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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剂量辐照与 rhEGF 促培养

人表皮细胞生长实验研究

杨吉成赵小瑜盛伟华唐忠义

(苏州医学院)

摘要

通过对人表皮细胞培养方法的研究，叙述了从取材、消化处理标

本、贴壁剂和滋养细胞的准备、培养基和培养条件选择到各种生长剌

激因子的运用这一过程。并对低传能线密度(let) 小剂量照射和重组

人表皮细胞生长因子 (rhEGF) 对人表皮细胞生长的促进作用作了对

照研究，证实了小剂量照射和重组人表皮细胞生长因子对体外培养

的人表皮细胞具有相同的促进生长作用，且两因素具有协同作用，初

步检测了两因素在该实验条件下的最佳剂量和浓度，对两因素促进

培养的人表皮细胞生长的机理作了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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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the Effects of Low-Dose Radiation and rhEGF 

on Growth of Cultured Human Epithelial Cells 
(1 n Chinese) 

Y ANG Jicheng ZHAO Xiaoyu SHENG Weihua T ANG Zhongyi 

(Suzhou Medical College) 

ABSTRACT 

In this study , the method of taking skin sample , mincing and trypsinizing 

the sample are presented. The cells were inoculated on adherent membrane or , 

for sublethally injured 3T3 cells , in culture dish fed with eargles' medium 

supplemented with fetal calf serum and various growth-stimulating factors. 

The cultures were incubated at 37 "C in an atmosphere containing 5 % CO2• 

The medium was changed every three days. The cultured cells became 

confluent in about two weeks. At the same time , low-dose-radiation and rhEGF 

were used to influence the growth of the epithelial cells and to test the effects 

of dosage and concentr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low-dose-radiation in the 

conditions like this study could enhance the growth of human epithelial cells 

just like rhEGF , and it has synergetic effects with rhEGF. The mechanism is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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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烧伤病人的皮源缺乏是困扰临床医师的一大难题，虽然现在异体、异种、人造皮

已用于临床，但都只能起暂时覆盖作用，不能形成自体皮肤。近年来，人们对从手术中取

出自体皮肤组织经体外培养大量增殖后形成表皮细胞膜片用于创面修复产生了极大的兴

趣，普遍认为很有应用价值。为此，我们开展了人表皮细胞培养的方法研究。由于表皮细

胞培养和增殖至所需面积一般需要一个月左右，不能满足大面积烧伤病员早期覆盖创面的

需要，因而如何加速增殖是当前研究的热点。国内外许多实验室都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井

逐步确认了在培养被中加入一定改度的某些因子有加速表皮细胞生长增殖的作用，如霍乱

毒素、膜岛素、转铁蛋白、氢化考的松、人表皮细胞生长因子(EGF) 等。表皮生长因子，

在人体内分布很广，几乎存在于所有的体液中，人体内 EGF 主要来源于领下腺、十二指肠

Brunner~s 腺和膜腺，其分泌受神经激素的调节，它参与组织器官的发展，促进细胞的分裂

增殖、分化和成熟。但它来摞稀少，价格贵，不能广泛应用。随着基因工程发展，重组人

表皮细胞生长因子。hEGF) 的生产成为现实，给这项工作带来了方便。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认为辐射对生长机体有害. 80 年代后，人们发现小剂量辐照对生

物体有各种效应，如适应效益、免疫效应、遗传效应、增殖效应等。一系列的蛋白与核酸

的研究结果表明，小剂量辐照的生物效应是通过调控基因的表达来实现的，即通过提高某

些基因的表达甚至诱发新的基因表达 2或降低另一些基因的表达量甚至抑制其表达等方式，

许多涉及细胞生长调节的基因也可在细胞周期中表达出来。但这种作用对各种细胞并不都

一致，对整体组织和离体细胞作用也各不相同，在本实验中，我们采用了小剂量辐照与

rhEGF 对体外培养的人表皮细胞的作用进行了对比研究，就两因素对人表皮细胞的促进增

殖作用作了初步探讨。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皮肤来掠

无菌条件下取健康人皮片(约 0.2 mm 厚. 4 cm2 大小)

1.1.2 消化液

用无钙镜 PBS 配制成 0.25.%膜蛋白酶和 0.01.%的 EDTA 溶液。

1.1.3 培养液

Eagle 培养液中加 20.%小牛血清. 200 闯/ml 链霉素. 100 u/ml 青霉素和两性霉素 2. 5 

μg/ml (美国施贵宝产品) .膜岛素 5 u/L. 氢化考的松 0.4μg/ml. 重组人表皮的生长因子

rhEGF (上海大江生物制药公司) 10μg/L 。

1.1.4 表皮细胞贴壁荆及饲养细胞

用 0.01.%胶原蛋白(苏州医学院生化教研室提供)作细胞贴壁剂，或用 3T3 细胞作粘

附和饲养细胞层。

O. 48 cGy /h 'Y 射线源由苏医放医系提供。

1.2 方法

1.2.1 人表皮细胞培养方法

3 



表皮细胞的消化 手术时取无菌 4 cm2 大小的皮片，厚约 0.2 mm，用含 200μg/ml 链

霉素、 100 u/ml 青霉素和 2.5μg/ml 两性霉素无钙镜 PBS 反复冲洗，置于培养液中在 4.C

的条件下作用 2~3 h ，切干剪成 2 mmX2 mm 大小碎片，置于消化液中 37 .C热消化 30

mln，此时表皮层与真皮层自然分离。表皮层为浅棕色，真皮层为白色，取表皮层再次在消

化液中 37.C 消化 30 min ，充分吹打、离心、弃消化液，用无钙镜 PBS 洗两次后加入培养

液，吹打分散，制成细胞悬液。过滤后用台酣蓝染色，计数活细胞，用培养液调整，活细

胞达 90%以上时方可用于分瓶培养。

粘附饲养细胞的制备 在已形成单层的 3T3 细胞培养瓶(或板〉中加入丝裂霉素。06

个细胞/5μ剖，处理 18 h ，使 3T3 细胞不再增殖，即可作为表皮细胞的粘附饲养细胞。

帖壁剂制板 用 0.01%肢原蛋白铺于 6 孔板培养板孔内，过夜，弃上清，于 40 .C干燥

箱内烘干制成胶原蛋白粘附膜，经紫外线照射 2h 后备用。

表皮细胞的培养 用细胞培养液调整表皮细胞浓度为 5X10.ml- l ，分别接种于含胶原

膜的 6 孔板或含 3T3 饲养细胞层的培养瓶中，培养液深度 0.5 cm ，于 37 .C5% CO2 培养箱
内培养，每 3 d 换培养液一次，第一次换液开始 rhEGF 0 

1.2.2 小剂量辐照与 rhEGF 促进表皮细胞生长的培养方法

用细胞培养液调整表皮细胞浓度为 5X104/ml，分别装入底面积 10 cm2 的八个同样的

细胞培养瓶，瓶底有 3T3 细胞滋养层，每瓶 5 ml。分为两组:第一组四瓶，一瓶对照，其

它三瓶分别照射 4 、 8 、 12 cGy Y 射线，置 37.C 5% CO2 培养箱培养。每 3d 换液一次，不

加 rhEGF。第二组四瓶，未经照射培养条件与前相同，也是 3d 换班一次。但第一次换被

开始加 rhEGF ，一瓶对照，其它三瓶 rhEGF 的质量浓度分别为 1μg/L ， 10 吨/L ， 100μg/L.

在 96 孔板上预备好 3T3 细胞滋养层后，加入 3X 10. 个细胞/ml 的表皮细胞细胞悬液

100μ1，再加 200μl 培养液置 37 .C 5%培养箱内培养， 6 d 后作 MTT 检测。(即每孔约含

表皮细胞 3X 103 个，如图示: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a 

b 

C 

d 

e 

f 

g 

h 

a1 为空白孔 ， a2 ， 的 ， b2 仅为 3T3 细胞滋养层 a ， b 排其它孔内加入未照射的表皮细胞 z

c , d 排为经 4cGy 照射的表皮细胞川 ， j 排为经 8cGy 照射的表皮细胞 ; g , h 为经 12 cGy 

Y 射线照射的表皮细胞。 1 到 6 列内未加 rhEGF; 7 , 8 列内含 rhEGF 1μg/L; 9 , 10 列中

含 rhEGF 10 问/L; 11 , 12 列中含 rhEGF 100 吨/L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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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 1 表皮细胞培弊方法的研究

垫有胶原膜的培养板内表皮细胞 3d 后的贴壁率达 50% ，不贴壁细胞部分仍具有活性，

收集培养板离心后，把非贴壁的细胞再放入培养液， 10 d 后细胞增殖达 7X 104 /c时，此时，

仍有不贴壁细胞，不呈上皮细胞形态，换液时去除，平均 14 d 左右融合成片，这时表皮细

胞大部分分化，分裂增殖减慢。接种在 3T3 细胞滋养层上的表皮细胞 3d 后平均贴壁率为

90% ，不贴壁细胞多数不具活性，换液时弃之，平均 10 d 融合成片，可见明显表皮细胞集

落，集落向复层发展，基底层的表皮细胞始终维持在未分化状态，仍具有分裂增殖能力，而

上层细胞则分化较明显，角肮化进入终末分化而失去分裂增殖能力。消化制成细胞悬液，传

代培养 3~4 代后，细胞分裂增殖能力逐渐减弱。

2.2 小剂量辐熙对培弊人表皮细胞生怪的作用

培养瓶的表皮细胞增殖情况每 8h 观察一次，记下从培养到生长融合成片的时间。刚培

养时每平方厘米上有表皮细胞 2.5X104 个(见照片 ) ，当生长融合成片时每平方厘米含表皮

细胞 1.8X105 个。照射试验组表皮细胞生长融合成片的时间记录如下:

表 1 经不同剂量辐Jft{后表皮细胞生长融合成片的时间/h

辐照剂量 D/cGy 。 4 8 

x士 5D (n=10) 239. 2士 15.59 216.8士 20. 18 192.0士 18.11

对上述记录时间进行成组设计多样本均数单因素方差分析，

F=176.26 , P<O.Ol 。

12 

286.4士 19.6

故不同照射剂量组表皮细胞增殖成片的时间均数在统计学上有明显差别，其中以 8

cGy 的时间最短，因而促进生长作用最明显， 4 cGy 次之， 12 cGy 的时间比对照组时间长，

说明细胞有损伤，对生长有抑制作用，如图 l 所示:

3∞ 

250 

专 200 

区 150 
宫 |→-吻|

1∞ 

m 

。
。 2 4 6 8 10 12 

辐照剂量 D/c.OJ

图 1 培养人表皮细胞增殖生长融合成片的时间与辐照剂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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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EGF 对培界人表皮细胞生长的作用

培养瓶内的表皮细胞增殖情况，每 8 h 观察一次，记录下从培养到生长融合成片的时

2.3 

间。

不同浓度 rhEGF 作用下表皮细胞生长融合成片的时间/h表 2

100 10 。C (rhEGF) /μg. L-l 

263.2士 17.26

对以上数据进行成组设计多样本均数单因素方差分析，

F=ll 1. 6 , P<O.01. 

四组样本均数不等，在统计学上有显著差异，以 10μg/L rhEGF 组平均时间最强，

1 吨/L次之， 100μg/L 的时间最长。所以 rhEGF 在培养液中浓度为 10 吨/L 左右时，促进

表皮细胞生长作用最强， 1μg/L 者有一定作用，当达 100μg/L 时则表现为抑制作用，如图

2 所示:

191. 2土 18.77213.0士 18.11240.8土 18.81x土SD (n=10) 

3∞ 

2切

!十即|

2∞ 

1切

』
\
H
E
E

1∞ 

切

1∞ 10 
。

。

C (zhEGF) Iμg'L- 1 

图 2 培养人表皮细胞增殖生长融合成片的时间与 rhEGF 浓度的关系

小剂量辐照与 rhEGF 同时作对培弊人表皮细胞生长的影响

找出两因素对表皮细胞在本试验条件下作用最佳剂量、浓度及抑制生长的浓度、剂量

范围后，配制七组表皮细胞。一组照射 8 cGy; 二组培养液内含 10μg/L rhEGF; 三组既照

射 8 cGy ，又使培养液内含 10μg/L rhEGF; 四组照射 12 cGy; 五组照射 12 cGy ，培养液

内含 10 fJ.g/L rhEGF; 六组培养液内含 100μg/L rhEGF; 七组照射 8 cGy ，培养液内含 100

μg/L rhGEF。每组 10 瓶，记录表皮细胞融合成片时间。

2.4 

小荆量辐熙、 rhEGF 两因素同时作用时表皮细胞生长融合成片的时间/h表 3

8 cGy+ 100 )1g/L EGF 100 )1g/L EGF 12 cGy+ 10 )1g/L EGF 10 )1g/L 12 cG y 8 cGy+ 10 )1g/L 8 cGy 

240.8士 18.21

6 

264.2士 16.2

各组数据间分别进行成组设计的两样本均数的两两间 t 检验。

t I2 =0. 19012 , P>0.05 , 1 , 2 组间样本均数在统计学上无显著差异;

24 1. 9士 15.4286.4士 19.3169.0士 23.1192.2士 18.7X:i:SD (.=10) 193.0士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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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I3 =4.4930 , P<O.Ol , 1 , 3 组间样本均数在统计学上有显著差异;

t 23 =4.7253 , P<O.Ol , 2 , 3 组间样本均数在统计学上有虽莲荐异;

t 45 = 1l .5383 , P<O.Ol , 4, 5 组间样本均数在统计学上有显著差异;

t 67 =5.4450 , P<O.Ol , 6 , 7 组间样本均数在统计学上有显著差异。

以上说明两因素分别作用时，在适当剂量范围内都具有促进表皮细胞生长的作用，而

当两因素同时作用时，两因素间有协同作用。当照射剂量过大，抑制表皮细胞生长时，二

定浓度的 rhEGF 有助于恢复表皮细胞的增殖生长活性。反过来，当 rhEGF 被度过高，抑制

表皮细胞生长时，一定的小剂量照射也有助于促进表皮细胞的生长。

2.5 培弊表皮细胞的 Mη检测

96 孔板内培养的表皮细胞， 6 d 后作 MTT 检测，以 OD 值表示。

(1)小剂量辐照与 OD值的关系

表 4 经不同剂量辐照 6d 后的表皮细胞 OD 值

辐照剂量/cGy o cGy 4 cGy 8 cGy 12 cGy 

X士SD 0.22士 0.018 (,,=8) 0.2425士 0.027 (,, =12) 0.2791士 0.024 (,,= 12) 0.1967士 0.02079 (,, =12) 

成组设计多样本均数单因素方差分析 ， F= 1l0.4 , P<O.Ol 。

故这四组表皮细胞的 MTT 的 OD 值均数在统计学上有显著差异， 8 cGy 最高， 4 cGy 

次之， 12 cGy 与未照射组比较更低，如图 3 所示:

0.3 

0.25 

0.2 

坦E8" 0.15 1-- CGY 1 
0.1 

0.05 

。

。 2 4 6 8 10 12 

辐照剂量 D/cGy

图 3 培养 6d 后表皮细胞 OD 值与不同辐照剂量的关系

该结果与图 1 相似，进一步说明在本实验条件下，小剂量照射促进表皮细胞生长，以

8cGy 作用最强， 4 cGy 次之， 12 cGy 则表现为抑制。

(2) rhEGF 与 OD值的关系

表 5 不同浓度 rhEGF 作用 6d 后表皮细胞的 OD 值

C (rhEGF)μg. L-l 。 10 100 

;可土SD 0.22士 0.018 (n=8) 0.24士 0.016 (n=4) 0.28土0.016 (n=4) 0.197 土0.033 仅=4)

成组设计多样本均数单因素方差分析 ， F=33.1396 , P<O.O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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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组表皮细胞的 MTT 的 OD 值在统计学上有显著差异，以 10 月/L rhEGF 最高， 1 

μg/L rhEGF 次之， 100~!'hEGF 低于对照，结果与图 2 相似，如图 4 所示。

Y士so

0.3 

0.2 
坦
8 0.15 l十阻 i

0.1 

0.05 

。
。 10 1∞ 

c (由区:ìF) /用‘L- 1

图 4 培养 6 d 后表皮细胞 00 值与不同浓度 rhEGF 的关系

(3)小剂量辐照和 rhEGF 两因素同时作用与 OD 值的关系

表 6 两因素同时作用 6d 后表皮细胞的 OD 值

8 cGy rhEGF 10 μg/L 8 cGy+rhEGF 10μg/L 12 cGy 12 cGy+ 10μg/L EGF 100 μg/L EGF 100μg/L EGF+8 cGy 

0.279士 0.024 。.28士 0.016 0.315士也 025 0.196士 0.021 0.24士 0.016 O. 四15士0.0335 0.2525士0.0188

(.=12) (.=4) 

t I2 =0.1338 , P>0.05; 

t 1J =4 ‘ 9606 , P<O. 01; 

t 23 =4. 583 , P<O. 01; 

t 45 =7.321 , P<O.Ol; 

t 67 =5.5 , P<O.Ol 。

(.=4) (.=12) (.=的 (.=4) (0=4) 

1 和 2 组间在统计学上无显著差异， 1 和 3 ， 2 和 3 组间在统计学上有显著差异，样本

均数以 8 cGy十 10μg/L rhEGF 最高，两者有协同作用。

4 和 5 成组设计的两样本均数两两比较的 t 检验。

两样本均数在统计学上有明显差异，说明 rhEGF 具有促进被照射损伤的表皮细胞恢复

增殖生长的作用。

6 和 7 两样本均数在统计学上有显著差异，说明小剂量照射有促进被高浓度 rhEGF 抑

制的表皮细胞增殖生长的作用。

3 讨论

表皮包括四种细胞 z 角阮细胞、黑色素细胞、郎格罕细胞及未分型树突状细胞，其中

角肮细胞在数量上占多数。从烧伤治疗角度考虑，表皮细胞培养主要是指角肮细胞的培养，

是在实验室的条件下，创造类似于机体内环境，在体外进行角阮细胞的繁殖和生长。目前

已有培养表皮细胞膜片用于烧伤、整形治疗的报道。表皮细胞的培养自 Rheinwald 和 Green

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有关文献后，有了很大的发展。人们对培养方法、培养液、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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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等都进行了不少研究，发表了一些有争论的文章。但这是一个正在不断发展中的课题。各

实验室的条件、目的也有所不同，目前还难肯定一个标准的理想方法。影响表皮细胞培养

的因素很多，如标本的选择、贴壁剂或细胞滋养层的准备、培养基及培养条件的应用及辅

助因子的添加等。

3T3 细胞是 Swiss 鼠胚胎成纤维细胞，用经处理的 3T3 细胞滋养层培养表皮细胞优于

其它细胞贴壁剂，它有如下特点:可使角阮细胞贴壁时间短，贴壁率高，比较牢固，集落

形成率高，生长快，形态好，角阮化慢等。这可能与 3T3 细胞分泌角阮细阮所需的生长因

子有关。另一方面，它也有不足之处，如很难再次纯化传代，移植在人体创面后， 3T3 细胞

作为异种细胞，对病人预后有什么影响等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为了加速表皮细胞的增殖生长，很多学者进行了许多尝试，发现并证实了培养液中加

入一定浓度的某些因子有加速表皮细胞增殖的作用。如 5μg/L 膜岛素可促进有丝分裂，剌

激生长; 5 mg/L 转铁蛋白可增加集落面积; o. 4 mg/L 氢化考的松可增加集落面积形成，延

长可培养时间和剌激生长， 8.5μg/L 霍乱毒素可剌激生长，减缓分化和延长可培养的时间:

10μg/L 表皮生长困子可增加细胞增殖与分化，延长可培养的时间。

长期以来，人们总认为辐射对生物机体有害。细胞被照射后会产生自由基，像其它致

突变致癌的因子一样，作用于细胞内的 DNA，可产生 DNA 链断裂、DNA-DNA 交联、DNA

蛋白质交联等重要的 DNA 结构损伤，最终可导致 DNA 高级结构 DNA 超螺旋结构状态的

改变，而引发 DNA 复制、表达等一系列改变，导致细胞死亡、突变和癌变。 80 年代，人们

发现小剂量照射对生物体有各种效应，如适应效应、免疫效应、遗传效应、增殖效应等，从

而否定了从大剂量推导出的线性剂量效应对小剂量的适应性。我们生存的环境中都存在着

不同剂量的本底辐射，不能否认电离辐射为一个良性的环境因素。大量的证据表明，小剂

量照射是有益的，如慢性小剂量照射，会降低从事放射作业工人的癌症死亡率，能增加小

鼠 T 细胞对丝裂原的增殖反应，增加小鼠烫伤创缘上皮细胞 DNA 的含量。当再次受大剂量

照射时比未经小剂量照射的小鼠存活率增高。小剂量还能剌激嗜热杆菌抱子的生长，使原

虫〈四膜虫〉的生长率增加，有的作者称之为放射原性代谢。-系列的蛋白与核酸的研究

结果表明，小剂量辐射的各种效应是通过调控基因的表达来实现的，即提高某些基因的表

达量，甚至诱发新的基因表达，或降低另一些基因的表达量甚至抵制其表达。许多涉及细

胞生长调节的基因也可在细胞周期中表达，但这种作用对各种细胞并不都一致，对整体组

织和离体细胞作用也各不同，持续时间也各异。在本试验中小剂量照射的剌激作用持续 10

d 左右。

表皮生长因子 (EGF) 是哺乳动物机体自身产生的广泛存在于组织器官和几乎所有体

液中的一种细胞生长困子。人体内主要来源于领下腺、十二指肠 Bruner~ s 腺和膜腺。其分

泌受神经激素调节，它由 53 个氨基酸残基组成，含三对二硫键，二个反平行ß--折叠，分子

量为 6004 道尔顿。在机体内， EGF 参与组织器官的发育调节，促进上皮细胞的分裂和增殖、

分化和成熟。 EGF 通过与其受体结合而发挥作用。

正常人皮肤中，基质层细胞 EGF 受体高，越向角化层越低，体外培养的人表皮细胞

EGF 受体仍有表达，因而 EGF 对体外培养的表皮细胞仍具有作用。本试验中小剂量辐射剌

激了人表皮细胞的生长调节基因的表达，同时也可能剌激了 EGF 受体的表达，因而两因素

有协同作用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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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试验采用小剂量照射及重组人表皮细胞生长因子对体外培养的人表皮细胞作用，通

过观察一定数量表皮细胞增殖生长成片的时间及检测晓目酸脱氢酶活性，分析了小剂量照

射及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对体外培养的人表皮细胞生长的作用。通过取材、贴壁剂或细胞

滋养层、培养液及培养条件的多次试验选择，逐步找出了一种比较简单可靠、纯度高、生

长快的表皮细胞培养方法，这为烧伤整形治疗提供了一条新的皮源。

4 小结

在本实验条件下得出以下结果:

0) 一定量的小剂量照射 (γ-射线) ，剂量率 0.48 cGy/h 有促进体外培养人表皮细胞增

殖生长的作用，以照射 8cGy 促进作用最强， 4, cGy 次之， 12 cGy 则表现为抑制，由量变

导致质变。

(2) 作为对照的重组人表皮细胞生长因子，有促进体外培养人表皮细胞增殖生长的作

用。其最佳作用质量浓度为 10 吨/L ， 1μg/L 时有一定促进作用， 100 周/L 时则表现为抑

制。

(3) 适当剂量的照射和一定质量浓度的 EGF 有协同作用。

参考文献

Nicholas E , O'connor. Grafting of burns with culture epithelium prepared from autologous epidermal ce l1s. The 

Lancet , 1981 , 10: 75 

2 Eisinger M , Lee J S , Hefton J M , et al. Human epìdermal cell cultures: Growth and dìfferentiation in the absence 

of dermal components and medium supplements. Proc. Nat l. Acad. Sci. USA , 1979 , 76: 5340-5344 

3 Eisinger M , Monden M , Roof J H , et al. Wound coverage by a sheet 01 epidermal cells grown in vitro Irom dispersed 

single cell preparations. Surgery , 1980 , 88: 287-93 

4 Gallico G G , et al. Permanent coverage of large burn wounds with autologous culture human epìthelium. N. Engl. 

J. Med , 1984 , 311 (7): 448 

Melkonyan H , et al. Chronic irradiation increase the expression of HSP 70 in mous tissues. Sugahara T , et al. eds. 

Low dose írradiation and biological defense mechanisms. Amsterdam: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 B. B. , 1992 , 243 

~246 

6 Awa A A.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Biological Effects of Low Level Radiation. Nanjing , China 23~26 Nov , 1986 

7 Konturek J W , et al. Distribution and release of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in man. Gut , 1989 , 30: 1194 

8 黎鳖，杨宗诚.烧伤治疗学，第三版.北京 z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5 

9 鄂征等.组织培养技术，第三版.北京 z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8 

10 杨素红.低剂量辐射诱导的基因表达与调控.国外医学，放射医学核医学分册， 1994 , 2: 51 

11 王传年. He-Ne 激光照射对小鼠烫伤创缘上皮细胞 DNA 复制的影响.中华理疗杂志， 1991. 4: 209 

12 吴平，童坦君.表皮生子因子受体.生理科学进展. 1990. 2: 134 

10 



照片 1 刚种植在股原蛋白膜上的表皮细胞，

由于表面张力，细胞呈圆形(放大 10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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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 表皮细胞贴壁呈多边形不规则形，其中有失去形态

的角质细胞及少量成纤维细胞(放大 20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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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 3T3 细胞即将增殖融合成片(放大 100 倍)

照片 4 种植在胶原蛋白膜上表皮细胞生长融合成片(放大 10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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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 种植在 3T3 细胞上的表皮细胞生长融合成片(放大 200 倍)

照片 6 辐照后表皮细胞融合成片并向复层发展〈放大 20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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