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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不同剂量的 60co y 射线照射富含血小板的血浆后，检测其代谢

及释放严物的变化。 60co y 射线照射剂量达 5 Gy 时.血小板表面活 ft

标记蛋白 GMP-140 分子的表达显著增多，且随剂量的增加而增高;

但血小板膜糖蛋白 Ib 和 m" 未王明显改变;当剂量为 2.5 Gy 时血浆

内血小板 TXBz 的严生及释放就呈显著升高 ;Y 射线剂量大于 5 Gy
时，血浆内 vWF 的浓度显著升高。结果提示: 60Co y 射线照射剂量达 5

Gy 后，可激活体外的血小板，导致后者代谢旺盛，内容物释放增多。

关键调照射血小桓



EFFECT OF lOCO V-RAY IRRADIATION

ON HUMAN PLATELETS
(lnChinese)

Wu Guoxin Zhao Yiming Ruan Changgeng

(SUZHOU MEDICAL COLLEGE)

ABSTRACT

Human platelet-rich plasma was irradiated with various doses (0. 1. 25.2. ;:; .5. O.

10.20. ,10 Gy) of 60Co y-ray so as to 0民erving the changes of metabolites and rcleas

ing substances of platelets. Alpha-granule membrane protein (GMP- H 0) 泪。lecules on

the surface of platelet was expressed significantl~' increasing when the d出age of ··"cυ 丫回

ray was 5 Gy ; however , the glycoprotein (GP) I~ and m. was not ct、anged signifi C<lnl

Iy ; thromboxane 8 2 production in plasma was significantly elevated while the y-ray was

only 2.5 Gy ;the concentration of von W i1lebrand factor was increased when the '(-ra}

was over 5 Gy , this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MP-l ,10 molecules. These result，、 indi

cate that platelet.; could be activated in vi[ro when the de剧ge of 帕ι:0 y-r,Jy was over ;)

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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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著鼓射沽疗的广泛应用.电离辐射对人体的~响也受到了人们的重槐.大剂量 y 射纯

照射后，骨髓造血系统的功能可披抑制.同时血管内易形成徽血栓及并发出血等症状.这与

血小敏及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有关.文献报道.照射后血小板内环朦啻醺(cAMP)的含量降

低川，血小极 TX岛的合成及部放是否增加因各家实验条件不同报道不一-z→J. 因此.也离辐

射对血小板~响的埋律还在探索之中，本文通过幢测人的富含血小板血慧经不同剂量的

··Co y 射线照射后，血小板表面活化标记蓝白GMP-loiO 及其代谢军李放产物的变化.来问断

体外血小板功能的改变.为进一步研究辐照对血小饭功能的~响，提供了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富含血小植血囊(PR凹的制备

2%Naz-EDTA 抗囔全血( 1 份抗疑和l与 9 份全血?臣合)经 BOOr!min 离心 10 分钟.分离 t

E富含血小饭血浆 .ir敬并分置塑料管内.室温(20-25"C)放置，取Jt巾 --11 PRp1j 辛峨的

固定刑(0.2%戊二睦-0.02%叠氨铀-PBS.pH 为 7. 1)1昆台.作为对8.«经l.

1. 2 "Co y 射线照射方法

上述吉 PHP和理料管分别以不同刑量的··Co y 射线(上海医疗器械厂.FYC-50H)照射

lltJ量率为I. 25 Gy Imin. 且最分别为 0. 1. 25.2. 5.5.10.20 &. ·10Gy 7 俨实验组.一 1欠照 q·t 后

4 小时用上述固定和!等量提合，作用 30 分钟，取 l OlL!管待测糖蛋白分子歇，余固定的 PRP

~j 3000rI min 离心 15 分钟，上层血浆分装.置-10r保存。

1. 3 单克隆抗体的ItJ备

SZ-2:5J 与 SZ-2 卜 ~J分别为血小板艘糖蛋白 GPl. 及 GPt. 的单克隆抗体.由本~，;; fl 制:

SZ51.→株抗人活化血小板 U 颗粒幌蓝臼 (GMP-110)的单克隆抗体.']. if_ 常静JI-.血 'J、饭去

而不表达此抗原.当血小极活化脱颗位 R1' .GMP-110 才在活 (t血l小植质鸭J: 暴露.1"1~. !yl

抗 SZ-51 是在!别活 (t血小板的标记。 t述单抗按 lodogcn 怯川标记间位素 Na";l. 比的 1ft '}.J 10

-33. 39s-'/ng(600-2000 cpm/ng).定量后加入终浓度为0.35%的牛血清臼蓝白1I知i\)， i'7:

n、待用.

1. 4 血小植凰"蛋白测定，tJ

取含 2. 5X 10保血小饭的固定PRP.以 l OlL O. 35%BSA 苔氏液洗 l 院，分别加入 IZ; 1 标

记的 SZ-2(0. 2 psi管) ,SZ-21 (0.2μgl管)及 sz- 51 (0. I pgl啻) ，棍匀室温作用 30 分钟。以 I~

述缠冲液榄溅 3 次，非特异吸附以 200 借来标记的丰fir.主单抗问时加入反应骨.在自 #J YiI-fil

仪上测定计敢率。将恃异结合在血小极上的cpm 换算h"J.每个血小饭 k纺 fr抗体的 ~t[-敬.

同时也作为相应III糖蛋白的分F敬.计算公式如11; ,

销合的 cpm )(加入抗体量 X~J伏加德罗常披
分子戳/血小板=

总放 cpmX抗体分子量 Y 血小植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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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血擎内血栓攘 IIa<TXBρ的拥定

~存的血辈 37"C饵冻 .3000r/min 离心 10 分钟，上层血浆援本重臼割的 TXB.， [IOJ$:财免

疫药盒测定奠血囊浓度.

1.' V帽 WiI蜘‘回国事(YW凹的测定[II]

血章内 vWF的浓度撞本重制备的酶联免疫吸酣试验(且应;A)法测定.血章以 1 : 50 裙

..以正常人混合血辈 1 : 50 时 vWF 的浓度为 100%.

1.7 篝计分橱

披露以均值土标准量表示，以ι检验判断有无显著性差异d

2 结果

2.1 血小桓圃'蛋白的董化

PRP经不同荆量(0.1. 25.~5.5.10.20及 4OGy) 5·CO Y 射线照射后 4 小时，血 'I、饭腰

袭面 GPJ..GPI. 及i~ 比标记蛋白 GMP-140 的变化见酣表.由表可见 .GMP-110 随照 ft-t 1l'1 量

的精细，在血小饭表面表达的分子敬也随之 t曾多，当 y 射线剂量为 5 Gy 时.与未照 Ilt组比

较.有显著增加，以后每个剂量均有显著升高.提示 PRP 经5OCO Y 射线照射后.血小板内 U 腋

位释放增加.血小饭活化理厦精离 z而 GPI. 及 GPI. 在腰上未见明显改变.真分子歌与未~«

射组比较无显著差异， PRP 即刻固定的对照组与未照射组比较 .GMP-110 的分子敬没有显

著差异，说明 PRP 在 20-2S'C 放置 4 小时并漫有引起血小饭颗粒内容物的停放.

附寝 ·叫Coy 射线，嘿射后血小橱..蛋白分子戴的改变(支土 SD)

lIIDCo Y 制统剂量 (GYI

G 1.25 2. S 5.0 10 20 40

652 士ι 647 土 790士 1232士· 1.71 :t· IBI.士.. 2262主…

GI\IIP-140
2B9 3110 339 302 401 2事 f 205

1.57 士 J. 57 士 J. 58 士 1.41 士 J. 47 士 J. 21 士 I. 7.6t
GP 1.66

。. 17 0.10 。. 17 0.10 O. 'D 0.'11 0.' 7.

2.62 土 2.61 士 2.67 士 2.67.士 2.5' 士 2.76 士 3.01 士

GP '.~~
0.22 0.190.20 0.23 0.43 0.13 0.50

A 兰~实'量的均辙.6.6. 以(分f敏/血小饭〉胃 ID .毒品. • P <0. OS. • • P <0. 01. … P<

0.001.

2.2 血藕内 TXB.的童it

"冻的血紫按本院自制的放射免疫药盒测定TXBz 的血紫浓度f因门，由回可见.当附

射荆量为 2. SOy 时 TXBz 的浓度呈显著地高.且随剂量的增高.血浆内TX岛的含量随之精

加#而 4 小时后的未照射组与即刻固定的对照组相比，TXB/ 的浓度世宵显著差异.四此.不

同剂量的80Co y 射线照射组TXB/ 浓度的升高是由于辐照本身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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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藕 vWF 液踵的童化

血浆内 vWF 的浓度变化见因 2. 由回可见.当 y 射线剂量大于 SGy 时 .vWF 的浓度Jf t台

升高.当 y 射线剂量达 lOGy 后.、 WI-'浓度呈显著增高.因它是血小饭 O 癫位的内害物之~..- •

而 PRP 中 vWF 的含量不受血管内皮细胞霉的'巨响.因此，、'WF 浓度的升高也反幌T血小饭

U 籁位的篝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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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 y 射线-嘿射后

血浆民I TX岛的旅II i!{变

201. 252.5 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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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l

。

论

电离辐射对人体的影响，是一个较复杂的问题 a t--~方面对人体街刊.能作为'仲放~-t

治疗方法在肿瘤等痰病的治疗方而起 T不可低估的作用.问时.宫对正常细胞的扣lHiW lfJ •

I)}~日益受到人们的重槐.造血细胞经大新l暨 y 射线照射后. iiI导致再生障碍性贫血. I阻营内

皮细胞经 y 射线~{l ltt后.宫的抗凝与to寄功能将发生改变.促使:!J血或血性形成. nil小饭给

不间和Ul{(.JMco Y 射线照射后，本研究结果提小它的止血功能也要发生改变.血小H.ii'i占 ftifi'j

ff.放颗 r.t 内寄物 .1t~tl叫烯酣代谢旺晤 .TXBz 产生增多.血小饭在丽的比标记蛋白 GMP

1·\0 在质腰上去达增多。[日此.血小板结··Co y 射线照射ftf • 活化程度明显增高 F而活 It后的

础1小饭就缺乏止血功能。 j主或许是大剂量 y 射纯照射后.导致机体:J~血的主要照例. Schneid

kraut 等人注j研究表明大鼠经 lOGy y 射线照射后 2 小时.尿中 TXBz 的浓厚E未见 1可HV1H~.

而H 小时后，尿中 TX~ 的水平显著升高。这和1ft们所报道的体外辅~{!结果H费似之处. I/;I
此，选拇照射后不同时间测定其含量较为重要 .··Co y 射线~(f q·t后.血小敏 TX岛的产生啊Iff

放增加.可导数 TXBz 与 6嗣-PG I-·，.的比值1曾高，使血小饭的帖附、聚集能力糟强，如 1时 • "e"1
使微血管收缩，促使血管内微血栓的影成，这或许是辐照早期血砸精高的原因.因此.机体

受较大剂量 (>5 Gy) 萨~onCo y 射线照射时，服用·些抗辐射有 i仰制血小饭活化的药吻以保

(f血小饭的功能，这也是…个值得慌 H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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