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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应用气-液界面染毒技术探索柴油机尾气对人支气管上皮（16HBE）细胞急性毒性作用。 ［方法］ 

在流速为20 mL/min，37℃的条件下，用柴油机尾气分别对生长在多孔膜上的16HBE细胞持续染毒5、10、15、20、30 min，

分别使用CCK-8（Cell Counting Kit-8）检测法、乳酸脱氢酶（LDH）释放法、中性红摄入法（NRU）检测柴油机尾气对细胞

存活率的影响；对细胞存活率约 50%以上的染毒组用流式细胞术检测柴油机尾气对细胞凋亡率的影响；同时对每个染

毒组分别设置用滤膜过滤的洁净空气作为对照组，暴露时间和检测方法均与染毒组一致。 ［结果］ 3种存活率检测方

法的结果表明，染毒组与对照组相比，柴油机尾气持续染毒 15 min及更长时间以后，细胞存活率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 < 0.05），且呈随染毒时间延长而逐渐降低的趋势。3种方法比较表明，低流速短时间柴油机尾气对 16HBE细胞的损

伤作用以细胞膜损伤最为显著，其次是线粒体损伤。用柴油机尾气持续染毒 10、15 min，染毒组细胞早期凋亡率、晚期凋

亡及坏死率较对照组均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10、15 min染毒组的晚期凋亡及坏死细胞多于早期凋亡

细胞（P < 0.05）。 ［结论］ 气-液界面染毒技术可以应用于柴油机尾气等气溶胶有害物质的体外毒性研究；同时发现

柴油机尾气导致的 16HBE细胞急性毒性为细胞膜损伤、线粒体损伤及细胞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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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acute toxic effects of diesel engine exhaust (DEE) in human bronchial epithelial 
(16HBE) cells by an air liquid interface aerosol dynamic direct exposure method. ［Methods］ The 16HBE cells seeded on porous 
membranes were exposed to DEE for 5, 10, 15, 20, 30 minutes at a flow rate of 20 mL/min, 37℃ . Cell viabilities were evaluated by 
CCK-8 assay, lactic dehydrogenase (LDH) release assay, and neutral red uptake (NRU) assay, respectively. Apoptosis rates of cells 
with viability >50% were determined by flow cytometry assay. Cells exposed to filtered clean air served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were applied the same exposure protocol as the treatment group. ［Results］ The data of three assays determining cellular viability 
showed that cellular viabilities of the treatment groups after continuous exposure to DEE for 15, 20, 30 minutes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and possessed good time-response relationships. The damage of 16HBE cells 
after short-term exposure to DEE at a low flow rate was mainly cell membrane injury, followed by mitochondrial injury. Both the 
early apoptosis rates and the late apoptosis and necrosis rates of the treatment groups after exposure to DEE for 10, 15 minut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Of the apoptosis cells in the 10 and 15 min treatment groups, the late 
apoptosis and the necrosis cell counts were more than the early apoptosis cells (P < 0.05). ［Conclusion］ Air liquid interface 
exposure method can be applied to in vitro toxicity studies of DEE and other harmful aerosols. The findings also indicate that DEE 
could lead to acute toxicity such as cell membrane damage, mitochondrial injury and apopt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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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能源利用率高、耐用性强等原因，柴油发动机

被广泛应用于采矿业、建筑行业、运输业等。柴油机

尾气（diesel engine exhaust，DEE）排放量不断增加，

严重污染生产及生活环境，并成为城市大气主要污

染源之一。研究表明，机体长期暴露于柴油机尾气

可引起呼吸系统疾病［1］、心血管性疾病［2］、神经退行

性病变［3］，甚至癌症［4］。DEE成份复杂多样，主要包

括气相组分和颗粒相组分。气相组分主要包括NOx、

SOx、COx和一些低分子烃类［5］；颗粒相组分是以不溶

性的元素碳（elemental carbon，EC）为核心，并由吸附

在其表面的相对可溶性的有机碳（organic carbon，OC）

包被组成［6］，主要是有机烃类物质如多环芳烃（PAHs）

等。DEE颗粒组分中以直径为0.01~2.5 μm的颗粒为

主［7］，进入机体后可沉降在整个呼吸道，并可转移至

心血管系统［8］，从而产生全身的毒性效应，其表面吸

附的化学物也可产生有害效应，严重威胁人类健康。

2012年6月，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RAC）将DEE从2A

类致癌物划归1类致癌物，其对健康影响的研究已经

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

以往对DEE毒性的研究，多是对成份复杂的DEE

的部分提取物进行毒理学评价，难以全面反映DEE中

气相和颗粒相等多种组分的毒理学综合作用。气-液

界面（air-liquid interface，ALI）染毒技术的发展［9］，推

动了气溶胶染毒技术的体外实验方法的可实施性，该

种染毒技术使呼吸系统上皮细胞可直接暴露于气溶

胶等物质，因此避免了传统体外染毒实验所遇到的问

题。为了综合评价DEE对细胞的毒性效应，同时考虑

颗粒组分、气相组分及颗粒表面吸附的多种污染物的

联合作用，本研究采用ALI染毒技术，探讨DEE对人

支气管上皮（16HBE）细胞的急性毒性作用。

1   材料与方法
1.1   主要试剂与仪器

1.1.1   试剂   MEM培养基、胎牛血清、胰蛋白酶、磷酸

盐缓冲液（PBS）（美国Gibco公司）；二甲亚砜（DMSO，

美国Sigma公司）；细胞计数试剂盒（CCK-8，中国碧

云天生物技术研究所）；中性红细胞毒性检测试剂盒

（中国碧云天生物技术研究所）；Annexin V-FITC凋亡

检测试剂盒（Annexin V-FITC Apoptosis Detection Kit，

欣博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1.2   仪器   空气动力学粒径谱仪（美国TSI公司）；

细胞培养箱（美国Thermo scientific公司）；离心器

（美国Thermo scientific公司）；多功能酶标仪（美国

Thermo scientific公司）；Tedlar集气袋（美国DuPont

公司）；Transwell 6孔板（美国Corning公司）；ALI气

溶胶暴露系统（天津合普公司）；超低温冰箱（海尔公

司）；流式细胞仪（美国BD bioscience公司）；离子色

谱（美国Dionex公司）；有机碳/元素碳分析仪（美国

Atmoslytic Inc.公司）。

1.2   柴油尾气收集与分析

1.2.1   柴油机尾气的收集   使用四缸LR4M5-T73sx-u2

型柴油机，功率为69 kW，收集柴油机试车车间排气

口排出的DEE，于Tedlar集气袋中密封常温保存。

1.2.2   柴油机尾气各组分分析   使用空气动力学粒径

谱仪分析颗粒相粒径大小及分布 ；同时以石英纤维

滤膜收集颗粒相，有机碳/元素碳分析仪分析颗粒相

中有机碳和元素碳含量 ；离子色谱法检测气相中SO2

和NO2的质量浓度。

1.3   细胞培养与染毒

1.3.1   细胞培养   采用本实验室构建的16HBE细胞永生

化细胞株作为研究对象。将16HBE细胞接种于含有10%

胎牛血清（V/V）和青、链霉素双抗（青霉素100 U/mL；

链霉素100 mg/L）的MEM培养基，在37℃、5% CO2的

恒湿细胞培养箱中培养。用含0.25%EDTA胰蛋白酶

消化对数期的细胞，3 d传代一次。

1.3.2   细胞气溶胶染毒   参考Joeng等［10］所述，分别

于多孔膜的底部和顶部加入2 mL和1 mL MEM完全培

养基，并浸润1 h以湿润多孔膜。吸去顶部培养基，把

2 mL细胞密度为1.5×105个 /mL单细胞悬液转移到每

个多孔膜上，放入37℃、5%CO2的恒湿细胞培养箱培

养，待细胞密度长至85%~95%时进行染毒。

ALI染毒装置主要结构如图1所示［11］，染毒装置

周围设有37℃水循环 ；染毒前，在染毒仓内加入含

有25 mm HEPES缓冲液的MEM无血清培养基6 mL，

根据预实验调整气体流速20 mL/min并设置不同的染

毒时间。染毒时先把接种16HBE细胞的多孔膜顶部

的培养基吸去，并用PBS清洗其顶部和底部，然后将

16HBE细胞的多孔膜转移至ALI染毒装置暴露小室

中，通过负压泵恒定流速抽吸DEE，使之进入暴露小

室且作用于16HBE细胞。暴露时间结束后取出培养

16HBE细胞的多孔膜，转移放入六孔板中，并在其顶

部和底部分别加入新鲜培养基1.5、2.0 mL，放入培养

箱继续培养至细胞毒性检测。设立用滤膜过滤的洁净

空气作为对照组，暴露时间和检测方法均与染毒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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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且设有阴性对照组即不做任何处理的细胞组，染

毒时间为0 min，无细胞组即纯培养基组。每组设3个

平行样。

［注］MFC：质量流量控制器；HEPA：高效空气过滤器。

图1   气 -液界面气溶胶染毒系统结构示意图
Figure 1   Structure diagram of aerosol exposure via air-liquid interface

1.4   CCK-8检测法

根据Tominaga等［12］的检测法进行CCK-8细胞

毒性试验。DEE染毒结束后，16HBE细胞在37℃、

5%CO2条件下继续培养12 h，弃去多孔膜顶部培养基，

每孔加入1 mL CCK-8工作液（1∶10），置37℃、5%CO2

培养箱中培养1 h，收获上清，450 nm比色，记录光密度

值（D）。相对存活率（%）=（D处理组-D无细胞组）/（D阴性对照组- 

D无细胞组）×100%。

1.5   乳酸脱氢酶（LDH）释放法

根据Ponsoda等［13］的LDH释放法进行细胞毒性

试验。DEE染毒结束后，16HBE细胞在37℃、5%CO2

条件下继续培养11 h，在阴性对照组中加入 100 μL 
LDH释放剂，混匀后放入培养箱中培养1 h。收获上

清，取120 μL于96孔板中，加入60 μL LDH工作液，

混匀后室温避光孵育30 min，在490 nm处测定光密度值

（D）。细胞相对存活率（%）=［1-（D处理组-D无细胞组）/ 

（D阴性对照组-D无细胞组）］×100%。

1.6   中性红摄入法

按照Borenfreund等［14］提出的中性红摄入法进行

细胞毒性试验。DEE染毒结束后，16HBE细胞在37℃、

5%CO2条件下继续培养12 h，弃去多孔膜顶部培养基，

每孔加入1 mL中性红工作液（1∶10），置37℃、5%CO2

培养箱中培养2 h。弃去中性红染液，用PBS清洗2

遍，每孔再加入1 mL中性红检测裂解液，在室温摇床

（60 r/min）上裂解10 min。最后取裂解液300 μL于96

孔板中，在540 nm处检测光密度值（D）。相对存活率

（%）=（D处理组-D无细胞组）/（D阴性对照组-D无细胞组）×100%。

1.7   细胞凋亡测定［15］

选择细胞存活率在50%以上的DEE染毒时间组，

分别染毒5、10、15 min时间后，用胰酶消化多孔膜上

的细胞，并用PBS清洗细胞1遍，然后用800 μL结合

缓冲液重悬细胞（细胞密度约为3×105个 /mL），取

195 μL细胞悬液加入到含有5 μL Annexin V-FITC的离

心管中，轻轻混匀后静置3 min ；再加入10 μL浓度为

20 mg/L的碘化丙啶（propidium iodide，PI），混匀后于

室温避光孵育10 min ；最后加入300 μL结合缓冲液，

轻轻混匀，上流式细胞仪进行检测分析，每个样品检

测1×104个细胞。

1.8   统计学分析

应用SPSS 18.0软件进行实验数据统计分析，数

据以 x±s 形式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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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nnett-t法。检验水

准α=0.05。

2   结果
2.1   柴油机尾气成分分析

通过粒径分析得出DEE颗粒相中粒径0.5~ μm
的浓度为（393.32±105.80）个 /cm3，粒径1.0~ μm的

为（8.95±2.14）个 /cm3，粒径2.5~20 μm的为（1.57±

0.49）个 /cm3 ；以上结果说明DEE颗粒相粒径主

要分布为0.5~2.5 μm，占总粒子数的99.6%，粒径

2.5~20 μm总质量浓度约为424.69 μg/m3。元素碳（EC）

含量约（642±25.76）μg/m3，有机碳（OC）的含量为

（423.05±20.09）μg/m3，OC/EC比值约为0.659。DEE气

相部分主要检测了SO2和NO2 ：SO2浓度为（605.25±

85.08）μg/m3，NO2浓度为（920.01±98.83）μg/m3。

2.2   DEE诱导 16HBE细胞毒性结果

在气体流速为20 mL/min条件下，CCK-8检测法、

LDH释放法与中性红摄入法测得的细胞毒性结果均表

明 ：不同染毒时间的对照组间的存活率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 > 0.05）；染毒持续时间小于10 min时，染毒组

与相应对照组的细胞存活率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染毒持续时间为15、20和30 min时，染毒

组较相应对照组细胞的存活力明显降低，且随着染毒

时间的延长，细胞的存活率逐渐降低，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 < 0.05），并有良好的时间效应关系（CCK-8检测

法 ：r=-0.949，P < 0.05 ；LDH释 放 法 ：r=-0.970，P < 

0.05；中性红摄入法：r=-0.960，P < 0.05），结果见表1。

气泵

培养液

采样或监测 20 mL/min

发生装置
或气袋 排出

37℃水循环

Transwell插件

HEPA

M
F
C

M
F
C

M
F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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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的多寡。

由表2可见，不同染毒时间的对照组间的早期

凋亡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染毒持续时间

为5 min时，染毒组细胞与对照组相比，早期凋亡率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染毒持续时间为10、

15 min时，染毒组细胞与相应对照组的早期凋亡率有

表1   不同细胞毒性检测方法的细胞相对存活率（x±s，n=3，%）

Table 1   The relative cellular viabilities by different cytotoxic assays

时间（Duration，min）
CCK-8检测法（CCK-8） LDH释放法（LDH） 中性红摄入法（NRU）

对照组（Control） 染毒组（Treatment） 对照组（Control） 染毒组（Treatment） 对照组（Control） 染毒组（Treatment） 

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5 112.48±11.45 100.87±7.91 103.93±2.61 99.06±4.24 99.90±4.01 97.91±2.78

10 96.55±7.58 86.85±7.58 99.30±5.88 90.63±3.19 98.90±1.11 93.05±2.20

15 99.07±0.57 71.85±3.52* 93.86±5.87 69.36±2.17* 97.23±1.29 82.15±1.81*

20 93.44±4.83 47.81±2.01* 97.43±4.81 37.77±1.30* 95.88±3.36 69.88±2.30*

30 94.80±6.60 33.54±4.32* 92.27±6.75 24.00±3.17* 96.13±4.51 34.10±1.30*

［注］*：与同一染毒时间的相应对照组比较，P < 0.05。

［Note］*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at the same treatment duration，P < 0.05.

染毒组间细胞存活率随着染毒时间的增加而逐

渐降低。染毒持续时间小于10 min时，同一染毒时间

3种细胞毒性检测方法的细胞存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 > 0.05）；在持续染毒15 min及更长时间时，LDH

释放法检测出的细胞存活率更低，中性红摄入法检测

出的细胞存活率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本研究结果表明，利用ALI染毒技术DEE处理16HBE

细胞，3种不同细胞毒性检测方法中，LDH释放法检

测细胞的存活率最低，其次是CCK-8检测法，中性红

摄入法检测细胞的存活率最高。见图2。

 

图2   不同细胞毒性检测方法细胞存活率检测结果的比较
Figure 2   Comparison of the cellular viabilities by different

cytotoxic assays

［注］*：细胞毒性检测方法间的两两比较，P < 0.05。

［Note］*：Comparison of different cytotoxic assays，P < 0.05.

2.3   DEE诱导 16HBE细胞凋亡

在流速为20 mL/min条件下，染毒15 min，细胞

存活率约为70%，而细胞凋亡主要是检测细胞死亡

之前的细胞病理状态，因此选择5，10，15 min染毒

时间，检测细胞的凋亡情况。细胞凋亡流式细胞结果

如图3所示，象限UR代表晚期凋亡细胞与死亡细胞，

象限LR代表早期凋亡细胞，散点的密集程度代表其

［注］A：阴性对照；B：过滤洁净空气暴露15 min；C：DEE染毒10 min；

D：DEE染毒 15 min。UR象限：晚期凋亡和坏死细胞；UL象限：

碎片或损伤细胞；LL象限：正常活细胞；LR象限：早期凋亡细胞。

［Note］A：Negative control；B：Filtered clean air exposure for 15 min；

C：DEE exposure for 10 min；D：DEE exposure for 15 min. Right 

Upper quadrant：late apoptosis and necrosis cells；Left Upper 

quadrant：debris or injured cells；Left Lower quadrant：normal 

cells；Right Lower quadrant：Early apoptosis cells.

图3   DEE染毒诱导16HBE细胞凋亡流式细胞检测结果
Figure 3   Apoptosis of 16HBE with DEE exposure by flow cytometry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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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上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不同染毒时

间的对照组间的晚期凋亡及坏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染毒持续时间为5 min时，染毒组细胞与对

照组相比，晚期凋亡及坏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染毒持续时间为10、15 min时，染毒组细胞与

相应对照组细胞的晚期凋亡及坏死率有明显上升，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染毒10、15 min，染毒组

的晚期凋亡及坏死细胞多于早期凋亡细胞，且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 < 0.05）。

表2   不同DEE染毒时间对16HBE细胞凋亡率的影响
（x±s，n=3，%）

Table 2   The effects of DEE on apoptosis rates in 16HBE

染毒时间（min）
Duration

早期凋亡率
Early apoptosis rate

晚期凋亡及坏死率
Late apoptosis and necrosis rate

对照组
Control 

染毒组
Treatment 

对照组
Control 

染毒组
Treatment 

0 1.34±0.36 1.34±0.36 1.96±0.79 1.96±0.79

5 2.10±0.61 1.91±0.69 2.64±0.79 2.47±0.38

10 2.16±0.38 5.28±1.12* 3.12±1.36 8.30±1.13*#

15 2.40±0.55 7.43±1.52* 4.20±1.49 34.16±0.85*#

［注］*：与同一处理时段对照组比较，P < 0.05。#：与早期凋亡率比较，

P < 0.05。

［Note］*：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P < 0.05. # ：Compared with the 

early apoptosis rate，P < 0.05.

3   讨论
以往的DEE体外毒性研究，主要是收集其颗粒成

分、有机提取物等部分组分溶于培养基，作用于受试

细胞。由于DEE成分的复杂多样，单独使用某一类、

某一种组分进行毒理学评价难以全面反映DEE的毒

理学效应 ；而且这种染毒方式可能会受到培养基成

分或体积的干扰，从而影响实验结果的准确性。随着

ALI染毒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吸入性气溶胶物质作用

于呼吸系统的体外毒理学评价的可实施性。该技术可

直接将人呼吸道上皮细胞暴露于可吸入气溶胶等物

质，避免了传统细胞培养液对可吸入物质染毒过程

的干扰，同时又能够使可吸入气溶胶与细胞顶部接

触面积的最大化，而且对气态、液态和固态气溶胶均

适合，例如柴汽油尾气、粉尘颗粒物气溶胶等的毒性

研究［16］。由于ALI染毒技术更接近机体实际暴露情

况，在呼吸系统毒性及作用机制研究中受影响因素较

少，已成为一种为可吸入物质对呼吸系统有害效应研

究的重要工具［9］。Joeng等［10］利用ALI染毒技术研究

DEE诱导A549细胞的毒性作用发现短时间暴露DEE

导致A549细胞存活率明显降低。本实验室已采用ALI

染毒技术，成功建立了人肺癌A549细胞直接暴露汽

油发动机尾气的体外研究模型，研究汽油发动机尾气

的细胞毒性［11］。本研究采样ALI染毒技术，探讨DEE

短期暴露对16HBE细胞的急性毒性影响。

本研究中DEE成分分析结果表明，其颗粒物组

分粒径主要分布在0.5~2.5 μm，占总粒子数的99.6%。

OC/EC比值约为0.659，DEE气相部分主要检出了SO2

和NO2，其质量浓度分别为605.25 μg/m3和 920.01 μg/m3。

本研究采用ALI染毒技术把DEE整体组分作用于

16HBE细胞，结果表明，在低流速短时间DEE染毒可

降低16HBE细胞的存活率，且使细胞的凋亡率增加。

本研究中采用3种不同原理的检测细胞存活率

的方法检测细胞活性，其中LDH释放率可反映细胞

膜受损程度 ；CCK-8检测法是根据线粒体内脱氢酶

与WST-8的结合能力来测定细胞活性，以反映线粒

体的损伤 ；中性红摄入法主要通过活细胞胞吞作用，

测定活细胞溶酶体中摄入中性红的量，因而反映了

细胞溶酶体的活性。本研究结果提示在低流速短时

间染毒时，LDH释放法检测细胞的存活率最低，其次

为CCK-8检测法，中性红摄入法检测细胞的存活率最

高。根据不同细胞毒性检测方法检测靶点的特异性

结果表明，在低流速短时间DEE诱导的细胞以细胞

膜损伤最为显著，其次是线粒体的损伤，对溶酶体活

性的影响较小。

本课题组前期利用柴油机尾气有机提取物处理

16HBE细胞的研究表明，对细胞的线粒体的影响较

为严重，而对细胞膜的损伤较轻［17］，而本研究中采

用DEE完整组分ALI染毒以细胞膜损伤为主，其原

因可能由于ALI染毒技术中DEE包含了颗粒相和气

相等多种成分，染毒过程中颗粒物质吹向细胞表面，

对细胞膜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损伤，而采用有机提取

物染毒细胞颗粒物悬浮于培养基中，对细胞膜损伤

的程度大大减小，导致检测结果中LDH检测时细胞

的存活率较高。两种染毒方法都检测出对线粒体的

损伤，提示DEE吸附的化学物对线粒体内脱氢酶的

作用。

凋亡是细胞对环境的生理性病理性刺激信号产

生的有序死亡过程。在细胞遗传物质受到不可修复的

损伤时，细胞可启动相应信号途径诱导细胞凋亡。近

年的研究表明，细胞凋亡在呼吸系统的炎症和肺损伤

中扮演重要角色［18］。本研究结果表明，随DEE染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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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延长，早、晚期凋亡率都有上升，其中晚期凋亡

细胞与坏死细胞多于早期凋亡细胞，说明DEE造成的

细胞损伤随暴露时间延长而加重，且该损伤以晚期凋

亡和坏死为主，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应用ALI染毒细胞

DEE可导致细胞膜损伤，引起细胞死亡。

本研究从分析DEE组分入手，采用ALI染毒技

术，建立了16HBE细胞直接暴露DEE的体外研究模

型，并评价DEE对16HBE细胞的急性毒性影响，发现

了DEE对细胞膜和线粒体的毒性作用。为建立DEE

致呼吸道损伤的体外研究提供了技术手段，为进一步

研究气溶胶物质毒作用的机制搭建了有效平台，为提

供更好的DEE毒性防护措施和制定合理的方针政策

提供科学依据。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1］Bernstein D I. Diesel Exhaust Exposure，Wheezing and 

Sneezing［J］. Allergy Asthma Immunol Res，2012，4 ：178.

［2］Brook R D，Rajagopalan S，Pope C A，et al. Particulate Matter 

Air Pollution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n Update to the 

Scientific Statement From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J］. 

Circulation，2010，121（21）：2331-2378.

［3］Levesque S，Surace M J，Mcdonald J，et al. Air pollution 

& the brain ：Subchronic diesel exhaust exposure causes 

neuroinflammation and elevates early markers of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J］. J Neuroinflammation，2011，8：105.

［4］Gamble J F，Nicolich M J，Boffetta P. Lung cancer and diesel 

exhaust ：an updated critical review of the occupational 

epidemiology literature［J］. Criti Rev Toxicol，2012，42（7）：

549-598.

［5］Ris C. U.S. EPA health assessment for diesel engine exhaust ：

a review［J］. Inhal Toxicol，2007，19（s1）：229-239.

［6］Pronk A，Coble J，Stewart P A. Occupational exposure to diesel 

engine exhaust ：A literature review［J］. J Expo Sci Environ 

Epidemiol，2009，19（5）：443-457.

［7］Mcdonald J D，Campen M J，Harrod K S，et al. Engine-

operating load influences diesel exhaust composition and 

cardiopulmonary and immune responses［J］. Environ Health 

Perspect，2011，119（8）：1136-1141.

［8］Nemmar A，Hoylaerts M F，Hoet P H M，et al. Possible 

mechanisms of the cardiovascular effects of inhaled particles ：

systemic translocation and prothrombotic effects［J］. Toxicol 

Lett，2004，149（1/3）：243-253.

［9］Aufderheide M. Direct exposure methods for testing native 

atmospheres［J］. Exp Toxicol Pathol，2005，57（Suppl 1）：

213-226.

［10］Joeng L，Hayes A，Bakand S. Validation of the dynamic direct 

exposure method for toxicity testing of diesel exhaust in vitro

［J］. ISRN Toxicol，2013 ：139512.

［11］鱼涛，刘黎，肖经纬，等. 人肺癌A549细胞直接暴露可吸

入物质体外试验方法的建立及应用［J］. 卫生研究，2014，

43（3）：382-386，404.

［12］Tominaga H，Ishiyama M，Ohseto F，et al. A water-soluble 

tetrazolium salt useful for colorimetric cell viability assay［J］. 

Anal Commun，1999，36（2）：47-50.

［13］Ponsoda X，Jover R，Castell J，et al. Measurement of 

intracellular LDH activity in 96-well cultures ：A rapid and 

automated assay for cytotoxicity studies［J］. J Tissue Cult 

Meth，1991，13（1）：21-24.

［14］Borenfreund E，Puerner J. A simple quantitative procedure 

using monolayer cultures for cytotoxicity assays（HTD/NR-90）

［J］. J Tissue Cult Meth，1985，9（1）：7-9.

［15］Darzynkiewicz Z，Bedner E. Analysis of apoptotic cells by flow 

and laser scanning cytometry［J］. Methods Enzymol，2000，

322 ：18-39.

［16］Holder A L，Lucas D，Goth-Goldstein R，et al. Cellular 

response to diesel exhaust particles strongly depends on the 

exposure method［J］. Toxicol Sci，2008，103（1）：108-115.

［17］李雪，牛勇，贾强，等. 四种细胞毒性试验测定柴油机尾

气颗粒物提取物急性毒性的比较［J］. 卫生研究，2013，42

（2）：221-227.

［18］宋小莲，白冲，傅佩芳，等. 急性肺损伤大鼠肺部细胞因

子水平变化及肺泡上皮细胞的凋亡情况［J］.上海医学，

2010，33（11）：1027-1030.

（收稿日期：2014-09-05）

（英文编辑 ：汪源 ；编辑 ：汪源 ；校对 ：洪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