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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co y 射线对小鼠腹腔巨噬细胞

和人外周血单核细胞骨架系统的影响'

陈晓梅..郭王华鹏志伟茅于均…

〈苏州医学院)

摘要

采用选择性抽提方法结合整装细胞电镜技术 (whole mount cen

EM)及扫描电镜技术，对单核、巨噬细胞的骨架系统进行了观察;并

应用抗肌动蛋白 (Anti - actin)抗体和抗 α ，管蛋白 (Anti-αtubulin)单

抗结合肢体金免疫电镜技术分别对其微丝、微管进行了定性研究.在

此基础上，对不同剂量60Co y 射线照射前后单核、巨噬细胞骨架系统

的辐射效应进行了观察，发现照射后细胞骨架系统发生了显著的改

变.同时，对照观察了秋水仙素、松胞素 B 对其骨架系统的影响，发现

它们之间存在着-些类似之处.因此，我们认为60Co y 射线引起的细

胞骨架系统改变可能与微管、微丝的聚合障碍有关.

• 田家自然饵，基金".，项目

• • 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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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r

The whole mount cell electron micr西copy in combination with selective ("咒traction

method for pre阳ring cyt西keletal framework was applied. eytωkeleton pre阳red by

Triton X-IOO Ir，四tment of mouse periton回I macrophages and human peripheral blood

monocytes appeared in electron micr西copy 部 a highly organized and inLerconnected

three-dimensional matrix of different fibrous elements. Since such cytoskeleton再 are

open membrane-free system , individual fibrω5 organizallons 臼n be identified by spe

cific antibodi田. An indirect immun吨。ld pr回回田e using mon∞lonal anti-tubulin or

anti-actin antibodi臼 was applied to visualize tubulin-or actin-containing structur，邸，

The three-dimensional visualization of Triton X-IOO resistant cytoskeletons had been

usc到 to demonstrale that different doses of ωCoγ-ray caused a distinctive and repro

ducible alterations of the cytoskeletons of intact mouse periton回I macr叩hages and hu

man peripheral blood monocyt西 in vitro.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some sim

ilar alterations with thωe caused by cytochalasin B and by ∞Ichicine. From these 0 1)..

servations and other workers' studi白， It' s likely that 60CO v-ray irradiation may in

hibit cytoplasmic microtubule and microfilament assem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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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真核细菌中'存在'相制的、握真复擎的网络矗辑即细菌膏，民矗撞仰telSkcIew

w黯m). 鼠目酶所知，缅匾骨肇包括z髓啻(miClO(ubu!cs，直径 :20-25 om)、'锺〈皿a币Ia

酶'饵，直径ε5-7 nm).中间纤维〈阳tera闹剧，他JneIlts，直在 :7-11 nm)及徽囊(m阳otrabccu

l兽，直在 :3-4 nm). 细胞膏'但具有直艇的功能，对保持细胞的形态、细菌的运动、物质运输、

内害外搪、兔撞行为、细胞精殖分襄以及信息传递串'方面起着植真广泛而重要的作用.另外，

细菌骨篝还与细胞的许多病理过程密切相关.

单横.巨曙细菌是一委重要的兔疫细胞，它的许多生理功能如吞噬、免疫识别、表面受体

的运动等部与跑掌骨果有密切关系.近来，Ladyman 报道 z当巨噎细胞摄取了放射性霞最后，

可导政巨噬细胞的上述功能陪碍，并认为是电离辐尉对细胞骨攘的I:响所嚣(Il.本文应用选

篝性锦捷方法结合整整细胞咆键技术(whole mount cell 剧)及Anti-actin、Anli-a t曲ulin-

E体金兔瘦电幢标记技术对 leR Ij、凰腹.fl§噬细胞和正常人外周血尊核细胞骨肇磊统进行

了观察和研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剂量lOCO Y 射线体外照射的单核、巨唱细胞骨蟹系统的

辐射般应进行了研究，并同时对照观察了松跑囊 B初秋水仙素对其骨报系统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 肌动蛋白抗体的制备和整定

1. 1. 1 肌动蛋白的制备和鉴定

参照 Ebast峭的方桂(fl，从新鲜鸡盹中在得校纯的肌动蛋白，经 80s囊丙烯靡黯疆腔电撤

(80s-PAGE)测得真分子量为 42000 阳〈见照片。.用爵鸪醺负枭挂在电镜下可见 F-肌动

噩自呈清晰的纤细结构〈见照片 2) ，

1.1.2 抗肌动蛋白抗体的制备和鉴定

采用纯种健康的新西兰兔为兔疫动物，体重为 1.8-1.9 kg.事先植查自发抗体为阴性.

取 F-肌动蛋白加8f恕(80s鳝浓度为 J %)煮糖 2min 后作为抗原备用.常翅免疫动物，免疫方

法为背部、脚章应下多点注射，剂量为每只兔 0.75mg/ft.一般经 3-4 眈免疫后，即可获得

阳性血清.经 50% .33% .33%饱和硫酸镀盐析后，得到较纯的IgG 抗体.加 1 : 10000 叠氨

俐， -"0吃保存.果用间接兔瘦荧光怯测其般价.本工作所使用的抗血情在稀挥主 I : J6

时，仍可提出脑质中醺丝结构.

1.2 商品与试JIIJ

(J)抗 a-管童自单抗(Monoclonal anti-a lubulin)为小鼠抗 α·啻蛋白单克隆抗体.lgO(英

国Amenham) ，

(2)肢体金标记的羊抗兔IIG(盒'植直径dO nm).肢体金标记的学抗鼠ISG(盒帽位直

在 :10 nm川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葛础医学研究所)，

。)Triton X-I00(Rohm Haas.进口分辈儿

(4)扭胞章 8(Cytochalasin B.简称 CD，费国 8ign时，用二甲亚鼠(DMSO)配制贮存破口。。

118/mL).O-4"C遭光保存，I自用时再用培养擅稀部主所帘的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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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秩水仙章(Col曲ieinc.Fhdt 量口分如.先民成一定浓度050 1lllmL)的贮存檀.脑用

时再以培鼻攘"到最费使用雄度.

(6)细胞'薯'冲撞《简称 C510 :l0 mmoI/L PIPES(州队的 .100 mn回/L K口.300

mmaI/L ...3 mmaI/L Mal口..1 mmoI/L EG1况.1.2 mmOI儿 pbeny国thylsuJfonyl flu«悔.

1.1 细跑蜻鼻

1. 1. I 锢幢幢集方法

(I)小凰踵应巨瞌细胞的收集 z实撞厨用~阻为 IcR近吏矗'1'鼠，用引事法暴死小鼠，在

无菌条件下，用 PBS 擅匠复冲洗腹膛，即得细菌晕攘，用 PBS 捷 a 在.根据巨唱细胞爬片的

特点收集巨唱细匾.

(2)人外周血尊棋细胞的收集z取正常人〈苏州市中心血库}外周'融血，肝囊抗疆(20

u/rω，将抗疆血用 pH 17.4 的无钙镇Hanks'擅 1 I 1 砸得，蟹慢加至淋巴细胞分离檀上《上

海试制二厂.比重:1.077土 0.02)以 2500 r/mJn 作密度棉度离心 20 mJn.咂出吏界面富含淋

巴单棋细胞层，用 Hanks'踱境 3 眩，加入 RPM11640 培养液培养 3-4 h(37町，根据单笛细

胞黠噩生艇的特点收集单幢细胞.

1.1.2 培鼻方法时

将镰间夹在推度为 1.2%的 Furmvan 厦与培条盖鼓片之间，暖融、捎毒后置于培养照

中，培鼻霞为 RPMll640 加 15%小牛血槽，待细胞平铺于罐网上后，即可供牢'食用，

I. • 照射..件

将上述培养好的细胞剧。-160y(剂量率分别为:l Gy/mJn 和 2 巧r/mi的作I~CO Y 射线

体外照射.

1.5 高精处理

将生最在镰同上的细胞分别以每mL含4 阔、M松跑章B 的培养液或每mL 含1. 5 晴、

7.5 阅、 15 吨秩水f山慧的培彝液在37'C 下处理 I h.

1. • 细胞抽徨川

将培彝于镶同上的正常细胞和分别经不同照射荆量及不同荆量药物处理后的细胞，先

用 CSK 幢幢 1 院，然后用含 0.5%Trit侃 X·IOO 的 CSK 踱处理 6min. 细胞的醺结构和可槽性

噩白檀槽饵，细胞骨螺与核结构完整保存.

1.7 电'梅品的制备

1.7. 且 遭射电幢篝品的制备

将是抽提盾的样本，以2.5%戊二踵{用臼K 配制〉重温固定30 min. J % <>SO，后固定，

2%的醺醺和氧铀水槽槽.鱼 lh.理银乙蹲脱水，乙脯干姗后，样品在 N-600 型遇射电镜下

观察，加遣电压为 100kV.

1.7.2 扫描电幢撑晶的III备

将细胞直接培养于疆片上，撞上述步'抽提、固定、脱水、乙鹏于帽，啧金后在5-570 型

臼捕电镜下现..

1.7. • 肢体盒，免瘦电幢梅晶的制备

(1)抗肌动蛋白抗体·肢体金标记 E细胞经抽提后，先用 2.5%的戊二醒室温固定 10

川in. 用 P因〈州 7.2 ，含 1%囚A)院 5 衍，纣正常兔血糟(I • ?O)孵霄 20 min(:\7"C).然后将倾



同移至抗肌动蛋白抗体(I I 的的穰滴上.37·C 孵育 Jh.P8S洗 3 疚，以正常学血清甜闭 I 眈

《方法同菌).TBS(pH 8.2.含 I%BSA】慌 3 段，与脏体~标记的羊抗兔 laG 抗体孵育 45 酣n

(3rC). 现篝水洗，来用常规方法固定、铀~， m水.乙脯于婚，电幢理事.

(2)抗 a -啻蛋白单抗 -ft体金标记 z 抽提后的细胞用 2.5%成二醒固定 1000n. 用含

NaBH.(0.5ma/ mL)的 CSK 处理 10min l5J .p部(pH7.2. 含 1%皿川洗 3 院后，与抗(J-管蛋白

单抗孵膏 lh(37·C). 二抗{脏体金标记的学抗鼠 IgG)标记方法同酶.常理固定、销毁、血水、

子..电镜观察-

1. • 宴验设计和撞it方法

本实验采用完全随机设计、方辈分析进行配伍资料统计.为达到统计资料的需求，本文

将原始百分率数据先行平方根反正弦函散变换，然后再进行统计处理.

2 结果

2.1 健靡 IcR 小凰腹腔巨噬细胞和正常人外周血单幢细胞的细胞骨架系统

将整装细胞电镜技术与选择性抽提相结合，可在1t规电镜下清晰地观察到整个细胞的

细胞膏药E系统，经Triton X-I 00 抽提后的整装单核.巨噬细胞铺展良好，细胞质中的可槽性

蛋白及膜性结构均被抽提，胞质中可见一十分精细、复杂的骨架网络.由于单核、巨唱细胞处

于不同活动状态而呈现不同外形，故其骨架系统并不都 :M-种状态.典型的单糖、巨睡细胞

骨架系统〈见照片 3.1)在细胞中部有一电子致密的回块.为细胞核及部分核周结构，其巾骨

想难以分辨$细胞段中骨期十分丰富，清晰完整.不同直径的纤维交织成曹集而复杂的网络，

遍布整个胞质.在胞质中可见许多粗细不一的呈 K柬状的纤推平行排列(直径 ~/10.l lJm). 一

端与细胞领相连.一端直至细胞周缘，终止于细胞表丽.在这些纤维束之间可见许多纤细的

纤维呈单根走行，互相交织相连成问.在细胞周缭常可见一些不规则的束状纤维 !1细胞膜平

行走向，并可见到许多细而短的纤维密集交织分布于质鹏下，这些纤维大部分直接与细胞茬

面相连，应 111抗肌动蛋白抗体-脏体企免疫标记. TI: J也镜下可见胞质巾分布的许多纤维束 fU

其间E扭扭走 fj {t1纤维 _t有许多企颗粒排布(见照片;)"们，此月为微丝束和西丝.用抗1]-臂蓝

白!¥，.抗-Jn体金免疫标记，可见由细胞核发出的许多平行排列的纤维京及纤维上有大量金颗

粒排布，说明这些纤维束相纤维为微特束和微骨 f见照片7).

2.2 "Co y 射线照射对单幢、巨噬细胞骨架系统的影响

2.2.1 "Co y 射线照射对 IcR 近主裹小鼠腹腔巨噬细胞骨蟹系统的能响

幢测受不同剂量照射后的小鼠服院 p吨细胞的仔活率均为 95%以上.照射后的细胞骨

想系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胞质巾央部 i'f娘前先出现断型，较正常稀肉，骨嫂，不完整， :j~现一

些空融(见照片的.随着照射;lilt量和剂量率的加大，细胞周缉骨艘愈益减少、稀疏，细胞边缘

出现一些辐射状的突起，胞质中 E吁以看到内多大小不…的空峡(见照片的，许多细胞出现收

缩，伸展性差，出现不同程度的阳捕，由于细胞伸展不良和部分回缩，细胞厚度增加，以政电

子束无黯穿透，在电镜下呈一黑也的电子致审团块.仅在细胞周边较薄的区域仍可见一些不

完整的细胞骨很纤维网.在照射剂量较大时，许多细胞:f:现明显的闭捕、变形(见照片 10) ，

详细观察细胞骨娘的各种形态.fU例排水观察 )-z ~*锦阿.每例计敬 zoo 个细胞，计算

出各仲形态的百分~(见者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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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属 11.1士133 %1 1'士t. 7I· 21.1%士 I t- I%" ~队..士L4:a 1%..金1 5%

• • 忌"土4. 5% 11 4:1士 '.15' n."士 11.57…..DC士队II" 77.13生7.SS- -

魏事指标.~

' 4 • t ‘

仲幌良" 15. %9士 1.44 10.11士 ..OJ· • 7.44士‘.. 22-· 2.50士 2. OJ"

车 属 '.43士 3.79 %:1. ca士 1凰" 13.05士 9.21 10.71 士1.03

m ' ‘.21士‘.51 66.35士!l. 35' • 71.50士 14.01' • M.7'士 II. ft· •

… X 士so '1' <0.05 "1' <0.01

自费 2、回 2 可剧'到，在嗣量事为lOy/min时，从 1 Gy/mio 组开蜻停厦良好细踵的百

分率已明显下降，部分细胞出现伸晨不良和不同理度的回罐，菌'剂量的增加.这神变化"

回.在 1-80y范围内，备"财嗣量组间均有显著噩鼻(P<O. OD.8 Oy 与 16 Gy II间也菁

噩鼻(P <0.05).

.'不回销量吨oytl线停'惰tI对正常人*...…..的影响f割..:黯.，/..)

!III剖..0.，

.-5 }(士so • '''<0.01

袭 3、回 3 为剂量率为20y/min时不同剂

量"Co y 射线体外贸射对且在模细胞骨攘的E

响.可以曹雪IJ.在提高刑量率时(I Oy/min-2

Oy/min)细胞骨想的辐财损伤效应加重.从4

Oy 开始，细胞骨娘已出现了假翼明显的改变，

但随曹剂量的进一步地加，细胞骨攘的锢In梯l

伤放应未见明显糟强(各照射剂量组间均无盖

异).

••--&

E

.~'l

l.O

...
士::l!.!--

o Z 4 f\ II 10 J~ II I 侃

例'，I.Gy

m~ to Co y 射线体外照M:l·t 人体外周血".精细

胞骨躯的膨响f剿'事， 2 Oy!min)

2.3.3 .幢.e唱细胞骨蟹的辐射锺应与铅胞囊队秧水仙囊对冀'蟹.晴的比钮

松跑霸"是--_.种能强烈地、特异地作niT微仕的药物~~J.细胞经" lIs/mL CD 作 HIl 小

时后.即出现一定再度的伸履不民币u 向心f.tl帷缩，细胞周边细僻的纤壤网蠕消失，骨1，fl纤罐

出现异常排列，庸质巾部分骨~tf璋的现断扭，炸可以精到一t毫不定形回蝇，这些回烧大小

不一.多!;j纤维栩连.在一些部似可以.WI:J: i主吨11It.是屉III纤维状铺掬囔"而成t¥J. 在帽履

I 7



....."

中还胃'到一些骨蟹空幢娃.圃， α割量的'大 (I tJC/.也 37吃悻III 小时).可且跑厦中

的不定)I田换也滴失.出理谤，大小不一的骨'空缺Ii!t.骨'明显蜡少、'囊，许...出现

圃'、'事变〈旦.咂片 13. ).4 .)5λ

.ccalf幢小_...…酶'喃

四"8""-ι

• 4 •.…l. 12. 0金I." 也If士 1..2… '凰"士a…·

字 • 12.U士1n I.. .，士2.. 1117企"13

自 • ..71主171 all士 1110· • 55. 7‘金"IS·'

• - 5 Jr士嚣) • ·r<o. 01

.' calf罩'人.._-…·帽.响
ca "'.0141....

....番."
' 4 •fP... 17.03土 121 . 52.70士 17.." " 1'.51主10" "

字 • II..土 2.1隔 11ft士忌， '凰 51:H..04

阳 • I. ‘'士0. 15 31.士 1..21" " 11.'2土豆‘0""

• - 5 Jr土so ""r<o. ol

IS7.51.5'
现窜.~."

铁水恤'可特鼻性地棚"啻噩白的...经缺水恤窜作用后，响跑出现停属不良.跑质

中膏'民不完量，比例也比赞不慢圃，在缅幢周边可以疆到一些蝠It校的突起〈见照片 16) ，细

胞出现不同理厦的回蜻、"履不良"鼻形斐，跑震中青集相对稀疏t兑强片 16.1 7>.

寝. .协..Jl ldrlj唱..~.._t阔的，嘀

'配水til.....协..，....

伴随良 tf I 12. 1t金 2.44 U..7士 1 0. 13"" 21.01 士 7.…. IS. f.全6.2…

宁， • I 12.U士 3.'3 14.72金'.19 归.7'土..It If.76土 4. ‘。

III • Iι7.主3.7' 41.42士 5. '1"' 51.章'士5. :IS' • It. 75i.:.. '3"

.-5 X 士so ".，<队"

寝 7 _*筒'对罩'障人"周......1'4.响

'水筒，剿'呻"也

篇...." ' 1.5 7.5 15._Iff
'7.03士3.%1 5%.37 士 '.41" %1.'7 土 4. %5" '1.01 士 5.29' •

字 m 11.38 士:l.1I .....士 7.00 .1. ..士 7. :IS JI..35 企阻 u

m ' '.80士 0.15 30.87 士7.U" St. n士...... U. St圭 t. t~··

_-5 冒士皿) "'<0.0'
比艘幅Co y 尉缉跚射后尊穰、巨咽细胞骨蟹襄挠的改变与CD.秋水仙'对自，.楠、日曦细

胞骨蟹的影响，可以.IJ官们之间膏许多费似之处，细细胞骨'阻断噩..现.悔JtJ异常.细胞

l'H费不间再度的伸履不良、团'和鼻形斐*.这幢示"Co y 射蝇照.，引起的.!'J'I钝.~咽细胞



骨鲤矗提曲改变与融锺...曲.$膏关.

2.2. C 应用担撞电·踵'气AY割撞到正常A......撞撞撞'擎的画晴

量T睛on X-I回撞撞后曲正窜尊蟹'国在臼撞电幢下可旦·噩申许多钮'不一的野擅

相豆交织.形成.~旨囊'的主体同蟠〈晃帽ItII). 这些If璋的直径蕾矗比矗尉电幢下.窜

到的匾，可能是由于囔.盒的篝撞.经I G，.<嗣量事 2 G，.I_时'耐后的尊撞细胞骨撞系撞

在生了显著的改变《且'片E的.奠变化与同等嗣量矗射电罐下理事结息相制.

3 讨论

应用童装电键技术与矗择性撞撞相结合，能情晴、完撞地理事商量个细胞骨想革捷曲主

体同蟠结构.由于挥拿矗竟暨细胞，撞可对'个细胞的'鲤系提意凰堕体的.企.臼噩电髓

'主体'强.结合应用遭财电键和扫撞电幢幢更吁地显示缅圄骨擎的立体鞠堕.ft体盘免疫

电幢技术用于精细结构的定位、定性植其有蜡.经Triton X-I 00 抽提后的单植、巨唱缅跑骨

肇革键是一荒醺结构的开放系统，十分适合于免疫脏体金标记，本宴瞌应用抗凯动童白抗体

和抗 ca-啻罩白:IJ抗分剧对..债、巨唱细胞中的醺丝、辙管进行了定性标记，取得了良好的效

息.

宴噩结果键示:"COy射缉照射后的IcR 小凰踵腔巨瞌细胞何人外周血尊精细胞的细胞

骨蟹趣融结构均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并幅照割荆量的精拥而加重.引起读变化的原因之一可

能是电离植肘直接损伤了细胞骨蟹，引起骨岖的破坏、断提、精陷.L:.uta;响细胞形态的维持

等汗多.蟹相关功能.

"Co y 酣缉引趣的罐钱、巨咽细胞骨蟹系统的改变与怯幢章B.缺水仙素所致的细胞

骨蟹系境的变化存在曹肇些费似之处.怯跑肃B、攸水仙霸分别为恃异性的.丝.辙啻抑制

茹钳，冀主要作用是拥嗣奠醺合，从而霞坏了辙丝、葡啻网蟠.因此.我们认为"'Co y 前线引

起的细胞骨蟹果捷的改变可能与微丝、融管的'配合障碍有关.本重真他同志的工作也支持上

连观点;，.·1.

LadYmi1n 曹报道.X 酣缉可引起兔.Hl噎细胞骨蟹嘉统的改变，并认为在细胞骨~系统

中髓'坷'画射It敏感，认为锢财引起的整个细胞骨穰最捷的改变可能是由于辐肘损伤了敏

感的醺啻靠拢而出圈里的相应变化=11. 另外.商人报道分型期细胞对相肘属敏感:')，这也提示

砸曹可能为幅酣敏感成分.

'雷的囔合与"噩噩受到严幅的时间性相空间性控制的.细胞内在在曾启动徽啻醺集

的融'组织中心〈阳OC)，电离帽肘可直接酷坏阳OC.政使融霄'台陪碍L刚.电离幅财还

可直接影响佩雷及管噩白而使挠'台能h降低 EEl- 关于咆离辐射~响徽管形成的视剧，一甸

人认为主要是'氧化了'噩白分子上的魏属;SEI.而辘篝屉啻噩白'配合所必需的.在电离锢.，

~瞿中，跑嚷巾可产生大量白Ih ".'''1，'，ι"， iiJ iJI坦骨蛋白分于上囊疆的 aft:. 同时大量的

自由薯.也可号 l起细帽骨蟹真他成纱的棚 11j.

息之，关于细胞骨蟹的锢 .t钱 ，~v. (('J t1l制陆...分 _fit. 多阴禀的.咆离锢.，可直辖影响骨

，ι骨报噩 (J~'A 9:骨梗形成 II'心.菇 iliH f;响艇此抑制骨艘航成的 1~耐过再而问幢号!起骨耀

果挽的改变.细胞骨罚1] 11' ~仲 it咂 IN. 分 (of棚"的触 ~fl:1且可能不尽相 rl~ ，许多问题还有待遇

一 JJ;帽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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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6 抗肌动蛋白‘应体金<"拉 :10 nm)兔疫标记

的正常盛装..穰细胞抽提样本. X20 000

J
照片 5 经 Triton X-IOO 抽提的 leR 小鼠腹腔巨噎细

跑

徽丝'自抗肌动蛋白-舷体金〈翩桩， 10 nm)标记，

X 10 OOC

照片 7 抗。管蛋白单扰，舷体金 <II桩， 10 nm)免费 照片 8 受 40抖1111.1阳，I Gy/刷的照射盾的'搜捕

标记的正常'装..核细胞抽搜样本. .I~R 小鼠.lie咽细胞

xso 000 胞质中央倩想出«断组.辙..~桐. X5 000

1)



照片'

照片 II

i 守p

"

γ22飞冉

、 v 品、h

受 8 Oy(剂量..2 G'1/rniII)熠射后的 leR ，oj.、

鼠院应巨幢细鹰的'骥摘.样本， X8 仙。

『 ι，...、

受 4 0)'(剂量.， 1 0.，/回旧照射盾的人外

周血单穰细胞的蟹"抽提椰率，X9000

照片 I~

照片 12

受 8 Gy(~J.率 .2 Gy/刷的照射后的 leR

小鼠胞.巨瞻细胞雹装抽提得本

可见细跑出现了明显的田德.)(8000

J吨，

二5气，

J黯仁"‘

、飞 J

·t~':俨

L 卢1'-可事

受 4 0)'(剂量事.. 0.，/刷的膊"后的人外

周血'院穰细胞的蟹"抽撞得本， X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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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3 松跑素 B(. ll&/mL， 1 h)处理的正常人外周 照片 .4 松跑囊 B(8 啤ImL，. h)处理的 IcR 小鼠腹

血..横细胞肇装抽提样本，X 12000 应巨噬细胞肇裳捕提樨本，xs 000

".' .,,
，"-..~ .

唱

照片 15 松胞. 8(8 ~II时_， I 的处理的正常人外周 醺片 16 秋水仙氟(1.5 吨/脏， j II)处理的正常人

血单穰细胞'搜捕握得卫队，X 12000 外周血单穰细胞'搜捕握得率，X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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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h山咒-100 :桥 i'!:': 仿古常人外周血单核

细胞妇播电镜观， X 15000

照片 18秋水仙素(7. 5 ~/mL ， 1 b)处理的 leR IJ、鼠

艘lie喧细胞.装抽提样本，X6000

照片 11

"担凰}.
2

·1",1

受fI Oy(剂量事， 2 Oy/min)照射后的正常人外周血单被细胞壁载他提样本的扫描咆幌观，

X10000 I

t4;"'
照片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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