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 页 共 158 页

and suicide. Here we investigated the risk environmental and genetic factors for MAP of
methamphetamine users and constructed an early MAP prediction model.Methods: Derivation

and replication sample had 1734 and 905 methamphetamine users respectively. Symptom
checklist 90, 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
rating scale-IV and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was used to assess the past-year prevalence of
general MAP and life events retrospectively. The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GWAS) was
used to analyze MAP-related genetic factors. Prediction model was constructed by integrating the
risk life events, clinical and genetic features using logistic regression.Findings: Among total 2639
methamphetamine users, 1293 (48.83%) had past-year MAP. The severity of methamphetamine
addiction (SMA), childhood trauma, childhood ADHD symptoms and social support were reliable
risk factors for general MAP. By integrating these risk factors and the polygenic risk score from
GWAS in derivation sample,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of the predictive model for MAP
was 0.793 (95% CI 0.767~0.81), which was also verified in replication sample. Moreover, SMA,
ADHD and social support were the mediators for the effect of the risk genetic factor on MAP.
Conclusions: Our study identified environmental and genetic etiology factors for MAP and is
helpful for developing the scalable tool for prevention of persistent and general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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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黑磷纳米材料因其优异的光电特性，在光电器件、催化、生物医学等领域展现了

巨大的应用潜力。然而，随之而来的环境健康风险有待全面评估。方法：本研究从黑磷纳

米材料的毒性效应和调控机制两方面入手开展了系统的毒理学研究。通过哺乳动物巨噬细

胞模型，以细胞摄入水平、细胞活性和炎症因子为评价指标，研究黑磷纳米材料的体外毒

性效应。通过小鼠动物模型，从外周血细胞计数、造血细胞分化及炎症水平等方面系统地

评价了黑磷纳米材料（Bare BPs）的体内毒性效应。随后采用钛的苯磺酸酯配体作为修饰

分子，对 Bare BPs进行表面修饰，评价化学修饰对 Bare BPs生物相容性的影响。结果：体

外实验表明 Bare BPs可引起巨噬细胞的促炎症反应，导致细胞活性降低。体内实验进一步

表明 Bare BPs诱发骨髓嗜中性粒细胞迅速迁移至外周循环系统，并伴随着一系列炎性因子

的升高。脾脏和肺脏作为外源病原体和颗粒物等累积的重要器官，也表现出显著的炎性细

胞浸润。利用钛配体修饰可缓解 Bare BPs所产生的一系列炎性行为。这种修饰后的黑磷

（TiL4@BPs）在提高了黑磷稳定性的同时，未表现出 Bare BPs所诱发的负面效应，显著的

降低了 Bare BPs自身的毒性。结论：本研究通过体内体外实验系统的评价了 Bare BPs的生

物毒性效应，研究表明 Bare BPs进入生物体内会带来严重的炎症效应，而经 TiL4修饰后可

以有效缓解不良反应，提高了其自身相容性。本研究成果对未来黑磷纳米材料在生物医学

领域的广泛应用具有建设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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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标：细颗粒物（Particular Matter, PM）对大气环境和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已

引起广泛关注。有机组分是 PM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占 PM2.5质量的 20 – 50%。其中含

有的有机污染物可能具有致癌性、致畸性和诱变性，部分国家已将大气细颗粒物列为需要

优先控制的首要污染物。因而，PM的有机组分解析对于准确评估其环境和健康效应至关

重要。目前对 PM 中有机组分的研究主要关注较为常见的挥发性有机污染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s）、经典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POPs）
及大气氧化过程生成的有机硫酸盐等少量目标分析物，未能全面评估小分子毒性效应化合

物的贡献。毒性预测项目（ToxCast Program）由美国环保署提出，旨在选取具有指示性的

离体试验并构建毒性预测模型，建立高通量评价方法筛选可能对环境和人体健康产生负面

影响的需要优先关注的化合物。方法开发过程中，典型毒性效应化合物被纳入测试数据集

（Training Set）。其中，Phase I选取 293个化学品作为建立毒性测试模型的概念验证化合

物，主要为农药的活性成分。Phase II共选取 769个化学品，用于拓展毒性测试指纹特征和

预测模型，包括食品添加剂、药物成分及塑化剂等。上述物质可覆盖较为全面的化学结构

和生物（如核受体、细胞因子和类固醇激素）效应特性，对于有效评估复杂环境介质中小

分子有机物的环境行为和健康影响具有重要意义。研究方法：基于以上思考，课题组参照

ToxCast Phase I和 Phase II涵盖的所有物质建立内部的化合物信息数据库，开发液相色谱—
高分辨质谱（UPLC-Orbitrap MS）疑似目标分析（suspect screening analysis）方法开展以下

研究：（1）评估疑似目标分析流程识别 ToxCast毒性效应化合物的可行性；（2）揭示 2016
年北京 PM2.5样本中 ToxCast毒性效应化合物的赋存和变化规律，为后续的环境和健康风险

评估提供数据支持。研究结果：建立的疑似目标分析方法流程可快速有效地从 20142个质

谱信号中筛选、识别得到具有环境存在性的 132个 ToxCast毒性效应化合物，覆盖酰胺、

硝基、苯酚、醚、有机硫酸盐、有机磷酸酯等 11类分子结构。上述检出物具有较为宽泛的

物理—化学性质，正辛醇-水分配系数（Log Kow）、正辛醇-空气分配系数（Log Koa）、饱和

蒸气压和亨利定律常数范围分别为-1.75 – 11.81, 4.24 – 16.46, 1.63×10-12 – 1.11×103 Pa 和
3.59×10-8 – 9.20×103 Pa-m3/mol。定量结果显示，邻苯二甲酸酯、苯酚和羧酸酯类化合物浓

度水平较高，平均浓度分别为 7.82×103 pg/m3、4.42×103 pg/m3和 4.11×103 pg/m3。此外，化

合物浓度水平随采样时间呈现差异性的变化规律，与气象因素、排放源显著相关。

A01（临床毒理、应急与中毒救治）

A01-17-0001 吡非尼酮对百草枯诱导大鼠肺纤维化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闫永吉 范亚丽 李双 马婧 叶俏)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职业病与中毒医学科,间质性肺疾病临床诊疗与研究中

心，北京 100020;责任作者：叶俏, E-mail:yeqiao_chaoyang@sina.com)

目的:百草枯（paraquat, PQ）可诱导急性肺损伤并进展为肺纤维化；吡非尼酮（pirfenidone,
PFD）具有抗纤维化、抗炎和抗氧化作用。本研究通过构建 PQ致肺纤维化模型，探讨

PFD对 PQ所致肺纤维化的作用及机制。方法:选取雄性 Wistar大鼠设生理盐水组、PQ组

及 PQ+PFD组。PQ一次性腹腔注射剂量为 25mg/kg；PQ染毒后 2小时开始每天灌胃 PFD
（200mg/kg），分别于 PQ染毒后第 1、3、7、14、28天取材行肺脏组织病理学检查，测定

羟脯氨酸（HYP）、丙二醛（MDA），以及血清和肺组织的促炎和促纤维化细胞因子以及

PQ浓度。结果:PQ 25mg/kg一次性腹腔注射染毒后早期（1-7 天）出现肺脏炎症，后期

（14-28天）出现肺纤维化。灌胃给予 PFD 200mg/kg可以部分减轻 PQ染毒后第 3天至第

28天的肺损伤。PQ染毒后肺脏 HYP水平至第 28天达到高峰；灌胃给予 PFD 200mg/kg可
显著减轻 PQ染毒后第 7-28天肺脏 HYP水平。PQ染毒后肺脏MDA水平于第 3-7天显著升

高；灌胃给予 PFD 200mg/kg可显著抑制 PQ染毒后第 3和 7天肺脏 MDA水平。4、PQ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