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疾病控制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８１６７３２０１)ꎻ深圳市科技计划项

目( ＪＣＹＪ２０１８０３０７０９５５３６４０３ꎬ ＪＣＹＪ２０１６０４２８１４３１０８１８２)ꎻ
中国博士后面上项目( ２０１８Ｍ６３３１５４)ꎻ深圳市三名工程

项目(ＳＺＳＭ２０１５１１００７)ꎮ
【作者简介】 　 姚瑶(１９８９－　 )ꎬ女ꎬ安徽肥西人ꎬ博士ꎬ助理研究员ꎬ主

要研究方向为环境内分泌干扰物暴露对儿童健康的

影响ꎮ
【通讯作者】 　 周丽ꎬＥ￣ｍａｉｌ: ａｌｌｉｃｄｃ＠ １６３.ｃｏｍ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９.０９.０２１

短链邻苯二甲酸酯暴露和儿童血压的关联性研究

姚瑶１ꎬ２ꎬ吴宇２ꎬ谌丁艳２ꎬ周丽２ꎬ程锦泉２ꎬ袁冠湘２ꎬ温莹２ꎬ尹江伟３ꎬ李红华３

１.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ꎬ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３０ꎻ２.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ꎻ３.深圳市宝安区疾病预控制中心

　 　 【摘要】 　 目的　 探讨邻苯二甲酸、单甲酯(ＭＭＰ)、邻苯二甲酸单乙酯( ＭＥＰ)、邻苯二甲酸单正丁酯( ＭｎＢＰ)、邻苯二

甲酸单异丁酯(ＭｉＢＰ)４ 种短链邻苯二甲酸酯(ＰＡＥｓ)暴露和儿童血压的关联性ꎬ为减少 ＰＡＥｓ 暴露及其可能带来的健康风

险提供有效措施ꎮ 方法　 于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２０１７ 年 ６ 月ꎬ采用目的抽样法抽取深圳 ３ 所学校的 ７６５ 名一年级学生为研究对

象ꎬ按血压水平将儿童分为高血压组[血压(ＢＰ)≥Ｐ９０ ]及血压正常组( ＢＰ<Ｐ９０ )ꎮ 收集其尿液和基本信息ꎮ 用超高效液相

色谱质谱联用仪测定尿液中 ４ 种短链 ＰＡＥｓ 代谢物浓度水平ꎮ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分析 ＰＡＥｓ 暴露

和儿童血压的关联性ꎮ 结果　 高血压组儿童尿液 ＭＭＰ 和 ＭｎＢＰ 的浓度水平高于血压正常组( ｔ 值分别为 １３.１２ꎬ３.９７ꎬ Ｐ 值

均<０.０５)ꎮ 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中ꎬＭＭＰꎬＭｎＢＰ 和 ４ 种短链 ＰＡＥｓ 代谢物浓度总和增加ꎬ血压标准分(Ｚ 分)会显著增加

(Ｐ 值均<０.０５)ꎮ 校正肌酐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中ꎬＭＭＰ 与儿童高血压呈正相关(ＯＲ＝ １.４６ꎬＰ<０.０５)ꎻ校正肌酐、性别、年龄

和体质量指数(ＢＭＩ)后ꎬ差异仍然存在(ＯＲ＝ １.４７ꎬＰ<０.０５)ꎻ当校正家庭收入、父母教育水平等更多混杂因素后ꎬ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结论　 短链邻苯二甲酸酯暴露和儿童血压存在一定的正相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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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邻苯二甲酸酯(ＰＡＥｓ)是常见的塑化剂ꎬ作为添加

剂被广泛用在日常塑料制品和生活用品中ꎮ 其中短

链邻苯二甲酸酯主要有邻苯二甲酸二甲酯(ＤＭＰ)、邻
苯二甲酸二乙酯( ＤＥＰ )、邻苯二甲酸二正丁酯( Ｄｎ￣
ＢＰ)和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ＤｉＢＰ)ꎬ常被添加在洗发

水、护肤品等个人护理用品中[１－２] ꎮ 研究表明ꎬ儿童塑

料玩具、包装食品、家庭灰尘均为 ＰＡＥｓ 的主要暴露来

源[３－４] ꎮ 多个国家的研究表明[５－６] ꎬ儿童尿液中普遍检

出邻苯二甲酸酯代谢物(ＭＰＡＥｓ)ꎬ尤其是短链 ＭＰＡＥｓ
浓度水平较高ꎮ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队列研究发

现ꎬ６ ~ １１ 岁儿童尿液中邻苯二甲酸单乙酯( ＭＥＰ)的

浓度在所有 ＭＰＡＥｓ 中最高[５] ꎮ 儿童处于生长发育关

键时期ꎬ短链 ＰＡＥｓ 的暴露带来的健康效应受到人们

广泛关注[６－７] ꎮ 本研究通过对儿童血压和短链 ＰＡＥｓ
暴露水平之间的关联进行分析ꎬ为相关部门监管 ＰＡＥｓ
的规范使用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２０１７ 年 ６ 月ꎬ采用目的

６５３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第 ４０ 卷第 ９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９



抽样方法抽取深圳市 ３ 所学校ꎬ以目标学校所有一年

级学生为研究对象ꎬ共计招募 ７６５ 名学生ꎮ 其中男生

４４３ 名ꎬ女生 ３２２ 名ꎻ体质量指数( ＢＭＩ)正常儿童 ６０６
名ꎻ家庭月收入>１.５ 万元 ４１８ 名ꎻ父母亲大专以上学

历分别为 ５３６ 和 ４６９ 名ꎻ家庭最近 １ 次装修在 ５ 年之

内 ４０９ 名ꎬ三代直系有心血管疾病史的 １３５ 名ꎻ儿童每

日看电视 １ ｈ 以内的 ５３７ 名ꎻ高血压组 １５４ 名ꎮ 平均

年龄(７.１９±０.３１)岁ꎮ 纳入标准:汉族ꎬ本人及家长知

情同意ꎬ自愿参与配合本研究问卷调查和尿液收集ꎮ
排除标准:患有肝炎、结核、艾滋病等国家法定Ⅱ类传

染病ꎬ及心脏病等重大疾病或慢性消耗性疾病ꎮ 本研

究通过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伦理委员会的批准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问卷资料 　 主要包含儿童基本情况(如性别、
年龄等)ꎬ父母情况(如父母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

等)ꎬ环境暴露情况(如最近 １ 次装修距离现在的时

长)ꎬ生活行为习惯(如儿童每天看电视时间等)ꎬ家族

病史(如三代直系是否有心血管疾病史等)ꎮ
１.２.２　 体格检查 　 由专业人员使用同一仪器进行测

定ꎮ 身高和体重重复测量 ２ 次取均值ꎮ 血压采用电子

血压计测定ꎬ静坐 ５ ｍｉｎ 后ꎬ测定右上臂肱动脉血压ꎬ
测量 ２ 次 取 平 均 值ꎬ 单 位 为 ｍｍＨｇ ( １ ｍｍＨｇ ＝
０.１３３ ｋｐａ)ꎮ 根据 ２０１７ 年最新儿童血压标准[８] ꎬ收缩

压(ＳＢＰ)和 / 或舒张压( ＤＢＰ) ≥同性别、同年龄、同身

高百分位血压 Ｐ９０者ꎬ为高血压组ꎮ 采用 Ｚ ＝ (ｘ－μ) / σ
计算儿童血压的标准分( Ｚ 分)ꎻＸ 为 ＳＢＰ / ＤＢＰ 实测

值ꎻμ 为期望值ꎬ即对应性别、年龄别和身高别中位值ꎻ
σ 为标准差ꎮ 依据 ２０１８ 年最新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

与肥胖筛查标准[９] ꎬ将 ＢＭＩ 分为正常、超重、肥胖三

类ꎮ
１.２.３　 尿液采集和 ＭＰＡＥｓ 测定　 收集研究对象随机

尿 ５０ ｍＬꎬ于－４０ ℃ 低温冰箱储存ꎮ 使用在线全自动

固相萃取仪和超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ＵＨＰＬＣ－
ＭＳ / ＭＳ)分析ꎮ 标准品:邻苯二甲酸单甲酯( ＭＭＰ)、
ＭＥＰ、邻苯二甲酸单正丁酯( ＭｎＢＰ)和邻苯二甲酸单

异丁酯(ＭｉＢＰ)购于 Ａｃｃｕｓ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ꎬ纯度>９７％ꎮ 水解

酶为 β －葡萄糖醛酸酶(８５ ０００ Ｕ / ｍＬ)ꎮ 使用的试剂

甲醇、乙腈和乙酸等均为色谱纯ꎬ购自德国 Ｍｅｒｃｋ 公

司ꎮ 前处理方法:将尿液样本在 ４ ℃ 下解冻ꎬ涡旋混

合后ꎬ取 ２ ｍＬ 加入 ２５ ｎｇ 同位素标记的内标物混合

物ꎮ 加 ０.５ ｍＬ 乙酸铵缓缓冲液(１ ｍｏｌ / ＬꎬｐＨ ＝ ６.５)和

β －葡萄糖醛酸酶 ２０ μＬꎬ尿液样本涡旋混合 １ ｍｉｎꎮ
然后ꎬ尿液样本在 ３７ ℃水解 ９０ ｍｉｎꎬ加入 ０.５ ｍＬ 氨水

以停止水解ꎬ再以 １ ５００ 转 / ｍｉｎ 的速度离心 １０ ｍｉｎꎮ
将上清液转移含有 Ｏａｓｉｓ ＭＡＸ ＳＰＥ 柱(６０ ｍｇꎬ３ ｍＬꎬ
ＷａｔｅｒｓꎬＭｉｌｆｏｒｄꎬＭＡꎬＵＳＡ)的全自动固相萃取系统ꎮ 将

尿液样品上清液以 ３ ｍＬ / ｍｉｎ 的速度加载到 ＳＰＥ 柱

上ꎮ 用 ３ ｍＬ 超纯水和 ３ ｍＬ 乙腈冲洗 ＳＰＥ 柱ꎬ在平稳

氮气下干燥 ６ ｍｉｎꎮ 用 ３ ｍＬ 乙腈 ∶ 乙酸乙酯 ＝ １ ∶ １
(ｖ / ｖ)ꎬ含有 ２％甲酸ꎬ流速为 ３ ｍＬ / ｍｉｎ 进行洗脱ꎮ 将

３ ｍＬ 洗脱液氮吹至近干ꎬ用 １ ｍＬ 乙腈:超纯水＝ １ ∶ １
(ｖ / ｖ)复溶ꎬ在－４０ ℃下储存ꎮ

ＵＨＰＬＣ－ ＭＳ / ＭＳ 使用色谱柱: Ｗａｔｅｒｓ Ｘ Ｔｅｒｒａ
Ｐｈｅｎｙｌ ( １００ ｍｍ× ２.１ ｍｍꎬ １.７ μｍ)ꎻ流动相:Ａ 为含

０.１％乙酸的超纯水ꎻＢ 为含 ０.１％乙酸的乙腈ꎻ流速:
０.２２ ｍＬ / ｍｉｎꎻ进样量 １０ μＬꎬ柱温 ４０ ℃ ꎮ 将 ４ 种代谢

物摩 尔 浓 度 进 行 加 和 得 到 短 链 ＭＰＡＥｓ 总 浓 度

(ΣＬＭＷ)ꎮ
１.３　 质量控制　 在收集尿液时ꎬ每 ５０ 个样本以同样

尿管装满蒸馏水代替尿液样本ꎬ作为实验过程空白ꎮ
实验室前处理时ꎬ每 ４０ 个样本ꎬ有 ２ 个人工尿液作为

实验室空白和一个基质加标样品ꎬ共 ３３ 个程序空白、
４２ 个实验室空白、２０ 个基质加标样品ꎮ 尿液样品中同

位素内标回收率为 ( ７１ ± １８)％ ~ ( ８８ ± １４)％ꎮ 对于

ＭＭＰꎬＭＥＰꎬＭｉＢＰ 和 ＭｎＢＰꎬ空白样品平均质量体积浓

度分别为(０. ７１ ± ０. ４１) ( ０. ５０ ± ０. ２５) ( ０. ３９ ± ０. ８１) 和

(０.８３±０.５８) μｇ / Ｌꎮ 因此ꎬ每个尿液样品最终质量体

积浓度为检测浓度扣除相应批次 ２ 个程序空白的平均

质量体积浓度ꎮ 本研究中 ４ 种短链邻苯二甲酸酯的定

量限为 ０.０７ ~ １.００ μｇ / Ｌꎮ 为校正尿量对 ＭＰＡＥｓ 浓度

水平影响ꎬ浓度均采用肌酐校正ꎬ肌酐采用全自动生

化分析仪进行测定ꎮ
１.４　 统计分析　 问卷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数据库进行双

录入ꎬ并进行一致性检验ꎮ 使用 Ｅｘｃｅｌ 进行数据整理ꎮ
采用 ＳＡＳ ９.４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ꎮ 对连续变量采用

(ｘ±ｓ)或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表示ꎬ分类变量采用

百分比表示ꎮ 组间比较依据变量类型分别选择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 检验、χ２ 检验与秩和检验ꎮ 将 ＭＰＡＥｓ 的浓

度 Ｌｏｇ 转换后ꎬ纳入多元线性回归模型ꎬ分析其和血压

标准分数之间关联性ꎮ 将 ＭＰＡＥｓ 的浓度以中位数分

为两组后ꎬ纳入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ꎬ分析代谢物浓度水

平和高血压之间的关联性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血压正常组和高血压组儿童短链 ＭＰＡＥｓ 浓度水

平比较　 结果显示ꎬ儿童 ＭＭＰꎬＭＥＰꎬＭｉＢＰ 和 ＭｎＢＰ
的检出率分别为 ９７％ꎬ９９％ꎬ９９％和 １００％ꎮ ４ 种代谢

物中ꎬＭｎＢＰ 的浓度最高ꎬ中位数为 ０.８７ μｍｏｌ / ｇ 肌酐ꎬ
其次是 ＭｉＢＰꎬＭＭＰ 和 ＭＥＰꎮ 短链 ＭＰＡＥｓ 总浓度中

位数为 １.７７ μｍｏｌ / ｇ 肌酐ꎮ
高血压组儿童尿液中 ＭＭＰ 和 ＭｎＢＰ 浓度水平高

于血压正常组( ｔ 值分别为 １３.１２ꎬ３.９７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高血压组儿童 ＭＭＰ 和 ＭｎＢＰ 的浓度水平为 ０.１７ 和

０.９７ μｍｏｌ / ｇ 肌酐ꎮ 血压正常组儿童 ＭＭＰ 和 ＭｎＢＰ 浓

度水平为 ０. １２ 和 ０. ８５ μｍｏｌ / ｇ 肌酐ꎮ ＭＥＰꎬＭｉＢＰ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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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Ｅｓ 总浓度两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血压正常组与高血压组儿童短链 ＰＡＥｓ 浓度水平比较 / [μｍｏｌｇ－１肌酐ꎬＭ(Ｑ２５ ~ Ｑ７５)]

组别 人数 ＭＭＰ ＭＥＰ ＭｉＢＰ ＭｎＢＰ ΣＬＭＷ
正常组 ６１１ ０.１２(０.０６ ~ ０.１９) ０.０７(０.０４ ~ ０.１６) ０.１６(０.０８ ~ ０.３０) ０.８５(０.４２~ １.６２) １.７４(１.０８ ~ ２.７７)
高血压组 １５４ ０.１７(０.０９ ~ ０.２５) ０.０７(０.０４ ~ ０.１７) ０.１７(０.０９ ~ ０.２９) ０.９７(０.５３~ １.８４) １.８３(１.２３ ~ ２.９１)
合计 ７６５ ０.１２(０.０７ ~ ０.２０) ０.０７(０.０４ ~ ０.１６) ０.１６(０.０９ ~ ０.３０) ０.８７(０.４５~ １.６４) １.７７ (１.１１~ ２.８３)
ｔ 值 １３.１２ ０.０８ ０.２４ ３.９７ ２.７５
Ｐ 值 <０.０１ ０.７８ ０.６２ <０.０５ ０.１０

２.２　 血压标准分数和短链 ＭＰＡＥｓ 的多元线性回归分

析　 模型 １ꎬ２ꎬ３ 分别对不同混杂因素进行了校正:模
型 １ 校正了肌酐ꎬ模型 ２ 在模型 １ 的基础上校正了性

别、年龄、ＢＭＩ 分类ꎬ模型 ３ 在模型 ２ 的基础上校正了

家庭月收入、父母教育水平、看电视时间、家族心血管

疾病史因素ꎮ 不同因素校正后ꎬ 标准分数和短链

ＭＰＡＥｓ 之间的关联结果一致ꎮ ＭＭＰ 浓度每增加单位

Ｌｏｇ μｍｏｌ / ｇ 肌酐ꎬ即 ＭＭＰ 浓度每增加 １.８０ ｍｇ / ｇ 肌

酐ꎬＳＢＰ 标准分数增加 ０. ５５ ( ９５％ ＣＩ ＝ ０. ３５ ~ ０. ７４)ꎬ
ＤＢＰ 标准分数增加 ０.２１(９５％ＣＩ ＝ ０.０２ ~ ０.４１)ꎻＭｎＢＰ
浓度每增加单位 Ｌｏｇ μｍｏｌ / ｇ 肌酐ꎬ即 ＭｎＢＰ 浓度每增

加 ２.２２ ｍｇ / ｇ 肌酐ꎬＳＢＰ 标准分数增加 ０.２９(９５％ＣＩ ＝
０.１０ ~ ０.４８)ꎬ而与 ＤＢＰ 标准分数无显著性关联ꎻ短链

ＭＰＡＥｓ 总浓度每增加单位 Ｌｏｇ μｍｏｌ / ｇ 肌酐ꎬＳＢＰ 标准

分数增加 ０.３９(９５％ＣＩ ＝ ０.１１ ~ ０.６７)ꎬ而与 ＤＢＰ 标准

分数无显著性关联ꎮ 见表 ２ꎮ
２.３　 血压和短链 ＭＰＡＥｓ 的非条件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

归分析　 模型 １ꎬ２ꎬ３ 分别对不同混杂因素进行校正ꎮ
不同因素校正后ꎬＭＭＰ 与儿童高血压呈正相关ꎬ但只

在模型 １ꎬ２ 有统计学意义(ＯＲ 值分别为 １.４６ꎬ１.４７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其他短链 ＭＰＡＥｓ 和高血压之间关联无

统计学意义ꎮ 见表 ３ꎮ

表 ２　 儿童血压和 ＭＰＡＥｓ 浓度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ｎ ＝ ７６５ꎬＢ 值(Ｂ 值 ９５％ＣＩ)]

血压标准分数 自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ＳＢＰ ＭＭＰ ０.６０(０.４１~ ０.７８) ∗ ０.６２(０.４３ ~ ０.８０) ∗ ０.５５(０.３５ ~ ０.７４) ∗

ＭＥＰ －０.１０( －０.２５ ~ ０.０４) －０.１１( －０.２６ ~ ０.０４) －０.０８( －０.２３ ~ ０.０７)
ＭｉＢＰ ０.１７( －０.０２ ~ ０.３７) ０.１８( －０.０２ ~ ０.３７) ０.１６( －０.０４ ~ ０.３７)
ＭｎＢＰ ０.３６(０.１７~ ０.５４) ∗ ０.３６(０.１７ ~ ０.５４) ∗ ０.２９(０.１０ ~ ０.４８) ∗

ΣＬＭＷ ０.４５(０.１８~ ０.７２) ∗ ０.４５(０.１８ ~ ０.７２) ∗ ０.３９(０.１１ ~ ０.６７) ∗

ＤＢＰ ＭＭＰ ０.２３(０.０５~ ０.４２) ∗ ０.２４(０.０６ ~ ０.４３) ∗ ０.２１(０.０２ ~ ０.４１) ∗

ＭＥＰ －０.０２( －０.１７ ~ ０.１３) ０.０２( －０.１７ ~ ０.１３) ０.０２( －０.１４ ~ ０.１７)
ＭｉＢＰ －０.０２( －０.２２ ~ ０.１７) －０.０３( －０.２２ ~ ０.１７) －０.０４( －０.２４ ~ ０.１６)
ＭｎＢＰ ０.０３( －０.１５ ~ ０.２２) ０.０３( －０.１５ ~ ０.２２) ０.００( －０.１９ ~ ０.２０)
ΣＬＭＷ ０.１２( －０.１５ ~ ０.３９) ０.１２( －０.１５ ~ ０.３８) ０.１３( －０.１５ ~ ０.４０)

　 注:∗Ｐ<０.０５ꎮ

表 ３　 儿童血压和 ＭＰＡＥｓ 浓度的多因素

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７６５ꎬ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自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ＭＭＰ １.４６(１.０２~ ２.１０) ∗ １.４７(１.０２~ ２.１１) ∗ １.３１(０.８８~ １.９４)
ＭＥＰ ０.９７(０.６８~ １.３８) ０.９６(０.６７~ １.３７) １.００(０.６８~ １.４８)
ＭｉＢＰ １.００(０.７１~ １.４４) １.００(０.７１~ １.４３) ０.９５(０.６４~ １.３９)
ＭｎＢＰ １.３６(０.９６~ １.９５) １.３６(０.９５~ １.９５) １.２７(０.８６~ １.８６)
ΣＬＭＷ １.２５(０.８８~ １.７９) １.２６(０.８８~ １.７９) １.２６(０.８５~ １.８５)

　 注:∗Ｐ<０.０５ꎮ

３　 讨论

本研究发现短链 ＰＡＥｓ 暴露和儿童的血压存在一

定的关联性ꎬ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表明ꎬＭＭＰꎬＭｎＢＰ 浓

度水平和血压升高存在正相关ꎬ即 ＤＭＰ 和 ＤｎＢＰ 暴露

水平升高ꎬ收缩压和舒张压会升高ꎮ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表明ꎬＭＭＰ 浓度水平增加ꎬ即 ＤＭＰ 暴露水平升高ꎬ高
血压的风险增加ꎮ 肥胖和家族疾病史被认为可能是

高血压的混杂因素ꎬ家庭装修时长和看电视的时长被

认为可能会影响 ＰＡＥｓ 暴露ꎬ然而在多元线性回归模

型中增加以上混杂因素ꎬ相关性仍然存在ꎮ 但是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中ꎬ在增加家庭收入、父母教育水平、
看电视时长、家族心血管疾病史等因素后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ꎮ
当前高血压在儿童青少年中越发常见[１０－１２] ꎮ 关

于邻苯二甲酸酯暴露和儿童血压的关联性研究ꎬ国际

上也有多篇报道[１３－１５] ꎮ 本研究发现 ＭｎＢＰ 和收缩压

标准分呈正相关ꎬ与 Ｔｒａｓａｎｄｅ 等[１４] 的研究结论一致ꎮ
但在深圳地区一年级儿童尿液中ꎬＭｎＢＰ 是检出率和

检出浓度最高的代谢物ꎮ 此外ꎬ国外研究表明 ＭＥＰ 浓

度水平升高会增加高血压风险[１４] ꎮ 当前ꎬ关于 ＰＡＥｓ
暴露对血压的影响机制有 ２ 种说法:(１) ＰＡＥｓ 高暴露

导致肾脏的氧化损伤ꎬ从而可能导致心血管风险ꎻ(２)
ＰＡＥｓ 具有胰岛素抵抗ꎬ使得微血管产生变化ꎬ从而导

致高血压[１３－１４] ꎮ
本研究还存在不足:血压为一个时点测得ꎬ故对

儿童血压的测定会有一定局限性ꎻ模型 ３ 只校正了家

族心血管疾病史ꎬ可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错分偏倚情

况ꎻ研究只收集了 １ 次尿液ꎬ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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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表征短期 ＰＡＥｓ 暴露情况ꎮ 因此ꎬＰＡＥｓ 和血压之间

的关联性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大样本数据ꎮ
综上所述ꎬ儿童短链 ＰＡＥｓ 暴露和儿童血压之间

存在关联ꎬ短链 ＰＡＥｓ 暴露增加ꎬ儿童血压标准分数会

增加ꎬ儿童高血压的风险增加ꎮ 在儿童的生长发育阶

段ꎬ家长应该合理地给儿童使用个人护理用品和塑料

制品ꎬ减少 ＰＡＥｓ 暴露及可能带来的健康风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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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ＳＬＥＣ－Ｒ 总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９２ꎬ分半信

度为 ０.８８ꎬ各分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６７ ~ ０.８６ꎬ不
仅高于未修订前ꎬ也优于 ＡＳＬＥＣ 编制者早期报告的总

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 ０.８５ꎮ ２ 周后重测信度为 ０.８４ꎬ
提示 ＡＳＬＥＣ－Ｒ 稳定性和重复性较好ꎮ ５ 种联合项目

分析结果显示ꎬ２５ 个条目的鉴别力、关联性、贡献度及

灵敏度均较好ꎮ
本次研究对推进 ＡＳＬＥＣ 在中国农村中学生群体

中的应用ꎬ为教科研人员、心理卫生工作者及社会公

众开展青少年心理行为健康状况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依据ꎮ 但同时ꎬ量表的信效度应随社会发展进一步检

验以及建立相应常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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