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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离子注入生物分子的质能效应研究.

邵蕃钵余堪亮

(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合肥〉

摘要

通过对氮离子注入酶氨酸 (Tyr) 样品的多种光谱及质谱分析得

知，慢化 N+ 离子能与 Tyr 分子中苯环的 =CsH- 基团发生取代反

应，形成杂环化合物.该化合物对 Tyr 样品的残余紫外活性 S有着显

著的影响，使得 S 的剂量效应遵循-特殊规律.并且具有紫外活性的

产物分子数占 Tyr 分子总损伤数的百分比大于它们消光系数之比的

倒数.通过对不同核苦酸在离子注入下无机畴释放量的比较，发现它

们具有如下顺序的辐射敏感性: 5'-dTMP >5仁 CMP> 5' -GMP>

5'-AMPo 对辐照后核苦酸样品进行碱处理和热处理都可增加无机磷

的释放量，且离子束作用下即时释放的无机磷量占总的可释放之无

机磷量的 60%左右。另外，碱处理可使辐照时核苦酸所释放的游离

碱基受到损伤而裂解，而热处理却可能使碱基的损伤得到修复。土述

结果验证了离子注入生物分子的质能双重效应。

·国1民自然刷学基金赞助蝶..



STUDIES ON MASS DEPOSITION EFFECT AND

ENERGY EFFECT OF BIOMOLECULES

IMPLANTED BY N+ ION BEAM·
(In Chinese)

Shao Chunlin Yu ung1ian(t

<INSTITUTE OF PLASMA PHYSICS. ACADEMIA SINICA. HEfED

ABSTRACT

By analyzing some spectrum of tyrosine 回mple implanted by N+ ion beam. it

is deduced that the implantation N+ could react with the tyr面ine molecule and su~

stitute =Cs H- group of benzene ring to produce a N-het町ocydic c四n阳md.

This compound w∞Id notably aff配t the residual activity of the 回mple. Morl缸"町，

the percentage of the product molecules to the damaged tyr臼ine mot阳11臼 is larger

than the reciprocal of the pr甸地，rtion of their extinction c饵Hicients. 臼1 the other

hand. by comparing the release of inorganic ph饵phate. it is found that the radia

tion sensibility for four basic nucleotides is 5' -dTMP> 5' -CMP> 5' -GMP> 5' 

AMP. To implanted nucleotides. alkali treatment and heat treatment cωId in

crease the amount of inorganic ph佣phate. The amount of inorganic phc即hate in

the nucleotide samples directly implanted by ions beam is about 60 %of the totill

amount of inorganic phosphate that could be released from the implanted 回mples

heated at 90L: for 1.75 hours. Alkali treatment could damage and split the free

bases relea理d from the implanted nudeotides. but heat treatment might repair

the隅 damaged bases. Above results prove that ions implantation to biomolecules

has the mass deposition eH配ts and energy effects.

• The 孰lbjl慧， Suppc刑«i by N.，i帽.1 N.fur.1 se阳市.~ found.，帽"of C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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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门蔚的交叉学抖.低能离于生鞠学自 1986 年I!lL以来.已({碍了迅速的发

展:川.证能离于活变具在与 Y 酣线等电离辐射诱变不同的待点.匍生物体再活辜的剂量去 t

应不遵锚指数失活埋帽，而是表现为随着荆量的增大.先疏小后变大再撞小的变化画势 [t: •

这可能是由于氯离子注入生锦体时不仅具有能量效应，而且还真高盾量玩~锺应的缘

故ST·-. 因此，离手柬辐熙具布比 Y 射线辐射更为夏般的饥理.尤真是质量沉职慧应己引起

了人们广泛的重阻.但由于生物体的复告性相多样性，直接以生鞠体为If象研究谅费应是

非常困难的.简化幌塑.研究生鞠分子If离于柬辐熙的质量瓦R蝇应相能量放应，在原理

上、实践上都是必要的、可行的.

重白质to核酸及其组分是日前研究拉多的两类生鞠分手.通过对霞离子注入胸醺嘈暗

的研究得回.寓子注入后悻品中的氨元素含量增拥了 33引r\ 该结果初步说明了注入离子

质量沉~理?t的存在.但质量沉权的本质旦真对生相体的置;响还不得而知.

另一方面.离子注入与.官电离辐射一样具在能量费应. Foti 等应用 100-3∞ k~V 氧

离子豪.得知氨基酸在该束的辐照下将分解产生 NH). CO噜. Hz 等多种气体分子fat- 而在

辐财诱变中.最主要的因素是 DNA 的辐射损伤.为此.人们已对离子柬作用下离体 DNA

的幅照损伤T.'l行了一定的研究[EE.

DNA 的损伤基于真基本组成单位一一模昔醺中瞰基的拥po相爵醺戍精髓的断裂这一

本质问题. iI童基的损伤能寻量 DNA 遗传密码的改变.而硝酸戊幢幢的断提则直接引起

DNA 链的断裂〔IZ. 两者都对基因费变起重要作用.核昔醺在电离辐射作用下分帽'故出碱

基和无机码{12·. 并能产生不毡走硝酸酷.该酶经蝇处理ru 或她处理后(U·将迅速分'并挥瞌

;也无机周租未捆伤的喊基.通过 90·C热处理 1--2 小时后.该酷将手E分分M.

本支将以酶氨醺 (Tyr) 和接昔醺为对象.研究注入氟离子在 Tyr 中的质量沉权方式及

真对 Tyr 悻品晓余紫外活性的影响 z 比较四仲核昔醺ln哥子束的辐照敏感性.分析不同方

式的辐照后处理对核菁醺辐熙损伤及真分解产物的~响.

1 材料与方法

材料: 酶氨醺 (Tyr) 、 5'·AMP • Na l 、 5'· CMP • Naz. 5' -GMP • Nal 样品均为上海

生比断的层析纯产品. 5' -dTMP • Nal 为 Sigma 公司产品.实验使用时没有进一步纯化，其

余分析试制均为国产分析纯试制.

制樨 z 将-~~质髓的 Tyr 样品用水调成糊状及将一定质量的核昔酸1富于熏懦水中

的.分别情 Tyr 悻 lilt 于·就破片上 ffJ 'lJ. f重背酣作品于平皿巾.在 SOC 以下蒸发干燥，使样，品

IN.薄艘状，

$1照潭: 氨离了'珠[[1，*所离J- 3在育种+JL产生.其能放选为 30 keV. 在用脉冲式辄H~{! •
tij il\肺;Ijr时lilJ lOs，夜市L 为 30 rnA , Ilj次脉冲如lfd D内只J 10's i0 l1 s/cm 1 .l仲til靶'¥.rt空眶

而一j二 1.33XI0 1 PiI。

实验方法

(\)付氟南 r 4i tM !!{! 'ii 的 Tyr JUd,j些行走树和I ，主蜗间厅丽的外忻州试。在 itfl:测试 Iff.



靡一定'咱量.，嗖后的悸晶若干.在 KYKY-QP 10∞A 型 GC/MS 醺用仅上遭行厦遭测试s

另取班停晶蕃子，经 KBrHt片后.分捆在 PE-1731 型富里卧缸"竟遭但上WFT-IR .试糊

在 SPEX~ 1401 盟矗光唰曼遭仅上作响曼先葡萄试.在定量分析中，用赢帽水将不同嗣量'

黑后的悸品从疆厦片t小心挽下.峡'提液，然后将提液躁'至适当浓度.在 753WB!!量

外可直觉分光先度it上作.外幢幢圃试.

(2)将不同剂量离子襄辐黑后的幢啻踵悸品作多方面的处理z①槽于水中 s②擂于 O. I

mol/L NaOH 中 z 雪，槽于水中后在 90L水播细费 1.5-2 儿用确帽醺桂 (II丁翻各fl夜中的无

机晴含量，并作各悻品的特征章外囔收测量与分析.

2 实验结果与分析

2.1 ..子襄辐熙的质量就飘方式

紫外精试表明.离子束辐照前后的Tyr 悸品的靠外吸收光谱遭串几乎不变.量大特征

波 f~均在 274 nm (如困 D. 但在不同剂量锢，嘿下.同质量停品的特证吸收强度发生变化.

在一定剂量时.吸收增强(见后>.一般说来.佯品中Tyr分子数随辐熙剂量的增大呈指数

翅停战少.从而悴品的紫外吸收值也应障和i量的增大而减小.因此.该实验结果说明氨离

子辐照后的Trr 样品中产生了新的吻质，真待征紫外吸收i瘦长亦在 274 nm 左右.且该物质

的消光系数大于Tyr 的消光系数.

响量光谱测试表明，氨离子束辐照后停品的唰曼先谱在2334 em\2460 em ~ I等处产

生一些新的弱吸收峰(如因 2> ，这些峰应噶于虱杂环中的V唰振动:口.但 Tyr 分子中不含

有此结构.因此它必由注入虱离子与 Tyr 中苯环反应所致.而经富里叶红外光谱嚣 i式发现

氨离子注入后悻品的谱围中在 1728 em I处产生研的中强峰(卸困 3) ，该峰应属于 c=o

基团所有 [II 另外，对氟离子幅照后悻品作贯遭 (El>测试.发现新的质谱田中不仅在反

映 Tyr 分子量的 m!， = 181 的峰.而且还产生了 m!， 为 182 等的一些新罐(细固 ω，这些

蜡可能反映了新物质的分子量.

由此可以推断.组离子注入 Tyr 分子可以产生具有新的雕基的氯杂环化合钩，其分于

量为 182. 从而.可根据量子生物学的计算结果分析谣化合明的结构.

量子计算表明， Tyr 的共钝结构中， c. -Cs 葫 c.-c. 键的键级量小 [2'. 因而当该其辘

结构受到能量作用时.因能量传递， C. 一Cs (或 C) 一Co>键将首先断提，此时慢化下来的、

具有较大电负性的氨离子将有一定几率与破裂的苯环中 Cs (或 C， >发生取代反应，形成新

的产物.另外.因能量作用. Tyr 中的酣基氢较易失去，产生氧自由基 Me.- 这样.当 C. 一Cs

键断裂时 .;i1l过电子传递.可串成新的 c=o 基因，这正是红外光谱的湖试结果.

据U上分析.可认为注〈氯离子与 Tyr 反应形成具有自U下结构的服量沉积产物 z

NH-CH
/、

O-C C-R
\/
CH~巳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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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I 1 离子注入前后 Tyr 悴昂的萦外囔4曹先 图 2 离子注入If后 Tyr 得品的.壳唰曼先遣

遭 Ca) 1£入到'的椰矗 I (II) .!I".
Ca) 撞λF唱'僻静&. (II)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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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Ll-.........!1~ι
图 3 离子注入'可后Tyr 佯品的富里叶在Z外 图 4 离子注入fJ后Tyr 得品的质量满

先i篝 Cal 筐λ 汗'的幌品， Cb) .!lrJ.

C.) 注λ~-的W品 I Cb) .!!IrJ.

过去的研究已经指出.苯环植氨命环化后，停品的萦外吸收将育较大的增加，但将征植

快变化不大『ZE-- 这与我们的实验结果是相一致的.虽然质量凯职产物的产生.能使样晶的

紫外吸收有所糟强.但该产物也受到进一步而来的注入离子的损伤，当读物质的损伤拿大

于真产生率时，伴，品的紫外吸收R会捕小.这就呈现出以下实验结果所示的剂量饺应曲线.

2.2 质量现相产物对梅晶蝇余紫外洁性的影响

紫外测试在明.受离于柬辄照后1'yr 样，品的相对晚食紫外活性S 随离子剂量的增大而

;电先小后大再变小的变化趋势.并遵循下列方冉I:::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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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_-6曲.. + eJ蛤战I~沁

宴厦上.S分为S.相s.胃'分.真中S.-I--+.--，$. = 哺品ID e-"·+ e11t.z1 1)l X e-'"
4如回日 • S.反.T离于禀疆!utTyr 分子的瞌量as，矗幢幢戴扭曲巍.;5.圃幢离子副

量的精大面矗橱'大至摹一幢大值后开始赢小.它体囊了噩噩配原产.，分子缸坷变化鲤

..由此可£，方理(I)厦.了离于章'盟曲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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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离子'段"后 Tyr 停~ (.~6.0 吨》栅对残余-'"活性的剂量锺应S

SIll so.. s. 筒.it...

值得注意的是.对不同质量的悸晶 .S亦不一悸，并且质量小的样晶，其栅对费余捂住

反而大《细固的.通过以下分析可知，这也是由于质量玩tR慧庄的绿植.

回 5

lili--lJm

(l l )( 10町 lno~但mil

a离子'匠'照后不同质量 Tyr 停品精对残余素外活性的剂量级应

..，圃，乱。 "'11 +++, .-4.0 "'1.

将啻 Tyr分子戴为N."N(，，> 川的停晶曼蝠，喃后，分别帽子体舰为V.IIV的水中，则

未受幅照时，两者具有相同的萦外咂收值A.. 由于离于事的射理不壶，单位荆量离于事辐

照时所能损伤的样晶分于戴相同，设为N.. 其中形成质量沉展产"的分子.为N.. ii Tyr
与'而分子的消光磊数分别为 I.~ .概据Lamberti-Beerio 定律，.照后停晶的萦外吸收分别

为 z

X

i 0.'

j::L

.

回 6

A.= I(IIN - Nt)L + 马 N.L
,.V

I I I

A I(N - Nt)L + 马 N.L
= V

则，

6



圈一 I)(~ IV. - '-.V.)s - S. = 立一一=一-.4. .4. "vA.
回 5>5.> 唰鸟儿 > ,-N.> .'\I.e.;. > ，- Iι 即睡量证展产衡的分子散占且扭曲分子慧的

比例大于它们捐先系放之比曲倒慧.这撞是iι 足够大的 ~v•.I.V. .使得 5>5..

草之.ll离子注入时的质量沉~费应对Tyr 体品的残余活性奥育重要E响.懂得本庄

严'可撞撞失活埋律的章外活性亵示出复合·缉的翅..

1.) .子襄疆'到撞晋·的窿量锺应

(I)幢曹·对属于禀的疆ma.幢

离于襄lt 5' -.'\MP. 5' -eMP. 5' -dTMP. S'-GMP 四仲幢膏瞌遭行'费后.圃'各俘品

中元凯西摩尔幢占佯晶且西摩尔慧的百分比不同 4旬固 n. 这说明对离子襄锢，嗖.这些被

啻黯具宿"下的蝠'理敏!I性醺序: 5'-dTMP>5' -CMP>5' -GMP>5'-AMP. 这与宫的~l
辐酣的敏肇性不同fZLz·.

(2) 幢处理对辐畏捕'岛的黯嘀

离于司E帽胃后的5'-dTMP悻品经 O. 1 mol/L NaOH 处理后.无机爵的"撞量大大精

111..处理后立刻酒量.此时无机倒含量约蠕歪景'照悖品的水槽擅中无饥属吉量的1.7

倍(匍固的.剧离于襄辐熙产生的无凯西占经O. Imol/L NaOIl键即时处理后无幌晴量的

60~'在古.蝇处理后无机爵的增阳也不是无限制的.官受到一定剂量下离子禀.!I所能产

生的幅不酷定性属酶噩噩反草晴量的限制，篝处理一定的时间后.无饥爵的'瞌量将达到
I ,. ,.,-------一-----一-一-一--甲-一-一-寸

一极大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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罔 7 不间展量( ", )惯if醺椰品在离子'使.!嘿节严室的元flIt占椰品.a".的'尔百分• S (Pi)

,,-,. S'-dTMP... ~ 口.67 阳"

+-5飞CoMP. ..田 2.24 "'I'
1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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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电离'尉将会使 5' ·Crn.tP "撞出醺基 T. 利用.基 T 所具有曲梓筐'配外醺收可

计算'民墓的产生量及瞰处理对它的E响.由测量可知. S'·dTMP 标悸与 T 在水幢幢中的待

怔章外囔咂被~分剧为 269 om 、 264.5 om. 在 O. lmol/L NaOH中的特征撞跃分割为261

om、 291om.

梅'照嗣后质量为0.64 ml的 S'·dTMP悸晶分别以 5 ml 水和 5 ml NaO日提醒. .显 2

ml 班擅篝'至 6 ml 作章外吸收测量.对悸品水市液相 NaOH 溶液分割在不同被酝处割 OD

值(£襄 D. 由这些 OD值.根据适用于理合衡的坠 erio-Lamberti 定律.可以计算出离于

事'照后 .S'·dTMP 的相对费余活性 S (dTMP) 及幅照所产生的藏基量 e <T)的荆量放应

{细田 9). 由该回可见..处理对 S edTMP) 几乎没有影响.但同离子注入 Tyr 时产钳分

于鼓变化情况→佯.蝠'理刮起的醺基郭岐量瞄离子嗣量的糟大而涯渐届于饱和.

另外. lot比田 8. 固 9 可见. e (Pi)H,n< C (T>H.n. 即离手柬蝠'理后 S'-dTMP 悸品水擂

液中的瞰基浓度大于无矶'串的浓度.丽单核曹幢吉膏相同分子的无机属flit民基.这说明在

离于束对 5'·dTMP 的辐赠损伤中.碱基植优先'筐.~后才'酷无机属.这与 Y酣缉l;f' f董

啻陋的辐酣损伤情咀相同rn:. 而受辐攘的悸品经瞰处理后有 e (Pi)阳明> e (Pi )HzO' C

e T)阳刚< e (T>HZO' 这意味着'在处理不仅能损伤耶些不跑定的晴醺醋.使之"在无机畴，而

且还能搞伤前离属基.这里.经暗处理后佯品中瞰基榷11捕小到原来的→半左古，噩后使得

栅照品 S'·dTMP 的 NaOn 棺稿中的破基浓度小于无机"浓度.即 C tT)阳刚< C (Pi>阳响·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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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P..-I , 'Z -e. +-• S' -GMP. • - z. Z4 -eo .一-S'-AMP.. -I.'Z…
(J) 籍处理对罐里撞伤的露喃

离于束辐黑后的 5' -AMP. 5'-CMP 及 S'-GMP 作品的水槽液经 90"(' 水浴细~). 7S h

后.挥品中的不毡定离破酶壳分分尊.使得无机属郭岐量显著增jjc< 匍囤 10). 对比困 7 民

结果可见.离于来辐赠言-:\川P、 5'-C~P 、 5'-G~P 等校晋蹬哥Ej产生的无机离占单的可事'

撞之无机爵的百份比分割为 60. 8~. • 60. 1~~租 60. 5~' .均在 60~~左右.回 8 中无饥爵的变

化量与此一致.说明经 O. 1 mol/L ;.laOH 键的即时处理，受离子辈辐费后的霞啻醺悸品中

的不噩定硝酸酶即可宽分分..再一方面.章外测试发展.~处理可使悸品的特征章外囔收

值捕小.但不同荆量处理下的停品.它们梅对于参照挥的章外吸收值却踵剂量的精文有所

增大{甸回 1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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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离子束的鹏量沉但愤应将对生御体的'酣锦雯产生很大的事响.众所周知，遭惰'厦

DNA 并不矗孤立跑得在于生"体内的，商量以组噩白'与骨..量多民橱'后才形虞遭惰"

髓的费现形式-一镰色体的.离子禀的能量作用可幢臼唱A 幢断噩噩在DNA分子内产生不

'



稳窑磷酸甜，这些不稳定磷酸醋可受到周围环堤的影响而裂解或得到修复.如果注入离子

与组蛋白相互作用形成的产物能够对不稳定磺酸醋产生影响，甚至直接对 DNA 链的断裂

具有修复作用，将改变 DNA 的损伤情况.如果注入离子与 DNA 链上破基的杂环发生反应

形成新的物质，将对 DNA 产生不可修复的损伤，从而改变遗传密码.所有这些都将影响到

生物体变异的结果.根据这→原理我们推导出了一个不同于传统理论的、能很好地适合于

低能离子柬辐照诱变结果的分子生物学债哩[臼].

离子束辐照不仅具有质量沉积效应，同时还具有能量放应.由于离子束具有较高的

LET. 它的能量作用应比低 LET 的 γ 射线辐射作用强.事实上，离子束辐照 5'-dTMP 时.

无机磷产领 G (Pj) 达 O. 44 以上I27) ，大于 Y射线辐射时的 O. 12-0. 22[:'~ 0 离子束辐照的5' .

dTMt'样品经 O. 1 mol/L NaOH 处理后.即要IJ 测得的无机磁量就增至原来的1. 7 倍.丽

Ward 用 O. 1 mol/L Nr.OH 处理受 γ 射线辐射的 3'5'·dTMP佯品 10-40 min 后，无机确的

伴随量增至原来的 1. 5 1ff!:']; 勘op 在用 1 mo IlL NH，OH 处理受照后DNA 30 min 后，得

知链断型敷增至原来的I. S 倍左右 !l几则离子束辐照能产生更多的不岳、定碗殴醋，因此离

子束辐照具有比 γ 射线辐射更强的损伤力.

由困 7、困 10 及固 11 可见，离子束辐照时核昔酸的生色基团{碱基〉的损仿率 (l -S

(eMP» 大于其无机碗糖放量的摩尔百分数 S(Pi)，说明核昔睡在其碱基受到损伤时，可

通过受损暗基的帮肢产生不具紫外吸收的有机确分子，如确酸戊糖分子等.热处理虽可使

S(PD 有所增加，但仍小于此时碱基损伤的百分数，这意味着有机确分子中，有一部分是

不稳定的，受热分解产生无机碗，但也有一部分是程定的，受热不分解.

另外，因 11 所示的结果，可能是由于部分受损碱基在热处理中得到修复的缘故.总之，

离子束注入核苦酸时，碱墓的损伤程度大于无机确释放的程度，由此可以认为， DNA 的辐

照损伤中，因磷酸戊糖键断裂而引起的辐射妓应固然重要，但因碱墓的损伤而引起的遗传

密码的改变，则应在生物体的辐射诱变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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