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xicity  of  perfluorooctanoic  

acid  to  HK-2  cells  and  its  effect  

on  the  expression  of  

oxogluatarate  receptor  1

【摘要】  目的：  研究全氟辛酸(perfluorooctanoic  acid，  PFOA)对HK-2细胞的毒性，及其对α-酮戊二酸盐受体1(oxoglutarate  

receptor  1，OXGR1)表达的影响。方法：采用MTT法检测不同浓度(0、0.1、1、10、100、1  000  μmol/L)PFOA对HK-2细胞增殖的影

响。RT-PCR法检测0、100、300  μmol/L  PFOA对HK-2细胞中OXGR1、琥珀酸盐受体1(succinate  receptor  1，SUCNR1)、缺氧诱导因

子1α(hypoxia-inducible  factor  1α，HIF-1α)mRNA表达的影响。当PFOA为300或0  μmol/L时，采用MTT法检测不同浓度(0、1、

10、100、1  000、10  000  μmol/L)  OXGR1配基α-酮戊二酸钠(α-ketoglutarate  sodium，  AKG)对HK-2细胞增殖的影响。流式细胞术

检测300  μmol/L  PFOA和100  μmol/L  AKG共同作用HK-2细胞48  h后细胞的凋亡情况。结果：在培养24  h条件下，PFOA达

1  000  μmol/L时可表现出毒性作用(P<0.01)。在培养48或72  h条件下，PFOA≥100  μmol/L时表现出毒性作用(P<0.01)。RT-PCR结果

显示，PFOA可上调HK-2细胞中OXGR1  mRNA表达(P<0.01)，但对SUCNR1及HIF-1α  mRNA表达无明显影响(P>0.05)。MTT及流式

细胞术检测结果显示，AKG与PFOA可协同作用抑制HK-2细胞增殖(P<0.01)并诱导细胞凋亡(P<0.05)。  结论：PFOA对HK-2细胞具

有增殖抑制作用，并可上调细胞OXGR1  mRNA表达；PFOA可诱发HK-2细胞凋亡；AKG可与PFOA产生协同作用，该协同作用可

能与OXGR1有关。

【关键词】  全氟辛酸；α-酮戊二酸盐受体1；α-酮戊二酸；HK-2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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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度中国科协前沿高端学术会议支持项目，全国《环境、辐射与健康防护》学术交流会，于2013年7月26～30日在太原

市召开。大会就环境、辐射与健康防护方面的国内、外有关研究进展，国家立项重大科研课题，有关社会关注的重大事件等进行

了广泛的学术交流。本刊征集了部分论文，组成本期专辑，供此研究方向的人们参考。

【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toxicity  of  perfluorooctanoic  acid  (PFOA)  to  HK-2  cells，and  its  

effect  on  the  expression  of  oxoglutarate  receptor  1  (OXGR1)  in  HK-2  cells.  METHODS：The  effect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PFOA  on  HK-2  cells  proliferation  was  examined  by  MTT  assay.  The  effect  of  PFOA  (0，100，300  

μmol/L)  on  mRNA  expression  of  OXGR1，succinate  receptor  1  (SUCNR1)  and  hypoxia-inducible  factor  1α  (HIF-1α)  



全氟烷酸类化合物(perfluoroalkyl  acids，PFAAs)  是 1.2 细胞株及其培养

指烷酸所有碳原子上的氢原子均被氟原子取代的一类 HK-2细胞系购自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化合物，全氟辛酸(perfluorooctanoic  acid，PFOA)是其 细胞库。HK-2细胞复苏后，在37  ℃，含10%胎牛血

典型代表，它也是其他多种全氟化合物的重要前体。 清的DMEM/F12培养液中培养，每2~3  d以0.25%胰酶

PFAAs广泛存在于人类的生活环境中，可在人体中蓄 进行消化传代。

积并具有生物毒性。近期研究发现，PFOA与胰岛β细 1.3 MTT法检测不同浓度的PFOA对HK-2细胞增殖
[1]胞的功能有明确的相关性 。血浆中的PFOA水平与高 的影响  

尿酸血症具有相关性，而且相关性研究提示PFOA的水 将处于指数生长期的HK-2细胞，以0.25%胰酶消

平是与年龄、性别、种族、体质指数、糖尿病、高血 化成细胞悬液，镜下计数细胞悬液的浓度，用无血清
[2 ]压以及血浆中胆固醇水平相互独立的影响因子 。还 的DMEM/F12培养液稀释至浓度为8  000/mL，在96孔板

有研究证实，血浆中PFOA水平与慢性肾病相关，而且 中间部位平行接种6列4行共24孔细胞悬液，每孔180  
[3]同样是独立的影响因素 。PFOA的代谢存在种属差 μL。PFOA溶于PBS中，充分搅拌制成5  mmol/L的储

异，它在人体的代谢速度最慢，更易累积，因此对人 存液，过滤除菌。再将PFOA储存液及PBS分别加入

类健康的潜在威胁也最大；推测这可能与人体内激素 每孔，使PFOA终浓度为分别为0、0.1、1、10、100、 

水平或肾小管上皮细胞的膜蛋白表达差异有关，也可 1  000  μmol/L，最终每孔体积为200  μL。接种3块

能是由于不同属种间与PFOA结合、分配及转运的蛋白 板，分别于接种后24、48、72  h进行MTT检测。每孔
[4]不 同 造 成 的 。 α -酮 戊 二 酸 盐 受 体 1(oxoglutarate  中加入含MTT的PBS溶液(5  mg/mL)20  μL，继续培养4  

receptor  1，OXGR1)在肾小管表达丰富，但其在肾脏中 h，活细胞可使MTT还原为甲臜。小心弃去上清液，每

的生理功能尚不明确。本研究旨在观察PFOA对人近端 孔再加入200  μL  DMSO，轻柔震荡以利甲臜充分溶

肾小管上皮细胞HK-2增殖及OXGR1表达的影响，并 解。在Multiskan  MK3  酶标仪上读取每个培养孔540  

分 析 OXGR1配 基 α -酮 戊 二 酸 钠 (α -ketoglutarate  nm的光吸收值。

sodium，AKG)与PFOA的联合作用。 1.4 RT-PCR法检测PFOA对HK-2细胞中相关基因

mRNA表达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根据MTT的实验结果，本实验将PFOA储存液分别

1.1 主要试剂 加入到培养HK-2细胞的6孔板中，使其终浓度分别为

噻唑蓝(methylthiazolyldiphenyl-tetrazolium  bromide， 0、100、300  μmol/L，作用48  h后提取总RNA；反转

MTT)购自Amresco公司；Annexin  V-FITC细胞凋亡检测 录后用PCR法扩增β-Actin、OXGR1、琥珀酸盐受体

试剂盒购自碧云天生物公司；RT-PCR试剂盒购自 1(succinate  receptor  1，SUCNR1)、缺氧诱导因子1α

TaKaRa公司；Trizol购自Invitrogen公司；PFOA和AKG (hypoxia-inducible  factor  1α，HIF-1α)mRNA的表达，

均购自Sigma-Aldrich公司。 PCR反应条件：95 ℃ 、30 s ，55 ℃ 、45 s ，72 ℃ 、30 s ， 

●

●

●

●

●

Vol.25      No.6

13
N

ov.

论     著

４０８

in  HK-2  cells  were  evaluated  by  RT-PCR.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0，1，10，100，1  000，10  000  

μmol/L)  of  α-ketoglutarate  sodium  (AKG)  on  HK-2  cell  proliferation  with  or  without  PFOA  (300  μmol/L)  was  assayed  

by  MTT  method.  Apoptoses  of  HK-2  cells  after  48  h  of  culture  in  medium  with  PFOA  (300  μmol/L)  and  AKG  (100  

μmol/L)  were  examined  by  flow  cytometry.  RESULTS：1  000  μmol/L  of  PFOA  exhibited  toxicity  after  24  h  of  culture  

(P<0.01).  PFOA(≥100  μmol/L)  exhibited  toxicity  after  48  h  or  72  h  of  culture  (P<0.01).  RT-PCR  showed  that  PFOA  

upregulated  OXGR1  mRNA  expression  in  HK-2  cells，but  it  had  no  effects  on  the  expressions  of  SUCNR1  and  HIF-1α  

mRNA.  Interaction  of  AKG  and  PFOA  inhibited  proliferation  of  HK-2  cells  (P<0.001)  and  induced  apoptosis  (P<0.05)， 

which  were  measured  by  MTT  and  flow  cytometry.  CONCLUSION：  PFOA  could  inhibit  the  proliferation  of  HK-2  

cells，and  upregulate  mRNA  expression  of  OXGR1.  PFOA  could  induce  apoptosis  of  HK-2  cells；interaction  of  AKG  and  

PFOA  could  also  induce  apoptosis，and  whether  this  interaction  is  OXGR1  dependant  remains  to  be  further  verified.

【 KEY  W ORDS】   perfluorooctanoic  acid；oxogluatarate  receptor  1；α-ketoglutarate；HK-2  cells



图  1  不同浓度PFOA对HK-2细胞增殖的影响.  与 对 照 组 相 比 ，
*P<0.01.
Figure  1  Effect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PFOA  on  
proliferation  of  HK-2  cells.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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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个循环；最后72  ℃  延伸5  min。1.5%琼脂糖凝胶电 1.7 统计学方法
-泳鉴定目的基因的表达情况。各基因引物由赛百盛公 所得数据用  x±s表示，应用SAS  9.2软件对数据进

司合成，引物序列如表1所示。 行统计分析。多组间均数比较，若数据正态分布且方

差齐性，则采用ANOVA方差分析；若数据非正态分布

或方差不齐，则使用Kruskal-Wallis检验。AKG与PFOA 

对HK-2细胞凋亡的影响采用MANOVA方法进行分析。

2 结 果

2.1 PFOA对HK-2细胞增殖的影响

如 图 1所 示 ， 在 24、 48、 72  h时 间 点 ， 1  000  

μmol/L  PFOA作用于HK-2细胞的D(540)吸光值，与对

照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100  μmol/L  

1.5 MTT法检测PFOA与不同浓度的AKG共同作用对 PFOA  作用HK-2细胞48、72  h后与对照组相比，差异

HK-2细胞增殖的影响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说明当PFOA为100  μmol/L 

AKG溶于PBS中，配制成0.1  mol/L的储存液，过滤 时作用48  h就能明显抑制HK-2细胞的增殖。

除菌备用。本实验选择0或300 μ mol/L P FOA与终浓度分

别为0、1、10、100、1 0 00、10 0 00 μ mol/L的AKG共同作用

HK-2细胞48  h后观察细胞增殖情况，实验方法同1.3。

1.6 流式细胞术检测PFOA和AKG共同作用HK-2细

胞48  h后的凋亡情况

实验分为空白对照组、AKG 1 00 μ mol/L组、PFOA  

300  μmol/L组及AKG  100  μmol/L+PFOA  300  μmol/L

组 ， 每 组 平 行 3孔 。 取 指 数 生 长 期 的 HK-2细 胞 ，

0.25%胰酶消化成细胞悬液，镜下计数细胞悬液的浓

度 ， 用 无 血 清 的 DMEM/F12培 养 液 稀 释 至 浓 度 为
41×10 /mL，6孔板中每孔加入3  mL细胞悬液，按不同

实验组加入化合物，作用48  h后，消化成单个细胞悬 2.2 PFOA对HK-2细胞OXGR1  mRNA表达的影响

液，2  000  r/min，离心5  min收集细胞，PBS洗涤细胞 如图2所示，RT-PCR结果显示，与对照组比较，

3次，加入500  μL的结合缓冲液重悬细胞，加入5  μL  随着PFOA浓度的增加，HK-2细胞中OXGR1  mRNA  表

FITC标记的Annexin  V和5  μL  PI，充分混匀，室温避 达明显增加(P<0.01)，而SUCNR1及HIF-1α  mRNA  的

光反应15  min后，进行流式细胞术检测。 表达均无明显变化(P>0.05)。

●

● ●

●

●

●

●

论     著11 月
13

第 25 卷    第 6 期

４０９

Gene Sequence(5′-3  )′

β-actin S: AGCGAGCATCCCCCAAAGTT 

AS: GGGCACGAAGGCTCATCATT 

OXGR1 S: CCCT TGGTG ATAGT GACAC 

AS: AAGT TGTCG CTGAC CACCA C 

SUCNR1 S: TGTGTCTAACACTGTTGGGGTTCC 

AS: TCCTCACATTCCGCATGACG 

HIF-1α S: GAAAGCGCAAGTCCTCAAAG 

AS: TGGGTAGGAGATGGAGATGC 

表  1  RT-PCR引物序列
Table  1  Primer  sequences  for  RT-PCR

图  2  PFOA对HK-2细胞OXGR1、SUCNR1、HIF-1α  mRNA表达的影响.  与对照组相比，** <0.01.
Figure  2   Effect  of  PFOA  on  the  mRNA  expression  of  OXGR1,  SUCNR1  and  HIF-1α  in  HK-2  cells.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P<0.01.

P

 

300 μmol/L
PFOA

0 μmol/L
PFOA

100 μmol/L
PFOA

β-actin

OXGR1

SUCNR1

HIF-1α

   

R
el

at
iv

e 
m

R
N

A
 e

x
p

re
ss

io
n

OXGR1 SUCNR1 HIF-1α

3.0

2.5

2.0

1.5

1.0

0.5

0.0

Control      100 μmol/L PFOA

      300 μmol/L PFOA

** **



2.3 MTT法检测PFOA和AKG联合作用对HK-2细胞

增殖的影响    

如图3所示，当浓度为300  μmol/L  PFOA分别与浓

度为10、100、1  000和10  000  μmol/L的AKG共同作用

于HK-2细胞48  h后，与对照组(未加AKG)相比，吸光

度值明显降低(P<0.05或P<0.01)；而当浓度为0  μmol/L  

PFOA即不加PFOA时，AKG浓度达10  000  μmol/L才能

引起吸光度值明显降低(P<0.01)。说明当AKG浓度≥10  

μmol/L时，与300  μmol/L  PFOA联合作用对HK-2细胞

增 殖 有 明 显 的 抑 制 作 用 。 经 统 计 学 分 析 ， AKG与

PFOA对HK-2细胞增殖的抑制具有交互作用(P<0.001)。

2.4 流式细胞术检测PFOA和AKG共同作用对HK-2 100  μmol/L  AKG共同作用HK-2细胞48  h后，细胞的凋

细胞凋亡的影响                     亡率显著升高，与空白对照组、PFOA组及AKG组相比

如图4所示，浓度300  μmol/L  PFOA作用HK-2细 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经统计分析发现

胞48  h后，细胞的凋亡率升高，与空白对照组相比差 PFOA与AKG之间具有交互作用(P<0.05)。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当300  μmol/L  PFOA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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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AKG对PFOA抑制HK-2细胞增殖的促进效应.  与对照组相比，
*P<0.05；**P<0.01.
Figure  3  Interactive  effect  of  AKG  and  PFOA  on  HK-2  cell  
proliferation.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P<0.0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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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PFOA与AKG诱导HK-2细胞凋亡的流式细胞术检测结果.  A：空白对照组；B：300  μmol/L  PFOA组；C：100  μmol/L  AKG组；D：300  
μmol/L  PFOA+100  μmol/L  AKG组；E：各组间凋亡率的统计分析.  与空白对照组相比，**P<0.01；与PFOA或AKG单独作用组相比较， <0.05.
Figure  4  Flow  cytometric  detection  of  apoptotic  HK-2  cells  induced  by  PFOA  and  AKG.  A: Blank  control  group;  B: 300  mol/L  PFOA  
group;  C:  100  μmol/L  AKG  group;  D:  300  μmol/L  PFOA+100  μmol/L  AKG  group;  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apoptosis  rates  in  different  
groups.  Compared  with  the  blank  control  group,  **P<0.01;  compared  with  PFOA  or  AKG  alone  group,  P<0.05.

▲P
μ

▲

FITC FITC

FITCFITC

010
110 210 310

410

0
10

1
10

2
10

3
10

4
10

010
110 210 310

410

0
10

1
10

2
10

3
10

4
10

010
110 210 310

410

0
10

1
10

2
1
0

3
10

4
10

010
110 210 310

410

0
10

1
10

2
10

3
10

4
10

A B

DC

A
p

o
p

to
si

s 
ra

te
(%

)

Bla
nk c

ontr
ol

30
0 

μ
m

ol/L
 P

FO
A

10
0 

μ
m

ol/L
 A

KG

30
0μ

m
ol/L

 P
FO

A +

10
0μ

m
ol/L

 A
KG

30

25

20

15

10

5

0

**

** ▲

E
，

Group

[7]毒性效应 。PFOA作为PFAAs的代表物质，可通过不3 讨 论
[8]同途径进入体内 。已有的PFOA肾毒性研究多基于流PFOA生物累积性高，被认为是目前最难降解的

[5] 行病学资料，未能从细胞作用机制方面作出解释。物质之一 。2002年12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本研究发现，PFOA对HK-2细胞的增殖有抑制作就将PFAAs定义为“持久存在于环境、具有生物蓄积
[6] 用。在培养24  h时，需1  000  μmol/L的PFOA方可表现性并对人类有害的物质”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水

出 毒 性 作 用 。 在 培 养 48及 72  h时 ， 100及 1  000  生生物和哺乳动物暴露于该类化合物将导致多系统的

● ●



μmol/L的PFOA表现出毒性作用。据此我们推测， 验证实PFOA的毒性作用可能通过OXGR1起作用，并

PFOA的这种毒性作用可能并非是单纯理化性质引起的 与一种生物体中常见的代谢中间产物α-酮戊二酸建

急性作用，而是PFOA进入细胞内参与病理过程而产生 立了联系，提示了全氟烷酸类化合物肾毒性作用的一

的结果。 种可能的新途径。

SUCNR1是与OXGR1一同被去孤儿化的G蛋白偶联
[8]受体，其内源性配基为琥珀酸 ；SUCNR1主要在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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