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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皮肤微环境中氧化应激和抗氧化的平衡失调是皮肤疾病发生、发展的重要基础，紫外线已成为引起皮肤氧化应激损

伤的越来越主要的原因。本文综述了氧化应激尤其是紫外线产生的氧化应激损伤与临床上常见皮肤疾病发生、发展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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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of oxidative stress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dermato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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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disequilibrium between oxidative stress and antioxidization in skin micro－environment form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of der-
matoses． Ultraviolet ( UV) has become an increasingly major cause for oxidative stress． In this paper，the correlation between oxidative
stress，especially caused by UV，and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ommon clinical dermatoses was revie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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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应激( oxidative stress，OS) 是指在有害刺激

因素作用下，活性氧 ( 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

产生过多或发生代谢障碍并超过内源性抗氧化防御

系统对其的清除能力时，ROS 在体内增多并参与氧

化生物大分子的形成，直接或间接氧化或损伤 DNA、
蛋白质和脂质，最终导致细胞的氧化损伤。皮肤一

方面作为机体系统的组成部分，系统环境失衡所引

起的氧化应激可影响到皮肤; 另一方面作为人体与

外界的防御屏障，皮肤较之机体其它器官，可更多更

直接地受到外界各种刺激( 特别是日光中的紫外线)

形成的氧化应激，从而引起多种皮肤疾病。深入研

究氧化应激致皮肤损伤的作用机制对于疾病的有效

预防或提高临床疗效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就氧化

应激尤其是紫外线照射产生的氧化应激损伤与临床

上常见皮肤疾病发生、发展的相关性进行综述。
1 氧化应激概述

ROS 是氧化还原反应的正常代谢产物，除由线

粒体呼吸链代谢产生外，NADPH 氧化酶、一氧化氮

合酶( NOS) 、环氧合酶( COX) 、脂氧合酶( LO) 、细胞

色素 P450 单氧酶和黄嘌呤氧化酶所催化的反应均

伴有 ROS 的生成。正常生理条件下，机体具备完善

的抗氧化防御机制，主要包括两类抗氧化系统: 一类

是酶抗氧化系统，包括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过氧

化氢酶( CAT)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GSH－Px) 等;

另一类是非酶抗氧化系统，包括维生素 C、维生素 E、
谷胱甘肽、褪黑素、α－硫辛酸、类胡萝卜素、微量元素

( 铜、锌、硒) 等。当机体受到内源性或外源性有害因

素刺激时，可致 ROS 生成增加，一旦超过机体抗氧化

系统的清除能力，就会出现氧化应激。
氧化应激的产生因素分为外源性和内源性两

类，外源性因素除包括接触环境污染、石化制品或重

金属等以外，还与不良生活方式有关，如吸烟、饮酒、
暴食、过量运动、服用药物等; 内源性因素包括慢性

或急性疾病，如外伤、肿瘤、糖尿病、高血压等，营养

物质的缺乏也会导致氧化应激，如微量元素 ( 硒、维

生素 E、维生素 A 等) 缺乏，无法提供机体用以维护

抗氧化系统 正 常 工 作 的 必 要 因 素，从 而 引 起 氧 化

应激。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全球臭氧层的破坏和紫外

线辐射量的增加，皮肤光老化出现泛发趋势，紫外线

( ultroviolet，UV) 引起的炎症性皮肤病( 如慢性光化

性皮炎、多形性日光疹等) 与皮肤肿瘤( 如鳞状细胞

癌、基底细胞癌等) 的发病率也逐年上升。皮肤在接

受一定累积剂量的紫外线辐射后可发生一系列细胞

内变化，包括细胞内 ROS 和氧化应激标志物( 8－氧－
鸟核苷、异前列烷、硝基酪氨酸等) 水平升高、细胞核

染色体断裂和线粒体 DNA 突变，激活与炎症或肿瘤

相关的信号转导途径，并进一步调节其下游基因的

表达，最终启动皮肤的损伤、衰老、病变甚至癌变等

过程
［1］。因此，紫外线照射产生的氧化应激在皮肤

损伤的作用机制中已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
2 氧化应激对皮肤细胞的损伤

角质形成细胞( keratinocyte，KC) 是皮肤的重要

细胞成分，也是中波紫外线( UVB) 作用的靶部位，在

皮肤防御外界刺激的过程中，细胞内炎症信号传导

机制被激活，通过表达或分泌一系列炎症细胞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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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机体的免疫和炎症反应
［2，3］。此外，UV 还可引

起 KC 的凋亡，可能的作用机制包括对 DNA 的直接

损伤、诱导 ROS 的形成及活化细胞膜表面死亡受体

等
［4］。黑素细胞 ( melanocyte) 在表皮细胞中仅占小

部分，但它们对于维持皮肤耐受紫外线辐照的能力

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有关黑素细胞氧化损伤的具体

机制目前还不十分明确，有研究表明自由基损伤可

能参与其中
［5］，此外，Abdel－Naser 等

［6］
还发现黑素

细胞经 UVB 照射后发生树突数目增多、细胞肿胀等

形态改变。
成纤维细胞是合成胶原和弹性纤维的主要场

所，最近有报道认为，尽管成纤维细胞位于表皮下的

真皮层，却更易发生氧化损伤
［7］。Leccia 等

［8］
发现

中低剂量的日光照射成纤维细胞即可引起 GSH－Px、
SOD 和 CAT 的活性降低。杨国等

［9］
利用过氧化氢

( H2O2 ) 作为外源性氧化剂制作大鼠皮肤创面的氧化

应激模型，实验显示，随着 H2O2 浓度的升高，成纤维

细胞活力明显呈降低趋势，表明在作用时间一定的

情况下 H2O2 的浓度是影响细胞活力的主要因素。
此外，同 KC 一 样，UV 也 可 诱 导 成 纤 维 细 胞 发 生

凋亡。
3 氧化应激损伤与皮肤疾病的发生

系统疾病可影响皮肤细胞中活性氧代谢的动态

平衡，而外界环境因素特别是紫外线照射可引起皮

肤产生自由基，因此多种皮肤疾病的发生或发展均

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与氧化应激损伤有关。
近年来，针对皮肤疾病中氧化应激损伤的作用机制

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3. 1 皮肤老化 皮肤老化分为自然老化和光老化。
基因表达在皮肤自然老化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

用，同时一些内源性因素( 如营养、内分泌及免疫等)

也通过对整个机体的作用而对皮肤的自然老化产生

影响。另一方面，大量的流行病学资料表明日光中

的紫外线，特别是 UVB 与皮肤光老化的发生密切相

关，长波紫外线( UVA) 因具有较深的穿透力，可对成

纤维细胞和结缔组织产生影响。
对于 UV 引起光老化的机制，多数研究发现 ROS

在其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一方面，ROS 可攻击细胞

膜脂质、蛋白质和 DNA 等，直接引起氧化性损伤; 另

一方面，ROS 可作为第二信使，参与启动 UV 辐射后

的细 胞 内 信 号 传 导，激 活 丝 裂 原 活 化 蛋 白 激 酶

( MAPK) 及其下游基因，进而上调弹力蛋白、基质金

属蛋白酶( MMP) 等基因表达，或下调胶原蛋白基因

的表达，促进胶原降解
［10］。

3. 2 表皮肿瘤 日光中的紫外线是表皮肿瘤发生

的主要原因，特别是 UVB 最具致癌性或突变性。紫

外线所致氧化应激中产生的 ROS 可损伤 DNA 及

DNA 修复的相关酶系，活化原癌基因，引起细胞内多

种信号分子及调控基因的异常，最终导致细胞癌变。
例如，长期日光照射可导致 KC 中 p53 基因发生突

变，并 在 皮 肤 癌 发 生 发 展 中 发 挥 着 重 要 作 用
［11］。

Arun 等
［12］

发现 UVB 能以时间和剂量依赖性方式，

并通过 Src 基因介导，激活蛋白激酶 D( PKD) 一种高

表达于皮肤基底细胞癌的基因，而抗氧化剂可有效

地抑制上述过程，这说明 PKD 引起皮肤肿瘤的发生

与氧化损伤密切相关。恶性黑素瘤的发生也可能与

氧化应激有关，因为有研究发现恶性黑素瘤中诱导

型一氧化氮合酶( iNOS) 表达升高
［13］，而 NO 又是一

种自由基，能与 O2－结合生成过氧亚硝基，后者可直

接或通过分解成许多小分子毒性物质而损伤细胞。
3. 3 色素障碍性皮肤病 实验发现

［14］，黄褐斑患者

血清中脂质过氧化物 ( LPO) 含量明显增高，SOD 活

性显著降低，提示氧化与抗氧化失衡可能是产生黄

褐斑不可忽视的因素。另有实验在白癜风中发现患

者血液及表皮局部均存在氧化－抗氧化格局的改变。
例如，Agrawal［15］

等报道白癜风患者外周血红细胞中

SOD 活性及脂质过氧化水平显著升高，而 GSH－Px
活性显著降低。Schallreuter 等

［16］
在进展期白癜风患

者表皮检测到 H2O2 的持续蓄积，这是氧化应激参与

白癜风发病最直接的证据之一。
3. 4 皮肤创伤及愈合 皮肤创伤的过程实质上是

有害刺激作为一种氧化应激因素导致皮肤内环境平

衡失调而引起的组织损害。在创伤愈合的过程中，

各种炎症细胞如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甚至内皮细

胞和成纤维细胞都可以产生活性氧等自由基，适量

的自由基对创面的愈合能起到有利的作用，但活性

氧会引起修复细胞的迁移、增殖能力下降及细胞外

基质合成障碍
［17］。

糖尿病性皮肤溃疡是一种特殊的氧化应激损

伤。在糖尿病状态下，高血糖代谢紊乱使维生素 C、
维生素 E、GSH 等抗氧化剂水平下降，体内抗氧化系

统遭到破坏，明显削弱了机体清除自由基的能力，从

而引起皮肤的氧化应激，这可能是造成糖尿病皮肤

易发生自发性溃疡和创面难愈的原因
［18］。

3. 5 炎症性皮肤病 活性氧可作为某些特殊配基

( 如转化生长因子 β、血小板源生长因子、表皮生长

因子－2、内皮素等) 下游的第二信使，参与细胞内炎

症信号转导通路的调控
［19，20］，也能调节一些炎症转

录因子( 如核因子－κB、活化蛋白－1 等) 的活性
［21］。

因此，活 性 氧 对 于 调 节 炎 症 具 有 重 要 的 作 用。
Hadshiew 等

［22］
发现抗氧化剂可以显著降低多形性

日光疹的严重程度，因此提出光暴露部位皮肤在 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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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射后形成的氧自由基在多形性日光疹的发病机制

中可能占有重要地位。此外，银屑病患者也存在抗

氧化能力的减弱，大量的超氧阴离子等自由基可对生物

膜结构造成广泛损伤，从而引起皮肤炎症的发生
［23］。

3. 6 病毒感染性皮肤病 氧化应激不利于细胞抗

病毒状态的建立，而炎症介质( 如肿瘤坏死因子) 的

聚集则进一步加重氧化应激。Lim 等
［24］

发现带状疱

疹皮损的炎细胞及坏死的 KC 中 NO 含量明显增加，

并推测其与带状疱疹皮损中的水疱、炎症或坏死的

形成过程密切相关。国内研究除发现上述类似变化

外，还发现 SOD 水平也明显低于恢复期与对照组，证

明带状疱疹的皮肤炎症、坏死、水疱与氧化应激状态

有关
［25］。

3. 7 其它 研究证实，过敏性紫癜患儿存在氧化应

激状态，并可能与其肾脏并发症的发生发展有关，表

现为体内脂质过氧化产物和晚期氧化蛋白产物水平

增高
［26］。

4 总结与启示

综上所述，皮肤微环境中氧化应激和抗氧化的

平衡失调是皮肤疾病发生、发展的重要基础，紫外线

已成为引起皮肤氧化应激损伤的越来越主要的原

因。如何科学和全面地认识氧化应激，并维护皮肤

的氧化 /抗氧化平衡，对于预防皮肤疾病、增进皮肤

健康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有关氧化应激与皮肤疾病

的相关性尚有许多需要探索的问题，如: 实现皮肤中

氧化 /抗氧化平衡状态的具体机制? 不同类别皮肤

疾病的氧化应激机制是否有其特异性? 除了目前发

现的氧化应激的标志物外，是否还有其它标志物或

靶分子? 不同波长的紫外线在皮肤中不同层次、不

同细胞的氧化应激作用? 等等。未来的研究除了着

力于解决上述问题外，更重要的是进一步筛选和评

价抗氧化应激的系统或局部用药，以更好地应用于

皮肤疾病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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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使用系统用药时可优先选择环孢素，其安全性

优于 MTX 和阿维 A。
2 红皮病型银屑病

红皮病型银屑病也是银屑病中的重症类型，需

要迅速采取有效措施控制病情。系统用药的原则、
选择和注意事项同泛发性脓疱型银屑病，有文献显

示 CyA 的见效速度快于 MTX 和阿维 A。因患者多

伴有明显的低蛋白血症，给予血浆或白蛋白输注纠

正后有助于病情的恢复。
外用治疗方面宜选择柔和无刺激的糖皮质激素

制剂、角质促成剂或润肤保湿剂，注意避免外用刺激

性强的药物; 淀粉浴有助于缓解皮肤瘙痒、肿疼等症

状; 进入恢复期后可慎重尝试小剂量窄谱中波紫外

线( NB－UVB) 光疗，如果能够耐受则有利于系统用

药的减量和撤除。
3 关节病型银屑病

关节病型银屑病治疗的关键是缓解关节肿疼，

保护功能，防止畸形发生。轻症患者可采用非甾体

类抗炎药( NSAIDs) ，重症患者则需要应用缓解病情

抗 风 湿 药 ( disease － modifying antirheumatic drug，

DMARD) 或生物制剂。在无禁忌症的情况下首选

MTX，也可选用 CyA，用法用量同前。对以关节症状

为主，皮肤损害轻或无皮损的患者可选用来氟米特，

用法是先给予饱和量 50mg /d，连续 3 天，然后予维持

量 20mg /d。来氟米特是异噁唑类免疫抑制剂，通过

抑制二氢乳清酸脱氢酶活性而影响活化淋巴细胞的

嘧啶合成，对淋巴细胞介导的自身免疫和炎症反应

性疾病具有良好疗效。临床研究表明，来氟米特对

关节病型银屑病关节症状的改善效果与 MTX 相当，

但对皮损的疗效低于 MTX。来氟米特的主要不良反

应包括肝酶升高、血细胞减少、胃肠道不适等，发生

率明显低于 MTX。FDA 妊娠期安全性评级为 F。
近年陆续上市的生物制剂对关节病型银屑病具

有良好的疗效，常用的有 TNF－α 拮抗剂、白介素 12 /
23 单抗等，适用于重症或顽固的病例。依那西普

( Etanercept) 是 TNF－α 受体与人 IgG1 Fc 融合蛋白，

通过与 TNF－α 结合而中和其活性，用法为 25mg ～
50mg，每周 2 次皮下注射，预期起效时间为 6 ～ 8 周，

体内半衰期 4 天; 英夫利西( Inflaximab) 是抗 TNF－－
α 人－鼠嵌合抗体，是第一个批准用于银屑病的单抗

制剂，用法为 5mg /kg，静脉点滴，第 0、2、6 周各 1 次，

以后每 8 周 1 次维持治疗。预期起效时间为 1 ～ 2
周，体内半衰期 9 天，美国 FDA 妊娠期安全性分级为

B。阿达木( Adalimumab) 是抗 TNF－α 完全人源性单

抗，在其他 TNF－α 抑制剂效果不佳时阿达木仍可能

有效，用法是初次 80mg，以后每 2 周 40mg，皮下注

射。阿达木的预期起效时间为 4 周，半衰期 2 周，美

国 FDA 妊娠安全性分级为 B。
白介素 12 /23 单抗 ( Ustekinumab ) 是 针 对 IL －

12 / IL－23 P40 亚单位的完全人源性单抗，2009 年批

准上市用于关节病型银屑病及中重度斑块型银屑

病，用法是 45mg ～ 90mg 皮下注射，第 0、4 周各 1 次，

以后每 12 周 1 次。预期起效时间为 2 周，最大疗效

出现在 20 ～ 24 周，初步观察疗效和安全性优于 TNF
－α 拮抗剂。

特别顽固的病例对单一生物制剂或免疫抑制剂

反应差者，可考虑进行联合治疗。生物制剂与 MTX
联合不仅具有协同作用，还可通过抑制抗－抗体的产

生而减少副作用，使疗效更好、更持久。不推荐生物

制剂与环孢素、霉酚酸酯联合治疗。
虽然以上生物制剂对关节病型银屑病的疗效确

切，但也不能忽视其不良反应，潜在感染灶的再活动

以及机会性感染是生物治疗中值得注意的问题。生

物制剂长期应用的安全性也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总之，重症银屑病的治疗需要全面考虑临床分

型、严重程度、患者个体因素和对治疗的反应等情况

进行综合判断，既要迅速控制病情，又要尽可能避免

不良反应，还需注意到长期的巩固、维持和安全性。
对不同的患者要进行具体分析，制定个体化方案以

取得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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