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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通过气 － 液界面技术将人肺癌 A549 细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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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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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效应关系分析。使用美国环境保护总署 ( EPA ) 的基准剂量工具软件 ( Benchmark Dose
software，BMDS) 中的 Hill、Linear、Polynomial 和 Pow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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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种模型显示，随着汽油发动机尾气中 NO2 浓度的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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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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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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细胞存活率下降，并有剂量 － 效应关系。气 － 液界面暴露于汽油发动机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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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效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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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 in the gasoline engine exhaust by air-liquid 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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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dose-eff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O2 in gasoline engine exhaust ( GEE) at different load
conditions and the cell relative viability ( CＲV) of human lung cancer A549 cells by air-liquid interface ( ALI) ，and its benchmark dose
( BMD) ． Further to provide basic data for the toxic effects assessment of NO2 in automobile exhaust． Methods The GEE was collected with
an air bag at idle ( cold start) ，and under 53% and 100% loads，respectively． The concentration of NO2 in the GEE was determined using
N-( 1-naphthyl) -ethylenediamine dihydrochloride spectrophotometric method ． After exposed to the GEE by ALI，the CＲV of human lung
cancer A549 cells was analyzed by MTT assay kit． The clean air exposure group was look as the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concentration
of NO2 in the GEE，3 dose groups were divided and used to analyze the dose-effect relationship． USEPA BMDS software ( version 2. 6. 0. 1)

was applied to calculate the BMD and benchmark dose lower limit ( BMDL) including four models ( Hill，Linear，Polynomial and Power) ．
Finally，the BMD and BMDL for the cytotoxicity of NO2 in GEE was established according the Akaike Information Coefficient ( AIC) and P

value． Ｒesults The concentration of NO2 in the clean air exposed group was 0 mg /m3，and the CＲV of A549 cells was 90. 58% ± 5. 11% ．

In the idle ( cold start) ，100% and 53% load exposed group，the average concentration of NO2 in the GEE were 6. 6，8. 2 and 9. 2 mg /m3，

respectively，and the CＲV of A549 cells were 74. 27% ± 4. 05% ，63. 86% ± 2. 58% and 58. 77% ± 0. 81% ，respectively． The four models
including Hill，Linear，Polynomial and Power showed that the CＲV of A549 cells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NO2 concentration in GEE．

The cytotoxicity of NO2 in GEE was estimated by the best fitting Power model，and the BMD and BMDL were 2. 83 and 1. 96 mg /m3，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NO2 in the GEE can affect the CＲV of A549 cells under different working conditions，which can lead to a
dose-dependent change in the cytotoxicity． Exposed to the NO2 in the GEE by ALI，the reference dose of cytotoxicity for A549 cells with a

significant decrease of the CＲV was 1. 96 mg /m3 ．
【Key words】 Gasoline engine exhaust; Air-liquid interface; Nitrogen dioxide; Benchmark dose; Dose-effect relationship

汽油发动机 ( Gasoline engine，GE) 是以汽油作为

燃料，将内能转化成动能的发动机。汽油发动机启动

后，排放出的尾气中含有上百种不同的化合物，其中的

主要污染物有固体悬浮颗粒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碳氢化合物、氮氧化合物以及硫氧化合物等。氮氧化

合物的生成原因主要是高温富氧环境，从燃烧过程看，

排放的氮氧化物 95% 以上是一氧化氮 ( Nitric oxide，

NO) ，其余的是二氧化氮 ( Nitrogen dioxide，NO2 ) 。但

排放到大气环境后，NO 可被氧化成 NO2。NO2 是一种

红棕色呼吸道刺激性气体，对人体健康影响很大。由

于其在水中溶解度低，不易为上呼吸道吸收，进而深入

到下呼吸道和肺部，作用于 I 型和 II 型肺泡上皮细胞，

并缓慢地溶解于肺泡细胞表面的水分中，形成亚硝酸

和硝酸，进一步引发支气管炎症、肺水肿等疾病［1-2］。

人肺腺癌细胞系 A549 细胞，具有稳定的人Ⅱ型肺泡

上皮细胞特点。作为人Ⅱ型肺泡上皮细胞的代表，已

应用于一些尾气超细颗粒物和气溶胶的气 － 液界面

( Air-liquid interface，ALI) 暴露研究［3-6］。虽然本课题

组前期已应用 ALI 技术评估了 A549 细胞单纯暴露

NO2 引起的毒性［6］，但量化表征汽油发动机尾气中的

NO2 浓度对人肺癌 A549 细胞的剂量 － 效应关系和潜

在风险，以及其基准剂量( Benchmark dose，BMD) 和基

准剂量下限值( Benchmark dose lower confidence limit，
BMDL) 尚需要阐明。

BMD 在 1984 年首次提出，并于 1995 年由美国环

境保护总署 ( EPA) 颁布用于进行危险度评价。BMD
是根据有害物质的某种接触剂量可引发不良健康效应

的反应率发生预期变化而推算出的一种剂量，此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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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量反应称为基准剂量反应 ( Benchmark responese，

BMＲ) ，一 般 采 用 BMDL 来 替 代 无 明 显 损 害 作 用 剂

量［7-8］。BMD 法具有多个优点，且考虑了剂量效应关

系曲线的形状，现阶段 EPA 已经把 BMD 法作为首选

的剂量 － 效应关系评价方法。
本研究拟采用体外 ALI 细胞染毒技术，将人肺癌

A549 细胞暴露于不同工况下的汽油发动机尾气，分析

其中的 NO2 浓度与细胞毒性指标的剂量 － 效应关系，

估算汽油发动机尾气中 NO2 的毒作用 BMD 和 BMDL。
为汽油发动机尾气中 NO2 的毒性效应风险评估提供

基础数据，也为汽车尾气暴露防护措施制定提供科学

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主要试剂与仪器

1. 1. 1 试剂: 胎牛血清( FBS) 、青霉素 /链霉素抗生素

和磷酸盐缓冲液( phosphate buffered saline，PBS) 购于

美国 HyClone 公司; 1640 培养基和胰蛋白酶购于美国

Gibco 公司; 台盼蓝( 美国 Sigma 公司) ; MTT 细胞增殖

及细胞毒性检测试剂盒 ( 北京索莱宝科技有限公司) ;

其它均为国产分析纯试剂。
1. 1. 2 仪器: HONDA GX100 汽油发电机 ( 日本泽腾

本田) ; 细胞直接暴露可吸入物质体外染毒装置( 天津

合普公司，HOPEMED8170 A) ; 多功能酶标仪 ( 美国

Thermo scientific 公司) ; Tedlar 集气袋( 北京赛福莱博

科技 有 限 公 司 ) ; Transwell 6 孔 板 ( 美 国 Corning 公

司) ; 细胞培养箱 ( 美国 Thermo scientific 公司) ; 离心

机( 美国 Thermo scientific 公司) 。
1. 2 实验方法

1. 2. 1 汽油发动机尾气采集: 使用中石化市售 92 号

汽油，泽腾本田发电机额定最大负载 1 kW，分别在怠

速( 冷启动) 、53% ( 负载 530 W) 和 100% ( 负载 1 kW)

负荷下启动和运转汽油发电机( 未配置三元催化器) ，

产生 3 种含不同浓度 NO2 的汽油发动机尾气，并将尾

气用蛇形冷凝管降温，温度控制在 23 ～ 37 ℃，采集于

10 L Tedlar 气袋中，染毒前现用现采。
1. 2. 2 汽油发动机尾气 NO2 的浓度测定: 将采集了

不同工况下汽油发动机尾气的 Tedlar 气袋用软管连接

到含有吸收液的采样管中，用盐酸萘乙二胺比色法测

定汽油发动机尾气的 NO2 实际染毒浓度。所有的连

接软管均由特氟龙制成，与 NO2 气体无化学反应。
1. 2. 3 细胞培养: A549 细胞购买于国家细胞资源共

享平台(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基础医学细

胞中心保存株 3111C0001CCC000002 ) 。采用 1640 细

胞培养液进行培养，其中含 10%FBS、青霉素 100 U/ml、
链霉素 100 U/ml。于 37 ℃、5% CO2、恒湿孵育箱中培

养，用浓度为 0. 25%胰酶消化细胞。2 ～3 d 传代 1 次。
1. 2. 4 细胞染毒: 参照本实验室前期建立的方法［6］，

分别于 ALI 培养插件的顶部和底部加入 0. 5 和 2 ml
含 0. 01 mol /L 4-羟乙基哌嗪乙磺酸( HEPES) 的 1640
完全培养基，并在细胞培养箱孵育 1 h 以平衡多孔膜。
1 h 后用移液器移除顶部培养液，加入新鲜的含 20 ×
104 ～ 40 × 104 个 /ml 的细胞悬液 0. 5 ml( 含 10% FBS
和 1%青 /链霉素) 移入 37 ℃，5% CO2 细胞培养箱孵

育 20 h，备 ALI 染毒用。
培养 20 h 后移去顶部和底部培养液，将 ALI 插件

取出，用 PBS 液清洗顶部和底部( 0. 5 和 2 ml) 各 1 次，

然后放入细胞直接暴露可吸入物质体外染毒装置的染

毒舱内，密闭。将收集了洁净空气和汽油发动机尾气

的 Tedlar 气袋用软管连接到染毒装置的采气接口，在

染毒流 速 为 15 ml /min，水 浴 温 度 37 ℃ 的 条 件 下，

A549 细胞直接暴露于汽油发动机尾气 60 min。
染毒结束后，取出 ALI 插件，放回到 6 孔培养皿

中，2 ml 新鲜的含 10% 胎牛血清的 1640 培养液加入

到培养皿底部，为下一步的细胞毒性检测试验做准备。
1. 2. 5 噻唑蓝比色法( MTT) 试验: 使用 MTT 细胞毒

性检测试剂盒检测细胞存活数量。将 MTT 溶液用培

养液按 1∶ 9体积进行稀释，每孔加入 1 ml 稀释液，继续

培养 4 h，弃去 MTT 稀释液，每孔加入 1 ml 甲臜溶解

液，置摇床上低速震荡 10 min，使结晶物充分溶解。用

酶标仪在 490 nm 波长处检测各孔的吸光度 ( A) 值。
最后，根据 A 值计算细胞的相对存活率，计算公式为:

相对 存 活 率 ( % ) = ( A 值处理组 － A 值无细胞组 ) / ( A
值空白对照组 － A 值无细胞组 ) × 100%，结果以 珋x ± s 表示。
1. 3 基 准 剂 量 计 算 使 用 USEPA BMDS 软 件

2. 6. 0. 1 ( Benchmark Dose Software，BMDS ) 自 带 的

Hill、Linear、Polynomial 和 Power 4 种模型，根据模型拟

合的 AIC 系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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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MD 和 BMDL。采用

95%可信区间下限及拟合度最佳的模型来确定汽油发

动机尾气中 NO2 的 BMD 和 BMDL。
1. 4 统计学方法 实验数据呈正态分布，不同工况下

的 NO2 浓度和细胞相对存活率均用 珋x ± s 表述。采用

统计软件 SPSS 13. 0 进行数据整理、统计分析。各组

间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ANOVA) 进行统计学检验; 方

差齐用 LSD 法进行各组间的两两比较，方差不齐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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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nnett-t 法。以 P ＜ 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各工况下汽油发动机尾气的 NO2 浓度和 A549
细胞存活率的比较 如表 1 所示，53% 负荷和 100%
负荷工况下汽油发动机尾气中 NO2 浓度均高于冷启

动怠速工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并呈 53%
负荷组 ＞ 100%负荷组 ＞ 0%负荷组的趋势。不同工况

下的汽油发动机尾气暴露组的细胞相对存活率均低于

洁净空气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01 ) ，并

呈 53%负荷组 ＜ 100%负荷组 ＜ 0%负荷组的趋势。
2. 2 不同工况下汽油发动机尾气中 NO2 浓度与 A549
细胞存活率的剂量 － 效应关系 如图 1 所示，采用

表 1 各工况下汽油发动机尾气的 NO2 浓度和

A549 细胞存活率的比较( 珋x ± s)

组别
NO2 浓度

( mg /m3 )

细胞相对存活率
( % )

洁净空气对照组 0 90. 58 ± 5. 11
0% 负荷组( 冷启动) 6. 6 ± 0. 8 74. 27 ± 4. 05Δ

100% 负荷组 8. 2 ± 0. 7* 63. 86 ± 2. 58Δ

53% 负荷组 9. 2 ± 1. 6* 58. 77 ± 0. 81Δ

注: 与 0% 负荷组比较，* P ＜ 0. 05; 与洁净空气对照组比较，Δ P ＜
0. 001; n = 5。

BMDS 软件中的 Hill、Linear、Polynomial 和 Power 4 种

模型对汽油发动机尾气中 NO2 平均浓度与 A549 细胞

存活率进行剂量 － 效应关系评定。结果显示，随着汽

油发动机尾气中 NO2 平均浓度的升高，A549 细胞的

相对存活率随之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

图 1 不同工况下汽油发动机尾气中 NO2 平均浓度与 A549 细胞存活率的剂量 － 效应关系

2. 3 不同模型计算汽油发动机尾气中 NO2 对 A549
细胞存活率的毒作用 BMD 和 BMDL 如表 2 所示，应

用 Hill、Linear、Polynomial 和 Power 4 种模型，计算得出

了不同工况下汽油发动机尾气中 NO2 对 A549 细胞存

活率的毒作用 BMD、BMDL、AIC 系数和 P 值。根据

表 2 不同模型计算 A549 细胞存活率降低的

毒作用 BMD 和 BMDL

模型名称 BMD BMDL AIC P 值
Hill 4. 15 2. 11 75. 98 ＜ 0. 001
Linear 1. 24 0. 95 82. 44 0. 005
Polynomial 2. 83 1. 64 74. 69 0. 4013
Power 2. 83 1. 96 74. 68 0. 4044

AIC 系数最小，且 P 值 ＞ 0. 05 的原则选择出拟合最合

适的模型是 Power 模型，从而计算得到的不同工况下

汽油发动机尾气中 NO2 对 A549 细胞存活率的毒作用

BMD 和 BMDL 分别为 2. 83 和 1. 96 mg /m3。

3 讨论

BMD 法是近年来毒理学界提出的一种新的确定

参考剂量的方法。由于 BMD 方法拓展了可用的剂

量 － 效应数据使用范围，且对剂量 － 效应数据中的不

确定性进行了量化，因此，在推导参考点时，BMD 是一

种更科学、更先进的方法。作为特定基准反应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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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BMD 方法推导出的参考点更加一致［9］。在本研究

中，BMD 方法的 Hill、Linear、Polynomial 和 Power 4 种

模型均提示，人肺癌 A549 细胞 ALI 暴露汽油发动机

尾气时，其细胞存活率与汽油发动机尾气中的 NO2 浓

度具有良好的剂量 － 效应关系。随着 NO2 浓度的升

高，细胞存活率是呈降低的趋势。与单纯 NO2 的 ALI
暴露染毒所致的细胞毒性降低趋势是一致的［6］。

本研究中所涉及到的数据属于连续型数据资料，

因此，BMDS 2. 6 软件提供了 Hill、Linear、Polynomial 和

Power 这 4 种计算机模型。每一个模型运行后，主要

生成拟合模型的 P 值、AIC、BMD 和 BMDL 这几种参

数。依据 BMDS 软件的选择标准，对各剂量 － 效应模

式进行拟合优度检验，在拟合优度检验 P ＞ 0. 05 的模

式中选取 AIC 值最小的作为最适合的剂量 － 效应关

系模式［10-11］。本研究列出了 BMDS 软件 Hill、Linear、
Polynomial 和 Power 4 种不同模型计算的汽油发动机

尾气中 NO2 的 BMD 和 BMDL，经拟合优度最适合检验

后，Power 模型 AIC 值最小，且 P 值 ＞ 0. 05，因而 Power
模型为最佳模型。因此得到的 BMD 和 BMDL 分别为

2. 83 和 1. 96 mg /m3。本文首次阐明了 ALI 暴露汽油

发动机尾气中 NO2 的剂量 － 效应关系，估算了 NO2 在

汽油发动机尾气混合暴露的 BMD 和 BMDL，为其进一

步的风险评估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础数据。
ALI 细胞体外染毒技术是一种细胞直接暴露于可

吸入物质全部组分的染毒方式，已经在柴油或汽油发

动机尾气和 电 子 烟 气 溶 胶 等 的 毒 性 研 究 中 广 泛 应

用［12-15］。与传统的细胞暴露染毒方式相比，它将人细

胞直接暴露于可吸入物质，避免了细胞培养液对可吸

入物质染毒过程的干扰，同时又使可吸入物质与细胞

顶部接触面积的最大化，更接近人体呼吸系统的实际

暴露情况。本研究利用该种细胞染毒技术，评价人肺

癌 A549 细胞暴露于不同工况下汽油发动机尾气的整

体毒性，分析了其中主要成分 NO2 的剂量 － 效应关

系。与单纯的 NO2 暴露比较［6］，其产生的毒性显著升

高，提示在研究混合物质的毒性时要全面考虑各组分

起的作用，才能更好评价混合暴露物质的精准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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