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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用离体培养的人狲巴细匾为材料，观察外源佳SOD和藏少细胞内源性 SOD 对电

离辐射诱发染色畸变的放应.实验结果表明，辐射诱发的接色体'曹变除了射线的直接'击

中'效应外，也与自由基的间接效应有关.因此，向受照'才的混巴细撞的培养物中加入外源

性的组氧化物歧化磨。00> 以清除损伤DNA的趣氧自由基 (0;> .可藏少辐射诱发的

提色体损伤.反之向受照射的樨巴细胞的培养物中引入SOD的抑制剂 (0配) .则可槽加

淋巴细胞的辐躺敏感性• 1J日剧辐射对暴色体的损伤作用.

.…组氧化物歧化酶趟«自由Ii染色单体型"变 姿色体型畸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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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demonstrat，臼 that radiation iad阳d-cbromosomal a恒rratiolUl

aR not onlY due to the direct effet-t of radiation "hit" , but tbe iDdilect

efteet of fRe radiωI as well. T1leIefoR, dtromosome c!amage iDCh!Ced bY

radiation may be red回国 bY a创ing exogenous SOD into the radi&tion

exposed Iympbocy国 cultuR to elimi...te the sllperoxlde fRe radk:al

which damages DNA. On the otller band, however, d皿 radiosensitiv1tY of

Iympbocytes can be raised bY adding SOD inhibUor (DOC) into the

Iympbocy饵S cUl'饵R， wbich mates radiation induced-ebromOlomal daD!ages

mOR _yae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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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斗1日

凡进行有氧代谢的机体、细胞均含有远氧化吻歧化酶 Superoxide Dismutase (Ee.

1.15.1. I> ，简称SOD. SODj(j生理功能在于能清除机体和细胞内所形成的组氧自由基

(0.') ，保妒机体和细脸兔受0..的毒害10.'+0.·+2H·---'旦旦→H.O.+0. 111 •

在电离辐射作用下，由于射线的直接作用以及水的"原韧辐解产物'的间援作用，必将

对受照射的机体、细胞产生辐射损仿效应，在有氧条件下，氧与某些"原初辐解产物'发生

重组合所形成的O."能进一步加重机体、细胞的辐射损伤.由此可见，引入外源性的SOD

It明显提高受照机体的存活率~ I. :: J 反之，如果藏少细胞的内源性 SOD，则能加重诙细胞的

辐射损伤 ESE.

材料和方法

[SO".] 系由措tr细胞援取的Cu--Zn-SOD!r可 f，-'J:" 比活力为2700堆位/皿蛋白.

[SOD.帽ttl] 二乙基二硫代氨甲殷纳 (DD町，分析纯，上海试剂三厂出品.

[!rc•方法]

〈一) SOD:对辐射诱发黛色单体型畸变的效应z

由三名健康人各取静脉血5mL (肝素抗艇) ，按常规微量血淋巴细胞培养技术川建立

培养物.将培养物置37土 0.5'(;恒温箱培养70 小时.然后，每个个体的培养物分成下列五

组，

生理盐水对照组

生理盐水照射组

低浓度SOD防护组〈最终浓度5 X 10-·m'jmL)

中浓度SOD防护组〈最隽浓度5 X lo-Im'jmL)

高浓度SOD防护组(盖章终浓度:) X lo-lm,/mL) •

除生理盐水对照组外，其余四纽同时接受lGy··COY 线照射{剂量率为 0.920y/min).

照射毕，随即将上述三种浓度的SOD分别加至SOD防护组的培养物旧，来照射的生理盐水

对照组和照射组则加入等量的生理盐水.所有的培养物再继续培养 s 小时，秋水仙萦处理 2

小时.然后按常规法和l片，吉姆萨柴鱼，油镜下每个个体分析 100 个中期分裂细胞，每组共

分析300个细胞.

{二) SOD和DDC对辐射诱发柴色体型畸变的效应，

再由实验〈一〉的三各健康入各取静脉血 5mL (肝素抗凝) ，同前法建立培养物，每

个个体的培养物分为下列四组z

生理盐水照射组

低浓度SOD防护组 (ll最终浓度 5 X lO-'m'/mL)

申浓度SOD防护ffi(最终浓度 5 x lo-ImB/mL)

商浓度SOD防护幻I (II(终浓度 5 x lo-lmll/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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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照射组〈最终浓度 zm.ol/L)

DOC照射组在接神血糠的同时细~lI1IDol/L DOC，并置 37~ 恒温箱中半小时，使细跑

中内源性ClI-ZD-SOD 部分失活，然后，连同其余的四组-起接受 1 GJ' (剂量事同上) "Co

T 线照射.照毕随即将上述三种浓度的SOD分别细至SOD防妒组的培养物中.生理盐水照射

组则加等量的生理盐水，再将五组培养物量37士。.5~恒温箱培养54小时，收夜曲2 小时用

教水仙.处理，割片、暴色和键栓罔宴'量E一) •

结果与讨论

实验(-)的四组培养物在培养70小时时进行照射，此时大部分淋巴细胞处于 G 1 糊的

后捕或进入S期和G.M. 因此在照后的第一次分裂的中期细胞所普到的畸变为亵色单体型畸

变J.色单体亘换、.色单体断裂和裂隙.实验 E一〉的SOD对辐射诱发接色单体型畸变

的保护作用见袤 1.

.1 SODJt_霍梅鱼.悻......

躏射剂量 分析 蜘色单体型畸变
组 811 裂 m

u旷"Oy) 细胞It 扉鱼单体互换 昌隆色尊体断裂

生理盐水对照组 ' 300 ' , 4

(0.023> (0.013>

，1;理盐水照射组 100 300 17 321 II噶

<0.051> (1.070) (0.5捕】

低(/{魔SOD防护组 100 3ao zoe 21'" Ill-

(5X lO-l m.!mL> (0.00'> (0.700> (0.370>

中浓度回D防妒组 100 300 ,.. 15'" ....
(5Xlo- l m.!mL> (0.020) (0.5抽】 (0.330)

高浓度SOD 100 300 。" 157" I.-.i

(&XIo-'田 l!mL 】 (0.00> (0.523) <0.210)

括弧内前数字为每个细胞的畸变.

•• lii- lej生理盐水照射组徊比有靠常明显的差鼻(P<O.OI).

实验 f二〉的五组培养物是在培养开始时进行照射，此时绝大部分淋巴细胞她于G.期

或0 1糊，因此，在照射后第一次分裂中期细胞中雹到的畸变主要是维色体型畸变，来色体

互换 E包括对称和不对称互换〉和断片〈无着丝植断片和微小体) ，少数为绿色单体断裂和

裂隙.实验{二〉的SOD和DDC对辐射诱发缭色体型畸变的效应见表2. 正常的对照组为

实. (-)的生理盐水对照组.

自袭 1 可见，实验(-)的淋巴细胞在培养70小时后进行照射，并在照眉立即加入SOD

翻剂，则辐射诱发的来包单体型畸变.SOD防护组比生理盐水照射组低，统计学上布非，曾明

显的差异 (P<O.OD .这表明外源佳SOD对辐射诱发的班色岛民体噩畸变苟明显的保护作

用.而实验〈二〉的淋巴细胞在培养开始时照射只布申橡皮的SOD防护组的畸爱与生理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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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OD.DC..........蜜副慧血

照射荆量 骨折 E蓝色体型畸变 黯色单体

组 Htl .. .
(lt-IGl') 细胞敷 挠色体互换 断 片 Ii翼

生理盐水对照组 ' 300 。 ' T 4

生理盐水照射组 100 300 26 m z s
(0.016) (0.016)

他浓度SOD防妒姐 100 到。 20 21 2 z
(5 Xlo-l ms/mL) (0.066) (0.070)
申准度SOD肪妒组 100 30句 15· 19 2 :
C5Xlo- l ms/mL) (0.050) (0.063)

高浓度SOD防妒组 100 300 16 n ,
(5xlr且Bls/mL) (0.053) (0.076)
DDC酬It组 100 300 27 u· z '(I田moJ/L) <0.090) <0.146)

.色体豆'国包括双着鱼控体.蕃丝 fill革和易位.断片包括无雹丝位断片和辙小体.

擂砸内的舷字为每个细胞的畸变.

• 费示与生理盐水照射组#目比布显著憧差异 (0. oS>P>o. 01).

照射组之间有显著性差异 (P<0.05) ，而低、高浓度的 SOD防护组的畸变虽比生理盐水照

射组少，但统计学上无显著性差异 (P>C.05) ，见表 2.

在实验〈一〉和〈二〉中， SOD的防护效果所以不同可能与淋巴细胞受照射时在细胞周期

中所处的不同时期有关. Oberly等(1979) 川曾经指出，处于分裂翔的细胞其内源性 SOD

的含量下降，据此推断， G.m和0，期的淋巴细胞和 o.期后湖、 s 期和o. 期的淋巴细胞相

比，有$更多的同源性 SOD清除0.'.因此，后者的淋巴细胞较前者之淋巴细胞有较高的辐射

..性.为比在实验{二〉中我们用 Cu-Zn-SOD抑制剂 (DOC) 使o. 舰和 o.糊的融巴细

胞内源性SOD部分失活，发现在相同条件下， DOC照射组的第色体畸变比生理盐水照射组

明显增高 (P<0.05) • DOC的实验表明，淋巴细胞的辐射敏感性随其内源性SOD含量的下

降而描画.

Morlen等(1916) CIl利用荧光检验DNA链断裂的方法发现 0.'能损伤 DNA， Brawn

(1980尸71 报道， 0.'可导猿DNA共价模的断裂.他们的实验均证明，外源性SOD对0. T

引起的DNA断裂有保护作用.近来，有些学者tI. t. I.J报道了 SOD对统鱼体的保妒作用在

于有机体就细胞在电离辐射作用下，其内环墟中的水分子发生电离而形成反应性很强的自由

基，水分子的这些"原初稿解产物， 例" OH'和e- ..) ，在有氧条件下会转化Alo.· [U ,

由于SOD是0.'的有效清除剂，从而保护DNA兔受Oa'的损伤作用.由此可见，辐射诱发'

色体畸变除T射钱的直接"击中'效应外，自由基的间接损伤效应也占宿很重要的地位.

关于裂"是否是电离辐射引起的结色质损伤，一庭有争论.本研究的实撞《二〉对跚组

..射锺申裂隙均很少出现.而实隘(一〉申各照射组魏鹏的频率却很膏，例如生理盐水照

射姐的裂跚频率高追回"，生理盐水对照组只有1.3%. Nor翩。n (197ωIt!得到类似的

.~院，他以1.350y··Coγ 钱照射培养10小时的淋巴细胞，裂隙的频率高达214%. 显然，裂

'是辐射苦|趣的一种损伤，只是这种损伤在细胞接近分裂时受贿官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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