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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链烷基苯磺酸钠对果蝇生殖能力的影响及
大豆异黄酮的干扰作用
赵文红１，张鼎２，周纯先１，江城梅１
［摘要】目的：探讨直链烷基苯磺酸钠（１ｉｎｅａｒ ａｉｋｙｌｂｅｎｚｅｎｅｓｕｌｆｏｎａｔｅ，ＬＡＳ）对果蝇生殖功能的影响，以及大豆异黄酮对这种影响
的干扰作用。方法：测定培养基中ＬＡＳ低剂量（１５０ ｍｒ，／ｋｇ）、中剂量（３００ ｍｅ，／ｌ【ｇ）和高剂量（６００ ｍｇ／ｋｇ）时果蝇繁殖能力；采用
析因设计方差分析检测大豆异黄酮对ＬＡＳ的干扰作用及两者的交互作用。培果：低剂量组、中剂量组、高剂量组果蝇的子代
数量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分别为对照组的８５．０７％、８４．５９％和７１．８８％；大豆异黄酮的主效应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１），即大豆异黄酮对ＬＡＳ导致的损伤有保护作用，但ＬＡＳ的主效应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且大豆异黄
酮与ＬＡＳ之间无交互作用（Ｐ＞０．０５）。结论：ＬＡＳ可引发果蝇生殖能力降低，而大豆异黄酮对这种影响有干扰作用。
【关键词】生殖；直链烷基苯磺酸钠；大豆异黄酮；果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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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链烷基苯磺酸钠（１ｉｎｅａｒ

ａｌｋｙｌｂｅｎｚｅｎｅｓｕｌｆｏｎａｔｅ，

ＬＡＳ）是人工合成洗涤用品中使用最多的阴离子型
表面活性剂。随着科技的发展以及生活水平的提
高，世界洗涤用品消费量呈增长趋势，预计２０１０年

物毒性作用机制及研究减轻毒性作用的预防措施提
供实验依据。
ｌ材料与方法

洗涤用品产量可达６ ３００万吨左右…。家用洗涤剂
主要靠界面活性剂去污，ＬＡＳ通过工业废水和生活

１．１
主要试剂及仪器ＬＡＳ、蔗糖（食品级）、白砂
糖（食品级），琼脂（日本产），玉米粉（食品级），酵

污水对环境造成污染，经由日用品及食物、食具残留

母粉（日本产），丙酸，乙醚，二甲基亚砜（ＤＭＳＯ）。

进入人体的洗涤剂每日可达ｌＯ ｍｇ以上心Ｊ。有关
ＬＡＳ对动物和人体造成的不良作用逐渐受到人们的

国产试剂均为分析纯，购自蚌埠医学院试剂公司，大

重视。ＬＡＳ对果蝇的影响还未见报道，本实验以果

豆异黄酮由江城梅教授馈赠；果蝇培养指管，电子天
平，解剖显微镜，恒温培养箱。

蝇为材料，研究ＬＡＳ对其生殖功能的影响，以及大

１．２果蝇品系

豆异黄酮对这种影响的干扰作用，为探讨ＬＡＳ对动

验中心提供。
１．３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０４－０２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自然科学研究资助项目（ｋｊ２００７８３６２ＺＣ）
［作者单位］蚌埠医学院１．预防医学系。２．生物科学系，安徽蚌埠
２３３０３０

【作者简介］赵文红（１９６７一），女，硕士，讲师．

黑腹果蝇野生型，由生物科学系实

果蝇培养基与制备

（１）普通培养基配方为

Ａ：白砂糖６．２ ｇ，琼脂０．６２ ｇ，蒸馏水３８ ｍｌ；Ｂ：玉米
粉８．２５ ｇ，酵母粉０．７ ｇ，蒸馏水３８ ｍｌ；丙酸０．５ ｍｌ。
培养条件为（２５±１）℃，相对湿度５０％一７０％，自然
光照。（２）ＬＡＳ培养基：用蒸馏水将ＬＡＳ充分溶解
后加入到普通培养基中，含量分别为１５０

ｍｇ／ｋｇ、

５５４

３００

ｍｇ／ｋｇ和６００ ｍｇ／ｋｇ。（３）大豆异黄酮干扰组

表２大豆异黄酮与Ｉ＿ＡＳ对果蝇子代数量的共同作用
（，ｌ。＝３；ｉ±ｓ）

培养基：用蒸馏水将ＬＡＳ充分溶解，ＤＭＳＯ溶解大豆

异黄酮加入普通培养基中，使其浓度分别为干扰组
ｌ：ＬＡＳ ３００

ｍｇ／ｋｇ，大豆异黄酮５０ ｍｇ／ｋｇ；干扰组２：

ＬＡＳ ３００

ｍｇ／ｋｇ，大豆异黄酮１００ ｍｇ／ｋｇ；干扰组３：

ＬＡＳ ６００

ｍｇ／ｋｇ，大豆异黄酮５０ ｍｇ／ｋｇ；干扰组４：

ＬＡＳ ６００

ｍｇ／ｋｇ，大豆异黄酮１００ ｍｇ／ｋｇ。
１．４实验方法分别收集８ ｈ内羽化而未交配的
黑腹果蝇，用乙醚麻醉后雌雄分组，在普通培养基中
饲养１周后，随机分组试验，每组３管，每管雌雄果
蝇１０对，培养１０天后把亲本转至新鲜培养基中继
续培养１０天，将亲代果蝇倒掉，两管子代果蝇数之

注：ｎ：对ＬＡＳ的主效应进行检验的Ｆ值，Ｐ＞０．０５；Ｂ：对大豆

和为一个样本的子代数。将饲养过的培养管用清水

异黄酮的主效应进行检验的Ｆ值，Ｐ＝０．０１；Ｆ３：对大豆异黄酮与

浸泡后以玻璃棒搅散饲料，双层纱布过滤，并用清水

ＬＡＳ的交互作用进行检验的Ｆ值，Ｐ＞０．０５

冲洗２次后在放大镜下用眼科镊检出饲料残渣中的
子代果蝇（幼虫＋蛹），并清点数目。

１．５统计学方法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及析因设
计方差分析。

果蝇是一种真核多细胞生物，具有生存期短、繁
殖量大、饲养简便、反应灵敏等优点，因其代谢系统、
生理功能、生长发育等与哺乳动物基本相似，故常用

２结果
２．１

３讨论

于有关衰老的实验研究¨Ｊ。用果蝇作为实验对象，

ＬＡＳ对果蝇生殖能力的影响

经ＬＡＳ处理

能解决动物来源困难、费用大的问题，还能缩短实验

后，果蝇的繁殖不同程度受到了影响；低剂量组、中
剂量组、高剂量组果蝇的子代数量均低于对照组

时间，且可以避免受动物保护主义干预的影响。

（Ｐ＜０．０１），分别为对照组的８５．０７％、８４．５９％和

的生殖能力，应该记录受试果蝇一生的产卵数，但亲

７１．８８％；各剂量组间除了低剂量组与中剂量组差异

代培养１０天时，子代即将孵出，为避免对结果的干

无统计学意义外，其他各组之间的子代果蝇数差异

扰，将子代果蝇转移至相同培养基的另一指管中再

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且随着剂量的增加，数

培养１０天；２０天之后，果蝇死亡数目增多，所以本

量减少（见表１）。

实验只记录受试果蝇２０天的生殖能力。

表１

ＬＡＳ对果蝇子代数量的影响（ｎ；＝３；ｉ±ｓ）

果蝇的繁殖能力较强，一生都可产卵，检测果蝇

ＬＡＳ对动物毒性作用研究报道表现为动物的氧
化能力降低，如ＬＡＳ蓄积可导致猪肝组织的氧化损
伤及对小鼠肝脏抗氧化能力和解毒系统酶产生影
响Ｍ’５ Ｊ。大豆异黄酮对整体动物有较强的抗氧化作
用，对细胞氧化系统有保护作用，是天然抗氧化剂研
究中的热门领域之一帕Ｊ。本研究发现，ＬＡＳ对果蝇
的生殖能力产生了影响，使果蝇的生殖能力受到损
害。采用析因设计的方差分析研究大豆异黄酮与
ＬＡＳ的交互作用，结果表明大豆异黄酮的主效应具

有统计学意义，即大豆异黄酮对ＬＡＳ的不良作用有
ｑ检验：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１；与低剂量组比较△ＡＰ＜
０．０１；与中剂量组比较＃＃Ｐ＜Ｏ．０１；▲均与对照组比较

保护作用。但同时发现，ＬＡｓ的主效应不具有统计

结果表明，

学意义，这与单独使用ＬＡｓ时的结果相矛盾，表明
两者同时使用时，情况更加复杂。果蝇是遗传学研

大豆异黄酮两个浓度之间测定结果不一致，大豆异

究中的一种重要的模式生物，在它身上得出的许多

黄酮的主效应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即大豆
异黄酮对ＬＡｓ导致的损伤有保护作用。但ＬＡＳ的

认识，对人类研究自身有很重要的启示作用¨ｏ。本
研究的结果也提示，ＬＡＳ的广泛使用可能对人造成

主效应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异黄酮与

潜在的危害，这种危害可能通过改善和优化食物成

ＬＡＳ之间无交互作用（Ｐ＞０。０５）（见表２）。

分得到控制。

２．２大豆异黄酮对ＬＡＳ的干扰作用

５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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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下颌骨牵张成骨实验模型的建立
黄鹤，李光早。朱永云
［摘要】目的：建立兔下颌骨牵张成骨实验模型。方珐：选用３０只新西兰大白兔，右侧下颌骨行骨切开术，自制牵张器牵张固
定，经过７天潜伏期后进行牵张，取标本行组织学观察。结果：实验动物手术后均成活，健康状况良好。全部动物右侧下颌骨
被成功延长３ ｍｉｌｌ。结论：自制牵张器符合牵张成骨动物实验的要求，兔作为牵张成骨模型具有町行性和可重复性。
［关键词］生物医学工程；模型，生物学；下颌骨；牵张成骨；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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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张成骨（ｄｉ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ｓｔｅ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ＤＯ）是一种

发生（ｄ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ｇｅｎｅｓｉｓ）。本实验在对兔下颌骨

内源性组织工程技术，指在骨缝处或截开的骨断端

离体标本研究的基础上，设计一种新型的兔下颌骨

处用特制的牵张装置以一定的速度和频率牵开，从

牵张器，成功建立兔下颌骨ＤＯ实验模型。

而激发机体的自我修复和自我再生潜力，使两骨段
延长，并在其间隙内形成新生骨组织，以达到延长骨

１材料与方法

组织的目的。随着新生骨的延长，附着其上的血管、

１．１

神经、肌肉、皮肤、黏膜、韧带、软骨及骨膜等在牵引

观察其下颌骨形态，切牙、磨牙、颏孑Ｌ的位置，测量牙

产生的张力作用下得到相应的扩展，称为牵张组织

槽骨厚度和高度，设计牵张器。本牵张器为口内型

牵张器的设计进行兔下颌骨离体标本研究，

牵张器，医用不锈钢材质，主体部分为圆柱形，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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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更多的考虑，检测指标单一，使人们在享受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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