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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自 60 年代就较系统地开展了铀的毒理学研究，其中包括了铀致
肾损伤的生化学指标的改变.在总结我国资料的基础上，依据近年来生化
学方法的新进展，分别介绍了铀致肾脏损伤的作用机理及其生化学基础、
铀在肾脏内的转归以及近年来肾功能检测指标(如叫或~微球蛋白、乙耽

胶基葡糖苦酶及丙氨酸氨基肤酶等〉的进展等.最后对铀使肾脏产生的获
得性耐受性的生化学基础进行了评述.应当指出，从临床观点来说，这种

耐受性并不能视为实际的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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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αuna studies on the toxia地y of uranium w町e 町stematicaUy conducted from
the 1960'事. Among them the studies of the change of biochemical indicaton of V-induced
renal damage were invol四d. 臼1 the basis of 姐mmarizing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ofαz
country and the study pre事回s of biochemical methods in recent yean , the mechanism of
u-旬，也能ed

renal damage and its b眈hemical be缸， the behavior of uranium in k凶neyand

the rec四t progr饵 to detect renal damage with se四ral biochemical in曲回 (such as Gl -or
~-micr吨如ootin ， N-acetyl-~ D-gl四osaminidase

and alanine aminopeptidase etc. ) are in-

troduced r四pectively. Finally , the evaluation ∞ the biochemical basis for 配quired tolerance to V in kidney is performed.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from the clinical viewpoint the
tolerance cannot be ∞，nsidered as a practical m四sure of pr回配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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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圃"于 1949 年瞌且错了有关偏重幌悴噩面的生佳字变化的研究责桐，主要矗咿于'匾曲棍.
变化，包括肾小置'跑过功健、肾小曹重囔收功.Ai分离功筐..国内于 60 年代开撞遭行了铀的毒
理学研究，真中也包括了肾功能的生化学指标的政变，基本上证实了国外学者的研究结息.同时

也对各项肾功健指标〈包括犀童自 .Il过氧化氢.、犀氨基醺氧与鼠哥比值、肆意氧、摩磕笆'
..且as.氢罔功..>的带鼻性和·盛世避行了比艘，结合人体宴圃费....对真庭院..蟹
的.踊价值作出了神价.

近年来，目蕃生也李方法的避晨.J).细菌水平相罩'且水平对袖在'匾内的转回避行了研究，
肾功幢幢副植保也有了拉大量厦.

本文结合国内外资裂，分到介绍了偏重霄 .af享用的生化字基础，包括蛐在'匾内的精归Ai

真.债作用的机理.青蓝的生化指标且真诊断价值.1iJAi近年来肾功能生化幢圄指标的噩噩'队最
后对偏重肾脏的班'性耐受性的 2化学基础进行了评连.

1 铀致肾脏损伤的作用机理
国内外大量铀的毒理学研究责科已经证实. .x~ 1l体损伤作用的主要嚣盲是青踵EB--1. 为此，

要研究蛐量肾损伤作用的舰理，必霸耍了"肾脏的功能单位，怕在青匾内的转归.Ai楠对青单位
的摄债作用机理.

1.1 霄撞的功能单位
青匾的功能单位是肾单位(川崎
hron)町，雨田肾擅自 2 百多万个青单位组成.霄单位包括霄小

体和青小臂，两者构成了宪噩的功能结简单位.偏重霄扭曲关键部位是'小管，宦全提分为三段.

即近JIJ小啻{包括近曲小霄，向"应曲细胞
flili具有刷毛.).细瞿及远JIJ小蕾〈包括远由小
啻>.曹小警备段细胞形辜的整异，启示真功能宿所不同.国内学者在铀的病理学研究中
E叭'应
用 PAS、 ALP 及 SOH 等待靡方法，将大鼠肾脏近曲曹又分成三段，1IP .1 厦是建黯中含有密集

浓矗辑植体的横切小啻为近曲啻近段s 第 2 段是连路内缉植体挂少的小曹为近曲'中段，第
3段
是内皮层植飘切的近曲啻辑植体稀疏，为近曲曹远瞩.从商为楠致肾脏损伤作用的研究提供了定

位组织擎的基础.
肾单位功能主要是起到人体内环堤的调节作用，它包含三个方面:
(1)血襄植肾小球露过，可
少量混过!u囊自噩白，但不能撞过血来球蛋白
f (2) 肾小管对盐、水、单晴和氨基醺等物质的量
择性重吸收，这些物质是雄持内环境或进行代甜过程所必要的
f (3) 肾小啻将血穰中的某些物质
分画室小啻腔，以便排入履液s 小啻分摇过程是需要小啻细胞内的氧化代甜来供给能量而实现的，

故属于主动的特输过程.

1.1 植在肾脏内的辑归
为了有助于探讨有关锢在肾单位转归的资料，Le
gett (1 889)【1J. 用简单的定性模式来表示与
肾单位布关的铀转归遁佳示意图.按此定性模式所追(固
1 所示>，血囊中的铀可经过曹小球露过

后避入小'腔内 <A) ，跑过的楠，一部分通过原摒出(胁，另"部分可耐着在小啻衬里上皮细胞
的剧毛撞上 <C) ，奠中部分铀又可与小啻脏内班边的配位体结合而脱离刷毛罐<0>，而部分蛐也

可随衬里上皮细胞上的徽峨毛腕蓓而离开刷毛罐<D) ，聋'自随整个上皮细胞坏死属蕾而进入原中
(E); 与剧毛罐袭面结合的锚，可通过合铀物盾的细胞胞内t.t作用
(end饵yloeω 而进入细胞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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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内的蛐可撞黯.体富瞿 <Gh 在黯·体内彰，配的啻幢幢小籍晶卫可避入.章内 <H>. 并

踵后懂'血到小曹匾内 <Pl. 部分也可与缉植体结合 <n. 革与植结合 {υ. 鞠 I!在与真宦置..

a 分《细内厦罔》结合{包括在 L 内>.另外，也应考摩蛐可由这些重'匾Jl分辑'到凰辈的可幢
幢，毒在篡种情况下可能通过自唱作用 <aut呐&BY>商量入槽鹰体恨. M>. 尤莫在高剖量时..

可大量酣'在小蕾匾内的再属」二〈细管理、幢小结晶>.也可在同就内庄细菌内膏寡些富'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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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单位内的"归"径示'回

上连锢在肾踵内转归的定性描远，涉及到肾脏某些关键葡佳的生化学基础，理简连卸下

1. 2. 1 锢在霄小蹲内的转归
在体霞中的蛐以铺酷离于 uo产的形式存在【川在血囊中，约 40" 的楠与精候'蟠舍，面 60~"
的蛐与证分子量的阴离子{主要是醺醺盐】蝠舍，形啤醺醺蛐醺蟠离子，即 α101

<COa >J)4- .蛐

·辑'民'结合"是不能植肾小球撞过，而It分子量蜡舍tJ C 易被肾小球 II过{圄 1 中 A>. 当血擅中
的 αJO. (00.>.)0- 黯少时，回平衡质量作用定律，便结合在精镜章上的楠重新撞'幢丽与重醺醺
盐结合，再以
1.2.2

αJOr <00.>.)4- 的形式 r髓到原檀中.

锢在霄 IJ、，内的辑归

血 tl 中的 CUO， <CO.>.)o- 通过肾小蹭蹲过后，与近曲智上皮细胞结合的可能田'是[.]

J

(l)

作为体檀成分的重瞩醺根在肾小啻内被重吸收，囊便与重晴"盐结合的
Uor + 筐'政川2> 随着近
r

曲啻内原擅 pH 下降 (pH 值为 6·5 或以下) .使费留的 CUO，

(CO. }， )O-

易分离而带撞出 UO. I+ ，从

而与腔内鹰的成分作用川 3) 肾小臂的重哑收作用，引起 uor 的浓..精加了 UO"''' 与肾小臂上
皮细胞结合的可能性.由此可以设想.

Uo，z·与近曲臂上皮细胞的结合理 E决于原霞中的 pH 值和重

醺幢幢和翼官结合物的浓度.

蛐与近曲臂上皮细胞结合的机踵，是属于一融肾毒物的一个共性，即刷毛蜂的调离子易与毒

物阳离子电荷相互作用.动物实验巳证实，初期蛐可大量沉舰在近曲管远段

1/3 处【酬，模鄙也相

当于近曲'第 2.. 但是，与 UO. 抖结合的这个特殊鹏成分还不太精楚#有研究者认为，可能与'

疆量矗固的豪鞠菁英，并认为 uo，z-可与撞撞'上的Cal. 捆章ftl..:.

1. 2- 3 .在'小誓"也内的辑归
幢量化学分析方法曲'究已经证明tni ，恤哥富'埋在蜻鼻的大凰租兔曲肾小霄'画内..凰噩

入蛐的董事可曼 PH 、温度及竟争性阳南于曲.响，画肾小瞥'自割毛"厚的'锺毛是疆多"质量
入'凰曲'警远点，矗过跑向 tkf'F用使蛐遭入细国内.面造入细菌肉曲恤，可攘'在蟠.体中. Galle

(1 974) 通过电髓麓'飞大凰注入西..慧，。吨Ike后

12 h. 鲁多擅.体内吉寄电子'重大曲

'匾《啻蛐罩 a >o 24 h 后.槽'体内瞿多吉蛐的瞰小结晶量骨披露，当擅自体曼植面摘失时.这
些蜡晶哥在跑肇中旦到，键后，通过血外怯悻用(eXOqtOIiS)画植费'到小'踵内.

I· 3 撞撞'单位的作用钮'
组'电幢酣自量章技术'究蛐在大凰肾匾内定值分布的罐果褒嚼
(U】，蛐主要配现在青匾内的适
囱臂上庭'跑壁上《包括量晴和矗蠕).踵，这些上庭擅自的坏死匾..
. 佳矗辑多地赞布在近.

膏'陋的~亮'上，以及亨利氏'徊'合臂'应中的细菌碎片相童白'咽上.在青小慧与鲍曼民
囊中'少见到有.ft矗.

目荫，有关销量'小'上应细凰植面的机理还不是穰栅噩.根据理膏体外'孝'究，胃组飘
的代'研究以及体外'凰模型研究等资桐，对真植面的可能机理筒矗匍下.

1. 3- 1 拥嗣细胞内画洁性

Si....

09SJ>【It)及阳.nee Cl 949)ln1"学者'对蛐靡喃自捂住的作用问圃开凰了大量体外研

究工悻.共研究了46 个'矗缝，量现在一定条件下，宿6 钟.<如现躏醺凰氢酶..醺饨
at 两

圃'歧化'等〉对铀的作用最为敏薯.1 钟.<_1.醺凰氢..黯矗黠..蝠'鱼'氧化酶.，>对
铀的作用植为敏感，面真会33 种'对"作用的敏'性慑囊全不
.S. 业已证宴..相许多重金属
'噩白分于擂台不是矗过和疆基结合而....擂性，而且怕与自噩白的结合是可量的，这与IItAi
真宫一些重金属的作用将J者苟所不同.另外，怕也可通过与蝠'结合起摘帽作用.蛐对
a.it.晕

篝曲"副作用，可能就是矗过这种形式的.
Dounce 及真同事量现EM] ，偏对酶的作用在pH 曲 1.0"
到 S·S 时更为明显，这提示近曲曹远帽'位
pH 辑链，从面增加了蛐对该部佳胃小'细菌的扭曲作

用 .1910 年 Rothstein'U]根据铺对不同细胞费型的'转运的研究，发现在'每细凰与动"细菌中'
转运机理是不同的，因此，他主张辈子
uOz'·穿遭细菌'是疆僵的，故铀对动"细胞和'每细画的
损害作用应是在细胞属上.由此可见，支持铺挪嗣细菌内'插性的理点，证据还不充分，尚待遇

-步撮讨-

1.3.1 与细胞寝面亲植基团结合粤慧细胞It甜跚跚
这种观点是 1948 年Barron 等rar]最早提出的.他们认为铺与细胞表面童白结合，降低细胞鹏对
己酷的通通性.嗣后. Rothltein(l']用'每细胞系统地研究了铺对细胞的损伤作用，认为细胞襄面

存在化学性质近似高禀偏晴酶的亲蛐矗团，这种基团为一寇.~挠的组成部分，拽..与己'的
特远在代谢，当编和这种基团结合后.-墨镜失去活性，使细胞对己'利用受到抑制.
1976 年

schwartz .ell]发理铺可与肾上皮细胞刷毛罐踵结合{可能是腻的配位体)
.改变了细胞对N旷的'

, U/k,

造性，从而干扰了葡萄帽、氨基醺及跚醺盐的精运过程.另-间接证据是，给大鼠注
10 m

盾 1 h Haley (1982) 川，见刷毛撞上徽锦毛的丧失，立蝴于原中醺性确融酶活性增高〈已知这费
'是圃，在徽绒毛上的).另外，胞蒙鹏的跚跚对调节膜的特性，细胞内分梅相亘作用&与鹏锚舍

的酶的捂住{如 Na-K- 三"醺"曹酶〉矗重要作用.由于 UO.I+能与跚跚的确融监结合，从而筐'
脑代耐障..这在肾小管细胞损伤发展中是校早发生的，结果导致增加细胞对

ea l+的'遭性，靠

乱了钙的精输进程，使细胞内钙的沉积明显增多.上述结果与国内学者 f叫用组化和电幢班'大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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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毒后..血'量..上庭..坏亮起'于蛐黯t.植体的'窑，导量..肉擅体精.的...因
忌.2.1:庄..肉霄盐寓..蜡诠矗基本一蠢的.

AZ. 尽管怕对'踵.SMf'."还不童金'量.但筐'上连囊tI.矗拿曲'量矗 z 蛐首
先与量..矗蠕{董事 2.) 副主庭'跑翩毡'结合.导重撞少锢..对惕的重囔幢f'用，且画

躏少7….氨基..置自厦、水草真宫'厦的重囔幢停II. 圃'蜻掏的 .S. 导噩噩曲臂'

..r

事..徊'矗佳曲'量变化，此时，蛐哥窜It在..体申.由于槽'体'曲....量大量水..
到.章申.罐胃撞~蝇植体的功筐，导重氧化..tf'用的..相A.1?畸少，田...量搞筐，

量量-....小'对'质事水的精.悻用.
.胃..肉，导重霄在'小'上庭..向富寝.

1:庭..的 .S. 田...曲幢..饵撞"

t警圈在缉筐体内.近年来. -暨学者认为(7 1. .踵

肉钙的水平矗匠'良毒'厨巅...审理度的一个篝事.

青脏损伤的生物化学变化

2

60 年代圈内学者'对蛐中毒厨量肾匾生也功障的变化开厦不少研究工作.囊"盖帽下

2- 1 噩噩U pR值
.兔耳'融-~注入躏 ...0.2 吨 UJqlftl. 发囊团蛐中毒死亡的费"，中毒后 z 天布多
噩噩靠，.，天开插犀量显著躏少，罩中肘"帽应明显蜻筐，直至死亡.锺多犀后的少..无靡

"民的直撞.回可认为是由于霄小管造一步磕坏且'型匾'使胃小璋量向 E增高幢小..霞'‘
少，同时，小..霞矗适损伤的'小管向血霞反向矿霞的道瞿有所蜻旬，在大荆量时，回S佳'
功障囊蜻冒出现少原理盒，.国内的-起西…S幢幢中毒'倒《入血蛐量远 1 拥吨)(DJ ，于

中毒后.5 天出现少嚣， .1 天但幡摩 10 甜，娃于典型的S性'囊少原帽.嚣胃在«嗣量停用下，

摩量与'肘'值班变作为蛐.霄'衡的指标是不·疆的.
2. 2

.蛋白

.兔-鼠'臆注入躏..醺 ω.1 和 0.05 me U/ke)后，可在第3-5 天出理-遮住噩自.C剧，
与摩过氧化氢'捂住增高的时相大体相臂，但铮鳝时间破挺些.着肇事兔每周二
ft..注入踊幢

幢酶 (0.05 ml U/kl沪剧，持续 16 周，周于桂蛐后.5 天出现原噩自定量显著增菌，并撞动量三
个时相崎 (.1-3 天， 5-11 天及 IS 周)，而且原噩自定性与定量改变的时相提'大体相符，提
示筒恒的原噩自定性描际，在幅席应
ait断中有-定实用价值.一般认为引起人原自噩自阳性的

最佳输量为0.1

m, U/kl

(葡霞铺醺)，此时原因P 最韧捧蛐量约为3 milL. 对撞入.雷性蛐《捆

UF.)Cnl者，往往在辑晓期才I..置自定量升高.且无蝇律性，从而摩响真诊断价值.

2. 3

.迫氧化缸'活幢
事兔-寂静脉注入西醺铀酷 (0.01 me U/k， )cDI ，原过氧化氢酶捂住可呈现二在蜡值《第2

4 天、 .6-1 天)，曲'值维持时间-a仅 1 天，但可田庄输量的增大面布所噩蜒(%-4 天).在«

兔幢幢中'情况下《每周二披挂入0.05 ml UI阳，共 16 周) fI.J ，则可出现三民曲'值{第1-3 周、
5-1 周及 13-15 周)，与置自原高峰基本相近，但峰的特点富丽棋窄，持续时间II:曹原噩自挺.宴
撞瘦明，引起事兔原过氧化氢酶活性升高的最佳荆量为
0.001

ml UI峙，困在蛐量的精大，晦值

也相应增菌，出现曲'值的时间也提前.一般认为怕中毒所草原过氧化氢酶活性升高，
.-个崎值

是由于近由臂上皮细胞'的'踵性增高，等嚣馍'曲'曲，而第二个峰值藏直撞来'于坏死属'
的1:.细胞.

a. 4

.....与舰IF (AAN/Cr) 的比值

6
I

I

I

上连事兔每周二段注入西..醺他筒 ...U/Irc.共 16 周》曲宴撞囊嚼EM. 厨有疆'均忠噩
噩基...壶，子注蛐后.z 天罩中 AAN 缸里蠕离. ~Z 周曲'高II. j非撞植If撞到 I'.. 但

噩咿..量变化与对噩组相近. .IIMN/u 值曲司曲事变化·蝇与liMN 大体棚It.由于正事
'且哥篝量事不曼原植董事的摩响 s 面罩 AAN 回不佳. .AAN!，α 值可篝葫罩，董事囊摩量曲'除
响..离了班撞 5曲可事性.

2- 5

事量自 a.a嚣.
拿幢幢中毒可引矗虱厦血盒，一锺认为氟厦血噩噩噩童于'匾露出最岔子.饨'功筐...事

兔一段'臆撞入西..霞。.Z 吨 U /q后.4 天曲'血中毒置自氟《剧附}撞踵'量'高fm1. 动
'于亮..中拿置自缸均踵适量"吨，，(正窜值为 44.9士 1.9 吨，，) .事话费'可于.14 天竟全
恢复.事爵动'在中毒适量咿血靡'氟 (BUN> .血凰哥氧〈配d{)占 BNPN 曲也侧目剧阳酌

"高菌"大，尤真是皿刑，寝明嚣'且凰曾在章虞氧厦血量的国章中占有重要位置.也.示霄匠

.:1:.章功筐"是S性"中毒时事虞氟厦血量的主要E四.

2-‘罩幢幢...洁性
.幢幢中毒时原中幢幢属..酷性 (ALP> 可嚼量JlJlf7.ll. 这是因为这费'事在于近.臂上

庭'凰翩翩毛罐上，圃'蛐悻用时刷毛.l:..罐毛的凰"呈现了幢幢...靡，因此，撞撞'事
也是直撞医院胃小臂上庭'凰曲.5. 注入.嗣量蛐他舍II. 宴噩"摩咿也可出现-遁幢幢幢
.....但在重复在幢中，罩咿来且镶鹰的重复出现，这与再生青.臂上庭'凰筒'窜刷毛.
f缺乏瞰罐毛〉的园'有关.

2- 7 ......田功.嚣幢
国内，膏'对接触'在槽幢幢也舍If

mo..

UF. 沪Dl曲 183 .f5职工测定血捕中的 LDH 同功'

他时f.-LI)f切悟性，量囔幢高荆量组的工人〈平均厚蛐 .0.65 土0. 07 蹲儿》血申 LDH. 啻量明

显侄子对"组 ( P<O.O 日.面"1£四合LDf也为多，撞撞'可..固铀的'量对'向

LDH，擂筐"

"膏美 s 但蛐作业者的血稿中 LOU 含量与年幡、王"美矗却不明显，融霞.指标的宴肆意义.自
稽避-步研究.

2-.揭露的"鼻幢和撞'幢比萄

Dounce .[.5)认为原过氧化氢'捂住测定作为蛐中 .it 颐指标不仅翼·度高、重理性峙，西且
菁-定的"鼻性.但Mol:. 遣回内的研究结果来看，并不能完全支持这种现点.尽管尊披挂蛐引起

草兔醒过氧化氢·活性增高的剂量为量，卦，敏'幢幢高，但与真官指标相比{如原置自).出现高
蝇的最早时间相近，商且多披挂蛐出现阳性在颤的百分颤 (39% )锥子真宫指标{费 1 所承沪剧1.
重理性精量.商厦置自指标精鼻性也碰撞，在单披挂蛐宴撞中，敏'性不细厦谴氧化氧..但在

事兔慢性中事实撞中EH1 ，出现原噩自阳性百分戴在 SO'" 以上，真直观性比罩过氧化氢"好，且
高-.掉缠时间也辄艇.原中 AAN!Cr 比值在事兔幢幢幢中'时可搏罐升高，重'幢幢好，出现阳
性百分藏也篝离 (52. ，%川剧，有-定的特异性，但敏'性精噩.
第上所埠，由于个体量鼻增大丁上连各项指挥正'值的亮..巅，拥上自震佳间质量霄壳初

生'田'筝的影响，单项指挥的.断价值'不大 .M将上追捕樨舍并应用. _Ill同时出现胃'霸
主项指标的阳性政变，便可提高.断的"鼻性糊可靠性，童在人体调查的宴际应用中也得到证宴，

国内学者也提出 u川剧{厚氯蓦醺氟 X 原氯氟)

I (摩色'壳'度×原舰If.)的融度棋比值作为

.踊蛐申霉的罐合理事指标，与.项捕'草原 AAN/r:r 比值捆比，不仅高峰的变化幅度大 .M续时
间也辑艇，从而提高丁.瞒的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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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生化学指标的变化

3

近年来，有关'功露生也撞胃蟹w有了幢大噩噩.包踵'小事'过事 (GF盼，小'重囔囔萄

幢革小'曾·功幢司f. 在 GFR 方面，匍霄小尊平均蝠'压、..噩噩、尊-霄 ..Q Jj、尊'道事
倒也阳》、小霄'小璋的匠'庄大分子曲4晴'遁悻用..由于怕中毒时..小璋的董..应运
橙子'小蕾ft.壶，因此，早翩翩 GPR 霞变量不明显的. f萨为蛐厨量'功筐扭曲曲撞篝量不敏'

的.因此，近年来有关蛐量'功能政变主要矗静罩'小臂的功幢.包插置自费..费..意要革

电'厦囊"方面的政变.理费远卸下-

3- 1 蛋白囊
'小臂'告后.国重幢幢功篱下..摩中氨基. (饵甘氯醺、备..、皿篝·和·篝..>.
罩.舟子量《小于 4ωω〉置自厦雄度明显槽iI(圃31. 也包括~露 lit 徽璋噩白.嚣"蜻舍噩自
(RBP> 巫.啻匾氨基'噩自 (ADBP> ..其中品髓璋童自{品-m> 悻为青扭曲指标开蛐受到撞
撞。.·1. 分于量为 11600. 矗审悻为lILA优厚的 E髓存在于各神细..上..跑曼擅后回lILA的

代髓... IIt-m 撞'离下来，曾离到细菌外霞中，矗窜约 95" 的富商品-..可撞'小踵'过，锺画
".，，，曲曲r- Jl植量"直幢幢.正常人'中Jr..啻量穰霞. 24 b 内近 370 ，...品，在'量摩
中不'窟，这可幢曼真官酶的帽'作用厨草.疆国外'遭 EM1. 现 .324 人回It入啻葡少量"
他 7...UIL> 的水，这些人的'功篱来且明显鼻窜，但罩中民-..挥霍量目篝..量的精细菌菁.
向性锺庄，停止 tl 用啻铀的水后..中良 -m 捧量量量很快下..目筒，巳..lt. -m 含量，萨为小

荆量蛐~用的早期..指标.句瞰踵置自

Cel-m) 的分于量 33000 ，翼"懂不如岛 ID ，但由于在

罩中钮'定，融认为悻为肾功健损伤撞目指标是愧于民 -m. 丽 UP 及 ADaP作为霄..颐指标还

不矗'鼻的.

3- 2 • •
在正常情况下，，，中'插佳水平矗瞿恒的.者圃'小'细..膏，反向
at:t作用囊'小置，.
越篝噩.分于量'时，可'量'中·酷性水平曲咱哥
"1. 田'小霄..富舍'多..由此可撞候
'中霉的敏'指标.这些'包括在近曲....毛蜂的幢幢...
(AL酌，囊....1-番• •

Mit.

CGGT) 晨两…矗眩. (AAP)f 在'辈内的天冬篝醺精蝇.(AST) 庭现·凰氧'

<LDH) ，在槽'体中的乙犀黯矗..啻.(NAG). 幢幢... <ACP) 且，...膏.. (GRS) ,

在蠕趣'事内的各缸'属氧.<GDH) 以及布的健分子量噩自属可'过'小慧，细躏.. (LYS>..
由于靡'也可来自肾外冀宫鄙也.从而巅峰丁靡..酣曲"鼻性.般认"'，在重金属中.申.厦
'随霄'衡的靡'指标矗NAG.AAP、 tDH Ai.醺凰水.c.. 真申报遭幢多的矗NAG[NJ ，为'

s

..的..翼分子量 1拥-1400. 侃)0.血青中翻不到此.适量，量'扭曲的幢噩噩篝.在幢幢幢
中毒的工人犀中I. NAG 酷性蜻高 E 在重矗气..亨的工人.犀中u.水平与犀中 NAG 量佳量明

显捕关.在怕量肾撞酬':.蘸.:11囊'非酶的时间早于摩童白，秀梅撞时间幢佳.布的跟中 NAG 噩
量可量震捆蜻高. .1 幢幢于结幢后'蝇..天后又出踵 .2 帽.另外，窜作量王人与对'组相

比.犀中 NAG 活性苟明显'寓，并圃'慑作盘时间董事，摩申 a. ‘G 酷性相应"高，苟'一定徊
芙佳rn;. AAP 为刷毛擎的..分子量约为 157曲。. Jti食町'娟和青孟霄囊量辑 11.薯的指标.画

LYS 且 LDH.撞棒，尽管对'小霄'售量'量为敏'的指标.但曹蛐乏'警鼻量.
J. J

事噩噩

画肉'对.蛐厂%t。名作量工人犀中 2. h 崎 17 垣费圃. <l 7-O1也.5>曲，售量量量管副定EE1 ，

是镜计分析囊呵，蛐作量工人组犀中平均幡噩噩明显篝于对'组..示蛐~量工人的'上'庭厦
功佳膏赢萄.这是否与宇丘画-垂体-青上'庄厦革瘦的调节失控菁英，尚待进一步"究.另噩
掘遭『气事兔'睐注入西"自酷 5 吨局g 后 Id 澜 3

d.

!l:理青皮质画囊中前列凰窜巳-9-田还原

酶活性分割降低了 36 Y. 和 75'" .从商筐.3 天来霄应厦组织中菌列鹏'巳(PGE.)穰度增高7
5∞Yt.由于庄质辙段体内该巅章含
II.董事未受E响.说明愉中.时.矗霄匾庄厦中注量章的
ft.
..商量.浓度的急剧增高.提示霄功量损伤中
PG巳被哽的改变是不应量畏的.

3...

电'量囊
障摩挥出的电解囊中.

liA Na.

CI 、 K 三仲离手为最多，这种情况且同血囊中各仲离子的橡皮

密切相关的.在输中理?所童~笆'功能衰‘中，这些电"厦擂出事乱.引起幌体..平面失调.有
的李者指出【II - ..受踊瞌蛐酷作用雷.近由曹曼捆.1Il少了对 N. ‘曲直囔艘，幢小雷E霞中 N.· 明

显增多.革改变E 霞中的成分.从葡剌激璋旁细胞，踵窝囊.当霄窜入血后.即作用于血囊中的血
管嚣张眩原酶.使酶活性增高.1l使产生血管窜弦，ι 引起霄小!J动脉血膏收蟠.霄小Ifa擎麓

量藏少.又使尊一霄单位的撞过事'量怪.最终导萃8l过的 N.· 踵少.这疆是蛐酷离子重霄小曹 1"
皮细咀对嗣转蜡障甸的机制.这仲理章可发生在急性青摘帽的早帽，面此时肾小雷上庭的完整性
还未见明显改变.

4

铀致肾脏获得性耐受性的生化学基础
大凰相事兔反复踵E 注入踊醺偏醺 (0.ω1-0.

I milk，徊。.0∞5 mgU/kg) 的宴噩结果皆在

明.霄匾上皮细画的坏死 E 厦对多次在偏并无事幌慧应.而且出现再生与修复.说明霄瞌对铀的

侵莞产生了耐受性.这种理'且在铺毒理学研究的尊唔幢已发现.并认为与再生小臂上应细胞的耐
受性"强有关，这仲再生细幢称为不典型再生细咀IM:. 里扁平坟，结榕与功能分化不足.但能赢

少蚀与细胞噩白的结合.这仲耐受性的主化学事础，可能宵节JtJ 几个方面: (»怕中事后霄小啻
内掏幢幢水平丹高.它可与偏结合，从而减轻怕对上·皮细'也的捆情作用【 JJ

I

(2) 再生细胞的 fl.

丧面上无融纯毛.细胞内缉植体敷量蜡少.这不仅在"中毒时黯少了原中.性...的插性，也
减轻了蛐与这些鼻型缅植的结合作用 fIt: I (3} 这些异型上皮细胞的重幢幢幢力较缸，从而使肾厦
丧失了浓囊的能力.原体夜"大，原蛐捧出栅对增多rn:. 但一些学者认为这仲耐受懂不是真正的

防..."..并不能防止锚的幢幢捆伤.从事兔反厦鹰 E注入麟"蛐醺， 0.05 m, Ulkg>uo: 的蝠'民
~现多在给予锁商剂量的蛐，尽管'小'坏死踵少，再生细胞蜡多，但霄功能生化指标仍持鳝出
理阳性改变，司是明霄赃仍带在~性捆甜的反复 *:1管 s 而反复蜻予小剂量的楠，这种耐曼幢噩噩#
在的.据此，可以估计在蛐作业条件下.*翻接触低水平的偏.~生幢幢蛐中毒的可能性是很少

'
I

"

的.国内 30 多年来铺作业生产中，未发现一倒慢性铺中毒嗣倒就是很好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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