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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鼠血液学指标的影响
王

丽１，黄君礼１，李百祥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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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尔藏１５咖６）
摘耍：通过对大鼠９０ｄ喂养试验，研究了ｃｌ仉及其副产物ｃ１０２和ｃｌｑ混合溶液对大鼠血液学指标的影响．结

果表明。大鼠血液学指标，即白细胞计数（帅Ｃ）和血红置白（Ｈｂ）方差分析结果显示，ｃｌ仉混合液对其均未产
生髟响（Ｐ＞ｏ．ｏｓ）；对答一丙转氨酶（ＡＩ．Ｔ）、总蛋白ＣｒＰ）、白蛋白（＾ＬＢ）和球蛋白（ｃＩｏ）的方差分析表明，其对
照组和高荆量组雌雄相比无显著性差异（尸＞ｎ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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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氯化消毒产生三卤甲烷（ＴＨＭ８）等有机氯化物，并且已知有机氯化物，如三卤甲烷、二氯乙腈

等具有致癌致突变作用【１．目。为此，美国饮用水水质修正案规定水中的总三卤甲烷（删Ｍｓ）的最大浓度
不得超过ｏ．１ｒｎｇ／驴，而二氧化氯ｃｌＱ被认为是控制ＴＨＭｓ最理想的清毒剂。有报道，动物接魅ｃｌｑ、ｃ】ｑ

和Ｃｌｑ首先涉及其造血系统Ｈ，因而在看到Ｃ１０诹代氯消毒优势的同时，也应注意Ｃ１０２、Ｃ１０２和ＣｌＯ，对血
液学指标的影响，通过ｃｌ嘎量的控制来控制副产物的量。为此，本文对大鼠在４５ｄ和９０ｄ饮用一定浓
度的ＣｌＯ：混合液后进行了采血检测，这必将为Ｃ１０２的安全使用提供有价值的卫生毒理数据。
收冀日期：加∞＿０９＿２７

ｔ量硬目：田采自然辩掌基金赞助硬目（蚴８３３４）
作者■介：王曩（１９６３＿）。女．皓尔滨工生大学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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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试验
１．１材料与方法
１＿试剂

Ｃ１０２：化学法自制；纯度为９８％以上；Ｎａｃｌ０２：９５％以上。Ｎａｃｌ０３：为Ａ．Ｒ级。

Ｃ１０２混合液：上述三种试剂的混合水溶液，ａ０：、Ｃ１０２和ＣｌＯ，的总浓度为５５３ｍｇ几，其浓度比为５：
３：２，即ｃ１０２、ｃｌ吼和ｃｌｑ的浓度分别为２７６．５，１６５．９和儿ｏ．６“ｇ／Ｌ。此溶液为淡黄色透明溶液。
２．试验动物昆明种大白鼠。
３．试验方法ＣｌＯ：混合液中ｃ１０２、ｃ１０，和ＣｌＯ，的测定采用连续碘量法测定四。
１．２试验方法
大白鼠８０只，体重为８０±１０（ｇ），随机分成４组，每组２０只，雌雄各半，其中三组为试验组，一组

为对照组。若饮用水中含ｃ１０２、ｃｌｏ：和ｃｌｏ：的总浓度为ｏ．５ｍｇ／Ｌ．按每人每天饮用２Ｌ水。体重为６０ｋｇ

计，则每人每天饮用的ｃｌｏｚ、ｃ１０２和ｃ１０，总量为１“ｇ，即相当于１／６０柚１以ｇ体重。各组剂量分别为：
低剂量组：０．５ｍ以ｇ体重（相当于人饮用的３０倍）；
中剂量组：１．０Ｉｎｇ／ｋｇ体重（相当于人饮用的６０倍）；

高剂量组：２血ｎ以ｓ体重（相当于人饮用的１２０倍）。
本研究采用亚慢性毒性研究方法８。时间９０ｄ。

２试验结果与分析

考察Ｃｌｏ：混合水溶液对大鼠血液学指标的影响，分别在４５ｄ和９０ｄ对大鼠血常规进行检测，划对
其血清生化指标进行检测。
２．１

４钮血常规检测结果
在４５ｄ时对所有的试验大鼠进行采血，进行血红蛋白（Ｈｂ）、白细胞（ｗＢＣ）总数及分类等项血常

规检测（结果如表１），并将所得数据进行方差统计分析。雄性大鼠对照组、低剂量组、中剂量组和
高剂量组的ｗＢＣ和Ｈｂ和雌性大鼠对照组和试验组的ＷＢＣ和｝ｍ方差分析结果显示，雄性大鼠对照组

和试剂组ｗＢＣ和陆之问无显著性差别（ｐ＞０．０５），雌性大鼠对照组和试验组的ｗＢＣ和Ｉ玷之间也无显
著性差别（Ｐ＞ｎ０５）。在４５ｄ未见ＣｌＯ撮合水溶液对试验大鼠血液产生损害。
衰ｌ

ｏ仉蠢含水毒液对大■血藏拳报标的嚣崎（捌）

ｍ１ ｈｈ眦时ａ仉枷Ｍ嘲｜０Ｉ叫∞佃ｈｍ咖●咄Ｉ－崛Ｈ呐

２．２

９们血常规检谢结果
表２为９０ｄ血常规检测结果。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试验动物雌雄大鼠，无论是对照组、低剂量组，

还是中剂量组和高剂量组，其ｗＢｃ和ｍ含量各组之间经方差统计分析（Ｐ＞ｏ．０５）没有差异．与４５ｄ血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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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相比也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由此可见，在本试验剂量下，Ｃ１０２混合水溶液对大鼠检测的血
液学指标无不良影响。
２．３

ａ０２混合水溶液对大■血清生化指标的影响

血清生化指标检则的动物选取对照组和高剂量组雌雄大鼠。血清检测指标包括ＡＬＴ、口、ＡＬＢ和Ｇ【Ｄ
等指标的检测，其结果如表３。对对照组和高剂量组雌雄大鼠血清四项检测指标进行方差分析，高荆量组
大鼠血清中的谷—丙转氨酶、总蛋白、白蛋白和球蛋白含量与对照组大鼠的相比无显著性差异（Ｐ＞ｏＤ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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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仉混台水溶液对大■血液学指标的影响（９０ｄ）

Ｉｎ血雠０ｆａ０２ｍｌｘｅｄ

ａｑ混台水藩最对大■血清指标的影响

Ｉ山∞∞醴ａ嘎ｍ嘲加ｕ∞峭叫ｕｎ呻蚰Ｍｏ耐秘硼ｉＤｄｅＩ醴ｒａ缸

３结论
在本试验所设剂量下，大鼠经９０ｄ喂养后可得出如下结论：
１．血液学检测结果表明，此混合液对大鼠白细胞计数、血红蛋白均未产生影响（ｐ＞ｏ．０５）。
２．对谷一丙转氨酶、总蛋白、白蛋白和球蛋白等指标的检测结果表明，大鼠血清中这四项指标对
照组和高剂量组雌雄相比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５）。即经９０ｄ喂养，在本试验条件下，ｃｌ如混合液对试验大鼠
的血液检测指标未见有任何毒性损害作用。
参考文献：

ｂｅｔ㈣斑ｈａｌ０Ｉ扯ｌｌｎ姗∞８ｎｄ ｈ蛔“ｃ ａｃｉｄ耳ｗ曲埘ｍ
ｃｂｌｏ血ａｄ∞们．ｗ毗．Ｒ∞．，１螂，伪：２０５９－粼．

［１】Ｐ０ｕＲＭｏＧＨ＾ＤＤ＾ｓ Ｈ．Ｒｅｌｄ∞６ｈｉｐ

ｏ哼戚ｃ ｈｌ昭∞ｄｕＩｉｎｇ

囱黄君礼，李海波，毛宁．二氯化氯和藏氯消毒饮用水致突变性的比较册．环境化学，１９９７。（４）：１４—２２．
【３】

ｃｏＲＤＯＮ

Ｇ．Ｍｉｎｉｍ坷ｎｇ

ｃｌＩ姗也ｉｏｎ蚰ｄ ｄｄ甜啦ｉｏｎ

（５）：１６０－１６７．

【４】皿砑骶洲Ｇ＆伪捌ｖｅ

ｄ＾叫学ｔｏ

删甜．，１９７９，伫）：１４８７—１４９３．

ｔｈｅ

ｉ１１

ｗ啦ｒ ｎｅ“刚耐ｎｌ ｃｌｄ耐∞ｄｉｏ五ｄｅ们．ＪｏＥ

ＡｗＷ＾，ｌ蛳

ｅＩ】曲晰ｉｎｄｕ∞ｂｙ∞血皿幽ｔｅ ｖｉｖｏ田．Ｊ毗№ｈ岫＆
ｉｎ

四王丽，黄君札，李海渡．水中ｃｌｑ、ｃｋ ａ０２和ａｑ的连续碘量法测定ｍ哈尔滨建筑大学学报。１９９７．（４）：６６＿７１．

【ｑ李百样．卫生毒理学试验教程嗍．哈尔滨：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蛆
万方数据

ClO2及ClO2和ClO3混合液对大鼠血液学指标的影响
作者：
作者单位：

王丽， 黄君礼， 李百祥
王丽,黄君礼(哈尔滨工业大学市政环境工程学院,)， 李百祥(哈尔滨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

刊名：

哈尔滨建筑大学学报
JOURNAL OF HARBIN UNIVERSITY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2001,34(3)

英文刊名：
年，卷(期)：

参考文献(6条)
1.Pourmoghaddas H Relationship between trihalomenthanes and halogenatic acids with total organic
halogen during chlorination 1995(09)
2.李百祥 卫生毒理学试验教程 1997
3.王丽;黄君礼;李海波 水中ClO2、Cl2、ClO2-和ClO3-的连续碘量法测定 1997(04)
4.HEFFERAN G S Oxidative damage to the erythrocyte induce by sodium chlorite in vivo 1979(02)
5.Gordon G Minimizing chlorite ion and chlorate ion in water treated with chlorine dioxide 1990(05)
6.黄君礼;李海波;毛宁 二氧化氯和液氯消毒饮用水致突变性的比较 1997(04)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ebjzdxxb200103010.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