- Z4*3+74M3+1+7Y,43*Z)aa-6+34Y(*X 1+Za3O41(+ ,+_ *3,Z(+,‘-31+O*3,Z1+74M3+)2‘3*(.
Y,43*4*3,423+4a3*Z(++3-9

E&F G*9/)$ _*1+X1+7Y,43*Z,.3463+71+33*1+7# Z,+14,41(+# 30,-),41(+

&&为了解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卫生学现状#确
保工程建成后水质达标和如期发挥效益#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近年来陆续安排各地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开展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卫生学评价

工作) 目前阐述工程评价细节的文章较少#现以
一座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卫生学评价为案例进行
详细阐述#希冀为各地开展类似工程评价提供
参考)

’IFE’



!环境卫生学杂志"!"#$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01*(+23+4,-56713+38)79!"#$# :(-9$ ;(<%

@H对象与方法
#<#&对象

四川省汉南供水有限公司金轮水厂%以下简称
水厂&) 评价其水源及其防护,取水设施,蓄水设
施,水处理工艺及设备,调节构筑物,输水管渠,水质
检验等方面是否满足卫生需求)
#<!&方法

按照!!"#H 年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卫生学评价技
术方案" *#+ %以下简称技术方案&#采取现场查看%人
工勘察 f航拍&,采样检测,专家%涵盖环境卫生,供
排水,环境工程,卫生检验等专业&会商等方式#使
用风险矩阵法%表 #&逐项评定各问题的严重性并提
出改进建议)

表 @H风险矩阵量表

严重性
可能性

一般 较大 重大 特大

很可能 高度 高度 极高 极高
可能 中度 高度 高度 极高
偶尔 中度 中度 高度 高度
不太可能 低度 中度 中度 高度

&&注$低度$表示风险等级很低#仅需注意-

中度$表示有一定的风险#应改进-

高度$表示有高度风险#需积极整改-

极高$表示风险不可容忍#必须马上整改

&&评价依据$!!"#H 年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卫生学
评价技术方案"%要求评估水源污染及保护情况#辨
识取水,制水,输配水全过程中生产工艺和生产设施
中存在的卫生问题#查找水厂生产管理,水质自检等
方面的不足#评判源水,出厂水和末梢水水质等&,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LFH%I k!""G& *!+ ,!地
下水质量标准" %]LPB#%$%$& *E+ ,!生活饮用水水
源水质标准" %’CE"!" k#IIE& *%+ ,!村镇供水工程
技术规范"%TAE#" k!""%& *F+ ,!村镇供水单位资质
标准"%TAE"$ k!""%& *G+ )
#<E&资料来源

广汉市及金轮镇地理,人口,气象资料来源于
!!"#G 年德阳年鉴"-其它资料均为内部资料#其中
水文资料来源于!广汉市地下水资源调查与评价报
告"#水厂资料来源于!汶川地震 四川省广汉市第一
次供水工程灾后重建项目设计变更报告")

IH结果

!<#&基本情况
水厂位于四川省广汉市金轮镇) 广汉市水系发

育呈树枝状分布#域内较大河流分别自北,北西,西
流入区域#于境内东南部汇合后进入沱江) 广汉市
曾是血吸虫病重流行区#现已达到传播阻断标准)
金轮镇 !"#F 年末人口 !" !HI 人#主要河流石亭江
由北至南贯穿全镇#年平均流量 !#<I 2E PZ,最枯流
量 E<! 2E PZ) 水厂总投资 $F" 万元#以地下水为水
源#设计供水规模为 #<F 万 4P_#实际供水规模为
# F"" 4P_#!"#! 年 H 月 !G 日正式投入使用#供水范
围包括金轮镇部分村及相邻兴隆镇 $ 个村#受益人
口约 #<F 万人)
!<!&调查结果
!<!<#&水源水量&金轮镇地下水含水层顶板埋深
%#G cGI& 2#可开采资源量为 F$#<HI 万 2E P,) 目
前水 厂全 部 以地 下 水为 水源# 设计 取 水 量 为
F%H<F 万 2E P,#实际取水量为 F%<HF 万 2E P,#水量
保障率大于 IFe%指一年内 IFe以上的天数水源水
量能满足供水需求&)
!<!<!&水源地状况&水厂没有划定水源保护区#现
有四口深井%间距 E" c#"" 2不等&) 分别以 # 号
深井#E 号与 % 号深井中间点为圆心#划定半径
!"" 2的区域为水源调查区#调查其内污染状况)
图 # 为 !"#H 年 E 月 !$ 日 7((7-33,*4M 照片#线段围
成的区域内是水厂%数字为水井位置及编号&#圆圈
内为调查区)

图 @H金轮水厂取水点周边卫星照片

调查区内大致有 F 种污染源) %工业污染源)
某天然气管道输送企业的输气管线与水厂重要生产
设施沉砂池,清水池等距离都不超过 E" 2) 该厂不
采气#未破坏深层土层#可能污染物及污染方式包括
泄漏的天然气及爆炸等次生灾害,交通工具及生产
所用油类泄漏等) &农业污染源) 调查区内农田所
占面积最大#主要栽种水稻,油菜以及蔬菜#栽种水
稻和油菜施用的尿素等化肥数量较大#栽种蔬菜所
用的农药品种较多 %常用多菌灵,农用链霉素等抗
菌药#杀螨灵,吡虫啉等杀虫剂&) ’生活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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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厂,燃气厂,调查区内西南及正西方向的住户#其
生活污水均排入市政污水管网集中处理) 水厂西
北,北,东及南边散布在农田中的农户#其生活污水
通过地表沟渠直接排放#粪便通过化粪池简单处理
灌溉农田#少部分通过地表沟渠直接排放) 调查区
内固体生活垃圾通过统一收集转运处理) (交通污
染源) 金火街是金轮镇的交通次干线#其路肩距离
# 号水井约 F 2%有围墙隔离&,距离水厂沉砂池约
$" 2,距另 E 口水井约%#E" c#G"& 2) 可能污染源
包括车辆尾气#以及交通事故产生的危害 %撞击水
井,油类泄漏,运输的危险品等&) +其它污染源)

高分辨率航拍照片发现并实地查证## 号水井东南
方约 G" 2处有 F 座坟墓,西南方约 I" 2处有 % 座
坟墓)
!<!<E&水源防护及取水构筑物&% 口深井均在水
厂围墙内) 围墙外四周及厂区内设置有多块醒目的
水源保护告示牌) 围墙上共架设 $ 个摄像头#!% M

监控厂区内部) 取水构筑物为 % 口 G" 2深的取水
井#都位于树林中) 井内径 E"" 22#井壁为混凝土
管衬砌深度 FF 2#混泥土井管与地表土壤的缝隙用
混泥土密封#深度 # 2) # 号水井无井台#四周有排
水沟#井口用铁皮井盖遮盖但未上锁) !,E,% 号井
口周围有高出地面 "<E 2以上的砖砌围挡#输水管
穿出围挡处有很大缝隙% u#" O2&#围挡用混泥土
预制板遮盖,无锁)
!<!<%&厂区布置&水厂占地 % """ 2!#分为管理
区,生产区和水井区) 管理区为一栋综合管理楼#含
办公室,水质检验室,值班室,变配电室,宿舍,厕所)

生产区包括沉砂池,加氯间,送水泵房,清水池等)

水井区面积约占水厂总面积的一半#栽种有大量树
木) 水厂日常使用 E$" :P!!" :市电#自备 #!" X^

柴油发电机组一台)
!<!<F&水处理工艺流程%图 !&及设施&源水通过
>;E""?/管输送至沉砂池#沉砂后自流进入清水
池#于清水池入水口处投放二氧化氯消毒剂) 消毒
后的饮用水加压输送至用户)

水厂有沉砂池一座%平流沉淀池&并加盖板#设
计参数为$钢筋砼结构#规模 %"<H i#"%& 2E P_#平
面尺寸 G<! 2i%<" 2#有效水深 E<F" 2#超高
"<F" 2) 沉砂池底部有排沙管#每日排沙 # 次#排出
的含水泥沙经沉淀后作为一般垃圾外运处理#上层
清液排入雨水沟)

加药间有一台二氧化氯加药器%产量 !F" 7PM&#使

图 IH水处理工艺流程图

用阳光牌二氧化氯消毒粉和活化剂现场制备高纯二
氧化氯并自动投加#投加量设定值为 "<HF 27PA)
消毒粉与活化剂储放在加药间内)
!<!<G&调节构筑物&水厂设清水池 ! 座#调节容积
为 $"" 2E 和 HF" 2E#池内各设导流墙 E 道) $"" 2E

清水池设通风帽 G 个#人孔 ! 个) HF" 2E 清水池设
通风帽 % 个#人孔 ! 个) 通风帽均有细密铁丝网覆
盖)
!<!<H&输,配水管网&经水力计算#% 口水井出口
分别采用 >;#G"%# 口&和 >;!"" %E 口&?/管为输
水管线#>;#G" 管道长 #"" 2#>;!"" 管道长 E"" 2)
配水管线主线沿金火街向金轮场镇及周边供水,沿
雒金路向兴隆镇及沿线周边供水#主管网布局总体
呈混合型#采用管道加压并借助重力方式供水) 主
管全长约 #" "I" 2#选用?/管#过街管径为>;E#F#
设置 >;E#F 闸阀 H 个) 主管线由水厂铺设#入村及
入户管线由村组自行铺设) 最近的用户距水厂为
!" 2#最远用户距水厂约 #% X2#出厂水压力为
"<%$ @?,#最不利点水压为 "<# @?,#中途不设补充
加压或消毒设施)

水厂工作人员称#每次管网维修后均及时对管
道内进行了加压冲洗%但无相关记录&) 水厂有管
网巡护制度#有兼职管道巡护人员 % 人#每季度巡护
主管线 # 次) 水厂目前管网漏损率为 He)
!<!<$&水质自检&水厂检验室有酸度计,比色管,
耗氧量测定仪,二氧化氯测定仪#有分析天平,蒸馏
水器,水浴锅等设备-在线监测室有浊度仪,电导率
仪,水温仪,a5仪,六价铬水质在线自动监测仪,氨
氮水质在线自动监测仪,生物毒性在线监测仪等在
线监测仪器#所有仪器设备都能使用正常) 每日自
检项目有 a5值,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
物,耗氧量,二氧化氯,铬,氨氮等) 四川汉南供水有
限公司%水厂的母公司&总部化验室%距离水厂直线
距离约 !I X2&每日抽检水厂出厂水及源水检测菌
落总数和总大肠菌群) 水厂有 # 名兼职水质检验人
员#经过四川省城镇供水排水协会培训并发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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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卫生管理&水厂具有有效卫生许可证-现有
$ 名工作人员#均持有效健康证) 水质消毒所用二
氧化氯消毒粉与活化剂#具备卫生许可批件) 水厂
及行业主管部门均无法提供输配水管材的卫生许可
资料备查)
!<!<#"&水质抽检结果&调查期间#当地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检测了水厂源水,出厂水及末梢水) 源水
检验结果是总大肠菌群,肉眼可见物超标 %少量沙
状沉淀&#其余所检指标符合 !地下水质量标准 "
%]LPB#%$%$ k#IIE& *E+6类水质要求-源水所检指
标亦符合!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标准" % TCE"!" k
IE& *%+地下水一级水源水要求#只经消毒处理即可
供生活饮用)

出厂水和末梢水检验项目为!生活饮用水卫生
标准"%]LFH%I k!""G& *!+规定的常规项目%不含放
射性指标&及氨氮#所检指标都符合上述标准)

KH讨论

本评价现场调查阶段#除使用!技术方案"所附
现场检查表以.是/,.否/的形式记录调查结果外#

另附记录表补充描述现场调查所见) 水源调查区地
表附着物过多#人工查勘难免有疏漏#采用了高分辨
率无人机航拍鸟瞰,人工实地核实的办法进行调查)
!技术方案"要求在评价报告中提出发现的主要及
次要卫生学风险#但没有指定风险等级的判定方法#

本评价中使用风险矩阵法做定性判定) 对水厂的卫
生学风险评价如下)

水厂以深层地下水为水源#水量保证率高#水处
理工艺满足饮水安全需要#水质消毒科学,规范#水
质检测的频率和指标基本满足要求#生产管理制度
齐全,执行较好-存在水源区内在较多污染源#水井
防护不足等问题) 综合认为水厂存在一定卫生学风
险#应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E<#&水源区内的污染源

与水厂相邻的输气管线如果泄露天然气#可能
影响水厂员工身心健康#间接影响供水安全-如发生
爆炸等灾害性事件则会对供水安全产生重大影
响 *H+ #其对供水安全的危害严重性 %以下简称严重
性&为中度%不大可能 i重大&) 建议向燃气企业提
出警示#确保其采取安全措施)

水源区内的农田从不休耕#常年播撒化肥#频繁
使用农药%冬季除外&#属于面源污染#但地质不透水
层能较好阻隔其下渗#其严重性为高度%可能 i较

大&) 建议尽快划定水源保护区#保护区内禁止从事
农业活动*$+ -现阶段即应停止使用农药及化肥)

水源区内生活,交通%泄露等&等点源污染物受
不透水层作用#难以渗透到取水层#其严重性为中度
%偶尔 i一般&) 建议集中收集生活类污染物并外
运处理#水源保护区内限制车辆通行)

墓地的污染性质与生活类污染相似#但可能对
供水人群造成心理影响#且属于 !四川省饮用水水
源保护管理条例"中明确禁止事项 *I+ #其严重性为
中度%不大可能 i较大&) 建议迁坟)
E<!&水井卫生防护不足

!,E,% 号水井井口围栏有很大缝隙#地表污物
可能由此进入井内) # 号水井的排水沟可能被枯枝
落叶阻塞#极端天气时因排水不畅可能导致地表污
物流入水井) % 口水井井盖均未锁闭#可人为向井
内投放物质) 本项严重性为中度 %不大可能 i较
大&) 建议修补井口围栏缝隙-改造井盖#使之与井
台结合严密并上锁)
E<E&供水管网可能受损

水厂供水管网覆盖区域较大#穿越较多农田#存
在管道被农业活动破坏的可能#其严重性为中度
%可能 i一般&) 建议在管线易受损点设立警示标
志#加强管网巡护)
E<%&消毒剂原料存放不规范

用于生成二氧化氯的原料药剂氯酸钠#存放在
湿度较大的加药间内#有潮解而减少二氧化氯生成
量的可能#其严重性为中度%不大可能 i较大&) 建
议将氯酸钠放置在阴凉干燥处)
E<F&涉水管材安全性不明

虽无法查证涉水管材安全性证明文件#但存在
水厂系当地水务局组织修建%不太可能采购无卫生
许可批件或无生产许可证的管材&,管网过水量巨
大等有利因素#评定此项影响的严重性为低度 %不
大可能 i一般&) 建议观察)
E<G&运行及管理人员不足

根据 !村镇供水单位资质标准 " % TAE"$ k
!""%& *G+ #水厂应属于第6类水厂-水利部 !村镇供
水站定岗标准"建议第6类水厂定岗定员数为管理
类%F cI&人#运行类%H c#$&人#辅助类%# c!&人#
总人数以%#E c!I&人为宜) 水厂现有 $ 人#其部分
事务由母公司统一办理) 评定此影响的严重性为中
度%可能 i一般&#建议增加 ! 人#其中 # 人专职水
质检验#另 # 人用于加强管网巡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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