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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迪粉针剂诱导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K562细胞凋亡的细胞学研究 

李 妍 ，李 锋 ，王四旺 ，许 晖 

· 基础 医学 · 

[摘要]目的：探讨安迪注射剂(Andi injection，Adi)对慢性粒细胞白 病 K562细胞株凋亡的影响。方法：流式细胞仪技术检测 

细胞凋亡变化；使用荧光显微镜和透射电镜观察细胞形态学改变；评价 Adi对 K562细胞株凋亡的影响。结果：流式细胞仪检 

测绡果显 10、20 ml Adi处理绀 K562细胞的凋 率分别为50％和39％，明显高于对照组的10％(P<0．05)；荧光 微镜 

和电镜下叮见 K562细胞呈典型凋亡样改变。结论：Adi能明显抑制 K562细胞增殖 ，促进细胞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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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hieetive：To study tl1e apoptosis of K562 calls induced by Andi injection(Adi)．Methods：How cytometer was used to 

detect t}1e apoptosis of K562 cells after the action 0{Adi．and the morphdogieal changes w'ere obselwed by fluorescence microscopy and 

Heelron microseopy．The eft~cts of Adi on the prolii}eration and apoptosis of 14562 cells were evaluated．Results：The apoplosis rates were 

50％ attd 39％ in the cells that had been lreated with lO and 20 lnl Adi，respectively，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10％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Abnom~al morphdogieal changes of／(562 cells were observed in Acfi group by~]uoresoenee,nh：roseopy 

and e]eclron micrnseopy．Conclusions：Adli can oJwiouslY inhibit the proliferation of anti-．1eukemic cells an({induce the apoptcosis of 

K562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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蟾酥为常用巾药之一，性味H辛、温、有毒。一 

些基础和临床实验结果表明，蟾酥具有解毒、消肿、 

醒神、开窍、强心和止痛等作用。蟾酥化学成分含有 

蟾毒灵(bufalin，BL)，BL为中药蟾酥rf1的活性成分。 

文献报道 。。 ，BlJ对白血病细胞具有诱导分化的作 
圭 { 壬％  { {平{代 、 壬幸 代  ： {半{代 、 ： ： {代  K  专 {譬 K  代  { 亡 比  {≮ 

常。加之肿瘤细胞具有异质性 J，虽已证实DNA甲 

基化是调控基冈转录的 要机制之一，但对 HLA I 

类基冈异常表达的渊控途径可能是多样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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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王四旺等 根据多年实验研究及临床实践经 

验 ，研制 安迪注射剂(Andiinjection，Adi)，Adi系 

F}j中药蟾酥等成分组成，并经生物冷冻十燥等特殊 

T艺制成的粉针剂。本研究旨在探讨 Adi诱导慢性 

粒细胞向血病 K562细胞凋亡的细胞学变化特点。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Adi(批号：20060901)由第四军医大学 

药物研究所提供，实验前用生理盐水溶解 ，0．22 Ixm 

滤膜过滤除菌后使其终浓度为 1 mg／ml，4 保存， 

测 pH值为 7．2。二甲基亚砜(Sigma公司)；RPMI一 

1640(GIBCO公司)；小牛血清(杭州四季青生物工 

程公司)；K562细胞株(第四军医大学实验动物 中 

心惠赠 )。 

1．2 方 法 

1．2．1 细胞培养 将 K562细胞悬浮培养在 

RPMI 1640培养液 『1](含 1％加热灭活小牛血清， 

1 mmol／L谷氨酰胺，1 mmol／L丙酮酸钠，青霉素、链 

霉素各 10 ×10 u／L)，培养条件为 37℃、5％CO， 

饱和湿度。1～2天传代 1次，实验前 24 h半量换 

液，用锥虫蓝拒染法鉴定细胞活性杠 98％以上。 

1．2．2 检测细胞凋亡率 根据前期研究 。T作结 

果，采用 l0 g／ml、20 g／ml Adi处理 K562细胞并 

培养36 h，收集细胞(每组至少5×10 ／m1)，根据文 

献 报道采用 Annexin V—FITC及 PI染色后上机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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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以未染色细胞将机器调零，以 Annexin V—FITC 

单染管和 PI单染管作基准参照，选取散点同作直观 

显示。 

1．2．3 荧光染色形态学观察 取 96孔板培养至 

36 h的对照组和实验组(Adi终浓度 l0 g／m1)细 

胞每孔加 5 1荧光染色液(AO+EB，1 rag／m1)染色 

1 min，盖上盖玻片。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根据细 

胞的显色及其核结构变化辨认凋f_细胞。 

1．2．4 透射电镜形态学观察 实验组和对照组 

K562细胞培养36 h后，1 000 r／rain离心 10 rain，收 

集细胞。用无血清培养液洗涤后再次离心，沉淀用 

2．5％戊二醛同定2 h，1％锇酸同定 1．5 h，乙醇梯度 

脱水，Epon812树脂包埋，超薄切片机切片，醋酸铀 

和柠檬酸铅双重染色，．JEM一2000EX透射电镜下观 

察细胞形态结构变化。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单 素方差分析。 

2 结果 

2．1 细胞凋亡率 K562细胞给药 36 h流式细胞 

仪分析结果表明，细胞呈现出明显亚二倍体凋亡峰， 

且细胞凋亡及凋亡后死亡数量随着给药剂量的增加 

而增加(见图 1)。K562细胞存不同浓度的 Adi(0、 

10、20 g／m1)作用下，凋 细胞所 占比例分别为 

10％、50％和 39％，坏死细胞所占比例分别为 3％、 

44％ 和 56％ ． 

， ， 

◇ll。 

0％ 

’—r 1]1T T —1—T r — r1—r一  

3％ 誓 

∥。I 

⋯  V 
⋯ lr v ⋯ ￡n v 

a：。 ]对 组 b：10txg／mlAndi组 c：20 g 1l A1Mi组 

1 流』 细胞术对 K562 胞的搁1、 分析 

2．2 荧光染色细胞形态学观察 荧光显微镜 F，埘 

照组细胞形态饱满，细胞质呈绿色，染色均匀，核染 

色为亮绿色，核形态规则，为圆形或椭网形，细胞核 

结构正常( 罔 2a)；实验组细胞分为：早期捌亡细 

胞，细胞形态接近TE常，胞质为绿色略带红色，核形 

态基本正常( 2b)；晚期凋f_细胞 ，细胞皱缩或 

同形，还 f̈现少量的死 裂解细胞(见冈2c)；坏 

死细胞则胀大，细胞膜损坏或裂解成碎片，有时可见 

网状的染色质结构( 2d)。 

2．3 电镜下细胞形态学观察 电镜下 对照组 

K562细胞网彤或卯 形，表面可 少量微绒毛，细 

胞器丰寓，有少量脂滴，细胞核不规则，核膜皱折样 

凹陷，核内染色质丰富，以常染色质为主，核f■大而 

明显，核质比较大(见罔 3a)。Adi处理后的 K562 

细胞表面微绒毛消欠，细胞膜光滑，细胞质浓缩成块 

状，核染色质边集沿核膜边缘排列( 3b)。 

3 讨论 

细胞凋亡足一个基l大J渊节的主动过程，是调节 

休内细胞数量的生理机制。肿瘤的发生 、发展 与细 

胞凋 有关。随着对白 病细胞凋r_基l大I蒯控的研 

究，已经证明多种化疔药物是通过诱导 血痫细胞 

捌亡。 

BL是从传统一f】药蟾酥中提取的蟾毒配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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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对照组细胞；B：早期凋 细胞；C：晚期凋f 细胞；D：坏死细胞 

图 2 K562细胞的A0 EB联合染色 

撩 霪 
A：对照纽细胞；B：经kdi处理后的凋J、：细胞 

图3 透射电镜下 K562细胞的结1'j=：f变化 

研究表明 BL对人红细胞膜 Na ·K 一ATP酶有强 

烈抑制作刚和显著的抑制肿瘤生长作用，能够促进 

荷瘤动物细胞免疫功能，与化疗药物环磷酰胺／丝裂 

霉素 C等起协同作用，能升高白细胞，有放射防护 

功能。BL是一种有效的分化诱导剂，用其处理三株 

来源于人的白血病细胞系，包括早幼粒 白 病 HL一 

60细胞，成单核细胞白m病 U937细胞核成髓细胞 

白m病 MI 1细胞，观察到诱导分化的效果， 株细 

胞均朝单核／巨噬细胞样细胞的方向分化。研究 

示 BL一60细胞以后，电镜下可见诱导分化的细胞 

将凋亡小体作为异己分子吞噬。 

本文实验组与埘照组相 比，Adi各剂量处理组 

明显抑制 K562细胞生长并促使其凋亡，而且存在 
一

定的剂量 一效应关系 ，提示 Adi巾有效成分 BL可 

以抑制 K562细胞增殖和促使其凋 。进一步研究 

发现，Adi能够体外诱导白血病细胞凋 ，具有典型 

的细胞凋亡形态学变化。同时在实验中我们还发 

现，在高剂量的 Adi(20 m1)作用下也可引起 

K562细胞凋亡性死亡，但至于 Adi以何种机制抑制 

肿瘤细胞增殖，尚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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