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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y 射线诱发人淋巴细胞熟前凝集

染色体断片的剂量效应研究

高锦声部斯英鲍虹

〈苏州医学院〉

摘要

研究用熟前染色体凝集 (PCC) 技术观察了 60Cc←y 射线诱发人淋

巴细胞熟前凝集染色体断片的剂量效应关系。同时与常规细胞遗传

学方法作比较，获得了两者的效应(川、剂量 (D) 线性方程.两者曲线

方程斜率比 KpcclK M 句28. 结果表明， PCC 技术与常规细胞遗传学

方法相比有快速、简便、灵敏、准确等优点.并讨论了 PCC 技术在辐

射损伤研究中的意义.



DOSE RESPONSE CURVE FOR PREMATURELY

CONDENSED CHROMOSOME FRAGMENTS OF HUMAN

LYMPHOCYTES AFI'ER ωCo-γRAY EXPOSURE

(In Chinese)

Gao Jinsheng Zheng Siying Bao Hong

(SUZHOU MEDICAL COLLEGE)

ABSTRACT

The dωe- effect relation由ip of premature condensed chromωorne fragments in

human lymphocytes rrradiated by 10 Co gamma ray was studied by PCC meth臼1

(premature condensed chromωomes). In addition , The conventional cellular genetics

method was alsoωcd in Lite study. The r，臼ponse curve ,effect (Y) and d，目e (的， of

both methods can represented by two linear equations. The ratio of two slopes ,

K ~CIK.., , is about 28. Comparing with conventional method , the pec method has

many advantages such as faster ,simpler t more sensitive and accurate. The PCC method

used in the studying of radiation damage is also disc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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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电离辐射诱发游巴细胞果色体畸变可作为检测辐射损伤的可·生物指标.然而，常规细

胞遗传学方法只限于分析分裂中朔的来色体.熟前2提包体疆集 (p阳mature chromosome

conden且tion.PCC) 技术的建立为研究细胞间朔的蜂色体开踪了途径(I I 尤其在 1983 年，

Panteli画等(IJ用化学制剂作为促戳剂后，简化了操作步..使眈 C技术在辐射损伤研究中得

到广泛运用，近年来该技术已成为辐射研究中令人幌目的新方法.本研究采用町 C技术捺

索低剂量"Co-y 射线诱发人淋巴细胞熟前提集蜂色体断片的剂量效应关系，同时与常规细

胞遗传学方法作比校，进一步论证 PCC 技术在辐射损伤研究中的优越性，期望在小剂量事

故照射中.$变为精确估算出生物剂量.

1 材料与方法

1. 1 血源及照射条件

由苏州市中心血站提供两名不吸烟健康献血员，各取静脉血约 20 mL.肝素抗凝，按所

要照射剂量点。、 12.5 、 25 、 50 、 75 及 100 cGy 分装成 6 小瓶，采用苏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Co治疗机(Tormer)y 点源垂直照射，剂量率为 70 cGy/min. 照射时标本周围温度用热风机

维持在(37士 O. 5)"C. 照后备剂量点血样本分成两份，一份进行 PCC 栋本制备，另一份用于

常规细胞遗传学位查.

1. 2 pce 制备

1. 2.1 外周血分离

上述照射后抗凝血1-2 mL 加适量生理盐水穆释，然后周密度为1.077 的淋巴细胞分

离液分离淋巴细胞.

1.2.2 诱导细胞制备

采用分裂中湖中国仓鼠卵巢〈臼ina胆 hamster ovary.CHO)细胞作为诱导细胞，单层黯璧

培养于含 10%-15%小牛血清的RPMI-I640培养液中，当细胞处于对数生民期时，加入秋

水仙肢，使最终浓度为0.25μgJmL.继续培养 10-12 b.收集脱落的分裂中朋细胞，所获得

的细胞在90%以上.

1. 2. 3 促融剂配制

聚乙二蹲(polye由ylene由剧.P回).分子量 4000.取适量 PEG.加热榕解后以等量的D

Hank 氏液珊fJ.用 5.6%NaHCO. 调醺碱度 pH 至 7.8-8. P回晕'甚浓度为 50%.每次使用

前重新配制.

1.2.4 细胞融合及镜撞

将分裂中期细胞与淋巴细胞按1 , 2 配比充分混匀，离心，尽量拜去上精檀，罐罐加入上

述新配和1的 sou阳GO.25mL.混匀，作用 1 min 后，逐滴加入D-Hank 民被 2.5 mL. 离心，

奔上滑液，加入 2 mL 含 10%小牛血糖 1640 培养痕，在 37t:水稽箱中孵宵 45 min.至此细

胞回怡及民C 调发已完成，以下同常规黛色体收貌、低'固定、精片、Giemae 黛色.镜撞观

察分徽好，可计舷 G.-Pee.越过两倩体舷计为自哥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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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曾蝇细跑遗传学猿色体撞董

将受照后另-半血校常规分置于食PHA 的 RPMI-1640培养液中.培养24 b 后加

8rdll..!l撒度为 2 吨ImL.披入黑袋遭光继续培养，共培养48 b.收&荫 3-4 b 加入秩水仙

素，最终浓度为0.05μ且ImL. 然后缸，、固定、嗣片.将'量片置于温度为52-54"C水浴箱铝

艇上，片上漫满2XSSC液.30 W 萦外线灯.嗯射30m旬"咽后用水冲挠、Giemsa染色、镜检.

齿。帽"等m标准区分备分裂期细胞，计鼓第一次分裂期细胞，并记录其黯色体畸变，同时

计数第二次分裂细胞.

2 结果

人外周血淋巴细胞与分裂中期CHO细胞融合后产生G，-PCC.经'"Co-y 射线照射后形

成 G，-PCC断片，不同剂量HCo-y 射线诱发的G，-PCC断片灰常想法第一次分裂中期(M，)染

色体畸变列于袤1.可见随曹照if剂量增加，断片鼓也相应精细.而G.-PCC计数的细胞戴尽

管远比常规法少，但畸变率高.且从表1 发现，常规法中将双着丝控体及环作为二次击中畸

变单独统计，剂量效应线性关系不明显，若将双着丝位体及环作为二次断裂计入总断裂数，

则与剂量之间有明显线性关系.用最小二乘法原理配合加权回归分析，畸变旷〉和剂量(I»

符合直线方程.f =,. + 110.莫方霍分别为 z

Y阳= o. 2286 + 0.02970 7' = 0.92 P < O. 001

f lO, = 2.8798 X 10-· + 1.0504 X 10 吻7' = 0.98 P < 0.001

两者剂量效应回归方理斜率比为K阳IX叫电饵，曲线巩固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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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发现随着"Co-y射线剂量精犬，进入第二次分裂中糊的细凰(M.)依次减少.未见避入

第三次分覆中朔的细胞.见费 2.两变量量负相关.7' =-0.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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寝且不同销量气:'y黝缉满aG，-Pee 断片巫.-3:~.中掏 (M.).II黛色悻畸蜜

"量。i-PCC 1iI&

(cOy) 穗...戴隔片. 隔片掌土 SE .....隔片. D.+环 单庸襄事士 SE

。 140 33 。，.24士。.04 1200 ' 。. 0025 i: 0.0014

12.5 120 s‘ 。.55土 O. 口' 1200 且'
1 。.0115土 0.0043

z5 95 101 1.06士。.09 1:00 32 - 0.0367士。 ω70

50 10. 192 1.7'士。.10 1200 50 6 。.0517土 0.0073

75 137 事01 Z. 26土 0.12 1200 57 15 0.0725土血。089

100 93 31. 且 42士。.15 "。 匾' 19 0.1189土 O. ~131

寝' 不同剂量气:.ylt撞到11巴细胞周蝠'自响

剂量(cOy) 第-It分...戴(Mρ 第二就给蟹...(Mρ M./M,+M.( Yo >

。 I~OO 399 24.95

12.5 1200 282 19.03

25 1200 260 17.81

so 1200 197 14.10

75 1200 172 1~.S4

100 '画面 88 '.91

3 讨论

本实验采用处于分裂期诱导细胞与阿朔外周血淋巴细胞黯舍 III合过程中，问期细胞巢

色质提幅凝集成细快的集色体，故 PCC 技术可直接观察同期细胞来色体的改变，细胞不需

要培养.用该技术栓测IOCo-y 射线诱发间朔'医色体的辐射损伤，以 G，-PCC 断片作为生物指

标，结果发现对射线非常敏感，在剂量仅为 12.5 cGy 时.G，-PCC 断片鼓比零剂量点对照组

已有明显增加，且随着射线剂量的精细.G，-PCC 断片It也相应细细，两者之阀呈良好的线性

关系，也不存在畸变修复或丢失现象，畸变撞出率高.用回归分析.a得效应(1')剂量(0) 符

合直线方程，'I = 0.2286 + o. 02969D. ,. = 0.99. 国外资料表明采用fCC技术进行小鼠离

体和在伊实'自研究，所获得的两者剂量放应关事发现，每细胞 PCC断片鼓(y)与剂量〈的均

符合回归方程Y-_+bO ，且统计学处理表明两者之间无显著住些异EO，说明民冗技术完全

具备作为生物剂量计条件，建立离体人淋巴细胞受照剂量效应曲线，对用于事故受照情况下

佑算全身平均剂量极有价值.

常规细胞遗传学方法限于分析分裂中期细胞的黛色体，间期细胞要进入有丝分裂必须

在植物血.素剌激下精鼻 48 h，在这期间不可避兔将受到各种理化和生物因素彭响，从本

实验结果巳经发现，随着射线剂量地大，避入第二次分裂周期的细胞It依次减少，证明辐射

延缓了细胞周唰.严重曼损细胞在缮，事过程中可死亡，而受损蟹徽的则修复，故分析分裂中

期细胞黛色体畸变误锺貌大，不能完全反映细胞辐射损伤情况.实瞌结果证明，PeC技术的

畸吏撞出.远远离于常规法，在所选用量小剂量点 12.5 cOy时，矗常规黛色体组的 30 倍，

回归方程'碍事比 K reel K ..，-28. 说明自C技术在辐射损伤研究中的徽'性比常规法高得

s



多. Bertsebe[5) 发现，X 线照射 MUDt且c 细跑及 V79-S181 细胞系后，用 PCC 技术测得的接色

体晴变率比常规法所接稽的黯色体晴变率分别大 E 和 40 倍.另外 PCC技术在撞测盒外紧

急事故照射时，时间可大大缩短，因细胞融合 PCC l1~完成约需 2 b，然后制片观察结果，这

样在获得欲测血样后，当天就能按得结果，而常规法至少需 2-3 天.

PeC技术撞测辐财撞伤敏感性高，可用于小剂量生物剂量测定.常规分析躲色体畸变是

公认的一种生物剂量仪，在剂量测定中已广泛应用.但大部分是研究大剂量(1-5 Gy)范围

剂量效应关系间，小剂量有关资料则很少，且在小剂量辐射情况下，要获得iE确数据.需计效

的细胞数达数千至上万. Cornfortb[T) 指出.用 X 线照蜻衍生的正常人成纤维细胞，PCC 技术

可测得 X线剂量最低达 3-5 cGy 的辐射损伤效应. Maillie[oJ 等用 pee 技术，在增大实验用

血〈备剂量达 10 mL)和增多观察细跑敷〈平均 500 个左右}情况下.发现可测出离体人都巴

细胞 X 线损伤的最小剂量为 6 cGy. 本实验选用的最小剂量为 12.5 cGy ，用血量 1-2 mL,

观察 100 个左右细胞，结果发现撞出 G，-PeC 断片数明显高于零剂量点，与常搜集色体畸变

率相比高出 30 倍，本实验所采用的低剂量 12.5-100 cGy 范围内，PeC 技术检测获得的剂

量效应有良好的线性关系，可见PeC 技术在低剂量辐射损伤研究中撞出畸变率高.敏感性

好.

综上所述，PeC技术与常规细 II遗传学方法相比有快速、简便、灵敏、准确等优点，尤其

在低剂量辐射损伤研究中有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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