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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燃煤污染型氟砷中毒病区儿童智力水平
和生长发育状况调查分析
白爱梅李跃范中学

李晓茜

李平安

【摘要】目的探讨燃煤污染型氟、砷中毒对儿童智力和生长发育的影响。方法２０１１和２０１２年，从陕
南燃煤污染型氟、砷中毒病区中选择重病区和轻病区作为调查点，非病区作为对照点，对８～１２岁在校学生进
行智力测试、氟斑牙和生长发育水平调查。分析比较各组间儿童智力和生长发育水平的差异。采集８—１２岁儿
童尿样。测定尿氟、尿砷含量。结果重病区、轻病区、非病区８～１２儿童尿氟中位数分别为１．９６、０．８１、０．５４
ｍｇ／Ｌ；尿砷中位数分别为０．０２３、０．０１９、０．０１８ ｍｇ／Ｌ。儿童智力分别为１０１．２２±１５．９７、１０４．８３±１２．７８、１０７．９２±
１３．６２。重病区、轻病区、非病区之问身高、体质量、胸围、肺活量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ｘ２＝３６．５４９、
２５．８５９、２８．０２１、４５．６２７，Ｐ均＜０．０１）。重病区、轻病区儿童身高、体质量、胸围、肺活量（１３６
ｍ１）均低于非病区（１４１

１ ４３２ ｍｌ，１３７ ｃｍ、３０ ｋｇ、６５ ｃｍ、１ ４３３

ｃｍ、３１ ｋｇ、６４ ｃｍ、

ｒｎｌ，Ｚ值分别一５．８５８、

ｃｍ、３４ ｋｇ、６７ ｃｍ、ｌ ６６０

一４．１５１，一４．１９６、一４．５００，一５．１８９、一３．２４０，一６．６９８、一４．００８，Ｐ均＜０．０１），重病区肺活量低于轻病区（Ｚ＝
一２．３９５，Ｐ＜０．０５）。儿童尿氟、尿砷与智力均呈负相关关系（ｒ＝一０．５６０，一０．３５３，Ｐ均＜０．０５）。结论氟、砷暴露
不利于儿童的智力发育和生长发育。建议加强改炉改灶工作，促进儿童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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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陕西省卫生厅疾控处资助项目（２０１１－２３）
作者单位：７１０００３西安，陕西省地方病防治研究所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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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Ｆｌｕｏｒｏｓｉｓ，ｄｅｎｔａｌ；

Ａｒｓｅｎｉｃ；

Ｃｏａｌ；

地方性氟中毒、砷中毒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并

ＩｎｔｅＨｉｇｅｎｃ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８０～８９为中下，９０～１０９为中等，１１０～１１９为中

可导致多脏器损伤的地球生物化学性疾病。有研究

上，１２０～１２９为优秀，≥１３０为非常优秀。

表明，氟、砷可能对儿童的智力及生长发育也造成

１．２．５生长发育调查：对全部在校的８～１２岁学生

了损害ｎ圳。但这些调查研究都是在饮水型病区进行

进行生长发育调查，儿童生长发育指标按《儿童少

的。为了解燃煤污染型氟、砷中毒对儿童智力及生

年卫生学》引要求进行，由经过严格培训的专业人员

长发育的影响。保护儿童身体健康，全面提高病区

对参与氟斑牙调查的学生全部进行身高、体质量、

人口素质，作者于２０１１和２０１２年对陕南燃煤污染

胸围及肺活量测量。采用Ｚ评分分析方法［１ ０１，以

型氟中毒病区儿童智力水平和生长发育状况进行了

“２００５年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查”，陕西省８～１２

调查。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岁儿童形态机能的调查结果为参照标准［１１１，以汉族

１对象与方法

乡村男生或女生各年龄段生长发育指标为参考标

１．１调查对象：根据地方性氟中毒、砷中毒的历史

准．按照Ｚ值±１、±２的点值分为５个范围，视观

病情，按照地理环境相似，社会经济和文化水平相

察值所属范围判断指标值的等级来进行评价。

当的原则，并排除其他外环境因素的污染，选择安

１．３数据处理：采用ＳＰＳＳ １７．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康市紫阳县蒿坪镇中心小学（重病区）、镇坪县曾家

不同病区儿童智力测验结果采用方差分析，两两比

镇中心小学（轻病区）和白河县明德小学（非病区）

较采用ＳＮＫ—ｑ检验不同病区儿童生长发育采用多

作为调查点。对８～１２岁在校学生进行调查。３个

独立样本非参数秩和检验，尿氟与儿童智力、尿砷

调查县均属于非饮水型氟中毒、砷中毒病区，碘缺

与儿童智力采用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分析。

乏病基本控制县。

２结

１．２调查内容和方法

２．１煤氟、煤砷和儿童尿氟、尿砷测定结果：重病区

１．２．１尿氟、尿砷检测：每所小学抽取１００名８～

和轻病区煤氟含量均值分别超过国家煤炭行业高

１２岁学生，保持年龄、性别均衡。用聚乙烯塑料瓶，

氟煤标准［２００ ｍｇ／ｋｇ，《煤中氟含量分级》（ＭＴ／Ｔ

采集一次性尿样３０—５０ ｌＩｌｌ。尿氟测定采用离子选

９６６．２００５）１的１３．８５倍和８．２０倍，煤砷含量均值也

择电极法（ＷＳ／Ｔ ８９—１９９６），尿砷测定采用氢化物发

分别超过燃煤型砷中毒病区划分标准［４０

生原子荧光光度法。

《地方性砷中毒病区判定和划分标准》（ＷＳ

１．２．２煤氟、煤砷检测：在每所小学周围采集５份

２００７）］，非病区煤样均为输人性源头不清煤炭，且

矿区煤样，按多方位点式采集。将采集的煤样敲碎

为街头餐饮商贩使用，当地百姓取暖做饭均以电和

充分混匀后，按四分法取０．５ ｋｇ左右，样品储存于

柴为主．因此本次调查煤氟含量较高，并不能真实

塑料袋中。煤氟测定执行《煤中氟的测定方法））（ＧＢ／Ｔ

反映当地煤氟水平。重病区儿童尿氟、尿砷高于非

４６３３—１９９７）标准，煤砷测定采用氢化物发生原子荧

病区，也高于轻病区。见表１。

光光度法。

２．２儿童氟斑牙检查：重病区紫阳县蒿坪小学检查

１．２．３氟斑牙调查：采用Ｄｅａｎ法，对在校８～１２岁

２０７名学生，氟斑牙检出率为５３．１４％，氟斑牙指数

果

ｍｇ／ｋｇ，
２７７．

学生全部进行氟斑牙调查。

为１．１３，属于中度流行；轻病区镇坪县曾家小学检

１．２．４智力测试：每所学校抽取１６０名８～１２岁学

查１７０名学生，氟斑牙检出率为４３．５１％，氟斑牙指

生，保持年龄、性别均衡。按照《中国联合型瑞文测

数为０．７５，属于轻度流行；非病区白河县明德小学

试（ＣＲＴ．Ｃ２）图册》方法进行智力测试、评分和判定。

检查学生２０１人，氟斑牙检出率为７．４６％，氟斑牙指

智力等级判定：≤６９为智力低下，７０～７９为边缘，

数为０．１１，属于非流行病区。

表１陕南燃煤污染型氟中毒病区煤氟、煤砷和８—１２儿童尿氟、尿砷测定结果

万方数据

生堡丝友痘堂盘查垫！垒生３旦垫旦筮３≥鲞筮２塑￡ｈ垫』戛鲤§蜮丛，丛§望ｈ垫，垫！垒，必：３１，盥Ｑ：２
２．３儿童智力水平和分布：各组间智力均值从低到

砷而引起的一种地方病。陕南属于燃煤污染型氟砷

高依次为重病区、轻病区、非病区。智力水平总体比

联合中毒病区［训．紫阳县蒿坪镇属于重病区。本次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９．０９９，Ｐ＜０．０１）。从智力

调查显示，蒿坪镇煤氟含量高出国家煤炭行业高氟

水平分布来看，智力水平中等及以下者人数所占比

煤标准的１３．８５倍，儿童尿氟含量超过国家标准，但

例是重病区（７０．３７％）＞轻病区（６２．７３％）＞非病区

氟斑牙流行处于中等趋势：煤砷含量超过砷中毒病

（５７．９３％）。重病区、轻病区儿童智力水平均低于非

区划分标准．但儿童尿砷不超标。镇坪县曾家镇煤

病区（Ｐ均＜０．０１），重病区低于轻病区（Ｐ＜０．０１）。

氟含量高出国家煤炭行业高氟煤标准的８．２０倍，但

见表２。

儿童尿氟、尿砷均不超标．氟斑牙处于轻度流行趋

２．４．尿氟、尿砷与智力的关系：儿童智力与尿氟的

势，可能与近年来防氟砷改炉改灶有关。

相关系数为一０．５６０（Ｐ＜０．０５），儿童智力与尿砷的

有研究［１３－１５］发现，高砷或高氟均可对儿童不同

相关系数为一０．３５３（Ｐ＜０．０５）。

时期的智力和神经系统的正常发育产生不良影响。

２．５儿童生长发育调查结果：从表３可以看出，在

本次陕南燃煤污染型病区儿童智力的调查中显示，

身高、体质量、胸围、肺活量各项生长发育指标中，

儿童智力水平为：重病区＜轻病区＜非病区，儿童

病区中等以下的学生人数明显高于非病区。重病

智力与尿氟、尿砷水平呈负相关关系，提示过量的

区、轻病区、非病区之间儿童身高、体质量、胸围、肺

氟或砷对儿童智力发育存在潜在危害。

活量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ｘ２＝３６．５４９、

在儿童生长发育的几项观察指标中。重、轻病

２５．８５９、２８．０２１、４５．６２７，Ｐ均＜０．０１）。重病区、轻病

区儿童身高、体质量、胸围、肺活量均低于非病区，

区儿童身高、体质量、胸围、肺活量均低于非病区

重病区的肺活量低于轻病区。有研究表明，氟对儿

（Ｚ＝一５．８５８、一４．１５１；一４．１９６、一４．５００；一５．１８９、

童的形态发育会产生影响。砷可以导致新生儿体质

一３．２４０；一６．６９８、一４．００８，Ｐ均＜０．０１），重病区肺

量减轻，甚至畸形和死亡，具有潜在的发育毒性［１６］。

活量低于轻病区（Ｚ＝一２．３９５，Ｐ＜０．０５）。

儿童的智力发育会受到遗传、营养、地理环境、社会

３讨论

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本调查研究的儿童均处于

地方性氟、砷中毒是长期从饮用水、燃烧煤污

秦巴山区，地理环境、文化背景、经济状况、生活水

染的室内空气，食物等环境介质中摄入过量的氟和

平极其相似，在随机抽样的情况下。测试儿童智力

表２陕南燃煤污染型氟中毒病区儿童智力水平分布情况

注：（）内数字为百分数

表３陕南燃煤污染型氟中毒病区８—１２岁儿童生长发育水平等级分布［例（％）］

注：（）内数字为百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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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２．

和生长发育指标，调查结果表明，氟、砷暴露对儿童
智力和生长发育会带来不良影响，在重病区尤为明

显。有调查显示，儿童智力中有１４％的变异是由于

·１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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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在燃煤污染型氟、砷

中毒病区，氟、砷暴露会损伤儿童的智力发育，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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