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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售3 种食用鱼类中多氯联苯残留特征及其
健康风险评估

柴丽月1，邱纪时1，钟惠英1，苏 晴2，翁佩芳2，段青源1,*
（1.宁波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浙江 宁波 315103；2.宁波大学海洋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摘  要：对宁波市场销售的3 种常见食用鱼类——大黄鱼、带鱼和马鲛鱼中7 种指示性多氯联苯（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PCBs）残留量进行分析与评价，探讨PCBs污染物在鱼类不同部位中的组成特征并进行人体健康风险

评估。结果表明：3 种鱼肉中PCBs含量由大到小分别为大黄鱼（3.82±1.20） µg/kg、带鱼（2.00±1.32） µg/kg 

和马鲛鱼（1.36±0.40） µg/kg。其中，带鱼中PCB52含量最高，为（0.78±0.07） µg/kg，马鲛鱼和大黄鱼均以PCB153

含量最高，马鲛鱼为（1.59±0.10） µg/kg，大黄鱼为（0.33±0.09） µg/kg；3 种鱼类不同部位PCBs平均含量由大

到小分别为皮（3.87 µg/kg）、性腺（2.57 µg/kg）、肝脏（2.53 µg/kg）、鳃（1.95 µg/kg）和肌肉（1.57 µg/kg）。 

根据GB 2762—2012《食品中污染物限量》中关于海产食品中PCBs允许限量（不大于0.5 mg/kg）的规定，3 种鱼类

中PCBs残留量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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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dual Characteristics and Health Risk Assessment of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PCB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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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nalyzed and evaluated seven residual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PCBs) in three commercial 

fish species in Ningbo, including large yellow croaker, ribbon fish and Scomberomorus commerson. We examin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CBs contaminants in different tissues of fish and conducted risk assessment for human health.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esidual concentrations of PCBs in three fish species were in the decreasing order of large yellow 

croaker (3.82 ± 1.20) µg/kg > ribbon fish (2.00 ± 1.32) µg/kg > S. commerson (1.36 ± 0.40) µg/kg. Among all the PCBs 

tested, the concentration of PCB52 in ribbon fish was the highest, which was (0.78 ± 0.07) µg/kg, while for large yellow 

croaker and Scomberomorus commerson, the most dominant PBC contaminants were PCB153, at levels of (0.33 ± 0.09) 

and (1.59 ± 0.10) µg/kg, respectively. For all three fish species, the average concentration of residual PCBs tested in 

different tissues followed the decreasing order of skin (3.87 µg/kg) > sexual gland (2.57 µg/kg) > liver (2.53 µg/kg) > gill  

(1.95 µg/kg) > muscle (1.57 µg/kg).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Food Safety Standard GB 2762-2012, the residue 

levels of PCBs in three fish were all within an acceptable 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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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氯联苯（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PCBs）是《斯

德哥尔摩国际公约》中12 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之一。由

于PCBs难于分解，在环境中循环造成广泛的危害，从北

极的海豹到南极的海鸟蛋都含有PCBs[1]。尽管早已停产

和禁用PCBs，但是环境中残留的PCBs依然严重威胁着各

种生物，特别是水生动物。PCBs是典型的环境内分泌干

扰物，可直接或间接影响水生动物及其后代的内分泌功

能，严重影响生殖器官的形态与功能、生殖内分泌、原

始生殖细胞、受精、胚胎及幼体生长发育[2]。PCBs具有

很强的亲脂性，可通过胎盘屏障直接或间接毒害胚胎，

导致孵化延迟、胚胎发育畸形或死亡。在受污染的大西

洋海岸河口，PCBs等毒害数种鱼类的胚胎及幼体，导致

死亡率增加，循环衰竭，水肿和颅面畸形等[3]。

PCBs的同类物在土壤、水体和大气等环境介质

中不停地迁移，并且通过生物富集作用（富集系数达

3.4×106）[4]，通过食物链富集到人体中。目前在海水、

河水、水底质、土壤、大气、水生生物、野生动植物以

及人乳和脂肪中都发现有PCBs的污染[1]。由于其难降解

性，在人体或动物体中的半衰期可达1～10 a[5]，进而对

皮肤、牙齿、肝脏、神经系统[6]、免疫系统[7]和内分泌系

统[8]造成影响，且具有生殖毒性[9]和致畸、致癌、致突变

性等“三致效应”[10-11]。研究表明，食物摄入是除了职业

暴露外人类接触PCBs的最主要途径，超过人体接触量的

90%[12]，其中主要来源是动物性食品[13]。虽然有研究表

明，通过烹饪可以减少鱼、贝类中PCBs含量，但是变化

程度很小[14]。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不同地区水产品中PCBs的残

留情况做了大量研究，如郝青等[15]对广州水产品批发市

场中7 种鱼类中的PCBs残留进行了分析，张东平[16]对太

湖9 种野生鱼类体内的PCBs的研究，Blanes等[17]探讨了西

地中海地区市售野生金头鲷中PCBs的残留和分布特征。

这些研究对水体中鱼类中的PCBs含量作了广谱的调查，

并对其食用风险作了评估。而宁波市地处我国东部沿

海，面向东海，沿岸海域有杭州湾、三门湾、象山港水

域，向外延伸至东海海域，水产品是宁波一大特色，有

关宁波市居民食用水产品中PCBs污染情况的报道仅限于

滩涂养殖贝类[18]，对鱼类的不同部位中PCBs的残留情况

则鲜有报道。

为研究鱼体中PCBs在不同组织中分布特征，本实验

综合考虑水产品中PCBs残留量和居民饮食习惯等因素，

选取大黄鱼、带鱼和马鲛鱼作为研究对象，检测分析其

不同组织（包括鳃、皮、内脏、肌肉和性腺）中PCBs

的残留，同时利用致癌风险商对人体的健康风险进行评

估，为研究PCBs在生物体中的迁移转化和预测模型提供

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PCBs混合标准溶液含7 种PCBs单体（PCB28、

PCB52、PCB101、PCB118、PCB153、PCB138、

PCB180，质量浓度均为10.0 µg/mL） 上海安谱科学

仪器有限公司；标准物质详细信息见表1；正己烷、

丙酮（均为色谱纯）  美国Tedia公司；浓硫酸（分

析纯）  衢州巨化试剂有限公司；无水硫酸钠（分 

析纯） 浙江中星化工试剂有限公司；硅胶小柱（规格

1 000 mg/6 mL） 美国Agela公司。

表 1 标准物质信息 

Table 1 Information about the standard substances used in this study

标准物质组分 CAS号 纯度/% 质量浓度/（mg/L）

PCB28 7012-37-5 99.0 10.02±0.18

PCB52 35693-99-3 99.7 9.95±0.20

PCB101 37680-73-2 99.5 9.95±0.19

PCB118 31508-00-6 99.0 10.04±0.24

PCB153 35065-28-2 99.0 10.08±0.24

PCB138 35065-27-1 99.0 10.20±0.18

PCB180 35065-29-3 99.0 10.06±0.24

1.2 仪器与设备

6890气相色谱仪 美国Aglient公司；R-215旋转蒸

发仪 瑞士Büchi公司；MMV-1000W分液漏斗振荡器 

日本东京RIKA公司；HGC-24A氮吹浓缩仪 天津市恒

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VisiprepTM固相萃取装置 美国

Supelco公司。

1.3 方法

1.3.1 样品的采集和制备

2015年10月，分别在宁波市路林水产品市场（宁波

市水产品主要集散地）采集3 种鱼类——大黄鱼、带鱼和

马鲛鱼，冰藏运至实验室放入4 ℃冰箱保存。分别取鳃

丝、皮、内脏、肌肉和性腺，匀浆，置于－20 ℃冰箱中

冷冻备用。每种鱼类都尽量采集体质量和体长比较一致

的个体。样品信息见表2。

表 2 采集的鱼样信息

Table 2 Information about the collected fish samples

样品 拉丁名 数量/尾 体质量/g 体长/cm

带鱼 Trichiurus lepturus 21 170～175 63～65

马鲛鱼 Scomberomorus niphonius 9 633～642 44～48

大黄鱼 Pseudosciaena crocea 9 340～357 28～30.5

1.3.2 样品检测

参照GB 5009.190—2014《食品中指示性多氯联苯含

量的测定》，结合实验室条件作适当改变，并经方法的

可行性确认后进行。

1.3.3 样品前处理

称取5.00 g样品匀浆于研钵中，加20 g无水Na2S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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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磨成砂状，转移至250 mL离心瓶中。加入40 mL正己

烷，在振荡器上振荡0.5 h。离心取上清液于蒸发浓缩瓶

中，残渣加40 mL正己烷重复萃取一次，两次上清液合

并于蒸发浓缩瓶中。经旋转蒸发仪浓缩到2 mL，转移至

10 mL离心管中，用3 mL正己烷洗涤浓缩瓶，并合并至

离心管中。加入5 mL浓H2SO4，振摇，4 000 r/min离心

15 min。

SPE硅胶柱用10 mL正己烷活化后，在柱下端接好收

集瓶。移取1 mL上述正己烷提取液过柱，用9 mL的正己

烷-乙酸乙酯（95∶5，V/V）溶液洗脱，并抽干柱子。收

集的洗脱液经氮气吹干。正己烷定容至1 mL，供气相色

谱检测。

1.3.4 色谱条件

气相色谱仪配N i 6 3电子捕获检测器，色谱柱为 

DB-1701毛细管柱（30 m×0.25 mm，0.25 µm）。进样

口温度为250 ℃，检测器温度为300 ℃。程序升温：初始

温度为80 ℃，保持0.5 min，15 ℃/min升温至200 ℃，保

持5 min，2.5 ℃/min升温至250 ℃，保持2 min，20 ℃/min

升温至265 ℃并保持5 min。载气为高纯氮气，纯度高于

99.99%，流量1.6 mL/min。不分流进样，进样量为1 µL。

1.3.5 定量测定 

将1.3.3节处理好的用正已烷定容至1 mL样品测定溶

液按上述仪器方法进行测定。样品中7 种PCBs定量分析

采用5 种质量浓度（分别为2.5、5、7.5、10、20 ng/mL）

的PCBs混合标样绘制工作曲线，外标法定量。

1.3.6 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

为确保检测结果的可靠性，在进行样品分析的同

时，进行方法空白、平行样测定和加标回收率实验，

加标回收率为84.6%～105%。平行实验的相对标准偏差

控制在10%内，每批次样品检测均绘制工作曲线，7 种

PCBs回归曲线的拟合程度均为R2大于0.995。

1.4 数据处理与评价方法

测定结果均以湿质量计，低于检测限的目标物浓度

值设置为0，若在空白样品中检测到PCBs，则在计算样

品中目标物含量时将其扣除。用Microsoft Excel 2007和

SPSS Statistics 18.0软件对不同鱼类不同部位PCBs含量进

行统计与分析，用Origin 8.5绘制数据频率分布状况图及

PCBs含量变化图，用商值法对鱼体PCBs进行健康风险评

价，并用R语言进行蒙特卡洛模拟。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设定的人体PCBs每日摄入量和

美国环境保护署推荐的PCBs参考剂量（reference dose，

RfD）以及宁波居民对水产品的消费量，评价食用安全

性。使用公式（1）计算居民每日通过消费水产品所摄入

的PCBs量，使用公式（2）计算该暴露量下的风险商。

ID
Cm MS

BW
 （1）

HQ
ID

RfD （2）

式中：ID为耐受量/（ng/（kg·d））；Cm为鱼类中

PCBs含量/（µg/kg鲜质量）；MS为居民每日鱼类的消费

量/g；BW为人体体质量/kg；RfD为20 ng/（kg·d）；

HQ为风险商。风险商低于1表示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

害，风险商大于1表示对人体健康存在显著危害，且风险

商数值越大危害程度越大。

2 结果与分析

2.1 鱼肉中PCBs的残留水平

表 3 鱼肉中PCBs的残留量 

Table 3 Residual concentrations of PCBs in fish

PCBs
大黄鱼 带鱼 马鲛鱼

残留量/
（µg/kg）

单体所占PCBs总
含量的比例/%

残留量/
（µg/kg）

单体所占PCBs总
含量的比例/%

残留量/
（µg/kg）

单体所占PCBs总
含量的比例/%

PCB28 0.12±0.05  3.42 0.02±0.01 1.36 0.08±0.03 10.00

PCB52 0.78±0.07 22.22 0.65±0.12 44.22 0.07±0.03 8.75

PCB101 0.59±0.22 16.81 0.02±0.01 1.36 0.24±0.11 30.00

PCB118 0.36±0.09 10.26 0.58±0.09 39.46 0.05±0.01 6.25

PCB153 1.59±0.10 45.30 0.13±0.09 8.84 0.33±0.09 41.25

PCB138 0.04±0.01 1.14 0.06±0.01 4.08 0.02±0.01 2.50

PCB180 0.02±0.01 0.57 0.02±0.01 1.36 0.00±0.00 0

PCBs总量/
（µg/kg） 3.51±2.84 1.47±1.30 0.80±0.57

在3 种鱼肉中检测到不同残留水平的PCBs，结果如

表3所示。大黄鱼、带鱼和马鲛鱼中PCBs的残留总量分

别为3.51、1.47 µg/kg和0.80 µg/kg。根据GB 2762—2012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19]中关于海产食品中PCBs允许

限量（不大于0.5 mg/kg）的规定，所采集的鱼类样品

中PCBs含量均远低于此标准限量，且低于国内外报道 

（表4）的其他地区鱼类中PCBs残留量。

由表3可知，3 种鱼肉中PCBs异构体的组成比例

不同，带鱼中PCB52含量最高，马鲛鱼和大黄鱼均以

PCB153含量最高；但3 种鱼肉中均以PCB180含量最少。

表 4 国内外不同地区水产品中PCBs含量比较 

Table 4 Comparison of residual PCBs in aquatic products from 

different regions in the world

地区 采样种类 采样时间 残留量/（µg/kg） 参考文献

渤海湾 10 种鱼类 2013 0.19～8.37 [20]

杭州湾 7 种小海鲜 2010—2011 43.69～147.14 [21]

意大利 鲈鱼 2008—2009 1.3～195 [22]

波罗的海 鲱鱼 2006 14.7～30.4 [23]

美国普吉湾 大马哈鱼 2006 53 [24]

宁波市 3 种鱼类 2015 0.80～3.51 本实验检测

动物对PCBs的代谢率与氯取代基的数目呈负相关，

即氯化程度越高，代谢率越低，但是，高氯代联苯因分

子结构和相对分子质量较大，即使产生积累也有可能在



※安全检测                            食品科学 2017, Vol.38, No.16  307

生物体内代谢、脱氯成低氯代产物。研究表明，水产品

体内PCBs的富集程度与其氯原子的取代个数呈抛物线关

系，即在生物体内富集更多的是中等氯原子取代的同系

物[25]。本实验检出的目标物以四氯和五氯取代的同系物

为主，基本符合这一规律。我国曾经主要生产使用三氯

联苯和五氯联苯[26]，但由于三氯联苯主要用于电容器浸

渍剂，一般密封保存，因此流入环境的较少[27]，本实验

检测结果与我国生产使用情况相符合。

2.2 鱼类不同组织中PCBs的分布特征

3 种鱼类不同部位PCBs平均含量由高到低分别为皮

（3.87 µg/kg）、性腺（2.57 µg/kg）、肝脏（2.53 µg/kg）、

鳃（1.95 µg/kg）和肌肉（1.57 µg/kg）。鱼体中各个部位

PCBs含量见表5。

表 5 鱼类不同组织PCBs含量

Table 5 Concentrations of PCBs in different organs/tissues of fish

µg/kg

品种 肌肉 鱼鳃 鱼皮 肝脏 性腺

大黄鱼 2.86±0.34 3.14±0.50 5.26±0.40 4.47±1.27 3.37±0.70

马鲛鱼 1.34±1.00 1.44±1.08 2.71±1.83 0.80±0.18 0.50±0.10

带鱼 0.52±0.20 1.25±0.49 3.65±0.76 2.33±1.04 2.27±0.98

PCBs含量 0.37～3.25 0.29～3.61 0.79～5.77 0.55～4.25 0.50～4.25

从表5可以看出，肌肉和鱼鳃中PCBs含量大黄鱼最

大，其次是马鲛鱼，带鱼最小。这两个部位含量最高的

异构体都为PCB52。在鱼皮、肝脏、性腺中，PCBs含量

大黄鱼最大，其次是带鱼，马鲛鱼最小。主要异构体为

PCB101；带鱼和马鲛鱼含量最高的异构体为PCB52；

可见除大黄鱼的皮、肝脏和性腺的主要同分异构体为

PCB101外，其他两种鱼的各部位中均以PCB52为主。

3 种鱼5 个不同组织中PCBs的含量除了马鲛鱼性腺中

最低，大黄鱼和带鱼均是肌肉中最低。而3 种鱼均为皮中

PCBs含量最高。大黄鱼和带鱼不同组织中的PCBs分布特

征比较一致，各个部位中的PCBs含量除鱼皮以外，都是肝

脏＞性腺＞鱼鳃＞肌肉，这与鱼体中脂肪含量相关，也与

PCBs的脂溶性特性相符。而马鲛鱼稍有不同。甘居利等[28] 

对南海北部陆架区海洋动物中PCBs污染情况的探讨，结果

表现为肝＞腹肌＞皮≈背肌＞肠＞鳃丝，与其脂肪含量呈

正相关。本研究中皮中的PCBs含量较高，可能是由于3 种

鱼类所生活的水环境中有较高的PCBs残留，实验结果显示

鳃中的PCBs高于肌肉也证明了这一点。

PCBs可以通过挥发、扩散、对流转移至大气、地表

水和地下水中，水域沉积物被认为是水环境中PCBs主要

归宿之一[29]。本研究中鱼体部位中的鱼皮、鱼鳃PCBs含

量高于其他部位，与海域环境中PCBs含量有关。宁波近

海岸有镇海炼化、宁波四明化工等化工区，有甬江口海

洋倾倒区，石油化工企业排出的副产物中含有PCBs，倾

倒区中沉积物中含有的PCBs是近海海域中PCBs的主要来

源[30]。而大黄鱼是近海养殖鱼类，马鲛鱼与带鱼是近海

捕捞产品，水域中PCBs通过生物富集，在鱼体中沉积，

而鱼皮和鱼鳃是直接与水体接触的部位，PCBs很有可能

吸附于表面。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2.3 PCBs污染的暴露风险 

表 6 居民每日最高PCBs耐受量及不同鱼类的风险商

Table 6 Maximum tolerable daily intakes (MTDI) of PCBs and hazard 

quotients (HQ) in aquatic products

水产品 带鱼 马鲛鱼 大黄鱼

每日最大耐受量/（ng/（kg·d）） 2.45 1.33 5.85

风险商 0.12 0.07 0.29

参考《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07）》[31]建议，鱼虾类

摄入量为100 g/（人·日），成人体质量按60.0 kg计算[32]， 

以每种鱼类样品中PCBs的最高含量计算耐受量和风

险商，结果见表6。由表6可知，居民每日食用鱼类摄

入PCBs的最高量为5.85 ng/（kg·d），远低于耐受量 

20 ng/（kg·d），且仅为规定的29.2%。尽管如此，但由

于PCBs在人体内代谢缓慢，长期富集，因此，对于PCBs

含量较高的海产鱼类仍有必要控制其摄入量。

表 7 不同鱼类中PCBs含量 

Table 7 Concentrations of PCBs in different tissues of fish

µg/kg

样品 肌肉 皮 带皮鱼肉

带鱼 0.52±0.20 3.65±0.76 2.00±1.32

马鲛鱼 0.34±1.00 2.71±1.83 1.36±0.40

大黄鱼 2.86±0.34 5.26±0.40 3.82±1.20

由2 . 2节可知，鱼皮中的P C B s含量显著高于鱼

肉，如表7所示，分别对去皮鱼肉和带皮鱼肉中PCBs

的耐受量和风险商进行蒙特卡洛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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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去皮食用（A）和带皮食用（B）鱼类耐受量分布拟合情况 

Fig. 1 Simulation results of MTDI of edible fish without and with s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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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过5 000 次模拟来评估3 种鱼类（带鱼、马

鲛鱼和大黄鱼）中PCBs的日暴露量和风险商。由于在蒙

特卡洛模拟过程中，100%百分位点是理论极值，因此

在实际风险评估中，通常采用平均值和95%、97.5%、

99.5%高暴露位点作为指标来分析[33]。

3 种鱼类中PCBs的耐受量模拟结果如图1所示，若

去皮食用，宁波市3 种鱼类中PCBs的耐受量平均值为

2.9 ng/（kg·d），95%、97.5%和99.5%高暴露位点分

别为9.12、11.23 ng/（kg·d）和14.88 ng/（kg·d）；

若带皮食用，耐受量平均值为4.90  ng/（kg·d），

9 5 %、 9 7 . 5 %和 9 9 . 5 %高暴露位点分别为 9 . 6 0、 

12.43 ng/（kg·d）和22.53 ng/（k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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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去皮食用（A）和带皮食用（B）鱼类风险商数据分布拟合情况 

Fig. 2 Simulation result of HQ of edible fish without and without skin 

如图2所示，若去皮食用，宁波市3 种鱼类中PCBs的

风险商平均值为0.14，95%、97.5%和99.5%高暴露位点的

风险商分别为0.43、0.54和0.74；若带皮食用，风险商平

均值为0.24，95%、97.5%和99.5%高暴露位点的风险商分

别为0.47、0.57和0.97，均小于1。

表 8 宁波市鱼类中PCBs的风险商

Table 8 HQ of PCBs in fish marketed in Ningbo

食用方式 95%暴露位点 97.5%暴露位点 99.5%暴露位点

去皮食用 0.43 0.54 0.74

带皮食用 0.47 0.57 0.97

将宁波市市售3 种鱼类不同食用方式风险商的95%、

97.5%和99.5%高暴露位点的数值进行了统计。表8表明，

宁波市市售3 种鱼类中PCBs的风险商低于1，即在该膳食

暴露量下不会对宁波市居民的健康造成危害，但是风险

商的模拟结果表明，与去皮食用相比，带皮食用的风险

商更大，即食用风险更高。

3 结 论

通过对宁波市售3 种食用鱼类中的7 种指示性PCBs
污染情况的调查分析及食用健康风险的评估，发现3 种

鱼类已经受到不同程度的PCBs污染物污染，大黄鱼、带

鱼和马鲛鱼PCBs的污染量总量分别为1.47、0.80 µg/kg和

3.51 µg/kg，低于GB 2762—2012中不大于0.5 mg/kg的规

定；鱼类不同组织中PCBs残留量由高到低依次为皮、性

腺、肝脏、鳃和肌肉；3 种鱼中PCBs残留量水平在可接

受范围内，去皮食用会大大降低食用鱼类造成的PCBs

健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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