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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院校解剖实验室内空气中甲醛的测定及防护措施 

刘明星，韦正友 

[摘要]目的：检测医学院校解剖实验室内空气中甲醛的含量。方法：利用 中流量大气采样器采样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 ，以 

2，4-二硝基苯肼的乙腈溶液为吸收液，乙腈水溶液为流动干甘，经 C18反相色谱柱分离，紫外 一可见检测器 365 nm波长下测定。 

结果：经测定分析，解剖实验室内空气中甲醛含量高达2．8 mg／m 。结论：某医学院校解剖实验室内空气中甲醛浓度是 国家 

规定公共场所标准的23．3倍 ，师生在此环境 中学习和工作是值得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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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and prevention of formaldehyde in the air of 

anatomy laboratories at m edical colleges 

LIU Ming—xing，WEI Zheng—you 

(Department of Chemistry，Bengbu Medical College，Anhui Bengbu 233030，China) 

[Abstract]0bjective：To determine the formaldehyde concentration in the air of anatomy laboratories at medical colleges．Methods： 

Medium flow air samplers were used for sampling；high—performance liquid chr0matography was adopted；acetonitrile solution with 2，4一 

dinitrophenyl hydrazine was used as the absorption liquid，and aqueous acetonitrile as the mobile phase；C1 8 reversed—phase column was 

applied for the separation；ultraviolet and visible light purple outside—visible detector was measured at 365 nm wavelength．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results，the formaldehyde concentration in the air was as high as 2．8 nag／m ．Conclusions：The concentration 

of formaldehyde in the air of the anatomy laboratory in a certain medical college is 23．3 times higher than the national standard in 

public places．It is necessary to ameliorate the environment where teachers and students are working and stud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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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醛是一种无色，有强烈刺激气味的气体，易溶 

于水，能使蛋白质变性，医学上用 35％ ～40％(质量 

分数)甲醛水溶液作标本防腐剂，故甲醛是解剖实 

验室内空气中最主要的污染物。气态甲醛的眼刺激 

阈值为0．06 mg／m。，嗅觉刺激阈值为 0．22 mg／m ， 

上呼吸道刺激阈值为 0．12 rag／ITI 。长期慢性吸人 

0．45 mg／m 的甲醛，会引起咽喉不适 、疼痛，可导致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浓度再高时，可引起人 

体恶心、呕吐、咳嗽、胸闷等 J̈。甲醛还可降低机体 

的呼吸功能，对心血管系统 、内分泌系统、消化系统、 

生殖系统、肾脏均具有毒性作用，并具有一定的遗传 

毒性 。其为原生质毒物，被 WHO确认为对人体 

有毒害、致癌、致畸形的化学物质 j。为定量了解 

解剖实验室内甲醛污染状况，我们用 TH一150C型中 

流量大气采样器采样，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以 

2，4一二硝基苯肼(AR)的乙腈溶液为吸收液(2，4一二 

硝基苯肼可使甲醛全部衍生化，生成 2，4-二硝基苯 

腙)，乙腈水溶液为流动相，经 C18反相色谱柱分 

离，紫外 一可见检测器在 365 nm 波长处对样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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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2，4一二硝基苯腙进行分析，现作报道。 

1 材料与方法 

1．1 仪器与试剂 TH 150C型中流量大气采样器； 

LC600型高效液相色谱仪，UV600紫外 一可见检测 

器。乙腈(色谱纯)；36％ ～38％(质量分数)甲醛溶 

液；AR；水(超声处理)；1 mol／L盐酸；吸收液：称取 

0．050 0 g AR于烧杯中，用乙腈溶解，加 1 mol／L盐 

酸 1．0 ml，用乙腈稀释并定容至 100 ml，摇匀并超声 

处理；甲醛标准溶液：浓度为 23 ml。 

1．2 色谱条件 LC600型高效液相色谱仪，UV600 

紫外 一可见检测器紫外检测器；色谱柱 ：c18反相柱 

(25 O1TI×4．0 ITIITI)；柱温：(25±1)℃；流动相：乙腈 

(色谱纯)：水 =35：65；输液泵：P600高压输液泵； 

流量：1 rnl／min；检测器：UV600紫外 一可见检测器， 

波长 ：365 ilm。 

1．3 测 定 方法 

1．3．1 采样 用 TH 150 C型中流量大气采样器， 

采样点分布为同心圆布点法，在距解剖台2 m周围 

处均匀分布 3台大气采样器，高度 1．5 m，每个采样 

器采集 2个样品。每个采样器连接 2个内装 5．0 ml 

吸收液的多孔玻板吸收管，以0．50 L／min流量采气 

40 rain，采集气体约20 L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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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校准曲线的绘制 分别取甲醛标准溶液 

0．30、0．60、1．20、1．80、2．40 ml于 5 ml比色管中， 

用吸收液稀释至刻度，摇匀。取以上稀释液定量进 

样20 1分析，检测波长365 nm，测定甲醛衍生物的 

峰面积，以峰面积对 甲醛 的浓度绘制校准曲线 

(见图 1)。 

甲醛衍生物浓度(Ixg／m1) 

图 1 甲醛衍生物标准 曲线 

1．3．3 样品的测定 将样品移人5 ml比色管中， 

用少量乙腈多次洗涤吸收管，洗涤液并入比色管中， 

定容至 5．0 ml。定量进样 20 1分析，检测波长 

365 nm，测定 2，4一二硝基苯腙的峰面积、保留时问 

定性、峰面积定量(见图2)，测定数据见表 1。 

时间(rain) 

图 2 样品衍生物色谱 

表 l 甲醛样品衍生物测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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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利用图2和表 1中的样品衍生物的数据，从图 

1甲醛 标 准 曲线 上 查 得 对 应 的 甲醛 浓 度 为 

11．2 ml，代入公式计算： 

X 1 1．2 

C=_ X 5： _ X 5=2．8(mg／m ) 
20 

式中：C为解剖室内空气中的甲醛浓度(mg／m )； 

为采集样品溶液中甲醛的浓度( m1)；v0为换算 

成标准状况下的采样体积(L)。 

3 讨论 

我国国家标准规定：居室空气中甲醛最高容许 

浓度(1 h均值)为0．1 mg／m ；公共场所空气中甲醛 

最高容许浓度为 0．12 rag／n'l 。而某医学院校解 

剖实验室内空气中甲醛浓度高达 2．8 mg／m。，是国 

家规定公共场所标准的23．3倍。师生在此环境中 

学习和工作，健康势必受到影响。针对解剖室这一 

特殊场所可采取以下措施来防治甲醛的污染。 

3．1 控制温湿度 医学解剖教室中湿度过高会加 

快尸体的腐烂，湿度过低且尸体表面风速相对较大， 

尸体容易失水，会减少尸体重复利用的次数。我国 

医学教学解剖室一般要求夏季室内空气温度为 

24～27 oC，相对湿度 60％ ～65％；冬季温度为 16～ 

18℃，相对 湿度为 60％ ～65％；尸体表 面风速 

<0．2～0．25 m／s。据报道 ，室内温度在 20℃和 

相对湿度为 30％条件下的甲醛挥发量是室内温度 

为30 cc和相对湿度为 70％条件下甲醛挥发量的 

20％。可见温湿度对甲醛挥发量有明显的影响。 

3．2 利用低温降低甲醛发生量 国内有一些解剖 

教室将尸体标本放在冰冻冷藏式解剖台箱体内，使 

其温度降至0 oC，再行解剖，收到较好的效果。尸体 

在冰柜操作台箱内冷冻6 h，即可达到0 oC左右，甲 

醛的挥发浓度也较冰冻前降低 80％ ～90％左右 。 。 

3．3 活性炭一纳米TiO，复合光催化降解甲醛技术 

它是以活性炭为载体，负载纳米 TiO，催化剂。用 

特定波长的紫外光源照射 TiO 催化剂，通过风机的 

作用，使含有 甲醛的空气以特定的速度经过催化 

剂 ，TiO 通过紫外线照射，产生极强氧化作用的 

氢氧自由基，它可氧化甲醛，使之分解成为无害的 

CO 、H 0和矿物质，起到净化环境作用。它对低浓 

度的甲醛降解率可达90％以上。浓度为2．86 mg／111 

时，光照 2 h，吸附降解后的剩余 甲醛浓度只有 

0．05 mg／m ，低于0．1 mg／In (GB／T16127—1995) 。 

该方法现在还是一项实验室技术。 (下转第6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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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出血：患儿咯出粉红色泡沫样痰时，提示为肺水肿 

患儿合并有肺出血，往往与神经源性肺水肿同时存 

在，病情危急。本组 3例患儿临床出现肺出血症状， 

胸部 x线片表现为两肺散在不规则密度增高影 ，以 

肺野外带明显，内带不明显，病理基础是肺泡内血液 

沉积 。 

3．4 鉴别诊断 手足口病出现支气管炎并发症时 

应与较常见的流感病毒、柯萨奇病毒、腺病毒等感染 

时的肺部 x线表现相鉴别，上述病毒肺部感染时表 

现为肺纹理粗细不均，走行儒直，呈网织样改变 。 

手足口病支气管炎 x线征象是肺纹理走行尚自然， 

纹理间有小斑点状致密影，无明显网织样改变。手 

足口病支气管肺炎还应与禽流感肺炎鉴别，禽流感 

肺炎 x线特点是早期为肺实质内小片状高密度影， 

短期迅速扩散为弥漫性病变、大面积肺实变，逐渐演 

变为肺体积缩小及肺纤维化 j。手足口病肺炎在 x 

线片上病灶密度显示较淡，一般不发牛肺纤维化。 

神经源性肺水肿应与心源性肺水肿鉴别。神经 

源性肺水肿无心脏增大 ，心源性肺水肿患儿多有 

心影增大，因心功能不全引起的肺水肿，水肿 自肺门 

向肺外周扩展，x线片特征是两肺门“蝶翼状”阴 

影，而神经源性肺水肿以肺外带水肿明显为特征，肺 

门病变显示较轻。严重的于足口病发生肺水肿时， 

肺血管壁通透性更高，血液从血管内漏出，肺泡腔内 

被血液填充。气管插管时可从插管导管中吸出血 

液，为泡沫状。x线片特征是在弥漫性密度增高的 

肺野中分布大片状更高密度的出血灶，病灶变化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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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局部排气与整体环境排气法 从发生源着手， 

利用局部排气方式将刚挥发出尸体表面的甲醛气体 

在解剖台面上就吸走。该方法足对气体的 卜吹下吸 

的气流控制，使用带有局部下排风系统的解剖台能 

有效减少室内的化学污染。使整个实验室闻不到甲 

醛气味，有利于师生的身体健康；但这种方法投资和 

维护费用高。 

医学院校解剖实验搴是师生教学活动的重要场 

所，对于解剖实验室甲醛污染，许多科研人员做了大 

量的探索。我们期待既高效又经济的控制甲醛污染 

的方法早日诞生，给医学院校解剖室师生一个优良 

的工作和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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