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

‘

CNJC-00788

S:\tC-OOt9

+、品. .一俨』

, ,-

,
、.

"

CN但iJ /(TO;

ωCo v 射主是诱发人淋et!B跑黯厨

分震阻断津在L喉喇量效应关系的研究

、、

00到~ RESPONSE CUlt四JfQ1t~缸tuO阴阳.£us

OF cYroKlNl!Sl~nJ.:.l)(1{币IElHOO 1N HO脏恰~:'

LYMPHOCYTES AFT~ .' '6吨~AMMA RA~ EXPO匾。1l£，.

fln C'l，刷('~)



高锦声，放授，苏州医学院辐射与医学遗传

学研究室主任，中国优生协会秘书怅· 1956

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

Gao linsheng I Professor , director of radial

and medical genetic divisi侃， Suzhou Medical

Colle醉， general secretary of National Eugenic

Auociation. Graduated from the Biology De
partment of N8n~ng Normal University in

1956.



C~IC-00788

S:\IC-0099

ti°eo 丫射线诱发人淋巴细胞胞质

分裂阻断法微核剂量效应关系的研究

高锦声 郑斯英 蔡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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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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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SE RESPONSE CURVE FOR MICRONUCLEUS

OF CYTOKINESIS-BLOCK ME1HOD IN HUMAN

LYMPHOCYTFS AFTER 6OCo-GAMMA RAY EXPOSURE

(In ChiMse)

G亩。 Jj耐1eng Zher唱Siyj，咆臼iFeng

(SUZHα] MEDICAL COllEGE)

ABSlRAcr
白Ie micronucleus tech时que of cytokin臼is block has been proposed as

a new method to measure chromoωm臼I damage in cytogeneti臼.τbe cy

tokinesis is blocked by using cytochalasin B (Cyt-町， and micronuclei are

scored in cytokin臼is-bl时ked (CB) cells. 白lis can 臼sily be done owing to

the appearance of binucl臼te cells' and large numbers accumulated by adding

3.0μg/m1 cytochalasin Bat 44 hours and scoring at 72 hours. 币Ie r臼ults

show that the optimum concentration of Cyt-B is 3. 0μg/m!.τbe Cyt-B it

self can not induce the increase of micronuclei.τbemicronucleus frequen

cy of normal individuals in vivo is 4.6+2.0 micronucleus/500 CB cells.

For lymphocytes irradiated in vitro , there is an approximately lin臼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requency of indue回 micronuclei and irradiation

dωc. The formula is}"- = O. 36D + 2. 74(r2 = O. 995 ,P < O. 01) , Be
('ause the cytokinesis block method is simple and relillble , it is effective for

as!♀aying chrom恼。me damage 臼used by genetic toxic material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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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亘做核是最色体的无曹丝断片或细胞分裂后期未纳入子核的落后集色体在于细'包跑跟中

形成的阳性来色质体【飞徽核试验是检验各仲诱变剂细胞遭传学损伤的遗传毒理学新方

法::J 该法与中期~邑体畸变分析法相比具有简便、观察容易、撞测迅速、份析可军等优!.i..

由于随核仅出现在诱发后经过一次分裂的细胞中.因此，就徽核测定法应用于人淋巴细胞或

tt它增殖细胞醇体而言，存在着很多的不足.因为一定鼓量淋巴细胞中的徽镀敷目取决于以

下三个因素:(])与丝裂原作用的作用细胞的份额;(2)经过细胞分裂活动的第一次分裂细胞

份额;(3)细胞经过多次分裂后草草中徽模的死亡率.这些因素随着个体差异而变化，即使同一

个个体也由于实验因素和?体本身的生理情况的变化而时常撞动.因此.人淋巴细胞常规慑

恢测定法是不够精确的['].

本文介绍一种计蚊只经过一次分裂的淋巴细胞中徽核的新方法一一跑质分裂阻断徽院

法({'ytoki晒is-b1础 method. 简称α法).该法仅在α细胞(Cytokinesis-block ceU)中it童捕

民α细胞具有双核.从形革上极易鉴别.并且α细胞已完成核分裂.但胞质分裂却被阻断

(罔I).因此.CB 细胞定然是第一次分裂的细胞.在淋巴细胞培养.j.Jh后加入Cyt-B阻断胞

质分畏.这佯所收集到的 CB细胞只经过一次分裂.并且形态是大的双核细胞.

l 材料和方法

I. 1 细胞培养

取 2.0 ml( !lJ O. 01 ml 0.2%肝紊液抗凝〉健康人外周血(由苏州市中心血阵提供) .放入

511il 尖底tJJJ.K离心营中 .ill勾后她入 37'C恒?且箱中静在 30-90 min. 然后用毛细营吸取上

罚;/(Il浆和白细胞 0.5 ml 接件至 2.0 ml t;i养革中.该报养基含 RPMl 16·10 液 1.6 ml J!、牛 !Ol

1,70.1 ml , PHA I. 0 mg、硫眩卡那霉素 200 单位、pH 为 7.3 左右.在 37 'C、5%α元培养箱中

j监光培养.怆!阳东 B(Cyl-U 吨Ill..l) 月l双甲基亚矶〈阳SO)液配制成浓度为 2.0 吨峭的干-济

液.少量分装并在 -70'C下低温贮藏.使用前将{'yt -B 融化，然后用生理盐水稀将成 18.0

，Ig/ml. 培养 44 hilt. 加入 18. 。 μg!ml ()吨-BO.5ml. 宾最终浓度为 3.0IJg!ml 培养液.继续培

养至 72 h.终止培养141.

1.2 "Coγ射线照射

在全血自然沉降之前，血悻经苏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副Co 治疗机(Farmer 2570)y点源垂

直照射. I缸样本分为0.1.2.3.4Gy五个剂量组.

1. 3 樨本制备

t在E 80∞0-10∞0∞0们r/川/

0.0盯75 mol Kα3.0m川I. 充分ill匀后，随即加入 1.0 ml 新配制的甲静 z冰醋酸 (3 I j)固定液.

氓合后在 500-600 r/min 下低速离心 5 min.奔去上消液，留存 0.5 时沉植物，再用.1. 5 ml

上述固定液固定 30 min. 在 1000 r/min 下离心 JO min. 再固定一次.最后将上精液奔去.约

留0.2-0.3 mi.制成细胞景液，气干法制片.用 J I 10α回国确酸缓冲液(pH6.8)绿色 10-

15 min臼] •

I. " 分析方法

i.~巳细胞微恢判断标准为(l)微战直径等于或小于主核的 1/3;(2)微核结构与主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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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拆把.由此叮[(叩 i下细嗯质内的小密色'要位 ;(3)~置信着色与主恢完全一致或摘泼，由

此口I区~J于细抱质内大的普色顿桂;(4)徽校与主核完全分离，通常幢楼与主钱之间的II!离

布主钱 E径的三倍或者四位 ;(5)徽核呈圆形聋If圆形，边缘校光滑{见图 1.2) 刊的在主传

湾晰的前提下.同一细胞内的商核敷目允许达到 4 个.由于个体盖异的存在 .CD细胞事通常

在 5%-50~~之间变动.…般至少计鼓 5ω 个 CB细胞中的微镜敷.然而在许多例子中，辈子

CD细胞出现率的不同.常常需计数 l000·t-以上的 CD细胞.然后进行统计学处理，

a…..~_...……1'_1

东 I ~~.~一个α细咀何含f1--trot核的四细帽 图 2 显示含有两?微核的四细嗯

2 结果

2.1 CD细胞率与Cyl-D浓度

为了获得较高的CB 细胞率.首先应该确定最适宜的Cyt-B浓度.为此.实验设计III八种

不f<iJ浓度的C'yIB(O. 000.0.175.0.350.0.700.1.500.3.000.6.000及 12.000μ，g/ml)分别

处用两个正常个体的淋巳细胞.收获细胞之后ii放每 1000 个细胞中的CB 细胞数目(如回3

所示λ结果表明z两个个体的淋巴细胞中.CB细胞最高率均在3. 。 μ，simi.故最适Cyt-B浓度

JU· 。 μsimi.

2.2 I·Co Y射线诱发的 CD 细胞徽核事

采用 6 个饱废人的静脉血(由苏州市中心血库提供).每?人的血样本分成 o Gy.1 Gy.

2 Gy. ;l Gy 和 t Gy 5 个剂量组.实验研究中，为了研究一次急性大剂量'西射所玫损伤.应用

苏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 y 点jJ.r°Co 治?俩对血佯本作垂直照射.剂债率为 O. 505 Gy/min ，经

培养后.分别在未受照射和照射的淋巴细胞中汁敖 CB 细胞的微核.结果见表 1 和团 4. 在未

fH型的淋巴细胞中.微核本底数目得 5001、 CB 细胞等于 4.6 土 2.0(均数士 1 标准误). n(见

趾非常 llf的。然而在仔受 ~(!tfl中.倾t~率明显增多.)t-随和 Hit增加而增高，经统计分析表明.

驯射的导的做 f盖率勾销M例 lit之间有在常显著性意义及高度相关的线性关系(1" = 0.995.

1' <0. OJ). III线性11}小二乘法回归分析.得出线性关系的最通拟合直线方楞是:f = O. 361)



.. :!. 71 OJ 这里l" =f专恢敦 500 个。E细胞.f) 布''''Co 'I 财线的剂量 (tp.tHJ 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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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13 八种不问浓 I宦ι:'yt-fl 处理两+

正常T体淋巴细胞的 CB细幢率

ISO

EE帽

2
•• $0

•
品

z
计量IG，)

回 4 气:O y 辅续诱发CB细电医棋院部l蜡攻应关条

囔 l 大剂量"Coy 射线!!!I.tt后面细胞的徽错事

愤愤散/5ω C1I细瞌
1吨的

。(GV) IWy) Z(Gy) 3(Gy) I(Oy>

l!sωI ~~. ~.(.8_~: I ~~ ~~灿 107.8(20ωp 1825(1000)

Z I ·1.1U8哩) -12.5(1000) I 71. 0(1 000) 113.50田)0) 1835(1ω0)

3 I 3.5(川 93. 500.JII) 136.0{500)

448tmPM721〉 |68541伽 1邸.0(800) 126.50ω0)

5 I 7.5(800) I 51.5(1000) ! 65.3(536) 89. ~(8ω， 1020(76日，

到剧 急 3(1 500) I 89. 酬 133. 5(813) 153.3(763)

~Jli±1
kl!E i更 1.6 :-:2.0 I 39. 3±8. 2 I 73.7 ，，!::υ.2 103.0士 11.7 1-18.1 士 30. :;

指号月~_lYlti尼愤itli的 f咽细'草 fl.

2.3 标准法与CD法测定的健锥事

为了确定('yt-B 本身能否诱导微核率增商.在实验设计中.采用了4 个健康人的静脉

JrIL.·j~将每个人的血佯本分成两组，在未受照的同样条件下，分别用标准培养阳和Cyt-B 培

养两种方法测定各组个体的淋巴细胞微核率.并将测定结果进行比较(且表2). 结果表明

fll标准法测得的微核率=仆 .5士 1. ])/1000 个细胞和用 α怯测得的愤核率 (4.3 士 1.5)/

1000 象1H4:细胞之间无扭荠性 Jti 异 (I'> 0.05) • m此可见。t·B 本身不诱导微恢率t臂高.

5



寝 2 ‘毒草草与西萃--蕃撞*平舷戴舷

翩 imaj 叫 .fl敬J 间'擅毫也 幢幢也 '王喧敏/1嗣

Z剧篝葛 川"篝雹 (11.萄 1000撞.. 嗣黯蟹.. 结itfl撞撞..

主拥 血'怎 π， 缸 001 ..7

% ~O 1:11 血 015 筒' 1.7

z 且' 115 血耐' u5 血由峰 毡'

' ..0 %II 也由士E !It 也似~ 5.. 7

'可霞士1
..5士 1.1 也卫主 1.5

怀摩最

·汁敬仰oo f'向麟缉雹.

• .。娃"哥用 Ii砸式z嗣!~嗣+惊讶宦第哩-[(CX"')+ (I~.酶，丁且 E刷;I制，"C.

C-OI细喧敬;1000 于理喧;Mf"=MN!(1I 1£.，1-间隔细雹缸'1000 于组雹，Ni-MI‘耐幌援毡.

3if it
3.1 CD组酶事与Cyt-B浓应闹的关系

1967年 Caner 和 Turner首先应用体外培养的细胞系统进行抗癌抗葫擎的~选时.从民

蜻泡属真前培养物的檀液中分离得到两钟前类代谢物.后来称作细胞怪弛素A 和 8(CYI""h

31:1sin A.nf气随后Caner 发现用浓度为 1 11&/时的Cyt·8处理体外培养的小鼠咬牙维却i也

/I·t.胞钱可进行一次分裂.而i跑质不分离.结果，形成双核细胞及. C)晴-8 的强特的抑制啦!尹，;，，.

~H，{应近年来已有i于多学者在各仲类琐的细胞中进一步得到了证实. R挝础Icr叮:r 相 Sm川，:

(什Ifl悄68创}、 Wri胁s庐ht 和Hay州!Ii<陆卑 (υ19盯72盯〉、4σy怆il圳1I(刊19引72盯〉‘ Kelly 初 s匈ani恬宵u旺ck( 1973)相封邢继#理+报道了 cy贝1 n2
扣伺仰川川If叫附I啡巾F和制阳附~J们刊1Ji'川if淋t钵$巴细胞胞质船f分}周裂的削9生二彷步作用. 1968 年.Ridler 和Smith 以及 1972 年 σ""-'ill 发现在

C归 aft在的情况下.iF常陪葬的淋巴细胞中出现少数四倍体制八倍体中期分裂相.然而未

见到鼓色体异常现象.此外.还有报道说Cyt-8 对新生细胞能产生持续的核分裂和提色体事i

怀化等更显著的效应.基于上述资料.Cyt-8是一种收集双被细胞(CB 细胞}的有效实验试

剂，关于胞质不分裂的机制 .Carter 认为是Cyt-8增加了分裂询处膜对支持梅袭丽的帖1"£.1世

分裂沟不能形成.副u回kr 则认为是CYt-B 使处理细胞的分裂向处爬下徽丝收缩环解体.从

而i寻 l起饱质分裂障碍.

本研究在探讨c8细胞率与Cyt-B 浓度间的关系时.发理Cyt-B 浓度范阴在 0-3.0

"g ， ml时.m 细胞随「归·8 浓度精高而t曾向.充tt当{)'l oB 浓度为 3.0 "，g!ml 时为民向.然而l

随荷 ι)1 -8 浓度进--:1J;:f曹南(>3. \l "，g/ml)四细胞率却呈下降趋势.这与民neach 初Marley

的研究结论一致〔气至于cYton 浓度为 3.0 "，g/ml 时c8细胞率是高的原因可以解将为在梆

巳细胞中存在着一种C'yt-B 的亲韧性优点(K. 约 IOl!分子).该位点主凄与微丝中的肌#J蓝

白相关，正常时此东和性位点复合物能源导{)'l-B 作用于肌动噩白丝的生妖端.致使舍肌动

茧臼微丝的形成过程曼抑制，导致分裂构的膜下徽丝收缩环不能形成.胞质分裂陈碍.最终

形成l'B细胞.因此可以侬说{)'l-B浓度为 3.0 地!mi 时，淋巴细胞的Cyt-8亲韧性位点刚仔

阳和.此时Cyt-B的仰制胞质分裂的生物学效应很大.C8细胞率亦最高.

6



3.2 阜董注与CB注温室的撞撞事本应本平的比8

做假只有当细胞分挥拍'在表达.尤莫仅出现在萌发经过一次分搜的组跑中.因此.lfl

li;准法渭定髓霞时.由于来自不同?体的'非巴绷幢对 PHA 的反应.ft备不相同.翼培养中分

裂细胞的份额亦有差异s即使同一个体的鹉巴细胞倍养.部些只经历过一次分婴的游巴攘幢

份辆.司:依穰于培养条件的培养终止时间的选择.辈子标准徽霞商定曼醉巴绷跑蠕殖程度的

能响.尤真不能势"所分析的细跑是否经历过-lk:份提.故测定不够...徽穰撞出事段ft.

I锦4 年Pinal 等人r-唱出了差别坠色程11(·恒崎m跚跚‘ PRIC蛐嚣的，即在辖，罪的细

雹中加入曲曲.检测时可撞细胞核的颜色不同.鑫翻出只昼立一次分霉的细胞.撞到黛色方

砖由于不计敏来分裂的细a.JJ，.菌'除了瑞巴细...噩所产生变异的惨响.就少了醉巴细胞

捞算中的于优锺惑性.消除了实撞漠差.JJ，.画大大提高了徽被撞出事..重盲it:法部存在着一

个严重的不足之处.即大剂量的曲曲本身能够it导徽镰事晴离tlJi SCE产锦.使黛色体断

裂、最色体畸变出现.因此.该法作为一仲可擎的遗传黯理学位髓技术是不合适的.

本研究在运阴阳法商定吨oy财线诱导醉巴细胞徽恢之前.首先要确定Cyt-8卒身E

lm育活在的说导淋巴细胞惯恢率本底水平'曾高的赞应.为此设计了标准法与α法预定

传战事本1点水平的比较实验.

为了使标准法与CB法备自洒在的微债率本庭水平具有可比性.必须把每t-C8细胞t1

fl:是巾两个单核间明细跑形成的.因此.就α法而言.微镀期望缸/1000 个象征性细胞=

~ ({">'阳)+OYMD])(1000/1000+Cω• C=饵细胞敬目II阳个细胞;MC=菌核数'α

细号也.际准法相C8i.主测定的愤核事本底水平结果表明二者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 O. 01)

t 见 Ii: 2). 由此可见Cyt-8本身不诱导微核辛增高.

胞质分裂阻断惯核j}，;(C8i.去}仅在诱发后经过一次分裂的胞质分裂阻断细胞(CII细胞}

中iI-ii愤核.由于四细幢是只经历过一次分裂的细胞并且因tt具有l1钱'形45丽极易鉴别.

[吁此.正是观察it数惯恢的理想细胞.与中阳楼色体分析时加入歌水fIll素收集中期分裂细艳

钉!fl'( .在应用CBj}，;nJ必结itf.培养的细胞中加入一种胞，质分裂阻断和j一-('yt-8.并且在细胞

阳芹的川小时到72 小时之fiil始终保愣Cyt-8浓度为 3.0 lI&/时.这悴最终才能收集到大量

的 en 细胞排在此条件下C归-8 本身不诱导做铭率本底水平'1ft高.CB细胞的收集事既依锁

了细胞培养中阳A 作用的份额.又与('yt-8的推度有关.尽管如此.一酣霄况亨能够从1 ml

t去芹液中收集到鼓百个 α细胞.此外.尽管c8细胞中能见到大量的微恢.然而可能由于在

加入 CYt-B 前一些细胞已经分裂或在加('yt -8 之后摹些细胞的跑质分裂未能被('yt B 阻断.

阿此.在单核间朔细胞中也能 it敷到少量徽核.但这些不会影响结果的可靠性.鉴于Cyt -n

牛:身具有不诱导微核或缺色体损伤的作用.因此 .CB 法既能应用于反映在人体捺色体损伤

的微恢率本底水平的测定.同时又能应用于对 PHA 反应性不同的不同于体淋巴细胞受诱变

扣Ji~:舵的微核事琼吁水平的比较洒走 .Fenech 何协rley【J}用c8法测得饱康人狲巴细胞白发

价tt:在随年龄的指歇升高.对数恒 i归方在中 CR法箴距、斜率的相关系敷都高于常规攒核

i};. ，可饵，事比较，是鼻显著.低剂量 X 射线«0.501) 照射.若以 4 O1/~n 照射.0.101 IJ;t
i费恢率明显糟加$而以 O. SOy/min 照射.0.050y 时即是徽镀率明显精细.辈子常规惯骸法

在If!I眼小于 0.30y 时效应不能显示.而.~烧黛色体分析低剂量 X 射线效应要计敬几千个

中期细胞，太费时，且最低和j暨只能到 0.1 Oy. c8法』小时内却能it敬几千个α细胞.由

此rif见.CR i}i比常规愤恢法和能色体分析担.敏感.快速.对遗传毒性，物质造成的缺色体损伤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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