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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用放射示踪术研究了肾显像剂阳Tc-PAHIDA 摄入体内的代谢

特性与临床诊断使用。观察表明，99mTc_PAHIDA 在体内呈优势定位

于肾脏，而在其后依次为心脏、胃肠道、肝、牌、股四头肌、脂肪、

辜丸和脑组织。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当该肾显像剂的摄入量愈低时，

则其在肾脏的选择性浓集程度就愈高。同时其与血浆蛋白的结合程

度就愈低。99mTc_PAHIDA 可迅速经肾脏排出体外，而且由尿色层分

析放射自显影观察得到一个放射峰，从而证明 99myc_PAHIDA 在体内

是以原形经尿排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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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METABOLIC PECULIARITIES
OF RENAL RADIOTRACER 99mTc-PAHIDA

AND DIAGNOSTIC USE

(In Chinese)

Zhu Shoupeng Wang Liuyi Lun Mingyue

CSUZHOU MEDICAL COLLEGE)

ABSTRACT

The metabolic peculiarities of renal radiotracer 99 n1Tc-PAHIDA and diagnostic

use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of the radioactive tracing study showed that 99mTc_

PAHIDA was distributed predominantly in kidney , and then in heart , gastrointe

stinal tract , liver , spleen , musculus quadriceps femoris , adipose tissue , testes and

brain.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when smaller dose of this agent was given , more

99mTc-PAHIDA was concentrated in kidney and , at the same time , the level of its

binding to plasma protein was lower.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indicated that 99mTc_

PAHIDA was rapidly excreted in urine. Autoradiochromatographic examination of

the urine showed a single radioactive peak corresponding to the authentic 99mTc_

PAHIDA , indicating that 99mTc-PAHIDA was excreted in the unchanged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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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IDA 的全称为对- c(双"按甲基) -氨甲基按氨基〕马尿酸，是为替代邻碟马尿酸
(OIR) 而研制的具有肾小管分泌性能的新一代肾显像剂[1.气我们对本院自行合成，并用

99mTc进行标i己的99lnTc-PARIDA 肾显像开IJ进行了摄入体内后的代谢特性与临床诊断使用关

系的研究.

1 实验方法

实验研究使用的以归mTc 标记的 PAHIDA ，其比放射性活皮为 2 MBq/I. 2 mlll0 mg，该

肾显像剂的99mTc 标记率达 99.0%.实验观察共选用BALB/c纯品系的成年雄性小白鼠45

只，体宜在20土2 g'之间。分组进行了如下研究z

1.1 不同剂量阳Tc-PAHIDA的体内定位特性比较

设计分三个实验组，每组5 只动物。探究了由尾静脉分别弹丸注入机体小剂量、中等

剂量和大剂量的(即3.7X lO%， 18.5XlO%和 92.5X 10% Bq/g 体重)不同放射性活度 99mTc_

PAHIDA 后 5 min 的体内定位特性比较研究。各组动物由颈动脉放血处死后，迅速解剖剥

离出肾、肝、脾、心、股四头机、脂肪、串丸、脑和目肠道等组织，用扭力天平准确秤取

各组织标本 500 mg ，分别放置到预先标号的平杯形井型闪烁杯中，在 EKeo 井型闪烁计数

器内进行放射性活度测定[飞探测所用的晶体为井型 NaI (TD 晶体。

1.2 不同剂量""'Tc-PAHIDA的体内血浆蛋白结合力比较

观察分三个实验组进行。同前所述由尾附JJ~弹丸注入小、中、大刑盘的99mTc_PARIDA ,

5 min 后分别处死各组动物，取肝京抗凝全血，放置于分离管中经商心分离出血浆及血液有

形成分。随即取血浆，加入 10%三氯酣股市液，使血浆蛋白析出，分离后，沉淀经水洗，制

取血浆蛋白结合力的测量标本[41.

1.3 不同剂量""'Tc-PAHIDA的体内排除动态比较

另取三个实验组的BALB/c纯品系雄性小白鼠，弹丸注入低、中、高三种不同放射性

活皮的99mTc-PARIDA剂量同前。然后经5 min 和 120 min 的不同间隔收集小白鼠的尿液，

制作测量标本，测定其排除动态比较。

1.4 ""'Tc-PAHIDA的体内排除形式研究

机体摄入99mTc-PAHIDA5 min 和 120 min 后，分别收集各实验小白鼠的尿液，作放射

性包层分析I气随后将实验获得的标本按接触法加部保护层与高敏感度的乳胶片一同放入

暗盒中，经过低温干燥曝光 48 h 后，取出际本作旦彰、 i~tl 止、定影和水洗等步骤处理后，即

可得到与放射性也层分析标本上放射性核素的分布定位完全相对应的宏观放射自显影像。

2 实验结果及讨论

2. 1 不同剂量""'Tc-PAHIDA 的体内定位特性与诊断使用关系

BALB/c 纯品系雄性小白鼠尾的脉弹丸注入不同放射性活皮的 99
m
Tc-PARIDA 后

5 min ，取出体内肾、肝、脾、心、股四头肌、脂肪、串J.L、脑和目肠道，并进行它们的定位

比较(如表 l 所示)。由表 l 可见，无论摄入11' rt.J (1/~g9mTc-PAHIDA 是小剂量、中等剂量还

是大剂量，均呈现优势选择性定位于肾脏，体内各观察器官组织部位的定位水平顺序，在

注入99mTc-PAHIDA 不同放射性活度时，基本上是一致的:即主要定位于肾脏，其后依次为

心脏、胃肠道、肝脏、脾脏、股四头肌、脂}/fj.f[I ~t J.L，而脑组织中由于有血脑屏障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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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含量是最低的。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从实验中观察到，当注入UU"'Tc-PAHIDA 的放射性活

度愈低时，则其在肾脏中的选择性浓集的程度就愈高.这个结果启示我们，在以能得到肾

显像为原则的基础上，建议在临床诊断中使用的U;"'Tc-PAHIDA 量愈小愈好。因为这样既能

减少病员的放射性吸收剂量，且能达到更呈选择性定位于肾脏的目的.

表 1 不同剂量的-Tc-PAHIDA 由静脉注入机体后 5 min 的体内定位比较

1军入体1世

动观物察f£
各观察器官组织〈以每克组织含放射性活皮与每克组织理论上平均分配放射性活皮比值计〉

射<B性q活II'.皮> 肾 肝 脾 ，心 股四头肌 Mil防 事丸 脑 胃腼道

3.7XI0' 5
7.68 1.02 0.64 1.62 0.75 0.40 。.27 0.14 1.06

〈小剂量〉 士 0.63 士 0.09 土 0.15 士 0.09 士 0.13 土 0.16 士 0.05 土 0.05 土 0.18

18.5XI0' 5
6.56 1.01 0.75 1.47 0.73 0.47 0.27 0.15 1.20

〈中等剂量〉 士 1.59 土 0.03 士 0.08 士 0.15 士 0.06 士 0.09 士 0.04 土 0.02 士 0.06

92. 5X 10' 5
5.25 0.93 0.72 1.44 0.57 0.37 0.33 0.13 1.12

【大作Hit) 士 0.68 士 0.06 士 0.05 士 0.09 士 0.16 士0.13 士 0.24 土 0.02 士 0.06

2.2 不同剂量""Te-PAHIDA的体内血浆蛋白结合特性与诊断使用关系

观察结果列于表2 中。由表 2 可见，当由尾静脉弹丸注入给BALB/c纯品系雄性小白

鼠不同放射性活度的阳Tc-PAHIDA后 5 min 阶段，观察到~UUIllTc-PAHIDA与血浆蛋白结合

的百分率是z 在小剂量时为6.65土0.87%;中等剂量时为8.38土1. 05% I 而大剂量时则为

11. 42 土1. 73% 。由此可见，当使用肾显像剂 UUmTc-PAHIDA 的用量愈大时，则其与血浆蛋

白的结合百分率就愈高，因此，其失活反应也就愈严重。所以，从减少加 Tc-PAHIDA 的失

活反应率来考虑，在以能得到肾显像为原则的基础上，建议在临床诊断中使用该肾显像剂

时，以用量愈低愈好。

表 2 不同剂量的 "·Tc-PAHIDA 由静脉弹丸注入机体 5 min 时与血祟蛋白的结合力比较

注入放射性活皮(Bq /g) I 观察动物数| 与血浆蛋白结合的百分率

3.7XI0'( 小剂量) I 5 I 6.65士0.87

18.5XI0气中等剂量】 I 5 I 8.38士 1.05

92.5XI0'(大剂量) I 5 I 11.42土 1.73

2.3 不同剂量""Te-PAHIDA的尿排特性与诊断使用关系

不同放射性活度的UUmTc-PAHIDA由尾静脉弹丸注入到BALB/c纯品系雄性小白鼠体

内后的尿排动态比较如表3 所示。观察表明，无论机体摄入小剂量、中等剂量还是大剂量

的uumTc_PAHIDA，都能快速的经肾脏由尿排除。即使在机体摄入的放射性活度不同时，在

随后的 5 min 和 120 min 阶段，也没在尿排速度与尿排比值上呈现出明显差异.因此，从减

少机体的放射性核素摄入的吸收剂量来考虑，回mTc-PAHIDA的临床诊断使用剂量，在能得

到肾显像的基础上，亦以使用小剂量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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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剂量"·Te-PARlDA 由静脉弹丸注入机体后的原排动态比较

注入放射性活皮(Bq/g】 观察动4细致
不同时间的尿排量{以排除放射性活皮占注入总放射性活皮比值计〕

5 min I 120 min

3.7X10'(小剂量〉 5 34.58土 20.61 55.47土 29.75

18.5 X 10Z (中等剂量〉 5 35.49士 16.55 50.72士 18.34

92.5X10'(大剂量3 5 33.24土 14.73 44.82士21.55

2.4 "·Tc-PAH1DA 的排除形式与诊断使用的关系

实验所得色层分析宏观放射自显影像如图l 所示。由图 l 可见无论机体由尾静脉弹丸

注入的mTc-PAHIDA后 5 min 收集的尿样，还是在 120 min 收集的尿样，色层分析放射自显

影的观察结果都得到一个放射峰。从而可以证明阳阳回 Tc-PAHIDA 经体内是由原形排除的 [ω.ω]

因此，不需要考虑肾显像剂 gimTc-PAHIDA 在诊断使用过程中的分解问题.

事 翻脸

A B

图l 机体由静脉弹丸注入"·Tc-PAHIDA 后收

集5 min 和 120 min 尿液的包层分析放射自

显影固

低温干燥曝光48 儿

A, 5 min 尿样 I B. 120 min 尿样.

参加本项研究的还有王国林、赖冠华、杨占山、曹根发、杨淑琴和钟慎斌等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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