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2014鄄04鄄16
[基金项目] 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自然科学研究重点资助项目

(KJ2014A159);安徽省高校预防医学特色专业资助项

目(皖教高[2011]5 号);蚌埠医学院教学研究资助项

目(jyxm1358)
[作者单位] 1. 蚌埠医学院 预防医学系,安徽 蚌埠 233030;2. 蚌埠

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麻醉科,安徽 蚌埠 233004
[作者简介] 赵文红(1967 - ),女,副教授.

[文章编号] 1000鄄2200(2015)03鄄0322鄄04 ·基础医学·

直链烷基苯磺酸钠对小鼠皮肤组织的氧化应激损伤

及大豆异黄酮的拮抗作用研究

赵文红1,张建国2,王开磊1,张摇 雯1,王亚军1,王金花1

[摘要]目的:探讨不同剂量直链烷基苯磺酸钠(LAS)对小鼠皮肤组织氧化应激的影响及大豆异黄酮的拮抗作用。 方法:将 40
只昆明种雄性小鼠随机分成 4 组,每组 10 只,分别为正常对照组、LAS 低剂量组(LAS 150 mg / L)、中剂量组(LAS 300 mg / L)和
高剂量组(LAS 600 mg / L)。 用蒸馏水及不同剂量的 LAS 涂抹小鼠的背部剃毛处,连续涂抹 60 d。 将 50 只小鼠随机分为 5
组,分别为正常对照组、LAS 氧化应激损伤组(LAS 300 mg / L)及 3 个拮抗组(分别用 50、100 及 150 mg / L 大豆异黄酮涂抹,再
用 300 mg / L LAS 涂抹),每天 1 次,连续涂抹 60 d。 取涂抹部位皮肤,剪碎制匀浆,检测其中丙二醛(MDA)含量及超氧化物歧

化酶(SOD)、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鄄Px)的活性。 结果:小鼠皮肤经不同剂量 LAS 处理后,MDA 的含量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P < 0. 01),LAS 高剂量组的 MDA 含量均明显高于低剂量组和中剂量组(P < 0. 01);LAS 中、高剂量组 SOD 和 GSH鄄Px 的活性

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 < 0. 01),且随 LAS 剂量增加,酶的活性逐渐降低(P < 0. 01)。 大豆异黄酮干预后,各拮抗组 MDA 含量

均低于 LAS 氧化应激损伤组(P < 0. 05 ~ P < 0. 01),但均高于对照组(P < 0. 01);除拮抗组 1 与 LAS 氧化应激损伤组 GSH鄄Px
活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外,各拮抗组 SOD 和 GSH鄄Px 活性均高于 LAS 氧化应激损伤组(P < 0. 01),但均低于对照

组(P < 0. 05 ~ 0. 01);随异大豆黄酮浓度的增加,拮抗效果增加。 结论:LAS 可导致小鼠皮肤组织氧化应激损伤,大豆异黄酮

在一定剂量范围内可以抑制这种应激损伤。
[关键词] 氧化应激;直链烷基苯磺酸钠;皮肤组织;大豆异黄酮;拮抗作用

[中图法分类号] R 363摇 摇 摇 [文献标志码] A摇 摇 摇 DOI:10. 13898 / j. cnki. issn. 1000鄄2200. 2015. 03. 009

Effect of linear alkylbenzenesulfonate
on the oxidative stress damage of mouse skin and antagonism of isoflavone
ZHAO Wen鄄hong1,ZHANG Jian鄄guo2,WANG Kai鄄lei1,ZHANG Wen1,WANG Ya鄄jun1,WANG Jin鄄hua1

(1. Department of Preventive Medicine,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
2. Department of Anesthesia,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linear alkylbenzenesulfonate(LAS) om the oxidative stress damage of mouse skin
and antagonism of isoflavone. Methods:Forty healthy male Kunming mic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low鄄dosage LAS
group(150 mg / L),middle鄄dosage LAS group(300 mg / L) and high鄄dosage LAS group(600 mg / L)(10 mice each group). The distilled
water and different dosage LAS were smeared on the back skin of mice once a day for 60 days. Fifty mic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LAS oxidative stress damage model group( skin smeared with 300 mg / L of LAS) and three antagonistic groups( skin
smeared with 300 mg / L LAS after smearing 50, 100 and 150 mg / L of isoflavone, once a day for 60 days). The content of
malondialdehyde(MDA)and activities of super oxidase dimutase(SOD) and glutathione peroxidase(GSH鄄Px) in all mice skin were
detected. Results:The content of MDA in mice skin smeared with LAS was remarkably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 < 0. 01),
and the contents of MDA in high鄄dosage LAS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low鄄 and middle鄄dosage LAS groups(P <
0. 01). The activities of SOD and GSH鄄Px in middle鄄 and high鄄 dosage LAS group were obviously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
0. 01),which decreased with the dosage increasing of LAS(P < 0. 01). After isoflavone intervention, the contents of MDA in all
antagonistic groups were lower than that in LAS damage group,and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 < 0. 05 to P < 0. 01). Except the
antagonistic group 1,the differences of the GSH鄄Px activity between other antagonistic groups and LAS damage groups were not

摇 摇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 P > 0. 05), the activities of SOD and
GSH鄄Px in antagonistic group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LAS
damage groups,and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 0. 05
to P < 0. 01 ). The antagonistic effects increased with the
isoflavone concentration increasing. Conclusions:LAS can lead
to the oxidative stree damage of mouse skin,and the isoflavone
can restrain the damage within a certain range of dosage.
[Key words ] oxidative stress; linear alkylbenzenesulfonate;
skin;isoflavone;antago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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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文献[1]报道,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频繁接触各

类洗涤剂引起手部皮炎的发病率逐年上升,洗涤剂

被称为危害女性健康的潜在“杀手冶。 皮肤是机体

直接接触外界环境的第一道屏障,是维护生命和健

康的重要器官。 皮肤易因环境因素的影响而受到损

伤,洗涤剂类物质在使用过程中更易于与人体皮肤

接触。 而洗涤剂对机体皮肤损伤的机制尚不清楚。
直链烷基苯磺酸钠 ( linear alkylbenzenesulfonate,
LAS)是目前最普遍使用的家用洗涤剂中的阴离子

型表面活性剂[2]。 随着洗涤剂用量的增加,有关

LAS 对环境的污染和对机体健康造成的损伤已引起

人们重视。 LAS 对人属低毒类物质,但是,在生产与

生活过程中长期接触可使机体产生复杂的综合性的

不良反应[1]。 本实验室之前的研究[3] 发现,LAS 灌

胃饲养小鼠,可出现不同程度的体质量增长缓慢甚

至减轻,小鼠肝脏出现氧化应激损伤,且大豆异黄酮

有一定保护作用。 本实验以小鼠作为对象,研究

LAS 对小鼠皮肤系统氧化应激及抗氧化指标的影

响,同时观察大豆异黄酮干预对 LAS 引起的氧化应

激损伤是否有拮抗效果。

1摇 材料与方法

1. 1摇 主要试剂与仪器 摇 LAS(分析纯,购自蚌埠医

学院试剂公司),大豆异黄酮(纯度逸95% ,由江城

梅教授馈赠),超氧化物歧化酶 ( SOD)、丙二醛

(MDA)、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鄄Px)试剂盒(生
产批号分别为 20130608、20130614 和 20130607,南
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Synergy 2 型酶标仪(美国

Biotek 公司),FA2004 型电子天平(北京赛多利斯天

平有限公司),KDC鄄160HR 型高速冷冻离心机(德
国 Eppendorf 公司)。
1. 2摇 实验动物摇 5 ~ 6 周昆明种雄性小鼠 90 只,体
质量(25 依 2. 7) g,购自安徽省实验中心,清洁级动

物,动物批号:scxk (皖) 2011鄄002。 动物饲养温度

(22 依 2)益,相对湿度 65% ,自由饮水进食。
1. 3摇 实验方法摇
1. 3. 1摇 实验剂量选择摇 本研究所采用的 LAS 的剂

量是结合预实验并参考本实验室以往实验资料而确

定[3 - 4],分别为 150、300 和 600 mg / L;大豆异黄酮分

别为 50、100 和 150 mg / L。 大豆异黄酮的配制:用
乳化剂蔗糖脂肪酸酯将大豆异黄酮溶解,再用蒸馏

水溶解使异黄酮达到相应的剂量,且溶液中蔗糖脂

肪酸酯终浓度为 2% 。
1. 3. 2摇 小鼠分组及处理摇 实验分为两阶段。 玉阶

段:按要求取 40 只昆明种雄性小鼠,常规饲养 1 周,

随机分成 4 组,每组 10 只,在每个小鼠的背部肩胛

下、脊柱左侧剃毛,面积约 1. 5 cm 伊 1. 5 cm,用蒸馏

水及不同浓度的 LAS 涂抹剃毛处,形成正常对照组(涂
抹蒸馏水)、LAS 低剂量组(涂抹 LAS 150 mg / L)、中剂

量组(LAS 300 mg / L)和高剂量组(LAS 600 mg / L),每
天 1 次,连续涂抹 60 d。 在其过程中,小鼠毛发生

出,及时剃除。 域阶段:再取 50 只小鼠,要求同上,
将小鼠分为 5 组,分别为正常对照组、LAS 氧化应激

损伤组(LAS 300 mg / L),拮抗组 1(先用 50 mg / L 异

黄酮涂抹,再用 300 mg / L LAS 涂抹),拮抗组 2(先
用 100 mg / L 异黄酮涂抹,再用 300 mg / L LAS 涂

抹),拮抗组 3 (先用 150 mg / L 异黄酮涂抹,再用

300 mg / L LAS 涂抹);各拮抗组处理时,先用不同剂

量大豆异黄酮溶液涂抹,1 h 后再用 300 mg / L LAS
涂抹,而对照组及 LAS 应激损伤组则先用 2% 蔗糖

脂肪酸酯涂抹,1 h 后分别用蒸馏水和 300 mg / L
LAS 涂抹,连续进行 60 d。
1. 3. 3摇 皮肤组织匀浆制备摇 各组小鼠涂抹 60 d,第
61 d 将小鼠颈椎脱臼致死,取涂抹部位皮肤,去除

皮下脂肪组织,用 0. 9%氯化钠溶液清洗,滤纸吸干

称质量。 用剪刀将皮肤组织剪碎,按 1 g 皮肤组织加

9 ml 0. 9%氯化钠溶液制成 10%的匀浆,3 000 r / min
将匀浆液离心 10 min,取上清液测各指标。
1. 3. 4摇 皮肤组织氧化应激状态检测摇 按试剂盒要

求,检测对照组、各 LAS 处理组及异黄酮拮抗组小

鼠皮肤组织匀浆中 MDA 含量。
1. 3. 5摇 小鼠皮肤组织抗氧化能力检测摇 按试剂盒

要求,检测对照组、各 LAS 处理组及异黄酮拮抗组

小鼠皮肤组织匀浆中 SOD 及 GSH鄄Px 活性。
1. 3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方差分析和 q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LAS 致小鼠皮肤组织氧化应激损伤情况摇 小

鼠皮肤涂抹低、中、高浓度的 LAS 60 d 后,小鼠皮肤

中氧化应激状态指标 MDA 的含量均明显高于对照

组(P < 0. 01),LAS 高剂量组 MDA 均明显高于低剂

量组和中剂量组(P < 0. 01),而低、中剂量组 MDA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低、中、高剂量组小

鼠皮肤中 SOD 的活性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 P <
0. 01),高剂量组 SOD 的活性亦均明显低于低剂量

组和中剂量组(P < 0. 01),但低、中浓度组 SOD 的

活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中、高剂量组

GSH鄄Px 的活性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和低剂量组(P <
0. 01),而中剂量组与高剂量组及低剂量组与对照

组 GSH鄄Px 的活性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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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1)。

摇 表 1摇 LAS 对小鼠皮肤组织 MDA 含量及 SOD、GSH鄄Px 活
性的影响(ni = 10;x 依 s)

分组
MDA/

(nmol / mgprot)
SOD /

(U / mgprot)
GSH鄄Px /

(U / mgprot)

正常对照组 4. 15 依 0. 23 257. 79 依 21. 98 1185. 15 依 58. 85

LAS 低剂量组 5. 93 依 0. 66** 214. 36 依 15. 26** 1129. 42 依 85. 47

LAS 中剂量组 5. 97 依 0. 51** 203. 65 依 10. 50** 969. 06 依 49. 35**
吟吟

LAS 高剂量组 6. 70 依 0. 50**
吟吟﹟﹟183. 71 依 10. 26**

吟吟## 914. 88 依 54. 04**
吟吟

F 47. 10 42. 07 40. 83

P < 0. 01 < 0. 01 < 0. 01
MS组内 0. 250 232. 876 4031. 047

摇 摇 q 检验:与对照组比较 ** P < 0. 01;与低剂量组比较 吟吟 P < 0. 01;与中剂量组比

较 ## P < 0. 01

2. 2摇 大豆异黄酮干预后 LAS 对小鼠皮肤组织氧化

应激的影响摇 在以上实验基础上选择 LAS 300 mg / L
涂抹小鼠皮肤作为小鼠皮肤氧化应激损伤剂量,LAS
氧化应激损伤组与 3 个拮抗组 MDA 含量均明显高

于对照组(P < 0. 01);3 个拮抗组 MDA 含量均低于

LAS 氧化应激损伤组(P < 0. 05 ~ P < 0. 01);3 个拮

抗组中,均随大豆异黄酮浓度的增加 MDA 含量降

低(P < 0. 01)。 3 个拮抗组 T鄄SOD 活性均明显高于

LAS 氧化应激损伤组(P < 0. 01),但均低于对照组

(P < 0. 01);拮抗组 2 与拮抗组 3 SOD 活性均高于

拮抗组 1(P < 0. 05 ~ P < 0. 01),但拮抗组 2 与拮抗

组 3 SOD 的活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GSH鄄Px 活性检测结果显示,除拮抗组 1 与 LAS 氧

化应激损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外,拮
抗组 2 与拮抗组 3 均明显高于 LAS 氧化应激损伤

组(P < 0. 01);各拮抗组中,随大豆异黄酮浓度的增

加,GSH鄄Px 活性均逐渐增加(P < 0. 01);3 个拮抗组

均低于正常对照组(P < 0. 05 ~ P < 0. 01)。

摇 表 2摇 大豆异黄酮拮抗后 LAS 对小鼠皮肤组织 MDA 含量

及 SOD、GSH鄄Px 活性的影响(ni = 10;x 依 s)

分组
MDA/

(nmol / mgprot)
SOD /

(U / mgprot)
GSH鄄Px /

(U / mgprot)

正常对照组 3. 32 依 0. 35 277. 19 依 12. 61 1 284. 31 依 77. 69

LAS 氧化应激损伤组 6. 44 依 0. 34** 180. 09 依 17. 47** 937. 85 依 43. 30**

拮抗组 1 6. 13 依 0. 22**
吟 204. 91 依 10. 32**

吟吟 947. 11 依 39. 05**

拮抗组 2 5. 37 依 0. 39**
吟吟 ## 224. 15 依 17. 05**

吟吟 1 105. 38 依 108. 11**
吟吟 ##

拮抗组 3 4. 38 依 0. 34**吟吟
## + + 221. 26 依 34. 64**

吟吟 1 213. 16 依 73. 59*吟吟
## + +

F 149. 14 30. 92 45. 43

P < 0. 01 < 0. 01 < 0. 01
MS组内 0. 111 412. 27 5 307. 758

摇 摇 q 检验:与对照组比较 *P < 0. 05,** P < 0. 01;与 LAS 氧化应激损伤组比较吟P <
0. 05,吟吟P < 0. 01;与拮抗组 1 比较 ## P < 0. 01;与拮抗组 2 比较 + + P < 0. 01

3摇 讨论

摇 摇 本实验的玉阶段主要检测 LAS 所致小鼠皮肤

组织的氧化应激损伤情况,结果发现小鼠皮肤涂抹

不同浓度的 LAS 60 d 后,MDA 含量明显增加(P <
0. 01),SOD 及 GSH鄄Px 活性明显降低(P < 0. 01),
说明 LAS 在一定剂量范围内可对小鼠皮肤组织造

成氧化应激损伤,且随 LAS 浓度增加,氧化应激损

伤有增加趋势。 在 3 个 LAS 剂量中,中剂量(300
mg / L)组小鼠皮肤中 MDA 的含量及 SOD、GSH鄄Px
活性与对照组均有明显区别(P < 0. 01),且考虑到

实际生活中较低剂量更具有代表性,因此选择此剂

量 LAS 处理小鼠作为域阶段氧化应激损伤剂量。
实验的域阶段主要观察不同剂量的大豆异黄酮对

LAS 氧化应激损伤的拮抗作用。 结果表明大豆异黄

酮对 LAS 所致氧化应激损伤有所改善,且随大豆异

黄酮剂量的增加,改善作用逐渐增加,但在本实验

中,各拮抗组MDA 含量仍高于对照组,SOD 及 GSH鄄
Px 活性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 < 0. 05 ~ P < 0. 01),
说明 LAS 引起的氧化应激损伤不能完全拮抗。 本

课题组在之前研究[3] 中观察到同剂量的 LAS 对小

鼠灌胃 60 d,能导致肝组织的氧化应激损伤即 MDA
含量增加,SOD 及 GSH鄄Px 活性下降。 所以 LAS 通

过氧化应激而产生对各组织的有害作用可能是其毒

性作用的主要机制之一。 MDA 是脂质过氧化物的

主要降解产物,其含量高低可反映细胞受自由基攻

击及组织脂质过氧化损伤的严重程度;SOD、GSH鄄Px
是细胞内主要的抗氧化酶,其活性代表了细胞清除

自由基的能力[5 - 6]。 MDA 含量增高及 SOD、GSH鄄Px
活性的降低是氧化应激损伤的主要指标。 研究[7 - 8]

表明,氧化损伤是人体组织衰老的重要机制之一,皮
肤衰老与之密切相关,皮肤老化过程往往伴有 SOD
与 GSH鄄Px 活性下降。 一般认为,皮肤衰老是内源

性生理衰老和外源性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9]。
内源性生理衰老机制中的自由基理论现今已逐渐成

为衰老理论中的核心理论之一[10]。 自由基的累积

导致皮肤损伤主要表现在对核酸、蛋白质、糖及脂质

的损伤,MDA 等脂质过氧化物的增多是主要表现。
MDA 因其较强的交联性易与蛋白质或核酸交联,是
形成皮肤或结缔组织中老年斑的主要原因[11 - 12]。
外源性环境因素引起的衰老与自由基的氧化作用密

切相关,如过量照射紫外线被认为是引起皮肤癌及

皮肤衰老的最主要环境因素,主要通过氧自由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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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进而作用于蛋白质及核酸等而引起病变[13]。
各种原因所导致的自由基聚积是导致皮肤衰老的主

要诱因,开发有效的活性物质以清除机体内自由基

的积累是抵抗皮肤衰老的有力手段。 有关大豆异黄

酮的研究[14]表明,大豆异黄酮在体内可以熄灭自由

基、提高机体抗氧化酶活性、降低细胞膜的流动性、
抑制脂质过氧化等。 本课题组以往的研究[15 - 16] 也

表明,大豆异黄酮能改善动物体内的脂质过氧化状

态。 有关大豆异黄酮改善皮肤衰老的研究[17] 发现,
大豆异黄酮可通过抑制酪氨酸蛋白激酶的活性,减
轻无毛小鼠皮肤因紫外线照射而引起的皮肤衰老程

度。 本实验结果表明,大豆异黄酮能提高 LAS 所致

氧化应激小鼠皮肤组织中 SOD、GSH鄄Px 的活性,降
低 MDA 含量,说明大豆异黄酮增强了小鼠皮肤内

源性氧自由基清除系统的功能,并减轻氧自由基对

皮肤的损伤,这可能是其保护机制之一。 大豆异黄

酮在食品工业中可用作抗氧化剂,人们在生活过程

中容易从大豆及其制品中获得,大豆异黄酮的抗氧

化作用对减少 LAS 的氧化损伤可能有重要意义。
在人体衰老过程中,皮肤改变最早出现,预防和

延缓衰老是生物医学研究的热点之一。 但皮肤老化

是一复杂的多因素参与的过程,除了皮肤组织中

SOD 与 GSH鄄Px 有下降趋势,也与真皮间质蛋白、胶
原含量及性质有关,并往往伴随胶原含量及真皮中

成纤维细胞数量减少[7]。 因此,尚需从整体及平衡

的角度出发,多层次研究 LAS 对皮肤系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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