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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中国核工业生产中有关放射性核素(诸如铀、甸、、氟、镇、氯

及其子体等)内污染所致生物效应的研究工作进行了系统综述，包括

核工业系统的研究机构及国内有关单位的研究工作.从确定性效应

和随机效应两个万面进行论述，着重于剂量与效应的关系.研究工作

表明，我国在开展内照射生物效应实验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进展，有

二定的特色，为中国核工业生产的发展和国民经济建设做出了应有

的贡献。在今后工作的展望中提出了几点建设性意见，希能引起国内

外辐射防护界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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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OF EXPERIMEl-~~AL STUDIES ON

BIOLOGICAL EFFECTS OF RADIONUCLIDES
IN CHINESE NUCLEAR INDUSTRY

(In Chinese)

Chen Rusong

(CHINA INSTITUTE FOR RAD1ATIOS PROTECTION~ TAIYUAN)

ABSTRACT

The experimental studies on the biological effects with interal contamina

tion of radionuclides (Such as Uranium. Plutonium. Tritium. Iodine. Radon

and its products. etc. ) in the Chinese nuclear industry were summarized sys

tematically. In these studies some institutes in the nuclear industry system and

other relevant units in China were :nvolved. The review was carried out ;n

both stochastic and deterministic eff~cts. ~md focused on the dose-effect rela

tionship. The research work showed that it was a lot of progress for the exper

imental studies on biological effects with internal irradiation in our country.

There was a definite characteristic in a certain extent. It maku contribution to

develop the production of nuclear indust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economy. Several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of prospects for the work in future

were proposed and it will make an attention in the field of radiation protection

at home and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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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核工业生产中的职业性照It多撞情现是小荆量水平的黑耐和多次间帽的理财.真

中敲响性擅熏所致的内照射也f2为多见.内得E怪的矗径以及哽入为主.为此，研究蕾熏内

照割的生"效应具有理宴意义.由于小剂量放应的人醉资料往往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从而

E响了小剂量人群贤鹏对警到毡险的定量估计的贡献，倒"在小剂量 «O. 2(;y) 的受黑人

雾中.真致擅效应带'量奠它致罐困«所掩盖，也就是说，与对黑人醉相比，其量更性瘟症

的匾额.事往往不能显示统计学的重义，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丽动萄实量奋可能在一定

程度上弥补上连不足，能有目的撞控制生物困囊相物理回章，得出在不同照射条件下的量

量关系，从而为评价辐射对人体的危害、制订辐射防护剧量限值畏供慕些生物学依据.

夜国核工业生产 30 多年来，对撞的性被章的肉，嗖射生物最应曹先后进行了大量曲动物

宴量研究，为核工业生产作业人员的健囔危害评价提供了假据.本文着重对核工量生产与

核技术应用中最常见的歧射性接素刮起确定性贺应和随机性效应的实验研究进行了结连.

1 确定性效应的实验研究

I. I 锢

在核工业生产中.接触较多的是天然铀的各仲化合明.早年因面临是否存在慢性输中

毒的争议.有关单位较早就开展了铀的毒理学研究工作.

通过动物实验研究.人醉幢廉调查初个别军倒的临床观察.对天然铀的水平与妓应的

关~.取得了如下的认识: (l)天然铀{尤真是易槽tt袖}对肌体作用的损伤嚣官以肾脏

为最明显.主要是宵小管上皮细胞变性、坏死相盹蔼.(2) 天然怕对机体捆伤效应首先归

因于它的化学毒性.尤其是易惰性协.不i~急性和慢性作用.皆以化学毒性为主s 对.m

铺来说.急性作用也以化学毒性为主.在慢性咂入时.不应忽视销对肺部的辐射剂量贡献.

(3) 在现有生产和防护条件下.执行现行铀的剂量眼缸.随少有可能对偏作业职工造成幢

康危害，迄今还未见慢性铀中毒的病例.只是一部分恼作业人员尿铀值略有升高.仅在极

少撞事故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袖的特异性损伤续应.

取得上述认识的依据.主要来自下列实验贤斜.

(1)对天然袖在大鼠'仔脏内的定fil.分布的研究证实铀α 径选的特定沉积部位是臂脏皮

质近曲小营的上皮细胞壁上.铀致肾脏病变最严重的部位正是近幽小营的中段fa.

(2) 不同钳l 化合物的毒性研究在PJJ .主要损伤器官均为'仔服.在急性中

毒组 (0.2 rogU/kg) II .可见到胃脏近 ~U小臂上应细胞的严重坏死盹稽.家兔出现肾功能

寰竭的尿毒症候群.在慢性中毒垣 I(O.05mgU/kg)/~. 家兔尿中过氧化氢酶活力、原蛋白

定量及原巾氨基酶氮 4日肌 ftf 比值 <AAN/Cr) 的波动悻，熠商.从一次注射硝艘铀献出现部分

动物相应损害{或异常}的最小市 1M 来在:.1. 尿巾过氧化氢酶活力异常和原蛋白阳性的反应

最敏感 (0. (jOl mgU/kg) .尿中 AAN/Cr U~值升高、怦组织损害、机体抵抗力减低及体重m

t毛抑制等 (0.0047-0.05mgU/kg) 次之.而神经系统机能指标对铀损伤的反应最为迟钝

(0.47 mgU/kg).病理组织学的观察结果我明ii，不 U~难槽性或易槽性化合物，甚至曲肠~

腰静脉直接注入四价难描t't袖.出现愣损伤的动脚敷仍多于肝损伤敷，而且臂捆伤的程度

也置于肝损伤.大鼠和家兔仕lUI吸入 UOI 尘粒及气啻内注入UOz 尘性悬榷两年后，主要病

理变化在肾、肺、 R~j门淋巴结、脚;ftl率;fL等措官1·.'再脏病变初期表现为近曲臂上皮细胞变

性坏死，一年前出现纤维组织熠生，两年后纤推化进一步发展.肾皮质萎缩.而肝脏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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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fti. 事兔于 VOz 中毒早嗣.原童自量明显糟高，亦但也属青功能的变化.偏生产「

矿部分作业人员曾出硬肝肿大或肝功能异常现象.但是流行筑学调查资斟未能证实真与提

幢蛐有关.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国外果些学者曹主张的-四价怕中毒时更显出理肝植害'为

论点依招是不足的.

<3} 犬囔入藩市性愉化合鞠后.蚀可以对肺部利肺门i体巴结造成砸在辐酣损伤口.可见

到支气啻上皮细胞糟生、化生相肺At:蹄门游巴结纤维晴生. 4/13 只犬发生麟"锢，真中 2

只为麟.. 2 只为罐罐.提示暖入天f:!铺就尘后，蹄部的淄在辐酣危害作用是不应~梗的.

菁英富'铀的毒佳作用取决于咀U 的字厦.缸富集怕中毒时与天然..一样.霄匾出现急

性'笛，并剧化学捆岱量应为主.但在高富'怕犯rJJU 中毒时.真'财放应要比天嚣幢大得

多.特团是在中.晓明.当给 Wistar 大鼠单次静'事注It富集蚀 UOrFz <zJSU 享度为 18. 9Ye}
[3. 嗣量为 20 Til同时.真萌发骨髓细胞黛色体畸变事(4 .36 土O. 49'~) 要比对周组 <0.55

主 0.22% 】高出 8 倍.此时细跑分要仰制达 20~~. 另外.犬吸入难市性富集铀 <VOz } 0.02

-0. (l3ti mg/L.每天啧入 6 h. 待续 16 个月.肺出现硬化性结节 z 到 zz-z: 个月时.主气

啻上皮吁始熠生; 56 个月时.开 k古 ili 现肺穰.因此.吸入 1董市性富集铺位台鞠时.更应重

型电防部的辐射损伤 ~1应.

1.2 辄

坏的毒理学研究丧日月.家兔静脉注射踊陋坏后.坏主要沉积在肝和骨中.其在肝、骨

中沉积的比值取决于硝砸坏水解聚合理度反时相因素.随着时呵推 ft'比比值il渐变低.这

可能与陈白肝脏炸出而重新分布于骨鹏所致.从坏致肝骨的损伤来看.在 185 kBq /kg 组，

1 个月时肝细幌 R 见啦荒疏~~‘慨.n:~色变;~、肝细抱内 GPT 活力受仰制.故此时 SGPT

活力下降.嗣后血泊中 GPT 水平 Jf-始 [~In. Ii:跑过正常的.一直待续到 6 个月. J.主说明肝

细胞在不断坏奸.'并伴随 Wlf-细胞砾 't 泣n继站缔到l结!的用生.辰终形成肝硬变.

血流巾部分驶台坏口I被1'1'髓内 rIA] 状 I·t~ 庇'组II 随后暗.在骨髓中可见到大筒里状佳迹.在

海~软骨的付小楼.小说内服，反小棋 !"liJ g:HJJ 髓舵巾皆 If密集的 a 径迹.由于骨环生物半 tt 期

1fH~. to变ft 小 i~~ 内月亮怔IK刚去照而出现阳的.例的 I Itn消巾 ALP 活力下降.提示成骨细胞内

该幡活力受抑制.随 ft损伤的进展 .ft小 itf."]!目有明显纤维化.在个别骨小撞见到缺乏骨

细胞的 JE骨.部分 ft 血管有l哈佛氏管腔 fi不同四哑纤继 It. 1.述病变明显见于静脉注射硝

酸U (105 kBq/k/() 的京兔干1"脐 I f' •

芫于钢:致血细胞的~t应.一般认为吸入 PIIOl 后 jifi常 f;i 见淋巴细胞鼓下降，而吸入或静

'在注射硝酸tf. fti. ·1' t'H:f.细胞与淋巴细胞均可下降.家兔静脉注射硝酣坏(37.185 kBq /kg)

的结果丧I1J)19 .以'I't'H.J:细胞散半减的时Iii} II:现较早.所需骨'曲事积剂量较低.与淋巴细胞

相差 1.3-1.8倍，说明巾性粒纲胞对朋脏u的反应比较敏感.

有关吸入，{fF.t?rft坏的生物须由研究.国内也做了不少工作M. 大鼠吸入UtpuOr 的实验

研究 (AMAD Iμm. GSD 2.0μm. 气仰胆战厦范 HUE 0 04-4 kBq/L>表明; (»肺E

E量细胞 (PAM) 受到 1.0 Gy !!U射后.细胞 t讲明功能受仰制.当大于 2.0 Gy 时.~非特异

吞咽功能降低串 (2) 'j初始 u负荷最为 ι0-13 kB!J nt. 大鼠 NK 细胞对 YAC·1 肿瘤细胞

的乖伤活力下降; (3) m~tit'f3态学方怯观察肘i 负荷!it jJ 0 3 ;阳 0.7 kBq 的两组大鼠，可

见!\T- I 细胞核.绪和{率相悦目'J、体有内变.细胞的分比阻厦{i下降.另一批实验表明IH J.
大鼠气骨投入 l"pUO ， (AMAD 4.40μm. GSD 1.45μm) 后.71:入最为 212 kBq 细的肺门



"巴结.巴细菌.色体畸变率it离 (I. 43~{ 队与对照组 (O.27 y'> 相比.量异显著.并呈

理二个辖征.一是主要为黛色体型的畸变 z 二是出理多畸变的组圄颤it事，这与匾'财体的

高 LET 辖性有关.

蕃I;J. I·PU 重量犬的确定性效应的矗小荆量来比程1l1- : 寿命肇短 soy.的最小剂量为 3. ;

k8q/k，;白细胞踵少 60~/i 、中性乾细胞藏少 60~~ 、红细胞量槽111 lOy'.以及骨.中凰缸缰

跑'童少等皆为 7.4 kBq/q. 引起骨折为 3.4 k8qikg; 上连剂量均远离于诱发犬骨肉霜的最

小荆量 (0.024-1.5 k8q/kg>. 相量 2 个鼓量提.为此.在评价坏的危害节，应待到重视

部的噩噩慧应.

1.3 凰

由于在反应堆运行中.氯可'披到外环场，有可能对周围居民健康造成影响.加上1':

标记在生精医学研究中的应用.故有关恒的生明放应研究工作在国内受到注意并禀得幢大

进展.冥中包括对后代生长发育相性瘾的影响.以及 RBE 的研究等.

1. 3- 1 .水到仔鼠生长发胃的影响

'民水对仔鼠主民发育彭响较大.包括脑重.脑组织结构及脑机能以及主怯发育的影响

等.

当旺'医大鼠忧水中氯放度为 (1. 1I -7.40> X W Bq /ml C吸收剂量率为(0.5-3.的×

10- 1 Gy/d) 时.各霞水照射组u赈第 22 d 的除鼠.出生时脑重 (M，ρ 初贵il~ 剂量率

( D，> 间的关系式为 M， = 160. 2 - 2. 32 n~ (r = 0 97> I U .大鼠持续 5 代饮用浓度为

I. II X 10' 8<l/ml的辄水.可引起F， ftH-鼠销量E若疏轻.而且后各fl.:脑重的变化则不卸£，

1t明显;H.

当饪栋大鼠1本水氟浓度在 7.4 X 10'-3. 7)< 10' Bel/ml 范围内 .1f鼠吸收剂量为 0.0038

-1.9 Gy Itf. 仔鼠大脑皮层锥体细胞披失仨与对照组相比.有明显差异(P<O.OI>.并且

缺失事?随吸收部If量D ((-l ift大 rfii增加.间-r.-uf拟合成回归方程z?-436·1土 2. 91gD. (r=

0.99» liS ，上述各受照细ff鼠前细细巾门仲氨基酣总m何各氨基酸含量测定表明，与对

照组相比.皆里显著ft:JfI高(['<l.flS). 而且也是随剂量的I曹大而』臂高.作者认为.这是

由于射线在损伤何破坏恼细胞的[，，11It伴 fr陆 ft蛋白质分解hili生阳台收受抑制两种生物化学

变化所盟.

大鼠从饪'民如bd 王分烧后 21 d 连续接受体水浓度为185.7.4XIO'Bq/ml的氯照射

{在 15-33 d 内的且呗收如l最为 o. 195-1.848 Gy. 可使 18 d 龄以前的仔鼠讲泳机能发育

受阻[M. 当体水肯it浓度为 7.4 X 10' Bel/mlll;t. 照射号i动吻的游泳试验、要势矫正反射试验

和"暇时间非指际的变化并不劣于.相反梢优于对照组功物的结果.另一小剂量氟水对饪

撮小鼠 (C盯BLl6J 纯系}臼内照射的实!拉研究发现lEF. 宫内事权剂量达 0.05 Gy 及以上的

仔鼠体重降低、张I~ ， :1:牙，何感觉功能的发育.it~饨.提示政畸闽剂量约在 0.05-0.10 Gy rit].

这与测定仔鼠脑垂体中生民抑案及F丘的巾M氨醺加Hi 章含量的结果大敢相当.近年来，开

始研究佩水照射对小鼠毛囔熙巴素细胞分化的影响IM. 发现随着辄事积剂量的增加.仔鼠

毛囔异常率也见精加.而且阶船越小.皮肤黑色素细胞受辅射件o Jfl后 U~砚的异常率越高.这

对研究体细胞突变段的itJt慨来系敢具宵1f('!要意义.

1.3.2 辄水对性鹏的影响

氟水对性服的影响f~ 1I月H..当成年大以安街t水照射后.性腺的绝对重量和;相对重噎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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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缸子对贸组.组织学检查发现LS·. 擎 1国.中辅臣撞撞致相韧组帽每撞撞撞.鼻且中旬锺

帽泡It租lX缀印泡缸.皆随组织剂量的』曹大而相应踵少.当组织剂量为 3.! Gy 时.备委精

细胞全部变性坏死.曲组稿啻空虚.墓芷腰Jtt厚.鼻跟中即每细菌疏少 80~~ .这些结果曹

表明性踉重量屠轻是因生殖缅植鼓疏少所放.另外.当性踵剂量为 (0.57-4. S6> X 10 1(;1

时.帽子影毫异常事植高于对照组.用非事鼓统计处理.整割显著 (p<o. 05) I Zw:. f医明曼

.水费It后，生殖细胞的鼓量相质量皆可育明显变化.

1. 3. 3 ..酌 RBE 研究

比段用精原细菌相卵每细菌显性量死突变、精原缉'自显性骨髓突变、韧蟹"细胞存

活拿回且精原缅跑存活率等不同生鞠终点霞的 RBE 值.结果亵明【曰，小凰一次..注入不

同浓度霞水，注后 10 d. 计算各组小鼠性耀的罩但嗣量.同时以撞撞矗藏嗣量事!lit方式.

对"Co l'射线外贸射组曲小鼠进行不同剂量的!Ut. 连续翅It 10d. 不同生萄终点的理事结

果丧明.真 RBE 由陆军帜剖量的精大而相r::;属小.另一批以恒定嗣噩{剂量事}踵If方式

进行.其 RBE 值的变化翅ffr与上遥相似. fH上连同组照射方式得re罩的 RRE 值撞动在 3.6

-2.1 间.国内另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丧明.者以大鼠的仔鼠脑重IIJ. ， CHL-I 缅帽的畸变

细喧嚣栩断费戳'江、人j体巴细喧~邑体畸变刀、 CHL-l 细抱体外要性转化率[z. . 小鼠胎肝

嘈~红细胞髓核细胞率变化" L:l庄大鼠大幅锥体细幢缺失率: z，等指际为生物终点.酣捆应

的霞的 RBE 值分别为 J.6. J.3 掬 6.1. Z.O. 1.6.4.8-3.8且 3.4-8.5. 单之.由于逼

得不同生物终点相荆量率.所得RBE 值有所主异.荆量-~应曲线亦不尽相同.丽且宴'量动

帽资料"何外撞到人，迄今尚未取得足够的依画面.有待遇一步研究"决.

I.J."撞射性确

政射性.是早朋j昆合裂变产伤中的主赞成分之一，产额可达30%以上.但因踵短擎寰

朋裂片曦的迅速衰变.几小时后.n产领I!P降至 10 ~ Q 左右.在反应堆事融中.大量敏射性

躏可帮瞌罢l环境中.真巾尤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果为严重.帮瞌的眩射性确总量约为

I. 8X lQl TBq.使事故受害苦的甲状腺受到较大剂量的照尉.另外，全世界范围内医用植射

性愤的使用量与接触总人担日趋 t曾多，因此 .ff关披射性幌放甲状腺拥伤的量效关系的研

究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

大鼠宴验结果丧lIJ1 t'" ，捆入 i&度为 3.7 Mllq 以下的 IJI) 时.所致甲状隙掘取躏穰章的

抑制是可适的.恢星期与弗 I) fit街共.通常是少于 1 年.苦给大鼠 3.7 MBq以上的 IJII 时，剧

~.取.镀晴的抑制是不可逆 (t-J • 不同日桥大鼠在给 til.) 后，对甲状腺姐取 IU) 的能力(l月

内}有明显差异.以 甲状腺吸ml~减低为对照细的百分虹汁，受熙的成年大鼠 (166 Gy)

为 25%. 断乳鼠 (54 (iy) 为 44%. 新生鼠 (22 Gy) 为 57% .而产前胎鼠(34 Gy) 为 70~.

甲状眼病理组织学观察也得到同伴结嚷.np大鼠日自?愈小.市状腺对lJIJ 的"照损伤放应盒

敏感.

:at射性'鹏对41状腺挫i包的!击趾效应趾较敏感的.实验研究丧明Ill'. 1;1状腺受照后，质

量减轻主要是由于滤泡质量属轻所致.Jt，半战部!最仅为35 Gy; 而对间质不敏感，真半属俐

量高达 310 Gy. 是谴j包半再加l 量的 9 倍.

"'I 号|起行英动物rfl状腺将11贺的吸收而l酣趾 fr!:~异的.以轻度损伤为例，甲状腺所需吸

收如l蜻牛为 700 (iy. 芋为 zoo Gy 左右.大以沟50-460 Gy. 临床医学实Jt表明.瞌射性

躏引起IlJfl氏的闹市If最大 T lOGy. 号 I ，也 If!状阳炎的间作p黄克J 200 Gy. 在此剂量基础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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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佣 Gy. 甲拔腿寰的重生事拘捕 s ，·~ .面且吼起早童耶娃与制量可呈辑性相关.

尽蕾生殖幢内富但政射性·的吉量不高4约占初始进入量的千分之凡).并且迅噩下酶.

但1111 、 ωI 诱发小鼠帽子畸旺发生辜的结理丧睛".噩噩注入lUI 185. 370 及 SSS kBq的三

个嗣量组.精于畸旺发生事皆明显高于对理坦(P<O.OU. 面注1111 曲 IJ、阻.缸里 555 kBq

嗣量组有量菁噩异，攫示"‘ E 萌发小鼠帽子畸形发生率缸离于 anI. 但是 r 撞量，在这三个

嗣量水平下.·叮与， nl ~宴际重异均不显著 (P>O.O日.说明在捆同摩毒剂量水平下.胃番

话量小凰生噩缅幢扭曲的佳力量相似的.

2 随机效应的实验研究

本文'重介绍敏尉性辘.畸重肿'效应的宴量研究资料

1- 1 疆幢幢擎的噩噩姐应

众所周知坏等届锦骸景属银毒费核素.尤真是它们的量癌毒性.为此，国内有关宴验

重'进行了不同化合精经不同遭佳中毒的实验研究.

1. I· 1 副画怀量大a骨肉'姐店'

Wistar 大鼠腹腔注入不同剂量而酷坏< ISS. 18.5 且 I· 85 kBq /kg) 后进行终生理..

仅在 185 kBq /kg 组发现骨肉箱.萌发率为 38. 9!~. 晕早发现时间是注坏后 294 d. 撞大鼠

平均骨'嚣担剂量.剧致骨肉窟'草率系量为 2. 8)( 10 • • Gy I. 稍低于Bair:" (1974>擅

遭的敷值 (3.9-6.0) )(10 • ·Gy '.

1.1. Z 哩入"'PuO.的量肺癌撞应:)1

Wistar 大鼠 (800 只}经口鼻吸入"'PuO， (AMAD I. I- I. 4μm. GSD I. 肘 .11入浓

度为 2.70-6.96 k陆11.. 项入时间为 3D-60min. 进行终生观察.发现大鼠隽生蹄'爱生

昌在 (y ，~)与肺部剂量(X>I可可里指颤函踵的量~关系.真指世方理为:y= lOSe -(1.10/(_-1.141;.

由此估计吸入 U'PIIOZ 玫大鼠终生肺癌慨辛:系姐为 2162>: '. CGy I. 这与 Moskal~v 掘遭

的撞值 2270)( 10 • • CGy I是十分相近的.但比 BEIR-IV 报告中所选人费肺癌.率系It

(700X 10 '. CGy ')大 3 倍以上.从吸入 mpuO. 的实验动"身上可发理不同组织费型的

蹄籍.包括腺箱、鳞癌、轧头状癌.混合癌.来分化耀自.遇明细胞罐血肉痛等.多鼓为臆

罐凰...占全部发生罐罐的 70%. 此外.在大鼠蹄门 j钵巴结 <TLN) 中首次发现 1 倒原

发性血管肉瘤 (TLN 事积吸收荆最 2.2 G川，丧明在吸入直在宿幢幢财性位于后，奠院门淋

巴结的损伤纯应不应忽槌.

1. J. 3 Pu. Am. Np 的童癌细应比较:)l·U

以硝酸撞形式直接it入 Wi~tar 大鼠..Ii 那.剂量水平备为 37. 185 且 314.5 k问Ikg. 根

据终生观察.除睛发肺癌外，立见诱发骨肉饱.括以.t u问剂量水平 (37 kBq/kg. 3.7-4.7

kAq/kg) 来比较.则PII. Am 11 Np 的骨肉瘤珑 'p在相应为 55%. 34%. 及 37~. 者以 Pu

的发生率为 I it. Mil Am 皮 Np 与之相比*为 0.62 且 0.67. 袤日月mpu 的 it砸攒应最大，真

诱瘾?僻优期也较垣.另外， ZJl PII_ 踊般盐的 i1s精幸也相当高.肌肉住肘 37 反 185 kBq/kg. 骨

肉铺在生率可高达 6 1. 2%& 81. 5% ，调稽 i桥 IX 阳也明显蝙题.这与 U'Pu a 辐射体的比活厦

高有直撞关K-..大鼠骨肉街向肺郁的特侈，字{自高，分别为 45%-55% (P，川. 25%-65%

(Am)& 41%-80% (Np). 此外，在 37 kBCJ/kg 剂量组巾.IN.世性饰帽'发生率分别为6.3%

(P川. 3.0% (Am) 屁 13.0% <Np) , ~j 文献巾相当剂量水平的发 !E率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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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4 UTU量.肉.的危酷笛itt.

目前还缺乏坏致人骨肉'的确切责饵，披育关部重人骨肉"曲檀事~.g撞从萄街II

人体负荷D- 的贤$I.通过比辑毒理学方法进行撞算笛计.尊合国内外大凰注耐不同制量酣

_. (11.1. 18.5 , 22. Z. 48. O. 92.5 和 185 kBq/kc> 的责~.以不同的平均骨'罩幌囔

幢剿量与骨肉嘀发生率作回.可得出回归方黯 ?=0.olz+5.48. 由此得出重量大凰骨肉幢幢

事晕It为 1∞x 10 • • CGy '.作者根握自大鼠外撞到人的有关.世. f集算墨量为 6. O. 由

此外撞得出"量人骨肉禽艘~系缸为 6∞)( 10 • • Gy '.此鼓值介于旺 IR-N 报告<I 988)

绘出的檀事系颤范围 (80-11 佣> X 10 '. Gy ，之 l司.此盟值在估计坏对人的'尉危害中

有一定参考价值.

1- 1.5 UTu与 R辐射体的重合作用;-

在n·pu 与"Sr. "'Ceo ~t大鼠 (360 只}的厦合作用研究中，发理真诱发骨肉'宿细下特

点: (I)骨肉窟诱发辜!明显噜高.从大鼠终生诱发率来青.厦合核司 tm的萌发事 (54.l Ye

-96. S!~>明显高T尊-恢素组 (31.0~~-56.7%)(P<O.OI>. 寞中尤U三种被章组合作

用的诱发享量高196.5?，).但各.u合~来细的琦发辈皆未高于捆应!f'.-核章撞主作用的诱

发事栩栩之初.若以大鼠一年内的i秀发字计，厦合核素组的诱发字不Ii{明显高于单一核事

组.面且应扭过相应if! 一核京艘_，L作用的诱发字栩栩之相.表明在一年内坏处于语癌高峰

时明.夏合作用的活赠言t 应更为英出.根据t::'-lSCEAR 1982 年报告所洼的夏合作用等效应

团分析方洼.结果丧明.以终尘尚需率计.Pu 与纭.Ce-夏合作用下真格I:!i.作用的旗应属可

相拥性的z 而以一年内i露癌辛it. 叹:J应属!亦同建应.这与一年内Sr. Ce 骨肉耀诱发率程低.

丽 Pu 却处在西德高峰朗的因素fj关. en i元癌i岱忧期畏前.复合骸素组最早发现种痛时间

比单一核章组提前约 100 d. (3) 多也~fI:竹r·t:)瑞诱发辛商.大鼠终生理事.可见到同一大鼠

有两处以大的多发ff.骨肉铺在尘.m垣什恢素组<i竟发奇~44.4%-96. HO 明显高于单一

族素组 t 诱发旦在 15. 4~:;-38. go.;). I:连在合作用的活窃n点.提示了在i于价人受坏等多仲

恢事混合内污燎的危'Iin·t. 1'~'j I 也咂搜的一 .JI些问题.

:.1 撞射性峨的噩噩绩应

在关股，H'~硕鼠烧~凹的j;，~研究 L作仁爱~Hl'l 下进展: (I>罐fI: Wi!<lar 大鼠 (409

只}阻腔 it 射1>" 1958. 8. IH~l) .ι62. 5 制 n.5 kBql H. l也察两年.， • III状腺吸收剂量分

别为 164. 125. 82. 39 庄 7.8Gy.12个月的发明甲状服良性肿瑞;2，1 个月后. 39 <iy 以

上各荆晴组主~在现 hll' 状幌i!! i if~~ 阳 !Ht.肿仰 'H此 .Hfi7.8Gy 如l 情到i才见 11/24 只

大鼠lill l 状眼恶性肿楠j纭 'I: .发生率为 .15. So 、. (2) 比较O>'}挠 "'I i死世大鼠甲状腺肿确的

精应:，..以 II' ~~眼肿彷世 t.:率为 50%. 60~.; 足 70?~H. 则'"}巾毒鼠所嚣的甲状腺吸收剂

量约为川 I 巾毒鼠吸收如 J 'I~的 6 Iff. j主 fiItit III Till} 发财的~ q{钱能最 (E~血 0.45 MeV) 高

于 IJI} ;J射线能蜻(J.: ~~O.16 M e-V). 1>11 ~q{ 线在封I!}! 内的肘盹约为Il'}的 2-3 Iff. 在组织

内的作用旺域 It'''1 大 2-5 fi~. tfIi H'''}的唯物、扣减闸(J h) 比 1 1I }(2d) 短.四而在机1同

搁置时就要 fj较高的知|酣毒4. 另 J实f! r，占现在 IIJ/ .以大阪诱发 70% 耶状'但肿瘤发生事it.

Ill} fit雷 7.8 Gy. 而11;}市 56.0 Gy ， 阿青栩 tl;. IH} 的钱应赞比山I 高 7 fll. 为此.从说没肿

剿效应来霄，川}>'III>I1>1. (3) 从 1，ltt腺肿铺览'1:本-eJ吸收剂酷的栩关性来膏，在U11 棚

lUI 两条曲线升高部分.反映了两仲回民间f起来戴帽的最规关系.随着剂量锺绪ft 高，回细胞

的杀死效应占优势，肿俯吃生率将而下降.Ill} 御l Ul l 的Jtj6i露精剂量分别为59 及 }3 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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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噩织学I(事表明泪. nil 语在大鼠甲状'良性峙'以露遭性..为主.X在为11.头就.

8; 罩住It.以轧美状'罐秘震台罐为"t o 应皿I 萌发坷甲状.癌til!泡'童..~回来分化'

为主.在西量甲状.盼晴的同时.可并在it廊、臂上酶....‘.丸闽厦细胞'、..凰纤

煌'庭背上·疆..等.这可瞌晕眩耐性嗣iflJl拔.造成'民面.从而反馈刮起甲状·垂体

矗窜蠢虱，量使真宦肉分路跑产生异常量矗章曲割矗所It.

2- 3 U噩噩撞应

霞的重罐罐应近年来己受到国内外学蕾的关注.实量研究王if包捶离体相重体的蠢'

研究.

2-3- 1 _*擅自毫幢辑化宴撞In

_CHL-I 细胞培养于古量水穰度为 (0--3. 7) X 10'‘Bq/ml 的蜡鼻擅中.培鼻 24-96

h. 细菌分割草碍的哑也剂量为 0-0.88Gy. 以串成细胞的克隆撞.计算细胞罩住转化事.

结果夜咽.在此剂量在围内.细胞恶性转化率为 3.32主 I. 22'~-13. 04 士 2.10Y.. 1/照理仅

为 0.90士0.23川.两者间在显著茬鼻 (/'<0.01>.上连结果可拟合成回归方理 ¥=3.032土

13. SliD. r = o. 9435. 丽。'CsY 射线所拟含的回归方应为 ¥=0.2S8 土 8.612D (r=

0.986日.蔽黯上述两仲酣线萌发CHl·1 细喧~性转化为生鞠终点.得出震水相对于Y射缉

的栩对生吻键应为1.6.

1. ), 1 噩'事噩噩实哇，...

让 so 大鼠位同l氯水王自然死亡.两个剂量细的震水浓度分别为 4. 80X 10) 衔 2.22X

10‘Bq/ml. 肿稽发主事分别为73.3% fU 79. 4%. It照姐为 20.3%.其中辜性肿'发生辈

分别为 50~~相 52.9%. It照组未见恶fI:种宿.两个剂量组与对照组栩比.差异非常显著

([><0.0) >.雌鼠诱穰守，略高于tl鼠.恶作肿瑞以'事销街I纤维向街多见.tt次为白血病.丽

'自白中里以乳幌腺穰发生李;'.1提高.当缸水浓哑降到2.22Y)OI 如). ]] )( )O~ 8q /ml. t立箴

水~毒其1.5 年.平均絮帜剂量分别为2. H Gy 何 1.56 Gy. 肿揭发生率分别为 56~o栩

如.4%. l·t照贺l为 22. 5 ~~ .真巾恶性耕馆发'I:字分别为 34 ~·o 阳 6.5%. 对照姐为 7.5% .统

计分析在咧.在 Z. H (;y ttl 与 It£"两个笃lli'l肿馆发生，'f.初恶性肿确发生率皆有显著差异

([><0.05 何 ['<0.01>.肿宿费'f!篇率与上批结果相符.f旦发现双发盼瑞在2.44 Gy 组中

居多.占 20?~ (民叶':[':1'1: 肿简)(，Ij 60~;.). 1.56 (;y 驾lr~j 8.6%. 而对照细为军.上述结果

提示.大鼠民期饮就水的，哈帚I fK'f.达到-;~水平后，可使肿瘤发生率蜻高.1主与国外学

者掘遭的结果打i持.

2." .及其子体的致癌绩应 .I-·U

氧且真 -T·f~涉足锦l 阳 II: 铀矿山的桶哨位古问题.攸早已吼起各方面的关注. 'J、鼠罩在l

fa量约 2000 WLM. 只能iJ l起怖主气臂上应不典型化生，没 11发生肺瘤.国内曾用大鼠

进行宴'是.结果丧明.经 2500 阳 5000 WLM 照时后大约 20%大鼠发生肺癌.实验取雄性

Wiluar 大鼠 )32 H. 吸氧纯l&A·t照纯l~非 66 H. 哦氧姐又分大刑M:组{禀在l事露量为 4239

513IWLM) 及小剂量细( I6Z7-3 !l7IW I.M人在事a结束后 95 d 内，大制量组发生了 4 倒

早删盼躏儒.实验 R发尘 l 倒晚期"儒台 Jt眼楠. I而小弗1M细仅发生 2 倒醺瘤.对!f组出

现 l 例隙晴.为了研究云惕矿工刷j~病 l同巾氧阳"的作用.曾Jf展了咂氧、气啻擅垃舍"

矿尘和两者厦含的大鼠实'每.结喂三 m的肺稿发生旦在分别为 IO%-20'i. 6%- IS仁"

25. " !.~ .夏合纯附近似将I b1I. 800 WLM fl也 20?'~ 大鼠发 'I::怖籍的结果与同外报jll栩似.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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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量. ..反面下降.这与出现麟内事'是租早跚死亡菁英.

菁英撞割性筷窜量遭传放应的宴量研宽.国内开厦还艘少.但且于.租霞的宴噩研究

中. (I).性I)、凰<ISO 只}醺堕注入醺懂刨瞰<I mcU/kc 及 0.01 mcUlkc). 每周 zit.

连撞 3 个月.真同先后四次与每鼠进行交配.结罩在喃Iu-- 各民交配后的怀孕事晨'一代

仔凰慧、性比.死亡率相畸形等指标.在剂量组与对贾组间量异不显著.亵明壁上述剂量

处理的雄性小凰.来E响交配后每鼠所产仔鼠的生K;重曹.从小阻A 型"匾擅自革楠'组

噩噩的 DNA 帽对古量 (ER%) 来雷.两个剂量组的0.'二A 吉量翻筒，ι 但与对'组相比噩

鼻不显著. (2) 氯水itA、鼠矗传绩应的宴验研究亵晴lza· .在量水后. 10 d 内 4 个组.筐'

A肉'但咂收割'是 0.19-1.01 Gy. 停止照嗣后 21 d 与..阻交配.见萌发显性重亮费董

事为 0.016-0. 149. 真量放芙I.式为 ¥=4.54S8+9.76S8D (r=0.84). 著以谭震精原细

..筐"英查事计.真量放是#.式1:; ¥=o. 08311+ 1. 01210D (r=O. 87>. 呈一缉性相关

it也霞诱发F，显ft骨髓突变率为10959)(10' ·Gy "由此佑.ail哨缉的遭传畏事墨暨

为气:0 J 割爱 (3605){ 10 '. Gy ')的 3 倍.

3 内照射生物放应实验研究的展望

靠在上所连.-It团在吁展核.内~射的生鞠去tfi.实段研究工作方面已撞得了不少进震.为

费国核工.盘的发展何国民经济建i1做出了应布的贡献.在此工作基础上.随者 ICRP 60 号

出'目衡的出版.蝠4f防妒的内窑澜.念1i7J旨的发展，拥上新技术的不断号l进相更新.结

合我国的现状.在内熙的生物~应宴验研究方面.展望今后的研究内容可有下列几个方面=

(»帽蕾分子生物学刊酷刑量学的发展.吨研究酷现能量玩积下分手生"蜡庄的变化坦律，

以阐明不同 LET 辐射的领京的最纯愤式川白开展.~仲f董事夏合作用和内外照射夏合作用

以A穰章与英官环峰回京饲厦合作用的~r在旬在.陈 it夏合作用下剂量与规应的关晨 5

(3) 理直比'击毒跚学的研究方I};; • 确定 Itl 功吻霄料外推到人的合适参鼓.使外撞建立在可

倍的基础上.以利于提高~在动鞠碗"的应用价值; (4)在细强随矶性致娼妓应研究的同

时.适当开展遭传a应的实段研究.此真是与民用布秃的同位素.例阳lB. IlII A"C 等，以

锚计这些枝 11·t民民造成的遗传危民慨字系敷; (5) 栩强穰医学和示黯化学应用中的人正

蟹章的生鞠 a应研究.匍 it射性药衔的即刻副作 JJJ 反远期副作用的研究; (6) 应适当转向

~t:肇些恢章所致拥伤的防治研究.龙真是切尔诺贝和 l核电，融后，针对瞌射性幌ft:儿童甲

状鹏损伤{包括德在}的可能Jft ~IH~· 利用我国已布的院学处理娃'在何发愣中西医结合

的优给.在对拥而妓院的防拍情施方面发 f军事l幌作用.

王玉民"据何孙 1瞠盔'贸搜曾为本 :rn;提供部分费.;~ ，在此袭示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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