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暋暋文章编号:1007-4627(2010)03-0346-05

188Re内照射肝癌(H22)剂量与组织病理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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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对建立的肝癌 H22荷瘤小鼠实体瘤体局部注射188Re后,采用CRCR灢15型核素测量仪分别

测定1和24h瘤体内放射性计数,计算188Re注入瘤体内24h内照射吸收剂量以及放射性滞留率。
188Re灢S注射至肿瘤内后,1和24h放射性药物滞留要高于单纯188Re注射液,188Re灢S(0.1mCi)和
(0.2mCi)组24h瘤体内照射剂量分别为159.78和361.52Gy。病理学检查结果:(1)模型组,瘤

细胞生长旺盛,肿瘤内新生微血管丰富;(2)治疗组,瘤组织生长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瘤细胞生

长稀疏,微血管减少,坏死区由瘤组织外周向中心渐进。电镜观察显示,188Re灢S(0.1mCi)治疗组

可见肿瘤组织细胞凋亡小体。将188Re灢S置入小肝癌 H22荷瘤小鼠实体瘤局部,在肿瘤局部形成高

活度放射性聚集区,起到靶向治疗肿瘤作用的同时,可减少全身用量,以降低毒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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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暋引言

利用某些放射性药物中标记核素的特殊物理性

质,对多种肿瘤实施内照射治疗,这一独特的肿瘤

治疗方法在临床中已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1]。近年

来发展的各种局部放射性核素介入方法已成为临床

治疗的主要手段之一[2]。188Re是一种新型理想的

治疗用放射性核素[3—5]。本研究利用188Re灢硫胶体

(sulphurcolloid)(188Re灢S)对建立的小鼠移植性肝

癌模型进行内照射,使其肿瘤局部形成高活度放射

性聚集区,达到治疗肿瘤的目的。通过核素188Re抗

肝癌(H22)治疗,对内照射剂量进行评价。

2暋188Re核素的理化性质[6]和材料方
法

暋暋188W灢188Re发生器(规格:2.7暳104 MBq)和
188Re灢S标记药盒均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

究所提供。

暋暋(1)核性质[7]

暋暋188W:T1/2=69.4d,188Re:T1/2=16.98d。

暋暋188Re:Emax
毬1 =2.116MeV(79%),

暋暋Emax
毬2 =1.965MeV(20%);

暋暋E毭1=0.155MeV(15,2%),

暋暋E毭2=0.633MeV(1,27%);

暋暋E毭3=0.478MeV(1,06%)。

暋暋(2)Na188ReO4洗脱液

暋暋化学状态:注射用生理盐水淋洗发生器所得的

Na188ReO4为无色澄明溶液,其放射性核188Re的纯

度大于99.9%,铅含量小于5毺g/ml,pH 值4—7。

暋暋(3)质量控制

暋暋Na188ReO4由注射用生理盐水淋洗发生器得到。
采用CRCR灢15PET多种核素测量仪测量188Re放射

性活度。每次使用前,将注射用生理盐水淋洗发生

器所得的 Na188ReO4用核素活度测量仪测量,以保

证188Re使用活度剂量的准确性。

暋暋(4)放化纯度

暋暋取适量的188Re洗脱液点于新华一号层析纸上,
以0.9% NaCl溶液为展开剂,室温下按上行法展

开10cm,188ReO-
4 的Rf值为0.65—0.85。

暋暋(5)无菌及细菌内毒素检查

暋暋由于发生器使用期限较长,按照中国药典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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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每月定期检查 Na188ReO4淋洗液做无菌和细菌

内毒素。如发现不合格,采用大量(100—200ml)
注射生理盐水淋洗发生器,直至收集的洗脱液无菌

和细菌内毒素检查合格为止。

暋暋(6)188Re灢S标记

暋暋严格按照188Re硫混悬液药盒标准操作。

暋暋(7)动物

暋暋昆明种小鼠,购自甘肃省医学科学研究院实验

动物中心。小鼠体重(20暲2)g,雌雄兼有。动物

合格证号:SCXK(甘)2006灢0010。

暋暋(8)瘤株

暋暋小鼠肝癌 H22,由中国科学院北京药物研究所

购买。本所药理毒理实验中心传代保种。

暋暋(9)肿瘤接种和分组

暋暋无菌条件下抽取小鼠腹水瘤液,用生理盐水稀

释成1暳107cells/ml的瘤细胞悬液,于每只小鼠右

前肢皮下接种0.2ml。接种7—8d时选瘤体生长

良好、瘤体平均直径为1.0—1.5cm 的小鼠50只,
随机分为5组,每组10只,见表1。

表1暋分组及给药

组别 药 物
放射性

活度/mCi

注射药物

体积/ml

平均体

重/g

瘤体平均

重量/g

A 模型对照组 生理盐水 0.2 20 1.24

B 188Re 0.1 0.2 20.5 1.15

C 188Re 0.2 0.2 20.8 1.20

D 188Re灢S 0.1 0.2 20.7 1.21

E 188Re灢S 0.2 0.2 20.9 1.26

暋暋(10)给药

暋暋将B,C,D和E组小鼠瘤内中心分别注射0.2
ml188Re或188Re灢S溶液;模型组注射等容积生理盐

水。各组放射性活度见表1。

暋暋1)注射药后分1—24h后,各组取3只小鼠取

瘤称重,并分别测量每g瘤组织摄取放射性计数。
计算188Re注入瘤体内24h内照射吸收剂量。1和24
h瘤体内放射性计数及放射性滞留率见表2。剩余小

鼠观察14d后分别取小鼠瘤体进行病理学检测。

暋暋2)瘤体内照射吸收剂量计算方法。本实验结果

表明,瘤体内注入核素188Re,瘤体组织内分布基本均

匀。根据公式[7]:

D毬=34.6(暺殼i)C0Teff(rad)。

此公式代表由于放射性核素188Re的核衰变和生物派

出而全部消失所致的组织总毬吸收剂量。D毬为组织

所接受到的毬吸收剂量率,殼i为放射性核素放出的第

i种射线的平均吸收剂量常数,C0为时间t=0时组织

内毬放射性核素的浓度(毺Ci/g),Teff为毬放射性核素

的有效半减期。

表2暋1和24h瘤体内放射性计数及放射性滞留率

时间

/h
分组

放射性活度

/mCi

瘤体放射性计数

/(cpm/s)
24h瘤体内放射性

滞留率(%)

1 空白组 生理盐水 543暲5 —

188Re 0.1 100885暲318 100

188Re 0.2 354972暲376 100

188Re灢S 0.1 285764暲663 100

188Re灢S 0.2 323894暲646 100

24 空白组 生理盐水 536暲5 —

188Re 0.1 13086暲12 12.97

188Re 0.2 29724暲31 11.19

188Re灢S 0.1 91379暲16 31.97

188Re灢S 0.2 121995暲142 37.66

暋暋由于188Re灢毬射线的能量为2.12MeV,毭射线的

能量为155keV,在治疗中以毬射线发挥治疗作用,
因此主要计算毬射线吸收剂量。因此

暺殼i= 1.2223(g·rad/毺Ci·h)。

暋暋(11)其余小鼠于给药后14d,剖取肿瘤用8%甲

醛固定,常规制片,进行病理组织学检查。同时取少

量肿瘤组织用2%戊二醛固定,树脂包埋,超薄切

片,柠檬酸铅染色,电子显微镜观察。

3暋实验结果

3.1暋吸收剂量

暋暋瘤体内188Re照射吸收剂量见表3,根据瘤体内

照射吸收剂量计算方法:每小时188Re内辐射的毬吸

收剂量暳24h瘤体内放射性滞留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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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暋瘤体内照射吸收剂量(焻x暲sn=3)

组别 药 物
平均体重

/g

瘤体平均重量

/g

小时放射性活度

/毺Ci

C0 值

/(毺Ci/g)
24h瘤体局部内照射

吸收剂量/rad(%)
24h瘤体局部内照射

吸收剂量/Gy

A 对照组 20 1.24 - - - -

B 188Re 20.5 1.15 0.1暳103 86.96 52590.78暳12.97 68.21

C 188Re 20.8 1.20 0.2暳103 166.67 100797.02暳11.19 112.79

D 188Re灢S 20.7 1.21 0.1暳103 82.64 49978.19暳31.97 159.78

E 188Re灢S 20.9 1.26 0.2暳103 158.73 95995.14暳37.66 361.52

3.2暋HE染色后光镜观察结果

暋暋(1)模型组

暋暋瘤细胞生长旺盛,细胞体积,核染色深大小不

一,病理核分裂相较多,脂肪和横纹肌组织内有很多

浸润生长的肿瘤细胞,肿瘤内新生微血管丰富(见图

1和图2)。

图1 模型组(HE暳100)治疗后7d

图2 模型组(HE暳100)治疗后14d

暋暋(2)治疗组

暋暋瘤组织生长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瘤细胞生长

稀疏,微血管减少,坏死区由瘤组织外周向中心渐

进。其内见脂肪组织,瘤细胞巢及巢间有坏死,瘤周

围和间质内有许多淋巴细胞浸润(见图3和图4)。

图3 Re灢S(HE暳100)治疗后7d

图4 Re灢S(HE暳100)治疗后14d

图5暋188Re灢S(0.1mCi)

3.3暋电镜观察结果

暋暋188Re灢S(0.1mCi)小剂量组通过电镜扫描结果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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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肿瘤组织细胞凋亡小体,核染色质固缩凝结,形成

高点子密度的斑块,呈新月形积聚在核膜周边(见图

5和图6)。

图6暋188Re灢S(0.1mCi)

4暋讨论与结论

暋暋通过188Re灢S对 H2224h188Re瘤内照射,肿瘤组

织中的放射性滞留率仍可达到30%以上(见表2)。
当瘤内注射188Re灢S放射性活度为0.2mCi时,吸收

剂量为361.52Gy(见表3)。通过对病理组织学的观

察,可见肿瘤组织生长受到抑制,瘤组织坏死区由外

周向中心渐进。188Re发射的毬射线能量适中,组织

内照射射程短,最大组织射程1mm,95%的毬射线

在4mm范围内被吸收,对周围组织损伤小,适用于

内照射治疗。

暋暋188Re灢S放射性活度为0.1mCi时,188Re灢毬射线

内照射对小鼠肝癌 H22的细胞周期阻断能诱导 H22细

胞凋亡。电镜扫描结果显示,188Re灢S导致的 H22细

胞具有典型的细胞凋亡形态学特征。这表明,188Re
发射的毬射线电离辐射能直接引起生物大分子的损

伤,导致细胞凋亡,使癌肿组织遭到破坏,从而达到

治疗肿瘤的目的。

暋暋将188Re灢S置入肿瘤局部,可在肿瘤局部形成高

活度放射性聚集区,起到靶向治疗肿瘤的效果,同时

可减少全身用量,降低毒副作用。188Re同时发射的毭
射线可用于显像。在治疗过程中,可以了解核素药

物在体内的生物学分布情况,有效监控核素药物在

肿瘤局部的滞留,便于临床上估算吸收剂量,进行药

代动力学观察研究,在药效期内实时跟踪评价药物

在病变部位的分布,以保证核素内照射过程中有效

肿瘤辐照。

暋暋188Re是近年来推出的用于肿瘤治疗放射性核素

药物,半衰期为16.9h,能发射最大能量2.12MeV
的毬- 射线,其辐射作用一方面可直接引起生物大分

子的损伤导致细胞凋亡,另一方面还可电离水分子,
产生过氧化氢等氧自由基,间接加速细胞凋亡,利

用188Re及其标记物进行肿瘤内照射治疗的机制正是

基于此[9]。国外学者研究结果表明,188Re灢S的颗粒

度对肿瘤内的放射性滞留起了重要作用,放射性在

肿瘤内2d的保持率为90%,进而正常组织摄取的

放射性很少,当肿瘤边缘,距离肿瘤中心0.5—0.6
cm 的吸收剂量为507.6Gy时,肿瘤抑瘤率可达到

89%[10]。随着188W灢188Re发生器的发展和扩大,新

的188Re标记的放射性药物对一些肿瘤及肿瘤转移灶

实施内照射治疗已取得了明显的疗效,且不会出现

正常组织不可耐受、放射性损伤及毒副作用[11]。因

此放射性核素188Re可为肿瘤临床提供一种新的治疗

方法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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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onRadiationDoseandHistopathological
Evaluationof188ReinnerIrradiationinMouse

TransplantedTumorH22
*

DONGFeng1,1),GUOHong灢yun2,MEIShu1,NIUJi灢guo1

(1NuclearMedicineDepartmentofGansuAcademyofMedicine,Lanzhou730050,China;

2CenterofPharmacologyandToxicologyofGansuAcademyofMedicine,Lanzhou730050,China)

Abstract:Theretentionoftheradioactivenuclide188Reintumorwasmeasuredin1hand24hafterinjectionof
188Reand188Re灢S,respectively.Theresultsindicatethattheradionuclideremainedinthetumorinjected188Re灢S
washigherthanthatinthetumorofinjected188Re.Pathologytestresultsshowthatinthemodelgrouponecan
findobviouslytherapidgrowthoftumorcellsandrichtumorangiogenesis;inthetreatmentgroupsthetumor
growthisconstrainedindifferentdegrees,micro灢vascularwaslessandthenecrosisareawasspreadingfromthe
peripherytothecenterofthetumor.Scanningthesamplesofthetumorstreatedby0.1mCi188Re灢Sinjectionby
usingSEMshowsthereisalotofapoptoticbodiesoftumorcells.Theinjectionof188Re灢Sintothetumorcanbean
effectivetargettreatmentsourcefortherapytodecreasetheradiationdosageinwholebodyandtoreducethetoxici灢
tysideeffects.

Keywords:188Re;hepatocellularcarcinoma;anti灢tumor;internalradiationdose;histopat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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