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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_白三烯 B4 放射免疫分析药盒

的研制及临床应用

、‘

王先键 何幅 陈德春 阮-IX耿

(江苏省血液研究所，苏州医学院)

摘 要

用高效液相层析法从猪血PMNL 中提取自三烯 B4 (LTB4 )o 将

LTB4 与牛血清白蛋白联接后免疫家兔制备抗血清。抗体效价1 :

7000;抗悍的亲和常数为 2.1 X109 LIM; 与 LTA们LTC4 、 LTD4 及其

它花生四烯酸代谢物的交叉反应率为 0.4%--6.4% 0 用氯腰 T 法制

备125I-LTB4 示踪剂。放免测定的最低检出值为 25pg/管 F 检出率为

84.2%--113% .批内 CV 与批间 cv 分别为 5.2%与 9.7%。正常人

多形核白细胞经钙离子载体A23187 与花生四烯酸剌激后生成的

LTB4 量为 695.5土 329.7 pg/l06细胞，各种急性白血病与慢性粒细

胞白血病病人的PMNL产生血栓烧B2 (TXBz)、 6-酣-前列腺素 Flo

(6-嗣-PGF!o)与 LT队的能力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急性脑血栓与急

性心肌梗塞PMNL 的 LTB4 生成也有增加的趋势，但脑溢血与非梗

塞冠心病无明显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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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125I-LEUKOTRIENE 8 4

RADIOIMMUNOASSAY AND ITS

CLINICAL APPLICATIONS

(In Chinese)

Wang Zhaoyue He Yang

Chen Dechun Ruan Changgeng

(INSTITUTE OF HEMOLCXJY OF JIANGSU.

SUZHOU MEDICAL COLLEGE)

ABSTRACT

LTB. was extracted from porcine blood with the help of HPLC. The antiserum

was raised by immunizing rabbits with LT且 which has been conjugated with

bovine serum albumin by mixed anhydride method. The titer of the anti-Ix对y was

I: 7000 and the a£fi1ity coefficient was 2. 1 X 109 LIM. Its cross-reactions with

LT A.. I.TCp LTD. and other arachidonic acid metabolites were O. 4% -- 6. 4%.

The m I-histamine-LTBe was prepared by using chloramine T procedure. The mini

mum detectable limit was 25 pg/tube. The recovery rate was 84.2%-113%. The

intra- and inter-assay c伺fficient of variation were 5. 2% and 9.7% respectively.

The amount of LTB. produced by normal human PMNL which were stimulated by

:onophore A23187 and arachidonic acid was 695. 5 土 329.7 pg/108 cells. PMNL

of patients with various acute leukemias and CML generated an increaed quantities

of LTB.. TXBzand 6-keto-PGF1•• LTB. production by PMNL also showed an in

creasing tendency in both cerebral thrombosis and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but

was not altered in cerebral hemorrhage of non-infarction coronary disease.

2



在
矗
直
唱
，
，
一

U
J
K
T
e
h

自三锺 B. (leukotriene B., LTB.)是自细跑及其官某些组织或细胞的花生四烯醺代画画

氧化酶途径的一个主要产物【M丁，是机体内'强的促炎物质之一，并参与了支气管哮晴等过

敏性疾病及血栓形成过理【'J. LTB. 的测定对于炎症与多种族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以及对

药理学研究部具有重要的意义.目菌国外巳报道的测定 LTB. 的方法包括生物活性测定，高

效液相色谱<H凹.e)，气相色谱-质髓，'H 标记的放射兔疫测定与西联兔疫测定等.兔疫测定

法具有高度特异性与敏感性，是现今最常用的方法.我室已建立了 L四.的 HPLC 测定方

法(tJ.在此基础上我们从猪血多形核白细胞(PMNL)提取与绪化了 LTB.并研制了'目I-LTB.

被射免疫分析药盒.同时测定了各种白血病、脑血栓、脑溢血与冠心病病人自细胞的多神花

生四锦醺代谢钩并探讨其病理与临床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LTB. 的攫取与纯it

猪血以 2%EDTA(Naρ抗疑，低速离心后弃富血小板血浆.余血用6%右旋糖If T500

(Pharmacia 公司}沉降红细胞.将上层富白细胞悬液置于淋巴细胞分离液{比重1.077，上海

试剂二厂〉上.离心后仅留底部PMNL 沉淀团块.将 PMNL 悬浮.并将细胞浓度调至

10'/mL. 加 eaCh 20 m mol/L 与 MgCI. 10m mol/L后在 3TC下孵宵 5 min，再用花生四锦

酸(Fluka 公司)600μmol/L 与钙离子载体A23187(Sigma 公司)IOμmol/L 继续孵育 5

min. 加入等量的甲醇-l.睛棍合液(50/50)中Jl:反应，离心后保留上精液.

将上精液用乙醺提取后经硅酸桂层忻.惋脱液分别为乙隧·己烧(8:92 ， 25:75， 45:5日与

乙醺乙酶.将含LTB. 的乙醺乙酶洗脱部分玲冻干燥，在反相HPLC上做梯度洗脱，层析柱

为 C18颗桩硅胶.用波*280 nm 紫外光检测.搜集LT队部分[41.最后在紫外分光光度汁按

波* 280 nm 的吸收值计算出 LTB. 含量 (~=39500) 臼].由猪血{约 200L)分离到的 PMNL

中共提取到 1.4 mg LTB..

1.1 筑血清的制备

1. 2.1 LTB. 与牛血糟自Ii自(BSA)的联接

接Salmon 等[町的方法，将1 mg LTB‘榕于二氧六环中，加入氯甲醺异丁酶与三正丁胶，

再加入 7.5 mg BSA ,tE 4'C条件下提拌 I h，遇街后分装冻存.

]. 2.2 免疫

将 LTB.-BSA(每 ml含 LTB.I00μg)与福民完全佐lit!混合乳化后给家兔作庭内注射，

两月后每隔一个半月加强免疫一次.免疫4 次后取血测定抗体效价后放血，分离血糟，加叠

氟锵保tf.

1.3 "'I-LTD.示'障制的制备

1. 3. I lTB. 与组织膀的联接

在 75%乙醇榕液中加入 1-乙基-3刊-二甲氨基丙基〉碳化二亚胶(EOC ， Sigma 公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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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LT队 0.4 mg 与组织踱 (Sigma 公司 )3 mit. 反应过夜，将已联撞的 LTB.-组织'置在硅跤

G60 薄层恒上层析.分别用 Pauly's 试液与愤蒸气显色，刮取 LT民-组织.&联接惕的区带.用

乙'提取后备用.

1. 3. <: i舆化标记

用氯踱 T法.将圈圈化标记被用硅舷 G60 部层层析饭层析，经就射自显~后刮取 L四'.

组织肢_USI 区帘，用乙'提取后置一 30'(;冰箱备用.

1.4 人 PMNL 样品的制备

取人外周血 5 mL.PMNL 悬攘的制备方法同上，但细胞浓度及试剂橡皮均黯至 1/10.

测定方法见袭 1.

寝 I LB..射免鑫分析的方法 (.L)

尊敬剿' 标准' 椰本'

0.2 0.2

0.2 0.2

0.1

0.1

。.1 0.1

0.1 D. I

0.7 0.7

空白' 零标准'

'申报

0.5%'7球重自

标准晶

椰本

D. ‘ 0.3

0.2 0.2

"'I-LTD. 0.1 0.1 D. I

抗体 0.1

4"(::过夜

25%蜜乙二' 。.7 。.，

遭匀，离心 20 min.咂鼻上清攘，因侃淀彷撇'冒性

LT队的标准曲线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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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LTB. 标准曲线

1.5 .例来源

31 例未经化疗或化疗间歇朔的急性白血病住院病人，每龄18-臼岁，平均 33.7 岁.其

中急乾 15 例，急单 7 例，急淋 9 例.所有病例均按1986年天津白血病分樊分型标准经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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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骨髓片检查确诊.慢植 4 侧，年瞥 47-60 岁，平均 52.3 岁.急性脑血栓病人 13 侧，年盼

42-76 岁，平均 66.1 岁.脑溢血病人 19 侧，年'串 45-78 岁，平均 58.1 岁.有典型的脑卒中

临床症状与体征.所有病例均经 CT扫描证实诊断与定位.冠心病病人 13 侧.年岭 46-78

岁.平均 64.0 岁 z奠中非心肌檀塞组 8 侧，急性心肌檀塞组 5 侧.有明显的临床表现，并根据

心电图变化及心肌酶测定确诊. 20 侧正常对照为健靡献血员，年曾 25-49 岁，平均 37.2

岁.

2 结果

2. I 抗血清质量的整定

2. 1. 1 抗体效价

以抗体在无 LTB. 抗原的条件下能结合 40%的示踪剂的量终辙'度作为衡量抗体效价

的指标.家兔经 4 次免疫后抗 LTB，抗体的效价为 1 ' 7000.

2. 1. 2 亲和力测定

按Scalchard 作回法求得亲和常数K值为 2.1 X 10' L'/mol.

2. 1. 3 特异性

将能取代 50%的(零标准管-空白管 >1<总放射管-空白管〉的计数比值的其它花生四烯

酸代耐物浓度和 LTB，浓度进行比役，来表示交叉反应的强弱. LTA‘、 LTC，及 LTD，与抗

LTB，抗体的交叉反应分别为 1% 、4%与 2%.血栓烧B. .6-回-前列腺素 F，.、前列踉素 E，.十

七碳经酸及 12-经-廿磺四姆国量与抗 LTB. 抗体的交叉反应分别为 0.4% 、 1% 、 3% 、 2% 与

6.4%.

2.2 方法学检验

2.2. I 敏感性

以能取代 10%的结合于抗体上的示踪剂的 LTB，量表示放免分析的敏感性.通过家兔

抗 LTG，抗体可测出 25 pgl臂的 LTB‘的含量.

2.2 , 2 可靠性

用情比稀籍的标本所傲的曲线与标准曲线完全平行.在每一倍比稀'的标本管内各细

入 LTB，标准晶 100 町，示踪剂的被取代率符合每管的 LTB，含量.测得回收率 84.2%

]]3%(平均 93.2%>.

2.2.3 精密度和重复性

LTB，放免分析的百分精密度为3.12%.批内 cv 为 5.2%(，，=肘，批间cv 为 9.1%

(,, =5>.

2.2. 4 "'1-组织黯-LTB. 标记物的比放射性为 1.48 MBq/用

2.2.5 稳定性

标记物与标准品在一20'C保存 2 个月内标准曲线无明显变化.零标准管结合率由51%

下降至 40.5%.非特异结合管计鼓由6.2%上升至 9.5%.

2.3 e血病病人自细胞在生四..代峭的政童

白血病病人PMNL 经钙离子载体A23187与花生四姆醺剌激后产生的各种花生四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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醺代自由"部比正常人 PMNL 有不同理度的娼ill. 奠中急植组与急尊组的 LT民，急尊组、急

琳组与慢植组的 TXBr.以及急植组，...组与幢幢组的6-回-PGF，..这些'顺生成量的槽"

篝有统计学意义(p值分到小子 0.05 与 O.OI>(亵 2).

.1 ea.J..e_I;四...TD...

与昏'同r.生毒的踵!t(N!Ift'MNL)

捧事' 町.. 'IDO 昏.-flGF..

a. IS "侃4土·皿.' 7..5土:n.7 6.，土...'

a. ' ItO- I士I..' "鼠'士.... 6. 1 士1. 1

a. ' IDa 2土.，... 71.7土a.z· 7.5士17··

•• • 13:施'士·由1. 2 '也‘士 ".3· 凰·土......

E窜对' ' "'.1士 3zt. 7 ....士 111 且'士2.'

与:iE.对'相比 • .p<.. .,. ..P<…
Z.ot 各种心_.管病病人自编跑在~!!!l..代甜的改变

脑血栓病人 PMNL 经钙离子戴体 A23187 与花生四'幢幢剌.后生成 TXBr的量明显糟

多(P<O.O口 .LTB. 也有槽"的趋势.急性心肌蟹塞病人的 LTB. 也高所增加.但脑溢血与

非梗塞冠心病病人自细胞的花生四'事醺代自由过程无明显改变 f袭 3).

jVLF

-

寝 3 心凰血誓'庵..人自_I! LTa..
τD，与 ...·PGF..生后的it蜜(Pl/II'P1l刷U

'草卒. LTD. TXB, ι.-PGF ..

·血险 13 874.5士z9且 6 66.8士20. I' 2.89士 I.U

••• " 660.5士 34ιz "士 22.5 2.22士 J.4

..健.(..皿.. 861.4士 337.3 47.51土 16.2 罩. OJ士 1.11

拿..住心凰蟹事 s 画1t.7土 261. I 57.3士 21.3 2.57士 1.67

正窜'f. 20 695.5 土 3Z9.7 48.1土 13. I 3.5土 2.0

与正窜'f醺 .P<O.OJ

3 讨 论

1979 的Borgeat 与Samuelaωnll.1)发现兔IlflPMNL 经剿'隔产生-种筋的花生四烯

醺代It.S(S).12(R)-二垣-甘穰四姆醺.读物质具有强烈的促炎活性并被命名为 LT8.. 迄

今国外仅有少数用'H 标记铀的 LT8.:6t兔测定方法的报遭E…1. 我们根据国内的具体情况

从 200L 猪血的 PMNL 中用 HPLC 技术分离出1. 4 mg 的 LTB..并着手试嗣IISI-LTB. 放兔

药盆， LT8.是分子量 336.5 的廿穰不饱和脂肪醺，只具有半抗原性.，我们按Salmon 等仲

介绍的混合醺If法将 LTB. 与 BSA 联接起来，免疫家兔后获得抗 LTB. 的抗体，实验结果表

明抗体布较高的质量，所建立的敏兔测定方法可靠，能有效地测定出标本中 LTB. 的含量.

LTB. 是-个单链的小分子脂肪醺，真扰原决定'量为锁链的中间部位与奠上的两个援基.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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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自三'串或合垣基的花生四姆醺代画稍有樊似结构，因此抗 LTB. 抗体可能会与这樊"质

有轻度的交叉反应.国外资料也有相似的结果.但这些代画'辜者不存在于 PMNL.或者产

生的量很少，→般不会IS响 LTD.的测定结果.

目前国外采用的标记佛有'H 标 LTB. 与酶标 LTD..不但价格昂贵.也难以保证及时的

供应.我们采用自产"'.作为示黯荆标记If.由于....不能直攘攘撞到 LTB.分子上，因此首

先将 LTB. 上的援基与具葡芳香环结构!¥.:组织舷上的氨基以触键形式联接起来.再将..'.固

定到苯环上.LTB‘上的援基不是抗原决定擎的部位.IISJ-LTB.的抗原性不受影响.LTB. 及

其示黯剂很不稳定，一般要求保存于-80'C中 .1". 的学囊"为 60 天，每 2 个月需更拽示霹

册'1 夜的发现.IZ'I-LTB. 示黯荆保将于-20'C后 2 个月的质量仍相当满意. LTB，的藏坏

或示踪娟的眼破现象并不明显，这样有利于一般放兔宴'量室开履此项工作.

我们利用 LTB.‘药鑫及我室制备的 TXE马与 6国肥F" 药鑫对臼血病及心脏血管疾病

病人选行了临床检测，结果发现.急性白血病与慢位病人的 PMNL 产生价环氧化鹰代副物

<TXBz与 6-嗣-PGFI.>及由氧化爵代甜物<LT民〉都有校大理度的槽111. 由于测定的鼓蟹离

散徨度赞大革病侧重E较少.致使部分结果未能显示:t:统计学意义.我们认为患白血病时白细

胞花生四烯醺的改变有一定的特异性.因为病人的血小饭并未出现类似的变化.

LTB. 是一个重要的失症介质.具有强烈的化学画化性与促进自细胞的粘盼、聚集和警

放溶酶体酶.最近的研究表明 LT队及其官白三烯也能刺激骨髓造血细胞的增殖fM.白血病

病人白细胞花生四烯醺代谢的异常也可能会影响臼血病细胞的生长.因此进一步探讨白血

病花尘囚烯醺代谢的改变对于白血病的发病机理及新的辅助治疗方法的研究将有一定的意

义.

在柿血管栓塞与心肌梗塞过瞿中都有大量自细胞的参与.但对于自细胞影响血栓形成

的机理尚不清楚.我们发现脑血栓病人自细胞的 TXB，生成量明显增寓 .LTD. 也有精高的

趋势.急性心肌梗塞病人白细胞产生 LTB. 的量也有所精细.而在脑溢血iJt非梗塞冠心病未

见改变.这说明心脑血栓性痰病病人白细胞花生四姆醺代谢过程增强.TXB，是一种强烈的

血小饭聚集诱导剂与编血管物质.LTD，是一种重要的促炎介质.血栓时白细胞产生这些物

质的精力日可能对血栓性疾病的发展及心脑组织损伤瞿度的加剧有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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