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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唰c-oo们

-- l3-胡萝卡素抗辐射效应的研究

蒋洼董姜英朱磨伯股志伟方几希范秀蝇

(苏州医学院〉

摘要

研究。-胡萝卡素抗动物辐射损伤的-系列效应，得出结论:1)日

-胡萝卡素能降低辐照动物慢性期的死亡率 ;2)自一胡萝卡素能提高

辐照动物外周粒细胞及脾脏 B- 淋巴细胞作用; 3)~- 胡萝卡素有增

加辐照动物全血中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活力 ;4)自-胡萝卡素对辐照动

物的胸腺、辜丸等组织结构的损伤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5)自-胡萝

卡素能提高辐照动物血浆游离天门冬耽腊的水平及降低脯氨酸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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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OPROTECTIVE EFFECT OF THE Jl-CAROTENE
(la C抽鹏se)

Jiang Ying Hl础吨 Meiying Zhu Gengbo

Yin Zhiwei Fang Jixi Fan Xiudi

(SUZHOU MEDICAL COLLEGE)

ABSTRACf

The radioprotective effect ofβ臼rotene was studied in animals. The results

showed: 1 川、e chroni death rate decrea就d;2月'he peripheral leukocytes and spleen - B

- Lymph cells incr回sed;3)The activity of superoxide dimutase (SOD) in the blood in

creased; 4)The 13 -臼rotene has the function of protect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organs of

thymus and t创饵，S)The free 部;pargine (Asn) in the plasma increased and proline de

cre3Sli剖: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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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在保健、医药领楼中，有关。-胡萝←章蕾养价值及真对冠心病、罩住肿捕以及

辐射损伤的防治作用的报道较多[1-飞但 β一胡萝←素抗辐射损伤效应及其机理尚不清楚.

为了证明自一胡萝←素能否作为一种抗辐射药物或保健剂，有必要进行较系统的研究.我们

研究了 β-胡萝卡素对遭受辐照纯种大鼠的体重、死亡率、外周位细胞、膊脏 B-淋巴细胞，

全血超氧化物歧化爵以及血浆游离氨基酸等的影响.同时观察了胸鹏、事丸等组织结构的保

护作用，以此探讨 β一胡萝卡素的抗辐射效应及其机理.

1 实验方法与结果

实验选用 Wistar 纯种大鼠，健康，随机分成两组 z即只辅照，不服胡萝 F素的为辐照对

照组与精照后第二天开始跟用自一胡萝卡素连续服用 25 天为 β-胡萝萦辐照组.这些大鼠

均由本院动物童提供，统一饲养，统一饲料，选择两组动物时，动钱体重尽量接近，便于比破.

协胡萝卡素由本院生化教研室从新鲜胡萝卡中畏取，然后按每只鼠每天服 0.4 mg，一次灌

胃.辐照对照组，以相应量的蒸惚水灌胃.辐照剂量为每分钟 1.000y，持续 5 min ，共 5.00

Gy，然后两组动物均在辐照后第 27 天活杀取样，观察各项指标.

1. 1 动物体重与死亡率的政噩

辐照前后，使用自动计量仪(因-88 型】，分别称重两组动物，共 9 次，进行体重的动态观

察，囱固 I 中大鼠体重增长曲线可见 β胡萝卡萦辐照组动物体重增挺稍大于辐照对照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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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大鼠体重增长曲线

别表现在后期.

按辐照后第 1-15 天为辐照损伤急性期，第 16-27 天为精照损伤慢性期，进行动物的

死亡率观察，从两组动物死亡率的比较，说明辐照自一胡萝←章慢性期死亡率为零，明显低

于辐照对照组见表 I.

I-I细

16-27d

寝 1 两组动"死亡'比篇

篇照对醺组(.-12)

8.33"

16.66~

11-胡萝←窟'照组(.-12)

8.33"

。

辐照后时间/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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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外周粗细胞计撞

用稀It港去虹细胞，留下位细胞，再用血球计数盘计敏.以每比含有控细胞数表示.动

物辐照荫后，共取血4 次，观察外周位细胞颤，结果辐照后外周位细胞均降低，但辐照对照组

降低明显，恢复也慢，且表2.

寝 2 胃组动II外局'童细胞it戴比锺

时间/分组 "对"组E 士皿 11-饵'←章'因照组E 士so

'醺酶5 月 10 日 11142 174112

'震后 5 1J 18 日 6875 1809

5 月 2S 日 9478 12400

6 月 I a 7589 9630

平均 7980土 1098 9546士 1887

1.3 血最温离氨基酣分析

选用一种经济、简便、快速以及奥敏度达3X 1O-1I_1O-12mol儿，DNS-CI (Dimethyamino

Na肉tha\ene- 5-sulfony\ chloride，丹酷氯】荧光巨应和新摄的聚蘸胶(阳，Iyamide) .薄爬层析方

法:_-5}分离和定量检测了正常组、辐照对照组以及幅照自一胡萝卡素组等大鼠血辈 \2 种游

离氨基融进行了比缸，具体方法如下 z

原理 g舟酷.黄先试制与氨基回E应阳下 z

!'I (CH,),

伪
H

∞
CH1'MEltNH+

N(CH,)1

.H \J吨h

、J 飞#

缸】坦一Nil-CIT-CO口"

R
\);11$-- ,\1\.( Hilt氯 -.'Uil

So,CI

ON.α(丹醺氯 J 1\I\{~.M II1;p

然后用藏酷脏薄膜居析，将不同的 DNS-AA. 分开，剪下每个荧光斑点，用甲醇洗脱剂洗脱，

最后用 Hitachi 650-60 荧光分光光度计定量，以每升血辈所含氨基酸的 μmo1/L 表示.

试剂 z

1)DNS-C1 丙嗣溶液。 mg!mL 】

2)0. 2 mol/L NaHCO.

3)26 种标准氨基酸湾液

的展层榕荆: I 笨 z 冰醋酸 =9 1 1. 1 (VI V) , I 甲酸 (85-95%) I 水= 1. 5 : 101'

( V I V )

方法 g

1)样晶处理和 DNS-CI 化

1 mL血紫用 5%硕柳酸 0.8 mL.玩淀蛋白质，制备成 1 • 0.8 无蛋白血植液，然后把一

定量无蛋白血混液用 O. 2 mol/L NaHCO..调节酸碱度至pH 9.5-10.5植围内，簸后加入相



应量的 DNS-口两国洛液，置暗处，水浴 "OOC. Jh.直至反应混合液中黄色消失.然后加入相

应量的 2 mol/L醋酶，再将榕液酸辘，调至州 2-3.用噩噩乙菌萃取三次，每次醋醺乙醋，咽

量为悸品的 1 至 J， 5 倍.量后将三次萃取的上层液合并.蕉干，备用.

2)囊.黯薄膜层析

点样 z取一定量的两国溶液，黯解以上熏干物，用平头髓量注射器，在 7X7cm 的禀醺肢

薄膜左下角，距左下边各 J em 处.进行点样，每次层析点样总量为 5--10 凶..分多次点完并

:气制样点直径不越过 2 rr.m.

展开z分两次进行晨开，第一次用I 黯剂展开，方向仁全程-第二次用'黯荆展开，方向

→〈与第一次方向垂直).全程.

盯在 366 nm 萦外层析灯下.观察游离氨基醺的荧光层析固谱，确定每个荧光斑点的相

应氨基酸.

的位测固谱中 12 种普离氨基峻的含量z剪下每个荧光斑点.浸泡于甲醇洗眼剂.4h 后，

ill匀.然后使用日本，日立H-650-60 荧光分光光度计检测.

5)计算

每种氨基酸荧光强度·空白 1000
×标准浓度 fμmol/L]X 斟口申E田.. [I!mol/L]

tD~标准氨基酸荧光强度，空白

结果经计算机一般统计及多元逐步回归分析于褒3--4.

理13 两组动物血猿..氨基画'浓度政变(，.../L)

氨基醺/分组 正常组 c-=的 E 士so '照~l照组 E 士so 自-胡萝1-.1田照GI l'士 so

苑露" 177.77土38.33 154.44士 23.51 143. ω士62.21

'氨. 242.22土 48.67 141.1:士 2758' 160.00土4且 71' ,

苯丙氨醺 564.44士 106.31 1145.15士 11949 750.00主 153.711"

"氨" 916.66士 152.88 346.66士 55.22' 253.00土 42.70( •

要~..醺 652.22士 249.9噎 550.00士 311.64 512.00士 197.13

苏氨. 124.44士 73.67 226.66士 160.39 110.ω士64.97

丙氨醺 3~3. 33士 77.29 690.00士 172.62' 838.00士 238.17" •

甘氨醺 295.55士 87.19 10167.78士 2532.27" 9060.99士 3527.5 1' •

'氟醺 526.66士 115.75 490.00土 97.08 4115.00士 146.00

天「将氨艘 15S~.55土 5.27 1001. II 土572. 13' 972.00土 291. Ill""

天门冬.R 。 142.22士 147.88" 到 7.00士 1111.3…

·为正常组与徊艘组比枝.P<O.OI ,
• .为正常组与自-胡萝...组比蟹， P<O.OI ，

f 为帽"组与自-胡萝←窟'因照组比蟹， P<O.OI

袭 3 结果:3 组动物血浆中门冬酷氨的水平，自-胡萝卡萦辐照组〉辐周对照组〉正常

组，说明白-胡萝卡素有促进组织再生作用，锢照组动物血浆瞄氨酸水平高于~-胡萝卡寰

组说明稿照组脏原合成受到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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寝 4

'且毫.代号 , 值 标准回归恿擎 '非用大"'."
4.氯. %%‘.幅幅 -也‘5745:15

'首氯. '且0&444 也309&92. 2

61事氯. 5. 5%%11% 0. 1143919 3

z 苯丙翼. 3. 539"3 0.. ω21577 4

'胃组--蒙毒离氢霉.的多元量，国自给街

F也 3-1.%5 复相关惠缸 r-o. H

表 4 结果J组动物相关的氨基数依次为脯氯霞、甘氨醺、苏氯醺、苯丙氨醺

1. 4 全血蝠氧化幢幢ft.(S叩aoUkDi回翩翩峙，SOD)的活力测定.

参照 Mara 等问改良的肾上踉素自动氧化法

匾' 臂上鹏蒙在瞰住条件下.发生自动氧化，在氧化过程中产生越氧阴离子时，后者

促使骨上'摩素转变成霄上腺色素，超氧化物歧化酶，能消除(0;)，从而抑制了宵上.素转变

成肾上廉色素，抑制率的高低与测定液中所舍的 SOD 捂住有关.

材料

。佯品，取 Wistar 纯种雄鼠的新鲜动脉血，以肝素为抗凝荆.

2)试剂 .5 阳nol Tris-HeI缓冲液 .pH 7. 们氯仿， 95% 乙酶， 0.005 mol 磷酸饵缉冲液 .prl

7.8 ,2. 25X 10-smol L一臂上臆章酸榕液，pH 2.5 , 0.15 mol 磺酸盐缓冲液.pH 10.2 ,

方法

。SOD 租提取液的制备.取新鲜肝素抗疆全血。.1 mL.加 5 mrr.ol Tris-Hcl 疆冲液 0.9

mL.混匀，再加 0.4 mL 95%乙酶氯仿混合液，振 it后，静止 15 min. 以 3.000 r/min ，离心 15

min.取上清液备用.

2)活性测定 取不同 μLooD 上精液，分别再用爵酸饵盐缓冲液加至 1.2 mL.然后加入

碳酸盐缓冲穰 1 mL，嘴上腺素溶液。 .4 mL，嚣匀 .25 "C .480 nm 波长下测定肾上'摩蒙自动氧

化的净增速率.1<.(I\OD/min表示.

SOD 活性单位为z当霄上鹏蒙自动氧化净增速率与不加SOD土，精液相比.达到最大百

分抑制时，到达最大百分抑制的一半所对应的SOD上清液吨，就是一个SOD单位.见下回.

l
l
t
r
i
l
l
-

‘
，
o
i
l
-
-
l
，
-
-
-
7
』
F
b
I
l
l
-
-


1
叫
咄

|
-
0
0
0
9

n
u
-
-
a
"
4

呵
句
·

这
‘
我
』
丘
艺
品

一一一-zo-"o- 60 ~O 100 120 140
soD 抽提前体事 ~(mn

回 2 S∞对曹上腺素自动氟化的抑制曲线

结果 。-胡萝 F囊辐照组的 SOD 平均活力为 183.00 土 25.10 单位ImL 血辙，高于牺

照对照组(J 70.33 土 21.23 单位ImL 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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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It匾'郑巴细胞的植测

原噩噩于 B瓣巴细瞌袤面带兔痕球童自(Snail).'E;能与相应的精异性抗体起结合反

应.为此可选用荧光标志的抗1&抗体与活性癖巴细胞作直接或间接曲兔疫荧光.色.用荧

光显徽幢幢查，凡显示荧光E脸色的细胞为Smll 阳性细菌，即 B麟巴'圄[7].

方蠢

l)宴'量动输.由本院动物童提供W皿re性大凰.体重 2创 s 左右.经商It载'射.0一

胡萝 F章后，放血处死，剖腹取"踵，分离.巴编跑，遭行检测.

2)鼠血清l8G畏取相兔抗大凰I&G抗体的嗣备，蟹'煌的赢霞.盐街法，提取数只鼠混

合血清丙III蛋白抗原，再以徽量丙尊重白就原免疫法兔瘦事兔，待抗体的双扩数价达到 I •

32 后，即刻放血，将收集的兔抗鼠血清抗体，再按噩醺镰盐析法作IaGIl提.为得到蝇的

IgG.还雷通过 DEAE-纤维素离子交换层析法绳化.最后用章外分光亮置计，以被挺为 280

nm，测奠先富度值，计算蛋白含量，并用双向琼睦扩撞法与鼠血清进行抗体的'警异性鉴定初

效价测定.

到大鼠"脏都巴细跑分离.将动物固定，股动脉放血处死，再剖腹取出膊踵，先用虹瞧剪

将膊组织剪部.加入少量预玲(4 -c】 0.01 mol/L.pH 1. 2.PBS攘攘割成匀浆，经3 层攘镜纸反

复 2 饮过攘，再通过4 .iij-针尖即先嗣成单个孩细胞悬液，将此再叠加于都巴细胞分离液上

(比重 1.077土 O. (':12.上海试制二厂)，置水平式离心饥，剧2.000 rim阁，室温下离心20 min.

吸取界面层都巴细胞.再用P因榕液洗涤二次，晕于RPMI 1610(日本}完全培养液肉，调整

实验所霜的细胞浓度.

-1)淋巴细胞简接免疫荧光试验，取分离鼠膊脏拂巴细匾，在调整每5X 10' 个细胞ImL

中，加人以上自制兔抗鼠IsO 抗体作为"一抗'标记，于37'C恒温箱内孵育30 m画，标记完

毕，用 PBS宿液洗摄2 次.再用F1TC-学抗兔 IgO抗体《上海生钳制品研究所】作为二抗标

记，经二抗处理的脾辩巴细胞，在37"C下孵育 30 min.用含 5%小牛血清P皿癖液于重温下

洗襟 2 次，加入2%多囊甲醒固定，再加对苯二肢甘油试荆封片，以黯少免疫荧光挥灭，然后

置落射式倒置荧光显微镜下，计数200 个"巴细胞，求出免疫荧光阳性的B狲巴细胞百分

率.

结. Ii一胡萝卡素可恢复辐照后8-淋巴细胞降低的功能，具有提高体液兔疫作用，

详见表 5.

as IS-胡萝萨.对大凰"撞·狲巴细.(SmI&G叮百分'的影响

III JPJ

E 土SD

F 值

'团"对，喃(- -9)
2唱.33士 2. 1\

正常对JUIl(--m

33.33士 5.84

<0.05

..+11-棚.."窟11< - -9)
33.22土 6.71

<0.05

1. 8 组织攀幢董

(I)打开两组动物胸腔取胸'晨，经福尔马林固定，石蜡切片，伊红娘鱼，观察胸朦组织，结

果 2日-胡萝扣'辐照组，胸腺髓质区基本正常，而应质区有 1/2 动物曼破坏，但镀分裂相多

见，毛细血管结构基本正常，XoJ'照组胸腺小叶支集结构尚可辩认，但胸'民蔓捕，皮质变膏，皮

7



髓棍杂.皮质区有大片游巴细胞坏死，破裂，困编.核分裂相几近消失，毛细血管太多舰也.髓

质变小，胸肆小体散在戴晴多.

〈剖'丸组织经同样固定、切片、伊红.色，结果 β-胡萝章辐跚组'丸表层幽细精管约

1/3 空竭，但事丸深层曲细精啻结构基本正常，间噩除克阜外.无明显改变，但对现组'丸表

层曲缅精管约 1/2 空竭.擎丸深层曲细精管大部遭破坏.

2 讨论

2. I 动物辐照后的死亡率分两期，即急性期及慢性帽死亡率，辐照对照组与 β-胡萝 F素

幅照组的慢性期死亡率分副为 16.66%与 0"'.说明自一旬'←素能降低辐照动物慢性期的

死亡率.此外β-胡萝 f·寰辐照组的动物体重恢复，精t是寝辐照对照组平稳、快速.

2.2 β-胡萝 F囊辐照组及辐照对照组动物的外周植细植.明显低于自身精照前.但原β

-胡萝←囊辐照组外周越细胞It降低夜奋幅照对照组明显，同时外周桂细胞颤的恢重也是

服自一胡萝←素辐照组快.

2.3 辐照后，两组血浆油F离氨基融，陋。一胡萝F囊辐照组血浆中门冬酷肢浓度高于辐照

对照组.由于门冬.脏促进组织再生，说明白-胡萝F素有促进组织再生的作用，辐照组铺

氨酸水平明显高于自一胡萝F囊组，说明辐照组肢原合成受到抑制.

2. -I 正常动物体内超氧歧化酶的作用，主要捕获自由基一越氧离子，保护细胞囔及细胞核

中 DNA 兔受超氯离子损伤，靡。-胡萝←章辐照组超氧化物歧他酶活力大于辐照对照组，

说明日-胡萝←章能增加届氟化物歧化'事，捕在超氧离子，从而防止辐照后超氯离于对动物

体的毒害作用.

2.5 膊匾中 B琳巴细胞是体液兔疫功能的标志 ..β- 胡萝 F囊辐照组膊脏 B淋巴细胞明

显糟加.说明日-胡萝 F章对辐照动物有提高免疫作用.

2.6 胸鹏、'丸等组织活撞.醒目一胡萝F章辐照组动物胸鹏、擎丸等组织遭受幅照损伤明

显小于辐照对照组，说明日-胡萝←章对辐照动物的胸鹏、'丸等组织均有一定的保妒作

用，尤其对胸踉组织.

根据上述研究及观察，自一胡萝←章能降低辐照动物慢性期死亡事，能提高锢照动物的

免疫功能-能清除电离辐射产生的自由基同时明显降低某些组织结构的破坏作用，说明日一

胡萝 F章可剧作为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的职工，正在进行放射治疗的肿赠病人，放射性工作

人员，甚至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等的优良保健制剂，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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