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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摘 要

  空氣污染物 peroxyacetyl nitrate (PAN)引發免疫細胞細胞凋亡，包括人類前骨髓
白血球癌母細胞(human promyelocytic leukemia HL 60 cell)、人類慢性骨髓白血球癌
細胞(human chronic myelogenous leukemia K 562 cell)及老鼠單核白血球−巨嗜白血
球細胞(mouse monocyte-macrophage RAW 264.7 cell)，而其機制是經由 PAN 裂解產
生之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及活性氮(reactive nitrogen species)等活性物

質。其中活性氧部份涉及超氧自由基(superoxide)、過氧化氫(H2O2)、氫氧自由基(.OH)

的產生；而活性氮部份藉由類似過氧亞硝酸根（Peroxynitrite, ONOO-）路徑引發
細胞凋亡。實驗中 50 µM PAN 引發 52.5%細胞凋亡，當加入各種不同自由基的清
除劑，我們發現主要引發細胞凋亡是經由氫氧自由基及過氧化氫產生之路徑(34
%)，其次是超氧自由基的產生(12 %)，另外活性氮的產生將細胞內酪胺酸(tyrosine)
硝化成 3-硝基酪胺酸(3-nitrotyrosine)及 3,5-雙硝基酪胺酸(3,5-dinitrotyrosine)，進而
抑制酪胺酸磷酸化(tyrosine phosphorylation)，細胞中訊息傳遞因而被抑制，此亦可
能造成細胞凋亡(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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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roxyacetyl nitrate (PAN), an ubiquitous air pollutant, was able to induce apoptosis 
in human leukemia HL 60, human chronic myelogenous leukemia K 562 and mouse 
monocyte-macrophage RAW 264.7 cell lines. Characteristic morphology of apoptosis 
could be observed 4 h after treating HL 60 cells with 50 µM PAN. HL 60 cells exposed 
to increasing concentrations of PAN from 1 µM to 100 µM confirmed the concentration 
dependence of apoptosis as evidenced by: a). the DNA fragmentation in HL 60 cells; b). 
the chromatin condensation by acridine orange staining; and c). the appearance of DNA 
apoptotic peak by flow cytometry. 3-Nitrotyrosine and 3,5-dinitrotyrosine were detected 
during apoptotic process of HL 60 cell by HPLC and LC-MS-MS. PAN might induce 
human leukemia cell death through releasing peroxynitrite and other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such as superoxide and hydrogen peroxide. Moreover, exogenous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promoted PAN-induced apoptosis. In contrast,
combination of SOD and catalase suppressed this apoptosis. The generation of ROS 
during PAN-induced apoptosis of HL 60 cells could activate SAPK/JNK kinase activity. 
The formation of H2O2 produced from the dismutation of PAN-elicited superoxide anion 
(O2

.- ) contributed to apoptotic mechanism in HL 60 cells through ROS pathways. These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the air pollutant PAN-induced apoptosis might be through the 
release of R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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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前 言

  國人罹患癌症比率升高，其中原因除了飲食中致癌物質、病毒感染以及放射線
照射外，環境污染也是一大主因。根據行政院衛生署統計，臺灣地區自民國七十
一年癌症死亡率已位居國人死亡因素之首位，而其中肺癌死亡率在近十年來節節
高昇，雖然國內尚無法證實肺癌病因直接與空氣污染有關，但由國外研究結果發
現在空氣污染嚴重區域其罹患肺癌比率的確增加許多。我們的生活環境中，常接
觸的成員包括水、空氣、土壤及食物，由不同來源產生的污染物，也機動的分佈
於這些成員。其中以空氣污染更容易影響到人類的健康，因為空氣的流動性大，
無形之中成為國人致命殺手，防不勝防。

台灣交通紊亂，車輛數目眾多，汽機車廢氣之排放，造成空氣嚴重污染，不但
影響國人生活品質，對國民健康更是極大傷害，為此，我們希望能從基礎之研究，
延伸到都市交通要塞地區之空氣污染物（NOx）之致病作用原理之探究，以期發
展有效防治這些空氣污染物引起之呼吸道疾患，以及可能造成肺癌之成因。這些
相關之研究，在國外已有部份發展，但在國內尚未有具體的系統研究。我們期望
藉此研究，闡明 NOx 之作用機轉，並獲得本土空氣汙染物 NOx 分佈之資料及污
染致毒作用, 撰文發表於國際性刊物, 以提升我國之學術地位。

乾淨的空氣 78.09%為N2, 20.94％為O2 其餘的0.97％則為來源複雜的污染
物，它包括CO、 CO2、O3、 Helium、 Argon、 Xenon、 Krypton、 NH3、 nitrous 
oxide、nitric oxide、NOx、SO2、SO3、H2S 及 aldehyde、ketone等，其中以SO2最
多而氮氧化物 (NOx）次之。全球每年 NOx 的排放量約109 t，其中95％來自自然
發生源，5％來自人工發生源，人工發生源主要來自汽機車廢氣(4000ppm), 火力發
電廠(1200ppm)及相關工廠如硝化工廠, 玻璃業等。如何有效利用現有科技克服空
氣污染所造成人類的傷害已是刻不容緩。

NOx是氮氧化物之統稱，一共有七種形態，它們是N2O, NO, NO2, NO3, N2O3, 
N2O4及N2O5，其中N2O5為固體，大氣中nitric oxide（NO）及nitrogen dioxide (NO2）
較穩定外，其餘含量少且較不穩定，在一般分析之報告裡都把NO及NO2（及其他
型態）放在一起統稱為 NOx, 被分類為污染物（pollutants）。而NOx又是光化學
反應重要起始反應物，其中空氣中碳氫化合物，如各種醛基(acetylaldehyde, 
propionaldehyde, and butyraldehyde etc.)與氫氧自由基(．OH）作用後再與NO2形成
PANs (peroxyacyl nitrates), PANs是由NO2經光化學反應形成的二次污染物，對人體
及植物均有毒性。為研究PANs之基因毒性，以化學方法合成、分離及純化大量之
標準物以用於進一步之研究，而此部分本實驗室目前已有初步研究結果。
    在空氣污染物當中，氮氧化物（NOx）之健康效應漸被重視。一氧化氮（NO）
為一種具有自由基特性之毒性氣體，由最近的研究指出NO可當作訊息傳遞的分子
而調控許多生理功能。NO之半衰期短，會降解成亞硝酸根及硝酸根，測量血中及
尿中的硝酸根及亞硝酸根含量可當作一種曝露的生物指標。最近發現NO可與超氧
自由基（O2

-）迅速反應形成過氧亞硝酸根（peroxynitrite, ONOO-），當NO及O2
- 在

體內同時被刺激產生時，會產生大量且高毒性的ONOO-，且進一步降解成氫氧自
由基（.OH）及二氧化氮（.NO2），此兩種降解產物均為強氧化劑及具明顯細胞毒
性。其對含有硫氫基之物質有強力的氧化作用，如可將還原態之 glutathione變為
氧化態。也可將酪胺酸（tyrosine）硝化成3-硝基酪胺酸           （3-nitrotyrosine）
與3, 5-二硝基酪胺酸(3, 5-dinitrotyrosine)(本實驗室最近之研究結果，將發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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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血液中3-nitrotyrosine、GSH的含量及尿中硝酸根的含量來作為體內曝露於NO
／NOx 的生物指標為本計畫主要研究項目之一。而外來的空氣污染物甚至香煙對
這些生物指標的影響程度如何亦將被探討。
    以上含氮氧化合物又總稱為活性氮物種（Reaction Nitrogen Species：RNS），
包含氮氧化物 (NOx), PANs, peroxynitrite等，其對國人健康之影響並不清楚，本研
究計畫既是利用環境毒理學方法闡明空氣污染物NOx，光化學反應二次污染物
PANs以及強氧化劑過氧亞硝酸根（peroxynitrite, ONOO-）對國人身體各細胞的毒
性傷害及造成細胞死亡的機制，此外希望建立本土性偵測空氣污染之生物指標，
以助於未來制定環境污染標準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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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方法

1. 細胞存活率測定
   以 trypan blue dye 染細胞，計算未被染料浸潤的細胞，即為活的細胞。另以

acridine
 orange 及 propidium iodide 偵測已呈濃密的染色質，若出現明亮的點，即

  為凋亡的細胞。

2. DNA 萃取及電泳分析
  細胞處理 PAN 等氧化物後，將 DNA 抽取出來，以 2% agarose 進行電泳，再
以 UV 燈觀察並記錄。

3. 螢光測定
  含 DCFH-DA 或 DHR-123 之細胞質上清液，以螢光光度計分析之。Rodamine, 
excitation 500nm, emmission 536nm (1) ; DCF, excitation 488nm, emission 515nm 
(2)。得到的資料以 sigma plot software 分析之。

4. HPLC 分析 3-nitrotyrosine 及 3,5-dinitrotyrosine
  細胞處理 PAN 之後，萃取蛋白質，以抗硝基酪胺酸抗體進行免疫沈澱，再以
6N HCl進行水解(110℃下)ㄝ, 再以HPLC分析。HPLC, 使用碳18分析管柱(25cm
× 4.6nm)。沖堤溶液為 500mM  KH2PO4-H3PO4 (pH3.1), 10% methanol;流速
1ml/min; 在 UV 270nm 或 400nm 下偵測之。

5. 西方墨點法及免疫沈澱

6. 液相層析-質譜-質譜分析
  先前用於 HPLC 分析之檢體，以正離子模式之 Finnigan TSQ7000 tandem 
quadrupole mass spectrrometer 分析。

7. 流式細胞分析儀
  收集細胞後，以乙醇固定之，再以 propidium iodide (50 µg/ml)染色，最後以
FACScan 分析。

8. SAPK/JNK 激脢分析
  細胞萃取液以抗 SAPK/JNK 之抗體進行免疫沈澱，再加入[r-32P]ATP 及受質
Gst-c-Jun，反應完全後，電泳分離，再以底片感光，最後以密度儀定量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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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結果

1. PAN 引發 HL60，RAW264.7 及 K562 等細胞株進行凋亡
  以各種濃度的 PAN 處理 HL60 細胞，發現隨時間的增加，細胞有漸趨凋亡的現
象，有效濃度為 50µM 以上(Fig. 1)。若以 PAN 處理 RAW264.7 及 K562 細胞株，
發現 DNA 有斷裂成梯狀的現象，顯示細胞是進行凋亡(apoptosis)的過程(Fig. 2A)
而死亡，此現象隨處理 PAN 時間的增加及 PAN 濃度的增加，而加強細胞的凋亡
(Fig. 2A&2B)。

2. PAN 引起 HL60 細胞之染色質濃縮及凋亡尖峰的出現
PAN 引起細胞凋亡的現象，亦可從細胞的外型及染色質的變化得到印證。在

Fig.3Ⅰ中，HL60 細胞在處理 50µM PAN，3 小時後，發現有凋亡小體的出現，及
染色質濃染的現象，以流式細胞儀偵測細胞，亦有凋亡尖峰的出現(Fig. 3Ⅱ)。這
些結果均顯示 PAN 確實能引發多種細胞的凋亡。

3. 自由基捕捉劑在 PAN，SIN-1 及 peroxynitr ite 引發 DHR-123 及
DCFH-DA 氧化的效應
由文獻中可知 PAN 引發細胞凋亡，可能是藉由釋放自由基造成的。DHR-123

及 DCFH-DA 在自由基的攻擊下，會有氧化的現象。若在 HL60 細胞加入 DHR-123
及 DCFH-DA，再處以 PAN, 則 DHR-123 及 DCFH-DA 會被氧化，若此時加入不
同自由基之捕捉劑，而能防止 DHR-123 及 DCFH-DA 氧化，則可證明 PAN 釋放何
種之自由基。結果如表 1 (Table 1)，氫氧自由基捕捉劑 DMSO (1%)及 mannitol (100 
µM)可分別降低 PAN 氧化 DHR-123 達 21.5 %及 19 % ; 由 peroxynitrite 及 SIN-1
引起 DHR-123 的氧化，只有些許受到 DMSO 及 mannitol 的保護。Catalase 可抑制
PAN 氧化 DHR-123 達 32.1 %. Superoxide dismntase (SOD)可抑制 PAN 氧化
DHR-123 達 42.5 %。PAN，SIN-1 及 peroxynitrite 氧化 DHR-123 的現象，可有效
地受到 Urate 及 L-ascorbic acid 的保護，程度達 90 %以上。若以 DCFH-DA 取代
DHR-123，結果是一樣的。這些結果顯示 PAN 可能經由生成 H2O2 或 peroxynitrite
的方式，致使 HL60 細胞進行凋亡。

4. PAN 抑制酪胺基酸激脢的活性及增加硝基化之酪胺基酸
 PAN 隨濃度的增加可降低 HL60，RAW264.7 及 K562 等細胞內酪胺酸激脢的磷

酸化 (Fig. 4A)。磷酸化的降低是否與其硝基化的生成有關呢？以抗硝基酪胺基酸
之抗體進行免疫沉澱，發現 PAN 能增加細胞內硝基化之酪胺酸。以 HPLC 及
LC-MS-MS 分析，發現 50 µM PAN, 增加硝基酪基酸(3-nitrotyrosine)的量達 7.80
+0.98 ×10-10 µM (每 1mg protein，1h) ; 100 µM PAN 使雙硝基酪胺酸
(3,5-dinitrotyrosine) 的量增加為 16.73 +2.01×10-10 µM(每 1mg protein，6h) (Table
2)。PAN 硝基化酪胺酸的現象與 peroxynitrite 是一樣的，所以 PAN 引起細胞凋亡
的過程可能與 peroxynitrite 的生成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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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自由基捕捉劑對 PAN 引起細胞凋亡的保護作用
如圖 5A 所示，catalase 或 SOD/catalase 可有效降低 PAN 引起之細胞凋亡，單一

SOD 及 mannitol 則無保護作用。以凝膠電泳實驗亦得到相同的結果(Fig. 5B)。

6. PAN 經由 H2O2 活化 SAPK/JNK 而引發細胞凋亡
已知 H2O2 可活化 SAPK/JNK 的活性，而 PAN 亦可活化 SAPK/JNK(Fig.6)，若

合併處理 catalase，或mannitol，或 SOD，則發現 catalase可降低 PAN活化 SAPK/JNK
的程度。但 SOD 卻有些許增加的效果。Mannitol 則輕微地降低 SAPK/JNK 的活性。
西方墨點法分析 PAN 處理之 HL60 細胞，發現 SAPK/JNK 的蛋白質有降低的現象，
但活性卻上升(lanes,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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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論與討論

  許多研究指出 NO 可引發細胞的凋亡(4)，NO 本身其實是較弱的氧化劑，但若與
超氧自由基 O2

-反應形成 peroxynitrite，則變成一個很強的氧化劑，一般認為 NO 的
毒性，是經由形成 peroxynitrite 所造成的，因 peroxynitrite 易與蛋白、脂質或 DNA
結合。本研究顯示 PAN 造成細胞凋亡，可能是經由生成 H2O2 及 peroxynitrite。因
vitamin C 可防止 PAN 引起的凋亡 ; 而 PAN 造成酪胺基酸的硝基化及苯丙胺酸的
氫氧基化，相似於 peroxynitrite。酪胺基酸的硝基化，影響它本身進行磷酸化，因
此細胞訊息傳遞受到阻撓(5)。而酪胺基酸的硝基化，也可能是 PAN 致病的重要原
因，但確實的機制，則尚得作進一步研究。
    大氣中碳氫化合物與氮氧化物經輻射線照射後，形成 PAN，在長途轉移的光
化學污染空氣中，存有高量的 PAN。因此可作為光化學污染空氣中之污染程度的
指標。PAN 對各種生物造成的毒性，已有許多報導(6, 7, 8)。空氣中 NO2 與
peroxyacetyl radical，在光氧化下形成 PAN。
CO2, CO, NO, CH3NO3, H2O, and NO2

PAN 可穩定存在波長大於 300nm 的光照中，但在 300nm 以下則易完全光解成 CO2, 
CO, NO, CH3NO3, H2O, 及 NO2 (9, 10)。而 PAN 小溶液中，則易進行裂解，形成
superoxide anion (反應 1-1, 1-2)，
CH3C(O)O2NO2→CH3CO++OONO2

------------------------------------------------------(1-1)
OONO2

-→O2
·-+NO2·---------------------------------------------------------------------(1-2)

再經反應 2-1 形成 peroxynitrite，最後進行 2-2，2-3 反應。:
CH3C(O)O2NO2→CH3C(O)O++OONO---------------------------------------------------(2-1)
OONO-+H+→OONOH------------------------------------------------------------------ ---(2-2)
OONOH→OH·+NO2· -----------------------------------------------------------------(2-3)
在裂解反應過程中生成的 O2

·-易經 SOD 形成 H2O2。整個過程有 H2O2 及
peroxynitrite 的生成，與我們提出的 PAN 經由生成 H2O2 及 peroxynitrite 造成細胞
凋亡，是符合的。PAN 也被認為是致突變或致癌物，因它形成的中間過氧化物，
會攻擊核酸。一般認為活性氧化物(ROS)具有雙重特性，在中、低濃度下促進細胞
生長，但高濃度下則造成細胞凋亡(11, 12)。本研究中，顯示高濃度 PAN 引起細胞
凋亡，但低濃度下的 PAN，是否具有致癌化的作用呢？則有待進一步的動物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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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空污防治之具體貢獻及可行性分析
1.從本計畫的細胞實驗模式中 , 了解空氣污染物 PANs 可生成活性氧 , 活   

SAPK/JNK 等激脢的活性, 最後引發細胞凋亡。利用此一模式亦可探討其他相關
空氣污染物之毒理作用。

2.本計畫中 , 建立多項方法來偵測曝露 NOx 後所產生之生物指標 , 如
3-nitrotyrosine, 3,5-dinitrotyrosine, 將可利用來監測人體曝露於NOx的量, 評估空
氣遭受 NOx 汙染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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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 錄

八十八年度空污費科技研發計畫(期中報告)審查意見表

評  審  意  見

請 依 據 上 述 評 審 項 目 進 行 審 查 ， 並 提 出 審 查 意 見

1. 期中報告相關研究文獻蒐集完整，對初期研究成果之描述詳實，文字亦
屬流暢，顯示報告書之撰寫具嚴謹性。

2. 原計畫申請書之預定進度甘梯圖中規劃將於期中報告前完成部份之問
卷調查，此一部份之工作是否已經進行？報告中似未明確交代。其餘之工
作項目進度掌握良好。

進度設計及控制不明確，工作項目亦請澄清。（計劃書與期中報告
不一致）。

※ 期中審查意見回復

2. 原計劃列有”收集空氣樣本”之預定進度, 但先前已知會貴單位, 並經貴單位同
意修正預定進度之甘梯圖, 去除”收集空氣樣本”之進度。其他配合收集空氣樣
本之進度, 如”收集人類樣品”, ”問卷調查”, 因此項的去除, 亦不再執行。然此
些進度仍會在下一年度之計劃中執行(我們將在下一年度提出整合型之計劃)。

3. 本計劃重點在於調查各種氮氧化合物(NOx)對生物體之毒理作用, 在此階段我
們先以 S-nitrosoglutathione(GSNO)及 3-morpholinosydnonimine hydrochloride 
(SIN-1), 二種會釋放出 NOx 之化合物, 來處理細胞株,以期此實驗做為一個模
式, 來進一步評估其他各種 NOx, 如 PANs 等化合物之毒理機制。

   其他正在進行中之預定進度詳列如下:
(1). 化學物質分析與鑑定: 已初步合成 PANs, 並鑑定之。初步建立分析樣品中

3-nitrotyrosine 含量之 HPLC 方法。初步建立分析樣品中 GSH 含量之毛細管電
泳方法。初步建立分析樣品中 nitrite, nitrate 及 modified DNA 之方法。此部份
最後結果將列於期末報告。

(2). 標準樣品準備與合成: 已初步合成 PANs及 3-nitrotyrosine等標準樣品, 此部份
最後結果將列於期末報告。

(3). 細胞實驗,毒理分析,生化分析,分子機制: 此 4 部份為相關之實驗。GSNO 及
SIN-1 之實驗部份已列於期中報告。其他 NOx 之研究,如 PAN, 則正在進行中, 
尚無定論,但其成果亦將列於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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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八年度空污費計畫期末報告初稿綜合審查意見

計畫主持人：林仁混
服務機關：國立台灣大學生物化學研究所
計畫名稱：市區空氣中含氮氧化物之評估及其毒理作用與生物體效應
之研究

以下為綜合評審意見：

一、實驗設計有關市區氮氧化物濃度水準考量未見與台灣實際問題之
關聯性，計畫主旨未能呈現。

二、報告請採雙面印刷，以符合環保原則。

三、"結果與討論"部份對於量化方面之討論較少，建議可再加強，以提
昇本報告之應用價值。

※ 期末審查意見回復
一. 
(1). 本計劃研究重點在於探討氮氧化物-Peroxyacetyl nitrite (PAN), Nitric oxide (NO) 

及 Peroxynitrite 造成生物毒性之作用機制。此外,亦建立評估其毒性之生物指
標, 如 3-Nitrotyrosine. 已可初步作為評估台灣空氣受氮氧化物污染程度之指標, 
對於台灣空氣樣品中存在氮氧化物的含量, 則有賴其他單位進行分析。(事實上, 
永續會今年度所補助的計劃當中, 許多其他計劃都在分析或監測市區氮氧化物
濃度為其目標)。

(2). 本計劃之主旨在於提升國內環境毒理學研究之水準, 以氮氧化物為主題, 並以
生化及分子生物學之研究方法, 力求創新, 發表論文於國際期刊, 以期在國際
學術研究上有所表現, 並同時以研究所得新知應用於國內氮氧化物之環境污染
物對生物体之可能毒害, 作深入貼切的評估。

(3). 永續會之空污計劃中有多項在實地監測及分析空氣污染物之含量,已在各實驗
室分別執行, 一定可以提供很多有價值的數據;另外有一項在探討空氣污染物
對人体健康之影響, 也至為重要。本計劃 ”市區空氣中氮氧化物之評估及其毒
理作用與生物體效應之研究” 則屬於此項計劃, 其主旨在探討環境毒物對生物
体(包括細胞, 動物及人體)健康之影響。請審查委員卓察!

二. 報告將採雙面印刷。
三. 在”結果與討論”部份, 我們以 Table 2 之量化表, 加以說明(如表) 。如 HL60 

cells 暴露於 50 µM 之 PAN 後, 1 小時即可測得 780±98 pmole/mg proteins 之
3-Nitrotyrosine 及 744±14.9 pmole/mg proteins 之 3,5-Dinitrotyrosine. 若由生物
体內測得 3-Nitrotyrosine 及 3,5-Dinitrotyrosine 的含量, 正可反應受氮氧化物污
染之程度。



14

八、附 件

  本研究室在國科會之支持下，幾年來繼續從事空氣含氮污染物如 NO，N2O3，
peroxynitrite 及 peroxyacetyl nitrate (PAN)等之毒理與致癌作用之探討。就在去年已
有令人鼓舞的進展，並將部份結果已發表於國際雜誌，如：
1. Ying-Jan Wang, Yuan-Soon Ho, Min-Hsiung Pan and Jen-Kun Lin (1998) 

Mechanisms of cell death induced by nitric oxide and peroxynitrite in Calu-1 cells. 
Environmental Toxicology and Pharmacology, 6: 35-44. (附件 一)

2. Guang-Yaw Liu, Kang-Jehng Chen, Shoei-Yn Lin-Shiau and Jen-Kun Lin (1999) 
Peroxyacetyl nitrate-induced apoptosis through generation of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in HL 60 cells. Molecular Carcinogenesis, 25: 196-206. (附件 二)

茲將此兩篇論文之抽印本（附件一及二）呈上，以供卓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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