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疾病控制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８１４７２９３６)ꎻ广东省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２０１４Ａ０３０３１３０２１)ꎮ
【作者简介】 　 杨杰文(１９７２－　 )ꎬ男ꎬ广东广州人ꎬ博士ꎬ副教授ꎬ主要

研究方向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儿童青少年健康教

育ꎮ
【通讯作者】 　 董光辉ꎬＥ￣ｍａｉｌ:ｄｏｎｇｇｈ５＠ ｍａｉｌ.ｓｙｓｕ.ｅｄｕ.ｃｎ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７.０７.０２２

全氟化合物对儿童肺功能影响的病例对照研究

杨杰文１ꎬ秦小迪２ꎬ李永凌３ꎬ董光辉２

１.广东省广州市中小学卫生健康促进中心ꎬ５１０１８０ꎻ２.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系ꎻ３.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摘要】 　 目的　 探讨全氟化合物对哮喘儿童和一般儿童肺功能影响的性别差异ꎬ为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儿童心肺功能

提供参考ꎮ 方法　 从台湾大学医院就诊的哮喘儿童选取 １３２ 名ꎬ从台北地区 ７ 所公立中学随机选取 １６８ 名一般健康儿童ꎮ
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和多重线性回归的方法分析血清全氟辛烷磺酸( ｐｅｒｆｌｕｏｒｏｏｃｔａｎｅｓｕｌｆｏｎａｔｅꎬ ＰＦＯＳ) 和全氟辛酸( ｐｅｒｆｌｕｏ￣
ｒｏｏｃｔａ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ꎬ ＰＦＯＡ)水平对儿童肺功能的影响ꎮ 结果　 儿童哮喘的患病风险随着全氟化合物( ｐｅｒｆｌｕｏｒｏａｌｋｙ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ｙｆｌｕ￣
ｏｒｏａｌｋｙｌ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ꎬ ＰＦＡＡＳ)浓度的增加而呈现增高趋势ꎬＰＦＯＳ 与 ＰＦＯＡ 暴露对儿童哮喘患病风险的优势比分别为 １.３２
(９５％ＣＩ＝ １.０２~ １.７１)和 ２.８０(９５％ＣＩ ＝ １.８７ ~ ４.２０)ꎮ ＰＦＯＳ 和 ＰＦＯＡ 暴露水平与哮喘男童的肺功能水平( ＦＶＣꎬＦＥＶ１ 和

ＦＥＦ２５％ ~ ７５％ )呈负相关ꎬ男孩血清中 ＰＦＯＳ 和 ＰＦＯＡ 水平每增加 １ μｇ / Ｌ 时ꎬＦＥＶ１ 分别下降－０.０６２(９５％ＣＩ ＝ －０.１０６ ~ －０.０１８)
和－０.０９９(９５％ＣＩ＝ －０.１９７~ －０.００１)Ｌꎮ 结论　 ＰＦＡＡｓ 的暴露可以降低儿童肺功能水平ꎬ并且男童相较于女童更易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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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氟化合物(ｐｅｒｆｌｕｏｒｏａｌｋｙ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ｙｆｌｕｏｒｏａｌｋｙｌ ｓｕｂ￣
ｓｔａｎｃｅｓꎬ ＰＦＡＡｓ)是一类具有极高热稳定性和化学稳

定性的含氟有机化合物ꎬ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工业和日

用品生产领域[１] ꎮ ＰＦＡＡｓ 不仅能在环境中持续性存

在ꎬ还能沿食物链累积ꎬ在高端动物和人体内不断蓄

积[２－３] ꎮ 其中全氟辛烷磺酸( ｐｅｒｆｌｕｏｒｏｏｃｔａｎｅｓｕｌｆｏｎａｔｅꎬ
ＰＦＯＳ)和全氟辛酸( ｐｅｒｆｌｕｏｒｏｏｃｔａ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ꎬ ＰＦＯＡ) 是

环境中存在最典型的 ２ 种 ＰＦＡＡｓꎬ在 ２００９ 年的«斯德

哥尔摩公约» [４]会议中正式将 ＰＦＯＳ 及其盐类列入持

久性有机污染物(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ꎬ ＰＯＰｓ)
的名单ꎮ

哮喘作为世界上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ꎬ目前已

影响全球超过 ２ 亿人ꎬ并且其患病率仍呈逐年上升趋

势[５] ꎮ 有研究者认为ꎬ环境中出现的新型污染物质可

能是引起哮喘患病率不断上升的原因之一[６－７] ꎮ 人群

研究发现ꎬＰＦＯＳꎬＰＦＯＡ 暴露与哮喘的发生、发展之间

存在一定的关系[８－９] ꎮ 同时ꎬ动物研究发现孕期 ＰＦＯＳ
和 ＰＦＯＡ 暴露不仅可加重鸡卵白蛋白( ＯＶＡ)致敏小

鼠气道高反应性ꎬ升高血清 ＩｇＥ 水平ꎬ还能影响子代小

鼠肺脏的发育[１０－１２] ꎮ 此外ꎬ有研究发现ꎬ肺脏可能是

全氟化合物毒作用的靶器官之一[１３－１４] ꎮ 用力肺活量

(ＦＶＣ)、１ ｓ 用力呼气量( ＦＥＶ１ )、最大呼气中期流量

(ＦＥＦ２５％ ~ ７５％ )、峰值呼气流速( ＰＥＦ) 等 ４ 个肺功能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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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是临床常用哮喘诊断和监测的指标[１５－１６] ꎬ同时也是

用于评价环境化学物质对肺功能影响的常用指

标[７ꎬ１７] ꎮ 本研究探索 ＰＦＡＡｓ 暴露与哮喘儿童肺功能

之间的关系ꎬ并进一步探讨 ＰＦＡＡｓ 暴露对哮喘儿童肺

功能的影响是否存在性别差异ꎬ结果报道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选取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年间在台湾大学医院入

院治疗的 １３２ 名哮喘儿童和 １６８ 名从台北地区 ７ 所公

立中学随机抽取的一般健康儿童ꎮ 现场调查收集儿

童的人口统计学资料、体检资料和肺功能资料ꎮ 所有

研究对象及家长均获得了知情同意书ꎮ 本次调查方

法由台湾大学医院研究伦理委员会提供ꎮ
１.２　 主要试剂与仪器　 使用肺功能仪(ＳｐｉｒｏｌａｂꎬＭＩＲꎬ
Ｉｔａｌｙ)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 ＨＰＬＣ － ＭＳ / ＭＳꎬ
Ａｇｉｌｅｎｔ １２００－Ａｇｉｌｅｎｔ ６４１０ꎬ ＵＳＡ) 进行检测ꎮ 全氟辛

烷磺酸钾盐试剂购于 Ｆｌｕｋａ ( ＰＦＯＳꎬ９８％ꎬ Ｓｔｅｉｎｈｅｉｍꎬ
Ｇｅｒｍａｎｙ)ꎻ全氟辛酸购于 Ｗａｋｏ Ｐｕｒ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
ｔｒｉｅｓ( ＰＦＯＡꎬ ９５％ꎬ Ｏｓａｋａꎬ Ｊａｐａｎ)ꎻ 四丁基硫酸氢铵

(ＴＢＡＨＳ)和碳酸钠(Ｎａ２ＣＯ３ꎬ９９.５％)均购于 Ａｃｒｏｓ Ｏｒ￣
ｇａｎｉｃｓ(Ｇｅｅｌꎬ Ｂｅｌｇｉｕｍ)ꎻ醋酸铵购于 Ｄｉｋｍａ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ｉｃｈｍｏｎｄꎬＶＡꎬＵＳＡ)ꎻ甲基叔丁基醚( ＭＴＢＥ)、甲醇

和乙腈均购于 Ｔｅｄｉａ( ＦａｉｒｆｉｅｌｄꎬＯＨꎬＵＳＡ)ꎮ 上述试剂

均为色谱纯ꎮ
１.３　 血清中 ＰＦＡＡｓ 浓度测定 　 血清 ＰＦＯＳ 和 ＰＦＯＡ
浓度测定方法参考已发表文献[８] ꎮ 在离心管内将 ０.５
ｍＬ 血清、２ ｍＬ ０.２５ Ｍ Ｎａ２ＣＯ３ 和 １ ｍＬ ０.５ Ｍ ＴＢＡＨＳ
充分混匀ꎬ随后利用 ５ ｍＬ ＭＴＢＥ 对混合液进行萃取ꎬ
转移萃取液后ꎬ重复萃取 １ 次ꎬ将 ２ 次萃取液混合后用

氮气吹至近干ꎬ加入 １ ｍＬ 含有甲醇和 １０ ｍＭ 氨水的

混合液重新溶解ꎮ ０.２２ μｍ 尼龙滤膜过滤后吸取 ２５
μＬ 过滤液上机检测ꎮ 色谱条件:Ａｇｉｌｅｎｔ Ｅｃｌｉｐｓｅ Ｐｌｕｓ
Ｃ１８ 色谱柱(２.１×１００ ｍｍꎬ３.５ μｍ Ｐａｌｏ ＡｌｔｏꎬＣＡ)ꎻ流动

相为 １０ ｍＭ 醋酸铵和乙腈ꎬ流速 ２５０ μＬ / ｍｉｎꎻ柱温为

４０ ℃ ꎮ 洗脱程序:起始流动相 ４０％乙腈ꎬ９ ｍｉｎ 后升至

９０％乙腈ꎬ保持 ２ ｍｉｎꎬ平衡 ８ ｍｉｎꎮ 质谱条件:离子化

方式为电喷雾电离(ＥＳＩ)ꎬ去溶剂温度为 ３５０ ℃ ꎬ解离

电压和碰撞能量范围分别为 ３５ ~ ９０ Ｖ 和 １０ ~ ３５ ｅＶꎬ
定量分析选择多重反应监测模式( ＭＲＭ)ꎮ ＰＦＯＳ 和

ＰＦＯＡ 的检测定量限( ＬＯＱ)为 ０.０３ ｎｇ / ｍＬꎬ相对标准

偏差(ＲＳＤ)小于 １０％ꎮ
１.４　 肺功能测定　 依据美国胸科协会推荐的方法ꎬ使
用 Ｓｐｉｒｏｌａｂ 便携式肺功能检测仪对调查对象进行肺功

能测试ꎮ 测试由专业人员负责ꎬ测定指标包括用力肺

活量(ＦＶＣ)、１ ｓ 用力呼气量(ＦＥＶ１)、最大呼气中期流

量(ＦＥＦ２５％ ~ ７５％ )、峰值呼气流速( ＰＥＦ)ꎮ 要求受试儿

童静坐 ５ ｍｉｎ 后进行测试ꎬ受试者坐直且不靠背ꎬ口接

咬口器ꎬ紧密包绕以保证不漏气ꎬ平静呼吸数次后ꎬ深
吸气然后以最大的力气、最快的速度呼气至残气位ꎬ
重复测定 ３ 次ꎬ选择最佳结果进行分析ꎬ以 ｍＬ 为

单位ꎮ
１.５　 统计分析 　 采用 ＳＡＳ ９.２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ꎮ 正态分布的定量资料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

验ꎬ非正态分布采用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秩和检验ꎻ定性资料比

较采用 χ２ 分析ꎮ 采用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分析

ＰＦＡＡｓ 对儿童患哮喘风险的影响ꎬ采用多重线性回归

模型分析 ＰＦＡＡｓ 暴露对儿童肺功能的影响ꎮ 检验水

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儿童的基本特征　 两组儿童在年龄和身高上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ꎮ 与对照组相比ꎬ
哮喘组儿童年龄偏小且身高偏低ꎬ并且哮喘儿童血清

中 ＰＦＯＳ 浓度明显高于正常组(Ｐ< ０.０５)ꎮ 而肺功能

指标中ꎬＦＥＶ１ 和 ＦＥＦ２５％ ~ ７５％在两组儿童中的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哮喘组和正常组不同性别儿童基本特征及各实验指标比较(ｘ±ｓ)

组别　 性别 人数 统计值 年龄ａ / 岁 身高ａ / ｃｍ 体重ａ / ｋｇ
ＢＭＩａ /

(ｋｇｍ－２)

ＰＦＯＳｂ /

(ｎｇｍＬ－１) ∗

ＰＦＯＡｂ /

(ｎｇｍＬ－１) ∗
ＦＶＣａ / Ｌ ＦＥＶａ

１ / Ｌ
ＰＥＦａ /

(Ｌｓ－１)

ＦＥＦａ
２５％ ~ ７５％ /

(Ｌｓ－１)
哮喘　 男　 １００ １２.６４±１.６６ １５６.７８±１０.７６ ５０.３４±１４.０９ ２０.２２±４.０５ ３４.４１(２２.２３~ ５９.８６) １.２０(０.４７~ ２.２７) ２.７１±０.６１ ２.３０±０.５６ ４.４５±１.６３ ２.５７±０.９４

女　 ３２ １３.２１±１.２４ １５６.３３±５.０９ ４９.２４±８.４８ ２０.１８±３.６６ ２８.６３(８.５８~ ４１.６３) ０.９０(０.４９~ １.８６) ２.５３±０.２９ ２.２１±０.２８ ３.９５±０.９５ ２.４８±０.６４
ｔ 值 １.８１ ０.４２ ０.２３ ０.４０ １.６６ ０.８３ １.５６ ０.９０ １.６６ ０.４６
Ｐ 值 ０.０７２ ０.６７７ ０.８１９ ０.９６５ ０.０９７ ０.４０９ ０.１２１ ０.３６８ ０.０１０ ０.６４４

健康 男　 ７９ １３.４４±０.６１ １６２.３８±６.９０ ５４.９１±１５.６６ ２０.６５±４.８５ ２５.１８(９.２３~ ３７.８１) ０.４９(０.４２~ ０.６９) ２.９４±０.５０ ２.６２±０.５０ ４.７７±１.５５ ３.１０±０.９２
女　 ８９ １３.４９±０.７６ １５６.９０±５.３０ ４９.１５±１０.４６ １９.８６±３.５４ ３０.１１(１８.９２~ ４３.００) ０.５１(０.４４~ ０.７０) ２.４３±０.３８ ２.２３±０.３８ ３.８５±０.９９ ２.８５±０.７８

ｔ 值 ０.４５ ５.８０ ２.８３ １.２３ １.８４ １.２０ ７.３９ ５.７２ ４.５８ １.９３
Ｐ 值 ０.６５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２２２ ０.０３３ ０.２３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５

　 注:∗非正态分布ꎬ结果汇报中位数(Ｑ１ ~ Ｑ３ )ꎻａ 为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ꎬｂ 为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检验ꎮ

２.２　 ＰＦＯＳ 和 ＰＦＯＡ 对儿童患哮喘风险影响的性别差

异　 利用多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ꎬ在调整年龄、性别、
体质量指数(ＢＭＩ)、父母文化水平、是否被动吸烟等混

杂因素后ꎬＰＦＯＳ、ＰＦＯＡ 浓度每改变 １ 个四分位数间

距ꎬ儿童哮喘风险增加的优势比(ＯＲ 值)分别为 ２.８０
(９５％ＣＩ ＝ １.８７ ~ ４.２０)ꎬ１.３２(９５％ＣＩ ＝ １.０２ ~ １.７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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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ＰＦＯＳ 和 ＰＦＯＡ 与儿童肺功能间关联的性别差异

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显示ꎬ在调整年龄、体质量指数

(ＢＭＩ)、父母文化水平、是否被动吸烟等混杂因素后ꎬ
血清 ＰＦＯＳ、ＰＦＯＡ 暴露能够影响哮喘男童的肺功能水

平ꎬ男童血清中 ＰＦＯＳ 和 ＰＦＯＡ 水平每增加 １ μｇ / Ｌꎬ

ＦＥＶ１ 分别下降－０.０６２(９５％ＣＩ ＝ －０.１０６ ~ －０.０１８) Ｌ 和
－０.０９９(９５％ＣＩ ＝ －０.１９７ ~ －０.００１) Ｌꎬ且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而 ＰＦＯＳ 和 ＰＦＯＡ 与哮喘女童以

及健康男女童肺功能水平的关联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儿童血清 ＰＦＯＳ 和 ＰＦＯＡ 水平与肺功能的多重线性回归分析[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自变量 因变量
哮喘儿童

男性(ｎ ＝ １００) 女性(ｎ ＝ ３２)
健康儿童

男性(ｎ ＝ ７９) 女性(ｎ ＝ ８９)
ＰＦＯＳ ＦＶＣ＃ －０.０５３( －０.１０５ ~ －０.００１) －０.０６１( －０.１２９ ~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６５ ~ ０.０３０) ０.０４７( －０.０３８ ~ ０.１３２)

ＦＥＶ１
＃ －０.０６２( －０.１０６ ~ －０.０１８) －０.０３４( －０.１１５ ~ ０.０４６) －０.０３０( －０.０７４ ~ ０.０１５)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５ ~ ０.１３３)

ＰＥＦ －０.０９２( －０.２５３ ~ ０.０６９) ０.０７８( －０.１８２ ~ ０.３３８) －０.００５( －０.１５８ ~ ０.１４７) ０.１５７( －０.０８６ ~ ０.４００)
ＦＥＦ２５％ ~ ７５％ －０.０４２( －０.１３２ ~ ０.０４８) ０.０３９( －０.１４９ ~ ０.２２７) －０.０８７( －０.１７６ ~ ０.００２) ０.１４０( －０.０４９ ~ ０.３３０)

ＰＦＯＡ ＦＶＣ －０.０５１( －０.１６６ ~ ０.０６４) －０.１２３( －０.２８１ ~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７( －０.０６６ ~ ０.１３９) －０.０２９( －０.１２８ ~ ０.０６９)
ＦＥＶ１

＃ －０.０９９( －０.１９７ ~ －０.００１) －０.０４５( －０.２３０ ~ ０.１４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８５ ~ ０.１１３) －０.００５( －０.１０８ ~ ０.０９７)
ＰＥＦ＃ －０.１８７( －０.５３８ ~ ０.１６４) －０.２０７( －０.８０１ ~ ０.３８７) ０.０９４( －０.２３９ ~ ０.４２６) ０.０３１( －０.２５１ ~ ０.３１３)
ＦＥＦ２５％ ~ ７５％

＃ －０.２３５( －０.４２６ ~ －０.０４４) ０.０１０( －０.４２２ ~ ０.４４１) ０.０２６( －０.１７２ ~ ０.２２５) ０.０４７( －０.１７４ ~ ０.２６８)

　 注:＃Ｐ<０.０５ꎮ

３　 讨论

本研究发现ꎬＰＦＯＳ 和 ＰＦＯＡ 暴露水平与哮喘儿

童肺功能下降有关ꎬ并且该联系在男童中较为明显ꎮ
在美国开展的一项横断面调查中ꎬ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Ｍａｈｏｎｅｙ
等[１８]调查了 ５９９ 名长期饮用含高浓度 ＰＦＯＡ 饮用水

的居民ꎬ发现相对于普通人群ꎬ暴露人群发生哮喘的

可能增高了 １.８２ 倍(９５％ＣＩ ＝ １.４７ ~ ２.２５)ꎮ Ｈｕｍｂｌｅｔ
等[９]发现ꎬ１２ ~ １９ 岁青少年血清 ＰＦＯＡ 水平与是否曾

经患有哮喘之间存在关系(ＯＲ ＝ １.０６ꎬ９５％ＣＩ ＝ １.０１ ~
１.３９)ꎮ Ｄｏｎｇ 等[８]发现ꎬＰＦＯＳ 和 ＰＦＯＡ 的浓度与哮喘

儿童体内血清 ＩｇＥ 水平、嗜酸性粒细胞绝对计数、嗜酸

性粒细胞阳离子蛋白浓度具有正相关ꎮ 同时另一项

美国的研究也发现ꎬ儿童血清 ＰＦＯＡ 和 ＰＦＮＡ 水平与

血清总 ＩｇＥ 水平呈正相关ꎬ但与哮喘之间无明显关

系[１９] ꎮ Ｓｍｉｔ 等[２０] 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分析了来自

ＩＮＵＥＮＤＯ 出生队列的 １ ０２４ 对母子发现ꎬ母亲孕期血

清 ＰＦＯＡ 浓度与儿童气喘症状呈负相关( ＯＲ ＝ ０.６４ꎬ
９５％ＣＩ ＝ ０.４１ ~ ０.９９)ꎬ但与哮喘之间无明显关系ꎮ 尽

管结果不尽相同ꎬ但 ＰＦＡＡｓ 暴露与哮喘的发生、发展

存在一定的关系ꎮ
大量研究显示ꎬ儿童期肺功能的持续性下降不仅

可以维持到成年期[２１] ꎬ还可增加成年期患持续性哮喘

和 ＣＯＰＤ 的风险[２２－２３] ꎮ Ｐｉｊｎｅｎｂｕｒｇ 等[１６] 发现ꎬ用于评

价气道阻塞情况的 ＦＥＶ１ 和用于评价小气道功能的

ＦＥＦ２５％ ~ ７５％指标在评价儿童肺功能是否受损方面更具

敏感性ꎮ 本研究发现ꎬ随着血清 ＰＦＯＳ 和 ＰＦＯＡ 的升

高ꎬＦＥＶ１ 和 ＦＥＦ２５％ ~ ７５％ 受到的影响更大ꎮ 提示 ＰＦＯＳ
和 ＰＦＯＡ 的暴露水平与哮喘儿童肺功能呈负相关ꎬ但
值得注意的是ꎬ ＰＦＯＳ 和 ＰＦＯＡ 暴露对男孩肺功能

(ＦＶＣꎬＦＥＶ１ 和 ＦＥＦ２５％ ~ ７５％ ) 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ꎬ在
女孩中无统计学意义ꎮ 该结果和青春期儿童哮喘发

病率的性别趋势一致ꎬ已有大量文献报道青春期男孩

的哮喘发病率远高于女生[２４] ꎮ 青春期女生的气道和

肺组织是随年龄成比例增长ꎬ但是男生的气道生长滞

后于肺组织的成熟ꎬ在男孩中气道与肺泡数目的比例

较少ꎬ又称之为 ｄｙｓａｎａｐｓｉｓ 现象ꎬ加之青春期的男童由

于较大的肺组织连接着较长的气道ꎬ呼气时会产生较

大阻力而影响肺功能[２５－２６] ꎮ 本研究通过分析 ＰＦＡＡｓ
与肺功能关系ꎬ进一步强调了 ＰＦＡＡｓ 暴露很可能是哮

喘患病不断增加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ꎬ尤其青春期男

孩作为哮喘的易感人群ꎬ应在未来研究中更加关注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哮喘男童对 ＰＦＡＡｓ 的敏感性要

强于女童ꎮ 大量研究表明ꎬＰＦＡＡｓ 的健康危害效应存

在性别差异[８ꎬ２７－２９] ꎮ Ｗａｎｇ 等[２８]评价了孕期 ＰＦＡＳｓ 暴

露与脐带血中 ＩｇＥ 等过敏性生物标记物的相关性ꎬ结
果显示ꎬ仅在男童中存在正相关ꎮ 基于前期的研究结

果ꎬ笔者也发现随着体内 ＰＦＯＳ 浓度的增高ꎬ哮喘免疫

生物标记物 ＩｇＥ、ＡＥＣ(嗜酸性粒细胞)、ＥＣＰ (嗜酸性

粒细胞阳离子蛋白)均呈显著增高趋势[８] ꎮ 本研究表

明ꎬ儿童体内 ＰＦＯＳ 和 ＰＦＯＡ 暴露与哮喘儿童肺功能

呈负相关ꎬ在男孩中更为显著ꎮ 但本研究仍然存在不

足之处ꎬ本研究虽为病例对照研究ꎬ但属于横断面调

查ꎬ因此无法确认 ＰＦＡＡｓ 暴露与肺功能的因果关系ꎬ
且没有考虑一些可能会影响肺功能的混杂因素ꎬ如饮

食和其他污染物的水平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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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ｓ [ Ｊ] . Ｃｒｉｔ Ｒｅｖ Ｔｏｘｉｃｏｌꎬ２０１６ꎬ４６
(４):２７９－３３１.

[２８] ＷＡＮＧ Ｉ ＪꎬＨＳＩＥＨ Ｗ ＳꎬＣＨＥＮ Ｃ Ｙꎬ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ｒｅｎａｔａｌ ｐｅｒ￣
ｆｌｕｏｒｉｎａｔｅ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ｓ ｏｎ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ａｔｏｐｙ[ 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Ｒｅｓꎬ
２０１１ꎬ１１１(６):７８５－７９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３－１１ꎻ修回日期:２０１７－０４－３０

 









































 



关于举办第十届中国青少年控烟会议及控烟志愿者联盟活动的通知
为进一步贯彻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控烟工作的意见»ꎬ总结交流并分享全国创建无烟学校和控烟活动的经验ꎬ

推进学校的控烟工作ꎬ为青少年创造无烟的学习生活环境ꎬ中国控制吸烟协会青少年专业委员会、 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公

室、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中国学校卫生杂志社、北京市疾控中心等单位和部门定于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１—２２ 日召开

第十届中国青少年控烟学术研讨会ꎮ 本次大会主题为“倡导‘不吸烟 我健康 我时尚’”ꎬ会议内容包括:为全国大中小学生

控烟宣传作品大赛活动颁奖ꎻ学校控烟经验与学术交流ꎻ大、中学生控烟联盟经验交流ꎻ讨论通过“控烟志愿者宣言”ꎬ启动

部分城市大中学校联盟活动安排和内容ꎻ召开青少年控烟专业委员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ꎮ 本次会议提供国家级继

续教育Ⅰ类学分ꎬ欢迎广大读者积极参加!
联系人:花晨曦、白承续(０１０－６４４０７１４０)ꎬ汤建军(０５５２－２０５４２７６)ꎻ电子邮件:ｘｕｅｘｉａｏｋｏｎｇｙａｎ＠ １２６.ｃｏｍꎬｔｘ＠ ｃｊｓｈ.ｏｒｇ.ｃｎꎮ

中国学校卫生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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