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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预防与控制 ●

农药污染及其对健康影响的研究进展
刘艳芳，方 菁
（昆明医科大学健康研究所，云南 昆明 650031）
摘 要：农药的大量使用对人类的健康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综述农药使用对人类健康影响的研究进展，以
期为针对性地采取相应措施最大限度地减轻或避免农药对人体的危害提供一定的支持，保护人类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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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药管理条例》指明，农药是指

人类管理的所有具有潜在毒性的化合物中被有意识地释

用于预防、消灭或者控制危害农业、林业的病、虫、草

放到环境中以实现其价值的物质，是重要的生产资料。

和其他有害生物以及有目的地调节植物、昆虫生长的化

农药的大致分类见图 1。

[1]

学合成物或者几种物质混合物及其制剂 。农药是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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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世界各国注册的农药约 1500 种，其中常用

种面积迅速扩大，复种指数逐年提高，致使农作物病虫

的有 300 多种，而且随着生产的实际需要和农药工业的

草害的发生与危害呈逐年加重的趋势，造成农药施用量

不断发展，农药新品种每年都在增加。我国自古就是农

与施用面积成倍增加。

业大国，以农立国。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一部灿

全世界危害农作物的害虫有 10,000 多种，病原菌

烂的农业发展史。农业是我国最大的产业，也叫第一产

8000 多种、线虫 1500 种、杂草 2000 多种。在农业生产

业。近年来，随着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各种作物间套

中如果没有农药，农作物的产量仅为 30%，经保护后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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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损失 42%。其中草害损失 13.2%，虫害损失 15.6%，病

械，农药包装物残留物乱扔乱丢。⑧多为散户，文化水

害损失 13.3%。我国粮食作物由于使用化学农药，每年

平低，对病虫防治缺乏整体科学的认识。

挽回的粮食损失占总产量的 7%左右。以 1987 年为例，

2.2 农药生产企业和经销商层面的原因

总产量 4019 亿 kg 的粮食中，281 亿 kg 是农药的贡献；

①农药生产企业过多，产品质量参差不齐。②质量

408 万 t 棉花中，73 万 t 是农药的贡献。在人口众多、

失信的问题相当突出：以次充好、以假充真、违规经营

耕地紧张的我国，农药在缓解人口与粮食的矛盾中发挥

等。③农药经营者大多文化水平较低，在购入农药时有

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使用农药是农业保产、增产、提高

很大的盲目性，对农药质量缺乏应有的鉴别能力，甚至

农产品品质和劳动生产率的一项重要措施。但是，农药

购进了假劣农药还不知道。

的使用却对环境(大气、土壤和水资源)、食品安全和农

2.3 政府层面的原因

业生产者的健康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人类在获得利益的
同时也存在着对人类和环境的风险。

①农药经营者准入不严。农药市场放开后，由原来
农业技术部门和供销社主营变成谁都可以进行销售，市

我国每年农药、化肥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失为 95 亿

场较为混乱，甚至仍有部分经营者无农药经营许可证。

元，占总污染损失的 25%，在农药的使用中，只有 1%的

②目前农业技术的宣传效果欠佳，20 世纪 70、80 年代

农药到达目标虫，而 99%的农药附达作物和土壤中，通

主要靠村村通的高音喇叭和各家各户的有线广播为主要

过降雨流入地表水或地下水污染环境。在食品的 5 大污

宣传工具，利用早、中、晚饭时段，对农民进行反复的

染（农药、化肥、工厂三废、城市垃圾、人为因素）中

广播宣传，效果非常好；而如今主要在电视屏幕上打滚

农药占据首位。污染面最广、持续时间最长、残留农药

动字幕，时间短，对多数文盲或半文盲的农民来说，效

对人类危害最大。

果远没有过去的有线广播宣传的效果好。

随着农药使用的负面效应越来越突出，国内外的农

2.4 社会层面的原因

业、环境、医学等领域内的许多专家学者以及政府相关

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快，对各种产品的需求量大，而

部门都开始进行一些相关的研究，以寻求应对之策。国

且客观上要求又快又好地提供，传统的有机种植技术远

内有关农药使用对健康影响方面的研究目前为止大多集

远无法满足需要。社会上以金钱为中心的价值观盛行，

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追求经济利益成为大多数个体或组织首要的甚至是唯一

1 农药的污染概况

的目标。市场体系尚不规范，法制不够健全，导致市场

由农药污染所造成的，对水、大气、土壤、生态环

无秩序、假冒伪劣现象严重，严重挫伤了致力于推行绿

境的破坏以及对生物体（包括各种动物、植物、微生物， 色安全食品的组织和个人的积极性。
主要是农产品）的不良影响等方面，有了非常多的研究。

3 改善农药污染状况的对策探讨

作为地球主宰的人类，是农药污染的制造者，也是农药

3.1 农民层面

污染的最终受害者。所有由农药污染造成的对环境和生

提高对病虫害的整体防治知识水平。使用先进的施

物体的危害，最终都汇聚到了人类身上。关于农药污染

药器具和施药技术。科学使用农药，科学合理混用农药，

对人类健康的危害，目前研究的主要有：内分泌干扰性

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农药安全使用间隔期采收。

[2]

3.2 农药生产企业和经销商层面

；急性中毒；生产性中毒；非生产性中毒（多体现为

服农药自杀，少部分体现为误服）
；对皮肤的影响；对神

禁用高毒农药，积极研究和开发现代化学农药（如

经的损害；对免疫系统的损害；导致胃肠道疾病；对心

酰胺类、嘧啶类、噻唑类和抗生素类杀菌剂；吡啶及嘧

血管系统和血液系统的影响；三致（致癌、致畸、致突

啶类、酰胺类、吡唑类除草剂；杂环类和新型菊酯类杀

[3]

变）作用；遗传方面，对子代的损害 ；对男性生殖力

虫剂等）
、光活化农药、生物农药、绿色农药、水基性农

的损害；慢性中毒导致的体质下降、肝肾损害、各种慢

药等。加强农药行业诚信建设，提高社会责任感。积极

性病等等。

向公众宣传普及科学的农药知识，使其增加对农药的了

2 造成农药污染的原因探讨

解，加强对农民安全用药知识的培训。积极推进优势农

2.1 农民层面的原因

药企业兼并和重组。大力发展农药连锁经营。加强对农

①对农药的速效性要求高，贪便宜，专门购买高毒、
高残留农药。②贪图省事，经常擅自“复配”农药，还
盲目增加农药使用剂量与次数。③农药品种选择不当，

药经营者的培训。
3.3 政府层面
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健全行业立法，加强监督管理，

施药方式与农药类型不对应。④施药器械落后，泄漏严

增强农药行业安全意识，提高农药行业法律素质。不断

重。⑤一些农药存放的时间稍长，瓶上标签脱落，在未

提高科学评价水平，将农药再评价纳入登记管理程序并

辨清该药时，部分农户盲目使用。⑥忽视农药安全间隔

逐步完善。开展农药安全风险评估。提高福利，鼓励科

期。⑦随便在河流、池塘、水井等处配药和冲洗施药器

研单位研发。鼓励发展有机农业，积极推广绿色防治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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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如：杀虫灯应用技术、粘虫胶应用技术等，利用昆

解基本食谱中哪些蔬菜瓜果喷洒的农药多，以科学购买。

虫的趋化性，保护和利用自然天敌等。组织开展农资打

同时，购买应季的新鲜蔬菜瓜果，应用科学的方法去除

假专项斗争。保护农药知识产权。积极开展病虫害及农

农药残留，如碱水浸泡法、加热分解法、贮藏转化法、

药有关知识的宣传普及，推广新型施药机械和先进施药

解毒杀菌洗涤法、利用多功能活氧机等，带皮的蔬菜可

技术（如超低量施肥施药技术）
，大力发展病虫害专业化

以用刀削去含有残留农药的外皮, 只食用肉质部分。⑥

统防统治。建立宏观引导机制，引导生物农药、绿色农

职业性接触时，切实做好个体防护。⑦健全农药中毒的

药等的推广使用。

急救网络，做好农药中毒的救治工作，提高基层救治农

3.4 社会层面

药中毒的医疗水平。对农药中毒患者及其家属采取及时

通过社会各界媒体舆论，使人们了解相关知识与信

有序的健康教育，增加其对疾病知识的了解。⑧预防非

息，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和安全意识。积极建立相关的

生产性中毒：严格实行农药登记制度，严格实行农药生

协会或组织，比如像日本的守护大地协会。

产许可制度，严格实行农药经营管理制度，严格实行农

4 如何控制农药使用对健康的负面影响

药使用范围的限制，尤其是剧毒与高毒农药的使用，鼓

农药残留检测障碍较多，农产品采摘后大多没有经

励高效低毒农药的开发与研制和推广与使用，避免农药

过检测直接上市，农药残留严重；食物链累积；健康安

的流失、扩散和随意购买；开展丰富多彩的业余文化生

全意识较差，职业性接触时防护缺失或不当；农药识别

活，培养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不断提高群众

知识缺乏；农药的较易获得性。如何控制农药使用对健

的心理素质与文化修养；积极开展心理健康咨询，及时

康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①从根源上杜绝

干预各种心理疾病；积极开展农药知识的普及。⑨注重

农药污染：健全和完善农药使用、监督管理的法规标准， 膳食搭配：医学研究证明，膳食中的蛋白质对农药毒性
农业生产必须严格按照《农药安全使用标准》施药，推

有明显的作用，人体内蛋白质充足时可提高肝微粒体酶

广使用低毒、高效的农药。②控制农药残留：研究制定

的活性，加快对农药的分解代谢。碳水化合物可通过改

每一种农药的安全间隔期。建立健全农药在食品中的残

变蛋白质的利用率和避免蛋白质作为能量被分解，从而

留量标准。采用科学合理的加工方法。积极推广无公害

起到间接解毒的作用。此外，维生素 C 能提高肝脏的解

蔬菜。
“十一五”期间，国家相继制定了《农产品质量安

毒能力，维生素 Bl、维生素 B2、尼克酸、蛋氨酸和叶酸

全法》
、
《食品安全法》和与之相配套的法规和规章，农

对预防或减轻农药的毒性也有一定作用。

产品质量安全已步入依法监管的新阶段。1984 年我国正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国外逐步对农药的使用进行

式成为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成员国，成立了中国食

成本收益分析，之后有关农民的次优选择行为的研究开

品法典协调小组，并于近年成立了第一届食品安全国家

始出现，即将农民的次优选择行为解释为农民认知失调，

标准审评委员会农药残留分委员会和第一届国家农药残

低估了健康风险。之后，国外对农药使用影响方面的研

留标准审评委员会，是我国农药残留工作的里程碑，标

究日益增多，特别是在农药对农业生产者的影响方面。

志着国家层面的农药残留标准体系建设全面展开。③降

同中国国内一样，研究涉及以上提及的 6 个方面，研究

解农药残留：目前已研究的消除农药残留的方法主要有

较为集中的是以下两个方面：
（1）农药使用引起的健康

化学降解、光化学降解、超声波降解、洗涤剂、电离辐

损害，如急性中毒[4]；生产性中毒；非生产性中毒（自

射和生物降解等。光降解、超声波、超临界水氧化法、

杀等）[5]；对皮肤的影响；对神经的损害；对免疫系统

Fenton 法主要用于农药废水的处理，其中光催化降解及

的损害；导致胃肠道疾病；对心血管系统和血液系统的

光降解与化学氧化降解相结合的处理技术有较好的发展

影响；癌症多发[6～8]；遗传方面，对子代的损害；对男性

前景。臭氧法、过氧化氢法、电离辐射等主要用于果蔬

生殖力的损害；风险类风湿关节炎和系统性红斑狼疮[9]；

及食品的农药残留去除，其中洗涤剂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结缔组织病[10]；内分泌干扰性[11]；慢性中毒导致的体质
微生物降解主要用于田间作物及土壤。近几年，利用 TiO2

下降、肝肾损害、各种慢性病等等。
（2）健康损害的预

降解环境中残留农药成为的一条重要途径，成为国内外

防和控制：探讨安全控制害虫的方法[12]；发展有机食品[13]；

研究的热点之一。纳米 TiO2 作为光催化剂降解农药污染

利用可上锁的箱子储存农药以预防自杀和意外中毒[14]；中

物的研究引起了各国的重视。国家“863”计划重大生物

毒的治疗方法探讨[15]，等等。另外，关于农药对健康影响

工程项目“蔬菜瓜果农药降解酶”
，由中国农业科学院生

的试验中志愿者的的农药暴露实验涉及的伦理学困境也

物技术研究所的科研人员经过艰苦努力研制成功并通过

有相关的探讨[16]。

了国家鉴定。④食品安全管理应该尽快从目前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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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influence of pesticides pollution to health
LIU Yan-fang, FANG Jing
( Health Research Institute of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031, China)
Abstract: The extensive use of pesticides has extensive influenced human health.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influence of pesticides using to human health, so as to provide certain support
for that takes relevant measures to reduce or avoid the harm to human body by using pesticide furthest. To
protect human health.
Key words: pesticides, health,influence,method

6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