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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氧化剂对人血淋巴细胞辐射

防护效应的研究

王明锁顾董'鹏朱'伯冯纪辛苏燎原

〈苏州医学院〉

摘要

用改良的硫代巴比妥酸(TBA)荧光法测定受照人血淋巴细胞中

LPO 值，从 LPO 水平上观察 4 种不同类型的抗氧化剂对60Co y 线辐照

所致的离体淋巴细胞的辐射防护效应。实验结果表明:(1)补加外源

性抗氧化剂对辐射所致的细胞膜的 LPO 损伤的防护效应有显著影

响， (2)4种抗氧化剂的辐射防护效果的强弱顺序为 SOD>VE>VC、

Se4+; (3) 淋巴细胞的辐射防护效应不仅与细胞种类、照射剂量有关，

还与抗氧化剂品质，用药浓度和预处理过程及监测时间的选择等密

切相关。



RADIOPROTEcnVE EFFECT OF ANTIOXIDANTS

ON HUMAN BLOOD LYMPHOCYTFS

(In Chinese)

Wang Mingsuo Gu Xuandi Zhu Genbo

Feng Jixing Su Liaoyuan

(SUZHOU MEDICAL COLLEGE)

ABSTRACT

By using an improved f1uoromeric method with 2-thiobarbituric acid (TBA) as

f1 uoromeric agent , the antiradiation effects of four kinds of antioxidant... on 60Co y-ray

irradiation inducing final products of lipid peroxides (LPO) , i. e. malodialdehyde

(MDA)content changes in human blood lymph∞yt眉， were investigated with LPO val

ue as an indi臼tor. The results of the experiment were as follows: (1 )The radioprotec

tive effect of exogenous antioxidants added to human blood lymph饵"回 on radiation

induced LPO damage of cellular membrance were remarkable; (2)The radioprotective

beneficial sequen臼s of four kinds of antioxidants were arranged like this:SOD>VE>

Vc ,SeH; (3)Radioprotective effects of antioxidants on radiation-induced damage var

ied 臼pecially with the property of antioxidants , drug concentration ,and pretreatment

and monitoring time ,etc. , as wen as irradiated dωage and various kinds of incubated

cells. In addition , the mechanism of these antioxidants as radioprotectants on human

blood lymphocytes is discussed in connection with LPO darr.age and radio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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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离辐射通过活性氯自由基途径对生物.结构中不饱和脂肪醺发生的噩噩过氧化反

应，产生一系列脑厦过氧化物(LPO) .使细胞内的正常结构和功能受到干扰、损伤和碰坏.由

于许多抗氧化剂能阻断、葬灭和终止眉质过氧化反应，因此抗氧化制对电离辐射损伤有一定

的前妒作用~I].以往曾有报道以不同嗣量照射整体动物后，对真不同组织相细胞进行瞌质过

氧化物含量的研究坷，但是用补加外If.性抗氧化剂对"Co y 射线辐射诱导的离体培养的人

血淋巴细胞的脂质过氧化损伤的防护作用.尚未见报道.所以本文用商定细胞内 U咱的最

终产物丙二踵(MOA)含量改变的疏代巴比妥醺(TBA)荧光法.选用 SOD.VEe VC.Sc·叫种抗

氧化荆对辐射引起的细胞防护效应进行观察.亘在捺讨外瞟性抗 .fl::嗣能否有纯地防护和

控制受照细胞中 LPO 水平的变化，为进一步实际寻找辐射防护药物的有放途径提供一种实

事量和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抗氧化剂及其配制

越氧化物歧化酶(SOD.比活力为 3-1 00 u/rns 蛋白.中国药科大学) ;a-生育酣(VE.96%•

上海试剂二厂h抗坏血酸(Vc.99. 7%.南京化学试刷厂h亚幢幢嗣(Sc忡 .AR.金山兴tlfl::

工厂).除 VE 用 0.2%的二职亚飘(DMSO)宿液配制外.真它试制用去离子水.无商银ft:配制

至所需浓度. -1 -C冰箱保存. I 个月内使用.

1. 2 人血淋巴细胞矗渣的制备

来取肝素抗礁(20 u/mL)的健康供血员的新鲜静脉血.用 Fkoli-Hy问Ie:分离液{上海试

剂二厂 .d= 1.077士 0.00引进行常现的密度梯度法分离出合销的人血淋巴细胞(纯度〉

90%.活力>95%). 最后用 RPMI 16 -1 0 培养液将淋巴细胞浓度调整到 2X 10' 个细胞ImL 的

最液.

1. 3 宴验处理

(I )y 射线幅照组 z取 O.lmL 细胞悬液等量(2页 105 个细胞}分注于装有 2 mL RPM116 -1 0

液的培养小瓶内，置~OCo 辐照场进行 y 射线照射.雷距 2.9 m.如l量率为 I Gy Imin. 幅照荆量

分别为 0.1.0.2.0"1.0.8.0.16.0 Gy.照射后立即放入 37"C温箱内培养不同时间，然后进行

LPO 水平(即 MAD 含量)的荧光测定，方法见§ 1. -1.

(2)药物处理组 z将试验组每份样品补加 0.2 mL 药液，使抗氧比如 IJ VE.VC 和ScH 的蜗

终浓度均为 5x 10·) g/L.SOO 的最终比活力为 I. 5x 10~u/L(浓度同前h 英中 VC 或Sc....的

浓度在试验中又分别穗'为100.20.5.0.5.0. I X 10·~8/L 几种不同的最终浓度，各实验组加

入药物后，立即置于 37'C温箱中，孵育不同时间后再进行~OCo y 射线照射.莫官操作步'同

(J) •

1.4 LPO水平(n mol MDA/I0' 个精巴细胞〉的测定

LPO 标准晶 t丙二醒(MOA ， 91% Aldrich Co) ，费光显示刑 z硫代巴比妥醺 (TBA.99% .上

海试刑二厂h真他化学试JftJ均为分析蝇.将每辄(份)奔去上清醒的淋巴细胞经商.碱掖

(0.03 mol/L NaOH , O. 9 rnol/L NaCI. ?HI2)和 0.02 mol/L Na盹PO.(吉酣红指示Jftj)中和后，



得到 1.0 mL2 X lOS 细菌的培匾攘，再按照 VasiTBA 黄先法(s]步'撮作，并于 lid时:650- 60

〈日立}黄光分竟亮度计上商定m值.商定条件瞰童画量最 515 nm.撞撞 h撞酣撞妖 553

am.撞撞 10.1 em 光怪的石奠杯.

1.5 囊相分析

本宴撞圃IL分组设计.各样晶一式三份..计处理 s 民宴量结果..考育英文献泪，备实

噩噩噩果用统计学方量分析，以幢量鲁试量组之间，撞撞界的显著性.

2 结果

1.1 辐射嗣拢'仕"与瑞巴锢跑'处理嗣同的章'

将 5X 10-1 ilL 的 4 件抗氧化剂与癖巴细菌作用不同时间后.以>tGy y 射线幅用导童入

血廓巴细胞U电反应的结果列于囊 I.

寝 E 鼠'晴翩翩篝氯佬"预处理满巴-不周时间对细胞中lPO的警响

缸fi(i时间 .11

1111

' 0. 5 1.0 2.0 4.0

SOD 0. 37 0. %3 0.:0 o. zl5 0.31

V. 0. 31 0.%11 o. %s o. %7 0. 31

Vε 0.31 0. 31 o. ZI 0.3% 0.34

So'· 0. 39 0. 32 。.30 0.33 。.36

C8n'.... 0.4 0. 31 。.31 。. :\9 。.4'

由亵 I 可见.药物与细胞预处理 Ih 后肪伊组相对照组均有非常显著整异( P <0. 01) ,

除 VC 组与 se忡组比较量割不显著(P>0.05)外，其他各氧化荆组之间 LPO 百显著噩别(P

<0.0日.但作用却以上，各防妒组之间 LPO值的整异反而变小，渐趋接近.

2.2 镜氯化剂的辐射防妒蜡应的动力学费'

亵 2 是人血融巴细胞经 4 种不同抗氧化剂分别处理 I h 后.再进行 "Gy lOCO y 线照肘，

然后置于 37'C温箱培养不同时间所测得的 LPO 值.

寝章..后不罔时嗣所瓢 .e.~...LPO 的变化

!II"(亏时间 .h
fll JIIl

o 2 4 ' 16 n

500 。.17 0.21 。.23 0.24 0.211 o. :\1

V. 。.21 0.25 。.24 。.2S o. 置' 0.32

Vc 。.23 0.21 。.置' 0.211 。.30 。.:\:\

So'+ 0.2. 。.29 o. :\0 。.29 。.:1 1 0.:\:\

Oon"回 0.34 。. 39 0.37 。I.U O.U 0.31

由襄 2 可见，经不同抗氧化剂处理和照射，再培养不同时间后进行LP()测定.巴显示出

时相性变化.从-开始持续至2h 盾 u咱值理渐增加，各防妒组之间整鼻黯少，至16 h 以上

时无显著性差异(P<O.05).从本宴验结果砸出经照后2h 培养测定LPO恤，各组之间盖异

均非常显著( P<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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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 不回潭踵的..仕"琦辐蜻勤'最庭的鄙喃

"攥巴缅跑是不罔浓度的VC毒Sct+珊处理 I h 后.以不罔剖量~"f所撞缅跑产生LPO

反应，培养2h 后测定 L阳的结果〈褒3).

由亵 3 可见.在VC 由妒组中'除5. Ox 10-1 ilL 徊。. 5X 10-1 aiL商组之间量踊不显著(p

>0.05)舟，奠余各组之间量到李审显著(P <0. 01).圃.Vc榷皮帽高.U咱值黯小.英中U

100X 10" ilL 浓度最高组.It前妒最果矗佳.在 se忡组中障。. 5x 10-1 ilL 澜。. I X t o-'alL

胃组之间噩界不大(P >0.05).真余两者之间量鼻量蕃(,. <0. OS). aUI胃仲缸氧化剌组

中，当不大于 8Gy 割量'照植圃内.圃'抗氧化剂攘度的JllII.LPO值均苟明噩噩弱的画

势.

2. t 不罔就氧化"的辐射睛'撞庭的比幢

1..1 5X 10·Ja/L浓度的 4 种不同抗氧化剂对人血.巳细跑预处理I h 后.用 5 种不同剂

量的 y 辑'财时所量麟巴细菌产生U咱反应，培养2h 后.取佯幢测岳宴量组的LPG值.结

果列于襄-to

寝'不回..••钝割与曼'满巴".LPO甸的美豪

统氧化嗣踉应. '刷刷..GJ

X Io-'I/L ' 2 4 a
E‘

100 0.02 0.1' 0. %1 O. %5 。.19 0. :17

量' 0.02 0.17 0. %6 0. %9 O.'S O. 罩'

v. s 0.02 0.20 0.31 o.n O. •• o. .呵

0.5 。.02 0.22 0.31 0.3' 。.50 O. .1

0.1 。.02 0.22 0. 3% 0.3砸 。.5% O. .2

s 0.02 0.21 0.30 0.33 0.51 O. '1

Set. 0.5 0.02 0.1' 0.%% o. %1 。.44 。.31

O. J 0.02 0." o.n 0.31 0." 。. '0

e-n11 白.02 0.%5 0.37 O. .0 0.57 0.45

寝 4 丝不回锐.1·也翻珊处理对不四....舅舅'狲巴.~.I.PO值的.响

圃ifill晴 .GJ
1111

o z 4 ' 16

SOD 。1.03 白'.I S O. %0 O. %5 0.44 O. .0

v. 0.03 O. 17 也%. 0.31 O. .5 0.41

v. 0.03 O. I' 0.27 0.33 O. .11 0.42
Setφ 0.03 。.20 O. %11 。.3' 。.50 o. .0

C棚'则 0.03 0.21 。.35 。.41 。.51 。.47

自费 4 可见，经不同筑氧化制珊处理，在不大于SOy 幅照荆量的范围内，随幅照搁置的

增大导政细胞产生的LPO反应矗翻增强.因此抗氧化刑对人血廓巴细胞的牺财防护触应亦

随之下降，除VC和Sen两组之闸噩鼻不显薯(1'>0.0日，奠官各防妒坦之间的整鼻均非常

3



显著( P<O. 0 1). 圃'财嗣量蜡大董16G，.时.细胞内的U咱值反面有所下降.各防护理之

间量割不大(P>0.05).*宴量在 ..Gy 剂量'慢条件下.重重8 次.比位 4 仲抗氧化剂的蝇

!lI蹄'国建果甸回 I 所示.

E
昌、

王"
、、

<
，、-z
320

5

o CON SOD VE VC Sc..

因 1 经不同抗氧化剂处理后.. Gy 制‘慧~所致的挪巳绩'也防!I'，绩!J!;的比捉

曲回 I 清楚费:1;在 -1 Gy 蝠熙荆量下 .1 种 f二问抗氧化剂在;l·t 人血淋巴细胞的防护放 f.坦

白强到弱的排列顺序可列为 :SOD>VE>VC .Sr'· •

3 讨论

臼 1977 年 Koninp 相 Tric1ins 首次报道咆离'面肘吁政的.~脂项损伤&. Jt iJ. 'j 01'，\合成

的柿嗣妓院以来.并随着臼由摹It学和自由摹生物学的迅速在展.11;J而 H't:'句艘脐质i.:l氧化

损伤的研究在放财医学生物学中已成为十分令人诠u的领随之一-sl.

( 1 】抗氧化剂与黯质过氧化损伤 z随着辐射法等凯体的细咀嚼或亚细胞嚣 t纯f?体.微p

体等》中产生的活性氯自由基和过氟化黯质的不断'在!.它们l·t细胞内的霞妻l flirt生物分

~.4u传砸、军白质衔'曾等.均能促进彼此绪合.主帽、费合雾起 flf; "1逆转的变11;破坏H= Ill.
1tttH通过对不陋初ci肪脏的幢帧幢大纯应.j! ..步m寓话细胞的l王战 Il::Ui构但liE常的 '1:

"功能• --fl认为，在饥体小剂量幅哨所茧的细胞m伤大部分居讲(J:油性辄nih 棋.吨然H

仲细蝇的损伤主要·屉细胞质鸭受概.此后的事帜损伤所11起细胞拟伤f1f'fiI渐 Im'T(·M骂吁

政细胞死亡.由于~¥些抗氧化剂院能不断Ai断白。l 摹反应.又能解离过氧化物仰'草草l ll.l仿古r

F等.所以许多抗氯比例:lot受照细胞能起辙.~防妒妓果. Ayene 等晨i!i报遭.脐顷i1氧化;。

MItt嗣幢作用所号l起的一种自由摹现象.阿此III 依蝇药钳制醺所5t i~的防护作mnJ能 Jtlll

f 付自由...介掉It伤的干预~'j .抗氧化剂(t -~E ~ffif内可以有放地调忻何控制体内细胞，t

J9何病理的 LPO 反应.由此可见.抗氧化俐民自抗牺财 .IIPW灭相清除自 III 鹅 ftim.换古-之

抗'(II::刺在…定樱度上能抗辐射导致的酣睡过氧化拥悔，这也i于是某些抗氧化俐的本质属

性之一.

(2)锢射剂量.用药融度与防妒愤附:本吭'世通过。-160y 范阴内孙加1外辘'1'1:抗氧化剂

对电离辐射导藏人血"巳细胞辐酣防妒妓院的观察.选用显系非常敏感的 LPO 反"在的 TA8

费光法.测得 LPO值均在 0.3-0.5 之间.w.而易见.抗氧化俐的锢.t防护饺祟屉确定的..f;:



集撞结果画"与 Kioni咿等擅遭相但对..重对比 4 柿筑氧化嗣对II巴细菌 LPO值大小的

摩响.但是当嗣量极大时<>80，.)时.为什么各蹄妒组之间的 LPO值筐此量异遵膏'小.甚

董跑向完全消失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圃'帽It嗣量的"ia.田间的锢'能量幢大，最佳缅幢产

生.，.的...坏死..间帽死亡在主导地位.况且在回定时'第黯厦过氯佳"目上精攘"

攘，事去 .at尊重后来的 U咱酣定摩U达到准确.与此同时.由褒 3 绪.说喃..酣院...放应

与蜿蜒他剖橡皮密切相关问.细菌 VC 橡皮蠕恤，嗣 LPO 值下降.但是.在Scl+瞒铲组中.董

LPO 僵画论，植离橡皮组(5)( Ilt l ./L)反而高于瞿怔旅厦坦co. 5x 10-1 ./L).因此抗氧化嗣

浓度矗定应砸在氧化嗣晶踵不同丽异.曾有报遭.VE 几乎无防'国贺应，甚至高帽匠作用:'J.

这些文献的报遭可瞌矗由于作者IUf不同仲霎细胞所用的抗氧化剂的构堕.结商量.给西方

式"时机等因囊各界所致外.在此对蝠lt嗣量租用药浓度的盖撮E值得注重的. ~甚验证明，

高酣 u咱值测定作为撞测缅幢幢黯质过氧化损伤的灵敏指标时.还只能局限在钮It嗣量

C<80川和确定抗氧化嗣肇-浓度的范围内育辙，至于适用于更高剂量.更广的浓厦范围的

研究又待遇一步黯章.

C3)抗氧化剂的'财蹄'曲作用与谷It甘徽氧化还原体系=由衷 2 的动力字实验结果袭

嘲..，嘿前抗氧化嗣与融巳细胞预处理 I h l~上.大部分抗氧 rt俐的锢 tt防护键果有所提

高.一幢认为黯质过氧化损伤进行得比拉蝇慢并依银子抗氧化剂的运行、扩散何帚遇到细胞

醺内嚣的过理，然后抗氧比荆才能起阻滞聋'事灭自由摹反应的作用.官提示醋睡过.It损伤

不仅与原发作用相关.而且相当大畏度上欧决于维发作用的进展状况.除了上述辐驯化孝过

跟的饵'外.我们还推理.作为锢~动护用的抗氧化俐的涌进过π正可能与活体细胞的生位

代耐调节功能有美.抗氧化嗣雀"嗣 LPO 反;;:;洼可能是由于宫'曾坏了细胞内蝠tt损伤所璋

的自身加速的髓锁反应中任一环节的结果.匍活性抗氧化制浓度上 J~→白 Ih 擎生1Jl蜡少→

臆质过氧化作用蜡弱-LPO 水平下降.详见;J~ .c!回 2.

f川同)

~ 2GSH \dt-~←士土二」

回 2 抗氧化剂阻"..，所致的LI'O帽伤的生化反应笛

由困 2~自由.在活体细胞中曹画ff在的谷眈甘肤的生比偶联反应中.抗氧化剂SOD能

抑制和前除OlIVE是自由篝精除例.也是PlJFA 进一步氧化生hlLPO的抑制荆C ItJ ， vc 院

能使蜡相擅拇细胞内有足够的还雕塑-SH 篝.J{能师刷氧化'自os-so的还原，SeH矗仔蝇甘

肤边.仕.copx)活性中心必要的帽量元'之一.显然.本文所述的4 种抗氧化制均与谷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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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氧化还噩噩撞相关联.噩示人的窜入研究谷配甘..曲生位代涮键应时.It黯铲药甜的

'矗可幢具盲一定的现实章又.

总之，应用Jt-a佳筑氧化嗣U调整租荫障生..黯质过氧化报佑量已取得甚些遗属.它

在-定嗣量相旅厦苞回内可障成为Ii洁.It损伤的商量t童径之一.但应指出.芙于酣睡过氧

化at岛的.If店'曲的研究中量行体外宴验相对来说还墨子掌握相撞嗣.至于在体内试验情

况就比植复杂. til噩噩适氧化到庭是缅幢损面的起回 .il量细幢曼扭后的应矗衍为.并不清

楚.又钮，单用=I理用镜氧化嗣对.It诱导的噩噩过氧化损伤的董细胞量'随结构相功能变化

的院，银理及理德等尚待人的遭一步黯讨.

• ~立醺

[I] 睐.c.周a.-I'.."民"1'';酶t\f!":;.剧')，n.I!U

[2] .....τ.町 .........J...阳.嗣. .440) ， 41.IY主

[口阳2町J Yap J(.Li嗣 .....田腼回酶由w回"由帽.陆咱曹审Y耐呻‘

[4J _豪'慑t..h'唯I: ..".哥究.与J割.唰f[~气予F栅.!盯(I川)，!2吉.IY4

[町 ".Nt.伞.化学与"'.."'1'遗属.口(2) ，口.I!"

[町"，.帽SI .5fiy四·唱PH.IM.J."‘回.蜘.to .5&(3) ， 2‘S.I~19

[1] ~AWT.阳ljon Ell. ..幽o .... lO(l) ， 4'4.1旬'

CIJ W.,,- D(嗣. .......蜘睛_.勘响，ps..Ale回.刷(1) ，1I9.ltafi

[9] F_ K.. It帽inp AWl"..蜘'iI.J.....帽.，. 5 I( IIO) ,.l2. 197.

[10] r.抽aOIli ll4田皿. • J. Il4. Qcm. S胃..11 1( 1ω ，.]S0.19.9

6



Ita化..人·暴E….....&...9t
原子aIlS麟挂出.

(.t.2'"饵.)

原子aIlS.锥.先厦....心"艇

草'阳市'震区三环快遭印刷厂印刷

食

11'* 1I7X 1112 1/1. • ._)i.事..于字
...筝 'IIU.-.' '.1 年.....禀 .-a...

...，.SOft.锄缸 loa

霄.，-



CHINA NUCLEAR SCIENCE &. TECHNOLOGY REPORT

ISBN 7-5022-0523-3
TL·286

P.O.Box 2103

Beijing, China

China Nuclear Inforrr、ation Cent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