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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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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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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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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uence of linear alkylbenzenesulfonate on the reproductive capacity of

drosophila melanogaster and the antagonism of isoflavone

ZHAO Wen—hon91，ZHANG Din矿，ZHOU Chun—xian。，JIANG Cheng—mei‘

(1．Departmem ofPreventive Medicine，2．Department ofBiology Science，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u A，lJl越23303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observe the influence of linear alkylbenzenesulfonate(LAs)on the reproductive capacity of drosophila

melanogaster．and the antagonism of isoflavone Oil the outcome．Methods：t111e reproductive capacity of the drosophila receiving different

doses of L娼W88 detected；the antagonism of isoflavone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soflavone and L船were observed using analysis of

vsrisnce of factorial d鹪ign．Results：The number of drosophila melanogaster of the three groups(with a dose of LAS 150 ms／kg，300

me'ks and 600 mg／kg)was low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P<0．01)with a percentage of 85．07％，84．59％and 71．88％，

respectively．The principal effect of soflsvone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P=0．01)，which demonstrated that isofhvone could prolect

drosophila melanogaster from the harm induced by LAS．but the main effect of LAS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soflavone and L蝎were

not found(P>0．05)．Conclusions：L蟠call degrade the reproductive capacity of drosophila melanogaster，and isoflavone Call

antagonize this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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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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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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水对环境造成污染，经由日用品及食物、食具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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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视。LAS对果蝇的影响还未见报道，本实验以果

蝇为材料，研究LAS对其生殖功能的影响，以及大

豆异黄酮对这种影响的干扰作用，为探讨LAS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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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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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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粉(日本产)，丙酸，乙醚，二甲基亚砜(DMSO)。

国产试剂均为分析纯，购自蚌埠医学院试剂公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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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果蝇品系 黑腹果蝇野生型，由生物科学系实

验中心提供。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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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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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mg／kg和600 mg／kg。(3)大豆异黄酮干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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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为一个样本的子代数。将饲养过的培养管用清水

浸泡后以玻璃棒搅散饲料，双层纱布过滤，并用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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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结果

2．1 LAS对果蝇生殖能力的影响 经LAS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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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0．01)，分别为对照组的85．07％、84．59％和

71．88％；各剂量组间除了低剂量组与中剂量组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外，其他各组之间的子代果蝇数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且随着剂量的增加，数

量减少(见表1)。

表1 LAS对果蝇子代数量的影响(n；=3；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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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大豆异黄酮对LAS的干扰作用 结果表明，

大豆异黄酮两个浓度之间测定结果不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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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且异黄酮与

LAS之间无交互作用(P>0。05)(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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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n：对LAS的主效应进行检验的F值，P>0．05；B：对大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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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S的交互作用进行检验的F值，P>0．05

3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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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有关衰老的实验研究¨J。用果蝇作为实验对象，

能解决动物来源困难、费用大的问题，还能缩短实验

时间，且可以避免受动物保护主义干预的影响。

果蝇的繁殖能力较强，一生都可产卵，检测果蝇

的生殖能力，应该记录受试果蝇一生的产卵数，但亲

代培养10天时，子代即将孵出，为避免对结果的干

扰，将子代果蝇转移至相同培养基的另一指管中再

培养10天；20天之后，果蝇死亡数目增多，所以本

实验只记录受试果蝇20天的生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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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作用。但同时发现，LAs的主效应不具有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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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中的一种重要的模式生物，在它身上得出的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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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在的危害，这种危害可能通过改善和优化食物成

分得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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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下颌骨牵张成骨实验模型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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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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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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of model of mandibular distraction osteogenesis in rabbits

HUANG He，LI Gnang—zao，ZHU Yong—yun

(Department ofPlastic Surger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establish the model of mandibular distraction osteogenesis in rabbits．Methods：Thirty white New Zealand

rabbits underwent osteotomy in the fight mandible．The bone stumps were repesitioned and fixed with self-devised distraction

equipment．After 7 days’latency period，the distraction was carried out，and the specimens were performed histology examination．

Results：All the rabbits survived and were in good condition within the experiment period．The right mandible of all the rabbits wa$

lengthened 3 ulln successfully．Conclusions：Self-devised distraction equipment may be used for animal experiment，and rabbits can be

established a8 an experimental model for study of distraction osteogenesis．

[Key words]biomedical engineering；model，biological；mandible；distraction osteogenesis；rabbits

牵张成骨(distraction osteogenesis，DO)是一种

内源性组织工程技术，指在骨缝处或截开的骨断端

处用特制的牵张装置以一定的速度和频率牵开，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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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的目的。随着新生骨的延长，附着其上的血管、

神经、肌肉、皮肤、黏膜、韧带、软骨及骨膜等在牵引

产生的张力作用下得到相应的扩展，称为牵张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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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distration histogenesis)。本实验在对兔下颌骨

离体标本研究的基础上，设计一种新型的兔下颌骨

牵张器，成功建立兔下颌骨DO实验模型。

1材料与方法

1．1 牵张器的设计进行兔下颌骨离体标本研究，

观察其下颌骨形态，切牙、磨牙、颏孑L的位置，测量牙

槽骨厚度和高度，设计牵张器。本牵张器为口内型

牵张器，医用不锈钢材质，主体部分为圆柱形，全长

60 mm，前端为固定杆，后端为螺旋杆。螺旋杆前端

为螺纹，固定杆中空，两者靠螺纹连接。螺纹段螺距

目前，我国对部分家用化学品进行卫生审查，主

要是针对其功效，而对其有可能对人体产生的危害

以及如何通过提高产品的质量来预防危害的发生则

没有更多的考虑，检测指标单一，使人们在享受家用

化学品带来方便干净的同时，也造成了潜在的健康

危害，构成了社会卫生和安全问题捧1。为了防止家

用洗涤用品对人体可能造成的潜在危害，应鼓励生

产安全性高的家用化学品，同时，应加强LAS对人

体产生损伤的分子机制研究并采取措施，防止LAS

对环境的污染和对人体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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