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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与呼吸系统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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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公众对自身健康意识的提高，近些年席卷中华大地的雾霾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目前认为，

空气中漂浮的颗粒物(PM)是雾霾的主要原因，尤以粒径低于2.5 μm的细颗粒物(PM2.5)对人体的损害最为严重，显

著影响公众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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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52年年底伦敦暴发烟雾事件开始，雾霾对人

类机体的影响就成为了研究的热门。PM2.5能够通过

多种方式对人体造成损伤，进而导致疾病的发生。本

文就PM2.5的致病机制及及其与呼吸系统疾病的关系

做一综述。

1 PM2.5的特征

PM2.5的主要来源为煤炭、石油等物质的燃烧产

生的烟雾，其次也包括一些人为的活动，如吸烟、烹饪

等产生的烟雾及自然界土壤扬尘等，其组分分为有机

成分和无机成分，包括重金属、离子、糖类、微生物等，

甚至包括硝酸盐、硫化物、内毒素等。同时，因为

PM2.5质量较小而相对表面积较大，在远距离传输过

程中易于捕获大量有毒、有害物质，如酸性氧化物及

空气中的微生物如细菌、真菌、病毒等，甚至包括一些

明确的可致癌物，如多环芳烃等。而人体的呼吸系统

与外界环境直接相通，首当其冲成为PM2.5侵袭的靶

器官最先受到伤害，继而诱发多重呼吸系统疾病发生

或加重。

2 PM2.5作用于呼吸系统的机制

目前细颗粒物作用于呼吸系统的机制还不十分

明确，因为随其所携带的物质的不同，其致病性和作

用机制可能也会发生相应改变。况且细颗粒物发挥

的毒性作用并不仅仅只有PM2.5所携带的众多组分，

其中用来携带上述复杂组分的PM2.5单纯颗粒物亦对

人体呼吸系统产生了相当大的损伤作用[1]。目前已知

的致病影响可以通过直接损伤、氧化应激、炎症反应、

遗传损伤等作用实现。

2.1 直接损伤 因为PM2.5颗粒圆径相对较小，

可避开鼻毛及气管细胞纤毛的滤过作用，随呼吸进入

呼吸道深部，与人体肺组织细胞直接接触，且吸附在

肺泡较难脱落，引起颗粒物沉积，通过直接刺激作用，

造成气道黏膜上皮细胞及肺泡壁的机械性损伤，破坏

呼吸道防御屏障。Li等[2]研究大鼠细胞后发现，PM2.5

沉积在肺部后，可引起包括线粒体肿胀和嵴紊乱在内

的细胞线粒体结构改变，甚至线粒体碎裂，进而干扰组

织能量代谢。一项针对冶金工人的现况调查研究显示，

PM的暴露可以导致线粒体DNA复制的增加[3]。无独

有偶，Shen等[4]通过一项现况调查表明，处于苯>10 ppm

环境下的 40名制衣厂和制鞋厂工人提取的白细胞中

线粒体DNA拷贝数相比于对照组提高了15%。

2.2 氧化应激 氧化应激是指在有害因素刺激

下，细胞抗氧化和氧化系统平衡被打破，导致氧自由

基及相关代谢产物过量聚集，使细胞的生理生化及代

谢功能发生障碍，从而对组织细胞造成损伤的病理生理

状态。研究发现，细颗粒物所吸附的多环芳香烃、金属、

脂多糖等成分，可以诱导巨噬细胞及肺泡上皮细胞产生

氧自由基 [5]，对组织细胞造成包括脂质过氧化、膜上

受体与酶类灭活、蛋白质损伤、DNA损伤和诱导细胞

凋亡在内的进一步损伤[6]。PM2.5的损伤机制涉及多

条 氧 化 应 激 通 路 ，包 括 Keap1-Nrf2-ARE 通 路 [7]、

MAPKs 信号通路家族 [8]、PI3K/Akt 信号通路 [9]、JAK/

STAT信号通路[10]、NF-κB信号通路[11]。Zhang等[12] 也

发现PM2.5能显著增加巨噬细胞内过氧化氢酶、丙二

醛和一氧化氮水平，以及减少肺泡超氧化物歧化酶，

降低乳酸脱氢酶活性和细胞的活力。刘婷等[13]针对大

鼠的研究认为，大气PM2.5可对肺泡巨噬细胞造成氧

化损伤，进而降低包括SOD、GSH-Px在内的多种肺泡

巨噬细胞抗氧化物酶活性，与之相对的，活性氧及钙

离子含量则随着细颗粒物暴露的升高而升高，进而导

致细胞存活率的下降。

2.3 炎症反应 炎症反应一直是呼吸系统疾病

发生和死亡机制的研究热门。PM2.5颗粒沉积在肺部

后，刺激巨噬细胞及肺泡上皮细胞，促进炎性介质及

趋化因子释放，同时局部坏死裂解产物也可刺激炎性

因子及氧自由基产生，造成局部炎性损伤[14]。另有研

究报道，细颗粒物在呼吸道过度堆聚，超出了纤毛细

胞的最大清除负荷，则对气道产生刺激，使气道上皮

细胞释放如 1L-1、1L-6、1L-8 等的炎性介质，进而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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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炎性细胞浸润，同时，PM2.5暴露可引起气道上皮细

胞表达相关黏附分子，导致炎性细胞的聚集，进一步

加重呼吸系统的炎症反应 [15]。Deng 等 [16]通过动物实

验发现，PM2.5中的硫酸镍成分可促使大鼠血液中的

白细胞、中性粒细胞、C-反应蛋白、白细胞介素 -6

(interleukin-6，IL-6)、肿瘤坏死因子α及肺泡灌洗液中

的总蛋白、乳酸脱氢酶显著增加。一项研究也表明，

与滴入生理盐水的对照组相比，当将PM2.5滴入大鼠

气管后，实验组均表现出炎症细胞浸润，且与滴入的

剂量正相关[17]。晓开提·依不拉音等[18]将沙尘细颗粒

物PM2.5对大鼠染毒，也证明细颗粒物可造成呼吸系

统炎症损害，且呼吸系统损伤程度与染毒剂量呈量效

关系。Niu等[19]也发现在镍、铜等颗粒含量较高的地

区，人群血液中包括CRP、IL-6等在内的多种炎症因

子亦较高。此外，PM2.5还可影响miR-1等多种基因

的表达，进而引起与免疫功能相关的Micro RNA表达

的下调[20]。

2.4 遗传损伤 PM2.5 对机体的遗传损伤主要

是对基因等遗传物质的损伤。Hornberg 等 [21]发现

PM2.5的有机成分引起了肺上皮细胞(A549)明显的姐

妹染色单体交换[22]。同时，细颗粒物可通过氧化作用损

伤脱氧核糖核酸，继而诱发抑癌基因突变失活，原癌基

因表达异常，信号转导通路被激活，导致蛋白质合成和

降解失调，引起细胞分裂，最终发生畸变、癌变等不可逆

损害。大量针对小鼠、大鼠、猴、鸟的实验均证明PM2.5

具有致癌性[23]。一项研究显示，相比于对照组，暴露于

PM2.5下的细胞中修复基因的表达水平显著增高，这间

接证明了PM2.5的致细胞DNA损伤作用[24]。短期暴露

于PM2.5浓度为300 μg/m3的环境中，可使人体外周血

单核细胞内DNA中约2 800个位点呈现低甲基化状态，

进而使约400个基因无法正常表达[25]。

3 PM2.5与呼吸道感染

呼吸道感染是临床上最常见的疾病之一，根据它

不同的受病原菌感染部位分为上呼吸道感染及下呼

吸道感染。下呼吸道感染居所有感染性疾病死亡原

因中的首位[26]。PM2.5不仅能够携带病原微生物，而

且可降低机体对病原微生物的抵抗力，增加机体的易

感性，尤以老人及儿童等抵抗力差的人群为重 [27]。

Zanobetti等[28]分析了美国波士顿地区的24 857例肺炎

患者后，发现细颗粒物的浓度每升高17.14 μg/m3，住院

率增加 6.5% (95%CI：1.1%~11.4%)。Katanoda等[29]一

项观察了日本512例因肺炎死亡的患者的前瞻性队列

研究也发现，细颗粒物的浓度每增加1 017.14 μg/m3，长

期暴露的肺炎患者的死亡风险比为1.17 (95%CI:1.04~

1.32)。同时，在一项针对大鼠的实验中也表明，细颗

粒物暴露使大鼠更易受肺炎克雷白杆菌的侵袭，而且

会导致宿主对该病原菌清除的减少，以及加重肺炎克

雷白杆菌引起的炎性作用[30]。

4 PM2.5与支气管哮喘

目前我国支气管哮喘(哮喘)患病率不断增高，据

儿童哮喘调查资料显示，1990年我国城市中十四岁以

下的儿童支气管哮喘患病率是 0.91%[31]，而 2010年为

3.02%[32]。聂志情等[33]研究发现，多溴联苯醚(PBDEs)

作为家庭室内PM2.5污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验组

支气管哮喘儿童患者家庭的浓度与健康儿童家庭浓

度之间有着显著的不同。因此环境因素与哮喘之间

的关系也备受关注。加拿大的一项研究显示，PM2.5可

导致儿童第一秒用力肺活量(FEV1)的下降[34]。我国一

项针对学龄前儿童的研究也显示，PM2.5可导致呼气峰

流速(PEFR)下降[35]。但是，对于细颗粒物引起支气管哮

喘的具体机制现在还不十分清楚。Berntsen等[36]在体

外实验中证明了PM2.5可直接导致气道平滑肌细胞硬

化和收缩增强。Gavett等[37]在对正常小鼠动物模型的

研究中也发现，高浓度的PM2.5可引起小鼠的气道阻

塞和对乙酰胆碱的高反应性。

5 PM2.5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是呈进行性发展的以不完全可逆性气

流受限为特征的一种疾病，该病最重要的病因是吸烟

和吸入有害颗粒物[38]，而香烟燃烧本身也会产生大量

可吸入颗粒物。Mukherjee等[39]发现在不吸烟及相对

年轻的绝经前妇女中，若长期暴露于生物质燃烧产生

的 PM2.5 中也能导致肺功能降低，促进 COPD 的发

生、发展。此外，PM2.5还可促进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

急性加重，PM2.5能够刺激COPD肺组织中Nrt2的表

达，加剧肺组织的氧化应激，Nri2的高表达与氧化应

激状态恶化有关 [40]。薛丹等 [41]则认为，PM2.5 暴露可

激活内质网应激途径，诱导肺组织细胞凋亡, 从而造

成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进一步加重及发展。

6 PM2.5与肺癌

据统计肺癌现在的发病率及死亡率均已成为全

世界各类恶性肿瘤的第一位[42]。一项纳入 17 项队列

研究、312 977例欧洲人群样本数据的大型Meta分析

提示PM2.5污染物与肺腺癌发病相关，细颗粒物每升

高 5 μg/m3，肺腺癌发病风险提高约 1.55倍[43]。PM2.5

可随呼吸运动使大量有毒有害的物质到达肺泡，进而

引起活性氧的产生，信号传导被激活，最后使支气管

上皮产生突变；还可通过免疫反应，造成抑癌基因损

伤，从而导致人群更易罹患肺癌。Shi等[44]发现细颗粒

物可诱导肺泡细胞产生OH自由基，并导致肿瘤形成

的关键因素 8-OH脱氧鸟嘌呤的形成，提示 PM2.5可

以通过氧化应激途径诱导肺部肿瘤产生。此外，吴鸿

章等 [45]发现细颗粒物能使肺癌中多种基因(VEGF、

MMP-9及HIF-1α)过量表达，进而促进肿瘤新生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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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成，最后加重肿瘤的发展。作为很多小分子物质

交换的通道，细胞间隙通讯(GJIC)对细胞的调节起重

要作用[46]。在癌变的初期，周围的正常细胞对癌变细

胞有一定的控制作用，但GJIC的缺失却可以使癌变细

胞不受该种控制的影响，最后造成无限制的增殖 [47]。

宋健等 [48]也发现由柴油机排出的颗粒物能够减少

GJIC，进而造成细胞向肿瘤细胞分化的倾向。

7 PM2.5与间质性肺疾病

间质性肺疾病(ILD)是一类涉及肺部肺泡上皮细

胞、肺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及肺动静脉的疾病。尽管大

部分 ILD的病因未明，对 ILD与PM2.5关系的研究也

相对较少，但在已知的病因中，粉尘等物质的吸入对

ILD的影响却是毋庸置疑的[49]。Dysart等[50]研究发现，

PM2.5的暴露，能够通过产生大量活性氧簇，诱导人肺

泡上皮细胞发生收缩和伸长，进而导致肺纤维化，而

TGF-β则被看作是和肺纤维化最相关的细胞因子。吴

翠红等[51]发现细颗粒物暴露可能造成大鼠Toll样受体

(TLR2、TLR4)表达上调，增加炎症因子如白介素-6、肿

瘤坏死因子-α和转化生长因子-131分泌，导致博来霉

素造成的肺纤维化更加严重。张全等[52]发现HO-1持

续高表达于肺纤维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Jin等[53]经

过针对小鼠的实验也发现，早期干预HO-1水平，能够

降低博莱霉素诱导的肺纤维化的纤维化及炎症水平。

8 结 语

综上所述，细颗粒物对机体的作用机制虽然还不

是非常清楚，但其对机体的危害性却是毋庸置疑，包

括直接损伤、炎症反应、氧化应激、遗传损伤等，进而

导致呼吸系统疾病的产生及急性加重。随着对PM2.5

致病机制研究的不断完善，人们对于其干预措施的研

究也在不断深入，希望能为预防、诊治PM2.5引起的呼

吸系统疾病，减少细颗粒物对生产、生活带来的负面

影响，提供基础理论依据和借鉴。
参考文献

[1] 焦周光, 付绪磊, 温占波, 等. 北京大气PM2. 5对A549细胞炎性因

子及DNA损伤的毒性[J]. 中国环境科学2016, 36(5): 1579-1588.

[2] Li R, Kou X, Geng H, et al. Effect of ambient PM2.5 on lung mito-

chondrial damage and fusion/fission gene expression in rats [J].

Chem Res Toxicol, 2015, 28(3): 408-418.

[3] Hou L, Zhu ZZ, Zhang X, et al. Airborne particulate matter and mito-

chondrial damage:a cross-sectional study [J]. Environ Health, 2010,

9: 48.

[4] Shen M, Zhang LP, Bonner MR,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mitochon-

drial DNA copy number,blood cell counts,and occupational benzene

exposure [J]. Environ Mol mutagen, 2008, 49(6): 453-457.

[5] 陈冬梅, 苑红宇. PM2. 5对人体呼吸系统及心血管系统影响的研究

[J]. 沈阳医学院学报,2014, 16(1): 39-42.

[6] 王菲菲, 王先良, 刘芳盈, 等. 燃煤PM2. 5 不同组分对血管内皮细

胞的氧化损伤效应[J]. 中国环境科学 2014, 34(3): 780-785.

[7] Deng X, Rui W, Zhang F, et al. PM2.5 induces Nrf2-mediated de-

fense mechanisms against oxidative stress by activating PIK3/AKT

signaling pathway in human lung alveolar epithelial A549 cells [J].

Cell Biol Toxicol, 2013, 29 (3): 143-157.

[8] Wang T, Chiang ET, Moreno-Vinasco L, et al. Particulate matter dis-

rupts human lung endothelial barrier integrity via ROS-and p38

MAPK-dependent pathways [J]. Am J Respir Cell Mol Biol, 2010,

42(4): 442-449.

[9] Liu T, Wu B, Wang Y, et al. Paticulate matter 2.5 induces autophagy

via inhibition of the phosphatidylinositol 3-Kinase/Akt/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 kinase signaling pathway in human bronchial epi-

thelial cells [J]. Mol Med Rep, 2015, 12(2): 1914-1922.

[10] Cao D, Bromberg PA, Samet JM. Diesel paticle-induced transcription-

al expression of p21 involves activation of EGFR,Src and Stat3 [J].

Am J Resp Cell Mole Biol, 2010, 42(1): 88-95.

[11] Shukla A,Timblin, BeruBe K, et al. Inhaled particulate matter causes

expression of nuclear factor (NF)-kappa-related genes and oxi-

dant-dependent NF-kappaB activation in vitro [J]. AM J Respir Cell

Mol Biol, 2000, 23(2): 182-187.

[12] Zhang Y, Yang Z, Li R, et al. Investigation of fine chalk dust particles

’chemical compositions and toxicities on alveolar macrophage in vi-

tro [J]. Chemosphere, 2015, 120: 500-506.

[13] 刘婷, 魏海英, 杨文妍, 等. 太原市冬季灰霾天气大气PM2. 5对肺泡

巨噬细胞的氧化损伤作用[J]. 环境科学学报, 2015, 35(3): 890-896.

[14] 袭著革. 室内空气污染与健康[M].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3:

50-61.

[15] Graff DW, Cascio WE, Rappold A, et al. Exposure to concentrated

coarse air pollution particles causes mild cardiopulmonary effects in

healthy young adults [J]． Environ Health Perspect, 2009, 117(7):

1089．

[16] Deng F, Guo X, Xia P, et al. Damage on lung and systemic

inflammation induced by nickel sulfate intratracheal instillation in

rats [J]. Wei Sheng Yan Jiu, 2009, 38(3): 269-272.

[17] 王广鹤. 臭氧和大气细颗粒物对大鼠心肺系统的影响极其机制研

究[D]. 上海. 复旦大学, 2013.

[18] 晓开提·依不拉音, 地丽拜尔·斯拉木, 范妙丽. 沙尘暴PM2.5对大

鼠呼吸系统免疫损伤机制研究[J]. 新疆医科大学学报, 2011, 34

(10): 1097-1104.

[19] Niu J, Liberda EN, Qu S, et al. The role of metal components in the

cardiovascular effects of PM2. 5 [J]. PLoS One, 2013, 8(12): e83782.

[20] 青卉, 王向东, 张罗. PM2.5与呼吸系统疾病的关系[J]. 国际耳鼻咽

喉头颈外科杂志, 2016, 40(5): 311-314.

[21] Hornberg C, Maciuleviciute L, Seemayer NH, et al. Induction for

sister chromatid exchanges(SCE) in human tracheal epithelial cells

by the fractions PM10 and PM2.5 airborne particulates [J]. Toxicol

Lett, 1998, 96-97(4) :215-220.

[22] 张旻, 付娟玲, 何凌燕, 等. 北京市大气颗粒物的遗传和非遗传毒性

研究[J]. 中国环境科学, 2003, 23(4): 337-340.

[23] Hesterberg TW, Bunn WB, Mcclellan RO, et al. Carcinogenicity

studies of diesel engine exhausts in laboratory animals:A review of

past studies and a discussion of future Research needs [J]. Critical

Reviews in Toxicology, 2005, 35(5): 379-411.

[24] Traversi D, Cervella P, Gilli G. Evaluating the genotoxicity of urban

PM2.5 using PCR-based methods in human lung cells and the

Salmonella TA98 reverse test [J]. Environ Sci Pollut Res Int, 2015, 22

(2): 1279-1289.

[25] Jiang R, Jones MJ, Sava F, et al. Short-term diesel exhaust inhalation

in a controlled human crossover study is assiciated with changes in

··95



海南医学2018年1月第29卷第1期

DNA methylation of circulating mononuclear cells in asthmatics [J].

Part Fibre Toxicol, 2014, 11(1): 71.

[26] 王辰, 陈荣昌. 呼吸病学[M]. 2 版.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4:

86.

[27] Zelikoff JT, Chen LC, Cohen MD, et al. Effects of inhaled ambient

particulate matter on pulmonary antimicrobial immune defense [J].

Inhale Toxicol, 2003, 15(2): 131-150.

[28] Zanobetti A, Schwartz J. Air pollution and emergency admission in

Boston, MA [J]. J Epidemiol Community Health, 2006, 60(10):

890-895.

[29] Katanoda K, Sobue T, Satoh H, et al. An association between

long-term exposure to ambient air pollution and mortality from lung

cancer and respiratory disease in Japan [J]. J Epidemiol, 2011, 21(2):

132-143.

[30] 杜飞燕. PM2.5暴露对大鼠清除肺炎克雷伯杆菌的影响及其机制

[D]. 河北. 河北医科大学, 2012.

[31] 全国儿科哮喘协作组. 2000年与1990年儿童支气管哮喘患病率的

调查比较[J].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04, 27(2): 112-116.

[32] 全国儿科哮喘协作组,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

品安全所. 第三次中国城市儿童哮喘流行病学调查[J]. 中华儿科杂

志, 2013, 51(10): 729-735.

[33] 聂志情, 孟戈, 吴晓萌, 等. 家庭室内PM2. 5中POPs污染状况及其

与儿童哮喘的关系[J]. 环境科学学报, 2016. 36(5): 1849-1858.

[34] Dales R, Chen L, Frescura AM, et al. Acute effects of outdoor air pol-

lution on 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1s:A panel study of schoolchil-

dren with asthma [J]. Eur Respir J, 2009, 34(2): 316-323.

[35] 叶晓芳, KIM DS, 张翼翔, 等. 沙尘天气大气颗粒物对学龄儿童最

大呼气流速的影响[J]. 环境与健康杂志, 2008, 25 (7): 571-574.

[36] Berntsen P, Park CY, Rothen-Rutishauser B, et a1. Biomechanical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and engineered patticles on human air-

way smooth muscle cells [J]．JR Soc Intefface, 2010, 7(Suppl 3):

S331-340．

[37] Gavett SH, Haykal-Coates N, Highfill JW, et a1．World Trade Cen-

ter fine particulate maker causes respiratory tract hyperresponsive-

ness in mice [J]. Environ Health Perspect, 2003, 111(7): 98l-991．

[38] Global strategy for diagnosis, management, and prevention of

COPD-2017. [2016-11-20].http://goldcopd.org/gold-2017-global-strat-

egy-diagnosis-management-prevention-copd/.

[39] Mukherjee S, Roychoudhury S, Siddique S, et al. Respiratory symp-

toms, lung function decrement and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

ease in pre-menopausal Indian women exposed to biomass smoke [J].

Inhal Toxicol, 2014, 26(14): 866-872.

[40] 赵启军, 刘晓菊, 曾晓丽, 等. 细颗粒物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小鼠肺

组织 Nrf2 水平的影响及与氧化应激的关系 [J]. 中华医学杂志,

2016, 96(28): 2241-2245.

[41] 薛丹, 刘学军, 杜毓锋, 等. PM2.5激活内质网应激诱导肺组织细胞

凋亡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大鼠的影响 [J]. 国际呼吸杂志, 2016, 36

(12): 907-912.

[42] Scagliotti G. Symptoms,signs and staging of lung cancer [J]. Eur

Respir Mono, 2001, 17: 86-119.

[43] Raaschou-Nielesen O, Andersen ZJ, Beelen R, et al. Air pollution and

lung cancer incidence in 17 Eurpean cohorts: prospective analyses f

rom the Eurpean Study of Cohorts for Air Pollution Effects (ES

CAPE) [J]. Lancet Oncology, 2013, 14(9): 813-822.

[44] Shi T, Knaapen AM, Begerow J, et a1. Temporal variation of hydrox-

yl radical generation and8-OH-2'-deoxyguanosine formation by

coarse and fine particulate matter [J]. Occup Environ Med, 2003, 60:

315-321．

[45] 吴鸿章, 方来, 麻庆乐, 等. 大气细颗粒物PM2. 5对肺癌血管新生的

影响[J]. 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6, 40(10): 723-734.

[46] Cynthla T, Kelly B, Andrew C. Ambient particulate matter causes ac-

tivation of the c-jun kinase/stress-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cascade

and DNA synthesis in lung epithelial cells [J]. Cancer Research, 53

(15): 4543-4547.

[47] Yamasaki H. Gap junctional intercellular communication and cell pro-

liferation during rat liver carcinogenesis [J]. Environ Health Per-

spect, 1993, 101(supple5): 191-198.

[48] 宋健, 叶舜华. 柴油机排出颗粒提取物对细胞间隙通讯的影响[J].

卫生研究, 1997, 26(3): 145-147.

[49] 蔡柏蔷, 李龙芸. 协和呼吸病学 [M]. 2版. 北京: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出版社, 2016: 1411.

[50] Dysart MM, Galvis BR, Russell AG, et al. Environmental particulate

(PM2.5) augments stiffness-induced alveolar epithelial cell mechano-

activation of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beta [J]. PLoS One, 2014, 9

(9): e106821.

[51] 吴翠红. PM2.5急性暴露对博来霉素致大鼠肺纤维化的影响及机

制[D]. 河北. 河北医科大学, 2013.

[52]张全, 李晶, 王京京, 等. 血红素加氧酶1在呼吸系统疾病中的研究

进展[J]. 临床荟萃, 2013, 28(12): 1435-1438.

[53] Jin C, Zhou D, Lv F. Beneficial effects of early intervention of heme

oxygenase-1 on bleomycin-induced pulmonary fibrosis in mice [J].

Respir Physiol Neurobiol, 2011, 175(2): 239-246.

(收稿日期：2017-04-04)

··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