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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仙湖有机污染物化学背景值及人淋巴 

细胞体外致突变性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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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用XAD一2树脂提取抚仙胡7个采样点的有机物质水样提取物，用气相色谱／质谱 (GC／MS)进 

行分析。在每种水样品中发现有上百种有机污染物。提取物用培养的人淋巴细胞系姐妹染色单体交换 (SCE) 

试验作致突变潜力检查。结果显示，仅人胡121水样在高浓度组 (0．0625 L／mL)@诱发SCE明显增加 

芙t词 ! ， !要 童 显塾塑， 鲞旦塑瞧，scE试验 
中鼢 类r 、鲫 __23r  。 ≥ 

抚仙湖水体环境污染已引起各界人士的极大关 

注。迄今为止，抚仙湖各区水质的污染现状，不同 

地区水体中的有机污染物的化学背景值．及各区水 

质尤其水体中的有机污染物的致突变性尚未见过报 

道，本文从这些方面作了研究。 

1 材料和方法 

1．1 水样采集 

水样采集点设置：为了较全面地反映湖水污染 

物的全貌，在抚仙湖进水口、出水口、深水区、浅 

水区、湖心区、岸边区、工业废水及生活污水排放 

口等地区采样。具体采水点有：哨家嘴、禄冲、湖 

心、出湖口、明星、孤山岛、入湖口，用澄江自来 

水作为本次实验的对照水样。水样采集深度为表层 

水下 0．5m 

1．2 有机污染物分析 

1．2．1 XAD一2树脂预处理：大孔径网状树脂 

XAD一2(Sigma公司)用甲醇浸泡后在甲醇中待 

用 。 

1．2．2 XAD一2树脂装柱：装柱的树脂用去离子 

水一重蒸水洗树脂除去甲醇。 

· 云南省科学技术委员台应用基础基金支持项目 (9~096M) 

@L／mL=1吐 }售捌中舍 1 L水样干燥的浓缩提取翱 

本文 1998—07—15收翻．1998—10—14謦回 

害 

1．2．3 加入待分析的水样，吸附有机物。待4o L 

水样过柱完成后，层析柱用真空泵把柱中的 XAD 
～ 2树脂上残留的水分吸干。 

1．2．4 用有机溶剂甲醇 ：丙酮 (7：3)洗脱液洗脱 

XAD一2吸附的有机污染物。在洗脱液中加入 1-2 

g无水亚硫酸钠，除去有机溶剂中的残留水份。洗 

脱液在恒温水浴锅 (不超过 42℃)上，用冷吹风 

吹干浓缩。 

抚仙湖不同区域水样浓缩提取物经岛津 QP一 

5 000气相色谱／质谱联机仪分析，得出抚仙湖不同 

区域水样品中的微量污染物的波峰数，有机污染物 

种类和化合物名称及其化学背景值。 

1．3 人淋巴细胞体外致变性分析——姐妹染色单 

体交换试验 

1．3．1 待检物样品为抚仙湖哨家嘴、海口出湖口、 

明星、孤山岛、湖心、禄冲及隔河入湖口采集水样 

经 XAD一2吸附、洗脱后制备的浓缩提取物。 

1．3．2 试验采用的细胞为人类淋巴细胞 (2n= 

46)。 

1．3．3 细胞培养：抽取健康男性静脉血 3 mL，肝 

素抗凝 ，用 EBV转化建立淋巴细胞系 (刘爱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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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细胞培养后，即加入最终浓度为 8 b~g／mL 

的5一溴脱氧尿嘧啶核苷 (BUdR)，放人 37℃培养 

箱中避光培养 l6 h；离心，去除全成分培养液中的 

小牛血清。以37℃预温的无血清 l64o培养液清洗 

2次，在培养瓶中加入无血清的培养液，同时加入 

待测的高、中、低浓度的水样浓缩提取物及阳性对 

照物，使细胞接触待测样品2 h；离心后重新加入 

含BUdR的全成分培养液。继续避光培养 24 h， 

收获细胞前4 h加入秋水仙素溶液。常规空气干燥 

法制片 

1．3．4 姐妹染色单体分化 (S∞ )染色按本实验 

室方法进行 (贺维顺等，1983)。 

1．3．5 细胞染毒浓度分高、中、低 3个浓度组， 

L、0=1；Data：对照姐：D02蛳／伽／27∞：曲 ‘15 

Sample：对I!巨蛆样品 

Operator：李忠 

Metl~dfileiflflfll~：求样丹 折 MET 

No： l 

l i 

S~aNe；哨掌嘴样品 

0口髑_0 r!亭忠 

Melhodfile ： MET 

VhlNo： 1 

jiL 
0 20 30 40 50 6o 70 帅  

另设敌菌丹阳性对照和阴性对照组。抚仙湖不同采 

水点水样浓缩提取物最终浓度0．06250 L／nlL为高 

浓度；0．03l25 L／n1lJ为中浓度；0．Ol563 L／nlL 

为低浓度；二甲亚砜 (DMSO)浓缩提取物溶剂为 

阴性对照组；强诱变剂敌菌丹[N一(1，1，2，2一四 

氯乙硫基)环已一4一烯一l，2一二甲酰亚胺]为阳性 

对照组。 

2 结果和讨论 

2．1 有机污染物分析 

1996年 3月 26日，无机物分析采样的同时， 

在抚仙湖不同区域哨家嘴、海口出湖口、明 星、孤 

山岛、湖 心、禄冲及隔河人湖口采水 样 各 4oL供 

0=l；Data：湖心：Do1∞／∞／28 12：3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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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抚仙潮各区水样提取物的GC—MS波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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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抚恤湖各区水样提取物的 GC—MS波峰图 

Fig．2 The聊ve crest c}帅 ot"watea"extracts analyst byGC—MS water 

samplein roundwater am  of Fttxlan L ke 

气相色谱 质谱仪联机分析。 

经气相色谱／质谱联机仪分析结果如下：哨家 

嘴水样中出现 126个波峰，检索出102种有机化合 

物；出湖 13水样中出现 126个波峰，检索出 115种 

有机化合物 ；明星水样中出现 It6个波峰，检索出 

103种有机化合物；孤山岛水样中出现 125波峰。 

检索出 110种有机化合物；湖心水样水质较好，出 

现 110波峰，检索出 100种有机化合物；禄冲水样 

中出现 121个波峰，检索出 106种有机化合物；入 

湖口水样中出现 135个波峰，检索出lt3种有机化 

合物。用澄江自来水制备的蒸馏水作平行对照水样 

出现 108个波锋，检出95种有机化合物。各水样 

色／质 (GC—Ms)联机波峰图见图1～2。检出上 

百种的有机化学污染物，其来源有待探讨。 

抚仙湖各采样点有机污染物经 GC／MS分析， 

得出上述初步结果。湖心区水质较好，^湖口水质 

较差。因版面限制，仅以^湖口为例，检出的有机 

污染物有： 

0O1)4一甲基一3一戊烯 一2一酮； 

002)4一羟基 一4一甲基 一2一戊酮； 

003)乙酸异丁酯； 

004)2一戊酯； 

005)[2一甲基一1一丙烯基]苯； 

o06)5一甲基 一l，2一二氢茚； 

0O7)5，9一二甲基 一2一癸酮； 

008)2，6，6一三甲基 一2一环已稀一1，4一二酮； 

； ；  

．．．；  0．町 

． ． ． ；  ；  

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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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奥； 

010)4一羟基一4一甲基一2一戊酮； 

叭1)4一苯基一3一丁烯 一2一酮； 

012)2一苯基一2一甲基丁烷； 

013)苯并噻唑； 

014)特丁基苯； 

015)未知； 

016)未知； 

017)1一特丁基一3一硝基苯； 

018)3，3一二甲基一1，5一二特定基一双环[3，1，0] 

已二酮 ； 

019)未知： 

020)顺 一9一二十三烯 ； 

021)4_[1一羟基乙基]苯甲醛； 

022)2，4一二特丁基苯酚； 

023)十二酸甲酯； 

024)5。9一二甲基一1一癸醇； 

025)未知； 

026)十二酸； 

027)1，1一庚二醇二乙酸酯； 

028)2一甲硫基苯并噻唑； 

029)未知； 

030)N，N一二甲基 一N (甲氧基)甲烯胺； 

031)未知； 

032)---苯并环庚酮； 

033)苯并噻唑酮； 

034)3一丁烯基苯； 

035)9一十八烯酰胺； 

036)3一十四醇： 

037)1，3，3，10 b一四氢荧蒽； 

038)BUSAN： 

039)1，7一二溴庚烷； 

040)2，5一二苯基四氢呋喃； 

041)1一甲基一1一环已甲酸； 

042)2一乙基一9。10一蒽醌 

043)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 ； 

044)1一苯基萘； 

045)3一丁烯基苯； 

046)4一甲基一2，4一二苯基一1一戊烯； 

047)3，5一二异丁基 一3，5一环戊二烯 一1。2一酮； 

048)棕榈酸甲酯； 

049)4一甲基一2，4一二苯基 一1一戊烯； 

050)2一苄基 一1一四氢萘酮； 

051)未知； 

052)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053)未知； 

054)9一十八烯酰胺； 

055)未知； 

056)1_[2，5一二甲基苯]乙醇； 

057)未知； 

O58)---(对乙基苄基)醚； 

059)2一(4一羟基苯基)苯并呋喃； 

O6O)未知； 

061)螺[4，4]壬一1，6一二烯； 

062)2一苯基一2一异丙基一1，1一二腈环丙烷； 

063)2一甲基一2一苯基十三烷； 

064)未知； 

065)未知： 

O66)4一甲基一2，4一二苯基 一1一戊烯； 

067)1，1，3，3一四甲基一1，3一二苯基丙烷； 

O68)4，5，7，8，9，10一六氢苯并芘； 

069)N一苯甲酰一1，2，3，4一四氢喹啉； 

O7O)十八酸甲酯； 

071)4一甲基一2，4一二苯基一1一戊烯； 

072)萘； 

o73)3一甲基一4，4一二苯基一2一环已烯一1一酮； 

o74)4，5，7，8，9，10一六氢苯并芘 ； 

O75)十二碳酸胺； 

O76)4一异并基苯甲醛； 

077)甲基乙酰乙酰苯胺 ； 

078)未知： 

079)未知； 

0踟)4一异丙基苯乙醚； 

081)1_[3，4一二甲基苯]乙醚； 

o82)11一十六烯醇乙酸醋； 

083)未知； 

084)未知： 

o85)5一甲基一4一苯基一1，2 b呋哺一2E3H]萘酮； 

o86)及 087)同：a一乙基 一q一2，5，7一三辛烯基苯 

甲醇 ； 

088)及 089)同：9一十八烯酰胺； 

o9o)及 091)同：a一乙基 一q一2，5。7一三辛烯基苯 

甲醇 ： 

092)未知； 

093)3一硝基一1一苯基丙烷： 

094)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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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9一十八烯酸十四酯； 

096)未知 ； 

097)邻苯二甲酸二庚酯； 

098)2一溴一1，2一二苯基乙酮； 

099)1，1’一二[(2一甲基 一2一苯硫基环丙叉基)] 

苯： 

100)未知； 

101)同099)1，1’一二[(2一甲基一2一苯硫基环丙 

叉基)]苯； 

102)a一硝基丙苯； 

103)同099)．1，1’一二[(2一甲基 一2一苯硫基环丙 

叉基)]苯； 

104)5一苯基十三烷； 

105)4一甲基一2。4一二苯基戊酮； 

106)3一苯基戊烷； 

107)3一戊烯基苯； 

108)40甲基一2。4一二苯基戊酮； 

109)3，6一二苯基 一2，5一二羟基 一2，5一环已烯 一 

1．4一二酮 ； 

110)1。7一二甲基一4，6一庚二烯 一3一酮； 

111)3一苯基十二烷； 

l12)2一甲基一3一苯基十三烷； 

113)2，2一二甲基一1一苯基丙酮； 

114)2一甲基 一2一苯基十五烷； 

115)2一溴丙基苯； 

116)1，1，2，2一四甲基 一1，2一二苯基乙烷； 

117)同 118)2一甲基一2一苯基十五烷； 

119)4一甲基 一2，4一二苯基一1一戊烯； 

120)9一十八烯酰胺； 

121)3一苯基癸烷； 

122)2一甲基一2一苯基十四烷； 

123)同 116)1，1，2，2一四甲基一1，2一二苯基乙烷； 

124)未知 ； 

125)2一甲基一2一苯基十五烷； 

126)2一苯基苯丁酮： 

127)1，1。4，6，6一五甲基庚基苯； 

128)同 129)2一甲基一2一苯基十二烷； 

130)1一甲基十二烷基苯； 

131)2一溴苯异丁醇； 

132)5一苯基十二烷： 

133)6一苯基十二烷； 

134)7一甲基十二烷； 

135)2一甲基 一2一苯基十三烷。 

根据抚仙湖各区不同有机污染物的波峰数，从 

多到少如下：人湖口>哨家嘴>出湖口>孤山岛> 

禄冲>明星>湖心>对照组。 

气相色谱／质谱联机分析水体中的有机污染物 

很灵敏、很有效。能提供评价水质标准的重要信 

息。但是。欲观察总体无机物、有机化合物污染程 

度和危害性，还需借助生物试验。 

2．4 人类淋巴细胞体外培养姐妹染色单体交换试 

验 

本项研究采用人类 (体外)淋巴细胞姐妹染色 

单体交换试验 (结果见表 1)，抚仙湖人湖口高浓 

度组 SCE率与对照组相比经统计学处理，有显著 

性差舁。 

水生脊椎动物鱼类和哺乳动物及人类细胞姐妹 

染色单体交换试验已大量用于水环境污染物致突变 

性研究(K1i辨m肌，1979；Barker等，1979；AJ{nk等， 

1980：Hcoftman．1981；Van de Kerkhoff，1985；Vif— 

gt．1SSOtl等，1983；Wilcox．1986；Van der I--Ioffvell等， 

1982；贺维顺，1985；王蕊 芳等，1996；秦钰慧等， 

1985；王文基等，1990)。 

王蕊芳等 (1996)研究滇池水源水及其自来水 

水质致突变时，使用中国仓鼠 CHcetulus gri f 卵 

巢细胞 (c}IO)姐妹染色单体交换 (ScE)试验。 

水样浓缩提取物最终浓度的高浓度组 (0．06250 L／ 

mE)及低浓度组 (0．03125 L／mL)，其 9( 率分 

别达 9．50±0．68和8．08±0．47，与对照组S旺 率 

(6．58±0．36)相比，分别有极显著和显著差异。 

抚仙湖水质比滇池水质好得多 ，做抚仙湖水质 

致突变 S旺 试验时，为了便于比较，设 2个浓度 

组0．06250 I．／bI．和 0．03125 L／n 和滇池浓度组 

相同，又增设 1个低浓度组 0．01563 L／n1L。试验 

结果表明：抚仙湖 7个采样点：哨家嘴、出湖口、 

明星、孤山岛、湖心、橡冲及人湖口水样浓缩提取 

物对人类淋巴细胞 SCE率，与滇池同浓度水样的 

各试验组相比，大部分试验结果为阴性，仅入湖口 

高浓度组与对照组相比有显著差异。而滇池水样浓 

缩提取物，高浓度组和低浓度组与对照组相比。分 

别有显著和极显著差异。本项研究使用强诱变剂敌 

菌丹 [N一 (1，1，2，2一四氯乙硫基)环已一4 
一 烯一1，2一二甲酰亚胺]为阳性对照物，在浓度 

极低 (0．0175~／mL)的情况下，其SCE率与各 

实验组相比都有极显著差异。 

据报道：姐妹染色单体交换是检 环境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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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1 

Table1 

抚仙湖各采水点水样XAI)一2提取物对培养的人淋巴细胞姐妹染色单体交换事的影响 

Effects oftheXAI)一2 extracts ofwater sample Inthe roandwa r 姻 ofFmdanLake∞  

frequencyof 9cEs in cultmed hmnanlymph~yte 

①L／ⅡII|=在 lmL藩搠中1 L水样的干爆提取物 (Ⅱl蝉 ofd呵extract per L ofwatel"saIndein1mL solvent)}@Nc_G 

=negative cvntxolgroup；@PCG=positive cvntxolgiDup；④双倒 z检验有显著差异 (meam significm~t differ~oe)： 

⑤双黉I t检验有极星著差异 (n瑚岫 rr哪e signif~aat allflee ce)。 

致突变和／或致癌物最灵敏的生物指示器之一，比 

染色体 畸 变分 析 敏 感 l00～200倍 (贺 维 顺， 

1985)。王宏等 (1991)研究氯化饮用水致突变性 

检测方法敏感性时指出：体外 C}{O细胞 SCE试验 

最为敏感 ，体外细胞微核试验其次，AIRes试验敏 

感性相对较差。蒋家璞等 (1991)傲巢湖水及其混 

凝沉淀氯化消毒的致突变性研究得出类似的结果： 

同一样品不同检测方法反应的敏感不同，中国仓鼠 

胚细胞 ScE试验最敏感，鱼外周血红细胞微核试 

验次之，枯草杆菌重组修复试验及 Arfle8试验较差。 

哺乳动物细胞姐妹染色单体交换试验用于检查环境 

污染物是一种灵敏的指标，用来评价致突变物是世 

界上常用的短期生物试验方法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 

国卫生部 ，1987)。用这项研究方法测试抚仙湖不 

同采样点水样的结果，虽然在人湖口高浓度组与对 

照组相比有显著差异，但按 Latt等 (1981)对 ScE 

率的定性判别标准，其中环境污染物诱发的 ScE 

率没有超过对照组 2倍，不能认为是 阳性化合物， 

或者 3个点的剂量一反应曲线在基线值以上逐点上 

升等，按此标准，抚仙湖各采样点水质致突变性 

SCE结果应为阴性。 

根据 Gelbast的见解 ，可 以把有害因子分为 3 

类：①诱导姐妹染色单体交换和染色体畸变；②姐 

妹染色单体交换强诱导物，但不引起染色体畸变； 

③染色体畸变诱导物，但对姐妹染色单体没有或很 

少有作用。认为染色体畸变和姐妹染色单体交换可 

能有不同或部分不同的机制，它们对不同的物理、 

化学因素必定有不同的反应。 

抚仙湖水质致突变性研究采用的指标，都是 目 

前用于水污染致突变较为灵敏的指标。蝌蚪外周红 

细胞微核试验是采用抚仙湖不同采样点全水样 (包 

括有机和无机物)暴露蝌蚪 7 d后采血制片观察的 

结果，为整体动物体内致突变性试验。人淋巴细胞 

姐妹染色单体交换试验采用的样品水样是有机浓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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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物，为离体细胞体外试验 得出部分致突变性 污染物有致突变的趋势，t=2．0159，有显著差异。 

不同结果可能提示：禄冲水体中含有引起染色体断 

裂的致突变物，而人湖口含有诱发姐妹染色单体交 

换的致突变物。按 Latt等 (1981)曾提出采用 SCE 

分析技术筛选化学诱变性时观察结果进行定性判别 

的标准，本次试验的结果，人湖口高浓度组水体中 

致 谢 本研究在 GC／MS分析上得到云南省烟草 

工业科学研究所毕勇、李忠二位先生支持，特此感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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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ⅡE BACKGR0UND C01 ENT oF oRGANIC C蛐咖 CAI AND M IrrAGENI(：兀Y 

As! S砌 NT oF m  AN I 册  =Ⅵ Es IⅣ v仃 Ro oF 

Ⅵ TER FR0M F【 Ⅺ AN LAKE 

WANG Rui—fang① JlN z u0 KA Yun-hua@ FANG JIar卜hua@ KONG Xiang-sheng@ 
LI Yu-la九。 HE Wei．shu wu Yu-ping④ YA Ru-dao~ wu shl_fang① 
MA Song-ke@ TA Qing-guo。 CHEN Xiao-cl"t~0 LU。 ng@ 
(①Kumni~,hm 西，咖 ，，theChineseAcademy P ，Kumning 650223) 

(②Health and An~pidemirCenter ofYunnanProvince．Kunming 650022) 

(④ttmI~h andEpidm~icPreoemion Station of ．0 q 652500) 

(④Hea#h andEIg．dem&-Prevemion Station ofYv．m．Yuxi 653100) 

(⑤Yu．riEn~ronraenta2＆ienceInstitute．Yuxi 653100) 

Abstract The organic substance in test sample were 

extracted by XAD一2．and the extracts of water sarn— 

pie in seven localities from 1ake、̂T丑ter sample of Fuxi． 

r衄 k_ke were analyzed by gas chrornatography-ma~ 

spectrometry(GC／MS)．Over htmdred organicpol【u· 

ta[1ts were discovered in every、va r sample．The ex— 

tmcts were examined for mutagenic potential by the 

sister-ehmmatid exchanges (SCEs)test in cdtured 

human lymphocyte．AccordiNg to our results，the water 

samp1e of Ruhukou only at highel"concentration group 
(0．0625 L n̂L)induce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for 

S(E ． 

Key words Fuxian Lake，Water quality，Organic pollutants，SCE test，Human lym phocy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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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产第一代hCG避孕疫苗研制成功 l ／ 
＼／  

f 人口问题是21世纪确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首要问 

题。我国是人口大国，控制人 口数量、提高人 口素质，使人 

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将是实现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 

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 

。国策。实施计划生育一靠政策，二靠科技。开发简单易行、 

长效、安全可靠、符合生理性的、非药理性的节育措施，是群 

众的迫切要求。生育调节向孕前型转变也是当前计划生育 

发晨的必然。生殖科学与免疫学的相互渗遗，科学家从中 

孕育出了免疫避孕的构想，避孕疫苗已逐步成为现实。在 

世界卫生组织支持下，国际联合攻关，经过23年的努力，耗 

资 I 800万美元，藉克菲勒基金和人口理事会支持的全印置 

学中心已开发出第二代 hCG一13避孕疫苗，井进行了二期 

临床试验。 ． 

我国于1986年立项开展避孕疫苗的研究。经过<七· 

五)和(／k·五)10年的全国攻关，广州暨南大学生殖免疫研 

究中心为组织单位，联台北京医科大学、上悔计划生育研究 

所、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多中心合作．在比较了多个生殖 

关键抗原[hOG一日一cT(110—145)]基因工程表达产物、天 

然h0 B二聚体或酶切片段、人工合成 hOG—p—CT(109 

7硬 

一 145)后，决定以天然 hOG一日偶联破伤风类毒煮为免疫 

原，氢氧化铝吸附制备疫苗。经无菌、热原、安全试验完全 

合格后，在恒河猴上开展了疫苗的免疫原性、安全性及毒理 

学试验。结果证明在非人灵长类 可以诱发抗 hOG抗体 的 

产生，机体对初次免疫有免疫记忆，二次强化注射可诱发更 

强的抗体反应．抗体滴度随时间的延长而消退，抗体反应有 

可逆性，疫苗是安全的，无任何辜副反应。 

— 茬产藉商磺祗萎 锺擎蔷滏的基础上，设计了 
善的第一期临床试验方案，开晨了人体第一期临床预试验。＼ 

f 主持这项研究的两位科学家和8名志愿接受了免疫注射。 I 

i 结果发现：国产第一代避孕疫苗可引起抗体反应，二次强化 l 

免疫有回忆反应，抗体反应随时问的推移会消退，有可逆 1 

1 性，无辜副反应；一般体检项目及月经周期无变化；血清常 

规参数、肝功、肾功、心功、血流、胆同醇等血液生化指标无 I 

变化；B超显示子宫附件正常。LH、FSH、P、 、_r4五种激 ＼ 

I素无异常，免疫安全性好，课题按合同完成任务。 ＼ 

。 国家于1996年初在山东济南通过了验收及鉴定。现 J 

在正在改进。科学家们正在为新一代避孕疫苗的诞生努力 f 

． 拼搏。 一 I 

、 ，一一 刘学高 

(暨南大学生殖免疫中心 510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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