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 第 l2卷 

第 3期 ．446—452 

生 态 毒 理 学 报 

Asian Journal of Ecotoxicology 

v01．12．2017 

NO．3．446—452 

DOI：10．7524／AJE．1673-5897．20160925001 

池振兴，王东麟，凌嘉佳，等．邻苯二甲酸二甲酯在离体人红细胞内的分布和含量研究[J]．生态毒理学报，2017，12(3)：446．452 

Chi Z X，Wang D L，Ling J J，et a1．Distribution and level of dimethyl phthalate in erythrocytes h7 vitro[J】．Asian Journal of Ecotoxicology,2017，12(3) 

446—452(in Chinese) 

邻苯二甲酸二甲酯在离体人红细胞内的分布和含量研究 

池振兴 ， ’，王东麟 ，凌嘉佳 ，宋雪梅 ，王明静4 

1．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海洋科学与技术学院，威海 264209 

2．暨南大学环境学院 广州市环境暴露与健康重点实验室，广州 510632 

3．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环境模拟与污染控制国家重点联合实验室．北京 100084 

4．威海市中心血站．威海 264200 

收稿 日期 ：2016．09．25 录用 日期 ：2016．11—01 

摘要：邻苯二甲酸酯类污染物(PAEs)在环境中普遍存在，可沿食物链富集，危害人体健康。本文利用荧光光谱法和高效液相 

色谱法(HPLC)探究了邻苯二甲酸二甲酯(DMP)在离体人红细胞内的分布情况。结果表明，红细胞在 310 nm、490 nnl和 609 

nin处各具有一个荧光特征峰 ，其来源分别为 ：红细胞内的蛋 白；还原型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磷酸(NADPH)、黄素腺嘌呤二 

核苷酸(FAD)和膜脂；锌卟啉和原卟啉。DMP染毒后，310 nlTl处的荧光峰出现明显下降，其原因为进入红细胞内的 DMP与蛋 

白发生了结合；490 nnl和609 am处的荧光峰变化很小。高效液相色谱(HPLC)实验结果表明，DMP能透过红细胞膜进入细胞 

内部 ，其进入量随暴露量增加而增加 ，进入量和暴露量的比值随暴露量增加而减少。上述研究成果能加深对 PAEs在血液运 

输过程中与红细胞毒性作用的理解 ，可为 PAEs的危险性评估和相关疾病预防提供数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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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hthalate esters(PAEs)is widely present in the environment．It poses a threat to human health through 

accumulation in the food chain．The distribution of a typical PAEs，i．e．，dimethyl phthalate(DMP)，in human eryth— 

rocytes历 vireo was explored by using fluorescence spectroscopy and HPLC．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fluorescence spectrum of erythrocytes have three fluorescence peaks，successively located at 3 1 0 nm，490 

nrn and 609 nm，which are caused by the protein in erythrocytes；nicotinamide adenine dinucleotide phosph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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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DPH)，flavin adenine dinucleotide(FAD)and membrane lipid；zinc porphyrin and porphyfin，respectively．Af- 

ter exposure to DM P,the intensity of the fluorescence peak at 3 1 0 nin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due to the binding of 

DMP with the protein in erythrocytes，while no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 intensity of the fluorescence peaks at 490 

nIn an d 609 nln was observed．The experimental resul~ of HPLC indicated that DMP could pass through the cell 

membrane and enter the cel1．The DMP level in the cell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ing exposure leve1．The ratio of 

the DMP level in the cell to the exposure level decreased with increasing exposure leve1．The results will shed light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ytotoxicity of PAEs in the process of blood transport． 

Keywords：phthalate esters(PAEs)；erythrocyte；pollutant distribution；fluorescence spectroscopy；HPLC 

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phthalate esters，PAEs) 

又称酞酸酯，主要作为增塑剂，广泛用于制造服装、 

塑料玩具、皮肤护理产品、食品包装材料、医疗设备、 

建筑材料、电缆、电线、杀虫剂等产品[1]。由于在加 

工过程中，PAEs并未聚合到聚氯乙烯(PVC)高分子 

的碳链上，因此随着使用时间的推移，PAEs容易通 

过直接释放、浸出、蒸发、磨擦和迁移等方式由塑料 

转移到空气、土壤、地表水以及地下水等环境中 ， 

对生物体造成潜在危害【 】。PAEs在环境中普遍存 

在，导致人体经常接触 PAEs。目前在血液、脐带血、 

羊水、精液和尿液等体液中均已检测到其存在『61。 

人体主要通过呼吸、皮肤接触和摄人(包括饮食和摄 

人粉尘)3种方式暴露于 PAEs环境中【 ，也是 PAEs 

进入血液的主要途径 】。检测表明，PAEs在普通人 

体血液内的含量达到了 g·L。数量级[9]，而在从事 

邻苯二甲酸酯类增塑剂生产的工人血液里．PAEs浓 

度比普通人群要高约 5～100倍 ]。进入机体血液 

的 PAEs在随其运输和扩散过程中产生毒性。准确 

快速测定血液中的 PAEs水平对于认识 PAEs对机 

体健康的影响，采取防治措施和制定法规等都具有 

重要意义，是当前分析检测领域研究的热门课题。 

目前 ，PAEs的检测方法有很多，普遍使用的有气相 

色谱法(GC)、气质联用法(GC．MS)和高效液相色谱 

法(HPLC)。 

血液具有运输、调节温度、防御、调节渗透压和 

酸碱平衡等功能，由血浆和血细胞组成。当向血液 

中加入适量抗凝剂(如肝素或枸橼酸钠)，并经 自然 

沉降或离心沉淀后可分出三层：上层为淡黄色的血 

浆 ，下层为红细胞(red blood cells，RBCs)，中间有一 

薄层为白细胞和血小板。血液或血细胞中存在大量 

能够发射荧光的基团。通过检测和分析血液或血细 

胞的荧光光谱，能够获得一些反映血液状态和内部 

物质构成情况的信息 ”。这方面的研究受到广泛关 

注。降雨强等 用波长为 532 nln的激光作为激发 

光源，分别检测正常人血液及其组分(血浆、血小板、 

红细胞)的荧光光谱 ，结果表明，全血在 630 nnq及 

710 nnl附近出现荧光峰值，其各组分的荧光光谱有 

明显差异，其中血浆的荧光光谱最强，且谱线较为丰 

富。Gao等[13-14 系统地研究了光与血液相互作用的 

光谱学特性，分别用 LED光和 激光诱导实验小 

白鼠的全血、红细胞和血红蛋白的荧光光谱，探讨不 

同组分荧光峰的归属。赵研 用荧光分光光度 

计，在 276 nm光激发下测量红细胞及血浆自体荧光 

发射光谱 ，对伴有血液黏滞综合征和不伴有该疾病 

患者的血液中红细胞与血浆 自体荧光光谱特征进行 

了比较分析，结果发现伴有高黏血症组与不伴有高 

黏血症组红细胞的荧光光谱均在 312．2 nnl和 609 

nm处出现峰，但峰值有显著差异．高黏血症患者红 

细胞中卟啉和氨基酸含量有所增加。 

目前，血液的荧光光谱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其光 

谱特性或者血液内大分子有机物的含量变化，在考 

察外源小分子进入红细胞与红细胞内相关物质发生 

作用方面还存在空白。红细胞的荧光光谱可以反映 

红细胞吸收光子能量以后所发生的能量转移情况。 

当外源小分子与红细胞发生作用后 ．其荧光光谱可 

能会发生相应变化。本研究结合荧光光谱法 和 

HPLC技术 研究典 型 PAEs邻苯二 甲酸 二 甲酯 

(DMP)在离体人红细胞内的分布情况：分析红细胞 

荧光光谱峰的来源，通过 DMP作用后红细胞荧光 

峰的变化判断 DMP对红细胞组分的影响：利用 

HPLC测定染毒红细胞中DMP的含量，从而加深对 

DMP与红细胞相互作用机理的理解，为进一步研究 

PAEs在血液中的分布情况和毒性作用打下基础。 

1 材料与方法(Materials and methods) 

1．1 实验材料 

DMP储备液：量取一定量的DMP(国药集团化 

学试剂有限公司，Ag)配制成 1．0x10～mol·L。溶液， 

0-4℃冰箱中保存备用，用时稀释；生理盐水：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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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g氯化钠(沪试 ，AR)，用水溶解并定容到 100 

mL。配制成 O．9％的氯化钠溶液：DMP的生理盐水 

溶液(1．5x10 mol·L。)：准确移取一定量的 DMP溶 

液于 100 mL容量瓶中。用生理盐水定容，配制成 1．5 

×10 mol·L 的 DMP生理盐水溶液：红细胞母液： 

取 1 mL新鲜人血进行离心，弃去上清液加入生理 

盐水震荡后以2 000 r·min。离心 5 min，重复 3次。 

将清洗好的红细胞定容到 10 mL作为红细胞母液。 

在普通光学显微镜下用血球计数板计数，确定红细 

胞母 液浓 度 为 4．5×10 ind·L～。DMP标 准 品 

(aladdin)；甲醇(Mreda Technology Inc．，HPLC grade)； 

实验用水为超纯水。 

1．2 实验方法 

1．2．1 研究 DMP对红细胞影响的荧光光谱实验 

f1)红细胞稀释液的荧光光谱 

分别准确移取不同量红细胞母液于4 mL离心 

管中。用生理盐水稀释至刻度，摇匀，配制成稀释不 

同倍数、不同浓度的红细胞悬浮液，用 F一2700荧光 

分光光度计(日本，Hitachi)扫描其荧光发射光谱。设 

定激发波长为 278 nln，发射波长扫描范围为 220～ 

790 Din，狭缝宽度为 5 nin，电压为700 V。 

(2 DMP对红细胞荧光光谱的影响 

向4 mL离心管中依次加入 0．4 mL红细胞母 

液。不同量的 DMP生理盐水溶液，用生理盐水定 

容 ，摇匀。静置染毒，每隔0．5 h摇匀一次，4 h后离 

心弃去上清液 ，加入生理盐水摇匀，以 2 000 r·min 

离心 5 min，重复 3次，最后用生理盐水将红细胞定 

容到 3 mL。用 F一2700荧光分光光度计(日本，Hita— 

chi)扫描红细胞悬浮液的荧光发射光谱。设定激发 

波长为 278 nm，发射波长扫描范围为220～790 am， 

狭缝宽度为 5 nlIl。电压为 700 V。 

1．2．2 分析染毒红细胞内 DMP含量的高效液相色 

谱实验 

色谱条件[16-17]：色谱柱为 Inertsll ODS．3 C1 8柱 

(4．6 ntrnx250 nMl'l，5 m)，流动相 甲醇)： 水)= 

75：25，运行时间 5 min，流速 I mL·min～，检测波长 

为 225 Din，柱温 3O℃，进样量 10 L。 

标准曲线：称取 100 p．L DMP标准品到 100 mL 

容量瓶中(精确至 0．O1 mg)，用甲醇配成标准储备液 

(1 159 mg·L )。准确移取不 同量标准溶液于 10 

mL具塞刻度试管中，用甲醇稀释至刻度，摇匀，配 

制成一系列稀释液，用 LC 20AT高效液相色谱(日 

本岛津)测定。以上各溶液均在 4 c《=冰箱中避光保 

存 。 

样品处理：将 1_2．1中完成荧光光谱测定的染毒 

红细胞样品离心，弃去上清液。用超纯水定容至 3 

mL，溶血 5 min，超声处理使蛋白变性，然后以2 000 

r·min。离心 5 min，取上清液用 0．45 m的水系滤膜 

过滤，用 LC一20AT高效液相色谱(日本岛津)测定 

DMP含量。以未染毒的红细胞样品作为对照组。 

2 结果与讨论 (ResIdts and discussion) 

2．1 DMP对红细胞影响的荧光光谱法研究 

2．1．1 红细胞荧光峰的分析 

将红细胞母液稀释 1 O倍，用荧光分光光度计在 

激发波长为278 m 条件下扫描得到其荧光光谱，如 

图 1所示。可以看出，红细胞悬浮液的荧光发射光 

谱存在 5个峰，其中，278 nn'l和 556 nnl处的峰为共 

振峰，荧光峰分别位于 310 nlrl、490 llrn和 609 rim， 

310 Dill处的荧光峰强度最大。 

／  
／一＼  

2o0 30o 400 500 60o 700 8o0 

波长／rim 
Wavelength／nm 

图 1 红细胞稀释液的荧光光谱图 

Fig．1 Fluorescence spectra of red blood cell(RBC)diluent 

rConditions：c(RBCs)=4．5x 10 ind·L。。；T=310 K；Ex=278 nm) 

由于红细胞成分较为复杂．含有多种荧光团，荧 

光峰的位置和强度会因红细胞所处的物理、化学环 

境而变化，使荧光峰具有宽谱带特征[1 。相关研究 

表明 ．310 nm处的荧光峰由红细胞内的蛋白发 

出。蛋白质的荧光来 自色氨酸、酪氨酸和苯丙氨 

酸[1 ，其荧光峰分别位于 340 nlTl、303 nln和 282 
nrn『1 

，由此推断。红细胞悬浮液在 310 nrn处的荧光 

峰是 3种氨基酸共同作用的结果。能发射位于 490 

nrn波长附近荧光的红细胞组分有以下几种：1)还原 

∞ ∞ ∞ 如 ∞ 如 ∞ ∞ O 

4  3  3  2  2  l  1  

兽墨∞luI 蓦∞譬譬0皇 
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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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磷酸(NADPH)，其激发发 

射对为 340—460 nm『l1川；2)黄素腺嘌呤二核苷酸 

(FAD)，其激发发射对为 450．520 nm[1 ；3)膜脂，在 

430—560 am波段发射荧光 “]。由此推断，490 nm处 

产生的荧光峰是 NADPH、FAD和膜脂共同作用的 

结果。能发射位于 609 nm波长附近荧光的红细胞 

组分有以下 2种 】：1)锌卟啉，吸收光子后发射 590 

nm的荧光，相应的能级跃迁为 S，，0 。So,0；2)原卟 

啉，吸收光子后发射630 am和690 nm的荧光，相应 

的能级跃迁为 S，，0一。So,0和 S ，0一。S ，0，以 630 

nm荧光为主。因此，609 nm处出现的荧光峰应为 

锌卟啉和原卟啉二者发射的荧光叠加形成。红细胞 

组分中蛋白含量较高，因此和 490 nm和 609 nm处 

荧光峰相比较，310 nm处荧光峰强度明显要大。 

另外，310 nm处荧光峰附近存在一个小峰(360 

nm处)，其原因可能是：1)荧光发射过程中发生了共 

振能量转移(FRET)[2明；2)红细胞所在生理盐水溶液 

的拉曼光谱干扰红细胞荧光光谱的结果[】”。具体原 

因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考证。 

嚆 
慧 ＆ 

萋壹 
鼋 

l{ 
= 
n  t,a 

红细胞浓度／(×10 ind·L- ) 

Concen~afion of RBC~(X 107 ind·L- ) 

图 2 红细胞浓度对红细胞 310 nnl处荧光峰的影响 

Fig．2 Effect of concen~ation of RBCs on the fluorescence 

peak at 310 am (Conditions：T=310 K；Ex=278 am) 

2．1．2 红细胞浓度对其荧光峰的影响 

不同浓度的红细胞悬浮液，其荧光峰强度不同。 

由图2可以看出，红细胞悬浮液位于310 nm处荧光 

峰的荧光强度随浓度的增大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 

势，当细胞浓度为4．5×10 ind·L (红细胞母液稀释 

100倍)时，荧光强度最大。图3表明，随着红细胞悬 

浮液浓度增大．490 nm处荧光峰的峰强度逐渐下 

降，荧光强度与浓度存在相关关系，表明发生了浓度 

猝灭，其原因为 ”：11此荧光峰对应的激发态分子在 

发出荧光之前和未激发的荧光物质分子碰撞导致自 

猝灭；2)对于红细胞悬浮液，490 nm波长附近是强 

吸收波段。红细胞浓度越低，发射的荧光相对于吸 

收光越占优势，检测到的荧光强度越强。另外，随红 

细胞浓度增加，荧光光谱出现“红移”现象(峰位置向 

长波方向移动)，这是由于浓度变化对荧光团电子能 

级产生的微扰发生变化导致[2”。 

g 

量 

红细胞浓度 ×107ind·L- ) 

Concentration of RBCs／(×107 ind·L- 、 

图 3 红细胞浓度对红细胞 490 nlll处荧光峰的影响 

Fig．3 Effect of concen~afion of RBCs on the fluorescence 

peak at 490 nm(Conditions：T=310 K；Ex=278 nm) 

对于由红细胞内蛋白发出的310 rim处荧光峰， 

虽然采用稀释 100倍的红细胞悬浮液可以获得最大 

峰强度，但考虑到采用 HPLC技术检测染毒后红细 

胞内的DMP，需要保证一定的红细胞数量．因而后 

续 DMP染毒体系采用稀释 10倍的红细胞稀释液， 

细胞浓度为 4．5x10 had·L～ 

2．1．3 DMP对红细胞荧光峰的影响 

DMP染毒前后红细胞的荧光光谱变化情况如 

图4所示。随着 DMP浓度增大。310 nm处荧光峰 

强度明显下降，490 nm、609 nm处荧光峰强度也出 

现下降，但幅度很小。结合 2．1．1部分对红细胞荧光 

峰的归属分析推测，DMP对红细胞的NADPH、FAD 

和膜]J~(490 nm 处荧光峰)，以及铁卟啉和锌卟啉 

(609 nm处荧光峰)的影响可能较小．主要影响红细 

胞内的蛋白质(310 rim处荧光峰)。我们选择来源广 

泛、价格低廉的牛血红蛋白 BHb代替人血红蛋 白 

HHb(~者结构差别较小，其氨基酸序列同源性高达 

85％)，研究了包括 DMP在内的 PAEs与血红蛋白 

( )的结合机理 。结果表明 ，在最佳激发波长 

lII 0 寸苗 t1 _}u三 0≮ 蓦 譬 0【Il 
越晒磐 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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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 nm)激发下，BHb的最强荧光发射峰在 340 nm 

附近(Eh于受蛋 白种类、所处微环境等因素影响，有 

别于红细胞蛋白荧光发射峰的位置 310 nm)。进一 

步分析发现 ]，DMP能与 Hb结合形成复合物，从 

而使其荧光发生猝灭(图 5)。因此，我们认为，310 

nlTl处特征荧光光谱峰强度下降的原因为 DMP与 

红细胞内的蛋白发生了结合。 

2．2 染毒红细胞内DMP含量的 I-IPLC分析 

应用HPLC技术，依据查得的最优色谱条件测 

歪 

l 
霞 g 
口  
* ∞ 

DMP浓度／(×l ind·L ) 

DMP Concentration／(×105 ind·L- ) 

图 4 邻苯二甲酸二甲酯(DMP)对红细胞荧光峰的影响 

Fig．4 Effect of dimethyl phthalate(DMP)on the 

fluorescence peak of RBCs(Conditions： 

c(RBCs)=4．5×l0 ind·L ；T=310 K；Ex=278 tam) 

波长／nm 
Wavelength／nm 

图 5 不同DMP浓度条件下血红蛋白(BItb)的荧光光谱图 

Fig．5 BHb fluorescence under different DMP concentrationst2 ] 

(Conditions：c03I-Ib)=3x10～mo!·L。 ；cfDMP)from a to f is 0， 

0．75，1．5，2．25，3，4．5×10。。mol·L ；pH 7．4；T=293 K；Ex=280 nm) 

定红细胞中的 DMP浓度，DMP出峰时间为 3．277 

min。DMP标准品测得的标准曲线如图 6所示 ，回 

归方程为：Y=0．00656+0．20599x(可决 系数 R2： 

0．9994)。根据标准曲线得到染毒红细胞内DMP的 

含量，见表 1。 

从表 1中可以看出，在经 DMP染毒后的红细 

胞样品内检测到了DMP，表明 DMP可以进入红细 

胞，其进入量 C随暴露量C 增加而增加，但进入量 

和暴露量的比值 C／C 随暴露量增加而减少，其原因 

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究。 

综上所述，本文应用荧光光谱法和高效液相色 

谱法(HPLC)从细胞水平上探究了DMP在离体人红 

细胞内的分布，主要结论如下：(1)荧光光谱实验结 

果表明，红细胞在310 nln、490 nln和609 nln处各具 

有一个荧光峰，分别归属于：红细胞内的蛋白；还原 

型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磷酸(NADPH)、黄素腺嘌 

呤二核苷酸(FAD)和膜脂；锌卟啉和原卟啉；(2)经 

≤ 
嬖 

峰面积／×10 
Area／×10 

图6 DMP的 HPLC标准曲线 

Fig．6 The standard curve for DMP determined by HPLC 

表 1 红细胞中 DMP的浓度 

T￡【ble 1 Concentration of DMP in RB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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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P染毒后，红细胞位于 310 nnl处的荧光峰强度 

明显下降，表明DMP与红细胞内的蛋 白发生了结 

合；490 nm和609 nm处荧光峰强度下降不明显；(3) 

HPLC实验结果表明．DMP可以进入红细胞。其进 

人量随暴露量增加而增加。进入量和暴露量的比值 

随暴露量增加而减少。 

通讯作者简介：池振兴(1983一)，男，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 

向为环境污染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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