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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四膜虫作为生物材料在彗星实验水质检测中的应用，探讨了将单细胞原生生物应用于彗星实验在环境水质检测、遗传 

毒性检测等方面的应用优势和发展前景。研究结果表明：过氧化氢浓度与细胞损伤之间呈现良好的剂量一效应关系，东湖水和长江水末 

造成四膜虫DNA的损伤，印染厂污水对细胞有严重的损伤作用，可能会影响正常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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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膜虫是一种真核单细胞原生动物，由于其生长 

迅速，生活周期短，取材容易，培养方法简单，目前 

已作为标准检测生物被广泛应用于毒性检测、细胞 

凋亡和水质检测中。彗星实验(comet assay)，又称 

单细胞凝胶电泳 (single cell gel electrophoresis， 

SCGE)是由Ostling等u 在 1984年提出，后经 Singh 

等 进一步完善的一种快速、敏感、经济的检测单个 

细胞DNA损伤的技术。目前，该技术已被广泛应用 

于放射生物学、遗传毒理学、DNA损伤与修复的检 

测、细胞凋亡机制的研究等诸多领域㈣，并得到不断 

的发展。其基本原理是细胞经裂解液破坏细胞膜， 

溶解蛋白质、RNA等成分，暴露 DNA；然后在碱性 

条件下，DNA解螺旋，DNA的断链被释放，在电场 

的作用下，断链移向正极，从而形成彗星状影像。故 

在理论上彗星实验可用于真核细胞 DNA损伤情况 

的分析『41。 

本研究对传统的彗星实验方法加以改进，将其运 

用于四膜虫中，以标准断裂剂过氧化氢作为阳性对照 

组，用不同来源的水质处理四膜虫，进行了以下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1 仪器与主要试剂 

80—2型离心沉淀机(上海手术器械厂)；DYY一11I 

7B型转移电泳仪 (北京六一仪器厂)；DYY—III 32型 

电泳槽 (北京六一仪器厂)。BHF一342型荧光显微镜 

(OLYMPUS)。低熔点琼脂糖(LMA，Promega公司产 

品)，十二烷基肌氨酸钠(Amresco公司产品)，二甲基 

亚砜 (DMSO，Amresco公 司产品)，Triton X一]00 

(Amresco公司产品)，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 

1．2 实验材料 

嗜热四膜虫(Tetrahymena thermophila)由华中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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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提供。 

长江水采集于武汉市中华路码头；东湖水采样于 

武汉东湖风景区；污水采集于武汉某印染厂排放污 

水。分别采样于2004年6月 12～14日，静置 1d将泥 

沙沉降后用于彗星实验。 

1．3 实验方案 

1．3．1 四膜虫的培养 

将四膜虫接种于培养液(15g蛋白胨，5g酵母粉， 

1g葡萄糖溶于1000 mL双蒸水)中，在30℃条件下培 

养72h。实验前，让四膜虫培养液在3500r／min的条件 

下离心20min，使之沉降。弃去上清液，将沉淀重悬浮 

为原培养液体积的1／10。 

1．3。2 H O 对四膜虫的损伤作用 

取1．3．1节制备的四膜虫细胞悬液分装于4支 

1。5mL的离心管中，其中3支依次加入终浓度为 

100，200，500mol／L的H202溶液，在常温下染毒30rain。 

同时设一阴性对照组。 

染毒结束后进行彗星实验。在完全磨毛的载玻片 

(75mmx25mm)上铺第一层 1801,LL质量分数为 1％的 

正常熔点的琼脂糖(NMA)，厚约 1。5mm；待其凝固 

后，铺第二层 100txL质量分数为0。8％的低熔点琼脂 

糖(LMA)和细胞悬液的混合液(两者体积比为5：3)； 

第二层凝胶固化后，铺第三层质量分数为0．5％的低熔 

点琼脂糖1001．LL。第二三层胶各厚约0．8mm。凝胶固 

化条件均为4~c，时间为 10min。将制备的凝胶放入冷 

的裂解液 (2．5mol／L NaC1，100mmol／L Na2EDTA， 

lOmmol／L Tris，l％十二烷基肌氨酸钠，l％TritonX一 

100，10％DMSO，pH10)~，4~C下裂解 1．5h。然后放入 

蒸馏水中漂洗3min，以洗去凝胶表面的盐分，再放入 

电泳槽中。将新鲜配置的电泳缓冲液(1mmol／L 

NazEDTA，300mmol／L NaOH，pill3)倒入电泳槽，约 

覆盖过载玻片0．25cm，盖上盖子，静置20min使双链 

DNA解螺旋。调节电泳液液面高度，于 15V，180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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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电泳20min。电泳完毕，取出载玻片浸入0．4mol／L 

Tris缓冲液(pH7．5)，中和30min。用吖啶橙(20mg／L) 

染色5min，双蒸水洗掉表面的染料，24h内在荧光显 

微镜下观察。每片计数5O个细胞，记录彗星全长、尾 

长等参数。 

1．3．3 不同水质对四膜虫的损伤作用 

将长江水、东湖水按2倍、3倍、5倍稀释倍数加入 

四膜虫细胞悬液中；将污水稀释300、500、1000倍 

后加入细胞悬液中；三个组各染毒30min。每组均 

以等体积的双蒸水设置一阴性对照。彗星实验操 

作回1．3． 2节。 ． 
1．4 实验数据的统计分析 

将实验测得的彗尾长度输入Origin5．0统计分析 

软件，进行t检验并作图。 

2 实验结果 

2．1 H202对四膜虫DNA的损伤 

经三个不同浓度H20。染毒，四膜虫彗尾长度显 

著高于阴性对照组，见图l。荧光显微镜下可见四膜虫 

彗尾长度随 Hl2o。剂量的增加而增长，彗尾长度与 

H20。浓度之间存在明显的剂量效应关系，四膜虫表现 

出对H 0 损伤的高度敏感性。 

0 100 200 00 

Hi0 浓度， m。l·L 

图1 H O 染毒的彗星实验结果 

2．2 长江水对四膜虫DNA的损伤 

将长江水稀释 2、3、s倍后，与对照相比，实验 

各组的彗星尾长无统计学差异(P>0．05)，结果如图 

2。表明长江水对四膜虫并未造成可检测到的DNA 

损伤。 

对照组 稀释5倍 稀释3倍 稀释2倍 

实验分组 

图2长江水的彗星实验结果 

2．3 东湖水对四膜虫DNA的损伤 

与2．2节结果相似，东湖水也未造成可检测到的 

DNA损伤。结果如图3所示，染毒组的尾长值和对照 

组之问无显著性差异(户>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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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东湖水的彗星实验结果 

2．4 印染厂污水对四膜虫DNA的损伤 

四膜虫经不同稀释倍数的印染厂污水作用后其 

DNA的受损情况如图4所示。荧光显微镜下彗星尾 

长随稀释倍数的降低而延长。将污水稀释1000倍后， 

尾长与对照组相比无差异(P>0．05)，未观察到四膜虫 

细胞显著的DNA损伤。当稀释倍数为500、300时，四 

膜虫彗星细胞的彗尾明显延长，且与对照组相比有极 

显著差异，表明核DNA受到了严重的损伤。 

Ⅱ 
对照组 稀释1000倍稀释500倍 稀释300倍 

蛮验分组 

图4 印染厂污水的彗星实验结果 

3 讨论 

3．1 四膜虫在水质检测中的应用 

四膜虫为单细胞真核生物的一种，在全世界广泛 

分布，并且处于食物和能量金字塔的底层，营水生生 

活，因而对水环境中的有毒物质反应敏感，可作为水 

体系统遭受破坏的理想的早期警报指示器。它不仅具 

有绝大多数在真核细胞中可见的典型的亚细胞结构， 

而且同时具备完整生命体所有的诸如纤毛、口器、粘 

液泡等细胞器，这一点又使得以四膜虫为模型的生物 

实验可以在短时间内同时在细胞层次和生命独立个 

体层次展开研究 。Lah B等首次用流体废水样品对 

四膜虫进行染毒，得到了较理想的剂量效应关系，使 

四膜虫彗星实验运用于废水基因毒性的生物检测成 

为可能 。 

3．2 水质检测方法及水污染状况 

传统的水质检测是通过物理化学的方法来评估 

水质状况。本实验中成功地将四膜虫作为简单的模型 

细胞，与检测DNA损伤与修复极敏感的彗星实验结 

合起来，从细胞水平揭示水质污染情况。研究发现，东 

湖水和长江水对细胞DNA损伤作用不大，印染厂污 

水对四膜虫DNA有严重损伤作用，提示该污水不经 

处理即排入河道或湖泊可导致水体污染，有害于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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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的生存和繁殖，会对已有的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3．3 电泳奈件改良 

本研究在摸索电泳条件时发现，在 25V，300mA 

的电泳条件下，5min、10min、15min和20min后取出 

的未染毒细胞的胶片上均可见非常明显的彗星状图 

像，且彗尾长度无显著差异。随后实验中降低电压和 

电流，在15V，180mA条件下进行电泳取得了成功。另 

外，在Lah B研究组的四膜虫彗星实验中[61，采用了 

25V，300mA的电泳条件，但时间缩短为3min，也取 

得了成功。由此可见，电泳时间与电泳电压之间存在 

着一定的关系，降低电泳电压与缩短电泳时间起到了 

异曲同工的效果。 

3，4 单细胞真核生物的应用优势 

许多单细胞生物都是最简单的真核生物，它们可 

以作为高等真核生物的模型细胞用于DNA损伤和修 

复的研究。这对于反映环境中致突变因子对DNA损 

伤与修复机制的影响有重要意义。单细胞真核生物具 

有以下优势： 

(1)单细胞生物来源广泛，生长迅速，易于处理 

和培养，许多单细胞生物可不经处理直接进行彗星 

实验； 

(2)单细胞生物对致DNA损伤因素较为敏感，较 

其它细月 i更适用于细胞毒性、基因毒性等方面的 

研究； 

(3)彗星实验用于单细胞生物DNA损伤与修复的 

研究较其它传统方法更灵敏、快速、经济，直接； 

(4)真核单细胞生物的基本生长过程在分子机 

理上与高等生物是相似的，如转录、翻译、复制、修 

复等，而且很多单细胞生物细胞可作为高等生物 

的模型细胞，如具叶绿素的眼虫可作为植物的模 

型细胞，不具叶绿素的眼虫则可作为动物的模型 

细胞闭。 

目前，多种单细胞真核微生物，如莱因哈德衣藻 

(Chlamydomonas reinhardtii)，大肠杆菌(E．coli)，酵母 

菌(yeast)I ol等，已被成功地应用于彗星实验检测中。 

3．5 前景展望 

以前的彗星实验多用于动物或植物单个细胞 

DNA损伤和修复的研究。虽然它们也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致 DNA损伤因子对单细胞生物的影 

响，但是这种反映是间接的、不完整的。只有将彗星 

实验直接用于单细胞生物 DNA损伤和修复的研 

究，才能全面直接的反映这种影响。四膜虫彗星实 

验的成功，为这一设想提供了现实依据。有研究表 

明，单细胞生物彗星实验可能比植物和动物的彗星 

实验更为敏感u 1。 

四膜虫属于单细胞生物的一种，由于单细胞生物 

对致 DNA损伤因子较为敏感，所以单细胞生物的彗 

星实验也可用于基因毒性、生态学、遗传毒理学、 

DNA损伤与修复的检测。该方法可作为一种更为灵 

敏的生物监测法方法，运用于药物评估、环境监测， 

水污染物毒理学评价等。这一方法在环境监测中的 

运用，将对环境保护、农业、食品工业等诸方面产生 
一 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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