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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市大气二氧化氮浓度对神经系统疾病门诊量的急性影响 
安珍 1,2, 宋杰 1*, 孙银贞 1, 姜静 1, 李海斌 1, 李娟 1, 吴卫东 1*

1 新乡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河南新乡，453003

2 河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河南新乡，453003

【摘要】：目的：新乡市地处我国中原地区，空气污染状况较为严重。本研究探讨了新乡市大气

NO2 浓度对该市居民神经系统疾病就诊量的影响。方法：收集新乡市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日均 NO2 浓度、气温和相对湿度，以及医院神经系统疾病门诊人数，采用广义相加时间序

列模型分析 NO2 浓度于神经系统疾病就诊量的相关性。模型中控制了温湿度的影响、长期时间变化

趋势、星期几效应和节假日效应等的影响，并进一步按照年龄、性别、季节进行了分层分析，查找

敏感人群。结果：大气 NO2 浓度每升高 10 μg/m3，该市居民当天（lag0）因神经系统疾病门诊的风

险增加 1.50%（95% CI：0.45-2.56%）。结论：大气 NO2 浓度的升高可能增加了居民神经系统疾病的

风险，在政府严格控制颗粒物污染的情况下，同样需要关注气态污染物带来的健康危害。

关键词：二氧化氮；神经系统疾病；门诊量；广义相加模型

作者邮箱：*Email: wdwu2013@126.com，songjie231@126.com

稀土尘肺患者血浆中 miRNA 和 LncRNA 差异表达谱研究 
白宇超 , 赵宇航 , 高艳荣 , 王素华 *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内蒙古，包头，014040）

摘要 : 目的：探讨稀土尘肺患者血浆中 miRNA 和 LncRNA 的差异表达谱，为进一步研究稀土尘肺发

病机制提供实验依据。方法：选择 9 例稀土尘肺患者和 9 例健康人员作为实验组和对照组，采集外周

血，使用基因芯片技术对血标本 miRNA 和 LncRNA 差异表达谱进行检测，通过 GO、KEGG 分析对差异

表达的 miRNA 和 LncRNA 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了 95个差异表达的 miRNA( 上调 12 个，下调 83 个 )，

125 个差异表达的 LncRNA( 上调 49 个，下调 76 个 ) 和 82 个差异表达的 mRNA( 上调 38 个，下调 44

个 )。GO 分析表明，差异表达的 miRNAs 主要富集的条目为转录调控、RNA 聚合酶 II 启动子转录的正

调控、金属离子结合、细胞质组分等。差异表达的LncRNAs主要富集的条目为对细胞胞外刺激的反应、

平滑肌细胞增殖负调控、细胞对镁离子的反应，O-linked 蛋白质糖基化等。差异表达 mRNA 主要富集

的条目为核信使 rna 剪接、对细胞胞外刺激的反应、平滑肌细胞增殖的负调节、自噬体、应激反应

等。KEGG 分析表明，差异表达的 miRNAs 主要富集在 mTOR 信号通路、AMPK 信号通路、膀胱癌、非小

细胞肺癌等。LncRNAs 主要富集在造血细胞谱系、剪接体、系统性红斑狼疮、戊糖和葡萄糖醛酸酯互

变现象等，而差异表达 mRNA 主要是参与调节自噬、NOTCH 信号通路、剪接体、造血细胞谱系。结论：

稀土尘肺患者血浆中miRNA和 LncRNA表达存在差异。RNA的差异表达主要与细胞对刺激的反应有关。

关键词：稀土尘肺；miRNA；LncRNA；差异表达

铅暴露致糖尿病大鼠中枢神经系统炎症损伤的实验研究 
薄建柱 , 李爽 , 王希 , 王俊峰 , 魏静 , 何滨 , 吴磊 , 张艳淑 *

华北理工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唐山 063210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铅暴露对糖尿病大鼠中枢神经系统的免疫监视损伤状况，以期为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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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集

人群的铅暴露的防治提供理论依据。方法：20 只 Wistar 大鼠随机分为对照组和铅染毒组；自发性 2

型糖尿病 GK 大鼠随机分为糖尿病组和糖尿病 + 铅染毒组，每组 10 只。铅染毒组和糖尿病 + 铅染毒

组大鼠应用含有 0.03% 醋酸铅的饮水进行铅染毒，共 9 周。应用水迷宫检测学习记忆功能的变化；

ICP-MS 检测大鼠全血和海马组织中铅含量；ELISA 和 qPCR 方法检测海马组织和脑脊液中中炎症因子

IFN-γ、IL-4、IL-6、IL-1β 和 TNF-α 蛋白含量和 mRNA 的表达；激光共聚焦荧光免疫方法和 qPCR

检测脉络丛细胞间黏附分子 -1(ICAM-1) 和血管细胞黏附分子 -1(VCAM-1) 的表达。结果：铅暴露的糖

尿病大鼠定位航行时间分别为铅染毒组或糖尿病组的 3.47 倍和 1.19 倍，穿越平台的次数分别下降

了 50.09% 和 55.00%。糖尿病 + 铅染毒大鼠海马中 IFN-γ、IL-6 及 IL-1β 蛋白含量高于铅染毒组及

糖尿病组（P<0.05），分别升高了 [16.58%、18.73%]，[47.60%、34.41%] 和 [63.29%、20.25%]。

糖尿病 + 铅染毒组大鼠海马中上述炎症因子 mRNA 的表达与蛋白表达变化趋势相同。糖尿病 + 铅染

毒组大鼠血清中 IFN-γ，IL-6 和 IL-1β 蛋白含量比铅染毒组及糖尿病组分别升高了 [27.43%、

57.74%]，[24.07%、29.84%] 和 [23.42%、43.64%]。糖尿病 + 铅染毒组大鼠脑脊液 IFN-γ 蛋白含量

分别是铅染毒组及糖尿病组 1.36 倍和 1.31 倍；IL-6 和 IL-1β 蛋白含量分别是糖尿病组的 1.15 倍

和 1.51 倍。此外，糖尿病 +铅染毒组大鼠脉络丛中 IFN-γ，IL-6 和 IL-1β的 mRNA 表达分别升高。

糖尿病 + 铅染毒组 ICAM-1 和 VCAM-1 荧光强度和 mRNA 的表达高于糖尿病和铅染毒组。结论：铅暴露

导致糖尿病大鼠炎症因子及粘附分子的表达增加，血脑脊液屏障的免疫功能受到损伤，这可能与铅

暴露导致的糖尿病大鼠学习和记忆功能损伤加剧有关。

通讯作者：张艳淑，yanshu_zhang@163.com

关键词：铅；糖尿病；神经炎症；血脑脊液屏障；免疫监视

二氧化硅诱导的大鼠矽肺模型差异蛋白组学及生物信息学分析
薄存香 , 杜忠君 , 于功昌 , 张玉 , 赛林霖 , 贾强 *, 邵华 *

山东省职业卫生与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目的：研究二氧化硅（SiO2）诱导的矽肺模型大鼠肺组织差异蛋白表达，为揭示矽肺发病机制及

药物靶点提供理论基础。方法：雄性 Wistar 大鼠 40 只，体重 200-220g，随机分为对照组 (n=20) 和

矽肺模型组(n=20)，模型组采用一次性气管灌注法，将SiO2 50mg/ml粉尘混悬液l ml缓慢注入气管，

对照组采用同样的方法注入 1ml 灭菌生理盐水。分别在染尘后 28d 处死大鼠，每组随机选取 3 个大

鼠肺组织左上叶进行蛋白提取及浓度测定。用同位素标记相对和绝对定量技术（Tandem Mass Tag，

MTT）对其进行标记，二维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技术对肽段进行鉴定，得到的结果采用 Uniport 大鼠数

据库数据库进行比对，对蛋白进行注释。通过 t-test 检验计算模型组与对照组的差异倍数 FC 值和

差异显著性 p-value 值，以 FC>1.5 或 FC <2/3 且 p-value<0.05 为标准筛选差异显著蛋白，筛选出

的差异显著蛋白应用 GO（gene ontology）、KEGG(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 进

行功能注释分析。结果：共鉴定出大鼠矽肺模型组 650 个差异显著表达蛋白，其中 355 上调蛋白，

295 个下调蛋白。依据 GO 数据库提供的 3 种本体论（生物学过程、细胞组分、分子功能）对差异蛋

白进行 GO 分类，分别得到 2059，352，390 个功能簇，主要涉及细胞粘附、细胞连接、蛋白结合、

脂质结合、酶活性、细胞 - 底物粘附连接、溶酶体、细胞骨架、细胞免疫、细胞迁移、细胞 - 基质

粘附、有机氮代谢、细胞外基质、吞噬作用、细胞调控、血管生成及调控、细胞增殖、及细胞对化

学刺激的反应等功能。这些差异蛋白主要富集得到 40 条信号传导通路，主要有核糖体、吞噬小体、

溶酶体、白细胞经内皮迁移、谷胱甘肽代谢、类风湿关节炎、肾素 - 血管紧张素系统、代谢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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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动蛋白细胞骨架的调控、ECM 受体相互作用等。结论：硅肺致肺纤维化大鼠模型中表达的蛋白为硅

肺相关蛋白的进一步功能分析提供了重要数据。

通讯作者： 贾强，副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Email：jiaqiang5632@163.com；邵华，研究员，

博士研究生导师，Email：chinashaohua5888@163.com.

三氯乙烯通过抑制 miR-199b-5p 部分促进 SET 介导的肝细胞凋亡 
常群群 1, 任晓虎 1, 陈志鸿 2, 阮嘉雯 2, 钟佳成 1, 邓荣霞 1, 刘威 1, 黄新凤 1, 杨细飞 1, 刘

云岗 2, 刘建军 1

1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现代毒理学重点实验室，广东 深圳，518055

2 南方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广东 广州，510515

【摘要】：目的：筛选并验证 TCE 致肝细胞毒性中靶向调控 SET 的 microRNA。明确 SET 在 TCE 诱

导肝细胞凋亡过程中的作用机制。方法：从相关数据库初步筛选潜在靶向调控 SET的候选 microRNA，

进一步利用 RT-PCR 分析肝细胞中，TCE 诱导的候选 microRNA 的表达改变；运用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

明确与 SET 靶向结合的 microRNA；通过构建特定 microRNA 稳定高表达与稳定干扰的 L-02 肝细胞，

揭示特定 microRNA 在 TCE 致肝细胞毒性中的作用机制。结果：通过交叉比对四个不同的 microRNA 数

据库，筛选出 6个潜在调控 SET 的 microRNA； RT-PCR 结果表明，miR21 和 miR199b 在 TCE 处理的肝

细胞中表达降低；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检测结果显示，只有 miR199b 可与 SET 3’-UTR 结合；进一

步建立 miR199b 高表达与干扰肝细胞后发现，miR199b 升高可抑制 SET 表达并降低 TCE 诱导的肝细胞

凋亡，而 miR199b 降低则促进 SET 表达并增强 TCE 诱导的肝细胞凋亡。结论：TCE 致肝细胞毒性中，

miR199b 水平降低促进 SET 表达，进而部分增强了 TCE 诱导的肝细胞凋亡。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81872666)，深圳市医疗卫生三名工程项目 (SZSM201611090)

通信作者：刘建军，E-mail：junii8@126.com

线粒体 RB 关联性坏死性凋亡介导镉诱导肝毒性损伤的体内试验研究 
车琳 , 吴自力 , 黄婧 , 潘虹 , 郭倪君 , 颜思平 , 林怡 , 林育纯 , 林忠宁 *

分子疫苗学和分子诊断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厦门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厦门，361102)

目的：镉作为常见的环境重金属污染物，在体内蓄积易造成肝、肾等组织器官毒性损伤。坏死性

凋亡 (necroptosis) 作为一种程序性细胞死亡；本课题组前期已证明可参与肝细胞毒性损伤，提示

外源物诱导肝毒性转归是否经由线粒体关联性坏死性凋亡的分子机制有待研究。本研究聚焦于靶细

胞器线粒体，拟探讨镉诱导坏死性凋亡的肝毒性作用及其线粒体关联性分子机制及其线粒体靶向干

预作用。方法：采用成年 ICR 小鼠，雌、雄各半，按性别随机分为 4 组，包括对照组 (Ctrl，给予生

理盐水 )、CdCl2 组 (1 mg/kg•bw)、二甲双胍 (Met) 组 (100 mg/kg•bw) 和 Met+CdCl2 干预组；CdCl2

腹腔注射、Met 灌胃，连续染毒一周，每天记录小鼠体重变化。最后一次处理 24 h 后，处死小鼠取

肝脏组织，实时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 (qRT-PCR) 检测肝组织中金属硫蛋白 mMt1 基因 mRNA 水平；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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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免疫印迹实验 (WB) 和免疫组织化学 (IHC) 检测 RB 蛋白、坏死性凋亡标志蛋白 p-MLKL 和线粒体分

裂蛋白 Drp1 的蛋白水平和组织分布，苏木精伊红 (HE) 染色观察肝组织病理损伤；肝组织匀浆检测

丙氨酸转氨酶 (ALT)、天冬氨酸转氨酶 (AST) 活力评价肝脏功能。结果：与对照组相比，给予 CdCl2

的各处理组小鼠肝组织中 mMt1 mRNA 水平均增高，提示镉染毒模型的建立；与对照组相比，CdCl2 组

肝组织中 RB、p-MLKL 和 Drp1 表达及其在线粒体转位均显著性增高 (P<0.05)，肝脏组织出现肝索断

裂和肝细胞空泡化等病理学改变，AST 和 ALT 水平升高 (P<0.05)。与 CdCl2 组相比，Met+CdCl2 干预

组中 p-MLKL 表达、Drp1 和 RB 的表达及其线粒体转位均显著性降低 (P<0.05)，肝索断裂和肝细胞空

泡化均明显减少，抑制 CdCl2 诱导的 AST 和 ALT 水平升高 (P<0.05)；上述结果在雌、雄小鼠间未见

明显差异 (P>0.05)。结论：线粒体关联性坏死性凋亡参与介导镉暴露诱导的肝脏毒性，与线粒体 RB

和 Drp1 调节有关，Met 靶向干预 Drp1 可抑制线粒体依赖性肝毒性转归。

关键词：镉；肝毒性，坏死性凋亡；线粒体 RB；Drp1 靶向干预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Nos.81573181,81773465 
* 通讯作者 : linzhn@xmu.edu.cn

 

基于人呼吸道上皮细胞模型的矽尘毒性机制研究 
陈尚雅 , 栗子渊 , 杨旭 , 牟英文 , 李超 , 张恩国 , 杜忠君 , 邵华

山东省职业卫生与职业病防治研究院，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山东济南 250062；

摘要：目的 : 体外建立无创的、具有个体化的细胞模型，深入探讨矽尘早期毒性作用与炎症小

体、细胞焦亡之间的关系。方法 : 获取健康成人的原代呼吸道上皮细胞，加入 0、25、50、100μg/

ml 的微米级二氧化硅悬液，染毒 48h 后，Nucgreen 检测细胞死亡水平，免疫荧光观察炎性小体通路

相关蛋白的表达，流式细胞术分析 ROS 的表达，ELISA 检测细胞上清液 LDH、IL-1β 和 IL-18 的表

达，并通过 mRNA 测序，探索微米级二氧化硅对人呼吸道上皮细胞模型的毒性作用机制。结果：原代

人呼吸道上皮细胞呈成纤维样，贴壁生长；随矽尘浓度的升高，Nucgreen 及炎性小体通路相关蛋白

Caspase-1、Nlrp3的荧光强度增强，呈剂量-效应关系。随染毒剂量增高，细胞ROS荧光强度明显增加，

细胞上清液 LDH、IL-1β 和 IL-18 表达水平明显升高。mRNA 测序共筛选出 8607 个差异基因；GO 分

析表明，炎症反应、细胞分裂等生物学过程在染毒前后有显著性差异；KEGG 通路分析表明，NF-κB

等信号通路起关键作用；通过 PCR 验证，NF-κB、CARD14、Gasdermin B、Cathepsin S、NLRP3 基因

表达水平明显升高。说明二氧化硅通过氧化应激或 NF-κB 信号通路，或溶酶体损伤释放组蛋白酶，

激活NLRP3-Caspase1炎性小体，进而促进Gasdermin激活而引起细胞破裂，释放LDH，引起细胞焦亡，

从而引起人呼吸道上皮细胞毒性反应。结论 : 矽尘可能通过炎性小体通路引起细胞焦亡，对呼吸道上

皮细胞产生毒性作用；原代人呼吸道上皮细胞模型可作为矽肺毒性机制研究的稳定细胞模型，为矽

肺机制研究及个体化药物筛选奠定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原代人呼吸道上皮细胞；细胞焦亡；炎性小体；矽肺；机制

第一作者：陈尚雅，e-mail：chensy8927@163.com

通讯作者：杜忠君，邵华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1872575）；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ZR2018MH036）；山东省重

点研发计划（2017GSF18186）；山东省医药卫生科技发展计划（2018WS173）；山东省医学科学院院

级科技计划项目（20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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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琥宁经肺部和静脉给药的肺部药代 -药效动力学比较评价 
陈韡亚 , 王源崧 , 马思琪 , 从兆清 , 杨飞飞 , 刘春雨 , 廖永红 *

(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北京 100193)

目的：穿琥宁属穿心莲内酯类成分，主要用于清热解毒、抗菌消炎。临床上穿心莲内酯类注射

液的使用越来越多，产生不良反应案例也随之增加。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开发可保持注射制剂疗

效，又可避免注射制剂不良反应的新型替代制剂。肺部吸入制剂在替代中药注射剂静脉注射治疗呼

吸道疾病方面具有优势，本研究旨在比较研究穿琥宁雾化吸入与静脉给药方式的肺部 PK-PD 特性，

证明雾化吸入给药的可行性，为临床穿琥宁雾化吸入给药提供依据。方法：本研究利用激光粒度仪

(Spraytec) 和新一代药用撞击器 (NGI) 进行穿琥宁的雾化实验，评价其可吸入性。药代动力学实验

分为气管滴注组和尾静脉给药组，给药后于不同时间点取血浆、支气管肺泡灌洗液 (BALF) 和肺组

织样品，样品经过处理后，利用已建立的液质检测方法检测生物样品中穿琥宁的含量。药效学评价

采用气管滴注脂多糖 (LPS) 建立小鼠急性肺损伤模型，比较气管滴注和尾静脉注射两种途径给药后

肺泡灌洗液中炎性因子 TNF-α 的含量，以炎性因子指数的大小评价药物治疗效果。结果：Spraytec

评价中，雾化气溶胶的 D（50）值为 4.18±0.05 μm，而 NGI 实验结果发现 MMAD 为 4.54±0.29 

μm，可吸入微细粒子分数为 57.03%±2.72%，说明雾化气溶胶具有较好的可吸入特性。气管滴注组

中药物于肺部吸收入血，在 15min 内不断增加，在 15min 达到最大血药浓度；尾静脉给药后药物迅

速吸收入血，在 5min 达到最大血药浓度，之后迅速下降。两种给药方式于 4h之后即检测不到药物。

尾静脉组的血浆 AUC 值为 31.8 mg.h/ml，而气管滴注组为 12.3 mg.h/ml。此外，气管滴注组中肺组

织中的药物含量明显比尾静脉组高，气管滴注组 0.25h 药物含量平均值为 64800 ng，而尾静脉组的

平均值仅有 1260 ng；气管滴注组在 8h 仍可检测到药物，且药物含量平均值为 318 ng，尾静脉组 4h

时药物含量平均值为 57 ng，8h 时已经检测不到药物。气管滴注组的肺组织药物 AUC 值为 64 mg.h/

ml，尾静脉组为 0.91mg.h/ml，前者是后者的近 70 倍。这表明，气管滴注给药方式使药物在肺部大

量驻留，延长了药物在肺部的驻留时间，大幅提高了药物在肺部的生物利用度。药效学实验中，气

管滴注组造模前 1h、3h、6h 给药均有药效，1h 治疗效果最佳，TNF-α 含量降低可达到 90%，3h 和

6h 治疗效果在 50% 左右；尾静脉组不同时间点与 LPS 组相比没有明显治疗效果。结论：综合以上实

验结果可知，穿琥宁注射液雾化效果较好，具有良好的可吸入性。在相同给药剂量下，气管滴注给

药组的肺部药物含量及肺部药物驻留时间明显优于尾静脉给药组，且可有效抑制肺泡灌洗液中炎性

因子含量。表明气管滴注给药肺部靶向性更强，具有更好的肺部驻留和抗肺炎效果。

【基金项目】：感谢国家自然基金（编号：81603052），医科院创新工程（编号：2017-I2M-1-

013）资助。
* 通讯作者：廖永红，E-mail：yhliao@implad.ac.cn

根据发生机制和临床表现甄别烟草戒断症状与药物不良反应 
陈夕 , 童瑾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重庆市渝中区，400010

摘要：烟草依赖是一种致死性、慢性成瘾和高复发疾病。吸烟者常需药物辅助戒烟。其中戒烟药

（伐尼克兰和安非他酮）的部分不良反应与烟草戒断反应极为相似，国内外鲜少对其明确区分，使

戒烟者易将两者混淆而擅自停药，致戒烟失败。本文就各自的发生机制及临床症状，甄别戒断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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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药物不良反应，帮助医务工作者和戒烟者更系统和全面地了解其区别和处理方式，有利于安全高

效地戒烟。

关键词：伐尼克兰；安非他酮；戒断反应；药物不良反应

第一作者：陈夕，E-mail：946167483@qq.com

通讯作者：童瑾，E-mail：tongjin01234@163.com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通过 TrkB-MAPK-Erk1 / 2 途径保护丙烯酰胺诱导的神经

元和突触损伤
陈宵 1,2, 蔡文健 1,2, 张意 1,2, 李忠生 1,2, 肖经纬 1,2, 李斌 *1,2

1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北京，100050

2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化学安全与健康重点实验室

目的 : 建立丙烯酰胺（ACR）神经元染毒及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干预的体外模型，探讨

BDNF 在暴露于神经毒素 ACR 后对 NB-1 细胞的保护作用。方法：将与施万细胞（SCs）共培养的 NB-1

细胞以及单独培养的 NB-1 细胞暴露于梯度浓度的 ACR 中。而后分三个阶段验证：（1）通过 MTT 法

测定不同染毒浓度（0、25、50、100、150、200 和 250μg/ml）和不同染毒时间（24、48 和 72h）

的细胞毒性和细胞活力，优选 ACR 染毒浓度及时间的组合；（2）通过蛋白质印迹（Western blot）

和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PCR）测试不同处理组中 BDNF，TrkB，MAPK-Erk 和突触蛋白 I 的蛋白质和

mRNA 表达，并检查将外源 BDNF 应用于 NB-1 细胞后以上指标的表达变化；（3）为了进一步确定神

经元损伤修复的机制，在 ACR 染毒同时加入 TrkB 受体化学抑制剂 K252a，Western blot 法检测受体

TrkB 及下游 MAPK-ERK1/2 的表达水平。结果：ACR 以剂量和时间依赖性方式降低细胞活力并破坏突

触，致使突触素蛋白 I（Synapsin I）表达的减少。在 ACR 暴露后，神经元启动了自我保护机制，其

中 Synapsin I 和 BDNF 的水平增加，该机制通过共培养条件下 TrkB / MAPK / Erk1 / 2 途径的下游

激活而得到加强。外源性 BDNF 的应用也会明显导致 TrkB，MAPK-Erk 和 Synapsin I 水平增加。结论：

Synapsin I 可以作为 BDNF 酪氨酸激酶级联途径的下游效应物，并通过维持突触结构和功能的完整性

来保护神经细胞免受 ACR 诱导的损伤。

关键词：丙烯酰胺；突触蛋白 I；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原肌球蛋白受体激酶 B；丝裂原活化蛋

白激酶 -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 1/2

邮箱：E-mail：cassiecx2012@hotmail.com

自噬在甲苯二异氰酸酯（TDI）诱导人支气管上皮细胞炎症和气道重塑中的作

用 
陈昱君 , 于功昌 , 赛林霖 , 薄存香 , 张玉 , 贾强 , 邵华

山东省职业卫生与职业病防治研究院，山东省第一医科大学（山东省医学科学院）

目的：探讨自噬在甲苯二异氰酸酯诱导人气道上皮细胞（16HBE）炎性反应及气道重塑中的

作用。方法：合成 TDI- 人血清白蛋白（HSA）耦合物（TDI-HSA）并用 Gutmann 法检测其 TDI 的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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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BCA 法检测 HSA 含量。用不同浓度 TDI-HSA 及 HSA 刺激 16HBE 细胞，流式细胞仪、ELISA 检测

16HBE 细胞 ROS 表达水平及炎性反应水平，Western blot 检测其自噬活化情况。为探讨自噬抑制剂

3-methyladenine (3-MA)及自噬激动剂rapamycin (Rapa)对16HBE细胞炎性反应和气道重塑的影响。

实验设溶剂对照组、TDI-HSA 组、Rapa 组、TDI-HSA+Rapa 组和 TDI-HSA+3-MA 组。CCK-8 法检测各组

细胞存活率；利用Western blot检测自噬；GFP-RFP-LC3腺病毒转染16HBE细胞后检测自噬流的变化；

ELISA 法及免疫荧光法检测各组细胞炎性反应；Western blot 法检测各组细胞气道重塑相关蛋白表

达水平。结果：本研究合成 TDI-HSA 中 TDI 的质量浓度为 18.30μg/mL，HSA 质量浓度为 1 650μg/

mL。TDI-HSA（40、80、120μg/mL）处理 16HBE 细胞 24h 后 ROS、IL-4 和 IL-6 表达水平均显著高于

同浓度 HSA 组，且 ROS、IL-4 和 IL-6 表达水平均随着 TDI-HSA 剂量的增加而显著增加（P＜ 0.05）。

与对照组比较，不同浓度 TDI-HSA 组 16HBE 细胞中 Beclin1 蛋白表达水平及 LC3β-II/I 比值均升高，

P62 蛋白表达下降，HMGB1 及 RAGE 蛋白表达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随着 TDI-HSA

浓度的增加，Beclin1 和 HMGB1 蛋白表达水平显著增加，LC3β-II/I 比值显著降低，P62 蛋白表达水

平显著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CCK-8 检测结果表明各组细胞生存率均＞ 90%。GFP-

RFP-LC3β 双标腺病毒转染 16HBE 细胞后，荧光显微镜观察，TDI-HSA 刺激后进行黄色斑点与红色斑

点定量，结果显示对照组检测到少量自噬体和自噬溶酶体；TDI-HSA 处理组，出现大量黄色及红色斑

点；用 3-MA 抑制自噬后，自噬体及自噬溶酶体数量明显减少，自噬减轻；Rapa 可主动激活自噬的发

生，与 TDI-HSA 刺激细胞结果效应相同。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TDI-HSA 组 LC3-

II / I 比值显著升高，beclin1 蛋白表达显著增加（P<0.05）。与 TDI-HSA 组相比，TDI-HSA+RAPA

组 LC3-II / I 比值显著升高，beclin1 蛋白表达升高（P<0.05），表明自噬活性增强；TDI-HSA+3-

MA 组 LC3-II / I 比值显著降低，beclin1 蛋白表达降低（P<0.05），表明自噬活性降低。ELISA 检

测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TDI-HSA 组 16HBE 细胞 IL-5、IL-6 和 IL-8 表达水平显著升高，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与 TDI-HSA 组相比，TDI-HSA+Rapa 组 16HBE 细胞 IL-5、IL-6 和 IL-8 表达

水平显著升高（P<0.05）；TDI-HSA+3-MA组16HBE细胞IL-5、IL-6和IL-8表达水平显著降低（P<0.05）。

免疫荧光检测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TDI-HSA 组 16HBE 细胞 caspase-1 和 NLRP3 数量显著增加，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 TDI-HSA 组相比，caspases-1 和 NLRP3 数量在 TDI-HSA+Rapa 组表

达显著升高，在 TDI-HSA+3-MA 组表达显著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Western blot 检

测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TDI-HSA 组 16HBE 细胞 E-cadherin 蛋白表达减少，vimentin、α-SMA、

MMP-9 和 Mucin5AC 蛋白表达显著增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 TDI-HSA 组相比，TDI-

HSA+Rapa 组 16HBE 细胞 E-cadherin 蛋白显著减少，vimentin、α-SMA、MMP-9 和 Mucin5AC 蛋白表

达显著增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TDI-HSA+3-MA 组 16HBE 细胞 E-cadherin 蛋白表达显

著增加，vimentin、α-SMA、MMP-9和 Mucin5AC蛋白表达显著减少，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TDI 可诱导 16HBE 细胞 ROS 表达水平升高并诱导自噬的活化。TDI 可诱导 16HBE 细胞炎性反应、

促进 EMT 过程及 MMP-9、Mucin5AC 蛋白表达，抑制自噬可降低 TDI 诱导的气道炎性反应及气道重塑

相关蛋白的表达。

通讯作者：贾强，副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Email：jiaqiang5632@163.com

外周血线粒体 DNA 拷贝数可预测三手烟诱发小鼠肝脏损伤 
崔旋 1, 陈婉榕 1, 牛亚莉 1, 孙易 1*

1 桂林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广西桂林临桂区致远路 1号，541199

目的：探讨三手烟暴露对小鼠肝脏损伤的影响。方法：昆明种小鼠分别暴露于三手烟 1-3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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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肝组织病理分析和肝功能相关的血清 SOD、AST 和 ALT 检测，并对肝脏病理组织切片进行了 SMA

的免疫组化分析。使用组间 t 检验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与对照组小鼠肝脏组织相比，暴露组

小鼠观察到中心静脉扩张、肝血窦扩张充血、炎症细胞浸润、肝脂肪变性，并且三月暴露组的血清

S0D 活性较对照组显著降低（P<0.05）。暴露于三手烟环境下的小鼠肝脏组织的 SMA 蛋白表达明显高

于对照组小鼠的 SMA 蛋白表达（P<0.01），外周血线粒体 DNA 拷贝数会随肝脏损伤出现改变。结论：

外周血线粒体 DNA 拷贝数可反映三手烟暴露经氧化应激途径损伤小鼠肝脏血管损伤 。

关键词 : 三手烟；肝损伤；氧化应激；血管新生；线粒体 DNA 拷贝数

*E-mail:sunyide163@163.com

广西自治区区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201810601116 和 201810601030) 和广西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2018GXNSFAA294095）

臭氧诱导共培养人内皮细胞动脉粥样硬化样改变及其机制研究 
范威 1, 安珍 1, 姜静 1, 王贵 1, 张艳格 1, 王亚 1, 孙贝贝 1, 吴卫东 1*

1 新乡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河南新乡，453003 

摘要：目的：利用体外共培养体系探讨臭氧（ozone, O3）的心血管效应及机制。方法：构建肺泡

上皮细胞系（A549）/ 人冠状动脉内皮细胞（human coronary artery endothelial cells,HCAECs）

共培养模型。单独培养的两种细胞系和共培养细胞系分别暴露于 O3，通过 ELISA 和 RT-PC 方法

分别测定三种培养体系中促炎因子，如白细胞介素 -6（interleukin-6,IL-6）和白细胞介素 -8

（interleukin-8,IL-8），以及动脉粥样硬化标志物，如内皮素 -1（endothelin-1,ET-1）、细胞间

黏附分子-1（intercellular cell adhesion molecule-1,ICAM-1）和血管细胞黏附分子-1（vascular 

cell adhesion molecule-1,VCAM-1）的水平。随后为探究 O3诱导 HCAECs 动脉粥样硬化改变的机制，

分别用 IL-6 和 IL-8 的中和抗体（Neutralizing antibody,NA）预处理共培养系统后检测 ET-1 和

ICAM-1 的表达。结果：O3 暴露可诱导 HCAECs 中动脉粥样硬化损伤标志物 ET-1、ICAM-1 和 VCAM-1

表达上调，并且在共培养体系中标志物升高更明显。此外，本实验发现 IL-6 和 IL-8 在 O3 诱导的

HCAEC 动脉粥样硬化改变中发挥重要作用。结论：O3 暴露可能通过诱导肺泡上皮细胞炎性因子分泌增

多，并进一步通过炎症级联效应刺激血管内皮细胞启动或促进动脉粥样硬化样改变。

关键词：臭氧；动脉粥样硬化；共培养；炎性因子；动脉粥样硬化标志物

通讯作者：*Email：wdwu2013@126.com

草甘膦的肾亚急性毒性
高慧 , 丁凡 , 张林 , 王若静 , 吴庆 *

*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上海市东安路 130 号，200032

目的：农药草甘膦目前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使用，在环境和人群的尿样中也能检测出草甘膦及代

谢产物。尽管草甘膦具有致癌争议，但其健康危害目前尚无定论。文献报道吸收入体内的草甘膦主

要分布在骨和肾，动物实验发现农药草甘膦的高剂量急性染毒损伤肝肾，长期低剂量染毒使肝和肾

细胞的损伤相关基因表达升高，而职业人群很可能在季节性农药喷洒中受到亚急性暴露。因此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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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目的分析草甘膦的亚急性暴露对肾的损伤及机制。方法：雄性 8 周 ICR 小鼠，随机分为对照组（蒸

馏水）和草甘膦组（400mg/kg bw/d），每日一次经口灌胃染毒 28 天，每周收集一次 24h 尿样，检

测尿肌酐和尿酸，酶联免疫法检测 β2- 微球蛋白和白蛋白。实验结束用免疫组织化学法观察小鼠肝

脏和肾脏病理组织学改变，血样及组织制备匀浆做生化指标分析。进而用不同浓度的草甘膦(0-100M)

处理人肾小管上皮细胞系（HK-2），用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胞内活性氧簇 (ROS) 和胞内钙离

子的水平；应用蛋白免疫印迹检测凋亡蛋白和钙离子通道相关蛋白表达；并用化学干预剂分析关键

指标的作用。结果：亚急性草甘膦染毒对小鼠体重和肝肾系数无影响，但尿白蛋白在染毒第 7天和第

14 天有所升高，尿β2- 微球蛋白在染毒的第 7天起升高（p＜ 0.05）。组织学检查发现草甘膦组小

鼠肾小管有细胞脱落和炎症细胞浸润，细胞凋亡增加，对肾脏钙稳态维持有重要作用的 NMDA 受体表

达升高。进一步用细胞实验发现 40-100M 草甘膦染毒 HK-2 细胞可显著降低细胞的存活率，并增加细

胞凋亡率和凋亡蛋白的表达，升高 ROS 水平。用 NMDA 受体拮抗剂 MK-801 干预可抑制草甘膦诱导的

胞内钙离子水平和 ROS 水平升高，以及缓解草甘膦诱导的细胞凋亡率增加。钙离子螯合剂和 ROS 的

抑制剂 NAC 干预也可缓解草甘膦诱导的细胞凋亡率增加。结论：草甘膦亚急性染毒损伤肾小管上皮细

胞，影响钙稳态是其可能的毒性机制之一。

通讯作者：qingwu@fudan.edu.cn

肺腺癌中 NLRP3 的表达意义和临床特征分析 
高敏 , 冯斐斐 *

郑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毒理学教研室，郑州，450001

摘要：目的：分析 NLRP3 在多种肿瘤和肺腺癌中的表达情况，并探讨 NLRP3 在肺腺癌中的表达和

预后的关系，从而为临床分子靶向治疗和预后提供依据。方法：TIMER 在线分析平台对 TCGA 数据库

NLRP3 mRNA 在多种肿瘤中的表达进行分析。GEPIA 数据库中 NLRP3 mRNA 的差异表达对肺腺癌预后的

影响。运用 UALCAN 分析 TCGA 数据库中肺腺癌 NLRP3 mRNA 的表达和临床特征之间的关系。Meth H 数

据库分析 NLRP3 基因启动子和 CpG 岛甲基化情况，Target Scan 对 NLRP3 mRNA 上游的 miRNA 进行生

物信息学预测。Uniport 查询 NLRP3 蛋白结构和翻译后修饰，STRING 预测 NLPR3 蛋白与其他蛋白的

相互作用。结果：TIMER在线分析平台结果显示膀胱移行细胞癌、浸润性乳腺癌、结肠腺癌、肝细胞癌、

肺腺癌、肺鳞癌、前列腺腺癌、直肠腺癌、子宫体子宫内膜癌癌组织中 NLRP3 mRNA 表达水平与癌旁

组织相比显著降低（P<0.05），肾透明细胞癌和肾乳头状细胞癌 NLRP3 mRNA 表达水平与癌旁相比显

著升高（P<0.05），皮肤黑色素瘤原发癌相比转移癌显著降低（P<0.001）。GEPIA 数据库显示肺腺

癌 NLRP3 mRNA 高表达组和低表达组的生存期 OS（HR=0.82，P=0.18）、DFS（HR=0.91，P=0.54）无

明显差异。TCGA临床数据分析显示NLRP3 mRNA表达水平在人种之间无差异（白种人 vs 非裔美国人，

P =0.6；白种人 vs 亚洲人，P=0.2； 非裔美国人 vs 亚洲人，P=0.3）；疾病分期中Ⅳ期 NLRP3 

mRNA表达水平比Ⅰ期显著降低（P=0.001），Ⅳ期NLRP3 mRNA表达水平与Ⅱ期相比显著降低（P=0.004）； 

NLRP3 mRNA 表达水平在吸烟者与非吸烟者相比显著降低（P<0.05），吸烟者与使用电子烟等代替香

烟的吸烟者中烟龄 >15 年相比显著降低（P<0.05）；NLRP3 mRNA 表达水平在性别、年龄、淋巴结转

移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肺腺癌组织中 NLRP3 启动子和 CpG 岛甲基化水平较癌旁组织显

著降低（P<0.05）。NLRP3 mRNA 可能受 miR-223 调控。NLRP3 蛋白翻译后需要二硫键修饰。NLRP3 蛋

白可能与 CASP1、PYCARD、IL1B、CARDB、TXNIP、AIM2、NLRC4、DHX33、CASP5、NEK7 蛋白存在相互

作用关系。结论：NLRP3 mRNA 在多种肿瘤中表达有差异、在肺腺癌中表达降低。NLRP3 mRNA 表达高

低与肺腺癌患者预后无关。NLRP3 的表达受 DNA 甲基化、miRNA、翻译后修饰和蛋白间相互作用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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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机制共同调节。

关键词：肺腺癌；NLRP3；TCGA
* 通讯作者：feifeifeng@zzu.edu.cn

出生前 DEHP 暴露对青春期大鼠甲状腺激素水平的影响
高娜 , 张立颖 , 许肖肖 , 梁元元 , 胡瑞霞 , 孙增荣 *

天津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系，天津，300070

目的：本研究给予孕期 SD 大鼠邻苯二甲酸二（2- 乙基己基）酯（diethylhexyl phthalate，

DEHP）染毒，检测子代青春期大鼠甲状腺组织形态、血清甲状腺激素水平及与甲状腺激素合成转运

相关基因的表达情况，探讨出生前 DEHP 暴露对青春期大鼠甲状腺功能的影响及潜在机制。方法：将

32 只健康孕鼠随机分入玉米油（溶剂对照）、2 mg/kg DEHP、10 mg/kg DEHP 和 50 mg/kg DEHP 四

个处理组（每组 8只），于孕 14-19天灌胃染毒，每日 1次。子代大鼠断乳后按性别分笼饲养至6周，

各 DEHP 处理组雌雄各随机挑选 16 只大鼠，分为两组每组 8 只。第一组大鼠采血后 Luminex 液相芯

片测定血清总 T3、总 T4 及 TSH 水平。大鼠处死取甲状腺组织，提取总 RNA，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

Tpo、Nis、Tg、D1、Tshr，Ttf-1基因的表达水平。第二组大鼠麻醉后经心脏以4%多聚甲醛灌注固定，

取甲状腺组织石蜡包埋切片，HE 染色后观察甲状腺组织结构，Image-Pro Plus 分析滤泡上皮细胞数

量与滤泡直径大小。结果：各 DEHP 处理组青春期雄性大鼠血清中总 T4、总 T3 及 TSH 水平差异均具

有统计学意义，与对照组相比，10 mg/kg DEHP 处理组总 T4 水平升高，10 mg/kg、50 mg/kg DEHP

处理组总 T3 水平升高，10 mg/kg、50 mg/kg DEHP 处理组 TSH 水平降低。各 DEHP 处理组青春期雌性

大鼠血清总 T3、总 T4、TSH 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各 DEHP 处理组青春期雄性大鼠甲状腺滤泡上

皮细胞数量及滤泡直径大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 10mg/k DEHP 处理组，雌性大鼠甲状腺滤泡上皮

细胞数量减少，滤泡直径增大。各 DEHP 处理组青春期雄性大鼠和雌性大鼠甲状腺 Tpo、Nis、Tg、D1

基因相对表达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与对照组相比，10 mg/kg DEHP 处理组 Nis、Tg、D1 基因相

对表达水平下调；50 mg/kg DEHP 处理组 Tpo 基因相对表达水平下调。各 DEHP 处理组青春期雄性大

鼠和雌性大鼠甲状腺 Tshr，Ttf-1 基因相对表达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出生前 DEHP 暴露可

影响青春期大鼠甲状腺激素合成相关基因的表达水平，对甲状腺组织形态和血清甲状腺激素水平的

影响具有性别差异性。本研究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81602826、81273027）资助。
* 通讯作者：E-mail：sunzengrong@tmu.edu.cn

宽范围、高浓度手持式激光粉尘质量浓度测量仪的研制 
高楠 1, 徐盼 1, 王瑛 1, 温占波 1*, 郑劲林 1, 方黎 2

（1 北京慧荣和科技有限公司，北京，101102；2 中国科学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合肥）

目的：尘肺病是指在职业活动中长期吸入不同致病性的生产性粉末并在肺内潴留而引起的以肺组

织弥漫性纤维化为主的一组职业性肺部疾病的总称。尘肺病是我国目前危害最严重和最常见的职业

病，已引起广泛关注。研发的宽范围、高浓度手持式激光粉尘质量浓度测量仪满足职业场所高浓度

粉尘实时监测的需求，为职业健康防护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使用近前向光散射原理，可以对粉尘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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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胶浓度进行精确和可重复的测量。集光源发射、数字信号高速采集、有效信号自动检测、数据分

析处理、结果实时显示、数据输出等功能于一身，性能稳定、技术先进、功能齐全的粉尘气溶胶实

时监测手持式设备。激光粉尘质量浓度测量仪主要用于粉尘气溶胶物质进行质量浓度的检测。易于

携带，具有可移动的探头，这样可以在难以探查的区域进行工作，使其不但适用于固定场所，也适

用于一般的测量应用。结果：激光粉尘质量浓度测量仪的测试范围 0.001mg/m³ ～ 250g/m³，测量精

度 0.001mg/m³，使用环境温度 0℃—55℃，手持式，不用外接电源。具有污染净化功能。具有零点

漂移和量程校准功能，配备有光学校准插头，可以用于量程校准，保证了粉尘质量浓度仪的测量精度。

结论：研制的激光粉尘质量浓度测量仪可以用于工作场所粉尘气溶胶质量浓度的实时监测，为工作人

员的职业防护提供科学的依据。同时也可作为吸入毒理研究中受试物质量浓度的实时监测，满足科

研实验的需求

关键词：尘肺病、粉尘浓度、实时监测

联系人 : 温占波，wzb@hrhkj.com，18811196863

Screening of Chemical Toxicity by Automated Phenotypic Profiling of C. elegans
Shan Gao（高珊）1#, Weiyang Chen（陈维洋）2#, Haiming Jing1, Nan Zhang1, Wenjing Zhang1, Gaochao 

Han1, Junyu Ning1,Yun Lou1, Yingxin Zeng1,
Bo Xian（鲜波）3* and Guojun Li（李国君）1*

1.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Diagnostic and Traceability Technologies for Food Poisoning, Beijing Center for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Beijing Center of Preventive Medicine Research, Beijing 100013

2.Qil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Jinan 250353

3.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Biologic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hanghai 200031

Caenorhabditis elegans (C.elegans, or “nematode”, or “worm”) has been widely used as a research 
organism in the laboratory because of its benefici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a short lifespan, easy cultivation, 
and efficient reproduction. In addition, many fundamental biological pathways, including basic physiological 
processes and stress responses in C. elegans, are conserved in higher mammals. In a couple of chemicals' 
toxicity comparisons we and others have made, there is a good concordance between C. elegans toxicity 
and toxicity observed in rodents. All of this makes C. elegans a good model to test the effects of chemical 
toxicities in vivo. The advantages of C. elegans have led to its increasing usage in toxicology, both 
for mechanistic studies and high-throughput screening approaches. An increased role for C. elegans in 
complementing other model systems in toxicological research has been remarkable in recent years, especially 
for the rapid toxicity assessment of new chemicals. The US National Toxicology Program (NTP) established 
the Tox21 community through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with the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 and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 Chemical Genomics Center, now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Advancing Translational Sciences (NCATS). Tox21 uses high-throughput in vitro screening and in 
vivo alternative animal model testing to identify mechanisms of toxicity, to prioritize chemicals for additional 
in vivo toxicity testing, and to develop predictive models of human toxicological responses. As part of that 
effort, C. elegans was used to screen the EPA's ToxCast Phase I and Phase II libraries, which contain 292 and 
676 chemicals, respectively, for chemicals leading to decreased larval development and growth. The COPAS 
(Complex Object Parametric Analyzer and Sorter) platform has also been used for the worm toxicological 
screening studies. However, the COPAS platform only quantifies few features, such as worm width, w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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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gth, and the fluorescence intensity. This method is an improvement to current methods using worms to 
rapidly prescreen the toxicity of new chemicals.   In this study, we developed a quantitative assay of high-
throughput, quantitative screening of worm phenotypes in a 384-well plate for the 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and assessment of chemical toxicity. Briefly, worms were cultured in K-medium in both the control and 
chemical treatment groups. Chemicals used in this test were chosen from the third to sixth categories of the 
Globally Harmonized System of Classification and Labeling of Chemicals (GHS). C. elegans were exposed 
to chemicals at six or more dosage levels, which covered the 0%-100% mortality dosage range. An automated 
microscope stage is used for experimental video acquisition. The videos are processed by a custom-designed 
program, and 33 features related to the worms' moving behavior are automatically quantified and analyzed 
after 12-24h of chemical treatment in a 384-well plate with liquid medium. Compared to traditional toxicity 
evaluation methods, this assay can quantify some phenotypes of worms that are difficult to calculate 
manually and useful to reflect the toxicities of every chemical, such as the worm motility, worm width, worm 
size, and gray intens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chemicals with different toxicities can alter the phenotypes 
of C. elegans in different patterns. The automatically quantified features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different toxicities, which demonstrates that these quantified phenotypes of worms can be used to identify 
and predict the acute toxicity of different chemical compounds.   Taking together, this assay is useful for 
the application of C. elegans in chemical toxicity evaluations and phenotype quantifications, which help 
predict the acute toxicity of different chemical compounds and establish a priority list for further traditional 
chemical toxicity assessment tests in a rodent model. In addition, this method can be applied to the toxicity 
screening and testing of new chemicals or the compound as the food additive agent pollution, pharmacautical 
compounds, environmental exogenous compound, and so on.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National Ke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of China (#2018YFC1603102, #2018YFC1602705);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Grant (#31401025, #81273108, #81641184).

*Correspondence: ligj@bjcdc.org;xianbo@picb.ac.cn；#Equal contributors

稀土颗粒物 Nd2O3 暴露对 C57BL/6J 小鼠肺组织 miR-29a/miR-29b 水平的影响 
高艳荣 , 吕佳玲 , 李怡博 , 白宇超 , 赵宇航 , 王素华 *

包头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内蒙古包头，014010

目的：观察稀土颗粒物氧化钕（Nd2O3）暴露小鼠肺组织 miR-29a、miR-29b 水平的影响，并探讨

Nd2O3 致肺损伤的不同时期 miR-29a、miR-29b 水平的变化，为稀土尘肺的致病机制及其防治提供新

思路。方法：将 72 只 6-8 周龄雄性 BALB/c 小鼠随机分为对照（Control）组，稀土颗粒物（Nd2O3）

组，每组 36 只。Nd2O3 组气管滴注浓度为 125mg/mL 的稀土颗粒物 Nd2O3 混悬液 0.1mL，Control 组

气管滴注生理盐水 0.10mL。染尘后分第 7 天、14 天、28 天的三个时间每个时间点每组处死 12 只小

鼠，qRT-PCR 检测肺组织 miR-29a、miR-29b 水平，肺泡灌洗液（BALF）细胞计数及分类计数检测炎

症情况，HE 染色检测肺组织病理形态学改变。结果：第 7 天时 Nd2O3 组小鼠肺组织 miR-29a 水平与

Control 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第 14、28 天时 miR-29a 水平显著低于 Control

组（P＜ 0.05），第 7天、14 天、28 天时 miR-29b 水平均低于 Control 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Nd2O3 组小鼠 BALF 中细胞总数和炎症细胞数量增加，第 7 天时主要以中性粒细胞和巨噬

细胞为主，第14、28天时以巨噬细胞和淋巴细胞为主。第7天时，Nd2O3组小鼠肺组织发生炎性损伤，

第 14 天时肺间质出现肺间质出现多个不规则的细胞结节，第 14 天时，肺组织炎性损伤减轻，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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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增生。结论：稀土颗粒物 Nd2O3 暴露致小鼠肺组织炎性损伤至纤维化的进展过程中，miR-29a 水

平降低，miR-29b 水平无显著变化。

关键词：miR-29a；miR-29b；Nd2O3；肺损伤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1860575）

通讯作者：Email: wangsuhua@163.com

乙肝孕妇分娩方式对新生儿 HBV 宫内传播影响的 Meta 分析
高怡 1, 袁约瑟 1, 刘雨秋 1, 文婷 1, 姚添 2, 汪波 3, 张改萍 3, 丰淑英 3, 王素萍 2*

摘要 : 目的：系统评价乙肝孕妇分娩方式对新生儿乙肝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宫内传

播的影响。方法：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万方医学网、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

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VIP）等中文数据库及 PubMed 和 ScienceDirect 外文数据库中，系统检索建

库开始至 2019 年 5 月国内外乙肝孕妇分娩方式对 HBV 宫内传播影响的文献。结果：共检索出符合标

准的有关分娩方式对 HBV 宫内传播影响的文献 23篇，包含试验对象 8721 人，其中剖宫产组 4886 人，

阴道产组 3835 人。Meta 分析结果显示，合并 OR=1.82，95％ CI（1.58，2.10），P ＜ 0.01，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敏感性分析表明本次 Meta 分析结果稳定，相对可靠。结论：剖宫产可以降低 HBV 宫内

传播发生率，顺产组 HBV 宫内传播发生率是剖宫产组的 1.82 倍。

关键词 : 分娩方式；乙型肝炎病毒；宫内传播；Meta 分析

振动正压呼气排痰装置作用机制及检测方法的探究
耿煜 1, 文戈弋 2, 杨汀 2, 张冰 1

1. 北京化工大学，100029，北京 2. 首都医科大学，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中心

背景：烟草、雾霾、厨房油烟等可吸入有害气体及颗粒物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主要病因。有害

气体及颗粒物通过炎症反应、氧化应激等机制造成小气道病变、肺气肿等病理改变，进而出现气流

受限及气道黏液高分泌等，使得患者出现呼吸困难、咳嗽、咳痰症状。除基本的吸入药物治疗外，

肺康复也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治疗手段。呼吸训练和气道清洁技术是肺康复中常用的两种方法。呼吸

训练能增强患者呼吸肌肌力，并且可提高呼气末正压，有效地增加肺通气量，减少残气量。气道清

洁技术能松解附着在气道壁上的分泌物，促使痰液排出，其中最常用的是振动排痰技术。目前市面

上有诸多振动正压呼气排痰装置（Oscillatory Positive Expiratory Pressure，OPEP），其简单

易携，兼有呼吸训练及气道清洁功能。其中一种震荡式 OPEP，通过在排气口处设立震荡片，实现呼

气正压及气流振动效果，同时设定不同档位来调节呼气正压，从而达到呼吸训练及振动排痰目的。

此类型 OPEP 具有很好的临床疗效，但装置缺失数值显示。通过加入气压传感器可以更直观地观测到

呼吸训练过程中气流的压力变化及振动情况，同时也有助于适时调节装置，起到个体化训练作用。方案：

根据装置的结构，选择在气嘴处开孔安置传感器，既方便传感器安装，同时也不破坏装置结构。通

过对不同档位下气流压力及振动情况分析，明确装置地构造及其作用机理。结果：1、不同的档位对

应不同的震荡片阻力。最小档由于磁铁与磁体的距离远，阻力最小。随着档位的增大，距离逐渐减小，

阻力变大。2、以接近正常人呼气压力的气流向装置内鼓气，在不同档位产生的震荡效果不同。在最

低档下，由于阻力小，震荡片大部分时间处于打开状态，基本无震荡气流形成；随着档位逐渐增大，

阻力与气流压力越来越匹配，震荡效果逐渐明显，震荡质量也越来越好。3、通过在入口处设置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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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由于震荡片的作用，传感器检测的压力数值也随震荡片产生波动变化。提高传感器的采样率，

可得到压力数值曲线，其中波动次数代表震荡片震荡次数，波动幅度代表振荡气流压力差。进一步

发现，在合适的档位下可以看到明显的震荡效果，产生交替的正负压力变化。4、传感器测得的压力

数值并非气流的真实值，通过对其标定，可以起到呼吸压力检测功能，并选择合适的档位使用训练器。

结论：通过设置压力传感器并对采集到的数值进行分析，可以很好地分析装置的机构功能以其对患者

康复作用的机理。同时也实现了呼吸压力数值的检测，使装置的功能更加完备，有助于患者直观地

了解自己的训练情况，并适时调节档位，以达到最佳锻炼目的。

通讯作者：张冰，E-mail：zhangbing@mail.buct.edu.cn

亚砷酸盐通过抑制 spr-5 上调 H3K4me2 导致秀丽隐杆线虫代际糖代谢异常
顾晨曦 1,2, 文云 1,2, 吴璐 1, 王一迪 1,2, 王玉邦 1,2, 刘起展 1, 张静姝 1,2,*

1. 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江苏省医药、农药、兽药安全性评价研究中心，江苏南京 211166；

2. 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育部现代毒理学重点实验室，全球健康中心，江苏南京 211166；

目的：利用模式生物秀丽隐杆线虫相对较短的生命周期等优势，研究了亚砷酸盐对线虫代际糖代

谢的影响。同时，对线虫糖代谢代际效应的可能潜在机制进行了研究。方法：将同步化后的 F0 代线

虫，暴露于 0、50、500μm 亚砷酸钠 72h。部分线虫用于实验检测，部分线虫接种于无砷暴露培养基

上培养至 F6 代。用 UPLC-MS/MS 对 3 组进行代谢组学检测，运用主成分分析法（PCA）分析比较砷暴

露组和对照组线虫代谢产物的差异，两样本t检验筛选出有意义的差异代谢物；葡萄糖氧化酶法(GOD)

测定葡萄糖；qRT-PCR 检测线虫组织中 fgt-1、spr-5、set-17、set-30 mRNA 表达情况；Western 

Blot 检测线虫体内 H3K4me2 表达水平。结果：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暴露组与对照组线虫代谢特征

存在差异，砷暴露组中葡糖 -6- 磷酸强度降低；砷染毒组线虫葡萄糖含量明显高于对照组。仅 F0 代

暴露于一次亚砷酸盐，F1-F4 代葡萄糖含量显著升高，F5-F6 代葡萄糖含量恢复。F0-F5 代 fgt-1 表

达下降，其中 F0-F2 代中 fgt-1 在所有砷暴露组中表达下降。但在 F3-F5 代中只有 500μm 砷暴露导

致 fgt-1 的表达减少。砷暴露后 F0 代 H3K4me2 水平明显高于未暴露对照组 ( 图 4)，且在 F1-F5 代

H3K4me2 水平升高，在 F6 代 H3K4me2 水平恢复到对照组水平。直接砷暴露的 F0 代线虫的 spr-5 水平

显著下降，set-17 和 set-30 表达水平显著升高。在 F1-F3 代，spr-5 水平明显下降。在 F4-F5 代，

只有 500μm 砷暴露组引起 spr-5 表达下降 , 然后在 F6 代恢复到对照组水平。set-17 与 set-30 的

mRNA 水平，仅在 F1 代线虫 500μm 砷暴露组引起 set-17 水平升高。结论：亚砷酸盐暴露会导致秀丽

隐杆线虫的糖代谢异常，即使毒物被清除这种糖代谢异常仍可以持续几代人，这一现象可能与 spr-5

下调导致的 H3K42me2 表达增加有关。
* E-mail:jingshuzh@njmu.edu.cn

PP2A-B55β亚基调控 GPX4 蛋白磷酸化介导肝癌细胞铁死亡的研究
郭倪君 , 潘虹 , 车琳 , 黄婧 , 吴自力 , 刘琪 , 杨曼 , 林怡 , 林忠宁 , 林育纯 *

分子疫苗学和分子诊断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厦门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厦门，361102)

摘要：目的：肝细胞癌 (HCC) 发生发展和抗肿瘤过程中，可出现抗凋亡和 / 或诱导耐药现象。铁

死亡作为非凋亡性调节性细胞死亡 (RCD)，能选择性介导肿瘤细胞毒性和抗肿瘤敏感性；与谷胱甘肽

过氧化物酶 4(GPX4) 功能损伤、介导脂质过氧化、诱导肿瘤细胞死亡有关；目前 GPX4 蛋白质翻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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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饰 (PTM) 对其功能和诱导铁死亡的调控机制有待研究。蛋白磷酸酶 2A(PP2A) 是细胞内主要的丝氨

酸 / 苏氨酸蛋白磷酸酶家族；本课题组前期已开展 PP2A 不同亚基靶向蛋白质去磷酸化的研究。本研

究拟探讨 PP2A 特定 B 亚基在经由 GPX4 去磷酸化介导肝癌细胞铁死亡中的调控作用。方法：生物信息

学分析中，利于 TCGA 数据库，筛查确定肝癌铁死亡相关的基因，通过 GEO 数据库分析与 GPX4 具有

相关性的 PP2A 亚基；采用 GPS3.0 网站预测 GPX4 磷酸化修饰位点。体外试验中，采用 HCC 化疗药物

索拉非尼 (Sora) 作用于人肝癌 HepG2 和 MHCC-97H 细胞，建立诱导铁死亡敏感型细胞模型；并构建

GPX4 蛋白 Ser/Thr 位点磷酸化状态定点突变细胞株；采用蛋白磷酸酶抑制剂冈田酸 (OA) 作为 PP2A

干预处理；通过实时荧光定量 PCR(qRT-PCT) 和免疫印迹实验，检测 PP2A 不同亚基、铁死亡等相关

靶基因 mRNA 和目的蛋白水平；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中脂质过氧化和铁死亡等指标。结果：(1)TCGA

数据库结果显示，与正常组织相比，肝癌组织中 GPX4 高表达，且高表达 GPX4 的癌症患者预后差；

(2)GEO 数据库 (GSE38476) 分析，结果显示肝癌组织和癌旁组织 (n=10) 中 PPP2R2B 基因相对表达水

平存在统计学差异 (P<0.05)，且 PPP2R2B 与 GPX4 基因相对表达水平之间存在负相关 (r=-0.5879, 

P<0.05)。(3) 与对照组相比，Sora 组细胞中 GPX4 mRNA 水平呈剂量依赖性升高，而 GPX4 蛋白水平

呈剂量依赖性下降；提示 GPX4 表达调控参与 Sora 诱导肝癌细胞铁死亡过程，与 GPX4 翻译后修饰有

关。(4) 预测和筛选出 GPX4 的 Ser2 和 Ser112 潜在磷酸化位点；与对照细胞相比，HepG2-pB-GPX4

和定点突变细胞中 GPX4 蛋白水平升高；与 HepG2-pB-GPX4 对照细胞相比，HepG2-pB-GPX4-S2A( 去磷

酸化 ) 和 -S112D( 高磷酸化 ) 细胞中脂质过氧化的荧光值峰位右移；提示 GPX4 的 Ser2 和 Ser112 位

点磷酸化状态参与铁死亡调节。(5)与对照组相比，Sora组细胞中B55β蛋白水平呈剂量依赖性升高；

与 Sora 组相比，OA+Sora 干预组细胞中 B55β 水平降低、GPX4 蛋白水平上升；提示 Sora 诱导铁死

亡中 GPX4 的调节与 PP2A-B55β 介导的去磷酸化作用有关。结论：PP2A-B55β 亚基对 GPX4 中 Ser2

和 Ser112 位点磷酸化 / 去磷酸化的调控参与诱导肝癌细胞铁死亡的发生，为靶向调控铁死亡通路的

肝癌肿瘤化学预防提供线索。

关键词：肝癌细胞，铁死亡，GPX4，蛋白质去磷酸化，PP2A-B55β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81773465, 81573181, 81874272) 资助
* 通讯作者：linych@xmu.edu.cn

三萜类化合物 CDDO-Im 对纳米氧化锌所致小鼠急性肺损伤的保护作用
郭庭玥 , 房昕 , 王惠惠 , 富景奇 , 皮静波 *, 徐苑苑 *

（中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辽宁沈阳 110000）

目的：纳米氧化锌（zinc oxide nanoparticles, nano ZnO）应用广泛且存在职业暴露风险，其

吸入可造成急性肺损伤，但目前尚无有效防治措施。本研究旨在探讨抗氧化反应体系重要转录因子

Nrf2 激动剂三萜类化合物 CDDO-imidazolide（CDDO-Im）对纳米氧化锌所致的急性肺损伤的作用。

方法：8 周龄雌性 C57BL/6 小鼠按体重随机分为对照组、CDDO-Im 处理组、纳米氧化锌处理组，CDDO-

Im 干预且纳米氧化锌处理组。小鼠通过支气管灌注 20μg 纳米氧化锌的方式造急性肺损伤模型，并

在造模前 24 h 和后 24 h 腹腔注射 CDDO-Im（2 mg/kg），造模后 72h 进行观察。收取支气管肺泡灌

洗液（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 BALF）计数总炎性细胞以及各分类炎性细胞数量，BCA 工

作液法测定 BALF 上清总蛋白浓度，HE 染色法评估肺组织病理损伤、RT-qPCR 检测炎性因子 IL-8、

TGF-β以及Nrf2下游基因Nqo1、Gpx2、Gstm1 mRNA水平，Western blot检测肺组织Nrf2蛋白变化。

结果：CDDO-Im 有减轻 nano ZnO 所致的小鼠体重降低和肺组织脏器系数增加的趋势。急性 nano ZnO

暴露诱导肺组织 Nrf2 蛋白表达升高（p < 0.05），与 nano ZnO 单独处理组肺组织相比，CDDO-Im 干

预组 Nrf2 蛋白水平进一步升高（p < 0.05），且 Nrf2 下游基因 Nqo1、Gpx2 水平升高（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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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tm1 有升高趋势。CDDO-Im 显著降低由 nano ZnO 造成的 BALF 中总炎性细胞数和单核细胞数的增加

以及 BALF 上清总蛋白浓度的升高（p < 0.05）。同时 BALF 细胞涂片 Diff Quick 染色后可见 CDDO-

Im 干预减少了由 nano ZnO 所致的总炎性细胞数增加及泡沫状巨噬细胞的聚集。肺部病理可见 CDDO-

Im 干预明显改善由 nano ZnO 所致的肺泡腔炎性细胞聚集和肺间质增厚；同时，支气管上皮细胞增生

和血管周围样淋巴细胞现象也有所改善。肺组织 mRNA 检测显示，CDDO-Im 干预明显降低由 nano ZnO

所致的炎性因子 IL-8 升高（p < 0.05），TGF-β 有降低趋势。结论：CDDO-Im 可降低 n ZnO 暴露所

致的小鼠急性肺损伤。

关键词：纳米氧化锌，急性肺损伤，CDDO-Im，Nrf2

项目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81573187）；兴辽英才青年拔尖人才。

通讯作者：jbpi@cmu.edu.cn；yyxu@cmu.edu.cn

线粒体稳态在神经退行性疾病中作用的研究进展
郝晨宇 , 吴承容 , 郝无迪 , 许玉琴 , 巫生文 , 逯晓波 , 杨敬华 , 蔡原 , 靳翠红 *

（中国医科大学卫生毒理教研室，沈阳市沈北新区蒲河路 77 号，辽宁沈阳 110122）

摘要：神经退行性疾病（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是以痴呆为主要临床表现的获得性进展

性认知障碍的一系列疾病，包括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PD）和亨廷顿氏病（Huntington’s disease，HD）等。神经退行性疾病是年龄依赖性疾病，

具有独特的遗传病因和表型变化。在患有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的脑组织中观察到神经元的数量大量

减少，检测到大量受损伤的神经元。由于神经元的不可再生性，损害不可逆转。神经元是高能量和

高氧需求的细胞，它们对损伤更为敏感。

线粒体是神经元的供能细胞器，线粒体结构和功能的异常改变可影响 ATP 的合成，导致神经退

行性疾病的发生。线粒体稳态是线粒体生物发生和降解之间的稳态平衡，主要由线粒体分裂和融合、

线粒体嵴重构、线粒体生物合成、Ca2+ 稳态和线粒体自噬等动态过程调节，线粒体稳态在调节细胞

形态，数量，亚细胞分布和功能方面至关重要。

大量研究表明，由氧化应激或突变形式引起的线粒体功能障碍可导致各种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发

生。线粒体稳态与神经退行性疾病之间的研究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神经退行性疾病与

线粒体稳态之间存在联系。线粒体稳态在神经退行性疾病中的调节已成为热点研究内容，有望为治

疗神经退行性疾病提供可能的潜在靶点。

【关键词】神经退行性疾病；线粒体；线粒体稳态；线粒体功能障碍

通讯作者：靳翠红，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chjin@cmu.edu.cn。

基金资助：国家自然基金项目（No. 81673223）；辽宁省教育厅课题（No. LK201615）。

广东某区 363 例粉尘作业人员肺功能结果分析
何苗苗 , 陈仕锋 , 赵文驱 , 蔡绍曦 , 赵海金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慢性气道疾病实验室

目的：通过职业健康体检了解粉尘作业人员接尘工龄、年龄、性别对肺功能的影响。方法：选取

2018 年 1 月 -2019 年 1 月参加职业健康体检的粉尘作业人员共 363 例，对粉尘作业类别及其肺功能

结果、接尘工龄、年龄、性别进行对比分析。结果：363名粉尘作业人员主要区分为有机粉尘、无机粉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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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检出阻塞性肺功能障碍（FEV/FVC<70%)130 例，占粉尘作业人员的 35.8%，以（FEV/FVC%<92%)，

共 132 例，占 36.4%；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FVC%<80%）共 138 例，占 38%。肺功能异常率均显著高

于文献报道正常人群发生比率。有机粉尘和无机粉尘两组间肺功能各项指标均未见明显异常。接尘

工龄≥ 5 年组和 <5 年组在年龄、性别等无显著差别，但肺功能指标 FEV1% 为（96.42%±16.55%），

显著低于接尘工龄＜ 5 年组（101.44%±15.02%），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04）；FVC% 为

（81.5%±17.6%），显著低于接尘工龄＜5年组（86.9%±15.6%）（P=0.004）；FEF50%为（52.53%±25.3%），

显著低于（P=0.028）接尘工龄＜ 5 年组（58.6%±26.2%）。≥ 40 岁组肺功能指标 FEV1、FEV1%、

FVC 及小气道指标如 FEF50（%）、FEF75（%）、MMEF（%）均显著低于年龄＜ 40 岁组（P ＜ 0.05）；

抽烟≥ 10包年组肺功能指标 FEV1/FVC(70.85%±10.55%)，显著低于抽烟 <10包年组 (74.4%±9.89%)

(P=0.01)，抽烟≥ 10 包年组 MMEF%(50.89%±24.0%)，显著低于抽烟 <10 包年组 (56.7%±23.6%)

(P=0.025)。结论：接尘工龄及抽烟加速肺功能下降，具有抽烟史、更大年龄、粉尘接触人员更应早

期肺功能筛查。

全氟己酮大鼠口鼻式急性动式吸入毒性研究
洪丽玲 , 周庆云 , 徐晨 , 张帅天

上海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 200062，中国

目的：全氟己酮灭火剂以其灭火高效、清洁、环境友好等优点，在近些年得到较好的推广使用。

有关全氟己酮灭火剂的动物急性吸入毒性报道不多，且不同实验室、不同动物对其急性吸入的毒性

效应有较大差别。本研究开展了大鼠口鼻式急性动式吸入毒性试验，探讨其急性吸入毒性，为该灭

火剂使用时的安全性测试提供参考依据。方法：参照GB/T 21605-2008 化学品急性吸入毒性试验方法，

采用口鼻部暴露的接触方式，将试验样品装入雾化器内，再由压缩空气将试验样品喷射入暴露塔内。

用 SD 大鼠作为试验动物，试验样品在染毒期间染毒浓度每半小时采集分析测定一次，使用正己烷为

吸收液，分析测定方法为气相色谱定量法。结果：经 4h 持续染毒后，动物未见明显的中毒体征和动

物死亡情况。根据染毒阶段进行的八次浓度采集分析，可计算出全氟己酮对 SD 雌雄大鼠急性吸入毒

性试验 LC50 均大于 20825.9 mg/m3。结论：根据 GB/T 21605-2008 化学品急性吸入毒性试验方法分

类标准，全氟己酮大鼠口鼻式急性动式吸入毒性为低毒，该结论可为安全使用提供依据。

关键词：全氟己酮；大鼠；急性吸入毒性；LC50

通讯作者：洪丽玲 hll@ghs.cn

化学品包装运输的急性吸入危险性分类与标签
洪丽玲 , 刘婉卿 , 范宾 , 王婷

上海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 200062，中国

摘要：《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TDG）是目前国际上通用的危险货物分类法规，

主要应用于危险货物的包装分类、包装、运输，已经更新到第 21 版。《全球化学品分类与标签统一

协调制度》（GHS）是联合国推出的全球统一的处理化学品分类、标签和安全数据单的制度，适用范

围涵盖化学品整个生命周期（包括生产、储存、使用以及处置），目前已经更新到第 8 版。本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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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了 TDG 和 GHS 对化学品急性吸入毒性的分类与标签，并对其进行思考。在高度重视人类和环境

健康的现今社会，GHS 的分类很全面，以便在此基础上选择与运输方式、消费者、工人和环境保护有

关的适当要素，GHS 中列入了较轻危险类别的物质和混合物的分类标准。而 TDG 的分类标准范围只考

虑运输过程中急性毒性危险种类中最严重的危险类别，没有标明属于较轻危险类别的物质或混合物

分类条件。TDG 和 GHS 对急性经口和经皮毒性的分类标准基本一致，但对于急性吸入毒性试验的分类

标准却有所不同。两个标准对于吸入粉尘和烟雾毒性的分类界限完全相同，但 TDG 更倾向结合货物

运输中的实际接触、摄入机率等多方面考虑吸入毒性的分类。例如从物质的粒径分布情况加以考虑，

如果固态物质可吸入范围的粉尘（气体动力直径为 10 微米或更小时）<10% 可不考虑吸入毒性。对于

蒸气，TDG 考虑了在 20℃时的标准大气压下的饱和蒸气浓度，在运输部门中用其作为是否属于有毒

品以及划分包装类别的附加要素。对化学品包装运输的急性吸入危险性分类和标签进行深入解读有

助于化学品的正确包装划分，避免运输中事故的发生。

关键词：化学品；急性吸入毒性；危险性；分类和标签

通讯作者：洪丽玲，hll@ghs.cn

一种定量直接蒸发式染毒柜烟雾发生器的研制
洪丽玲 , 徐桐桐 , 卢晨亮 , 徐灵芝

上海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 200062，中国

摘要：吸入毒性试验是评价可吸入试验样品，如挥发性物质、气溶胶或颗粒物可否经呼吸道

吸收及其毒性大小，以便于对试验样品进行毒性分级和标识。吸入染毒装置是研究各种毒物经呼吸

道染毒的重要工具，已广泛应用于环境保护、工业卫生及农药毒理学研究中，主要包括静态吸入装

置和动态吸入装置。静态吸入装置由于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动物呼出气体的影响以及随着暴露舱室内

氧气的消耗而形成低氧状态对实验动物的影响，目前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动态吸入是指实验动物

处于空气流动的暴露舱内，将含毒的空气以恒速持续输入柜内，同时以相等的恒速从柜内排出空气。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现实的需求，基于吸入模型的毒理学研究得到快速发展和应用。目前的吸入染毒

设备的雾化进样系统有固体粉末气溶胶发生器和液体气溶胶发生器，针对烟雾剂的发生器研制较少。

市场上很多农药杀虫剂产品都是烟雾剂的状态，以往评价其吸入毒性只能通过静式吸入的方式，而

动式吸入由于缺乏合适的发生器，从而制约其发展。为此，我们设计了一种定量直接蒸发式染毒柜

烟雾发生器。包括：壳体：包括圆桶以及可开闭式固定在圆桶顶部的上盖，圆桶的侧壁设有进气口

和出气口，进气口与空气压缩机连接，出气口与染毒柜连接；料架：包括底部的电子秤、固定设置

在电子秤上的支架以及放置在支架顶端的表面皿，待测物料放置在表面皿中；加热单元：设置在表

面皿的下方，用于加热表面皿中的待测物料。与现有技术相比，该装置利用电热丝加热原理将遇热

易产生烟雾的产品形成烟雾，通过进气口不断鼓入的高压空气将产生的烟雾从出气口连接管送入染

毒柜中，对实验动物进行吸入毒性试验染毒，该装置还可以直接定量测定产生气体的浓度值。

关键词：定量，直接蒸发式染毒柜烟雾发生器，吸入毒性

通讯作者：洪丽玲，hll@gh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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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VI) 染毒细胞 lncRNA 表达谱及其与遗传损伤的关系
胡贵平 1, 2, 3, 冯慧敏 1, 龙昌茂 1, 郑湃 1, 哈飞再 4, 王天成 4, 贾光 1, *

1.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系，北京 100191;2.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医学院，北京 

100191;3. 北航 -首医大数据精准医疗高精尖创新中心，北京 100191;4.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检验科，北京 

100191.

目的：探讨 Cr(VI) 染毒对人支气管上皮细胞（16HBE）长链非编码 RNA（long non-coding RNA, 

lncRNA）表达谱的影响，明确差异表达 lncRNAs 在 Cr(VI) 诱导遗传损伤中的作用。方法：应用人支

气管上皮细胞 16HBE 作为细胞系，利用细胞计数试剂盒 -8（CCK-8）法和彗星试验分别测定不同浓度

Cr(VI) 染毒的 16HBE 细胞活性和 DNA 断裂情况。通过 Arraystar 3.0 芯片检测 0.00 和 10.00 μmol/

L Cr(VI) 染毒细胞的差异 lncRNA 表达谱。采用 GO 富集、KEGG 通路等生物信息学方法，明确差异表

达 lncRNAs 的生物学过程、信号通路及 mRNA-lncRNA 网络核心 lncRNA。应用 RT-qPCR 对核心 lncRNA

进行验证，结合慢病毒包装质粒构建核心 lncRNA 过表达载体，采用小干扰 RNA 构建核心 lncRNA 敲

减模型，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测定过表达和敲减 lncRNA 细胞的 DNA 损伤及修复指标 γH2AXfoci 和

RAD51foci 阳性细胞百分比。结果：Cr(VI) 可诱导 16HBE 细胞活力下降，改变细胞 lncRNA 表达谱，

1868个显著上调和2203个显著下调的lncRNA形成复杂的调控网络，参与细胞的免疫应答、细胞周期、

DNA损伤修复等过程。RP11-388M20.9、lnc-DHFR-4:1和AC092620.3等在mRNA-lncRNA共表达网络核心。

RP11-388M20.9和AC092620.3随着彗星尾长、尾部DNA含量、尾矩、Oliven尾矩的变化呈非线性下降，

且彗星尾 DNA 含量和尾矩的曲线拟合结果具有显著统计学差异。过表达 lnc-DHFR-4:1 后γH2AXfoci

阳性细胞百分比显著降低，RAD51foci 阳性细胞百分比显著增加。敲减 lnc-DHFR-4:1 后 γH2AXfoci

阳性细胞百分比均无显著差异，而 RAD51foci 阳性细胞百分比均显著降低。结论：Cr(VI) 染毒可诱

导细胞 lncRNA 表达谱，参与免疫应答、DNA 损伤修复和肿瘤等细胞过程，RP11-388M20.9 有望作为

Cr(VI) 诱导 DNA 损伤的生物标志物，lnc-DHFR-4:1 可能影响 RAD51 蛋白在 DNA 损伤位点的招募而介

导 DNA 双链断裂及其同源重组修复。

通讯作者：贾光，jiaguangjia@bjmu.edu.cn；本研究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1573118 和

81673118）和北京大学医学部优秀博士研究生创新基金的资助。

四川省家具企业苯接触健康风险评估初探
黄立利 , 王红霞 , 阮博采 , 昝利 , 徐培渝 , 黄中夯

（1. 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毒理学教研室，四川 成都 610041  2. 四川鸿进达卫生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四

川 成都 610041）

目的：苯是一重要的化学原料，也是会对机体多系统造成损害的有毒物质。家具制造业是四川省

主要接苯行业之一，为了解四川省家具制造业的工人苯暴露现状，进一步加强职业卫生管理，降低

职业健康危害，提出风险控制措施。方法：本文以有一定生产规模规模，接苯工人数量不低于 3 人为

标准，筛选出四川省 28 家家具制造企业，共计 220 名接苯工人，采用美国环境保护署吸入风险评估

技术，进行苯接触的风险评估。结果：暴露评估所用剂量 -反应数值为 EPA 吸入风险模型所使用的参

数：苯致白血病的 IUR=（2.2 ～ 7.8）×10-6（μg/m3）-1 和苯致淋巴细胞计数下降的 RfC=0.03mg/

m3。根据我国现行的职业接触限值标准，各类岗位的短时间接触浓度和 8h 时间加权平均浓度的平均

值未超标、各岗位中 8h 时间加权平均浓度的最大值 5.14 mg/m3 也未超出限值。对于苯的非致癌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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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美国环境保护署推荐公式计算暴露浓度 EC：对苯的致癌效应进行评价时，用来表示暴露剂量的是

终身平均调整浓度（Cair-adj）。

苯的非致癌风险以非致癌危害商数（HQ）表示：

苯的致癌风险用苯职业暴露超额风险（Risk 致癌）来表示：

14 个被评估的岗位中，喷漆、刷漆、油漆打磨、喷胶、调漆、下架、干砂、刮灰、底色、修色

10 个岗位的 HQ 值超过 1，即存在苯致淋巴细胞计数下降的风险；喷漆、刷漆 2 个岗位的 Risk 致癌

范围超过致癌可容许风险水平 1×104，即存在苯致白血病风险，油漆打磨、喷胶、调漆、下架 4 个

岗位的 Risk 致癌上限超过了 1×10-4，可能存在苯致白血病风险。结论：被评估的岗位中并不存在

苯暴露浓度超标的岗位，但通过定量计算这些岗位苯暴露下的风险值可见，14 类岗位中有 10 类岗位

存在苯致淋巴细胞计数下降风险，喷漆、刷漆岗位同时存在苯致淋巴细胞计数下降风险和苯致白血

病风险。评估过程中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因此应当结合风险评估和不确定性分析结果，进一步加强

职业卫生管理，降低职业健康危害，以风险评估结果为依据，提出相应风险控制措施。

四川省接苯企业及接苯职业健康状况及分析
黄立利 , 王红霞 , 阮博采 , 昝利 , 徐培渝 , 黄中夯

（1. 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毒理学教研室，四川 成都 610041  2. 四川鸿进达卫生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四

川 成都 610041）

目的：苯是常见的生产性毒物，苯及它的代谢物对人体有多方面的毒作用。为了解四川省接苯

企业的工人苯暴露现状，进行本次基线情况分析。方法：资料来源于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四

川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提供的 2017 年和 2018 年《四川省接苯情况》，对数据统计绝对数，计算

相应的构成比及率指标，并进行适当的统计描述与分析。结果：1. 基本概况：2017 年四川省共有接

苯企业数 3990 家，职业接苯人数为 36561 人；2018 年 4386 家，接苯人数为 39883 人。两年中企业

数和接苯人数排名前五的行业均为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电力、

热力、燃气及水生产，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2. 职业环境苯测定结果：根据《工作场

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GBZ 2.1-2007），苯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为 6mg/m3，时间加权平均容

许浓度为 10mg/m3，2017 年主要超标行业为制造业（岗位超标率 4.15%(21/506)，工作场所超标率

7.51%(13/173)），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岗位超标率1.04%(1/96)，工作场所超标率1.04%(1/96)）。

2018年为制造业（岗位超标率1.91%(19/994)，工作场所超标率占比7.51%(14/543)）和批发零售业（岗

位超标率 2.94%(5/170)，工作场所超标率 1.94%(2/103)3. 接苯工人的健康状况：苯主要对机体血液

系统造成损害，工人体检时需检查相关血象指标。2018 年接苯工人相比 2017 年在血小板计数不合格

者明显减少；大型企业中，发生各血细胞偏低的工人比例相比其他企业明显较低。集体和私营经济

类型的企业中各指标异常的人数占比较高；2017 年各检查指标中不合格人数的占比随着工龄增长呈

先上升再下降的趋势，工龄为 10-19 年工人发生各血细胞计数偏低的状况最严重。2017 年和 2018 年

在四川省范围内，苯中毒共发生 23 例，未发现苯致白血病的发生。结论：四川省的制造业是最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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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接苯行业。存在苯暴露超标的企业和岗位主要分布于眉山、德阳、成都和自贡。2017 年接苯工人

白细胞偏低率为 3.60%，血小板计数偏低率 4.94%；2018 年接苯工人白细胞偏低率为 3.61%，血小板

计数偏低率 1.45%。2017 年和 2018 年的多个行业中，各血象指标偏低的劳动者均有一定占比。

基因芯片筛选甲苯二异氰酸酯（TDI）哮喘小鼠差异表达基因
黄敏於 , 赵文驱 , 彭显如 , 李博厚 , 袁亚飞 , 蔡绍曦 , 赵海金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慢性气道疾病实验室 广东广州 510000

目的 : 甲苯二异氰酸酯（TDI）哮喘为中性粒细胞炎症为主的混合粒细胞哮喘，是哮喘研究中非

常重要的研究模型，其发病机制涉及免疫、炎症等多种机制。本研究旨在应用全基因表达谱芯片探

讨 TDI 哮喘小鼠模型差异表达基因，进一步分析可能的通路及靶点。方法：用 TDI 致敏激发小鼠建立

哮喘模型，20 只雄性 BALB/C 小鼠随机分为 2 组，每组 10 只。肺组织 HE 染色等鉴定模型制备成功。

取其中代表性样本进行基因芯片检测，芯片数据经质量控制检查，聚类分析等获取差异表达基因，

再通过趋势聚类分析、LncRNA 靶基因预测、IPA（Ingenuity Pathway Analysis）在线整合分析软件

等方法探讨其相应功能和通路，再经定量 PCR 验证目标基因。结果：按 P<0.05 差异显著性标准 , 共

筛选出 TDI 哮喘小鼠与正常对照差异表达 1.5 倍以上的基因，包括上调 589 个 , 下调 398 个。经代

谢途径分析发现这些差异基因主要涉及哺乳动物生物节律调控、细胞因子受体相互作用、IgA 分泌免

疫调节、细胞间连接、胞外基质受体相互作用、凋亡通路等免疫炎症信号。结论：芯片技术可有效地

筛选出 TDI 哮喘小鼠与正常对照的差异表达基因 , 对进一步探索哮喘的发病机制、干预或逆转哮喘

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哮喘、甲苯二异氰酸酯 (TDI)、基因芯片、差异表达基因

通讯作者：赵海金，haijin99@sina.com

基于重组人角膜模型的眼刺激性体外替代方法研究
霍倩 , 帅怡 , 孙静秋 , 李晨 , 肖萍 , 陶功华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200336

目的：建立重组人角膜模型 SkinEthicTM 体外替代方法并探讨其用于化学品眼刺激性评价的预测

能力。方法：选取 11种已知刺激性分类的标准化学品 (其中包括 5种固体化学品和 6种液体化学品；

覆盖不同溶解度、含自身颜色反应以及与 MTT 发生直接还原反应的化学品 )，采用重组人角膜模型

SkinEthicTM 为模型评估其作为体外眼刺激性替代方法的可行性。以 MTT 法测定细胞活性作为检测终

点，设置相对细胞存活率 50%（固体）或 60%（液体）为判定依据来评判刺激性和非刺激性。结果：

11 种已知刺激性分类的化学品经重组人角膜模型评价，其中 7 种被正确评价为刺激性物质（3 种固

体和 4 种液体），4 种被评价为非刺激性物质（2 种固体和 2 种液体）。评价方法在灵敏度与特异性

方面均表现良好，可区分非刺激性和严重眼刺激性物质，得到的分类结果和 UN GHS 分类结果一致。

结论：基于重组人角膜模型 SkinEthicTM 的眼刺激性体外替代方法是一种评价非刺激性和严重眼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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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物质的快速替代检测方法。

通讯作者：陶功华，E-mail：taogonghua@scdc.sh.cn

肺癌吸入给药策略研究进展
霍逸玄 , 徐建富 *, 张泗达 , 阴忆烽

军事科学院防化研究院，北京，102205

摘要：肺癌是最常见的肺原发性恶性肿瘤，也是目前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占肿瘤死因第一位，

五年生存率只有 15%。化疗通常是治疗晚期肺癌的一线疗法，化疗药物多采用静脉注射或口服方式给

药，都不同程度存在毒副作用大、生物利用度低、患者依从性差等问题。随着肺部给药技术的快速发展，

尤其是与靶向给药技术相结合，其非侵入性、作用迅速、无首过效应、毒副作用小等特点，使其成

为肺癌靶向治疗的新途径。肺癌靶向吸入给药策略包括主动靶向和被动靶向。主动靶向主要是利用

肺癌微环境特征，在吸入制剂表面进行靶向分子修饰，主要有：①受体介导靶向修饰，如叶酸、RGD肽、

转铁蛋白、透明质酸等；②抗体介导靶向修饰，如 EGFR 单抗、VEGF Ｒ单抗等。载体材料主要有可降

解聚合物类、金属类、壳聚糖类等。被动靶向则主要利用吸入颗粒的高穿透性和强亲和性，如脂质

体纳米吸入颗粒等。载体材料主要有磷酯或合成磷酯类、金属类、介孔二氧化硅等。吸入制剂的剂

型主要有干粉吸入剂、气雾剂、喷雾剂、鼻喷剂等，其中干粉吸入剂更适合于通过呼吸道进行全身

给药，其制备方法主要有低温冻干法、超临界流体法、溶剂蒸发法等。

关键词：肺癌；吸入给药；治疗

通讯作者：Email:jianfuxu2000@hotmail.com

基于高分辨质谱研究双酚 A对小鼠血浆代谢谱的影响
姬海南 , 李海山 , 宋乃宁 , 徐宝梁 , 赵潺 , 李文涛 #, 沈国林 *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化学品安全研究所，北京 100123

摘要 : 目的：观察不同染毒剂量的双酚 A 对 C57BL6 小鼠血浆代谢谱的变化，探讨其产生毒性效

应可能的作用机制，并尝试寻求其毒性相关生物靶点。方法：运用双酚A制备不同染毒剂量的小鼠模型，

将小鼠随机分为对照组、1、10、50、250 μg•kg-1 组。利用超高液相色谱 -质谱 (UHPLC-MS/MS) 技

术结合主成分分析、偏最小二乘分析等方法对血清数据进行分析，鉴定出潜在生物标记物，通过 VIP

及非参数检验筛选并通过多元化 ROC 曲线验证差异代谢物；运用 Pathway Analysis 数据库对差异性

代谢物进行拓扑分析；运用 R 和 Cytoscape 进行代谢产物的相关性分析和模块化分析。结果：发现

对照组各染毒剂量组基本分离，并随染毒剂量的增加，各组逐渐偏离对照组，提示小鼠机体具有发

生紊乱的趋势；从血浆中筛选出 27 种差异代谢物进行通路分析，发现双酚 A 发挥干预作用可能与亚

油酸代谢、花生四烯酸代谢、丙氨酸、天冬氨酸和谷氨酸代谢、丙酮酸代谢、鞘脂类代谢、磷酸肌

醇代谢等通路有关；进行模块化分析发现7个模块之间关系密切，焦谷氨酸,花生四烯酸,5-羟色胺,

异柠檬酸 , 甘油三酯等生物靶点可作为双酚 A 引起机体毒性的标识。结论：双酚 A 经过 14d 染毒后，

所产生的毒性作用机制可能与双酚A导致小鼠体内氨基酸代谢、能量代谢及脂代谢等代谢紊乱相关。

关键词：双酚 A；代谢组学；血浆；生物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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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细颗粒污染物 PM2.5 浓度及对大鼠气道平滑肌细胞的影响
贾菠 , 罗勇兵 , 周银平

（江西省职业病防治研究院，江西 南昌 330006）

摘要：目的：个人长期暴露于大气细颗粒污染物 PM2.5 会损害肺部组织，加重慢性呼吸道和心

血管疾病的发生。PM2.5 可在大气中停留数周，并通过大气环流进行运输。气道平滑肌细胞 (airway 

smooth muscle cells) 是影响哮喘发病的主要作用因子之一，其细胞增殖和增厚参与了气道高反应

发生和哮喘气道重塑过程。本文拟探讨大气细颗粒污染物 PM2.5 对大鼠气道平滑肌细胞 (ASMC) 的影

响，为进一步揭示 PM2.5 与哮喘发生的提供研究基础。方法：采用胰蛋白酶消化法，体外培养 ASMC，

取第 5-8 代进行实验。针对南昌市某城区 2018 年 1 月 -2018 年 12 月，每月分别 24h 小时连续采集

大气颗粒物，并对颗粒物样本进行低温干燥。利用 CCK-8 法检测细胞不同浓度 PM2.5 对大鼠气道平

滑肌细胞的毒性作用。利用 Western blot 检测染毒后大鼠气道平滑肌细胞转录活化因子 NF-κB 蛋

白水平的表达变化。利用免疫酶联法测定炎性因子IL-6、TNF-α表达变化。结果：CCK-8检测结果显示，

PM2.5 浓度 50mg/L 染毒组细胞增殖活力出现减弱，与对照组相比无显著差异；与对照组相，100mg/

L 染毒组和 200mg/L 染毒组的细胞增殖活力分别降至 80.5% 和 67.3%。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与对

照组相比，PM2.5 浓度 100mg/L 染毒组处理 24h 后大鼠气道平滑肌细胞中磷酸化 NF-κB 蛋白水平明

显升高。PM2.5 浓度 100mg/L 染毒组处理 24h 后，细胞上清液中 IL-6、TNF-α 的表达显著升高，且

随染毒时间增加表达量呈上升趋势。结论：PM2.5 对气道平滑肌细胞有毒性作用，可能参与其细胞凋

亡过程。PM2.5 能通过增强转录活化因子 NF-κB 的活性，和增加炎性因子 IL-6、TNF-α 的表达导致

机体炎症反应增强，从而引起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

关键词：PM2.5；气道平滑肌细胞；哮喘气道重塑

第一作者简介：贾菠（1987.01），女，助理研究员，毒理，E-mail: jiabo357067213@126.com

YZ 原药大鼠两年慢性与致癌合并试验
贾珍容 , 宋宏宇 , 郑维君 , 柴云芳 , 朱利萍 , 严杰 , 闵旸

(苏州西山中科药物研究开发有限公司，江苏 苏州 215104)

目的：研究 YZ 原药对大鼠的主要慢性毒性作用和致肿瘤作用，确定慢性毒性最大无作用剂量和

致癌的可能性，并尽可能找出毒性作用的靶器官。方法：Sprague Dawley 大鼠 640 只，雌雄各半，

分组时动物体重范围：雄性：103.36 ～ 136.19 g，雌性：108.76 ～ 138.47 g。试验设 1 个对照组

和 3 个给药组，每组 160 只动物，雌雄各 80 只，给药剂量分别为 0、10、80、640 mg/kg 饲料，连

续每天饲喂受试动物 104周。试验期间每天观察动物临床症状及死亡情况，测定动物体重和摄食量。

26 周、52 周、78 周、104 周给药期结束检测指标包括血常规、血液生化学、尿液、大体剖检、脏器

重量及组织病理学检查，并计算动物死亡率、食物利用率、供试品摄入量和脏器系数。本试验对配

制染毒饲料的稳定性、均一性和浓度进行了分析。结果：给药期间，与对照组比较，高剂量组雌雄动

物体重增长缓慢。给药 26 周、52 周、78 周和 104 周，高剂量组雄性动物镜检可见肝脏小叶中心性

肝细胞肥大、小叶中心性肝细胞空泡化，雌性动物肝脏小叶中心性肝细胞肥大。试验期间，各剂量

组雌雄动物死亡率、临床症状、食物利用率、尿液检查、大体剖检、肿瘤发生率、肿瘤潜伏期、肿

瘤多发性均未发现明显与供试品相关的异常改变。动物死亡原因主要是肿瘤性影响，未发现同供试

品的相关性。结论：雌雄动物最大无作用剂量（NOAEL）均为 80 mg/kg 饲料，此剂量相当于供试品摄

入量：雄性 4.69±0.72 mg/kg/day，雌性 5.25±0.51 mg/kg/day。雌雄动物观察到损害作用的最低

剂量（LOAEL）为 640 mg/kg 饲料，此剂量相当于供试品摄入量：雄性 36.98±5.03 mg/kg/day，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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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43.33±5.27 mg/kg/day，该剂量下，可引起雌雄动物体重增长缓慢和肝脏出现组织病理学改变。

YZ 原药对 SD 大鼠无致癌性。

作者简介：贾珍容（1979－），女，硕士研究生，苏州西山中科药物研究开发有限公司专题负责人，

E－ mail：jiazhenrong@szxszk.com

闵旸，男，研究员，苏州西山中科药物研究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机构负责人，E － mail：

minyang@szxszk.com

通过外周血和脑组织中 miRNA 分析鉴定 miR-7 作为阿特拉津诱导的帕金森病中

BDNF/ a-syn 轴的调节因子
姜羽嘉 1, 李俨书 1*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哈尔滨医科大学卫生毒理学教研室，黑龙江 150081

关键词：帕金森；a-syn；BDNF；miRNA-7

目的：对阿特拉津诱导的帕金森大鼠模型中的外周血和脑组织进行了 miRNA 分析以确定介导帕金

森发病机制的 miRNA。方法：将 2月龄雄性 SD大鼠随机分成三组（0、25和 50mg ATR / kg BW），经口

灌胃每天给阿特拉津（3.5mg/kg 体重 /天）一次，持续三个月。外周血和脑组织样品进行 miRNA 测序

并分析数据结果。根据数据库鉴定出已知 miRNA 和新 miRNA 预测结果及其表达量结果，并对 miRNA 进

行差异表达分析。对差异 miRNA 的靶基因预测并进行 GO富集和 KEGG 富集分析。实时定量 PCR 和蛋白

印迹法检测相关差异靶基因。结果：阿特拉津组的外周血中有 64种差异表达的已知 miRNA，9种与帕金

森相关。中脑黑质中有 57种差异表达的 miRNA， 8种与帕金森相关。有三种与帕金森发病相关 miRNA

在两处均发生改变。本研究发现miR-7在中脑黑质中下调，外周血中上调。鉴定miR-7的两个靶基因：

BDNF 和 a -Syn 的表达进一步验证 miR-7 的变化。实时定量 PCR 检测发现中脑黑质中α-syn 和 BDNF 

mRNA 的表达剂量依赖性增加；外周血中 25mg ATR / kg BW 组 BDNF 含量下降、50mg ATR / kg BW 组无

显著差异。miR-7 在外周血变化低于中脑黑质，表明脑组织对阿特拉津毒性更敏感。蛋白印迹评估发现

中脑黑质中 a-syn 和 BDNF 蛋白质水平随着阿特拉津剂量增加而增加；BDNF 蛋白质水平随阿特拉津剂量

增加而减少。讨论：阿特拉津的长期暴露会改变外周血和中脑黑质中包括 miR-7 的 miRNA 水平。同时观

察了早期帕金森大鼠的自我保护机制：miR-7 下调可导致 a-syn 增加，最终导致 PD的发生，同时也刺

激 BDNF 表达，激活多巴胺能神经元的保护机制。在长期暴露中，前者的影响超过后者，可以解释帕金

森的渐进性。虽然在外周血和中脑黑质中 miR-7 表达不同，由于 miR-7 在大脑中富集，推测中脑黑质

结果更准确，血液中 miR-7 增加反映了代偿反应。由于 miRNA 在转录水平和转录后水平调控蛋白质的

表达，血清 miRNA 谱可以作为神经退行性疾病的重要诊断标志物。

高脂饮食和 PM2.5 联合暴露对心肌纤维化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蒋金金 1,2, 梁爽 1,2, 李洋 1,2, 孙百阳 1,2, 段军超 1,2, 孙志伟 1,2,*

1 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毒理与卫生化学系，北京，100069

2 首都医科大学环境毒理学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100069

背景：心肌纤维化是多种心脏疾病中广泛存在的病理过程，是导致心脏功能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人群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大气细颗粒物（PM2.5）暴露和心脏功能降低及心脏结构改变有关，但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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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分子机制尚不清楚。高脂饮食（HFD）是心血管疾病的传统危险因素，可以增强 PM2.5 和心血管疾

病的联系。本研究旨在探讨PM2.5和 HFD共同暴露对心脏纤维化的联合作用及分子机制。方法和结果：

利用 C57BL/6J 小鼠和人心肌细胞 AC16 研究 PM2.5 暴露对心肌纤维化的影响，探讨心肌纤维化的基

因表达和分子信号转导。在体内研究中，超声心动图测量显示：PM2.5 和 HFD 均降低了心脏收缩和舒

张功能，并且联合暴露进一步增强了对心脏超声测量参数的影响。心脏马松染色结果显示：在标准

饲料（STD）或 HFD 下，PM2.5 均可以导致明显的心肌胶原沉积。免疫荧光结果提示暴露于 PM2.5 的

小鼠心肌ROS和α-SMA面积百分比明显增加。实时定量PCR和蛋白质免疫印迹结果显示：胶原蛋白-I

和胶原蛋白 -III 的表达增加，同时激活了 TGF-β1/Smad3 信号通路。PM2.5 和 HFD 联合暴露加重了

心脏的上述指标变化。对 PM2.5 和 HFD 联合暴露的析因分析表现出协同作用。体外研究表明，PM2.5

可降低人心肌细胞 AC16 的细胞活性，增加 ROS 水平，且呈以剂量依赖关系，并且上调 TGF-β1 和

p-Smad3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此外，ROS 清除剂 NAC 可显著降低 PM2.5 暴露所引起的细胞 ROS 水平，

并对 PM2.5 引起的 TGF-β1/Smad3 信号通路具有抑制作用。结论：结果表明，PM2.5 和 HFD 联合暴

露可通过激活 ROS/TGF-β1/Smad3 信号通路加重心脏纤维化。

关键词：细颗粒物；心肌纤维化；ROS/TGF-β1/Smad3 通路；高脂饮食

通讯作者：*Email：zwsun@ccmu.edu.cn

ACLY 基因敲减对 PM2.5 致肺气道上皮细胞上皮间质转化的影响
李彬 , 李晓波 *

（东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环境医学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南京，210009）

摘要：目的：基于前期对细颗粒物（fine particulate matter, PM2.5）暴露后 HBE 细胞代谢

组学分析发现 ATP 柠檬酸裂解酶（ATP citrate lyase,ACLY）的显著变化，本研究拟通过体外研

究观察 ACLY 在 PM2.5 长期暴露致肺气道上皮细胞（HBE）上皮间质转化（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EMT）过程中的变化规律，并探讨 ACLY 对 EMT 的作用。方法：构建 shRNA 干扰的 ACLY 

Knockdown 细胞株（ACLY KD），将其与野生型 HBE 细胞株（HBE WT）同时进行两种剂量浓度（0 和

100 μg/ml）的 PM2.5 长期暴露。通过 CCK-8 法检测细胞活性；qRT-PCR 和 Western blot 分别检

测细胞内上皮标志物、间质标志物及 ACLY 在 mRNA 和蛋白质水平的表达变化；Transwell 法检测细

胞迁移和侵袭能力；裸鼠皮下荷瘤试验检测细胞恶性转化能力。结果：HBE WT 组中：暴露 100 μg/

ml PM2.5 后，不同代数（P8、P17、P26 和 P35）细胞之间相比，增殖能力在 26 代后均出现显著差异

（P<0.01），且差异随代数呈递增趋势；与未暴露组相比，PM2.5长期暴露HBE细胞（P35）中N-cadherin

和 Vimentin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显著增强（P<0.01），而 E-cadherin 和 ZO-1 的 mRNA 和蛋白表

达被显著抑制（P<0.05），并且 ACLY 在 RNA 和蛋白质水平的表达上调（P<0.05）；与未暴露组相

比，PM2.5 长期暴露 HBE 细胞（P35）的迁移、侵袭和成瘤能力显著增强（P<0.01）。与 HBE WT 组相

比，ACLY KD 组中 ACLY 在 RNA 和蛋白质水平的表达显著下调（P<0.01）。ACLY KD 组中，暴露 100 

μg/ml PM2.5 后，不同代数（P8、P17、P26 和 P35）HBE 细胞相比，ACLY 敲减抑制了细胞增殖能力

（P<0.05），但差异随代数呈减弱趋势。与HBE WT暴露组相比，PM2.5长期暴露HBE细胞中N-cadherin

和 Vimentin 的表达显著下调（P<0.01），而 E-cadherin 和 ZO-1 的表达显著上调（P<0.05）；ACLY 

KD 细胞的迁移和增殖能力显著下调（P<0.01）；ACLY KD 细胞在荷瘤试验中的荷瘤数量和体积上明

显小于HBE WT暴露组。结论：PM2.5长期暴露能够诱导支气管上皮细胞发生EMT，并促进其恶性转化，

而 ACLY 的敲减能够抑制 EMT 的进程，有效降低恶性转化程度，表明 ACLY 可能是 PM2.5 暴露预防和

治疗的潜在靶点。

关键词：PM2.5，ACLY，E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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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errant expression of lncRNAs detection in malignant-transformed BEAS-2B 
cells induced with coal tar pitch

Zhongqiu Li, Yaping Zhang, Liya Meng, Sa Yang, Qi Yu, Qiao Zhang*
Department of Toxicology, College of Public Health,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province, China

Department of Toxicology, College of Public Health,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province, China 450001

Abstract. 
Purpose: This study aimed to establish the malignant transformation cell model and investigate lncRNAs 

expression profile.
Background: Aberrant expression of long non-coding RNAs (lncRNAs) has been verified to be 

associated with a variety of tumors including lung cancer. However, the potential roles of lncRNAs in Coal 
tar pitch extracts (CTPE)-induced lung cancer remain unclear.Methods: Human bronchial epithelial cells 
(BEAS-2B) were induced to malignant transformation by stimulated with 2.4μg/ml CTPE. Related indicators 
was detection by Wound healing assay, Plate clone formation assay, Proliferation assay, Apoptosis assay, 
LncRNA microarray analysis, GO and pathway analysis, CNC network analysis and qPCR.Results: cells in 
CTPE group appeared abnormal morphology. Furthermore, migration, clonality and proliferation of cells 
in CTPE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compared with that in DMSO and BEAS-2B group. However, 
the apoptosis of cells in CTPE group were inhibited. Therefore, BEAS-2B cells had been malignant-
transformed by CTPE chronic exposure. Then, the lncRNAs profiles in malignant-transformed cells were 
constructed by high throughput screening and confirmed by qPCR. There were 707 lncRNAs and 569 
mRNAs aberrant expression, suggesting that varieties of lncRNAs may have important roles in malignant-
transformed cells. And Gene Ontology (GO) and pathway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carry out functional 
analyses of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lncRNAs. Among the aberrant expressed lncRNAs, the up-regulated 
lncRNAs (ENST00000556926, ENST00000535078 and ENST00000501520) and the down-regulated 
lncRNA (TOCNS_00011820) were validated by qPCR, which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microarray results. 
Furthermore, co-expression network analysis of 4 LncRNAs was used to find target genes by CNC network, 
and 32 target genes were screened out.Conclusion: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aberrant expression of lncRNAs 
may have potential function in lung cancer and may provide a new target for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lung cancer.

Keywords: CTPE; Lung cancer; Long non coding RNA; microarray analysis; BEAS-2B cells
*Corresponding author : Qiao Zhang, Email address: zhangqiao@zzu.edu.cn

遗传毒理细菌回复突变试验（AMES 试验）自动化仪器的研制
李朝文 , 杨富成 , 温占波 *, 郑劲林

（北京慧荣和科技有限公司，北京，101102）

目的：细菌回复突变试验是以营养缺陷型的突变体菌株为指示生物检测基因突变的体外试验，用

于预测受试物的遗传毒性和潜在的致癌作用。随着环境污染的日益严重，人们对环境中的致突变物

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细菌回复突变试验（AMES 试验）的重要性日益突出。AMES 试验步骤多，操作繁

琐，工作量大，耗费人力物力。我们的研究目的是实现 AMES 试验的全自动化，不需要人工干预，即

可完成整个试验操作。方法：全自动AMES仪主要由高通量培养皿分拣/存储模块、多工位并行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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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皿摇匀模块、组合式混合点阵标记模块、样品定量循环加样及混匀模块、组合式精密单通道快

速切换取样模块、防交叉污染设计、上位机控制软件模块等组成。一次最大可处理100-240个培养皿，

采用快速自适应均匀吹打混匀实现对菌液和样品的混匀，采用精密温度控制系统实现对顶层胶、S9

等试剂的加热、制冷和保温。结果：该仪器温度控制系统在 ±0.1℃，加热速度可达到 2.5℃ /min，

制冷速度可达到 1.5℃ /min, 采用多通道取样系统实现对不同样品的独立移取加样，取样精度可达

0.01mL。完全可以替代 AMES 人工操作，节省人力，提高实验效率。该仪器已经成功应用于浙江食品

药品检定研究院和北京药检所等单位，用于受试物的遗传毒性和潜在的致癌作用预测。结论：该仪器

能代替 AMES 实验中繁琐的人工操作过程，使实验效率大大提高，实现 Ames 实验的自动化、高通量

化和智能化。

关键词：细菌回复突变试验、AMES、自动化、化学物质

联系人 : 温占波，wzb@hrhkj.com，18811196863

人外周血淋巴细胞微核、染色体畸变图像自动分析系统的研制
李朝文 1, 杨富成 1, 申相 2, 马腾飞 2, 耿家新 2, 温占波 1*, 郑劲林 1, 周正干 2, 陈英 3

（1 北京慧荣和科技有限公司；2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3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辐射医学研究所）

目的：为应对突发核事故、核恐怖袭击时大量核辐射暴露人员生物剂量快速、高通量准确估算的

难题。为解决我国大量放射从业人员健康体检时微核和染色体畸变显微图像检查的巨大工作量，快

速客观评价暴露程度。为减少人工镜下计数误差，能够科学、准确评价各种环境诱变剂对人体遗传

毒性的危害。课题组研制了人外周血淋巴细胞微核、染色体畸变图像自动分析系统。方法：开发高通

量的自动进样系统、显微镜自动化模组和显微扫描控制软件，解决目前各类阅片方式普遍存在的速

度慢、精度差、通量小等问题，搭建全自动阅片显微扫描平台。建立表征染色体、微核细胞各种畸

变类型的几何形态特征的识别模型，结合人工智能识别技术，开发具有智能化和高速处理能力的分

析软件，实现染色体畸变和微核图像高识别率、高准确率的自动化分析。结果：高通量全自动玻片进

样系统，载物台一次性可放置玻片≥ 8 片，进样系统一次性可放置玻片≥ 120 片。全自动玻片自动

聚焦扫描拍照系统：配置 10 倍、20 倍、40 倍、60 倍、100 倍物镜，具有自动切换物镜，自动滴油

功能；扫描速度：40 倍镜，自动拍照，每张玻片≥ 3000 张图像，时间≤ 20min。染色体畸变 / 微核

自动分析模块，染色体着丝点识别率≥ 95%，双着丝粒（多着丝粒）识别率≥ 95%，着丝粒环识别率

≥ 95%；识别结果智能排序，复杂的图像经人机交互后，染色体畸变的识别准确率≥ 99%。自动计算、

生成生物剂量评价参数和曲线。单核淋巴细胞、双核淋巴细胞识别率≥ 95%，微核识别率≥ 95%，识

别结果智能排序，复杂的图像经人机交互后，微核识别准确率≥ 99%。自动得出微核细胞率、微核率

等指标。结论：研发的微核、染色体畸变图像自动分析系统的进样系统一次性可放置玻片≥ 120 片，

染色体畸变和微核的识别率≥ 95%，具有人工智能识别功能，可以不断提高识别准确率，部分性能指

标优于国外产品，填补国内在微核、染色体图像自动分析系统的空白。

关键词：微核、染色体畸变、图像分析、自动化
* 联系人：温占波，18811196863，wzb@hrhkj.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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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煤污染型地方性氟中毒人群中 miR-122-5p 靶向调控 CDK4 的初步研究
李晨 , 王飞 , 高嘉宇 , 潘雪莉

（贵州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环境污染与疾病监控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贵阳 550025 ）

目的：地方性氟中毒是与地理环境中氟丰度有密切关系的一种地方病，贵州曾是燃煤污染型氟

中毒病情最重的省份之一。氟中毒对机体损害非常广泛，主要包括骨相和非骨相系统损伤，尤以氟

骨症危害最大。成骨细胞增殖活跃和骨转换加速在氟骨症病变中是一个发生较早、并起主导作用的

环节。本研究在既往发现 CDK4 高表达参与氟骨症成骨细胞增殖活跃基础上，初步分析 miR-122-5p

靶向调控 CDK4 在氟骨症发生发展中的作用，为深入探讨其作用机制提供线索。方法：依据地方性氟

中毒病区划分标准（GB 17018-2011），选择贵州省燃煤污染型氟中毒病区织金县荷花村为调查点、

非氟中毒地区安顺市双堡镇张官村为对照点。依据病例及对照纳入标准，追踪既往调查对象共 242

人。知情同意原则下收集调查对象血样及尿样。前期采用 miRNA-seq 技术检测了燃煤污染型氟中毒

人群（10 例）和对照人群（10 例）外周血血浆样本中 miRNA 表达谱。本研究在此基础上，采用生物

信息学软件 miRWalk、miRTarbase、miRDB 及 targetscan 分析筛选与氟暴露相关、靶向调控 CDK4 且

表达明显下调的 miRNA，并进一步采用 qRT-PCR 在 242 例调查对象中验证其表达，同时采用 qRT-PCR

检测 CDK4 mRNA 转录表达，ELISA 法检测 CDK4 蛋白表达。结果：利用生物信息学软件分析得到靶向

CDK4 的 miRNA 53 个，结合 miRNA-seq 结果（其中下调 miRNA 83 个），依据筛选标准 p ≤ 0.05 且 | 

log2FC| ≥ 1，最终获得靶向调控 CDK4 且表达明显下调的 miRNA 1 个，为 hsa-miR-122-5p。依据尿

氟水平，将调查对象分为高、中、低氟暴露组，结果显示随着氟暴露量的增加，miR-122-5p 表达量

逐渐降低，CDK4 mRNA 表达量逐渐升高，CDK4 蛋白表达量逐渐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且 miR-

122-5p 相对表达量与 CDK4 蛋白量表达呈负相关关系。结论：人群研究结果显示，氟可能通过下调

miR-122-5p 表达影响其靶基因 CDK4 蛋白表达，进而参与氟骨症的发生发展，为后续体外实验的深入

研究提供了线索。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1660524）

通讯作者：潘雪莉，Email:xuelipan@gmc.edu.cn

50 种化学物对人组成型雄烷受体激活效应的筛查
李海山 , 钟贞 , 梁丽媛 , 谢文平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化学品安全研究所，北京 100176

目的：人组成型雄烷受体（human Constitutive Androstane Receptor，hCAR）是人体对外源化

学物的感受器，是调控外源物代谢、内源物代谢、能量代谢的重要核受体。本研究对近年来社会关

注度高的 50 种环境污染物和临床应用药物是否影响 hCAR 活性及作用方式进行了初步探讨。方法：应

用荧光素酶报告基因试验，体外培养人肝癌细胞 HepG2，共转染 hCAR 表达质粒（参考型插入丙氨酸

的人工嵌合型）、含典型靶基因细胞色素 P450 2B6 启动子区调控序列萤火虫荧光素酶报告基因质粒

和内参比海肾荧光蛋白报告基因质粒，检测受试物作用 24 h 对 hCAR 直接激活效应。应用具有表皮

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依赖性生长特点的人皮肤鳞癌细胞系

A431，以生长抑制试验检测受试物作用 72 h 对 EGFR 的抑制效应（EGFR 抑制导致 hCAR 间接活化）。

受试物终浓度 0.01 μmol/L ～ 100 μmol/L。结果：本研究所筛选的受试物中，邻苯二甲酸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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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基己）酯（DEHP）、邻苯二甲酸二正辛酯、邻苯二甲酸二异辛酯、邻苯二甲酸二己酯、邻苯二甲

酸二环己酯、六溴环十二烷（HBCD）、阿巴卡韦（ABA）对 hCAR 具有转录激活作用；三氯生（TCS）、

三氯卡班（TCC）、依法韦仑（EFV）对 EGFR 活性抑制较强（半数抑制浓度低于 20 μmol/L），HBCD

对 EGFR 活性抑制略弱（半数抑制浓度为 58.5 μmol/L）。结论：环境污染物 HBCD 对 hCAR 兼具直接

和间接激活效应，在环境暴露浓度下以直接作用为主，DEHP 等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学物具有 hCAR 直接

激活效应，TCS、TCC 则对 hCAR 具有间接激活效应。在筛查的导致全身重症超敏反应的临床药物中，

ABA 具有直接转录激活作用，EFV 对 hCAR 具有间接激活效应，在进一步研究中需探讨 hCAR 激活在其

毒效应中的作用。

责任作者：李海山，Email: lihs@aqsiqch.ac.cn

基金资助：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17YFF0211201）

毒理学安全评价试验中体外代谢系统应用进展
李海山 , 梁丽媛 , 钟贞 , 韩文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化学品安全研究所，北京 100176

应用体外替代方法是毒理学安全评价的发展趋势。与体内相比，体外试验系统的主要缺陷包括

两个方面：一是缺乏整体神经 -体液 -免疫调节；二是缺乏代谢转化作用。

为了弥补体外试验系统的代谢转化能力，研究者一直致力于体外代谢系统的研发。最早发展和

推广应用于安全性评价的体外试验是致突变试验，在体外致突变试验中广泛应用的体外代谢系统是

啮齿类肝 S9，即啮齿类动物经代谢酶诱导处置后取肝制匀浆，再经 9000 g 离心去除组织碎片和线粒

体等获得的上清液，其主要代谢酶组成为微粒体酶和胞浆酶系；肝微粒体是 S9 进一步经超速离心获

得的内质网小泡，其主要代谢酶组成为微粒体酶系，多用于机制研究和药物体外代谢转化研究。肝

S9 代谢酶种类多，包括 I相和 II 相酶，在致突变试验作为体外代谢系统已成为标准配置，其诱导方

案主要有两种：多氯联苯混合物，苯巴比妥 /β 萘黄酮。随着化学物代谢转化和代谢酶诱导机制的

深入研究，经典诱导方案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诱导后代谢酶谱与正常肝组织代谢酶谱差异较大，尤其

是两组诱导剂对 CYP2E1 等化学物代谢转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酶缺乏诱导能力，应筛选出诱导后

代谢酶谱与正常肝组织代谢酶谱更接近的联合诱导方案。另外，代谢种属差异和动物使用也是啮齿

类肝 S9 的不足。

肝细胞作为体外代谢系统的研发是研究者着力的主要方向，欧美等国近年来构建了数种具有一

定代谢能力的人源肝细胞系，并建立和优化了细胞共培养的方法和装置。但遗憾的是，通过基因表

达谱比对，这些细胞的代谢酶表达谱介于肝组织和早期建立的肝细胞系之间，并且更接近于细胞系。

构建三维共培养细胞是可能的改进方向。

为了阐明特异代谢酶的作用，基因重组细胞色素 P450 酶等同工酶系统被研发和应用。这也体现

了科学解析的思路。具有细胞色素 P450 酶和过氧化物酶活性的植物匀浆也被应用于体外致突变试验

中。但这些体外代谢系统只能作为补充工具来使用。

综上所述，目前毒理学安全评价试验中应用的体外代谢系统，组织匀浆、细胞、重组蛋白，均

存在使用局限性，亟待改进和研发新的体外代谢系统。

责任作者：李海山，Email: lihs@aqsiqch.ac.cn

基金资助：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17YFF021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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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106b/miR-93 靶向 SMAD7 对香烟烟雾诱导肺细胞 EMT 的调控作用
李建祥 , 王进 , 童建

苏州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苏州，215123

目的：对染烟恶性转化细胞高通量测序 , 数据库预测并筛选与转移相关的 miRNAs 靶基因，探索

miRNAs 调控靶基因在吸烟所致肺癌中的功能以及与上皮间质转化（EMT）过程相关的调控机制，为

肺癌的发病机制研究及其精准治疗提供理论依据。方法：软琼脂克隆形成和裸鼠成瘤实验验证香烟

烟雾长期染毒致细胞恶性转化程度；Transwell 细胞迁移和划痕实验检测迁移能力的改变，分析 EMT

过程相关的 CDH1、CDH2、MMP9 和 VIM 等分子标志物表达变化，验证细胞恶性程度和 EMT 特性。对正

常 BEAS-2B 细胞（2B）和染烟 30 代细胞（S30）进行 mRNA 和 miRNA 高通量测序，分析差异表达基

因（DEGs）和差异表达 miRNAs，功能和通路富集研究 DEGs 可能影响的生物学功能及通路；筛选出

miR-106b/miR-93 并验证其功能影响；数据库预测 miR-106b/miR-93 的靶基因，筛选出与肺癌转移相

关的靶基因 (SMAD7)。构建 SMAD7 野生型和突变型 3’UTR 质粒，通过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验证

miR-106b/miR-93 与靶基因之间的靶向关系；基于 KMplot 数据库分析靶基因表达高低和是否吸烟与

患者预后的关系；分析 SMAD7 可能影响的信号通路。结果：与 2B 相比，染烟 30 代细胞（S30）的软

琼脂克隆形成率显著升高；裸鼠成瘤 30%，细胞的迁移能力明显增强；EMT 上皮特性相关的 CDH1 基

因 mRNA 和蛋白表达随着染烟代数的增加显著降低，而间质化特性指标 CDH2、MMP9 和 VIM 表达显著

增加。高通量测序得到 755 个差异表达基因（DEGs）和 203 个差异表达 miRNAs，通过功能和通路富

集发现 DEGs 显著富集在多条 EMT 相关功能和信号通路；筛选出 miR-106b/miR-93，敲减 miR-106b/

miR-93 可使细胞迁移能力明显降低，CDH1 显著升高，CDH2 和 MMP9 显著降低；生物信息学预测与肿

瘤转移相关的 miR-106b/miR-93 靶基因为 SMAD7，染烟细胞和肺癌组织中 SMAD7 表达水平显著低于

2B 细胞和癌旁正常组织，LUAD 和 LUSC 组织中 miR-106b/miR-93 和 SMAD7 的表达呈显著负相关。过

表达 miR-106b/miR-93 后，细胞中 SMAD7 表达显著降低，而敲减 miR-106b/miR-93 之后表达升高；

生存分析显示高表达 SMAD7 在不吸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具有很好的预后。结论：长期香烟烟雾暴露

能够诱导肺细胞恶性转化，致瘤性、迁移和上皮间质转化能力明显增强；吸烟可致肺恶性转化细胞

和肺癌组织中的 miR-106b/miR-93 表达显著增高而其靶基因 SMAD7 表达显著降低，且与肿瘤转移密

切相关；SMAD7 表达高低影响肺癌患者预后，且与包括 EMT 在内的肿瘤发生发展相关多个信号通路显

著相关。

关键词：香烟烟雾，肺癌，上皮间质转化（EMT），TCGA，miR-106b/miR-93，SMAD7

通讯作者：李建祥，aljxcr@suda.edu.cn

饮水消毒副产物卤代苯醌的毒理基因组学分析
李金华

吉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毒理教研室，长春，130021

目的：卤代苯醌 (HBQs) 是一类新型未受控饮用水消毒副产物，其细胞毒性和遗传毒性较一些受

控消毒副产物更强，主要与细胞氧化应激密切相关。然而，关于 HBQs 毒性的具体分子机制还不清

楚。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毒理基因组学来研究 HBQs 的潜在分子毒性机制。方法：本研究使用

了 6 种不同的 HBQs 分别处理 SV-HUC-1 细胞，在 HBQs 暴露 2h 和 8h 分别收集细胞，提取 RNA，应用

Tagman PCR Array 检测其对氧化应激信号通路相关 44 种基因的表达。结果：HBQs 处理细胞 2h，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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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9-28种基因发生显著性改变；处理细胞8h，共有29-31种基因发生改变。其中，有4种基因(HMOX1, 

NQO1, PTGS2, 和 TXNRD1) 是 6 种 HBQs 在两个时间点都发生显著性改变的基因。Ingenuity pathway 

analysis 表明 HBQs 显著引起了 Nrf2 信号通路的改变。此外，HBQs 引起显著性改变的信号通路主要

包括 GSH 氧化还原通路、超氧自由基分解通路和外来化合物代谢通路。结论：本研究表明 HBQs 显著

引起氧化应激相关信号通路的基因表达，有助于理解 HBQs 消毒副产物的分子毒性机制，为进一步研

究 HBQs 的毒性机制提供了基础。

作者邮箱：jinhua1@jlu.edu.cn

七氟甲醚菊酯原药大鼠 28 天反复吸入毒性试验研究
李丽 , 阚昊海 , 高明伟 , 刘中华

（沈阳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安全评价中心，沈阳，110141）

摘要：目的：考察七氟甲醚菊酯原药吸入毒性。方法：以 SD 大鼠为试验动物，进行了七氟甲醚菊

酯原药的大鼠28天反复吸入毒性试验。试验设1、5、9mg/m3 3个剂量组和1个溶媒对照组，每组10只，

雌雄各 5只。另设对照组和高剂量组 2个附加组 (10 只动物，雌雄各半 )，采用 HOPE-MED 8052 液类

口鼻动式染毒控制进行染毒，试验过程中进行浓度测定，并对染毒柜气流流速、温湿度及氧浓度进

行监测。染毒时间为每天 4 小时，每周 5 天，连续 4 周。染毒结束后附加动物组再观察 14 天恢复期

观察。试验期间每天进行临床观察，每周测定动物体重和摄食量，染毒期结束以及附加组恢复期结

束进行动物血液常规、血清生化、脏器重量及病理组织学检查，并对各项指标采用决策树统计方法

进行统计。结果：染毒 28 天低中高剂量组的平均实测浓度分别为 1.03±0.03mg/m3、5.08±0.26mg/

m3 及 9.25±0.21mg/m3。在整个试验过程中，所有受试动物没有发生濒死及死亡。染毒初期，高剂

量组雌雄大鼠出现了口鼻出血、结痂，发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染毒后期，此症状消失。染毒期剂

量组雄鼠各周平均体重及高中剂量雌鼠平均体重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染毒 4 周雄鼠剂量组及雌鼠中

高剂量组平均体重增长显著低于对照组。恢复期，剂量组大鼠高剂量组平均体重增长高于对照组。

整个试验过程低中高剂量组动物摄食、血液常规、血清生化、脏器重量及病理组织学检查结果未发

现与供试品相关的异常改变。结论：七氟甲醚菊酯原药对 SD 大鼠 28 天反复吸入最大无作用浓度：雄

性 5.08±0.26 mg/m3，雌性 5.08±0.26 mg/m3。

关键词：93% 七氟甲醚菊酯原药，吸入，吸入评价

作者介绍：李丽，沈阳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安全评价中心，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沈辽路600号（邮

编：110141），024-62353467  Email: lili2@sinochem.com.cn

胚胎干细胞定向分化为卵巢颗粒细胞及镉对 SOX2 的影响
李玲芳 , 宗超威 , 王晖 , 张文昌 *

福建医科大学（福建省福州市 350000）

目的：镉是一种普遍存在于环境中的有毒重金属，不仅对雌性哺乳动物的卵巢颗粒细胞具有明

显的生殖毒性，且可通过胎盘屏障影响子代发育。卵巢颗粒细胞是镉的靶细胞，对卵母细胞生长起

着重要的营养作用。课题组前期研究表明，妊娠期镉暴露可使 F1 代大鼠成年后卵巢颗粒细胞形态和

功能发生改变。但镉通过胎盘屏障影响子代卵巢颗粒细胞的具体机制尚未得知。因此，我们采用构

建体外胚胎干细胞定向分化为卵巢颗粒细胞的模型，探讨胚胎干细胞定向分化为卵巢颗粒细胞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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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镉暴露的影响，为镉对雌性子代的生殖毒性及机制研究提供依据。方法：胚胎干细胞未分化时培

养于滋养层细胞上，诱导分化时单独培养，并用诱导剂进行诱导。诱导剂选取雌性四周 ICR 小鼠的

卵巢颗粒细胞体外培养至密度 80% 时的上清液。诱导一周后倒置显微镜下观察比较诱导细胞与卵巢

颗粒细胞的形态以及免疫荧光检测卵巢颗粒细胞的标志蛋白 FSHR 对诱导完成细胞进行鉴定；体外诱

导模型成功建立后，根据课题组前期实验结果以及文献记录，分 0.1、0.3、1.0、3.0、10.0μmol/L

五个剂量组，染毒一周后进行比较分析。分析方法：镜下观察各剂量组细胞形态的变化；qRT-PCR 方

法检测对照组及不同剂量组干细胞多能性标志基因 SOX2 的 mRNA 表达量。结果：诱导后镜下可见对照

组细胞形态杂乱，而诱导组细胞形态均一且与卵巢颗粒细胞形态一致，其细胞膜上表达卵巢颗粒细

胞标志蛋白 FSHR。随着染镉剂量增加，诱导细胞形态越接近未分化状态，且多能性基因 SOX2 的表达

量也随着染毒剂量的增加而上升。结论：1. 本次实验基本建成体外诱导模型。2. 镉暴露后，胚胎干

细胞定向分化的过程受到了明显的抑制。

通讯作者：wenchang58@126.com; 13805085808

氧化应激和枯否细胞介导的炎症在二甲基甲酰胺致小鼠急性肝损伤中的作用
李明君 , 董婧 , 曾涛

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毒理与营养学系 山东济南 250012

目的：探讨氧化应激和枯否细胞导致的炎症在二甲基甲酰胺（DMF）所致小鼠急性肝损伤中的作

用。方法：SPF 级 ICR 雄性小鼠灌胃 3 g/kg bw 的 DMF 诱导小鼠急性肝损伤，以抗氧化剂 N- 乙酰半

胱氨酸（NAC，300mg/kg bw）和 NRF-2 激动剂萝卜硫素（SF, 30mg/kg bw）以及枯否细胞清除剂氯

化钆（GdCl3）作为工具药物探讨氧化应激和枯否细胞介导的炎症在 DMF 肝毒性中的作用；测定血清

转氨酶的活性和肝脏病理学变化评价肝损伤的程度；采用生化试剂盒测定肝脏丙二醛（MDA）和谷

胱甘肽（GSH）的含量；采用 ELISA 试剂盒测定血清 TNF-α 的水平；western blotting 技术测定肝

脏 NRF-2 和 F4/80 等蛋白表达。结果：与对照组小鼠相比，DMF 染毒小鼠体重显著降低（P<0.01），

肝脏系数及血清 ALT 和 AST 的活性均显著增加 (P<0.01)，肝脏 MDA 含量显著增加，肝脏 GSH 含量及

GSH/GSSG 比值明显降低（P<0.05）；病理检查显示 DMF 染毒 48 小时后肝细胞明显肿大、部分肝细

胞坏死并有大量的炎性细胞浸润。与模型组小鼠相比，NAC 干预组和 SF 干预组小鼠肝脏 MDA 的含量

明显降低，GSH 的含量显著增加（P<0.05），但血清转氨酶活性未见明显改变（P>0.05）；NAC 和 SF

干预未能显著抑制 DMF 导致的肝细胞肿胀、坏死等。与模型组小鼠相比，GdCl3 干预组小鼠血清转氨

酶的活性和肝脏 MDA 的含量均显著降低 (P<0.05)，病理检查显示肝脏损伤明显减轻。结论：DMF 暴露

导致的小鼠急性肝损伤可能与肝脏枯否细胞活化介导的炎症有关，而与氧化应激的关系不大。
* 通讯作者：zengtao@sdu.edu.cn

自噬损伤在 PBDE-47 所致神经毒性中的作用及其与凋亡的关系
李佩 , 马儒林 , 董理鑫 , 刘路明 , 周郭育 , 田致远 , 赵倩 , 夏涛 , 张舜 , 王爱国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系 环境与健康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武汉 430030

目的：作为一种新型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多溴联苯醚（PBDEs）的发育神经毒性已引起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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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广泛关注，但其作用机制目前仍不清楚。本研究旨在探讨自噬和凋亡在 2,2',4,4'- 四溴联苯醚

（PBDE-47）发育神经毒性中的作用，及自噬与凋亡二者在其中的关系，为阐明 PBDE-47 神经毒性机

制提供新思路。方法：在体内研究中，将雌性 Sprague-Dewley 大鼠分为 4 组，以不同剂量的 PBDE-

47（0.1 mg/kg bw、1.0 mg/kg bw 和 10 mg/kg bw）进行灌胃处理，对照组动物给予溶剂玉米油。

暴露从妊娠前期开始，贯穿整个妊娠期和哺乳期，直至子鼠断乳后停止，通过 Morris 水迷宫实验、

透射电子显微镜、尼氏染色和免疫组织化学方法以及 Western blot 技术检测自噬与凋亡在 PBDE-47

致子代大鼠神经系统损伤中的作用。体外研究中，以不同浓度 PBDE-47（1 μmol/L、10 μmol/L、

20 μmol/L）处理高分化的大鼠肾上腺嗜铬细胞瘤（PC12）细胞 24 h，检测 PC12 细胞自噬和凋亡水

平，并应用药物干预和基因修饰手段调节自噬和凋亡过程，进一步探讨自噬与凋亡在 PBDE-47 神经

毒性中的关系。结果：围产期暴露于 PBDE-47 可损伤雌性子代大鼠学习记忆能力，并伴随着海马组织

神经元丢失、凋亡水平增加。同时 PBDE-47 暴露可导致海马组织自噬体蓄积，自噬体形成关键分子

微管相关蛋白轻链 3（LC3）-II 及选择性自噬底物 p62 蛋白表达增加，但自噬体延伸关键分子自噬

相关蛋白（ATG）7 表达水平降低。体外研究进一步证实上述结果，且发现 PBDE-47 导致的 PC12 细胞

自噬障碍和过度凋亡存在时间效应关系：与凋亡相比，自噬变化对 PBDE-47 更加敏感。在此基础上，

使用自噬激活剂雷帕霉素或腺病毒过表达ATG7促进自噬过程反而加重了PBDE-47所致PC12细胞凋亡，

减少细胞存活；而自噬抑制剂渥曼青霉素或 siRNA 沉默 ATG7 抑制自噬过程可减轻 PBDE-47 所致 PC12

细胞凋亡，促进细胞存活。此外，利用 caspase-3 抑制剂 Ac-DEVD-CHO 抑制凋亡过程可改善 PBDE-47

所致 PC12细胞自噬障碍，提升细胞活力，但与自噬抑制剂同时作用并不能提高PC12细胞存活。结论：

PBDE-47可诱导神经细胞自噬障碍及过度凋亡，且在PBDE-47神经毒性过程中，自噬障碍促进了凋亡，

而凋亡反过来又扰乱了自噬，自噬障碍与过度凋亡作为耦联事件，共同促进了细胞死亡。

通信作者：张舜，E-mail: shunzhang@hust.edu.cn；王爱国，Email: wangaiguo@mails.tjmu.

edu.cn

空气污染对肝脏脂质代谢的影响及性别差异研究
李冉 , 孙卿 , Sin Man Lam, 陈如程 , 顾唯佳 , 章璐 , 税光厚 , 刘翠清 *

1 浙江中医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杭州，310053；2浙江中医药大学中美联合环境与肺系疾病研究中心，杭州，

310053；3 中科院遗传发育所，北京，100101

目的：本研究旨在观察 PM2.5 暴露对肝脏脂质代谢影响的雌雄差异，并对其机制进行探讨。材料

和方法：将雄性和雌性 C57BL/6 小鼠暴露于大气中 PM2.5，进行全身吸入式动式染毒。暴露结束后收

集肝脏组织，用 oil red O 方法对肝脏脂质沉积情况进行检测；用 LC-MS 等方法对小鼠肝脏组织中

脂质代谢物水平进行检测；用实时定量 PCR 和免疫印迹方法对肝脏和 HPA 轴关键分子表达水平进行

检测，对空气污染影响脂质代谢的雌雄差异及机制进行初探。结果：PM2.5 暴露肝脏组织出现脂质颗

粒沉积，伴有肝脏中甘油三酯水平升高。有趣的是，雌性小鼠对空气污染诱发肝脏脂质沉积更为敏感。

进一步对肝脏中脂质代谢物水平进行检测，在雄性小鼠，脂质代谢物水平未见显著改变，但在雌性

小鼠观察到甘油三酯、胆固醇、胆固醇酯水平显著增高，游离脂肪酸水平增加；L-PA水平显著降低，

缩醛酯 PCp、PEp 水平显著增加。上述改变伴有载脂蛋白 apoB、脂质组装蛋白 MTTP 表达和 HPA 轴功

能异常。结论：PM2.5 暴露引起肝脏脂质代谢紊乱，存在性别差异，可能与脂质转运和 HPA 轴功能异

常有关。本研究将为空气污染健康效应及机制提供新的实验依据，为确定并防护易感人群提供理论

指导。
* 通讯作者：liucuiqing@zcm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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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E-209通过 DNA损伤反应信号通路介导的细胞周期阻滞和凋亡诱导雄性生殖毒性
李向阳 1,2, 朱玉鹏 1,2, 张崇海 3, 刘建辉 1,2, 周桂卿 1,2, 荆黎 1,2, 施致雄 1,2, 孙志伟 1,2, 周显青 1,2,*

1 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毒理与卫生化学系，北京 1000069

2 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市环境毒理学重点实验室，北京，1000069

3 山东省淄博市第七人民医院内科，淄博 255000

目的：十溴二苯醚（BDE-209）是一种较为常用的阻燃剂，通常被应用于电子设备、塑料、家

具和纺织品中。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BDE-209 对哺乳动物生殖发育具有一定的危害。因此，确定

BDE-209 对雄性生殖系统的影响和潜在的毒理学机制，为阐明 BDE-209 的环境和健康危害具有重要

意义。方法：在体内实验中 40 只雄性 ICR 小鼠被随机分为 4 组，分别采用 0、7.5、25 和 75 mg/kg/

d 剂量的 BDE-209 连续灌胃 4 周；体外实验采用小鼠精母细胞系 GC-2spd，分别在 0、2、8 和 32μg/

mL 的 BDE-209 浓度下对其染毒 24 小时。结果：体内实验结果表明，BDE-209 可损害睾丸结构，导

致睾丸生精细胞凋亡，引起精子数量和活动率下降以及精子畸形率的升高。此外，BDE-209 暴露能

诱导氧化应激，降低小鼠血清睾酮水平；诱导 DNA 损伤，并激活 DNA 损伤修复反应信号通路（ATM/

ChK2、ATR/ChK1 和 DNA-PKcs/XRCC4/DNA ligase Ⅳ）。体外实验数据表明，BDE-209 通过降低细胞

活力并增加 LDH 释放而诱导细胞毒性。BDE-209 还可导致 GC-2 细胞的 DNA 链断裂、G1 期细胞周期停

滞和活性氧（ROS）水平升高。结论：这些结果表明，BDE-209 可能通过诱导 DNA 损伤和 DNA 损伤修

复反应，并因此导致了小鼠生精细胞周期进程的阻滞，影响细胞增殖并诱导凋亡，最终引起雄性生

殖毒性。本研究为阐明 BDE-20 雄性生殖毒性的潜在机制提供了新的证据。

关键词：BDE-209；雄性生殖毒性；DNA 损伤修复反应；细胞周期；凋亡

补肺活血胶囊治疗 COPD 模型大鼠的实验研究
李媛媛 , 王兰 , 罗洁萍 , 卢文菊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 广州市  邮编：510182）

目的：探讨补肺活血胶囊对 LPS 联合烟草烟雾暴露的方法建立 COPD 大鼠模型的治疗作用。方法：

通过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联合烟草烟雾建立大鼠 COPD 模型，在模型建立第 82 天确

定模型建立成功后开始给药，补肺活血胶囊给药组分为高、中、低剂量组（1.52g/kg，0.38g/kg，0.095g/

kg），灌胃给药，1次/天，给药30天后取材，检测大鼠肺功能变化，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 BALF）中白细胞数量及分类，通过 ELISA 的方法检测 BALF 上清中炎症因子 IL-1、

IL-6 和 KC 表达水平，分析大鼠肺组织病理形态学变化。结果：与 COPD 模型对照组相比，补肺活血

胶囊低中剂量组肺功能（FRC：3.92±0.30ml，FEV20%：10.42±0.42）得到改善（P ＜ 0.05）。与

模型对照组比较，补肺活血胶囊低剂量组 BALF 中白细胞数量（22±2.11^104 个）下降（P＜ 0.05），

补肺活血胶囊中剂量BALF中白细胞数量（29.04±3.40^104）下降（P＜ 0.01）。与模型对照组比较，

补肺活血胶囊中剂量组 BALF 中 IL-1、IL-6 和 KC 等炎症因子水平显著降低（P ＜ 0.05）；通过病理

形态学分析，发现补肺活血胶囊中剂量组大鼠肺泡内径变小（P ＜ 0.05），补肺活血胶囊高剂量组

可抑制 COPD 模型大鼠气道气道壁杯状细胞化生（P ＜ 0.05），且改善 COPD 模型大鼠气道壁胶原沉

积（P ＜ 0.05）。结论：补肺活血胶囊对于 LPS 和烟草烟雾联合诱导的 COPD 大鼠模型具有显著的治

疗作用。

关键字：补肺活血胶囊  烟草烟雾 COPD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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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P 诱导 BEAS-2B 细胞恶性转化中 miRNA 和 mRNA 表达谱的改变
李中秋 , 孟丽雅 , 郝会囡 , 于琪 , 栗振凯

郑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毒理学教研室，郑州 450001

摘要：目的：采用苯并芘 (Benzo(a)pyrene，B(a)P) 对永生化人支气管上皮细胞 (immortalized 

human bronchial epithelial cells, BEAS-2B) 慢性染毒，建立体外恶性转化模型，并筛选出模型

中差异表达的 miRNAs 和 mRNAs，寻找恶性转化相关的 miRNAs，为研究 B(a)P 所致肺癌的作用和机

制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 miRNA 和 mRNA 表达谱芯片技术对已建立的恶性转化细胞模型中空白对

照组 (BEAS-2B) 和恶性转化组 (B(a)P 30) 进行筛选，寻找明显差异表达谱，并用 RT-PCR 技术对表

达下调的 Hsa-miR-2115-3p 和 Hsa-miR-4521 进行验证。结果：在恶性转化的细胞中共筛选出 159 种

差异表达的 mRNAs，相对于对照组，有 99 种表达上调，60 种表达下调；筛选出 127 种差异表达的

miRNAs，相对于对照组，有 98 种 miRNAs 表达下调，29 种表达上调。采用 RT-PCR 技术对表达下调的

Hsa-miR-2115-3p 和 Hsa-miR-4521 进行验证，其表达下调，与芯片筛选结果相一致。结论：在 B(a)

P 慢性染毒永生化人支气管上皮细胞体外恶性转化模型中，表达下调的 Hsa-miR-2115-3p 和 Hsa-

miR-4521 可能与肺癌的发生和发展有关。

关键字：苯并芘；BEAS-2B；miRNA；肺癌

通讯作者：张巧，Email：zhangqiao@zzu.edu.cn

1,2- 二氯乙烷通过 miR-182-5p/PLD-1 通路诱导 NIH 小鼠大脑星形胶质细胞线

粒体调亡
梁博萱 1, 江亮 2, 钟怡洲 3, 胡满江 1, 林莉 1, 刘俊 1, 江俊莹 4, 林茜 1, 黄煜基 1, 边紫薇 1, 钟文

瑜 1, 陆侣良 1, 杨杏芬 1, 黄振烈 1*

1 南方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毒理学系，广州 510515

2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系，广州 510080

3 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毒理实验所，广州 510300

4 广东药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系，广州 510006

目的：探究 1,2- 二氯乙烷（1,2-DCE）暴露致大脑损伤的潜在机制。方法：以动式吸入染毒方式

对40只雄性NIH小鼠进行1,2-DCE染毒，浓度分别为0、100、350和700 mg/m3，染毒时间为连续28天，

对吸入暴露后的 NIH 小鼠剖取大脑皮质并进行 mRNA 和 miRNA 微阵列分析。为探讨 1,2-DCE 暴露下细

胞凋亡的特异性途径，以染毒浓度为 0、10、20 和 40 mmol/L 的 1,2-DCE 对人星形胶质细胞 SVG p12

处理，并使用凋亡相关蛋白芯片对其检测。结果：1,2-DCE 主要通过线粒体途径诱导 NIH 小鼠大脑皮

质细胞和 SVG p12 细胞的凋亡；mRNA 和 miRNA 微阵列分析结果提示在 1,2-DCE 暴露后，小鼠大脑皮

质中基因磷脂酶 D1（PLD1）表达显着降低并且 miRNA-182-5p 表达显著升高；进一步的体外实验结果

显示miRNA-182-5p可直接靶向SVG p12细胞中的PLD1，通过线粒体途径诱导细胞凋亡。结论：1,2-DCE

暴露可引起 NIH 小鼠大脑皮质 miRNA-182-5p 的表达异常，miRNA-182-5p 可以直接靶向 PLD1 进而导

致大脑皮质线粒体凋亡。

关键词：1,2- 二氯乙烷；大脑；凋亡；微阵列技术；microRNA-182-5p。

基金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81872601)，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 (2018A030313068)，广州市科

学研究专项 (201707010405)，广东省医学科研基金 (A2017193)。



•036

论文集

MicroRNAs 在妊娠期镉暴露致子代卵巢颗粒细胞凋亡调控中的作用
廖静岚 , 李玲芳 , 宗超威 , 庄思琪 , 刘瑾 , 张文昌 *

福建医科大学，福建省福州市大学城学府北路 1号，350122

目的：研究妊娠期镉暴露是否通过 miRNAs 参与子代卵巢颗粒细胞凋亡的调控及其调控机制。方

法：SPF 级成年 SD 大鼠，合笼受孕后，分为四组。孕鼠 GD1-20 灌胃染毒，每日一次，分别暴露于 0、

0.5、2.0、8.0mg/kg CdCl2 溶液。F1 代雌鼠常规饲养至 56 日龄后提取卵巢颗粒细胞。MiRNA 芯片检

测 0 和 8.0mg/kg 组 miRNA 表达谱；采用 miRNA 芯片、数据库和文献，综合筛选出妊娠期镉暴露致 F1

代成年大鼠卵巢颗粒细胞凋亡相关 miRNAs；并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包括 GO 和 Pathway 分析；qRT-

PCR 检测 F1 代成年雌鼠卵巢颗粒细胞凋亡相关 miRNAs 的水平。将 COV434 作工具细胞，分别构建慢

病毒介导敲低 COV434-tudmiR-16、COV434-tudmiR-181b、COV434-tudmiR-92a 细胞株。实验分 6组：

①COV434②COV434+Cd③COV434-C+Cd④COV434-tudmiR-16+Cd⑤COV434-tudmiR-181b+Cd⑥COV434-

tudmiR-92a+Cd，20 μM CdCl2 处理 12h 后收集细胞。QRT-PCR 检测 Bcl2 mRNA 水平；Western blot

检测 BCL2 蛋白水平；流式细胞术和 Hoechst 33258 染色检测细胞凋亡情况。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

验证 miR-92a 和 Bcl2 靶向关系。结果：综合三个来源提示，最终筛选出可能与妊娠期镉暴露致 F1 代

成年大鼠卵巢颗粒细胞凋亡相关的 31 个 miRNAs。生物信息学分析结果显示：这 31 个 miRNAs 的靶基

因生物学过程主要归类于转录调控、细胞增殖、细胞凋亡等方面；靶基因主要富集于癌症信号通路、

癌症中的蛋白多糖、磷脂酰肌醇信号通路等 117 条信号通路（p<0.05）。与对照组比较，miR-92a-

2-5p、miR-16-5p、miR-181b-5p、miR-628 和 miR-1-3p 表达水平均显著上调，其变化趋势与 miRNA

芯片结果一致。镉暴露敲低 COV434 细胞株，COV434-tudmiR-16 和 COV434-tudmiR-92a 组 Bcl2 基因

mRNA 和蛋白表达均显著上调（p<0.05）；COV434-tudmiR-16 和 COV434-tudmiR-92a 组细胞凋亡率均

显著下调（p<0.05）；COV434-tudmiR-16+Cd 和 COV434-tudmiR-92a+Cd 组的细胞核多呈均匀的蓝色；

共转染miR-92a和野生型 Bcl2 3’UTR区荧光表达质粒，其荧光素酶活性显著下降（p<0.05）。结论：

MiR-92a-2-5p、miR-16-5p、miR-181b-5p、miR-628 和 miR-1-3p 可能促进妊娠期镉暴露 F1 代成年大

鼠卵巢颗粒细胞凋亡。妊娠期镉暴露上调 miR-16 和 miR-92a 靶向下调 Bcl2 参与 F1 代成年大鼠卵巢

颗粒细胞凋亡。

关键词：镉，miRNA，细胞凋亡，卵巢颗粒细胞

通讯作者：Email:wenchang58@126.com

TRPC3 在 PM2.5 所致人多能干细胞诱导分化的心肌细胞（hiPSC）心律失常的作

用机制研究
凌敏 , 鹿奎奎 , 卞倩 *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毒理与风险评估研究所 南京市江苏路 172 号  210009）

目的：探讨 TRPC3 对 PM2.5 所致人多能干细胞诱导分化的心肌细胞（hiPSC）的动作电位及离

子通道改变诱发心律失常的影响。方法：不同浓度（0µg/ml、10µg/ml、100µg/ml、1000µg/ml）的

PM2.5 处理体外培养的 hiPSC 人源心肌细胞 72h，检测心肌细胞存活率、收缩频率及幅度，进一步用

全细胞膜片钳技术检测不同浓度 PM2.5 对心肌细胞动作电位（Action Potential,AP）和离子通道作

用的影响。通过基因芯片技术筛选出 Ca2+ 离子通道相关基因 TRPC3，使用 TRPC 抑制剂（pyr3）预

处理细胞，探讨抑制 TRPC3 后，对以上指标的逆转作用。结果：与对照组相比，浓度为 1000ug/ml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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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毒组，细胞存活率下降、细胞收缩频率增加及细胞收缩频率规律性有明显下降（P<0.05），其余

各组未见明显改变。用未见明显细胞毒性的剂量用 0、25、50、100ug/ml 剂量染毒后，发现呈剂量

依赖性缩短心肌细胞 AP 复极时程至 50%（APD50）、90%（APD90）（P<0.05）的时间，并且抑制 L 型

钙离子内流。使用 TRPC 抑制剂（pyr3）预处理细胞后，pyr3 可以阻滞 PM2.5 所致 hiPSC 细胞的不良

效应。结论：PM2.5 对心肌细胞有一定的损伤作用，TRPC3 参与了 PM2.5 所致的心肌细胞动作电位及

离子通道改变诱发心律失常的过程。

COD52 在大鼠体内的毒物动力学研究
刘爱燕 , 曹艳飞 , 尹纪业 , 关勇彪

（军事医学研究院毒物药物研究所，国家北京药物安全评价研究中心，北京，100850）

目的：COD52 是一种农药除草剂，本试验目的是阐明该农药的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的过程及

特点，揭示该农药在动物体内的动态变化规律。方法：40只雄性大鼠分为10组，分别进行静脉注射（5 

mg/kg）、单次灌胃染毒（50、500mg/kg）和重复灌胃染毒（50mg/kg）毒—时曲线研究，组织分布

研究（50mg/kg灌胃染毒），粪尿和胆汁排泄研究，以及体外微粒体、重组酶代谢和血浆蛋白结合试验。

用经过确证的LC-MS/MS方法测定生物样品中的药物浓度；DAS软件进行数据拟合和动力学参数计算。

结果：方法专属性较好，线性范围 50~25000ng/mL，定量下限为 50ng/mL；批内精密度和准确度分别

为 1.75%~4.32% 和 -0.56%~1.51%，批间精密度和准确度分别为 2.63%~3.26% 和 -2.12%~2.45%，平均

回收率 95.56%，基质效应因子为 103.54%；在标准曲线最高浓度（25000ng/mL）进样后无残留效应。

SD 大鼠静脉注射 5 mg/kg COD52 的表观分布容积 Vz 为 10.32±1.86 L/kg，在大鼠体内广泛分布，

存在富集部位，消除半衰期 t1/2z 为 5.74±0.96 h。灌胃 50 和 500mg/kg COD52 的生物利用度分别

为 26.08±6.14% 和 155.03±13.90%，在 500 mg/kg 出现了消除饱和，使得计算出的生物利用度明

显偏大。SD 大鼠连续 7 天染毒体内暴露量及生物利用度均升高，每天染毒 1 次有一定蓄积。经灌胃

吸收的 COD52 呈全身分布，其中在脂肪组织、雌性大鼠的子宫及卵巢和雄性大鼠的附睾中有明显富

集。SD 大鼠灌胃 50mg/kg COD52 后，经粪便和尿液的累计排泄率合计 3.80%，静脉注射 5mg/kgCOD52

后，经胆汁的累计排泄率为0.03%，COD52经大鼠消化道吸收可能存在肝脏首过效应。COD52在大鼠、

犬及人肝微粒体孵育系统中均能够被代谢转化，其中在大鼠肝微粒体中代谢转化更快一些。COD52

均能够被重组酶 CYP1A2，CYP2C9，CYP2C19，CYP2D6，CYP2E1 和 CYP3A4 代谢转化，其中在重组酶

CYP2C19 中代谢转化较快一些。COD52 与大鼠、犬和人血浆蛋白发生了结合，结合率均大于 95%，无

明显种属差异。

关键词：毒物动力学，农药

3 种典型纳米材料呼吸道免疫毒性比较研究
刘焕亮 1, 林本成 , 张伟 , 聂慧鹏 , 丁素素 , 袭著革 *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环境医学与作业医学研究所，天津，300050

摘要：目的：从动物和细胞水平上探讨纳米银（Nano-Ag）、纳米氧化锌（Nano-ZnO）、纳米二

氧化钛（Nano-TiO2）的呼吸道免疫毒性及其作用机制。方法：42 只雄性 Wistar 大鼠随机分为 7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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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小牛血清对照组和 3 种纳米材料的高（17.5 mg/kg 体重）、低（3.5 mg/kg 体重）剂量组。非暴

露式气管滴注染毒，隔日 1 次，共 5 周，检测 BALF 中氧化应激和免疫炎性因子水平、肺渗透性和上

皮损伤指标，并观察肺组织病理学改变。在细胞水平上，观察 3 种纳米材料对原代培养的肺泡巨噬

细胞（AM）活性、形态学、LDH 渗漏、氧化应激、线粒体功能及吞噬功能的影响。结果：与对照组比

较，3 种纳米材料均可致大鼠 BALF 中 GSH 含量、SOD 活性（Nano-TiO2 低剂量组除外）显著下降，

MDA、NO 浓度显著升高，提示肺组织发生氧化损伤；TNF-α 含量（Nano-TiO2 和 Nano-Ag 低剂量组除

外）、MIP-2含量（Nano-TiO2除外）及 Nano-Ag组 IL-6含量显著升高，提示细胞因子网络调节紊乱，

呼吸道免疫调节功能的增强；LDH 和 TP 含量（Nano-TiO2 低剂量组除外）显著升高，提示肺组织渗

透性增加，上皮细胞受损；病理结果显示 3种纳米材料可致大鼠肺部炎症反应，巨噬细胞发生吞噬，

肺泡结构破坏并发生纤维组织增生，小脓肿形成，Nano-ZnO 组损伤最为严重。此外，5～ 200μg/ml 

的 3 种纳米颗粒与 AM 共培养 24h，均可致细胞形态学损伤、细胞活性和吞噬功能显著降低、LDH 活

性显著升高；MDA、NO、ROS 水平显著升高，SOD、线粒体膜电位及 ATP 水平显著降低，提示 AM 细胞

氧化应激水平升高及线粒体功能受损。结论：3 种纳米颗粒均可致大鼠 AM 被激活发生吞噬作用，通

过氧化应激机制引发呼吸道免疫功能增强，并导致上皮细胞受损，肺泡结构破坏、渗透性增加。此外，

3 种纳米颗粒均可通过氧化应激机制引发 AM 细胞膜通透性增加和线粒体功能损伤，从而抑制细胞活

性；并导致细胞结构和完整性破坏，损伤 AM 的吞噬功能，从而影响其对颗粒物的吸附和吞噬作用，

消弱其非特异性防御能力。3 种纳米材料间毒性比较，Nano-ZnO>Nano-Ag>Nano-TiO2，其毒性大小可

能与粒径、形状、化学组成、溶解性、金属离子析出等许多因素有关。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O.21407178）

第一作者：tjliuhuanliang@126.com；* 责任作者 : Zhugexi2003@sina.com

纳米二氧化硅通过 microRNA-494 靶向小鼠精母细胞中 Akt 诱导精母细胞自噬
刘建辉 1,2, 任利华 1,3, 周显青 1,2,*

1 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毒理学与卫生化学系，北京 100069

2 首都医科大学环境毒理学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69

3 北京大学护理学院，北京 100191

摘要：目的：研究表明，纳米二氧化硅暴露可以降低精子的数量和质量。然而，纳米二氧化硅的

慢性影响尚未得到很好的阐明。方法：在该研究中，将小鼠精母细胞系（GC-2spd 细胞）连续暴露于

纳米二氧化硅（5μg/mL）30代，然后检测miRNA谱和 mRNA谱的变化。通过抑制剂验证miRNA的功能，

以探索 miRNA 在纳米二氧化硅诱导的生殖毒性中的调节作用。结果：纳米二氧化硅暴露可导致细胞毒

性，并且激活自噬。与对照组相比，纳米二氧化硅暴露导致 1604 个 mRNA（697 个上调和 907 个下调）

和15个miRNA（6个上调，如miRNA-138和 miRNA-494和 9个下调）在GC-2spd细胞中表达不同。此外，

该研究表明纳米二氧化硅降低了 Akt mRNA 的表达。同时，纳米二氧化硅对 AMPK/TSC/mTOR 途径具有

激活作用。然而，miRNA-494 抑制剂可以减弱 AMPK，TSC，LC3 Ⅱ的表达水平，缓解纳米二氧化硅诱

导的 Akt，mTOR，p-mTOR 的下调。结论 : 低剂量纳米二氧化硅暴露可以通过 miRNA-494 靶向 Akt 促进

自噬，导致 GC-2spd 细胞中 AMPK/TSC/mTOR 途径的激活。 

关键词：纳米二氧化硅，miRNA-494，Akt，AMPK/TSC/mTOR 通路，GC-2spd 细胞
* 通讯作者：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北京 100069，电子邮件：xqzhou2@163.com



 039

2019 全国呼吸毒理与卫生毒理学术研讨会

Silica nanoparticles induce spermatogenic disorders via L3MBTL2-DNA 
damage-p53 apoptosis and RNF8-ubH2A/ubH2B pathway in mice

Jianhui Liu1,2, Xiangyang Li1,2, Guiqing Zhou1,2, Yujian Sang1,2, Yue Zhang1,2, Yanzhi Zhao1,3, Zhiwei Sun1,2, 
Xianqing Zhou1,2*

1 Department of Toxicology and Hygienic Chemistry,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100069

2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al Toxicology,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69, China

3 Yanjing Medical College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Abstract:The increasing incidence of male reproductive impairments has been associated with silica 
nanoparticles (SiNPs) exposure. However, mechanisms involved are lacking.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SiNPs, 
ICR mice were exposed to SiNPs (0, 1.25, 5 and 20 mg/kg.bw.) through intratracheal instillation. The 
exposure was performed once every 3 days and continued for 15 days. Our data showed that exposure to 
SiNPs induced sperm activity rate reduction as well as histological abnormalities in seminiferous epithelium 
and apoptosis of germ cells, and these effects were concomitant with reduction of L3MBTL2 levels and 
activation DNA damage-p53 apoptosis pathway. Moreover, the decrease in L3MBTL2 levels caused by 
exposure to SiNPs also led to decreases in the RNF8-ubH2A/ubH2B pathway and in histone ubiquitination 
in testes, and in transporter 1 and protamine 1 deposition.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L3MBTL2 plays 
important roles in in male reproductive toxicity caused by SiNPs. 

Key words: Silica nanoparticles, L3MBTL2, P53 apoptosis pathway, RNF8-ubH2A/ubH2B pathway, 
histone-to-protamine exchange

*Correspondence: xqzhou2@163.com

PM2.5 加剧巨噬细胞源性泡沫细胞脂质累积、线粒体损伤及细胞凋亡
刘江艳 1,2, 梁爽 1,2, 杜舟 1,2, 张静怡 1,2, 孙百阳 1,2, 段军超 1,2,*, 孙志伟 1,2

1 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毒理与卫生化学系，北京，100069

2 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市环境毒理重点实验室，北京，100069

现有研究表明，巨噬细胞泡沫化在大气细颗粒物暴露促进动脉粥样硬化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但其作用机制尚不清楚。本研究旨在探究 PM2.5 在巨噬细胞泡沫化过程中的作用及诱发和促进动脉

粥样硬化的分子机制。体内实验发现，PM2.5 暴露诱导高脂饮食组 ApoE-/- 小鼠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

成率显著高于 PM2.5 暴露的 ApoE-/- 正常饮食组：油红 O主动脉根部染色结果表明，PM2.5 暴露的高

脂饮食组 ApoE-/- 小鼠主动脉根部脂质含量增加，血中总胆固醇、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胆固醇水平显

著升高。体外实验采用低密度脂蛋白 ox-LDL 诱导巨噬细胞 RAW264.7 构建巨噬细胞泡沫化模型，结

果显示，PM2.5可降低巨噬细胞存活率，增加LDH活性，给予ox-LDL诱导后，产生细胞毒性更为显著。

巨噬细胞油红 O 染色结果显示，PM2.5 加剧了 ox-LDL 诱导的巨噬细胞脂质累积。此外，PM2.5 显著

增加了巨噬细胞源性泡沫细胞 ROS 水平和细胞凋亡率。电镜结果显示，在 PM2.5 处理的巨噬细胞源

性泡沫细胞中，观察到线粒体肿胀、嵴消失等线粒体结构损伤；采用 JC-1 线粒体探针进行流式细胞

术分析表明，PM2.5 处理的巨噬细胞源性泡沫细胞的线粒体膜电位显著下降。最后，我们检测了线粒

体途径细胞凋亡通路的关键蛋白，发现 PM2.5 可上调 Bax、Cyt C、Caspase-9 和 Caspase-3，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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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l-2，在 ox-LDL 诱导后的巨噬细胞中上述蛋白表达更为明显。综上所述，我们的结果表明，PM2.5

可能通过加剧巨噬细胞泡沫细胞中的脂质累积、ROS 水平和激活线粒体途径细胞凋亡，促进动脉粥样

硬化发生发展。

关键词：PM2.5；动脉粥样硬化；巨噬细胞源性泡沫细胞；脂质累积；线粒体途径细胞凋亡

通讯作者：*Email: jcduan@ccmu.edu.cn

鞘磷脂类信号通路在 SiO2 诱导人胚肺成纤维细胞纤维化的作用研究
刘静 , 王而今 , 曾明 *

中南大学湘雅公共卫生学院毒理学系（长沙市， 410078）

目的：利用人外周血单核细胞系（THP-1）来源巨噬细胞和人胚肺成纤维细胞（HFL-1）构建矽肺

纤维化体外模型，探讨鞘磷脂类信号通路在矽肺纤维化中的作用及外源性重组人酸性神经酰胺酶（rAC）

干预对纤维化的拮抗效应。方法：用 CCK8 法检测细胞生存率；ELISA 法检测样本中 TGF-β1、TNF-α、

IL-8、S1P 含量；DCFH-DA 荧光探针法测细胞内 ROS 的含量；硫代巴比妥酸法测细胞内 MDA 含量；消

化法测羟脯氨酸含量；Western Blot 法测定细胞内α-SMA、FN、Col Ⅰ和 Col Ⅲ蛋白表达；UPLC 法

测细胞中 ASMase、ACase 活性和 Cer、Sph 含量。 结果：在本实验条件下，使用 100 ng/mL PMA 诱导

THP-1 细胞 24 h 后，再用不含 PMA 的完全培养基培养 48 h 是构建矽肺纤维化体外模型中人来源巨噬

细胞较好的诱导方法。100 mg/mL 二氧化硅（SiO2）粉尘染毒使巨噬细胞 ROS、MDA 的分泌增加，并使

TGF-β1、TNF-α、IL-8 等炎症因子的表达呈时间依赖性增加，rAC 的干预能抑制这一现象。采用 100 

mg/mL SiO2 粉尘染毒 12 h 后的巨噬细胞上清液能诱导 HFL-1 细胞α-SMA、FN、Col Ⅰ和 Col Ⅲ的表

达增加并具有时间依赖关系；同时使 HFL-1 细胞内 ASMase、ACase 活性增加，Cer、Sph、S1P 表达增

加；rAC在 SiO2 粉尘染毒阶段和上清液刺激阶段的干预均能鞘磷脂信号通路的激活并能不同程度减缓

HFL-1 细胞纤维化。结论：SiO2 粉尘染毒可能通过启动巨噬细胞氧化应激，促其分泌多种炎症因子及激

活HFL-1细胞鞘磷脂类信号通路，进而刺激HFL-1细胞向肌成纤维细胞的转化并分泌一系列细胞外基质，

导致 HFL-1 细胞纤维化。鞘磷脂类信号通路可能作为上游信号通路，同时参与了 THP-1 来源巨噬细胞

氧化应激、炎症因子分泌及 HFL-1 成纤维细胞纤维化反应的过程。外源性 rAC 干预可能通过抑制巨噬

细胞氧化应激和炎症因子分泌，阻抑 HFL-1 细胞鞘磷脂类信号通路的活化和纤维化相关蛋白表达，从

而拮抗矽尘致 HFL-1 细胞纤维化的发生和发展。

关键词：二氧化硅；肺纤维化；THP-1 细胞；HFL-1 细胞；鞘磷脂类信号通路；rAC
* 通讯作者：曾明，教授，研究方向为环境毒理学与呼吸毒理学，email：zengming@csu.edu.cn

本草香对主流烟气暴露大鼠心血管系统差异基因表达的影响
刘梦雅 1, 苏加坤 2, 王若琪 1, 徐达 2, 秦秀军 1, 李建国 1, 蔡继宝 2*

1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药物毒理与放射损伤药物山西省重点实验室，中核放射毒理与放射性药物临床前评价

重点实验室，山西太原 030006；

2 江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江西南昌 330096

摘要：目的：探讨添加本草香成分烟草与普通香烟对大鼠心血管系统差异基因表达的影响，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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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本草香后主流烟气暴露在心血管系统中的差异表达基因及生物学通路。方法：实验动物分为两组：

普通香烟烟气暴露组和添加本草香成分香烟烟气暴露组，使用北京慧荣和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 HRH-

WBE3986 型动物全身烟气暴露系统，每天烟气暴露 1次，连续 3个月，采用基因芯片技术对两组大鼠

心血管系统差异表达基因进行筛选，利用基因本体（gene ontology, GO）和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

全书（KEGG）数据库对差异基因进行生物学信息分析。结果：吸烟组大鼠筛选出差异表达 2倍以上的

基因 570 条，对差异表达基因 GO 分析涉及分子功能、细胞组分及生物学过程 3 个分类；对吸烟组大

鼠心血管系统差异表达基因进行 KEGG 富集分析发现，差异表达基因涉及 8 个生物学通路。结论：吸

烟 3 个月所致大鼠心血管系统的差异表达基因主要与嗅觉传导、氨基酸代谢以及咖啡因代谢等生物

学途径相关。

关键词：本草香；基因芯片；心血管系统；差异表达基因；吸烟
* 通讯作者 : 蔡继宝，jbcai@ustc.edu.cn

主流烟气暴露 30 天对大鼠一般生理指标的影响研究
刘梦雅 1, 苏加坤 2, 王若琪 1, 徐达 2, 秦秀军 1, 李建国 1，蔡继宝 2*

1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药物毒理与放射损伤药物山西省重点实验室，中核放射毒理与放射性药物临床前评价

重点实验室，山西太原 030006；

2 江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江西南昌 330096

目的：通过SD大鼠主流烟气连续暴露 30天，观察烟气暴露对动物一般状态、血液学、血清生化、

抗氧化、炎症等指标及心、肺功能的影响。方法：选用 SD 大鼠 80 只，雌、雄各半，按照体重随机分

为对照组和烟气暴露 30min、40min、50min、60min 组。使用北京慧荣和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 HRH-

WBE3986 型动物全身烟气暴露系统，每天烟气暴露 1 次，共 30 天。检测指标包括动物体重、饲料消

耗量、血液学、血清生化、血凝、抗氧化、炎症等指标及心、肺功能等。结果：吸烟组动物在烟气

暴露时，可观察到有流涎症状，停止烟气暴露后，症状消失。实验期间，烟气暴露 60min 组雄鼠体

重和饲料消耗量明显降低。①血液学指标：烟气暴露 50min、60min 组雌鼠 WBC、LY 升高，烟气暴露

50min 组雄鼠 WBC、LY 升高，Hb 降低；②血清生化指标：烟气暴露 30min、40min、50min 组雌鼠 TG

降低；③凝血指标：烟气暴露 30min、40min 组雌鼠 APTT 升高；④抗氧化指标：烟气暴露组动物 MDA

均不同程度高于对照组，烟气暴露 30min 组雌鼠升高较为明显；⑤炎症指标：烟气暴露组雄鼠 LYZ

均低于对照组，其中烟气暴露 30min、50min、60min 组变化较为显著；⑥脏器重量：烟气暴露 60min

组雌鼠肺脏重量增加，雄鼠肝脏、脾脏重量减轻；⑦心肺功能：烟气暴露组动物肺部炎症细胞浸润，

右心肥厚指标，个别左心功能出现显著变化（主要集中在 60min 组）。结论：大鼠连续 30 天经主流

烟气暴露，主要可引起烟气暴露 60min 组雄鼠体重降低、饲料消耗量减少，LYZ 降低，肝脏、脾脏重

量减轻；雌鼠 WBC、LY 升高，肺脏重量增加；同时，心肺功能检查显示该组动物肺部炎症细胞浸润、

右心肥厚、个别左心功能变化明显。
* 通讯作者 : 蔡继宝，jbcai@ust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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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代谢组学研究阿胶对大鼠气管滴注空气细颗粒物致肺损伤的保护作用

及机制
刘天天 1, 凌亚豪 1, 张飘飘 1, 胡广 1, 江海燕 1, 郝瑞瑞 1, 靳洪涛 1、2*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新药安全评价研究中心，北京，100050

北京协和建昊医药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北京，100176

目的：利用京津冀地区可吸入颗粒物的特点制备的人工模拟颗粒物 aPM2.5（artificial 

PM2.5），建立气管滴注 aPM2.5 致 SD 大鼠的肺损伤模型。观察阿胶灌胃给药的肺功能保护作用，

并利用氨基酸代谢组学探索保护机制。方法：使用的二氧化硅颗粒负载大气颗粒污染物主要成分

( 硝酸铵、重铬酸盐、硫酸盐等 ) 制备得到的人工模拟细颗粒物 (artificial particulate matter 

2.5,aPM2.5) 能很好模拟北京大气细颗粒物的粒径和化学成分，建立气管滴注 aPM2.5 致 SD 大鼠的

肺损伤模型，持续造模 11 周并灌胃给予阿胶（1,2,5g/kg），进行肺功能的检测，此外进行肺泡灌

洗液中白细胞计数及相关炎症因子的检测，进行氨基酸代谢组检测并进行改变代谢物的调控的初步

验证。结果：阿胶连续给药可以明显改善 aPM2.5 引起的肺功能降低，抑制 aPM2.5 诱导的 BALF 中各

类白细胞数，减少炎性细胞浸润，维持肺泡结构，在蛋白水平和基因水平抑制促炎细胞因子 TNF-α

和 IL-1β、升高抗炎细胞因子 IL-10 的产生，阿胶可以降低肺组织中 O- 磷酸 -L- 苏氨酸、亚牛磺酸

的含量，升高 4- 羟基 - 吡咯烷 -2- 羧酸和 L- 精氨酸的水平。共有 24 种其他鉴别代谢物参与阿胶对

aPM2.5 损伤的保护作用。结论：阿胶具有明显的对大鼠气管滴注空气细颗粒物致肺损伤的保护作用，

其防御机制可能主要通过调节精氨酸和氮代谢途径，以及氨酰基 -tRNA 生物合成发挥肺损伤的保护

作用。
* 责任作者：jinhongtao@imm.ac.cn

基金支持：重大项目──重大前沿研究 罕见病及协和特色制剂等特殊品种和关键技术研究

（2017-I2M-1-011）；重大新药创制基金 - 吸入毒性和儿童用药等特色创新药物安全性评价研究平

台（2018ZX09201017-005）。

大气 PM2.5 水溶成分和非水溶成分对人肺上皮细胞 A549 的毒性研究
刘小真 1*, 任羽峰 1

1 南昌大学 资源环境与化工学院 环境毒理与安全保障教学科研团队

南昌 330063；

目的：探讨大气 PM2.5 水溶成分和非水溶成分对 A549 细胞活性、细胞膜完整性、氧化应激和炎

症介质的影响。方法：采集南昌前湖校区大气 PM2.5，制备 PM2.5 水溶成分和非水溶成分；采用 MTT

细胞毒性试验检测大气 PM2.5 水溶成分和非水溶成分对 A549 细胞存活率的影响。采用微量酶标法检

测上清液中乳酸脱氢酶（LDH）漏出量、细胞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力，流式细胞仪测定细胞活

性氧（ROS），ELISA 及 RT-QPCR 法测定炎性因子 IL-6 和 TNF-α的表达量。结果 : 1. PM2.5 水溶成

分低浓度（50、100μg/mL）染毒时即对 A549 细胞生长表现出显著毒性作用，而 PM2.5 非水溶成分

高浓度（400μg/mL）染毒时才对 A549 细胞生长表现出显著毒性作用；PM2.5 水溶成分 50μg/mL 染

毒 6 h 时，细胞存活率最低为 35.6%，PM2.5 非水溶成分染毒浓度最高（400μg/mL ）且染毒时间

最长（72 h）时，表现为最大的细胞毒性效应，细胞存活率为 41.3%。2. 暴露于不同浓度的 PM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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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成分细胞培养上清中 LDH 漏出量均增多，小于 100μg/mL 时随染毒浓度的增高而升高，200μg/

mL 时 LDH 释放水平有所下降。相同染毒剂量下，PM2.5 非水溶成分染毒后细胞上清中 LDH 活力显著

高于同浓度的 PM2.5 水溶成分。3. 相同浓度剂量组，PM2.5 非水溶成分细胞内 ROS 的水平明显高于

PM2.5 水溶成分，PM2.5 水溶成分高浓度染毒组（200μg/mL）时细胞 SOD 活力显著高于 PM2.5 非水

溶成分。4. 各浓度剂量组 A549 细胞 IL-6、TNF-α 分泌量以及 mRNA 表达量均升高，PM2.5 水溶成

分升高细胞 TNF-α 分泌量的作用可能强于 PM2.5 非水溶成分，各染毒浓度 PM2.5 水溶成分其对应

的 IL-6 相对表达量显著高于同浓度的 PM2.5 非水溶成分，PM2.5 水溶成分在高剂量染毒组（200、

400μg/mL）时，A549 细胞 TNF-α mRNA 相对表达量显著高于同浓度 PM2.5 非水溶成分。结论：大气

PM2.5水溶成分和非水溶成分均可抑制A549细胞活性，破坏细胞膜完整性，促进细胞氧化应激反应，

以及诱导细胞的炎症反应，从而对 A549 细胞产生毒性作用；但对细胞产生的毒性有明显差异，在抑

制细胞活力、细胞膜损伤与氧化应激方面 PM2.5 非水溶成分的毒性作用显著强于水溶成分，在造成

炎性损伤方面显著低于水溶成分。

关键词：PM2.5；人肺上皮细胞；细胞活性；氧化应激；炎症反应
* 通讯作者：E-mail：liuxiaozhen@ncu.edu.cn

线粒体动力学失衡调控 PM2.5 诱导肺上皮细胞细胞凋亡作用
刘晓颖 , 赵新颖 , 马茹 , 齐艺 , 阿丽米热 •阿不力克木 , 郭彩霞 , 李艳博 *, 孙志伟

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北京 100069

摘要：目的：体外实验研究 PM2.5 的肺上皮细胞毒性作用，并探讨线粒体动力学在其中的调

控作用机制。方法：首先对细颗粒物进行表征，采用透射电子显微镜（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TEM）观察 PM2.5 颗粒粒径、形貌及分散性，动态光散射法检测颗粒水合粒径及电位；

然后以体外培养的人肺上皮细胞（Beas-2B）为模型，MTT 法测定细胞活力；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内

ROS、线粒体 ROS、细胞内 Ca2+ 水平以及细胞凋亡；共聚焦显微镜检测线粒体膜电位；透射电镜观

察线粒体超微结构；Mitotracker 标记后，共聚焦显微镜实时观察线粒体形态；Western Blot 检测

线粒体动力学和细胞凋亡调控分子表达；免疫荧光法检测 DRPs616 表达及其在线粒体共定位情况；

Seahorse 检测线粒体能量代谢。结果：TEM 可见 PM2.5 颗粒形态多样，大小不一，分散较好，粒径在

2.5 μm 左右且以 1 μm 以内颗粒为主。PM2.5 作用 24 小时可引发 Beas-2B 细胞损伤，出现细胞内

氧化应激、钙超载，诱导线粒体膜电位降低、线粒体数量、结构和功能紊乱以及干扰线粒体动力学，

促进线粒体分裂，最终导致细胞凋亡。机制研究发现，线粒体分裂抑制剂 Mdivi-1 可有效抑制 PM2.5

的促线粒体分裂作用，减少DRPs616表达及其易位到线粒体，并减轻PM2.5所致细胞凋亡的发生。结论：

线粒体是大气细颗粒物 PM2.5 的重要靶细胞器。PM2.5 可引发线粒体毒性，造成线粒体数量、形态、

结构和功能紊乱，引发细胞凋亡。而且，线粒体动力学失衡调控 PM2.5 的肺上皮细胞毒性作用。

关键词：大气细颗粒物；肺上皮细胞；线粒体毒性；线粒体动力学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81872648，81573176）；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科技计划

一般项目（KM201810025007）；北京市属高校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支持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培育计划

（CIT&TCD201804090）；
* 通信作者：ybli@ccm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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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cRNA00152 通过 miR-193b/CCND1 分子轴促进香烟提取物诱导的

恶性细胞增殖
刘宇飞 , 刘振中 , 刘安飞 , 南阿若 , 成莹 , 蒋义国 *

广州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广州，511436

摘要：目的：采用香烟提取物诱导人支气管上皮细胞（16HBE）恶性转化，并研究长链非编码 RNA

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方法：采用 2 μg/ml 的香烟烟雾提取物（CSE）慢性染毒 16HBE 细胞以构建恶性

转化细胞模型。采用裸鼠成瘤实验结合克隆形成、划痕修复实验评估细胞恶性程度，Ki-67 蛋白免疫

组化、CCK8 实验评价恶转细胞增殖能力。同时，基于既往文献中恶转细胞 lncRNA 差异表达芯片，结

合 qRT-PCR 验证 CSE 恶性转化过程中的 lncRNA 表达变化挑选目标 lncRNA。之后采用 lncRNA 干扰结

合恶性表型相关蛋白表达评估 lncRNA 对恶性表型的影响。干扰目标 lncRNA 后，流式细胞术检测细

胞周期变化，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检测 lncRNA 和 miRNA 的结合情况。western blot 实验检测蛋

白表达水平。结果：16HBE 细胞经 2 μg/ml CSE 慢性染毒 50 代后，成功恶性转化，与正常 16HBE 细

胞相比较，细胞克隆形成与划痕修复能力明显增强，恶转后的 16HBE 细胞可使裸鼠形成较稳定明显

的肿瘤组织，肿瘤组织 Ki67 免疫组化阳性细胞率升高，表明增殖能力显著增强。综合分析既往芯片

数据，结合qRT-PCR验证发现lincRNA00152在恶性转化过程中表达上调最为明显。免疫印迹结果发现，

lincRNA00152 干扰可明显抑制 CSE 诱导恶转所致的钙粘蛋白 N、波形蛋白表达增加，并挽救钙粘蛋

白 E 降低。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表明 lincRNA00152 与 miR-193b 相互结合，lincRNA00152 敲减

可使 miR-193b 表达增高。生物信息学预测到 CCND1 是 miR-193b 的可能靶基因，并且干扰 miR-193b

可明显促进 CCND1 蛋白表达，而过表达 miR-193b 则相反，说明 CCND1 是 miR-193b 的靶蛋白。CCND1

干扰后，明显降低 G0/G1 期细胞比例，增加 S 期细胞比例，CCK8 结果吸光度显著降低，说明细胞细

胞周期发生阻滞，并抑制了细胞增殖。结论：CSE 可成功诱导人支气管上皮细胞发生恶性转化，并使

细胞增殖能力增强，lincRNA00152 是恶性转化过程中的重要分子，可通过内源性竞争影响 miR-193b

与下游靶基因 CCND1 的结合，从而调节细胞周期进展，进而促进细胞增殖。

关键词：CSE；恶性转化；lincRNA00152；细胞周期；细胞增殖

Email:First author,cyric0925@163.com
*Corresponding author：jiangyiguo@vip.163.com

高糖暴露对脑微血管内皮细胞通透性的影响
娄丹 , 沙毅杰 , 帅怡 , 霍倩 , 李晨 , 肖萍 , 陶功华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200336

目的：探讨高浓度葡萄糖暴露对脑微血管内皮细胞通透性的影响。方法：选取 bEnd.3 细胞系作

为研究模型，检测跨内皮细胞电阻值 (TEER)、碱性磷酸酶 (ALP) 及 γ- 谷氨酰转肽酶 (γ-GT) 的活

性，对细胞模型的血脑屏障特征进行鉴定；再通过细胞形态学、细胞活力、细胞内乳酸脱氢酶活性

及 ZO-1、Occludin 基因相对表达量的变化评价高糖暴露对脑微血管内皮细胞通透性的影响。结果：

细胞的 TEER 值、ALP 及 γ-GT 的活性随细胞培养时间的增加而逐渐升高；细胞形态学结果显示，高

糖作用下细胞数目明显减少，贴壁不稳；细胞活力实验显示，经葡萄糖暴露处理后，受试细胞活力

呈剂量和时间依赖性降低；随着葡萄糖暴露浓度的增高，细胞内乳酸脱氢酶活性逐渐增高，各剂量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此外，进一步对紧密连接蛋白 ZO-1 和 Occludin 的 mRNA 表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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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进行检测发现，高糖暴露会抑制ZO-1、Occludin基因的表达，且表达水平呈剂量依赖性降低。结论：

体外培养的 bEnd.3 细胞模型具有血脑屏障的特征，高浓度葡萄糖暴露可通过抑制紧密连接蛋白 ZO-1

和 Occludin 的表达引起脑微血管内皮细胞通透性的改变。

通讯作者：陶功华，E-mail：taogonghua@scdc.sh.cn

香烟烟雾暴露对糖尿病小鼠肝损伤作用的影响及穿心莲内酯的干预作用研究
鹿奎奎 1, 韩翱瀚 2, 向全永 1, 卞倩 1*

1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江苏南京 210009  2 东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江苏南京 210009

目的：探讨香烟烟雾暴露对糖尿病小鼠肝损伤作用的影响，以及穿心莲内酯的干预作用。方法：

雄性SPF级C57BL／6J小鼠，采用高脂高糖饮食联合链脲佐菌素(STZ)诱导建立2型糖尿病小鼠模型，

建模成功后随机分为三组，每组 10 只，另取 10 只正常小鼠作为对照组。G1 为空白对照组；G2 为糖

尿病模型组，G3 为糖尿病模型 +烟雾暴露组，G4 糖尿病模型 +烟雾暴露 +穿心莲内酯组。G1、G2 组

每天正常饲养，G3、G4 组每天暴露于 20 支标准香烟的烟雾 1小时，持续 3个月，同时将穿心莲内酯

溶解在二甲基亚砜中且生理盐水稀释，每周以 10mg /kg 的剂量对 G4 组小鼠进行腹腔注射。观察记

录实验结束时各组小鼠的体重、肝重，检测血清谷丙转氨酶（ALT）、谷草转氨酶（AST）、肿瘤坏

死因子 α（TNF-α）、白细胞介素 6（IL-6）水平，Western blot 技术检测胰岛素受体 (IRS) 相关

蛋白 IRS-1、磷酸化 (p)-IRS-1 以及 p-Akt 的表达。结果：与 G1 空白对照组相比，G2、G3 组小鼠的

体重显著下降（P<0.05），与 G3 组相比 G4 体重显著下降（P<0.05）；各组肝脏重量差异无显著性

（P>0.05）；G2 组和 G3 组的 ALT、AST、TNF-α、IL-6 水平显著高于 G1 组（P<0.05），G3 组显著

高于 G2 组（P<0.05），G4 组显著低于 G3 组（P<0.05）；与对照组 G1 相比，G2 组、G3 组的 IRS-

1、p-IRS-1 以及 p-Akt 的表达水平均下降，差异均具有显著性（P<0.05），且 G3 组下降最明显，G3

组各蛋白的表达水平低于 G2 组，G4 组的表达水平高于 G3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

论：香烟烟雾暴露可加重糖尿病小鼠的肝损伤程度，穿心莲内酯可能通过降低炎性细胞因子水平，上

调胰岛素受体蛋白的表达减轻肝损伤程度。

关键词：香烟烟雾；糖尿病；肝损伤；胰岛素受体蛋白；穿心莲内酯。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1772379）

作者简介：鹿奎奎，实验师，研究方向：吸入毒理学

通讯作者：卞倩，bianqian@jscdc.cn，主任医师，研究方向：毒理学

癌基因 PPP1R13L 可变剪接模式的预测、验证及与肺癌肿瘤特征的关联分析
逯晓波 *, 于涛 , 肖明扬 , 张国培

中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毒理学教研室，沈阳市沈北新区蒲河路 77，110122

目的：肺癌以不断攀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成为全球范围内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之一。找寻

有效生物学标志做到早期预防和合理治疗意义重大。pre-mRNA 的可变剪接是控制基因表达和产生蛋

白质多样性的重要机制，也是引起癌症表达的天然来源。PPP1R13L 是新发现的癌基因，存在 2 个常

见的编码蛋白的可变剪接异构体 PPP1R13L-L 和 PPP1R13L-SV，两者可能在化学致癌中发挥不同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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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学功能，呈现出特异性可变剪接模式。方法：首先根据 Affymetrix 基因芯片技术和生物信息学软

件（UCSC 等）综合预测和筛选 PPP1R13L 剪接异构体，通过 RACE 试验验证其真实存在。在肺癌及其

癌旁组织中，实时定量 PCR 检测 PPP1R13L 候选可变剪接体和 P53 基因 mRNA 的表达水平，Western 

blot 观察 PPP1R13L 候选转录本蛋白表达情况，整体及分层分析 PPP1R13L 候选转录表达与其临床病

理特征之间的关联，分析在癌组织中P53表达与PPP1R13L候选可变剪接异构体的相关性。结果：1.根

据基因芯片技术和数据库筛选，RACE 试验确定在肺癌病例和肺癌细胞系中均表达 PPP1R3L 转录本

PPP1R13L-L 和 PPP1R13L-SV。2. 在 98 例肺癌患者中，PPP1R13L-SV 可变剪接异构体在癌组织中 mRNA

表达水平明显高于癌旁（P<0.05），而 P53 基因 mRNA 表达水平在癌旁组织中明显升高（P<0.05）；

年龄大于 60 岁（包括 60 岁）的人群癌组织中 PPP1R13L-SV 剪接异构体 mRNA 表达水平明显升高，而

P53 基因 mRNA 表达水平在癌组织中表达明显降低（P<0.05）。吸烟患者 PPP1R13L-SV 可变剪接异构

体在肺癌组织中 mRNA 表达水平要明显高于癌旁组织（P<0.05）。在鳞癌组织中 PPP1R13L-SV 可变剪

接异构体 mRNA 表达水平升高，同时 P53 基因 mRNA 表达水平降低（P<0.05），而且在肺腺癌和肺鳞

癌组织蛋白检测对比分析中也发现同样的趋势。在肺鳞癌组织中，当肿瘤直径≥ 3cm 时，PPP1R13L-

SV 明显高表达（P<0.05），同时 P53 基因低表达（P<0.05），在有淋巴结转移的情况下，PPP1R13L-

SV 高表达（P=0.054，为临界值，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在恶性肿瘤高分期组（Ⅲ /Ⅳ期），

PPP1R13L-SV 呈高水平表达（P<0.05），而 P53 基因呈低水平表达（P<0.05），PPP1R13L-SV 可变剪

接异构体 mRNA 或蛋白表达水平与 P53 mRNA 或蛋白表达水平呈负相关（P<0.05）。在 15 例肺癌患者

癌、癌旁及远端组织，PPP1R13L-SV 可变剪接体在癌、癌旁及远端组织中 mRNA 表达水平呈下降趋势

（F=11.183,P<0.05），但癌旁与远端组织中 PPP1R13L-SV 蛋白表达无明显差别。结论：肺癌人群研

究发现 PPP1R13L-SV 可能通过影响 P53 的表达而成为在肺鳞癌发生发展的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可变

剪接模式，且与肺癌发生发展密切相关。本研究为肺癌特异性可变剪接模式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也为其精准预防和早期诊断提供新的科研思路和分子靶标。

关键词：肺癌，PPP1R13L，可变剪接，P53，生物标志
* 通讯作者：Email：xblu@cmu.edu.cn   

课题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o.81773470），辽宁省教育厅重点攻关 / 服务地方项目（No.

ZF2019034）

TCDD 对肌肉细胞中乙酰胆碱酯酶的影响
罗亚利 1,2, 夏英杰 1,3, 谢群慧 1,2*, 詹华强 3, 赵斌 1,2*

1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环境化学与生态毒理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北京，100085

2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北京，100049

3 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部，中国，香港

摘 要： 目 的： 二 恶 英 是 典 型 的 持 久 性 有 机 污 染 物，2,3,7,8- 四 氯 二 苯 并 对 二 恶 英

（2,3,7,8-tetrachlorodibenzo-p-dioxin, TCDD）是其中毒性最强的化合物。二恶英可以通过芳香

烃受体（Aryl hydrocarbon receptor, AhR）信号通路，干扰一系列基因的表达，从而造成细胞功

能的紊乱，最终导致多种毒理效应的发生，包括影响肌肉的发育和运动功能等。研究表明，高剂量

TCDD 暴露后，大鼠体重明显下降，并可见明显的肌肉萎缩。此外，流行病学研究也发现二恶英暴露

人群常见肌肉疼痛和肌无力，进一步说明肌肉是二恶英暴露的靶组织。由此可以推测，二恶英很有

可能干扰骨骼肌功能相关的基因与蛋白，从而造成上述效应。乙酰胆碱酯酶（Acetylcholinesterase, 

EC3.1.1.7,AChE）是调控神经肌肉传导功能的重要功能蛋白，也是有机磷农药等污染物毒性评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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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生物标志物。AChE 可以来源于骨骼肌细胞，是成熟肌管中表达的重要标志性蛋白之一。那么二

恶英是否会干扰骨骼肌细胞中 AChE 的表达和功能呢？为解答这一问题，本研究中采用小鼠成肌细胞

C2C12 和具有自主收缩功能的大鼠原代骨骼肌细胞的体外成肌分化系统来研究 TCDD 对肌源性 AChE 基

因表达和酶活性的影响。方法：我们在诱导 C2C12 和原代骨骼肌细胞分化的同时分别加入 TCDD（10-

12,10-11,10-10,10-9mol/L），以 0.01% 的 DMSO 为对照。在肌管分化的中期和末期收集细胞进行定

量PCR（qPCR）实验，研究AChE基因表达水平的变化，并用Ellman法分析AChE酶活性的变化。此外，

还应用AhR拮抗剂CH223191（10-6 mol/L）进行预处理，研究AhR在 TCDD诱导的AChE异常中的作用。

结果：（1）在 C2C12 细胞和大鼠原代骨骼肌细胞分化过程中，AChE 基因表达水平及酶活性逐渐升高。

（2）在 TCDD 连续处理至肌管分化中期和末期，C2C12 细胞中 AChE 的酶活性及基因表达受到显著抑

制。但是，AhR 拮抗剂 CH223191 无法有效阻止 TCDD 对 AChE 表达和酶活性的抑制作用。（3）在大鼠

原代骨骼肌细胞分化过程中，TCDD 对 AChE 没有影响。结论：在 C2C12 细胞中 AhR 不能直接介导 TCDD

对肌源性 AChE 表达的抑制作用。而大鼠原代骨骼肌细胞中的 AChE 对 TCDD 处理不敏感，可能与细胞

的自主收缩活动的代偿保护作用有关。

关键词：二恶英；C2C12；大鼠原代骨骼肌细胞；乙酰胆碱酯酶；芳香烃受体；成肌分化
*Email:qhxie@rcees.ac.cn,binzhao@rcees.ac.cn

PM2.5 对体外培养小鼠平滑肌细胞 a-SMA 蛋白影响的研究
罗勇兵 , 贾菠 , 刘欢 , 周银平 *, 任羽峰 1

（江西南昌  江西省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330000）；

江西南昌  南昌大学资源环境与化工学院  研究生 330000）

大气污染物 PM2.5 具有粒径小、表面积大、易吸附有毒有害物并易沉积肺泡等特点，成为人类

健康的重要危害因素之一，可能引起哮喘及呼吸性支气管的损伤。本试验拟通过收集南昌大学校区

大气中 PM2.5，作用于体外培养小鼠平滑肌细胞（AMSCs），以探明其对 AMSCs 标志性蛋白 a-SMA 表

达的影响。

一、小鼠平滑肌细胞（AMSCs）制备：1、取断乳 KM 小鼠下支气管平滑肌细胞，利用气管平滑肌细

胞与其他细胞贴壁时间不同的特性，纯化后制备 AMSCs。

二、PM2.5 采样及制备：1、采样点位于南昌大学，临近高速、周边开阔且社区活动集中。采样器

距离地面约 2m，采样周期为 24h。2、将采有细颗粒物低温超声提取得到混悬液，纱布过滤后真空冷

冻干燥。称取一定量的 PM2.5 完全颗粒物以 DMEM 培养基充分混匀，于 4℃静置过夜，然后 13000 g/

min 低温离心，取上清液染毒。3、染毒与分组：取 5-7 代 AMSCs 细胞，根据预试验结果，以 25、

100、400 μg/mL 的终浓度染毒。染毒时间分别为 24h、48h、72h。对照组以 DMEM 培养液补足液量。

三、试验方法和结果

1、MTT 检测：

PM2.5 在终浓度 100μg/mL 时，经过 72h 后，细胞增殖活性下降明显，400μg/mL 组在 72h 后的

细胞活性只有 41% 左右，且有时间效应关系。

2、a-SMA 的 mRNA 表达

以 a-action 为内参，相同细胞数时，400μg/mL 组 a-SMA 的 mRNA 表达含量明显增多，与对照组

在染毒 24h、48h、72h 后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3、a-SMA 蛋白定量检测

以ELASA试剂盒检测结果显示，100μg/mL剂量组在染毒48h、72h后，a-SMA蛋白分泌量明显增加，

与对照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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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试验结果显示，PM2.5 的可溶部分在 400μg/mL 时，α-SMA 的 mRNA 表达有显著增加，

蛋白转录水平在 100μg/mL 时升高明显，而 400μg/mL 的高剂量组却未见分泌增加。可能的情况是

随着时间增加，高剂量组细胞凋亡可能性升高，细胞转录、分泌功能下降所致。研究结果显示 PM2.5

可能致 ASMCs 由收缩型向合成型转化。

2009 - 2010 年在中国东部鸡分离的 H9N2 禽流感病毒对哺乳动物宿主的系统发

育分析和传播
吕静 , 侯晓红 , 王蒙 , 龙宪荣 , 柴同杰 *

山东农业大学、山东省中德动物源人兽共患病合作研究中心

（山东省泰安市岱宗大街 61 号，邮编 271000）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禽类 H9N2 流感病毒在家禽中广泛存在，死亡率达到了 5-30％，不

仅给养禽业造成了损失，而且发现其可感染人类如饲养员或邻近牧场社区居民，造成结膜炎、角膜

炎或类似感冒症状。因此，非常有必要对其气源性传播及感染机制深入探讨。目的：为了揭示 H9N2

亚型 AIV 的气源性传播能力，以便采取合适的防控措施。方法：此研究中，我们分离了 8 株 H9N2 

AIV，对其 HA 和 NA 的基因特性进行分析，并对其对哺乳动物的致病性以及能否在哺乳动物间传播感

染进行了研究。结果：通过进化树分析，8 株毒株的 HA 和 NA 均具有很高的同源性。毒株的 HA 受体

结合位点（RBS）的第 226 氨基酸 (H3-number) 均发现是 leucine 残基，此残基具有与 SAα-2,6 受

体相结合的特性。试验证明病毒株对小鼠具有致病性，不经过适应便能在肺组织中很好的复制。又

利用豚鼠作为实验动物模型，分组饲养在两个正负压隔离器中进行传染实验，在攻毒组与直接接触

组豚鼠（隔离器 A 中）的鼻洗液中均分离到流感病毒，表明分离株能够通过直接接触方式在哺乳动

物间传播感染；然而，气溶胶被动感染组（隔离器 A 和 B 中）的豚鼠未检测到传染发生，但是从隔

离器空气中检测到 AIV 气溶胶，浓度平均为 4.20~7.91×104copies/m3air。另实验结果显示，H9N2

病毒气溶胶对豚鼠的半数吸入感染量（aID50）为 1.79×106copies，证明 H9N2 AIV 能够通过气溶胶

传染，但在浓度低的情况下不能引起豚鼠感染发病。结论：H9N2 亚型禽流感病毒能够形成气溶胶水

平传播，并向哺乳动物传染，对哺乳动物或人的健康形成威胁。病毒气溶胶的感染浓度也是决定传

染能否发生的重要因素。

通讯作者：*chaitj117@163.com

内质网应激介导纳米二氧化硅颗粒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的作用研究
马茹 , 刘晓颖 , 齐艺 , 阿丽米热 •阿不力克木 , 赵新颖 , 李艳博 , 郭彩霞 *, 孙志伟

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北京 100069

目的：探讨纳米二氧化硅颗粒（silica nanopartilces，SiNPs）亚慢性暴露对动脉粥样硬化的

影响及其机制。方法：首先对合成的 SiNPs 进行表征，包括透射电子显微镜（TEM）观察颗粒形貌、

粒径和 Zeta 电位及粒度分析仪测量 Zeta 电位、水合粒度。体内实验采用雄性 ApoE-/- 小鼠联合高

脂饮食建立动脉粥样硬化动物模型。4周龄雄性 ApoE-/- 小鼠予以高脂喂养 4周后随机分为四组，即

对照组和低、中、高剂量 SiNPs 染毒组（n=12），分别经气管内滴注生理盐水（对照组）、1.5、3.0、

6.0 mg/kg.bw 纳米二氧化硅颗粒，每周一次，共 12 次。染毒结束后继续高脂喂养 4周后处死小鼠，



 049

2019 全国呼吸毒理与卫生毒理学术研讨会

检测血脂四项；取主动脉进行油红 O染色；制作主动脉根部冰冻和石蜡切片，分别进行油红 O、HE、

Masson、茜素红染色评价主动脉根部斑块面积、胶原含量、钙化情况；TEM 观察斑块超微结构；免疫

组化法检测斑块内 CD68、Bip、Chop 表达以评估巨噬细胞浸润及其内质网应激水平。体外实验采用

小鼠巨噬细胞系 RAW264.7 为模型，SiNPs 联合内质网应激抑制剂 4- 苯基丁酸作用下，采用油红 O染

色和胆固醇含量检测，研究 SiNPs 对细胞脂质摄取和泡沫化的影响，以及内质网应激在其中的作用。

结果：SiNPs 平均粒径为 59.98±5.71nm，不同时间点水合粒径、Zeta 电位稳定，分散性较好。体内

研究发现：各组小鼠体重、进食量无明显差异；与对照组相比，SiNPs染毒组小鼠血清中的总胆固醇（TG）

和低密度脂蛋白（LDL-C）含量升高；血管大体油红染色未见明显差异，但主动脉根部斑块面积、胶

原含量增加，尤其是高剂量组（P<0.05）；TEM 观察可见，斑块内大量巨噬细胞存在内质网扩张，且

SiNPs染毒组小鼠斑块内的 CD68、Bip、Chop表达升高，尤其是高剂量组（P<0.05）。体外研究发现：

SiNPs促进巨噬细胞脂质摄取，导致细胞泡沫化，表现为：巨噬细胞内脂滴增加、总胆固醇含量升高，

而 4-PBA 预处理能够抑制 SiNPs 引起的巨噬细胞内质网应激，并减轻 SiNPs 促巨噬细胞泡沫化作用。

结论：SiNPs 亚慢性暴露促进血管内膜下巨噬细胞浸润，激活巨噬细胞内质网应激，进而内质网应激

调控巨噬细胞脂质摄取和泡沫化，最终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病变进程。

关键词：纳米二氧化硅；动脉粥样硬化；巨噬细胞；内质网应激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81872648，81573176）；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7162021）；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科技计划一般项目（KM201810025007）；北京市属高校高水平教师

队伍建设支持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培育计划（CIT&TCD201804090）
* 通讯作者：guocx@ccmu.edu.cn

氟替卡松丙酸酯微米和纳米混悬液的肺部 PK-PD 比较评价
马思琪 , 付涛涛 , 陈韡亚 , 从兆清 , 杨飞飞 , 刘春雨 , 廖永红 *

(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北京 100193)

目的：雾化吸入纳米混悬液可提高药物在肺部的分布均匀性，吸引了广泛关注，但难溶性纳米混

悬液的肺部生物药剂学特性尚不明确，本研究旨在研究不同释药速度的氟替卡松混悬液在肺部的驻

留及其肺部抗炎作用时间。方法：本研究采用湿法球磨结合高压均质制备分别获得丙酸氟替卡松（FP）

微米混悬液和纳米混悬液，并通过薄膜分散法制备磷脂修饰的 FP 纳米混悬液，用透射电镜图谱及粒

径大小和电位来表征 FP 混悬液、采用 NGI & Spraytec 来评价空气动力学性质并通过体外溶出、药

代、组织分布以及肺部抗炎药效等体内研究来评价磷脂修饰 FP 在肺部的缓释作用。结果：三种混悬

液经雾化形成气溶胶后，雾滴大小分布和空气动力学特性基本相当并无显著性差异。在体外溶出速

度方面，纳米混悬液具有最快的溶出速度，其次是微米混悬液，磷脂修饰纳米混悬液溶出速度最慢。

不同混悬液肺部给药后，微米混悬液在肺组织的检出时间为 12 小时，而纳米和磷脂修饰纳米混悬液

检出时间显著延长到 24 小时。此外，肠道药物检出量表明纳米混悬液和磷脂修饰纳米混悬液含量相

当，只有微米混悬液的 40%，说明纳米混悬液纤毛清除量显著减少。微米、纳米和磷脂包裹纳米混悬

液在肺组织中的 AUC 分别是 56.9、144、248 μg/ml•min，其中磷脂修饰纳米混悬液在肺组织中的生

物利用度分别是纳米和微米混悬液的 1.72 和 4.36 倍。肺部抗炎效果表明，不同混悬液肺部给药后，

微米混悬液的药效持续 6-12 小时（给药 6 小时后给予 LPS 诱导，6 小时后检测药效），而纳米和磷

脂修饰纳米混悬液的药效可以持续到 36 小时，纳米混悬液的抗炎效果优于磷脂修饰的纳米混悬液。

纳米混悬液的长效可能与其延长肺组织的驻留时间有关，但对于磷脂包裹纳米混悬液，由于磷脂层

的包裹使得药物没能在肺部完全释放，使得溶出发挥药效的实际药物浓度较低。结论：和微米混悬液

相比，FP 纳米混悬液可提高药物在肺组织中含量和暴露时间，延长其肺部抗炎作用时间；吸入 FP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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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部的抗炎作用和游离药物在肺组织的驻留时间相关，仅通过缓释给药载体延长药物在肺部的驻留

时间未必可实现长效抗炎作用。 

基金项目：感谢国家自然基金（编号：81603052），医科院创新工程（编号：2017-I2M-1-013）资助。
* 通讯作者：廖永红，E-mail：yhliao@implad.ac.cn

PA 基因影响 H9N2 亚型禽流感病毒致病性和气源性传播的研究
孟丹 , 侯晓红 , 王蒙 , 龙宪荣 , 柴同杰 *

山东农业大学、山东省中德动物源人兽共患病合作研究中心

（山东省泰安市岱宗大街 61 号，邮编 271000）

禽流感（Avian Influenza, AI）从发现至今已有近 140 年的历史，禽流感病毒可气源性传播从

而导致疫情大范围快速扩散，流行病学调查显示 H9N2 亚型禽流感是目前我国家禽群中流行最为普遍

的流感病毒，部分 H9N2 病毒已经可以突破种间障碍感染哺乳动物甚至感染人类。与此同时，2009 年

新甲型H1N1流感病毒则在人群中广泛流行，因此，这两种亚型的病毒在自然界发生重排的几率非常大。

若形成的重组毒株经自然选择进一步发展成高致病性毒株，势必会造成流感大流行，带来不可估量

的损失。PA蛋白具有核酸内切酶活性、蛋白酶活性、核定位功能以及结合vRNA和 cRNA启动子功能，

催化病毒基因组转录与复制。相关研究表明，PA 蛋白在流感病毒跨越种间屏障感染哺乳动物甚至人

类，影响病毒在宿主适应性和致病力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目的：为了深入研究 PA 基因对 H9N2 亚型禽

流感病毒（Avian influenza virus，AIV）致病性和气源性传播的影响。方法：利用同源重组原理构

建质粒的方法构建 H9N2 亚型 AIV SD01 株的 8 个转录 / 表达质粒和新甲型流感病毒 SD07 株的 PA 转

录 / 表达质粒。以 SD01 亲本毒株为骨架，利用反向遗传操作技术用 SD07 株的 PA 基因等位替换，拯

救出重组病毒 rSD01-PA，选择 SPF 鸡和豚鼠为实验动物模型，进行致病实验和气溶胶传播实验。结

果：用新甲型 H1N1 流感病毒 SD07 株的 PA 基因替换获得的重组毒株 rSD01-PA 对 SPF 鸡的致病能力并

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其在 SPF 鸡肺组织复制能力、感染 SPF 鸡排毒产生抗体的能力没有出现明显

的降低。气溶胶感染组的鸡群检测不到排毒，而且血清中也没有相应的病毒抗体存在，同时在传播

实验的隔离器中我们也没有检测到气载的 H9 亚型 AIV。因此，重组毒株 rSD01-PA 不能通过气溶胶传

播病毒感染鸡。与不能感染豚鼠的亲本株SD01相比，rSD01-PA获得了跨越种间屏障感染豚鼠的能力，

并且可以通过直接接触的方式感染豚鼠，但是尚不具备形成气溶胶感染豚鼠的能力。结论：PA 基因

的替换能够影响 H9N2 亚型 AIV 的气源性传播，使重组病毒获得跨越种间屏障感染豚鼠的能力，并且

在影响病毒宿主适应性和致病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讯作者：*chaitj117@163.com

星形胶质细胞活化在细颗粒物加重 SD 雄性大鼠缺血性脑卒中发生的作用
孟庆涛 1, 张程程 1, 李晓波 1, 陈瑞 1, 2

1 东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210009，江苏南京

2 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100054

摘要 : 目的：空气污染是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社会问题暴露，空气动力学直径小于 2.5 μm 的可

吸入颗粒物（PM2.5）与缺血性脑卒中的风险增加有关，但潜在的神经毒性机制仍有待确定。方法：

本研究将成年雄性 Sprague-Dawley (SD) 大鼠随机分为对照组（CON）、PM2.5 暴露组（PM）、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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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卒中（IS）、缺血性卒中及 PM2.5 暴露组 (IS-PM) 四组。采用脑中动脉闭塞法（MCAO）构建大鼠

缺血性脑卒中模型，连续 7 天每日进行神经行为评估。对照组的大鼠每天鼻内滴注 20 μl PBS，连

续滴注 7天；PM2.5 组大鼠每天鼻内滴注 20 μl PM2.5 悬液（浓度为 10 mg/mL），连续 7天。采用

开放场实验对大鼠的自主运动和探索行为进行了评价。收取大鼠海马、大脑皮层和中脑组织做病理

学分析，研究测定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FAP）和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阳性星形胶质细胞活

化和炎症反应。结果：在整个实验过程中，与对照组相比，IS 组的大鼠的总移动总距离和移动速度

明显降低，PM 组的大鼠在第 7 天显示出总移动距离和移动速度的降低；与 CON 和 PM 组相比，IS-PM

组的大鼠的总移动距离和速度显著的降低；与 IS 组相比，IS-PM 组的总移动距离和速度显著降低。

与 CON 组相比，PM 组的大鼠的神经元结构无明显差异；IS 和 IS-PM 组的大鼠的海马 CA1 区神经元

排列紊乱，神经元细胞核萎缩，并且在大脑皮层和海马区观察到三角形的致密核，脑皮质区细胞水

肿明显。免疫组化的结果显示，与 CON 组（6.2±0.41）相比，PM 组 GFAP 阳性细胞数量无明显变化

（5.55±0.38），IS 组大鼠的中脑 GFAP 阳性细胞数量显著升高（8.6±0.76），而皮质和海马区无

明显升高，IS-PM 组大鼠的中脑 GFAP 细胞数量明显增加（13.27±0.9），皮质和海马区的 GFAP 阳性

细胞数量无明显变化。在 IS 和 IS-PM 组，星形胶质细胞在中脑表现为细胞体增大、变厚；与 CON 组

相比，PM 组的大鼠的海马内 iNOS 阳性细胞的数量没有明显变化，IS 和 IS-PM 组的 iNOS 阳性细胞数

量显著增加（6.8±1.07 和 7.20±0.49）。结论：星形胶质细胞的激活和炎症反应可能在缺血性脑卒

中起促进作用，而 PM2.5 暴露可能加剧缺血性脑卒中大鼠的神经行为改变，增强缺血性脑卒中大鼠

星形胶质细胞活性，减少其自发运动和探索性运。

PM2.5 致小鼠肺癌发生中血清 miRNAs 组学研究
宁杰 1, 张荣 1,2

1. 河北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毒理学教研室，河北 石家庄 050011

2. 河北省环境与人群健康重点实验室，河北 石家庄 050011

目的：大气细颗粒物 PM2.5 作为一种环境污染物 , 与肺癌密切相关。本研究旨在探索血清中

miRNAs在 PM2.5暴露与肺癌发生之间有关的表观遗传调控机制，寻找PM2.5早期暴露的生物标志物，

预防肺癌发生。方法：20 只 C57BL/6 小鼠随机分为 2 组，分别暴露于洁净空气 (Filter Air，FA) 和

PM2.5 (Concentration Air，CA) 中。FA 组小鼠暴露在安装有高效空气过滤器 (HEPA-Filter) 的洁

净空气笼内， CA 组小鼠暴露在浓缩 PM2.5 的环境中。从 2017 年 12 月 1 日至 2018 年 1 月 27 日，

9:00-15:00，每天暴露 6 小时。染毒期间 CA 组笼内 PM2.5 平均浓度为 900.21μg/m3，计算 PM2.5 浓

度为 225.05μg/m3/d，约为同时间段石家庄室外 PM2.5 浓度的 2 倍（100.91μg/m3）。HE 染色观察

PM2.5 染毒前后小鼠肺组织病理改变。流式细胞仪检测肺组织活性氧含量，彗星实验检测肺组织 DNA

损伤情况。miRNAs 芯片检测 PM2.5 暴露 8 周小鼠的血清 miRNAs 变化水平，并经 q-PCR 验证。对差

异表达的 miRNAs 在 Target Scan Mouse V7.1 and miRDB V5 数据库进行靶基因预测，并且对靶基因

进行 KEGG pathway 富集分析和 GO 功能富集分析。q-PCR 检测肺组织中与肺癌发生通路有关的 miRNA

表达水平变化。结果：与 FA 组相比，CA 组小鼠肺组织病理改变明显，肺泡间隔增厚，炎细胞浸润，

毛细血管扩张充血。ROS 和 DNA 损伤明显增加。芯片结果显示，与 FA 组相比，PM2.5 染毒 8 周后小

鼠血清中有 38 个差异明显的 miRNAs（Fold change>2.0，P<0.05）。经 KEGG pathway 富集分析表

明，其中 13 个 miRNAs 与肺癌信号通路相关，经 q-PCR 检测 , PM2.5 染毒 8周后，13 个 miRNAs 在小

鼠血清和肺组织中表达水平，与 FA 组相比均有显著差异（P<0.05）。经 Target Scan Mouse V7.1 

and miRDB V5 数据库对 miRNAs 靶基因预测显示，13 个 miRNAs 的靶基因包括：CRK、NR2F2、VIM、

RASSF1、CCND2、PRKCA、SIRT1、CDK6、MAP3K7、HIF1a、UBE2V2、ATG10、BAX、E2F1、RASSF5、

CTNNB1 等，可能参与肺癌的发生发展。GO 功能富集分析表明，13 个 miRNAs 调控的靶基因参与了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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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周期，DNA 损伤修复过程，自噬，核酸代谢过程，有机化合物代谢等过程。结论：PM2.5 暴露可引

起血清中多种 miRNAs 表达水平改变，其中 13 个差异 miRNAs 靶向调节肺癌发生发展的信号通路。血

清中的 miRNAs 变化对 PM2.5 暴露敏感性高，稳定性好，可以作为预测 PM2.5 早期肺癌发生的候选生

物标记物。

关键词：血清 miRNAs，PM2.5，肺癌，芯片分析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91643108,81573190)

通讯作者：张荣，E-mail: rongzhang@hebmu.edu.cn

亲代暴露于 PM2.5 诱导的子代小鼠 Ang Ⅱ依赖型血压升高与 Th17/Treg 细胞的

调节相关
潘坤 , 蒋硕 , 杜喜浩 , 曾雪娇 , 张佳 , 宋丽莹 , 周骥 , 阚海东 , 孙庆华 , 赵金镯 1,*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环境卫生学教研室 公共卫生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上海 200032

摘要：目的：流行病学研究已表明细颗粒物（PM2.5）暴露与高血压的发生发展有关。本研究旨

在探索亲代 PM2.5 暴露对子代小鼠血压的影响及其机制。方法：使用上海气象 - 环境动态暴露系统

（Shanghai-METAS）将亲代雄性和雌性小鼠暴露于浓缩 PM2.5 或过滤 PM2.5 的空气（FA），共暴露

16 周。在第 12 周，将暴露于 PM2.5 或 FA 的雄性和雌性小鼠合笼繁殖子代小鼠。然后，6 周龄的雄

性子代小鼠以与亲代小鼠同样的暴露方式进一步暴露于PM2.5或FA。暴露结束后，检测子代小鼠血压、

血管舒缩功能以及尿液中反映肾脏损害的指标。同时，检测血清、肾脏和血管中血管紧张素转换酶 2

（ACE2）、血管紧张素Ⅱ（Ang Ⅱ）和血管紧张素（1-7）（Ang 1-7）的表达量，并评价 Ang Ⅱ与

脾脏 Th17 和 Treg 细胞群及 IL-17A、IL-10 间的相关关系。结果 : 和暴露于 FA 的小鼠相比，暴露于

PM2.5的子代小鼠收缩压和舒张压显著升高（P<0.05或 P<0.01），其血清中Ang Ⅱ明显增加（P<0.05

或 P<0.01），而 ACE2 和 Ang（1-7）的表达明显降低（P<0.05 或 P<0.01），血管和肾脏中上述指标

的蛋白表达出现同样的变化趋势。更重要的是，无论子代小鼠暴露于 PM2.5 或 FA，暴露于 PM2.5 的

亲代小鼠均能影响子代小鼠血清中 Ang Ⅱ、ACE2、Ang（1-7）的表达（P<0.05 或 P<0.01），以及血

管中血管紧张素Ⅱ 1 型受体（AGTR1）的蛋白表达（P<0.05 或 P<0.01）。暴露于 PM2.5 的子代小鼠

血清中 Ang Ⅱ与脾脏 Th17 细胞群的数量和血清 IL-17A 的表达呈正相关，而与脾脏 Treg 细胞群数量

以及血清 IL-10 的表达呈负相关。结论 : 亲代暴露于空气污染物诱导的子代高血压与 Ang Ⅱ /AGTR1

轴的激活和 ACE2/Ang（1-7）轴的抑制有关，这种肾素血管紧张素（RAS）的改变可能是由 Th17 和

Treg 相关的免疫微环境所调节。

关键词：PM2.5；子代；血压；免疫系统；肾素血管紧张素

农村地区长期室内燃煤污染与颈动脉粥样硬化相关关系的研究
庞雅贤 1, 蒋东升 2, 张荣 1，3

1. 河北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毒理学教研室，河北 石家庄 050017

2. 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河北 石家庄 050000

2. 河北省环境与人群健康重点实验室，河北 石家庄 050017

目的：室内燃煤取暖是北方农村冬季最主要的一种取暖方式，而室内燃煤会带来各种室内空气污

染问题（PM、CO、SO2、NO2、PAHs 水平增加等）。有研究表明空气污染与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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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正相关。然而，室内燃煤取暖与颈动脉粥样硬化患病率之间的关系尚未明确。本研究目的是探讨

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及其可能的作用机制。方法：2018 年 11 月至 2019 年 1 月在河北省某体检中心

选取 25岁至 80岁的健康体检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家中是否燃煤取暖将 426名参与者作为燃煤组，

326 名参与者作为对照组。使用便携仪器测量室内空气质量（PM、CO、SO2）。彩色多普勒超声仪对

每位研究对象颈动脉进行超声检查，根据临床诊断标准判定是否患有动脉粥样硬化；卡方分析两组

动脉粥样硬化发生率。qPCR 检测研究对象静脉血中 IL-8，SAA1，TNF-α，CRP 的 mRNA 表达情况。

采用 logistic 回归和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控制年龄、性别、吸烟、饮酒、BMI 等混杂因素，比较

室内燃煤与颈动脉粥样硬化发生率、炎症因子 mRNA 水平相关关系。以年龄、吸烟、饮酒进行分层进

一步分析二者的相关性。结果 : 燃煤组室内 PM2.5, CO, 和 SO2 1-h 平均浓度中位数（极差）分别为

87.0 (77-112) μg/m3, 7.2 (4.3-8.7) mg/m3, 191.5 (125.0-320.0) μg/m3，对照组分别为 17.5 

(12-15) μg/m3, 0.80 (0.70-1.20) mg/m3, 26.0 (19.0-35.0) μg/m3。燃煤组颈动脉粥样硬化患

病率高于对照组（P ≤ 0.05），且炎症因子 mRNA 表达高于对照组（P ≤ 0.05）。调整混杂因素后，

结果显示燃煤因素与颈动脉粥样硬化呈正相关（RR, 1.434; 95%CI, 1.063-1.934; P=0.018）。分

层分析显示在吸烟者、饮酒者和年轻者（＜ 45 岁）人群中相关性增强。结论：长期暴露在燃煤环境

中会增加动脉粥样硬化患病风险。

关键词： 燃煤；颈动脉粥样硬化；PM2.5；炎症因子

基金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91643108,81573190)

通讯作者：张荣，E-mail: rongzhang@hebmu.edu.cn

RAGE 通过组蛋白去乙酰化酶 1参与调节 TDI 哮喘气道炎症
彭显如 , 赵文驱 , 黄敏於 , 余常辉 , 董航明 , 蔡绍曦 , 赵海金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呼吸与危重医学科，慢性气道疾病实验室 ,广东 广州  510515

目的：本课题组前期研究发现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受体（RAGE）在甲苯二异氰酸脂（TDI）

哮喘气道炎症发生中扮演关键角色，但其机制仍未明确。本研究探讨组蛋白去乙酰化酶 1(HDAC1)

在 RAGE 调节 TDI 哮喘小鼠气道炎症中的作用。方法：建立 TDI 哮喘小鼠模型，实验分 5 组：对照

组、TDI 致敏激发组、FPS-ZM1(RAGE 抑制剂 ) 处理组、JNJ-26482585（HDAC 抑制剂）处理组以及

Romidepsin(HDAC抑制剂)处理组。分别采用HE染色及PAS染色评估各组间气道炎症及黏液分泌情况，

检测血清总 IgE 水平，肺泡灌洗液（BALF）细胞分类及淋巴上清 Th2 因子情况，采用蛋白质印记及

免疫组化检测 HDAC1 表达水平及分布情况。在体外水平配制 TDI- 人血清白蛋白（TDI-HSA）复合物，

刺激人支气管上皮细胞（16HBE）及经慢病毒转染空载体和 shRNA-RAGE 载体的人支气管上皮细胞，

检测各组 HDAC1、p-AKT 表达情况，使用 AKT 抑制剂 MK2206 预处理，蛋白印记检测 HDAC1 蛋白水平。 

结果：相比对照组，TDI组气道炎症细胞浸润、粘液分泌明显增加，血清IgE水平、BALF细胞总数（中

性粒及嗜酸粒比例）及淋巴上清 Th2 因子增多，给予 FPS-ZM1 处理后可以减少上述改变。通过蛋白

质印记检测发现，TDI 可以明显促进小鼠肺组织 HDAC1、p-AKT 的表达，并受 FPS-ZM1 抑制。体外实

验发现 TDI-HSA(60ug/ml) 可以显著增加 16HBE 细胞 HDAC1、p-AKT 表达，而敲除 RAGE 后可以明显抑

制 TDI-HSA 引起的 HDAC1、p-AKT 表达增高。进一步发现 AKT 抑制剂 MK2206 可以抑制 TDI-HSA 引起

的 HDAC1 的表达增高。结论：RAGE 通过影响 HDAC1 表达参与调节 TDI 哮喘气道炎症，其机制可能与

PI3K/AKT 通路有关。

关键词：甲苯二异氰酸酯哮喘；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受体；组蛋白去乙酰化酶 1；

作者邮箱：87265171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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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链非编码 RNA H19 在乌拉坦诱导支气管上皮细胞恶变中的作用与机制
丘妙韵 , 杨倜 , 成莹 , 戴欣 , 刘振中 , 陈英男 , 陈丽剑 , 张楠 , 南阿若 , 李勋 , 蒋义国 *

广州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广东 广州，511436

目的：研究长链非编码 RNA H19 在低剂量乌拉坦长期暴露诱导人支气管上皮细胞 16HBE 恶性转

化中的功能及作用机制，并探讨乌拉坦暴露致 H19 差异表达的分子机制。方法：以低浓度乌拉坦长

期暴露人支气管上皮细胞 16HBE, 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形态学改变、通过集落形成试验和裸鼠成瘤试验

等验证乌拉坦诱导 16HBE 恶性转化模型的成功构建；通过 CCK-8 测定细胞活力水平；利用流式细胞

仪进行细胞周期和凋亡评估；通过 qPCR 检测基因相对表达水平；体外功能试验采用 RNA 干扰技术和

挽救试验；利用生物信息学预测 H19 及 miR-675-5p 的下游靶向基因，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及染色质免

疫沉淀（ChIP）验证 miR-675-5p 与其下游靶基因的结合；利用生物信息学、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及

CHIP 对 H19 的上游调控机制进行分析；通过 qRT-PCR 和 western blot 检测 miRNA 干扰及过表达后

下游靶基因及其蛋白的表达改变。采用 SPSS19.0 进行统计分析，检验水准为 0.05，p ＜ 0.05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乌拉坦暴露促进 16HBE 细胞增殖和侵袭能力，导致细胞周期改变，诱导细胞

恶性转化。H19 和 miR-675-5p 在 16HBE-UT 和 A549 等多种肺癌细胞中高表达，敲低 H19 后可抑制细

胞增殖、侵袭能力，导致细胞 s 期延长，过表达 miR-675-5p 后可逆转该现象。miR-675-5p 可靶向

CDKN2A mRNA，敲低 CDKN2A 后，16HBE-UT 细胞活力增加，细胞周期改变。miR-29b 可通过 miR-29b-

3p 和 miR-29b-5p 分別在转录水平和转录后水平调控 H19 的表达，miR-29b-3p 靶向 H19 的转录因子

SP1，miR-29b-5p 直接靶向 H19 RNA；p52 可负向调控 miR-29b 表达，p52 上游蛋白 Kras 敲低后，可

减弱乌拉坦处理组和对照组中 p52 干扰对 miR-29b 的影响；p52 通过招募 HDAC6 导致 miR-29b 启动子

区域组蛋白去乙酰化，从而抑制 miR-29b 表达。H19 在非小细胞肺癌人群组织中高表达，且与患者吸

烟史及 Kras 表达水平相关。结论：本研究发现 H19 及其加工产物 miR-675-5p 在低剂量乌拉坦长期暴

露 16HBE 细胞中，调控 CDKN2A 诱导细胞恶性转化，并阐述了乌拉坦通过 Kras-p52/HDAC6-miR-29b

通路对H19表达的调控，揭示了H19在乌拉坦诱导人支气管上皮细胞恶性转化中的上、下游作用机制。

关键词：H19；乌拉坦；非小细胞肺癌

Email: First author, qiumiaoyun@163.com 
*Corresponding author：jiangyiguo@vip.163.com

滴鼻剂 YPWT 重复给药毒性研究
屈文 , 付少华 , 瞿菁晶 , 罗莉

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共卫生安全评价研究所，

湖北省应用毒理重点实验室；湖北武汉，430075

目的：本实验通过对大鼠连续 28 天经鼻给予不同剂量 YPWT 滴鼻剂，观察动物可能出现的毒性

反应，并通过 4 周的恢复期观察，评估其毒性作用的可逆性、持续性及延迟效应，从而确定该供

试品的最小毒性作用剂量及无毒性反应剂量，为拟定临床剂量提供参考。方法：128 只 SPF 级 SD 大

鼠，雌雄各半，按体重随机分为 YPWT 滴鼻剂低、中、高剂量组 (0.25 mg/kg、1.25 mg/kg、5.00 

mg/kg) 和 0.9% 氯化钠溶液对照组，每天滴鼻给药 1 次，给药体积为 0.25mL/kg BW，连续给药 28

天。给药第 1 天记为 D1，主试验动物（每组 10 ♀ 10 ♂）于 D29 进行剖检取材，恢复期动物（每组

6♀ 6♂）停药观察 4周后于 D57 进行剖检取材。实验期间每天观察动物一般症状、每周称量，给药

前及给药末期行眼科检测，剖检前采集尿液及血液进行相关检测。经麻醉放血后处死动物，肉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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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动物体表及脏器变化并称量脏器，按方案固定脏器组织行病理学检查。结果：（1）一般症状：实

验过程中未见动物死亡，各组动物外观体征、行为活动、呼吸、粪便性状及对外界反应性等，均未

见明显异常。（2）体重及摄食量变化：给药期及恢复期低、中、高剂量组动物体重及摄食量与对照

组比较均无显著性差异，提示该供试品对动物生长发育无明显影响。（3）眼科检查及血液尿液分析：

通过对眼科检测、尿常规、血常规、血凝指标、外周血 T 细胞 CD4SP/CD8SP 比值、血液生化学检测

等结果的分析，未见给药引起的上述指标的不良变化。（4）脏器系数及组织病理学检查：给药末期

未见药物引起的脏器绝对重量及相对重量改变，亦未见毒性病理学改变；停药 4 周，未见药物引起

的延迟性毒性反应。结论：YPWT 滴鼻剂大鼠重复经鼻给药 1个月，0.25mg/kg、1.25mg/kg 和 5.00mg/

kg 均末见明显的毒性反应，停药 4 周后，亦未见药物引起的延迟性毒性反应。本实验条件下，YPWT

滴鼻剂未见毒性反应剂量（NOAEL）为 5.00mg/kg，约相当于临床拟用剂量的 602 倍（根据体表面积

换算则为等效剂量的 115 倍）。

作者信息：屈文，18802714142, 30368037@qq.com

黑磷量子点诱导氧化应激和细胞周期阻滞介导肺细胞毒性损伤
阮锋凯 , 张永兴 , 何承勇 *

厦门大学，分子疫苗学和分子诊断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细胞应激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福建厦门，邮编

361102

目的：黑磷（BP）是一种新型二维纳米材料，有多种光学、力学优异性能。与大尺寸黑磷纳米片

相比，黑磷量子点（BP-QDs）具有更高的带隙、更小尺寸、更高的表面积与体积比等，在癌症治疗、

药物递送、神经修复等领域中有广阔应用前景。然而，随着 BP-QDs 大量生产和应用，其经呼吸暴露

引起肺损伤风险也随之增加，成为预防呼吸系统疾病新的环境卫生问题。本研究旨在探讨氧化应激

参与 BP-QDs 暴露诱导肺细胞毒性损伤的机制研究。方法：采用人肺腺癌 A549 细胞和人正常支气管上

皮 BEAS-2B 细胞，给予 BP-QDs（5，10，20 μg/mL）暴露 24 小时，氧化应激抑制剂 NAC 预处理 2小

时干预；检测细胞活力、乳酸脱氢酶释放、胞内脂质过氧化和 GSH 水平；流式检测胞内 ROS 及细胞

周期；透射电子显微镜（TEM）、流式细胞仪检测 BP-QDs 入胞；Western blot 检测细胞周期相关蛋

白表达水平。结果：（1）与对照组相比，BP-QDs 暴露组细胞活力、细胞内 GSH 水平均呈现剂量依赖

性下降；LDH 释放、胞内 ROS 水平以及脂质过氧化水平呈现剂量依赖性升高。（2）BP-QDs（20 μg/

mL）组细胞 TEM 电镜可观察到明显空泡样结构，流式细胞仪检测结果显示 BP-QDs 暴露组侧向散射光

升高。（3）BP-QDs 暴露组细胞 G1 期比例下降，G2/M 期比例升高，P53 和 P21 蛋白表达水平呈现剂

量依赖性升高，cyclin D1、cyclin E1 蛋白表达水平呈现剂量依赖性下降。（4）与暴露组细胞相比，

NAC 干预组细胞活力、细胞内 GSH 水平显著回升，LDH 释放和 ROS 水平以及脂质过氧化水平被显著抑

制，细胞G2/M期比例下降，P53和 P21蛋白表达水平下降，cyclin D1、cyclin E1蛋白表达水平升高，

BP-QDs诱导的细胞周期阻滞得到挽救。结论：BP-QDs可诱导氧化应激依赖性肺细胞损伤和增殖抑制，

与 BP-QDs 入胞及细胞周期抑制有关，本研究为进一步探明 BP-QDs 参与诱导肺损伤机制和靶向干预

提供线索。

关键词：二维纳米材料；黑磷量子点；肺细胞；氧化应激；细胞周期阻滞

通讯作者邮箱：*Email: hecy@xm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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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列本脲抑制苯并（a）芘与细菌脂多糖联合诱导的小鼠炎症相关肺癌的发生
邵华 , 黄丽 , 高敏 , 段书音 , 李春阳 , 张巧 , 冯斐斐 *

郑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毒理学教研室，郑州，450001

目的：探讨格列本脲（Glyburide）对苯并 (a) 芘 [Benzo(a)pyrene, B(a)p] 与细菌脂多糖

（Lipopolysaccharide, LPS）诱导的小鼠炎症相关肺癌中的抑制作用，为预防炎性相关肺癌的发生

提供线索。方法：SPF级野生型C57BL/6小鼠随机分为6组：溶剂对照组[三辛酸甘油酯（Tricaprylin）

联合生理盐水，n=11]、阴性对照组 [Gly0.48mg/kg-Tricaprylin 组（n=13）和 Gly0.96mg/kg-

Tricaprylin组（n=11）]、B(a)p联合 LPS组（B(a)p+LPS组，n=20）、B(a)p联合 LPS并给予0.48mg/

kg 格列本脲剂量组（Gly0.48mg/kg-B(a)p/LPS 组，n=23）和 B(a)p 联合 LPS 并给予 0.96mg/kg 格列

本脲剂量组（Gly0.96mg/kg-B(a)p/LPS 组，n=24）。实验组小鼠经气管滴注 B(a)p (1mg/mouse，溶

于 50μL 三辛酸甘油酯 ) 或等体积三辛酸甘油酯 (50μL/mouse)，每周 1 次，连续 4 次后停止，记

为第 0 周；第 3 周经气管滴注给予 LPS(2.5μg/mouse，溶于 50μL 的生理盐水 ) 或等体积的生理盐

水 (50μL/mouse)，3 周 1 次，连续 5 次后停止。格列本脲以小鼠体重 0.48mg/kg 或 0.96mg/kg 溶于

10μl/g 溶积的生理盐水经口灌胃，并于第一次给予 B(a)p 前一周开始给予格列本脲，直至动物模型

结束。正常饲养至 30 周，观察各组小鼠肺部成瘤情况。HE 染色观察各组小鼠的肺部病理改变。免

疫组化法检测小鼠肺组织中 NLRP3、IL-1β 和 IL-18 蛋白的表达。结果：溶剂对照组和阴性对照组未

观察到肉眼可见的瘤体，B(a)p+LPS 组、Gly0.48mg/kg- B(a)p/LPS 组和 Gly0.96mg/kg-B(a)p/LPS

组均可观察到肉眼可见瘤体，且成瘤率分别为 89.4%、82.6% 和 70.8%。与 B(a)p+LPS 组小鼠平均

肿瘤数（5.58±4.538）相比，Gly0.48mg/kg-B(a)p/LPS 组（3.22±3.029）和 Gly0.96mg/kg-B(a)

p/LPS 组（2.13±2.071）明显降低，其中 B(a)p+LPS 组与 Gly0.96mg/kg-B(a)p/LPS 组的小鼠平均

肿瘤数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病理学检查发现与 B(a)p+LPS 组相比，Gly0.48mg/

kg-B(a)p/LPS 组和 Gly0.96mg/kg-B(a)p/LPS 组小鼠肺部炎症减轻，癌巢数目减少。免疫组化结果

显示，溶剂对照组、阴性对照组、Gly0.48mg/kg-B(a)p/LPS 组和 Gly0.96mg/kg-B(a)p/LPS 组小鼠

NLRP3 和 IL-1β 蛋白表达均显著低于 B(a)p+LPS 组，且 B(a)p+LPS 组与溶剂对照组、阴性对照组、

Gly0.96mg/kg-B(a)p/LPS 组相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阴性对照组 IL-18 蛋白的

表达显著低于 B(a)p+LPS 组（P ﹤ 0.05），但 B(a)p+LPS 组 IL-18 蛋白表达与其余各组比较均无统

计学差异。结论：格列本脲能够抑制小鼠炎性相关肺癌的发生，可能与其抑制 NLRP3 炎性体有关。

关键词：格列本脲；炎性相关肺癌；NLRP3 炎性体
* 通讯作者：feifeifeng@zzu.edu.cn

PD-L1 与各种癌症的临床结果 :系统回顾和 meta 分析
石晓玲 1, 吴芳芳 1, 陈文君 1,, 王梦璇 1, 孙易 1*

1 桂林医学院，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致远路 1号，541100

目的：在临床中需要对预测癌症结果的新型生物标志物进行识别，以明确与肿瘤相关的预后因

素，而大量研究表明 PD-L1 在肿瘤预后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因此，本文通过 meta 分析总结和分析

了 PD-L1 在各类癌症中的表达与总体生存 (OS) 之间的关系，为今后的临床治疗研究提出新的方向和

思路，从而延长患者的生存期。方法 : 首先通过对 PubMed 和 Cochrane 图书馆进行检索，获得已发表

的满足条件的研究，并对患者的临床特征和生存结果进行汇总，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计算 95% 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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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间 (95% CI) 的混合危险比 (HR) 相关性的强度。然后进行亚组分析和 meta 回归分析。最后进行敏

感性分析和发表偏倚分析。结果：总计纳入 10 篇满足条件的文章（包括 11 个研究），其中涵盖了

1600例患者的生存数据。在合并HR后，结果提示PD-L1过表达与总体生存较差具有相关性(HR=1.84, 

95% CI:1.15-2.93)，I2 的异质性测量结果为 72.1%，P ≤ 0.001，表明 PD-L1 是多种癌症患者生存

率较差的重要预后因素。结论 : PD-L1 是预测癌症预后的潜在生物标志物。

关键词 :PD-L1；癌症；预后因素；meta 分析

*Email:sunyide163@1163.com

广西自治区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项目（201810601048，201810601115）

新一代药物撞击器和呼吸模拟器等吸入制剂药物体外测试评价仪器的研制
史宗方 , 杨阳 , 温占波 *, 郑劲林

（北京慧荣和科技有限公司，北京，101102）

目的：欧洲药典、美国药典和中国药典等世界主要国家的药典都规定了吸入制剂药物体外空气动

力学粒径分布、递送速率和递送剂量均一性等测试指标和方法。目前国内缺少相应的测试设备。本

研究是研发符合药典要求的新一代药物撞击器、呼吸模拟器、递送剂量均一性测试的专用仪器，满

足国内吸入制剂药物相关企业和研究机构的使用需求。方法：采用空气动力学仿真技术、精密激光打

孔技术和显微测量技术相结合，突破了微孔精细加工和空气动力学的技术瓶颈，成功研发符合药典

要求的新一代药物撞击器。呼吸模拟器专为吸入液体制剂递送速率和递送总量测试而设计。呼吸模

拟运行的高精度运算和控制，采用激光振镜级运动控制器，核心由 DSP+FPGA 组成，可以实现高性能

的控制运算，控制周期 250us，高达每秒 1000 个数据点的传输速率。结果：新一代药物撞击器和呼

吸模拟器符合欧洲药典、美国药典和中国药典的要求。新一代药物撞击器每一级的空气动力学切割

直径如表所示。编制了吸入制剂微细粒子空气动力学粒谱自动分析软件，根据不同流量，自动得到

每一级的切割直径，输入每一级的药物质量后，自动得到总剂量、计算剂量、微小粒径剂量、微小

粒径占比、质量中值直径（MMAD）、几何标准差（GSD）等相关参数等。呼吸模拟器模拟人正常呼吸

时的状态，可以实现标准的正弦呼吸曲线，并针对成人、儿童、婴儿等群体，可更改潮气量和吸呼比，

还提供了供研究使用的方波和三角波呼吸曲线，用户还可以根据描点法自定义呼吸曲线。表 1 新一

代药物撞击器不同采样流量的各级空气动力学切割直径。结论：新一代药物撞击器和呼吸模拟器符合

药典要求，重复性好，满足国内吸入制剂药物相关企业和研究机构的使用需求。

关键词：药物撞击器、呼吸模拟器、吸入制剂、递送剂量、微细粒子

联系人 : 温占波，wzb@hrhkj.com，18811196863

GSTM1 基因在臭氧暴露致心血管系统危害中的作用
宋杰 1, 安珍 1, 朱静芳 1, 姜静 1, 李娟 1, 李慧君 1, 曾祥 1, 李文 1, 吴卫东 1*

1 新乡医学院 公共卫生学院 , 河南 新乡

摘要：目的：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谷胱甘肽转移酶 M1（GSTM1）基因可能在 O3 暴露致心血管危

害中发挥功能，但结论并不一致，尚需进一步的研究证实。本课题主要探究 GSTM1 基因在 O3 暴露对

血压影响中的作用。方法：本研究在新乡医学院招募了 67 名大一新生，在 2017 年 9 月 23 日至 12 月

23 日期间分别进行了 6随访，采用线性混合效应模型分析了 O3 对血压（包括收缩压、舒张压、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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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压和脉压）的影响。模型中控制了温湿度的影响、季节及长时间变化的影响、以及年龄、性别、

BMI 等的影响。最后，以 GSTM1 基因是否缺失进行分层分析其在 O3 与血压相关性影响中的作用。结

果：67 名志愿者中共有 28 名完成了 6 次随访，18 人完成了 5 次随访，6 人完成了 4 次随访，7 人完

成了 3 次随访，2 人完成了 2 次随访，6 人只参加了 1 次随访。本研究对参与了 2 次及以上随访的数

据进行了分析，61 人中男性 13 人女性 48 人，平均年龄 19.2 岁、平均 BMI 为 20.7 kg/m2。其中 33

人GSTM1基因缺失。结果表明，O3浓度每升高10 μg/ m3，第二天的舒张压和平均动脉压分别增加9.2 

mmHg (95% CI: 2.5-15.9) 和 7.2 mmHg (95% CI: 0.8-13.6)。分层分析表明 O3 暴露后 GSTM1 携带

者的舒张压和平均动脉压显著高于 GSTM1 缺失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O3 暴露与血压升高

具有显著性关联，尤其是 GSTM1 基因携带者。

关键词：臭氧；血压；谷胱甘肽转移酶；固定群组研究

通讯作者：wdwu2013@126.com

AMPK 对细颗粒物所致肝损伤的干预作用
宋丽莹 1, 蒋硕 1, 潘坤 1, 杜喜浩 1, 曾雪娇 1, 张佳 1, 周骥 2, 孙庆华 3, 解玉泉 4, 赵金镯 1,2,*

1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环境卫生系，教育部公共卫生安全重点实验室，上海

2 上海气象与健康重点实验室，上海

3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环境健康科学系，哥伦布，美国

4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仁济医院心内科，上海

目的：流行病学和动物实验研究都报道了细颗粒物（PM2.5）与呼吸、心血管和代谢性疾病之

间的关系。然而，有关 PM2.5 与肝损伤关系的研究较少，其相关机制尚未完全阐明。本研究旨在探

究 AMPK 在 PM2.5 所致的肝损伤中的作用机制。方法：32 只 6 周龄雄性 C57BL/6 小鼠采用上海气象

环境动物暴露系统分别暴露于浓缩 PM2.5 或过滤 PM2.5 的空气，共 12 周。在第 11 周，小鼠开始腹

腔注射 0.9% 生理盐水或 AMPK 激动剂（AICAR），测定肝脏中 IL-6 和 TNF-α 的 mRNA 水平，肝脏中

AMPK、GLUT4、NF-κB、p38MAPK、ERK、JNK 和棕色脂肪中 UCP-1 的蛋白表达水平。同时，对肝脏和

棕色脂肪进行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PM2.5 暴露可引起小鼠肝脏脂肪变性、肝细胞肿胀、肝小叶和

门静脉炎症以及棕色脂肪细胞肿胀。与 FA 小鼠相比，PM 小鼠肝脏中表现为更高的 IL-6、TNF-α、

NF-κB 和 JNK 水平及更低的 AMPK、GLUT4 和 UCP-1 水平。与 PM 小鼠相比，AICAR 的注射能明显提高

PM 暴露组小鼠肝脏 GLUT4 的表达，但 AICAR 对肝脏的组织病理学无明显影响。结论：结果表明 PM2.5

暴露可能导致肝脏损伤和棕色脂肪脂质代谢紊乱。AMPK活化可改善部分PM2.5所致的不良健康效应，

可能成为 PM2.5 诱导肝损伤的潜在治疗靶点。
* 通讯作者：赵金镯，博士，副教授，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环境卫生学系

邮箱 : jinzhuozhao@fudan.edu.cn

双酚 A通过激活雄性小鼠肝脏中的 LXR 影响脂肪酸和葡萄糖代谢的代谢组学研

究
宋乃宁 , 姬海南 , 李海山 , 徐宝梁 , 赵潺 , 李文涛 , 沈国林 *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北京市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 11 号 100123

摘要 : 目的：观察不同染毒剂量的双酚 A（BPA）对 C57BL6 小鼠肝脏代谢功能的变化，探讨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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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毒性效应可能的作用机制，并尝试寻求其毒性相关生物靶点。方法：运用双酚 A 制备不同染毒剂

量的小鼠模型，将小鼠随机分为对照组、1、10、50、250 μg•kg-1 组。利用超高液相色谱 -高分辨

质谱 (UHPLC-MS/MS) 技术结合主成分分析、偏最小二乘分析等方法对肝脏数据进行分析，鉴定出潜

在生物标记物，通过 VIP 及非参数检验筛选并通过多元化 ROC 曲线验证差异代谢物；运用 Pathway 

Analysis 数据库对差异性代谢物进行拓扑分析；系统阐明 BPA 对肝脏脂肪酸和糖代谢影响的分子机

制以及引起低血糖的原因。结果：研究结果显示 BPA 抑制肝脏中脂肪酸的摄取和氧化分解，促进脂肪

酸的合成和有氧糖酵解过程，阻碍无氧糖酵解和糖异生作用，阻碍 TCA 循环，从而影响肝脏正常的

代谢功能，同时我们利用分子生物学检测结果显示 BPA 能提高小鼠肝脏核受体 Lxr，低血糖的原因来

自于 Lxr 调控肝脏糖异生作用，抑制了糖的生成和糖原的分解所致。结论：本研究基于高分辨质谱的

代谢组学分析技术，结合各种软件和生物信息学分析手段，从全新角度阐明了 BPA 影响肝脏代谢功

能的分子机制。双酚 A经过 35d 染毒后，所产生的毒性作用机制可能与双酚 A激活 Lxr 有关。

关键词 : 双酚 A；代谢组学；Lxr；脂肪酸代谢
* 通讯作者：沈国林，男，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化学品安全。电话：010-53897802，电子邮箱：

shengl@aqsiqch.ac.cn

苯氯乙酮的吸入毒理学研究
宋云扬 *, 阴忆烽 , 吴方晖 , 刘艳丽

军事科学院防化研究院 北京 102205

苯氯乙酮（Chloroacetophenone，CN）是一种无色到灰色的带有刺激性气味的结晶物质，是体

表感官刺激剂，它们与皮肤感官神经及粘膜上的受体相互作用，在染毒区域产生反射作用从而导致

身体产生不舒适的感受。CN 对人和动物有很强的刺激作用，它以气溶胶形式散布时，将对眼睛，呼

吸道和皮肤产生作用，其特点是出现中毒症状快，但中毒症状也能快速消失。经呼吸道吸入 CN 可引

起呼吸道的灼痛和刺激，并导致咳嗽、胸部发紧、呼吸困难、喘息、支气管痉挛、支气管粘液、肺

阻塞和水肿等，肺水肿通常在 12 小时后出現。CN 吸入对肺部疾病，例如，哮喘、肺气肿或支气管炎

等可能产生进一步恶化效应，哮喘及慢性肺部疾病史也可能使CN的中毒效应进一步加剧。有关究报道，

CN 对人的最小刺激暴露浓度为 0.3 ～ 1.0 mg•min/m3，Punte 等用志者做 CN 暴露试验，测出了急性

刺激作用的 ICt50 值：1min 时为 213 mg•min/m3，2min 时为 119 mg•min/m3，3min 时为 93 mg•min/

m3。可见由于暴露时间的不同，不可耐剂量可能有很大的差异。他们还从动物实验结果估计 CN 在

5min 内对人暴露的最大安全剂量为 350 mg•min/m3。

国外多项研究定了 CN 气溶胶对大鼠、小鼠、豚鼠、兔、犬、山羊、猴等各种动物的急性吸入

毒性。综合 CN 实验室类型分散（除军需品外）吸入中毒的动物毒性数据，Bliss 法线性回归计算

LCt50 为 7000 mg•min/m3；综合 CN 军用手弹爆炸分散吸入中毒的动物毒性数据，Bliss 法线性回归

计算 LCt50 为 14000 mg•min/m3。小鼠、大鼠、豚鼠和家兔短期吸入 CN 的毒性大于它们经口、静脉

内、腹腔内染毒途径的毒性。动物染毒的过程中可观察到有脸炎，过度流泪，呼吸困难和红斑等症状，

其中毒死亡是因为肺部充血、水肿和支气管肺炎等肺部伤害，进而出现窒息死亡。在浓度为4.8～ 64 

mg/m3 的大、小鼠的 CN 吸入亚急性毒性研究和浓度为 0.25 ～ 4 mg/m3 的大、小鼠的 CN 吸入亚慢性

毒性研究中发现，小鼠吸入 CN 致死毒性敏感性较大鼠强。

E-mail：syyfe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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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 暴露对呼吸系统损伤的机制研究
孙百阳 1,2, 石延枫 1,2, 蒋金金 1,2, 李洋 1,2, 段军超 1,2, 孙志伟 1,2,*

1 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毒理与卫生化学系，北京，100069

2 首都医科大学环境毒理学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100069

尽管 PM2.5 引起肺部损伤已经被广泛证实，但其潜在机制仍未被完全阐明。本研究采用

Affymetrix GeneChip Human Transcriptome Array 2.0 和 Illumina HumanMethylation 450K 

BeadChip 对 PM2.5 暴露后支气管上皮细胞（BEAS-2B）的全基因组 DNA 甲基化谱和基因表达谱进行

分析，结果显示 NF-κB 信号通路是 PM2.5 核心调控通路。采用 30 天染毒大鼠和 24h 染毒 BEAS-2B

细胞模型验证芯片结果，发现：大鼠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中，总蛋白、LDH 活性和炎性细胞

因子（IL-6、IL-1β、TNF-α）水平增加，肺组织 IL-6，IL-1β，TNF-α 和 NF-κB 的基因表达水

平显著上调。病理学显示暴露后大鼠肺组织中发生肺泡壁增厚和炎性细胞浸润。BEAS-2B 细胞暴露

后，参与免疫应答和凋亡的关键基因（ACTN4，CXCL1，MARK2，ABR，PSEN1，PSMA3，PSMD1）表达水

平显著改变。为进一步研究 PM2.5 对呼吸系统的长期影响并验证 NF-κB 的调节作用，本研究建立了

Sprague-Dawley 大鼠（PM2.5 染毒 30 天后，经历 18 个月的恢复期）和 BEAS-2B 细胞（PM2.5 连续

暴露 30 代）模型。结果表明，PM2.5 暴露组大鼠的肺组织病理学变化表现为炎症细胞积聚和肺泡结

构紊乱；30 天时 BALF 中 TGF-β1 和 ICAM-1 的分泌呈现上升趋势，同时肺组织中 ICAM-1、IL-10 和

MCP-1 的 mRNA 表达增加；在恢复期各个时间点，炎性基因（TNF-α、IL-1β、IL-6、IL-10、MCP-

1、ICAM-1）的表达增加。PM2.5 暴露组 MDA 活性显著增加，SOD 和 GSH 水平降低，炎性细胞因子释

放增多，表明暴露后大鼠肺组织中产生持续的炎症与氧化损伤。Masson 染色和羟脯氨酸检测结果显

示，PM2.5 暴露可导致恢复期持续的肺纤维化发展。PET / CT 扫描结果表明，暴露组中 18F-FDG 标

准化摄取值高于对照，提示恢复期炎症和纤维化的发展。此外，PM2.5 下调 E-cadherin 表达，上调

Fibronectin 与 NF-κB 表达，提示上皮 - 间质转化（EMT）的发生。上述结果提示 NF-κB 是诱导持

续 EMT、炎症和纤维化发展的潜在机制。

关键词：PM2.5；肺毒性；炎症；DNA 甲基化；转录；肺纤维化；NF-κB

资 助 项 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017YFC0211600,2017YFC021160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81571130090）

通讯作者：*Email: zwsun@ccmu.edu.cn

氧化铝纳米颗粒暴露引起小鼠出现性别差异性行为学和认知功能改变
孙浩，张鑫，孟庆涛，吴申申，李晓波，陈瑞 *

（东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环境医学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南京 , 210009）

摘要：目的：氧化铝纳米颗粒在职业暴露环境中含量较高，且会造成神经行为损伤。本研究旨在

探讨小鼠暴露于氧化铝纳米颗粒后造成的行为学和认知功能损伤与性别差异是否相关。方法：将正常

饲养的雌雄各 20 只 6-8 周龄，体重 20-22g 的 ICR 小鼠分为 4 组：雄性对照组、雌性对照组、雄性

氧化铝纳米颗粒暴露组和雌性氧化铝纳米颗粒暴露组。各组小鼠每日上午 9 点至下午 3 点分别放入

小动物全身动态暴露系统，暴露组暴露于氧化铝纳米颗粒（平均浓度 0.5mg/m3），对照组暴露于过

滤清洁空气，持续 28 天。小鼠的认知和行为学改变通过旷场实验和强迫游泳实验进行分析。收取小

鼠脑、肺组织后，利用 HE 染色及病理评分分析小鼠组织病理学改变，qPCR 技术检测组织中行为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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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基因表达水平的变化，代谢组分分析检测关键小分子化合物的差异变化。结果：暴露 28 天后，

旷场和强迫游泳实验结果显示氧化铝纳米颗粒暴露与过滤空气暴露相比雌鼠出现探索行为和自发运

动增加，而雄鼠无差异。HE染色及病理评分结果显示氧化铝纳米颗粒暴露导致小鼠肺组织出现损伤，

脑中未见明显的病理改变，且均无性别差异。qPCR 结果显示精神障碍相关的 10 个基因 SNAP29、

ZDHHC8、GDNF、GNAS、NOS3、GRIN2A、DGKH、MT2A、ACNA1G 和 KCNQ 在氧化铝纳米颗粒暴露后的雌鼠

脑中表达显著增高，雄鼠未见此改变。且这些基因与神经递质、磷酸合成和电压门控离子通道有关。

代谢组学分析结果发现雌性小鼠脑组织中 L- 谷氨酸和焦谷氨酸减少，均与谷氨酸代谢通路相关，雄

鼠无此差异。结论：研究结果表明，28 天氧化铝纳米颗粒暴露诱导雌鼠出现性别差异性行为和认知

功能改变，且可部分归因于神经递质、小分子化合物代谢及谷氨酸代谢通路的改变。

第一作者：孙浩，E-mail 地址：sunhao0724@qq.com

通讯作者：陈瑞，E-mail 地址：101011816@seu.edu.cn

十溴二苯乙烷或十溴二苯醚暴露致 SD 大鼠肝毒性研究
孙艳敏 荆黎 施致雄 *

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北京，100069

目的：建立大鼠染毒模型，观察十溴二苯乙烷（DBDPE）或十溴二苯醚（BDE-209）暴露对致 SD

大鼠肝毒性，并探讨潜在的毒作用机制。方法：将 84 只 6-8 周龄雄性 SD 大鼠随机分为 7 组（每组

12 只），包括对照（Control）组，DBDPE 或 BDE-209 低、中、高染毒组（5、50 和 500mg/kg bw/

day），经 28 天连续灌胃染毒后，腹主动脉取血，并取肝脏用于后续实验。测定指标包括大鼠肝

重、血生化指标、肝脏病理学形态、肝组织氧化应激及炎症因子指标、相关核受体和代谢酶（PXR、

CAR、CYP3A1 及 CYP3A2 等）。结果：DBDPE 染毒组，大鼠的肝脏重量和脏器系数没有明显变化。500 

mg/kg bw/day BDE-209 染毒组可导致肝脏重量增加，50 和 500mg/kg bw/day BDE-209 组的脏器系

数显著增加。50、500mg/kg bw/day BDE-209 和 DBDPE 染毒组大鼠 GGT 水平显著增加，50 和 500mg/

kg bw/day BDE-209 染毒组 TBIL 和 IBIL 显著高于对照组。在 500mg/kg bw/day BDE-209 和 DBDPE 染

毒组中，Glu 水平明显增加。MDA、GSH 和 SOD 检测结果发现 BDE-209 或 DBDPE 均可引起肝脏氧化损

伤，与 DBDPE 相比，BDE-209 对氧化应激的影响更为严重。与对照组相比，DBDPE 染毒组 TNF-α 和

IL-6 水平均无明显变化，但 50 和 500mg/kg bw/day BDE-209 染毒组可导致 TNF-α和 IL-6 的显著增

加。核受体和相关代谢酶检测结果显示 BDE-209 或 DBDPE 可能通过抑制 PXR 和 CAR 表达并促进 CYP3A

抑制对肝脏代谢能力造成影响。组织病理学实验发现 5mg/kg bw/day BDE-209 组肝细胞轻度肿胀，

50 和 500mg/kg bw/day 组则观察到肝细胞水肿、羽毛状坏死等明显改变，且随剂量增加而加重。在

DBDPE 染毒组中也观察到类似结果。结论：BDE-209 或 DBDPE 暴露可引起肝脏组织病理学和生化指标

的变化，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诱导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干扰大鼠的正常代谢，抑制 PXR 和 CAR 进而

抑制 CYP3A 酶的表达，产生肝毒性作用，对大鼠肝脏造成损伤，且 BDE-209 显示出比 DBDPE 更高的

肝毒性。

关键词：十溴二苯醚；十溴二苯乙烷；溴系阻燃剂；肝损伤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1777107, 21477083, 81703198）
* 通讯作者：Email: szx0127@ccm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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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丹通过诱导内质网应激介导了血管内皮细胞的炎症反应和功能障碍
孙世甜 1,  叶亮 2  付佳荣 1,  侯云 3,  张连双 3*

1 滨州医学院临床医学系， 2 滨州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毒理学教研室，

3 滨州医学院基础医学院组胚教研室，山东 烟台， 264003

目的：环境中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暴露与心血管病关系密切。本研究拟探讨硫丹对血管内皮细胞

炎症反应的影响及内质网应激机制。方法：采用人脐静脉内皮细胞（HUVEC）为研究对象，分为对照组，

1μg/mL, 5μg/mL，10μg/mL 硫丹组和抑制剂组，硫丹组孵育不同浓度的硫丹 24h，抑制剂组先孵

育活性氧抑制剂N-乙酰 -L-半胱氨酸(NAC，3mmol/L）及内质网应激抑制剂STF-083010（10μmol/L）

4h，再孵育硫丹24h。流式细胞术检测HUVEC ROS的平均荧光强度，透射电镜观察HUVEC的内质网变化，

ELISA 检测细胞上清液中白介素 1-beta(IL-1β)、白介素 6(IL-6)、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细

胞间黏附分子-1（intercellular cell adhesion molecule-1,ICAM-1）及内皮素(endothelin1,ET-1)

的表达变化。Western blot 技术检测 IRE Ⅰ α/NF-κB 信号通路相关蛋白的表达变化。结果：硫丹

通过氧化应激诱发了 HUVEC 粗面内质网的损伤，激活了内质网应激 IRE Ⅰ α/NF-κB 通路，上调了

p-IRE Ⅰ α、GRP78、XBP1 及 p-NF-κB 蛋白的表达水平，促进了细胞上清液中炎症因子 IL-1β、

IL-6、TNF-α 及细胞粘附分子 ICAM-1 和 ET-1 的表达。结论：本研究结果表明，硫丹可诱发血管内

皮细胞的内质网应激及炎症反应，是心血管疾病的潜在危险因素。
* 通讯作者：zls197600@126.com 

依达拉奉对 1- 溴丙烷诱导周围神经毒性的逆转作用
索金宁 , 张一帆 , 姜路路 , 赵秀兰 *

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毒理学系，山东，济南 250012

摘要：目的：观察 1- 溴丙烷（1-BP）对运动神经元的损伤及自由基清除剂依达拉奉（EDV）的

干预效果，探究小胶质细胞激活及 M1/M2 极化失衡在 1-BP 神经毒性中的作用。方法：SPF 级雄性

Wistar 大鼠随机分为对照组、200、400、800 mg/kg•bw 1-BP 组、800 mg/kg•bw 1-BP+6 mg/kg•bw 

EDV 组、6 mg/ kg•bw EDV 组。分别按以上剂量给予相应组别动物 1-BP 和 EDV，持续 6周，期间每周

测定大鼠后肢抓力。实验结束后，每组随机取部分动物经多聚甲醛体内灌注后取大脑，后固定、脱

水，制作冠状冰冻切片进行病理学观察。采用硫堇染色观察神经元形态，免疫组化观察小胶质细胞

及星形胶质细胞激活、运动神经元丢失和凋亡情况。剩余动物制作大脑运动皮层匀浆，测定一氧化

氮（NO）含量和一氧化氮合酶（NOS）活性，western blot 检测大脑皮层还原型硫氧还蛋白（Trx）、

ASK1/MAPK 通路蛋白表达及蛋白硝基化水平。超速离心法提取对照组和 800 mg/kg•bw 1-BP 组动物大

脑外泌体，DiI 标记后加入原代新生大鼠大脑皮层神经元培养体系中，观察神经元对标记外泌体的摄

取情况及对神经元的影响。结果：1-BP 暴露 6 周导致实验动物后肢抓力呈剂量依赖性下降，病理形

态学观察到大脑运动皮质小胶质细胞及星形胶质细胞激活、伴随运动神经元丢失；同时，观察到1-BP

染毒大鼠大脑皮层nNOS活性和NO水平明显升高，蛋白硝基化增强；Trx-ASK1-p38/MAPK凋亡通路激活，

表现为还原性 Trx 表达减少、ASK1 和 P38 磷酸化增强。动物染毒同时给予 EDV 干预可显著抑制小胶

质细胞和星形胶质细胞活化、减轻运动神经元丢失，下调Trx-ASK1-p38/MAPK凋亡信号传导通路激活，

有效改善 1-BP 染毒导致的后肢抓力下降。来自 1-BP 染毒大鼠大脑的外泌体可导致体外原代培养神

经元轴突缩短、消失，给予 EDV 保护神经元损伤明显减轻。结论：1-BP 暴露可导致实验动物大脑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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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神经元损伤及运动功能障碍，与 Trx-ASK1-p38/MAPK 凋亡信号传导通路激活密切相关，清除自由

基可有效减轻 1-BP 的神经毒性。

关键词：1- 溴丙烷；依达拉奉；运动神经元；小胶质细胞
* 责任作者：zhao.xl@sdu.edu.cn

急性臭氧暴露致大鼠肺毒性及敏感标志物研究
田蕾 , 方振 , 韩洁 , 刘子怡 , 谭奕哲 , 袭著革 , 刘晓华 *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环境医学与作业医学研究所，天津，300050 

目的：探讨臭氧急性暴露对雄性和雌性 wistar 大鼠的肺毒性，毒性效应的性别差异及敏感检测

指标。材料与方法：120只wistar雄性和雌性大鼠随机分成对照组（过滤空气暴露）、臭氧暴露组（0.12 

ppm、0.5 ppm、1.0 ppm、2.0 ppm、4.0 ppm），每组20只，雌雄各半，染毒6 h。提取肺泡灌洗液（BALF）、

血液、尿液及肺组织，微量法检测 SOD 活性、MDA 及 GSH 含量，ELISA 法检测 IL-6、TNF-α、IL-1β

及 8-OHdG，彗星实验、微核试验和 DNA- 蛋白质交联实验分析 DNA 和染色体损伤。HE 染色分析肺组

织结构变化。结果：高浓度的臭氧对雄性和雌性大鼠均有明显的呼吸毒性作用。然而，雌性大鼠吸入

相同浓度的臭氧后，其肺部的病理变化比雄性大鼠严重。此外，雌性和雄性大鼠在低浓度和中等浓

度的O3下表现出不同的反应。结论：急性臭氧暴露可导致雄性和雌性大鼠肺部炎症损伤、氧化应激、

组织形态学改变和基因毒性损伤。较高浓度臭氧急性染毒对雄性和雌性大鼠均有明显的肺毒性，而

在低浓度和 / 或中浓度臭氧暴露时两种性别大鼠表现出不同的毒性效应。与雄性相比，雌性大鼠吸

入相同浓度的臭氧后肺组织病理变化更严重。急性臭氧暴露后，雌性大鼠血液中 IL-6 和 8-OHdG，雄

性大鼠 BALF 中总蛋白 (TP) 和 8-OHdG、肺组织中 TNF-α 和 SOD、以及血液中 IL-1β 可能是肺毒性

的敏感监测指标。

关键词：臭氧；肺；炎症反应；氧化应激；遗传毒性；生物标志物

责任作者：刘晓华，liuxiaohua1992@sina.com

小型猪动物模型在呼吸毒理学研究中进展
田永章 *, 尹纪业 , 张天睿 , 刘爱燕 , 曹燕飞 , 关勇彪

（军事医学研究院毒物药物研究所，国家北京药物安全评价研究中心，北京，100850）

小型猪的基础性研究推动了其在毒理学中的应用。由于小型猪自然发生的突变与人类疾病发生

于同一区域，表型与人类相似。随着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可以利用小型猪建立与人类相似的基因

模板，或培养具有人类组织相容性的组织器官。表观遗传学研究也表明，小型猪是研究人类由营养、

吸烟、饮酒、环境毒物和应激等外部因素导致的表观遗传学改变的最佳动物模型。小型猪的微生物

组（microbiome）也是一个动态的共生系统，猪和人的微生物组有高度一致性，也受到多个因素的

影响，包括胃肠道、消化生理、饮食、宿主免疫系统等。可以预见在未来的毒理学研究中，小型猪

的研究必将占有一席之地。

目前，小型猪在体型、解剖、生理生化和遗传方面与人非常相似，已是研究人类心血管系统、呼吸、

皮肤等系统疾病的良好模型。小型猪还具有体型较大，组织样本获取丰富，易饲养，无伦理争议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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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毒性试验研究。

在呼吸毒理学研究中，除了采用啮齿类、犬和猴等动物模型外，小型猪也具有一定优势：小型

猪常用于研究人 ARDS，幼龄小型猪的肺和气道是儿童未成熟肺脏的良好实验模型；小型猪的鼻腔结

构功能与人相似，可作为人类鼻腔疾病研究的良好模型，小型猪鼻腔左右完全分开，可以同时分别

用于给药和自身对照，用于鼻腔给药时，它明显优于兔和犬等种属。小型猪右肺由四个叶组成：顶

叶（狭窄，换气不足）、中叶、膈叶和尾叶，解剖结构与人类不同。可见小型猪是人类肺脏疾病研

究的适合的动物模型。

关键词：小型猪，呼吸毒理学

作者简介：田永章，主要从事毒性病理评价和研究，email:tianyz@163.com。

Caspase-1 抑制剂 YVAD 对 PM2.5 诱导小鼠呼吸系统急性损伤的干预作用
王贵 , 李娟 , 姜静 , 吴卫东

新乡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 ,劳动卫生和环境卫生教研室 ,新乡 453003

摘要：目的：探讨 PM2.5 暴露对小鼠呼吸系统的急性损伤作用及 Caspase-1 抑制剂 YVAD 干预效

果。方法：选取雄性健康 SD小鼠 24只，随机分为生理盐水组 (对照组 )、PM2.5 暴露组（实验组），

PM2.5+Caspase-1 抑制剂 YVAD 组（干预剂组）。使用气管滴注及腹腔注射方式分别对小鼠进行颗粒

物暴露及干预剂给药。处理频率隔日一次，共 3 次。取肺灌洗液进行炎细胞总数，总蛋白及乳酸脱

氢酶 (LDH) 含量检测；取小鼠肺组织进行病理学观察，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测定肺组织中 NLRP3 炎性

小体，Casepase-1 含量。结果：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肺部炎症更加明显，灌洗液中炎细胞总数，

总蛋白含量，LDH 水平［分别为 (24.11±5.302)，(3.52±0.781)，(433.02±123.329)］明显升高

（P<0.05）。肺组织中NLRP3炎性小体，Casepase-1含量［分别为(1.44±0.103)，(1.43±0.049)］

明显升高（P<0.05）。与实验组比较，干预组肺灌洗液中炎细胞总数，总蛋白［分别为(18.78±4.177)，

(2.26±0.548)］明显降低（P<0.05）。结论：Caspase-1 抑制剂 YVAD 可有效降低 PM2.5 对小鼠呼吸

系统急性损伤的炎性作用。

【关键词】PM2.5；Nlrp3 炎性小体；炎症反应；Caspase-1 抑制剂

低剂量一氧化氮暴露对大鼠急性肺损伤的研究
王鸿 , 高俊宏 , 刘进仁 , 孔庆博 , 范小琳 , 李存治 , 卢青 , 牛浩

（兵器工业卫生研究所毒理与生物效应技术研究室，陕西 西安 710065）

摘要：目的：探讨低剂量一氧化氮（NO）暴露诱导的大鼠急性肺损伤（ALI）的肺功能及病理变化特点，

为进一步研究 NO 致 ALI 的机制提供实验依据。方法：雄性 SD 大鼠 60 只，随机分为对照组（空气）

和实验组（NO:100 ppm）；采用 TSE 口鼻暴露系统一次吸入染毒 4h；分别于染毒后 6h、24h、48h、

72h、7d 随机取 6只，用 BUXCO 全身体积描记检测系统检测肺功能，随后腹腔注射水合氯醛麻醉后经

腹主动脉采血测试血气指标；解剖取肺组织称重并计算肺脏器系数，同时进行 HE 染色观察组织病理

学改变；采用 ELISA 法检测肺组织匀浆炎性因子（IL-6、IL-8 和 NF-κB）的表达水平。结果：与对

照组相比，实验组大鼠染毒后 6 h、24 h、48 h、72 h 大鼠染毒后潮气量（TV）、吸气时间（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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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气时间（Te）、吸气峰流速（PIF）和呼气峰流速（PEF）显著降低（P<0.01 或 P<0.05），支气管

狭窄程度（Penh）显著升高（P<0.05）；24 h、48 h 肺脏器系数、肺组织 IL-6、IL-8 和 NF-κB 表

达水平显著升高（P<0.05）；染毒后6h动脉血氧分压（PO2）显著降低（P<0.05），二氧化碳分压（PCO2）

显著升高；6 h、24h、48h、72h 镜下观察主要表现为不同程度的炎性细胞浸润、水肿等病理改变；7 

d 后各项指标与对照组比较未差异，恢复至正常水平。结论：低剂量 NO暴露可致大鼠血气、肺功能、

脏器系数、炎性因子、组织病理学等发生不同程度改变，脱离暴露环境后随着时间的延长逐渐恢复，

IL-6、IL-8 和 NF-κB 介导的炎性反应可能是其重要机制。

关键词：一氧化氮；急性肺损伤；肺功能；炎性损伤
* 作者简介：王鸿，男，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含能材料毒理与武器装备生物效应研究，E-mail：

wanghong@mail.nwpu.edu.cn

激肽释放酶在 PM2.5 诱发气道平滑肌细胞收缩中的作用及研究机制
王敏 , 张会然 , 罗园 , 阎锡新 *

河北省石家庄市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一科，050000

目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显示雾霾暴露可以诱发哮喘患者住院率增加，其中细颗粒物 PM2.5 可以

引起气道反应性升高，但其机制尚未完全清楚。我们前期研究结果表明，激肽释放酶参与 PM2.5 对

气道高反应的调节。本研究即是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激肽释放酶在 PM2.5 诱发气道高反应中的作

用及机制，为临床上预防和治疗雾霾诱发的气道高反应性疾病提供新的靶点和新的思路。方法：使用

细胞收缩试剂盒观察 PM2.5 对人气道平滑肌细胞（human Airway Smooth Muscle Cell，hASMC）收

缩功能的影响。使用 Western Blot 法观察人气道平滑肌细胞暴露不同浓度 PM2.5 后激肽释放酶 14

（kallikrein14）和缓激肽受体 B2R 表达变化；使用 Elisa 法检测细胞暴露不同浓度 PM2.5 后上清

中人缓激肽 BK水平变化；转染 siRNA 法沉默激肽释放酶 14基因 ,观察其对平滑肌细胞收缩的影响；

使用流式细胞技术检测 PM2.5 对胞浆钙离子和细胞凋亡的影响。结果：人气道平滑肌细胞暴露 PM2.5

后，细胞收缩增加，激肽释放酶 14 和缓激肽受体 B2R 蛋白表达水平显著升高，缓激肽分泌及胞浆钙

离子水平明显升高；转染 siRNA 沉默激肽释放酶 14 后，可抑制上述结果。结论：激肽释放酶 14 在

PM2.5 诱发气道平滑肌细胞收缩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下游缓激肽，B2R 及胞浆钙离子参与此调控

过程。

纳米二氧化硅通过 ROS/PARP/TRPM2 通路引发小鼠肺部炎症
王铭祥 , 李金 , 蔡晓波 , 艾力 •斯买提 , 杨昕 , 朱心强 , 杨巍 , 余沛霖 *

浙江省杭州市浙江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毒理系，310058

目的：纳米二氧化硅（SiNPs）作为最重要的纳米材料之一已被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的各行各业，

人群暴露风险持续增加。作为最主要的暴露方式，SiNPs 经呼吸道暴露后可以引起严重的肺部炎症。

尽管已有活性氧簇（ROS）、凋亡、自噬、溶酶体损伤等机制被研究，但其中具体的分子机制尚不清楚，

且以上因素之间的相互关联也缺乏证据。本研究旨在进一步探究 SiNPs 引发肺组织炎症的具体分子

机制，以期为相关颗粒物暴露所导致的肺部炎症提供新的预防和治疗策略。方法：在本研究中，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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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57BL/6 小鼠中通过一次性支气管滴注（i.t.）构建 SiNPs 引发肺部炎症的动物模型，暴露后第

七天提取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s），分析蛋白浓度、LDH释放水平、炎性因子水平以及炎细胞数量。

并进一步选用人正常支气管上皮细胞系 BEAS-2B 进行分子机制研究，包括细胞活力检、氧化应激水

平、细胞炎症水平、溶酶体降解功能和膜完整性、自噬水平等检测。结果：与对照组相比，SiNPs 暴

露组小鼠 BALFs 中的细胞因子水平、蛋白浓度、乳酸脱氢酶释放水平和炎细胞浸润水平均显著上升，

证实 SiNPs 引发小鼠肺部炎症。BEAS-2B 细胞实验显示，经 SiNPs 暴露后细胞活力明显下降，呈现时

间 -浓度依赖效应，同时炎症水平明显升高，与体内结果一致。进一步的研究发现，SiNPs 可以引起

细胞内 ROS 生成明显升高，通过激活 ROS/PARP/TRPM2 信号通路，破坏溶酶体功能（引发溶酶体碱化

和溶酶体膜通透性改变），从而阻断正常的自噬过程，进而引发炎症反应。最后，我们采用基因敲

除的方式构建了 Trpm2-/- 小鼠，通过气管滴注 SiNPs 发现，相对于野生型小鼠，Trpm2-/- 小鼠肺部

炎症水平明显降低，损伤明显减轻。结论：该研究首次发现 ROS/PAPR/TRPM2 信号通路参与 SiNPs 介

导的肺部损伤，为解释 SiNPs 引起的肺部损伤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为纳米材料引发的炎症性疾病

的预防和治疗提供了新的靶点。

通讯作者：电子邮箱 : yupeilin@zju.edu.cn

燃煤型砷中毒患者肺功能损伤的横断面调查分析
王文娟 , 王庆陵 1, 邹忠兰 1, 张爱华 1*

（1. 贵州医科大学环境污染与疾病监控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公共卫生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目的：砷暴露已经成为全世界广泛关注的公共问题之一，其中燃煤污染型地方性砷中毒是多途径、

多因素影响的全身性慢性疾病，砷暴露除可导致典型的皮肤病外，尚可导致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

统疾病、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周围神经病变等全身多系统损害，其中砷致呼吸系统疾患被认为是

砷中毒病人的主要死亡原因之一。肺功能指标能反映早期肺部损伤，对评价砷暴露人群的肺损伤程

度和劳动能力鉴定意义重大，同时也是肺部疾患临床评价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本研究旨在探明该

病区砷中毒患者的肺功能状况，为病区砷暴露水平的持续监控及砷中毒患者肺功能异常的预防与治

疗提供参考依据。方法：以贵州省雨樟燃煤型砷中毒病区为调查点，根据地方性砷中毒诊断标准（WS/

T 211-2015）确定砷中毒病例 217 名，从非砷暴露区（距离砷中毒病区约 13 公里）选取非病区生活

习惯相似且无燃用高砷煤史，无遗传和肿瘤家族史，且体检合格的 79 名健康人为对照组。采用 ST-

150肺功能检测仪检测调查对象肺功能，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ICP-MS）检测头发样本砷含量。

结果：与对照人群相比，燃煤型砷中毒患者肺功能指标 FVC (%)，FEV1 (%)，FEF25 (%)，FEF50 (%)

和 FEF75 (%) 均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根据是否抽烟进行分层，在调整了年龄，性别，

BMI 和饮酒等重要混杂因素后，砷中毒患者 FVC(%)，FEF25(%)，FEF50(%) 和 FEF75(%) 与未暴露组

相比均降低 (P <0.05)。单变量线性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发砷浓度与肺功能指数 FVC(%)，FEV1(%)，

FEF25(%)，FEF50(%) 和 FEF75(%) 呈负相关。在调整性别、年龄、BMI、吸烟和饮酒等混杂因素后，

多因素线性回归模型结果提示，发砷每增加 1μg/ g，FVC(%) 降低 29.16％ (95％ CI：37.46% ~ 

20.86%)，FEV1(%) 降低 34.71% (95％ CI: 44.78% ~ 24.63%)，FEV1/FVC(%) 降低 9.41% (95%CI：

15.24% ~ 3.58%)，FEF25 (%)降低53.40% (95％CI：64.81% ~ 41.98%)，FEF50(%)降低54.77% (95%CI: 

68.75% ~ 40.80%)，FEF75(%) 降低 46.79%(95％ CI: 64.56% ~ 29.02%)。结论：燃煤型砷中毒患肺

功能降低，且头发样本砷的浓度与肺功能水平的下降呈正相关。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U1812403;81872569;81430077）
* 通讯作者：张爱华，E-mail:aihuagzykd@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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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F 基静电纺丝薄膜高效选择性净化低分压 SO2、O3 和大气颗粒物
王晓宇 , 崔雪晶 , 陈春英 *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一条 11 号，100000

目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一项调查，全球范围内 91% 的人群呼吸着不洁净的空气。每

年有七百万人由于空气污染而死亡，其中妇女和儿童成为主要受害者。研究表明，长期暴露在污染

环境条件下，会导致肺炎、哮喘和心脑血管疾病。根据WHO的空气质量标准，在污染防治的第一阶段，

空气中 PM2.5、SO2 和 O3 的浓度应该分别下降到 25 μg/m³、48ppb 和 81ppb。大多数研究关注于如

何提高材料的吸附能力，却忽略了低分压污染物的有效吸附，以及吸附过后尾气的污染物浓度下降

到对人体安全的范围内。本文设计了一种表面生长 MOF 的静电纺丝薄膜用于选择性净化空气中的低

浓度污染物，同时使净化后的污染物浓度达到国家标准。方法：金属有机框架化合物（MOF）由于其

高的比表面积、多孔的结构和功能化的表面，在气体吸附和储存领域具有极高的潜力。但是 MOF 的

可加工性较差，不稳定的结构限制了其应用价值。静电纺丝是一种常用的制备纳米纤维薄膜的方法，

由纳米纤维交织形成的多孔薄膜具有优异的大气颗粒物防护能力，但是其对于污染气体的处理能力

较差。我们将静电纺丝与 MOF 结合起来，制备了一种表面生长 MOF 的静电纺丝薄膜，具有优异的大

气颗粒物和污染气体的吸附能力。结果：实验证明，材料对 PM2.5 的过滤效率可以达到 99.99%，吸

附后 O3 和 SO2 的浓度分别从 3000ppb 和 7300ppb 下降到了 4ppb 和 40ppb。而且薄膜对污染气体的吸

附不受大气中其他气体分子的干扰较小，具有优异的选择性。薄膜对O3的处理效率更是高达101mg/g。

结论：我们通过静电纺丝薄膜表面生长 MOF 的方法制备了一种具有低分压下选择性吸附污染气体和过

滤大气颗粒物的材料。
*Email: wangxy2018@nanoctr.cn

Using Nrf2/Antioxidant Response Element-Dependent Signaling To Assess The 
Toxicity Potential Of Fly Ash Particles

Xiu Jun Wang（王秀君）1 *, Hongyan Wang（王洪燕）1, Yiping Chen（陈艺萍）1, Jingwen Zhang（张靖文）
1, and Xiuwen Tang（唐修文）2

1Department of Pharmacology and Cancer Institute,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PR China; 2Department of 

Biochemistry and Department of Thoracic Surge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Hangzhou 310058, PR China;

*Email: xjwang@zju.edu.cn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an association between ambient particulate pollution 

and adverse health effects in humans. However, a good biological system that can be used as a readout for 
the oxidative potential of particulate pollution is still lacking. The antioxidant-responsive element (ARE) 
cytoprotective system mediated by the transcription factor NF-E2 p45-related factor 2 (Nrf2) serves as a 
primary defense against the oxidative stress triggered by particulate matter. In this study, using a cell-based 
ARE-reporter assays, the fine fractions of the fly ash collected from the municipal solid waste incinerators 
at four cities in China were examined for their ability to activate Nrf2/ARE signaling. We found that, at a 
non-lethal dose, all the fly ash samples were able to activate the ARE-reporter gene in a dose- and redox-
dependent manner, and this was correlated with their cytotoxicity and their ability to induce DNA damage. 
Study of the kinetics revealed that fly ash particles elicited a prolonged activation of the ARE-repo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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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y. Upon exposure to the particles, the ARE-luciferase activity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2 h, reached 
a peak at 24 h, and remained high level at 72 h. This was in contrast to the transient activation of the ARE-
reporter gene triggered by the Nrf2 activators tert-butylhydroquinone and sulforaphane, while ARE-luciferase 
activity dropped to the basal level at 72 h from the peak at 24 h. These results demonstrate the robustness 
of using cell-based ARE-reporter assays to evaluate the oxidative potential of fly ash. Our novel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sustained activation of the Nrf2/ARE signaling pathway induced by fly ash particles perturbs 
cellular redox homeostasis, which in turn contributes to toxicity.

Key Words: Fly ash, Oxidative stress, Nrf2/ARE, Cell based assay

HSA-miR-1301-3p 对酒精代谢酶的调控机制研究
王序兵 , 赵倩文 , 李新梅 , 冯美瑶 , 侯宇飞 , 赵艳洁 , 于典科 *

青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目的：通过生物信息学、体外和体内实验系统分析 miRNA 对酒精代谢基因的调控作用。方法：筛

选与酒精代谢相关的基因，通过 miRBase、mirTar、TCGA 和 RNAhybrid 等数据库预测可以调控这些

酒精代谢基因 3'UTR 区域的 miRNA，通过 FREMSA、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双重验证 miRNA 与酒精

代谢基因 3'UTR 区域的结合，进一步通过细胞转染 miRNA mimics 观察外源性 miRNA 对靶基因的调控

情况，并观察 miRNA 对酒精刺激后细胞的基因和蛋白水平上的影响。结果：通过数据分析发现有 21

种酒精代谢基因在肝脏中富集，利用多个数据库成功预测了可以与这 21 种酒精代谢基因 3'UTR 相

结合的多个 miRNA，依据杂交自由能与 miRNA 和酒精代谢基因的关联强度我们确定 hsa-miR-1301-

3p 作为酒精代谢基因 ADH6，ALDH5A1 和 ALDH8A1 的表遗传调控分子。FREMSA 实验成功验证 hsa-miR-

1301-3p 可以与 ADH6，ALDH5A1 和 ALDH8A1 mRNA 的 3'UTR 区域结合，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显

示，转染 miRNA mimics 后荧光素酶的活性比转染 miRNA-NC 后的活性降低。外源性 hsa-miR-1301-3p

可以显著抑制内源性 ADH6，ALDH5A1 和 ALDH8A1 基因的表达，用酒精刺激细胞并同时转染 hsa-miR-

1301-3p，可抑制由酒精引起的三个靶基因和靶蛋白表达水平的升高。结论：hsa-miR-1301-3p 在肝

脏中表达丰富，通过与 ADH6，ALDH5A1 和 ALDH8A1 mRNA 的 3'UTR 区域结合共同发挥着对肝损伤的调

控作用。

关键词：miRNA；肝损伤；酒精代谢基因；机制研究；3'-UTR

邮箱：yudianking@outlook.com

Snail 在染石英尘小鼠肺上皮细胞间质转化中的作用
王炎 , 李思泠 , 朱钟慧 , 李秋月 , 赵静 , 许春杰 , 田琳 *

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劳动卫生和环境卫生学系，北京，100069

摘要：目的：观察转录因子 Snail 在石英诱导的小鼠肺上皮细胞间质转化（EMT）的作用。方法：

雄性 C57BL/6J 小鼠 20 只随机分为 4 组，每组 5 只，分别为对照组、石英组，石英 + 空病毒组，石

英 +Snail 基因抑制组。采用尾静脉注射腺相关病毒（AAV）的方式对小鼠肺组织进行 Snail 基因抑

制。石英 + 空病毒组和石英 +Snail 基因抑制组分别经尾静脉注射空病毒或抑制 Snail 基因的病毒，

而石英组和对照组给予同体积生理盐水。尾静脉注射后第 7 天，除对照组外，其余组小鼠均一次性

气管内注入浓度为 25mg/ml 石英粉尘混悬液 0.1ml，对照组气管注入同体积生理盐水。染尘后第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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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处死小鼠，收集肺组织，采用 real-time PCR 的方法检测各组小鼠肺组织中 Snail 和间质标志

物（vimentin、α-SMA）的基因表达。结果：与对照组相比，石英组小鼠肺组织中vimentin和α-SMA

基因表达显著上调（p<0.05），表明石英能诱导小鼠肺组织发生 EMT。尾静脉注射 AAV 后，与石英

+ 空病毒组相比，石英 +Snail 基因抑制组小鼠肺组织中 Snail 基因表达明显下调（p<0.05），间质

细胞标志物 vimentin、α-SMA 也出现了明显的下调（p<0.05），表明可以通过尾静脉注射 AAV 的方

式抑制小鼠肺组织中 Snail 基因的表达，而抑制 Snail 的基因表达能抑制石英诱导小鼠肺组织发生

EMT。结论：转录因子 Snail 可能在石英诱导的小鼠肺上皮细胞间质转化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石英；上皮间质转化；Snail
* 通讯作者 :E-mail:tianlin@ccmu.edu.cn

PM2.5 急性暴露对小鼠血管平滑肌的功能的影响
王逸轩 1,2, 孙卿 1,2, 章璐 1,2, 刘翠清 1,2,*

1、浙江中医药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杭州 310053

2、浙江中医药大学 中美联合环境与肺系疾病研究中心，杭州 310053

摘要：目的：探讨 PM2.5 急性暴露对小鼠血管平滑肌功能的影响。方法：采用全身吸入式动式染

毒系统将 C57BL/6 雄性小鼠进行 4 h 和 48 小时不同时长暴露，并设置相同时长吸入过滤空气的对照

组。暴露结束后，分离小鼠胸主动脉和肾动脉，用微血管张力测定系统 Myograph 检测胸主动脉和肾

动脉的功能；使用苯肾上腺素（Phenylephrine，PHE）诱发血管收缩，乙酰胆碱（Acetylcholine，

Ach）用于检测内皮依赖性舒张反应，硝普钠（Sodium nitroprusside，SNP）用于检测内皮非依赖

性（平滑肌介导）舒张反应；ELISA 试剂盒检测胸主动脉中 cGMP 的浓度，qRT-PCR 法检测胸主动脉

中可溶性鸟苷酸环化酶（Soluble guanylate cyclase，sGC）各亚基的表达水平。结果：与对照组相

比，不同时长的 PM2.5 暴露引起小鼠胸主动脉内皮依赖性舒张功能减弱，肾动脉内皮功能未见明显

改变；不同时长PM2.5暴露后，小鼠胸主动脉和肾动脉均出现内皮非依赖性舒张功能减弱(P<0.05)，

提示血管平滑肌功能损伤。在胸主动脉和肾动脉，4h 和 48h PM2.5 暴露未见时间依赖性反应。PM2.5

暴露小鼠血管组织中 cGMP 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sGC 各亚基表达水平未见明显改变。结论：PM2.5 急

性暴露可能通过抑制 sGC/cGMP 通路，导致小鼠胸主动脉和肾动脉平滑肌功能损伤。

铁死亡机制及其在神经退行性疾病中作用的研究进展
吴承容 , 郝无迪 , 郝晨宇 , 许玉琴 , 逯晓波 , 巫生文 , 杨敬华 , 蔡原 , 靳翠红 *

（中国医科大学卫生毒理教研室，沈阳市沈北新区蒲河路 77 号，辽宁沈阳 110122）

摘要：神经退行性疾病（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是人类健康的主要威胁。这类疾病主要

包括阿尔茨海默氏病（AD），帕金森氏病（PD），亨廷顿病（HD）等，这些疾病在病理生理学上表

现是多种多样的，一些会导致记忆和认知障碍，另一些则会影响一个人的运动、说话甚至呼吸的能力。

铁死亡（ferroptosis）是一种铁依赖性调节细胞死亡形式，主要表现为较强的氧化应激、膜脂

质过氧化以及明显的细胞形态变化。铁和脂质过氧化物为 ferroptosis 过程的主要参与者。大脑由

于其高代谢率和相对较低的抗氧化防御能力，易受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的影响；

且由于脑部富含的膜结构中存在高浓度的多不饱和脂肪酸，使得大脑中的氧化损伤主要表现为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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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氧化；此外，大脑是一个随年龄增加，铁易在其中逐渐蓄积的器官，而脑内铁蓄积易导致大量氧

化自由基、过氧化物等的产生，从而引起脂质过氧化反应与蛋白质功能上的紊乱，并最终导致神经

元的变性、死亡。另有研究表明，许多小分子的 ferroptosis 抑制剂可以抑制神经变性和认知衰退，

具有潜在的神经保护能力。由此提示，ferroptosis 可能是一种潜在的神经退行性机制，且对于关乎

学习和记忆的神经元存在一定的影响。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发病率和患病率随年龄逐年增加，但铁死

亡机制及其在神经退行性疾病中的作用尚未揭示清楚，亟待深入研究。

关键词：铁死亡；神经退行性疾病；铁离子；脂质过氧化 

通讯作者：靳翠红，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chjin@cmu.edu.cn。

基金资助：国家自然基金项目（No. 81673223）；辽宁省教育厅课题（No. LK201615）。

吸入方法建立博来霉素致小鼠肺纤维模型
吴东凯 , 张君 , 笪洋 , 王超 , 张海飞 *

昭衍（苏州）新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博来霉素致小鼠肺纤维化模型是肺纤维化药效的常用模型，国内外针对肺纤维化的新药开发基本

均会用到此模型以评价药效。建模方法通常为气道内滴注或气道内雾化。气道内雾化结果稍好于气道

内滴注，但同气道内滴注一样，仍存在较明显的博来霉素肺内分布不均现象。在药理模型上，表现为：

部分肺叶无病变，而其他肺叶存在严重的化脓现象，有的动物评价无纤维化，有的动物则因严重致死亡。

本实验室采用口鼻暴露系统及 Penncentury 动物肺部喷雾给药系统雾化博来霉素分别构建小鼠

肺纤维模型。设定博来霉素气溶胶发生流量约为 6 L/min，连续口鼻暴露吸入雾化博来霉素（8.5mg/

mL，相当于 8500 单位博来霉素 /mL）约 100 min。

结果表明：动物经气道内直接给予博来霉素造模后，存在个别动物肺部感染严重，出现化脓；

同时个别动物病理检查未见明显纤维化病变。同组动物个体间差异较大。而经口鼻吸入后，动物未

出现造模期间死亡现象，表明博来霉素对小鼠上呼吸道影响较小，不引发严重的病理改变，无水肿

致窒息风险。病理学方面，每肺叶的纤维化严重程度相对一致，提示博来霉素能够均匀的分布于各

个肺叶，各肺叶相关指标检测也相对一致，不存在某些肺叶特别严重，而另一些肺叶相对较轻的不

均现象。整体病理学评分较气道内雾化方法造模均一。相近博来霉素剂量下，口鼻吸入造模动物的

病理改变较轻，但用力肺活量，肺顺应性，气道阻力等指标的改变均较气道内雾化动物幅度更大。

综上，我实验室根据吸入实验室设备，对小鼠定量吸入博来霉素，从病理反应，肺功能反应等

方面均提高了模型的均一性，提高了模型的可靠性，灵敏度。博来霉素致纤维化模型的建立，以口

鼻暴露吸入，是现实可行的更优的模型建立方法。

通讯作者：zhanghaifei@joinn-lab.com

生物黏附剂对呼吸道粘膜给药的研究进展
吴方晖 , 宋云扬 , 阴忆烽 , 刘艳丽

防化研究院，北京，102205

呼吸道黏膜有着其他给药途径不可比拟的优点，给药后起效快，可避免肝脏的首过效应，可避

免药物被消化道酶和酸的降解。生物黏附给药是利用生物黏附剂对生物黏膜表面的黏附性能，使药

物在特定部位滞留时间延长或局部药物浓度提高，达到药物在特定部位增强吸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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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黏附聚合物黏附作用机理，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种理论 :1. 吸附理论 : 该理论认为生物黏附

聚合物主要通过次级化学键，如氢键、范德华力或亲水疏水作用力等黏附于生物组织表面。2.扩散 -

互穿理论 : 该理论认为生物黏附聚合物与粘膜表面物质相互扩散、渗透、缠绕，导致分子链之间相

互缠绕产生黏附，是一种较为广泛接受的理论。3. 电子转移理论 : 该理论认为生物黏附聚合物和粘

液或粘膜上皮细胞相互接触时，靠静电引力产生黏附作用。4. 润湿理论 : 该理论主要适用于溶液型

生物黏附体系，能够润湿和铺展到粘液层的表面产生黏附。5. 细胞黏附理论 : 黏附聚合物与上皮细

胞表面间发生受体配体亲和作用或类似的配对识别，这种生物黏附作用具有专一性和靶向性。

生物黏附剂可以分为天然黏附材料、半合成黏附材料和合成黏附材料。1. 天然黏附材料具有生

物相容性好、毒性低等优点，有些天然材料还具有生物降解性。常用的有明胶、透明质酸、植物凝聚素、

海藻酸盐、甲壳胺和淀粉等，植物凝集素能特异性地和某些上皮细胞的多糖专一性黏附，达到定位

释放的目的。2. 半合成黏附材料主要是纤维素的衍生物以及天然材料衍生化的产物。生物黏附应用

较多的是羟乙基纤维素 (HEC)、羟丙甲纤维素 (HPMC) 及羧甲基纤维素钠 (CMC-Na)。3. 合成黏粘附材

料成本低，有统一的质量标准。以卡波姆应用最广，可和其它材料混合使用。

生物黏附材料的发展趋势将是借助于细胞生物技术，及人工合成工艺的改进，合成一些带有特

定糖基或肽段的聚合物使其能和特定细胞、组织和器官发生黏附。生物黏附剂在呼吸道等黏膜部位

给药和药物剂型的设计中将有着广泛前景。

作者邮箱：Wufanghui2050@163.com

LINC01433 介导 PM2.5 促进人支气管上皮细胞增殖机制
吴建军 *, 刘安飞 , 区婉婷 , 黎燕丽 , 李梦承 , 杨巧媛

广州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广州市番禺区新造镇，511436

摘要：目的：研究低剂量细颗粒物（PM2.5）长期慢性暴露对人支气管上皮细胞的生物效应，并

探讨长链非编码 RNA 在此过程中发挥的功能作用。方法：采用 20μg/ml 的 PM2.5 长期慢性处理人支

气管上皮细胞 16HBE，建立低 PM2.5 长期慢性染毒支气管上皮细胞模型（16HBE-PM）。CCK8 试剂盒

检测细胞活力；EdU试剂盒检测细胞增殖情况；平板克隆形成实验检测细胞的增殖能力及群体依赖性；

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周期分布；对照组细胞和 PM2.5 处理组细胞进行 Arraystar Human LncRNA/mRNA

表达谱芯片检测，分析两组细胞间 lncRNA 及 mRNA 差异表达谱，并筛选出 PM2.5 诱导 16HBE 细胞增

殖改变的相关 lncRNAs；细胞转染 siRNA 敲低 lncRNA 的表达；qRT-PCR 检测相关基因的表达改变；

Western blot 检测相关蛋白的表达改变。结果：与对照细胞 16HBE-C 比较，CCK8 实验结果显示，低

剂量 PM2.5 长期染毒的细胞 16HBE-PM 细胞活力明显升高；EdU 实验结果显示，16HBE-PM 细胞增殖明

显加快；平板克隆形成实验结果显示，16HBE-PM 细胞增殖能力更强，细胞群体依赖性更低。细胞周

期检测结果显示，与 16HBE-C 比较，16HBE-PM 细胞周期 G1 期比例下降，S 比例上升。LncRNA/mRNA

表达谱芯片检测结果显示，与 16HBE-C 比较，16HBE-PM 细胞的 mRNA 及 lncRNA 表达谱都发生明显改

变。通过基因筛选，选定在16HBE-PM中表达升高的lncRNA LINC01433进行功能研究。实验结果显示，

与对照组 NC 比较，LINC01433 表达敲低组，细胞活力下降；细胞增殖抑制；克隆形成率降低；细胞

周期 G1 期比例上升，S 期比例下降。Western blot 实验结果显示，与对照组 NC 比较，LINC01433

表达敲低组，细胞周期 G1-S 转换节点相关的周期蛋白 cyclin D1 和 CDK4 的表达下调，Rb 蛋白的

磷酸化水平下降。结论：低剂量细颗粒物的长期暴露，可以促进人支气管上皮细胞的增殖，lncRNA 

LINC01433 可能通过调控细胞周期改变，从而介导 PM2.5 促进细胞增殖的作用。

关键词：LINC01433；PM2.5；人支气管上皮细胞；增殖
*Email:wooland@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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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氧化铝暴露致 COPD 样病变的机制研究
吴申申 1,2, 李晓波 3, 陈瑞 1,2*

（1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毒理学与卫生化学教研室，北京 100069

2 首都医科大学，环境毒理学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69

3 东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环境医学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南京 210009）

目的：本研究旨在通过构建纳米氧化铝 (Al2O3 NPs) 全身动态吸入模型，探讨 Al2O3 NPs 致 COPD

样病变分子机制，为 Al2O3 NPs 特异性肺损伤提供新的线索。方法：通过构建全身动态吸入模型及

PTPN6 过表达小鼠模型，将小鼠连续 7天暴露于不同浓度的 Al2O3 NPs（对照组 (过滤室内空气，

FRA)、0.4 mg /m3 和 2mg /m3），测量小鼠特异性气道阻力 (sRAW)；采用 ELISA 实验检测不同暴露浓

度下小鼠肺泡灌洗液中相关炎症因子及炎症细胞的表达；并通过 H&E，PAS，Masson 染色观察暴露于

Al2O3 NPs对小鼠肺组织、小气道及气道上皮的病理改变；采用TUNEL法评估细胞凋亡情况；通过qRT-

PCR和WB实验检测Al2O3 NPs暴露对体内外PTPN6、PDCD4、STAT3等关键基因在mRNA及蛋白水平的变化。

结果：与对照组相比，连续暴露于 Al2O3 NPs 7 天可使小鼠气道炎症指数升高，且具有 Al2O3 NPs 浓度

依赖性；H&E，PAS，Masson染色及TUNEL实验结果表明，暴露于Al2O3 NPs可致小鼠肺气肿和小气道重塑，

并伴有炎症和凋亡的增强；进一步体内、外研究发现，Al2O3 NPs 暴露可显著抑制 PTPN6 表达和 STAT3

磷酸化，最终导致凋亡标志物 PDCD4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增加；而过表达 PTPN6 或应用 STAT3 抑制剂，

可显著降低小鼠特异性气道阻力(sRAW)以及小鼠肺泡灌洗液中白细胞介素-6（IL-6）、白细胞介素-33

（IL-33）的表达，预防肺气肿和小气道重构，并显著降低凋亡细胞百分比，从而有效保护小鼠肺部免

受炎症和凋亡的影响。结论：我们的研究表明，Al2O3 NPs 暴露通过抑制 PTPN6 的表达和增强肺部炎症

反应，从而诱导小鼠肺气肿和气道重塑。而过表达PTPN6可缓解 Al2O3 NPs诱导的 COPD样改变。因此，

PTPN6/STAT3/PDCD4 通路在纳米氧化铝暴露引起的 COPD 样病变中起到关键作用。

复合元素暴露与妊娠期糖尿病代谢相关通路的关联分析
吴衍 2，3, 张洁 1*, 申河清 1，3

1 厦门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 厦门 361102

2 福建医科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 福州 350122

3 中国科学院 城市环境研究所 厦门 361021

摘要：目的：目前大量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元素暴露，特别是重金属暴露与妊娠期糖尿病（GDM）

之间存在联系，但多元素复合暴露及其与 GDM 代谢紊乱之间的关系尚未明确。此外，元素暴露与疾

病关系背后潜在的作用机制也有待探究。本研究探讨复合元素暴露与妊娠期糖尿病及其代谢紊乱之

间的相关性。方法：基于 1359 例横断面研究人群构建巢式病例对照研究，利用 ICP-MS 和 ICP-OES 测

定胎便中金属组的水平。采用多变量差异分析，确定与 GDM 相关的胎便元素。另一方面，通过冗余

分析 (RDA) 确定与 GDM 代谢标志物相关的胎便元素。利用中介分析 (Mediation Effect) 进一步验证

代谢物在污染物与疾病发病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研究发现，21 个元素中 Al，As，Ba，Cd，Hg，

Sn，Ca 和 V 与 GDM 发病率之间存在计量效应关系。其中，As，Cd，Ba 和 Ca 对 GDM 代谢标志物变化

有显著影响。进一步通过中介分析表明，能够影响脂质代谢以及 ALANO 通路相关的代谢物能够部分

介导元素（As，Cd，Ba 和 Ca）与 GDM 之间的相关性。结论：As，Cd 和 Ba 通过改变脂质代谢和 ALANO

通路代谢的稳态影响GDM产生或发展。相反，Ca的增加可以缓解风险元素对于代谢变化的负面影响。
* 通讯作者：张洁，厦门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jie.zhang@xm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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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P 体系下新型化学品气体样品吸入毒性试验方法的建立
吴宗澄 1, 张云鹏 1, 张慧荣 1, 庞亚男 1, 王超 2, 张述阳 1, 张智博 1, 姚宝玉 1

1、沈阳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安全评价中心 /国家沈阳新药安全评价研究中心，沈阳 110021；

2、北京慧荣和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100070

摘要：目的：新型化学品吸入毒性试验是整个化学品吸入毒理学试验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科

技的发展及吸入毒理指导原则的不断更新，大量气体样品需要进行吸入毒性试验。然而，我国在新

型化学品气体物质吸入毒性试验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目前针对新型气体吸入毒性试验报道较少。

本文目的是建立良好实验室规范（GLP）体系下新型化学品气体样品吸入毒性试验方法，从实验设备

的验证、实验系统的设计改进、各种参数的稳定控制、质量保证体系、尾气吸收处理等方面，阐述

在GLP体系下如何规范气体吸入毒性试验方法，严格控制可能影响实验结果准确性的各种主客观因素，

降低试验误差，确保实验结果的真实性。方法：首先依据 GLP 体系对吸入毒性实验室的基本要求，对

新型暴露系统进行气体吸入试验验证，选用氩气作为测试气体（优点为惰性气体，稳定，对环境无影响，

容易检测，容易获得），验证购自北京慧荣和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HRH-MNE3026 型小动物单浓度口

鼻吸入染毒系统在进行气体物质（氩气）暴露实验时的浓度准确性、浓度控制能力、位置均一性、

时间稳定性。验证保证设备在规定的参数范围内系统性能符合试验要求，能够用于气体物质吸入

毒性试验。其次参照 OECD 化学品测试指南中急性吸入毒性试验 (NO.403，2009)，以 SD(Sprague 

Dawley) 大鼠为试验动物，对气体样品（代号为 H）进行急性吸入毒性试验。分为三步：第一步根据

气体样品的物理化学性质进行发生单元的设计，目的是保证其具有稳定的发生温度，稳定的发生气流，

稳定的发生压力，设计与暴露装置进行良好的嫁接，设置稳定的发生参数使暴露参数保持在指导原

则范围内。第二步设计合理的浓度分析计算方法，依据 OECD 化学品测试指南中急性吸入毒性试验

(NO.403，2009) 中规定的方法，采用体积分数计算，先根据密度建立质量标准曲线，然后暴露系统

采样，用高效液相色谱分析出质量，再计算成体积，得出体积分数。第三步以 SD(Sprague Dawley)

大鼠为试验动物，对气体样品（代号为 H）进行急性吸入毒性试验。在调试浓度稳定之后进行实验动

物染毒暴露，持续4h。最后进行尾气处理验证，在试验过程中收集全部尾气（包含样品和稀释空气）

于事先准备的收集袋中，根据气体样品的物理化学性质进行处理验证，方法是放入 -20℃冰箱中，然

后取样用高效液相色谱分析验证，与样品排放标准相比，若低于排放标准即可排放，然后剩余样品

返厂回收。结果：经验证方案及验证方法进行验证，结果新型暴露系统各项技术参数都能达到设计要

求，各项功能指标都能达到标准规定，符合 GLP 体系对吸入毒性实验室的基本要求，完成了对新型

暴露系统气体吸入试验验证，结果设备在规定的参数范围内其系统性能符合试验要求，能够用于气

体物质吸入毒性试验。气体样品 H 对 SD 雌雄大鼠急性吸入毒性试验 LC50 均大于 20000PPM。根据全

球化学品统一分类与标签制度 (GHS) 大鼠急性吸入毒性分级标准，气体样品 H 对大鼠急性吸入毒性

为低毒，该结论为安全使用提供了依据。根据气体样品 H 设计的尾气吸入处理方式，经过高效液相

色谱分析验证，处理过的尾气分析结果均低于气体样品 H的排放限值 20 mg/m3 （此限值意义为监控

点任意一次浓度值）。结论：成功的建立了 GLP 体系下气体吸入实验暴露系统吸入试验验证；成功的

建立 GLP 体系下新型化学品气体样品 H 吸入毒性试验方法；成功建立了新型化学品气体样品尾气吸

收处理及验证。为新型化学品气体物质急性吸入毒性试验、亚急性吸入毒性试验、亚慢性吸入毒性

试验及气体吸入致畸试验方法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责任作者邮箱：wuzongcheng77@163.cm

通讯作者邮箱：yaobaoyu@sinoche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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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F2 在硫代乙酰胺所致肝损伤效应中的作用与机制研究
武瑞瑞 , 娄彬 , 胡玉鑫 , 富景奇 , 王惠惠 , 皮静波 , 徐苑苑 *

（中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沈阳 110122）

目的：硫代乙酰胺（TAA）是一种常见的用于工业生产的肝脏毒物，本研究旨在探讨抗氧化转录

因子 E2 相关因子 2（NRF2）在 TAA 所致肝损伤中的作用及机制。方法：8-12 周龄雄性 Nrf2-KO 和野

生型（WT）C57BL/6 小鼠，按体重随机分为对照组和 TAA 处理组。TAA 组按 30 到 300 mg/kg BW 腹腔

注射递增给药，每周 3 次，持续 5 周；腹腔注射 TAA 50 mg/kg BW 后记录小鼠 60h 生存曲线。提取

小鼠原代肝细胞，以20 mM TAA处理48 h，收集不同时点细胞。赖氏比色法检测血浆丙氨酸转氨酶（ALT）

和天冬氨酸转氨酶（AST）水平，HE 染色和天狼星红染色分别评估肝损伤和肝纤维化，RT-qPCR 法

和免疫印迹法检测目的基因 mRNA 和蛋白水平。结果：亚急性 TAA 处理后，WT 小鼠肝脏发生纤维化，

KO 小鼠肝脏未出现纤维化，但呈明显肝细胞坏死。同时，KO 小鼠肝脏纤维化相关基因 α-Sma 和

Col1α1 的 mRNA 和蛋白水平，以及 Timp-1 与 Mmp-9 表达水平比值均低于 WT 组小鼠（P<0.05）。50 

mg/kg TAA 处理后，KO 小鼠 60h 生存率高于 WT 小鼠。30 mg/kg TAA 急性处理后，血浆 ALT 或 AST 水

平均升高，且 36h 和 48h KO 小鼠 ALT 和 AST 水平均低于 WT 小鼠（P<0.05）。急性 TAA 处理导致小

鼠肝脏出现中央静脉周围性肝损伤，但 KO 小鼠肝损伤轻于 WT 小鼠。急性和亚急性 TAA 处理后 KO 小

鼠肝脏中抗氧化相关基因 Gclc，Nqo1 和 Cyp2a5 的 mRNA 水平均低于 WT 小鼠（P<0.05）。TAA 处理

WT 小鼠 TAA 代谢活化标志物乙酰化赖氨酸（AcK）蛋白水平升高（为对照组的 2.15 倍，P<0.05），

KO 小鼠 Ack 水平显著低于 WT（P<0.05），且 KO 小鼠肝脏 CYP2E1 蛋白水平低于 WT 小鼠（P<0.05）。

WT 和 KO 小鼠原代肝细胞 CYP2E1 蛋白半衰期分别为 20h 和 25h。结论：Nrf2 缺失加重 TAA 引起的氧

化应激增强，促进 CYP2E1 蛋白降解，导致 TAA 代谢活化减少，从而抑制 TAA 诱导的肝损伤。

关键词：Nrf2；硫代乙酰胺；肝损伤；肝纤维化

项目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81573187）；辽宁省科技厅重点研发计划指导计划项目；

辽宁省“兴辽英才计划”项目（XLYC1807225）。
* 通讯作者 email：yyxu@cmu.edu.cn

二恶英类化合物对乙酰胆碱酯酶生物标志物的干扰作用与机制
谢群慧 1,2, 马永超 1,2, 沙蕊 1,2, 罗亚利 1,2, 夏英杰 1,3, 付华龄 1,2, 徐团 1,2, 陈旸升 1,2, 徐丽 1,2, 

赵斌 1,2,*

1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环境化学与生态毒理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北京，100085

2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北京，100049

3 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部，中国，香港

摘要：目的：乙酰胆碱酯酶（Acetylcholinesterase, AChE）是调控胆碱能神经传导的重要功能

蛋白，同时也是有机磷农药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污染监测和中毒评价的生物标志物。最近发现，除

上述农药以外，多种有机污染物可以干扰 AChE 的酶活性，其中包括二恶英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在

对 AChE 酶活性的干扰机制方面也存在多样性。有机磷农药等污染物是 AChE 的抑制剂，可以作用于

酶的活性中心，从而直接干扰 AChE 的酶活性。而二恶英等污染物则作用于 AChE 的生物合成过程，

从而实现对酶活性的干扰效应。相对而言，在污染物对 AChE 生物合成的干扰机制研究方面还存在许

多问题。由于 AChE 在中枢神经系统和周围神经系统（如神经肌肉接头）都发挥重要作用，需要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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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细胞模型开展系统研究，以全面理解污染物干扰 AChE 生物合成的作用机制。因此，近几年，我

们以二恶英类污染物为代表，开展了一系列针对 AChE 表达调控的作用机制研究。方法：我们应用了

不同种属来源的神经细胞及类神经细胞开展了二恶英类污染物直接暴露对神经源性 AChE 的干扰作用

与分子机制研究。同时应用胶质细胞条件培养基开展了污染物间接暴露对神经源性 AChE 的干扰作

用研究。另外，应用小鼠 C2C12 及大鼠原代骨骼肌的成肌细胞模型开展了二恶英类污染物对肌源性

AChE 的干扰作用与分子机制研究。结果：我们发现（1）二恶英类污染物可以干扰人源神经母细胞中

AChE 的表达，其中主要的作用机制是芳香烃受体介导的转录抑制与转录后抑制；（2）二恶英类污染

物对神经源性 AChE 的干扰作用与机制存在种属差异；（3）有胶质细胞参与的污染物间接暴露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对抗污染物对神经源性 AChE 表达的抑制作用；（4）二恶英类污染物可以显著干扰成

肌过程中肌源性AChE的动态演化过程，而这一效应在具有自主收缩功能的肌肉模型中并不显著。结论：

二恶英类化合物可以通过芳香烃受体介导的多水平调控机制干扰 AChE 基因的表达，而这一效应与作

用机制存在种属差异和组织特异性。
*Email: binzhao@rcees.ac.cn

关键词：有机污染物；乙酰胆碱酯酶；芳香烃受体；生物标志物

孕晚期镉暴露抑制胎盘孕酮合成并诱发胎鼠生长受限
熊永伟 1,2, 许孝凤 3, 朱华龙 1,2, 易颂佳 1,2, 朱凯恒 1,2, 徐德祥 1,2, 王华 1,2

1 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毒理学系；2环境毒理学安徽高校省级重点实验室（安徽医科大学）；3安

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安徽合肥 230032

目的：孕期镉暴露主要通过损害胎盘发育而诱发胎儿生长受限，但其关键期及机制不明。本研究

着重探讨镉诱发胎儿生长受限的关键期以及胎盘孕酮合成抑制在其中的作用。方法：CD-1 孕鼠被随

机分为四组，镉组小鼠分别在孕早期 (GD0-GD6)、孕中期 (GD7-GD12)、孕晚期 (GD13-GD17) 通过饮

水暴露CdCl2 (150 mg/L)，对照组饮用反渗透水。于GD18收集母血、胎盘和胎鼠，称胎鼠和胎盘重量，

量胎鼠身长和胎盘直径。HE 染色和免疫组化 CD34 染色法评价胎盘组织迷路层血窦区血细胞面积和微

血管，ELISA 法检测母血清和胎盘孕酮水平，Western blotting 法测定胎盘孕酮合成关键酶 StAR 和

3β-HSD 蛋白表达，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母血清和胎盘镉浓度。部分小于孕龄儿和适于孕

龄儿胎盘组织来源于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高新院区。结果：本研究发现，母体仅在孕晚期镉暴

露显著降低胎鼠体重和身长，并升高胎鼠生长受限发生率。镉分布检测结果显示，孕晚期镉暴露组

小鼠胎盘镉水平在三个孕期中最高。胎盘 HE 染色和 CD34 免疫组化结果显示，孕晚期镉暴露明显损

害小鼠胎盘血管发育且减少胎盘迷路层血窦区血细胞面积，但孕晚期暴露镉对小鼠胎盘重量和直径

无影响。胎盘功能检测结果表面，孕晚期镉暴露显著降低母体血清和胎盘孕酮水平。进一步研究结

果发现，孕晚期镉暴露显著抑制胎盘孕酮合成关键酶 StAR 和 3β-HSD 的表达。此外，小于孕龄儿胎

盘孕酮浓度较适于孕龄儿显著降低。结论：孕晚期是镉所致胎鼠生长受限的关键期，且胎盘孕酮合成

抑制可能介导镉的发育毒性。该发现为最终阐明镉所致胎儿发育异常的胎盘病因机制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镉；胎儿生长受限；胎盘；小鼠；孕酮

通讯作者：王华，wanghuadev@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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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OS 致大鼠胰岛瘤 INS-1 细胞 GSIS 损伤的研究
徐海明 1*, 田建英 2, 刘科良 1, 史新琛 1, 汪岭 1, 德小明 1, 刘志宏 1

（1. 宁夏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职业卫生与环境卫生学系 宁夏银川 750004 2. 宁夏医科大学基础医

学院 ,人体解剖学系 宁夏银川 750004）

摘要：目的：探讨全氟辛烷磺酸（PFOS）暴露对大鼠胰岛瘤细胞（INS-1 细胞）内葡萄糖刺激胰

岛素分泌（GSIS）功能的影响。方法：建立体外 INS-1 细胞培养实验模型，以终浓度分别为 12.5、

25、50、100 和 200 umol/L 的 PFOS 染毒，对照组不作染毒处理，在染毒 24h 后收集细胞。采用 MTT

检测试剂盒对细胞活力进行测定；采用大鼠胰岛素 ELISA 试剂盒进行胰岛素水平测定；采用荧光定

量聚合酶链反应（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检测胰岛素（Insulin）、葡萄糖转运蛋白-2（Glut2）、

葡萄糖激酶（Gck）和 ATP 敏感性钾通道亚单位 (Kir6.2) 的 mRNA 相对表达水平；采用蛋白质印迹法

（Western blot）检测胰岛素蛋白相对表达水平。结果：在不同剂量 PFOS 的处理下，INS-1 细胞的

活性呈现出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与对照组相比，100、200 umol/L PFOS 染毒 24h 后，细胞活性明

显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INS-1 细胞分泌胰岛素的水平呈现降低的趋势，与对照

组相比，50、100、和 200 umol/L PFOS 染毒 24h 后，细胞分泌胰岛素水平明显降低，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INS-1 细胞内 Glut2、Gck 和 Insulin 的 mRNA 相对表达量呈降低的趋势，与对照

组相比，50、100、和 200 umol/L PFOS 染毒 24h 后，细胞内 Glut2、Gck 和 Insulin 的 mRNA 相对表

达量明显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INS-1 细胞内胰岛素的蛋白相对表达量呈降低的趋

势，与对照组相比，12.5、50、100 和 200 umol/L PFOS 染毒 24h 后，细胞胰岛素蛋白的相对表达量

明显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PFOS 暴露对 INS-1 细胞内 GSIS 功能产生损伤，

其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1660527），宁夏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NGY2016126），宁夏

自然科学基金（NZ17059）

作者简介：徐海明（1986-），男，山东高唐人，副教授，宁夏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教师，

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环境卫生与环境毒理。

通讯作者：徐海明，Email：xuhaiming5689467@163.com

吸烟所致慢性阻塞性肺病的表观遗传机制及干预研究
徐辉 , 夏海博 , 薛均超 , 戴翔宇 , 刘起展 *

（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毒理学系，现代毒理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南京 211166）

摘要：目的：探讨吸烟所致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中发生肺气道上皮细胞炎症、黏蛋白增多

和上皮 - 间质转化（EMT）及通过外泌体调控上皮细胞与成纤维细胞间“串联”（cross-talk）

而促进肌成纤维细胞分化的表观遗传机制及穿心莲内酯（Andro）的干预效果。方法：使用不同浓

度香烟烟雾抽提物（CSE）处理人支气管上皮（HBE）细胞；使用 CSE 处理的 HBE 细胞与人胚肺成

纤维细胞（MRC-5）共培养或利用 CSE 诱导 HBE 细胞分泌的外泌体处理 MRC-5 细胞；将雄性 BALB/

c 小鼠随机分为对照（Con）组、香烟烟雾（CS）组、CS 联合 anti-miR-21 组及 CS 联合 Andro 组

不同方式处理小鼠 4 w 或 8 w；在已建立的 COPD 监测人群队列中随机选择非吸烟者、未患 COPD 吸

烟者和吸烟 COPD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分别在细胞、动物和人群中，且采用一系列干预或挽救实验

处理后，检测血清、细胞和肺组织等样本中 miR-218、miR-21 和 lncRNA HOTAIR 水平、外泌体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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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炎症指标、黏蛋白水平、EMT 指标、肌成纤维细胞分化指标及肺组织病变和肺功能等指标。结

果：发现未患 COPD 吸烟者和吸烟 COPD 患者 FEV1/FVC 比值和 miR-218 水平均显著低于非吸烟者，

而 IL-6 和 IL-8 水平则显著高于非吸烟者，吸烟 COPD 患者变化更明显，且血清 miR-218 水平与

FEV1/FVC(%) 呈正相关关系，而与血清 IL-6 和 IL-8 水平呈负相关关系；CSE 引起 HBE 细胞 miR-

218 水平降低，IL-6、IL-8、MUC5AC 表达和分泌水平及 TNFR1 和 p-p65 水平均升高；上调 miR-

218 水平或 / 和下调 TNFR1 水平分别可阻滞 CSE 所致 HBE 细胞以上变化。CS 处理小鼠气道高反应

性增强，气道壁增厚、胶原纤维增生明显，且肺组织 α-SMA 和 Collagen I 水平升高；CSE 所致

HBE 细胞 miR-21 水平后，引起其共培养 MRC-5 细胞 miR-21、α-SMA 和 Collagen I 水平升高；而

下调 miR-21 则可以拮抗此现象；HBE 细胞和 CSE 处理的 HBE 细胞均能检测到符合外泌体特征的囊

泡，且可进入 MRC-5 细胞中；CSE 处理 HBE 细胞分泌的外泌体引起 MRC-5 细胞 miR-21、α-SMA、

Collagen I、HIF-1α 水平升高和 pVHL 水平降低；而且 GW4869 抑制外泌体分泌或下调 miR-21 和

关闭 HIF-1α 后均可部分阻滞以上变化；CS 联合 antagomir-21 处理小鼠肺组织 miR-21 和 HIF-

1α水平降低，而pVHL水平升高，且气道高反应性降低，气道胶原纤维增生水平下降，肺组织α-SMA

和 Collagen I 水平下降；未患 COPD 吸烟者和吸烟 COPD 患者血清外泌体 miR-21 水平高于非吸烟

者，且其水平与 FEV1/FVC(%) 呈负相关关系。CS 处理小鼠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的总细胞数、

单核细胞和中性粒细胞数均升高，且肺组织气道高反应性增强、气道壁增厚、胶原纤维增生明显，

IL-6、IL-8、lncRNA HOTAIR、N- 钙蛋白、波形蛋白、α-SMA 和 p-STAT3 及 EZH2 水平也均升高，

而 E- 钙蛋白水平降低；CSE 引起 HBE 细胞 IL-6、lncRNA HOTAIR、N- 钙蛋白、波形蛋白、α-SMA

和 p-STAT3 及 EZH2 水平升高，而 E- 钙蛋白水平降低，并有一定的剂量 - 反应关系；穿心莲内酯

在以上细胞实验和动物实验中均表现出明显的拮抗效果，而加入IL-6则此拮抗效果又被消失。结论：

miR-218 通过 TNFR1 调控 NF-κB 激活在吸烟所致肺支气管炎中发挥重要作用；CS 处理气道上皮细

胞来源的外泌体 miR-21 通过 pVHL 调控 HIF-1α 诱导 MRC-5 细胞向肌成纤维细胞分化；穿心莲内

酯通过抗炎抑制 lncRNA HOTAIR 而拮抗吸烟所致肺上皮细胞发生 EMT 和肺功能损害。

关键词：吸烟；慢性阻塞性肺病；表观遗传；外泌体；穿心莲内酯；干预研究

* 通讯作者：刘起展 Email: drqzliu@126.com；15251839928

纳米氧化锌诱发 A549 细胞发生炎性及自噬反应
燕贞 , 韩金珂 , 乔亚梅 , 张静 , 刘云儒

1海南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海口

2郑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郑州

摘要：目的：探讨纳米氧化锌（ZnO-NPs）是否可诱导呼吸道上皮细胞炎性反应及细胞自噬。方法：

使用不同浓度 ZnO-NPs 作用于肺泡Ⅱ型上皮细胞 A549，采用乳酸脱氢酶（LDH）检测试剂盒检测细胞

上清中 LDH 释放量，使用酶联检测免疫试剂盒（ELISA）检测细胞上清中炎性因子 IL-6、TNF-α 的

表达水平，Western Blot 法检测细胞自噬相关蛋白 LC3B 及 P62 表达水平的改变，透射电镜对细胞中

自噬小体形态进行观察。结果：随着染毒剂量的升高，细胞上清中 LDH 释放量、IL-6 水平、TNF-α

表达量显著升高，LC3II 和 P62 蛋白水平升高，透射电镜观察到 ZnO-NPs 刺激细胞后，细胞中自噬小

体数量明显增多。结论：ZnO-NPs 可以诱导 A549 细胞发生炎性及自噬反应。

关键词：纳米氧化锌，炎性反应，自噬

通讯作者：燕贞，yanzhen@zz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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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辛酸对 PFOS 致雄性大鼠生殖毒性作用的干预研究
杨冬晗 1, 张智燕 2, 李可欣 1, 戈娜 1, 贾逸林 1, 张文龙 2*

（1包头医学院营养与食品健康研究所，内蒙古 包头 014040；

2 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内蒙古 包头 014010）

目 的： 随 着 近 年 来 不 孕 不 育 率 的 快 速 增 长， 全 氟 辛 烷 磺 酸 盐（Perfluorooctane 

sulfonate,PFOS）对生殖健康的损害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已有研究显示，PFOS可致生殖、肝脏、

神经等多器官的损害，其中生殖系统是 PFOS 最易感的靶器官之一。硫辛酸（Lipoic acid, LA）被

医学界誉为“万能抗氧化剂”，具有很强的抗氧化活性，近年来在男性不孕不育方面的研究与应用

受到关注。因此，本研究通过动物实验，探讨 PFOS 对雄性大鼠生殖毒作用及可能机制，并分析 LA

对 PFOS 致雄性大鼠生殖毒性的影响，为改善环境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生殖危害提供参考依据。方

法：2 月龄雄性 SD 大鼠 50 只，适应性喂养 7 天后，按体重随机分为 5 组，每组 10 只，分别为玉米

油组；LA 对照组：100mg/(kg•bw•d)；、PFOS 模型组：10mg/(kg•bw•d)；低剂量 LA 组：PFOS 10mg/

(kg•bw•d)+LA50mg/(kg•bw•d)；高剂量 LA 组：PFOS 10mg/(kg•bw•d)+LA 100mg/(kg•bw•d)。干预 7

周后，腹主动脉取血，留取睾丸、附睾。计算睾丸脏器系数；采用计算机辅助精子分析系统进行精

子数量和质量的检测；HE染色进行睾丸组织的病理学检查；ELISA 法检测 LA对大鼠血清中睾酮（T）

和促卵泡生成素（FSH）浓度；羟胺法检测睾丸内乳酸脱氢酶（LDH）、琥珀酸脱氢酶（SDH）、超氧

化物歧化酶（SOD）含量；Western Blotting 法检测各组大鼠睾丸组织中 CREB 的表达水平。结果：

与正常组和 LA 组相比，染毒组大鼠体重、睾丸脏器系数均较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与

PFOS 染毒组相比，LA 组大鼠的精子数量增加，精子活动率增强，精子畸形率降低，趋向于正常组大

鼠。睾丸组织病理学观察显示，PFOS 染毒组较正常组大鼠生精小管内生精细胞层次减少，生精细胞

排列紊乱，生精上皮出现较多的空泡化改变，而 LA 组病变明显减轻。与正常组相比，PFOS 染毒组睾

丸内 T 和 FSH 水平降低，LDH、SDH、SOD 酶活力下降 (P<0.05)，而 LA 明显逆转了这种变化，且后两

者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与正常组相比，PFOS 染毒组 CREB 蛋白表达量显著降低，而 LA

干预后明显抑制了 CREB 蛋白的这种变化 (P<0.05)。结论：PFOS 对雄性大鼠具有生殖毒性效应，适量

的 LA 补充可以改善 PFOS 所致的生殖损伤。包头医学院科学研究基金项目（BYJJ-YF-2018021）

SD 大鼠口鼻式暴露吸入染毒 CM 杀虫剂 4周的毒性试验
杨静 , 顾陈胤 , 陈微 , 叶红阑 , 闵旸 *

（苏州西山中科药物研究开发有限公司，江苏苏州，215104）

目的：通过短期重复吸入染毒（28天）毒性试验，进一步了解CM杀虫剂的吸入毒性特征和剂量-

反应关系，获得毒性特征、作用靶器官、是否具有蓄积毒性、未观察到有害作用剂量水平（NOAEL）

和观察到有害作用最低剂量水平（LOAEL）等信息，为亚慢性和慢性毒性试验剂量和观察指标的选

择提供依据。方法：选取 SPF 级 SD 大鼠 72 只，雌雄各半。随机分为 4 组，分别为溶媒对照组（玉

米油）、5、20 和 40 mg/m3 剂量组，对照组和高剂量组每组 24 只，低、中剂量组每组 12 只，雌

雄各半。试验采用口鼻式暴露吸入染毒，每天染毒 6h，持续 4 周，染毒期结束每组解剖 12 只，雌

雄各半。对照组和高剂量组剩余动物停止染毒后继续观察 2 周。染毒期间持续监测染毒柜中的环境

参数（温度、湿度、CO2 和 O2），定时监测供试品暴露浓度，并定期检测空气动力学粒径。试验期

间每天观察动物临床症状及动物死亡情况，每周测定动物体重和摄食量。给药期及恢复期结束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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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包括血常规、血液生化学、凝血功能、大体剖检、脏器重量及组织病理学检查，并计算脏器系数。

本试验对配制后供试品进行均一性、稳定性和浓度分析。结果：试验期间，各剂量组动物均未出现

死亡或濒死，对照组、5 mg/m3 和 20 mg/m3 剂量组动物均未见明显异常临床症状，40 mg/m3 剂量

组所有动物在染毒第 1~5 天的染毒过程中出现呼吸频率增加，染毒后笼旁观察可见呼吸频率增加、

自发运动低下，第 8~10 天部分雌雄动物染毒过程中出现呼吸频率增加。试验期间，各剂量组雌雄

动物体重、摄食量、血常规、血液生化学、凝血功能、大体剖检、脏器重量及组织病理学检查均未

见供试品相关改变。供试品气溶胶浓度和粒径检测：给药期间，各剂量组气溶胶浓度的监测及粒径

的检测均符合试验的要求。配制供试品分析：首次和末次配制的供试品混悬液均一性和浓度分析

结果符合要求。结论：本试验条件下，SD 大鼠口鼻式暴露吸入染毒 5 mg/m3、20 mg/m3 和 40mg/m3

供试品气溶胶，每天染毒 6 小时，持续染毒 4 周，雌雄动物未观察到有害作用剂量水平（NOAEL）

均为 20 mg/m3（相当于供试品吸入量：5.4 mg/kg/day），雌雄动物观察到有害作用最低剂量水平

（LOAEL）均为 40 mg/m3（相当于供试品吸入量：10.8 mg/kg/day），在此剂量下雌雄动物主要表

现为呼吸频率增加、自发运动低下。

关键词：杀虫剂；口鼻吸入；

责任作者：杨静，Email：yangjing@szxszk.com
* 通讯作者：闵旸，男，研究员，苏州西山中科药物研究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机构负责人，

Email：minyang@szxszk.com

促进线粒体融合减轻 PBDE-47 致 PC12 细胞线粒体质量损伤
杨凯朝 , 刘路明 , 李佩 , 董理鑫 , 周郭育 , 田致远 , 罗晨 , 夏涛 , 王爱国 , 张舜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系 环境与健康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武汉 430030

目的：多溴联苯醚（PBDEs）是一种新型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其神经毒性已受到人们的广泛关

注，但具体机制仍不清楚。本研究旨在探讨 2,2',4,4'- 四溴联苯醚（PBDE-47）对大鼠肾上腺嗜铬

细胞瘤（PC12）细胞线粒体质量的影响及其机制。方法：不同浓度 PBDE-47（1 μmol/L、10 μmol/

L、20 μmol/L）处理高分化的 PC12 细胞 24h 后，采用透射电子显微镜观察细胞内线粒体的结构和

数量变化；经线粒体膜心磷脂特异性染料壬基吖啶橙（NAO）染色后，通过流式细胞术检测线粒体

质量；利用 Western blot 技术检测线粒体融合蛋白 1（Mfn1）和分裂蛋白 1（Fis1）的表达水平。

为了进一步探究线粒体融合改变在 PBDE-47 致 PC12 细胞线粒体质量变化中的作用，使用化学促进

剂 M1 促进线粒体融合过程，实验分为对照组、5 μmol/L M1 处理组、20 μmol/L PBDE-47 处理组

和 5 μmol/L M1+20 μmol/L PBDE-47 联合处理组，检测 NAO 荧光强度和 Mfn1 及 Fis1 的蛋白表达

水平。结果：透射电子显微镜显示，对照组 PC12 细胞线粒体数量丰富，膜结构正常，随着 PBDE-47

染毒剂量的提高，线粒体数量减少，其中 10 μmol/L 和 20 μmol/L PBDE-47 处理组可见线粒体嵴

消失、线粒体肿胀甚至是线粒体空泡化改变；流式细胞术结果发现，与对照组比较，10 μmol/L 和

20 μmol/L PBDE-47 处理组 PC12 细胞 NAO 荧光强度明显减弱（P<0.05）；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

与对照组比较，10 μmol/L 和 20 μmol/L PBDE-47 处理组 Mfn1 和 Fis1 蛋白表达水平均明显降低

（P<0.05）。与 20 μmol/L PBDE-47 处理组比较，5 μmol/L M1+20 μmol/L PBDE-47 联合处理组

中 PC12细胞的 Mfn1和 Fis1的蛋白表达水平以及 NAO荧光强度均明显升高（P<0.05）。结论 :PBDE-47

可通过抑制 PC12 细胞线粒体融合和分裂过程来损伤线粒体质量；促进线粒体融合能减轻 PBDE-47 致

PC12 细胞线粒体质量损伤。

通信作者：张舜，E-mail: shunzhang@hus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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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RNA-802/Rnd3 信号通路调控细颗粒物诱导的肺癌细胞迁移和

侵袭的机制研究
杨茜 , 吴申申 , 孟庆涛 , 孙浩 , 李晓波 , 陈瑞 *

（东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环境医学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南京，210009）

摘要：目的：既往研究表明环境细颗粒物 (PM2.5) 与肺癌死亡率和发病率的增加存在一定的关

联性。MicroRNA 在肺癌的发生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但其分子机制尚未完全明确。本研究旨在通过

PM2.5 长期暴露实验，探讨 microRNA 在 PM2.5 致癌过程中的作用及其可能机制。方法：通过 miRNA 

microarray 探索肺腺癌细胞 A549 经 500 μg/ml PM2.5 暴露处理后差异表达的 microRNA，RT-qPCR

验证其表达情况；进一步运用 mRNA microarray 和生物信息学分析预测 miRNA 靶基因；Actin 染色

和流式细胞术评估 PM2.5 暴露对 A549 细胞肌动蛋白结构的损伤作用以及 miR-802 过表达和 Rnd3、

LIMCH1 敲除对肌动蛋白损伤的回复作用；构建 PM2.5 暴露小鼠染毒模型以及 agomiR 过表达 miR-802

小鼠模型，通过免疫组化和H&E染色实验观察随暴露时间增加肺组织的病理改变；通过细胞集落形成、

迁移、侵袭以及裸鼠荷瘤模型等实验评估PM2.5长期暴露对细胞增殖、迁移、侵袭以及荷瘤能力的影响。

TCGA 数据库中分析 Rnd3 在 110 对肺癌组织和癌旁组织中的表达情况，对不同 Rnd3 表达水平肺癌患

者的生存时间进行 Kaplan-Meier 分析。结果：miRNA 芯片分析表明：经过 500 μg/ml PM2.5 暴露

处理的肺腺癌细胞 A549 中 miR-802 表达下调，经 RT-qPCR 验证表明 PM2.5 暴露的 A549 细胞中 miR-

802 表达下调。进一步生物信息学及蛋白质谱分析结果表明 miR-802 调控的靶基因是 Rnd3，LIMCH1

和 CALD1。Actin 染色结果显示 PM2.5 暴露可引起 A549 细胞肌动蛋白结构紊乱，miR-802 过表达及

Rnd3 和 LIMCH1 敲除可缓解这一过程。小鼠 PM2.5 气管滴注模型显示：随 PM2.5 暴露时间增加肺部损

伤逐渐增加、Rnd3 的表达水平升高，该反应经 agomiR-802 处理后可得到缓解。长期暴露于 PM2.5 的

细胞其集落形成、迁移、侵袭能力增强，裸鼠荷瘤及转移能力也显著增强。TCGA 数据库分析结果显

示：肺鳞癌患者癌组织中 Rnd3 mRNA 表达高于癌旁组织。Kaplan-Meier 分析评估表明，Rnd3 高表达

患者的生存期显著低于 Rnd3 低表达患者，提示 Rnd3 可作为肺癌患者的预后指标。结论：长期暴露于

PM2.5 的 A549 细胞通过 miR-802/Rnd3 信号通路促进肺癌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

PM2.5 暴露对心脏功能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杨晓喆 , 冯琳 , 张艳男 , 石延枫 , 段军超 *, 孙志伟 *

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毒理与卫生化学系

摘要：背景：人群流行病学表明，大气细颗粒物（PM2.5）污染与心血管疾病密切相关，但是

PM2.5 致心脏毒性及分子机制尚不清楚。本研究旨在阐明 PM2.5 致心脏功能紊乱的分子机制。方法和

结果：体外研究发现，PM2.5 引起心肌细胞（AC16）毒性，包括氧化损伤、DNA 损伤、线粒体损伤、

细胞凋亡以及表观遗传学异常改变：PM2.5 暴露后 AC16 存活率显著下降并伴随着 LDH 释放，引起

MDA 和 ROS 生成增加，降低抗氧化物酶 SOD 和 GSH-Px 活性。电镜结构显示 PM2.5 暴露引起心肌细胞

形态学改变，线粒体肿胀、嵴消失等结构损伤，细胞凋亡相关蛋白Capsase-3、Caspase-9和 BAX上调，

抗凋亡蛋白Bcl-2下调。DNA甲基化芯片揭示了关键基因-ADRB2参与心脏相关的GO功能和KEGG通路。

进一步研究发现，PM2.5所致的ADRB2高甲基化抑制β2AR的表达，进而调控下游PI3K/Akt及p53通路。

构建ADRB2过表达细胞系，结果表明，ADRB2过表达显著降低了PM2.5所引起的心肌细胞凋亡发生率，

而使用 PI3K 抑制剂可促进 AC16 细胞凋亡。体内通过超声心动图、TUNEL 染色、超微结构及组织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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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观察等方法进一步验证了 PM2.5 对心脏功能的影响，结果表明，PM2.5 暴露降低左心室收缩功能，

引起心肌细胞超微结构改变和凋亡发生，造成心脏功能紊乱。结论：上述研究证实，ADRB2 高甲基化

介导的心肌细胞凋亡在 PM2.5 暴露所致的心脏功能紊乱中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PM2.5；DNA 甲基化；线粒体损伤 ；凋亡；心脏功能紊乱

通讯作者：*Email：zwsun@ccmu.edu.cn

金莲花总黄酮提取物对 PM2.5 致人支气管上皮 BEAS-2B 细胞急性损伤保护作用

的实验研究
叶晓燕 , 刘涛

（新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0）

目的：氧化应激及炎症损伤被认为是 PM2.5 影响健康的重要机制。本研究通过选用具有抗炎及抗

氧化功能的中草药活性成分芍药苷处理细胞 , 探讨其对 PM2.5 诱导人支气管上皮 BEAS-2B 细胞急性

损伤的保护作用及机制。揭示金莲花总黄酮提取物对PM2.5致急性肺损伤的防治作用及其作用机制，

为日后对金莲花总黄酮提取物防治因 PM2.5 导致急性肺损伤的深入研究提供基础资料。方法：本研究

采用 ELISA 法，测定金莲花总黄酮提取物高、中、低剂量组（40、20、10μg/ml）对 PM2.5（100μg/

ml）染毒。利用 ELISA 法测定各实验组（高、中、低剂量组，地塞米松阳性对照组、模型组、阴性

对照组）细胞培养上清中 IL-6、IL-8、IL-1β 与 TNF-α 的浓度，利用用比色法、TBA 法等检测细胞

内 SOD、GSH、LDH、MDA 与 ROS 含量。结果：采用方差分析，分析不同剂量的金莲花总黄酮提取物对

PM2.5 染毒 BEAS-2B 细胞的保护效应，发现金莲花总黄酮提取物高、中、低剂量组（40、20、10μg/

ml）细胞培养上清中 IL-6、IL-8、IL-1β、TNF-α，细胞内 MDA 与 ROS 的含量相比于阴性对照组显

著增高（P ＜ 0.05）, 相比于模型组显著降低（P ＜ 0.05），其中高、中剂量组（40、20μg/ml）相

比于塞米松阳性对照组（1μmol/L）显著降低（P＜0.05）；金莲花总黄酮提取物高、中、低剂量组（40、

20、10μg/ml）细胞内 SOD、LDH、GSH 含量相比于阴性对照组显著降低（P ＜ 0.05），相比于模型

组显著增高，其中高、中剂量组（40、20μg/ml）相比于地塞米松阳性对照组显著增高（P＜ 0.05）

结论：金莲花总黄酮提取物对 PM2.5 致人支气管上皮 BEAS-2B 细胞急性损伤保护机制可能与显著减轻

PM2.5 诱导炎症反应与氧化应激损伤有关。

亚当氏剂的吸入毒理学
阴忆烽 *, 宋云扬 , 吴方晖 , 刘艳丽

（军事科学院防化研究院 北京 102205）

亚当氏剂（adamsite，DM）是一种刺激剂，因可引起难以抑制的强烈喷嚏，又称喷嚏剂。曾被英、

美生产装备，并先后在英国、美国（国内控暴）及越南战场上使用。因其毒性大、安全比低，渐渐

被淘汰很少使用。但近期报道称朝鲜仍有生产并贮存 DM。

1．DM 对人的吸入毒性：Owens等报道，意外事故造成的密闭空间中高浓度DM暴露导致一人死亡，

浓度约为 1130~2260mg/m3，时间则不确定（两个来源分别为 5min、30min）；DM 产生的非致死效应

包括咳嗽、喷嚏、鼻痛、胸闷 / 胸痛、眼刺激、头痛、消沉、反胃、呕吐、腹痛、腹泻等。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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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志愿者的研究致力于确定 DM 对人的不可耐受剂量，其中 1922 年 Lawson 和 Temple 的工作确定从

0.75~60min 等 11 种不同暴露时长下对应的不可耐受剂量分别为 49~0.14mg/m3，并从中推算出 ten 

Berge 模型的指数常数 n=0.71；Owens 等根据过往的志愿者研究估计咽喉刺激、下呼吸道刺激、咳嗽

的阈浓度分别为 0.38,0.5,0.75mg/m3；由上述数据，美军野战条令等文献资料中普遍采纳 DM 对人类

不可耐受剂量为 22~150mg.min/m3；对人类刺激阈浓度为 1mg/m3。

2.DM 对动物的吸入毒性：多项研究致力于不同方式发生的 DM 气溶胶对各种动物的吸入毒性，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1965 年 Owens 等进行的近 1500 只动物的大规模研究，测定了 10% 丙酮喷

雾、M6A1 火箭弹、113 型榴弹三种方式产生的 DM 气溶胶对猴、犬、山羊、猪、兔、大鼠、豚鼠七

种动物的 Lct50 值；结合早期的研究数据进行合并计算，提出 DM 对人类吸入的半致死剂量估算为

11000~43000mg.min/m3，并被普遍采纳。另外，DM 的临时急性暴露指导水平 AEGL 值亦已公布，适用

于应急事故的响应和决策。

邮箱：shengfengfeiqu@sina.com

大鼠口腔喷雾 XX 喷雾剂重复给药 13 周毒性试验病理观察
尹纪业 *, 张天睿 , 田永章 , 刘爱燕 , 曹燕飞 , 关勇彪

（军事医学研究院毒物药物研究所，国家北京药物安全评价研究中心，北京，100850）

目的：评价喷雾型的某中药制剂 13 周喷雾给药的潜在毒性作用，研究其可能引起的毒性反特征

和靶器官，为临床试验提供支持。方法：选择 SD 大鼠（7-8 周龄，体重 180-220g）240 只。各组给

药剂量分别为 100，200，400μl/ 只 / 天，还设空白对照组和赋形剂对照组，共 5 组，各组雌雄动

物分别为 24 只。供试品为一种具有清热解毒和消肿止痛药理作用的新型中药喷雾剂，主要成分为山

豆根。动物饲养于我中心屏障环境动物房内。采用口腔喷雾给药，每只动物喷雾200μl，每天两次，

每日共计 400μl（根据体重调整给药量：当动物体重达到 300g 级时，每只动物喷雾 250μ，当体重

达到 400g 级时，每只动物喷雾 300μl）。每周给药 7天，每天两次，分上下午给予，两次给药间隔

约 4 小时，连续 13 周。病理学系统评价药物潜在毒性，重点观察对呼吸系统的损伤作用。结果：1）

病理大体检查发现：给药结束部分动物肺脏表面见灰白色凸起（呈斑片状伴染色改变），颌下淋巴

结红肿等改变。2）组织病理检查发现：给药结束期部分动物可见局灶性肺炎（巨噬细胞和淋巴细胞

聚集灶为主的慢性炎症改变）、肺脏血管周围炎（血管周围淋巴细胞浸润）和泡沫样细胞聚集灶（巨

噬细胞吞噬脂质后在肺泡腔内聚集）等改变，均为轻度，各组间未见明显差别。个别动物可见肺脏

骨化生，肺脏小片状出现等少见病变。至恢复期肺脏病变明显减轻。颌下淋巴结和等淋巴组织检查

未见明显异常。结论：在包括对照组在内的各组中，肺脏组织内出现泡沫细胞聚集灶、局灶性肺炎和

血管周围炎等改变，未见组间差别，病理学推断药液由喷雾经呼吸进入呼吸道（肺泡）后引起泡沫

细胞聚集或炎性反应有关，上述改变均与供试品作用无关。

关键词：毒性病理学，口腔喷雾

作者简介：尹纪业，博士，主要从事毒性病理学评价研究。Email:yinjiye11 @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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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圣香Ⅲ减轻烟气暴露致大鼠呼吸系统损伤的初步研究
尹晶晶 1, 苏家坤 2, 李梅 1, 徐达 2, 秦秀军 1, 李建国 1, 蔡继宝 2*

1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药物毒理与放射损伤药物山西省重点实验室，中核放射毒理与放射性药物临床前评价

重点实验室，山西太原 030006；

2 江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江西南昌 330096

目的：金圣香Ⅲ卷烟是在卷烟中添加了具有药理作用的本草植物精华萃取物，采用云、贵等地优

质烟叶，运用第三代“金圣香”配方精制而成，以期降低长期吸烟对呼吸系统的危害。通过 SD 大鼠

经全身烟气暴露 3 个月，比较金圣香Ⅲ卷烟与普通卷烟对呼吸系统损伤的影响。方法：36 只雄性 SD

大鼠，按照体重随机分为对照组（NS）、0 号卷烟组、金圣香Ⅲ组。动物放置于北京慧荣和科技有

限公司研发的 HRH-WBE3986 型动物全身烟气暴露系统中，烟雾浓度（1100±10%）mg/m3，暴露时间

60min，每天 1次，连续暴露 3个月。每天进行一般状态观察，每周进行动物体重和饲料消耗量测定。

90天后检测动物血液学、血清生化、血液凝固、抗氧化、炎症等指标及心、肺功能、组织病理学等。

结果：烟气暴露可使 0号卷烟组、金圣香Ⅲ组动物体重明显降低，同时对动物饲料消耗量也有一定影

响。烟气暴露 90 天，金圣香Ⅲ组各项血液学、凝血、抗氧化、脏器重量等指标与 NS 组和 0 号卷烟

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0 号卷烟组动物 K+ 浓度、IL-6 高于 NS 组，金圣香Ⅲ组动物 K+、Na+ 浓度、

IL-6 低于 0 号卷烟组；金圣香Ⅲ组肺泡灌洗液中的炎症细胞渗出量显著低于 0 号卷烟组。组织病理

学观察发现 0 号卷烟组肾上腺束状带细胞空泡化的发生率较 NS 组及金圣香Ⅲ组有所升高。结论：大

鼠连续 90 天烟气暴露，主要可引起各烟气暴露组动物体重减轻、饲料消耗量减少；同时发现，金圣

香Ⅲ组可改善 0 号卷烟烟气暴露引起的 K+、Na+ 升高；金圣香Ⅲ烟气暴露诱导大鼠肺部的炎症作用

显著低于 0号卷烟。

* 通讯作者 : 蔡继宝 jbcai@ustc.edu.cn

烟草烟雾凝集物通过线粒体损伤激活 AMPK-mTOR 通路引起 BEAS-2B 细胞自噬
于琪 , 杨萨 , 李中秋 , 栗振凯 , 张巧

（郑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目的：利用烟草烟雾凝集物（Cigarette Smoke Condensate, CSC）构建体外永生化支气

管上皮细胞（Immortalized Human Bronchial Epithelial Cells，BEAS-2B）急性染毒模型，对发

生自噬的通路机制和线粒体损伤进行研究，为进一步研究烟草烟雾凝集物诱导发生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的作用机制提供实验基础。方法：CCK-8 检

测细胞存活率，确定 CSC 染毒终浓度。细胞划痕实验检测细胞迁移能力。Western-blot 检测自噬通

路相关蛋白的表达。检测细胞内 ATP 水平、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水平和线粒

体膜电位（mitochondrial membrane potential, MMP）的变化来反映线粒体损伤。结果：经 CSC 染

毒后，细胞活力明显下降，细胞形态发生改变，且细胞迁移能力增强。CSC 染毒组 BEAS-2B 细胞内的

自噬小泡数量明显增多。随着染毒浓度的增加，自噬标志蛋白 LC3 Ⅱ /LC3 Ⅰ的比值逐渐增加，磷酸

化的AMPK（p-AMPK）水平升高，下游靶标磷酸化的mTOR（p-mTOR）水平下降，而对总的AMPK（t-AMPK）

和总的mTOR（t-mTOR）不影响。CSC染毒组细胞内ATP水平和MMP的变化均以剂量依赖性的方式降低。

而 ROS 水平则随着染毒浓度的增加而升高。结论：烟草烟雾凝集物刺激 BEAS-2B 细胞导致了线粒体损

伤，使得细胞内 ATP 含量下降，进而在能量缺乏的情况下激活了 AMPK-mTOR 通路引起的细胞自噬。

关键词：烟草烟雾凝集物；自噬；AMPK-mTOR 通路；线粒体损伤



•084

论文集

作者：于琪，15880106978，邮箱：yq2239050358@163.com

通讯作者：张巧，13633829110，邮箱：zhang.qiao@163.com

毒理学安全性评价与研究中的质量控制
于志强 , 陈小青 , 马中春

（宁波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浙江 宁波 315000）

现阶段，毒理学检测为保障消费者身体健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对毒理学检测与研究

中的质量控制的研究，越来越多的受到关注，本文通过对毒理学检测和研究中出现的质量控制问题

进行阐述，为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提供借鉴和参考。

1. 毒理学试验设计原则

毒理学试验设计原则主要包括三部分：

（1）实验动物分组的随机性：是指在抽样时，使总体中每一个体都有同等的机会被抽取；在分

配样本时，确保样本中的每一个体都有同等的机会被分入任何一个组中。

（2）设计对照组：是指在实验室时针对实验组设立的可以对比的组。对照的意义在于通过对照

鉴别处理因素与非处理因素的差异及处理因素的效应大小，消除和减少随机化原则所不能控制的抽

样误差及实验者操作熟练程度等所造成的差异。主要有以下几种：空白对照、阴性对照、阳性对照、

自身对照和历史性对照。

（3）实验结果的可重复性：重复是指试验组和对照组应有一定数量的重复观察结果。随机原则

能在很大程度上抵消非处理因素所造成的偏性，但不能全部消除其影响。

2. 毒理学实验的影响因素

毒理学实验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

（1）检测人员：涉及专业广泛，技术能力强，经常组织培训。

（2）检测设备：定期维护保养，尽可能培植定位数据的自动显示和自动记录装置。

（3）动物、生物材料及主要耗材：实验动物：根据不同的实验要求，选择相应的实验动物品系

和不同洁净级别的实验动物。材料和耗材：注意生物材料是否符合国家标准，是否过期，是否满足

检测需要。

（4）环境因素：主要环境因素：温度、湿度、光照、大气压、振动、噪声、污染、空气成分与

流动性、重力、供给电源、热辐射等，这些因素均会对实验结果造成影响。

（5）检测方法：根据不同受试物的检测要求和客户需求，选择相应标准中的相应方法进行检测:。

3. 毒理学检测质量的控制途径

主要包括外部检查和实验室内部自查。

4. 两大质量管理体系的区别

OECD GLP体系较ISO/IEC17025体系适用范围与对象更明确，人员分工更细致，质量保证更深入，

环境设施、设备、标准物质和参考物质要求更严格，有标准操作程序和检测和研究计划，检测和研

究结果报告和档案以及试验材料的储存和保管更详细。

收稿日期：2018-11-07；修订日期：2018-12-

基金项目：浙江省实验动物科技计划项目（2018C37100）；宁波中盛产品检测有限公司技术开发

项目（2019ZS05）

作者信息：于志强，E-mail：yzqtd@163.com。*通信作者，马中春，E-mail:mazc@nbciq.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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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烟烟气在口鼻暴露塔中颗粒物特征和总挥发性有机物分析
鱼涛，张意，刘黎，蔡文建，陈霄，肖经纬，宾萍，李斌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 北京西城区南纬路 29 号

摘要：目的：分析烟气口鼻暴露体系中不同稀释倍数卷烟烟气颗粒物浓度、粒径分布特征和挥发

性有机物的均一性和稳定性。方法：由 3 模块组成最多可暴露 60 只小鼠的口鼻暴露系统每天 3 次连

续 5 天测量不同稀释倍数下的 4 种卷烟烟气在暴露仓中颗粒物粒径分布特征、数量浓度和挥发性有

机物浓度。结果：4 种卷烟烟气颗粒物数量中值粒径分布在 100-700nm 之间，颗粒物数量浓度和总挥

发性有机物（TVOC）15 倍稀释时间变异系数分别为 28.9% 和 15.2%，50 倍稀释分别为 13.4% 和 8.9%，

100 倍稀释时 4.9% 和 9.4%；15 倍稀释颗粒物数量浓度和 TVOC 浓度空间分布变异系数分别为 6.4% 和

4.8%,50 倍稀释分别为 5.8% 和 2.9%，100 倍稀释分别为 3.8% 和 1.8%。结论：用 50 或 100 倍稀释比

例动物吸入主流烟气颗粒物的粒径特征、数量浓度以及 TVOC 浓度的均一性和稳定性均可达到 OECD

测试导则的要求。

关键词：口鼻暴露，粒径分布，颗粒物数量浓度，总挥发性有机物

人肺癌 A549 细胞气 -液界面暴露汽油发动机尾气中 NO2 的基准剂量评估
鱼涛 , 宾萍 1, 刘黎 , 肖经纬 , 李斌 1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北京西城区南纬路 29 号 100050

摘要：目的：通过气 - 液界面技术将人肺癌细胞 A549 暴露于不同工况下汽油发动机尾气，探讨

汽油发动机尾气中的 NO2 浓度与 A549 细胞存活率的剂量 - 反应关系及其基准剂量，为汽车尾气中

NO2 的毒性效应风险评估提供基础的数据。方法：用气袋分别收集在怠速 ( 冷启动 )、53% 和 100% 负

荷下产生的汽油发动机尾气。采用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检测汽油发动机尾气中 NO2 的浓度；应

用气 - 液界面技术将人肺癌 A549 细胞暴露于汽油发动机尾气，使用噻唑蓝比色法试剂盒检测 A549

细胞的相对存活率。洁净空气暴露组设为对照组，根据汽油发动机尾气中的 NO2 浓度分为 3 个剂量

组，进行剂量 - 反应关系分析。使用 US EPA BMDS 2.6.0.1 软件中的 Hill、Linear、Polynomial

和 Power 四种模型，根据模型拟合的 AIC 系数（Akaike Information Coefficient）和 P 值确定模

型的拟合效果来计算汽油发动机尾气中 NO2 的毒作用基准剂量和基准剂量下限值。结果：洁净空气

暴露组的 NO2 浓度为 0 mg/m3，A549 细胞的相对存活率为（90.58±5.11）%。在怠速 ( 冷启动 )、

100% 和 53% 负荷下，汽油发动机尾气中 NO2 的平均浓度分别为 6.6、8.2 和 9.2 mg/m3，A549 细胞

的相对存活率分别为（74.27±4.05）%、（63.86±2.58）% 和（58.77±0.81）%。Hill、Linear、

Polynomial 和 Power 四种模型显示，随着汽油发动机尾气中 NO2 浓度的升高，A549 细胞的相对存活

率随之降低。以拟合效果最好的 Power 模型估算得到的不同工况下汽油发动机尾气中 NO2 的毒作用

基准剂量和基准剂量下限值分别为 2.83 mg/m3 和 1.96 mg/m3。结论：不同工况下汽油发动机尾气中

的NO2可对 A549细胞的相对存活率产生影响，可引起细胞存活率下降的剂量-反应依赖性改变。气-

液界面暴露于汽油发动机尾气中 NO2 的 A549 细胞存活率明显降低的参考剂量为 1.96 mg/m3。

关键词：汽油发动机尾气，气 -液界面，二氧化氮，基准剂量，剂量 -反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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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297 激活 Notch 通路促进纳米氧化铝诱导肺部炎症的机制研究
恽俊 , 张馨玮 , 李彬 , 李晓波 , 陈瑞 *

东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江苏南京，210009

背景：研究表明纳米氧化铝 (Aluminum oxide nanoparticles, Al2O3 NPs) 吸入暴露能够引起

呼吸系统炎症，但具体致病机制尚不完全清楚。而 microRNA (miRNA) 可通过对免疫系统的调节在炎

症反应中起到重要作用。目的：探讨 Al2O3 NPs 致肺部炎症发生的潜在机制，筛选出 Al2O3 NPs 相关

的肺炎患者暴露标志物，为预防、治疗提供线索。方法：以 50、100 μg/ml 浓度 Al2O3 NPs 对 HBE

细胞进行染毒，24 小时后提取各组细胞 RNA 与蛋白。利用 miRNA microarray 分析 Al2O3 NPs 可能

调控 miRNA，并利用 qRT-PCR 进行验证；运用 miRWalk、mRNA microarray 和蛋白质谱结果相结合，

预测所筛 miRNA 的靶基因，并运用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进行验证；qRT-PCR 与 Western blot 实

验评估 Al2O3 NPs 暴露对于靶基因相关通路基因的影响；通过对 Al2O3 NPs 染毒小鼠肺泡灌洗液进

行 ELISA 实验检测炎症因子 IL-1β 与 TNF-α 的表达变化；运用 antagomiR 建立抑制 miRNA 表达小

鼠模型验证 miRNA 可通过调控相关通路影响肺部炎症的发生。结果：芯片结果显示 miR-297 显著上

调 , qRT-PCR 证实其变化趋势与芯片一致。miRWalk、mRNA microarray 和蛋白质谱结果共同筛选

miR-297 潜在靶基因为 NKAP，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结果表明 miR-297 与其靶基因 NKAP 3’UTR

区域序列共价结合。qRT-PCR 结果显示 miR-297 抑制剂可显著增加 NKAP 表达水平。并且通过 qRT-

PCR 与 Western blot 实验得以验证 NKAP 抑制炎症相关 Notch 信号通路关键基因 Notch1 表达。进一

步 ELISA 实验表明 Al2O3 NPs 暴露可促进炎症因子 IL-1β与 TNF-α的释放。AntagomiR 小鼠模型得

以验证抑制 miR-297 可通过 Notch 通路从而影响纳米氧化铝诱导的肺部炎症发生。结论：本研究发现

miR-297可通过抑制NKAP表达水平，从而激活Notch信号通路，促进Al2O3 NPs诱导的肺部炎症发生。

miR-297 可作为 Al2O3 NPs 所致肺炎的暴露标志物以及预防、治疗靶点，但这些结果仍需要在更大的

人群队列中进行进一步验证。

关键词：Al2O3 NPs；MicroRNA；炎症；Notch；纳米毒理
* 通讯作者：email：ruichen@ccmu.edu.cn

2,5- 己二酮对小鼠原始卵泡发育的影响及其机制探讨
曾靖雯 , 李小琴 , 叶友斌 , 刘瑾 *

（福建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福州）

目的：探讨卵泡激活相关调控因子在 2,5- 己二酮抑制小鼠原始卵泡发育中的作用。方法：6 日龄

ICR 小鼠卵巢体外培养 24 小时后加入 2,5- 己二酮，染毒 4天。每日测量卵巢直径。染毒结束后，观

察卵巢结构、分析各级卵泡构成比；ELISA 法检测孕酮合成水平；qRT-PCR 法检测卵泡激活相关调控

因子及凋亡相关因子 mRNA 表达水平，检测 PI3K 基因调控的相关 microRNA 表达水平，western blot

法检测卵泡激活相关调控因子的蛋白表达水平；免疫荧光法观察凋亡相关基因 Caspase8 表达情况；

qRT-PCR 法确定 PI3K 激动剂（740Y-P）剂量，740Y-P 单独及联合 2,5- 己二酮对培养卵巢进行染毒

4 天后，检测卵泡激活相关调控因子 mRNA 表达水平。结果：1.6 日龄小鼠卵巢体外 2,5- 己二酮暴露

后，可引起次级卵泡构成比减少；2. 卵巢体外染毒 2,5- 己二酮后，孕酮合成水平上升；3. 凋亡相

关因子 Caspase3、Caspase9 mRNA 表达水平上升，Caspase8 蛋白水平下调；4. 卵泡激活相关调控因

子 PI3K mRNA 表达水平下降，AKT mRNA 表达水平上升，FOXO3 mRNA 表达水平下降，FOXO3 蛋白磷酸

化水平上调。2,5-己二酮和 740Y-P联合暴露后，PI3K mRNA表达水平上升，AKT mRNA表达水平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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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XO3 mRNA 表达水平上升；5. 表观遗传学中观察到 PI3K 基因调控的 miR-7a-5 表达下调，miR-214-

3p 表达上调。结论：2,5- 己二酮影响孕酮合成和卵巢中凋亡相关因子表达，其可能通过影响卵泡激

活信号通路 PI3K/AKT/FOXO3 相关因子的表达，进而抑制原始卵泡发育。

关键词：2,5- 己二酮；原始卵泡激活；卵巢培养

基金项目：福建省卫生计生中青年骨干人才培养项目（2017-CX-36）；福建医科大学启航基金项

目（2017XQ2013）；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19J01313）；科技创新联合资金项目（2018Y9101）

* 通讯作者：email：liujin@fjmu.edu.cn

多效唑对 SD 大鼠的慢性毒性与致癌性研究
曾丽海 , 郑杰蔚 , 蔡婷峰 , 陈晓燕 , 谢植伟 , 陆丰荣

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重点实验室，广东 广州 510300

摘要：目的：探讨多效唑对大鼠的慢性毒性与致癌作用。方法：480 只刚断乳 SD 大鼠按体质量

随机分成 4 组，每组 120 只，雌雄各半，雌性动物染毒剂量分别为 0、11.7、48.5、193.9 mg•kg-

1•d-1，雄性动物染毒剂量分别为 0、13.5、54.2、241.9 mg•kg-1•d-1，试验期 2 年。试验期间连

续对动物进行体质量测定及临床症状观察，并于染毒结束时进行动物血常规、血生化、脏器重量及

病理组织学检测，计算动物死亡率和肿瘤发生率。结果：3 个剂量组雌性、雄性大鼠分别在实验 1、2

周时即可观察到较同时间点同性别大鼠体质量下降（P＜ 0.05）。实验结束时，3个剂量组雌性、雄

性大鼠体质量均低于同性别对照组（P＜ 0.05）；4组雌性或雄性大鼠死亡率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P＞ 0.05）。3个剂量组雌性大鼠脑脏器系数均高于同性别对照组（P＜ 0.05），高剂量

组雌性大鼠肝脏、肾脏和卵巢脏器系数高于对照组（P＜ 0.05）。3个剂量组雄性大鼠总胆红素水平

均低于同性别对照组（P＜ 0.05）；中、高剂量组雄性大鼠脑、肺脏脏器系数均高于同性别对照组（P

＜ 0.05），高剂量组雄性大鼠肝脏脏器系数高于同性别对照组（P ＜ 0.05）。244 只大鼠共发 402

个自发性肿瘤，肿瘤发生率为 50.8%（244/480）；对照组和低、中、高剂量组大鼠肿瘤发生率分别

为 61.7%（74/120）、42.5%（51/120）、50.0%（60/120）、49.2%（59/120），各组间大鼠肿瘤发

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 在本试验条件下，多效唑对 SD 大鼠慢性毒性观察到有害作用最低剂

量水平雌性为 11.7 mg•kg-1•d-1、雄性为 13.5 mg•kg-1•d-1；未见多效唑对 SD 大鼠具有致癌性。

关键词：多效唑；大鼠；慢性毒性；致癌性

基金项目 : 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重点实验室（2017B030314152）

作者简介：曾丽海(1985-)，女，卫生毒理学硕士，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毒理学和职业卫生工作，

E-mail：zenglihai12345@sina.com

COX-2 参与调节胆固醇转运介导 HBx 表达肝细胞中脂质蓄积的研究
詹登林 , 王伟华 , 张力引 , 陈圆圆 , 陈燕玲 , 益西卓玛 , 林怡 , 林育纯 , 林忠宁 *

分子疫苗学和分子诊断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厦门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厦门，361102)

摘要：目的：乙型肝炎病毒 (HBV) 长期感染导致肝脏脂肪变性、肝硬化和肝细胞致癌作用，其中

HBV 基因组编码的乙肝病毒 x 蛋白 (HBx) 在此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肝细胞脂质蓄积可由脂质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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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介导，其中胆固醇转运障碍引起游离胆固醇 (FC) 增加而与脂质蓄积有关。我们前期发现 HBx 可

诱导肝细胞中环氧合酶 2 (COX-2) 表达增高；本研究旨在探索 HBx 诱导 COX-2 的表达在肝细胞中胆

固醇转运调节和介导脂质蓄积中的作用。方法：采用人肝癌 HepG2 细胞株、以及稳定进行 HBV 基因组

复制 ( 含 HBx 表达 ) 的 HepG2.2.15 细胞和带有 Teton 开关的 HepG2-Tet-ON-HBx 细胞。如下处理建

立模型：HepG2 细胞，分别瞬转 HBV、HBV-x-null 和 HBx 表达质粒；HepG2-Tet-ON-HBx 细胞，DOX(1 

μg/mL) 处理 48h 诱导 HBx 表达；HepG2.2.15 细胞瞬转 HBx 单克隆抗体 (anti-HBx) 表达，干预 HBx

表达；HepG2-Tet-ON-HBx 细胞给予 PTGS2 小干扰 RNA(siPTGS2) 转染，干预 COX-2 表达。WB 检测

COX-2 蛋白水平，qRT-PCR 检测 PTGS2 mRNA 水平；检测细胞内 FC、总 TC 和 TG 含量，激光共聚焦显

微镜观察细胞中脂滴 (LDs)。结果：(1) 与对照组相比，HBV 蛋白表达的 HepG2.2.15 细胞中、HBx 表

达的 HepG2-Tet-ON-HBx 细胞中，FC、总 TC 和 TG 水平增高、脂滴 (LDs) 增加；anti-HBx 处理组细胞

中，各指标均降低；提示 HBV 相关蛋白表达可诱导肝细胞中脂质和 FC 代谢的改变，与 HBx 蛋白作用

有关；(2) 与对照组相比，HBV 蛋白表达和 HBx 表达的 HepG2 细胞中，PTGS2 mRNA 水平和 COX-2 蛋白

表达增高；anti-HBx 处理组 COX-2 蛋白水平下降；与 HBV/HBx 表达组相比，缺失 HBx 表达的 HBV-x-

null 组细胞中 COX-2 未见表达增高；提示 HBV 相关蛋白表达可诱导肝细胞中 COX-2 表达，与 HBx 蛋

白作用有关；(3) 与 siNC 组相比，siPTGS2 处理组 HepG2-Tet-ON-HBx 细胞中 FC、总 TC 和 TG 含量、

以及 LDs 水平均降低。结论：HBx 表达参与 HBV 诱导的肝细胞中 COX-2 表达增强，经由参与胆固醇转

运的调节介导 FC 依赖性肝细胞胆固醇和脂质蓄积；靶向 COX-2 表达干预可为 HBV/HBx 相关肝细胞脂

质代谢调节提供潜在靶点。

关键词：乙肝病毒 x蛋白；环氧合酶 2；肝细胞脂质蓄积；胆固醇转运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81773465, 81573181, 81874272) 资助。

* 通讯作者：linzhn@xmu.edu.cn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源外泌体对染矽尘大鼠肺纤维化的干预作用
张恩国 , 耿晓 , 陈尚雅 , 韩茹 , 马英华 , 杨旭 , 单姗 , 杜忠君 , 邵华

（1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山东省职业卫生与职业病防治研究院，山东济南 250062；

2 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山东，济南 250012）

目的：利用染矽尘大鼠模型，观察骨髓间充质干细胞（BMSCs）分泌的外泌体对染矽尘大鼠肺纤

维化的干预作用。方法：使用全骨髓贴壁法分离、培养大鼠 BMSCs，使用流式细胞术及三系分化对其

鉴定。使用差速超速离心法分离、纯化第三代 BMSCs 细胞培养上清液中的外泌体，使用透射电子显

微镜（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TEM）、纳米颗粒跟踪分析（Nanoparticle Tracking 

Analysis, NTA）对其进行鉴定。将受体大鼠随机分为阴性对照组、二氧化硅模型组、BMSCs 移植组

和外泌体移植组，使用一次性非暴露式气管滴注法建立实验性矽肺肺纤维化大鼠模型（50 mg/mL/

只）。暴露二氧化硅后第二天，阴性对照组和二氧化硅模型组大鼠尾静脉回输 1mL 无菌 DPBS，BMSCs

移植组大鼠尾静脉回输 1mL BMSCs 悬液（2×106/ 只），外泌体移植组尾静脉回输 1mL 外泌体悬液

（200μg/ 只）。干预 28 天后统一处死大鼠，检测肺组织羟脯氨酸含量、肺组织病理学和促纤维化

因子 TGF-β1 水平的改变情况，探索干预效果和可能涉及的机制。结果：①大鼠第三代 BMSCs 呈均

一的长梭形，显示出大片漩涡样、放射状聚集生长状态；流式细胞术结果显示 BMSCs 高表达 CD90、

CD73 和 CD44（阳性率分别为 99.58%、99.63% 和 99.85%），低表达 CD45 和 CD11b（阳性率为 5.58%

和 0.04%）；此外茜素红 S、油红 O 和甲苯胺蓝染色显示 BMSCs 成功分化为成骨细胞、脂肪细胞和软

骨细胞谱系。上述结果证实本实验培养的第三代细胞绝大多数都是 BMSCs。② TEM 结果显示使用差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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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速离心法提取的外泌体的形状为圆形或椭圆形，大小不均一，有完整的膜结构，呈典型的杯状，

内含低电子密度物质；NTA 结果显示外泌体的粒径主峰为 127.5nm，占所有颗粒的 97.5%，颗粒浓度

为 7.5E+6/mL。上述结果证明使用差速超速离心法可以成功从 BMSCs 上清液中提取出外泌体。③与对

照组相比，二氧化硅模型组大鼠肺组织中的羟脯氨酸含量增加。而移植外泌体和 BMSCs 后，羟脯氨

酸含量有一定的减少（P<0.05）。④ H&E 和 Masson 三色染色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二氧化硅模

型组大鼠肺组织出现大量的炎性细胞浸润，伴有大量矽结节形成，蓝染胶原纤维增加，肺纤维化病

变程度加重。然而移植外泌体和 BMSCs 后，炎性细胞和矽结节的数量和病变面积都有所减少，蓝染

的胶原纤维减少，肺纤维化有所改善。此外，改良Ashcroft半定量评分结果与病理情况一致（P<0.05）。

⑤与对照组相比，二氧化硅模型组 TGF-β1 表达水平升高，而移植外泌体和 BMSCs 后，其表达水平

有所降低（P<0.05）。结论：①外泌体移植可以单独作为一种“无细胞”干预手段发挥和 BMSCs 类似

的抑制二氧化硅诱导肺纤维化的疗效。②外泌体移植后可能通过降低促纤维化因子TGF-β1表达水平、

减少 HYP 含量以改善二氧化硅诱导的肺纤维化。

关键词：尘肺；二氧化硅；肺纤维化；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外泌体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1602893，81872575）；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ZR2018MH036）；

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2017GSF18186, 2018GSF118018）；山东省医药卫生科技发展计划

（2016WS0581470145）；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创新工程

第一作者：张恩国（1993年—），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矽肺纤维化防治，e-mail:zenguo@163.

com.

通 讯 作 者： 杜 忠 君， 硕 士 生 导 师，e-mail:duzj1981@163.com； 邵 华， 博 士 生 导 师，

e-mail:chinashaohua5888@163.com.

GWAS与化学物-基因交互数据集整合分析方法及其在常见精神疾病研究中的应用

张峰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地方病研究所、国家卫健委微量元素与地方病重点实验室，陕西 西安 

710061 ）

1 目的：现代研究表明多数复杂疾病是环境和基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项目研发了一种复杂疾病

基因组数据和化学物 - 基因交互数据的整合分析方法，可以实现复杂疾病相关化学物的筛选。2 方

法 :2.1 数据来源 化学物 -基因交互作用数据来源于 Comparative Toxicogenomics Database，涉及

18354 个基因和 797 种化学物。多动症 (ADHD,19099 个病例和 34194 个对照 )、自闭症 (ASD,7387 个

病例和 8567 个对照 )、双相障碍 (BD,20129 个病例和 21524 个对照 ) 和精神分裂症 (SCZ,33426 个病

例和 32541 个对照 ) 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数据来源于国际精神病研究联盟 (PGC)。2.2 全

转录组关联分析（TWAS）分析 采用 FUSION 软件进行 TWAS 分析。利用 FUSION 软件自带的预测模型

下，获得脑组织和全血的基因表达权重参考数据。然后将基因表达权重数据与四种精神疾病的 GWAS

汇总数据相结合，计算基因表达水平与每种精神疾病之间的关联统计量。2.3 化学物相关基因集富

集分析 利用 CTD 化学物 - 基因相互作用网络和精神疾病 TWAS 表达关联检验统计量，进行化学物相

关基因富集分析 (enrichment analysis)，筛选与精神疾病显著相关的化学物。结果：研究发现多

个与四种精神疾病相关的很多化学物质，例如 ADHD 与甲基氧化偶氮甲醇 (P=0.0004)、ASD 与沙利

霉素 (P= 0.0040)、BD 与甲酰四氢叶酸 (P= 0.0066)、SCZ 与丙咪嗪 (P=0.0008)。进一步比较不同

精神疾病的分析结果发现某些化学物与两种或两种以上精神疾病相关，如亚砷酰苯分别与 ADHD(P= 

0.0040),BD(P= 0.0208) 和 SCZ(P= 0.0144) 相关。结论：多个本研究发现的化学物在既往研究中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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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被证实与精神疾病相关，并且有些化学物是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研究成果为利用基因组数据探

索环境危险因素与复杂疾病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同时研究中筛选出的化学物也为四种精神

疾病的发病机制和环境危险因素研究提供了新的科学线索。

首例一类吸入新药的临床前评价特点综述
张海飞 *, 孙云霞

昭衍（苏州）新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江苏省太仓市生物医药产业园昭衍路 1号，215421

国内吸入新药的开发处于方兴未艾之际。针对新药的非临床评价需求，我实验室建立了完善的

大小动物口鼻暴露吸入给药技术平台。并依据 OECD 的技术指导原则，完成了国内首例一类新药临床

前的整体毒理研究，成功申报临床。非临床的新药研究内容包括常规的全面评价手段，如急毒，长毒，

刺激，过敏，安全药理，遗传毒，药代毒代等。在常规的评价体系之外，吸入药物临床前评价有明

显的特殊性。

吸入实验室建设成本高，运行成本高。吸入给药唯一目的为达成稳定准确的给药。吸入方式方

面，从动物的舒适度、气溶胶的稳定性、环境条件的可控性等因素来看，经口鼻吸入被认为是最接

近临床吸入给药方式。目前为 OECD 建议的首选给药方式，以我们实验室的经验看各种实验条件控制

得当，可以到达稳定准确的吸入给药。其缺点在于实验室建设投入大，周期长，试验过程操作繁杂，

试验成本高，对实验室的分析能力，病理组织处理能力要求较高。另外，动物房的空间要求高，潜

在的交叉污染风险较高。

药物的生物分析对任何一个新药的开发都是一个挑战，对吸入药物的评价尤其是难点中的难点。

在吸入药物本身易于入血的情况下，抽血测得的药物浓度依然较低，对生物分析方法提出了较高的

挑战，灵敏度要求要达到 pM 级别。但生物分析方法一旦建立，则进行 TK 检测时可较好的反应药物

的剂量 - 暴露关系，可作为对于暴露体系的有效检测手段。在进行的新药 PK 试验中，高中低三个剂

量分别吸入给药后，检测 AUC，暴露量与剂量之间呈现良好的线性关系，表明虽然吸入途径给药存在

理论上的种种不确定因素，但在较好维护试验体系情况下，经吸入途径给药仍可达到稳定可靠的吸

入暴露。此外，还需要分别探索肺内的药物分布情况。吸入药物的组织分布表现为明确的肺内分布

特点，入血较少，其他组织基本不可检测。这种分布特性，正提示了吸入药物的安全特点。在组织

分布方面，最灵敏的放射标记法，难以进行吸入给药，仅可进行气道内滴注。虽然不能完全匹配临床，

但结合两种分析方法，依然可以获得全面的分布数据。

吸入药物临床剂量较低，但在临床前安全评价过程中，为充分暴露毒性，与药效剂量倍数可达

几百倍，远高于其他途径药物。受动物呼吸道解剖结构及肺部廓清能力的影响，吸入递送剂量实际

上可能远低于临床，故非临床研究过程中，更高的递送剂量给药倍数利于支持临床给药。非临床试

验结果外推致临床，可能存在一定偏差。这种偏差，有动物的解剖及生理因素的影响，也有剂量的

影响，保定的影响。吸入药物临床前评价中毒性肺部局部毒性，通常表现为鼻腔，上呼吸道炎症，

高剂量下肺内轻微炎细胞浸润。在进行风险评价时，因啮齿类的解剖结构特点，鼻腔口咽部的毒性

反应基本认为与临床不相关。吸入非临床试验实际上与临床给药过程不完全一致，在结果分析时，

需要对各种毒性反应做出合理的解释与说明。吸入药物的其他的主要毒性表现基本为药效相关的反

应，仅在高剂量可见，与其他途径给药的血药浓度可比。

从非临床评价结果来看，吸入途径给药全身暴露水平低，肺部暴露水平高，毒性主要反应为呼

吸道的炎性浸润，巨噬细胞聚集。评价技术手段方面，依托国内的设备商，已建成成熟可靠的非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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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口鼻吸入技术平台，且可成功应用于新药评价，进行全面的非临床评价，并成功申报临床。

通讯作者：zhanghaifei@joinn-lab.com

基于呼出气挥发性有机物谱的呼吸道菌群介导炎症及加重 COPD 的作用研究
张海婧 1, 牛宏涛 2, 徐东群 *1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 北京，100021

中日友好医院，北京，100029

摘要：呼出气中挥发性有机物的代谢可以直接反映气道微生态改变，而气道微生态的改变可以诱

导炎症因子的表达，加重 COPD 的病情。本项目拟通过测量 COPD 患者肺功能，以及呼出气冷凝液和

诱导痰及血清中的炎症因子，将 COPD 患者分为稳定期轻度和中度、急性加重等级，对不同患病程度

COPD 患者的诱导痰进行宏基因组 16S rRNA 测序，同时测定其呼出气和呼出气冷凝液 VOCs 谱及其特

征标志物，运用代谢组学分析方法，建立肺部菌群亚型 COPD 患者挥发性有机物与呼吸道不同优势菌

群的关联，筛选确定不同严重程度 COPD 患者的呼吸道优势菌及对应的特征挥发性有机物标志物。以

期及时了解 COPD 患者的疾病进展及可能的病理生理机制，并为确定不同严重程度肺部菌群亚型 COPD

患者最合适的抗生素治疗方法提供一定的指导。

塑化剂暴露、精浆代谢组与精液质量的关联及中介分析
张洁 1*

厦门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 361102

摘要：目的：全球范围内男性精子质量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越来越多研究表明邻苯二甲酸酯

与男性生殖健康之间具有联系，但这种关系背后的作用机制尚未清晰。本研究将精浆作为基质，筛

选精子质量以及与邻苯二甲酸酯及其代谢产物相关的精浆代谢物，并以代谢通路为桥梁在人群水平

上揭示环境内分泌干扰物导致精子质量降低的可能作用模式。方法：在武汉同济医院生殖中心招募

了 660 名男性，收集精液和尿液样本，利用超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平台，采用非目标代谢组学分

析策略对精浆代谢组进行分析，筛选不同精子质量下精浆代谢差异和标志物。同时，通过多元线性

回归以及中介分析模型，构建精子质量相关代谢标志物与尿液中邻苯二甲酸酯及其代谢产物之间的

相关性。结果：25 个精浆代谢物在低质量和高质量精子组间存在显著差异，这些代谢物与多不饱和

脂肪酸以及酰肉碱代谢通路相关。通过混杂因素变量校正以及多重验证，代谢标志物与一个或者多

个精子质量参数依然具有显著相关性。校正混杂因素及多重比较后 , 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显示尿邻苯

二甲酸单 (2- 乙基己基 ) 酯 (MEHP) 与精浆 L- 氯化棕榈酰肉碱（L-palmitoylcarnitine）、酰基肉

碱（linoelaidyl carnitine）和油酸（oleic acid）水平之间、尿邻苯二甲酸双 (2- 乙基己基 )酯

(DEHP) 代谢产物中 MEHP 所占百分比 (%MEHP) 与精浆 L- 乙酰肉碱（L-acetylcamitine）水平之间存

在显著负相关。中介分析结果提示 DEHP 暴露可能通过引起精浆 L-palmitoylcarnitine、Oleic acid

和 L-acetylcamitine 水平改变 , 进而导致男性精子畸形。结论：精浆代谢组水平改变与男性精液质

量参数低下有关 ,环境 PAEs 暴露可通过干扰精浆不饱和脂肪酸的代谢进而损害男性生殖健康。
* 通讯作者：张洁，厦门大学公共卫生学院，jie.zhang@xm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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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内砷暴露对雄性子鼠空间学习记忆能力影响的初步研究
张强 , 侯亚星 , 汤乃军

天津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系，天津，300070

目的：建立宫内砷暴露动物模型，探索不同剂量砷暴露对雄性子代小鼠空间学习记忆能力的影

响，为生命早期砷暴露引起的子代神经功能损伤研究提供依据。方法：将受孕的正常 CD1 小鼠按体重

随机分为对照组、低剂量和高剂量亚砷酸钠染毒组，每组 6 只，在孕期第 8 天至 18 天（GD8-GD18）

以自由饮水方式进行染毒，对照组饮用蒸馏水。子鼠出生后第 21 天离乳，继续饲养至第 70 天。从

每窝 F0 代母鼠中随机抽取 1 只雄性子鼠进行 Morris 水迷宫实验，比较不同剂量染砷组雄性子代小

鼠学习记忆能力的变化。结果：定位航行实验结果表明砷暴露组小鼠逃逸潜伏期明显变长，且随着染

毒剂量的增加，逃逸潜伏期亦存在随之变长的趋势。空间探索实验结果表明，实验第 6 天，低剂量

和高剂量组小鼠在第一象限停留时间延长，且高剂量组的第一象限时间显著高于低剂量组和对照组

（P<0.05）。实验第 7 天，相较于对照组，低剂量和高剂量组子鼠首次到达平台的时间均延长，且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宫内砷暴露可以引起雄性子代小鼠空间学习记忆能力不同程

度损伤，其机制仍需进一步研究。

Adverse Effect on Lifespan and Healthspan of Caenorhabditis elegans Induced 
by PM2.5

WenJing Zhang（张文静）#, ZiNan Li（李子南）＃ , JunYu Ning, Shan Gao, Nan Zhang, HaiMing Jin, 
Ling Kong, XinYu Wan, Jing Ta, Yong Zhan, Yun Lou, GuoJun Li（李国君 )*

Beijing Center for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Beijing Research Center for Preventive Medicine/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Diagnostic and Traceability Technologies for Food Poisoning, China, 100013.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have reported that short-term or long-term exposure to atmospheric fine 
particulate matter (PM2.5) can cause adverse health effects of multiple systems in human being. In 
recent years, it has been reported in the literature that PM2.5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lifetime and life 
expectancy of the population. However, the influence of PM2.5 on the health expectancy of the population 
has not been reported yet. Furthermore, the compositions of PM2.5 collected from different area are complex 
and varied, which induce the diversity of toxicity.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research on the adverse health 
effects and mechanisms of PM2.5 in Beijing. In our previous study, Caenorhabditis elegans (C.elegans or 
“nematode”) were used to study the toxic effects of water-soluble components of outdoor PM2.5 samples 
collected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Spring Festival season in Beijing. After the whole life cycle treatment 
of PM2.5（94 μg/mL and 119 μg/mL）to wild type nematodes(N2), the average lifespan of C. elegans 
was shortened by 1/10; the average survival time of nematodes was shortened by 1/3 under heat stress. In 
addition, the insulin/insulin-like factor-1 signaling pathway (IIS pathway) has been found to be involved in 
the mechanism.

In our current study, first of all, body length and width of nematodes were measured to evaluate PM2.5 
(94 μg/mL and 119 μg/mL) toxicity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after a 24-h exposure, which showed body 
length decreased by 3% in both treatments. Furthermore, C. elegans health span were evaluated after PM2.5 
exposure with parameters of head thrashing, body bending rates, pharyngeal pump vibration frequency,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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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 as intestinal lipofuscin accumulation, besides of the average survival time of nematodes under heat 
stres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M2.5 reduced the head thrashing frequency by 13%. Pharyngeal pump rate 
of nematodes in HC group (PM2.5 119 μg/mL) was reduced by 10%, both intestinal autofluorescence and 
ROS fluorescence were significantly enhanced. We further used RNA-Seq to explore the possible underlying 
molecular pathogenesis of phenotypic alterations. Totally 31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were screened 
out from nematodes after a 5-day exposure to PM2.5 (119 μg/mL), and 4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when 
exposed to PM2.5 for 10 days. GO and pathway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se genes were mainly involved in 
lipid metabolism and transport in nematodes. Besides, 9 of these PM2.5-associated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were homologous with known genes of nematode lifespan when blast in NCBI. In comparison with 
the nematodes aging/lifespan-regulating genes included in GenAge database, 5 of the genes had not been 
included in the database. The subsequently nematode-to-human alignment of the differential genes showed 
that no homologous human aging/life-regulating genes (from GenAge) were found among 35 identified 
genes, but in which 22 genes were recognized as non-aging/life-related homologous human genes (from 
NCBI). Secondly, the water-soluble components of PM2.5 (with a final concentration of 53 μg/mL) 
from seven different pollution sources during the heating season (Winter) in Beijing, including coal-fired 
areas, cement plants, construction sites, automobile traffic, diesel traffic, chemical industry and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reas, were collected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 in the toxic effects on nematodes of PM2.5 with 
different toxic componen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ncentrations of fluoride (F-), chloride (Cl-), nitrite 
(NO2-), nitrate (NO3-), sulfate (SO42-), perchlorate (ClO4-), bromide (Br-), phosphate (H2PO43-) and 
ammonium salt (NH4+) were varied in PM2.5 from different pollution sources.

In conclus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PM2.5 could induc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toxicity by alteration 
the body length and width of nematodes, shorten nematodes’ lifespan and health span, which involved lipid 
metabolism and transport disorders. In addition, the newly identified 35 genes in current study might take 
part in the regulation of PM2.5 adverse effect, and are partially homologous with human beings' genes. 
Toxic phenotypes of nematode caused by PM2.5 from different pollution sources with characteristic toxic 
components are different, which deserves attention and further research (Supported by NSFC in China 
#81273108 & #81641184, Beijing Outstanding Culture Project #2016000021469G183, and Beijing CDC’s 
Projects # 2016-BJYJ-4&10&19&20). 

*Correspondence: ligj@bjcdc.org . # Equal contributors

Adverse Effect on Caenorhabditis elegans Lifespan Induced by PM2.5
Wen-Jing Zhang, Zi-Nan Li, Nan Zhang, Hai-Ming Jing, Jun-Yu Ning, Shan Gao, Xin-Yu Wang, Jing Tao, 

Yong Zhang, Yun Lou, Guo-Jun Li*
Beijing Center for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Beijing Research Center for Preventive Medicine/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Diagnostic and Traceability Technologies for Food Poisoning, China, 100013.

Exposure to atmospheric fine particulate matter (PM2.5) could cause adverse effects on health. In this 
study, water-soluble components of outdoor PM2.5 samples collected in the north of China in winter were 
used for the study of acute and chronic toxic effects (including lifespan) of Caenorhabditis elegans. On this 
basis, longevity-related genes specific mutants and real-time PCR, RNA-sequencing technology were utilized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Three groups were set up including blank control group (ddH2O), PM2.5 aque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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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ution group A (air mass index AQI≤100) and group B (100 <AQI≤200). The final concentrations of PM2.5 
in group A and B were 94 and 119 μg / mL, respectively.

 After treatment PM2.5 of 24h, acute lethal toxicity to C. elegans was not found, whereas pharyngeal 
pump movement was reduced by 30%, body length and body width were reduced by 8% and 6% respectively 
in group B. In the chronic toxicity study (5- & 10-days exposure), the average survival time were shortened 
by 26% (group A) and 31% (group B) in the heat stress state. The whole life cycle treatment of PM2.5 
showed that the average lifespan of C. elegans was shortened by 11% (group A) and 13% (group B), 
suggesting that PM2.5 might affect lifespan by reducing C. elegans thermal tolerance. The mechanism 
investigation showed that 5 day treatment of PM2.5 could down-regulate the expression of daf-16 and hsp-
16.2 in nematode by PCR, PM2.5 treatment shortened average lifespan by about 1/10 in wild type C. elegans 
group and about 1/3 in DAF-2 mutant group. Moreover, left shift of the survival curve was observed in DAF-
16 mutant group. These suggested that the effect of PM2.5 on C. elegans longevity may be mediated by 
insulin signaling pathway. In addition, RNA-sequencing test screened out 31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genes 
in 5-day PM2.5 exposure, and the enrichment of 24 genes in 29 GO term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dicating that above effect of  PM2.5 could related to lipid metabolism and transport, as well as intestinal 
ROS production of nematodes. (Supported by NSFC in China #81273108 & #81641184 *Corresponding 
author: ligj@bjcdc.org)

miR-382-5p 靶向 CXCL12 在大气颗粒物诱导肺部炎症中的机制研究
张馨玮，恽俊，李彬，李晓波，陈瑞

东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江苏南京，210009

目的：大气颗粒物 (PM) 污染导致肺部炎症并与多种呼吸系统疾病相关。MicroRNA 在各种病理

生理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虽然大气颗粒物不同组分诱导炎症的机制已被阐明，但对于不同组分

致肺部炎症的共同作用通路和共同靶点仍知之甚少。本研究旨在探讨 microRNA-382-5p (miR-382-

5p) 在大气细颗粒物 (PM2.5) 和柴油燃烧颗粒 (Diesel exhaust particles, DEPs) 共同诱导的肺部

炎症中发挥的抗炎作用，为防治 PM2.5 和 DEP 所致肺损伤提供新靶点。方法：采用不同浓度的 PM2.5

（100、500 μg/ml）及 DEPs（25、50 μg/ml）对人支气管上皮细胞 (HBE) 进行 24h 染毒，并分别

转染 miR-382-5p mimics；通过 miRNA microarray 探索 HBE 细胞在 PM2.5 及 DEPs 暴露后差异表达的

microRNA，qRT-PCR 验证其表达情况；运用 mRNA microarray 和生物信息学分析预测 miRNA 靶基因，

并采用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验证；qRT-PCR 与 Western blot 实验评估不同浓度 PM2.5 及 DEPs 暴

露对于靶基因及其相关通路基因的影响，qRT-PCR 检测染毒后 HBE 细胞中相关炎症因子的表达情况；

CCK-8、流式细胞术检测染毒细胞的生长，凋亡和周期情况；构建不同浓度 PM2.5 和 DEPs 暴露小鼠

染毒模型以及 agomiR 过表达 miR-382-5p 小鼠模型，采用 qRT-PCR，免疫组化和 H&E 染色实验分别观

察目的 mRNA 及蛋白表达情况以及肺组织的病理改变。结果：qRT-PCR 结果与芯片结果一致表明 PM2.5

及 DEPs 暴露致 HBE 细胞中 miR-382-5p 的表达显著降低；mRNA microarray 及生物信息学分析筛选出

miR-382-5p的靶基因CXCL12，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显示miR-382-5p与其靶基因CXCL12的3’UTR

共价结合；qRT-PCR 与 Western blot 实验表明暴露于不同浓度 PM2.5 及 DEPs 后，CXCL12 及其下游

炎症相关基质金属蛋白酶 MMP-9 在 mRNA 和蛋白水平均呈剂量依赖性增加，miR-382-5p mimics 能显

著降低其表达；qRT-PCR 实验发现相关炎症因子 IL-13, IL-1β,TNF-γ 和 IFN-α 在 PM2.5 和 DEPs

暴露的 HBE 细胞中的表达呈剂量依赖性增加，过表达 miR-382-5p 显著降低各炎症因子的表达；C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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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流式细胞术证明急性PM2.5和 DEPs暴露可显著抑制HBE细胞生长，促进细胞凋亡和细胞周期阻滞，

而过表达 miR-382-5p 可显著促进细胞生长，抑制细胞凋亡和周期阻滞；qRT-PCR，免疫组化和 H&E

染色实验发现染毒小鼠肺组织中 CXCL12、MMP-9 的表达显著升高，并出现炎性浸润和肺组织纤维化，

miR-382-5p-agomiR 可显著降低 CXCL12、MMP-9 的表达并显著减弱肺部炎症。结论：我们的研究结果

发现 CXCL12 是 miR-382-5p 调控炎性细胞富集和炎性因子释放的作用靶点，同时揭示了 miR-382-5p

在 PM2.5 和 DEPs 暴露诱导的肺部炎症中具有抗炎作用的分子机制。

关键词：PM2.5；DEPs；miR-382-5p；CXCL12；炎症

空气中臭氧对退休教工心血管系统的急性毒性作用
张艳格 , 姜静 , 孙贝贝 , 宋杰 , 安珍 , 李娟 , 王贵 , 王亚 , 吴卫东

（453000 河南省新乡市新乡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 , E-mail:wdwu2013@126.com）

摘要：目的：利用定组研究方法，探讨臭氧短期暴露对退休教工心血管系统的影响。方法：研究

对象为 34 名在校园居住的退休健康教工 ( 年龄 63.56±5.79 岁 , 男性 14 名，女性 20 名 )，研究区

间为 2018 年 12 月 -2019 年 4 月。研究采用定组研究方法进行五次随访。体检当天早晨空腹抽取外

周静脉血 ,分离血清和血浆。用 ELISA 法测定血清白介素 8（IL-8）、8- 羟基脱氧鸟苷（8-OHdG）、

组织纤溶酶原激活物（t-PA）水平和血浆中内皮素 -1（ET-1）水平。记录校园空气监测站体检前 1-7

天的每小时空气污染物和气象因素数据：PM2.5、PM10、臭氧（O3）、二氧化硫（SO2）、一氧化碳(CO)、

温度（T）、相对湿度（RH）等。采用线性混合效应模型评估臭氧与心血管效应之间的关系。使用单

污染物模型分析各个指标平均水平与随访前24小时（lag 1），48小时（lag 2），72小时（lag 3）、

96 小时（lag 4）、120 小时（lag 5）、144 小时（lag 6）的单污染物移动平均浓度之间的关联。

分析时控制年龄、性别、身体质量指数、检测日期、季节、温度和湿度等的影响。结果：1. 血清

IL-8：空气臭氧水平（lag 1）每升高10μg/m3，血清IL-8水平增加72.95 pg/ml (95%置信区间（40.48，

552.02）)。2. 血清 8- 羟基脱氧鸟苷（8-OHdG）：空气臭氧水平（lag 3）每升高 10μg/m3, 血清

8-OHdG 水平升高 296.25 pg/ml(95% 置信区间（40.48，552.02）)。3. 血浆内皮素 1（ET-1）：

空气臭氧水平（lag 3）每增加 10μg/m3，血浆 ET-1水平升高 201.49 pg/ml(95% 置信区间（51.12，

351.87）)。4. 血清组织纤溶酶原激活物（t-PA）：空气臭氧（lag 6）每增加 10μg/m3, 血清 t-PA

水平降低 240.5ng/ml(95% 置信区间为（-410.2447993，-70.725）)。结论：短期暴露 O3，可诱发退

休教工出现系统炎症反应和氧化应激；同时还可损伤血管内皮，引起凝血功能障碍。

关键词：空气污染物；定组研究；臭氧；心血管毒性。

地铁环境中不同粒径颗粒物暴露引起的尿液代谢产物变化
张艳男 1,2, 楚梦天 3, 张静怡 1,2, 段军超 1,2, 邓芙蓉 3, 孙志伟 1,2,*

1 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毒理与卫生化学系，北京，100069

2 首都医科大学环境毒理学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100069

3 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系，北京，100191

背景：环境颗粒物（PM）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密切相关，尿液代谢组分析作为一种非

侵入性方法，可以在不损伤人体的前提下探索 PM 与心血管疾病关联间的生物学机制，但尚未针对不

同粒径的 PM 进行研究。在这项随机交叉研究中，我们使用代谢组学方法研究在地铁环境中不同粒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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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 暴露后与心血管效应相关的尿液生物标志物。方法和结果：39 名受试者随机分为两组，一组佩戴

口罩作为口罩干预阶段（RIP），另一组不佩戴口罩作为非干预阶段（NIP）在地铁中通行 4 小时，

在 2 周的清除期后交换分组。在整个试验期间监测心电图（ECG）参数和动态血压（BP），并收集尿

样用于代谢组学分析。在地铁中 PM 暴露 4 小时后，通过基于高效液相色谱 / 四级杆 / 飞行时间质谱

（UPLC/Q-TOF MS/MS）的代谢组学方法筛选尿液生物标志物，结果显示男性中 4 种尿液代谢产物以

及女性中 7 种尿液代谢产物发生变化，包括男性：脯氨酰精氨酸（Prolyl-arginine）、α- 酮戊二

酸（α-Ketoglutaric acid）、钼喋呤前体 Z（Molybdopterin precursor Z）、8- 羟基脱氧鸟苷

（8-Hydroxy-deoxyguanosine, 8-OHdG）；女性：5- 羟赖氨酸（5-Hydroxylysine）、N- 乙酰谷氨

酸（N-Acetylglutamine）、γ-谷氨酰鸟氨酸（γ-Glutamyl ornithine）、2-氧代戊酸（2-Oxovaleric 

acid）、5'- 磷酸核糖基 -N- 甲酰基甘氨酰胺（5'-Phosphoribosyl-N-formylglycinamide）、高香

草酸（Homovanillic acid）、L- 瓜氨酸（L-Citrulline）。应用线性混合效应模型估计 PM 暴露、

尿液代谢产物以及心血管参数之间的相关性，发现尿液代谢产物中男性的 8-OHdG 和钼喋呤前体 Z 以

及女性的 N- 乙酰谷氨酰胺和高香草酸与 PM 暴露具有强相关性；男性尿液代谢产物 8-OHdG 以及脯氨

酰精氨酸与心血管效应相关。结论：结果表明，在地铁环境中短期暴露于 PM 可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

的风险，并以粒径依赖性的方式影响尿液代谢产物（除了 PM0.5）；暴露于 PM 后男性比女性更容易

引发心血管事件；戴口罩可有效减少 PM 引起的不良反应。    

关键词：颗粒物；尿液代谢产物；心血管效应；干预研究；8-OHdG

资 助 项 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017YFC0211600,2017YFC021160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81571130090）

通讯作者：*E-mail:zwsun@ccmu.edu.cn

炎性外泌体介导 1- 溴丙烷神经毒性的脑内蔓延
张一帆 , 索金宁 , 姜路路 , 赵秀兰 *

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毒理学系，山东，济南 250012

目的：1- 溴丙烷（1-BP）是常用有机溶剂，具有神经毒性。我们前期发现 1-BP 能诱导大鼠大脑

小胶质细胞 CYP2E1 表达，增加脑内 1-BP 活性代谢产物水平，伴随小胶质细胞 M1极化、神经元丢失，

呈时间依赖性。为进一步研究小胶质细胞在 1-BP 神经毒性进展中的作用，本实验将体外培养 BV-2

小胶质细胞给予 1-BP 活性代谢产物 1- 溴 -2- 丙醇暴露，收集其炎性外泌体与原代神经元共培养，

观察外泌体介导的小胶质细胞-神经元通讯与1-BP神经毒性的相关性。方法：将BV-2细胞分为1mM 1-

溴 -2- 丙醇染毒组和溶剂对照组。染毒 24h，收获细胞，采用 western blot 和 PCR 检测 BV-2 细胞中

Iba-1、iNOS、Arginase-1 表达变化，判定 M1/M2 极化情况。收集细胞培养液，超速离心提取外泌体，

取部分外泌体采用透射电镜观察形态、马尔文粒径仪测量直径、western blot 检测其标志蛋白；另

一部分采用荧光染料（Dil）标记后加入原代神经元培养体系，共培养 24 h，采用 MAP-2标记神经元，

免疫荧光观察神经元形态变化及外泌体摄取情况。结果：与对照组相比，暴露 1- 溴 -2- 丙醇 BV-2 细

胞 Iba-1、iNOS 表达明显升高（P＜ 0.05），Arginase-1 表达降低（P＜ 0.05）。 培养液提取外泌

体直径为 144.3±3.639 nm，电镜下为双层膜囊泡。Western blot 显示，来自 1- 溴 -2- 丙醇组 BV-2

细胞培养液中的外泌体Alix、Flotillin-2、P2X7、IL-1β含量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P＜0.01）。

免疫荧光染色显示，1- 溴 -2- 丙醇组来源外泌体更易被神经元摄取，摄取炎性外泌体神经元可观察

到轴突缩短、消失、胞体分解。结论 :1-BP活性产物1-溴 -2-丙醇可引起小胶质细胞M1/M2极化失衡、

释放炎性外泌体并被神经元摄取、导致神经元损伤，因此，小胶质细胞 - 神经元之间的通讯可能是

神经毒性脑内蔓延的机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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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1- 溴丙烷；原代神经元；外泌体；BV-2 细胞
* 责任作者：zhao.xl@sdu.edu.cn

STAT5/Foxp3 和 STAT3/RORγt 信号通路在交通相关 PM2.5 及其不同组分

加重大鼠哮喘中的作用
张志红 *, 王静 , 赵会超 , 吴红燕

山西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环境卫生学教研室，山西太原，030001

目的 : 观察交通相关 PM2.5 及其不同组分对哮喘大鼠 STAT5/Foxp3 和 STAT3/RORγ 蛋白表达以及

对外周血中 Th17、Treg 细胞及其细胞因子的影响，为 PM2.5 加重哮喘发病提供新的依据。方法：将

80 只 SD 大鼠随机分为生理盐水组（A 组）、哮喘组（B 组）、PM2.5 颗粒物 3 mg/kg•bw 哮喘组（C

组）、卵清蛋白 (OVA)+ 低水溶成分 1.8 mg/kg•bw 组（D组）、OVA+ 高水溶成分 7.2 mg/kg•bw 组（E

组）、OVA+DMSO 溶剂对照组（F组）、OVA+ 低有机成分 0.6 mg/kg•bw 组（G组）、OVA+ 高有机成分

2.4 mg/kg•bw 组（H 组），构建大鼠哮喘模型。流式细胞仪检测外周血 Th17 和 Treg 细胞数量；酶

联免疫吸附法检测大鼠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IL-23、IL-17、IL-10、TGF-β1 的含量。蛋白印

迹法和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肺组织 STAT3、STAT5、RORγt、Foxp3 蛋白表达。结果：与生理盐水对照

组、DMSO 溶剂对照组、哮喘组相比，PM2.5 水溶成分高剂量组、PM2.5 有机成分低剂量组、PM2.5 有

机成分高剂量组外周血中Th17细胞比例明显增高，Treg细胞比例明显降低，P＜ 0.05。全颗粒物组、

水溶成分高剂量组、有机成分高剂量组 BALF 中 IL-17 的表达量高于生理盐水组和 DMSO 溶剂对照组，

P＜0.05。全颗粒物组、水溶成分剂量组BALF中 IL-23的表达量高于生理盐水组和哮喘组，P＜0.05。

与生理盐水对照组、哮喘组、全颗粒物组相比，PM2.5 水溶成分高剂量组 BALF 中 IL-10 的含量明显

升高（P＜ 0.05）。全颗粒物组、PM2.5 有机成分低、高剂量组 BALF 中 TGF-β1表达明显比哮喘组、

DMSO 溶剂对照组高（P＜ 0.05）。与生理盐水对照组、DMSO 溶剂对照组和哮喘组相比，全颗粒物组、

PM2.5有机成分低剂量组肺组织 STAT5、P-STAT5 蛋白表达明显降低（P<0.05）。水溶成分高剂量组、

有机成分高剂量组、全颗粒物组 STAT3、P-STAT3、RORγt 蛋白表达量高于哮喘组、生理盐水对照

组、有机溶剂对照组（P ＜ 0.05）。PM2.5 水溶成分低、高剂量组、有机成分低剂量组肺组织 Foxp3

蛋白表达水平明显比哮喘组降低（P<0.05）。结论：PM2.5 及其水溶、有机成分均可以增高 STAT5 和

RORγt 蛋白表达，降低 STAT3 和 Foxp3 蛋白表达，促进 Th17 细胞分化和 IL-17、IL-23 的释放，减

少外周血中 Treg 细胞比例，促进肺 IL-10、TGF-β1 细胞因子的释放，从而加重哮喘发作。

通讯作者：张志红，email:zzh1973@sxmu.edu.cn

二烯丙基二硫化物（DADS）对脂多糖（LPS）诱导小鼠巨噬细胞 RAW264.7

细胞 M1 型极化的影响
赵宁 , 张秀凝 , 孟凡戈 , 曾涛 *

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毒理与营养学系，山东济南，250012

目的：探讨二烯丙基二硫化物（DADS）对脂多糖（LPS）诱导的小鼠巨噬细胞 RAW264.7 细胞 M1

型极化的影响及分子机制。方法：采用 LPS（1 μg/ml）诱导 RAW264.7 细胞 M1 型极化；采用 Gri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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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测定细胞培养液中一氧化氮（NO）的含量；采用 ELISA 试剂盒和活性氧（ROS）测定试剂盒检测

细胞培养液中炎性因子的含量及细胞内 ROS 的水平；利用 western blotting 和 qRT-PCR 技术测定

NRF2-Keap1信号通路相关分子的蛋白和mRNA的表达水平；采用免疫荧光染色观察细胞内NRF2的分布；

利用放线菌酮阻断蛋白合成后观察 DADS 干预对细胞内 NRF2 蛋白半衰期的影响。结果：与对照组细胞

相比，LPS 处理组细胞培养液中 NO、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和白介素 1β（IL-1β）的水平明

显增加，细胞内 NRF2、Keap-1、NQO-1 及 γ-GCSc 的表达水平显著降低（P<0.05），HO-1 和 p62 蛋

白含量及 ROS 的水平显著增加（P<0.05）。与 LPS 组细胞相比，各 DADS（25-100 μM）干预组细胞

内 NRF2、NQO-1、HO-1 和 γ-GCSc 的水平显著增加（P<0.05），keap-1 和 p62 及 ROS 的水平显著下

降（P<0.05）。免疫荧光染色结果显示，DADS 干预组细胞核内 RNF2 的蛋白表达较对照组和 LPS 组细

胞均显著增加（P<0.05）。与对照组细胞相比，DADS干预组细胞NRF2蛋白的半衰期显著增加（P<0.05）。

结论：DADS 可显著抑制 LPS 诱导的 RAW264.7 巨噬细胞 M1 型极化，其作用机制可能与活化 NRF2 信号

通路有关。
* 通讯作者：zengtao@sdu.edu.cn

PM2.5 实时在线浓缩暴露系统的研制及在大气环境健康研究中的应用
赵银龙 , 温占波 *, 郑劲林

（北京慧荣和科技有限公司，北京，101102）

目的：研制 PM2.5 实时在线浓缩暴露系统，应用于高浓度 PM2.5 实时暴露，对高浓度 PM2.5 实

时暴露导致的呼吸系统疾病的致病机制进行研究。方法：PM2.5 实时浓缩暴露系统主要包括 PM2.5

采样器、PM2.5浓缩器、动力提供系统、流量控制系统、动物实时吸入暴露系统、污染气流净化系统、

计算机自动控制系统、浓度实时监测系统、动物环境监测系统等组成。PM2.5 实时采样浓缩系统符

合环保部 HJ93-2013 对采样器的要求，动物吸入暴露系统符合 OECD 关于动物吸入毒理暴露设备的

要求。结果：研制的PM2.5实时在线浓缩暴露系统对PM2.5颗粒物进行了实时在线浓缩，浓缩倍数6-10

倍。可最多同时对 100 只大鼠进行浓缩暴露。结论：研制的 PM2.5 实时在线浓缩暴露系统可以应用

于 PM2.5 实时暴露导致的呼吸系统疾病的致病机制的研究。

关键词：PM2.5、实时浓缩、吸入暴露、致病机制

联系人：温占波，wzb@hrhkj.com，18811196863

吸入制剂药物临床前吸入药效、药代及安全性评价技术平台的建立及应用
赵银龙 , 温占波 *, 郑劲林

（北京慧荣和科技有限公司，北京，101102）

目的：吸入给药在治疗呼吸系统疾病如哮喘和 COPD 等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肺部给药具有

很好的市场前景，动物气溶胶吸入暴露技术平台是吸入制剂药物临床前吸入药效、药代及安全性评

价的必备技术平台。为满足国内药物研发机构和药物安评 GLP 实验室的需求，研发了小动物（小鼠、

大鼠、豚鼠、兔子、雪貂等）气溶胶口鼻吸入暴露技术平台和大动物（比格犬、猴等）气溶胶口鼻

吸入暴露技术平台。方法：吸入制剂药物临床前动物气溶胶吸入暴露技术平台的技术指标按照 OE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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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暴露实验系统的要求设计，符合 OECD 化学品吸入毒理实验要求。吸入制剂药物临床前动物气溶

胶吸入暴露技术平台由药物气溶胶发生系统（粉末、液体）、药物气溶胶浓度实时监测与控制系统、

药物气溶胶粒径分布测量系统、动物暴露主腔（口鼻暴露）、药物气溶胶采样分析系统、污染空气

净化系统、人员保护屏蔽柜、计算机自动控制系统等组成。小动物一次可以暴露 20-40 只动物，大

动物一次可以同时进行 8-12 只动物吸入实验。吸入制剂药物气溶胶吸入暴露平台可以用于疾病动物

模型的建立、吸入制剂药物的药效、药代和药物安全性的评价以及吸入免疫保护效果的评价。可以

进行短期急性实验和长期慢性吸入实验。结果：吸入制剂药物临床前吸入药效、药代及安全性评价技

术平台指标符合国际 OECD，环保部新化学物质吸入毒性试验等标准对吸入设备的要求；气溶胶空气

动力学直径 MMAD:1-3μm ，GSD:1.5-3；各暴露口气溶胶均匀度：气体、液体均匀度误差在 ±10%

之内，粉末气溶胶均匀性误差在±20% 以内，6小时稳定性 ±20% 以内。软件符合 GLP 实验室要求。

新一代药用圆盘撞击器，专为气雾剂、液体制剂和干粉吸入剂的测试而设计，符合美国药典仪器、

欧洲药典仪器和中国药典（2015 版）吸入制剂微细粒子空气动力学特性测定法中仪器的要求 , 可以

与口鼻暴露系统相连，测试受试物空气动力学粒径。气溶胶质量浓度测量仪的测试范围 0.001mg/

m³ ～ 250g/m³，测量精度 0.001mg/m³，满足吸入暴露试验对受试物高浓度自动检测的需求。研制的

吸入制剂药物临床前吸入药效、药代及安全性评价技术平台被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广州呼吸

病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昭衍 ( 苏州 ) 新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北京国

家药物安全评价研究中心、苏州西山中科药物研究开发有限公司、成都华西海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药物研究院安评中心等国内多家药物安评 GLP 和研究院所使用。结论：研制的吸入制剂药物临床

前吸入药效、药代及安全性评价技术平台指标符合国际 OECD，中国环保部新化学物质吸入毒性试验

等标准对吸入设备的要求；已被多家实验室广泛使用。

关键词：吸入制剂、吸入暴露、安全性评价、药代、药效

联系人 : 温占波，wzb@hrhkj.com，18811196863

ChIP-Seq 技术检测 16HBE 细胞 BPDE-DNA 加合物
郑金平 *, 曹彬 , 王丹 , 吕懿

（*山西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毒理学教研室，山西 太原，030001，Email：mt1889@126.com）

摘要：目的：通过染色质免疫共沉淀测序技术（ChIP-Seq），鉴定筛选 BPDE 加合基因，为深入

研究 B[a]P 致癌机制提供依据。方法：选用 16HBE 细胞进行培养、裂解，裂解产物等分为 BPDE 孵育

组与 DMSO 溶剂对照组，37℃孵育 24h 后，超声处理使染色质片段化为合适的大小（100-500bp）。

采用 Anti-BPDE body（Clone-8E11）及 A/G 磁珠富集 BPDE-DNA 复合物。纯化后的 DNA 经质控合格后

进行测序，GO富集分析基因功能，KEGG 分析基因参与信号通路。结果：检测到 842个 BPDE 结合位点，

多处于基因间区（73.9%）和内含子区（19.6%），在外显子区、转录起始位点上、下游2kb也有分布；

这些位点中有 218 个被注释为基因片段，覆盖 199 个基因，分布于 1、5、7、12、17 和 X 染色体上

的基因较多。Motif（基序）分析，提示 BPDE 倾向结合于鸟嘌呤（G）和腺嘌呤（A）富集的 DNA序列。

GO 分析显示 BPDE 结合的基因在分子功能层面主要富集于核酸结合、分子功能调节、转录调节因子活

性和转运活动等；生物过程层面主要包括细胞迁移、细胞周期调控、细胞进程及代谢过程等；细胞

组分层面主要有膜成分和细胞器等。KEGG分析显示富集于肿瘤通路包括小细胞肺癌、非小细胞肺癌、

肾细胞癌、胃癌等，肿瘤相关通路包括肿瘤中的蛋白多糖、肿瘤中转录失调、化学致癌作用、MAPK

信号通路、细胞凋亡、Ras 信号通路、细胞色素 P450 代谢异生通路等。结论：BPDE 加合基因主要分

布于 1、5、7、12、17 和 X染色体，结合位点主要位于基因间区和内含子区，倾向结合于鸟嘌呤（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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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腺嘌呤（A）富集的 DNA序列。BPDE 加合基因主要影响细胞周期、凋亡、迁移、粘附等生物学功能，

在信号转导、生物调节等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加合基因多富集于与肿瘤相关的信号通路，包括 Ras

信号通路、细胞色素 P450 代谢异生通路、MAPK 信号通路、细胞凋亡等。

关键词：BPDE；16HBE；ChIP-Seq；DNA 加合物；

miRNAs 多态性与多环芳烃交互作用对焦炉工总抗氧化能力的影响
邹凯莉 1, 王威 2

1. 郑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职业卫生教研室，郑州，450001，1911423063@qq.com

2. 郑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职业卫生教研室，郑州，450001

目的：探讨 miRNAs 单核苷酸多态性和 COEs 暴露的交互作用对机体氧化应激的影响。方法：招

募河南某焦化厂 542 名焦炉工人作为暴露组；无职业 COEs 暴露和其他毒物暴露、健康体检正常的

237 名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作为对照组。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和外周血生物标本采集并监测其工作

岗位职业暴露水平。采用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技术对 miRNAs SNPs 进行基因分型检

测。氧化应激指标总抗氧化能力（T-AOC）采用试剂盒检测。采用广义线性模型分析 miRNAs SNPs

和 COEs 暴露的交互作用与血浆 T-AOC 的关联。结果：本研究发现 miR-25 rs1527423 T 和 miR-145 

rs41291957 G可降低焦炉工血浆T-AOC（P=0.003），经 FDR校正后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36）。

miR-145 rs4705342 和 COEs 累积暴露浓度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影响血浆 T-AOC 水平。结论：miR-25 

rs1527423、miR-145 rs41291957 和 rs4705342 与血浆 T-AOC 有关，且 rs4705342 对血浆 T-AOC 的影

响存在与 COEs 累积暴露浓度的交互作用。

焦炉逸散物对职业暴露工人总抗氧化能力影响的基准剂量评估
邹凯莉 1, 王威 2

1. 郑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职业卫生教研室，郑州，450001，1911423063@qq.com

2. 郑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职业卫生教研室，郑州，450001

目的：探讨 COEs 暴露对机体的总抗氧化能力的影响及其剂量 - 反应关系，估算 COEs 致机体氧

化损伤的基准剂量。方法：某焦化厂募集 542 名焦炉工人作为暴露组；无职业 COEs 暴露和其他毒物

暴露、健康体检正常的 237 名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作为对照组。经知情同意后，对研究对象进行问卷

调查和外周血生物标本采集并监测其工作岗位职业暴露水平。采用试剂盒检测血浆总抗氧化能力。

美国环保局 BMDS2.63 和 BMDS Wizard 软件分析 COEs 致机体氧化损伤的基准剂量。结果：COEs 累积

暴露浓度与血浆 T-AOC 存在剂量反应关系（Ptrend<0.05）。结果显示：总人群的 BMDL 为 0.987 mg/

m3. 年；男性 BMDL 为 0.863 mg/m3 年；女性 BMDL 为 0.151 mg/m3 年，以平均工龄 35 年计算，得出

总人群、男性、女性 COEs 的接触限值分别为：0.028 mg/m3、0.025 mg/m3、0.004 mg/m3。结论：

COEs 职业暴露能够引起焦炉工抗氧化能力降低，存在剂量 -反应关系；目前现行 COEs 职业卫生标准

下接触 COEs 可能引起人机体抗氧化能力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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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垃圾相关 PM2.5 空气污染和儿童健康
霍霞 1,*，徐锡金 2，张绍诚 2，郑相斌 1，王琦画 1，刘绍慧 1

1 暨南大学环境学院，广州 510632，广东，中国

2汕头大学医学院，汕头 515041，广东，中国

* 霍霞教授：邮箱：xhuo@jnu.edu.cn

摘要：目的：大气细颗粒物 PM2.5 污染是全球主要环境健康问题，粗放式电子垃圾拆解和回收会

增加空气中 PM2.5 的浓度。本研究探讨电子垃圾相关 PM2.5 暴露与儿童健康、生命早期暴露与疾病

风险之间的关系。方法：比较 2012-2017 年中国贵屿（电子垃圾暴露组）和中国濠江（参照组）两地

空气中 PM2.5 和 PM2.5 内载重金属浓度以及两地儿童血液中重金属和疾病相关的生物标志物水平，

探讨其关系。结果：贵屿空气中 PM2.5 与 PM2.5 内载铅、镉浓度显著高于濠江，贵屿儿童血铅、血镉

水平显著高于濠江儿童。贵屿 PM2.5 暴露儿童的神经 - 内分泌 - 免疫应答及相关生物标志物改变 ,

出现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损伤与疾病风险。贵屿儿童较低的呼吸道固有抗菌活性、较

高的呼吸道症状（咳嗽、呼吸困难、咳痰、喘息）发生率、较低的肺功能（FVC、FEV1）水平均与

PM2.5 及其内载重金属暴露水平相关。我们的研究表明，电子垃圾粗放式拆解显著提高了贵屿地区大

气 PM2.5 和当地儿童血液有毒重金属的浓度，损害了当地儿童多系统发育与健康。结论：PM2.5 暴露

可能会对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内分泌系统造成长期不良影响 ,增加远期慢性病风险。

关键词：PM2.5，重金属，电子垃圾，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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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隶属于首都医科大学。

1988 年经北京市卫生局批准由首都医学院、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和北京市防疫站共同组建成立预防

医学系，2000 年 12 月更名为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

家庭医学学院，2013 年 1 月更名为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

生学院。学院下设六个学系和一个中心，即：流行病学

与卫生统计学学系、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学系、营养

与食品卫生学学系、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学系、卫生

毒理学与卫生化学学系、卫生管理与政策学系和教学实验

中心。学院现有教职工 100 人，拥有卫生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1 人、中组部青年千人 1 人、宝

钢优秀教师 1 人、海外杰出人才 1 人、中国科协青年托举人才 1 人、北京市学术创新团队 2 个、北京

市拔尖人才计划 10 人、北京市千百万人才计划 1 人、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 3 人、北京市优秀人才 7 人、

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 18 人、北京市科协青年托举人才 1 人、北京市青年英才 1 人。

学院现有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和公共管理学两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公共卫生专业硕士学位（MPH）授予点和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毒

理与药理学学科进入 ESI 排名前 3‰，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一级学科在国内同类学科中位列 B+（教

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学院现拥有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学科为国家特色专业和北京市重点建设学科、

流行病学与卫生统计学北京市重点学科、临床流行病学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环境毒理学北京市重点

实验室、公共卫生安全北京市国际科技合作平台、首都卫生管理与政策研究基地、北京市“一带一路”

国家人才培养基地、北京市校外人才培养基地、中国营养学会“注册营养师”课程教学基地、首都医科

大学国家医疗大数据研究院和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挂靠单位。

学院设预防医学和公共事业管理（卫生事业管理方向）两个本科专业，预防医学专业 2006 年被

北京市教委批准为首批北京市品牌专业；公共事业管理（卫生事业管理方向）专业 2009 年被评为北

京市特色专业。获各级教育教学成果奖 15 项，其中国家级教育教学成果奖 1 项，北京市级教育教学

成果奖 3 项；建有国家级精品课程 1 门、国家级网络资源共享课程 1 门；获批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 1 个、

北京市优秀教学团队 1 个。

近五年，承担和参与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4 项（项目 2 项和子课题 2 项）；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重大国际合作项目 2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4 项；国家自然基金项目 73 项，总经费达

8500 余万元，发表 SCI 收录论文近 400 篇。学院与耶鲁大学、内布拉斯加医学研究中心、美国西北

大学等二十余所国外高校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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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毒理学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简介

环境毒理学北京市重点实验室获批 2013

年 6 月，实验室依托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

学院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一级学科以及卫生

毒理学、卫生化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劳

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二级学科而建立。本实

验室具有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的学科优势和

毒理学的专业优势，所依托的首都医科大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学科是博士后流动站、

一级学科博士和硕士授权点、国家特色专业、

北京市重点建设学科。目前实验室以典型环

境污染物（PM、POPs、PAH 和有毒金属等）

为研究对象，开展较为系统的生物监测及暴露评价、有害生物效应研究、毒作用机制探讨和毒理学

安全评价以及相关卫生标准制订工作。已经形成了三个相对稳定的研究方向，即：典型环境污染物

生物监测及暴露评估、有害生物效应及毒作用机制研究、毒理学安全性评价及风险管理。

实验室现有固定人员 51 人，其中科研人员 46 人，技术人员 5 人。其中高级职称 34 人，中级职

称 17 人，具有研究生学历者 46 人，高级职称占 66.7%，研究生学历占 90.2%。其中包括卫生部有

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1 人、中组部青年千人 1 人、宝钢优秀教师 1 人、海外杰出人才 1 人、中国科

协青年托举人才 1 人、北京市学术创新团队 2 个、北京市拔尖人才计划 10 人、北京市千百万人才计

划 1 人、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 3 人、北京市优秀人才 7 人、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 18 人、北京市科

协青年托举人才 1 人、北京市青年英才 1 人。

实验室近五年来承担国家重点研发专项计划项目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4 项、中英

重大国际合作项目 1 项、中意重大国际合作项目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0 项，获科研经费

6500 余万元，发表 SCI 论文 200 余篇。

本实验室的科研用房面积达 2200 平方米，并建立暴露染毒平台、模式生物实验平台、纳米医学

平台、纳米毒理学平台、毒理学安全性评价平台、毒理基因学平台，实验室现拥有五万元以上仪器

设备 329 台件，价值约 5227.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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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正式成立于 2011 年 5 月

20 日，现有预防医学系、实验医学系、实验教学中心、

MPH 教育中心等教学管理单位，福建省公共卫生与

预防医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研究生教育创新基地等教学平台。现有公共卫生与预

防医学福建省一级重点学科，预防医学、医学检验技

术两个本科专业，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公共卫生硕

士（MPH）专业学位授权点、生物制品学、转化医学

等硕士学位授权点，生物制品学博士学位授权点。

学院现有专任教师 48 名，其中教授 20 名、副教授 19 名，具有博士学位的占 90%，海外高层

次人才引进计划入选者 2 名、“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2 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2 名、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 1 名、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1 名、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

者 2 名、“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1 名、教育部新（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 4 名、福建省“百人计划”

学者 3 名、福建省特支人才“双百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3 名、“闽江学者”特聘教授 1 名、福建省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5 名，科技部创新团队、教育部创新团队各 1 个。

学院现有分子疫苗学和分子诊断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传染病诊断试剂与疫苗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医用生物制品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福建省分子影像诊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福建省高校卫生

技术评估重点实验室等科技平台。承担国家基金重点项目、863 计划、973 计划、传染病科技重大专项、

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重点研发计划等国家级科研项目 130 余项，到位经费达 5 亿元。以第一署名

单位或通讯作者单位在国际顶尖医学期刊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Lancet 及 Nature 子刊、

Science 子刊、PNAS 等刊物发表 SCI 论文 500 余篇，其中入选 ESI 高被引论文 40 篇。完成转化的成

果获国家一类新药证书 1 项、申报新药上市 1 项、国家一类新药临床批件 4 项、医疗器械注册证书 108

项（欧盟 CE 认证 12 项、世界卫生组织 PQ 认证 2 项），获发明专利授权 121 项（美国 22 项、欧洲 13 项、

日本 8 项）。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全国创新争先奖、中国专利金奖、福

建省科学技术重大贡献奖、求是杰出科技成就集体奖、福建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等重要奖项。

学院坚持开放和国际化办学理念，是科技部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国家级对台科技合作与交流基地。

目前，学院与 WHO、美国、 英国、新加坡、日本、香港、台湾等境外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及

默沙东、赛诺菲巴斯德、葛兰素史克等著名医药公司，在人才培养、师资交流、科学研究等方面建

立了良好合作关系。

厦门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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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疫苗学和分子诊断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分子疫苗学和分子诊断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厦门大学）于 2013 年 12

月获国家科技部、福建省人民政府、厦门市人民政府联合批准启动建设，

依托厦门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组建。实验室围绕基础和应用免疫学、先进技术、

转化医学领域布局，瞄准国家重大需求和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坚持基础理

论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并重，开展持续性创新研究和成果转化，为国家人

口与健康领域的重大需求做出贡献，引领区域自主创新体系发展，推动台

海两岸民生科技深度合作。现阶段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免疫靶点及其作用

机制；疫苗的结构基础与分子设计；生物标志物及其体外检测方法；分子影像探针设计与成像。目前，

实验室主任为夏宁邵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为曹雪涛院士、副主任为魏于全院士。实验室现有固定

人员 54 人，其中包括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入选者 2 名，“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2 名、“万

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1 名、国家杰青 2 名、国家优青 2 名、“闽江学者”特聘教授 1 名。实验室拥有 1

个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和 1 个教育部创新团队。

实验室获批建设以来承担国家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973 计划、863 计划、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 70 余项国家级项目和一大批省部级项目、企业项目； 在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Nature Microbiology、Nature Communications、

Science Advances、Gut、PNAS 等国际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500 余篇（IF>10 的 70 余篇）；取

得 100 余项国内外发明专利授权（其中国际专利 56 项）；荣获全国创新争先奖、求是杰出科技成就

集体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福建省科技重大贡献奖、福建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等科技奖励 10 余项；

2017 年实验室夏宁邵教授、李少伟教授双双入选《自然 • 生物技术》全球转化领域 Top20。实验室

积极贯彻执行“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运行机制，定位于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确定了以研

究出国际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解决国家重大需求问题和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科技人才为发展目标。

实验室依托在疫苗学和诊断学研究领域的优势，不断拓展与国内外有关科研机构之间的交流合作，

实验室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哈佛大学、英国卫生局、法国赛诺菲巴斯德公司、美国默克公司等

国际一流的机构有着重要的科研合作，同时与台湾大学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学院将立足于高起点和国际化视野，以人才培养和产学研结合为支撑点，以国家和海西重大战

略需求为目标，瞄准世界公共卫生科技创新前沿，发挥既有优势，坚持特色发展，努力在重大疾病

诊断与预防、创新疫苗研发、分子影像暨转化医学研究、公共卫生政策与管理、卫生毒理、感染性

疾病研究、慢病及肿瘤流行病、环境与公众健康保障、老年人口健康促进策略等方面，积极探索一

条具有厦大特色的发展之路，努力建设国内有特色、国际有影响的高水平研究型公共卫生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