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孑L雀石绿毒性及其检测研究进展 

龚朋飞，王 权，陈永军 

(中国农科院上海兽医研究所 农业部动物寄生虫学重点实验室，上海 200232) 

摘要：孔雀石绿作为药物和染料被广泛用于水产养殖、食品、医疗和纺织业。近年发现其有致癌、致突 

变、致畸、使染色体断裂和呼吸系统毒性；组织病理学研究表明，其对多器官组织有损伤；孔雀石绿及其主要 

代谢产物无色孔雀石绿主要残留于鱼的血清、肝脏 、肾脏、肌肉及其它组织。建立了多种残留检测的方法，检 

测最低限在 1 ．／kg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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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36年开始，孔雀石绿(Malachite green，MG)在全 

世界范围内被用于局部抗真菌和体外寄生虫感染。近年 

来发现孔雀石绿特别是其代谢产物在水产动物体内有明 

显的蓄积残留现象，而其化学官能团三苯 甲烷是一类致 

癌物质，人类食用经 MG治疗的水产品后 ，发现免疫系统 

和繁殖系统受到较大的影响。 

欧盟、美国几年前已宣布禁止其在经济鱼类(观赏鱼 

除外)养殖过程中使用。我国农业部发布的《无公害食品 
一 中华绒鳌蟹》和《食品动物禁用的兽药及其他化合物清 

单》文件(农牧发[2002]1号)中明确规定，所有可食用组 

织中禁用孔雀石绿。(2ooo年度中国出 口动物源性食品 

有毒有害物质残留监控计划》首次将鳗鱼中孔雀石绿项 

目的监控列人年度计划，并延续至今。在监控过程中，多 

次检出孔雀石绿代谢物。2002年5月欧盟向我国通报在 

浙江向德国出口的两批鳗鱼中检出孔雀石绿。2005年农 

业部办公厅发布文件[农办[2005]24号]《关于组织查处 

“孔雀石绿”等禁用兽药的紧急通知》。由于国内对孔雀 

石绿的使用和检测较少，现对其作一综述。 

1 孔雀石绿(MG)的化学性质 

孔雀石绿(MG)又称苯胺绿、碱性绿、维多利亚绿或 

中国绿，是一种三苯甲烷结构的染料。分子式 C ，H N ， 

分子量 346．4，为暗绿色结晶固体，溶于水 、乙醇 和甲醇， 

水溶液的颜色为蓝绿色，最大吸收波长 618 am。遇浓硫 

酸呈黄色，稀释后呈暗橙色；其水溶液加氢氧化钠形成微 

带绿光的白色沉淀。自然界中MG以多种形式存在，主要 

是草酸盐和盐酸盐。在浓硫酸和ZnC12的催化下，由苯甲 

醛和二甲基苯胺化合而成。与其它三苯结构染料一样， 

MG以两种离子形态存在，即染料盐和甲醇(或假碱)。以 

假碱形式存在的MG由于其极高的脂溶性而可能进入细 

胞中。孔雀石绿的电离常数(PK)为6．9：电离 100％，pH 

4．0；电离 50％，pH 6．9；电离 25％，pH 7．4；电离 0％ ，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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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在动物体内 MG被生物转化为无色形式的无色孔雀 

石绿(LMG)而被长期滞 留在组织中 。LMG的结构类 

似于典型的芳香胺化合物，是 MG染料合成的前体物 ，也 

是工业生产中最严重的污染物。1988年 Bumpus和 Brock 

首次发现MG可被真菌降解，1997年 Henderson等报道， 

MG可被肠道微生物降解。最近，Chang—Jun等拉 研究发 

现MG可被丝状真菌代谢和降解。 

2 MG的用途 

2．1 抗寄生虫药 

MG被广泛用于局部抗真菌和体外寄生虫感染 。 

在非洲．MG被用于水产养殖业抗细菌、原虫、绦虫、线虫、 

吸虫和甲壳生物感染的首选药物。MG一般用作体外抗 

寄生虫药 ，也可 以用 于抗皮肤吸虫和腮吸虫。此外 ，MG 

可用于治疗蟹鱼虱病，古比鱼的腰鞭毛虫和四膜虫病 。 

2．2 抗细菌药 

主要用于预防卵菌纲真菌在鱼体和鱼卵的生长繁 

殖，同时可预防和治疗二次感染 。在筛选抗卵菌纲真 

菌的49种化合物时发现，MG的抗菌效果最好 。MG可 

预防大螯虾的Haliphtharos和鲑鱼的Ful一2病。鲑鱼、淡 

水鲶鱼和虹鳟的水霉病也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一般使 

用0．15—0．20 g／m 的浓度全池遍洒或用 10 s／m 的浓 

度浸洗 15—30 rain来防治鱼类的水霉病。MG对某些鱼 

类的曲霉菌感染也有不错的疗效。 

2．3 用于其它疾病的治疗 ’ 

对于虹鳟的增生性肾炎(PKD)、大西洋鲑鱼的皮肤 

溃疡有很好的控制，与福尔马林联合应用对部分原虫和 

粘细菌感染有很好的控制 。 

0．1％的孔雀绿在临床方面有非常广泛的应用，可用 

于治疗丘疹性尊麻疹、蚊虫叮咬、血管性水肿等；痉痒性 

皮肤病、脓疥疮、毛囊炎等化脓性皮肤病；带状疽疹、单纯 

疤疹等皮肤病；湿疹、足癣等继发感染引起的脓疽及小片 

糜烂等皮肤损害以及冷冻、激光后所致的皮肤损害。 

MG的抗菌杀虫机理是 ：在细胞分裂时阻碍蛋白肽的 

形成，使细胞内的氨基酸无法转化为蛋白肽，细胞分裂受 

到抑制，从而产生抗菌杀虫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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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MG在其它行业的应用 

MG还被大量用于食品添加剂、消毒药、驱虫药和作 

为染料用于丝绸业、毛纺业、麻纺业、皮革业、棉纺业、印 

刷业和丙烯酸工业 。 

3 MG毒性影响 

3．1 水产类动物 

环境温度、pH、水的硬度、溶氧量等诸多因素对 中毒 

剂量的判断都有影响，因而不同种属鱼的很难作 比较。 

Gluth和 BiHs 详细研究了MG对不同成年鱼和幼鱼的半 

数致死量，其范围在0．045～9．100 mg／L。影响因素包括 

pH、水温和染料作用时间(见表 1)。研究表明，水温上升 

可引起 MG的毒性作用增强，这与 Alderman和 Polglase 

的报道相符。 

表 1 暴露 MG后不同鱼的半数致死剂量 

Wright 评价了MG对大口鲈鱼和鲑鱼卵及鱼苗的 

致死率。结果表明，MG的浓度增加 1倍，其致死率可增 

加 20倍，因而可以认为 MG是一种剧毒物，应禁止用于大 

口鲈鱼卵和幼鱼的生产。研究发现  ̈，”]，MG短期或长期 

暴露于淡水鱼后的毒性影响。MG用于虹鳟后可导致基 

因突变、致癌、染色体破碎、畸形和繁殖能力下降，虹鳟长 

期暴露于 MG后发现鱼卵发育异常 ，受精 38 h后胚胎存 

活率显著下降，孵化时间延长，脊柱 、头、鳍、和尾发育异 

常。MG对呼吸系统酶有毒性影响 ，可导致虹鳟鱼和罗非 

鱼的呼吸失调 ’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将 MG作为致 

癌敏感化合物。 

组织病理学研究发现 ，MG对肝、腮、肾、肠、性腺 

和垂体促性腺细胞有严重的影响；MG可导致肝脏局部坏 

死，引起肾近曲小管上皮细胞的增生、肾小球萎缩、肾被 

膜破裂、细胞坏死、核碎裂、核溶解、核固缩ⅢJ。MG也导 

致肠坏死与剥落，肠上皮细胞退化 ，杯形细胞增生。肠绒 

毛稍破裂，黏膜折叠破裂，肌 肉和绒毛膜变形、变性。在 

急性、亚急性和亚致死浓度下，鲶鱼垂体促性腺细胞活性 

受到抑制 ，性腺退化u 。 

血液生理生化研究发现 ，MG引起包括虹鳟等血液参 

数的变化 ，贫血、血球容积 、红细胞和白细胞数减少、血球 

蛋白含量降低、血凝固时间延长” 。淡水鲶鱼暴露MG 3 

d后，红血球和血红蛋 白数增加 ，白血球减少。BiHs和 

Hunn(1976)否认 MG会对银大马哈鱼的血液正常生理化 

学产生不良的影响，但 Heteropnerstes在急性、亚急性和致 

死浓度下，还是发现血液生化参数有明显的变化。在0．1 

mg／L MG暴露 20 d，鱼血液 中钙和蛋白质含量的明显下 

降 ，鲶鱼血液总胆固醇含量增加，罗非鱼血液磷和钙含量 

下降。鲶鱼暴露于 MG后，碳水化合物和渗透压调节紊 

乱。MG可导致肝脏和肌肉糖分解紊乱 ，并伴随高血糖和 

高胆固醇；还发现某些鱼体内缺氧和蛋白质合成能力减 

弱 。 

3．2 哺乳及其它动物 

MG可在环境中长期存在并对水生和陆生生物产生 

毒性。MG和 CV类似于另一种三苯甲烷染料品红(Ros． 

aniline)，后者可以导致人发生膀胱癌，其隐形化合物可诱 

导小鼠肾、肝、肺肿瘤 J。临床报道和实验研究都证明了 

MG对多器官的毒性 ，兔口服 MG后引起肾脏病变。对大 

鼠和小鼠实验表明，MG可影响食物的吸收、动物生长和 

繁殖能力 ，造成肝、脾 、肾和心脏的病变，皮肤、眼睛、肺 

部和骨骼的损害。10 M LMG可抑制甲状腺过氧化物酶 

的活性，引起小鼠尿道膀胱上皮细胞和甲状腺滤泡细胞 

的凋亡 。 

MG引起大鼠和小鼠基因突变，导致新西兰大白兔严 

重的妊娠异常、摇蚊幼虫和果蝇的染色体异常。大鼠暴 

露 MG后，肺癌、乳腺癌和卵巢癌 的发生率增加，LMG可 

阻断甲状腺激素的合成，降低 T4的浓度，升高 TSH的浓 

度，并导致大鼠甲状腺滤泡细胞的癌变。MG还可导致肝 

细胞周期调节蛋白表达失控。 

4 MG的吸收、代谢和残留 

研究 MG的在体内的药代动力学，目前文献报道 

主要通过血管给药和体外药浴。 

通过血管给药后 ，血液 中 MG的浓度迅速下降。MG 

在血液中的半衰期为 6．2h，主要代谢为LMG，LMG的浓 

度随使用MG的时间而增长：0．75 h后检测LMG和 MG， 

分别为 0．875和0．599 mL；10 h后为 0．197和0．049 

~g／mL，此时两者之和约为给药量的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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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水体给药后，血液中MG及其代谢产物也迅速增 

加。给药后 1 h，MG和 LMG分别为 3．29和 1．94 g／ 

mL，ld后 MG减少到最低，而 LMG到 14d后才降到最低 

(0．106 Ixg／mL)。给药后 1 h，肌肉中 MG和 LMG分别为 

1．18和 1．45 Ixg／mL，14 d后分别为 0．012和0．518 g／ 

mL。MG在肌肉中的消除分两个阶段 ，半衰期为67 h；14 

h后 MG还可以检测到但不能定量，LMG在 42 h后仍能 

检测到(0．019 Ixg／mL)，LMG的浓度占总残留量，由0 h 

的49％到 14 d的 80％。LMG的浓度随时间增加逐渐升 

高 ，转移鱼到清水中 1h后，其浓度最高(2．36 Ixg／mL)，半 

衰期为4．7 h，10 h后 MG的浓度下降到0．025 g／mL，而 

LMG升高到 MG的 3O倍。 

在肌肉和血液中，LMG的代谢 比起 MG来要缓慢的 

多，两者在肌肉中残 留时间比血液中更长。其它因素也 

影响 MG和 LMG的代谢，特别是在脂溶性组织中。虹鳟 

从 10 d到 40 d LMG在肌肉中的半衰期与肌肉中的脂肪 

含量高度相关，报道 MG在虹鳟鱼肌 肉中的半衰期约为 

1．5d，最近研究表明，LMG和 MG在缸鳟鱼肌肉中的半衰 

期分别为2．8 h和 10 h。色谱分析肌肉中的残留发现， 

MG的代谢是去甲基的过程。LMG也是虹鳟给 MG后的 

主要代谢物。 

MG的代谢产物广泛分布于体内各个组织，在排泄组 

织和脂肪中含量最高；在肌肉和血液中最低。2 h后 MG 

在脂肪、肌肉、血液中三者比例为6．2：0．72：1；第 14 

天，比例为 157：4．2：1。脂肪中总残留随时间的延长而 

增加，血液中则与之相反，下降速度在所有组织中最快。 

放射研究显示，MG给药后广泛地分布于所有组织中，尤 

其是肝和主肾，其它鱼中的MG在排泄器官组织中也被发 

现，副肾及其血液与主肾相似。脾中含量比副肾和主肾 

均低。在腹脂中，随时间增加，浓度上升；4 h时，脂肪 中 

含量居所有组织之首。放射标记分析表明，暴露 1 h后， 

每组鱼的MG代谢下降为15％；血液给药18 h后，胆囊中 

检测到 <5％，胆汁中浓度为22．8％ ，48 h后尿囊 <5％。 

水体暴露随着 pH上升，组织 中 MG和 LMG升高。 

在 pH 8时，血清和肌肉中的MG和LMG分别是 pH 6的 8 

倍和5倍；当pH 6和pH 7时，在2 h内，MG和醇式的MG 

达到平衡 ，pH 8时，在5 h内主要为醇式的 MG，所有不同 

DHF、MG各个形式总量保持不变。鳗鱼随着水体pH的 

上升，组织中的MG和LMG的浓度都显著升高，说明醇式 

的 MG比有色的 LMG更易被机体吸收。 

MG用于防治真菌和寄生虫感染，降解为 LMG后在 

机体组织中累积。1983年 Poe和 Wilson首次报道 MG在 

鱼组织中残留 ，主要残留部位为血液、肝 、肾、肌肉、皮 

肤和内脏。Plakas分析了MG在体内的吸收、组织分布和 

代谢。在水体中 MG被快速吸收，组织中的浓度在短时间 

升高，在虹鳟和大西洋鲑鱼的卵、幼鱼和成鱼肌肉组织中 

检测到 MG的残留。Alderman 报道 ，MG被吸收到鱼的 

几乎每一个组织中，残留明显并且几乎难以代谢。 

Meine~z等 分析了虹鳟肌 肉 MG的残留，认为 MG 

的毒性影响钙离子和腐殖质含量。MG带正电荷，可竞争 

钙离子与带负电荷的腐殖质的结合；结果还显示，在含 

MG的水体中钙／腐殖质浓度越低，鱼可存活的时间越长。 

5 MG残留的检测 

国外建立了多种 MG的检测方法 ，如 HPLC、离子对 

液相色谱、同位素稀释法和分光光度计法等 ，主要采用液 

相色谱分析方法。国内对 MG毒性的研究尚少 ，仅上海出 

入境检疫部门用高效液相色谱法进行了检测 J。检测最 

低限在 1 kg以上，这与欧盟 2004年确定实验室MG 

的最低检测限(2 g／kg)比较相近(CD 2004／25／EC)。但 

在最近《欧盟残留参考(第五版)》中LC—MS和GC—MS 

法检测 MG的残留，其检测限高于2 g／kg。 

Plaksa 用 HPLC检测鱼组织中 MG和 LMG的残 

留，在血清和肌肉中分别检测到最低浓度为25 g／kg和5 

g／kg。Tarbin和 Allen也用 HPLC检测 MG和 LMG的残 

留，但最低检测限高于5 Ixg／kg 。Doerge将鲑鱼浸泡在 

MG浓度为 250—1000 g／kg水中不同时间，然后用 LC／ 

Ms方法检测到最低残 留 3 Ixg／kg。最近 Bergwerf~ 用 

LC—MS—MS方法最低可以检测到 0．2 g／kg的 MG和 

LMG。Safarik等 用一种磁力吸附剂 (magnetite with im— 

mobilized copper phthaloeyanine dye，铜 固定苯二 甲蓝染 

料)提取后在分光光度计下测定，检测极限也达到 0．5— 

1．0 g／kg。中国农科院上海兽医研究所动物药残检测课 

题组，近两年来致力于孔雀石绿免疫方法的建立，已经制 

备了特异性很强的抗无色孔雀石绿单克隆抗体，目前的 

酶联免疫方法能够检测到鱼肉中2Ixg／kg的 LMG。 

6 结论 

MG的广泛应用和其对水产动物以及人类免疫系统 

和呼吸系统的毒害作用一度引起争议。由于其对人类的 

“三致作用”的危害性，中国、美国和欧盟部分国家已经制 

定法律，在水产品中禁用 MG。最近，英国生产了一种可 

替代MG的药物——Pyceze|3 ，用于鱼和鱼卵的抗菌感 

染，疗效很好，完全可以替代MG。也有一些药物，如二氧 

化氯和过氧化氢，其抗菌作用并不逊于 MG。此外，腐殖 

酸也有类似 MG的抗菌作用。希望在其它行业上，MG的 

应用也能找到相应的替代品，以减少其对环境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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