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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银毒理学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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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纳米银因其优越的抗菌性能被广泛应用于环境、农业、医药等领域。以往的研究从体内试验和体外试验方

面对纳米银的健康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探讨，然而，由于研究设计或研究条件等方面的限制，以往的研究结果

仍存在一些不足，迄今为止，有关纳米银对健康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仍不很清楚。综述了近年来在纳米银毒理学

研究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以及目前研究中的不足，并展望了未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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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in the Toxicology of Silver Nanoparticles
DENG Fu-rong，WEI Hong-ying，GUO Xin-b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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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its antibacterial properties，silver nanoparticles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various fields，such as
environment，agriculture and medicals，etc． Previous studies had investigated the health effects and action
mechanism of silver nanoparticles in vivo and in vitro studies． However，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study design or
research conditions，the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s were still insufficient and the health effects and action mechanism
of silver nanoparticles still unclear． The research progress in toxicology of silver nanoparticles in recent years was
reviewed，and the lack of current research as well as future research prospects discussed．
Key words: nano-technology; silver nanoparticles; toxicology; progress

纳米材料是指在三维尺度上至少有一维尺度小

于 100 nm 的物质。纳米级粒径使这些物质具有与

大颗粒不同的理化特性，其具有更大的比表面积，具

备更大的反应活性。纳米银是以纳米技术为基础研

制而成的新型纳米材料，因其优越的抗菌性能，被广

泛用于医疗、食品、纺织、水质净化等领域［1-2］。日

益增加的纳米银的使用逐渐引起大家对其造成的环

境危害的重视。最近一项研究揭示，银在洗涮过程

中很容易渗漏到废水当中，从而破坏废水处理厂处

理废水所用的有用细菌，还可对湖泊或河流中的水

生生物造成威胁［3］。纳米银抗菌洗衣机的使用，使

含有纳米银颗粒的洗衣废水排入水环境，造成对水

环境的污染［4］。此外，有研究表明，纳米银的抗菌

性能会影响土壤中的有益菌，从而降低土壤的使用

价值［5］。相对而言，目前有关纳米银对健康的影响

及其机制的研究还较为局限，纳米银的毒性及其机

制的研究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有关纳米银使用的

安全性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因此，深入探讨纳米银

的毒性作用及其机制，对于纳米银的安全使用和开

发利用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纳米银的体内试验研究

动物试验中纳米银的暴露方式有吸入、灌胃、气
管滴注、皮下注射或静脉注射等，以上途径的纳米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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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可对动物的呼吸、皮肤、消化、免疫以及生殖系

统等产生影响。
1. 1 呼吸系统毒性

Sung 等给大鼠连续吸入粒径为 18 ～ 19 nm 的

银颗粒 90 d 后，大鼠出现肺功能下降，肺组织有不

同程度的炎性细胞浸润、肺泡壁增厚以及小的肉芽

肿样病变［6-7］。另有研究采用同样的纳米银颗粒和

吸入染毒方式，使大鼠连续暴露纳米银 28 d，未观察

到任何组织病理学改变和血清生化指标改变［8］，该

研究使用的纳米银浓度低于 Sung 的研究，提示纳米

银的暴露时间和浓度可能是决定其毒性大小的关键

因素。Hyun 等采用纳米银( 13 ～ 15 nm) 对大鼠进

行重复鼻黏膜染毒，28 d 后发现中高剂量组大鼠含

有黏液素的杯氏细胞体积和数目显著增加，黏液素

中硫黏蛋白有轻微的升高，而唾液黏蛋白没有变化。
该研究尽管观察到了纳米银对黏膜黏液素的影响，

但这并不足以说明其具有毒性效应。鉴于黏液素在

人体呼吸系统健康及宿主抵抗力中的重要作用，因

此有待更多的研究进一步证实［9］。还有研究表明

静脉 注 射 胶 体 银 颗 粒，引 起 大 鼠 发 生 肺 水 肿 而

死亡［10］。
1. 2 对皮肤的影响

纳米银颗粒在纺织品和伤口敷料中的广泛应用

使纳米银可直接与皮肤相接触。有研究表明，皮肤

涂抹 1%纳米银膏体制剂可有效抑制 BALBc 小鼠

皮炎的发生，具体表现为肿瘤坏死因子-α ( TNF-α)

和白细胞介素-12 ( IL-12 ) 分泌被抑制，同时观察到

了炎性细胞的凋亡［11］。Bhol 等在豚鼠试验中也观

察到同样的抗炎效应［12］。这些数据提示，纳米银在

抑制炎症方面有积极作用，可用于治疗免疫性疾病

或炎性疾病［13］。但也有研究发现，纳米银可引起大

鼠肺泡巨噬细胞中 TNF-α，IL-1β和巨噬细胞炎症蛋

白的升高，纳米银经呼吸摄入或消化道摄入可分别

导致大鼠肺脏和小鼠肝脏炎症的发生［6-7］。因此，

纳米银对不同组织中炎性因子的调节作用可能有所

不同，有关纳米银对细胞炎性因子分泌的调节作用

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此外，在以猪为动物模型的

一项研究显示，纳米银可明显促进皮肤伤口的愈

合［14］。但 Supp 等将含有纳米银的皮肤替代品嫁接

于裸鼠，没有观察到任何促进或抑制伤口愈合的作

用［15］。这些结果提示纳米银对皮肤可能具有双重

作用，因此，有关纳米银对皮肤的影响及其机制还需

要深入研究。

1. 3 生殖毒性

有关纳米银颗粒的生殖毒性，目前仅局限于少

数对鱼类的体内试验和一些体外试验研究。Bar-
Ilan 等将透明斑马鱼胚胎暴露于不同粒径( 3，10，50
和 100 nm) 的胶体银，银颗粒( 100 和 250 μmolL)

暴露 120 h 可导致斑马鱼胚胎 100%死亡，相同时间

的金颗粒暴露只引起不到 3% 的死亡率; 进一步研

究发现银颗粒可导致多种胚胎形态异常，该研究表

明，纳米银可被胚胎摄入，银的毒性可能是由其自身

产生的，也可能是由其进入胚胎体内后产生的银离

子而导致的［16］。上述研究发现，在所有粒径的纳米

银和纳米金中，银的毒性较大; 当作用时间和浓度一

定时，银颗粒的毒性与其粒径有关，说明纳米材料的

毒性与其化学性质密切相关。体外试验也表明纳米

银可能具有生殖毒性，Bradyich-Stolle 等发现同剂量

同时间下纳米银( 15 nm) 对小鼠精子干细胞株的生

殖毒性大于纳米铝( 30 nm) 和纳米三氧化二钼( 30
nm) ［17］。
1. 4 肝脏毒性

纳米银或银离子经口服或呼吸暴露后可能进入

到血液循环系统，到达体内多个脏器，导致相应器官

的损害，其中有关肝脏损害的报道较多。Takenaka
等给大鼠吸入纳米银( 4 ～ 10 nm) 后发现，雌雄大鼠

的肝细胞中均出现空泡变性，高剂量组出现散在肝

坏死 灶，雌 性 大 鼠 还 表 现 出 明 显 的 剂 量 反 应 关

系［18］。Kim 等对大鼠连续灌胃纳米银颗粒( 60 nm)

28 d，发现脑、肝、肾、肺及睾丸中有明显的纳米银蓄

积，其中肝毒性表现最为明显。但需要指出的是，该

研究中所使用的染毒剂量特别是高剂量组的浓度太

高〔低、中 和 高 剂 量 组 分 别 为 30，300，1 000
mg( kg·d) 〕，使其科学价值有所降低［19］。因此，在

进行试验设计时，一定要考虑人体暴露的实际浓度，

使试验结果更接近于真实。Cha 等采用灌胃的方式

分别给予小鼠 2. 5 mg 的纳米银( 15 nm) 和微米银

( 2 ～ 3. 5 μm) ，3 d 后纳米银暴露组肝组织出现明显

的炎症反应，进一步发现 4 种与炎症有关的基因表

达量发生改变，从而证实了纳米银经消化道摄入对

肝脏的炎症损害［20］。
1. 5 其他毒性

除以上所讨论的纳米银的毒性效应之外，有文

献报道纳米银还可对动物的肾脏和脑组织产生影

响。Kim 等用纳米银颗粒( 60 nm) 对大鼠连续灌胃

28 d 后，肾组织中可出现纳米银剂量依赖性的蓄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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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19］。Rahman 等对成年雄性小鼠腹腔注射 25 nm
的纳米银颗粒( 100，500 和 1 000 mgkg) ，24 h 后发

现小鼠脑部尾状核、前皮质层和海马组织都发生了

基因表达的改变。认为纳米银可通过诱导氧化应

激，引起基因表达改变，导致凋亡发生，从而引起神

经系统损伤［21］。该研究采用静脉注射的染毒方式

评价纳米银的神经毒性，较为罕见，同时其采用的剂

量也较高。
有关纳米银吸入后在免疫细胞中的分布情况至

今鲜见报道。但 Takenaka 等研究发现，大鼠吸入纳

米银后在脾脏中观察到纳米银的存在［18］，静脉注射

( LD50，67 mgkg) 或经口给予高浓度的胶体银可引

起大鼠死亡，病理解剖发现，大鼠肝脏、脾脏和肾脏

均出现褐色斑点，提示静脉注射或经消化道的纳米

银暴露可对脾脏产生损害［10］。

2 纳米银的细胞毒性及其机制研究

多数动物试验研究揭示了纳米银在体内的分

布、蓄积，也有研究探讨了纳米银的毒性，但大部分

体内试验对于毒性终点的观察是以一般病理学检查

和生化指标测定为主，对于纳米银的毒作用机制未

能给出更多的解释。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对不同表

征的纳米银进行了体外毒性及其机制的研究。多数

研究认为，与其他表征( 主要是粒径) 相似的纳米材

料相比，纳米银的毒性较强; 纳米银的毒性效应与其

粒径和表面修饰密切相关，对于不同的细胞类型其

毒性效应也有所差异［22-25］。纳米银的细胞毒性主

要表现为降低细胞存活率、损伤细胞膜、诱导氧化应

激、影响炎性因子的分泌、影响细胞间隙连接通讯改

变、引起 DNA 损伤以及诱发细胞凋亡等。
2. 1 纳米银诱导细胞氧化应激和凋亡的发生

研究表明，纳米银暴露可引起细胞产生氧化应

激，并由此产生相应的细胞毒性。10 ～ 50 μgmL 的

纳米银 ( 15 和 100 nm ) 即 可 引 起 大 鼠 肝 细 胞 株

BRL3A 细胞胞内活性氧( ROS) 显著增加和谷胱甘

肽( GSH) 明显下降，同时线粒体膜电位下降和细胞

存活率降低，并存在明显的剂量反应关系［24］。此

外，纳米银还可引起正常人肺成纤维细胞和人神经

胶质瘤细胞胞内活性氧增加和线粒体内三磷酸腺苷

( ATP) 减少，细胞 DNA 损伤和细胞 G2M 期阻滞，

提示纳米银通过引起线粒体呼吸链损伤导致活性氧

产生和 ATP 合成受阻，二者继而引起 DNA 损伤和

细胞周期阻滞［23］。另有研究比较了纳米银( ＜ 100

nm) 和 微 米 银 ( 250 μm ) 对 小 鼠 成 纤 维 细 胞

NIH3T3，大鼠血管平滑肌细胞 A10 以及 HCT116 人

克隆癌细胞的毒性，发现纳米银可使胞内 ROS 升

高，并可引起明显的细胞凋亡，用 N-乙酰半胱氨酸

( NAC) 预处理细胞可明显减少细胞凋亡的发生，说

明在纳米银的细胞毒性作用中有活性氧的参与［22］。
一些研究报道，不同粒径的纳米银诱发细胞凋亡可

能与其诱导细胞产生氧化应激有关［22，24，26］。Hsina
等发现纳米银可引起细胞线粒体细胞色素 C 向胞

浆释放，同时 Bax 由胞浆向线粒体内转移，进一步研

究发现纳米银暴露 6 h 即可引起细胞 JNK，p53 的磷

酸化以及 DNA 修复酶 PARP 的裂解，采用 NAC 或

JNK 抑制剂( SP600125) 可有效抑制 JNK 激酶和 p53
的活化，细胞凋亡率显著降低，提示纳米银可能通过

诱导细胞内氧化应激而激活 JNK 通路，从而诱发细

胞凋亡［22］。
纳米银诱导的细胞凋亡作用也与细胞类型和纳

米银的表面修饰有关。Bhol 等发现 1% 的纳米银膏

体制剂( 50 nm) 可引起炎性细胞凋亡，但对皮肤角

阮细胞无明显效应，提示对于不同的细胞类型纳米

银的作用特征可能有所不同［11］。还有研究比较了

不同表面修饰的纳米银( 25 nm) 的细胞毒性，发现

修饰( 多聚糖包被) 与未修饰的纳米银均可引起细

胞凋亡的发生，而前者还可引起明显的细胞 DNA 损

伤，推测经表面修饰的纳米银可能通过 DNA 损伤而

引发细胞凋亡，未经表面修饰的纳米银可能通过其

他途径而诱发细胞凋亡。
2. 2 纳米银对细胞的遗传毒性

国内有学者比较了纳米银和微米银对 HL-7702
肝细胞 DNA 的损伤作用，结果发现，与对照组相比，

纳米银可引起肝细胞 DNA 的明显损伤，随着纳米银

浓度的升高，其对细胞 DNA 的损伤作用也随之增

强，表现出明显的剂量反应关系。但在同样的试验

条件下，未观察到微米银对肝细胞 DNA 的损伤作

用［27］。Hackenberg 等研究也发现，0. 01 μgmL 的纳

米银在作用 1 h 后即可引起人间质干细胞 DNA 损

伤，随着染毒浓度( 0. 1，1 和 10 μgmL) 的增加和染

毒时间( 3 和 24 h) 的延长，纳米银对细胞 DNA 的损

伤作用也显著增强［28］。以上 2 项研究均提示，纳米

银具有一定的遗传毒性，其主要毒性表现为可造成

细胞 DNA 损伤。然而，还有研究发现，纳米银单独

作用的遗传毒性很弱，但当纳米银与溴化十六烷基

吡啶共同存在时，即可表现出明显的遗传毒性［29］。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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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关纳米银的细胞遗传毒性及其机制还有待

进一步研究。
2. 3 纳米银对细胞间隙连接通讯的影响

细胞间隙连接通讯( gap junctional intercellular
communication，GJIC) 是哺乳动物细胞间普遍存在的

一种细胞间通讯，存在于除血液细胞和骨骼肌细胞

以外的所有细胞和组织中。GJIC 是相邻细胞之间

形成的一种能够开放和关闭的亲水性膜通道结构，

间隙连接间信息传递可协调不同细胞和组织的代谢

或电传导性，在组织内环境稳定，细胞生长、增殖和

分化及生长控制中起着重要的调控作用，对于维持

多细胞生物的组织和器官间的平衡非常重要。最近

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未引起明显细胞毒性的浓度范

围内，纳米银〔( 69 ± 3) nm〕可通过上调间隙连接蛋

白 Cx43 而明显促进人肺上皮细胞 GJIC，而银离子

却未能观察到此作用。为了更进一步揭示纳米银和

银离子对细胞 GJIC 的影响机制，研究探讨了纳米银

和银离子对细胞间隙连接蛋白 Cx43 mRNA 表达的

影响，结果发现，纳米银和银离子在作用 24 h 后，均

可引起细胞 Cx43 mRNA 表达的增强［30］。该结果提

示，影响 GJIC 功能可能是纳米银发挥其生物学效应

的一 个 较 早 期 的 作 用。该 研 究 揭 示 了 纳 米 银 对

GJIC 的影响，并比较了其与银离子的不同，研究结

果为进一步揭示纳米银的生物安全性提供了新的研

究方向。

3 小结与展望

纳米银对人体健康具有潜在的危害，很明显，纳

米银颗粒的毒性与其内部特性及氧化状态有关，最

终导致炎症、细胞毒性以及遗传毒性等的发生。然

而，人们对生活中广泛应用的纳米银的粒径、形式以

及聚集方式仍不很清楚，毒理学评价证据不足，有关

纳米银的毒代动力学，也只有少数动物试验和病例

报道的资料。在迄今为止的有关纳米银的毒性研究

中，纳米银的组成成分差别很大，有关纳米银的描述

和研究使用的纳米银的粒径也不尽相同，暴露途径

也各有差异，因此很难在一起进行比较并最终形成

一个定论。今后对于纳米银的研究，笔者认为以下

问题值得重视:

( 1) 纳米银研究设计过程中的暴露和剂量的问

题。有关纳米银的暴露问题，包括颗粒物的浓度、暴
露持续时间以及所使用的模型，以往个别研究中的

高浓度使得结果在外推时受到限制。

( 2) 纳米银和银离子的作用问题。可以看出，

以上所述的研究大都没有探究组织中蓄积的银是以

颗粒状态存在还是以离子状态存在，有关银离子在

纳米银的生物学效应中扮演怎样的角色，纳米银对

组织或细胞产生毒性的原因是由于纳米银的直接作

用所致还是纳米银与细胞接触之后释放出银离子，

继而由银离子对细胞产生毒性，还是二者兼而有之，

目前尚无清晰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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