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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和微观放射自显影术对吨-蛋氨酸

掺入机体不同组织蛋白比较研究

朱寿彭梅开平乐尚属·

〈苏州医学院〉

摘要

在预先引入体内蛋白质标记前身物 :\5S_ 蛋氧酸后，用宏观和{按规

放射自显影术，探讨了不同脏器和细胞水平的蛋白质生物合成部位

和合成的相对程度。由定位和定量分析研究的结果表明，以肝组织中

的蛋白质生物合成能力最强，其次为肾脏、脾脏和大脑，以及骨髓幼

稚细胞.而心、肺和骨路肌等虽具有重要的生理活性，但其蛋白质的

生物合成并不旺盛。

关键词放射自显影 示踪剂 35S_ 蛋氨酸掺入 生物合成

组织蛋白

• \江西医学院进修教师



MACRO AND MICROAUTORADIOGRAPHIC

STUDY IN COMPARISON WITH THE

INCORPORATION OF 3sS-METHIONINE BY

VARIOUS TISSUE PROTEIN IN ORGANISM

(In C阳lese)

Zhu Shoupeng Mei Senping Le Shangcheng

(SUZHOU MEDICAL COLI正GE)

ABSTRACT

The pur院后e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observe the incorporation level of ~sS-IIlC

thionine by various tissue protein in organism. Dy the use of the macro and microa \l tora

diographic technique. the incorporation of :ISS-methionine by the tissues has bl'cn \I ti

lized as an index of various !issue prolein synthesis. On this basis. the further cxpcri

men臼 showed thal tracer agent :ISS-methionine was dominantly incorporated in thc ilT1

mature cells of bone marrow and the tissue of Jiv町. kidney and spleen. Its incorpora

tion increa优d gradually with time. From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it c.an be concludcd

that a strong prolein biosynthesis metabolism produced in thωe lissues. Wh: 1c the tis

sues have important physiological function in organism , such as heart. lung OInt!约kek

tal muscle , but the protein biosynthesis in those tis-sues was in a low leve l.

key words autoradiography tracer agent 3S S- methionine incorporation

biosynthesis ti s..sue pro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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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言

圃'医用同位章示露技术的不断发展[lj .专一生理性标记蛋白质的前身物也因而增

多L21. 为了镰究机体内脏器和细胞水平的蛋白质生物合成过程，用us 标记于体内广泛存在

的一种必霄氨基醺即噩氨醺作为示障制，遭行放射自显彭:剖，观察血液、骨髓细胞以及不同

脏器和细胞水平重自厦的生物合成部位和程度刃，比枝体内不同嚣官组织中重白质生物合

成能力的盖别.

1 实验方法及结果

1. 1 血温和骨髓撞片撞射自.8研究

探it外周血有形成分和骨髓细胞撞射自显影犁，可以进行血液细胞形态学及造血功能

的研究，并对放射性标记程度及不同系列血细胞进行定位定量观察，这对基础医学的理论研

究和临床实酶，都有很大意义.宴验观察选用 15 只体重 140士。0)51 的 Wistar 纯品系雄性

大白鼠，标记物为鼓化纯"s-噩氨酸示黯荆.翼放射性活度为 18.5 k8q/I. 由周静'在注入 l

ml/ 100 g 体重.分别在注入据 s-蛋氨酸后 3 、 2-1和 72h 不同间隔进行观察 z 由颈动阶放血处

死动物.取一滴 (t':1 2 mm)血液E于载政片一端边缘.随即用磨边盖.vi片触及血滴向前推进，

使呈一均匀薄层覆盖在载瑕片上.常温下干燥后.放入存有无水甲醉液窑器中 5 min f'变血液

固定.然后i圭入 5%火棉肢保护层液中并立即取出.插入主式载玻片架，干燥后再转Nfl]

-1 0C 电热恒温水平台上，使与涂I'i液体乳脏时的温度一致，以免涂散的乳脏发生皱缩。然后

将标本移入暗室.取出保存在冰箱中的核4 型液体乳脏.先于-10·C电热恒温水吊装置巾ti，

化，然后加入 10%液体核乳胶稳定剂6-硝基苯骄眯唾液，再用重繁馆水作I: I 稀n.轻轻

榄句备用.涂敷液体乳胶时.先用定量滴管抽取15μL 已精籍的液体乳胶.置于标本片的一

端，随即用破棒滑动涂匀.在25"(:恒温下阴干，待收入曦光盒后，在--1·C下干燥曝光处理

30d. 即可取出标本片作显影、停显、定配、水洗手日甘油保护消漫泡处理.再进行改曰"、E 直

接..iJ.即可镜检分析放射白显影象。

IIJ 爬涂片放射白显影标本观察到ttl入机体的鸣一直氨酣.能较快较多地惨入董IJ红细胞的

血红茧臼h';.分巾。且随着时间的延长.l.\S~茧氨般选择性掺入il]红细胞血红蛋白成分巾的M

亦随之用加。因 l 为 ~~s-罩氨酸摄入机体后2 -1 h 取材的血涂片放射白显影象。

放射自显影骨髓1余片是在观察时取胸骨骨髓3μL.用生理盐水作 10 借稀再后.制'1';.1"

髓涂片标本.其余各项操作均与血涂片放射自显~步骤相同.因2 为 ~.IS 罩氨酸班入肌体

2-1h 的骨髓涂片放射自显影象.~5S_罩氨酸首先呈优势选挎性定位在幼稚细胞中.其次是成

熟细胞中.

1.2 脏髓宏观水平和细胞水平锄现撞射自噩影研究

实验选用的大白鼠;fU世射示黯荆同第一项声验。观察前将各组l大白鼠巾颈动阶放血处

死并迅速解剖，分离出肝、肾、脚、骨、骨~肌、心肌和l肺、脑等细细脏器们组织快.m r~二'苦绸

冲 i便进行目1世.然后用流水充分时Ij党，再依次约70%至 100%的乙醉脱水.作选明处PI'.11' 7,
B由包JlR切 g: (1)/脏器宏观放射白显影楝作:切片'厚度 20μm. 并将再结1织切片脱til 处理后.

贤夹在具有火柳，脚薄保护自的问→乳眼睛上川.--1"(:干燥和lil Y!';处郎. (2)细胞水平微观放



射自显t:操作=切片厚度 6μm.经脱蜡相涂'自久悔殴薄保护自重后.移至暗室用虚惊梢动注:涂

般液体乳殴层二'J.在 25 "C恒温下阴干.收片后装入·光盒内·光一个月.然后取出 it' 显t;.

割止、定.t:、水洗和甘油保护液浸泡等一系列处理.~色后，在油罐下观察各标本中的政qt fI
显~..

从实验所得的政射自显影径矗结果表明，在机体摄入Sl S-I氨酸后不同阶段掺入i' IJ 各组

织重自中的总趋势是一茧的.而其攘入程度则随时间蜡长而升高.现以 2" h 阶段在)I'!.察为

例.真结果佣下=

(I)脏器宏观植 M自显'吕定位=用同一乳脏层、在相同操作条件下所得不同脏器放射白

显影的结果如困 3. SIs-I氨酸在摄入体内 2" h 阶段，掺入到不同脏器组织盖自中所里硬的

政射自显影黑化强度依次为 z肝>胃脏皮质 >W>骨>胃脏帽质/心>肺〉骨'自肌>大脑

皮层〉间脑>中脑〉小脑.此外，随着观察时间的延长.I1 S_}f氯醺掺入到组织罩白中的量亦

随之糟捆，但其掺入组织童白的顺序不变.

(2)细胞水平徽观放'暗自显 E定位 z

a. 肝脏 肝细胞对吗-蛋氯峻的摄取速度很快，在 155_Ji氨酸摄入后 2·1 h 时.肝细胞

内摄取该氨基酸的量达到高峰.在幢接相胞策部{V.都呈现出浓集的径迹颗 f·t. .且在细胞怜巾

的蓝白质生物合成能力比细胞囊中要高.如罔 1.

b. 宵脏 在355，罩氨般掘入相 l体后的 2·\ h 时.在 "ff 小球和肾 011 绵l管部{ι 部'fj III 见浓

集的放~.f白显影径迹.世 n因!lA.日中所示.

C. 精!盹 因 E 步J肌体摄入]55，~氨股后 2·1 h 阶段的放射臼显影集.显示膊脏骂I tlt细

胞具有较强的惯取措S 茧氨酸的能力.

d. 真官器官 饥体在摄入 ]~5-茧氨股后 24 h 的s:射自显影径迹表明.只有少段昌{?!Ii

醺掺入到肺脏和脑组织蛋白中.由 u回 7A.n. 同时还观察到在心肌细胞相骨It肌细胞绍 I~蓝

白巾'、-罩氨般只有微量掺入.佣困队 .B 中所示.

1. 3 经II脑童引入示酿割的脑组织和细胞水平撞射自BE的研究

实验观察了 Wislar 纯品系雄性大白鼠脑组织中 JIJ 放比纯"s 茧氯~n:示踪剂 • i'_:~ 侧月Iii

室注入 20 mL.其放射性活度为 7. 1 页 10' kl坷，用特制平头微量注射器作抖续it入 I:; ';.汀'入

深度为 3.5 mm.;在桂入]55，罩氨酣后 30 min.断头处死动物，并迅速开颅取 :f: 腑'写i!HJ走 .11'::-'，

醒理冲液固定.然后流水训'慌， llH在次用 70%歪 100%的乙醉脱水平u透明处理，否如也理切

片.进行脑组织放射自显影和微观脑细胞水平微观放射自显影 • t余敷保妒居后.在附宝 'I'.可

液体现脏层，曦光处理 l 个月，取出作显影.制止、定影.水榄和l甘i由保护液浸泡，最后~也镜

植各标本的放射自显影径迹，

(I)组织宏观融射自显~定位:

在验结果见四 9.通过i倒微光度 ii'对大脑两半球切片的宏观放的 ru币，配进行定 MA吧~

lt黑化稽度 "I. 发现在阴晴lfl应日灰质那位、视liF郁的放q·tn~.影象~ fl ff.班 f'~ 1~·~·. 在rrJl

有较多 (y.J"S 茧氨酸的惨入.细到1茧 I'J 的生物 in此比较旺盛。

(2)脑细胞水平微观放q·tn ~影;主位:

111m IOI!'"r !.l'. l5s 茧氨酣!:爱q事入端脑皮 !A灰质 q'.lfiitE 含神始股质细胞的1' 1 质较少节

辈子在脑 F的-策略部位.特别是在导水骨和 l阴阳灰质部位，饥 I r引 11 和J 12.-jiH:，{见 flJ f j .'Z Iff)



密度皿s-重氨酸，入的放射自显e径迹.

2 讨论

体内重白质具有多种精肆功能，分布在各个细胞组分中.如细胞囊、跑糖、菌'及各种酶

澜II!色体中L·I. 用示黯性必需氨基陋，如本宾验中选用的电-噩氨醺，可以理测体内童白质的

生成过理.通过饥体内噩白质摄取15S_.氨醺的过理，了'机体中蛋白质生物合成情况.从而

了解体内代酣动主过理.通过预先引入体内重白质生物合成中专一前身精必帽的氨基酸的

标记15s_噩氨醺研究，以此部讨各个不同器官组织中董白质生物合成的旺盛理度.

本霎验中放射自里摩操作，来用了蝇甲'或成二E作组织固定、班水冲洗及酒精脏水等

处理步..可以保证在嚣盲组织中的游离辜Iss..氨醺全部披洗阻.因而放射自量~象中呈

现的径选.都是修入到重白质中的结合志"5-....因此，可用于定量融射自 .~:ul观察

us_噩噩踱惨入某个嚣宫组织蛋白中的量，从而反映酶'盲组织部位的重白厦生物合成的旺

盛穰度.我们从宏观和微观融射自显~平行地理事了体内各不同器官组织中噩白质生吻合

成的旺盛程度，其结论也是一量的:I!P肝组织中最高，真眈为肾脏和膊脏，而一些器官组织匈

心肌、肺脏相骨幡肌等，虽具有重要的生理活性，但真蛋白质的生物合成却并不旺盛.

考虑到罩氨酸是广泛存在于体内的一种必篱氨基酸.参与组织中蛋白质的生物合成过

理.用13S_噩氨酸作为示踪荆.引入机体后参与细胞核的董白质合成过程.因此可以 III来研究

骨髓中造血细胞的增殖能力.尤真值得提到的是，当吨标记的蓝氨酸注入饥体后.可迅速地

掺入到红细胞的血红蛋白成分中，由于在红细胞的个体寿命中.血红蛋白分子不1P1!新.因

此可以用血涂片放射自显~术来准确测定红细胞的寿命.

应该指出.为了避免在撞射自显影集中出现人工的化学假象，必须避免使用含有还原剂

的固定液.因为它能够使乳脏银盐还原而产生'点 F此外含金属的固定被亦往往会引起人工

本鹿产生，也应避免使用 F而含有氧化剂的固定液则能导政银盐颗位退色.也要避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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