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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化学元素与燃煤型氟中毒的
相关性研究
焦永卓牟李红王应雄晏维钟朝晖李立
【摘要】

目的

了解燃煤型氟中毒病区土壤化学元素分布情况，比较采取降氟措施后重庆市

巫山、奉节两县病例与对照全血中化学元素及尿氟含量差异，查找与燃煤型氟中毒相关的化学元
素及阐明其发病机制。方法采用生态学比较研究对两县各乡镇患病率与土壤化学元素水平做
相关分析，并测定氟斑牙、氟骨症患者与对照组全血中铜、锌、钙、镁、铁及尿氟含量，对比分析各检
测指标的含量差异。结果巫山县土壤中镍（ｒ＝０．５５３，Ｐ＝０．０５０）、碘（ｒ＝０．５７１，Ｐ＝０．０４１）、氟
（ｒ＝Ｏ．３０３，Ｐ＝Ｏ．００５）、ｐＨ值（ｒ＝０．３０４，Ｐ＝０．００５）与患病率有较弱的正相关关系；奉节县土壤中汞

（ｒ＝０．２８５，Ｐ＝Ｏ．００１）、镍（ｒ＝０．２１２，Ｐ＝０．００）与患病率有较弱的正相关关系。巫山县儿童病例组
尿氟含量［（０．６４＋０．３４）ｍｇ／Ｌ］高于对照组［（Ｏ．４４＋０．５９）ｍｇ／Ｌ］（Ｐ＜０．０５）。奉节县儿童病例组铜

［（２９．６３±３．３２）Ｉ＿ｔｍｏｌ／Ｌ］、尿氟［（０．８３±０．３７）ｍｇ／Ｌ］含量高于对照组［（２６．７６±３．６３）ｍｏｌ／Ｌ、
（０．５３±０．２３）ｍｇ／Ｌ］（Ｐ＜０．０５）。奉节县氟斑牙儿童锌［（７６．１３±１１．２４）Ｉ．ｔｍｏｌ／Ｌ］、钙［（１．８７±

０．２５）ｍｍｏｌ／Ｌ］、镁［（１．４１±０．１８）ｍｍｏｌ／Ｌ］及尿氟［（０．８３±０．３７）ｍｇ／Ｌ］高于巫山县［（７１．９５±
７．５３）Ｉｘｍｏｌ／Ｌ、（１．４３±１．３４）ｍｍｏｌ／Ｌ、（１．３４±０．１５）ｍｍｏｌ／Ｌ、（０．６４±０．３４）ｍｇ／Ｌ］（Ｐ＜０．０５）。病例组
成年氟骨症患者镁［（１．５６－４－１．９６）ｍｍｏｌ／Ｌ］、铁［（８．１５±１．００）ｍｍｏｌ／Ｌ］、尿氟［（２．１７±０．９９）ｍｇ／Ｌ］含
量均值高于对照组［分别为（１．４６±０．１６）ｍｍｏｌ／Ｌ、（７．６４±１．００）ｍｒｎｏｌ／Ｌ、（１．４４±１．２２）ｍｅｔＥ］（Ｐ＜

ｏ．０５）。结论碱性高氟土壤可能增加氟摄入量；土壤中的镉、碘、镍等环境化学元素水平可能与
氟中毒的发病有关联。病区人群体内锌、钙、镁等抗氟元素水平较低。
【关键词】氟中毒，地方性；燃煤污染型；氟斑牙；氟骨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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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煤污染型地方性氟中毒（氟中毒）是一种典型

１９、女性１１）例，年龄（４５．０±１２．５）岁，氟骨症病情中

的生物地球化学性疾病。重庆市是我国燃煤型氟中

度２１例、重度９例，按年龄（相差＜３岁）、性别、居住

毒重病区之一，病区县达１３个，自改炉改灶降氟措

条件分别选取３０例非患者作为对照组，年龄（４３±

施实施以来，大多数病区病情得到不同程度的控制，

１４．２２）岁。

但部分病区无明显改善…，该现象提示可能有除氟

３．土壤化学元素调查：

元素以外的其他因素影响其发病。近年已有大量研

（１）采样：将所选乡镇按照２ ｋｍ×２ ｋｍ规格划

究显示某些环境化学元素通过协同或拮抗氟的毒作

分为网格状，基本网格为４ ｋｍ２，采集网格内浅层土

用而影响氟中毒发病ｎ。１，为进一步查找对氟中毒有

壤，每个基本网格内采集１件土壤样品，每件样品在

影响的环境化学元素，本研究选取控氟措施后病情

网格内的４个点上取等量土壤组合，采样深度０～

变化不同的重庆市巫山和奉节县，运用生态学研究

２０

初步查找与氟中毒有关的土壤化学元素，再测定分

镍、铅、锌、氟、碘、硒水平及ｐＨ值。土壤化学元素含
量分布资料由重庆市地勘局川东南地质大队提供。

析氟斑牙与氟骨症病例及对照全血中几种化学元素
水平。
对象与方法

ｃｍ，样重１．５ ｋｇ，测定土壤中砷、镉、铬、铜、汞、

（２）土壤化学元素测定：依据地方性氟中毒病区
划分标准（ＧＢ １７０１８—１９９７）和地方性氟中毒病区控
制标准（ＧＢ １７０１７—１９９７）判断病区和控制病区；土

１．病区概况：实行改炉改灶降氟措施后，巫山与

壤样品中铬、铜、铅、锌检测方法为Ｘ荧光法；砷、汞、

奉节两县主要摄氟途径基本得到控制¨＿２ １，奉节县病

硒为原子荧光法；镉为无焰原子吸收法；氟为离子选

区减少，发病水平下降。１：，而巫山县轻病区扩大，病

择电极法；碘为分光光度法；镍为等离子体光量计

情控制效果较差乜‘。

法；ｐＨ值采用ｐＨ计法测定，土壤样品加工、组合方
法参照中国地质调查局多目标地球化学样品加工、

２．研究对象：分别在巫山县选取１３个、奉节县
选取８个地氟病流行乡镇，普查儿童氟斑牙，获得各

组合要求。

乡镇的患病率（资料来自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４．全血化学元素及尿氟测定：用聚乙烯瓶采集

地方病防治所）。在巫山、奉节县病区分别选取笃坪
乡和兴隆镇。根据Ｄｅａｎ法，选择１００例８～１２岁氟

对象即时尿样于４～８℃运输保存，３ ｄ内在重庆市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方病防治所使用氟离子选择电

斑牙患病儿童作为病例组，每年龄组男、女各５例，

极法（ＷＳ，ｒ ８９—１９９６）完成尿氟含量测定；用真空抗
凝管采集对象５ ｍ１静脉血，于４～８℃运输保存，７ ｄ

同时抽取性别、年龄和居住条件构成与病例组一致
的１００例非患者作为对照组。两镇氟斑牙儿童中，
极轻度分别占１４％（１４／ｌｏｏ）和１２％（１２／１００），轻度分
别占８６％（８６／１００）和８８％（８８／１００）。根据《地方性氟
骨症临床分度诊断标准》和《氟骨症ｘ线诊断标准》
（ＷＳ １９２—２００８），在笃坪乡抽取氟骨症患者３０（男性

内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检验科使用博晖
５１００仪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全血中铜、锌、钙、镁、
铁含量。
５．问卷调查：采用问卷形式调查病区燃煤炉灶

的使用、改良以及是否用煤火烘烤粮食辣椒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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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１２

比较：巫山县病例组尿氟含量高于对照组（Ｐ＜

６．统计学分析：调查问卷录入使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
软件，原始数据双录入Ｅｘｃｅｌ表，导人ＳＰＳＳ １７．０软

ｏ．０５），奉节县病例组铜和尿氟水平均高于对照组

件，生态学研究部分氟斑牙患病率与土壤化学元素

（Ｐ＜０．０５），见表３。

含量进行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分析，病例与对照全血中化
学元素及尿氟含量比较用￡检验，检验水准ａ＝０．０５。
结

果

１．氟中毒病区暴露情况：巫山和奉节两病区县

氟斑牙儿童全血中化学元素及尿氟含量比较，
巫山县儿童锌、钙、镁及尿氟水平均较奉节县低，￡值
分别为３．１７、１１．１１、３．４７、２．０４，Ｐ值均＜０．０５，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４．成年病例与对照全血中化学元素及尿氟含量

燃煤炉灶使用率、改良率以及用煤火烘烤粮食辣椒

比较：病例组镁、铁、尿氟含量均高于对照组（Ｐ＜

情况分别为８９％、７２％、２１％和６２％、７８％、１３％，巫山

０．０５），见表４。

县炉灶改良率高于奉节县（ｆ＝１９．７０５，Ｐ＝０．０００）。
２．氟斑牙患病率与土壤化学元素含量及ｐＨ值
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巫山县土壤中镍、碘、氟、

讨

论

虽已明确燃煤型氟中毒致病因素为摄入高氟燃

ｐＨ值与患病率有弱正相关关系（表１）；奉节县土壤
中汞、镍与患病率有弱正相关关系（表２）。

煤污染的食物和空气而使人体摄氟过量，但近年发

３．儿童病例与对照全血中化学元素及尿氟含量

难以降低Ｈ’５｜，而这些地区往往也存在除氟以外多种

现，在一些病区采取改炉改灶降氟措施后，患病率仍

表１重庆市巫山县各乡镇土壤化学元素含量、ｐＨ值及其与患病率的相关性

注：。同表１

·１２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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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重庆市氟中毒两病区县儿童病例与对照全血中化学元素与尿氟含量（互±ｓ）比较

表４重庆市氟中毒两病区县成年病例与对照全血中
化学元素与尿氟含量Ｇ－－ｓ）比较

患病率有较显著的相关性。
氟中毒的发病机制与过量氟破坏钙／磷正常代
谢、抑制酶活性、损害细胞原生质以及抑制胶原蛋白
合成等有关，而人体内铜、锌、钙、镁、铁是多种酶及
细胞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或间接参与骨、胶原
蛋白合成及一些与抗氟酶类有关的代谢。本次调查
显示巫山县氟斑牙儿童全血中锌、钙、镁含量低于奉
节县。有动物实验发现染氟大鼠血清锌含量下降，

其他化学元素含量异常分布，提示环境化学元素可

而其他组织中锌含量升高，血清锌下降可能与其在

能与氟中毒发病有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前巫山、奉

其他组织中参与组织细胞损伤修复有关¨州；此外锌

节两县氟中毒病情严重，实行改炉改灶降氟措施后，

依赖酶（超氧化物歧化酶）对氟致细胞毒性有保护作

巫山县病区村由过去的７８个扩大到２１７个，轻、中、重

用，因此锌含量下降也可能参与氟中毒的发病环

病区村构成比分别由２４．４％、４１．０％、３４．６％变为
７１．Ｏ％、１４．３％、１４．７％¨］，而奉节县病区范围缩小，由

节。巫山县儿童全血中钙含量低于参考值下限

１７９个病区村下降为１２０＋病区村，病情控制良好ｂ１。

作用¨“，充足的膳食钙与良好的营养状况可降低氟

两县过去主要以煤炉烘烤玉米（含氟量３．１ ｍｇ／ｋｇ）
为主食使人体摄氟过量，现在主食则以大米（含氟量

毒性ｎ２Ｉ。动物及人体试验证实高氟对镁有拮抗作

ｍｇ／ｋｇ）和鲜玉米（含氟量＜１．０ ｍｇ／ｋｇ）为主［４］。
两县的摄氟途径基本控制，但病情发展迥异，提示可

铁的缺乏可能与氟协同致病。

能有其他因素与氟元素协同致病。对两县土壤中各

研究报道氟骨症患者血清铁升高¨４｜，也有实验发现

化学元素水平测量显示，巫山县表层土壤ｐＨ值中位

氟中毒家兔血液结合２４Ｃ一氨基乙酸和原卟啉中铁的

数为７．９７（碱性），氟含量是全国土壤氟含量均值的

能力下降，可能是由于氟长期毒性作用使患者体内

２．５９８倍№３，而碱性土壤环境中氟更易被人体吸收，

铁不能被有效利用从而使氟摄入量增加。氟骨症

说明巫山县高氟及偏碱性的土壤环境可能是人体摄

患者镁、尿氟高于对照，与血清镁低于正常对照的

氟的一个重要途径。有文献报道高镉土壤是燃煤型

报道不一致，源于本次调查选取的氟骨症多为中、

地方性氟中毒地区的一个危险因素ｂ１，近年已有大

重度患者。

量文献证实高于环境本底值的镉有减少骨密度等骨
毒性作用＂圳，本研究结果也显示氟斑牙患病率高达
６５．１３％的建平乡土壤中镉是其本底值的１１．４１倍。

综上所述，本次调查表明巫山县氟中毒病情控
制效果较差，可能与当地碱性高氟土壤增加人体氟

有研究发现低氟区水碘浓度高时氟斑牙患病率明显

响，而镍与患病率较强的正相关表明可能与致病的
相关基因表达有关。病区人群体内铜、锌、钙、镁等

１．３

（１．５５ ｍｍｏｌ／Ｌ），有文献显示低钙高氟具有协同致病

用ｎ鲥；铁参与多种酶及细胞的组成，高氟区人群体内
本文成年氟骨症患者铁含量高于对照组。有

摄人量、土壤高碘及镉对骨骼系统损害间接产生影

下降，而高氟区高水碘，尤其水碘达１００ ｇｇ／Ｌ以上，
重病区占９０．９％，本研究巫山县１３个发病乡镇碘含

抗氟元素水平较低，也可能是病情控制不理想的原

量高于其本底值，而全县碘中位数是其本底值的

因之一。

２．８９倍，且与患病率有较弱的正相关关系，可能说明
当地土壤碘水平越高越易发病。目前有关镍、汞与
氟中毒的研究较少。本次调查显示，两县土壤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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