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体视学与图像分析　 ２０２２ 年　 第 ２７ 卷　 第 １ 期
７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ＴＥＲ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ＭＡＧ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Ｖｏｌ ２７ Ｎｏ １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２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７－１４８２ (２０２２) ０１－００７４－００７９  形态结构定量研究 
ＤＯＩ: １０ １３５０５ / ｊ １００７－１４８２ ２０２２ ２７ ０１ ０１０

微波辐射后大鼠肺组织中 ＶＥＧＦ 和 ＡＱＰ５ 表达改变特点研究

董红艳１ꎬ 　 胡向军２ꎬ 　 彭瑞云２ꎬ 　 王丽峰２ꎬ 　 段昕妤３

(１ ６１８８６ 部队门诊部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ꎻ 　 ２ 军事医学科学院 放射与辐射医学研究所ꎬ 　 北京　 １００８５０ꎻ

３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第八医学中心消化科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９３)

摘　 要: 目的 　 探讨微波辐射后大鼠肺组织中 ＶＥＧＦ(血管内皮生长因子ꎬ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 和 ＡＱＰ５ (水 通 道 蛋 白 ５ꎬ ａｑｕａｐｏｉｒｎ５) 的 表 达 改 变ꎮ 方法 　 采 用 １０ ｍＷ / ｃｍ２、

３０ ｍＷ / ｃｍ２和 １００ ｍＷ / ｃｍ２微波辐射 １６２ 只二级 Ｗｉｓｔａｒ 雄性大鼠ꎬ 于辐射后 ６ ｈ、 １ ｄ、 ３ ｄ、 ７ ｄ 和

１４ ｄ 取肺组织ꎬ 用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和 ＲＴ－ＰＣＲ 技术探讨 ＶＥＧＦ 和 ＡＱＰ５ 辐射后在大鼠肺组织中的改

变ꎮ 结果　 ① １０~１００ ｍＷ / ｃｍ２辐射后大鼠肺组织中 ＶＥＧＦ 的表达均减少ꎬ 改变与辐射剂量呈正

相关ꎬ 在三个辐射剂量组中的表达具有量效关系和时效性关系ꎮ ② １０ ~ １００ ｍＷ / ｃｍ２ 辐射后ꎬ

３０ ｍＷ / ｃｍ２和 １００ ｍＷ / ｃｍ２组均观察到了 ＡＱＰ５ 的表达减少ꎬ ３０ ｍＷ / ｃｍ２ 组与 １００ ｍＷ / ｃｍ２ 组相

比ꎬ 开始发生肺水肿的时间、 程度相同ꎬ 但 １００ ｍＷ / ｃｍ２组恢复较慢ꎬ 具有明显的量效关系和时

效性关系ꎮ 结论　 ＶＥＧＦ、 ＡＱＰ５ 均参加了微波辐射肺水肿的发生、 发展过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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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ａｑｕａｐｏｆｉｎ５ (ＡＱＰ５) ｉｎ ｔｈｅ ｒａｔ ｌｕｎｇ ｔｉｓｓｕ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ｐｕｌｍｏ￣

ｎａｒｙ ｅｄｅｍａ.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１６２ Ｇｒａｄｅ ＩＩ Ｗｉｓｔａｒ ｍａｌｅ ｒａｔｓ ｗｅｒｅ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ｏｗｅｒ ｄ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ｏｆ １０ ｍＷ / ｃｍ２ꎬ ３０ ｍＷ / ｃｍ２ ａｎｄ １００ ｍＷ / ｃｍ２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Ｌｕｎｇ ｔｉｓｓｕｅｓ ｔａｋｅｎ

ａｔ ６ ｈꎬ １ ｄꎬ ３ ｄꎬ ７ ｄ ａｎｄ １４ 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ｓ ｗｅｒｅ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ｏｌｔ ａｎｄ ＲＴ－ＰＣＲ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ｏ ｄｅｔｅｃｔ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ＶＥＧＦ ａｎｄ ＡＱＰ５ ｉｎ ｔｈｅ ｒａｔ ｌｕｎｇ ｔｉｓｓｕｅ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①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ＶＥＧＦ ｉｎ

ｒａｔ ｌｕｎｇｓ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ｔｏ １０ ~ １００ ｍＷ / ｃｍ２ 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ｒ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ｄｏｓｅ. Ｔｈｅ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ＶＥＧＦ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ｄｏｓ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ｓｈｏｗｓ

ｄｏｓｅ－ｔｏ－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ｉｍｅ－ｔｏ－ｅｆｆｅｃ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② Ａｆｔｅｒ 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ＡＱＰ５ 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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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ｍａ ａｒｅ ｓａｍｅ ｉｎ ｂｏｔｈ ｇｒｏｕｐｓꎬ ｂｕｔ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ｉｓ ｓｌｏｗｅｒ ｉｎ ｇｒｏｕｐ １００ ｍＷ / ｃｍ２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ｄｏｓｅ－ｔｏ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ｉｍｅ－ｔｏ－ｅｆｆｅｃ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Ｂｏｔｈ ＶＥＧＰ ａｎｄ ＡＱＰ５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ｅｄｅｍａ ａｆｔｅｒ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ｏ 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ꎻ ｒａｔꎻ ｌｕｎｇꎻ ＶＥＧＦꎻ ＡＱＰ５

０　 引言

微波是指频率在 ３００ ＭＨｚ~ ３００ ＧＨｚꎬ 波长在

１ ~ １０－３ ｍ 之间的电磁波ꎮ 微波辐射所属的电磁波

区域是辐射产生生物学效应的关键区域[１] ꎬ 微

波辐射广泛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环境

之中ꎬ 因其已成为一种新的环境污染因素而倍受

关注ꎮ 微波对肺脏影响的研究ꎬ 主要集中在间质

性肺炎ꎬ 有学者认为肺脏是微波损伤的敏感靶器

官之一[２] ꎮ

前期实验微波模拟源辐射大鼠后ꎬ 在形态学

上观察到肺组织水肿及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中的

表达改变ꎬ ＶＥＧＦ 表达增加ꎬ ＡＱＰ５ 表 达 减 少ꎬ

并且有时效性和量效性关系ꎬ 二者可能参与了微

波辐射致血一气屏障损伤的病理生理过程[３－４]ꎮ

ＶＥＧＦ、 ＡＱＰ５ 和 Ｏｃｃｌｕｄｉｎ 等参与了多种原因引起的

肺部炎症和肿瘤的发生、 发展及治疗过程ꎬ 是引

起肺组织损伤、 通透性增加、 水肿的重要因素[５]ꎮ

为此ꎬ 我们采用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ＲＴ － ＰＣＲ 等技术ꎬ

通过对大鼠肺组织中 ＶＥＧＦ、 ＡＱＰ５ 的检测ꎬ 进一

步探讨不同功率微波辐射对大鼠肺组织影响的

机制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实验动物

　 　 二级雄性 Ｗｉｓｔａｒ 大鼠 １６２ 只ꎬ 体重(２００±２０)ｇꎬ

由军事医学科学院实验动物中心提供并统一饲养ꎬ

室内温度 ２１ ~ ２３℃ꎬ 相对湿度 ６０％ꎬ 随机分为假

辐射组和 １０ ｍＷ / ｃｍ２、 ３０ ｍＷ / ｃｍ２和 １００ ｍＷ / ｃｍ２

辐射 组ꎬ 其 中 假 辐 射 组 １２ 只ꎬ １０ ｍＷ / ｃｍ２、

３０ ｍＷ / ｃｍ２和 １００ ｍＷ / ｃｍ２辐射组各 ５０ 只ꎮ

１ ２　 微波辐射方法

采用军事医学科学院微波辐射源进行全身均匀

辐射ꎮ 大鼠在辐射盒中为固定体位ꎮ 辐射台旋转以

保证全身均匀辐射ꎮ 平均功率密度为 １０ ｍＷ / ｃｍ２、

３０ ｍＷ / ｃｍ２和 １００ ｍＷ / ｃｍ２ꎬ 辐射时间为 ５ ｍｉｎꎮ 假

辐射组仅将装有大鼠的辐射盒放于辐射台上ꎬ 不进

行辐射ꎮ

１ ３　 检测大鼠肺组织中 ＶＥＧＦ 和 ＡＱＰ５ 表达

各组动物分别于辐射后 ６ ｈ、 １ ｄ、 ３ ｄ、 ７ ｄ

和 １４ ｄ 称重 后ꎬ 经 腹 腔 注 射 １％ 戊 巴 比 妥 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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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ｍｇ / ｋｇ)麻醉后ꎬ 取肺组织置液氮中冻存ꎬ 备做

蛋白提取及 ＡＱＰ５ ｍＲＮＡꎮ 兔抗 ＶＥＧＦ 抗体、 兔抗

ＡＱＰ５ 抗体购自武汉博士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ꎻ

ＡＱＰ５ 和 β－ａｃｔｉｎ ＰＣＲ 扩增的成对引物序列购自上

海生工生物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ꎻ 兔抗 ａｃｔｉｎ 抗

体购自北京中杉金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ꎻ ＰＶＤＦ

膜、 Ｗｅｓｔｅｒｎ 发光底物试剂盒购自购自北京普利来

基因技术有限公司ꎮ

１ ３ １　 免疫印迹(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方法检测大鼠肺组

织中 ＶＥＧＦ、 ＡＱＰ５

　 　 制备肺组织总蛋白后ꎬ 测定蛋白浓度、 上样、

电泳、 转膜、 用 ＰＢｓＴ 清洗 ＰＶＤＦ 膜、 １００ ｇ / Ｌ 脱脂

奶粉常温封闭 ２ ｈꎻ 分别加入兔抗 ＶＥＧＦ 抗体

(１ ∶ ２００)和兔抗 ＡＱＰ５(１ ∶ １００)ꎬ ４℃ 过夜ꎬ ＰＢＳＴ

清洗 ３×１０ ｍｉｎꎻ 加入生物素标记的二抗(ＰＢＳ－Ｔ 液

１ ∶ ４０００ 稀释)ꎬ 摇床常温孵育 １ ｈꎻ ＰＢＳＴ 清洗 ３×

１０ ｍｉｎꎻ 在硝酸纤维素膜上滴加酶的作用底物 ＥＣＬ

(带有化学发光剂)ꎬ 作用 １ ｍｉｎ 后滤纸吸干ꎬ 塑

料保鲜膜包裹后放入暗匣ꎬ 压 Ｘ 光底片曝光 ２ ~

３０ ｍｉｎꎬ 显影ꎬ 定影ꎮ 将目的条带扫描后应用

ＣＭＩＡＳ－Ⅱ图像分析仪ꎬ 测目的条带的积分光密度

(ＩＯＤ)ꎬ 将扫描值与 β－ａｃｔｉｎ 扫描值相比ꎬ 然后以

样本 /内参照的比值表示 ＡＱＰ５ ｍＲＮＡ 表达水平、

ＶＥＧＦ 和 ＡＱＰ５ 蛋白表达水平ꎮ

１ ３ ２　 ＲＴ—ＰＣＲ 方法检测大鼠肺组织中 ＡＱＰ５

ＡＱＰ５ 上游引物 ｍＲＮＡ５ － ＴＣＣＡＧＧＡＣＣＡＣＡＣ￣

ＣＡＧＡＡＡＧ－３ꎬ 下游引物 ５ －ＡＴＡＡＡＡＴＡＧＣＡＣＴＣ￣

ＣＧＴＧＡＧＣＣ－ ３ꎻ β － ａｃｔｉｎ 上游引物 ５ － ＣＴＧＴＧＣ￣

ＣＣＡＴＣＴＡＴＧＡＧＧＧＴＴＡＣ－ ３ꎬ 下游引物 ５ － ＡＡＴＣ￣

ＣＡＣＡＣＡＧＡＧＴＡＣＴＴＧＣＧＣＴ－３ꎮ 参照 ＴＲＩｚｏｌ 试剂说

明书方法提取总 ＲＮＡꎬ 其 Ａ２６０ / ２８０ 在 １ ７~ ２ ０ 之

间ꎮ 各组各时间点 ＲＮＡ 提取物每 １ ５ μｇ 中加入

Ｏｌｉｇｏ－Ｐ (ｄＴ) １８Ｐｒｉｍｅｒ ０ ５ μＬꎬ 无 ＲＮＡ 酶的水补

充至 ６ μＬ、 ７０℃、 ５ ｍｉｎꎻ 再加入 ５×反应液 ２ μＬꎬ

ＲＮＡ 酶抑制剂 ０ ５ μＬ 和 ｄＮＴＰ 混合物 １ μＬ、 ３７℃ꎬ

水浴 ５ ｍｉｎ 后加入 ０ ５ μＬ ＡＭＶ－ＲＴ、 ４２℃、 ６０ ｍｉｎꎻ

之后 ７０℃反应 １０ ｍｉｎ、 ４℃或冷冻保存ꎮ 以 β－ａｃｔｉｎ

为内 参 照 进 行 ＰＣＲꎬ 突 触 素 ＡＱＰ５ 扩 增 条 件

为 ９４℃、 ５ ｍｉｎꎻ ９４℃、 ３０ ｓꎻ ５２℃、 ３０ ｓ ( β －

ａｃｔｉｎꎬ ５４℃、 ３０ ｓ)ꎬ ７２℃、 ３０ ｓꎻ ７２℃、 ５ ｍｉｎꎻ 均

为 ２５ 个循环ꎮ 取 ５ μＬ ＰＣＲ 产物与 １ μＬ ＤＮＡ 上样

缓冲液混匀后在 １０ ｇ / Ｌ 的凝胶上电泳ꎬ 用凝胶成

像系统扫描分析ꎮ

１ ４　 数据统计处理

统计学分析文中数据以均数和标准差(ｘ±ｓ)表

示ꎬ 采用 ＳＡＳ 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ꎬ Ｐ<０ ０５ꎬ

具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 １　 大鼠肺组织 ＶＥＧＦ 免疫印迹的变化

　 　 可见 １０ ｍＷ / ｃｍ２ 组辐射后 ６ ｈꎬ 肺组织中

ＶＥＧＦ 含量与假辐射组相比无明显改变ꎬ 在 １ ｄ、

３ ｄ 时含量减少 ( Ｐ < ０ ０５)ꎬ ７ ｄ 时见基本恢复ꎻ

３０ ｍＷ / ｃｍ２组大鼠肺组织 ＶＥＧＦ 的改变和恢复时间

基本与 １０ ｍＷ / ｃｍ２组相似ꎻ １００ ｍＷ / ｃｍ２组于辐射

后 ６ ｈ 即见减少ꎬ １ ｄ、 ３ ｄ 和 ７ ｄ 持续减少(Ｐ <

０ ０５)ꎬ 至第 １４ ｄ 基本恢复ꎮ 表明 １０ ｍＷ / ｃｍ２、

３０ ｍＷ / ｃｍ２和 １００ ｍＷ / ｃｍ２微波辐射后大鼠肺组织

ＶＥＧＦ 蛋白的表达变化呈先降低后恢复的过程ꎬ 具

有明显的量效关系ꎬ 即辐射剂量越大ꎬ 其表达减少

越明显ꎬ 且出现早、 恢复迟ꎮ

结果见表 １ 及图 １ꎮ

表 １　 微波辐射后大鼠肺组织 ＶＥＧＦ与 β－ａｃｔｉｎ ＭＯＤ比值变化

辐射后

时间(ｄ)

ＭＯＤＶＥＧＦ / β－ａｃｔｉｎ

０ １０ ３０ １００

０ ２５ — ０ ７０±０ １０ ０ ７２±０ １４ ０ ４１±０ ２０∗

１ ０ ６８±０ １２ ０ ５３±０ １１∗ ０ ４６±０ １６∗ ０ ４４±０ １８∗

３ — ０ ５５±０ ０９∗ ０ ５８±０ １８∗ ０ ４８±０ １１∗

７ — ０ ７１±０ ０８ ０ ７４±０ １６ ０ ５０±０ １６∗

１４ — ０ ６５±０ １５ ０ ７１±０ １３ ０ ７０±０ １９

∗: Ｐ<０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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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微波辐射后大鼠肺组织 ＶＥＧＦ

蛋白变化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结果

１ 假辐射组ꎻ ２ １０ ｍＷ / ｃｍ２ － ６ ｈꎻ ３ ３０ ｍＷ / ｃｍ２ － ６ ｈꎻ

４ １００ ｍＷ / ｃｍ２－６ ｈꎻ ５ １０ ｍＷ / ｃｍ２ － １ ｄꎻ ６ ３０ ｍＷ / ｃｍ２ －

１ ｄꎻ ７ １００ ｍＷ / ｃｍ２ －１ ｄꎻ ８ １０ ｍＷ / ｃｍ２ －３ ｄꎻ ９ ３０ ｍＷ /

ｃｍ２ － ３ ｄꎻ １０ １００ ｍＷ / ｃｍ２ － ３ ｄꎻ １１ １０ ｍＷ / ｃｍ２ － ７ ｄꎻ

１２ ３０ ｍＷ / ｃｍ２－７ ｄꎻ １３ １００ ｍＷ / ｃｍ２－７ ｄꎻ １４ １０ ｍＷ / ｃｍ２

－１４ ｄꎻ １５ ３０ ｍＷ / ｃｍ２－１４ ｄꎻ １６ １００ ｍＷ / ｃｍ２－１４ ｄ

２ ２　 大鼠肺组织 ＡＱＰ５ 免疫印迹的变化

辐射后 １０ ｍＷ/ ｃｍ２、 ３０ ｍＷ/ ｃｍ２组大鼠肺组织中

ＡＱＰ５ 与假辐射组相比未见显著改变ꎻ １００ ｍＷ/ ｃｍ２

组大鼠肺组织中 ＡＱＰ５ 与假辐射组相比降低ꎬ 其中

在辐射后 １ ｄ 显著降低(Ｐ<０ ０５)ꎬ 持续至辐射后

第 ３ ｄ、 ７ ｄ 基本恢复ꎮ 表明 １００ ｍＷ / ｃｍ２ ＨＰＭ 辐

射后大鼠肺组织 ＡＱＰ５ 蛋白的表达呈先降低后恢复

的过程ꎮ 结果见表 ２ 及图 ２ꎮ

表 ２　 微波辐射后大鼠肺组织 ＡＱＰ５与 β－ａｃｔｉｎ ＭＯＤ比值变化

辐射后

时间(ｄ)

ＭＯＤＡＱＰ５ / β－ａｃｔｉｎ

０ １０ ３０ １００

０ ２５ — ０ ４５±０ ０５ ０ ４８±０ ０８ ０ ５０±０ １０

１ ０ ４６±０ ０６ ０ ４２±０ ０４ ０ ３９±０ １２ ０ ２６±０ ０３∗

３ — ０ ４５±０ １３ ０ ４１±０ １４ ０ ３８±０ ０２

７ — ０ ４７±０ １５ ０ ４８±０ ０７ ０ ４５±０ １１

１４ — ０ ４９±０ １６ ０ ５０±０ １２ ０ ４５±０ １３

∗: Ｐ<０ ０５

２ ３　 大鼠肺组织 ＡＱＰ５ ｍＲＮＡ 的变化

１０ ｍＷ / ｃｍ２、 ３０ ｍＷ / ｃｍ２组各时间点未见明显

异常ꎬ １００ ｍＷ / ｃｍ２ ＨＰＭ 辐射后 ６ ｈ ~ ３ ｄ 大鼠肺

组织 ＡＱＰ５ ｍＲＮＡ 表达减少ꎬ １ ｄ 时减少最为明显

(Ｐ<０ ０５)ꎬ 辐射后 ７ ｄ 见恢复ꎬ １４ ｄ 见基本恢复ꎮ

表明 １００ ｍＷ / ｃｍ２ ＨＰＭ 辐射后大鼠肺组织 ＡＱＰ５

ｍＲＮＡ 表达呈先减少后恢复的过程ꎮ 结果见图 ３ 及

图 ４ꎮ

图 ２　 微波辐射后大鼠肺组织 ＡＱＰ５

蛋白变化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结果

１ 假辐射组ꎻ ２ １０ ｍＷ / ｃｍ２ － ６ ｈꎻ ３ ３０ ｍＷ / ｃｍ２ － ６ ｈꎻ

４ １００ ｍＷ/ ｃｍ２－６ ｈꎻ ５ １０ ｍＷ/ ｃｍ２ －１ ｄꎻ ６ ３０ ｍＷ/ ｃｍ２ －１ ｄꎻ

７ １００ ｍＷ/ ｃｍ２－１ ｄꎻ ８ １０ ｍＷ/ ｃｍ２－３ ｄꎻ ９ ３０ ｍＷ/ ｃｍ２－３ ｄꎻ

１０ １００ ｍＷ/ ｃｍ２－３ ｄꎻ １１ １０ ｍＷ/ ｃｍ２－７ ｄꎻ １２ ３０ ｍＷ/ ｃｍ２－７ ｄꎻ

１３ １００ ｍＷ/ ｃｍ２－７ ｄꎻ １４ １０ ｍＷ/ ｃｍ２ －１４ ｄꎻ １５ ３０ ｍＷ/ ｃｍ２ －

１４ ｄꎻ １６ １００ ｍＷ/ ｃｍ２－１４ ｄ

图 ３　 微波辐射后大鼠肺组织 ＡＱＰ５ ｍＲＮＡ 的

ＲＴ－ＰＣＲ 检测结果

１ 假辐射组ꎻ ２ １０ ｍＷ / ｃｍ２－６ ｈꎻ ３ ３０ ｍＷ / ｃｍ２－６ ｈꎻ ４ １００

ｍＷ / ｃｍ２－ ６ ｈꎻ ５ １０ ｍＷ / ｃｍ２ － １ ｄꎻ ６ ３０ ｍＷ / ｃｍ２ － １ ｄꎻ

７ １００ ｍＷ/ ｃｍ２－１ ｄꎻ ８ １０ ｍＷ/ ｃｍ２ －３ ｄꎻ ９ ３０ ｍＷ/ ｃｍ２ －３ ｄꎻ

１０ １００ ｍＷ/ ｃｍ２－３ ｄꎻ １１ １０ ｍＷ/ ｃｍ２－７ ｄꎻ １２ ３０ ｍＷ/ ｃｍ２－７ ｄꎻ

１３ １００ ｍＷ/ ｃｍ２ －７ ｄꎻ １４ １０ ｍＷ/ ｃｍ２ －１４ ｄꎻ １５ ３０ ｍＷ/ ｃｍ２ －

１４ ｄꎻ １６ １００ ｍＷ/ ｃｍ２－１４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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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微波辐射后大鼠肺组织 ＡＱＰ５ ｍＲＮＡ 与

β－ａｃｔｉｎ ｍＲＮＡ ＩＯＤ 比值变化

３　 讨论

ＶＥＧＦ 是血管内皮细胞的专用肽丝裂原ꎬ 其家

族成员 ＶＥＧＦ－Ａ 是调节血管功能的最关键因子[６]ꎬ
有关射线对肺组织 ＶＥＧＦ 的影响ꎬ 已有研究表明ꎬ

肺属于对辐射中度敏感的器官ꎬ 较高剂量的辐射易

造成放射性肺损伤ꎬ 放射性肺损伤早期表现为组织

充血水肿、 渗透增加等炎症反应[７]ꎮ ＶＥＧＦ 是一类

促血管生成因子ꎬ 分为 ＶＥＧＦ－Ａ、 ＶＥＧＦ－Ｂ、 ＶＥＧＦ
－Ｃ、 ＶＥＧＦ－Ｄ、 ＶＥＧＦ －Ｅ 和 ＶＥＧＦ －Ｆ 六大类型ꎮ
ＶＥＧＦ－Ａ 是目前研究最多ꎬ 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血

管新生[８]ꎮ 放射线可损伤血管内皮细胞ꎬ 从而导致

管腔狭窄或闭塞ꎮ 而 ＶＥＧＦ 可以激活血管内皮细胞

的活 性ꎬ 增 加 血 管 的 渗 透 性ꎬ 促 进 血 管 的

新生[９－１０]ꎮ
水通道蛋白 ５ 位于Ⅰ型肺泡上皮细胞ꎬ 是调节

水分子转运的功能性蛋白ꎬ 生理状态下可协助清除

肺泡腔内多余水分ꎬ 保持肺泡腔干燥环境[１１]ꎮ ＭＡ
发现敲除 ＡＱＰ５ 基因ꎬ 肺泡透水性较生理状态下

可降低 １０ 倍ꎬ 表明 ＡＱＰ５ 介导肺泡上皮细胞的水

分子跨膜转运机制[１２]ꎮ 可见ꎬ ＡＱＰ５ 的表达与急性

肺水肿互为因果ꎬ 相互促进ꎮ 但 ＡＱＰ５ 在 ＡＬＩ 过

程中对水肿液清除作用的机制仍不明确ꎮ 多项研究

显示[１３－１４]ꎬ 不同类型损伤因素致 ＡＬＩ 条件下ꎬ
ＡＱＰ－５ 表达趋势不稳定ꎮ 辐射损伤作用的关键靶

点是细胞核内的 ＤＮＡꎬ 射线作用于细胞内水分子

产生 ＨＯꎬ ＤＮＡ 断裂是辐射损伤的主要机制ꎬ 水分

子被认为是辐射损伤的关键介质[１５]ꎮ

在前期研究中ꎬ 观察到一定剂量微波辐射后大

鼠肺组织ꎬ 表现为以出血、 水肿为其主要的急性肺

损伤的病理改变[３]ꎮ ＶＥＧＦ、 ＡＱＰ５ 在微波辐射致

肺损伤中的生物效应和机制未见公开报道ꎬ 肺组织

内 ＶＥＧＦ、 ＡＱＰ５ 的表达非常丰富ꎮ 那么 ＶＥＧＦ、

ＡＱＰ 在微波辐射致急性肺损伤时发挥着怎样的作

用? 肺损伤时的出血、 水肿是否与 ＶＥＧＦ、 ＡＱＰ 有

关? 为此ꎬ 本研究采用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ＲＴ－ＰＣＲ 方

法观察 ＶＥＧＦ、 ＡＱＰ 在微波辐射后大鼠肺组织中的

动态变化规律ꎬ 可见 ＶＥＧＦ 表达改变与辐射剂量呈

正相关ꎬ 三个辐射剂量组中的表达具有量效关系和

时效性关系ꎻ ＡＱＰ５ 蛋白及基因表达显著下降ꎬ 与

肺水肿的形成相一致ꎬ 提示肺损伤后 ＡＱＰ５ 表达下

调与肺泡上皮液体转运功能降低有关ꎬ 可能是导致

肺泡水肿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ꎮ
辐射后ꎬ 肺水肿发生可能与 ＶＥＧＦ、 ＡＱＰ５ 共

同的作用、 相互促进有关[１６]ꎮ ＶＥＧＦ 水平会升高并

引起高渗透肺水肿ꎮ ＡＱＰ５ 位于器官细胞膜表面ꎬ

可参与水转运及腺体分泌ꎬ 属于肺泡上皮细胞分化

的重要标志ꎬ 当肺泡 Ι 型上皮细胞受损时ꎬ ＡＱＰ５

水平会明显升高ꎬ 本研究为为辐射防护提供一定的

资料ꎬ 仍需继续深入研究ꎬ 深层次探究辐射性肺水

肿的发生、 发展机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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