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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暴露于日光紫外线（ultraviolet，UV）下可引起皮肤

光老化（photoaging）。皮肤光老化与自然老化相比具有特征

性的临床表现：皱纹、松垂、粗糙肥厚和色素异常，并伴有相

应的组织学及分子生物学水平的改变。活性氧簇（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是一组具有一个或多个未配对电子的

原子或分子，包括超氧阴离子(superoxide anion，O2-·)、单线

态氧 (singlet oxygen，1O2)、过氧化氢 (hydrogen peroxide，

H2O2)、羟自由基(hydroxyl radical，HO·)等。UV 可通过多种

途径使皮肤中 ROS 浓度异常升高，高浓度的 ROS 具有活泼

的化学性质，可与皮肤组分发生复杂的化学反应产生多种生

物学效应。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ROS 在 UV 致皮肤光老化

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1 UV 与 ROS

皮肤中存在大量天然 UV 色基 （chromophor） 包括

DNA、反式尿刊酸、核黄素、色氨酸、酪氨酸、泛醌、卟啉、尼克

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还原型尼克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磷酸

和蛋白糖基化终产物 （advanced glycation end-products，

AGEs）等[1]。色基分子吸收 UV 光子能量后呈激发态，随即与

皮肤中的分子氧发生 I 型或 II 型光动力学反应，并在多种酶

和过渡 金 属 离 子 参 与 下 生 成 ROS。 使 用 电 子 顺 磁 共 振

（Electron Paramagnetic Resonance）的方法可实时观测 UV

照射在皮肤中诱生 ROS 的过程[2]。

除直接诱生 ROS 外，UV 照射还可通过一些间接的方

式使皮肤中 ROS 浓度异常升高。UV 照射后数小时皮肤局

部可以出现白细胞浸润，这些白细胞可产生大量的 H2O2 和

一氧化氮，为皮肤中异常升高的 ROS 来源之一。研究发现

UV 照射后浸润至皮肤的 CD11b+ 白细胞是主要的 ROS 生

成细胞[3]。在正常能量代谢过程中,来源于线粒体呼吸链的电

子被传递给氧原子可产生少量 ROS 并随即被皮肤抗氧化系

统清除。UV 反复照射可导致皮肤成纤维细胞线粒体 DNA

出现大范围缺失性突变，该突变导致线粒体功能损害，损害

的线粒体存在电子传递和氧化磷酸化功能缺陷，可在能量代

谢中产生大量 ROS 使皮肤中 ROS 浓度异常升高[4]。

正常皮肤具有相对完善的抗氧化防御系统，具有清除

ROS 的作用。该系统包括多种酶及非酶性抗氧化物质。酶性

抗氧化物质包括：谷胱甘肽还原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超

氧化歧化酶及过氧化氢酶等。非酶性抗氧化物包括：维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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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 tract: Long- term and chronic exposure to solar ultraviolet(UV) irrad iation can cause skin photoaging ,character-

ized by wrinkles ,loss of skin tone and res ilience.It is demons trated by the fact that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p lay a

major role in photoaging .UV generate severe oxidative s tress in skin cells via interaction with skin chromophores ,

resulting in trans ient and permanent genetic damage, and in the activation of cytoplasmic s ignal transduction path-

ways that are related to growth, d ifferentiation, rep licative senescence and connective tissue degradation.Efficient

antioxidants which can decrease ROS load in skin may represent promis ing s trateg ies to prevent photoag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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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维生素 E、谷胱甘肽、尿酸、辅酶 Q 及泛醌等。与正常皮肤

相比,光老化表皮中超氧化歧化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活

性无变化, 而过氧化氢酶及谷胱甘肽还原酶活性明显增加；

光老化真皮中除过氧化氢酶活性明显下降外,其余 3 种酶的

活性均无变化；非酶性低分子抗氧化剂维生素 E、维生素 C

及谷胱甘肽在光老化表皮和真皮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5]。

UV 照射部位皮肤抗氧化防御系统活性下降进一步使皮肤中

ROS 数量增加并在局部蓄积。

2 ROS 与皮肤光老化

UV 照射后皮肤中产生的高浓度 ROS 如不能被皮肤中

的抗氧化系统及时清除则会对组织中核酸、脂质、蛋白质造

成损害，并影响相关细胞信号转导和基因表达导致皮肤光老

化发生。光老化最显著的临床特征是皮肤粗细皱纹形成和松

弛，真皮细胞外基质（主要为胶原纤维和弹性纤维）质和量

的改变是主要原因。胶原成分的损伤表现为成熟胶原减少，

研究者使用羟基脯氨高压液相色谱分析、Northern 印迹、免

疫组化等方法发现构成皮肤结缔组织主要成分的 I 型胶原

在人和鼠科动物光老化皮肤中均减少[6]。弹性纤维的损害表

现为弹性纤维日光变性，是光老化特征性病变，表现为真皮

中、上部出现大量的异常弹性纤维样物质。免疫组化证实这

些物质由构成正常弹性纤维的成分组成，但结构紊乱，没有

正常弹性纤维的功能[7]。

2.1 胶原成分改变与 ROS：胶原成分约占正常皮肤干重的

80%，主要为 I 型胶原纤维。光老化皮肤中正常胶原成分显著

减少，基质金属蛋白酶（matrix-metalloproteases，MMPs）活

性异常升高是主要原因。间质胶原酶(MMP-1)、92Kd 明胶酶

(MMP-9)、72Kd 明胶酶(MMP-2)、间质溶解素 -1(MMP-3)四

种 MMPs 协同作用可以完全降解皮肤基质。UV 可通过 GTP

结合蛋白激活 MAPK 信号转导途径，引起 c-jun 和 c-fos 表

达升高。这两种转录因子和其他蛋白因子一起构成了转录因

子复合体活化蛋白（activator protein-1，AP-1）。AP-1 水平升

高导致 MMPs 过表达，造成正常胶原成分降解[8]。此外，UV

照射还可以激活核转录因子 NF-!B 调控下游基因表达，促

进局部白细胞浸润，浸润的白细胞分泌 MMP-8 可加重皮肤

基质的降解 [9]。实验证明 UV 激活 AP-1 和 NF-"B 刺激

MMP 分泌的过程均可由 ROS 介导。1O2 和 H2O2 在 UVA 诱

导 MMP-1、MMP-2、MMP-3 表达中起介导作用，HO·和脂质

过氧化产物在 UVB 诱导 MMP-1、MMP-3 表达中起介导作

用[10]。此外 ROS 还可灭活基质金属蛋白酶抑制因子（tissue

inhibitor of matrix-metalloproteases, TIMPs）、抑制前胶原蛋

白合成并对正常胶原纤维有直接破坏作用，在光老化皮肤胶

原成分损伤中也起一定的作用。

2.2 弹性纤维改变与 ROS：异常弹性纤维样物质在真皮中

上部大量蓄积是光老化特征性的组织学变化[1]。这些失去功

能的异常物质由正常弹性纤维组分构成，弹力蛋白是其主要

成分，组成弹性纤维的其他成分也明显可见。这些变性物质

最初成因尚不明确，可能由正常弹性纤维降解和弹力蛋白及

纤蛋白成分表达异常升高共同造成。体外黄嘌呤氧化酶系统

产生的 ROS 可上调弹力蛋白基因表达，这种效应可被相应

的抗氧化剂抑制[11]。弹性纤维降解主要源于皮肤中弹性蛋白

酶活性升高，MMPs 特别是 MMP-2 也起重要作用[10]。UV 照

射在皮肤中诱生的 ROS，可通过诱导炎症因子和 MMPs 异

常表达在弹性纤维降解中起一定的作用[10]。

2.3 光老化皮肤中细胞的改变与 ROS：暴露部位皮肤比非

暴露部位皮肤来源的细胞体外倍增次数明显减少、PUVA 治

疗的患者皮肤标本培养的成纤维细胞倍增时间显著延长、

PUVA 处理体外培养成纤维细胞使细胞出现不可逆转的衰

老表型[12]，以上事实提示 UV 辐射可导致皮肤细胞衰老。上

述 PUVA 处理后成纤维细胞的表型转换由 UV 诱生的超氧

化物阴离子和过氧化氢介导 [12]，低剂量过氧化氢也可表现

为明显的促进细胞衰老的作用。研究发现 UVA 诱生的单线

态氧可导致真皮成纤维细胞线粒体 DNA 大范围缺失突变，

这种突变会导致线粒体氧化磷酸化功能缺陷，促进 ROS 的

产生，导致更多的线粒体 DNA 缺失，最终使细胞处于衰老

状态[4]。ROS 还可导致细胞端粒缩短，促进细胞衰老，在 UV

辐射的皮肤内也存在这种现象 [13]。衰老的成纤维细胞中

MMPs 表达增加而 TiMPs 表达减少，胶原合成功能降低，从

胶原合成表型转变为胶原降解表型。这种功能异常的真皮成

纤维细胞在皮肤中蓄积是光老化皮肤的明显特征。更为重要

的是光老化导致的细胞衰老和增龄导致的细胞衰老在分子

水平上有相似之处，因此对于皮肤光老化的研究可为机体自

然衰老的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和启示。

3 抗氧化剂在皮肤光老化防治中的作用

长期以来，遮光剂被认为是预防 UV 损伤皮肤的金标

准。但由于不正确的使用遮光剂、使用窄光谱遮光剂和遮光

剂本身的毒性等原因，在预防皮肤光老化的实际应用中其作

用有限，必须寻找其他更为有效的皮肤光老化防治方法。鉴

于 ROS 在皮肤光老化发生中的重要作用，使用抗氧化剂清

除 ROS 可能是一种合理有效的光老化防治策略。传统的抗

氧化剂维生素 C、维生素 E、β- 胡萝卜素、锌和硒等具有一

定的 UV 防护作用，能否用于光老化的预防还有待研究。近

来研究表明几种植物抗氧化剂如 Ectoin（一种在埃及水域中

发现的植物）、茶叶提取物（epigallocatechin-3-gallate）、水龙

骨属植物（polypodium leucotomos）提取物、番茄红素（ly-

copene）、N- 乙酰基半胱氨酸（N-Acetyl Cysteine）、金雀异

黄素（genistein）等具有一定的预防光老化的作用[14~16]。随着

近年来皮肤光老化分子机制研究的深入，ROS 在皮肤光老化

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具体途径和方式日渐清晰。这些新的知识

有助于筛选出具有针对性的抗氧化剂用于光老化预防，也有

助于选择合理的指标对抗氧化剂预防皮肤光老化的效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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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正确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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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道下裂是男性下尿路及外生殖器常见的先天性畸形，

属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据统计，在出生男婴中占 0.4%～

0.8%，组织胚胎学认为该病是由于胎儿在母体发育过程中尿

生殖褶合并不良所致，尿道外口在阴茎下方形成尿道下裂。

尿道下裂的解剖学特征主要有：①尿道外口异位；②阴茎下

弯；③系带缺如。

尿道的形成始于胎儿期第 8 周，完成于第 15 周。由于胎

儿睾酮缺乏或其作用不足，演化停顿于不同阶段发生不同类

型的尿道下裂；又因尿道沟是由近端向远端逐渐闭合，故远

端尿道下裂更多见。尿道周围的海绵体发生纤维化则导致阴

茎下弯。临床上按尿道开口位置分为五型：①龟头型或冠状

沟型：尿道开口在冠状沟腹侧中央。此型除尿道开口较窄外，

一般不影响排尿和性交功能，可不必手术治疗。若要强调美

容，主张采用手术将尿道外口前移至正常位置；②阴茎型：尿

道外口开于阴茎腹侧，需手术矫正；③阴茎阴囊型：尿道开口

于阴囊阴茎交界处，阴茎严重弯曲；④阴囊型：尿道外口位于

阴囊，除具有尿道下裂的一般特征外，阴囊发育也差，可有不

同程度对裂，其内有时无睾丸；⑤会阴型：尿道外口位于会

阴，外生殖器发育极差，阴茎短小而严重下曲，阴囊对裂，形

如女性外阴。

尿道下裂一般都需要手术治疗，治疗目的是使患者的外

生殖器外观接近正常，并能站立排尿，在成年之后能进行正

常性生活。尿道下裂修复术后的成功标准为[38]：①阴茎下弯

畸形矫正满意；②尿道口在阴茎头接近正常位置；③排尿通

尿道下裂的临床治疗方法和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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