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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

况监测是具有最新具有全国人群代表性的研究数

据ꎬ 采用连续 ３ 天 ２４ 小时个人膳食回顾法结合家庭

调味品称重的调查方法收集了全国 １５０ 个监测点 ６
万余人的食物摄入数据ꎮ 利用 ２００２ 中国食物成分

表ꎬ 分析了中国不同地区年龄人群膳食纤维的摄入

状况ꎬ 结果显示中国居民的膳食纤维的摄入水平呈

下降的趋势ꎬ 目前平均每标准人每日膳食纤维 (不

可溶) 的摄入量为 １１ｇꎬ 城市与农村基本一致ꎮ 由

于食物成分表中可溶性膳食纤维数据不足ꎬ 采用折

算系数推算出每日膳食纤维总量约为 １３ｇꎮ 膳食纤

维的主要来源是蔬菜、 粮谷类和豆类ꎮ 与中国居民

膳食营养素推荐摄入量 (ＤＲＩｓ) 中膳食纤维的推荐

量相比ꎬ 能达到 ＡＩ (２５ｇ) 的人群不足 ５％ꎮ 通过对

１８－６４ 岁成年人膳食纤维与肥胖、 血糖水平、 血压

值的相关分析研究显示ꎬ 来源于粮谷类食物的膳食

纤维与空腹血糖水平呈负相关ꎬ 膳食纤维摄入量高

的人群比摄入量低的人群发生糖尿病的风险低ꎻ 来

源于蔬菜水果的膳食纤维的摄入量与体质指数

(ＢＭＩ)、 收缩压、 舒张压成负相关ꎬ 蔬菜水果来源

的膳食纤维摄入量高的人群比摄入量低的人群发生

超重肥胖、 高血压的风险低ꎮ 中国居民存在膳食纤

维的摄入量普遍不足ꎬ 应通过增加全谷物食物、 蔬

菜水果的摄入提高膳食纤维的摄入水平ꎬ 以减少慢

性病发生的风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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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ꎬ 中国居民的膳食模式也由传统的植物性食物为主逐渐转变为动物性食物

为主ꎮ 人们对于高蛋白、 高能量及高脂食品摄入的增加ꎬ 导致了多种疾病如糖尿病、 动脉粥样硬化、 高血

压、 胃肠道癌症等的发生ꎮ 膳食纤维指食物中不能被人体利用的多糖ꎬ 主要来源于豆类、 谷类、 新鲜的水果

和蔬菜等植物细胞壁的复合碳水化合物ꎮ 研究证实植物膳食纤维有多种生理活性ꎬ 具有一定的抗氧化活性ꎬ
同时能够调节血糖、 血脂的代谢ꎬ 对于癌症的预防也有一定作用ꎮ 此外ꎬ 膳食纤维还具有一些其他生理活性

如改善胃肠道活力、 吸附某些化学物质等ꎮ 本文主要综述了膳食纤维的抗氧化活性ꎬ 调节血糖、 血脂代谢及

防治癌症的作用ꎬ 对于指导疾病的预防和治疗、 食品开发等有重要的指导意义ꎮ
关键词　 膳食纤维ꎻ 抗氧化ꎻ 血糖ꎻ 血脂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显著

改善ꎬ 中国人群的是膳食结构和饮食行为也

发生着深刻的变化ꎮ 传统的膳食结构以谷类

食物为主ꎬ 特点是低脂肪低能量密度、 高碳

水化合物和高膳食纤维ꎮ 近年来ꎬ 这种良好

的膳食模式正在逐渐丢失ꎬ 居民谷类摄入量

迅速减少ꎬ 动物性食物的摄入量急剧增

加[１]ꎬ 导致了多种疾病如糖尿病、 动脉粥样

硬化、 胃肠道癌症等的发生ꎮ
１９５３ 年ꎬ Ｈｉｐｓｌｅｙ 第一次提出 “膳食纤

维”ꎬ 最初指纤维素、 半纤维素和木质素等

不消化的植物细胞壁成分[２]ꎮ Ｔｏｒｗｅｌｓ 等人

在 １９７２ 年提出了膳食纤维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ｆｉｂｅｒꎬ 简

称 ＤＦ) 的定义ꎬ 为不被人体所消化吸收的

多糖类碳水化合物与木质素[３]ꎮ 当代医学

中ꎬ 膳食是指植物性食物或原料中糖苷键大

于 ３ 个ꎬ 不能被人体小肠消化和吸收ꎬ 但对

人体有健康意义的碳水化合物ꎮ 膳食纤维因

其重要的生理功能ꎬ 日渐受到人们的重视ꎮ
国内外研究表明ꎬ 膳食纤维与多种疾病的发

生和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ꎮ 膳食纤维具

有抗氧化活性ꎬ 并且对于机体癌症的防治、
碳水化合物代谢、 脂质代谢、 预防动脉粥样

硬化都具有积极的调节作用ꎮ 此外ꎬ 膳食纤

维还可改善胃肠道活力ꎬ 减少便秘的发生ꎮ

１　 膳食纤维的抗氧化活性

多项研究表明ꎬ 膳食纤维具有有效的抗

氧化功能ꎬ 推测其可能通过清除自由基、 提

高机体还原能力、 螯合 Ｆｅ３＋离子、 增强抗氧

化酶的活性等达到抗氧化的目的ꎮ

１ １　 清除自由基

膳食纤维能对羟自由基 (ＯＨ)、 超氧

阴离子自由基 (Ｏ２－)、 烷自由基 (Ｒ)、
ＤＰＰＨ 自由基均有一定的清除作用ꎮ 李来好

等采用羟基自由基体系、 超氧阴离子自由基

体系、 烷基自由基引发的亚油酸氧化体系和

ＤＰＰＨ 体系对 ４ 种海藻膳食纤维清除自由基

的活性进行了研究ꎬ 发现 ４ 种海藻膳食纤维

对于自由基均有一定的清除能力[４]ꎮ
欧仕益等在离体条件下测定了麦麸膳食

∗ 通讯地址: 上海市卢湾区重庆南路 ２８０ 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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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的羟自由基清除活性ꎬ 发现水溶性和水

不溶性膳食纤维都有不同的清除能力ꎬ 麦麸

不溶性膳食纤 (ＷＩＤＦ) 和麦麸可溶性膳食

纤维 (ＷＳＤＦ) 碱提取液经氯仿萃取后ꎬ 对

羟自由基清除率分别为 ５８ ３％ 和 ８０ ２％ꎬ
显示出较强清除羟自由基的能力[５]ꎮ 同时辛

建美等的研究结果显示ꎬ 海芦笋膳食纤维在

试验范围内对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的最高清除

率达到 ４０ ５％ꎬ 对 ＤＰＰＨ 自由基半抑制浓度

( ＩＣ５０) 为 ６ ２８ｍｇ / ｍｌ[６]ꎮ 秦杰等研究了生

姜中可溶性膳食纤维对羟自由基表现出较强

的清除能力ꎬ 其在 ０ ６ｍｇ / ｍｌ ~ ３ｍｇ / ｍｌ 浓度

范围内清除率与浓度呈较好的量效关系ꎬ
ＩＣ５０ 为 １ ９５ｍｇ / ｍｌ[７]ꎮ

１ ２　 提高还原能力

还原能力也是表示抗氧化物质抗氧化能

力强弱的一个指标ꎬ 许多研究已证实抗氧化

活性同还原力之间呈正相关关系[８]ꎮ 抗氧化

物质的还原能力能够中断自由基的连锁反

应ꎬ 膳食纤维的还原能力得到了广泛的研

究ꎮ
张志旭等利用分光光度计法测定了苦瓜

膳食纤维和 Ｖｃ 的还原能力并进行比较发现ꎬ
苦瓜膳食纤维总抗氧化能力在浓度大于

３ｍｇ / ｍｌ 时ꎬ 达到 １ ６×１０－２ｍｍｏｌ / ｇ 左右后趋

于平缓ꎮ 而 Ｖｃ 的总抗氧化力虽然随着浓度

增加而增长ꎬ 但始终远远低于样品[９]ꎮ
邵娟娟等以 Ｖｃ 为参照物测定了豌豆皮

膳食纤维的还原能力ꎬ 其中木聚糖酶制得的

豌豆皮水溶性膳食纤维 (ＰＳＤＦ１) 的还原能

力最强ꎬ 为 １７ ３５μｍｏｌＶｃ 当量ｇ－１ [１０]ꎮ 周

小理等以抗氧化剂二丁基羟基甲苯 (ＢＨＴ)
为参照ꎬ 测定了苦荞麸皮膳食的体外抗氧化

活性其中纤维酶法处理能显著提高未膨化麸

皮膳食纤维粗提物的还原能力ꎬ 其还原能力

较酶法处理前提高了 ８２ ８％[１１]ꎮ

１ ３　 螯合 Ｆｅ３＋能力

过渡金属离子如 Ｆｅ３＋参与了机体许多氧

化反应进程ꎬ 螯合 Ｆｅ３＋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阻

碍抗氧化反应的发生ꎮ Ｆｅ３＋ 能够催化 Ｈａｂｅｒ

Ｗｅｉｓｓ 反应ꎬ 该反应能够利用由酶产生的活

性较小的过氧化物和过氧化氢等ꎬ 产生毒性

更强的自由基[１２]ꎮ
石秀梅等对 ３ 种膳食纤维进行体外抗氧

化活力的测定发现ꎬ 柠檬、 脐橙、 小麦麸皮

膳食纤维均能螯合 Ｆｅ３＋ꎮ 其中小麦麸皮螯合

Ｆｅ３＋的能力最强ꎬ 相当于 ５４ ８０ μｍｏｌ / Ｌ 的

ＥＤＴＡ 对 Ｆｅ２＋ 的螯合能力ꎮ 因此ꎬ 膳食纤维

能有效地防止毒自由基的产生ꎬ 有利于身体

健康[１３]ꎮ 可溶性膳食纤维和不溶性膳食纤

维对于 Ｆｅ３＋的螯合能力也有所不同ꎬ 杨晓宽

等测定了可溶性膳食纤维和不溶性膳食纤维

的 Ｆｅ３＋ 螯合能力ꎬ 其中可溶性膳食纤维对

Ｆｅ３＋的螯合能力 ９０ １１％[１４]ꎮ

１ ４　 增强抗氧化酶的活性

超氧化物歧化酶 ( ＳＯＤ)、 过氧化氢酶

(ＣＡＴ) 是体内清除自由基的重要抗氧化酶ꎬ
丙二醛 (ＭＤＡ) 是过氧化脂质的降解产物ꎬ
其含量与年龄增长呈正相关ꎮ ＳＯＤ、 ＣＡＴ 活

力的高低间接反映了机体清除氧自由基能力

大小[１５]ꎮ 膳食纤维也能够通过提高 ＳＯＤ 等

抗氧化酶的活性进而增强机体的抗氧化能

力ꎮ
叶静等江蓠藻膳食纤维能明显提高小鼠

血清和脾脏 ＳＯＤ 的活性ꎬ 并升高血清中 ＣＡＴ
的含量ꎬ 降低 ＭＤＡ 水平ꎬ 增强了小鼠的抗

氧化能力[１６]ꎮ 姜苏薇等发现大豆膳食纤维

连续灌胃小鼠 １５ｄ 后ꎬ 小鼠肾组织的 ＳＯＤ 和

ＣＡＴ 水平显著增加ꎬ 同时 ＭＤＡ 水平降低ꎬ
对高脂血小鼠肾脏抗氧化应激有重要作

用[１７]ꎮ

２　 膳食纤维与癌症

膳食纤维被证明是多种肿瘤的保护因

子ꎬ 其中膳食纤维与结肠癌、 直肠癌的关系

最为密切ꎮ 膳食纤维虽然不能被人体消化吸

收ꎬ 但肠道菌可对其进行不同程度的分解和

发酵ꎬ 产生乙酸、 丙酸和丁酸等多种断链脂

肪酸 (ＳＣＦＡ)ꎬ ＳＣＦＡ 可通过多种机制抑制

肿瘤的发生ꎬ 是膳食纤维预防治疗结直肠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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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机制ꎮ 丁酸是 ＳＣＦＡ 中的代表产物ꎬ
对肿瘤的预防、 治疗和预后有重要的作用ꎮ

一项病例对照研究显示ꎬ 每天增加 ５％
的植物膳食纤维摄入ꎬ 可使由摄入红肉脂肪

增加的结直肠腺瘤的危险性下降 ４１％[１８]ꎮ
宋杨等利用 １ꎬ ２ － 二甲肼 ( ＤＭＨ) 诱导

Ｗｉｓｔａｒ 大鼠建立结直肠癌动物模型后ꎬ 对其

进行其膳食中添加膳食纤维进行饲喂后分析

比较其结直肠癌的发生率ꎬ 发现膳食中添加

果胶能增加诱癌大鼠患结直肠肿瘤的危险ꎬ
而饮水中添加 ２％的植酸可降低诱癌大鼠患

结直肠肿瘤的危险[１９]ꎮ

３　 膳食纤维与血糖代谢

膳食纤维能够降低血糖ꎬ 推测其机理在

于阻碍葡萄糖的吸收、 降低肠液葡萄糖的有

效浓度、 延长淀粉的酶解时间、 降低肠液中

葡萄糖的释放速度及改善末梢组织对胰岛素

的感受性ꎬ 进而降低糖尿病人血糖浓度[２０]ꎮ
动物实验表明ꎬ 柚皮膳食纤维具有良好

的降糖作用ꎬ 其中 ０ １ｇ / ｍｌ 柚皮膳食纤维能

够将大鼠空腹血糖水平降低 ６６％ꎬ 同时各剂

量组均能提高受试大鼠的糖耐量水平且效果

相当[２１]ꎮ 殷文娅等对 ２ 型糖尿病病人进行膳

食摄入状况调查并分析了其中膳食纤维的摄

入量ꎬ 评估了膳食血糖指数 (ＤＧＩ) 和膳食

血糖负荷 (ＤＧＬ)ꎬ ＤＧＩ 与膳食纤维摄入量

呈负相关ꎬ 表明富含膳食纤维的膳食可降低

糖尿病患者的膳食生糖效应[２２]ꎮ
宋华等发现Ⅱ型糖尿病患者膳食纤维的

添加量在达到小麦淀粉质量的质量分数为

０ ０４ 和 ０ ０６ 时ꎬ 可显著降低患者小麦淀粉

餐后血糖增值ꎬ 且作用随添加量增加而效果

增强[２３]ꎮ

４　 膳食纤维与血脂代谢

血清甘油三酯和胆固醇是心血管疾病的

危险因子ꎮ 膳食纤维能显著降低人体胆固

醇ꎬ 调 节血脂代谢ꎬ 具有防治动脉粥样硬

化、 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的作用ꎮ 大量研究

表明ꎬ 胆固醇和胆酸的排出同膳食纤维的代

谢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ꎮ 膳食纤维能够缩短

食物进入小肠的时间ꎬ 减少胆固醇的吸收ꎻ
在肠道与胆酸形成络合物ꎬ 减少胆酸重吸

收ꎮ 高纤维可使胆固醇大部分转变成胆酸ꎬ
降低血浆胆固醇水平[２４]ꎮ

廖伟光等研究证实ꎬ 应用膳食纤维治疗

颈动脉粥样硬化高危患者ꎬ 能够显著缩小颈

动脉内膜 －中层厚度 ( ＩＭＴ)、 平均斑块厚

度、 降低收缩压 ( ＳＢＰ)、 舒张压 (ＤＢＰ)、
胆固醇 (ＴＣ)、 低密度脂蛋白－Ｃ (ＬＤＬ－Ｃ)、
血糖以及糖化血红蛋白 (ＨｂＡｌｃ) 水平[２５]ꎬ
进而干预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ꎮ

动物实验表明ꎬ 海藻膳食纤维能显著降

低高脂血症小鼠血清 ＴＣ、 ＴＧ 及 ＬＤＬ－Ｃ 水

平ꎬ 升高高密度脂蛋白 (ＨＤＬ) 水平ꎬ 并降

低小鼠动脉 粥 样 硬 化 指 数 ( ＡＩ )ꎬ 同 时

０ ４８ｇ / ｋｇ 的海藻膳食纤维还显著降低了高脂

小鼠的体脂比ꎬ 减少其体内脂肪含量[２６]ꎮ

５　 总　 结

综上所述ꎬ 膳食纤维作为一种天然植物

来源的多糖ꎬ 对预防和辅助治疗糖尿病及心

脑血管具有良好的保健作用ꎬ 并抑制结直肠

癌的发生ꎮ 此外ꎬ 膳食纤维来源广泛ꎬ 存在

于多种植物性食物中ꎬ 摄取方便ꎬ 并可加工

为各种膳食纤维制品ꎬ 对于其开发利用有重

要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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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膳食纤维的低 ＧＩ 粗杂粮对社区糖尿病
前期人群的营养干预研究

张文青１ 　 安　 阳２ 　 陈洪波３ 　 朱晓萍３ 　 陕　 方４ 　 郭丽娜１

(１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ꎬ 太原 ０３０００１　 ２ 山西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ꎬ 太原 ０３０００１　 ３ 太原市杏花岭区敦化坊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ꎬ 太原 ０３０００９　 ４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ꎬ 太原 ０３００３１)

　 　 摘　 要　 目的: 对糖尿病前期患者进行营养干预并分析干预效果ꎬ 为临床营养治疗提供实践依据ꎮ 方

法: 从社区居民健康档案及健康体检中心筛选出糖尿病前期者 １００ 例ꎬ 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ꎬ 每组 ５０
例ꎮ 对干预组采用膳食纤维强化的低 ＧＩ 粗杂粮营养干预 ２ 个月后ꎬ 比较两组人群的糖尿病相关知识知晓率、
体重、 空腹血糖 (ＦＰＧ)、 餐后 ２ｈ 血糖 (ＰＰＧ)、 甘油三酯 (ＴＧ)、 血清总胆固醇 (ＴＣ)、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 (ＨＤＬ－Ｃ)、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ＬＤＬ－Ｃ) 的变化ꎮ 结果: 干预前两组人群的各项指标有可比性 (Ｐ>
０ ０５)ꎮ 干预后ꎬ 干预组的糖尿病相关知识知晓率明显提高 (Ｐ<０ ０５)ꎬ 体重、 ＦＰＧ、 ＰＰＧ、 ＴＣ、 ＴＧ、 ＬＤＬ－
Ｃ 明显下降 (Ｐ<０ ０５)ꎻ 对照组的观察指标较前变化不明显 (Ｐ>０ ０５)ꎮ 结论: 富含膳食纤维的低 ＧＩ 粗杂粮

营养干预能改善糖尿病前期人群的糖脂代谢ꎬ 有效阻止糖尿病的发生ꎬ 减少或延缓心血管病和微血管病等疾

病的发生ꎮ
关键词　 膳食纤维ꎻ 低 ＧＩ 粗杂粮ꎻ 糖尿病前期ꎻ 营养干预

　 　 糖尿病前期 (Ｐｒｅ－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又称为糖调

节受损 (Ｉｍｐａｉｒｅｄ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ＩＧＲ)ꎬ
是糖尿病的预警信号ꎮ 我国 ＩＧＲ 患病率已达

成年人的 ５０ １％[１]ꎬ ＩＧＲ 人群若不进行干

预ꎬ 有 １ / ３ 最终会进展成糖尿病[２]ꎮ ＩＧＲ 者

同时可增加患心血管疾病、 恶性肿瘤、 视网

膜病变的风险ꎮ 糖尿病前期是一个可逆的过

程ꎬ 若能早期诊断和治疗糖尿病前期将会减

少或延缓糖尿病、 心血管病和微血管病等疾

病的发生发展ꎮ 我们对从太原市敦化坊社区

居民健康档案及健康体检中心中筛选出的糖

尿病前期患者开展了积极的医学营养干预ꎬ
并取得一定效果ꎬ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ꎮ

１　 对象和方法

１ １　 入选标准

根据美国糖尿病协会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ꎬ ＡＤＡ) ２０１０ 年的诊断标准[３]ꎬ 糖

尿病前期包括空腹血糖受损 (ＩＦＧ)、 糖耐量

减低 (ＩＧＴ)、 ＩＦＧ 合并 ＩＧＴꎮ
ＩＦＧ: 空腹血糖 (ＦＰＧ) ５ ６－６ ９ｍｍｏｌ / Ｌꎬ

且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 ２ｈ 血糖 (ＰＰＧ) <
７ ８ｍｍｏｌ / Ｌꎮ

ＩＧＴ: ＦＰＧ < ５ ６ｍｍｏｌ / Ｌꎬ 且 ＰＰＧ 处于

７ ８~１１ ０ｍｍｏｌ / Ｌꎮ

１ ２　 方法

１ ２ １ 研究对象和分组

从太原市敦化坊社区居民健康档案及体

检中心中筛选出的糖尿病前期患者中随机抽

取 １００ 例作为研究对象ꎬ 年龄 ４０~７０ 岁ꎮ 将

这 １００ 例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

组ꎬ 每组 ５０ 例ꎮ 研究对象均签署书面知情

同意书后ꎬ 对干预组进行 ２ 个月的营养宣

教、 饮食、 运动及心理干预ꎬ 对照组不采取

任何措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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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２ 观察指标

①干预前后对两组人群进行糖尿病相关

知识知晓率的问卷调查ꎮ
②干预前后测两组人群的血糖 ( ＦＰＧ、

ＰＰＧ)、 血脂 (ＴＧ、 ＴＣ、 ＨＤＬ－Ｃ、 ＨＤＬ－Ｃ)
和体重ꎮ

１ ２ ３ 干预措施

①基础调查ꎮ 干预前ꎬ 测量和了解研究

对象的一般情况ꎬ 如身高、 体重、 血压、 饮

食习惯及平时体力活动量等ꎬ 对病人膳食和

生活方式的合理性进行评价ꎮ
②营养宣教: 在评估干预者存在或潜在

健康问题上予以针对性健康教育ꎮ 每人派发

１ 份资料ꎬ 内容包括糖尿病及糖尿病前期的

概念、 危险因素、 症状、 并发症的危险性、
饮食和运动对血糖的影响等ꎬ 使干预者认识

到糖尿病的危害和早期营养干预的意义ꎬ 使

其在干预治疗中积极配合ꎬ 提高依从性ꎮ 每

月开展 ２ 次糖尿病教育培训ꎬ 请营养医师对

干预者进行相关糖尿病知识营养宣教、 饮食

和运动干预ꎬ 开展现场互动、 答疑指导ꎮ
②饮食干预: 营养医师依据干预者的体

质指数、 年龄、 性别、 血糖、 血脂等有关指

标及劳动强度ꎬ 计算其所需总能量及各营养

素的摄入量ꎬ 制订个体化的营养食谱及饮食

指导ꎮ 饮食干预原则包括: 合理控制总热

量ꎬ 保持三大营养素平衡ꎻ 总热量中碳水化

合物供能占 ５０％ ~ ６０％ꎬ 蛋白质占 １０％ ~
２０％、 脂肪 ２０％ ~ ３０％[４]ꎻ 增加不饱和脂肪

酸的摄入ꎬ 限制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的摄

入ꎻ 适量选择优质蛋白质ꎻ 选择低血糖生成

指数 (ＧＩ) 的食物ꎻ 适当的矿物质和微量元

素的补充ꎻ 多饮水ꎻ 戒烟限酒ꎻ 限制盐量ꎬ
每日摄入量<６ｇꎻ 平衡膳食ꎬ 食物选择多样

化ꎻ 进食做到有计划、 定时、 定量ꎬ 少量多

餐ꎻ 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５ꎬ６]ꎮ
本试验中ꎬ 在总热能供给不增加的条件

下ꎬ 向干预组人群提供两种膳食干预食品:
１ 乔嫂三清面 (六味斋出品的杂粮方便食品ꎬ
５０ｇ /日)ꎻ ２ 膳食纤维粉 (杭州纽曲星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医用食品ꎬ １０ｇ /日)ꎮ

③运动干预: 根据干预者的年龄、 体质、
运动习惯、 社会经济以及糖调节受损的程度

等因素ꎬ 给其制定个体化运动计划、 运动方

式、 运动时间和运动强度ꎬ 指导其合理运动ꎮ
运动方式以有氧运动为主ꎬ 如走路、 骑车、
登山、 慢跑、 跳舞等ꎮ 运动时间为 ３０－６０ 分

钟 /日ꎬ 每周至少运动 ５ 天ꎮ 运动强度达到

６０％~９０％的最大心率 (最大心率 ＝ ２２０－年
龄[７])ꎬ 运动中有效心率的保持必须达到 １０~
３０ 分钟ꎮ

④心理干预: 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

的角度ꎬ 对干预者讲解心理与疾病的关系ꎬ
纠正患者存在的不良情绪ꎬ 平衡心理ꎬ 缓解

压力ꎬ 消除紧张、 焦虑等负面情绪ꎬ 减少心

理因素对患者血糖的影响ꎮ

１ ３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７ 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ꎬ
结果用 Ｘ±ｓ 表示ꎮ 计量资料的比较用 ｔ 检
验ꎬ 率的比较采用 χ２检验ꎮ Ｐ<０ ０５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ꎮ

１ ４　 质量控制

社区医护人员临床经验存在差别ꎬ 为

保证研究方案顺利实施ꎬ 研究实施前请上

级医院有关专家对社区医护人员进行糖尿

病防治知识业务培训和考核ꎬ 从而强化社

区医护人员对糖尿病前期人群进行医学营

养干预的能力ꎮ
社区医师通过电话或网络方式与患者每

周联系一次ꎬ 了解患者本周的饮食、 运动情

况等ꎬ 针对患者提出的问题给予及时处理ꎮ

２　 结果

２ １　 研究对象一般情况

研究对象 １００ 例ꎬ ９９ 例完成研究ꎬ 干

预组 １ 例失访ꎮ 干预前ꎬ 两组人群的一般

情况 (年龄、 性别、 文化程度等)、 体重和

各项血糖、 血脂指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ꎬ 两组人群各项指标具有可比性ꎮ
见表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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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两组人群干预前血糖、 血脂、 体重的比较 (ｘ±ｓ)

组　 别
空腹血糖
ｍｍｏｌ / Ｌ

餐后 ２ｈ 血糖
ｍｍｏｌ / Ｌ

三酰甘油
ｍｍｏｌ / Ｌ

总胆固醇
ｍｍｏｌ / Ｌ

ＨＤＬ－Ｃ
ｍｍｏｌ / Ｌ

ＬＤＬ－Ｃ
ｍｍｏｌ / Ｌ

体重
ｋｇ

干预组 ５ ８２±０ ５５ ７ ３５±１ ８７ ２ １０±０ ８２ ４ ９２±０ ４８ １ １９±０ ０６ ２ ７３±０ ４７ ７１ ５３±８ ９８

对照组 ５ ８９±０ ４７ ７ ９２±０ ９３ １ ８７±０ ６２ ４ ７４±０ ４２ １ ２２±０ ０７ ２ ５５±０ ４２ ７１ ０３±８ ６２

Ｐ 值 ０ ５２０ ０ ０６２ ０ １１４ ０ ０５９ ０ ０６８ ０ ０５４ ０ ７８０

２ ２　 营养干预对血糖、 血脂和体重的影响

医学营养干预后ꎬ 干预组人群的血糖

(ＦＰＧ、 ＰＰＧ)、 血脂 ( ＴＧ、 ＴＣ、 ＬＤＬ －Ｃ)、
体重明显降低 (Ｐ<０ ０５)ꎬ 干预前后 ＨＤＬ－Ｃ

的差异虽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ꎬ 但有升

高趋势ꎻ 对照组所有观察指标和之前相比差

异不明显 (Ｐ>０ 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两组人群干预前后血糖、 血脂、 体重的变化 (ｘ±ｓ)

项目
干预组

干预前 干预后 Ｐ 值

对照组

干预前 干预后 Ｐ 值

ＦＰＧ(ｍｍｏｌ / Ｌ) ５ ８２±０ ５５ ５ ５７±０ ７６ ０ ００６ ５ ８９±０ ４７ ５ ７８±０ ７７ ０ ３１９

２ｈＰＰＧ(ｍｍｏｌ / Ｌ) ７ ３５±１ ８７ ６ ０５±１ ３８ ０ ０００ ７ ９２±０ ９３ ８ ００±１ ３２ ０ ６７５

ＴＧ(ｍｍｏｌ / Ｌ) ２ １０±０ ８２ １ ８６±０ ７２ ０ ００１ １ ８７±０ ６２ １ ７８±０ ５５ ０ ２１７

ＴＣ(ｍｍｏｌ / Ｌ) ４ ９２±０ ４８ ４ ６６±０ ４７ ０ ０００ ４ ７４±０ ４２ ４ ７２±０ ４４ ０ ３７１

ＨＤＬ－Ｃ(ｍｍｏｌ / Ｌ) １ １９±０ ０６ １ ２１±０ ０４ ０ ０５１ １ ２２±０ ０７ １ ２２±０ ０４ ０ ８０１

ＬＤＬ－Ｃ(ｍｍｏｌ / Ｌ) ２ ７３±０ ４７ ２ ６５±０ ４３ ０ ０００ ２ ５５±０ ４２ ２ ５６±０ ４９ ０ ７６１

体重(ｋｇ) ７１ ５３±８ ９８ ７０ ９０±８ ６０ ０ ０００ ７１ ０３±８ ６２ ７１ １７±８ ５６ ０ ２９３

２ ３　 营养干预对糖尿病相关知识知晓率

的影响

　 　 经过 ２ 个月的干预ꎬ 干预组人群的糖尿

病相关知识知晓率有明显提高 (Ｐ<０ ０５)ꎬ
而对照组的差异不明显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两组人群干预前后糖尿病相关知识知晓率的比较

组　 别
糖尿病
的概念

糖尿病的
发病原因

糖尿病
的症状

不良的
生活方式

并发症
的危险性

积极干预
对血糖的影响

干预组

　 干预前 ２１ ２８ ３１ ４０ ３７ １３

　 干预后 ８０ ８２ ９０ ９５ ８９ ８８

对照组

　 干预前 ２２ ２５ ２９ ４３ ３７ １１

　 干预后 ２３ ２４ ２７ ４３ ３９ １０

３　 讨　 论
糖尿病是一种高患病率、 高花费、 高死

亡率的慢性疾病ꎮ 中国 １８ 岁及以上成人糖

尿病患病率为 １１ ６％ꎬ 糖尿病前期率达

５０ １％ꎮ 根据研究样本权重估测提示ꎬ 中国

１８ 岁及以上成人中约有 １ １３９ 亿糖尿病患者

及 ４ ９３４ 亿糖尿病前期人群[１]ꎮ 若不进行干

预ꎬ １ / ３ 的糖尿病前期者会进展成糖尿病ꎮ
研究显示ꎬ 糖尿病前期患者已经出现了胰岛

素敏感性下降和胰岛素分泌功能紊乱等代谢

问题ꎬ 同时 ＩＧＲ 患者的血糖失控ꎬ 也是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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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疾病、 肾脏和视网膜病变风险增加的

重要因素[８]ꎮ 所以对糖尿病高危人群开展早

期监测ꎬ 对发现的 ＩＧＲ 者进行有效干预ꎬ 争

取从源头上控制ꎬ 才能减缓糖尿病在我国更

大范围的流行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 对糖尿病前期人群实

施医学营养干预后ꎬ 干预组的观察指标有明

显改善ꎬ 其中体重、 ＦＰＧ、 ＰＰＧ、 ＴＧ、 ＴＣ 和

ＬＤＬ－Ｃ 均较干预前下降ꎬ 糖尿病相关知识知

晓率明显提高ꎮ 而对照组的各项指标和 ２ 个

月前比较变化不明显ꎮ 本研究中干预组人群

干预前后 ＨＤＬ－Ｃ 有一定的升高趋势ꎬ 但其

变化并没有统计学意义ꎬ 这可能与干预时间

(２ 个月) 短有一定关系ꎮ 如果加长干预时

间ꎬ 预计会产生更好的效果ꎮ
本试验能在仅干预 ２ 个月的时间中取得

较显著的效果ꎬ 笔者认为有 ２ 点非常重要:
①本研究中医师对研究对象定期随访ꎬ 针对

患者提出的问题给予及时处理ꎬ 包括每月 ２
次的糖尿病教育培训均采取互动方式ꎬ 充分

调动了研究对象的积极性ꎮ 特别是参与一段

时间干预后ꎬ 受试者自己体会到健康状况好

转ꎬ 有些人自己主动去医院化验ꎬ 来证明干

预效果ꎬ 从而促使他们更加愿意改变不良饮

食习惯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ꎬ 促进疾病好转

和痊愈ꎻ ②在饮食干预方面ꎬ 我们不单对干

预者进行饮食指导ꎬ 同时提供低 ＧＩ、 富含膳

食纤维的杂粮挂面和膳食纤维粉ꎮ
膳食纤维可以延缓和降低糖类吸收ꎬ 有

效控制餐后血糖上升ꎬ 同时可降低人体对胰

岛素的要求ꎬ 平衡和稳定血糖水平ꎮ 此外ꎬ
它还可增强饱腹感、 抑制食欲、 降低胆固醇

和血压ꎬ 对糖尿病前期人群十分有益ꎮ 低 ＧＩ
食物进入肠道后停留时间长、 释放缓慢ꎬ 使

葡萄糖进入血液后峰值较低ꎬ 引起餐后血糖

反应较小ꎬ 所需胰岛素也相应减少ꎬ 避免血

糖剧烈波动ꎬ 可以有效的控制血糖ꎮ 此外ꎬ
低 ＧＩ 食物易产生饱腹感ꎬ 同时引起较低的

胰岛素水平ꎬ 而胰岛素能够促进糖原、 脂肪

和蛋白质的合成ꎬ 因此食用低 ＧＩ 食物一般

能够帮助身体燃烧脂肪ꎬ 达到瘦身的作用ꎮ

因此ꎬ 我们配合饮食指导ꎬ 向干预者提供上

述膳食干预食品ꎬ 对降低体重、 血糖及血脂

产生了较好的作用ꎮ
本干预研究结果显示ꎬ 医学营养干预能

有效改善糖尿病前期人群的糖脂代谢ꎬ 帮助

其逐步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ꎬ 有效阻止糖尿

病的发生ꎬ 减少或延缓心血管病和微血管病

等疾病的发生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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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溶性膳食纤维对 ２ 型糖尿病人的保护作用研究

徐望红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教研室ꎬ 上海 ２０００３２)

　 　 目的　 ２ 型糖尿病 (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ꎬ Ｔ２ＤＭ) 是一种以糖代谢紊乱为主要特征的复杂多病因的慢性代谢

性疾病ꎬ 可引起各种急慢性并发症ꎬ 甚至导致死亡ꎮ 膳食是影响 ２ 型糖尿病患者预后的重要因素ꎮ 本研究采

用两次重复调查的方法ꎬ 以上海市浦东新区 ９３４ 名 Ｔ２ＤＭ 患者为研究对象ꎬ 探讨可溶性膳食纤维对中国

Ｔ２ＤＭ 患者血糖控制的影响ꎮ
方法　 ２００６ 年 １０－１２ 月ꎬ 从上海浦东新区 ８ 个社区 (上钢、 周家渡、 花木、 浦兴、 潍坊、 梅园、 机场

和金杨) 的糖尿病管理库中随机选取 ９３４ 例成人 ２ 型糖尿病患者ꎮ 同时ꎬ 从以上社区中募集 ９１８ 名非糖尿病

成人志愿者ꎮ 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和经过信度和效度评估的食物频率调查表 (ＦＦＱ) 收集研究对象人口

统计学资料ꎬ 生活方式如吸烟、 饮酒、 运动和近一年膳食摄入情况以及 Ｔ２ＤＭ 的诊断和控制信息ꎮ 对所有研

究对象进行了身高、 体重、 血压以及空腹血糖、 糖化血红蛋白 (ＨｂＡ１ｃ) 和血脂等的测量ꎮ ２０１１ 年 ８－９ 月ꎬ
对所有患者采用相同的调查表进行随访调查ꎬ ４９７ 名患者接受了调查ꎬ 并再次测量了身高、 体重、 血压、 空

腹血糖、 ＨｂＡ１ｃ、 血脂ꎮ 可溶性膳食纤维摄入量的计算基于 ２００２ 版 «中国食物成分表»ꎮ 数据分析采用 ＳＡＳ
９ ３ 统计软件包ꎮ 分类变量和连续型变量分别采用卡方检验和非参数秩和检验ꎮ 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来估

计糖尿病患者膳食摄入对血糖控制状况的影响ꎮ 广义线性回归模型用于评估膳食纤维摄入水平的变化对

ＨｂＡ１ｃ 变化的影响ꎮ 分位数回归 (ｑｕａｒｔｉｌ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用于分析膳食纤维与 ＨｂＡ１ｃ 关联的异质性ꎮ 所有统计

检验都采用双侧ꎬ 并以 Ｐ 值<０ ０５ 作为统计学显著水平ꎮ
结果　 Ｔ２ＤＭ 患者可溶性膳食纤维量摄入与 ＨｂＡ１ｃ 水平呈负相关ꎬ 无论患病年限长短ꎬ ＨｂＡ１ｃ 水平始终

在可溶性膳食纤维摄入较低的患者中较高ꎻ 参加第一次调查的 ９３４ 名 Ｔ２ＤＭ 患者中ꎬ 以可溶性膳食纤维摄入

三分位最低者为参比ꎬ 血糖控制状况差 (ＨｂＡ１ｃ≥７ ０％) 的调整比值比 (ＯＲ) 中等和最高摄入量者中分别

为 ０ ７５ (９５％ＣＩ: ０ ５４－１ ０６) 和 ０ ５１ (９５％ＣＩ: ０ ３４－０ ７６)ꎬ 趋势检验 Ｐ<０ ００１ꎮ 在参加第二次调查的

４９７ 名患者中ꎬ 第一次调查时可溶性膳食纤维摄入量与第二次调查时血糖控制状况有显著负向关联ꎬ 摄入量

三分位各组的 ＯＲ 值分别为 １ ００ꎬ ０ ７２ (９５％ＣＩ: ０ ４３ꎬ １ ２１) 和 ０ ５８ (９５％ＣＩ: ０ ３４ꎬ ０ ９９)ꎬ 趋势检验 Ｐ
＝ ０ ０４８ꎮ 可溶性膳食纤维摄入量的变化与血糖控制状况有一定关联ꎮ 摄入量三分位评分每增加 １ 分ꎬ ＨｂＡ１ｃ
降低 ０ １３８％ (β＝－０ １３８ꎻ ９５％ＣＩ: －０ ００２ꎬ ０ ２７８)ꎬ 血糖控制不佳的风险降低 １９％ (ＯＲ＝ ０ ８１ꎬ ９５％ＣＩ:
０ ６５－１ ０２)ꎮ 进一步分析发现ꎬ 可溶性膳食纤维摄入量与 ＨｂＡ１ｃ 的关联只有当 ＨｂＡ１ｃ 高于 ６ ８％时达显著水

平ꎮ ＨｂＡ１ｃ 水平较高时ꎬ 两者的负向关联更密切ꎬ 参数估计在 ＨｂＡ１ｃ ６０、 ７０、 ８０ 和 ９０ 分位时分别为－０ １７４
(９５％ＣＩ: －０ ４３３ꎬ －０ ０２５)、 －０ ２００ (９５％ＣＩ: －０ ３０６ꎬ －０ ００８)、 －０ ２２１ (９５％ＣＩ: －０ ４２６ꎬ －０ １１７) 和

－０ ３８９ (９５％ＣＩ: －０ ５１６ꎬ －０ ０１８)ꎮ
结论　 可溶性膳食纤维摄入有利于降低 ２ 型糖尿病人的 ＨｂＡ１ｃ 水平ꎬ 对糖尿病人具有长期的保护效应ꎬ

且在 ＨｂＡ１ｃ 水平较高的糖尿病人中更为显著ꎮ
关键词　 ２ 型糖尿病ꎻ ＨｂＡ１ｃꎻ 可溶性膳食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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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干山楂果与山楂膳食纤维对小鼠的润肠通便作用

杨　 光　 郝红伟　 王唯霖　 刘　 敏　 王　 颉∗

(河北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ꎬ 河北保定 ０７１００１)

　 　 摘　 要　 目的: 研究添加 １０％山楂膳食纤维的冻干山楂果 (按质量比 ９ ∶ １) 改善小鼠功能性便秘的作

用ꎮ 方法: 将小鼠随机分为 ５ 组ꎬ 分别为溶剂对照组、 模型组和添加 １０％山楂膳食纤维的冻干山楂果低、
中、 高剂量组 (剂量分别为 １、 ２、 ４ｇ / ｋｇｂｗ)ꎮ 灌胃１０ ｄ后ꎬ 建立功能性便秘模型ꎮ 通过对小鼠的小肠推进

率、 首粒排黑便时间、 排便质量及水分含量的测定ꎬ 分析添加 １０％山楂膳食纤维的冻干山楂果对小鼠润肠通

便作用的影响ꎮ 结果: 添加 １０％山楂膳食纤维的冻干山楂果可提高小鼠小肠推进率ꎬ 低、 中、 高剂量组与模

型对照组比较ꎬ 分别提高了 １９ １７％、 ２６ ９２％和 ２４ ４８％ꎬ 并存在极显著性差异 (Ｐ<０ ０１)ꎻ 三个剂量组与模

型组相比ꎬ 极显著缩短了首粒黑便时间 (Ｐ<０ ０１)ꎬ 依次分别缩短了 ５１ ８１％、 ５７ ６７％和 ５９ ４７％ꎻ 增加排

便质量ꎬ 与模型组相比ꎬ 各剂量组均具有显著性差异 (Ｐ<０ ０５)ꎬ 高剂量组小鼠粪便含水率明显高于模型组

(Ｐ<０ ０１)ꎮ 结论: 添加 １０％山楂膳食纤维的冻干山楂果具有改善小鼠功能性便秘的作用ꎮ
关键词　 冻干山楂果ꎻ 山楂膳食纤维ꎻ 润肠通便

　 　 山楂 (Ｃｒａｔａｅｇｕｓ ｓｐｐ ) 属于蔷薇科 (Ｒｏ￣
ｓａｃｅａｅ) 苹果亚科山楂属 (Ｃｒａｔａｅｇｕｓ Ｌ )ꎮ 全

世界现存约 ２５０ 多种[１]ꎮ 关于中国山楂属植

物种的记录ꎬ «中国植物志» 第 ３６ 卷蔷薇科

中记载中国山楂属植物的种类有 １６ 种ꎬ ２ 个

变种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ꎬ １９７４)ꎮ 山楂

可以食药两用ꎬ 主要分布我国辽宁、 河北、
河南、 吉林等地[２]ꎮ 山楂所含化学成分物质

丰富ꎬ 有纤维素、 鞣质、 黄酮类化合物、 三

萜、 红色素ꎬ 膳食纤维等成分ꎮ
膳食纤维被肠道中的有益菌所发酵ꎬ 产

生低级脂肪酸ꎬ 这些低级脂肪酸既可以抑制

有害菌的生长ꎬ 又可降低肠道 ｐＨ 值ꎬ 刺激肠

道粘膜加快致癌物随粪便排出的速度[３]ꎮ 此

外ꎬ 山楂纤维具有较高的持水性ꎬ 可增加排

便质量ꎬ 使粪便软化ꎬ 也有助于缓解便秘ꎮ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ꎬ 人们在饮食上过于精

细ꎬ 高脂肪、 高蛋白食物摄入过多ꎬ 而膳食

纤维摄入量却在不断减少ꎬ 这种不合理的膳

食结构成为现代人的便秘原因ꎮ 在日常生活

中补充适量的膳食纤维ꎬ 可缓解便秘[４]ꎮ 目

前ꎬ 我国对山楂膳食纤维的保健作用研究较

少ꎬ 山楂含有纤维素、 半纤维素、 木质素等

膳食纤维ꎬ 其中可溶性纤维占 ７５％[５]ꎮ 山楂

对胃肠道运动功能具有一定调节作用ꎬ 能增

强小鼠松弛状态胃平滑肌的收缩[６]ꎮ
本试验以添加 １０％山楂膳食纤维的冻干

山楂果为试验样品ꎬ 通过建立便秘模型ꎬ 观

察其对小鼠润肠通便功能的影响ꎬ 为研发相

关休闲保健食品提供科学理论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实验动物

ＩＣＲ 小鼠 (ＳＰＦ 级ꎬ １８~２２ｇ) 雄性ꎬ 购

自北京华阜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ꎬ 许可

∗ 作者简介: 杨光 (１９９１—　 )ꎬ 男ꎬ 河北农业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ꎬ 研究方向为食品营养ꎮ Ｅ－ｍａｉｌ: ｙｇｙｘｔ＠ ｑｑ ｃｏｍ
通信作者: 王颉 (１９５９—　 )ꎬ 男ꎬ 河北农业大学教授ꎬ 博士ꎬ 研究方向为食品加工ꎮ Ｅ－ｍａｉｌ: ｗｊ５９１０１０＠ １６３ 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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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号: ＳＣＸＫ (京) ２００９－０００４ꎮ

１ ２　 材料、 试剂与仪器

复方地芬诺酯片 (每片含复方地芬诺酯

２ ５ｍｇ) 　 哈尔滨制药总厂ꎻ 阿拉伯树胶粉

天津天泰精细化学有限公司ꎻ 活性碳粉　 市

售ꎮ
０ ０５％复方地芬诺酯混悬浮液的配制:

取复方地芬诺酯片 ５０ｍｇꎬ 研磨粉末定容至

１００ｍｌꎮ
墨汁的配制: 称取明胶 １０ｇꎬ 加蒸馏水

８０ｍｌꎬ 煮至溶液透明ꎬ 加入活性炭粉 ５ｇꎬ 煮

沸三次ꎬ 溶液冷却后定容至 １００ｍｌꎬ 在 ４℃
冰箱中贮存ꎬ 用前摇匀ꎮ

多功能粉碎机　 永康市帅通工具有限公

司ꎻ 电子分析天平 　 德国 Ｓａｒｔｏｒｉｕｓ 仪器公

司ꎻ 分散乳化均质机　 上海 ＢＲＴ 机电设备科

技有限公司ꎻ 电热恒温干燥箱　 上海跃进医

疗器械厂ꎮ
１ ２ １ 样品制备

山楂膳食纤维: 在专利[７] 基础上改进ꎮ
将洗净的山楂鲜果ꎬ 放于分散乳化均质机粉

碎ꎬ 用孔径为 １ｎｍ 的筛板分离除去山楂籽ꎬ
取山楂果浆ꎬ 再加体积比 １ ∶ ３ 的 ７０％乙醇ꎬ
迅速至膳食纤维素沉淀ꎬ 冷却静置后过滤除

去上清液ꎬ 滤渣用体积比 １ ∶ ３ 的 ９５％乙醇浸

提两遍ꎬ 真空冷冻干燥后用粉碎机粉碎ꎬ 过

１００ 目分样筛ꎮ 样品中可溶性纤维 (ＳＤＦ) 占

５０％ꎬ 不溶性纤维 (ＩＤＦ) 占 １６％ꎬ 将 ＳＤＦ 与

ＩＤＦ 合并ꎬ 即为总膳食纤维 (ＴＤＦ)[８－９]ꎮ 临用

前用 ７０℃蒸馏水溶解ꎬ 搅拌均匀ꎬ 冷却待用ꎮ
冻干山楂果: 山楂鲜果洗净去核ꎬ 真空

冷冻干燥ꎮ 由北京御食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ꎮ

１ ３　 实验方法

１ ３ １ 小鼠小肠推进率实验

取 ＩＣＲ 小鼠随机分为 ５ 组ꎬ 分别为空白

对照组、 模型对照组、 添加 １０％山楂膳食纤

维的冻干山楂果的低、 中、 高剂量组ꎬ 每天

按 １、 ２、 ４ ｇ / (ｋｇｄ) 的剂量给予受试物ꎬ
采用等体积灌胃ꎮ 连续灌胃至１０ ｄꎬ 各组小

鼠禁食不禁水１６ ｈꎬ 模型组及各剂量组小鼠

灌胃 ０ ０２５％复方地芬诺酯混悬液ꎬ 进行造

模ꎬ 空白对照组灌胃蒸馏水ꎻ ３０ｍｉｎ 后各组

灌胃含有相应样品的墨汁ꎻ ２０ｍｉｎ 后采用颈

椎脱臼法处死小鼠ꎬ 剖开腹腔分离肠系膜ꎬ
摘取肠管测量总长度和墨汁移动长度[１０－１２]ꎬ
计算公式:

墨汁推进率 ＝ [墨汁推进长度 ( ｃｍ) /
小肠总长度 (ｃｍ) ] ×１００％ꎮ

１ ３ ２ 小鼠排便实验

用 ０ ０５％复方地芬诺酯混悬液制造便秘

模型ꎬ 其他处理同 １ ３ １ 节ꎮ 每只动物单独

饲养ꎬ 照常饮食ꎬ 灌胃墨汁后开始观察记录

每只小鼠首粒黑色粪便排出时间、 每１ ｈ排
便粒数和重量增长、 ６ ｈ总排便粒数和总质

量ꎬ 最后以恒质量法测粪便干质量及含水

率[１３－１４]ꎮ

１ ４　 数据处理

试验数据采用统计软件 ＳＰＳＳ １７ ０ 进行

单因素方差分析ꎬ 结果以 Ｘ±Ｓ 表示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添加 １０％山楂膳食纤维的冻干山楂

果对小鼠小肠推进率的影响

　 　 由表 １ 可知ꎬ 溶剂对照组与各组的小鼠

１０ ｄ体重增长量具有极显著性差异 (Ｐ<０ ０１)ꎬ
模型对照组和低剂量组与中、 高剂量组具有

显著差异 (Ｐ<０ ０５)ꎬ 但模型对照组与低剂量

组、 中剂量组与高剂量之间无显著性ꎮ 试验

过程中ꎬ 受试物未造成小鼠腹泻、 呕吐等异

常反应ꎮ 模型对照组的小肠推进率明显低于

空白对照组ꎬ 且存在极显著性差异 (Ｐ <
０ ０１)ꎻ 与模型对照组相比ꎬ 添加 １０％山楂膳

食纤维的冻干山楂果中、 高剂量组能明显提

高小肠推进率ꎬ 存在极显著性差异 (Ｐ <
０ ０１)ꎬ 添加 １０％山楂膳食纤维的冻干山楂果

低剂量组与便秘模型小鼠的小肠推进率ꎬ 存

在显著性差异 (Ｐ<０ ０５)ꎮ 低、 中、 高剂量组

小鼠小肠推进率与模型对照组有明显提高ꎬ
分别提高了 １９ １７％、 ２６ ９２％和 ２４ ４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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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添加 １０％山楂膳食纤维的冻干山楂果对小鼠体重和小肠推进率的影响 (ｘ±ｓꎬ ｎ＝１０)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ｍａｙｔｈｏｒｎ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ｆｉｂｅｒ ｏｎ ｍｏｕｓｅ ｂｏｄｙ 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ｍｏ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ｘ±ｓꎬ ｎ＝１０)

组别 动物(只) 剂量(ｇ / ｋｇｄ) 体质量增长量 / ｇ 小肠推进率(％)

溶剂对照组 １０ ０ １ ８３±０ ５２ａＡ ８４ ９０±６ ４９ａＡ

模型对照组 １０ ０ ３ ２９±０ ７６ｂＢ ６２ ３２±１１ ３４ｂＢ

低剂量 １０ １ ３ ０４±０ ５７ｂＢ ７４ ２７±４ ９５ａＡＢ

中剂量 １０ ２ ３ ８９±０ ７４ｄＢ ７９ １０±１１ ９８ａＡ

高剂量 １０ ４ ３ ８９±０ ６０ｄＢ ７７ ５８±７ １９ａＡ

注: 小写字母表示在 Ｐ<０ ０５ 下显著性差异ꎻ 大写字母表示在 Ｐ<０ ０１ 下显著性差异ꎮ 相同字母无显著性差异ꎮ

２ ２　 添加 １０％山楂膳食纤维的冻干山楂

果对小鼠排便的影响

　 　 由表 ２ 可知ꎬ 模型组与空白组对比ꎬ 首

粒排黑便时间、 ６ ｈ内排便总质量、 排便干

质量及排便粒数存在显著性差异ꎬ 有统计学

意义ꎮ 表明便秘小鼠建模成功 (Ｐ<０ ０１)ꎮ
与模型对照组相比ꎬ 添加 １０％山楂膳食纤维

的冻干山楂果低、 中、 高剂量组均能明显增

加６ ｈ内排便总质量、 排便干质量及排便粒

数ꎬ 存在极显著性差异 (Ｐ<０ ０１)ꎻ 高剂量

组小鼠粪便含水率明显高于模型组ꎬ 存在极

显著性差异 (Ｐ<０ ０１)ꎮ 添加 １０％山楂膳食

纤维的冻干山楂果低、 中、 高剂量组与模型

组相比ꎬ 极显著缩短了首粒黑便时间 (Ｐ<
０ ０１)ꎬ 分 别 缩 短 了 ５１ ８１％、 ５７ ６７％ 和

５９ ４７％ꎬ 高剂量组效果最佳ꎮ

表 ２　 添加 １０％山楂膳食纤维的冻干山楂果对小鼠排便实际那和排便质量的影响 (ｘ±ｓꎬ ｎ＝１０)
Ｔａｂｌｅ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ｍａｙｔｈｏｒｎ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ｆｉｂｅｒ ｏｎ ｉｎｔｉａｌ ｄｅｆｅｃ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ｆｅｃｅｓ ｗｅｉｇｈｔ ｉｎ ｍｉｃｅ (ｘ±ｓꎬ ｎ＝１０)

组别
首粒排黑便时间

/ ｍｉｎ
６ｈ 排便总质量

/ ｇ
６ｈ 排便干质量

/ ｇ 排便粒数
含水率
/ ％

溶剂对照组 ８１ ２０±５ ７２ａＡ ０ ４５±０ ０６ａＡ ０ ２９±０ ０７ａＡ １９ ３３±１ ５３ａＡ ３５ ６７±８ ０２ａＡ

模型对照组 １００ １４±５ ０８ｂＢ ０ １７±０ ０９ｂＢ ０ １２±０ ０８ｂＢ ４ ６７±２ ３４ｂＢ ３５ ７５±１５ ２８ａＡ

低剂量 ４８ ２５±４ ２２ｄＤ ０ ６９±０ ０８ｄＤ ０ ３５±０ ０６ａＡ ２８ ９０±２ ６９ｄＤ ４９ ５０±９ ０６ａｂＡＢ

中剂量 ４２ ３８±２ ５３ｅＥ ０ ７２±０ １７ｄＤ ０ ３９±０ ０８ａＡ ３１ ００±５ ３４ｄＤ ４４ ５０±１３ ９０ａｂＡＢ

高剂量 ４０ ５８±２ １９ｅＥ ０ ９０±０ １６ｅＤ ０ ３８±０ ０７ａＡ ３１ ６０±６ ４２ｄＤ ５７ ３３±３ ６７ｂＢ

注: 小写字母表示在 Ｐ<０ ０５ 下显著性差异ꎻ 大写字母表示在 Ｐ<０ ０１ 下显著性差异ꎮ 相同字母无显著性差异ꎮ

３　 讨　 论

粪便量和粪便通过肠道时间是评价肠道

功能的两个重要指标ꎮ 本试验主要研究山楂

和山楂膳食纤维 (按质量比 ９ ∶ １) 混合物

对小鼠润肠通便功能的影响ꎬ 为进一步开发

山楂鲜果的休闲保健食品提供理论依据ꎮ
本研究表明ꎬ 将 １０％山楂膳食纤维混入

冻干山楂果中ꎬ 能显著促进便秘组小鼠的小

肠推进率、 缩短首粒黑便时间、 增加排便

量ꎮ 分析机理可能为ꎬ 混合物中的山楂膳食

纤维及冻干山楂果粉碎后的其他物质可以增

加肠道内容物的摩擦运动ꎬ 促进肠道蠕动ꎬ
缩短粪便在肠道内的停滞时间ꎻ 混合物中添

加的山楂膳食纤维主要成分为可溶性纤

维[５ꎬ７]ꎬ 可以增加粪便持水性ꎬ 软化粪便ꎬ
进一步改善肠道内微生态环境ꎬ 减少肠道中

有害菌的增殖及有毒代谢产物的产生ꎬ 预防

肠癌的发生[１５]ꎮ 大量研究显示ꎬ 膳食纤维

可以通过增加粪便量及排便次数、 促进肠道

蠕动及缩短粪便通过肠道时间、 稀释大肠内

容物、 为大肠内细菌提供可发酵底物等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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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肠道的功能ꎬ 对改善便秘具有良好的辅

助效果[１６－１８]ꎮ
与同类研究比较ꎬ 添加 １０％山楂膳食纤

维的冻干山楂果ꎬ 低剂量组 (含山楂膳食纤

维 １００ ｍｇ / ｋｇｂｗ) 促进小鼠排便试验结果

可定为阳性ꎬ 效果优于国内探究单一果蔬膳

食纤维作用的相关报道ꎬ 如番茄、 胡萝卜渣、
百合、 沙果渣及山楂膳食纤维的研究 (最低

有效剂量均超过 ５００ ｍｇ / ｋｇｂｗ) [１８－２２]ꎮ 这可

能与人工提取的膳食纤维主要为可溶性纤

维ꎬ 而山楂原果中富含不溶性纤维有关ꎮ 此

外ꎬ 将膳食纤维添加到山楂果中制成休闲食

品ꎬ 更易于人们接受和食用ꎬ 有利于进一步

开发成保健食品ꎬ 具有较高的市场价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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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ａ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ｐｒｏｍｉｓｃｕｏｕｓ ｅｐｉｔｏｐｅｓ
[Ｊ]  ＦＥＭＳ Ｉｍｍｕｎｏｌ Ｍｅｄ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ꎬ ２００３ꎬ
３５ (１): ７７－８５

[１１] Ｎｏｍｕｒａ Ｊꎬ Ｈｏｓｏｉ Ｔꎬ Ｏｋｕｍａ Ｙ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ｏｆ ｍｕｓｃａｒｉｎｉｃ ｒｅ￣
ｃｅｐｔｏｒ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Ｔ ｃｅｌｌｓ: ｔｈｅ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ＩＬ－２ ａｎｄ ＩＬ－２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Ｊ]  Ｌｉｆｅ Ｓｃｉꎬ
２００３ꎬ ７２ (１８－１９): ２１２１－６

[ １２] Ｈａｒｔｅｌ Ｃꎬ Ｓｃｈｕｍａｃｈｅｒ Ｎꎬ Ｆｒｉｃｋｅ
Ｌꎬ ｅｔ ａｌ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ｗｈｏｌｅｂｌｏｏｄＴ ｌｙｍｐｈｏ￣
ｃｙｔｅｓ ｉ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ｔｏ ｔａｃｒｏｌｉｍｕｓ ( ＦＫ
５０６):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 － ２ ｍＲＮＡ ｅｘｐｒｅｓ￣
ｓｉｏｎ ａｓ ｓｕｒｒｏｇａｔ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ｏｆ ｉｍｍｕｎｏ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 Ｊ ]  Ｃｌｉｎ Ｃｈｅｍꎬ ２００４ꎬ ５０ ( １ ):
１４１－５１

[１３] Ｓａｍｕｅｌ ＣＥ Ａｎｔｉｖｉｒ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
ｔｅｒｆｅｒｏｎｓ [Ｊ]  Ｃｌｉｎ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 Ｒｅｖꎬ ２００１ꎬ １４
(４): ７７８－８０９

[１４] Ｈｉｒａｔａ Ｈꎬ Ａｒｉｍａ Ｍꎬ Ｃｈｅｎｇ Ｇꎬ 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ＡＲＣ ａｎｄ ＭＤＣ ｂｙ ｎａｉｖｅ Ｔ
ｃｅｌｌｓ ｉｎ ａｓｔｈｍａｔｉｃ ｐａｉｔｅｎｔｓ [ Ｊ]  Ｃｌｉｎ Ｉｍｍｕ￣
ｎｏｌꎬ ２００３ꎬ ２３ (１): ３４－５

[１５] 周峰ꎬ 张旗  慢性功能性便秘的

治疗进展 [Ｊ]  光明中医ꎬ ２０１０ꎬ ２５ (７):
１３１０－１３１１

[ １６ ] ＪＥＮＮＩＮＧＳ Ａꎬ ＤＡＶＩＥＳ Ｇ Ｊꎬ
ＣＯＳＴＡＲＥＬＬＩＶꎬ ｅｔ ａｌ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ｆｉｂｅｒꎬ ｆｌｕｉｄｓ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ｉｐａｔｉｏｎ￣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ｉｎ ｐｒｅ －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ꎬ ２００９ꎬ １３ (２):
１１６－１２７

[１７] 刘玉春  膳食纤维对老年人排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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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的作用 [ Ｊ]  中华护理杂志ꎬ ２００２ꎬ
３７ (１０): ７６３－７６４

[１８] 林文庭ꎬ 洪华荣  胡萝卜渣膳食

纤维的润肠通便作用 [ Ｊ]  福建医科大学

学报ꎬ ２００８ꎬ ４２ (６): ５２２－５２５
[１９] 牛广财ꎬ 朱丹ꎬ 肖盾ꎬ 等  沙果渣

膳食纤维润肠通便作用的动物实验研究[Ｊ] 
食品科学ꎬ ２０１１ꎬ ３２ (１２): ２９３－２９６

[２０] 钟海雁ꎬ 李忠海ꎬ 常银子ꎬ 等  百

合膳食纤维对小白鼠润肠通便功能的影响

[Ｊ]  中南林学院报ꎬ ２００４ꎬ ２４ (５): ７６－７９
[２１] 胡艳丽ꎬ 陈文ꎬ 杨光  番茄纤维

润肠通便作用的研究 [Ｊ]  现代预防医学ꎬ
２００７ꎬ ３４ (５): ８０４－８０５

[２２] 陈洪雨ꎬ 马蕾ꎬ 杨建乔ꎬ 等  山

楂膳食纤维改善功能性便秘及预防铅中毒作

用研究 [ Ｊ]  食品科学ꎬ ２０１３ꎬ ３４ (１５):
２３２~２３５

福建省城乡居民膳食纤维摄入现状调查

林修全１ꎬ２ 　 袁　 平１ꎬ２∗　 陈铁辉１ꎬ２ 　 谢志敏３

(１ 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ꎬ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１ꎻ ２ 福建医科大学公卫学院教学基地ꎬ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５ꎻ

３ 福建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ꎬ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５)

　 　 摘　 要　 目的: 了解 ２０１３ 年福建省城乡居民的膳食纤维摄入现状、 膳食纤维食物来源等情况ꎮ 方法:
采用半定量食物频率调查法对 ２９３０ 名 １８ 岁及以上居民进行个人食物摄入量调查ꎮ 结果: 福建省人均每日膳

食纤维摄入量为 １１ ９６ｇꎬ 城市和农村分别为 １２ ０５ｇꎬ １１ ９２ｇꎬ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ｔ’ ＝ ０ ３８８ꎬ Ｐ ＝ ０ ６９８)ꎻ
年龄越大ꎬ 人均每日摄入量越少ꎬ 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Ｈ ＝ ５０ ７５６ꎬ Ｐ<０ ００１)ꎮ 膳食纤维主要来源为谷

类、 菌 菇 类、 豆 类、 蔬 菜、 水 果、 甘 薯ꎬ 总 摄 入 量 分 别 为 ９１１９ ８５ｇ、 ７５６８ ８６ｇ、 ７０４３ １８ｇ、 ６９１６ ６１ｇ、
２１５９ ７９ｇ、 １５７５ ９７ｇꎬ 分别占 ２６ ００％、 ２１ ５８％、 ２０ ０８％、 １９ ７２％、 ６ １６％、 ４ ４９％ꎮ 结论: 福建省城乡居

民人均每日膳食纤维摄入量普遍不足ꎮ
关键词　 膳食纤维ꎻ 摄入ꎻ 食物来源ꎻ 城乡居民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Ｆｉｂｅｒ Ｉｎｔａｋｅ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Ｆｕｊｉ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Ｘｉｕ－Ｑｕａｎ Ｌｉｎ１ꎬ２ 　 Ｐｉｎｇ Ｙｕａｎ１ꎬ２ 　 Ｔｉｅ－Ｈｕｉ Ｃｈｅｎ１ꎬ２ 　 Ｚｈｉ－Ｍｉｎ Ｘｉｅ３

(１ Ｆｕｊｉａ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ꎬ Ｆｕｚｈｏｕ ３５０００１ꎻ

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ｓｅꎬ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ꎬ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Ｆｕｊｉａ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Ｆｕｚｈｏｕ ３５０００５ꎻ

３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ꎬ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Ｆｕｊｉａ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Ｆｕｚｈｏｕ ３５０００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ａｋｅ ｏｆ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ｆｉｂ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ｏｄ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 为通讯作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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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Ｆｕｊｉ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ｎ ２０１３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ｆｏｏｄ ｉｎｔａｋｅ ｗａ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ｔｏ ｔｈｅ ２ ９３０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ｗｅｒｅ １８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ａｎｄ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ｓｅｍｉ－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ｆｏｏ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ｆｉｂｅｒ ｉｎｔａｋｅ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ｅｖｅｒｙ ｄａｙ ｉｎ Ｆｕｊｉ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ｓ １１ ９６ｇ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ａｋｅｓ ａｒ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１２ ０５ｇ ａｎｄ １１ ９２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ꎬ ｔｈｅｉ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ｓ ｎｏ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ａｋｅ ｉｓ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ａｇｅ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ｆｉｂｅｒ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ｃｅｒｅａｌꎬ ｆｕｎｇｕｓ ａｎｄ ｍｕｓｈｒｏｏｍｓꎬ ｂｅａｎｓꎬ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ꎬ ｆｒｕｉｔｓ ａｎｄ ｓｗｅｅｔ ｐｏｔａｔｏｅｓ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ｉｎｔａｋｅｓ ａｒ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９ １１９ ８５ｇꎬ ７ ５６８ ８６ｇꎬ ７ ０４３ １８ｇꎬ
６ ９１６ ６１ｇꎬ ２ １５９ ７９ｇ ａｎｄ １ ５７５ ９７ｇ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ｏｃｃｕｐｙｉｎｇ ２６ ００％ꎬ ２１ ５８％ꎬ ２０ ０８％ꎬ １９ ７２％ꎬ ６ １６％
ａｎｄ ４ ４９％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ｆｉｂｅｒ ｉｎｔａｋ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Ｆｕｊｉ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基金来源: 福建省自然基金课题 ２０１３Ｊ０１２６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ｆｉｂｅｒꎻ ｉｎｔａｋｅꎻ Ｆｏｏｄ ｓｏｕｒｃｅｓꎻ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ꎬ 饮食结构的

改变ꎬ 摄入纤维性食物减少、 脂肪性食物增

加ꎬ 加之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ꎬ 多种慢性病

的发生率也在不断上升ꎮ 膳食纤维对人体有

其特有的、 其他营养素不可代替的生理作

用ꎬ 在肠癌[１]、 高胆固醇症[２]、 冠心病[３]、
肥胖[４]、 糖尿病[５]及其它慢性病防治中[６]有

积极作用ꎬ 被称为第七大营养素ꎮ 本研究通

过对福建省城乡居民膳食摄入调查ꎬ 了解人

群膳食纤维摄入现状及膳食纤维结构ꎬ 为指

导居民合理膳食ꎬ 提高营养水平和促进健康

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按照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ꎬ
选取梅列区、 蕉城区、 建瓯市ꎬ 永定县、 惠

安县这 ５ 个疾病监测点ꎬ 在每个监测点随机

抽取 ４ 个乡镇 (街道、 团)ꎬ 每个乡镇 (街
道、 团) 随机抽取 ３ 个村 (居委会、 连)ꎬ
每个村 (居委会、 连) 随机抽取 ５０ 户ꎬ 每

户随机抽取 １ 名 １８ 岁及以上居民进行调查ꎮ
按年龄段划分为 ３ 组: １８ ~ ４４ 岁组、 ４５ ~ ５９
岁组和 ６０ 岁及以上组ꎮ

１ ２　 方法

半定量食物频率调查法: 采用自行设计

的半定量食物频率调查问卷 (ＳＱＦＦＱ) 调查

研究对象近 １０ 年膳食纤维摄入量及其它方面

饮食习惯ꎻ 本次调查所获得的食物种类按照

«中国食物成分表 ２００２ 版» [７]编码ꎬ 对膳食纤

维的摄入量计算也以此为依据ꎬ 因此本文所

分析的数据仅包含不可溶性膳食纤维 (ＩＤＦ)ꎮ

１ ３　 统计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８ ０ 统计分析软件对数据进

行处理ꎮ 近似正态分布的定量资料采用均数

加减标准差 (ｘ±ｓ) 的形式描述ꎮ 近似正态

分布但方差不齐的两组定量资料之间的差异

性比较采用 ｔ’检验ꎻ 不满足正态分布或方差

不齐的多组定量资料之间的差异性比较采用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 Ｈ 检验ꎮ 检验水准 α＝ ０ ０５ꎮ

２　 结果

２ １　 调查对象基本信息

全省共调查 ２９３０ 人ꎬ 其中男性 １２６５ 人ꎬ
占 ４３ ２％ꎬ 女性 １６６５ 人ꎬ 占 ５６ ８％ꎻ 城市

１１６７ 人ꎬ 占 ３９ ８％ꎬ 农 村 １７６３ 人ꎬ 占

６０ ２％ꎮ 调查对象平均年龄 ５１ １±１３ ３ 岁ꎬ 其

中ꎬ ４５~ ５９ 岁组人数最多ꎬ 为 １１９４ 人ꎬ 占

４０ ８％ꎻ ６５ 岁及以上组人数最少ꎬ 为 ７３８ 人ꎬ
占 ２５ ２％ꎮ 城市与农村调查对象年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ｔ’ ＝－５ ３２４ꎬ Ｐ<０ ００１)ꎮ

２ ２　 膳食种类与结构

本次共调查居民摄入膳食种类 ３７ 种ꎮ
主要的膳食结构包括: 粮谷类、 薯类ꎬ 豆类

及其制品ꎬ 蔬菜类、 菌菇类ꎬ 肉类ꎬ 鱼虾

类ꎬ 蛋类ꎬ 奶类ꎬ 油类等ꎮ

２ ３　 不同性别居民膳食纤维 (ＤＦ) 摄入

情况 (表 １)
　 　 福建省人均每日膳食纤维摄入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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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９６ｇꎮ 年龄越大ꎬ 人均每日摄入量越少ꎬ 且

差异 具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Ｈ ＝ ５０ ７５６ꎬ Ｐ <
０ ００１)ꎻ 男性人均每日摄入量多于女性ꎬ 但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ｔ’ ＝ ０ ３００ꎬ Ｐ ＝ ０ ７６４)ꎻ
城市人均每日摄入量多于农村ꎬ 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ｔ’ ＝０ ３８８ꎬ Ｐ＝０ ６９８)ꎮ

表 １　 福建省不同年龄、 性别城乡居民人均每日膳食纤维摄入情况 (ｘ±ｓ)

年龄组
(岁) 性别

城市

人数
(人)

摄入量
(ｇ)

农村

人数
(人)

摄入量
(ｇ)

合计

人数
(人)

摄入量
(ｇ)

男 １７４ １３ ９６±１０ ０４ ２１２ １３ ３４±８ ７２ ３８６ １３ ６２±９ ３３

１８~４４ 女 ２８７ １２ ５７±９ ８８ ３２５ １３ ４１±９ ７７ ６１２ １３ ０２±９ ８２

合计 ４６１ １３ １０±９ ９５ ５３７ １３ ３８±９ ３６ ９９８ １３ ２５±９ ６３

男 １９２ １０ １７±７ ６７ ３０５ １２ ５５±７ ６５ ４９７ １１ ６３±７ ７４

４５~５９ 女 ２５６ １２ １８±１１ １２ ４４１ １１ １７±７ ７１ ６９７ １１ ５４±９ １２

合计 ４４８ １１ ３２±９ ８３ ７４６ １１ ７４±７ ７１ １１９４ １１ ５８±８ ５７

男 １４０ １１ ６４±８ １２ ２４２ １０ ５２±８ １２ ３８２ １０ ９３±８ １３

６０岁及以上 女 １１８ １１ ２３±８ ６１ ２３８ １０ ５９±９ ９７ ３５６ １０ ８０±９ ５３

合计 ２５８ １１ ４５±８ ３４ ４８０ １０ ５５±９ ０７ ７３８ １０ ８７±８ ８３

男 ５０６ １１ ８８±８ ８１ ７５９ １２ １２±８ １８ １２６５ １２ ０３±８ ４３

合计 女 ６６１ １２ １８±１０ １７ １００４ １１ ７６±９ ０４ １６６５ １１ ９３±９ ５０

合计 １１６７ １２ ０５±９ ６０ １７６３ １１ ９２±８ ６８ ２９３０ １１ ９７±９ ０６

２ ４　 城乡居民 ＤＦ 食物来源

ＤＦ 食物主要来源依次为谷类、 菌菇类、
豆类、 蔬菜类、 水果类、 薯类ꎬ 总摄入量分别

为 ９１１９ ８５ｇ、 ７５６８ ８６ｇ、 ７０４３ １８ｇ、 ６９１６ ６１ｇ、
２１５９ ７９ｇ、 １５７５ ９７ｇꎬ 分 别 占 ２６ ００％、
２１ ５８％、 ２０ ０８％、 １９ ７２％、 ６ １６％、 ４ ４９％ꎬ
薯类膳食纤维十年前总摄入量为 ３０４１ ８８ｇꎮ
其他食品占 ＤＦ 来源的比例基本低于 ５％ꎮ 特

别是肉、 蛋、 乳制品及鱼虾几乎不含 ＤＦꎮ

３　 讨　 论

膳食纤维 (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ｆｉｂｅｒꎬ 简称 ＤＦ) 是

指不能被人体的小肠所消化吸收ꎬ 但在大肠

中可以部分或者全部发酵的可食用的碳水化

合物及其类似物质ꎬ 包括多糖、 低聚糖、 木

质素以及相关的植物物质ꎮ ＤＦ 可以分为可

溶性 (果胶、 树胶和植物多糖) 和不溶性

(纤维素、 木质素和半纤维素) 纤维ꎮ 膳食

纤维是健康饮食不可缺少的ꎬ 在保护消化系

统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ꎮ 同时ꎬ 摄取足够的

膳食纤维ꎬ 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 癌症、 糖

尿病以及其他疾病ꎮ 膳食纤维可以清洁消化

壁和增强消化功能ꎬ 也可以稀释和加速食物

中致癌物质和有毒物质的移除ꎬ 保护脆弱的

消化道和预防结肠癌ꎮ 还可以减缓消化速度

和最快速度排泄胆固醇ꎬ 让血液中的血糖和

胆固醇控制在最理想的水平ꎮ 膳食纤维具有

较强的持油力、 持水力和诱导微生物的作

用[８]  它虽然不具营养价值ꎬ 但由于它能预

防和治疗多种疾病ꎬ 故被称为继淀粉、 蛋白

质、 脂肪、 维生素、 矿物质和水之后的 “第
七大营养素” [９]ꎮ

本研究结果表明ꎬ ２０１３ 年福建省成人人

均每日膳食纤维摄入量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降

低ꎮ 福建省城乡居民 ＤＦ 食物主要来源为谷

类、 菌菇类、 豆类、 蔬菜类、 水果类、 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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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ꎬ 其中谷类、 菌菇类、 豆类、 蔬菜类占了

很大的比例ꎬ 且所占比例差距不大ꎮ 而水果

类膳食纤维摄入量较少ꎬ 原因可能是调查种

类不够丰富ꎬ 仅调查了苹果、 梨、 香蕉三种

水果的膳食纤维摄入量ꎮ ２００２ 年中国膳食纤

维摄入状况中ꎬ 我国居民的 ＤＦ 主要来源为

蔬 菜、 面、 米、 杂 粮ꎬ 分 别 占 ３１ ６％、
２１ ２％、 １６ １％、 ５ ８％ꎬ 鲜果、 薯类、 干豆、
豆制品均在 ２％~５％之间ꎮ 可发现福建省居民

菌菇类及豆类摄入量所占比例较高ꎬ 原因可

能是福建省的地理位置及优势作物有关ꎮ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ꎬ 纤维性食物

减少ꎬ 脂肪性食物增加ꎬ 再加上生活方式的

改变ꎬ 多种慢性病的发生率也再上升ꎮ 中国

营养学会 ２０００ 年提出: 我国成年人膳食纤

维的适宜摄入量为每天 ３０ｇ 左右ꎮ 我省城乡

居民膳食纤维摄入量不足ꎬ 仅为 １１ ９６ｇꎬ 并

且总体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降低ꎬ 这更不利于

慢性病的防治ꎮ 居民的营养和健康状况反应

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社会发展

水平、 卫生保健水平和人口素质[１０] 根据此

次的调查结果ꎬ 福建省的城乡居民膳食纤维

的摄入量有待提高ꎬ 特别是中老年人ꎬ 应加

强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ꎬ 树立科学的营养健

康观念ꎬ 合理膳食ꎬ 以预防和控制慢性疾病

的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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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膳食纤维改善功能性便秘作用

刘新愚　 郝红伟　 王唯霖　 刘　 敏　 赵　 文∗

(河北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ꎬ 河北保定 ０７１００１)

　 　 摘　 要　 目的: 研究骏枣膳食纤维改善功能性便秘的保健功效ꎮ 方法: 以昆明种小鼠为实验对象ꎬ 随机

分为 ５ 组ꎬ 即溶剂对照组、 便秘模型组和低 (０ ２５ｇ / ｋｇｄ)、 中 (０ ５ｇ / ｋｇｄ)、 高 (１ ０ｇ / ｋｇｄ) ３ 个枣

膳食纤维剂量组ꎮ 用上述剂量的枣膳食纤维灌胃 １０ｄ 后建立功能性便秘模型ꎬ 观察枣膳食纤维对小鼠小肠推

进率、 排便时间和排便质量的影响ꎮ 结果: 枣膳食纤维可提高小鼠的小肠推进率ꎬ 且中、 高剂量组与便秘模

型组有极显著性差异 (Ｐ<０ ０１)ꎻ 枣膳食纤维还可缩短小鼠首粒排黑便时间和增加排便质量ꎬ 且低剂量组具

有显著性差异 (Ｐ<０ ０５)ꎬ 中、 高剂量组具极显著性差异 (Ｐ<０ ０１)ꎮ 结论: 枣膳食纤维在 ５００ｍｇ / ｋｇｄ 的

剂量条件下对小鼠具有显著的润肠通便功效ꎬ 可有效改善功能性便秘ꎮ
关键词　 枣膳食纤维ꎻ 保健功能ꎻ 便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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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ｒａｔｅ ｏｆ ｉｎｋ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ｅ ｗａｓ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ｂｙ ＪＤ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Ｐ<０ ０１)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ｈｉｇｈ ｄｏｓ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ｉｐ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ｇｒｏｕｐ Ｊｕｊｕｂｅ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ｆｉｂｅｒ ａｌｓｏ ｃａｎ ａｂｒｉｄｇｅ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ｄｅｆｅｃ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ｏｔａｌ ｆｅｃｅｓ ｗｅｉｇｈｔ ｗｈｅｎ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ｐ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５００ｍｇ / ｋｇｄ ｏｆ ｊｕｊｕｂｅ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ｆｉｂｅｒ ｈａ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ｄｅｆｅ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ｉｎ ｍｉｃｅꎬ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ｂｅｎｅｆｉ￣
ｃｉａｌ ｆｏｒ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ｐ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ｊｕｊｕｂｅ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ｆｉｂｅｒꎻ ｈｅａｌｔｈ－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ꎻ ｃｏｎｓｔｉｐ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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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３ ｃｏｍ
通信作者: 赵文 (１９６４—　 )ꎬ 女ꎬ 河北农业大学教授ꎬ 硕士ꎬ 研究方向为营养与食品安全ꎮ Ｅ－ｍａｉｌ: ｚｗｇｙｆ１９６４＠
１６３ 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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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枣树为鼠李科 ( Ｒｈａｍｎａｃｅａｅ ) 枣 属

(Ｚｉｚｉｐｈｕｓ Ｍｉｌｌ ) 植物ꎬ 广泛分布在热带、
亚热带和温带地区[１－３]ꎮ 枣营养丰富ꎬ 除了

含有大量糖类、 蛋白质、 多种维生素、 膳食

纤维、 脂肪、 微量元素等ꎬ 还富含环核苷酸

[包括 ｃＡＭＰ (３’ꎬ ５’ －环磷酸腺苷　 ａｄｅｎｏ￣
ｓｉｎｅ ３’ꎬ ５’ｃｙｃｌｉｃ ｍｏ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和 ｃＧＭＰ
(３’ꎬ ５’－环磷酸鸟苷 　 ｇｕａｎｏｓｉｎｅ－３’ꎬ ５’ －
ｃｙｃｌｉｃ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 生物碱、 三萜酸 (包

括齐墩果酸、 熊果酸等)、 类黄酮等生物活

性物质ꎬ 是理想的营养保健滋补品ꎬ 也是我

国特有的功能性食品资源[４]ꎮ
便秘是一种常见的健康问题[５ꎬ６]ꎬ 有报

道显示其与结肠、 直肠癌有很大的关系[７－９]ꎬ
还会诱发或加重心脑血管疾病[１０]ꎬ 国内外

流行病学调查均确认女性和老年人更容易发

生便秘的情况[１１ꎬ１２]ꎮ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ꎬ
人们在饮食上经常摄入过多的脂肪和蛋白

质ꎬ 而膳食纤维摄入量却很少ꎬ 这种不合理

的饮食结构是便秘产生的重要原因[１３]ꎮ 科

研人员已经对膳食纤维的润肠通便效果进行

了许多研究ꎬ 发现多数膳食纤维由于具备高

持水性ꎬ 可以起到辅助增加粪便质量和软化

粪便的作用ꎬ 因此具有非常显著的润肠通便

效果[１４－１６]ꎮ 但目前对骏枣膳食纤维的润肠通

便功能研究却鲜少有报道ꎮ
本论文以骏枣膳食纤维为研究对象ꎬ 用

复方地芬诺酯建立小鼠便秘模型ꎬ 验证骏枣

膳食纤维的润肠通便作用ꎬ 为将来开发与之

相关的保健食品提供合理的科学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实验动物

昆明种小鼠ꎬ 雄性ꎬ １８~２２ｇꎬ 购于河北

省实验动物中心ꎬ 许可证编号: ＳＣＸＫ (冀)
２０１３－１－００３ꎮ

１ ２　 材料、 试剂与仪器

骏枣: 购自保定市天惠果品批发市场ꎻ
复方地芬诺酯: 河南鼎昌药业有限公司ꎬ 批

号: １２１００８０１ꎻ 阿拉伯树胶粉: 分析纯ꎬ 天

津天泰精细化学品有限公司ꎻ 活性炭粉: 市

售ꎮ 多功能果蔬粉碎机: ＢＬ－１００ 型ꎬ 浙江

省帅通工具有限公司ꎻ 旋转蒸发仪: ＲＥ －
５２１０ 型ꎬ 上海亚荣生化仪器厂ꎻ 真空冷冻干

燥机: ＦＤ－１Ｂ－５０ 型ꎬ 北京博医康实验仪器

有限公司ꎻ 电子分析天平: ＣＰ１２４Ｃ 型ꎬ 奥

豪斯仪器有限公司ꎮ
墨汁配制方法: 将阿拉伯胶 ５ｇ 置于烧

杯中ꎬ 加入蒸馏水 ４０ ｍＬ 溶解ꎬ 用电炉煮沸

至溶液透明ꎬ 加入 ２ ５ｇ 活性炭粉后再煮沸

三次ꎬ 冷却至室温后定容至 ５０ｍＬꎬ 置于 ４℃
冰箱保存备用ꎮ

１ ３　 骏枣膳食纤维的制备

将骏枣洗净ꎬ 去核、 剪碎ꎬ 按 １ ∶ １ 的

比例加水打浆ꎬ 通过 ４００ 目筛网ꎬ 滤液旋转

蒸发掉部分水分后ꎬ 按照枣浆: ９５％酒精为

２ ∶ ３ 的比例醇提 ２、 ３ 次ꎬ 每次 ６ 至 ８ 小时ꎬ
得到的沉淀即为骏枣膳食纤维ꎮ 旋转蒸发去

除酒精后ꎬ 用真空冷冻干燥机干燥ꎬ 再用粉

碎机粉碎成粉末ꎬ 即得所需膳食纤维样品ꎮ

１ ４　 骏枣膳食纤维对小鼠润肠通便功效

的研究

　 　 １ ４ １ 动物分组

将受试的雄性昆明种小鼠按体重随机分

为溶剂对照组、 便秘模型组 (即复方地芬诺

酯组) 和 ３ 个骏枣膳食纤维剂量组ꎬ 每组 １２
只动物ꎬ 进行骏枣膳食纤维改善小鼠功能性

便秘的试验ꎮ
１ ４ ２ 剂量选择

低、 中、 高剂量组每日给予 ０ ２５、 ０ ５、
１ ０ｇ / ｋｇｂｗ 的受试枣膳食纤维ꎬ 待试验结

束后ꎬ 模型对照组和枣膳食纤维剂量组灌胃

一定剂量的复方地芬诺酯混悬液ꎬ 以此建立

功能性便秘模型ꎮ
１ ４ ３ 小肠推进试验

３ 个剂量组的小鼠连续 １０ 天ꎬ 每天在固

定时间灌胃给予 １ ４ ２ 中所述剂量的骏枣膳

食纤维ꎬ 而溶剂对照组和便秘模型组则按等

体积灌胃法计算给予等量的蒸馏水ꎮ １０ 天

后ꎬ 所有 ５ 个组的小鼠均禁食不禁水继续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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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 ２４ｈꎬ 然后进行小肠推进试验ꎮ 便秘模型

组及 ３ 个枣膳食纤维剂量组小鼠用复方地芬

诺酯溶液 (浓度为 ０ ０２５％) 建立功能性便

秘模型ꎬ 而溶剂对照组则灌胃等量蒸馏水ꎻ
３０ｍｉｎ 后溶剂对照组和便秘模型组小鼠灌胃

普通墨汁ꎬ 而 ３ 个剂量组的小鼠则给予含相

应剂量样品的墨汁ꎮ ２０ｍｉｎ 后颈椎脱臼处死

小鼠ꎬ 立刻取出自胃部下端幽门处至盲肠部

的整段小肠ꎬ 测量小肠的全长及自胃部下端

幽门处到墨水运动前沿的距离ꎬ 按如下公式

计算小肠推进率:
小肠推进率

(％) ＝ 墨水移动距离 (ｃｍ)
小肠全长 (ｃｍ)

×１００％

１ ４ ４ 小鼠排便试验

前期处理同上ꎮ 从给予墨汁开始计时ꎬ
单笼饲养每只小鼠ꎬ 让其自由摄取饲料和水

分ꎬ 观察并记录每只小鼠排首粒黑便的时

间、 每一小时排便的粒数及粪便质量、 六小

时排便总粒数及粪便总质量ꎮ 实验结束后将

小鼠的粪便 ６５℃恒温干燥至恒重ꎬ 称量干便

质量ꎬ 并计算小鼠粪便的含水量ꎮ

１ ５　 数据分析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 ０ 统计软件进行显著性分

析ꎮ 组间比较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ꎬ 进一步两两比较采用最小显著性

差异法 (ＬＳＤ)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枣膳食纤维对小鼠小肠推进率的影响

表 １　 枣膳食纤维对小鼠小肠推进率的影响

(ｘ±ｓꎬ ｎ＝１２)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ｊｕｊｕｂｅ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ｆｉｂｅｒ ｏｎ ｍｉｃｅ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ｍｏ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ｘ±ｓꎬ ｎ＝１２)

组别
枣膳食纤维剂量

/ ｇ / ｋｇ ｄ
小肠推进率

/ ％

溶剂对照组 ０ ５１ ７８±５ １７∗∗

便秘模型组 ０ ２７ １４±３ ８２

低剂量组 ０ ２５ ３１ ２０±４ ３４

中剂量组 ０ ５ ３７ １１±４ ９２∗∗

高剂量组 １ ０ ４０ ０６±５ ３２∗∗

注: ∗ 与模型组相比较ꎬ 有显著性差异 (Ｐ<０ ０５)ꎻ
∗∗ 与模型组相比较ꎬ 有显著性差异 (Ｐ<０ ０１)ꎮ

由表 １ 可知ꎬ 溶剂对照组的小肠推进率

与便秘模型组有极显著性差异 (Ｐ<０ ０１)ꎬ
证明小鼠功能性便秘模型建立成功ꎮ 与便秘

模型组相比ꎬ ３ 个剂量组小鼠的小肠推进率

分别提高了 １４ ９６％、 ３６ ７４％ 和 ４６ ６１％ꎬ
且中、 高剂量组与便秘模型组之间有极显著

性差异 (Ｐ<０ ０１)ꎮ

２ ２　 枣膳食纤维对小鼠排便参数的影响

表 ２　 枣膳食纤维对小鼠排便参数的影响 (ｘ±ｓꎬ ｎ＝１２)
Ｔａｂｌｅ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ｊｕｊｕｂｅ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ｆｉｂｅｒ ｏｎ ｆｅ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ｍｉｃｅ (ｘ±ｓꎬ ｎ＝１２)

组别
剂量

/ ｇ / ｋｇｂｗ 排便粒数
首粒排黑便
时间 / ｍｉｎ

６ｈ 排便
总质量 / ｇ

６ｈ 排便
干质量 / ｇ

含水率
/ ％

溶剂对照组 ０ ５２ ２７±３ ９７∗∗ １２７ ７８±７ １１∗∗ ０ ９８±０ １６∗∗ ０ ４７±０ ０８∗∗ ５１ ２２±３ ９７

便秘模型组 ０ ２４ ８８±２ １０ ２７９ ３８±７ ２９ ０ ４３±０ ０７ ０ ２５±０ ０５ ４１ １８±８ ９５

低剂量组 ０ ２５ ３４ １１±１ ９１∗ ２４９ ４４±８ ０８∗ ０ ６１±０ ０７∗ ０ ３２±０ ０５∗ ４５ ００±５ ６４

中剂量组 ０ ５ ４４ ６３±１ ７７∗∗ ２１６ ８８±５ ９４∗∗ ０ ７１±０ ０８∗∗ ０ ３９±０ ０８∗∗ ４５ ６１±６ ９３

高剂量组 １ ０ ４４ １３±２ ４２∗∗ ２２５ ６３±３ ２０∗∗ ０ ９１±０ １５∗∗ ０ ４８±０ ０７∗∗ ４７ ９５ ３±５ ４５

注: 同表 １ꎮ

　 　 由表 ２ 可知ꎬ 便秘模型组小鼠排出首粒

黑便的时间、 六小时排出粪便的总质量、 六

小时排出粪便的干质量和六小时排便总粒数

相较于溶剂对照组均呈极显著性差异ꎬ 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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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证明功能性便秘模型成立ꎮ ３ 个枣膳食

纤维剂量组小鼠的首粒排黑便时间均明显短

于便秘模型组ꎬ 分别缩短了便秘模型组的

１０ ７２％、 ２２ ３７％和 １９ ２４％ꎬ 并且中剂量组

小鼠最先排出首粒黑便ꎻ ３ 个枣膳食纤维剂

量组小鼠的六小时排便总质量和干质量均有

所增加ꎬ 其中六小时排便总质量分别增加了

便秘模型组的 ４１ ８６％、 ６５ １２％和 １１１ ６３％ꎬ
而干质量分别增加了便秘模型组的 ２１ ８８％、
５６ ００％和 ９２ ００％ꎬ 且 ３ 个剂量组的数据与

便秘模型组相比均有显著差异ꎻ 另外ꎬ ３ 个

剂量组小鼠的排便粒数均比便秘模型组有所

增加ꎬ 且均有统计学差异ꎻ 但粪便含水率却

未检测出差异ꎮ
总之ꎬ ３ 个枣膳食纤维剂量组与便秘模

型组相比ꎬ 首粒排黑便时间节点均有所提

前、 排便粒数增加、 粪便质量增加ꎬ 这些均

可以证明受试骏枣膳食纤维能改善小鼠排便

情况ꎬ 缓解小鼠功能性便秘ꎮ

３　 讨　 论

综上所述ꎬ 骏枣膳食纤维可提高小鼠的

小肠推进率ꎬ 且中、 高剂量组与模型组有极

显著性差异 (Ｐ<０ ０１)ꎻ 骏枣膳食纤维还可

缩短首粒排黑便时间和增加排便质量ꎬ 低剂

量组具有显著性差异 (Ｐ<０ ０５)ꎬ 而中、 高

剂量组具极显著性差异 ( Ｐ < ０ ０１)ꎬ 即

５００ｍｇ / ｋｇｄ 的骏枣膳食纤维即可改善小鼠

功能性便秘ꎮ
便秘形成的原因关键在于肠道蠕动力的

减弱、 肠道中水分和粘液的减少、 肠道中益

生菌数量的下降ꎮ 根据便秘形成的机理ꎬ 凡

能提高粪便持水能力的物质、 促进肠道蠕动

的物质或增加肠道中益生菌数量的物质ꎬ 均

能起到润肠通便的作用[１７]ꎮ 膳食纤维具有

吸附性、 持水力、 离子交换作用以及凝胶的

形成等物理化学性质ꎬ 因此可以影响肠道对

它的消化吸收ꎬ 增加粪便质量ꎬ 使肠道内的

粪便量处于高水平ꎬ 增强肠道自然排便反

射ꎬ 使肠道蠕动力增强ꎮ 膳食纤维还对肠道

菌群的数量和种类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１８]ꎬ
由此可知膳食纤维具有改善便秘的作用ꎮ

本研究证明骏枣膳食纤维能显著增加便

秘模型组小鼠的小肠推进率、 减短首粒排黑

便时间、 加大排便量ꎬ 说明骏枣膳食纤维具

有改善便秘的作用ꎮ 但是本试验未能测出样

品对粪便含水率的影响ꎬ 还需后续研究ꎮ
ＥＢＩＨＡＲＡ Ｋ 和 ＮＡＫＡＭＯＴＯ Ｙ 的研究显示ꎬ
同时含有可溶性和不溶性膳食纤维的复合物

比仅含有单一种类膳食纤维的物质更能有效

改善肠道功能 [１９]ꎬ 本研究中所使用的膳食

纤维中既含有可溶性膳食纤维又含有不溶性

膳食纤维ꎬ 所以它们之间是如何产生协同关

系的还需要进一步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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槲皮素对 ＡＬＤ 中低分子质量铁介导的
溶酶体损伤的拮抗效应

李艳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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槲皮素对溶酶体内活性铁介导的酒精性
肝损伤的保护作用

李艳艳１ 　 陈　 嫚１ 　 禹　 晓１ 　 徐岩岩１ 　 唐玉涵１ 　 姚　 平１∗

(１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ꎬ 武汉 ４３００３０)

　 　 摘　 要　 目的: 探讨溶酶体内活性铁在酒精所致肝脏氧化损伤中的作用及槲皮素的拮抗机制ꎮ 方法: 等

能量配对喂养雄性 Ｃ５７ＢＬ / ６Ｊ 小鼠 １５ 周建立酒精继发性铁过载模型ꎬ 同时灌胃槲皮素及腹腔注射脱铁铵

(ＤＦＯ) 进行干预ꎮ 检测血清转氨酶、 肝脏氧化损伤与铁水平相关指标及溶酶体稳定性ꎮ 乙醇 (１００ ｍｍｏｌ / Ｌ)
孵育经 ＦｅＣｌ３、 ＤＦＯ 及槲皮素干预后小鼠原代肝细胞 ２４ 小时ꎬ 测定溶酶体内活性铁含量并分析肝细胞的损伤

水平ꎮ 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ꎬ 长期酒精喂养明显引起小鼠肝脏氧化损伤ꎬ 同时肝脏总铁含量、 可变铁池

(ＬＩＰ) 水平、 溶酶体内活性铁水平、 铁蛋白轻链 (Ｆｔ－Ｌ) 及瞬时受体潜在粘脂蛋白 (ＴＲＰＭＬ１) 表达显著升

高ꎬ 而溶酶体膜稳定性显著降低ꎮ 槲皮素干预有效改善酒精引起的肝脏铁过载与氧化损伤ꎬ 并不同程度的降

低酒精所致 Ｆｔ－Ｌ、 ＴＲＰＭＬ１ 的异常高表达ꎬ 提高溶酶体膜稳定性ꎮ 减少溶酶体内铁减轻酒精引起的肝细胞氧

化损伤而增加溶酶体内铁加重这种损伤ꎮ 结论: 溶酶体内活性铁在酒精性肝损伤中发挥重要的作用ꎬ 槲皮素

通过降低溶酶体内活性铁减轻酒精引起的肝脏氧化损伤ꎮ
关键词　 酒精性肝病ꎻ 槲皮素ꎻ 溶酶体活性铁ꎻ 氧化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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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 ｔｈｅ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ｙｓｏｓｏｍｅ ｄａｍａｇｅ

∗ 第一作者: 李艳艳ꎬ Ｅ－ｍａｉｌ: ｌｙｙｈｕｓｔ＠ １２６ ｃｏｍꎬ Ｔｅｌ: １５９０２７９５１６６
通讯作者: 姚平ꎬ Ｅ－ｍａｉｌ: ｙａｏｐｉｎｇ＠ ｍａｉｌｓ ｔｊｍｕ ｅｄｕ ｃｎꎬ Ｔｅｌ: ０２７－８３６９２７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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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ｃ ｌｉｖｅ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ꎻ ｑｕｅｒｃｅｔｉｎꎻ ｉｎｔｒａｌｙｓｏｓｏｍａｌ ｒｅｄｏｘ ａｃｔｉｖｅ ｉｒｏｎꎻ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１　 前　 言

由于过量饮酒所致的酒精性肝病 ( ａｌ￣
ｃｈｏｌｉｃ ｌｉｖｅ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ꎬ ＡＬＤ) 发病率逐年上升ꎬ
已成为仅次于病毒性肝炎的第二大类肝

病[１]ꎮ 酒精性肝损伤涉及多种机制ꎬ 其中ꎬ
ＲＯＳ 介导的氧化应激在 ＡＬＤ 发生发展中起

关键性作用ꎮ 随着研究的深入ꎬ 人们惊奇地

发现ꎬ 作为必需微量元素的铁反而与酒精一

起表现出协同促氧化毒性ꎮ 近年来ꎬ 临床和

实验室研究发现ꎬ 长期酒精摄入会引起肝脏

铁过载及 ＬＩＰ－Ｆｅ (也被认为是 “游离” 铁)
水平升高ꎬ 细胞内过量的 “游离” 铁通过催

化 Ｆｅｎｔｏｎ 反应产生氧化毒性更强的羟自由基

(ＯＨ)ꎬ 从而加重肝细胞的氧化损伤[２]ꎮ
溶酶体因降解铁蛋白、 衰老的线粒体等含铁

大分子物质而含有大量低分子质量的 Ｆｅｎｔｏｎ
活性铁ꎮ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ꎬ 溶酶体内活

性铁可能是细胞 ＬＩＰ 的主要来源并在细胞氧

化损伤中起到关键性作用[３]ꎬ 溶酶体靶向性

铁螯合剂 ＤＦＯ 可以减轻细胞氧化损伤ꎮ 然

而ꎬ 溶酶体内铁是否在酒精性肝损伤中发挥

重要的作用尚不清楚ꎮ
ＤＦＯ 被普遍应用于铁螯合的治疗ꎬ 但因

安全性和副作用而受到诸多限制[４]ꎮ 因此ꎬ
天然无毒的铁螯合剂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ꎮ
槲皮素 (Ｑｕｅｒｃｅｔｉｎ) 是自然界分布广泛的天

然黄酮类化合物ꎬ 具有广泛的生物活性ꎮ 大

量研究显示ꎬ 槲皮素对铁具有较强的螯合能

力ꎬ 并能有效清除细胞内游离铁诱导产生的

ＯＨꎬ 藉此发挥间接但可能是更为有效的

抗氧化作用[５]ꎮ 我们前期研究和其他研究显

示ꎬ 槲皮素对铁、 酒精诱导的氧化应激无论

在细胞还是动物水平上均有良好的保护作

用[６ꎬ ７]ꎮ 此外ꎬ 槲皮素还可通过调节溶酶体

酶的活性发挥其对多种疾病的拮抗效应[８]ꎬ
提示槲皮素对酒精性肝损伤的保护作用可能

是通过螯合溶酶体内活性铁ꎮ 因此ꎬ 我们通

过此研究来证明溶酶体内活性铁在 ＡＬＤ 发

病中的作用及槲皮素的拮抗效应机制ꎮ

２　 材料与方法

２ １　 主要试剂

槲皮素 ( Ｑｕｅｒｃｅｔｉｎꎬ 纯度≥９５％)、 脱

铁铵 (ＤＦＯ)、 Ⅳ型胶原酶 (Ｃｏｌｌａｇｅｎａｓｅ Ⅳ)
及吖啶橙 (ＡＯ) 均为美国 ｓｉｇｍａ 公司产品ꎬ
其他试剂均为国产 ＡＲ 级ꎮ Ｆｅｒｒｉｔｉｎ 及 ＴＲ￣
ＰＭＬ１ 抗体分别购自英国 Ａｂｃａｍ 和美国

Ｐｉｅｒｃｅ 公司ꎮ 转氨酶与 ＲＯＳ 测定试剂盒分别

购自深圳迈瑞和碧云天生物技术研究所ꎮ

２ ２　 动物模型的建立

健康雄性 Ｃ５７ＢＬ / ６Ｊ 小鼠 (１８－２２ｇ) 适

应性喂养一周后ꎬ 按体重随机分为 ６ 组 (１５
只 /组): 正常对照组 (Ｃꎬ Ｌｉｅｂｅｒ Ｄｅ Ｃａｒｌｉ 液
体饲料)、 酒精组 (Ｅꎬ 含乙醇供能 ３０％的

Ｌｉｅｂｅｒ Ｄｅ Ｃａｒｌｉ 液体饲料)、 酒精＋槲皮素组

(ＥＱꎬ 槲皮素: １００ｍｇ / ｋｇ ｂｗ)、 槲皮素对照

组 ( Ｑ )、 酒 精 ＋ ＤＦＯ 组 ( ＥＤꎬ ＤＦＯ:
１００ｍｇ / ｋｇｂｗ )、 ＤＦＯ 对照组 (Ｄ)ꎮ 各组

小鼠等能量配对连续喂养 １５ 周后ꎬ 隔夜停

食后眼球取血分离血清并迅速分离肝脏样

本ꎬ 保存于－８０℃ꎮ

２ ３　 细胞分离与培养

参照 Ｓｅｌｇｅｎ[９]方法ꎬ 采用二步胶原酶灌

注技术分离小鼠原代肝细胞ꎬ 经台盼蓝染色

鉴定后 (细胞存活率 > ９０％) 接种于细胞培

养板中ꎬ 于 ３７℃、 ５％ ＣＯ２ 恒温培养箱中ꎬ
细胞贴壁后ꎬ 根据实验目的加入各种受试

物ꎮ

２ ４　 指标的测定

２ ４ １ 肝细胞氧化损伤及溶酶体损伤的

测定

采用酶动力学法测定小鼠血清 ＡＳＴ、
ＡＬＴ 及细胞上清 ＡＳＴ、 ＬＤＨ 的含量ꎻ 测定肝

脏 １０％匀浆液上清 ＧＳＨ (ＤＴＮＢ 改良法)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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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ＤＡ (ＴＢＡ 比色法)ꎻ 肝组织 ＲＯＳ 测定: 肝

脏冰冻切片用 ５ μＭ 的 ＤＨＥ 于 ３７°Ｃ 避光孵

育 １５ ｍｉｎꎬ 用 ＰＢＳ 冲洗 ３ 遍后ꎬ 荧光显微镜

下 (２０×) 观察观察红色荧光强度ꎻ 按照试

剂盒说明书测定肝组织羟自由基的产生ꎻ 肝

细胞 ＲＯＳ 测定: 受试物孵育细胞后ꎬ 加入

ＤＣＦＨ－ＤＡ (１０μｍｏｌ) 于 ３７°Ｃ 孵育 ３０ ｍｉｎꎬ
用 ＰＢＳ 冲洗 ３ 遍ꎬ 在荧光酶标仪上检测其荧

光强度 ( Ｅｘ: ４８５ｎｍꎬ Ｅｍ: ５２５ｎｍ)ꎻ 溶酶

体膜稳定性测定: 吖啶橙 ( ＡＯꎻ ５μｇ / ｍｌ)
孵育细胞 １５ｍｉｎ (３７°Ｃ) 后ꎬ 用荧光显微镜

蓝光激发检测荧光ꎬ 红色荧光代表完好的溶

酶体ꎮ
２ ４ ２ 铁相关指标的测定

肝脏总铁的测定: 冲洗血液后的肝脏于

１８０°Ｃ 烤干后ꎬ 称重并用混合酸 (稀硝酸:
高氯酸 ＝ １ ∶ ３) 消化ꎬ 蒸馏水定容至 ５ｍｌ
后ꎬ 用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仪测定中铁浓

度ꎬ 根据标准曲线计算肝脏总铁含量ꎮ 肝脏

ＬＩＰ 测定: 冲洗血液后的肝脏称重后 ２ ５％的

比例于 １ ｍＭ 的 ＥＤＴＡ 中匀浆ꎬ 上清经 ３０
Ｋｄａ 的超滤管过滤后用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

度仪测定中铁浓度ꎮ 溶酶体内活性铁的测

定: 采用改良的硫银法ꎮ 细胞爬片后用 ２％

戊二醛固定ꎬ １％ (ｗ / ｖ) 硫化铵乙醇溶液硫

化细胞ꎬ 蒸馏水冲洗 ５ 次后ꎬ 用含有乳酸银

的阿拉伯胶溶液避光染色 ３０ｍｉｎꎬ 经乙醇梯

度脱水后显微镜拍照ꎮ Ｆｔ－Ｌ 及 ＴＲＰＭＬ１ 的表

达: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法检测ꎬ 采用改良 Ｌｏｗｒｙ’ ｓ
法测定蛋白浓度ꎮ

２ ５　 统计学分析

实验结果用 ｍｅａｎ±ＳＤ 表示ꎬ 应用 ＳＰＳＳ
１６ ０ 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 ｏｎｅ － 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ꎮ

３　 结　 果

３ １　 槲皮素及 ＤＦＯ 减轻长期酒精喂养小

鼠的肝脏氧化损伤

　 　 如 Ｆｉｇ １ 所示ꎬ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ꎬ 长

期酒精喂养小鼠肝细胞 ＡＬＴ、 ＡＳＴ 漏出水平

明显升高ꎬ 肝脏 ＧＳＨ 水平显著降低而脂质

过氧化产物 ＭＤＡ、 ＲＯＳ 的产生显著上升 (Ｐ
<０ ０５)ꎮ 槲皮素及 ＤＦＯ 的干预不同程度减

轻了酒精引起的 ＡＬＴ、 ＡＳＴ 释放ꎬ 同时缓解

了小鼠肝脏的氧化损伤 (Ｐ<０ ０５)ꎮ 而槲皮

素及 ＤＦＯ 对正常小鼠转氨酶的释放及肝细

胞氧化应激水平无明显影响ꎮ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ｑｕｅｒｃｅｔｉｎ ａｎｄ ＤＦＯ ｏｎ ｔｈｅ ｍｉｃｅ ｌｉｖｅｒ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ｄａｍａｇ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
ｂｙ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ꎻ Ｅ: ｅｔｈａｎｏｌꎻ ＥＱ: ｅｔｈａｎｏｌ ｐｌｕｓ ｑｕｅｒｃｅｔｉｎꎻ ＥＤ: ｅｔｈａｎｏｌ ｐｌｕｓ ＤＦＯꎻ Ｑ: ｑｕｅｒｃｅｔｉｎꎻ
Ｄ: ＤＦＯ ａ: Ｐ<０ ０５ ｖｅｒｓｕ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ꎻ ｂ: Ｐ<０ ０５ ｖｅｒｓｕｓ ｔｈｅ ｅｔｈａｎｏｌ ｇｒｏｕ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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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槲皮素对长期酒精摄入引起的小鼠

肝脏铁代谢紊乱的影响

　 　 如 Ｆｉｇ ２ 所示ꎬ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ꎬ 长

期酒精单独暴露小鼠肝脏组织总铁含量及

ＬＩＰ－Ｆｅ 分别升高 １ ４ 倍和 １ ５ 倍ꎬ 同时ꎬ 肝

细胞内银颗粒沉积显著增加表明溶酶体内活

性铁含量上升ꎮ 槲皮素及 ＤＦＯ 干预后ꎬ 肝

脏总铁含量、 ＬＩＰ 及溶酶体内活性铁水平明

显降低 (Ｐ<０ ０５)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槲皮素

对正常小鼠肝脏铁含量无明显影响ꎬ 而 ＤＦＯ
显著降低正常小鼠肝脏中铁含量、 ＬＩＰ 水平

(Ｐ<０ ０５)ꎮ

Ｆｉｇ ２　 Ｑｕｅｒｃｅｔｉｎ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ｌｉｖｅｒ ｔｏｔａｌ ｉｒｏｎꎬ ＬＩＰ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ａｌｙｓｏｓｏｍａｌ ｒｅｄｏｘ ａｃｔｉｖｅ ｉｒｏｎ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ＤＦＯ
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ꎻ Ｅ: ｅｔｈａｎｏｌꎻ ＥＱ: ｅｔｈａｎｏｌ ｐｌｕｓ ｑｕｅｒｃｅｔｉｎꎻ ＥＤ: ｅｔｈａｎｏｌ ｐｌｕｓ ＤＦＯꎻ Ｑ: ｑｕｅｒｃｅｔｉｎꎻ

Ｄ: ＤＦＯ ａ: Ｐ<０ ０５ ｖｅｒｓｕ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ꎻ ｂ: Ｐ<０ ０５ ｖｅｒｓｕｓ ｔｈｅ ｅｔｈａｎｏｌ ｇｒｏｕｐ

　 　 为了确定溶酶体内活性铁在酒精性肝脏

氧化损伤中的作用ꎬ 我们用 ＦｅＣｌ３、 及靶向

性铁螯合剂 ＤＦＯ 孵育小鼠原代肝细胞 ４ 小时

后ꎬ 加入乙醇孵育 ２４ｈꎮ 由 Ｆｉｇ ３ 可见ꎬ 与

酒精组相比ꎬ ＦｅＣｌ３ 显著增加溶酶体内活性

铁ꎬ 与此同时ꎬ 肝细胞 ＡＳＴ、 ＬＤＨ 漏出及

ＲＯＳ 的产生显著增加 (Ｐ<０ ０５)ꎬ 溶酶体膜

稳定性降低ꎮ 相反的ꎬ ＤＦＯ 及槲皮素显著减

少溶酶体内活性铁ꎬ 肝细胞氧化损伤也随之

明显减轻 (Ｐ<０ ０５)ꎬ 溶酶体膜稳定性增加ꎮ

３ ３　 槲皮素对溶酶体膜透性、 铁蛋白及

ＴＲＰＭＬ１ 表达的影响

　 　 为了探讨槲皮素降低溶酶体内活性铁从

而减轻酒精性肝损伤的相关机制ꎬ 我们测定

了肝脏 Ｆｔ－Ｌ、 ＴＲＰＭＬ１ 及溶酶体膜透性 ( ｌｙ￣
ｓｏｓｏｍａｌ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ＬＭＰ )ꎮ
如 Ｆｉｇ ４ 所示ꎬ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ꎬ 长期酒

精喂养小鼠肝脏中 Ｆｔ－Ｌ 和 ＴＲＰＭＬ１ 分别上

升了 ３ ３ 倍和 ２ ９ 倍ꎬ 槲皮素干预部分的逆

转了它们的异常增加ꎮ 此外ꎬ 慢性酒精暴露

小鼠肝细胞经 ＡＯ 染色后显示出弥漫性的绿

色荧光ꎬ 表明酒精引起了溶酶体膜通透性显

著增加ꎬ 槲皮素干预后ꎬ 红色荧光增强ꎬ 溶

酶体膜透性趋于正常ꎮ 槲皮素对正常小鼠肝

脏 Ｆｔ－Ｌ 和 ＴＲＰＭＬ１ 的表达及溶酶体膜透性

无明显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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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ａｌｙｓｏｓｏｍｅ ｒｅｄｏｘ－ａｃｔｉｖｅ ｉｒｏｎ ｐｌａｙｅｄ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ｅｔｈａｎｏｌ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ｈｅｐａｔｉｃ ｄａｍａｇｅ
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ꎻ Ｅ: ｅｔｈａｎｏｌꎻ ＥＩ: ｅｔｈａｎｏｌ ｐｌｕｓ ＦｅＣｌ３ꎻ ＥＤ: ｅｔｈａｎｏｌ ｐｌｕｓ ＤＦＯꎻ ＥＱ ｅｔｈａｎｏｌ ｐｌｕｓ ｑｕｅｒｃｅｔｉｎ

ａ: Ｐ<０ ０５ ｖｅｒｓｕ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ꎻ ｂ: Ｐ<０ ０５ ｖｅｒｓｕｓ ｔｈｅ ｅｔｈａｎ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Ｆｉｇ ４　 Ｑｕｅｒｃｅｔｉｎ 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ｆｅｒｒｉｔｉｎ ｌｉｇｈｔ ｃｈａｉｎ ａｎｄ ＴＲＰＭＬ１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ｍｅｌｉｏｒａｔｅｄ ｌｙｓｏｓｏｍａｌ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ＭＰ) 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 ｂｙ ｅｔｈａｎｏｌ

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ꎻ Ｅ: ｅｔｈａｎｏｌꎻ ＥＱ: ｅｔｈａｎｏｌ ｐｌｕｓ ｑｕｅｒｃｅｔｉｎꎻ Ｑ: ｑｕｅｒｃｅｔｉｎ
ａ: Ｐ<０ ０５ ｖｅｒｓｕ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ꎻ ｂ: Ｐ<０ ０５ ｖｅｒｓｕｓ ｔｈｅ ｅｔｈａｎｏｌ ｇｒｏｕ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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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讨　 论

ＡＬＤ 是因摄入过量酒精所导致的肝脏脂

肪变性、 肝炎、 肝纤维化、 肝硬化等一系列

病变ꎬ 并常常伴有肝脏铁异常蓄积[１０]ꎮ 过

量的铁与酒精一起表现出协同促氧化毒性ꎬ
加重肝脏损伤ꎮ 因此ꎬ 铁过载亦成为 ＡＬＤ
发展进程中的关键性危险因子ꎮ 本实验研究

发现ꎬ 小鼠长期摄入酒精后ꎬ 肝脏出现明显

的铁沉积并伴有严重的氧化损伤ꎮ 更为重要

的是ꎬ 目前研究一致认为铁过载是诸多慢性

疾病中的危险因素ꎬ 归因于铁过载中过量的

“游离” 铁 (或者说是具有氧化还原活性的

Ｆｅ２＋) 催化 Ｆｅｎｔｏｎ / Ｈａｂｅｒ－Ｗｅｉｓｓ 反应产生大

量的毒性极强的ＯＨꎮ 溶酶体持续性降解

含铁大分子物质 (铁蛋白、 线粒体等) 而聚

集大量的铁ꎮ 溶酶体内的低 ＰＨ 值环境且含

有大量还原剂 (如谷胱甘肽、 抗坏血酸等)
使得这些铁以 Ｆｅ２＋形式存在ꎬ 因此 Ｆｅｎｔｏｎ 反

应可能主要发生在溶酶体中[１１]ꎮ 大量证据

显示ꎬ 溶酶体内活性铁介导的氧化损伤在包

括神经退行性病变、 动脉粥样硬化和糖尿病

等多种疾病中发挥着主要的作用[３]ꎮ 我们的

实验发现ꎬ 长期酒精暴露小鼠肝细胞溶酶体

内活性铁显著增加ꎬ 提示其可能在 ＡＬＤ 的

发生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ꎮ 为了进一步证明

溶酶体内活性铁在酒精性肝氧化损伤中的病

理生理学意义ꎬ 我们采取耗竭或增加酒精孵

育的小鼠原代肝细胞溶酶体内铁的方法ꎬ 结

果发现ꎬ ＤＦＯ 通过螯合溶酶体内铁从而明显

减轻酒精诱导的肝脏氧化损伤ꎬ 而 ＦｅＣｌ３ (通
过内吞作用进入溶酶体) 则明显加重了酒精

诱导的肝细胞氧化损伤ꎮ 并且在动物实验中

给予 ＤＦＯ 干预后ꎬ 伴随着溶酶体内活性铁的

降低ꎬ 小鼠肝脏损伤也显著减轻ꎮ 由此可见ꎬ
溶酶体内活性铁介导的氧化应激可能在 ＡＬＤ
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ꎮ 因此ꎬ 通过降低溶酶

体内活性铁来减轻细胞对氧化应激的敏感性

可能成为预防与治疗 ＡＬＤ 的新策略ꎮ
ＤＦＯ 是常用的溶酶体靶向铁螯合剂ꎬ 但

其易在溶酶体内蓄积而对肝脏铁代谢产生不

良影响ꎬ 在我们的实验中也发现 ＤＦＯ 干预

引起正常小鼠肝脏中铁含量减少ꎬ 因此ꎬ
ＤＦＯ 并不是良好的铁螯合剂ꎮ 令我们兴奋的

是ꎬ 作为天然的多酚类物质的槲皮素已被证

明是一种安全有效的铁螯合剂[１２]ꎮ 槲皮素

能够通过葡萄糖转运蛋白 (ＧＬＵＴｓ) [１３]自由

穿过细胞膜ꎬ 螯合细胞内的铁离子形成槲皮

素－铁复合体而转运到细胞外ꎬ 从而清除细

胞内 “游离” 铁催化产生ＯＨꎮ 在我们的

实验中ꎬ 槲皮素不仅能够降低长期酒精喂养

小鼠肝脏中的铁沉积而且减少了肝细胞溶酶

体内的活性铁ꎬ 从而抑制过量 ＲＯＳ (尤其是

ＯＨ) 的产生ꎮ
为了进一步探讨槲皮素如何缓解溶酶体

内活性铁介导的酒精性肝损伤ꎬ 我们检测了

溶酶体内活性铁的来源与释放相关机制ꎮ 铁

蛋白 (ｆｅｒｒｉｔｉｎ) 是细胞中最主要的储铁蛋白ꎬ
肝脏中主要表达储铁能力强的轻链铁蛋白

(Ｆｔ－Ｌ) [１４]ꎮ 目前研究认为ꎬ 铁蛋白主要在溶

酶体内降解ꎬ 因而是溶酶体内活性铁的主要

来源[１５]ꎮ 在我们的实验中ꎬ 长期酒精喂养小

鼠肝脏中 Ｆｔ－Ｌ 表达显著升高ꎬ 这也许是机体

通过刺激铁蛋白的表达而结合多余的铁的一

种自我保护机制ꎮ 此外ꎬ 有研究指出ꎬ 铁蛋

白进入溶酶体时会结合溶酶体内活性铁而发

挥短暂的保护效应[１６]ꎬ 但我们仍然认为过量

铁蛋白的降解是酒精引起溶酶体内活性铁上

升的主要因素ꎬ 因在酸性的溶酶体腔内ꎬ 铁

蛋白结合铁的能力非常弱ꎮ 槲皮素干预使酒

精诱导的 Ｆｔ－Ｌ 表达趋于正常ꎬ 这可能部分的

解释槲皮素降低溶酶体内活性铁的水平ꎮ ＴＲ￣
ＰＭＬ１ 是溶酶体上的二价铁离子通道ꎬ 可以介

导溶酶体铁离子释放到胞浆 ＬＩＰ 中[１７]ꎬ 增加

细胞对氧化应激的敏感性ꎮ 此外ꎬ 溶酶体内

活性铁催化产生的ＯＨ 攻击溶酶体膜造成其

通透性增加ꎬ 溶酶体内活性铁直接释放到胞

浆 ＬＩＰ 中ꎮ 此外ꎬ 溶酶体内含物如 Ｈ＋、 蛋白

水解酶等释放到胞浆中引起胞浆铁蛋白铁离

子的释放而升高 ＬＩＰ[１１]ꎮ 有研究发现ꎬ 紫外

照射引起的溶酶体损伤是细胞 ＬＩＰ 增加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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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素ꎬ 儿茶素 (黄酮类化合物) 通过减轻

溶酶体膜破裂及减少铁蛋白的降解发挥抑制

紫外照射导致的 ＬＩＰ 升高[１８]ꎮ 我们的研究显

示ꎬ 降低长期酒精暴露小鼠肝脏 ＴＲＰＭＬ１ 的

异常高表达、 减轻溶酶体膜通透性ꎬ 可能是

槲皮素降低肝脏 ＬＩＰ 水平从而缓解酒精性肝

脏氧化损伤的潜在机制ꎮ
综上所述ꎬ 溶酶体内活性铁在酒精诱导

的肝脏氧化性损伤中发挥关键性作用ꎮ 槲皮

素通过降低溶酶体内活性铁来减轻溶酶体的

损伤ꎬ 进而在酒精性肝损伤中发挥有效的保

护作用ꎮ 本研究为槲皮素防治 ＡＬＤ 提供新的

理论基础ꎬ 但其确切机制尚待进一步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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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１２): １６８６－１６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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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Ｄｏｎｇ Ｘ Ｐꎬ Ｃｈｅｎｇ Ｘꎬ Ｍｉｌｌｓ Ｅ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ｔｙｐｅ ＩＶ ｍｕｃｏｌｉｐｉｄｏｓｉｓ －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ｒｏ￣
ｔｅｉｎ ＴＲＰＭＬ１ ｉｓ ａｎ ｅｎｄｏｌｙｓｏｓｏｍａｌ ｉｒｏｎ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 [ Ｊ]  Ｎａｔｕｒｅ ２００８ꎬ ４５５ ( ７２１５):
９９２－９９６

[１８] Ｂａｓｕ－Ｍｏｄａｋ Ｓꎬ Ａｌｉ Ｄꎬ Ｇｏｒｄｏｎ Ｍꎬ
ｅｔ ａｌ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ＵＶＡ－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ｏｆ
ｌａｂｉｌｅ ｉｒｏｎ ｂｙ ｅｐｉｃａｔｅｃｈｉｎ—ａ ｌｉｎｋ ｔｏ ｌｙｓｏｓｏｍ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Ｊ]  Ｆｒｅｅ Ｒａｄｉｃ Ｂｉｏｌ Ｍｅｄ ２００６ꎬ
４１ (８): １１９７－１２０４

老年吞咽功能障碍患者分级膳食管理的探讨

陈艳秋　 陈　 敏　 韩维嘉　 李　 彧１ 　 葛丽萍１ 　 吴彩芳１ 　 孙建琴∗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临床营养中心ꎬ ２０００４０ꎻ １ 嘉定迎园医院营养科ꎬ ２０１８２２)

　 　 摘　 要　 目的: 探讨吞咽障碍分级膳食管理对改善老年人吞咽功能、 营养状况的效果ꎬ 为制定中国老年

人吞咽障碍的分级膳食指导意见提供基础资料ꎮ 方法: 将 ８３ 例吞咽障碍患者按病区随机分配至干预组 ４３ 人

和对照组 ４０ 人ꎬ 基于美国吞咽障碍的膳食分级标准ꎬ 试验组患者根据其吞咽功能分别给予分级膳食及调整

饮食习惯和摄食体位ꎬ 有饮水呛咳的患者为避免误吸给予液体增稠剂ꎬ 干预期 ３ 个月ꎬ 比较两组患者吞咽功

能ꎬ 肺部感染ꎬ 大便性状及营养状况的变化ꎮ 结果: 吞咽功能的比较: 干预后试验组固体食物呛咳的比例明

显低于对照组 ３３ ３％ ｖｓ ６０ ５％ (Ｐ<０ ０５)ꎬ 试验组液体食物呛咳比例下降ꎬ 与对照组相比 １０ ３％ ｖｓ ２６ ３％
(ｐ>０ ０５)ꎬ 试验组肺部感染比例亦减少 ２ ６％ ｖｓ １０ ５％ (ｐ>０ ０５)ꎻ 膳食营养素摄入的比较: 试验组蛋白

质、 脂肪、 膳食纤维的摄入量明显高于对照组 (ｐ<０ ０１)ꎻ 大便性状的比较: 两组患者大便性状的构成比有

显著差异 (Ｐ<０ ０５)ꎻ 营养指标的比较: 干预后试验组的血红蛋白、 白蛋白均略高于对照组 (ｐ>０ ０５)ꎮ 结

论: 改变食物或液体的结构或者黏度ꎬ 能有效降低吞咽的难度ꎮ 加强吞咽障碍患者的饮食管理ꎬ 对减少误吸

的发生ꎬ 促进营养的摄入有着重要的意义ꎮ
关键词　 吞咽障碍ꎻ 膳食分级ꎻ 老年患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ｙｓｐｈａｇｉａ Ｉ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ｅｘｔｕｒｅ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Ｄｙｓｐｈａｇｉａ Ｄｉｅｔ

Ｃｈｅｎ Ｙａｎ－ｑｉｕ　 Ｃｈｅｎ Ｍｉｎ　 Ｈａｎ Ｗｅｉ－ｊｉａ　 Ｌｉ Ｙｕ１

Ｇｅ Ｌｉ－ｐｉｎｇ１ 　 Ｗｕ Ｃａｉ－ｆａｎｇ　 Ｓｕｎ Ｊｉａｎ－ｑｉｎ∗

(ＨｕａＤｏｎｇ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Ｔｏ ＦｕＤ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ꎬ ２０００４０
１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Ｊｉａ Ｄｉｎｇ Ｙｉｎｇ Ｙｕａｎ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ꎬ ２０１８２２)

Ａｂｓｔｒｕ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ｙｓｐｈａｇｉａ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ｓｗａｌｌｏｗｉｎｇ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ꎬ

∗ 课题来源: 达能基金 ＤＩＣ２０１１－０７
通信作者: 孙建琴ꎬ Ｅｍａｉｌ: ＪｉａｎｑｉｎＳ＠ ｇｍａｉｌ 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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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ｅｆｆｅｃｔꎬ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ｅｘｔｕｒｅ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ｄｙｓｐｈａｇｉａ ｄｉｅｔ ｉ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ｄｙｓｐｈａｇｉａ ｉｎ Ｃｈｉ￣
ｎａ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 ８３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ｄｙｓｐｈａｇｉａ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ｒａｎｄｏｍｌｙ ａｓ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４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
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４０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ｙｓｐｈａｇｉａ ｄｉｅｔ ｆｏｏｄ ｏｆ ＵＳＡꎬ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ｇｉｖｅｎ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ｅａｔｉｎｇ ｈａｂｉｔｓꎬ
ａｎｄ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ｔｅｘｔｕｒｅ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ｄｉｅｔ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ｓｗａｌｌｏｗｉｎｇ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ｃｏｕｇｈ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ｇｉｖｅｎ ｌｉｑｕｉｄ
ｔｈｉｃｋｅｎｅｒ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ｓｗａｌｌｏｗｉｎｇ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ꎬ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ꎬ
ｓｔｏｏｌꎬ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ｗａｓ ３－ｍｏｎｔ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ｗａｌｌｏｗｉｎｇ: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
ｖｅｎ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ｓｏｌｉｄ ｆｏｏｄｓ ｃｏｕｇｈ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３３ ３％ ｖｓ ６０ ５％ (Ｐ<
０ ０５)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ａｌｓｏ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ｕｎｇ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２ ６％ ｖｓ １０ ５％ (ｐ>０ ０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ｉｎｔａｋｅ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ꎬ ｆａｔ ｉｎｔａｋｅꎬ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ｆｉｂｅｒ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 ｐ<
０ ０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ｔｏｏｌ: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ｓｔｏｏｌ (Ｐ < ０ ０５)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ꎬ ａｌｂｕｍｉｎ ａｎｄ Ｈｅｍｏｇｌｏｂｉｎ ｗｅｒｅ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ｐ>０ 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ｒ ｔｈｅ ｆｏｏｄ ｏｒ ｌｉｑｕｉｄ 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ꎬ ｃ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
ｃｕｌｔｙ ｏｆ ｓｗａｌｌｏｗｉｎｇ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ｔｅｘ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ｏｄ ｏｒ ｌｉｑｕｉｄ ｔｈｉｃｋｅｎꎬ ｃ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ｏｆ ｓｗａｌｌｏ￣
ｗ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ｄｙｓｐｈａｇｉａꎻ ｔｅｘｔｕｒｅ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ｄｙｓｐｈａｇｉａ ｄｉｅｔꎻ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ａｔｉｅｎｔ

　 　 吞咽障碍可见于任何年龄人群ꎬ 其中神

经性吞咽障碍在老年人群中较多见ꎬ 改变食

物、 液体的性状可有效减少吞咽障碍患者的

误吸ꎬ 改善其吞咽情况ꎬ 因此选择适宜的食

物ꎬ 将其进行适当加工ꎬ 使患者易于进食ꎬ
获得必需的营养素ꎬ 是促使疾病康复的重要

措施ꎮ 美、 英、 日、 澳等国均制定了吞咽障

碍的膳食指南[１－４]ꎬ 我国 «卒中患者吞咽障

碍和营养管理的中国专家共识 ２０１３ 版» 对

卒中后吞咽障碍的膳食也作了说明[５]ꎬ 基于

这些指南ꎬ 本研究对 ８３ 例吞咽障碍的老年

患者给予膳食的分级管理ꎬ 观察其对改善老

年人吞咽功能、 营养状况的效果ꎬ 为制定中

国老年人吞咽障碍的分级膳食指导意见提供

基础资料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对上海嘉定

迎园医院所有老年住院患者进行吞咽功能及

营养状况的筛查ꎬ 回收有效问卷 ５０７ 份ꎬ 经

吞咽功能评估有吞咽功能障碍患者并愿意参

加本研究的患者 ７４ 位ꎬ 华东医院老年科 ９
位吞咽功能障碍患者ꎬ 总共 ８３ 位受试者ꎬ
其中男性 ４０ 例ꎬ 女性 ４３ 例ꎬ 年龄 ６０－１００

岁ꎬ 平均年龄 ８３ ５±８ ８ 岁ꎬ 所患疾病为脑

卒中、 帕金森病、 老年性痴呆等ꎮ 随机按病

区将入选患者分配至干预组 ４３ 人和对照组

４０ 人ꎬ 干预期 ３ 个月ꎬ 期间干预组 １ 位患者

去世ꎬ １ 位患者病情加重改由肠内营养ꎬ ２
位因自身原因退出ꎬ 对照组 １ 位患者去世ꎬ
１ 位患者出院ꎬ 至研究结束时干预组 ３９ 人ꎬ
对照组 ３８ 人ꎮ 本研究方案经复旦大学附属

华东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ꎬ 所有入选患者均

签署 «知情同意书»ꎮ

１ ２　 方法

两组患者均进行吞咽功能的评估ꎬ 评估

量表采用 Ｅａｔ１０[６]ꎬ 该量表的最低分为 ０ 分ꎬ
最高分为 ４０ 分ꎬ ≥３ 分即可评定吞咽障碍ꎬ
分数越高ꎬ 说明吞咽功能越差ꎮ

１ ２ １ 纠正饮食习惯 　 叮嘱患者进食时

注意力集中ꎬ 细嚼慢咽ꎬ 不与人谈话、 看电

视以免精神分散引起呛咳ꎮ
１ ２ ２ 改变摄食体位 　 当患者生命体征

稳定、 病情允许时ꎬ 采取最佳进食体位 ９０°ꎬ
不能坐位时应取舒适卧位或至少抬高床头

３０°以上的半卧位ꎻ 偏瘫患者需以枕头支撑

偏瘫侧躯体ꎬ 以保证体位的舒适度ꎬ 避免因

体位不适而使患者在进食时分散注意力ꎻ 进

食后半小时内保持半坐卧位ꎬ 避免平躺和剧

烈运动ꎬ 卧床患者尽量减少搬动ꎬ 防止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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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流ꎮ
１ ２ ３ 摄食食物的选择 　 参照美国国家

吞咽障碍膳食指南 (ＮＤＤ) 中规定的吞咽障

碍特殊膳食分级即糊状、 碎食、 软食、 普

食ꎬ 除此之外每日再予易吞咽的深海鱼肉慕

斯 ４０ｇ 和蔬菜慕斯 ４０ｇꎬ 鱼虾制品包括三文

鱼、 白身鱼等ꎬ 蔬菜包括胡萝卜、 山药、 菠

菜等ꎬ 营养素含量见表 １ꎬ 有饮水呛咳的患

者为避免误吸给予液体增稠剂ꎮ 干预组 ４３
人中 ３２ 人给予分级膳食ꎬ ３ 人给予增稠剂ꎬ
８ 人既给予分级膳食又予增稠剂ꎮ

表 １　 各易吞咽食物的营养成分 (１００ｇ)

能量
(ｋｃａｌ)

蛋白质
(ｇ) 脂肪 (ｇ)

碳水化合物
(ｇ)

膳食纤维
(ｇ)

白身鱼慕斯 １３６ １５ １ ６ ２ ４

鲑鱼慕斯 ３５２ １１ ９ ３１ ５ ３ ２

胡萝卜慕斯 １７０ ２ ９ ８ ２６ １ ９ ２

山药慕斯 １３４ ７ ８ ４ ６ ２３ ７ ７ ８

菠菜慕斯 ８０ ０ ６ ０ １ ２３ ２ １１ ７

　 　 １ ２ ４ 摄食过程的管理　 食物的一口量

和进食速度ꎮ 一口量即最适于吞咽的每次摄

食入口量ꎬ 正常人约 ２０ｍｌꎬ 对于吞咽障碍

者ꎬ 一口量过多ꎬ 食物会从口中漏出或引起

咽部残留导致误吸ꎬ 过少因刺激强度不够难

以诱发吞咽反射ꎬ 先以少量开始ꎬ 然后酌情

增加ꎬ 给老人充分的时间进行咀嚼和吞咽ꎬ
咽尽一口食物后再进食下一口食物ꎬ 确保口

腔内无食物残留ꎬ 避免两次食物重叠入口的

现象ꎮ
１ ２ ５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受试者干预

前后发热天数、 肺部感染的发生情况ꎬ 并对

老人的吞咽功能和营养状况再评估ꎮ
肺部感染的诊断标准如下: 有明显误吸

史ꎬ 胸片示肺部有新近感染征象ꎬ 或伴有下

列表现之二者: 发热ꎻ 咳脓痰或痰量明显增

多ꎻ 听诊可闻及肺部湿罗音ꎻ 白细胞或中性

粒细胞增高ꎻ 痰培养阳性ꎮ

１ ３　 统计学方法

使用 ＳＰＳＳ１３ 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ꎬ 计

数资料采用c
２ 检验ꎬ 计量资料采用 ｔ 检验ꎬ

以 (ｘ±ｓ) 表示ꎬ Ｐ<０ ０５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ꎮ

２　 结　 果

２ １　 吞咽功能的比较

２ 组受试者干预前吞咽功能差别无显著

性意义ꎬ 经摄食过程的管理及给予易吞咽膳

食后ꎬ 经统计ꎬ 试验组固体食物呛咳的比例

明显低于对照组 ３３ ３％ ｖｓ ６０ ５％ ( c
２ ＝

５ ７１７ꎬ ｐ＝ ０ ０１５)ꎮ 试验组饮水呛咳的受试

者给予增稠剂后呛咳比例下降ꎬ 但与对照组

相比 １０ ３％ ｖｓ ２６ ３％ ( c
２ ＝ ３ ３３７ꎬ ｐ ＝

０ ０６８)ꎬ 无统计学意义ꎮ

表 ２　 干预前后两组受试者吞咽功能的比较

组别 液体食物呛咳 固体食物呛咳 药丸呛咳

试验组 ４ / ３９(１０ ３％) １３ / ３９(３３ ３％) １３ / ３９(３３ ３％)

对照组 １０ / ３８(２６ ３％) ２３ / ３８(６０ ５％) １９ / ３８(５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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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干预前后两组受试者发热和肺部

感染次数的比较

　 　 两组受试者干预前发热及肺部感染次数

均无显著差异ꎬ 干预后试验组肺部感染比例

明显减少ꎬ 但两组间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c
２ ＝ ２ ０１０ꎬ ｐ＝ ０ １７１)ꎮ

表 ３　 干预前后两组受试者发热和肺部感染的比较

组别
发热 肺部感染

基线 干预后 基线 干预后

试验组 ９ / ４３(２０ ９％) ３ / ３９(７ ７％) ７ / ４３(１６ ３％) １ / ３９(２ ６％)

对照组 ６ / ４０(１５ ０％) ３ / ３８(７ ７％) ４ / ４０(１０ ０％) ４ / ３８(１０ ５％)

２ ３　 干预前后两组受试者大便性状的比较

基线时两组受试者大便频度构成比无显

著差异 (c
２ ＝ ２ ７０９ꎬ ｐ ＝ ０ ２５８)ꎬ 干预后两

组受试者大便频度的构成比有显著差异 (c
２

＝ ６ ４００ꎬ ｐ＝ ０ ０４１)ꎬ 详见表 ４ꎮ

表 ４　 干预前后两组患者大便性状的比较

组别
大便正常 大便便秘 大便次数多

基线 干预后 基线 干预后 基线 干预后

试验组
　

３１ / ４３
(７２ １％)

２７ / ３９
(７１ ８％)

１１ / ４３
(２５ ６％)

９ / ３９
(２５ ６％)

１ / ４３
(２ ３％)

２ / ３９
(２ ６％)

对照组
　

２２ / ４０
(５５ ０％)

１８ / ３８
(４７ ４％)

１７ / ４０
(４２ ５％)

１４ / ３８
(３６ ８％)

１ / ４０
(２ ５％)

６ / ３８
(１５ ８％)

２ ４　 膳食营养素摄入量的比较

基线时两组受试者的营养素摄入量无明

显差异 (ｐ>０ ０５)ꎬ 试验组增加了富含蛋白

质ꎬ 脂肪和膳食纤维的易吞咽食物ꎬ 因此试

验组的蛋白质、 脂肪、 膳食纤维的摄入量明

显高于对照组 (ｐ<０ ０１)ꎮ

２ ５　 营养状况评定指标的比较

表 ５　 干预前后两组患者膳食营养素摄入量的比较

组别
能量 蛋白质 脂肪 膳食纤维

基线 干预后 基线 干预后 基线 干预后 基线 干预后

试验组 １１９９±２４３ １４８８±２２５ ４４ ０５±８ １０ ５８ ９４±１０ ５４ ４１ ７７±１０ ２６ ６３ １１±１１ ５６ ３ ３８±１ ２２ ８ ４７±４ １８

对照组 １１７２±１８４ １２７４±３２４ ４２ ３５±５ ７１ ４９ ６９±１２ ６８ ３９ ４０±８ ２９ ４８ ６５±１３ ２１ ３ ７３±１ ２２ ３ １８±１ ２２

表 ６　 干预后两组患者各项营养评定指标的比较

组别 年龄 白蛋白 血红蛋白

试验组 ８３ ４９±１０ ３３８ ３７ ３９±２ ７５６ １２０ ５５±１７ ６４９

对照组 ８３ １９±６ ４１４ ３６ ８８±３ ３５９ １１７ ３７±１２ ７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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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吞咽障碍是指吞咽过程的异常ꎬ 脑卒中

是导致摄食一吞咽障碍的主要原因ꎬ 电视透

视检查证实食物改进可以改善患者的吞咽效

率ꎬ 是卒中后吞咽障碍的标准处理方法[３]ꎮ
最常见的食物改进是将固体食物改成泥状或

糊状ꎬ 固体食物经过机械处理使其柔软ꎬ 质

地更趋于一致ꎬ 不容易松散ꎬ 从而降低吞咽

难度[４]ꎬ 国内外均有研究报道通过食物形态

的调整ꎬ 降低误吸的发生率[７－９]ꎬ 美、 日、
英、 澳、 加等国学者还于 ２０１３ 年首次联合

颁布了适用于吞咽障碍食物质地和液体增稠

浓度的国际通用专用名词和定义[１０]ꎮ
本研究结果表明ꎬ 试验组由于加强摄食

过程的管理ꎬ 并且按吞咽功能分别给予吞咽

障碍的分级膳食ꎬ 明显降低了呛咳的发生

率ꎬ 试验组饮水及食用固体食物时呛咳的比

例明显低于对照组ꎬ 由此肺部感染的发生率

低于对照组ꎮ 其次ꎬ 吞咽障碍患者由于蔬菜

摄入量不足而有便秘的症状ꎬ 试验组还给予

富含膳食纤维且易吞咽的蔬菜慕斯ꎬ 由于膳

食纤维持水性强ꎬ 可大大增加粪便的容积ꎬ
刺激肠道蠕动ꎬ 缩短食物残渣的排空时间ꎬ
结果也表明试验组的大便频度和性状明显好

于对照组ꎮ 碎食和糊状膳食的外观和口味可

能都较差ꎬ 患者可能会因此拒绝或少吃ꎬ 进

食量的不足进而引起营养不良和体重下降ꎬ
试验组还增加了易吞咽的富含蛋白质的各类

鱼慕斯ꎬ 便于咀嚼和吞咽ꎬ 因此试验组能

量、 蛋白质、 脂肪、 膳食纤维的摄入量均明

显高于对照组ꎬ 因而其营养状况指标尤其是

血红蛋白高于对照组ꎮ
因此ꎬ 加强患者的饮食管理ꎬ 早期采取

适合患者的食物形态及吞咽姿势ꎬ 给予易吞

咽的食物ꎬ 对减少误吸的发生ꎬ 促进营养的

摄入有着重要的意义ꎮ

致谢

感谢上海琎琏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易吞

咽食物ꎬ 感谢迎园医院护理部的大力支持ꎬ
感谢华东医院营养科和康复科同仁的大力

协助ꎮ

参考文献
[１] Ｃｏｏｋ ＩＪꎬ Ｋａｈｒｉｌａｓ ＰＪ ＡＧＡ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ｒ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ｄｙｓｐｈａ￣
ｇｉａ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ｏｇｙꎬ １９９９ꎬ １１６: ４５５－
４７８

[ ２ ] Ｓｃｏｔｔｉｓｈ Ｉｎｔｅｒｃｏｌｌｅｇｉａｔｅ Ｇｕｅｄｅｌｉｎｅ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ＩＧ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ｓｔｒｏｋ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ｙｓ￣
ｐｈａｇｉａ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０－０７] (２０１３－０８－
０１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ｉｇｎ ａｃ ｕｋ /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
ｆｕｌｌｔｅｘｔ / １１９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 ３ ] Ｇａｒｃｉａ ＪＭꎬ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 Ｅ
４ｔｈ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ｄｙｓｐｈａｇｉａ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ｄｉｅｔ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 [Ｊ]  Ａｍ Ｊ Ｎｕｒｓꎬ ２０１０ꎬ １１０: ２６－３３

[４] Ａｔｈｅｒｔｏｎ Ｍꎬ Ｂｅｌｌｉｓ－Ｓｍｉｔｈ Ｎꎬ Ｃｉｃｈｅ￣
ｒｏ ＪＡＹꎬ Ｓｕｔｅｒ Ｍ Ｔｅｘｔｕｒｅ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ｆ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ｉｃｋｅｎｅｄ ｆｌｕｉｄｓ ａｓ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ｄｙｓｐｈａｇｉａ: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ｓｅｄ ｌａｂｅｌｓ ａｎｄ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 Ｎｕｔｒ Ｄｉｅｔꎬ ２００７ꎬ ６４: ５３－７６

[５] 卒中患者吞咽障碍和营养管理中国

专家组  卒中患者吞咽障碍和营养管理的中

国专家共识 ( ２０１３ 版)  中国卒中杂志ꎬ
２０１３ꎬ ８ (１２): ９７３－９８３

[６ ] Ｂｅｌａｆｓｋｙ ＰＣꎬ Ｍｏｕａｄｅｂ ＤＡꎬ Ｒｅｅｓ
ＣＪꎬ ｅｔ ａｌ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ｔｉｎｇ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Ｔｏｏｌ (ＥＡＴ－１０) [ Ｊ]  Ａｎｎ Ｏｔｏｌ
Ｒｈｉｎｏｌ Ｌａｒｙｎｇｏｌ ２００８ꎬ １１７ (１２): ９１９－９２４

[７] 孙丽凯ꎬ 杨剑霞  吞咽功能评估障

碍老年患者实施摄食管理的效果观察  中华

现代护理杂志ꎬ ２０１３ꎬ １９ (５): ５５５－５５７
[８] 高金玲ꎬ 吕桂玲ꎬ 宋剑  食物形态

及吞咽姿势对脑卒中摄食一吞咽障碍患者误

吸发生的观察  护士进修杂志ꎬ ２０１１ꎬ ２６
(２１): １９５７－１９５８

[９] Ｃｌａｖｅ Ｐꎬ ｄｅ Ｋｒａａ Ｍꎬ Ａｒｒｅｏｌａ Ｖꎬ
ｅｔａｌ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ｂｏｌｕｓ 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 ｏｎ ｓｗａｌｌｏｗｉｎｇ



１３７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ｅｕｒｏｇｅｎｉｃ ｄｙｓｐｈａｇｉａ Ａｌｉｍｅｎｔ Ｐｈａｒ￣
ｍａｃｏｌ Ｔｈｅｒꎬ ２００６ꎬ ２４ (９): ３８５－９４

[１０] Ｃｉｃｈｅｒｏ ＪＡꎬ Ｓｔｅｅｌｅ Ｃꎬ Ｄｕｉｖｅｓｔｅｉｎ
Ｊꎬ ｅｔａｌ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ｅｘｔｕｒｅ－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Ｆ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ｉｃｋｅｎｅｄ Ｌｉｑｕｉｄ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Ｄｙｓｐｈａｇｉａ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Ｃｕｒｒ
Ｐｈｙｓ Ｍｅ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１３ꎬ Ａｕｇ ２４:
２８０－２９１

上海老年患者吞咽障碍与营养风险及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关系的研究

陈艳秋　 陈　 敏　 宗　 敏　 俞中异　 周　 霞　 朱晓雯　 孙建琴∗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营养科ꎬ ２０００４０)

　 　 摘　 要　 目的: 探讨上海老年患者吞咽障碍的发生率以及吞咽障碍与营养风险、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联

系ꎮ 方法: 对 ６５ 岁及以上的老年患者进行横断面调查ꎬ 其中 ３ 所综合性医院住院患者 ３９９ 例ꎬ 患者来自内

科 (包括消化、 呼吸、 心内科、 神经内科、 肾内科、 内分泌科等) 和外科系统 (包括普外科、 泌尿外科、
胸外科、 骨科等)ꎻ ４ 所养老机构居住 ３ｍ 以上的老人 ２６８ 例ꎻ ３ 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和住院患者 ２０９ 例ꎮ
采用洼田吞咽能力评定法进行吞咽功能的筛查评估ꎻ 微型营养评价精法 (ｍｉｎｉ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ｓｈｏｒｔ
ｆｏｒｍꎬ ＭＮＡ－ＳＦ) 及营养生化指标评定其营养状况ꎻ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ｖｉｎｇꎬ ＡＤＬ) 量表

(Ｂａｒｔｈｅｌ 指数) 评估其日常生活能力ꎮ 结果: 共调查 ６５ 岁及以上老年患者 １０１９ 例ꎬ 吞咽障碍总体发生率

３９ ９％ꎬ 其中 ３ 所综合医院吞咽障碍的发生率 ３９ ８％ꎬ ４ 所养老机构吞咽障碍的发生率 ４１ ３％ꎬ ３ 所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吞咽障碍的发生率 ３８ ２％ꎮ ＭＮＡ－ＳＦ 调查结果显示ꎬ 吞咽障碍患者的营养不良及营养不良风险发

生率分别为 ２０ ０％和 ５１ ５％ꎬ 无吞咽障碍患者则分别为 １２ ６％和 ４４ ９％ (Ｐ<０ ００１)ꎬ 吞咽功能障碍患者的

上臂围、 小腿围、 握力均低于吞咽功能正常的患者 (Ｐ<０ ００１)ꎮ 此外ꎬ 吞咽功能障碍患者与吞咽功能正常

患者的 ＡＤＬ 存在差异 (Ｐ<０ ００１)ꎮ 结论: 老年人吞咽障碍的发生率较高ꎬ 吞咽障碍者更容易伴随营养不良

风险ꎬ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也相对更弱ꎮ
关键词　 吞咽障碍ꎻ 营养不良ꎻ 日常生活活动ꎻ 老年人

∗ 基金项目: 达能基金 (ＤＩＣ２０１１－０７)
作者单位: ２０００４０ 上海市ꎬ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营养科

通讯作者: 孙建琴ꎬ Ｅ－ｍａｉｌ: ＪｉａｎｑｉｎＳ＠ ｇｍａｉｌ 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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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ＥＮ Ｙａｎ－ｑｉｕ　 ＣＨＥＮ Ｍｉｎ　 ＺＯＮＧ Ｍｉｎ　 ＹＵ Ｚｈｏｎｇ－ｙｉ
ＺＨＯＵ Ｘｉａ　 ＺＨＵ Ｘｉａｏ－ｗｅｎ　 ＳＵＮ Ｊｉａｎ－ｑｉｎ∗

(Ｈｕａｄｏｎｇ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ｔｏ ＦｕＤ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０４０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ａｉｍｅｄ ａ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ｙｓｐｈａｇｉａ ｉ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ꎬ
ａｎｄ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ｙｓｐｈａｇｉａ ａｎｄ Ｍ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ｒｉｓｋꎬ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ｖ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Ｗｅ ｅｎ￣
ｒｏｌｌｅｄ １０１９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４ ｈｏｓｐｔｉａｌꎬ ３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ｈｏｍｅ ｃａｒｅꎬ 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ｗａｌｌｏｗ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ｗａｓ ａｓｓｅｓｓｅｄ ｂｙ ＷＡＴＩＡＮꎬ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ｗａｓ ａｓｓｅｓｓｅｄ ｂｙ ＭＮＡ－ＳＦꎬ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ｖｉｎｇ ｗａｓ ａｓｓｅｓｓｅｄ
ｂｙ ＡＤ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ｙｓｐｈａｇｉａ ｉｓ ３９ ９％ꎬ ｔｈｒｅ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ｅｎｔｅｒｓ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ｙｓｐｈａｇｉａ ｗａｓ ３８ ２％ꎬ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ｙｓｐｈａｇｉａ ｆｏｕｒ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ｈｏｍｅｓ ｂｙ ４１ ３％ꎬ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ｈｏｓ￣
ｐｉｔａｌｓ ｄｙｓｐｈａｇｉａ ３９ ８％ ＭＮＡ－ＳＦ ｓｕｒｖｅ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ｓｋ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ｙｓｐｈａｇｉａ ｗａｓ ２０ ０％ ａｎｄ ５１ ５％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ꎬ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ｄｙｓｐｈａｇｉａ ｗｅｒｅ １２ ６％ ａｎｄ ４４ ９％ (Ｐ<
０ ００１)ꎬ ｓｗａｌｌｏｗｉｎｇ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ｕｐｐｅｒ ａｒｍ 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ｃｅꎬ ｃａｌｆ 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ｃｅꎬ ｇｒｉｐ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ｗｅｒｅ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ｎｏｒｍａｌ ｓｗａｌｌｏｗｉｎｇ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０ ００１) 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ｓｗａｌｌｏｗｉｎｇ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ｎｏｒｍａｌ ｓｗａｌｌｏｗｉｎｇ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ｖｉｎｇ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ｌｄｅｒ ｐｅｏｐｌｅ ｈａｖｅ ａ ｈｉｇｈｅｒ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ｙｓｐｈａｇｉａꎬ ｓｗａｌｌｏｗｉｎｇ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ｓｋ
ｍｏｒｅ ｅａｓｉｌｙꎬ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ｖｉｎｇ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ｗｅａｋｅ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Ｄｙｓｐｈａｇｉａꎻ Ｍ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ꎻ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ｖｉｎｇꎻ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ｅｏｐｌｅ

　 　 随着人口老龄化ꎬ 脑卒中、 阿尔茨海默

病、 认知障碍、 抑郁症等疾病的发生率越来

越高ꎬ 由此造成的进食吞咽障碍和营养不

良ꎬ 严重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ꎬ 使并发症

和死亡率增高ꎬ 医疗费用增加[１－４]ꎮ 膳食营

养干预是吞咽障碍管理的重要措施ꎬ 目前对

于老年人吞咽障碍及其造成的营养不良尚未

引起足够的重视ꎬ 对老年人吞咽障碍的膳食

营养干预研究较少ꎬ 本研究对 ６５ 岁及以上的

老年住院患者进行吞咽功能障碍的筛查评估ꎬ
并进一步研究吞咽障碍对营养不良、 营养不

良风险、 基本生活能力及生活质量的影响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来源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共调查老年患者 １０１９ 例ꎬ 男

性 ４７６ 例 (４６ ７％)ꎬ 女性 ５４３ 例 (５３ ３％)ꎬ
年龄范围 ６５ ~ １０６ 岁ꎬ 平均年龄 (８１ ６±７ ９)
岁ꎬ 其中 ３ 所综合性医院住院患者 ３９９ 例

(３９ ２％): 患者来自内科系统 (包括消化、 呼

吸、 心内科、 神经内科、 肾内科、 内分泌科

等) 和外科系统 (包括普外科、 泌尿外科、
胸外科、 骨科等)ꎻ ４ 所养老机构居住 ３ｍ 以

上的老人 ２７６ 例 (２７ １％)ꎻ ４ 所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门诊和住院患者 ３４４ 例 (３３ ８％)ꎮ

１ ２　 抽样方法

１ ２ １ 综合性医院 　 定点连续抽样ꎬ 调

查开始后即从一个区域连续抽取所有新近入

院符合入选标准的患者直至预期总数ꎮ
１ ２ ２ 社区病房 　 抽取所有符合入选标

准的患者ꎬ 剩余病例在门诊抽取ꎻ 社区门

诊: 连续抽取符合入选标准的就诊患者直至

预期总数ꎮ
１ ２ ３ 养老机构 　 先计算各级老人数

(护理 １~３ 级) 占总在院人数的比例ꎬ 按比

例抽取ꎮ 按床位的偶数号进行抽样ꎮ

１ ３　 一般情况调查

采用一般调查问卷ꎬ 包括姓名、 性别、
年龄、 身高、 体重及计算体重指数 ( ｂｏｄ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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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ꎬ ＢＭＩ)、 上臂围、 小腿围、 疾病

诊断ꎮ

１ ４　 吞咽障碍筛查

使用洼田吞咽障碍筛查工具[５] 进行吞咽

障碍的筛查评估ꎬ 由经过严格培训的实习医

师填写ꎬ 总分≤５ 分提示存在吞咽功能障碍ꎮ

１ ５　 营养状况调查

采用微型营养评价精法 (ｍｉｎｉ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ｓｈｏｒｔ ｆｏｒｍꎬ ＭＮＡ－ＳＦ) [６]ꎬ 对研究

对象营养状况及发生营养不良的风险进行评

价ꎮ 总分 １４ 分ꎬ １２≤ＭＮＡ≤１４ꎬ 营养状况

良好ꎻ ８≤ＭＮＡ≤１１ꎬ 存在发生营养不良的

危险ꎻ ０≤ＭＮＡ≤７ꎬ 确定营养不良ꎮ

１ ６　 生活质量调查

采用 ＡＤ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ｖｉｎｇ) 量

表[７] (Ｂａｒｔｈｅｌ 指数) 评估患者的基本生活能

力ꎬ 共有 １０ 项内容ꎬ 根据是否需要帮助及其

程度分为 ０、 ５、 １０、 １５ 四个功能等级ꎬ 总分

为 １００ 分ꎮ 评定标准: 独立: １００ 分ꎻ 轻度依

赖: ７５~９５ 分ꎻ 中度依赖: ５０ ~ ７０ 分ꎻ 重度

依赖: ２５~４５ 分ꎻ 完全依赖: ０~２０ 分ꎮ

１ ７　 营养指标

血红蛋白 ( ｈｅｍｏｇｌｏｂｉｎꎬ ＨＢ)、 白蛋白

(ａｌｂｕｍｉｎꎬ ＡＬＢ)ꎮ

１ ８　 统计分析及资料处理

数据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３ １ 进行双人双录入ꎬ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 ０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ꎮ
计量资料结果 ｘ±ｓ 表示ꎬ 采用 ｔ 检验ꎬ 计数

资料采用c
２检验ꎬ Ｐ<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ꎮ

２　 结果

２ １　 吞咽障碍的发生率

吞咽障碍总体发生率为 ３９ ８％ꎬ ３ 所社

区卫 生 服 务 中 心 吞 咽 障 碍 的 发 生 率 为

３８ ７％ꎬ ４ 所养老院吞咽障碍的发生率为

４１ ３％ꎬ ３ 所综合医院吞咽障碍的发生率为

３９ ８％ꎬ 综合医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养

老院吞咽障碍的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ꎮ

２ ２　 吞咽功能与疾病的关系

神经内科患者吞咽功能障碍的发生率

５３ ２％ꎬ 位列第一ꎬ 不同疾病患者吞咽功能

障碍的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c
２ ＝

３６ ９０８ꎬ Ｐ＝ ０ ０００)ꎬ 见图 １ꎮ

图 １　 吞咽障碍发生率

２ ３　 吞咽功能与营养状况的关系
ＭＮＡ－ＳＦ 调查结果显示吞咽功能障碍患

者与吞咽功能正常患者的营养状况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c
２ ＝ ２３ ８０３ꎬ Ｐ ＝ ０ ０００)ꎬ 其中

社区医院及养老院两组患者的营养状况差异

均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c
２值 分 别 为 ３７ ９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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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５６４ꎬ Ｐ 值分别为 ０ ０００、 ０ ０３８)ꎬ 而综合

医院两组患者患者的营养状况差异没有统计

学意义 (c
２ ＝ ３ ９１１ꎬ Ｐ＝ ０ １４２)ꎬ 详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吞咽功能患者营养状况的比较 [ｎ (％) ]
吞咽功能正常

社区医院 养老机构 综合医院
合计

吞咽功能障碍

社区医院 养老机构 综合医院
合计

营养不良 ３０(１４ ２) ２２(１３ ６) ２５(１０ ４) ７７(１２ ６) ３７(２７ ８) １７(１４ ９) ２７(１７ ０) ８１(２０ ０)

存在营养不良风险 １０２(４８ ３) ６９(４２ ６) １０４(４３ ３) ２７５(４４ ９) ８５(６３ ９) ６４(５６ １) ６０(３７ ７) ２０９(５１ ５)

营养状况正常 ７９(３７ ４) ７１(４３ ８) １１１(４６ ３) ２６１(４２ ６) １１(８ ３) ３３(２８ ９) ７２(４５ ３) １１６(２８ ６)

合计 ２１１ １６２ ２４０ ６１３ １３３ １１４ １５９ ４０６

２ ４　 吞咽功能与日常生活能力的关系

经非参数秩和检验ꎬ 吞咽功能障碍患者

与吞咽功能正常患者的日常活动能力间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ｕ ＝ ９６８４６ꎬ Ｐ ＝ ０ ０００)ꎬ 且

社区医院、 养老院、 综合医院中两组患者的

日常活动能力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０ ０５)ꎬ 详见表 ２ꎮ

表 ２　 吞咽功能与日常生活能力的关系 ｎ (％)
吞咽功能正常

社区医院 养老机构 综合医院
合计

吞咽功能障碍

社区医院 养老机构 综合医院
合计

独立 ８０(３７ ９) ５８(３５ ８) １０９(４５ ４) ２４７(４０ ３) ２３(１７ ３) ２７(２３ ７) ５２(３２ ７) １０２(２５ １)

轻度依赖 ４３(２０ ４) ５３(３２ ７) ５４(２２ ５) １５０(２４ ５) ２５(１８ ８) ３２(２８ １) ３５(２２ ０) ９２(２２ ７)

中度依赖 ２８(１３ ３) ２６(１６ ０) ２７(１１ ３) ８１(１３ ２) ８０(１５ ０) ２４(２１ １) ２１(１３ ２) ６５(１６ ０)

重度依赖 １１(５ ２) １３(８ ０) １６(６ ７) ４０(６ ５) ９(６ ８) ５(４ ４) １２(７ ５) ２６(６ ４)

完全依赖 ４９(２３ ２) １２(７ ４) ３４(１４ ２) ９５(１５ ５) ５６(４２ １) ２６(２２ ８) ３９(２４ ５) １２１(２９ ８)

合计 ２１１ １６２ ２４０ ６１３ １３３ １１４ １５９ ４０６

２ ５　 吞咽功能与营养指标的关系

吞咽功能障碍患者的上臂围、 小腿围、

握力均低于吞咽功能正常的患者 ( Ｐ <
０ ００１)ꎮ

表 ３　 吞咽功能与各项营养指标的比较

吞咽功能正常

社区医院 养老机构 综合医院
合计

吞咽功能障碍

社区医院 养老机构 综合医院
合计

上臂围(ｃｍ) ２６ ８７±４ ３９ ２７ ３０±３ ６３ ２６ ５２±３ ５４ ２６ ９２±３ ８７ ２４ ７７±４ ３１∗ ２５ ８３±４ ０８∗ ２６ ６３±３ ５８ ２５ ７６±４ ０５∗

小腿围(ｃｍ) ３１ ０２±５ ８２ ３２ ３７±３ ６７ ３２ ３９±３ ６４ ３１ ８４±４ ６７ ２６ ３６±５ ３２∗ ３０ ０１±５ １１∗ ３１ ０４±４ ０１∗ ２９ ０３±５ ２６∗

握力(ｋｇ) １９ ５５±１０ ４７ １６ ２７±７ ６１ ２１ ７３±１３ ３０ １８ ９９±１０ ７６ ８ ０２±７ ４７∗ ９ ７９±７ ８３∗ １５ ５２±８ ３１∗ １１ ３１±８ ４８∗

ＨＢ(ｇ / Ｌ) １２０ ３４±１８ ８８ １２１ ６５±１５ ９４ １２２ ２０±２０ ５６ １２１ ５２±１９ ４９ １１７ ２３±１７ ６７ １２２ ６６±１８ ７５ １１９ ０５±１７ ２５ １１９ １１±１７ ７５

ＡＬＢ(ｇ / Ｌ) ３８ ０４±４ ６２ ３８ ５４±７ ０９ ３６ ３２±４ ８９ ３７ １０±５ １２ ３６ ６６±７ ６３ ３９ ３２±４ ６８ ３５ ３９±４ ８６ ３６ ５０±６ １６

３　 讨　 论
吞咽是人类最基本的生理活动之一ꎬ 老

年人受到年龄、 所患疾病等因素的影响ꎬ 成

为吞咽障碍的高危人群ꎬ 吞咽障碍者易发生

水、 电解质紊乱、 营养不良ꎬ 吸入性肺炎等

并发症ꎬ 同时也会出现焦虑、 惧食及抑郁等

心理问题ꎬ 造成老年人生活质量下降ꎬ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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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咽障碍已成为老年人的一个重要健康问

题ꎮ 吞咽功能评估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干预

措施ꎬ 及早筛查吞咽障碍患者ꎬ 给予早期系

统干预ꎬ 从而促进健康老龄化ꎮ
本次调查 ６５ 岁老年患者吞咽障碍发生

率为 ３９ ８％ꎬ 综合医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及养老院吞咽障碍的发生率没有明显差异ꎮ
国内外文献报道 ２２％－６５％的卒中患者存在

吞咽障碍[８－１１]ꎬ 本次调查结果也表明ꎬ 在各

类疾病中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吞咽障碍发生

率最高 ５３ ２％ꎮ 脑卒中伴吞咽困难者易发生

误吸ꎬ 从而刺激呼吸道引起呛咳ꎬ 严重者可

引起窒息而危及患者生命ꎬ 临床用鼻饲来维

持患者的营养ꎬ 但长时间会造成咽、 腭、 舌

肌的费用性萎缩[１５]ꎮ 因此及时评估、 诊断

吞咽障碍并给予患者及时的治疗至关重要ꎮ
吞咽障碍者均有不同程度的进食液体、

固体、 药丸困难ꎬ 进食呛咳等问题ꎬ 可引起

脱水、 水电解质紊乱及营养不良而危及生

命ꎮ 国外对脑卒中患者的研究发现吞咽障碍

患者的营养状况恶化程度显著高于非吞咽障

碍组的患者[１２－１４]ꎬ 本次调查也显示吞咽障碍

患者中营养不良及营养不良风险的比例高于

吞咽功能正常患者ꎬ 尤其在老人康复治疗的

社区医院及养老的养老院中ꎬ 而在综合医院

中两组患者的营养状况没有差异ꎬ 可能与病

情相对比较严重有关ꎮ 其次ꎬ 吞咽功能障碍

患者的上臂围、 小腿围、 握力均低于吞咽功

能正常的患者ꎬ 且吞咽障碍患者日常生活依

赖他人的程度高于正常者ꎮ 吞咽障碍者进食

困难ꎬ 照料需求增加ꎬ 对他人的依赖性增

加ꎬ 营养不良又可能引起肌肉萎缩ꎬ 必然会

影响其日常生活活动能力ꎬ 降低生活质量ꎬ
而年龄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营养不良

风险的增加和日常生活能力的降低ꎬ 吞咽障

碍导致的营养不良和肌肉萎缩ꎬ 又加重了吞

咽障碍的程度ꎬ 这些因素在老年人中可能已

经构成不良循环ꎬ 相互影响ꎬ 日益趋于严重ꎮ
总之ꎬ 老年患者吞咽障碍的发生率较

高ꎬ 及时评估和诊断吞咽障碍ꎬ 采取有效的

干预措施和康复训练ꎬ 改善吞咽功能ꎬ 提高

患者的营养状况和日常生活能力ꎬ 提高生活

质量ꎬ 降低死亡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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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地区老年人少肌性肥胖流行病学调查

陈　 敏∗　 白慧婧１ 　 王　 纯２ 　 孙　 玮３ 　 李　 茹４ 　 高臻晖４ 　 孙建琴１∗∗

(１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临床营养科ꎻ ２ 上海市徐汇区天平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ꎻ ３ 上海市静安区曹家渡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ꎻ ４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健康体检管理中心)

　 　 摘　 要　 目的: 应用生物电阻抗法 (ＢＩＡ) 开展上海地区老年人少肌性肥胖患病率的调查ꎮ 方法: １、
２１９ 位 (年龄介于 ２０~４０ 岁) 健康年轻人 (男 ∶ 女为 １００ ∶ １１９) 接受 ＢＩＡ 检测ꎬ 获得峰值肌量和老年人少

肌性肥胖的诊断切点ꎮ ２、 ６５７ 例≥６０ 岁医院体检和社区的老年人 (男 ∶ 女为 ３１８ ∶ ３３９) 接受 ＢＩＡ 检测ꎬ 获

得上海地区老年人少肌性肥胖患病率ꎮ 结果: １、 国际上根据骨骼肌质量诊断少肌症常用指标包括 ＡＳＭ /
ｈｅｉｇｈｔ２ (四肢肌肉组织和身高的平方的比值) 和 ＳＭＩ (骨骼肌质量与体重的比值)ꎬ 分别低于同性别健康年

轻人对照均值两个 ＳＤꎬ 即诊断为少肌症ꎮ 健康年轻人 ＡＳＭ / ｈｅｉｇｈｔ２男性和女性分别是 (７ ９０ ±０ ６２) ｋｇ / ｍ２和

(６ １２ ±０ ４４) ｋｇ / ｍ２ꎬ ＳＭＩ 男性和女性分别是 (４３ ８１ ±３ ３３)％和 (３７ ８４ ±２ ７９)％ꎬ 获得老年人少肌症骨骼

肌肌量低下诊断切点 ＡＳＭ / ｈｅｉｇｈｔ２男性和女性分别为≤６ ６６ ｋｇ / ｍ２和≤５ ２４ ｋｇ / ｍ２ꎬ ＳＭＩ 男性和女性分别是≤
３７ １５％和≤３２ ２６％ꎮ ２、 根据体脂肪百分比 (ＰＦＭ％) 超过同龄人群水平 ６０％诊断为肥胖ꎮ 肥胖的诊断切点

男性和女性分别为≥２９ ５％和≥３６ ３％ꎮ 老年人少肌性肥胖诊断切点 ＡＳＭ / ｈｅｉｇｈｔ２合并 ＰＦＭ％ (ＡＳＭ / ｈｅｉｇｈｔ２

标准) 男性≤６ ６６ ｋｇ / ｍ２合并≥２９ ５％ꎬ 女性≤５ ２４ ｋｇ / ｍ２合并≥３６ ３％ꎻ ＳＭＩ 合并 ＰＦＭ％ (韩国标准) 男

性≤３７ １５％合并≥２９ ５％ꎬ 女性≤３２ ２６％合并≥３６ ３％ꎮ ３、 老年人少肌性肥胖患病率: ＡＳＭ / ｈｅｉｇｈｔ２标准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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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女性患病率分别为 １３ ８％和 ３ ２％ꎻ ＳＭＩ 标准男性和女性患病率分别为 ２７ ０％和 ２０ ４％ꎮ ４、 老年人分为

３ 个年龄段 (６０ 岁 ~ꎬ ７０ 岁 ~ꎬ ≥８０ 岁)ꎬ 各年龄段少肌性肥胖患病率按 Ｂａｕｍｇａｒｔｎｅｒ 标准分别为 ７ ０％ꎬ
８ ６％ꎬ １１ ０％ꎬ 按韩国标准患病率分别为 １８ ０％ꎬ ２６ ３％ꎬ ３１ ４％ꎮ 根据 ＢＭＩ 指数分为三个组 (<２４ꎬ 介于

２４ 与 ２８ 之间ꎬ ≥２８)ꎬ 各 ＢＭＩ 指数段少肌性肥胖患病率按 Ｂａｕｍｇａｒｔｎｅｒ 标准分别为 ８ ２％ꎬ ９ ３％ꎬ ６ ０％ꎬ 按

韩国标准各 ＢＭＩ 指数段分别为 ７ ９％ꎬ ２９ ６％ꎬ ６４ ３％ꎮ 男性高于女性ꎮ 结论: 上海地区老年人应用 ＡＳＭ /
ｈｅｉｇｈｔ２和 ＳＭＩ 获得少肌性肥胖不同的患病率ꎬ 前者低于后者ꎮ 两种诊断标准随年龄增加患病率均增加ꎬ 但随

ＢＭＩ 指数增加表现不同关系ꎬ 这与少肌症诊断指标有关ꎮ
关键词　 生物电阻抗ꎻ 老年人ꎻ 少肌性肥胖ꎻ 患病率

　 　 老年人随年龄增长身体成分发生重要变

化ꎬ 一方面表现为肌肉质量尤其是下肢肌肉

和肌力逐渐减少ꎬ 称为少肌症 ( Ｓａｒｃｏｐｅ￣
ｎｉａ)ꎻ 另一方面表现为体脂肪和内脏脂肪逐

渐增加ꎮ 近年来ꎬ 这种与年龄相关的骨骼肌

减少和体脂肪增加的现象ꎬ 被定义为少肌性

肥胖 ( Ｓａｒｃｏｐｅｎｉｃ Ｏｂｅｓｉｔｙꎬ ＳＯ)ꎮ[１－３] 少肌性

肥胖增加老年人代谢功能紊乱和心血管疾病

的风险性ꎬ 预计未来十年内少肌性肥胖会对

老年人的健康和生活质量产生显著影响ꎮ[４]

生物电阻抗法 ( ｂｉ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ｉｍｐｅｄ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ＢＩＡ) 根据人体组织不同的电阻抗

能准确测定机体脂肪和瘦体组织ꎬ 具有价格

低廉ꎬ 操作简便ꎬ 稳定性好ꎬ 可移动ꎬ 适用

于所有卧床和能行动的患者ꎮ ＢＩＡ 的应用研

究已超过了十年ꎬ 被认为是双能 Ｘ 线吸收法

(ＤＥＸＡ) 轻便的替代检测ꎮ[５] 研究者以往的

研究显示ꎬ ＤＥＸＡ 和 ＢＩＡ 在检测肌肉组织差

异无差异ꎬ 具有极佳的相关性 (– ０ ３３ ±

２ ０２ꎬ Ｐ＝ ０ ３０７)ꎮ[６]本研究应用 ＢＩＡ 对上海

地区老年人少肌性肥胖开展调查ꎮ

对象与方法

一、 对象

１、 ＢＩＡ 测定上海地区健康成人峰值肌量

由于研究者前期研究发现 ３０~４０ 岁年龄

段人体肌肉组织达到峰值ꎬ 然后逐渐衰

减ꎬ[９]因此本研究选取 ２１９ 位年龄介于 ２０ ~
４０ 岁健康年轻志愿者 (男 ∶ 女为 １００ ∶ １１９)
作为老年人少肌症骨骼肌质量诊断的参考人

群ꎬ 排除冠心病、 感染性疾病、 内分泌疾

病、 高血压、 贫血、 癌症、 严重的肝肾疾病

以及服用影响体重和体成分的药物ꎮ
２、 老年人少肌性肥胖患病率

年龄≥６０ 岁老年人 ６５７ 例ꎬ 男性和女性

分别为 ３１８ 例和 ３３９ 例ꎬ 平均年龄分别为

(７２ ９ ±８ ４) 岁和 (７０ ６ ±７ １) 岁ꎬ 接受

ＢＩＡ 检测和问卷调查ꎬ 受试者为体检人群和社

区志愿者ꎬ 获得老年人少肌性肥胖的患病率ꎮ
本研究经华东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伦

理批号: [２０１３ ]８５ 号)ꎬ 所有的受试者均签

署知情同意书ꎮ

二、 方法

１、 ＢＩＡ 测量

采用 Ｂｉｏｓｐａｃｅ 公司提供的 ＩｎＢｏｄｙ７２０ꎬ
该机器系多频生物电阻抗分析仪ꎬ 八点接触

式电 极、 以 及 ５ 个 频 率 ( ５ｋＨｚꎬ ５０ｋＨｚꎬ
２５０ｋＨｚꎬ ５００ｋＨｚ)ꎬ 导入 １００μＡ 和 ５００μＡ 恒

定电流后检测人体组成的变化ꎬ 并分析人体

各个不同部分的人体组成特点ꎮ 要求受试者

禁食 ２ｈ 以上ꎬ 排空大、 小便、 赤足、 仅穿

内衣裤测量身高ꎬ 测试前静坐 ５ 分钟ꎮ
２、 统计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 ０ 统计软件ꎬ 计量资料用

均数±标准差表示ꎬ 采用 ｔ 检验ꎬ Ｐ<０ ０５ 有

统计学意义ꎮ

结果

一、 上海地区参考人群骨骼肌的峰值和少

肌症骨骼肌肌量低下诊断切点

　 　 参考人群体重、 身高、 体质指数、 去脂

组织、 瘦体组织、 四肢肌肉、 脂肪百分比和

躯干肌肉男性明显高于女性ꎬ 所有数据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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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１)ꎮ
选择国际上研究者大多数采用的少肌

症肌量低下诊断标准: １、 以四肢肌肉重量

与身高平方的比值即 ＡＳＭ / ｈｅｉｇｈｔ２ꎬ 该比值

如低于同性别年青人对照均值两个 ＳＤꎬ 诊

断为少肌症ꎮ[７] ２、 骨骼肌质量与体重的比

值即 ＳＭＩ (ＳＭ / ｗｅｉｇｈｔ)ꎬ 该比值如低于同性

别年青人对照均值两个 ＳＤꎬ 诊断为少肌

症ꎮ[８]本研究获得 ＡＳＭ / ｈｅｉｇｈｔ２男性和女性分

别是 (７ ９０ ±０ ６２) ｋｇ / ｍ２和 (６ １２ ±０ ４４)
ｋｇ / ｍ２ꎬ ＳＭ / ｗｅｉｇｈｔ 男 性 和 女 性 分 别 是

(４３ ８１ ±３ ３３)％和 (３７ ８４ ±２ ７９)％ꎮ 因此

老年人少肌症诊断切点 ＡＳＭ / ｈｅｉｇｈｔ２ 男性和

女性分别为≤６ ６６ ｋｇ / ｍ２ 和≤５ ２４ ｋｇ / ｍ２ꎬ
ＳＭＩ 男 性 和 女 性 分 别 为 ≤ ３７ １５％ 和 ≤
３２ ２６％ꎮ

表 １　 峰值人群 ＢＩＡ检测人体成分

Ｍｅｎ
(ｎ＝１００)

Ｗｏｍｅｎ
(ｎ＝１１９) Ｐ

Ａｇｅꎬｙ ２９ ２５ ±４ ９９ ２７ ７７ ±５ ９５ ０ ０５１

Ｗｔꎬｋｇ ７２ １０ ±１０ ５１ ５５ ６４ ±６ ０４ <０ ００１

Ｈｔꎬｍ １ ７５ ±０ ０５ １ ６２ ±０ ０４ <０ ００１

ＢＭＩꎬｋｇ / ｍ２ ２３ ５５ ±２ ９７ ２１ ３２ ±２ ３５ <０ ００１

ＦＦＭꎬｋｇ ５５ ８８ ±５ ９４ ３９ ００ ±２ ９４ <０ ００１

ＬＭꎬｋｇ ５２ ７６ ±５ ５８ ３６ ６８ ±２ ７７ <０ ００１

ＳＭꎬｋｇ ３１ ３７ ±３ ５５ ２０ ９５ ±１ ７７ <０ ００１

ＡＳＭꎬｋｇ ２４ １８ ±２ ７２ １６ ００ ±１ ４９ <０ ００１

ＡＳＭ/ ｈｅｉｇｈｔ２ꎬ
ｋｇ / ｍ２ ７ ９０ ±０ ６２ ６ １２ ±０ ４４ <０ ００１

ＳＭＩꎬ　 ％ ４３ ８１ ±３ ３３ ３７ ８４ ±２ ７９ <０ ００１

Ｗｔ: Ｗｅｉｇｈｔ (体重)ꎬ Ｈｔ: Ｈｅｉｇｈｔ (身高)ꎬ ＢＭＩ: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 (体质指数)ꎬ ＦＦＭ: ｆａｔ ｆｒｅｅ ｍａｓｓ (去脂组
织)ꎬ ＬＭ: ｌｅａｎ ｍａｓｓ (瘦体组织) ＰＦＭ: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Ｆａｔ
ｍａｓｓ (脂肪组织百分比)ꎬ ＳＭ: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ｍａｓｓ
(肌肉组织)ꎬ ＡＳＭ: 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ｕｌａｒ Ｓｋｅｔｅｔ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ｍａｓｓ
(四肢肌肉组织)

二、 上海地区老年人少肌性肥胖诊断切点

和患病率

　 　 老年男性和女性体重分别为 (６７ ５ ±

９ ６) ｋｇ 和 (５９ ７ ±１０ ０) ｋｇꎬ ＢＭＩ 分别为

(２４ ４ ±２ ９) ｋｇ / ｍ２和 (２４ ２ ±３ ５) ｋｇ / ｍ２ꎮ
两组人群去脂组织、 瘦体组织、 肌肉组织、

躯干肌肉、 ＡＳＭ / ｈｅｉｇｈｔ２、 ＳＭＩ 和内脏脂肪面

积男性高于女性ꎬ 脂肪组织、 脂肪百分比女

性高于男性ꎬ 所有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１)ꎮ
根据体脂肪百分比 (ＰＦＭ％) 超过同龄

人群水平 ６０％诊断为肥胖ꎮ[９] 本研究男性和

女性肥胖的切点分别为 ２９ ５％和 ３６ ３％ꎮ 少

肌性肥胖的诊断标准: ＡＳＭ / ｈｅｉｇｈｔ２合并体脂

百分比 (本文称为 Ｂａｕｍｇａｒｔｎｅｒ 标准)ꎬ[９] 设

定男性为 ＡＳＭ / ｈｅｉｇｈｔ２ ≤ ６ ６６ ｋｇ / ｍ２ 合 并

ＰＦＭ％≥２９ ５％ꎬ 女性 ＡＳＭ / ｈｅｉｇｈｔ２ ≤５ ２４
ｋｇ / ｍ２合并 ＰＦＭ％≥３６ ３％ꎻ ＳＭＩ 合并体脂百

分比 (本文称为韩国标准)ꎬ[１０] 设定男性为

ＳＭＩ≤３７ １５％合并 ＰＦＭ％≥２９ ５％ꎬ 女性为

ＳＭＩ≤３７ １５％合并 ＰＦＭ％≥３６ ３％ꎮ 前者男

性和女性患病率分别为 １３ ８％和 ３ ２％ꎬ 总

患病率为 ８ ４％ꎮ 后者男性和女性患病率分

别为 ２７ ０％和 ２０ ４％ꎬ 总患病率为 ２３ ６％ꎮ

表 ２　 老年人群体成分

Ｍｅｎ Ｗｏｍｅｎ Ｐ

ＦＦＭꎬｋｇ ４８ ３０ ±７ ００ ３９ ０１ ±５ ９０ <０ ００１

ＬＭꎬｋｇ ４５ ６２ ±６ ６３ ３６ ７７ ±５ ６０ <０ ００１

ＳＭꎬｋｇ ２６ ４２ ±４ ２０ ２０ ８６ ±３ ５２ <０ ００１

ＦＭꎬｋｇ １９ １６ ±５ ６２ ２０ ６４ ±６ ４１ ０ ００２

ＰＦＭꎬ％ ２８ １５ ±６ ５１ ３４ ０４ ±６ ６６ <０ ００１

ＡＳＭꎬｋｇ ２０ ２７ ±３ ５１ １５ ４８ ±３ ０３ <０ ００１

ＡＳＭ/ ｈｅｉｇｈｔ２ꎬ
ｋｇ / ｍ２

７ ２３ ±０ ９８ ６ ３８ ±１ １３ <０ ００１

ＳＭＩꎬ％ ３９ ２４ ±３ ８７ ３５ １８ ±３ ６９ <０ ００１

ＶＦＡ(ｃｍ２) １４２ ６１ ±３２ １７ １２８ ３８ ±２３ ９６ <０ ００１

ＶＦＡ: Ｖｉｓｃｅｒａｌ Ｆａｔ Ａｒｅａ (内脏脂肪面积)

三、 ＡＳＭ / ｈｅｉｇｈｔ２和 ＳＭＩ 与体质指数和年

龄的关系

　 　 ＡＳＭ / ｈｅｉｇｈｔ２与体质指数关系表现为正相

关 (ｒ＝０ ４０６ꎬ Ｐ<０ ０００ꎬ 其中男性 ｒ ＝ ０ ４０５ꎬ
Ｐ<０ ０００ꎻ 女性 ｒ ＝ ０ ４４１ꎬ Ｐ<０ ００１)ꎬ ＳＭＩ 与
体质指数关系表现为负相关 (ｒ ＝ －０ ５１１ꎬ Ｐ<
０ ００１ꎬ 其中男性 ｒ ＝ －０ ５４３ꎬ Ｐ<０ ００１ꎻ 女性

ｒ ＝－０ ６４５ꎬ Ｐ<０ ００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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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Ｍ / ｈｅｉｇｈｔ２与年龄关系表现为负相关

(ｒ ＝ －０ １０４ꎬ Ｐ ＝ ０ ００８ꎬ 男性 ｒ ＝ －０ ２２４ꎬ Ｐ
<０ ００１ꎻ 女性 ｒ ＝ －０ １２９ꎬ Ｐ ＝ ０ ０１８)ꎬ ＳＭＩ
与年龄关系表现为不相关 ( ｒ ＝ ０ ０００ꎬ Ｐ ＝
０ ９８２ꎬ 男性 ｒ ＝ －０ １７２ꎬ Ｐ＝ ０ ００２ꎻ 女性 ｒ ＝
０ ０２３ꎬ Ｐ＝ ０ ６７７)ꎮ

四、 少肌性肥胖与年龄和体质指数的关系

根据年龄ꎬ 将人群分为三组 (６０ 岁ꎬ ７０
岁和≥８０ 岁) 男性分别有 １２３ 例、 １２０ 例和

７５ 例ꎬ 女性分别有 １６１ 例ꎬ １３５ 例和 ４３ 例ꎮ
按 Ｂａｕｍｇａｒｔｎｅｒ 标准ꎬ 少肌性肥胖各年龄段

患病率分别为 ７ ０％ꎬ ８ ６％ꎬ １１ ０％ꎬ 按韩国

标准各年龄段患病率分别为 １８ ０％ꎬ ２６ ３％ꎬ
３１ ４％

根据ＢＭＩ 指数ꎬ 将人群分为三个组 (<２４ꎬ
介于 ２４ 与 ２８ 之间和≥２８) 男性分别有 １４２
例、 １４５ 例和 ３１ 例ꎬ 女性分别有 １７４ 例ꎬ
１１２ 例和 ５３ 例ꎮ 按 Ｂａｕｍｇａｒｔｎｅｒ 标准ꎬ 少肌

性肥胖各 ＢＭＩ 指数段患病率分别为 ８ ２％ꎬ
９ ３％ꎬ ６ ０％ꎬ 按韩国标准各 ＢＭＩ 指数段患

病率分别为 ７ ９％ꎬ ２９ ６％ꎬ ６４ ３％ꎮ

图 １　 不同年龄段少肌症和少肌性肥胖患病率

图 ２　 不同体质指数少肌症和少肌性肥胖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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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随着老年人口不断增加ꎬ 少肌性肥胖在

将来的 ２０ 年内将剧增ꎮ[１ １ ] 少肌性肥胖发生

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ꎬ 包括与年龄相

关的体成分改变 (脂肪增加ꎬ 肌肉减少)ꎬ
缺乏体力活动ꎬ 低度炎症反应和激素水平改

变 (胰岛素升高ꎬ 生长激素、 睾丸激素降低

等)ꎮ 与单纯少肌症和肥胖相比ꎬ 少肌性肥

胖与肢体功能障碍的关联更明显ꎮ[１ ２ ] 而且可

引起老年人代谢紊乱ꎬ 使代谢综合症、 心血

管疾病风险增加ꎮ 韩国研究发现少肌症肥胖

患代谢综合征的风险是 ＯＲ 为 ３ ０３ (９５％ＣＩ
＝ １ ２６－７ ２６)ꎬ 而非少肌症肥胖 ＯＲ 为 １ ８９
(９５％ ＣＩ＝ １ １８－３ ０２)ꎮ[１２]

国外已对少肌性肥胖开展了不少的研

究ꎬ 但目前尚没有统一的诊断标准ꎮ 不同研

究中ꎬ 少肌症和肥胖的诊断标准不同ꎬ 导致

少肌性肥胖的诊断标准不同ꎬ 包括 ＡＳＭ /
ｈｅｉｇｈｔ２结合 ＰＦＭꎬ[９] ＳＭＩ 结合 ＰＦＭꎬ[１０] ＡＳＭ /
Ｗｔ 结合 ＢＭＩꎬ[１３] 或者肥胖以内脏脂肪面积

(ｖｉｓｃｅｒａｌ ｆａｔ ａｒｅａꎬ ＶＦＡ) 为评价指标[１４]ꎬ 由

此获得不同的患病率ꎮ Ｂａｕｍｇａｒｔｎｅｒ 研究采用

ＡＳＭ / ｈｅｉｇｈｔ２低于健康中青年人群平均值的

２ＳＤ 以上合并体脂肪百分比超过同龄人群水

平 ６０％诊断为少肌性肥胖ꎬ 男性的标准为

ＡＳＭ / ｈｅｉｇｈｔ２≤７ ２６ ｋｇ / ｍ２ 合并 ＰＦＭ≥２８％ꎬ
女性为 ＡＳＭ / ｈｅｉｇｈｔ２ ≤５ ４５ ｋｇ / ｍ２ 合并 ＰＦＭ
≥４０％ꎬ 结果显示ꎬ 老年人少肌性肥胖患病

率约为 ５ ８％ꎮ[９]此后有一部分研究沿用了该

标准ꎮ[１５ꎬ１６]但该标准的缺点在于易将低 ＢＭＩ
人群诊断为少肌症ꎬ 低估超重或肥胖人群的

少肌症患病率ꎮ[１７] 韩国把少肌症定义为 ＳＭＩ
低于健康中青年人群平均值的 ２ＳＤ 以上合并

体脂肪百分比超过同龄人群水平 ６０％ꎬ 大于

６０ 岁老年人少肌症肥胖男性患病率为 ５ １％ꎬ
女性为 １２ ５％ꎬ 该人群如用 Ｂａｕｍｇａｒｔｎｅｒ 标

准诊断少肌性肥胖ꎬ 男性和女性患病率分别

为 １ ３％和 １ ７％ꎮ[１０]

本研究根据 Ｂａｕｍｇａｒｔｎｅｒ 标准获得少肌

性肥胖的患病率男性和女性分别为 １３ ８％和

３ ２％ꎬ 根据韩国标准男性和女性患病率分

别为 ２７ ０％和 ２０ ４％ꎮ 获得的少肌性肥胖患

病率明显高于韩国ꎬ 与入选的受试人群有

关ꎬ 韩国研究入选的人群年龄偏低 (平均年

龄 ６６ １ 岁)ꎬ 且为健康人群ꎬ 排除冠心病、
２ 型糖尿病ꎬ 高血压 ２ 期ꎬ 恶性肿瘤和严重

肝肾疾病的患者ꎮ 而本次试验受试人群平均

年龄 ７１ ７ 岁ꎬ 并包含上述疾病ꎮ
多项研究发现少肌症和少肌性肥胖随年

龄增加而增加ꎮ[１２ꎬ１８] 国外文献显示随着年龄

增长脂肪质量逐渐增加ꎬ 大约在 ６０~７５ 岁之

间达到高峰ꎻ 内脏脂肪和肌内脂肪含量增

加ꎬ 而其他部位的皮下脂肪含量下降ꎮ[１９ꎬ２０]

本次研究发现ꎬ 随年龄增加ꎬ 少肌性肥胖患

病率上升ꎮ 研究还发现 ＡＳＭ / ｈｅｉｇｈｔ２、 ＳＭＩ 与
ＢＭＩ 相关性有不同的表现ꎬ 前者与 ＢＭＩ 正相

关ꎬ 后者与 ＢＭＩ 负相关ꎬ 与我国北京的研究

相似ꎮ[２１]少肌性肥胖 Ｂａｕｍｇａｒｔｎｅｒ 标准患病率

随 ＢＭＩ 增加改变不明显ꎬ 韩国标准患病率明

显上升ꎬ 这与前者少肌症诊断指标 (ＡＳＭ /
ｈｅｉｇｈｔ２) 与 ＢＭＩ 负相关有关ꎮ 因此ꎬ 少肌性

肥胖患病率还需与体质指数相结合进行分析ꎮ
本次研究局限于上海地区ꎬ 如能在其他

地区开展相关的调查ꎬ 将获得更多地区少肌

性肥胖患病率的数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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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食与心血管疾病研究进展

王晶晶１ 　 赵　 静２ 　 冯叙桥３∗

(１ 辽宁医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ꎬ 辽宁锦州 １２１００１ꎻ ２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环境毒理系ꎬ 美国加州戴维斯市

９５６１６ꎻ ３ 渤海大学食品科学研究院ꎬ 辽宁省食品安全重点实验室ꎬ 辽宁锦州 １２１０１３)

　 　 摘要　 心血管疾病是目前人类死亡的首要原因之一ꎬ 其发生呈现低龄化和高速化的趋势ꎬ 营养素摄入和

膳食模式不合理是导致心血管疾病发病率低龄化高速化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ꎮ 本文重点从功能性食品、 膳食

模式两方面阐述了预防心血管疾病的研究现状ꎮ
关键词　 心血管疾病ꎻ 膳食ꎻ 慢性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Ｄｉｅｔ ａｎｄ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ＷＡＮＧ Ｊｉｎｇｊｉｎｇ１ 　 ＺＨＡＯ Ｊｉｎｇ２ 　 ＦＥＮＧ Ｘｕｑｉａｏ３

(１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Ｆｏｏ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Ｊｉｎｚｈｏｕ １２１００１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Ｄａｖｉｓꎬ Ｄｅｐｔ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ꎬ Ｄａｖｉｓ ＣＡ ９５６１６ꎬ ＵＳＡ

３ Ｆｏｏ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Ｂｏｈ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Ｆｏｏ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Ｋｅｙ Ｌａｂ ｏｆ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Ｊｉｎｚｈｏｕ １２１０１３ꎬ Ｃｈ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ＶＤ)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ｅｏｐｌｅ ｄｅａ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ꎬ ｗｉｔｈ ａ
ｙｏｕｎｇｅ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ｉｎｔａｋｅ ａｎｄ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ｒｅ ｔｗｏ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ｒａｐｉ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Ｖ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ꎬ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ＶＤ ｗｅｒｅ ｄｅｍ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ꎻ ｄｉｅｔꎻ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

　 　 心血管疾病 (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ꎬ
ＣＶＤ) 是目前导致人类死亡的首要原因之

一ꎮ 由于越来越多的数据显示血脂、 肥胖、
二型糖尿病和高血压这些疾病与生活方式密

切相关ꎬ 因此人们越来越关注如何通过改变

生活方式来降低这些疾病的发生ꎮ 各国学者

对 ＣＶＤ 的传统风险因素进行了研究ꎬ 膳食

作为一个重要影响因素ꎬ 可能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血压和血脂异常ꎬ 有待进行广泛深入的

研究ꎮ 本文主要对膳食中营养素对 ＣＶＤ 的

影响及研究状况进行一个介绍ꎮ

１　 影响 ＣＶＤ 的风险因素
包括 ＣＶＤ 在内的慢性病其发生原因是

∗ 第一作者: 王晶晶 (１９７９－　 )ꎬ 女ꎬ 讲师ꎬ 主要从事食品营养与安全的研究ꎮ Ｅｍａｉｌ: ｊｊｌｉｖｅ２００７＠ １２６ ｃｏｍ
通讯作者: 冯叙桥 (１９６１－　 )ꎬ 男ꎬ 教授ꎬ 主要从事果蔬贮藏保鲜与质量安全方面的研究ꎮ Ｅｍａｉｌ: ｆｅｎｇ＿ ｘｑ＠ ｈｏｔ￣
ｍａｉｌ 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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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性的ꎬ 它与遗传、 环境、 行为等多种因

素密切相关ꎮ 表 １ 中总结了影响 ＣＶＤ 的风

险因素ꎮ 其中ꎬ 膳食不合理、 身体活动量不

足和大量吸烟是影响 ＣＶＤ 三个重要的生活

方式ꎮ 慢性病在人群中的表现形式通常有两

种: 有一些人虽然有许多慢性病危险因素ꎬ
但仍能健康长寿ꎻ 有一些人虽然没有或只有

很少的慢性病危险因素ꎬ 但还是患了慢性

病ꎬ 甚至在年轻时就死于并发症ꎮ 由于慢性

病的发生和发展受多种因素影响ꎬ 危害因素

越多、 接触时间越长慢性病发生和发展的可

能性越大ꎬ 如长期过量饮酒ꎬ 长期吸烟ꎬ 长

期小剂量摄入有毒有害的食品等ꎮ 如果不加

以干预和治疗ꎬ 慢性病可以并发多种疾病ꎬ
从而严重影响人的生活质量ꎮ 因此ꎬ 从预防

医学角度出发ꎬ 进行及时有效的预防和干预

是降低慢性病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最有效手段ꎮ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ａｇｅ

Ｎｏｎｍｏｄｉｆｉａｂｌｅ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Ｍａｌｅ ｇｅｎｄｅｒ

Ｆａｍｉｌ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Ｈｙｐｅｒｌｉｐｉｄｅｍｉａ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Ｏｂｅｓｉｔｙ / 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

Ｄｉｅｔ

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 ｌｅｖｅｌ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ａ) ｌｅｖｅｌ

Ｎｏｖｅｌ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Ｓｍａｌｌ ｄｅｎｓｅ ＬＤＬ－Ｃ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ｍａｒｋ￣
ｅｒｓ ｌｅｖｅｌｓ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ｈｅｍｏｓｔａｔ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ｌｅｖｅｌｓ

２　 膳食对 ＣＶＤ 的影响

早期膳食消费趋势和生态学研究数据表

明ꎬ ＣＶＤ 的流行与脂肪摄入有相关性ꎮ 大量

摄入高能量、 低营养性、 高度加工和快速吸

收的食物会导致全身炎症、 胰岛素敏感度降

低及代谢异常等疾病ꎬ 如肥胖、 高血压、 血

脂异常以及葡萄糖不耐受症ꎮ 各国学者试图

从营养素的研究入手从而了解整个食品对

ＣＶＤ 的作用ꎮ 因此ꎬ 目前对于 ＣＶＤ 的预防ꎬ
更倾向于调整生活方式与药物治疗相结合来

降低 ＣＶＤ 风险ꎬ 从而降低医疗支出ꎮ 虽然

流行病研究已经证实ꎬ 膳食和 ＣＶＤ 发生之

间有相关性ꎬ 但某些膳食元素与 ＣＶＤ 风险

之间相关性研究仍然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

性ꎮ 比如前瞻性队列研究显示ꎬ 高膳食摄入

或补充抗氧化剂可降低 ＣＶＤ 发生的风险及

死亡率ꎻ 但慢性实验研究却趋向于相反的结

果ꎮ 这种营养素作为摄入食物中的一部分所

发挥的显著的保护效应与试验中补充单个营

养素所表现出的无效性都促使各国学者把研

究整个食物和改善膳食作为预防 ＣＶＤ 的研

究重点ꎮ

２ １　 保护心血管功能的功能性食品

研究表明ꎬ 大量摄入果蔬等植物源食品

或海产品的人群ꎬ 其 ＣＶＤ 和某些癌症的发

生率都相对较低ꎮ 基于这些研究ꎬ 生产商、
消费者和健康专家们对功能性食品和保健品

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ꎮ 目前ꎬ 市售保护心脏

(主要含有动植物源生理活性成分) 的功能

性食品主要通过降低血脂、 糖尿病和高血压

这几个已确定的风险因素来降低心脏疾病风

险ꎮ 保护血管的功能性食品主要通过降低血

脂、 抗氧化性和降低同型半胱氨酸水平来发

挥保护效应ꎮ
功能性食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ｏｄｓ) 是指那

些不仅具有基本的营养功能而且具有生理调

节功能或降低慢性疾病风险的食品ꎮ “ 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ｏｄ” 这个词起源于 ８０ 年代的日本ꎬ
其定义为那些添加了某些对生理有益的特殊

成分的食品ꎮ 后来这一概念被美国、 加拿

大、 欧洲等其他一些国家所接受ꎮ 但功能性

食品的定义一直颇具争议性ꎬ 各国对其定义

各有不同ꎬ 而有一些国家则采用 “保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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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命名ꎬ 比如我国ꎮ １９９４ 年ꎬ 美国医学研

究所－食品和营养委员会对功能食品定义为

“ａｎｙ ｆｏｏｄ ｏｒ ｆｏｏｄ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 ｔｈａｔ ｍａ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ｈｅａｌｔｈ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ｉｔ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ꎮ 政府、 学者和食品行业专家普遍

认同ꎬ 功能性食品是指含有生物活性成分或

者强化了有益健康的营养素的食品ꎮ 除含有

基本营养素ꎬ 外观与传统食品相似ꎬ 并且可

作为日常膳食的一部分食用ꎮ 总体而言ꎬ 各

国都较为强调除了满足基本需求外ꎬ 对人体

健康有益ꎬ 具有能够减少某些疾病的发生的

附加功能ꎮ 正因如此ꎬ 功能性食品受到了各

国学者及生产商的追捧ꎮ
“保健品” 这个词是 １９８９ 年美国创新药

物基础中提出的ꎬ 指 “ａｎｙ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ｔｈａｔ ｉｓ ａ

ｆｏｏｄ ｏｒ ａ ｐａｒｔ ｏｆ ａ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ｏ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ꎬ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ꎮ 我国对保健食品的定义

为ꎬ 具有特定保健功能或者以补充维生素、
矿物质为目的的食品ꎮ 即适宜于特定人群食

用ꎬ 具有调节机体功能ꎬ 不以治疗疾病为目

的ꎬ 并且对人体不产生任何急性、 亚急性或

者慢性危害的食品ꎮ 特别在发现某些膳食因

素与降低心血管事件发生率密切相关后ꎬ 人

们对保健品用于预防心血管疾病表现出了极

大的兴趣ꎮ 表 ２—表 ４ 分别总结了目前市场

上主要的功能食品类型ꎬ 我国主张的保健食

品的功效及心血管功能性食品的保护效应及

其可能机制ꎮ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ｏｄ
Ｆｏｒｔｉｆｉ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 ｆｏｏｄ ｆｏｒｔｉｆｉ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Ｆｒｕｉｔ ｊｕｉｃｅｓ ｆｏｒｔｉｆｉｅｄ ｗｉｔｈ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Ｃ

Ｅｎｒｉｃｈ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 ｆｏｏｄ ｗｉｔｈ ａｄｄｅｄ ｎｅｗ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ｏｒ ｃｏｍｐｏ￣
ｎｅｎｔｓ ｎｏｔ ｎｏｒｍａｌｌｙ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ａ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ｆｏｏｄ

Ｍａｒｇａｒ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ｐｌａｎｔ ｓｔｅｒｏｌ ｅｓｔｅｒꎬ 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ｓꎬ
ｐｒｅｂｉｏｔｉｃｓ

Ａｌｔｅｒ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 ｆｏｏｄ ｆｒｏｍ ｗｈｉｃｈ ａ ｄｅｌｅｔｅｒｉｏｕｓ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ｒｅｍｏｖｅｄꎬ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ｏｒ ｒｅｐｌａｃ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ｅｆｆｅｃ

Ｆｉｂｅｒｓ ａｓ ｆａｔ ｒｅｌｅａｓｅｒｓ ｉｎ ｍｅａｔ ｏｒ ｉｃｅ ｃｒｅａ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Ｎｏｎ－ａｌｔｅｒ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Ｆｏｏｄ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ｏｒ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ｏｏｄｓ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 ｆｏｏｄ ｗｈｉｃｈ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ꎬｎｅｗ ｆｅｅ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ꎬｇｅｎｅｔｉｃ ｍａ￣
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Ｅｇｇ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ｏｍｅｇａ － 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
ｃｈｉｅｖｅｄ ｂｙ ａｌｔｅｒｅｄ ｃｈｉｃｋｅｎ ｆｅｅｄ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ｉｒ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ｆｏｏｄ Ｔｒａｄ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２００９)

表 ３　 我国保健食品的功能

增强免疫力 提高缺氧耐受力 改善生长发育 增加骨密度 清咽

辅助降血脂
　

对辐射危害有辅助保护
功能

促进排铅
　

辅助改善记忆
　

改善皮肤水份ꎻ油分
　

辅助降血糖
　

减肥
　

改善营养性贫血
　

对胃粘膜损伤有辅助保
护功能

缓解视疲劳
　

抗氧化
　

对化学性肝损伤的辅助
保护作用

缓解体力疲劳
　

通便
　

改善睡眠
　

辅助降血压 促进泌乳 祛痤疮ꎻ祛黄褐斑 促进消化 调节肠道菌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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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功能性食品对心血管的保护效应及其可能机制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ｏｄｓ Ｂｉｏａ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Ｎｕｔｓ －Ｔｏｃｏｐｈｅｒｏｌｓꎬｏｍｅｇａ－３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

－Ｎｕｔｓꎬｓｅｅｄｓꎬａｎｄ ｏｉｌｓ
　

－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ｓꎻＶｉｔａｍｉｎ Ｅ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ꎻ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ｈｏ￣
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

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ａｃｔｉｏｎ

Ｇｒｅｅｎ ｌｅａｆｙ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ꎬｆｒｕｉｔｓ Ｃａｒｏｔｅｎｏｉｄ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

Ｆｒｕｉｔｓ 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Ｆｉｂｅｒ (ｐｅｃｔｉｎ)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

Ｐｈｙ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

Ｃｉｔｒｕｓ ｆｒｕｉｔｓ 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Ｃ 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ａｃｔｉｏｎ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Ｔｏｍａｔｏ Ｌｙｃｏｐｅｎｅ 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ｏｍｅｇｒａｎａｔｅ 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ａｒｌｉｃ Ｑｕｅｒｃｅｔｉｎ 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Ｆｉｓｈ ｏｉｌ Ｏｍｅｇａ－３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

Ｅｘｔｒａｖｉｒｇｉｎ ｏｌｉｖｅ ｏｉｌ 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ｉｃｓ ａｎｄ ｏ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 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ｏｉｌｓ Ｔｏｃｏｐｈｅｒｏｌꎬｔｏｃｏｔｒｉｅｎｏｌｓ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

Ｗｈｏｌｅ ｇｒａｉｎｓ Ｆｉｂｅｒ ａｎｄ ｐｈｙ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

Ｓｏｙ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Ｇｅｎｉｓｔｅｉｎꎬｄａｉｄｚｅｉｎꎬａｎｄ ｇｌｙｃｉｔｅｉｎ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

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Ｌｅｇｕｍｅｓ Ｆｉｂｅｒ ａｎｄ 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ｓ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

Ｗｈｏｌｅ ｇｒａｉｎｓ Ｆｉｂｅｒ ａｎｄ ｐｈｙ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

Ｆｉｓｈ Ｏｍｅｇａ－３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ＤＬ－Ｃ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ｔｒｉ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ｓ

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ａｃｔｉｏｎ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Ｍａｒｇａｒｉｎｅ Ｐｈｙｔｏｓｔｅｒｏｌｓ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

Ｄａｒｋ ｃｈｏｃｏｌａｔｅ 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

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Ｇｉｎｓｅｎｇ Ｇｉｎｓｅｎｏｓｉｄｅ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ｂｌａｃｋ ｔｅａｓ Ｔｅａ 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

Ｇｒａｐ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ｄ ｗｉｎｅｓ －Ｇｒａｐｅ 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

－Ａｎｔｈｏｃｙａｎｉｎｓꎬ ｃａｔｅｃｈｉｎｓꎬ ｃｙａｎｉｄｉｎｓꎬ ａｎｄ
ｆｌａｖｏｎｏｌｓꎬｍｙｒｉｃｅｔｉｎ ａｎｄ ｑｕｅｒｃｅｔｉｎ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ｔｅｌｅｔｓ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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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膳食模式

健康的饮食习惯和饮食趋势受健康情

况、 生态环境和社会因素的影响ꎮ 传统的营

养流行病学调查主要集中在个人营养或食物

与健康的关系ꎬ 膳食模式由于其复杂性而很

少有人关心ꎮ 膳食减低炎症的风险机制还不

十分清楚ꎬ 但可能与膳食中摄入高剂量的抗

氧化性营养素和酚类物质相关ꎮ 这些物质可

以降低所有组织中的自由基浓度ꎮ 各国间消

费模式差异显著ꎬ 这可能造成了非洲大陆人

口的健康出现明显差异ꎮ 几种有益于心血管

的膳食模式总结如下ꎮ

３ １　 地中海式饮食

大量报告表明地中海式饮食人群其慢性

疾病患病率相对较低ꎮ 这种饮食的特点是摄

入大量水果、 蔬菜、 谷类、 豆类、 坚果、 种

子、 橄榄油及少量红肉、 奶制品ꎬ 低且适量

的鱼和家禽ꎬ 适量摄入酒ꎮ 临床试验也已经

证实这种饮食方式对心血管起到保护作用ꎬ
可有效降低高危人群中的炎症指标ꎮ 另外摄

入富含多不饱和脂肪的产品、 蔬菜、 水果、
全谷类、 豆类和血糖生成指数较低的淀粉类

食物可预防 ２ 型糖尿病ꎬ 通过降低血清同型

半胱氨酸水平降低高风险人群中冠脉发病

率ꎮ 地中海饮食中ꎬ 橄榄油 (高比例的单不

饱和脂肪酸) 是对高血压发挥保护作用的最

主要成分ꎮ 植物性食物和高抗氧化剂含量的

橄榄油也可有助于血管系统的健康ꎮ 然而ꎬ
在最近的一次调查中显示ꎬ 并不是所有的地

中海饮食成分都具有保护作用ꎮ 因此ꎬ 有必

要针对相同的影响因素在非地中海人群展开

重复试验以确定该结论ꎮ

３ ２　 ＤＡＳＨ 饮食

降低高血压饮食方法 (ＤＡＳＨ) 的试验

报告显示ꎬ 摄入丰富的鱼、 水果、 蔬菜、 全

谷物、 坚果和低脂肪奶制品ꎬ 可显著降低单

纯收缩期高血压患者的收缩压ꎮ 这种饮食模

式限制饱和脂肪、 红肉、 糖果和含糖饮料的

摄入ꎮ 低热量饮食可诱导提高血管舒张介导

的血流量ꎬ 降低空腹血糖水平ꎮ 另外ꎬ 有规

律的体育锻炼ꎬ 减少盐的摄入量ꎬ 适中的酒

精摄入ꎬ 并在膳食中增加钾的摄入ꎬ 可有效

降低血压ꎮ
高血压是诱发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

素ꎬ 一些前瞻性队列研究已经证实饮食模式

与心血管病发病率之间的紧密联系ꎮ 除了对

血压和冠心病发病率的影响ꎬ ＤＡＳＨ 饮食模

式还显示出对总胆固醇、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 (ＬＤＬ－Ｃ)、 炎症和同型半胱氨酸等多种

心血管病危险因素的有利影响ꎮ 到目前为

止ꎬ 有充分的数据说明ꎬ ＤＡＳＨ 饮食模式对

预防心血管疾病发挥保护作用ꎮ

３ ３　 组合饮食

步骤 １ 和步骤 ２ 膳食计划是控制高血脂

的早期膳食策略ꎮ 步骤 １ 指脂肪摄入量要低

于总能量的 ３０％ꎬ 饱和脂肪酸摄入量低于总

能量的 １０％ꎬ 胆固醇摄入量低于 ３００ｍｇ /天ꎮ
如果个人要满足 ＬＤＬ－Ｃ 这个目标ꎬ 就按照步

骤二的指标执行ꎬ 即饱和脂肪酸摄入量低于

总能量的 ７％ꎬ 胆固醇摄入量低于 ２００ｍｇ /天ꎮ
目前更倾向于满足 ＬＤＬ－Ｃ 作为主要的治疗目

标ꎮ 也可以通过提高植物固醇、 纤维、 大豆蛋

白、 杏仁等特殊膳食成分的摄入减低 ＬＤＬ－Ｃꎮ

３ ４　 素食

素食指不吃肉和鱼ꎬ 多吃水果、 蔬菜、
坚果等富含丰富的抗氧化营养素和多酚的食

物ꎬ 从而对机体发挥抗炎作用ꎮ 素食饮食通

常摄入较高浓度的镁、 叶酸、 维生素 Ｃ 和

Ｅ、 铁和植物化学物质ꎬ 但 ｎ－３ 脂肪酸、 维

生素 Ｄ、 钙、 锌和维生素 Ｂ－１２ 摄入较低ꎮ
素食主义者由于其摄入的饱和脂肪、 胆固醇

和热量较低ꎬ 因此普遍可观察到低体重、 低

血压、 低血胆固醇浓度等生理特征ꎮ 据统

计ꎬ 素食者中缺血性心脏病的死亡风险和死

亡率均较低ꎮ

３ ５　 冲绳岛饮食

冲绳岛饮食的特点是摄入较低的脂肪和

高碳水化合物 (主要是从植物来源)ꎮ 这表

明ꎬ 低能量、 高碳水化合物的营养丰富的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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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可能有利于减少包括心血管疾病在内的许

多慢性疾病的风险ꎮ 冲绳岛饮食中ꎬ 植物化

学物质如抗氧化剂的摄入量高并且低血糖负

荷ꎬ 这也可能是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和某些

癌症的原因ꎮ 在饮食营养谱的比较中表明ꎬ
传统的冲绳岛饮食中脂肪的摄入量最低ꎬ 尤

其是饱和脂肪ꎬ 但碳水化合物摄入非常高ꎬ
保持富含抗氧化剂但热量却极低的橙黄色根

类蔬菜的摄入量ꎬ 如红薯和绿叶类蔬菜ꎮ 冲

绳人认为ꎬ 这样的饮食还有助于延缓衰老ꎮ

结　 论

关于膳食与心血管疾病发病率之间的相

关性研究已经有半个世纪了ꎬ 流行病学和慢

性试验证明富含果蔬 、 全谷、 鱼、 低脂乳制

品、 低饱和脂肪和钠的膳食可有效降低 ＣＶＤ
风险ꎮ 其他食物如富含单链不饱和脂肪和多

不饱和脂肪的坚果ꎬ 植物固醇和大豆蛋白质

都被证明对血脂和血压有益ꎮ 将膳食研究应

用于预防心血管疾病的预防具有重要的临床

和实践意义ꎮ 然而ꎬ 营养是个非常复杂的研

究话题ꎬ 目前还不清楚是膳食中的营养素ꎬ
还是营养素与饮食习惯协同发挥心脏保护效

应ꎮ 随着人类对疾病和有助于健康的营养因

子了解的深入ꎬ 为预防和治疗 ＣＶＤ 提供了

新的膳食策略ꎮ 科学实验证明功能食品在调

节机体炎性反应和降低 ＣＶＤ 方面就有广泛

的影响ꎬ 这些效应与药物干预同样重要ꎬ 但

更安全ꎮ 虽然许多功能食品已经发现具有明

显的治疗潜力ꎬ 未来将更倾向于评估不同营

养成分的协同效应及其临床效果的验证ꎮ 许

多功能食品有抗氧化性和抗炎活性ꎬ 其作用

机制需要进一步研究ꎮ 功能食品应该作为较

低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ꎬ 纳入到

健康饮食计划中ꎮ 微量营养素在机体中作用

复杂ꎬ 其作为抗氧化剂在动脉粥样硬化发展

中重要作用可能并不是由于单一的单体作用

的结果ꎮ 因此不推荐食用维生素补充剂ꎬ 鼓

励通过增加富含维生素的果蔬的摄入来提高

维生素摄入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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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血糖负荷膳食对住院病人餐后血糖影响及治疗效果

庄媛媛∗　 于英慧　 朱晓菲　 李　 鹤　 赵　 婷　 宋　 捷　 孟　 琳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营养部ꎬ 辽宁大连 １１６０１１)

　 　 摘　 要　 目的: 探讨等热量而血糖负荷 (Ｇｌｙｃｅｍｉｃ Ｌｏａｄꎬ ＧＬ) 不同的配方膳食对 Ｔ２ＤＭ 患者餐后血糖的

影响ꎬ 并探索其在糖尿病饮食管理中的应用价值ꎮ 方法: 采用随机交叉设计ꎬ ８７ 例初诊 Ｔ２ＤＭ 患者随机分

组ꎬ 先后接受低 ＧＬ 膳食或高 ＧＬ 膳食治疗ꎬ 治疗期 ３ｄꎮ 结果: 低 ＧＬ 膳食和高 ＧＬ 膳食的清晨 ＦＰＧ、 三餐 ２ｈ
后 ＰＰＧ 分别自 (７ ７１±０ ２３) ｍｍｏｌ / Ｌꎬ (９ ７６±０ ３５) ｍｍｏｌ / Ｌꎬ (９ ７９±０ ２７ ) ｍｍｏｌ / Ｌ 和 ( ９ ７１±０ ４０)
ｍｍｏｌ / Ｌ 升至 (７ ９２±０ ２４) ｍｍｏｌ / Ｌꎬ (１０ ６８± ０ ５５) ｍｍｏｌ / Ｌꎬ (１０ ４０± ０ ６０) ｍｍｏｌ / Ｌ 和 (１０ ５９± ０ ６３)
ｍｍｏｌ / Ｌ (ｐ<０ ０５ 或 ｐ<０ ０１)ꎮ 结论: 低 ＧＬ 膳食治疗改善初诊 Ｔ２ＤＭ 患者的 ２ｈＰＧꎮ

关键词　 血糖负荷ꎻ 糖尿病ꎬ ２ 型ꎻ 血糖ꎻ 糖尿病膳食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８１　 　 文献标识码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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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ＵＡＮＧ ｙｕａｎ－ｙｕａｎ　 ＹＵ ｙｉｎｇ－ｈｕｉ　 ＺＨＵ ｘｉａｏｆｅｉ　 ＬＩ ｈｅ
ＺＨＡＯ ｔｉｎｇ　 ＳＯＮＧ ｊｉｅ　 ＭＥＮＧ ｌｉ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ｌｉｎｎｉｃａ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ꎬ Ｆｉｒｓｔ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ꎬ Ｄａｌｉ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Ｄａｌｉａｎ １１６０１１ꎬ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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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ｈ ｎｅｗｌｙ 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 Ｔ２ＤＭ ｐｏｓｔｐｒａｎｄｉａｌ ｂｌｏｏｄ ｇｌｕｃｏｓｅꎬ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ｉｒ ｄｉｅｔ ｉｎ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ｐ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ｒｏｓｓｏｖｅｒ ｄｅｓｉｇｎꎬ ８７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ｎｅｗｌｙ 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２ＤＭ ｒａｎｄｏｍ
ｇｒｏｕｐｉｎｇꎬ ｈａｓ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ｈｉｇｈ ＧＬ ｄｉｅｔｓ ｏｒ ｌｏｗ ＧＬ ｄｉｅｔ ｔｈｅｒａｐｙꎬ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３ ｄａｙ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Ｌｏｗ ＧＬ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ＧＬ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ＦＰＧꎬ ａｎｄ ２ｈ ＰＰＧ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ｓｉｎｃｅ (７ ７１ ± ０ ２３) ｍｍｏｌ / Ｌꎬ (９ ７６ ± ０ ３５) ｍｍｏｌ / Ｌꎬ (９ ７９ ±
０ ２７) ｍｍｏｌ / Ｌ ａｎｄ (９ ７１ ± ０ ４０) ｍｍｏｌ / Ｌ ｒｏｓｅ ｔｏ (７ ９２ ± ０ ２４) ｍｍｏｌ / Ｌꎬ (１０ ６８ ± ０ ５５) ｍｍｏｌ / Ｌꎬ (１０ ４ ±
０ ６０) ｍｍｏｌ / Ｌ ａｎｄ (１０ ５９ ± ０ ６３) ｍｍｏｌ / Ｌ (ｐ<０ ０５ ｏｒ ｐ<０ ０１)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Ｌｏｗ ＧＬ ｄｉｅ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ｍ￣
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ｗｌｙ 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２ＤＭ ２ｈＰ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ｇｌｙｃｅｍｉｃ ｌｏａｄꎻ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ꎬ ｔｙｐｅ ２ꎻ ｂｌｏｏｄ ｇｌｕｃｏｓｅꎻ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ｄｉｅｔ

　 　 医学营养治疗 (ＭＮＴ) 是糖尿病的基础

治疗ꎬ 血糖负荷 (ＧＬ) 是反应膳食对餐后血

糖影响的指标ꎮ 膳食中产能营养素比例、 碳

水化合物类型、 烹调方法等对 ＧＬ 均有不同影

响ꎬ 本研究旨在比较等热能而不同 ＧＬ 膳食对

糖尿病患者空腹和餐后血糖水平的影响ꎮ

∗ 作者简介: 庄媛媛 (１９６６－　 )ꎬ 女ꎬ 辽宁大连ꎬ 主任医师、 教授ꎬ 从事临床营养工作ꎮ 电话: ０４１１－８３６３５９６３ꎬ Ｅ－
ｍａｉｌ: ｚｈｕａｎｇｙｕａｎ２８＠ １６３ 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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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对象和方法

设计: 采用随机交叉设计

１ １　 对象

选择 ２００９－０４ / ２０１０－１０ 在院住院的初诊

Ｔ２ＤＭ 患者 ９１ 例ꎬ 男 ４１ 例ꎬ 女 ４０ 例ꎻ 其中

有 ４ 例中间退出ꎮ 年龄 ５４ ７６ ± １４ ９３ 岁ꎬ
ＢＭＩ ２５ ０５±３ ４５ｋｇ / ｍ２ꎮ 符合ＷＨＯ１９９９ 年糖

尿病诊断标准ꎬ ＦＰＧ≤１０ ０ｍｍｏｌ / Ｌꎻ 自愿参

与本研究且充分知情ꎻ 未使用任何降糖药

物ꎬ 未进行饮食和或运动治疗ꎮ 并排除严重

胃肠道疾病者ꎬ 严重心、 脑血管疾病者ꎬ
肝、 肾功能异常者及有其他影响糖代谢的疾

病患者ꎮ

１ ２　 方法

１ 分组: 采用随机交叉对照设计ꎮ 按

入院先后对纳入研究的患者进行编号ꎬ 随

机分组ꎮ
２ 饮食治疗: 低 ＧＬ 膳食为 ＧＬ < １００ꎬ

高 ＧＬ 膳食为 ＧＬ>２００ꎮ 研究对象先进入临床

观察期ꎬ 为期 ２ｄꎬ 进入试验阶段: Ⅰ组采用

低 ＧＬ 膳食ꎬ Ⅱ组采用高 ＧＬ 膳食ꎬ 时间为

３ｄꎻ 经过 ３ｄ 洗脱期后ꎬ 进入第 ２ 阶段: Ⅰ
组采用高 ＧＬ 膳食ꎬ Ⅱ组采用低 ＧＬ 膳食ꎬ
时间也为 ３ｄꎮ

３ 膳食总热能按患者标准体重由我院营

养医生计算制定ꎮ 总能量 １７９０~１７９９ ｋｃａｌ / ｄꎬ

蛋白质 １５％ ~ １９％ꎬ 脂肪 ２３ ~ ２７％ꎬ 碳水化

合物 ５４％ ~ ６２％ꎮ 根据食品交换份ꎬ 低 ＧＬ
膳食阶段: 选择 ＧＬ<１００ 的膳食谱ꎬ 食物包

括全麦粉、 乳清蛋白粉、 红小豆、 绿豆、 海

裙菜、 牛蒡等ꎻ 高 ＧＬ 膳食阶段: 选择 ＧＬ>
２００ 的膳食ꎬ 食物包括泰国香米、 精白馒头、
奶黄面包、 炖南瓜、 肉丸汤、 大米粥等ꎮ 食

物的血糖指数选择根据 ２００２ 版中国食物成

分表ꎮ 食品每交换份能量 ３７６ＫＪꎮ
４ 主要观察指标: 于入组时、 每个治疗

阶段第 ３ 日ꎬ 于晨起清晨、 早、 午、 晚三餐

后 ２ｈ 采血测 ＰＧꎮ 并测量体重ꎮ

１ ３　 统计学处理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１ ５ 软件完成统计分析ꎮ 结

果以 ｘ±ｓ 表示ꎻ 计量资料差异性比较采用 ｔ
检验ꎮ

２　 结　 果

２ １　 一般资料分析　 试验期间ꎬ 共纳入

初诊 Ｔ２ＤＭ 患者 ９１ 例ꎬ ８７ 例进入结果分析ꎬ
４ 例因不能耐受严格的膳食而中间退出ꎮ ＢＷ、
ＢＭＩ 组间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ꎬ 见表 １ꎮ

２ ２　 经低 ＧＬ 及高 ＧＬ 膳食治疗前后及

治疗后组间比较ꎬ 空腹及三餐后血糖值降

低ꎬ 有显著性差异 ( ｐ< ０ ０５ 或 ｐ< ０ ０１)ꎬ
结果见表 ２ꎮ

表 １　 住院 Ｔ２ＤＭ病人一般资料 (ｎ＝７５ꎬ 男 ４３ 人ꎬ 女 ３２ 人)
Ｔａｂｌｅ １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ｅｄ Ｔ２ＤＭ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ｘ±ｓꎬ ｎ ＝ ８７)

Ａｇｅ ｂｍｉ ｔｃ Ｔｇ Ｈｂａ１ｃ

５４ ７６±１４ ９３ ２５ ０５±３ ４５ ５ ５６±０ ９０ ２ １４±１ １０ ５ ７４±１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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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两种治疗前后血糖比较 (ｘ±ｓꎬ ｎ＝８７)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ｌｏｏｄ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ｘ±ｓꎬ ｎ＝８７)

指标
低 ＧＬ 膳食 高 ＧＬ 膳食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ＦＰＧ ７ ６４±０ ２７ ７ ７１±０ ２４ ７ ６４±０ ２７ ７ ９２±０ ２３

早餐 ＰＧ１２０ ９ ８９±０ ５９ ９ ７６±０ ３５ ９ ８９±０ ５９ １０ ６８±０ ３５∗

午餐 ＰＧ１２０ １０ ３７±０ ７１ ９ ７９±０ ２７ １０ ３７±０ ７１ １０ ４０±０ ６０＃

晚餐 ＰＧ１２０ ９ ９１±０ ６８ ９ ７１±０ ４０ ９ ９１±０ ６８ １０ ５９±０ ６３＃

两种治疗后比较ꎬ∗ ｐ<０ ０５ꎬ＃ ｐ<０ ０１

３　 讨　 论

不同类型碳水化合物的餐后血糖反应不

同ꎬ 因而存在膳食 ＧＬ 差异[１]ꎮ 本研究中ꎬ
低 ＧＬ 膳食中食物碳水化合物除来源大米外ꎬ
还有全麦粉、 乳清蛋白粉、 红小豆、 绿豆ꎬ
配以海裙菜、 牛蒡等富含膳食纤维的摄入ꎬ
与食用高 ＧＬ 膳食比较ꎬ 能显著降低三餐后

餐后血糖水平ꎮ 本文结果表明ꎬ ３ 天的低血

糖负荷与高血糖负荷饮食比较ꎬ 三餐后血糖

水平明显改善ꎮ 低 ＧＬ 饮食后ꎬ 食物消化慢、
吸收慢ꎬ 因此餐后血糖不高且较平稳[２]ꎮ 一

般来说精制的淀粉食品血糖指数较高ꎬ 如高

ＧＬ 膳食组成中的泰国香米、 精白馒头、 奶

黄面包、 南瓜、 大米粥等ꎬ 由于其 ＧＩ 较高ꎬ
构成膳食 ＧＬ 就高ꎬ 食物消化吸收快ꎬ 餐后

血糖明显升高ꎬ 这在糖尿病患者尤为明

显[３]ꎮ
本文结果提示对于糖尿病患者ꎬ 其膳食

配方应兼顾食物 ＧＩ 和膳食 ＧＬꎮ 由于淀粉类

食物 ＧＩ 是膳食 ＧＬ 的主要因素ꎬ 故对糖尿病

患者在选择淀粉类食物时ꎬ 应着重于那些未

精制的粗粮ꎬ 如: 燕麦、 荞麦和各种豆饭

等ꎮ 低血糖负荷饮食可能通过改善患者的餐

后血糖水平ꎬ 对防治糖尿病并发症起一定的

作用[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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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８　　

乳清蛋白预进餐对 ２ 型糖尿病患者
餐后血糖的影响研究∗

冯筱青１ 　 黄　 陈１ 　 邹　 洁１ 　 李　 利１ 　 王　 建１ 　 徐　 静２

(１ 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营养科ꎬ 重庆 ４０００３７ꎻ ２ 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内分泌科ꎬ 重庆 ４０００３７)

　 　 摘　 要　 目的: 观察分析乳清蛋白预进餐对 ２ 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效果的影响ꎮ 方法: 选取 １００ 例 ２
型糖尿病患者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ꎬ 其中干预组 ５０ 例给予乳清蛋白预进餐及饮食控制指导ꎬ 对照组仅

给予饮食控制指导ꎬ 观察比较两组 ２ 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效果ꎮ 结果: 两组患者饮食控制后空腹血糖

(ＦＢＧ) 和餐后 ２ 小时血糖 (２ｈＰＧ) 水平有明显下降 (Ｐ<０ ０１)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给予乳清蛋白预进餐

的干预组餐后血糖控制优于仅给予饮食控制指的对照组 (Ｐ<０ ０５)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结论: ２ 型糖尿病

患者饮食控制能够有效的控制患者血糖ꎬ 乳清蛋白预进餐可辅助控制糖尿病患者餐后血糖ꎮ
关键词　 乳清蛋白ꎻ 糖尿病ꎻ 血糖ꎻ 预进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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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９　　

糖尿病预进餐专用营养粉对妊娠糖尿病
患者血糖的影响研究

李　 利１ 　 朱文艺１ 　 李　 真２ 　 李明秀１ 　 刘　 萍２ 　 刘　 俊１ 　 王　 建∗
 

(１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营养科ꎬ 重庆 ４０００３７ꎻ ２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妇产科ꎬ
重庆 ４０００３７)

　 　 摘　 要　 目的: 探讨糖尿病专用营养粉对妊娠糖尿病患者血糖及妊娠结局的影响ꎮ 方法: 收集重庆市新

桥医院妇产科门诊确诊为妊娠糖尿病患者 ６６ 例ꎬ 按照不同营养干预方式分为病例组和对照组ꎬ 每组 ３３ 例ꎬ
然后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前及分娩前空腹血糖、 餐后 ２ 小时血糖水平以及患者分娩方式、 新生儿出生体重等之

间的差异ꎮ 结果: 营养干预前空腹血糖、 餐后血糖无差异 (Ｐ>０ ０５)ꎻ 分娩前空腹血糖、 餐后血糖均有显著

差异 (Ｐ<０ ０１)ꎻ 干预前和分娩前空腹血糖变化幅度以及餐后血糖变化幅度均有显著差异 (分别为 Ｐ<０ ０５
和 Ｐ<０ ０１)ꎻ 新生儿体重和孕妇分娩方式等均无明显差异 (Ｐ>０ ０５)ꎮ 结论: 糖尿病预进餐专用营养粉能够

辅助控制妊娠糖尿病患者空腹血糖水平及餐后血糖水平ꎬ 尤其是餐后血糖ꎮ
关键词　 妊娠糖尿病ꎻ 餐后血糖ꎻ 营养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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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ｉｒｔｈ ｗｅｉｇｈｔ ｈａｖｅ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０ 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ｚｏｎｅ ｖｉｔａｌｉｔｙ ｈａｓ ａ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ＦＢＧ
ａｎｄ ＰＢＧ ｏｆ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ꎬ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ＰＢＧ ｌｅｖｅｌ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ｂｉｒｔｈ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ｒ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ａｒ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ｚｏｎｅ ｖｉｔａｌｉｔｙ ｃａｎ ｂｅ ｕｓｅｄ ａｓ ａ ｒｏｕｔｉｎｅ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ꎻ ｂｌｏｏｄ ｇｌｕｃｏｓｅꎻ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

∗  通信作者: 王建ꎬ Ｅ－ｍａｉｌ: ｗａｎｇｊｉａｎ＿ １９９６＠ ａｌｉｙｕｎ 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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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外培养的人内脏脂肪组织中抵抗素诱导
脂肪分解并抑制脂联素分泌

陈　 能１ 　 谭　 欣１ 　 张子详２ 　 徐加英３ 　 秦立强１ 　 万忠晓１∗

(１ 苏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ꎻ ２ 苏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普通外科ꎻ ３ 苏州大学放射医学与防护学院)

　 　 摘　 要　 背景: 抵抗素是由脂肪组织分泌的脂肪细胞因子之一ꎮ 它可能通过与其他器官的交互作用或者

影响脂肪组织本身的功能而在肥胖和胰岛素抵抗方面发挥作用ꎮ 但是目前就脂联素是否可以影响脂肪组织分

解和脂联素分泌尚未阐明ꎮ 方法: 我们从肠外科手术患者中选取 １４ 例成年男性分离获得其肠系膜脂肪组织ꎮ
将肠系膜脂肪组织进行培养并给与不同的干预: 即抵抗素 (１００ｎｇ / ｍｌ)、 抵抗素＋ Ｈ８９ (１μＭ)、 抵抗素＋ Ｐ
培养基 Ｄ９８０５９ (２５μＭ)、 抵抗素＋ ＳＢ２０１２９０ (２０μＭ)ꎬ 并收集干预后 １２、 ２４ｈｒ 培养基ꎮ 用 ＥＬＡＳＡ 法测定脂

联素水平ꎬ 用蛋白印迹方法测定干预处理的蛋白表达ꎮ 结果: 抵抗素诱导甘油 (３ ６２ ± ０ ５７ ｖｓ ５ ３０ ±
１ １１ｍｍｏｌ / ｍｌ / ｇ ｔｉｓｓｕｅꎬ ｐ<０ ０５) 和脂肪酸 (５ ９９± １ ０６ ｖｓ ８ ４８± １ ５７ ｍｍｏｌ / ｍｌ / ｇ ｔｉｓｓｕｅꎬ ｐ< ０ ０５) 分泌ꎮ
ＰＫＡ 和 ＰＤ９８０５９ 部分抑制由抵抗素诱导的甘油和脂肪酸的释放ꎮ 蛋白印迹数据证实ꎬ 抵抗素可以诱导 ＨＳＬ
在 ｓｅｒｉｎｅ５６３ 位点、 ＰＫＡ 在 ６２ｋＤａ 及 ＥＲＫ１ / ２ 的磷酸化ꎮ 抵抗素能够降低脂联素 (３８ １６±１０ ４３ ｖｓ ２１ ８１±
４ ２１ｎｇ / ｍｌ / ｇ ｔｉｓｓｕｅꎬ ｐ<０ ０５) 分泌ꎮ 结论: 此次研究结果提示ꎬ 抵抗素可能通过影响脂肪组织功能而在各种

肥胖相关综合症中发挥重要作用ꎮ
关键词　 脂肪分解ꎻ 脂联素ꎻ 脂肪组织ꎻ ＰＫＡꎻ ＥＲＫ１ / ２

１　 引　 言

脂肪组织是重要的内分泌器官[１ꎬ２]ꎮ 抵

抗素是脂肪组织分泌的脂肪因子之一ꎬ 它在

肥胖和胰岛素抵抗方面发挥重要作用[３]ꎮ 在

肥胖和胰岛素抵抗的动物模型中循环的抵抗

素水平会上升[４ꎬ５]ꎬ 在体重减轻的时候则明

显下降[６]ꎮ 脂联素还可能是导致系统炎症反

应的主要原因之一[７ꎬ８]ꎮ 抵抗素能够抑制肝

脏、 骨骼肌中 ＡＭＰＫ 的磷酸化水平[９－１１]ꎮ 而

ＡＭＰＫ 是公认的在能量代谢和平衡中发挥重

要作用的丝氨酸苏氨酸激酶[１２]ꎮ
抵抗素也积极参与并影响脂肪组织本身

的生理机能ꎮ 脂肪细胞分化时抵抗素表达上

调ꎬ 噻唑烷二酮类分子则降低抵抗素表

达[１３ꎬ１４]ꎮ 在 ３Ｔ３－Ｌ１ 脂肪细胞中ꎬ 抵抗素上

调 ＴＮＦ －α[１５]、 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 － １
(ＰＡＩ－ １) [１６] 的表达ꎮ 在 ３Ｔ３ －Ｌ１ 脂肪细胞

中ꎬ 通过 ｓｉＲＮＡ 抑制抵抗素将导致脂质生成

被抑制ꎬ 而脂肪酸 β 氧化被激活ꎮ 这表明ꎬ
在脂肪细胞成熟过程中ꎬ 抵抗素可能会影响

到脂质的新陈代谢[１７]ꎮ
在供能不足的条件下ꎬ 甘油三酯 (ＴＧ)

分解供能是脂肪组织的主要功能之一[１８ꎬ１９]ꎮ
在这种条件下ꎬ 儿茶酚胺结合到 β 肾上腺素

受体上ꎬ 从而使腺苷酸环化酶活化ꎬ 导致细

胞内的 ｃＡＭＰ 水平上升及 ＰＫＡ 活化ꎮ 活化的

ＰＫＡ 磷酸化脂滴蛋白和 ＨＳＬꎬ 从而促进 ＴＧ
的水解[２０ꎬ２１]ꎮ ＥＲＫ１ / ２ (胞外调节蛋白激酶

１ / ２) 是与脂类代谢有关的另一个重要的信

∗ 通讯作者: ｚｈｘｗａｎ＠ ｓｕｄａ ｅｄｕ ｃｎꎬ 江苏省苏州市仁爱路 １９９ 号ꎻ 联系电话: １８３６２５９２７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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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分子[２２]ꎮ 脂肪细胞中的脂类分解也可以

被自分泌、 旁分泌因子局部调节[２３ꎬ２４]ꎮ 但是

目前并没有抵抗素影响脂肪组织甘油三酯分

解的报道ꎮ 因此此项研究的第一个目的是探

讨抵抗素怎样影响脂肪组织甘油三酯分解ꎮ
脂联素是由脂肪组织分泌的最重要的脂

肪因子之一[２５]ꎬ 它具有提高胰岛素敏感

性[２６]、 抗炎[２７]、 保护心肌[２７] 等作用ꎮ 脂联

素在脂肪细胞新陈代谢的调节中也发挥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２８]ꎮ ＴＮＦ － α[２９]、 内质网应

激[３０]能够抑制脂联素的表达及其分泌ꎮ 因

此ꎬ 此项研究的第二个目的是探讨抵抗素是

否能够影响脂肪组织脂联素的分泌ꎮ

２　 实验材料和方法

２ １　 实验材料

重组人抵抗素购自 ＰｅｐｒｏＴｅｃｈ Ｃｈｉｎａꎮ 人

脂联素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ＥＬＩＳＡ) 试剂盒

购自 Ｒ＆Ｄ ｓｙｓｔｅｍꎮ 细胞内信号分子的特异性

抑制 剂: ＳＢ２０２１９０、 ＰＤ９８０５９、 Ｈ８９ 购 自

Ｃａｙｍａ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ꎮ Ｍｅｄｉｕｍ １９９ 购 自 Ｌｉｆ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ꎮ 甘油测定试剂盒购自北京普利

莱基因技术有限公司ꎮ 脂肪酸测定试剂盒购

自 Ｗａｋｏꎮ ＳＤＳ －ＰＡＧＥ 试剂盒购自碧云天ꎮ
Ｉｍｍｏｂｉｌｏ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化学发光 ＨＲＰ 底物购自

Ｍｉｌｌｉｐｏｒｅꎮ 抗 ｐ－ＨＳＬｓｅｒ５６３、 ＨＳＬ、 ｐ－ＥＲＫ１ /
２、 ＥＲＫ１ / ２、 ｐ－ｐ３８、 ｐ３８ꎬ ｐ－ＰＫＡ、 ｔｕｂｕｌｉｎ
、 ｂｅｔａ－Ａｃｔｉｎ 抗体购自 Ｃｅｌｌ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ꎮ

２ ２　 脂肪组织培养

由 １４ 个进行外科手术的成年男性 (５４±
６ ｙｒꎬ ＢＭＩ ２３ ５９ ± ０ ４４ ｋｇ / ｍ２) 获得肠系膜

脂肪组织ꎮ 受试者被告知并同意后ꎬ 我们才

可获得实验样品ꎮ 此项研究已经过苏州大学

人类研究伦理委员会的批准ꎮ
对于甘油三酯分解实验ꎬ 脂肪组织被切

碎成每片 ５~１０ｍｇꎬ 并于培养箱中培养过夜ꎮ
第二天早上ꎬ 更换新鲜的 Ｍ１９９ꎬ 并分别给

予以下处理: 抵抗素 (１００ｎｇ / ｍｌ)、 抵抗素＋
Ｈ８９ ( １μＭꎬ ＰＫＡ 的 抑 制 剂 )、 抵 抗 素 ＋
ＰＤ９８０５９ (２５μＭꎬ ＥＲＫ１ / ２ 的抑制剂)、 抵抗

素＋ＳＢ２０１２９０ (２０μＭꎬ ｐ３８ 的抵抗剂)ꎮ 在

１２ｈｒꎬ ２４ｈｒ 时分别取样ꎬ 分析培养液中甘油

和脂肪酸的含量ꎮ 并用 ＥＬＩＳＡ 检测培养液中

脂联素水平ꎮ
对于研究信号分子的实验ꎬ 脂肪组织被

切割成碎块培养过夜ꎮ 第二天ꎬ 更换新鲜的

培养基ꎬ 然后用抵抗素 (１００ｎｇ / ｍｌ) 处理ꎬ
并收集脂肪组织碎块用于蛋白印迹分析ꎮ

２ ３　 脂肪分解的测定

用试剂盒采用比色法测定培养基中脂肪

酸和甘油的分泌水平ꎮ

２ ４　 蛋白印迹分析

将收集到好的脂肪组织进行裂解提取蛋

白、 定量并进行蛋白电泳ꎬ 转膜、 封闭、 二

抗孵育ꎬ 最后加入化学发光 ＨＲＰ 底物ꎬ 于

化学发光成像仪进行分析ꎮ

２ ５　 统计分析

所有结果以平均值±标准差表示ꎮ 运用 ｔ
检验法分析比较抵抗素对甘油、 脂肪酸及脂

联素分泌的影响ꎻ 运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

抑制剂对抵抗素诱导的甘油和脂肪酸分泌的

影响ꎮ ｐ<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３　 实验结果

３ １　 抵抗素诱导体外培养的人内脏脂肪

组织细胞的脂肪分解

　 　 抵抗素显著诱导甘油分泌 (３ ６２±０ ５７
ｖｓ ５ ３０ ± １ １１ ｍｍｏｌ / Ｌ / ｇ 组织ꎬ ２４ｈｒ)ꎮ 同

时ꎬ 抵抗素能够显著诱导脂肪酸在 １２ｈｒ 和

２４ｈｒ 释放 (５ １１±０ ５６ ｖｓ ６ ３２±０ ９１ ｍｍｏｌ /
Ｌ / ｇ ｔｉｓｓｕｅꎬ １２ｈｒꎻ ５ ９９±１ ０６ ｖｓ ８ ４８±１ ５７
ｍｍｏｌ / Ｌ / ｇ ｔｉｓｓｕｅ ꎬ ２４ｈｒ)ꎮ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ｔｉｎｇ 结

果进一步表明抵抗素能够诱导脂肪组织 ＨＳＬ
在丝氨酸 ５６３ 位点的磷酸化ꎮ

３ ２　 抵抗素通过 ＰＫＡ 和 ＥＲＫ１ / ２ 信号通

路诱导诱导脂肪分解

　 　 Ｈ８９ 和 ＰＤ９８０５９ 能够抑制抵抗素诱导的

甘油和脂肪酸释放ꎬ 然而 ＳＢ２０２１９０ 则无此

作用ꎮ 抵抗素诱导 ＰＫＡ 和 ＥＲＫ１ / ２ 的磷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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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ꎬ 而对 ｐ３８ＭＡＰＫ 的磷酸化无影响ꎮ 我们

对 ｐ－ＰＫＡ 在~６２ｋＤａ 进行定量ꎬ 这个分子重

量与脂滴蛋白非常相近ꎮ

３ ３　 在体外培养的人内脏脂肪组织中抵

抗素抑制脂联素的分泌

　 　 通过 ＥＬＩＳＡ 检测ꎬ 在人内脏脂肪组织

中ꎬ 抵 抗 素 显 著 抑 制 了 脂 联 素 的 分 泌

(３８ １６± １０ ４３ ｖｓ ２１ ８１±４ ２１ ｎｇ / ｍＬ / ｇ ｔｉｓ￣
ｓｕｅ)ꎮ

４　 讨　 论

人抵抗素主要由单核细胞释放[２５]ꎮ 在

肥胖和胰岛素抵抗的动物模型中脂联素水平

会上升[２８ꎬ３３]ꎬ 在体重减轻的时候则明显下

降[３２]ꎮ 甘油三酯分解供能是脂肪组织的主

要功能之一[１]ꎬ 但是长期慢性脂肪酸的上升

将会导致胰岛素抵抗及其他代谢紊乱[１８]ꎮ
我们目前的研究结果提示肥胖状况下升高的

抵抗素分泌可能通过影响脂肪组织脂解途径

而导致循环系统脂肪酸水平上升ꎮ
在儿茶酚胺类刺激的脂肪分解过程中ꎬ

ＰＫＡ 是一个关键的分子信号ꎮ 我们现阶段的

研究发现ꎬ 抵抗素可显著诱导 ＨＳＬ 在丝氨酸

５６３ 的磷酸化和 ＰＫＡ 在 ~ ６２ｋＤａ (即与脂滴

包被蛋白的分子量相近) 的磷酸化ꎮ 同时ꎬ
Ｈ８９ꎬ 大家熟知的 ＰＫＡ 抑制剂[１０]ꎬ 可部分

抑制抵抗素诱导的甘油和 ＮＥＦＡ 的释放ꎮ 因

此ꎬ 在培养的人内脏脂肪组织中的ꎬ 抵抗素

通过影响 ＰＫＡ－ＨＳＬ 活化信号通路来诱导脂

肪分解ꎮ
ＥＲＫ１ / ２ 也参与了由 ＴＮＦ－α 或脂多糖刺

激的脂肪分解ꎮ 在人的冠状动脉内皮细

胞[２３]和大脑[１９] 中ꎬ 抵抗素能够活化 ＥＲＫ１ /
２ꎮ 我们现阶段的研究提示抵抗素也能够诱

导培养的人脂肪组织 ＥＲＫ１ / ２ 的磷酸化ꎬ 而

且 ＥＲＫ１ / ２ 信号通路也参与了抵抗素诱导的

脂肪分解ꎮ
我们现阶段的研究表明ꎬ 抵抗素抑制脂

肪组织脂联素的分泌ꎮ 这进一步提示抵抗素

可能通过影响脂联素的分泌而在肥胖及其相

关综合症中发挥作用ꎮ 然而ꎬ 这些假设需要

利用抵抗素基因敲除小鼠或将抵抗素注入活

体后ꎬ 来做进一步的阐述ꎮ 我们的研究进一

步证实脂肪因子间可以相互影响来改善脂肪

组织功能ꎮ
总之ꎬ 我们发现ꎬ 在培养的人内脏脂肪

组织中抵抗素通过刺激 ＰＫＡ 和 ＥＲＫ１ / ２ 通路

而抑制脂联素的分泌ꎮ 抵抗素在脂肪分解应

答时ꎬ 会加剧脂肪酸和甘油从脂肪细胞流向

血浆ꎬ 这会导致脂毒性、 血脂异常等ꎻ 同时

抵抗素能够抑制脂联素分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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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草纤素对营养性肥胖大鼠减肥功能的研究

许秀举　 李美仙　 刘金勇　 李　 颖
(包头医学院营养食品研究所ꎬ 包头 ０１４０６０)

　 　 摘　 要　 目的: 为进一步开发利用甘草纤素提供依据ꎬ 我们研究了甘草纤素对营养性肥胖大鼠模型的减

肥效果ꎮ 方法: 肥胖大鼠模型的制备和动物分组 按≤保健食品功能学评价程序和检验方法≥进行ꎮ 甘草纤

素由当地某生物高科有限公司提供ꎬ 成人口服剂量为每日 １２ｇꎮ 我们用高脂肪高营养的饲料喂养断乳大鼠ꎬ
喂养 ４５ 天后造成营养性肥胖大鼠模型ꎮ 然后ꎬ 按随机分组的原则将大鼠分为四组ꎬ 每组 １０ 只ꎬ 每日灌胃甘

草纤素ꎬ 分为三个剂量组ꎬ 即低剂量组 (１ｇ / ｋｇ) ꎻ 中剂量组 (２ｇ / ｋｇ) ꎻ 高剂量组 (４ｇ / ｋｇ)ꎮ 另设一个蒸馏

水对照组ꎮ 各组动物均采用灌胃法连续灌胃 ３０ 天ꎮ 结果: (１) 在实验期内ꎬ 动物的一般状况良好ꎬ 在食欲、
进食量和精神行为及活动方面未见异常变化ꎮ ３０ 天喂养试验表明ꎬ 一般观察指标无异常表现ꎮ 实验动物生长

良好ꎮ 各剂量组动物肝、 肾、 脾重量与体重之比与对照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ꎮ (Ｐ>０ ０５)ꎮ (２) 动物减肥结

果: 制造动物肥胖模型后各组动物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体重增加ꎬ 在进食甘草纤素后ꎬ 高剂量组增重明显减

少ꎮ 结论: 实验结果表明ꎬ 高剂量组的甘草纤素对动物体重增长有明显减缓作用ꎮ
关键词　 甘草纤素ꎻ 减肥作用

浒苔多糖盐饮料的研制

张根生　 岳晓霞　 侯　 静　 胡佳欢
(哈尔滨商业大学食品工程学院ꎬ 黑龙江哈尔滨 １５００７６)

　 　 摘　 要　 以浒苔为原料ꎬ 采用超声波辅助水提法ꎬ 得到浒苔多糖为主要成分的浒苔多糖提取液ꎮ 将浒苔

多糖提取液、 白砂糖、 食盐、 甜蜜素、 柠檬酸按照一定比例混合ꎬ 研制浒苔多糖盐饮料ꎮ 通过感官评分确定

了浒苔多糖盐饮料的最佳配方: 浒苔多糖提取液添加量 ５％、 白砂糖添加量 １ ６％、 食盐添加量 ０ ４％、 柠檬

酸添加量 ０ ２４％、 甜蜜素添加量 ０ ０６％ꎮ 制作出来的浒苔多糖饮料呈淡淡的黄绿色ꎬ 质地均匀ꎬ 有浒苔的自

然香气ꎬ 口感清凉ꎮ
关键词　 盐饮料ꎻ 浒苔多糖ꎻ 感官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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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浒苔是一种大型绿藻ꎬ 俗称苔条、 青海

苔等ꎬ 为绿藻门石莼目石莼科浒苔属的藻类

植物[１]ꎬ 主要遍及在东部沿海一带[２]ꎬ 仅在

福建每年产量能达到 １０ 万吨ꎬ 资源十分丰

富ꎮ 浒苔富含糖类、 蛋白质、 粗纤维及矿物

质ꎬ 同时还含有脂肪和维生素ꎬ 浒苔中铁的

含量在食物营养成分表中居所有食物之

首[４]ꎮ 其主要成分浒苔水溶性多糖是药理活

性很强的成分ꎬ 具有的抗氧化[５]、 降血

脂[６－７]、 抗菌、 抗病毒[８] 及增强免疫力[９－１０]

等多种生物学活性ꎬ 有广阔的开发价值和应

用空间ꎮ
本文以浒苔为原料ꎬ 采用超声波辅助溶

剂提 取 法ꎬ 加 水 浸 提 浒 苔 中 的 有 效 成

分[１１－１２]ꎬ 得到以多糖为主要成分的浒苔多糖

提取液ꎮ 通过向其添加一定量的白砂糖、 食

盐、 甜蜜素、 柠檬酸ꎬ 研制浒苔多糖盐饮

料ꎮ 研制出的盐饮料ꎬ 具有制作工艺简单、
生产成本低、 加工时间短的制备技术和营养

丰富、 饮用方便等优点ꎬ 为浒苔的深度开发

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材料与仪器

浒苔: 市售ꎻ 白砂糖: 市售ꎻ 柠檬酸:
宜兴市通达化学有限公司ꎻ 甜蜜素: 山东阜

丰发酵有限公司ꎻ 食盐: 市售ꎮ
电热恒温干燥箱 ２０２ 型ꎻ 循环水式多用

真空泵 ＳＨＢ－ＩＩＩ 型ꎻ 旋转蒸发器 Ｒ－２０５ 型ꎻ
可见分光光度计 ７２１Ｅ 型ꎻ 中草药粉碎机

ＦＷ１７７ 型ꎻ 数控超声波清洗器 ＫＱ － ５００ＤＥ
型ꎻ 电热恒温水浴锅 ＨＨＳ－１２ 型ꎮ

１ ２　 实验方法

１ ２ １ 浒苔多糖盐饮料工艺流程

浒苔→筛选→清洗→烘干→粉碎→超声

波辅助浸提→水浴浸提→过滤→收集清液→
调配→灌装→杀菌→冷却→成品

１ ２ ２ 操作要点

超声波辅助浸提: 将浒苔根据一定的料

液比加入水ꎬ 搅拌ꎬ 置于超声波清洗器中超

声提取ꎬ 按要求设置一定的温度、 功率、 提

取时间ꎮ
灌装: 将调配好的浒苔多糖饮料装入已

灭菌的玻璃罐中ꎮ 灌装时要求温度高于 ６０℃
热灌装ꎬ 少留顶隙迅速封好盖ꎬ 严防浒苔多

糖饮料沾在罐口及罐外壁ꎮ
杀菌: 浒苔多糖饮料装罐密封后采用

８０℃水浴杀菌ꎮ 首先ꎬ 将瓶盖留有一定的缝

隙进行杀菌 ５ｍｉｎꎬ 此步骤是为了排除瓶内的

冷空气ꎮ 然后ꎬ 将瓶盖封严进行水浴杀菌时

间达 ２０ｍｉｎꎮ 冷却至室温即得到成品ꎮ
１ ２ ３ 浒苔多糖提取工艺

将干燥粉碎后的浒苔粉末与水以料液比

１ ∶ ５０ 混合ꎬ 超声波辅助提取 ２０ｍｉｎꎬ 超声

功率 ３５０Ｗꎬ 然后置于水浴锅中ꎬ 提取时间

９０ｍｉｎꎬ 提取温度 ９０℃ꎬ 提取结束后抽滤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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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滤液ꎬ 即得到以多糖主要成分的浒苔多

糖提取液[１３]ꎮ
１ ２ ４ 浒苔多糖盐饮料基本配方的确定

将上述方法得到的浒苔多糖提取液与白

砂糖、 食盐、 甜蜜素、 柠檬酸按一定比例混

合ꎬ 以水补充至 １００％ꎬ 通过感官评价实验ꎬ
得到浒苔多糖盐饮料的最佳配方ꎮ

１ ２ ４ １ 浒苔多糖提取液添加量的确定

浒苔多糖提取液添加量分别为 ３％、
４％、 ５％、 ６％、 ７％ꎬ 食盐添加量 ０ ３％ꎬ 白

砂糖添加量 １ ８％ꎬ 柠檬酸添加量 ０ ２４％ꎬ
甜蜜素添加量 ０ ０４％ꎬ 确定浒苔多糖提取液

最适添加量ꎮ
１ ２ ４ ２ 白砂糖添加量的确定

白砂糖添加量分别为 １ ４％、 １ ６％、
１ ８％、 ２ ０％、 ２ ２％ꎬ 浒苔多糖提取液添加

量 ５％ꎬ 食盐添加量 ０ ３％ꎬ 柠檬酸添加量

０ ２４％ꎬ 甜蜜素添加量 ０ ０４％ꎬ 确定白砂糖

最适添加量ꎮ
１ ２ ４ ３ 食盐添加量的确定

食盐 添 加 量 分 别 为 ０ １％、 ０ ２％、
０ ３％、 ０ ４％、 ０ ５％ꎬ 浒苔多糖提取液添

加量 ５％ꎬ 白砂糖添加量 １ ８％ꎬ 柠檬酸添加

量 ０ ２４％ꎬ 甜蜜素添加量 ０ ０４％ꎬ 确定食盐

最适添加量ꎮ
１ ２ ４ ４ 柠檬酸添加量的确定

柠檬酸添加量分别为 ０ ２０％、 ０ ２２％、
０ ２４％、 ０ ２６％、 ０ ２８％ꎮ 浒苔多糖提取液

添加量 ５％ꎬ 食盐添加量 ０ ３％ꎬ 白砂糖添加

量 １ ８％ꎬ 甜蜜素添加量 ０ ０４％ꎬ 确定白砂

糖最适添加量ꎮ
１ ２ ４ ５ 甜蜜素添加量的确定

甜蜜素添加量分别为 ０ ０２％、 ０ ０３％、
０ ０４％、 ０ ０５％、 ０ ０６％ꎮ 浒苔多糖提取液

添加量 ５％ꎬ 食盐添加量 ０ ３％ꎬ 白砂糖添加

量 １ ８％ꎬ 柠檬酸添加量 ０ ２４％ꎬ 确定甜蜜

素最适添加量ꎮ
１ ２ ４ ６ 正交试验

依据单因素试验结果ꎬ 选取合适的因素

水平ꎬ 以感官评分为评价指标ꎬ 采用 Ｌ１６

(４) ５表正交试验方案ꎬ 确定浒苔多糖盐饮料

的最佳工艺配方ꎮ
１ ２ ４ ７ 产品的感官评价指标

对浒苔多糖盐饮料的综合品质进行感官

品质鉴定ꎬ 选出 １０ 人组成评委ꎬ 分别对产

品的色泽、 香气、 口感和组织 ４ 个方面进行

评定ꎬ 经统计后取平均分ꎮ 感官评分标准见

表 １ꎮ

表 １　 饮料感官质量评定标准

色泽(满分 ２５ 分) 香气(满分 ２５ 分) 口感(满分 ４０ 分) 组织(满分 １０ 分)

(１５－２５ 分)浅黄绿色ꎬ透明度
较好ꎬ色泽均匀

(１５－２５ 分)淡淡的浒苔
清香

(３０－４０ 分)良好的口感ꎬ酸甜
咸适口

(８－１０ 分)分布均匀ꎬ无
杂质

(１０－１５ 分)黄绿色ꎬ透明度好ꎬ
色泽均匀

(１０－ １５ 分) 浒苔香气
味浓　

(２０－３０ 分)口感一般ꎬ酸甜不
适口ꎬ咸味重

(５－８ 分)有少量悬浮颗
粒ꎬ但不明显

(０－１０ 分)黄绿色ꎬ透明度差ꎬ
色泽不好

(０－１０)浒苔香气过重
　

(０－２０ 分)口感较差ꎬ无特别
味道

(０－５ 分)分布不均匀ꎬ
有明显杂志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浒苔多糖盐饮料单因素实验结果

２ １ １ 浒苔多糖提取液添加量的确定

将感官评价所得的数据取其平均值得到

的测定结果如下:

　 　 由图 １ 可知ꎬ 随着浒苔多糖提取液添加

量的增加感官评分先上升后降低ꎮ 浒苔多糖

提取液添加量在 ５％时感官评价得分最高ꎻ 当

浒苔多糖提取液添加量超过 ５％时ꎬ 感官评价

得分明显下降ꎬ 原因可能是由于提取液添加

量过高ꎬ 浒苔味重从而影响产品的质量ꎮ 因

此ꎬ 浒苔多糖提取液最适添加量为 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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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浒苔多糖饮料实验影响单因素分析

２ １ ２ 白砂糖添加量的确定

将感官评价所得的数据取其平均值得到

的测定结果如下:

图 ２　 白砂糖用量的影响

由图 ２ 可知ꎬ 随着白砂糖添加量增加ꎬ
感官评分先上升后下降ꎮ 当白砂糖的添加量

达到 １ ８％时ꎬ 感官评分最高ꎻ 白砂糖的添

加量超过 １ ８％时ꎬ 感官评分又开始下降ꎬ
原因可能是由于白砂糖的添加量过高ꎬ 导致

饮料甜味过重从而影响饮料的口感ꎮ 从实际

效果来看ꎬ 白砂糖的最适添加量为 １ ８％ꎮ
２ １ ３ 食盐添加量的确定

将感官评价所得的数据取其平均值得到

的测定结果如下:
由图 ３ 可知ꎬ 随着食盐的添加量的增

加ꎬ 感官评分先上升后又降低ꎮ 食盐的添加

量在 ０ ４％时ꎬ 感官评分最高ꎻ 当食盐的添

加量超过 ０ ４％时ꎬ 感官评分明显下降ꎬ 原

因可能是由于食盐添加量过高ꎬ 咸味过重从

而影响产品的口感ꎮ 因此ꎬ 食盐的最适添加

量为 ０ ４％ꎮ
２ １ ４ 柠檬酸添加量的确定

图 ３　 食盐添加量的确定

将感官评价所得的数据取其平均值得到

的测定结果如下:

图 ４　 柠檬酸添加量的影响

由图 ４ 可知ꎬ 随着柠檬酸添加量的增加ꎬ
感官评分先增加后降低ꎮ 当柠檬酸添加量达

到 ０ ２４ 时ꎬ 感官评分最高ꎻ 当柠檬酸添加量

超过 ０ ２４％时ꎬ 感官评价得分开始降低ꎬ 原

因可能是由于柠檬酸添加量过高ꎬ 导致饮料

酸味过重从而影响饮料的口感ꎮ 从实际效果

来看ꎬ 柠檬酸的最佳添加量为 ０ ２４％ꎮ
２ １ ５ 甜蜜素添加量的确定

将感官评价所得的数据取其平均值得到

的测定结果如下:

图 ５　 甜蜜素添加量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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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５ 可知ꎬ 随着甜蜜素的添加量的增

加ꎬ 感官评分先上升后降低ꎮ 甜蜜素的添加

量在 ０ ０５％时ꎬ 感官评分最高ꎻ 当甜蜜素的

添加量超过 ０ ０５％时ꎬ 感官评分下降ꎬ 原因

可能是由于甜蜜素添加量过高ꎬ 甜味过重从

而影响产品的味道ꎮ 因此ꎬ 甜蜜素的最适添

加量为 ０ ０５％ꎮ

２ ２　 浒苔多糖盐饮料最佳工艺的确定

在单因素实验的基础上进行正交实验ꎬ
优化调配工艺ꎮ 以浒苔多糖提取液、 白砂

糖、 食盐、 柠檬酸和甜蜜素的添加量为因

素ꎬ 以感官评价得分为衡量指标ꎬ 实验结果

如表 ２ꎮ

表 ２　 浒苔多糖盐饮料正交试验表

序号
Ａ Ｂ Ｃ Ｄ Ｅ

提取液 / ％ 白砂糖 / ％ 食盐 / ％ 柠檬酸 / ％ 甜蜜素 / ％
感官得分

１ １(４) １(１ ６) １(０ ２) １(０ ２２) １(０ ０３) ７９ ４

２ １ ２(１ ８) ２(０ ３) ２(０ ２４) ２(０ ０４) ８０ ６

３ １ ３(２ ０) ３(０ ４) ３(０ ２６) ３(０ ０５) ８２ ３

４ １ ４(２ ２) ４(０ ５) ４(０ ２８) ４(０ ０６) ８５ ６

５ ２(５) １ ２ ３ ４ ９２ ２

６ ２ ２ １ ４ ３ ９３ ８

７ ２ ３ ４ １ ２ ８２ ７

８ ２ ４ ３ ２ １ ８７ ３

９ ３(６) １ ３ ４ ２ ８２ ５

１０ ３ ２ ４ ３ １ ８５ ９

１１ ３ ３ １ ２ ４ ８４ ８

１２ ３ ４ ２ １ ３ ９０ ６

１３ ４(７) １ ４ ２ ３ ９１ ７

１４ ４ ２ ３ １ ４ ８２ ９

１５ ４ ３ ２ ４ １ ７９ ６

１６ ４ ４ １ ３ ２ ８１ ２

ｋ１ ８１ ９０ ８６ ４５ ８３ ０５ ８３ ９０ ８４ ８０

ｋ２ ８９ ００ ８６ ４０ ８１ ８５ ８６ １０ ８５ ７５

ｋ３ ８５ ９５ ８２ ３５ ８９ ６０ ８５ ４０ ８３ ７５

ｋ４ ８３ ７７ ８６ １７ ８６ ３８ ８５ ３８ ８６ ４８

Ｒ ８ ９０ ４ ０５ ７ ３５ ２ ５０ ２ ７３

　 　 由表 ２ 正交试验结果可知ꎬ ５ 个因素的

影响主次为 Ａ>Ｃ>Ｂ>Ｅ>Ｄꎬ 即浒苔多糖提取

液>食盐>白砂糖>甜蜜素>柠檬酸ꎮ 最佳配

方为 Ａ２Ｂ１Ｃ３Ｄ２Ｅ４ꎬ 浒苔多糖提取液添加量

为 ５％、 白砂糖添加量为 １ ６％、 食盐添加量

为 ０ ４％、 柠檬酸添加量为 ０ ２４％、 甜蜜素

添加量为 ０ ０６％ꎮ 制作出来的浒苔多糖盐饮

料呈淡淡的黄绿色ꎬ 质地均匀ꎬ 有浒苔的自

然香气ꎬ 口感清凉ꎬ 微甜ꎬ 微咸ꎬ 爽口ꎮ

３　 结　 论
浒苔多糖盐饮料的最佳工艺配方为浒苔

多糖提取液添加 量 ５％、 白 砂 糖 添 加 量

１ ６％、 食盐添加量 ０ ４％、 柠檬酸添加量

０ ２４％、 甜蜜素添加量 ０ ０６％ꎬ 以水补充至

１００％ꎮ 制作出来的浒苔多糖盐饮料呈淡淡

的黄绿色ꎬ 质地均匀ꎬ 有浒苔的自然香气ꎬ
口感清凉ꎬ 甜咸适中ꎬ 微酸可口ꎮ



１７０　　

参考文献
[１] 李伟新ꎬ 朱仲嘉  海藻学概论

[Ｍ]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ꎬ ２０１０: １８１
[２] 孙士红  碱提浒苔多糖降血糖、 降

血脂生物活性研究 [Ｄ]  东北师范大学ꎬ
２００７

[３] 张金荣ꎬ 唐旭利  浒苔化学成分研

究 [Ｊ]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ꎬ ２０１０ꎬ ４０
(５): ４６－５０

[４]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

生研究所主编  食物成分表 [Ｍ]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杜ꎬ １９９８: ２０

[５] 石学连ꎬ 张晶晶ꎬ 王晶  浒苔多糖

的分级纯化及体外抗氧化活性研究 [ Ｊ] 
中国海洋药物杂志ꎬ ２００９ꎬ ２８ (３): ４４－４９

[６] 周慧萍ꎬ 蒋巡天ꎬ 王淑如等  浒苔

多糖的降血脂及其对 ＳＯＤ 活力和 ＬＰＯ 含量

的影响 [ Ｊ]  生物化学杂志ꎬ １９９５ꎬ １１
(２): １６１－１６５

[７] Ｊｅｒｏｍｅ Ａꎬ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Ｄꎬ Ｓａｄｉｅ Ｈ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ｅｃｔｉ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ｏｒａｎｇｅ ｊｕｉｃｅ ｃｌｏｕｄ [Ｊ]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Ｆｏｏ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１９９４ꎬ ５９: ３９９－４０２

[８] 徐大伦ꎬ 黄晓春  浒苔多糖的分离纯

化及其对非特异性免疫功能的体外试验研究

[Ｊ]  中国食品学报ꎬ ２００６ꎬ ６ (５): １７－２１
[ ９ ] ＨＩＱＡＳＨＩ － ＯＫＡＪ Ｋꎬ ＯＴＡＮＩ Ｓꎬ

ＯＫＡＩ Ｙꎬ ｅｔ ａｌ Ｐｏｔｅｎｔ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ｅｄｉｂｌｅ ｓｅａｗｅｅｄꎬ Ｅｎｔｅｒｏｍｏｒｐｈａ ｐｒｏｌｉｆ￣
ｅｒａ ( ｓｕｊｉａｏ － ｎｏｒｉ) ｏｎ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ｐｈａｓｅｓ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ｍｏｕｓｅ ｓｋｉｎ ｔｕｍｏｒ￣
ｉｇｅｎｅｓｉｓ [Ｊ]  Ｃａｎｃｅｒ Ｌｅｔｔｅｒｓꎬ １９９９ꎬ １４０

[１０] 徐大伦ꎬ 薛长湖  浒苔多糖对非

特异性免疫功能的体外试验报告 [ Ｊ]  食

品科学ꎬ ２００５ꎬ ２６ (１０): ２３２－２３５
[１１] 唐志红ꎬ 于志超ꎬ 赵巍等  浒苔

多糖超声波提取工艺的研究 [ Ｊ]  现代食

品科技ꎬ ２０１１ꎬ ２７ (１): ５６－５７
[１２] 张智芳ꎬ 林文庭ꎬ 陈灿坤  浒苔

水溶性多糖提取工艺研究 [ Ｊ]  中国食物

与营养ꎬ ２００９ (３): ３９－４１
[１３] 郭雷ꎬ 陈宇  响应面法优化超声

辅助提取浒苔多糖的工艺 (英文) [Ｊ]  食

品科学ꎬ ２０１０ꎬ ３１ (１６): １１７－１２１

黄山花菇多糖的结构及流变学性质研究

徐金龙　 王军辉
(合肥工业大学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ꎬ 安徽合肥 ２３０００９)

　 　 摘　 要　 黄山花菇是一种珍贵的广泛分布于中国安徽黄山的食用菌ꎬ 从其子实体中提取了一种多糖

ＨＳＰｓꎮ 本文研究了 ＨＳＰｓ 的结构和流变学性质ꎮ 结果表明 ＨＳＰｓ 含有 β－ (１→３) －Ｄ－葡聚糖主链ꎬ 在主链 Ｏ
－４ 位置连有 β－ (１→６) －葡聚糖侧链ꎮ 流变学研究表明 ＨＳＰｓ 溶液是一种假塑形流体ꎮ 在一定的浓度和温度

下ꎬ ＨＳＰｓ 可以形成凝胶ꎮ ＨＳＰｓ 凝胶在不同的应变条件下具有良好的回复性ꎬ 在所选的频率范围内对于时间

没有依赖性ꎬ 其对于温度也有一定的耐受性ꎮ 研究结果表明 ＨＳＰｓ 可能会成为一种新的多糖凝胶应用于食品

工业中ꎮ
关键词　 黄山花菇ꎻ 多糖ꎻ 化学结构ꎻ 流变学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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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ｒ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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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Ｈｕａｎｇｓｈａｎ Ｆｌｏｗｅｒ ｍｕｓｈｒｏｏｍ ｉｓ ａ ｐｒｅｃｉｏｕｓ ｅｄｉｂｌｅ ｍｕｓｈｒｏｏｍ ｗｉｄｅｌ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 ｍｏｕｎｔ Ｈｕａｎｇｓｈａｎꎬ
Ａｎｈｕｉꎬ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ꎬ ａ 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ＨＳＰｓ ｗａｓ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ｒｕｉｔｉｎｇ ｂｏｄｙ ｏｆ Ｈｕａｎｇｓｈａｎ Ｆｌｏｗｅｒ
ｍｕｓｈｒｏｏｍ Ｔｈ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ꎬ ｒ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ＨＳＰｓ ｗｅ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ＨＳＰｓ ｈａｄ β－ (１→３) －Ｄ－ｇｌｕｃａｎ ｂａｃｋｂｏｎｅ ｗｉｔｈ β－ (１→６) －ｇｌｕｃａｎ ｓｉｄｅ ｃｈａｉｎ ａｔｔａｃｈｅｄ ｔｈｅ Ｏ－４ ｏｆ
ｂａｃｋｂｏｎｅ Ｒ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ＨＳＰｓ ｗａｓ ａ ｐｓｅｕｄｏｐｌａｓｔｉｃ ｆｌｕｉｄ Ｉｔ ｃｏｕｌｄ ｆｏｒｍ ａ ｇｅｌ ｗｉｔｈ ｐｒｏｐ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
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ＨＳＰｓ ｇｅ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ａｄ ｇｏｏｄ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ｒａｉ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ｔ ｈａｄ ｎｏ ｔｉｍｅ ｄｅｐｅｎｄ￣
ｅｎｃｅ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Ａｌｓｏꎬ ｉｔ ｅｘｈｉｂｉｔｅｄ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ｏ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ｓ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ＨＳＰｓ ｃｕｏｌｄ ｂｅ ｕｓｅｄ ｉｎ ｆｏｏ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ｓ ａ 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 ｇｅ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ｕａｎｇｓｈａｎ Ｆｌｏｗｅｒ ｍｕｓｈｒｏｏｍꎻ 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ｓꎻ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ꎻ Ｒ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

乳熟期甜玉米芯纤维管微结构与成分的比较性研究

权晓琴１ 　 金邦荃１∗　 周　 鑫１ 　 胡　 珏１ 　 周　 焙１ 　 刘春泉２ 　 李大靖２ 　 刘　 琛１

(１ 南京师范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系ꎬ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７ꎻ ２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农产品加工研究所ꎬ 南京 ２１００１４)

　 　 摘　 要　 目的: 玉米芯是一种可回收利用的生物资源ꎬ 而膳食纤维补充剂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ꎬ 本

文探究玉米芯可作为膳食纤维补充剂来源的依据ꎮ 方法: 本研究以乳熟期甜玉米芯为原料ꎬ 采用化学和组织

形态学手段ꎬ 尤其是扫描电镜法ꎬ 观察其碱处理前后维管微结构和纤维成份变化ꎮ 结果: ２％ＮａＯＨ 处理后ꎬ
维管部分被消化并出现断裂ꎬ 细胞壁结构模糊且透明ꎬ 部分物质被降解ꎻ 玉米芯消化后ꎬ 总膳食纤维由

２５ ３％增加 ３１ １％ꎬ 其中木质素比例显著增加ꎬ 而半纤维素减少ꎮ 结论: 稀 ＮａＯＨ 可有效降解玉米芯中的纤

维素和半纤维素ꎬ 但对木质素的消化作用微弱ꎮ 因此ꎬ 玉米芯是膳食纤维补充剂的理想原料ꎮ
关键词　 膳食纤维ꎻ 维管结构ꎻ ＮａＯＨꎻ 扫描电镜ꎻ 甜玉米芯

∗ 第一作者: 权晓琴　 硕士生ꎬ 研究方向ꎬ 功能食品ꎬ Ｔｅｌ: １８７６１６５６９８２ꎬ Ｅｍａｉｌ: ｑｕａｎｘｉａｏｑｉｎ２０１２＠ １６３ ｃｏｍ
通讯作者: 金邦荃　 教授ꎬ 博士ꎬ 研究方向ꎬ 食品科学与营养学ꎬ Ｅｍａｉｌ: ｊｉｎｂａｎｇｑｕａｎ＠ ｎｊｎｕ ｅｄｕ 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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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ｕａｎ Ｘｉａｏｑｉｎ１ 　 Ｊｉｎ Ｂａｎｇｑｕａｎ１∗ 　 Ｚｈｏｕ Ｘｉｎ１ 　 Ｈｕ Ｊｕｅ１ 　 Ｚｈｏｕ Ｂｅｉ１

Ｌｉｕ Ｃｈｕｎｑｕａｎ２ 　 Ｌｉ Ｄａｊｉｎｇ２ 　 Ｌｉｕ Ｓｈｅｎ１

(１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ｏｏ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ꎬ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９７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Ｆａｒ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ꎬ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１４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ｒｎｃｏｂ ｉｓ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ｒｅｃｙｃｌａｂｌｅ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ｆｉｂｅｒ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ｔ ｉ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ａｂｏｕｔ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ｆｏｏｄ ｆｏｒ ｐｅｏｐｌｅ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ｒｅａｓｏｎ ｃｏｒｎｃｏｂ ａｓ ａ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ｒａ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ｗａｓ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ｆｉｂｅｒ ｔｕｂｅ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ｉｎ ｃｏｒｎｃｏｂ ｗａ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ｄ ｂｙ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ꎬ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ｓｃａｎｎｉｎｇ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 (ＳＥＭ)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ｉｂｅｒ ｔｕｂｅｓ ａｎｄ ｃｅｌｌ ｗａｌｌ ｉｎ ｃｏｒｎｃｏｂ ｗｅｒｅ ｂｒｏ￣
ｋｅｎ ｄｏｗ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２％ ＮａＯＨ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ｔ ｗａｓ ｃｅｌｌ ｗａｌｌꎬ 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ｌｏｓｔ ｐｅｃｔｉｎ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ｆｉｂｅｒ ｉｎ ｃｏｒｎｃｏｂꎬ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ｆｉｂｅｒ ｗａｓ ２５ ３０％ ｕｐ ｔｏ ３１ ０５％ ｄｕｅ ｔｏ ２％ ＮａＯＨ 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 Ｉｔ
ｗａ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ｈｅｍｉ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 ｗａ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ａｎｄ ｌｉｇｎｉｎ ｗａ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Ｄｉｌｕｔｅ ＮａＯＨ ｃｏｕｌｄ ｄｉｇｅｓｔ ａｌｌ
ｂｒｏｋｅ 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 ａｎｄ ｈｅｍｉ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 ｔｏ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ꎬ ｗｈｉｌｅ ｎｏｔ ｌｉｇｎｉｎ Ｆｏｒ 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ｓｅꎬ ｃｏｒｎｃｏｂ ｗａｓ ａ
ｇｏｏｄ ｒａ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ｆｏｒ ｍａｋｉｎｇ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ｆｉｂｅｒ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ｆｉｂｅｒꎻ ｆｉｂｅｒ ｔｕｂｅꎻ ＮａＯＨꎻ ＳＥＭꎻ ｓｗｅｅｔ ｃｏｒｎｃｏｂ

　 　 我国是玉米生产和消费大国ꎬ 播种面

积、 总产量和消费量仅次于美国ꎬ 均居世

界第二位[１] ꎮ 玉米是公认的饲料之王ꎬ 籽

粒和茎叶都是优质饲料[２] ꎬ 加工后所产生

大量的玉米芯ꎬ 多为燃烧废弃ꎮ 玉米芯与

秸秆还可制浆造纸ꎬ 但环境负担沉重[３] ꎮ
因此近年有人试图从中分离提取木聚糖

等[４－５] ꎬ 以期提高附加值ꎬ 然而剩余产物的

处理也是重要的环境问题之一ꎮ 由于我们对

玉米芯的功效组分和其纤维微结构所知甚

少ꎬ 提取木聚糖后往往废弃ꎬ 造成了部分资

源浪费和环境污染ꎮ
为了充分利用玉米芯中的膳食纤维ꎬ 有

必要对我省种植的部分玉米品种ꎬ 甜玉米或

甜糯玉米的膳食纤维显微形态结构特征和主

要成分进行深入剖析和研究ꎬ 为研发新型膳

食纤维营养补充剂[６－７]ꎬ 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玉米芯及预处理

新鲜乳熟期晶甜 ３ 号玉米脱粒后ꎬ 收集

玉米芯并破碎至 １０~ ２０ 目ꎻ ２４ｈ 风干后经高

速万能粉碎机进一步粉碎并过 １００Ｍ 筛ꎻ 收

集的筛下物 ８０~１０５℃ / ２ｈ 烘干ꎬ 制成样品装

瓶密封待用 (图 １)ꎮ

图 １　 玉米芯及预处理

Ｆｉｇ １　 ｃｏｒｎｃｏｂ ａｎｄ ｃｒｕｓｈ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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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仪器设备

５６１０ＬＶ－ＪＥＯＬ ＪＳＭ 扫描电镜、 １６００１６ＪＦＣ
离子溅射仪、 ＯＬＹＭＰＵＳ 生物显微镜、 ＨＭＩＡＳ
－２００ 病理图像分析系统、 ＲＭ２１３５－ＬＥＩＣＡ 切

片机、 ９ＦＸ－５０ ＷＧＲ－１ 微电脑热量计、 ＤＨＧ－
９１４０ 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 ＳＸ－５－１２ 箱式电

阻炉控制箱、 １０００Ｗ 电子调温万用电炉、
９ＦＸ－５０ 型农作物秸秆粉碎机、 ＦＷ１７７ 高速

万能粉碎机、 Ｔ － ５０００ 电子天平和 ＡＵＹ２２０
电子天平ꎮ

１ ３　 化学试剂

正辛醇、 丙酮、 无水乙醇、 硫酸、 盐

酸、 氢 氧 化 钠、 蛋 白 酶 ( ４ ２１ ＩＵ )、
０ ５６１ｍｏｌ 淀粉葡糖苷酶、 α －淀粉酶 ( １００
ｋＵ / ｇ)、 ＭＥＳ－ＴＲＩＳ 缓冲液、 ０ ２ｍｏｌ ７ ４ ｐＨ
磷酸氢二钠和磷酸二氢钠、 酸性硅藻土和

２ ５％戊二醛ꎬ 均为分析纯 (ＡＲ)ꎮ
中性纤维洗涤剂 (３％十二烷基硫酸钠

溶液)ꎬ ６ ９ ~ ７ １ｐＨꎬ 乙二胺四乙酸二钠、
四硼酸钠、 十二烷基硫酸钠、 乙二醇乙醚和

无水磷酸氢二钠等ꎬ 蒸馏水 ( ｄＨ２Ｏ) 加热

溶解ꎬ １０００ｍＬ 容量瓶定容ꎮ
酸性纤维洗涤剂 (２％十六烷基三甲基

溴化铵ꎬ Ｃ１９Ｈ４２ＮＢｒꎬ ＣＴＡＢ): ＣＴＡＢ 定容于

１０００ｍＬ 的 １ ００ｍｏｌ 硫酸中ꎮ

１ ４　 方法

１ ４ １ 玉米芯显微观察

玉米芯新鲜样品分三段取材ꎬ 且厚度为

１０μｍꎬ 放大 １０×４、 １０×１０ 和 １０×４０ 倍ꎬ 分

别选择 ３－５ 视野 /片ꎬ 镜下观察其显微镜结

构[８－９]ꎮ
１ ４ ２ 玉米芯立体超微结构观察

另取玉米芯新鲜样品分三段取材ꎬ 横向

分别取 ２×４×０ １ｍｍꎬ 于 ２ ５％戊二醛 ４℃下

固定 ２４ｈꎬ ０ ２ｍｏｌ ７ ４ｐＨ 磷酸缓冲液漂洗ꎬ
４０％－１００％乙醇梯度脱水ꎬ －２０℃真空干燥ꎬ
真空金镀膜后ꎬ 选 ３－５ 视野 /片于扫描电镜

１００、 ２００、 ５００ 和 １０００ 倍观察碎片立体结

构[１０－１４]ꎮ
１ ４ ３ 常规组分分析: 能量测定参照

ＧＢ / Ｔ２１３－２００３ꎬ 采用氧弹式热量计直接测

热法测得[１５]ꎻ 吸附水测定: 参照 ＧＢ ５４９７－
１９８５ꎬ 采用粮食、 油料检验水分测定法[１６]ꎻ
灰分测定: 参照 ＧＢ / Ｔ ５５０５－２００８ 采用粮油

检验灰分测定法[１７]ꎻ 干物质测定: 参照 ＧＢ
５４９７－１９８５ 粮食、 油料检验水分测定法[１８]ꎮ

１ ４ ４ 总 膳 食 纤 维: 参 照 ＧＢ２２２２４ －
２００８ꎬ 测定玉米芯风干物中膳食纤维含量ꎬ
ＴＤＦ (％) ＝ (ｍ１－ｍ２) / ｍ３×１００％[１９]ꎻ

１ ４ ５ 中性洗涤纤维测定: 参照 ＧＢ / Ｔ
２０８０６－２００６ꎬ 将玉米芯风干样品放入中洗液

中消煮 １ｈꎬ 蒸馏水洗涤三次ꎬ 抽滤后放入

１０５℃烘箱中进行烘干ꎬ 冷却后称量ꎬ ＮＤＦ
(％) ＝ (ｍ１－ｍ２) / ｍ３×１００％[２０]ꎻ

１ ４ ５ 酸性洗涤纤维测定: 参照 ＮＹＴ/
１４５９－２００７ꎬ 步骤同中性洗涤纤维测定程序ꎬ 仅

换用酸洗液ꎬ ＡＤＦ (％) ＝ (ｍ１ －ｍ２) / ｍ３ ×
１００％[２１]ꎻ

１ ４ ７ 木质素测定: 参照 ＧＢＴ２０８０５ －
２００６ꎬ 将酸洗纤维放入石棉和硫酸中ꎬ 每隔

１ｈ 加酸搅拌ꎬ ３ｈ 后过滤ꎬ 之后 ６００℃马弗炉

灰化ꎬ １０５℃ 至恒重ꎻ 与空白对照减差法计

算出其含量ꎬ ＡＤＬ (％) ＝ (残渣－灰分－空
白损失量) / ｍ×１００％[２２]ꎻ

１ ４ ８ 纤维素及半纤维素计算: 运用减

差法将酸洗纤维减去木质素得出纤维素含

量ꎬ Ｃ (％) ＝ ＡＤＦ－ＡＤＬꎻ 将中洗纤维减去

酸洗纤维得出半纤维素含量ꎬ ＨＣ (％) ＝
ＮＤＦ －ＡＤＦ [２３]ꎮ

１ ５　 数据处理与统计学分析

本文所有数据采用 Ｅｘｃｌｅ２０１３ 整理ꎬ 均

以平均值±标准差 (Ｘ±ＳＤ) 表示ꎮ ＳＰＳＳ１３ ０
(ＩＳＢＮ７－ ９８０００９ － ０６ － １) 进行统计学分析ꎬ
二组间比较采用 Ｔ 检验方法ꎬ 二组以上的比

较采用 Ｆ 检验方法ꎬ 即 (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ꎬ ＡＮＯＶＡ)ꎮ 若组间差异显著ꎬ 采

用 ＬＳＤ 进行组间差异显著性比较ꎬ 组间差异

显著时用 ｐ<０ ０５ (∗) 表示ꎬ 组间差异极显

著则用 ｐ<０ ０１ (∗∗) 表示[２４－２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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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鲜玉米芯水分、 灰分和能量

乳熟期晶甜 ３ 号玉米芯水分含量丰富ꎬ
初水份达到 ７２ ７％ꎬ 干物质 (Ｄｒ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ꎬ
ＤＭ) 约占 ２７ ３％±０ ０８％ꎻ 风干样品 １０５℃ /
２ｈ 烘干后ꎬ 含 ３ ８％±０ ２８％吸附水、 ３ ３％±
０ ０３％ / ＤＭ 灰分和 ４ ４±０ ０１ ｋｃａｌ / ｇ / ＤＭ 总

能量ꎮ

２ ２　 玉米芯纤维组分

经纤维素组分分析ꎬ 有意思的是乳熟期

甜玉米芯不仅水分含量高ꎬ 而且纤维中半纤

维素含量最多ꎬ 其次为木质素和纤维素ꎬ 分

别占 ＤＭ 的 ７ ２％、 ６ ２８％和 ５ ０８％ꎮ 由于

乳熟期玉米尚未完全成熟ꎬ 其芯中纤维木质

化程度较低ꎬ 保留了更多的半纤维素 (表
１)ꎮ 营养学和生理学的动物模型研究认为ꎬ

单胃杂食类动物的大肠可在外来纤维素分解

菌的帮助下ꎬ 主要降解半纤维素而产生低分

子挥发性脂肪酸ꎬ 补充部分能量需要并可有

效促进肠蠕动[２６]ꎻ 但无论如何ꎬ 即使纤维

素分解菌的作用ꎬ 人的消化道依然不能消化

利用木质素和大部分纤维素[２７]ꎮ 因此本研

究注意到ꎬ 乳熟期甜玉米芯的高半纤维素组

分ꎬ 能够为我们提供膳食纤维补充剂的理想

新资源ꎮ
当 ２％ＮａＯＨ 处理玉米芯后ꎬ 随着细胞壁

纤维的降解和可溶性膳食纤维－果胶的提取ꎬ
其组分发生很大改变ꎮ 膳食纤维总含量显著

性增加至 ３１％ (Ｐ<０ ０５)ꎬ 且木质素比例极

显著提高一倍以上 (Ｐ<０ ０１)ꎬ 而半纤维素

含量减少ꎮ 推测由于碱消化处理ꎬ 玉米芯中

纤维素和半纤维素可被碱分解ꎬ 并逐渐转化

成了果胶所致 (表 １) [２８]ꎮ

表 １　 玉米芯纤维组分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ｆｉｂｅｒ ｉｎ ｃｏｒｎｃｏｂ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膳食纤维
ＤＦ(％)

中洗纤维
ＮＤＦ(％)

酸洗纤维
ＡＤＦ(％)

木质素
ＡＤＬ(％)

纤维素
Ｃ(％)

半纤维素
ＨＣ(％)

未处理 Ｎｏｎ－Ｔ ２５ ３０±０ ００２ １４ ０２±０ ０１０ ６ ８６±０ ００１ ６ ２８±０ ０１０ ５ ０８ ７ ２２

处理后 Ａｆｔｅｒ－Ｔ ３１ ０５±０ ００３∗ ２０ ４０±０ ００４∗∗ １５ ０７±０ ０１６∗∗ １４ ０３±０ ０１０∗∗ ９ ０６ ５ ３３

注: ２％ＮａＯＨ / ４ｈ / １: ２５ꎬ ３ 重复 /处理ꎻ 若 ｐ<０ ０５ꎬ 则组间差异显著ꎬ 用∗表示ꎻ 若 ｐ<０ ０１ꎬ 则组间差异极显著ꎬ 用∗∗

表示ꎮ

２ ３　 玉米芯显微形态结构

鲜玉米芯组织在 １０×４ 倍下观察其显微

结构ꎬ 其横截面可见 (纤) 维管束、 厚皮细

胞和薄壁细胞ꎬ 其中维管束位于髓质部中ꎬ
并且维管束主要由木质部和韧皮部组成[２９]

(图 ２)ꎮ
将 ３－５ 视野组织切片放大至 １０×１０ 倍ꎬ

观测玉米芯上、 中和尾段显微形态结构ꎬ
(纤) 维管数分别为 ６４±５ ７ 个 /视野、 ４８±
９ ０ 个 /视野和 ７０±９ ５ 个 /视野ꎬ 且维管横

径分别为 ２２ ２ ± ０ ８７μｍ、 ３５ ３ ± ３ ２０μｍ 和

３５ ３±１ ３５μｍꎮ 结果表明ꎬ 玉米芯顶段维管

横径较小且个数多ꎬ 而中和尾段的维管横径

均较大ꎬ 其平均横径较顶段宽 １３μｍ (Ｐ <
０ ０１)ꎻ 但尾段单位面积维管个数显著较中

段多 ２２ 个 /视野 (Ｐ<０ ０５)ꎬ 究其原因可能

与维管壁厚度有关 (图 ２)ꎮ
将该三段玉米芯组织切片进一步放大至

１０×４０ 倍ꎬ 注意到上、 中和尾段维管壁的厚

度差异很大ꎬ 分别为 ３ ７ ± ０ ５４μｍ、 ５ ０ ±
１ ３４μｍ 和 ４ ５ ± １ ０１μｍꎻ 其中中段最厚ꎬ
其次尾段ꎬ 顶段最薄ꎬ 从而导致单位面积中

所见顶段维管最多ꎬ 中段最少ꎬ 但是总体差

异不显著[３０] (图 ２)ꎮ
若用 ２％ＮａＯＨ 处理玉米芯ꎬ 在 １ ∶ ２５ 料

液比 / ４ｈ 常温下ꎬ 稀碱溶液消化玉米芯ꎬ 其维

管壁显微结构发生明显改变ꎮ １０×４０ 倍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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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ꎬ 能清晰观察到玉米芯维管壁透光性明显

增加ꎮ 提示碱处理后ꎬ 玉米芯维管壁的组成

成分被部分消化和洗脱ꎬ 推测可能主要是纤维

素和半纤维素的降解和果胶的分离 (图 ２)ꎮ

图 ２　 玉米芯显微结构

Ｆｉｇ ２　 Ｃｏｒｎｃｏｂ 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ｂｙ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

２ ４　 玉米芯超微立体结构

将材料分别于扫描电镜下放大 １００、 ２００、
５００ 和 １０００ 倍ꎬ 分别观察三部位玉米芯立体

结构特征ꎮ 注意到放大 １００ 和 ２００ 倍后ꎬ 很难

清晰观察头段和中段的扫描结构特征ꎮ 为此

进一步于 ５００ 和 １０００ 倍数下ꎬ 观察玉米芯组

织的外观形态ꎮ 观察后注意到ꎬ 维管集聚ꎬ

横径由顶段至尾段ꎬ 逐渐由细增粗ꎬ 形成锥

形管道ꎮ 视野中主要呈现的是维管ꎬ 其横截

面呈不规则圆形ꎬ 纵向深入的管径壁形成多

条环状结构ꎬ 壁上分布大量微孔ꎮ 这些维管

的结构特征ꎬ 有利于植物对空气、 水分和养

分的吸收及交换利用 (图 ３) [３１]ꎮ

图 ３　 玉米芯的超微扫描结构

Ｆｉｇ ３　 Ｃｏｒｎ－ｃｏｂ ｕｌｔ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ｂｙ Ｓ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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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玉米芯材料用 １ ∶ ２５ 料液比的 ２％
ＮａＯＨ / ４ｈ 处理ꎬ 比较处理前后其组织横切面

和纵切面的外观形态变化 (１０００ 倍)ꎮ 结果

发现ꎬ 未处理的玉米芯维管壁呈圆形且结构

清晰ꎬ 维管内由上至下布满微孔ꎻ 纵切面管

径较粗且厚实ꎬ 纤维表面光滑ꎬ 管与管之间

相切排列ꎬ 界限清晰ꎬ 结构紧密[３２] (图 ４)ꎮ
而 ２％ＮａＯＨ 处理 ４ｈ 后ꎬ 玉米芯维管遭

到明显腐蚀和破坏ꎬ 其横切面的圆形管径已

塌陷ꎬ 壁上微孔无法辨识ꎬ 它的纵切面管径

变细ꎬ 相互交错且界限模糊ꎬ 维管和细胞结

构严重受损ꎮ 表明碱处理后玉米芯的维管壁

结构和化学组分大量被消化和丢失ꎬ 从而印

证本研究第一部分的纤维组分研究结果ꎬ
ＮａＯＨ 可将维管壁上的纤维素和半纤维素降

解[３３] (图 ４)ꎮ

图 ４　 处理前后玉米芯的超微结构比较

Ｆｉｇ ４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ｕｌｔ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ｒｅａｔ ｏｒ ｎｏｔ ｃｏｒｎ－ｃｏｂ ｂｙ ＳＥＭ

３　 本文小结

经研究ꎬ 乳熟期甜玉米芯富含水分ꎬ 膳

食纤维中以半纤维素成分为多ꎬ 是膳食纤维

补充剂的理想原材料ꎮ 采用组织形态学手

段ꎬ 尤其是扫描电镜法ꎬ 可清晰的观察到玉

米芯维管系统主要由木质部和韧皮部组成ꎮ
经稀碱处理ꎬ 维管部分被消化并出现断裂ꎬ
维管之间结合松弛且排列紊乱ꎬ 细胞壁结构

模糊ꎬ 部分物质脱落并逐渐透明或消失ꎬ 玉

米芯骨架结构遭破坏ꎬ 形态学研究印证了其

化学组分的变化ꎮ ２％ＮａＯＨ 消化玉米芯后ꎬ
其半纤维素所占比例减少ꎬ 纤维素略有增

加ꎬ 但木质素提高一倍以上ꎮ 综合分析ꎬ 稀

ＮａＯＨ 主要降解玉米芯 (纤) 维管中的纤维

素和半纤维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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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ｒｎｃｏｂ ａｎｄ ｅｔｈａｎｏ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ｉｃ 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ａｔｅ [ 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ｉｏｄｅｔｅｒｉｏｒａｔｉｏｎ ＆ Ｂｉｏ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７ꎬ ５９
(２): ８５－８９

[５] 王关斌ꎬ 赵光辉ꎬ 贺东海等  玉米

芯资源的综合利用 [ Ｊ]  林产化工通讯ꎬ
２００５ꎬ ３９ (５): ４４－４７

[６] 顾晓俊ꎬ 刘琛ꎬ 金邦荃ꎬ 沈丽叶ꎬ
吴旻丹  猕猴桃增进肠蠕动的功效成份破析

[Ｊ]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 (工程技术版)ꎬ
２０１４ꎬ ０２: ８６－９０

[７] Ｉａｉｎ Ａꎬ Ｂｒｏｗｎｌｅｅ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ｏｌｅｓ ｏｆ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ｆｉｂｅｒ [ Ｊ ]  Ｆｏｏｄ Ｈｙｄｒｏｃｏｌ￣
ｌｏｉｄｓ ２０１１ꎬ ２５: ２３８－２５０

[８] 王艳杰ꎬ 刘林德ꎬ 孔冬瑞ꎬ 张莉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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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丽娟  刺五加雌、 雄花的花柱引导组织结

构观察 [ Ｊ]  电子显微学报ꎬ ２０１１ꎬ Ｚ１:
４６０－４６５

[９] 郑彦坤  关于玉米、 高粱和小麦的

颖果养分运输组织发育的结构观察 [Ｄ] 
扬州大学ꎬ ２０１２

[１０] 肖媛ꎬ 刘伟ꎬ 汪艳ꎬ 左艳霞ꎬ 胡

锐ꎬ 李婷婷ꎬ 崔宗斌  生物样品的扫描电镜

制样干燥方法 [ Ｊ]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ꎬ
２０１３ꎬ ０５: ４５－５３＋１７２

[１１] 秦利鸿ꎬ 曹建波ꎬ 易伟松  绿茶

多糖的扫描电镜制样新方法及原子力显微

镜观察 [ Ｊ]  电子显微学报ꎬ ２００９ꎬ ０２:
１６２－１６７

[１２] 钱旻  玻璃态下外源物处理、 冻

结及冻藏对莲藕片品质的影响 [Ｄ]  南京

师范大学ꎬ ２０１４
[１３] Ｚｅｎｇ Ｍꎬ Ｘｉｍｅｎｅｓ Ｅꎬ Ｌａｄｉｓｃｈ Ｍ

Ｒꎬ ｅｔ ａｌ Ｔｉｓｓｕｅ ‐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ｒｅｃａｌｃｉ￣
ｔｒ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ｏｒｎ ｓｔｏｖｅｒ 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ｌｉｑｕｉｄ ｈｏｔ－
ｗａｔｅｒ: ＳＥＭ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ｐａｒｔ ２) [Ｊ]  Ｂｉｏ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２０１２ꎬ １０９ ( ２):
３９８－４０４

[１４] Ｈｏｏｖｅｒ Ａ Ｎꎬ Ｔｕｍｕｌｕｒｕ Ｊ Ｓꎬ Ｔｅｙ￣
ｍｏｕｒｉ Ｆ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ｅｌｌｅ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ｖａｒｉ￣
ａｂｌｅｓ ｏ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ｇａｒ ｙｉｅｌｄｓ ｏｆ
ａｍｍｏｎｉａ ｆｉｂｅｒ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 ｃｏｒｎ ｓｔｏｖｅｒ
[ Ｊ ]  Ｂｉｏ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４ꎬ １６４:
１２８－１３５

[１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ꎬ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ＧＢ / Ｔ ２１３－ ２００ 氧弹式热量计直接测热法

[Ｓ]  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ꎬ ２００３
[１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ꎬ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ＧＢ ５４９７－１９８５ 粮食、 油料检验水分测定法

[Ｓ]  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ꎬ １９８５
[１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ꎬ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ＧＢ / Ｔ ５５０５－２００８ 采用粮油检验灰分测定法

[Ｓ]  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ꎬ ２００８

[１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ꎬ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ＧＢ ５４９７－１９８５ꎬ 采用粮食、 油料检验水分测

定法 [Ｓ]  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ꎬ １９８５
[１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ꎬ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ＧＢ / Ｔ ２２２２４－２００８ 食品中膳食纤维的测定方

法 [Ｓ]  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ꎬ ２００８
[２０]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ꎬ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ＧＢ / Ｔ ２０８０６－２００６ 饲料中中性洗涤纤维测定

方法 [Ｓ]  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ꎬ ２００６
[２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

ＮＹ / Ｔ １４５９－２００７ 饲料中酸性洗涤纤维测定

方法 
[２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ꎬ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ＧＢ / Ｔ ２０８０５－２００６ 饲料中酸性洗涤木质素测

定方法 [ Ｓ]  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ꎬ
２００６

[２３] 熊素敏ꎬ 左秀凤ꎬ 朱永义  稻壳

中纤维素ꎬ 半纤维素和木质素的测定 [Ｊ] 
粮食与饲料工业  ２００５ (８): ４０－４１

[２４] 王周伟ꎬ 朱敏  ＳＰＳＳ 统计分析与

综合应用 [Ｍ]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

社ꎬ ２０１２
[２５] 徐端正  生物统计学在实验和临

床药理学中的应用 [Ｍ]  北京: 科学出版

社ꎬ ２００４
[２６] 吴旻丹ꎬ 陈瑜ꎬ 金邦荃  猕猴桃

提取物促进小鼠离体肠段运动的初探 [Ｊ] 
食品工业科技ꎬ ２０１１ꎬ ０１: ７８－８０

[２７] 金邦荃ꎬ 顾晓俊ꎬ 沈丽叶ꎬ 刘琛ꎬ
吴旻丹  猕猴桃功效成份体外促进肠蠕动的

生理评价 [Ａ]  中国营养学会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中国营养学会第十一次全

国营养科学大会暨国际 ＤＲＩｓ 研讨会学术报告

及论文摘要汇编 (下册) －ＤＲＩｓ 新进展: 循

证营养科学与实践学术 [Ｃ]  中国营养学会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１３: １
[２８] 冯璇ꎬ 金邦荃ꎬ 梁光鑫ꎬ 李渊恒ꎬ



１７８　　

魏新苗ꎬ 权晓琴ꎬ 刘春泉ꎬ 李大婧  玉米芯

纤维降解及果胶制备的前处理方法比较与优

化 [ Ｊ]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 (工程技术

版)ꎬ ２０１４ꎬ ０２: ７９－８５
[２９ ] Ｗａｎｇ Ｔꎬ Ｓｕｎ Ｘꎬ Ｒａｄｄａｔｚ Ｊ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ｆｌｕｉ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ｒｎ ｂｒａｎ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ｅｒｅ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１３ꎬ ５８
(２): ３５５－３６１

[３０] 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ａ Ａ Ｋꎬ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Ｊ Ｇ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ＳｉＣ ｃｅｒａｍｉｃ ｆｒｏｍ 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ｃｏｒｎ—ｐｒｏ￣
ｃｅｓ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０６ꎬ ４１ ( ８ ): ２４４３ －
２４４８

[３１] 郑志ꎬ 李超孟ꎬ 杨培周ꎬ 王丽娟ꎬ
李兴江ꎬ 罗水忠ꎬ 姜绍通  不同预处理对玉

米芯酶解特性和形态结构的影响研究 [Ｊ] 
可再生能源ꎬ ２０１２ꎬ ０３: ４３－４８

[３２] 许丙磊  蒸汽爆破法处理玉米芯

半纤维素的研究 [Ｄ]  江南大学ꎬ ２０１１
[３３] Ｋｉｍ Ｔ Ｈꎬ Ｋｉｍ Ｊ Ｓꎬ Ｓｕｎｗｏｏ Ｃꎬ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ｒｎ ｓｔｏｖｅｒ ｂｙ ａｑｕｅｏｕｓ ａｍ￣
ｍｏｎｉａ [ Ｊ]  Ｂｉｏ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０３ꎬ
９０ (１): ３９－４７

膳食纤维与肠道菌群

高　 洁１ 　 霍军生１

(１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健康所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５０)

　 　 摘　 要　 膳食纤维由于其独特的生理作用被誉为第七大营养素ꎬ 与人类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ꎬ 而它们在

胃肠道中所起的有益作用离不开肠道菌群的参与ꎮ 本文从二者之间关系的产生、 肠道微生物对膳食纤维的利

用ꎬ 以及膳食纤维对肠道菌群的影响三个方面阐述了二者之间的关系ꎮ 随着对二者之间作用机制的深入了

解ꎬ 将有可能利用不同的膳食纤维对肠道微生态系统产生可预知的改变作用ꎬ 使其能够更有针对性的服务于

人类健康ꎮ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ｉｔｓ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ꎬ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ｆｉｂｅｒ ｉｓ ｋｎｏｗｎ ａｓ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ｈ ｎｕｔｒｉｍｅｎｔꎬ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ｕｔ ｆｌｏｒａꎬ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ｆｉｂｅｒ ｈａｓ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ｔｒａｃｔ Ｈｅｒｅꎬ ｗ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ｆｉｂｅｒ ａｎｄ ｇｕｔ
ｆｌｏｒａ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ｓ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ａｔ ｐｒｅｃｉｓ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ｔｉｃ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ｉｓ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ｔｏ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ｍａｎｉｐ￣
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ｇｕｔ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ｈｅａｌｔｈ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ꎬ 人们的膳食结构

发生了重大变化ꎬ 高能量、 高蛋白、 高脂肪

和精细食品摄入比例的增加ꎬ 使得 “富贵

病” 的发病率逐年增加ꎮ 多项研究表明ꎬ 膳

食纤维对 “富贵病” 具有一定的遏制作用ꎬ

包括血糖、 血脂、 体重、 胃肠道健康等方

面ꎬ 其中在胃肠道中所起的有益作用离不开

肠道菌群的参与ꎮ
人体的代谢活动除了受到自身基因调控

外ꎬ 还会受到 “其它” 基因的调控ꎬ 如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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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群基因ꎮ 从某种程度上说ꎬ 人体是一个

“超级有机体” (Ｓｕｐｅｒ 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ꎬ 其代谢活

动是人类与微生物共同作用的结果ꎮ 人类肠

道内所携带的细菌大约有 １０００－１１５０ 个种ꎬ
每个人至少携带 １６０ 种ꎮ 一个成年人肠道内

有 １０１３－１０１４ 个细菌ꎬ 它们所携带的基因数

量是人体本身基因的 １００ 倍[１]ꎮ 肠道微生物

能够决定宿主从食物中获取能量的效率ꎬ 影

响宿主的生理功能和新陈代谢ꎬ 与宿主的健

康状况有密切关系ꎮ
肠道菌群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种类

上ꎬ 在不同人群之间都存在差异ꎬ 造成这种

差异的因素有很多ꎬ 如肠道内的 ｐＨ 值ꎬ 宿

主的年龄、 性别以及饮食习惯等ꎮ 特别是饮

食习惯ꎬ 近年来成为研究的焦点ꎬ 其中又以

膳食纤维与肠道菌群的关系尤为热门ꎮ 肠道

菌群通过代谢人体难以消化的膳食纤维来维

持生长ꎬ 同时为宿主提供某些营养物质或能

量ꎻ 不同的膳食纤维又会影响肠道菌群的组

成ꎬ 本文从三个角度阐述了膳食纤维与肠道

菌群的关系ꎮ

１　 我们为什么需要肠道微生物来
消化膳食纤维

　 　 在考虑更进一步的机制问题之前ꎬ 有必

要思考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需要

肠道微生物来消化膳食纤维ꎮ 众所周知ꎬ 人

类以及大多数的动物体内都不存在消化某些

碳水化合物的酶ꎬ 也就是说ꎬ 缺乏编码这些

酶的基因ꎮ 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ꎬ 能够得到

的养料供给随着环境和时间的改变随时会发

生变化 (小到几小时几天之内的变化ꎬ 大到

几个世纪上千年的变化)ꎮ 不仅如此ꎬ 人类

是杂食动物ꎬ 每一餐食物中碳水化合物的种

类和数量都会有变化ꎬ 而肠道就需要具备随

时调整其代谢方式的能力来适应这种变化ꎬ
对于人类基因组来说ꎬ 随时发生变化或重组

是不可能的ꎮ 因而ꎬ 将代谢复杂碳水化合物

的任务 “承包” 给与我们共生的微生物ꎬ 是

一个非常有效又灵活机动的方式ꎬ 能够帮助

人类适应复杂多变的饮食环境[２]ꎮ 这时候ꎬ
一些具有短期适应性、 具有消化几种甚至十

几种碳水化合物能力的菌ꎬ 如多形拟杆菌

(Ｂａｃｔｅｒｏｉｄｅｓ ｔｈｅｔａｉｏｔａｏｍｉｃｒｏｎ)、 卵圆形拟杆菌

(Ｂａｃｔｅｒｏｉｄｅｓ ｏｖａｔｕｓ) 等就成为了首选ꎮ 通过

体内和体外的实验也证实了这一假设ꎬ 这些

种属的菌能够在复杂的营养环境下重组其代

谢方式ꎬ 这种重组可能是在漫长的进化时间

内发生ꎬ 也可能因为一餐饭的前后变化就产

生[３]ꎮ 其快速的重组能力和适应性很可能是

由于该物种能够快速增殖繁衍的能力ꎮ
随着漫长的进化过程ꎬ 人类 “选择” 了

某些微生物在肠道内定殖ꎬ 但迄今为止ꎬ 没

有任何一种菌能够 “承包” 全部工作ꎮ 由此

可以假设ꎬ 对于菌种本身而言ꎬ 并非能够代

谢碳水化合物的种类越多越好ꎬ 这与其编码

相关酶的能力之间存在一种平衡ꎬ 或者说是

制约[４]ꎮ 对肠道微生物的代谢能力进行系统

的研究就会发现ꎬ 如果能够找出代谢能力最

差的几种菌 (也就是能够代谢的碳水化合物

种类少)ꎬ 那么这几种菌都能够代谢的物质ꎬ
就是肠道微生物都能够代谢的物质ꎬ 也就是

维系肠道菌群生态稳定的关键物质ꎬ 那么对

于人类来说也就是不可或缺的营养素[５]ꎮ
肠道微生物不仅在时间的变化中帮助我

们适应饮食变化ꎬ 在地理位置的变化中也起

到重要作用ꎮ 不同地区的人们有不同的饮食

习惯ꎬ 虽然这些习惯是在千百年中形成的ꎬ
但对于人类基因组来说ꎬ 要进化出编码相关

酶类的基因ꎬ 几千年还太短ꎬ 而肠道微生物

基因良好的可塑性刚好可以解决这一问题ꎮ
发生在日本人肠道菌群中的变化可以说明这

一问题[６]: 在日本及其周边的地区ꎬ 食用红

藻 (如寿司中的紫菜) 具有上千年的历史ꎬ
分离自健康日本人肠道中的一种拟杆菌 Ｂａｃ￣
ｔｅｒｏｉｄｅｓ ｐｌｅｂｅｉｕｓꎬ 就具有了降解紫菜聚糖的能

力ꎬ 进一步的宏基因组学分析表明ꎬ 日本人

肠道微生物中降解紫菜聚糖相关酶的编码基

因大量存在ꎬ 而西方国家人肠道微生物中几

乎不存在这种基因ꎬ 这种适应变化的可塑性

是肠道微生物基因组的共同特征之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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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肠道微生物是如何消化膳食
纤维的

　 　 如 １ 中所述ꎬ 人类基因组只能编码很少

种类的酶来消化某些碳水化合物ꎬ 而我们日

常的饮食中含有丰富多样的碳水化合物ꎬ 它

们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在人类消化道

中能够降解吸收的ꎬ 只占很少的一部分ꎬ 包

括蔗糖、 乳糖和可消化的淀粉ꎻ 另外一类统

称为纤维ꎬ 在这里指广义的纤维ꎬ 不管是不

是纤维状的物质ꎮ 这些纤维因为不被消化最

终会进入大肠ꎬ 大肠菌群以其作为碳源并将

其发酵成短链的脂肪酸 ( ｓｈｏｒｔ ｃｈａｉｎ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ꎬ ＳＣＦＡ)ꎬ 这些 ＳＣＦＡ 能够提供给人类

日常热量需要的 １０％[７]ꎮ 在大肠中ꎬ 定殖的

菌群是在由粘膜和粘液分隔出来的某些区域

存在的ꎬ 这些分区的失效与某些疾病有密切

关系ꎬ 但目前还难以确定疾病是分区失效的

原因还是结果ꎮ 在健康的肠道中ꎬ 菌群与宿

主产生联系的重要媒介就是其代谢产物ꎬ 其

中有些物质对肠道具有破坏作用ꎬ 如吲哚、
氨、 胺ꎻ 有些为有益作用如 ＳＣＦＡ、 木脂素

(ｌｉｇｎａｎｓ) 等[８]ꎮ
随着宏基因组学技术的发展ꎬ 肠道微生

物的物种组成逐渐得到了阐释ꎮ 尽管在种和

属的水平上其组成随着个体的变化、 年龄、
饮食习惯的变化而不同ꎬ 但有两个菌门是普

遍存在的: 革兰氏阳性的厚壁菌门和革兰氏

阴性的拟杆菌门ꎮ 其中拟杆菌门不仅有更加

丰富的酶系ꎬ 还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操纵子系

统来编码识别、 锚定和切割多糖的元件ꎬ 称

为 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ｏｃｉ ( ＰＵＬｓ) [９]ꎮ
该操纵子第一次被发现是在多形拟杆菌

(Ｂａｃｔｅｒｏｉｄｅｓ ｔｈｅｔａｉｏｔａｏｍｉｃｒｏｎ) 对淀粉的消化

中ꎬ 随后在卵形拟杆菌 (Ｂａｃｔｅｒｏｉｄｅｓ ｏｖａｔｕｓ)
等菌中也有发现ꎬ 一个单一的拟杆菌基因组

可能含有数十个不同的 ＰＵＬｓ 操纵子ꎮ 当多

糖出现时ꎬ 菌体细胞膜外的受体首先识别并

与多糖锚定ꎬ 然后特殊的酶将其定点断裂成

寡糖或低聚糖ꎬ 寡糖或低聚糖能够通过细胞

膜上的转运通道进入细胞周质ꎬ 在周质空间

中ꎬ 寡糖既是转录调控的信号物质ꎬ 又是酶

的作用底物ꎬ 被降解成为单糖进入细胞质得

到利用[１０]ꎮ

３　 膳食纤维的组成对肠道菌群
的影响

　 　 肠道菌群代谢不同的膳食纤维需要不同

的酶ꎬ 因此ꎬ 膳食纤维的组成对肠道菌群成

员的动态变化具有主导作用ꎬ 如一些能够被

发酵的膳食纤维会导致双歧杆菌和乳杆菌数

量的增加ꎬ 因为它们对碳水化合物具有发酵

作用ꎬ 如藻酸盐、 壳聚糖、 菊糖会导致有害

菌代谢产物的减少[１１]ꎮ 多项研究表明ꎬ 肠

道菌群组成的变化与膳食纤维的组成有关ꎮ
以欧洲城市和非洲乡下的孩子为例[１２]ꎬ 在

１－２岁母乳喂养的阶段ꎬ 两者肠道菌群组成

没有显著差异ꎬ 而在断奶到 ６ 岁的阶段中ꎬ
由于欧洲城市的饮食以肉为主而膳食纤维所

占比例小ꎬ 其肠道内的志贺氏菌属和埃希氏

菌属的数量明显高于非洲乡下的孩子ꎻ 而非

洲的孩子肠道内拟杆菌门如 Ｐｒｅｖｏｔｅｌｌａ 和 Ｘｙ￣
ｌａｎｉｂａｃｔｅｒ 的数量较高ꎬ 这是由于拟杆菌门具

有编码纤维素酶和木聚糖酶的基因ꎬ 能够发

酵纤维素和木聚糖ꎬ 而后两者正是当地食物

中常见的成分ꎮ
膳食纤维具有可食性和抗消化性ꎬ 到目

前为止ꎬ 符合该描述的膳食纤维种类十分丰

富ꎬ 而且由于其结构的复杂多样ꎬ 尚未得到

完整的诠释ꎮ 为了进一步研究不同结构的膳

食纤维对肠道菌群的影响ꎬ 有学者提出了

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的概念ꎬ 即用某一部分独特

的化学结构来代表该纤维的结构ꎬ 而且这一

独特的化学结构一般都会与某种细菌所携带

的编码基因簇产生关联[１３]ꎬ 换句话说ꎬ 不

同的 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能够满足不同菌种的

需要ꎮ 这些 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的产生可能是

因为基因型的不同ꎬ 也可能是由于生长环境

的差异所造成ꎬ 还可能是来自于同种植物的

不同部位ꎮ 以抗性淀粉 (ＲＳ) 为例[１４]ꎬ 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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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淀粉可以分为 ４ 种: ＲＳ１ꎬ 全谷物或豆类

中不能被消化的淀粉ꎻ ＲＳ２ꎬ 结构紧密ꎬ 脱

水的淀粉颗粒ꎻ ＲＳ３ꎬ 加工后结构改变或退

化淀粉 (主要是直链淀粉)ꎻ ＲＳ４ꎬ 化学改

性或酶修饰过的淀粉ꎮ 其中ꎬ 各种 ＲＳ 还具

有更进一步的结构差异ꎬ 即使同为 ＲＳ３ꎬ 不

同的亚结构也会满足不同菌种的生长需要ꎮ
体外肠道模型试验表明[１５]ꎬ Ａ 型的 ＲＳ３ 能

够增殖奇异菌属 (Ａｔｏｐｏｂｉｕｍ ｓｐｐ )ꎬ 而 Ｂ 型

ＲＳ３ 具有增殖双歧杆菌属 ( Ｂｉｆｉｄ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ｓｐｐ ) 的作用ꎮ 研究表明ꎬ 膳食纤维的来源、
所含糖的类型、 连接方式、 糖链的长度、 颗

粒大小、 异构体等都会影响它被微生物的利

用情况[１６]ꎮ

４　 展　 望

研究膳食纤维与肠道菌群的相互关系ꎬ
归根结底是为了探究其对人类健康的作用ꎮ
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ꎬ 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

会得到越来越深入的了解ꎬ 将有可能利用不

同的膳食纤维对肠道微生态系统产生可预知

的改变作用ꎬ 使其能够更有针对性的服务于

人类健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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