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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儿童血铅与室内尘埃中铅的化学形态
相关性研究
边归国

目的

【摘要】

研究儿童血铅与室内尘埃巾铅的化学形态相关性，探索其可移动性和生物有效

性。方法采用分步提取法分析测试室内尘埃中铅的７种化学形态，从环境到血铅分４个环节分析计
算室内尘埃中铅的腐殖酸结合态、碳酸盐结合态的暴露量、摄入量、溶出量与儿童血铅的关联。结果
儿童血铅与各化学形态均呈正相关，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只有碳酸盐态（ｒ＝０．５３ｌ，Ｐ＜０．０１）和腐殖
酸态（ｒ＝０．３６１，Ｐ＜０．０５），与碳酸盐态的暴露量（碳酸盐态ｒ＝０．８３７，Ｐ＜０．０１）、摄入量（碳酸盐态ｒ＝
０．８３８，Ｐ＜０．０１）和模拟胃酸溶出量（碳酸盐态ｐＨ值３．５时ｒ＝０．８３７，Ｐ＜０．０１）非常显著相关，与腐殖酸
态的暴露量（ｒ＝ｏ．７４６，Ｐ＜０．０５）、摄入量（ｒ＝Ｏ．７４６，Ｐ＜０．０５）和碳酸盐态模拟胃酸溶出量（ｐＨ值１．５时
ｒ－－－－０．７４５，Ｐ＜０．０５）显著相关。结论在中国南方碳酸盐态铅含量较高的地区，碳酸盐态和腐殖酸结
合态铅可能是造成儿童血铅超标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儿童血铅；化学形态；暴露量；摄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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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尘是人体铅暴露的主要环境介质¨］。国内外

土铅偏相关系数为０．５０９９（Ｐ＜０．００１）ｂ１；Ｓａｙｒｅ等哺］

研究表明，浓度限值只考虑了环境介质中污染物强

认为，人体ｍ铅的浓度常与居住地土壤和灰尘中铅

度，而并未反映人体暴露于污染物的频率和时段。
家庭灰尘中的铅与儿童血铅水平密切相关，ＷＨＯ

含量呈正相关。但Ｂｊｅｒｒｅ等＂３的研究则表明，生活
在铅污染地区学龄前儿童血铅的浓度并不高。因

估计儿童铅暴露４５％来源于室内外尘土妇Ｊ，由于儿

此进入人体内灰尘中铅的生物可给性（有效性）除

童神经系统还处在发育阶段，其造血系统对铅的耐

与总铅水平有关外，可能还与灰尘中铅的化学形态

受性阈值远较成年人低，故较低水平的铅暴露就可

有关抽】。陈曦等旧１比较北京市１０例成年人血样和尿

导致血铅浓度达１００。２５０ Ｈｇ／Ｌ［３］。对北京市一所

样与ＰＭ：．，中铅同位素比值２０６Ｐｂ／２０７Ｐｂ，血样与ＰＭ：，

矿区幼儿园儿童血铅与灰尘铅分析表明，灰尘巾铅

水溶态的铅同位素指纹特征比较一致，认为其水溶

含量对血铅值的影响作用最大（ＯＲ＝２．２４６，Ｐ＜

态与人体内血铅关系更为密切。

０．０１）［４１；河北保定某学校学生血铅与家巾窗台上尘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ｅ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０９．０４．０１２

作者单位：３５０００３福州，福建省环境保护局

至今国内外有关室内尘埃中铅的化学形态与儿童
血铅的相关性研究尚未见报道。为此进行了本研究，
发现当地儿童血铅浓度不仅与村民室内尘埃巾总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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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关性，且与铅的化学形态有非常显著的相关性。

·３５７·

含量的测定。
４．统计学分析：采用社会科学用统计软件

对象与方法

（ＳＰＳＳ ｌＯ．０）分别对儿童血铅与家庭室内尘埃中铅

１．地理环境特征：研究地点选在闽中地区铅锌
矿田内，地下埋藏多层铅锌矿带，土壤中铅的本底值

的化学形态暴露量、摄人量和模拟胃酸溶出量进行
相关分析和检验。

异常高。当地气候温热湿润，阳光充足，雨量充沛，

结

四季分明。境内森林资源丰富，主要群种有马尾松、

果

杉木、黄山松和建柏，多系人工林，森林覆盖率

１．儿童血铅和室内尘埃中铅化学形态监测：４６

７７．９％。区内出露地层主要为中上元古界的浅海相

名儿童血铅浓度７５．０～３２５．０ ｕｇ／Ｌ，平均为１６５．３

火山喷发一溢流产物的浅海相碳酸盐及碎屑沉积岩

ｐｇ／Ｌ（表１）。其中超过１００¨ｇ／Ｌ的４０名，中毒率高

和上侏罗纪的陆相火山喷发一沉积岩系。所产矿石

达８７．０％。铅中毒儿童中高铅血症（１００—１９９ ｐｇ／Ｌ）

中以闪锌矿、方铅矿为主，氧化矿石中主要有赤铁

２７名（５８．７％），轻度铅中毒（２００—２４９ Ｉ．ｔｇ／Ｌ）９名

矿、褐铁矿、铅矾等，调查点内有硐采（洗选）、蓄电

（１９．６％）；中度铅中毒（２５０—４４９¨ｇ／Ｌ）４名（８．７％）。

池、冶炼、化工等十几家涉铅（锌）企业。

室内尘埃中铅的化学形态监测结果见表１。其中腐

２．室内尘埃中铅的赋存形态测试：在研究区内

殖酸态＋碳酸盐态浓度范围１０４～２１４８ ｍｇ／ｋｇ，平均

采集４６个村民室内长年累积的尘埃，采用分步提取

为５４６ ｍｇ／ｋｇ。不同样品之间各形态的组成有一定

法测试样品，共分为７种化学形态。其中水溶态用

的变化，比例有很大的差异，平均结果：残渣态

去离子水超声波法直接提取，离子交换态用氯化镁

（３１．１％）＞铁锰氧化态（２３．５％）＞碳酸盐态

超声波浸提，碳酸盐结合态用醋酸钠超声波浸提，腐

（２０．４％）＞腐殖酸态（１８．５％）＞强有机态（５．２％）＞

殖酸结合态以焦磷酸钠超声波浸提，铁锰氧化态用

离子交换态（０．２１％）＞水溶态（０．０４％）。

盐酸羟胺超声波浸提，强有机结合态以硝酸＋过氧

２．儿童血铅与各因素的相关性：采用ＳＰＳＳ软件

化氢水浴浸提，残渣态用高氯酸＋盐酸＋硝酸＋氢

包选择进行积距相关分析和检验。结果表明（表

氟酸溶解。经前处理的样品使用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２），虽然儿童血铅与尘埃中铅的化学形态及儿童年

分别进行测试。

龄和性别均相关，但是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只有碳酸

３．儿童血铅分析方法：采用整群抽样方法，对

盐态（ｒ＝０．５３ ｌ，Ｐ＜Ｏ．０１）和腐殖酸态（ｒ＝０．３６１，Ｐ＜

某地８个自然村４６户家庭０～１４周岁儿童进行调

０．０５）。其中２３名同点同步监测的儿童血铅与铅的

查。其中与尘埃中铅的化学形态同步测试２３名儿

碳酸盐结合态有显著相关（ｒ＝ｏ．５３７，Ｐ＜Ｏ．０１），其他

童，另有２３名为测试点邻近家庭的儿童。年龄分

均无统计学意义。

布：１．０～岁２人，２．０～岁４人，３．０一岁３人，４．０～岁１

３．儿童血铅与尘埃中铅暴露量、摄人量和模拟

人，５．Ｏ一岁３人，６．０～岁１人，７．０～岁３人，８．Ｏ一岁

胃酸溶出量的相关分析：选取具有统计意义的碳酸

３人，９．０～岁１人，１０．０～岁４人，１１．０一岁７人，

盐态和腐殖酸态进行尘埃中铅暴露量、摄人量和模

１２．０。岁５人，１３．０。岁８人，１４．０一岁１人。男童２５

拟胃酸溶出量进行统计分析。

人、女童２１人。儿童血铅按ＷＳ／Ｔ ２０—１９９６血中铅
的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测定方法对其静脉血进行铅
表１

（１）尘埃中铅暴露量计算方法：暴露反映的是暴
露浓度与时间的乘积加和，可用式（１）计算：

４６名儿童血铅和室内尘埃中铅的化学形态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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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儿童血铅与各因素相关性
类别

ｍ铅

血铅

水溶态

离子交换态碳酸盐态

腐殖酸态铁锰氧化态强有机态

残渣态

年龄

性别

１．０００

Ｐ值（双侧）

水溶态０．２３０

１．０００

Ｐ值（双侧）０．１２４
离子交换态０．１２７

０．１８０

Ｐ值（双侧）０．３９９

０．２３１

碳酸盐态０．５３１‘０．１２７
０．４０２

Ｐ值（双侧）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３４１‘

１．０００

０．０２１

腐殖酸态０．３６１‘０．１５８

０．５２矿０．９１３‘

Ｐ值（双侧）

０．０１４

０．２９５

０．０００

铁锰氧化态０．２７０

０．０３５

０．３３矿０．６０５‘

Ｐ值（双侧）０．０６９

０．８１７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０

强有机态０．１７２

０．２２４

０．２０３

０．５３３＂

Ｐ值（双侧）０．２５３

０．１３５

０．１７６

０．０００

残渣态０．２０９

０．１３９

Ｐ值（双侧）０．１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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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献［８］研究结果，在无机酸和酶混合模拟中总铅溶出

式中：Ｅ暴露量；Ｃ暴露浓度；＃时间；￡：一￡。：暴露持续时

率为５７．５％，碳酸盐态溶出率ｐＨ值３．５为４５．４％、ｐＨ
值１．５为９６．７％。

间。从式（１）中可知暴露量的单位是浓度与时间的

（４）尘埃中铅暴露量、摄人量和模拟胃酸溶出量

乘积，对室内尘埃铅以ｍｇ·ｋｇ～·ｄ－１表示，根据文献报
道取儿童平均在家中的停留时间１３．０ ｈ／ｄＥｌ制。

盐态和腐殖酸态的暴露量、摄人量和模拟胃酸溶出

ｑ

（２）日平均尘一儿童铅摄入量计算方法：采用

的统计：根据公式（１）、（２）、（３）室内尘埃总铅、碳酸
量见表３。

Ｍａｒｃｕｓ［ｎ Ｊ的生物动力学模型计算儿童由于手一口接

表３室内尘埃碳酸盐态和腐殖酸态铅的暴露量、

触摄人灰尘的铅量，该项研究结果已被ＥＰＡ采纳来

摄入量和模拟胃酸溶ｆ｛｛量

评价人体环境铅暴露。
Ｍ＝ｃｉ·Ｑｉ·Ａｔ

（２）

式中：Ｍ为室内尘埃中铅的摄入量Ｉ．ｔｇ／ｄ；ｃｆ为室内尘
埃中铅的浓度（ｔｔｇ／ｇ），由采集样品实际测得；Ａ；是儿
童对介质ｉ中铅的吸收因子，按美国ＥＰＡ推荐的儿童
对灰尘中铅的吸收因子Ｏ．３０［１２１；Ｑ摄人灰尘的量，根
据美国ＥＰＡ推荐为０．２ ｇ／ｄＬｌ３】，同时考虑在家中的停
留时间为１３

ｈ／ｄ【ｌ刚。

（３）尘埃中铅的模拟胃酸溶出量计算方法：无意
摄入直接进入人体的消化系统并可以被人体胃肠道
溶解的部分，称为生物可给性，用式（３）计算：
／７，＝“·Ｓｊ

注：‘括号外数据为ｐＨ值３．５时，括号内数据为ｐＨ值１．５时

（５）３Ｌ童血铅与室内尘埃铅暴露量、摄入量和模
拟胃酸溶出量的相关分析：积距相关分析结果表明，

（３）

儿童血铅与室内尘埃碳酸盐态的暴露量（碳酸盐态
ｒ＝Ｏ．８３７，Ｐ＜Ｏ．０１）、摄入量（碳酸盐态ｒ＝Ｏ。８３８，Ｐ＜

式中：ｎ为模拟胃酸溶出量（ｔｔｇ／ｄ）；Ｍ为室内尘埃中

ｏ．０１）和模拟胃酸溶出量（碳酸盐态ｐＨ值３．５时ｒ＝

铅的摄人量（ｐｇ／ｄ）；Ｓ模拟胃酸溶出率（％）。根据文

０．８３７，Ｐ＜Ｏ．０１）非常显著相关，与腐殖酸态的暴露

±堡煎堑塞兰壅查！竺生！旦整！Ｑ鲞篁兰塑垡些！墅ｉ垒塑堂！！垒壁曼！！塑！！塑！：！壁！坐墨

·３５９·

量（ｒ＝０．７４６，Ｐ＜０．０５）、摄入量（ｒ＝０．７４６，Ｐ＜０．０５）

性、高浓度和大比例的碳酸盐和腐殖酸态铅，可能是

和碳酸盐态模拟胃酸溶出量（ｐＨ值１．５时ｒ＝０．７４５，

造成当地儿童血铅超标的主要原因。
（陈宁、王寿昆、缪剑影、林浩才、陈晓秋、严砚等对本研究有

Ｐ＜０．０５）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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