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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酸钠抑制氟中毒可诱导小胶质细胞活化及炎症因子表达增多

王正东 1，黄  娜 2，陈婧娴 2，郑作兵 2，胡鑫宇 2，李  梅 2，苏  晓 2，苏学森 2，颜  南 3

文题释义：

小胶质细胞：为中枢神经系统的免疫细胞，当外源微生物等入侵脑组织，小胶质细胞会识别、吞噬病原微生物，呈递抗原和分泌各种生物

活性物质。小胶质细胞激活可发挥双重作用，在保护神经作用的同时也可能造成周围正常神经组织的进一步损伤。

氟中毒对中枢神经细胞的损伤：氟中毒可引起中枢神经系统中的小胶质细胞过度活化，分泌促进神经元损伤的炎症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

1β、白细胞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α等，从而导致神经炎症。炎症过程中过度分泌炎症因子从而导致神经元细胞的进一步损伤。

摘要

背景：在中枢神经系统疾病中，致病因素刺激小胶质细胞过度活化分泌炎性因子继而导致神经元进一步损伤，去乙酰化酶抑制剂丁酸钠能

否降低氟中毒引起小胶质细胞的过度活化以及引起的炎性作用，值得深入研究。

目的：丁酸钠对氟诱导的小胶质细胞过度活化以及炎性因子白细胞介素1β、白细胞介素 6、肿瘤坏死因子α表达的影响。

方法：用含体积分数为10%胎牛血清的DMEM/F12培养基常规培养BV-2小胶质细胞，取对数生长期细胞用CCK-8法观察不同浓度氟化钠、丁

酸钠及二者联合使用对BV-2细胞活力的影响。通过倒置显微镜、RT-qPCR和Western blot法观察氟化钠、丁酸钠及二者联合应用后的BV-2细
胞形态以及炎症因子白细胞介素1β、白细胞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α mRNA和蛋白表达。

结果与结论：①CCK-8结果：质量分数25×10-6
氟化钠能降低BV-2细胞活力，0.25 mmol/L丁酸钠能升高BV-2细胞活力；0.25 mmol/L丁酸钠能

逆转25×10-6
氟化钠对BV-2细胞活力的降低作用；②RT-qPCR和western blot结果：0.25 mmol/L丁酸钠能够拮抗25×10-6

氟化钠引起的白细胞介

素1β、白细胞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α过表达作用；③结果说明在一定的剂量范围内，丁酸钠可减轻氟致小胶质细胞介导的炎症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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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In the diseases process of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pathogenic factors stimulate microglia cells to over-activate and secrete inflammatory 
factors, which lead to further injury of neurons. Whether the deacetylase inhibitor sodium butyrate can reduce the over-activation and inflammatory effects of 
microglia cells caused by fluorosis is worthy of further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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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原著

文章快速阅读：

文章特点—

△氟化钠能引起小胶质细

胞的过度活化，引起炎

症因子的大量释放，从

而对神经元造成不同程

度的损害；

△丁酸钠能阻止小胶质细

胞的过度活化，从而降

低炎症因子的表达，保

护神经元免受炎症因子

的进一步损害。

BV-2 小胶质细胞

分组：
(1) 对照组；
(2)25×10-6

氟化钠组；
(3)0.25 mmol/L 丁酸钠组；
(4)25×10-6

氟化钠 +
0.25 mmol/L 丁酸钠组。

检测指标：
(1)CCK-8 实验筛选氟化钠和丁酸钠作

用 BV-2 细胞的最佳浓度；
(2) 倒置相差显微镜观察各组细胞形

态；
(3)RT-qPCR 和 Western blot 检测各组

细胞炎症因子mRNA和蛋白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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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氟 (Fluoride，F) 是反应活性极强的负电性元素，在自然

界分布广泛，是生物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世界上有许多

国家和地区，由于岩石、土壤及水中氟含量过高，导致慢性

地方性氟中毒的发生
[1]
。地方性氟中毒是由于部分地区环境

中氟元素过多，而致生活在该环境中的居民经饮水、食物和

空气等途径长期摄入过量氟引起的一种慢性全身性疾病，又

称地方性氟病。中国是世界上地方性氟中毒病情较为严重的

国家之一，病区范围广，受威胁人口达 1 亿多人，病区类型

复杂，地方性氟中毒成为严重危害农村居民身体健康的一种

地方病
[2]
。2017 年 3 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十三五”全

国地方病防治规划》中指出：尚有部分饮水型地方性氟中毒

地区未进行改水或改水工程水氟含量仍然超标。地氟病是持

续列入十二五、十三五和健康中国 2020 以及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的重点防治疾病。虽然近年来地氟病已经成为环境卫生

学研究的热点
[3-4]

，但国内、外做的研究工作仍然不多，氟

离子可以通过血脑屏障在脑组织中蓄积，引起神经细胞、神

经纤维、神经突触等超微结构发生改变，出现足突水肿、线

粒体变性等病理学改变
[5-6]

。一些氟中毒患者常伴有神经系

统症状，表现为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等中枢神经系统功

能障碍
[7]
。已有研究表明慢性氟中毒可以引起智力改变，高

氟摄入与儿童智商呈显著负相关，高氟暴露能降低儿童反应

速度及抽象思维能力，进一步影响儿童的学习能力
[8-10]

。

 氟中毒脑损伤与其他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有类似的病理

生理过程，引起表观遗传学改变，炎症是脑损伤的主要病理

原因之一。小胶质细胞是神经系统内唯一固有的免疫细胞，

它不仅是抵御外来物质入侵的第一道免疫防线，还扮演着损

伤与保护的两面性角色
[11-13]

。小胶质细胞是脑组织中休眠的

巨噬细胞，在正常情况下处于休眠状态，在过度刺激后小胶

质细胞被激活，过度活化的小胶质细胞会导致神经炎症损伤，

炎症递质的释放进一步损伤其他神经元
[14-16]

。

2013 年《Nature》上已经证实，大肠微生物发酵产物

丁酸诱导小鼠结肠调节 T 细胞分化，它在抑制炎症和过敏反

应中起着中心作用，充当了增强机体免疫的一个表观遗传学

调控开关的角色
[17]
。丁酸钠是由丁酸和氢氧化钠经过酸碱中

和反应形成的强碱弱酸盐，因其低毒高效于 2017 年开始成

为国际上应用于新生儿脑缺血缺氧治疗的热点药物
[18]
。丁酸

钠能够抑制肿瘤细胞增殖、促进肿瘤细胞衰老和凋亡等，这

可能与提高组蛋白乙酰化有关，同时已证明其在脑损伤模型

中具有神经保护作用
[11，19]

。PATNALA 等
[20]

观察到丁酸钠通

过调节小胶质细胞炎症反应来发挥神经保护作用，从而下调

促炎递质。最近的研究表明，几种炎症分子可以调节神经变

性的程度和中枢神经系统的再生，丁酸钠能够下调小胶质细

胞对炎性损伤的反应
[21]
，因此可能调节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

和再生过程
[22]
。小胶质细胞在炎症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释

放各种炎症递质等，促进了神经系统变性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综上提出假说：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丁酸钠通过减轻炎

症反应而发挥保护脑损伤的作用
[23-25]

。丁酸钠是否通过调节

小胶质细胞介导的炎症反应，逆转氟致中枢神经系统损伤，

该实验为揭示氟致中枢神经系统损伤机制以及采取合理有效

干预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
1.1    设计   对比观察细胞实验。

1.2   时间及地点   实验于 2019 年 2 至 12 月在沈阳医学院公

共卫生学院中心实验室完成。

1.3   材料   氟化钠 (Sigma，美国 )；丁酸钠 (Macklin，中国 )；
BV-2 小胶质细胞 ( 中国医科大学赠予 )。

实验试剂：CCK-8 试剂盒 ( 诺唯赞，中国 )；DMEM/F12

培养基 (Hyclone，美国 )；胎牛血清 (BI，美国 )；磷酸盐缓

冲液 (Hyclone，美国 )；青霉素、链霉素 ( 诺唯赞，中国 )；
RNA isolater Total RNA Extraction Reagent( 诺唯赞，中国 )；
cDNA 反转录试剂盒 ( 诺唯赞，中国 )；SYBR qPCR Master 

Mix( 诺唯赞，中国 )；Cell Freezing Medium-DMSO( 诺唯赞，

中国 )。

实验仪器：Series Ⅱ 3110 CO2 培养箱 (Thermo，美国 )；
MK3 全光谱酶标仪 (Thermo，美国 )；XSZ-D2 倒置显微镜 ( 重

庆光学仪器，中国 )；JD100 电子天平 ( 沈阳龙腾电子，中

国 )；PMC-880MINI 离心机 (TOMY SEIKO，日本 )；JW-1024

医用低速离心机 ( 安徽嘉文仪器，中国 )；3K30 高速低温离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sodium butyrate on fluorine-induced over-activation of microglia in the brain and the expression of inflammatory 
factors interleukin-1β, interleukin-6 and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METHODS:  Microglia cells (BV-2) were routinely cultured in F12/DMEM medium containing 10% fetal bovine serum. CCK-8 method was used to observe the 
effects of sodium fluoride, sodium butyrate and their combination on the viability of BV-2 cells in logarithmic growth phase. The morphology of BV-2 cells after 
treatment with sodium fluoride, sodium butyrate and their combination,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s of interleukin-1β, interleukin-6 and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were observed by inverted microscope, RT-qPCR and western blot assay.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CCK8 results showed that 25×10-6 sodium fluoride could reduce the viability of BV-2 cells, and 0.25 mmol/L sodium butyrate 
could increase the viability of BV-2 cells. Sodium butyrate 0.25 mmol/L could reverse the decreased viability of 25×10-6 sodium fluoride on BV-2 cells. (2) RT-
qPCR and western blot assay results showed that 0.25 mmol/L sodium butyrate could antagonize the over-expression of interleukin-1β, interleukin-6 and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induced by 25×10-6 sodium fluoride. (3) It indicates that sodium butyrate, in a certain dose, can reduce the inflammatory response mediated 
by fluorium-induced microglia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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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机 (Sigma，德国 )；IMS-40 全自动雪花制冰机 ( 常熟雪科

电器，中国 )；Nano Drop2000 核酸分析仪 ( 基因公司，中国 )；
N8050200PCR 仪 ( 基因公司，中国 )；7500RT-PCR 仪 ( 赛默飞，

中国 )；DK-8AXX 电热恒温水槽 ( 上海一恒科技，中国 )。
1.4   实验方法   

1.4.1   CCK-8 检测氟化钠、丁酸钠以及二者联合作用 BV-2 小

胶质细胞活力   用含体积分数为 10% 胎牛血清的 DMEM/F12

培养基培养BV-2细胞至对数生长期，消化制成浓度为1×108 L-1

细胞悬液，按 100 μL/ 孔接种于 96 孔培养板，培养 24 h 细

胞贴壁后进行分组，单独给药分组：质量分数 0，25，50，
100，200×10-6

氟化钠组，0，0.25，0.5，1，2.5 mmol/L 丁酸

钠组，每组 3 个复孔，每孔加入培养液 100 μL。氟化钠和丁

酸钠混合给药分组：对照组、25×10-6
氟化钠组、0.25 mmol/L 

丁酸钠组、25×10-6
氟化钠 +0.25 mmol/L 丁酸钠组、25×10-6

氟化钠 +0.5 mmol/L 丁酸钠组、25×10-6
氟化钠 +1 mmol/L 丁

酸钠组，每组 3 个复孔，每孔加入培养液 100 μL。各组作用

24 h 后，加入 CCK-8 试剂 10 μL，2 h 后用酶标仪测定各孔在

450 nm 波长处的吸光度值，取平均值。细胞活力 (%)=( 加药

细胞吸光度 - 空白孔吸光度 )/( 对照细胞吸光度 - 空白孔吸

光度 )×100%。 

1.4.2   各组 BV-2 细胞形态   BV-2 细胞培养于含体积分数为

10% 胎牛血清的 DMEM/F12 培养液中，于 37 ℃、体积分数

为 5%CO2 培养箱中培养。取对数生长期细胞，胰蛋白酶消

化，用含胎牛血清的培养液终止消化，待培养 24 h 后，加

入 25×10-6
氟化钠、0.25 mmol/L 丁酸钠、25×10-6

氟化钠 + 

0.25 mmol/L 丁酸钠，对照组只加培养液，作用 24 h 后在倒

置相差显微镜下观察。

1.4.3   RT-qPCR 检测炎症因子 mRNA 表达   查阅相关文献
[26]
，

设计引物序列与合成，以 GAPDH 作为内参基因，引物序列

见表 1。

对照组、25×10-6
氟化钠组、0.25 mmol/L 丁酸钠组、

25×10-6
氟化钠 +0.25 mmol/L丁酸钠组BV-2细胞药物处理 24 h 

后，去除培养基，冰上收集细胞，用 Trizol 法提取 RNA；测

定 RNA 浓度，A260 nm/A280 nm 比值接近 2.0，冰上合成 cDNA，

配制 RT 反应液，见表 2。

配置 PCR反应液：应用Applied Biosystems 7500 Fast Real- 

Time PCR System 的操作方法，于冰上配置 PCR 反应液。先

加入 RNA 模板 1 μg，再加入 RNase free ddH2O 16 μL，然后用

4×gDNA wiper Mix 短暂处理，彻底去除残留的基因组 DNA 污

染，随后把以上试剂用移液器吹打混匀，在 42 ℃下反转录 

 2 min；第一步反应液 16 μL 加入 5×Super Mix Ⅱ 4 μL 后，用

移液器吹打混匀，在 50 ℃下反转录 15 min，85 ℃ 5 s，4 ℃

短暂放置，3-6 个月内保存于 -20 ℃。

用八连管配置 PCR 反应体系，选择三步法 PCR 扩增程

序，预变性 (1 个循环 )：95 ℃ 30 s；循环反应 (40 个循环 )： 

95 ℃ 10 s，60 ℃ 30 s；熔解曲线 (1 个循环 )：95 ℃ 15 s， 

60 ℃ 60 s，95 ℃ 15 s。每份样品 3 个复孔，取平均 Ct 值进

行计算。实时定量 PCR 反应结束后，根据 PCR 获得的熔解曲

线和扩增曲线对结果的有效性进行分析，根据各组目的基因

和内参基因的 Ct 值，采用 ΔΔCt 法计算各组与对照组目的基

因的相对表达差异，ΔΔCt=(Ct 目的基因 -Ct 内参基因 ) 处理

组 -(Ct目的基因 -Ct内参基因 )对照组，基因表达结果以 2-ΔΔCt

表示。

1.4.4   Western blot 检测 BV-2 细胞炎症因子蛋白表达   ①蛋

白提取：收集对照组、25×10-6
氟化钠组、0.25 mmol/L 丁酸

钠组、25×10-6
氟化钠 +0.25 mmol/L 丁酸钠组 BV-2 细胞，按

比例加入裂解液，研磨细胞，12 000 r/min 4 ℃离心 8 min，

离心后取上清至新的离心管。BCA 法测量蛋白质浓度，取 96

孔板，根据样品数量，配制适量 BCA 工作液，每孔 200 μL， 

试剂 A ∶试剂 B=50 ∶ 1 现用现配，将离心管中样品分别取

10 μL 加入 3 个复孔，在板盖标注好样品顺序，放入 37 ℃ 

恒温箱 30 min，根据数据绘制 BSA 标准品曲线，计算各

蛋白样品质量浓度。设定目标蛋白质量浓度和所需体积，

一般为 3-5 g/L，放入恒温加热器 100 ℃ 8 min，使蛋白质

变性，取出后再次轻微离心，冷却后放入 -20 ℃冰箱待

用。②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 (SDS-PAGE)：预制作胶，加 

10×Running Buffer 溶液，充分混匀样品，20 μL 上样，100 V 

电压下 SDS-PAGE 凝胶电泳分离，时间 1.5 h。③转膜：

PVDF 膜浸入甲醇中激活 30 s，润洗后浸入 trans buffer 中摇 

5 min。从正极到负极按海绵 -4 层滤纸 -PVDF 膜 - 胶 -4 层

滤纸 - 海绵顺序制作三明治，放入转印槽后，在 trans buffer

中放入冰袋，在 100 V，1 h条件下进行转膜。④封闭：取出膜，

用 5% 脱脂奶粉封闭液放摇床上封闭 1-3 h。将封闭好的膜放

入 PBST 中洗 3 次，每次 5 min。⑤杂交：加入一抗 ( 肿瘤坏

死因子 α、白细胞介素 6、白细胞介素 1β、β-Actin) 室温孵育 

1 h 后，4 ℃孵育过夜。次日取出后，用 PBST 洗膜 3 次，每

次 10 min；加入二抗 (1 ∶ 5 000)，在室温下置于摇床上孵育

表 1 ｜引物序列
Table 1 ｜ Primer sequence

名称 方向 引物序列 (5'-3')

白细胞介素 1β Forword Primer ACG GAC CCC AAA AGA TGA AG
Reverse Primer TTC TCC ACA GCC ACA ATG AG

白细胞介素 6 Forword Primer CAA AGC CAG AGT CCT TCA GAG
Reverse Primer GTC CTT AGC CAC TCC TTC TG

肿瘤坏死因子 α Forword Primer CTT CTG TCT ACT GAA CTT CGG G

Reverse Primer CAG GCT TGT CAC TCG AAT TTT G
GAPDH Forword Primer CTT TGT CAA GCT CAT TTC CTG G

Reverse Primer TCT TGC TCA GTG TCC TTG C

表 2 ｜ RT 反应液配制过程
Table 2 ｜ Preparation of RT reaction solution

试剂 使用量

2×Chamq Universal SYBR qPCR Master Mix 7.5 μL
Primer1(10 μL) 0.3 μL
Primer2(10 μL) 0.3 μL
Template DNA/cDNA 1.5 μL

ddH2O 5.4 μL

合计 15 μ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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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二抗杂交后，PBST 洗 3 次，每次 10 min。⑥发光：将

PVDF 取出后，先将多余的 PBST 用滤纸吸干，然后铺到发光

板上，配制发光液，均匀加在 PVDF 膜表面，用 Tanon5200 

Multi 全自动化学发光 / 荧光图像分析系统对 PVDF 膜进行扫

描，Image J 分析各组条带的平均吸光度值。

1.5   主要观察指标   ① CCK-8 检测氟化钠、丁酸钠以及二者

联合作用 BV-2 小胶质细胞活力，从而确定最佳药物浓度；

②倒置相差显微镜观察氟化钠、丁酸钠以及二者联合作用后

各组 BV-2 细胞形态的变化；③ RT-qPCR 和 Western blot 检测

各组 BV-2 小胶质细胞炎症因子的表达。

1.6   统计学分析   各组计量数据均采用 SPSS 20.0 软件进行统

计学处理，数据结果用 x-±s 表示。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

组间比较，方差齐时多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Bonferroni 检验进

行显著性分析，方差不齐时采用 Dunnett’s T3 检验进行显著

性分析，P < 0.05 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用 GraphPad Prism 6.0

软件绘制统计图。

2   结果   Results 
2.1   CCK-8 检测各组 BV-2 小胶质细胞活力   随着氟化钠浓度

的增加， BV-2 细胞活力逐渐降低，均低于对照组，当氟化

钠浓度为 25×10-6
时，BV-2 细胞活力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

意义 (P < 0.001)，可作为 BV-2 细胞染毒的最佳浓度，见图

1A。0.25 mmol/L 丁酸钠能升高 BV-2 细胞活力，随着丁酸钠

浓度的增加，BV-2 细胞活力也明显降低，当作用浓度达到 

1 mmol/L 时，细胞活力降低至 75% 左右，见图 1B。0.25，0.5，
1 mmol/L 丁酸钠和 25×10-6

氟化钠联合作用能降低 BV-2 细胞

活力，0.25 mmol/L 丁酸钠能够逆转 25×10-6
氟化钠下降的细

胞活力，使细胞活力恢复到与对照组大致水平，见图 1C。

2.2   不同浓度氟化钠或丁酸钠作用后 BV-2 细胞形态   镜下可

见常规培养对照组细胞胞体较小，呈类圆形，少部分为不规

则形，见图 2A；经氟化钠染毒后，细胞数量明显减少，见

图 2B；0.25 mmol/L 丁酸钠组细胞数量较对照组明显增多，

悬浮细胞也增多，见图 2C；25×10-6
氟化钠 +0.25 mmol/L 丁

酸钠组细胞数量较对照组相差不大，较氟暴露组细胞数明显

增多，且悬浮细胞增多，见图 2D。

2.3   RT-qPCR 检测各组炎症因子 mRNA 表达    25×10-6
氟化钠

组白细胞介素 1β、肿瘤坏死因子 α 和白细胞介素 6 的 mRNA

表达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0.25 mmol/L 丁酸钠组也轻微提

高白细胞介素 1β、肿瘤坏死因子 α 和白细胞介素 6 的 mRNA

表达水平，而 25×10-6
氟化钠 +0.25 mmol/L 丁酸钠组白细胞

介素 1β、肿瘤坏死因子 α 和白细胞介素 6 的 mRNA 表达水

平下降，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001)，见图 3。

2.4   Western blot 检测各组炎症因子蛋白表达   25×10-6
氟化

钠组白细胞介素 1β、肿瘤坏死因子 α 和白细胞介素 6 的蛋

白表达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同时 0.25 mmol/L 丁酸钠组也

轻微提高白细胞介素 1β、肿瘤坏死因子 α 和白细胞介素 6

的蛋白表达水平，而 25×10-6
氟化钠 +0.25 mmol/L 丁酸钠组

白细胞介素 1β、肿瘤坏死因子 α 和白细胞介素 6 的蛋白表

达水平降低，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001)，见图 4。

3   讨论   Discussion
小胶质细胞存在于中枢神经系统中，在炎症发展中扮演

着重要角色，如释放各种炎症递质等，导致神经元进一步损

伤
[27]
。丁酸钠能够抑制肿瘤细胞增殖、促进肿瘤细胞衰老和

凋亡等，这可能与提高组蛋白乙酰化有关，已证明在脑损伤

模型中具有神经保护作用，有减轻炎症的作用。 

CCK-8 实验可知，与对照组相比，25×10-6
氟化钠可明显

降低小胶质细胞的活力，氟化钠作为毒物，对中枢神经系统

中 BV-2 细胞造成明显损伤。与对照组相比，0.25 mmol/L 丁

酸钠能明显升高 BV-2 细胞活力，而且 0.25 mmol/L 丁酸钠能

扭转 25×10-6
氟化钠降低的细胞活力。Western blot 与 RT-qPCR 

实验可知，与对照组相比，25×10-6
氟化钠组白细胞介素

1β、白细胞介素 6、肿瘤坏死因子 α 的蛋白与 mRNA 表达量

升高，0.25 mmol/L 丁酸钠组白细胞介素 1β、白细胞介素 6、

肿瘤坏死因子 α 蛋白与 mRNA 表达量略有升高。氟暴露引起

小胶质细胞过度活化，从而导致神经炎症，0.25 mmol/L 丁

酸钠可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抑制小胶质细胞在氟暴露刺激下炎

症因子的释放，提示丁酸钠对炎症损伤有保护作用。小胶质

细胞在中枢炎症中扮演着不可缺少的作用，大量研究证明炎

症过程中小胶质细胞过度活化，分泌促进神经元损伤的炎症

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 1β、白细胞介素 6、肿瘤坏死因子 α 等。

该实验说明氟化钠可致小胶质细胞分泌炎症因子增多，丁酸

钠下调氟诱导小胶质细胞活化所产生的炎性因子，对氟作用

于小胶质细胞产生的毒性有缓解作用，其具体作用机制尚不

清楚，需待进一步的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氟通过激活大鼠脑内的小胶质细胞来诱

导神经元凋亡和炎症因子的表达
[28]
。丁酸钠具有抗躁狂作用，

可保护大脑免受氧化应激的影响
[29]
。丁酸钠可减弱神经功能

缺损、脑水肿、神经元改变和脑血脑屏障损伤
[30]
，并可增加

脑内 occludin 和 ZO-1 的表达，以保护脑损伤。丁酸钠的保

护作用可能与血脑屏障损伤后功能恢复有关
[31]
。炎症与中枢

神经系统变性疾病的发病和进展密切相关
[32]
。丁酸钠影响脑

代谢和海马神经发生，对猪肠道解剖和功能影响有限
[33]
。丁

酸钠通过下调小胶质细胞介导的炎症反应，拮抗氟致中枢神

经系统损伤，提供潜在的治疗和预防策略。

有研究证明氟能够激活 BV-2 小胶质细胞 NF-κB 信号通

路，强力霉素通过抑制 p38 MAPK 和 NF-κB 信号通路来抑制

小胶质细胞的活化
[34-36]

。氟通过抑制 Wnt 信号通路活性改变

炎症状态和氧化应激
[37]
。有文献表明，丁酸钠可降低阿尔茨

海默病转基因小鼠早期疾病阶段的脑淀粉样蛋白水平并改善

认知记忆功能
[38]
。铝和氟化物是非常有害的环境污染物，

它们干扰了大脑神经元的正常功能，它们的结合加重了危 

害
[39]
。慢性不可预见性轻度应激和慢性束缚应激诱导的小鼠

抑郁样行为激活了 NLRP1 炎症小体及相关炎症因子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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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 NLRP1 炎症小体能显著改善小鼠的抑郁样行为
[40]
。氟暴

露引起小胶质细胞过度活化，从而导致神经炎症损伤，可能

造成一系列大鼠行为学改变，丁酸钠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

这些行为学异常
[41]
，具体作用效果及作用机制还需要进一步

验证。

由于时间及条件限制，该实验未能阐述丁酸钠对氟化

物作用 BV-2 小胶质细胞分泌炎症因子的机制，Western blot

及 RT-qPCR 结果说明丁酸钠对氟中毒诱导小胶质细胞分泌

白细胞介素 1β、白细胞介素 6、肿瘤坏死因子 α 的影响说

服力有限，此研究可为后续工作提供前期基础。白细胞介

素 1β、白细胞介素 6、肿瘤坏死因子 α 只是众多炎症因子

中的一小部分，通过研究丁酸钠对氟中毒诱导小胶质细胞

表达白细胞介素 1β、白细胞介素 6、肿瘤坏死因子 α 的分

子机制，可对其他炎症因子的研究起到借鉴意义。在一定

剂量范围内，丁酸钠可降低氟中毒诱导小胶质细胞炎症因

子的表达，从而减轻氟诱导小胶质细胞过度活化所产生的

神经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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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剂量氟化钠、丁酸钠以及二者联合对 BV-2 细胞活力的影响

Figure 1 ｜ Effects of different doses of sodium fluoride, sodium butyrate 
and their combination on viability of BV-2 cells 

图注：图中 A 为对照组；B 为 25 ×10-6
氟化钠组，细胞数量明显减少；C

为 0.25 mmol/L 丁酸钠组，细胞数量较对照组明显增多，悬浮细胞也增

多；D 为 25×10-6
氟化钠 +0.25 mmol/L 丁酸钠组，较对照组相差不大，

较 25×10-6
氟化钠组细胞数明显增多，且悬浮细胞增多

图 2 ｜各组 BV-2 细胞形态 (×40)
Figure 2 ｜ Morphology of BV-2 cells in each group (×40)

图注：图中 A 为

不同剂量氟化钠

干预后 BV-2 细胞

活力；B 为不同剂

量丁酸钠干预后

BV-2 细胞活力；

C 为氟化钠和丁

酸钠联合干预后

BV-2 细胞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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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各组 BV-2 细胞白细胞介素 1β、白细胞介素 6、肿瘤坏死因子 α
的 mRNA 表达

Figure 3 ｜ Expression of interleukin-1β, interleukin-6 and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mRNA in BV-2 cells of every group

图注：
aP < 0.05；bP < 0.001；1：对照组；2：25×10-6

氟化钠组；3： 

0.25 mmol/L 丁酸钠组；4：25×10-6
氟化钠 +0.25 mmol/L 丁酸钠组

图 4 ｜ Western blot 检测 BV-2 细胞白细胞介素 1β、白细胞介素 6、肿瘤

坏死因子 α 的蛋白表达

Figure 4 ｜ Expression of interleukin-1β, interleukin-6 and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proteins of BV-2 cells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as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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