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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核素137 Cs、90 Sr 对半滑舌鳎肝脏

细胞氧化应激毒性的研究

高　 会,　 李瑞婧,　 杜金秋,　 姚子伟

(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辽宁 大连 116023)

摘　 要:以半滑舌鳎肝脏细胞(HTLC)为研究对象,利用噻唑蓝比色法(MTT)、乳酸脱氢酶(LDH)、活性氧

自由基(ROS)和超氧化物歧化酶(SOD)等方法分析细胞活性、细胞膜完整程度以及氧化应激反应相关指

标,探究海洋环境中放射性核素137Cs、90Sr 的生物毒性效应。 HTLC 细胞活性随137Cs、90 Sr 活度升高呈先增

加后降低的趋势,且在低活度核素作用下,细胞活性增加极其显著(p < 0. 01),137Cs 对细胞膜无损伤,90 Sr
则使细胞膜损伤显著(p < 0. 05),但二者均能使 ROS 含量和 SOD 活性显著性增加(p < 0. 05)。 高活度核

素作用下 SOD 活性均显著增加(p < 0. 05),但137Cs 作用时 ROS 无显著变化,90 Sr 则使 ROS 显著增加(p <
0. 05)。 研究表明,在本实验活度条件下,137Cs 和90Sr 对海洋鱼类细胞无显著的生物毒性,细胞能够通过自

我调节维持正常功能。90Sr 能产生氧化应激反应,对膜系统造成损伤,可能影响细胞多种代谢途径,对生物

体具有潜在的毒性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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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idative stress toxicity effects of radioactive nuclide 137Cs、90Sr
on liver cells of Cynoglossus Semilaevis

GAO Hui,　 LI Rui-jing,　 DU Jin-qiu,　 YAO Zi-wei
(National Marin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Center,Dalian 116023,China)

Abstract:To analyze the biotoxicity of radioactive nuclide 137Cs and 90Sr,liver cells of cynoglossus semilaevis(HTLC)
were exposed to DMEM-F12 with a series of concentrations of 137Cs and 90Sr,respectively. MTT assay was used to e-
valuate the cytotoxicity of 137Cs and 90Sr. Lactate dehydrogenase (LDH),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and superox-
ide dismutase (SOD) activity were applied to explore the oxidative damage of 137Cs and 90Sr on HTLC. The results in-
dicated that cell activity was significantly promoted by both 137Cs and 90Sr,especially under their low concentration (p
< 0. 01),but the promotion was increased first and decreased later with the increase of 137Cs and 90Sr. The cell mem-
brane was damaged significantly only with low concentration of 90Sr (p < 0. 05),while 137Cs made no damage on HTLC
cell membrane. ROS contents display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the lower 137Cs concentration and all the 90Sr exposure
groups (p < 0. 05),whereas SOD activity display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ll 137Cs and 90Sr exposure groups (p <
0. 05). The results confirmed that 137Cs and 90Sr was not significantly toxic to HTLC in the environmental activity,and
HTLC was able to adjust itself to maintain normal physiological function. However,90Sr can induce oxidative stress in
HTLC and damage cell membrane,which may affect the metabolic pathways and lead to potential toxicity in HTLC.
Key words:Cynoglossus semilaevis;liver cell;radioactive nuclide;cytotoxicity;oxidative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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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能源紧缺的大环境下,核能作为可持续发

展的清洁能源备受瞩目。 世界上核电站大部分位

于沿海区域,除了利用海水进行循环冷却外,海洋

对于放射性废水的稀释作用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由此也导致了核电站周边水体、沉积物、土壤、生
物体等多介质中仍能检测到一定量的放射性核素

残留[1-3]。 1986 年苏联切尔诺贝利事故和 2011
年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释放出的大量放射性核

素,包括110mAg,134 Cs,137 Cs,131 I,89 Sr,90 Sr 等核素。
1997 年和 1998 年的第二次全国污染调查表

明[4-5],我国海洋主要的人工放射性核素是137 Cs
和90Sr,而放射性核素中危害较大的正是锶、铯。
90Sr 能够通过空气和食物对人体产生内照射( β
射线),半衰期较长,为 28 a,且产生量巨大;而
137Cs是一种核裂变产物,又称人工放射性核素[6],
在物理性质上既是 γ 发射体,同时又是 β 发射体,
半衰期长达 30. 17 a,依据其危险性和危害性被称

之为生物关键核素[7]。 进入海洋环境中的放射

性核素在鱼和其他生物体内富集,并通过食物链

传递最终进入人体,危及人体健康。
据研究报道,137 Cs 作用于雄性小鼠,可诱发

氧化应激反应,导致小鼠肾脏和肝脏损伤[8]。90Sr
作用于年轻大鼠 50 d,导致其胫骨组织发生变化,
如骨骺线破坏,骨硬化,骨小梁无菌性坏死以及骨

髓元件受抑等[9]。 Van 等[10] 研究发现,体内注

射90Sr 可缩短雌性小鼠寿命,增加骨肿瘤发生几

率。137Cs 和90 Sr 作为代表性人工放射性核素,关
于其在近岸海洋环境中的生物毒性研究明显

不足。
以往研究均局限于外照射探索放射性核素的

毒性效应,并不能真实反映海洋环境中放射性核

素的生物毒性危害。 半滑舌鳎属于海洋鱼类,终
年生活栖息在中国近海海区,已经经人类驯化后

成为人们生活中常见的食用鱼。 鱼类肝脏作为污

染物在鱼体内主要的富集场所、同时也是生物体

主要的解毒器官,且体外细胞具有稳定性和对污

染物敏感性高的特点,本研究选取半滑舌鳎肝脏

细胞(HTLC)为受试对象,研究137Cs 和90Sr 对细胞

活性及细胞器损伤影响,揭示在氧化应激反应

下137Cs 和90Sr 的致毒过程,进一步为海洋放射性

污染物的环境风险评估和海洋生物食用安全性评

估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主要仪器与试剂

仪器:XD-202 型荧光倒置显微镜(江南永新

光学有限公司,南京),374 型荧光酶标仪(Ther-
mo,美国),Model 680 型酶标仪(Biorad,美国),细
胞培养箱(一恒科技有限公司,上海)。

试剂:青链霉素抗体、四甲基偶氮噻唑蓝

MTT(北京索莱宝科技有限公司),137Cs 和90 Sr 标

准溶液(纯度 99. 99% ,中国计量科学院),DMEM-
F12 培养基(Thermo,美国),胎牛血清(浙江天杭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成纤维生长因子 bFGF
(PeproTech,美国),SOD 试剂盒、ROS 试剂盒和

LDH 试剂盒(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
1. 2　 实验方法

1. 2. 1　 细胞培养

半滑舌鳎肝脏细胞(HTLC)受赠于任国诚[11]

实验室。 将细胞置于含 15% 胎牛血清、1% 青链

霉素抗体、1% bFGF 的 DMEM-F12 培养基中于

24℃细胞培养箱中培养。
1. 2. 2　 MTT 实验

本实验依据党红蕾等[12]操作方法,配置活度

为 1 Bq / mL 的137Cs 和90 Sr 标准品母液,逐级稀释

至实验所需活度。 将长势良好的 HTLC 细胞接种

于 96 微孔板中,接种密度为 2 × 105 cells / mL,每
孔 100 mL。 24 h 后移出旧培养基,加入含不同活

度137Cs 和90Sr(0、0. 0001、0. 001、0. 01 Bq / mL)标

准培养基。 每个实验活度包括 6 个平行,继续于

24 ℃培养 24 h。 染毒结束后,每孔加 20 μL MTT
(5 mg / mL)溶液,孵育 4 h,再加入 150 μL DMSO,
振荡 10 min,用酶标仪在 490 nm 下测定吸光值。
1. 2. 3　 LDH 活性测定

运用乳酸脱氢酶试剂盒测定细胞培养液上清

和细胞内液 LDH 活性。137 Cs 和90 Sr (0、0. 0001、
0. 001、0. 01 Bq / mL)染毒 24 h 后离心,收集细胞

上清液,于 - 20 ℃保存待测。 加入含血清培养基

重悬细胞沉淀,经反复冻融后使细胞膜破裂,再次

离心收集细胞内液,于 - 20 ℃保存待测。 每组实

验设定 3 个平行。 实验方法参照 LDH 试剂盒。
利用以下公式计算各实验组的 LDH 漏出率。
LDH 漏出率 %( ) =

胞外 LDH 活性
胞外 LDH 活性 + 胞内 LDH 活性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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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4　 ROS 含量及 SOD 活性测定

利用化学荧光法和四唑盐 WST-1 法检测细胞

内 ROS 的含量和 SOD 的活性。137 Cs 和90 Sr (0、
0. 0001、0. 001、0. 01 Bq / mL)染毒 24 h 后收集细胞,
PBS 重悬沉淀,细胞浓度达到 105cells / mL,每组实验

设定 3 个平行。 实验方法参照 ROS、SOD 试剂盒。
1. 2. 5　 数据处理

实验数据的分析采用 SPSS 19. 0 软件,各组

数据平均值和标准差(`X ± S)计算使用 Excel 软
件,阴性对照组与染毒组之间的差异采用单因素

ANOVA 分析和 t 检验进行比较(∗p < 0. 05 差异

显著,∗∗p < 0. 01 差异极显著)。

2　 结果与讨论

2. 1　 放射性核素137Cs 和90 Sr 对 HTLC 细胞活性

的影响

在检测137 Cs 和90 Sr 细胞毒性的 MTT 实验

中,90Sr 活度为 0. 0001、0. 001、0. 01 Bq / mL 的染

毒组与阴性对照组相比细胞活性均具有极显著差

异(p < 0. 01),137Cs 活度为 0. 0001、0. 001 Bq / mL
时染毒组与阴性对照组相比细胞活性均具有显著

差异(p < 0. 05)(图 1),可见二者均对细胞活力无

显著抑制作用。 而且,随着137Cs 和90 Sr 的活度升

高,HTLC 细胞活性均呈现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
2. 2　 放射性核素137Cs 和90Sr 对细胞膜影响

LDH 是胞内酶,当细胞膜破损后会漏出胞

外。 收集细胞培养上清液作为胞外液,细胞经反

复冻融后上清液作为胞内液,按照 LDH 试剂盒测

得各实验组胞内外 LDH 活性,二者相加即为胞内

外 LDH 活性总和。
LDH 漏出率结果如图 2 所示,90 Sr 在活度为

0. 0001 Bq / mL 时使 LDH 漏出率显著增加,137 Cs
则在同一活度下使 LDH 漏出率显著降低,表明低

活度90Sr 能破损细胞膜,而低活度137Cs 下细胞大

量增殖,使胞内 LDH 比例增加,漏出率减小。
　 　 137Cs 发射高能光子,是在人体和其他物种中

造成遗传剂量的一个潜在的重要核素,分布在人

体内全身肌肉和肝中,不易排出体外[13]。90 Sr 属

于高毒性核素,能够沉积在含钙的骨组织并保留

多年,且具有潜在的内辐射危害性[14]。 本研究中
90Sr 诱导 HTLC 细胞膜破损,表明90Sr 能攻击细胞

膜中多不饱和脂肪酸发生脂质过氧化反应,导致

细胞膜出现破损,胞内酶 LDH 漏到胞外。 Zhang

等[15]研究证实六溴环十二烷可以通过脂质过氧

化反应,导致细胞膜损坏,LDH 漏出胞外。

图 1 　 不同活度137 Cs 和90 Sr 对 HTLC 细胞活性的

影响

(与阴性对照组相比,∗p < 0. 05,∗∗p < 0. 01)
Fig. 1 The effects of 137Cs and 90Sr with different activi-

ties on HTLC activity
[∗and ∗∗represent significant (p <0. 05 and p <0. 01)

difference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图 2　 不同活度137Cs 和90 Sr 对 HTLC 细胞 LDH 漏出

率的影响

(与阴性对照组相比,∗p < 0. 05,∗∗p < 0. 01)
Fig. 2 The effects of 137Cs and 90Sr with different activi-

ties on the LDH leakage rate in HTLC
[∗and ∗∗represent significant (p <0. 05 and p <0. 01)

difference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2. 3　 ROS 含量测定结果

不同活度137 Cs 和90 Sr 作用 HTLC 细胞,细胞

内 ROS 含量变化情况见图 3。 HTLC 细胞内 ROS
含量随137Cs 和90Sr 活度增加而先升高后降低。 与

阴性对照组相比,HTLC 细胞内 ROS 含量在137Cs
活度 0. 0001、0. 001 Bq / mL 染毒组极显著升高(p
< 0. 01),在所有90 Sr 染毒组均极显著升高( p <
0. 01)。 而且,90Sr 相比137Cs 在 HTLC 细胞内诱导

产生的 ROS 含量更高。 该结果表明137 Cs 和90 Sr
均诱导 HTLC 细胞发生氧化应激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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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活度137Cs 和90 Sr 对 HTLC 细胞 ROS 含量

影响

(与阴性对照组相比,∗p < 0. 05,∗∗p < 0. 01)
Fig. 3 The effects of 137Cs and 90Sr with different activi-

ties on the content of ROS in HTLC
[∗and ∗∗represent significant (p <0. 05 and p <0. 01)

difference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2. 4　 SOD 活性测定结果

ROS 存在于细胞正常代谢过程中,其产生和

清除处于一种动态平衡。 SOD 是清除 ROS 的典

型抗氧化酶。137 Cs 和90 Sr 染毒后,HTLC 细胞内

SOD 活性升高(图 4)。 在染毒 24 h 时,90 Sr 染毒

组中 HTLC 细胞内 SOD 活性与阴性对照组相比

具有显著差异(p < 0. 05),在137Cs 染毒组中 HTLC
细胞内 SOD 活性与阴性对照组相比则具有极显

著差异(p < 0. 01)。 此外,HTLC 细胞表现出明显

的剂量依赖效应,说明在氧化应激过程中,SOD
起到了清除 HTLC 细胞内自由基的作用。

图 4　 不同活度137Cs 和90 Sr 对 HTLC 细胞 SOD 活性

影响

(与阴性对照组相比,∗p < 0. 05,∗∗p < 0. 01)
Fig. 4 The effects of 137Cs and 90Sr with different activi-

ties on SOD activity in HTLC
[∗and ∗∗represent significant (p <0. 05 and p <0. 01)

difference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若 SOD 不能将 ROS 完全清除,细胞则已经产

生氧化应激反应[16],过量 ROS 攻击细胞内脂类、
蛋白质、核酸等生物大分子,引起线粒体、内质网

肿胀和脂质过氧化反应,从而使细胞正常代谢紊

乱并诱发细胞凋亡[17]。
本研究(图 5)中 SOD 含量随137 Cs 和90 Sr 活

度增加而增加,ROS 则呈现升高后降低的趋势,
可见 SOD 能够有效清除 HTLC 细胞内 ROS,使其

恢复正常水平。 此外,137 Cs 并未导致细胞膜破

损,且反应产生的 ROS 经过 SOD 清除之后恢复到

阴性对照的水平,可见137Cs 与90 Sr 相比细胞毒性

更小。90 Sr 虽对 HTLC 细胞内产生了氧化应激作

用,导致细胞膜破损,但随着 SOD 等抗氧化应激

机制的响应,90 Sr 并未显著影响细胞增殖率及活

力。 因此,实验活度下 HTLC 细胞通过自我调节

作用能够恢复正常细胞功能。

图 5　 137Cs 和 90Sr 作用下 HTLC 细胞氧化应激反应
示意图

Fig. 5 The oxidative stress progress in HTLC with 137Cs
and 90Sr exposure

放射性核素在生物体内具有富集作用,虽然

在环境活度水平下的放射性元素尚不能影响细胞

活力,但当生物体内放射性核素积累到一定水平

时则可能危害生物体健康。 因此,放射性核素长

期作用对生物体的危害仍然不容忽视。

3　 结论

(1)低活度(0. 0001、0. 001 Bq / mL)放射性核

素137Cs 和90 Sr 能显著促进 HTLC 细胞活性增长,
同时诱导氧化应激反应,产生大量 ROS,对细胞具

有潜在毒性效应。
(2)低活度90Sr 能够破坏细胞膜,影响细胞多

种代谢途径,对生物体产生毒性效应,137 Cs 对细

胞膜无显著损伤作用,细胞能够通过启动 ROS 清

除机制,维持正常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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