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ese Journal of Tissue Engineering Research｜Vol 27｜No.31｜November 2023｜5015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  
Chinese Journal of Tissue Engineering Research www.CJ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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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骨细胞分化过程中丙酮酸的作用

文题释义：

骨代谢：骨骼是人体内最大的器官系统之一，是内分泌器官。骨骼作为矿物盐的重要储存库，维持机体磷酸盐和钙离子的代谢平衡，骨细

胞在不停地进行细胞代谢，吸收骨基质的破骨细胞和合成骨基质的成骨细胞在骨代谢中起重要作用，其他细胞因子和激素等也参与到骨代

谢过程中。

骨稳态：骨稳态平衡主要由骨细胞、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共同调节，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的增殖、分化和凋亡最终决定骨形成和骨吸收，共

同构建骨稳态平衡。当破骨细胞过度活跃时，骨平衡被打破，骨破坏性疾病也随之发生，因此，维持骨稳态是预防骨疾病的有效措施之一。

摘要

背景：糖酵解在破骨细胞分化过程中起关键作用，成熟破骨细胞骨吸收主要依赖于糖酵解。丙酮酸作为糖酵解的终末产物，在三大营养物

质的代谢中起重要的枢纽作用。

目的：探讨丙酮酸对破骨细胞分化的影响。

方法：采用CCK-8法检测不同浓度(0.1，1，10，20，30，50 mmol/L)丙酮酸对RAW264.7细胞活性的影响，筛选出安全浓度丙酮酸。将

RAW264.7细胞分组干预：空白对照组加入完全培养基(含体积分数10%胎牛血清、1%双抗的α-MEM培养基)，对照组加入含核因子κB受体活

化因子配体的完全培养基，实验组加入核因子κB受体活化因子配体与不同浓度丙酮酸的完全培养基，分别进行抗酒石酸酸性磷酸酶染色、

细胞骨架纤维性肌动蛋白染色、RT-qPCR检测、Western blot检测与骨吸收陷窝实验。

结果与结论：①CCK-8检测显示，丙酮酸对RAW264.7细胞的最大半数抑制浓度为8.923 mmol/L，后续实验选择0.1，1，5 mmol/L为安全

浓度；②抗酒石酸酸性磷酸酶染色显示，1 mmol/L丙酮酸促进RAW264.7细胞向破骨细胞分化；③细胞骨架纤维性肌动蛋白染色显示， 

1 mmol/L丙酮酸促进破骨细胞肌动蛋白环的形成，5 mmol/L丙酮酸不影响破骨细胞分化也不干扰破骨细胞肌动蛋白环的形成；④RT-qPCR
检测显示，安全浓度范围内的丙酮酸对破骨分化相关基因核转录因子活化T细胞核因子C1、抗酒石酸酸性磷酸酶的mRNA相对表达量无

明显影响；⑤Western blot检测显示，0.1，1 mmol/L丙酮酸对破骨分化相关蛋白核转录因子活化T细胞核因子C1的表达量无明显影响， 

5 mmol/L丙酮酸抑制核转录因子活化T细胞核因子C1蛋白的表达，0.1，1，5 mmol/L丙酮酸促进破骨分化相关蛋白c-fos的表达；⑥1 mmol/L 
丙酮酸促进破骨细胞骨吸收陷窝的形成；⑦结果表明，1 mmol/L丙酮酸在体外对核因子κB受体活化因子配体诱导的RWA264.7细胞向破骨

细胞分化具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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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骨稳态需要骨基质的沉积和再吸收的不断转换来维持

[1-2]
，

当骨形成的成骨细胞和骨吸收的破骨细胞之间达到动态平衡

时，骨代谢达到平衡。破骨细胞作为具有骨吸收功能的细胞，

是由破骨前体细胞相互融合产生的多核巨细胞
[2-3]

。在破骨

前体细胞融合为破骨细胞的过程中，线粒体数量增加，为破

骨细胞分化提供能量支持。破骨细胞发挥功能需要大量能量，

因此，研究破骨细胞分化过程中的能量代谢有助于对骨代谢

性疾病的研究
[4]
。骨代谢和葡萄糖代谢密切相关

[5-6]
，葡萄糖

代谢在破骨细胞分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7-8]

。丙酮酸作为

糖酵解的终末产物，在三大营养物质的代谢中起重要的枢纽

作用
[9-10]

。丙酮酸不仅是糖代谢的中间产物，参与各种产物

的生物合成
[11]
，还能清除自由基

[12]
，其抗氧化作用能保护

细胞
[13]
。丙酮酸参与细胞内生存与增殖，若缺乏外源性丙酮

酸，细胞会面临氧化应激和能量供给不足的双重风险。糖酵

解在破骨细胞分化过程中起关键作用
[14-15]

，成熟破骨细胞骨

吸收主要依赖于糖酵解
[16]
。外源性丙酮酸绕过糖酵解进入三

羧酸循环产生 ATP，保护星形胶质细胞免受氧化应激损伤
[17]
。

核因子 κB 受体活化因子配体 (receptor activator of nuclear 

factor kappa-B ligand，RANKL) 在破骨细胞融合过程中起主要

作用
[18]
。c-Fos 作为激活蛋白 1 的转录因子之一，在破骨细

胞分化早期发挥关键作用
[19]
， c-Fos 能诱导核转录因子活化 T

细胞核因子 c1(nuclear factor of activator T-cells， NFATc1) 的表

达，而NFATC1是破骨细胞分化晚期所需的主要转录因子
[20]
。 

RANKL 与受体结合后激活下游的核因子 κB 信号通路，NFAT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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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Glycolysis is essential for osteoclast differentiation and bone resorption of mature osteoclasts is mainly dependent on glycolysis. Pyruvic acid, 
as the end product of glycolysi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etabolism of the three nutrients.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pyruvic acid on osteoclast differentiation. 
METHODS: The toxicity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pyruvic acid (0.1, 1, 10, 20, 30, 50 mmol/L) to RAW264.7 cells was detected by cell counting kit-8 assay, 
and the safe concentration of pyruvic acid was selected. RAW264.7 cells were grouped into interventions: blank control group was cultured with a complete 
medium (α-MEM medium containing volume fraction 10% fetal bovine serum and 1% double antibodies); control group was cultured with a complete medium 
containing nuclear factor κB receptor activating factor ligand, and experimental group was cultured with a complete medium with nuclear factor κB receptor 
activating factor ligand and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pyruvic acid, followed by tartrate-resistant acid phosphatase staining, cytoskeletal F-actin staining, RT-
qPCR assay, western blot assay and bone resorption lacuna assay.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The maximum half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of pyruvic acid on RAW264.7 cells was 8.923 mmol/L, and 0.1, 1, 5 mmol/L were 
selected as the safe concentrations for subsequent experiments. (2) Tartrate-resistant acid phosphatase staining revealed that 1 mmol/L pyruvic acid promoted 
the differentiation of RAW264.7 cells into osteoclasts. (3) F-actin staining showed that 1 mmol/L pyruvic acid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osteoclast F-actin 
ring, while 5 mmol/L pyruvic acid did not interfere with the formation of osteoclast F-actin ring. (4) RT-qPCR assay indicated that pyruvic acid within the safe 
concentration range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relative mRNA expression of osteoclast differentiation related genes nuclear factor of activator T-cells and 
tartrate-resistant acid phosphatase. (5) Western blot assay showed that 0.1 and 1 mmol/L pyruvic acid within the safe concentration range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protein expression of nuclear factor of activator T-cells, while 5 mmol/L pyruvic acid inhibited the protein expression of nuclear factor of activator 
T-cells, and 0.1, 1, and 5 mmol/L pyruvic acid promoted the expression of osteoclast differentiation related protein c-Fos. (6) 1 mmol/L pyruvic acid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bone resorption lacunae in osteoclasts. (7) To conclude, 1 mmol/L pyruvic acid can promote the differentiation of receptor activator for 
nuclear factor-κB induced RAW264.7 cells into osteoclasts in vitro.
Key words: osteoclast; glycolysis; pyruvic acid; bone metabolism; bone homeostasis

Funding: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 82060207 (to LJ);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undation of Guizhou Provincial Health Commission, No. 
gzwkj2022-165 (to LJ); College Student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raining Project, No. 202110660022 (to XQX and LJ)
How to cite this article: LIU GJ, XIA QX, SONG N, HUO H, HONG W, LIAO J. Role of pyruvic acid in osteoclast differentiation. Zhongguo Zuzhi Gongcheng 
Yanjiu. 2023;27(31):5015-5021. 

最终也被激活，破骨分化相关基因表达增加，促进破骨细

胞形成
[21]
。抗酒石酸酸性磷酸酶和 NFATC1 是破骨细胞主要

标志性基因
[22]
，抗酒石酸酸性磷酸酶主要存在于破骨细胞

中，其反映破骨细胞的活性以及骨吸收能力
[23]
。在 RANKL

诱导的破骨细胞分化过程中，乳酸脱氢酶刺激糖酵解和线粒

体呼吸代谢，促进成熟破骨细胞形成
[24]
，而乳酸脱氢酶是

催化乳酸和丙酮酸之间氧化还原的重要酶类。研究表明， 

1 mmol/L 丙酮酸能增加破骨细胞的数目和面积
[25]
。丙酮酸

被广泛应用于科学研究，具有较高的安全性
[26]
。丙酮酸盐在

缺氧条件下能增强糖酵解过程中相关酶的活性，从而改善细

胞代谢
[27]
。近年来，新冠病毒侵袭呼吸系统进而导致呼吸系

统受损，由于丙酮酸具有抗炎等优势，还有学者建议将丙酮

酸盐口服液用于新冠病毒的治疗中
[28]
。丙酮酸钙盐还能保护

脏器功能，提高机体的抗氧化功能
[29]
，采用生物技术方法生

产丙酮酸，还具有成本低等优点
[30]
。目前，对破骨细胞的研

究主要通过诱导的方法来建立体外细胞培养模型，培养方法

也在不断改进。由于丙酮酸独特的抗炎、抗氧化、改善能量

代谢等功能，使其具有优秀的治疗潜力，研究丙酮酸在破骨

细胞分化过程中的作用，有利于加快对破骨细胞的认识，也

能为丙酮酸的后续研究及临床治疗提供参考意义。

1   材料和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
1.1   设计   体外细胞学实验，组间总体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One Way ANOVA 和 Two Way ANOVA)，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Dunnett-t 和 Bronferroni-t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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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时间及地点   实验于 2021 年 10 月至 2022 年 7 月在贵州

医科大学分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完成。

1.3   材 料   RAW264.7 细 胞 (ATCC， 美 国 )； 胎 牛 血 清、

α-MEM 及 DMEM 培养基 (Sigma 公司 )；丙酮酸 ( 阿拉丁 )；

细胞活性检查试剂盒 (Dojindo，日本 )；细胞因子 RANKL 

(Peprotech，美国 )；抗酒石酸酸性磷酸酶染色液、罗丹明标记

的鬼笔环肽 ( 索莱宝，中国 )；抗体 NFATC1、c-fos、GAPDH、
HRP(Abcam，美国 )；RNA 提取试剂盒 (Omega Bio-TeK，美国 )；
RNA 反转录试剂盒 (TaKaRa，日本 )；小牛骨片 ( 上海千曦生

物有限公司，中国 )。
1.4   实验方法   

1.4.1   细胞培养   将 RAW264.7 细胞从液氮取出后迅速复苏，

加入含体积分数 10% 胎牛血清、1% 双抗的高糖 DMEM 培养

基，置于 37 ℃、5% 湿度、体积分数 5%CO2 培养箱中培养，

隔天换液。倒置相差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形态，当密度生长到

80% 左右时进行传代培养。

1.4.2   CCK-8 筛选丙酮酸安全浓度   将纯度为 98% 的丙酮酸

用灭菌三蒸水稀释成浓度为 100 mmol/L 的储存液，避光放

置在 -4 ℃冰箱储存备用。将对数生长期的 RAW264.7 细胞以 

5 000 个 / 孔的密度接种于 96 孔上，培养 12 h 后弃旧培养基，

PBS 洗 2 次，分组干预：空白组不含细胞，只含完全培养基

( 体积分数 10% 胎牛血清、1% 双抗、α-MEM 培养基 )；对照

组加入完全培养基，实验组分别加入含不同浓度 (0.1，1，
10，20，30，50 mmol/L) 丙酮酸的完全培养基。培养 48 h 后，

每孔加 CCK-8 试剂 10 μL，37 ℃避光孵育 2 h，酶标仪检测各

组吸光度值，计算细胞活力，选择安全范围浓度的丙酮酸进

行后续实验。

1.4.3   抗酒石酸酸性磷酸酶染色   将RAW264.7细胞按1.5×106  L-1 

的细胞浓度接种于 96 孔板内，每孔加 100 μL，分组干预：

空白对照组加入完全培养基，对照组加入含 100 ng/mL 

RANKL 的完全培养基，实验组先后加入含 100 ng/mL RANKL

与不同浓度 (1，5 mmol/L) 丙酮酸的完全培养基。培养 5 d 后，

经抗酒石酸酸性磷酸酶染色液染色鉴定，与空白对照组相比，

对照组、丙酮酸组细胞体积变大，且可见3个及以上的细胞核。

1.4.4   细胞骨架纤维性肌动蛋白染色   在 24 孔板内提前置入

无菌细胞爬片，将 RAW264.7 细胞以 10 000 个 / 孔的密度接

种于细胞爬片上，细胞过夜后更换培养基，按 1.4.3 分组干

预。培养 5 d 后，镜下观察细胞形态，待大部分细胞变为破

骨细胞时停止培养，并用罗丹明标记的鬼笔环肽室温染色 

30 min，DAPI 复染，激光共聚焦显微镜下取红蓝通道观察并

拍照。

1.4.5   RT-qPCR 检测破骨细胞分化相关基因表达   上述实验结

果提示，1 mmol/L 丙酮酸促进破骨细胞分化，而 5 mmol/L

丙酮酸对破骨细胞分化无明显影响，为探究更低浓度丙酮酸

对破骨细胞分化相关基因是否有促进作用，将 RAW264.7 细

胞按 1×106/ 孔接种于 6 孔板上，分组干预：空白对照组加入

完全培养基，对照组加入含 100 ng/mL RANKL 的完全培养基，

实验组先后加入含 100 ng/mL RANKL 与不同浓度 (0.1，1， 

5 mmol/L) 丙酮酸的完全培养基。

培养 48 h 后，使用 omega 试剂盒按说明书提取细胞

RNA，测定每个样品浓度，按 TaKaRa 反转录试剂盒将 RAN

反转录为 cDNA，采用 Real Time PCR 检测破骨向分化基因

NFATC1、抗酒石酸酸性磷酸酶的 mRNA 相对表达情况。PCR

反应条件：95 ℃预变性 30 s；95 ℃变性 5 s；60 ℃退火 30 s，

重复 40 个循环。以 GAPDH 为内参，根据所得 Ct 值，计算

各基因 mRNA 的相对表达量。PCR 引物序列见表 1。

表 1 ｜引物序列
Table 1 ｜ Primer sequences

基因 正向引物 反向引物

核转录因子活化
T 细胞核因子 C1

5’-TTA CTA CCG TTT GCG CTT C-3’ 5’-CAT TTT GGG CTG ACT-3’

抗酒石酸酸性磷

酸酶

5’-CGG CCG AGG AAG ACT A-3’ 5’-TGG CTG AAG GAA CAG CTG AG-3’

GAPDH 5’-GGG TCC CAG CTT AGG TTc-3’ 5’-CCC AAT ACG GCC AAA TCC GT-3’

1.4.6   Western blot 检测破骨细胞分化相关蛋白表达   将
RAW264.7 细胞按 1×108 L-1

的细胞浓度接种于 6 孔板，按 1.4.5

分组干预。培养 48 h 后，用含 1%PMSF 的 RIPA 裂解液裂解

细胞，提取细胞总蛋白，取上清，根据 BCA 蛋白定量试剂盒

测定各组蛋白浓度后，根据浓度计算上样量，30 mA 恒流电

泳 2.5 h，200 mA 恒流转膜，5% 脱脂牛奶封闭 2 h，加入一

抗 NFATC1、c-fos( 稀释比为 1 ∶ 1 000)4 ℃孵育过夜，加入

二抗HRP(稀释比为 1∶ 10 000)室温孵育 2 h，TBST洗膜 3次，

用 ECL 发光显影液显示蛋白条带，Image J 分析灰度值。

1.4.7   骨吸收陷窝实验   根据 Western blot 及 RT-qPCR 检

测结果，选择 1 mmol/L 丙酮酸进行骨吸收陷窝实验。将

RAW264.7细胞按1 500个 /孔的密度接种于含骨片的96孔板，

骨片提前紫外双面照射杀菌。细胞培养过夜后更换完全培养

基，空白对照组加入完全培养基，对照组加入含 100 ng/mL 

RANKL 的完全培养基，实验组先后加入含 100 ng/mL RANKL

与 1 mmol/L 丙酮酸的完全培养基，隔天换液。培养 7d 后弃

培养基，PBS 清洗，干燥后于扫描电镜下拍照观察。

1.5   主要观察指标   丙酮酸对 RAW264.7 细胞相破骨细胞分

化的影响。

1.6   统计学分析   用 GraphPad Prism 7.0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

学分析，计量资料用 x-±s 表示，如果数据满足正态分布及方

差齐性，组间总体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One Way ANOVA 和 Two 

Way ANOVA)，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Dunnett-t 和 Bronferroni-t 检

验；如果数据不满足正态分布及方差齐性，采用秩和检验。

检验水准：α=0.05，P < 0.05 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该文统

计学已经贵州医科大学统计学专家审核。

2   结果   Results 
2.1   不同浓度丙酮酸对 RAW264.7 细胞生存率的影响   图 1A

为 CCK-8检测 RAW264.7细胞与不同浓度丙酮酸共同培养 48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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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吸光度值，图 1B 为丙酮酸与 RAW264.7 细胞作用 48 h

后的半抑制浓度 IC50 值，IC50=8.923 mmol/L。

图注：A 为 RAW264.7 细胞与不同浓度丙酮酸共培养 48 h 的吸光度值，

B 为丙酮酸对 RAW264.7 细胞的半抑制浓度 IC50 值

图 1 ｜不同浓度丙酮酸对 RAW264.7 细胞生存率的影响

Figure 1 ｜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pyruvic acid on survival 
rate of RAW264.7 cells

1.5

1.0

0.5

0

150

100

50

0
0     0.1   1.0   10    20    30     50 -2             -1              0               1               2

丙酮酸 (mmol/L) 丙酮酸 (mmol/L)

IC50(48 h)=8.923 mmol/L

吸
光
度
值

细
胞
活
力

(%
)

A B

2.2   不同浓度丙酮酸对破骨细胞生成的影响   图 2 为各组

RAW264.7 细胞经抗酒石酸酸性磷酸酶染色后的镜下观察图

片及破骨细胞统计结果，与对照组相比，1 mmol/L 丙酮酸

组破骨细胞 ( 核≥ 3 个 ) 的数目增多，且破骨细胞面积增大 

(P < 0.05)；与对照组相比，5 mmol/L 丙酮酸组破骨细胞面积

减少 (P < 0.05)，破骨细胞数目无明显变化 (P > 0.05)。

图注：与对照组相比，
aP < 0.05

图 3 ｜不同浓度丙酮酸对破骨细胞肌

动蛋白环的影响

Figure 3 ｜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pyruvic acid on F-actin 
ring formation in osteocla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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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不同浓度丙酮酸对破骨细胞肌动蛋白环的影响    图 3 为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到的各组破骨细胞肌动蛋白环形态与

图注：A-D 分别为空白对照组、对照组、1 mmol/L 丙酮酸组、5 mmol/L
丙酮酸组经抗酒石酸酸性磷酸酶染色后的镜下图片，标尺 =100 μm；E、
F 分别为经抗酒石酸酸性磷酸酶染色后的破骨细胞数目、破骨细胞面积

百分比统计图，与对照组比较，
aP < 0.05

图 2 ｜不同浓度丙酮酸对核因子 κB 受体活化因子配体诱导破骨细胞分

化的影响

Figure 2 ｜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pyruvic acid on osteoclast 
differentiation induced by receptor activator for nuclear factor-κ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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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骨细胞肌动蛋白环数目统计分析，除空白对照组外，其余

各组均观察到环形的肌动蛋白环结构，对照组和 5 mmol/L 

丙酮酸组激动蛋白环形结构大小接近，数目无显著差异， 

1 mmol/L 丙酮酸组环形结构更大，数目更多；与对照组相比，

1 mmol/L 丙酮酸组肌动蛋白环数目增多 (P < 0.05)，5 mmol/L

丙酮酸组破骨细胞肌动蛋白环数目无明显变化 (P > 0.05)。

2.4   不同浓度丙酮酸对破骨细胞分化相关基因表达的影响   

上述实验结果显示 1 mmol/L 丙酮酸可能促进破骨细胞分化，

为进一步探讨更低浓度丙酮酸对破骨分化基因表达的影响，

通过实时 PCR 检测破骨细胞分化相关基因的表达。结果显示，

与对照组相比，0.1，1，5 mmol/L 丙酮酸组 NFATC1 及抗酒

石酸酸性磷酸酶的 mRNA 相对表达量无明显变化 (P > 0.05)，

见图 4。

2.5   不同浓度丙酮酸对破骨细胞分化相关蛋白表达的影响   

图 5 为破骨细胞分化相关蛋白 NFATC1 和 c-fos 的相对表达情

况，与对照组相比，0.1，1 mmol/L 丙酮酸组 NFATC1 蛋白表

达无明显变化 (P > 0.05)，5 mmol/L 丙酮酸组 NFATC1 蛋白表

达量减少 (P < 0.05)， 0.1，1，5 mmol/L 丙酮酸组 c-fos 蛋白

表达升高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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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丙酮酸对破骨细胞骨吸收功能的影响   Western blot 和
RT-qPCR 检测结果显示，1 mmol/L 丙酮酸能提高破骨细胞分

化相关蛋白 c-fos 的相对表达量，故而进一步探讨 1 mmol/L 

丙酮酸对破骨细胞骨吸收功能的影响。与对照组相比， 

1 mmol/L 丙酮酸组骨吸收陷窝数目和面积都增加 (P < 0.05)，

见图 6。 

3   讨论   Discussion
能量代谢对骨发育和骨再生有重要意义

[31]
，丙酮酸是

三羧酸循环中的重要代谢物，可反映细胞质氧化还原状态和

线粒体呼吸链功能
[32]
。丙酮酸促进破骨细胞分化主要通过与

葡萄糖协同促进细胞氧化供能
[33-34]

，还能增强线粒体氧化磷

酸化
[35]
。此次实验中，丙酮酸对 RAW264.7 细胞的最大半数

抑制浓度为 8.823 mmol/L，所以选用丙酮酸浓度 (0.1，1， 

5 mmol/L) 为安全浓度，不影响 RAW264.7 细胞活性。

抗酒石酸酸性磷酸酶染色是鉴定破骨细胞分化的重要染

色方法。此次实验中用于破骨细胞分化的 RAW264.7 细胞系

已被广泛用于骨稳态的研究
[36]
，常用 RANKL 诱导破骨细胞，

RANKL 在破骨细胞分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37]
，诱导后的

破骨细胞体积较大、多核 (n ≥ 3)，RANKL 诱导后可在光镜

下看到多核且外观呈煎蛋样的细胞，而多核不仅增加细胞大

小，还是破骨细胞成熟的标志
[38]
。经抗酒石酸酸性磷酸酶染

色后可观察到多核且抗酒石酸酸性磷酸酶阳性的细胞，说明

成功将 RAW264.7 细胞诱导为破骨细胞。1 mmol/L 丙酮酸作

用后，抗酒石酸酸性磷酸酶阳性细胞数目增加，而 5 mmol/L

丙酮酸并不增加抗酒石酸酸性磷酸酶阳性数目的表达，说明

1 mmol/L 丙酮酸可促进破骨细胞的分化。

褶皱缘和封闭区是破骨细胞主要的结构特征，封闭区

也称亮区，可包绕骨质并形成围墙，破骨细胞在此区域内释

放酸性物质并形成酸性环境，从而促进破骨细胞吸收骨质。

与糖酵解相关的酶定位在破骨细胞肌动蛋白环附近，而糖酵

解支持骨基质降解的相关活动
[4]
。骨架蛋白环是破骨细胞发

挥功能的重要结构，1 mmol/L 丙酮酸促进破骨细胞骨架蛋白

环的数目，5 mmol/L 丙酮酸并未促进此结构的形成，说明 

1 mmol/L 丙酮酸可能通过促进破骨细胞骨架蛋白环的形成来

促进破骨细胞的分化。

 NFATC1 和抗酒石酸酸性磷酸酶是调控破骨细胞晚期分

化的重要基因，NFATC1 是调节和驱动破骨细胞分化的转录因

子之一
[39]
，丙酮酸对 NFATC1 和抗酒石酸酸性磷酸酶 mRNA

的相对表达量无明显影响，却增加 c-fos的蛋白表达量，而 c-fos

是破骨细胞分化早期的主要标志物，而说明丙酮酸可能在早

期通过促进 c-fos 的表达从而促进破骨分化。5 mmol/L 丙酮

酸促进 c-fos 蛋白的表达，但抗酒石酸酸性磷酸酶实验提示

图注：RANKL 为核因子 κB 受体活化因子配体。A 为核转录因子活化 T
细胞核因子 C1(NFATC1) 和 c-fos 蛋白条带图，B 为 NFATC1 条带灰度值与

内参 GAPDH 灰度值比值的统计图，C 为 c-fos 条带灰度值与内参 GADPH 条

带灰度值比值的统计图。与对照组相比，
aP < 0.05，bP < 0.01，cP < 0.000 1

图 5 ｜不同浓度丙酮酸对破骨细胞分化相关蛋白表达的影响

Figure 5 ｜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pyruvic acid on expression 
of osteoclast-related prote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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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A-C 分别为空白对照组、对照组、1 mmol/L 丙酮酸组骨吸收陷窝

扫描电镜观察图片，箭头所指为骨吸收陷窝，标尺 =100 μm；D、E 分别

为各组骨吸收陷窝的数目与面积统计图，与对照组比较，
aP < 0.05，bP < 0.01

图 6 ｜丙酮酸对破骨细胞骨吸收陷窝的影响

Figure 6 ｜ Effect of pyruvic acid on bone resorption lacunae in osteocla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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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A 为核转录因子活化 T 细胞核因子 C1(NFATC1)mRNA 的相对表达

水平，B 为抗酒石酸酸性磷酸酶 (TRAP)mRNA 的相对表达水平。与对照

组相比，0.1，1，5 mmol/L 丙酮酸组 NFATC1 及 TRAP 的 mRNA 相对表达

量无明显变化 (P > 0.05)
图 4 ｜不同浓度丙酮酸对破骨细胞分化相关基因表达的影响

Figure 4 ｜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pyruvic acid on expression 
of osteoclast-related ge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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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mol/L 丙酮酸并不促进破骨细胞分化，这可能是因为从蛋

白到表型还需要一系列过程，而此次实验中 5 mmol/L 丙酮

酸并不是促进破骨细胞分化的最佳浓度，在早期可能会促进

c-fos 蛋白的表达，对最终的破骨分化并无促进作用。

骨吸收陷窝结构是破骨细胞发挥骨吸收功能的独特标

志，观察骨吸收陷窝是验证成熟破骨细胞形成的重要方法，

陷窝形成的数目多少及面积大小可评价骨吸收功能的强弱。

在经 RANKL 诱导后，通过扫描电镜可观察到大小不一的骨吸

收陷窝，而经 1 mmol/L 丙酮酸作用后，骨吸收陷窝的数目

及面积都明显增加，说明 1 mmol/L 丙酮酸可能通过增加破

骨细胞分化从而提高破骨细胞的骨吸收能力。

结论：破骨细胞分化需要糖酵解和线粒体呼吸的参与
[8，40]

，

糖酵解途径可能是调节骨合成代谢的新靶点
[41]
。丙酮酸对

RANKL 诱导的 NFATC1 和抗酒石酸酸性磷酸酶 mRNA 的相对

表达量无明显影响，却促进 c-Fos 蛋白的表达，而 c-fos 是破

骨细胞分化早期所需的关键转录因子，说明丙酮酸对破骨细

胞分化的促进作用可能是在早期通过促进 c-Fos 的表达来实

现的。骨是一种动态组织，健康骨结构来源于破骨细胞和成

骨细胞之间的良好平衡
[42]
。在破骨细胞分化早期，细胞融合

需要大量能量，而丙酮酸在此过程中为破骨前体细胞增加能

量来源，从而促进破骨细胞分化。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

丙酮酸的成本也越来越低，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其用于生物学

研究中
[43]
。丙酮酸作为代谢方面至关重要的分子，了解和利

用丙酮酸可能会产生促进人类健康的新疗法
[44]
。此次实验只

探讨了丙酮酸对破骨细胞分化的促进作用可能是通过增加早

期蛋白 c-fos的表达来实现的，没有对其可能的机制进行探讨，

未来还需要更深入研究来探讨丙酮酸在破骨前体细胞向破骨

细胞分化过程中的作用，从而为破骨细胞的培养提供新的思

路。另外，随着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共培养技术的不断发展，

两者共培养更能模拟体内骨组织状态
[45]
，因此，将丙酮酸用

于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共培养也有助于骨科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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