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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暴露对温室大棚种植者健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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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健 1， 杨惠芳 1
750004； 2. 宁夏健康教育所，银川

探讨农药暴露对温室大棚农药接触者健康的影响。方法

750001）

选择银川市郊蔬菜大棚种植者 192 人

为农药暴露组，非大棚种植村民 134 人为非农药暴露组，均进行体格检查，比较并分析两组调查对象的体检
情况。结果

农药暴露组较非农药暴露组收缩压、舒张压降低、心率减慢（P 均<0.05）；农药暴露组心电图异常

率（31.77%）高于非农药暴露组（21.64%）
（字2=4.051，P=0.044）。两组心电图异常主要为窦性心律不齐和窦性心

动过缓。农药暴露组（31.25%）腹部 B 超异常率高于非农药暴露组（19.40%）
（字2=5.703，P=0.017）。两组腹部 B
超异常主要为脂肪肝。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种植时间是农药暴露组心电图和 B 超异常的影响
因素。结论

温室大棚种植者长期接触农药暴露，对机体肝脏功能、心血管功能造成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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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温室种植面积占世界首位，温室种植人
数较多。宁夏银川市地理及气候条件对温室种植
非常适宜，近几年温室种植面积一直在增长[1]。温
室大棚是人工制造且相对封闭的温湿环境，利
于蔬菜在特殊季节生长的同时，也利于病虫害
繁殖 [2]。目前，农药使用量大，害虫和病原菌的抗
药性随之增加，温室环境反而会使农药的使用量
增加。作为农药的直接使用者，关注点在于农药
的药效及蔬菜的产量，而非对农药安全使用和
防护措施的采取，且健康意识普遍欠佳 [3]。本研
究对温室大棚农药接触者进行体格检查，探讨温
室农药暴露的健康效应，以期为我国温室农药
暴露的健康危险度评价和健康预警提供科学依
据，为宁夏地区温棚种植者的健康防护提供理论
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于 2017 年 4 月份，选择银川市郊蔬菜种植
最集中的永宁县掌政镇蔬菜大棚种植农民 192
人作为农药暴露组，并招募自愿参与体检的该镇
非大棚种植村民 134 人作为非农药暴露组。
收稿日期：2019-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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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标准：农药暴露组均施用农药 1 年以上，
非农药暴露组近 5 年内未使用过农药；两组调查
对象均在当地居住 5 年以上，非流动人口；均为
18耀70 岁的主要劳动力；均知情后自愿参加。
1.2 体格检查及异常判定标准
体格检查包括身高、体质量、血压、心率、心
电图及腹部 B 超。若出现窦性心律不齐、心动过
缓、心动过速、早搏、T 波异常、ST 段抬高、心肌缺
血、房颤、房室传导阻滞、电轴偏移等 1 项或多项
者视为心电图异常；若出现脂肪肝、肝血管瘤、肝
囊肿、肾囊肿、胆囊结石等 1 项或多项者为腹部
B 超异常。
1.3

检查方法
根据知情同意的原则，通知被调查对象于规
定的时间到指定地点进行健康体检。先对被检者
的体质量、身高进行测量，在静息状态下进行心
率、血压和心电图的测定。血压包括收缩压和舒
张压，心电图为 9 个常规导联记录。皮肤、五官、
心电图及 B 超检查分别由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的 3 名医师（有 5 年以上临床经验）完成。
1.4

统计学方法
资料采用 SPSS 18.0 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
料以均数依标准差（x依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
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字2 检
验；心电图及 B 超异常的影响因素分析采用多因
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检验水准 琢=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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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一般资料比较
农药暴露组男性 69 人，女性 123 人，平均年
龄（48.22 依10.35）岁 ，种 植 5 年 及 以 下 者 29 人
（15.1%）、6耀10 年 73 人（38.0%）、11耀15 年 54 人

2.3

心电图异常情况比较
农药暴露组 192 人中有 61 人（31.77%）发现
非暴露组 134 人中有 29 人（21.64%）
心电图异常，
心电图异常。农药暴露组心电图异常率高于非农
药暴露组（字2=4.051，P=0.044）。
农药暴露组和非农药暴露组心电图异常者
多为窦性心律不齐及窦性心动过缓，见表 2。

（28.1%）、16 年及以上 36 人（18.8%）；非农药暴
露组 男性 53 人，女性 81 人，平均年 龄（51.85 依
11.64）岁。农药暴露组的年龄小于非农药暴露组

2.4

B 超检查结果比较
农药暴露组 192 人中有 60 人（31.25%）发现
腹部 B 超异常，非农药暴露组 134 人中有 26 人
（19.40%）。农药暴露组腹部 B 超异常率高于非
农药暴露组（字2=5.703，P=0.017）。
农药暴露组和非农药暴露组腹部 B 超异常
者中，脂肪肝分别占 63.33%和 53.85%，见表 3。

（t=2.959，P=0.002），两组性别构成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字2=0.440，P=0.573）。
2.2 体格检查情况比较
与非农药暴露组相比，农药暴露组的收缩压
心率更慢（P 均<0.05）。两组身高和
和舒张压更低、
见表1。
体质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
表1
指标

农药暴露组与非农药暴露组体检一般情况比较（x 依s）

农药暴露组（n=192）

非农药暴露组（n=134）

t值

P值

163.26依7.26

162.12依7.21

1.892

0.104

124.61依19.56

133.87依21.11

4.069

约0.001

71.40依10.74

75.07依13.62

2.710

0.007

身高/cm

57.56依8.23

体质量/kg
收缩压/mmHg

80.15依12.58

舒张压/mmHg
心率（次/min）

表2

59.43依11.36

窦性心律不齐
窦性心动过缓
其他

表3

脂肪肝
肝血管瘤
肝、肾囊肿
其他

2.5

心电图及 B 超异常影响因素赋值
赋值

性别

男=0，女=1

年龄

具体数值

是否吸烟

不吸烟=0，吸烟=1

是否饮酒

不饮酒=0，饮酒=1

种植时间/年

0.011

非农药暴露组（n=29）
异常数
构成比/%
17
58.62
7
24.14
5
17.24

农药暴露组与非农药暴露组腹部 B 超异常情况

心电图及腹部 B 超异常影响因素分析
对农药暴露组心电图及腹部 B 超异常的影
赋值见表 4。
响因素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自变量

3.500

0.966

农药暴露组与非农药暴露组心电图异常情况

农药暴露组（n=60）
异常
构成比/%
38
63.33
8
13.33
9
15.00
5
8.34

类型

0.062

84.97依11.74

农药暴露组（n=61）
异常
构成比/%
36
59.02
15
24.58
10
16.4

类型

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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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接触=0，
1耀5=1，
6耀10=2，
11耀15=3，
逸16=4

2.5.1 心电图异常影响因素分析 以是否有心
电图异常作为因变量（正常=0，异常=1），将性别、

非农药暴露组（n=26）
异常
构成比/%
14
53.85
3
11.54
3
11.54
6
23.07

年龄、是否吸烟、是否饮酒及种植时间作为自变
量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发现，种植时间是
心电图异常的影响因素，说明种植时间越长，心电
图异常率越高，见表 5。
2.5.2 腹部 B 超异常影响因素分析 以是否有
腹部 B 超异常为因变量（正常=0，异常=1），将性
别、年龄、是否吸烟、是否饮酒及种植时间作为自

变量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种植时间是腹部 B
超异常的影响因素，说明种植时间越长，腹部 B
超异常率越高，见表 6。
3 讨论
温室大棚的作业空间温度高、湿度大，且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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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自变量
性别
年龄
是否吸烟
是否饮酒
种植时间

自变量
性别
年龄
是否吸烟
是否饮酒
种植时间

窑789窑

of Ningxia Medical University
纪文武，
等.Journal
农药暴露对温室大棚种植者健康的影响

B

心电图异常的多因素分析

S.E

Wald

P值

OR 值

0.589

1.182

-0.136

0.408

0.112

0.738

-0.012

0.347

0.001

0.972

0.167
0.196
1.426
B

0.310
0.338
0.416

表6

0.291
0.336

11.749

0.562
0.001

腹部 B 超异常的多因素分析

95%CI

0.872

0.392耀1.940

0.988

0.501耀1.949

1.217
4.161

0.644耀2.169
0.627耀2.362
1.841~9.402
95%CI

S.E

Wald

P值

OR 值

-0.116

0.203

0.327

0.567

0.890

0.598耀1.325

-0.605

0.376

2.587

0.108

0.546

0.261耀1.142

0.456
0.235
1.034

0.278
0.294
0.387

对密闭、狭小、空气不新鲜，为防止病害虫影响蔬
菜产量，蔬菜大棚种植要使用农药，容易造成室
内空气、土壤、蔬菜中农药的蓄积，大棚工作者常
处于较高农药暴露水平，他们的健康危险性相应
增高 [ 4] 。长期农药的接触会打破机体的耐受程
度，从而会产生一系列不良生物效应，最为常见的
是中枢神经系统和呼吸系统的症状 [5]。本研究结
果发现，农药暴露组心电图、腹部 B 超异常率均
高于非农药暴露组，收缩压、舒张压以及心率均
低于非农药暴露组。有研究证明，职业性接触有
机磷和氰戊菊酯类农药对作业工人的心血管系
统有一定的影响，其中以心率改变和心电图异常
最常见[6-7]。
本研究中，农药暴露组和非农药暴露组心电
图异常主要表现为窦性心率不齐和窦性心动过
缓，说明长期在高温、高湿等特殊工作环境下劳
动以及长期接触农药后，大棚种植者的心脏功能
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长期接触有机磷农药对
心脏有持续毒作用，易出现损伤。且长期高温环

2.693
0.637
7.133

0.101
0.425
0.008

1.577
1.265
2.813

0.915耀2.718
0.711耀2.250
1.317~6.008

肝脏是人体重要的解毒和排毒器官，机体短
期、少量毒素经过肝脏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后，变
成无毒或低毒物质。但长期接触，机体出现农药
蓄积，解毒功能就会超负荷，超越了其解毒能力。
杜俊停等 [12]通过动物实验发现，接触农药会损伤
小鼠的肝脏和肾脏氧化能力。本次调查中，农药
暴露组和非农药暴露组腹部 B 超异常主要包括
脂肪肝、肝肾囊肿和肝血管瘤。蔬菜大棚种植者
长期在高温、高湿的农药环境中作业，因温室大
棚的空间狭小、通风差，造成农药不易扩散挥发
且浓度持续过高，大棚种植者劳动强度大，呼吸
频率加快，从而吸入及吞入更多携带有农药成分
的颗粒，造成肝脏的持续中毒和蓄积损伤，因此
会出现脂肪肝、肝肾囊肿、肝血管瘤等疾病。
综上，温室大棚种植者长期接触农药暴露，
对其机体肝脏功能、心血管功能造成一定的影
响。因此有必要对温室大棚种植者进行定期的身
体检查，同时指导其科学、合理地用药，并进行更
有效的防护，以避免或减少温室中农药暴露对身
体健康的影响。

境下工作，工作者会处于一种高的应激状态，刺
激中枢神经系统，持续应激状态就会出现心脏功
能的改变和血压的改变 [8-9]。农药暴露组心电图异
常率高于非农药暴露组，且农药暴露组随种植时

［1］ 谢华，裴红霞，赵云霞，等. 宁夏非耕地设施蔬菜发

间的延长心电图异常率会随之增高，与王素华
等 [10]调查结果一致。可能由于农药长期暴露，特

［2］ 侯斌. 蔬菜大棚微环境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探析［J］.

别是以有机磷农药为主的暴露可以引起多种生
物效应。农药暴露组较非农药暴露组心率减慢及
血压降低的原因为：有机磷类农药受体 M2主要
靶器官是心脏，其效应作用可使心动变缓、血压
降低及心律失常 [11]。农药暴露组所用的农药品种
繁多，且大多两种和三种混配。

参考文献：
展现状［J］. 北方园艺，2013（5）:178-181.
绿色科技，2018（4）:166-168.

［3］ 何淑珍，马索飞英，赵生虎，等. 西宁市周边大棚果

蔬种植者农药使用知信行调查［J］. 医学动物防制，
2019，35（4）:362-365.

［4］ 吴志华. 农药中毒症状［J］. 湖南农业，2015（8）:29.

［5］ 孙健，杨惠芳. 温室环境及农药使用对作业人员健康
的 影 响［J］. 环 境 与 职 业 医 学 ，2013，30（4）:307 -

窑790窑

42卷

宁夏医科大学学报

310，315.

［6］ 吴冰. 银川市郊蔬菜大棚农药残留现况及种植人员

心血管健康影响因素分析［D］. 银川:宁夏医科大学，
2016.

［7］ 唐燕. 急性农药中毒所致心肌损伤临床分析［J］. 中
国社区医师，2018，34（29）:124-125.

［8］ 赵岭. 有机磷农药生物毒性及氢保护作用的研究
［D］. 北京:北京工业大学，2013.

［9］ 张敏，王秀峰，崔秀敏，等. 日光温室生产环境状况
与从业人员健康的关系［J］. 现代预防医学，2014，41

（15）:2712-2716.

［10］ 王素华，魏枫，冀华. 包头市农村蔬菜温室作业人
员心电图分析［J］. 环境与职业医学，
2004，
21（S1）:605.

［11］ 王志民，黄娴. 不同剂量阿托品对老年有机磷中毒
患者血清酶学及胆碱酯酶变化的影响［J］. 中国老
年学杂志，2019，39（3）:597-600.

［12］ 杜俊停，李潇潇，宋静，等. 农药三氟羧草醚对小鼠

肝脏和肾脏氧化损伤的研究［J］. 化学与生物工程，
2017，34（9）:29-34，45.

（责任编辑：刘

瑛）

Effects of Pesticide Exposure on the Health of Greenhouse Growers

JI Wenwu1， LI Yanni2， GUAN Suzhen1， ZHOU Jian1， YANG Huifang1
（1. Department of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School of Public Health and Management，
Ningxia Medical University，Yinchuan 750004，China； 2. Institute of Health Education of Ningxia，
Yinchuan 75000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pesticide exposure on the health of pesticide exposed people in

greenhouse. Methods A total of 192 greenhouse vegetable growers were selected as pesticide exposure group
and 134 non greenhouse vegetable growers were selected as non pesticide exposure group in Yinchuan suburb.
Results The systolic blood pressure，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and heart rate of pesticide exposure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non pesticide exposure group（P<0.05）. The abnormal rate of electrocardiogram in pesticide
exposure group（31.77%）was higher than that in non pesticide exposure group（21.64%）（字2=4.051，P=0.044）.
The main abnormalities of electrocardiogram in the two groups were sinus arrhythmia and sinus bradycardia. The
abnormal rate of abdominal ultrasound in pesticide exposure group（31 .25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non
pesticide exposure group（19.40%）
（字2=5.703，P=0.017）；the main B-mode ultrasonographic abnormalitie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fatty liver.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planting time was the
influencing factor of electrocardiogram and B-ultrasound abnormality in pesticide exposure group. Conclusion
The long-term exposure of greenhouse growers to pesticides has a certain impact on liver function and
cardiovascular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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