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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Ｇｒａｎｔ” ｉｎ ２０１３ (２)

基于家系设计的维生素 Ｄ 及维生素 Ｄ 受体基因多态性
对 ２ 型糖尿病的交互作用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 ａｎｄ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Ｇｅｎｅ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ａｍｉｌｙ Ｄｅｓｉｇｎ

项目申请者: 李文杰

因此ꎬ 申请者拟在前期相关研究的基础上ꎬ 采用流行病学病

专业技术职称: 教授

例对照与遗传学相结合的研究设计ꎬ 以 ２ 型糖尿病病例和对

工作单位: 郑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照家系人群为研究对象ꎬ 探讨维生素 Ｄ 和维生素 Ｄ 受体基因

项目资助金额: １９.８ 万元

多态性 与 ２ 型 糖 尿 病 的 关 系ꎬ 联 合 应 用 多 因 子 降 维 模 型
( ＭＤＲ) 和分类回归树模型 ( ＣＡＲＴ) 综合评价环境因素与遗

项目摘要:

传易感因素在 ２ 型糖尿病发生中的交互作用ꎮ 研究结果不仅

２ 型糖尿病是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ꎬ 虽已

有助于全面认识维生素 Ｄ 及维生素 Ｄ 受体基因多态性在 ２ 型

发现一些易感基因和环境因素与 ２ 型糖尿病相关ꎬ 但其病因

糖尿病发病中的作用ꎬ 而且有助于为 ２ 型糖尿病高发风险的

和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ꎮ 新近的研究显示ꎬ ２ 型糖尿病的发

估计、 个体化的预防及综合防治措施的制定和实施提供科学

生可能与血清维生素 Ｄ 缺乏和维生素 Ｄ 受体基因变异有关ꎮ

依据ꎮ

彝族聚居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效果评价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Ｙｉ Ｉｎｈａｂｉ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项目申请者: 吕晓华

济水平落后ꎬ 是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重点和难

专业技术职称: 教授

点区域ꎮ 彝族是全国人数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ꎬ 世居在大渡

工作单位: 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

河以南及金沙江以北的高原地区ꎬ 自然环境恶劣ꎬ 交通不便、

项目资助金额: ２０ 万元

地质灾害频繁ꎬ 远离经济中心ꎮ 同时ꎬ 凉山彝族地区是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从奴隶社会一步跨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 “ 直过

项目摘要:

区” ꎮ 由于自然地理环境、 政治、 经济、 文化等因素ꎬ 彝族聚

从 ２０１１ 年秋季学期起ꎬ 国家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

居区农村学生营养需要有其特殊性ꎬ 学校食堂供餐或 “ 鸡蛋、

营养改善计划ꎬ 为试点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

牛奶、 水果” 等模式是否适用于彝族地区农村学生? 本项目

膳食补助ꎮ 少数民族地区和多民族集居地区主要分布在老区、

拟选择彝族聚居区农村学生为对象ꎬ 对营养改善效果进行综

边区、 高原地区、 深山区、 戈壁荒漠区ꎬ 自然条件恶劣ꎬ 经

合评价ꎬ 同时探索行之有效的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学生营养改

４

(２) 营养改善计划对彝族聚居区农村学生在营养、 体质、

善之路ꎬ 以促进国家对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的投入物
尽其用ꎬ 改善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学生营养状况ꎬ 提高少数民

智力等方面产生的效果ꎻ
(３) 利用彝区食品资源进行学生营养干预的效果ꎻ

族地区农村学生体质与健康水平ꎮ

(４) 总结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的经验和不足ꎬ 为

预期结果
(１) 掌握彝族聚居区农村学生的营养需求和主要营养问题ꎻ

政府决策提供依据ꎮ

辣椒素干预对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和功能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ａｐｓｉｃｉｎ ｏｎ Ｈｉｇｈ￣ｄｅｎｓｉｔｙ￣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项目申请者: 秦玉

可以通过 促 进 降 钙 素 基 因 相 关 肽 ( ＣＧＲＰ) 的 释 放ꎬ 调 控

专业技术职称: 讲师

ＰＰＡＲλ 和 / 或 ＮＦ￣κＢ 信号通路ꎬ 明显改善动脉粥样硬化ꎮ 而

工作单位: 第三军医大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教研室

ＰＰＡＲλ 信号通路在 ＨＤＬ 功能中有重要作用ꎮ 因此ꎬ 我们提

项目资助金额: ２０ 万元

出假说: 辣椒素可以调节人的 ＨＤＬ 功能ꎮ 本项目拟采用随机
双盲对照临床试验ꎬ 给予低 ＨＤＬ￣Ｃ 水平人群辣椒素干预 １２

项目摘要:

周后ꎬ 观察 ＨＤＬ￣Ｃ 水平和功能 ( 促进巨噬细胞胆固醇外流能

相比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 ＨＤＬ￣Ｃ) 水平ꎬ ＨＤＬ 功能与

力) 改变ꎻ 以外周血 单核 细胞 为对 象ꎬ 从 胆固醇 逆向 转运、

动脉粥样硬化负荷的关系更密切ꎮ 课题组前期研究表明ꎬ 重

ＣＧＲＰ、 ＰＰＡＲλ、 ＮＦ￣κＢ 等途径探讨辣椒素 ( 酯) 影响 ＨＤＬ

庆居民低 ＨＤＬ￣Ｃ 水平的现患率明显低于国内平均水平ꎬ 并与

功能的可能机制ꎮ 本研究结果将为升高 ＨＤＬ 功能ꎬ 降低心血

辣椒摄入相关ꎻ 采用辣椒素干预明显改善妊娠糖尿病女性的

管疾病发病风险提供新思路和证据ꎮ

胰岛素抵抗ꎬ 影响糖脂代谢ꎮ 动物和细胞研究表明ꎬ 辣椒素

中国母乳成分标准化数据库建立的研究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ｅａｓｔ Ｍｉｌｋ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项目申请者: 荣爽

与哪些影响因素有关? 这期待着我们 “ 对母乳成分的进一步

专业技术职称: 博士后

认识与了解” ꎮ 本研究将通过对中国母乳成分数据的统一收集

工作单位: 中国营养学会

和整理ꎬ 建立中国母乳成分表 / 数据库ꎬ 并纳入中国食物成分

项目资助金额: ２０ 万元

表和数据库 ( ＦＣＴ 和 ＦＣＤ) 中ꎬ 旨在了解中国乳母群体的母
乳组成状况ꎬ 分析中国乳母母乳营养成分的特点ꎬ 为婴幼儿

项目摘要:

ＤＲＩｓ 的制定提供科学基础ꎮ 在数据库平台基础上进一步探索

母乳是婴儿最好的食品ꎬ 可满足 ０－６ 月龄婴儿的营养需

母乳营养成分与膳食、 地域以及经济等因素的关系ꎬ 并重点

求ꎬ 促进生长发育及智力发展ꎬ 提高抗病能力ꎬ 并可预防其

阐述母乳中主要的营养成分和功能成分ꎮ 对比研究世界主要

成年后非传染 性 慢 性 疾 病 的 发 生ꎮ 然 而 母 乳 究 竟 “ 优 在 何

国家与国际组织的母乳成分数据资料ꎬ 及关于配方乳添加成

处” ? 近年来随着膳食模 式的 变迁ꎬ 母乳 的营 养成 分有 何变

分的相关管理法规ꎬ 阐明我国母乳的共性及特性ꎬ 为修订适

化? 中国母亲的母乳与外国母亲的母乳有何差异? 母乳成分

合我国的配方乳添加成分的标准与法律法规提供科学依据ꎮ

５

有机全胚芽裸燕麦对糖尿病合并血脂异常的人群干预试验研究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Ｎａｋｅｄ Ｏａｔ ｗｉｔｈ Ｗｈｏｌｅ Ｇｅｒｍ
ｏｎ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Ｄｙｓｌｉｐｉｄｅｍｉａ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Ａｄｕｌｔｓ

项目申请者: 徐美虹

大家的关注ꎮ 但现有人群干预试验存在着样本量小、 干预期

专业技术职称: 讲师

短或设计不够严谨的缺点ꎬ 缺乏长期、 大队列、 前瞻性研究ꎬ

工作单位: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且研究受试物均为皮燕麦或其产品ꎬ 未见关于裸燕麦干预糖

项目资助金额: ２０ 万元

尿病合并血脂异常效果的报告ꎮ 另外ꎬ 燕麦降脂降糖的作用
机制也尚不清楚ꎮ 本项目设计了为期 １ 年的人群干预试验研

项目摘要:

究ꎬ 通过自身前后比较和组间比较ꎬ 评价有机全胚芽裸燕麦

血脂异常是糖尿病患者常见并发症ꎬ 并已成为其心血管

摄入对糖尿病合并血脂异常患者血糖、 血脂、 体重、 相关并

事件发生率增加的重要危险因素ꎮ 随着营养科学的深入发展ꎬ

发症及生活质量等方面的影响ꎬ 并探讨其有效剂量选择及可

饮食控制和营养干预对于血脂异常的防治作用逐渐得到大家

能机制ꎮ 研究结果将为糖尿病合并脂代谢异常的医学营养防

的认可ꎮ 燕麦以其降低胆固醇和抗氧化等功能ꎬ 已逐渐得到

治策略提供依据ꎮ

６

孕妇营养状况对子代神经发育影响的研究进展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Ｐｒｅｇｎａｎｔ Ｗｏｍａｎ 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ｕｒ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ｆｆｓｐｒｉｎｇ: Ａ Ｒｅｖｉｅｗ
曹璐佳

闫

Ｌｕｊｉａ Ｃａｏ

婧

黄国伟

Ｊｉｎｇ Ｙａｎ

Ｇｕｏｗｅｉ Ｈｕａｎｇ

天津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天津 ３０００７０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ꎬ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Ｔｉａｎｊｉｎ ３０００７０

目前ꎬ 已有诸多证据支持宫内环境在胎儿发育以及随后

产生不利影响ꎬ 如神经管畸形、 语言发育延迟、 认知能力下
降、 以及精神和神经发育障碍 [１１－１３] ꎮ

的儿童健康和疾病风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ꎮ 胎儿的脑发育始
于受精后 ２－３ 周ꎬ 胚胎经历神经细胞增殖和迁移、 突触形成、

２. 营养素对子代神经发育的影响

髓鞘形成、 凋亡等特定过程 [１] ꎮ 母体营养对维持健康妊娠和
支持胎儿发育具有重要作用ꎮ 怀孕前和产前阶段提供的营养

２.１

物质不仅为大脑的发育提供了物质基础ꎬ 而且还可能通过表

蛋白质
蛋白质是构成细胞和组织的重要营养物质ꎬ 经消化后以

观遗传机制对胎儿大脑进行 “ 编程” [２ꎬ３] ꎮ 在大脑发育的这一

小分子肽和游离氨基酸的形式被吸收利用ꎬ 在肌肉和神经细

关键时期ꎬ 如果不能提供关键的营养物质ꎬ 可能会导致大脑

胞内含量最高ꎮ 对于正在发育的胚胎而言ꎬ 蛋白质是脑细胞

功能的终生缺陷ꎮ 目前ꎬ 我国孕妇孕期营养面临能量过剩和

生长发育和神经纤维修复及再生的重要成分ꎮ 大脑中的信号

微量营养素缺乏的双重挑战 [４] ꎮ 可见ꎬ 理解营养素与神经发

传导以及记忆、 语言、 思维等功能均以氨 基酸为 物质 基础ꎮ

育之间的相互作用ꎬ 对促进孕期良好饮食、 优化子代神经发

动物研究证明ꎬ 母体孕前或孕期蛋白质的缺乏会导致子代大

育具有重要的作用ꎮ

脑发育异常ꎬ 如神经干细胞的减少、 神经元分化的动力学改

１. 营养不良对子代神经发育的影响

变ꎬ 以及成年后记忆力减退和行为缺陷等 [１４ꎬ１５] ꎮ

２.２

营养不良包括营养不足和营养过剩ꎬ 营养不足指提供的

脂类
脂类包括脂肪和类脂ꎬ 类脂 ( 磷脂和固醇类) 是细胞膜、

宏量和 / 或微量营养素不足ꎬ 常见于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及微

机体组织器官、 特别是神经组织的重要组成成分ꎮ 另一方面ꎬ

量营养元素缺乏ꎮ 营养过剩指提供的能量及营养素摄入过多ꎮ

脂溶性维生素 Ａ、 Ｄ、 Ｅ 和 Ｋ 在神经信号传导中的关键物质合

此外ꎬ 许多营养物质和健康的关系呈现 Ｕ 型曲线ꎬ 不足或过

成中起着关键作用 [１６ꎬ１７] ꎬ 这些维生素需要膳食脂肪来吸收ꎮ

量都将置于风险之中 [５] ꎮ 这两种形式的营养不良都会影响神

因此ꎬ 孕妇在整个孕期摄入足够的膳食脂肪对胎儿神经系统

经发育 [６] ꎮ

的正常发育至关重要ꎮ 多不饱和脂肪酸 ( ＰＵＦＡｓ) ꎬ 尤其 ｎ－６

在动物研究中ꎬ 营养 不 良 大 鼠 的 子 代 表 现 为 神 经 发 生

家族的花生 四 烯 酸 ( ＡＡ) 和 ｎ － ３ 家 族 的 二 十 二 碳 六 烯 酸

和神经元功能受损、 进食途 径 紊 乱、 葡 萄 糖、 瘦 素 和 胰 岛

( ＤＨＡ) ꎬ 是神经膜磷脂和神经轴突绝缘髓鞘的结构成分 [１８] ꎮ

素抵抗的变化 [ ７] ꎮ 在人 类 中ꎬ 怀 孕 期 间 营 养 缺 乏 的 极 端 案

它们在 调 节 神 经 和 心 理 障 碍 的 发 展 方 面 也 发 挥 着 关 键 作

例 ( 比如饥荒) 为我们了解营养不良对大脑发育的长期影响

用 [１９] ꎮ 多不饱和脂肪酸中特别是 ＤＨＡ 在神经细胞磷脂中浓

提供了独特视角 [８] ꎮ 不同国家的研究显示ꎬ 母亲孕期营养不

度较高ꎬ 在妊娠晚期开始在大脑中迅速积累ꎬ 并持续到产后

良的子女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认知功能下降 [９] ꎮ 针对大量营养

早期 [２０] ꎮ 动物研究显示ꎬ 围产期 ＤＨＡ 及其前体的缺乏对子

素缺乏的人群ꎬ 在孕期及子代出生后 ２ 年内补充高能量、 高

代认知和行为结果有负面影响 [２１] ꎮ

蛋白营养可以改善子代神经发育ꎬ 具体表现在知识、 算术、

２.３

阅读和词汇测试中得分更高ꎬ 在信息处理任务中的反应时间
也更快 [１０] ꎮ

糖
糖类中以葡萄糖作为人类大脑的主要能量来源ꎬ 胎儿神

经系统的发育需要大量的葡萄糖ꎬ 母体葡萄糖缺乏的情况下

除了营养不良外ꎬ 特定的营养素缺乏也可能对神经发育

７

会动用脂肪和蛋白质供能ꎬ 脂肪的不完全氧化产生酮体ꎬ 酮

缺碘可导致儿童克汀症ꎬ 伴随严重的、 不可逆转的发育迟缓ꎮ

体可自由通过胎盘进入胎儿体内作为能量不足的补充ꎮ 但它

由于碘盐的强化ꎬ 严重缺碘的患病率已得到控制ꎬ 但轻度或

们会影响胎儿的生长并对组织器官造成损伤ꎬ 尤其会危害中

中度碘缺乏仍是令人担忧的公共卫生问题ꎮ 轻度至中度产后

枢神经系统的发育ꎮ 血液酮体高的孕妇所生婴儿常出现智力

慢性碘缺乏与子代智商测试成绩下降及非语言智商和阅读能

发育不良的现象

２.４

[２２]

力较低有关 [３２ꎬ３３] ꎮ

ꎮ

２.８

铁

维生素 Ａ

铁参与体内氧的运送ꎬ 是血红蛋白的组成成分ꎬ 也是神

维生素 Ａ 被认为是哺乳动物饮食中一种重要的微量营养

经元生长和分化所需的微量元素ꎬ 对神经递质和髓鞘的合成

素ꎬ 以视黄醇的形式传递到组织中ꎮ 维生素 Ａ 是胚胎中枢神

ꎮ 产前和婴儿期早期缺铁与长期的神经行为损

经系统和出生后发育过程中的关键分子ꎬ 对神经元可 塑性、

害有关ꎬ 即使进行铁治疗ꎬ 这种损害也可 能是 不可 逆转 的ꎮ

海马和下丘脑的神经发生有重要作用ꎮ 夜盲症、 贫血和免疫

研究显示ꎬ 妊娠期铁缺乏会影响胎儿海马的结构和功能ꎬ 从

缺陷是维生素 Ａ 缺乏的主要后果 [３４] ꎮ 在怀孕期间缺乏维生素

而影响子代 的学 习和 记忆 能力 [２４] ꎮ 此 外ꎬ 严 重 的 母 体 铁 缺

Ａ 可能导致子代眼睛和中枢神经系统的致畸作用ꎮ 其中ꎬ 轻

乏、 有限的母体－胎儿铁转运 ( 与吸烟或母体高血压有关) 或

度维生素 Ａ 缺乏的表现之一是比托斑ꎻ 严重缺乏维生素 Ａ 会

增加胎儿铁需求的条件 ( 如母体糖尿病) 可导致新生儿铁缺

导致干眼症、 角膜溃疡、 瘢痕和失明ꎻ 而维生素 Ａ 的过度暴

有重要作用

[２３]

乏和相关的长期认知障碍

２.５

[２５]

ꎮ

露也可能导致畸形ꎬ 如脊柱裂、 脑积水、 腭裂、 眼盲和肢体
畸形 [３５] ꎮ

锌

２.９

锌是产前和产后子代神经发育的重要微量元素ꎮ 锌通过

维生素 Ｄ

信号转导、 分泌前聚合物和基因转录系统在多种酶中发挥结

维生素 Ｄ 除了在钙和骨骼稳态中的经典作用外ꎬ 还具有

构和调节作用ꎬ 这些酶对新陈代谢、 生长和人类繁殖至关重

与炎症相关的主要免疫调节作用ꎮ 胎儿期维生素 Ｄ 缺乏降低

ꎮ 此外ꎬ 锌参与了很多营养素、 核酸、 血红素合成、 结

了参与大脑和小脑生长的某些基因的表达ꎬ 导致中枢神经系

缔组织置换、 基因表达、 组织合成和胚胎发生的主要代谢途

统结构的改变ꎮ 维生素 Ｄ 受体在胶质细胞和神经元中表达ꎬ

ꎮ 缺锌可能通过改变注意力、 活动、 神经心理状态来影

诱导神经生长因子ꎬ 是一种有效的有丝分裂抑制剂和细胞分

ꎮ 有研究发现ꎬ 母亲的锌水平与儿童早期运动

化的有效促进剂ꎮ 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妊娠缺乏维生素 Ｄ

要

径

[２６]

[２７]

响认知发展

[２８]

和认知神经发育之间存在相关性

２.６

[２９]

ꎮ

与子代神经发育障碍ꎬ 如 精神 分裂 症和 语言、 运动、 记忆、
学习等一系列认知障碍有关 [３６ꎬ３７] ꎮ

铜

２.１０

铜是一种重要的营养物质ꎬ 参与血红蛋白的形成ꎬ 对骨

维生素 Ｅ

骼、 肌腱、 结缔组织、 血管系统和髓鞘的发育和维持至关重

维生素 Ｅ 是一种抗氧化剂ꎬ 可以维持细胞膜的完整性ꎬ

要ꎮ 髓磷脂由磷脂组成ꎬ 磷脂的合成依赖于细胞色素 Ｃ 氧化

保护低密度脂蛋白中的脂肪免受氧化 [３８] ꎮ 维生素 Ｅ 在大脑中

酶ꎬ 这是一种铜依赖的酶 [３０] ꎮ 妊娠期和哺乳期铜的需求量增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ꎬ 它是神经系统正常运作和形成所必需

加ꎬ 这些时期是胎儿和新生儿关键的生长发育时期ꎬ 此过程

的化合物ꎮ 它可通过穿过细胞膜进入组织而影响大脑ꎬ 维生

中的铜缺乏可导致大量的结构和生化异常ꎮ 这种缺乏可通过

素 Ｅ 缺乏与小脑共济失调、 脊髓后髓损伤和周围神经病变有

多种机制产生ꎬ 包括母亲膳食铜摄入量低、 疾病或药物引起

关 [３９] ꎮ 动物实验证实ꎬ 在孕期母体对胎儿的维生素 Ｅ 供应不

的母亲和概念化铜代谢的变化ꎮ 此外ꎬ 即使在出生后开始补

足ꎬ 与子代出生时大脑维生素 Ｅ 水平的降低和大脑谷氨酸水

充铜ꎬ 也会对后代造成持续的结构、 生化 和功 能不 良影 响ꎬ

平的不可逆转的变化有关ꎬ 且这种不足与成年后焦虑的增加

这支持了在怀孕和哺乳期间适当补充铜对子代正常发育至关

有关 [４０ꎬ４１] ꎮ

重要的观点 [３１] ꎮ

２.１１

２.７

维生素 Ｂ１

维生素 Ｂ １ 也称硫胺素ꎬ 参与碳水化合物的合成和代谢ꎬ

碘
碘对甲状腺激素的合成至关重要ꎬ 甲状腺激素具有调节

同时ꎬ 它在肌肉收缩、 神经冲动传导和神经系统对葡萄糖的

大脑的生长发育的作用ꎮ 严重缺碘是世界范围内智力低下的

吸收方面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４２] ꎮ 脑干、 小脑和大脑边缘系统

主要原因之一ꎬ 孕妇在怀孕期间对碘的需求量增加 了一 倍ꎬ

对维生素 Ｂ １ 缺乏 ( 假缺氧) 高度敏感ꎬ 其病理生理学类似于

８

连续缺氧 [４３] ꎮ 怀孕和哺乳期对硫胺素的需求会增加ꎬ 饮食摄

它有保护神经元周围髓鞘和神经递质合成的作用ꎮ 维生素 Ｂ １２

入不足或过量饮酒易导致硫胺素缺乏ꎮ 硫胺素缺乏使大脑髓

缺乏会导致覆盖在颅脑、 脊髓和周围神经的髓鞘受损ꎮ 母亲

磷脂和神经递质的合成障碍、 神经膜功能障碍从而导致大脑

孕期患有恶性贫血或严格素食主义的生活方式将导致维生素

功能障碍ꎮ 孕期维生素 Ｂ １ 缺乏症和产前饮酒可协同作用ꎬ 对

Ｂ １２ 严重缺乏ꎬ 子代会出现一系列神经症状ꎬ 包括易怒、 发育

胎儿发育产生负面影响

[４４]

ꎮ 婴儿缺乏硫胺素可导致脑病、 神

不良、 冷漠、 厌食症和发育退化 [５４ꎬ５５] ꎮ

经病、 视力改变和死亡ꎮ 即使存活下来的儿童也容易产生严

２.１６

重的运动和认知后遗症 [４５] ꎮ

２.１２

维生素 Ｃ

维生素 Ｃ 也称抗坏血酸ꎬ 它的功能包括维持大脑氧化还

胆碱

原平衡ꎬ 调节胆碱能、 儿茶酚胺能和谷氨酰胺能系统ꎬ 通过

胆碱参与了神经干细胞的增殖、 分化和迁移等发生在胚

神经元的成熟和分化发育神经元ꎬ 并形成髓鞘ꎮ 发育中的大

胎发育的整个过程ꎮ 它是磷脂、 磷脂酰胆碱和鞘磷脂膜的组

脑ꎬ 神经密度和成熟度受到维生素 Ｃ 缺乏的影响ꎬ 会导致脑

成部分ꎬ 是乙酰胆碱神经递质的前体ꎮ 它是甲基化的主要来

容量减少ꎮ 维生素 Ｃ 缺乏还会影响叶酸代谢和铁的吸收从而

源ꎬ 是 ＤＮＡ 和组蛋白甲基化所必需的ꎮ 胆碱代谢与叶酸、 维

影响神经发育 [５６] ꎮ 另 一 方 面ꎬ 抗 坏 血 酸 作 为 抗 氧 化 剂ꎬ 直

生素 Ｂ ６ 和 Ｂ １２ 以及蛋氨酸密切相关ꎬ 这些代谢途径的任何一

接促进体内铅的排泄ꎬ 防止铅诱导的氧化应激ꎬ 研究显示ꎬ

种改变都与其他途径的改变有关ꎮ 胆碱参与同型半胱氨酸合

妊娠期抗坏血酸治疗可以预防铅诱导的大鼠小脑发育障碍ꎻ

成蛋氨酸 [４６] ꎮ 妊娠期胆碱缺乏易导致子代脊柱裂的发生ꎬ 研

新生子代生长发育过程中饲喂维生素 Ｃ 对学习记忆有积极的

究证实ꎬ 孕妇补充胆碱对其子代有以下作用: 促进细胞增殖ꎬ

影响 [ ５７ꎬ５８] ꎮ

减少海马凋亡ꎬ 增加神经元大小ꎬ 改善学习和视觉空间和听

综上ꎬ 目前研究孕期营养对子代神经发育影响的文献在

觉记忆ꎮ 当胆碱缺乏时作用则相反 [４７] ꎮ

２.１３

规模上是有限的ꎬ 且在研究设计、 孕期营养成分、 评估的脑

维生素 Ｂ６

发育结果、 孕期暴露时间和产后随访等均存在显著的异质性ꎮ

维生素 Ｂ ６ 在体内参与神经系统中的许多酶促反应ꎬ 使神

同时ꎬ 考虑到营养物质对神经发育障碍的影响可能因胎儿的

经递质水平升高ꎬ 包括 多巴 胺、 血 清素、 去甲 肾上 腺素 等ꎮ

发育时期而异ꎬ 未来的研究应该对敏感性窗口有明确的假设ꎬ

这些神经递质的合成对维生素 Ｂ ６ 水平非常敏感ꎮ 此外ꎬ 它对

并使用它来指导研究的设计和实施以及结果的解释ꎮ 实际应

免疫功能、 基因转录和表达有直接影响ꎬ 并在脑葡萄糖调节

用方面ꎬ 我们倡导在生命早期 １０００ 天内为母亲和婴幼儿提供

中发挥重要作用ꎮ 研究证实ꎬ 母体维生素 Ｂ ６ 缺乏会导致子女

健康饮食ꎬ 以利于神经系统的长期健康ꎮ

的运动和学习行为异常ꎬ 如多动症、 癫痫、 共济失调和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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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ｅｒｉｎａｔａ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 Ｊ] .

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Ｄｅｆｉｃｉｔ Ｈｙｐ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 Ｊ] . Ｐｓｙ￣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ꎬ １９９３ꎬ ５７ ( ５ ) :

ｃｈｉａｔｒｉａ Ｄａｎｕｂｉｎａꎬ ２０１８ꎬ ３０ (３) : ３１０－３１６.

７０３Ｓ－７１０Ｓ.

[７] Ｂｒｅｔｏｎ Ｃ. Ｔｈｅ ｈｙｐｏｔｈａｌａｍｕｓ￣ａｄｉｐｏｓｅ ａｘｉｓ ｉｓ ａ ｋｅｙ

[１７] Ｓａｎｃｈｅｚ￣Ｈ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Ｄꎬ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Ｇ Ｈꎬ Ｐｏｏｎ Ａ

ｔａｒｇｅｔ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ｂｙ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Ｎꎬ ｅｔ ａｌ.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ｆａｔ￣ｓｏｌｕｂｌｅ ｖｉｔａｍｉｎｓꎬ ｂｒａ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Ｊ] . Ｊ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ꎬ ２０１３ꎬ ２１６ (２) : Ｒ１９－３１.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８] Ｓｚｕｔｏｒｉｓｚ Ｈꎬ Ｈｕｒｄ Ｙ Ｌ.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 Ｊ] .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２０１６ꎬ ３６ (１０) : １０４５－１０５４.
[１８] Ｙｅｈｕｄａ Ｓꎬ Ｒａｂｉｎｏｖｉｔｚ Ｓꎬ Ｍｏｓｔｏｆｓｋｙ Ｄ Ｉ. Ｅｓｓｅｎ￣

ｂｒａ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ｅｐｉｇｅｎｅ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ｌｉｆｅ ｍａｌｎｕｔｒｉ￣
ｔｉｏｎ [ Ｊ] .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ꎬ ２０１６ꎬ ８０ (１０) : ７３０－７３２.

ｔｉａｌ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ａｒｅ ｍｅｄｉ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ｂｒａｉｎ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

[９] Ｒｏｎｇ Ｈꎬ Ｘｉ Ｙꎬ Ａｎ Ｙ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

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１９９９ꎬ
５６ (６) : ５６５－５７０.

ｔｗｅｅｎ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ｌｉｆｅ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ａｍｉｎｅ ａｎｄ ｃｏｇ￣
ｎｉｔｉｖ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ｉｎ ａｄｕｌｔｈｏｏ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ｕｌｔｈｏｏｄ ｐｌａｙｓ ａｎ ｉｍ￣

[１９] Ｙｅｈｕｄａ Ｓ. Ｏｍｅｇａ￣６ / ｏｍｅｇａ￣３ ｒａｔｉｏ ａｎｄ ｂｒａｉｎ￣ｒｅ￣

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ｎｋ? [ Ｊ].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ｉｎ ａｇｉｎｇ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ｌａｔｅ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 Ｊ] . Ｗｏｒｌｄ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ｅｔｅｔｉｃｓꎬ

２０１８ꎬ ９: ４４４.

２００３ꎬ ９２: ３７－５６.

[１０] Ｐｏｌｌｉｔｔ Ｅꎬ Ｇｏｒｍａｎ Ｋ Ｓꎬ Ｅｎｇｌｅ Ｐ Ｌꎬ ｅｔ ａ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２０] 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ｉ Ｊ Ｍꎬ Ｇｕｅｓｎｅｔ Ｐꎬ Ｖａｎｃａｓｓｅｌ Ｓꎬ ｅｔ ａｌ.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ｌｆｉｌｌ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Ｊ]. Ｔｈｅ

Ｐｏｌｙ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ｎｅｒｖｏｕ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ꎬ １９９５ꎬ １２５ (ｓｕｐｐｌ＿４): １１１１Ｓ－１１１８Ｓ.

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ｌｉｆｅ

[１１] Ｃｚｅｉｚｅｌ Ａꎬ Ｄｕｄáｓ Ｉꎬ Ｖｅｒｅｃｚｋｅｙ Ａꎬ ｅｔ ａｌ. Ｆｏｌａｔｅ

[ Ｊ] .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２００４ꎬ ４４ ( ６ ) :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ｆ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５０９－５３８.

ｎｅｕｒａｌ￣ｔｕｂｅ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 ｈｅａｒｔ ｄｅｆｅｃｔｓ [ Ｊ] . Ｎｕｔｒｉ￣

[２１] ＭｃＣａｎｎ Ｊ Ｃꎬ Ａｍｅｓ Ｂ Ｎ. Ｉｓ ｄｏｃｏｓａｈｅｘａｅｎｏｉｃ

ｅｎｔｓꎬ ２０１３ꎬ ５ (１１) : ４７６０－４７７５.

ａｃｉｄꎬ ａｎ ｎ－３ ｌｏｎｇ￣ｃｈａｉｎ ｐｏｌｙ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ꎬ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１２ ] Ｒｏｔｈ Ｃꎬ Ｍａｇｎｕｓ Ｐꎬ Ｓｃｈｊøｌｂｅｒｇ Ｓꎬ ｅｔ ａｌ. Ｆｏｌｉｃ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ｏｒｍａｌ ｂｒａｉ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ｖｉ￣

ａｃｉｄ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ａｎｄ ｓｅｖｅｒ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ｄｅｌａｙ ｉｎ

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ｔｅｓｔ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ｓ ａｎｄ ａｎｉ￣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 Ｊ] . Ｊａｍａꎬ ２０１１ꎬ ３０６ (１４) : １５６６－１５７３.

ｍａｌｓ－ [ Ｊ] .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５ꎬ

[１３] 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Ａ Ｊ Ｏꎬ Ｈｏｌｔ Ｂ Ｊꎬ Ｓｅｒｒａｌｈａ Ｍꎬ ｅｔ ａｌ.

８２ (２) : ２８１－２９５.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ｓｅｒｕｍ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 ｌｅｖｅｌ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ａｎｄ ｏｆｆ￣

[２２] Ｓｅｓｍａ Ｈ Ｗꎬ Ｇｅｏｒｇｉｅｆｆ Ｍ Ｋ.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ｄ￣

ｓｐｒｉｎｇ ｎｅｕｒｏ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Ｊ ] .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ꎬ ２０１２ꎬ

ｖｅｒｓｅ 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ｎｅｗｂｏｒ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ｄｅ￣

１２９ (３) : ４８５ － ４９３. Ｇｏｕｌｄ Ｊ Ｆꎬ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Ａ Ｊꎬ Ｙｅｌｌａｎｄ Ｌ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ｄｉａｂｅ￣

Ｎꎬ ｅｔ 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ｒｄ ｂｌｏｏｄ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 ｗｉｔｈ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ｌｄ￣

ｔ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 Ｊ]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ｓｙｃｈｏｐａｔｈｏｌｏ￣

ｈｏｏ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ｎｅｕｒ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ａｅｄｉａｔ￣

ｇｙꎬ ２００３ꎬ １５ (４) : ９９１－１０１５.

ｒ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ꎬ ２０１７ꎬ ５３ (１) : ７５－８３.

[ ２３ ] Ｂａｕｍｇａｒｔｎｅｒ Ｊꎬ Ｓｍｕｔｓ Ｃ Ｍꎬ Ｍａｌａｎ Ｌꎬ ｅｔ ａｌ.

[１４] Ｇｏｕｌｄ Ｊ Ｍꎬ Ｓｍｉｔｈ Ｐ Ｊꎬ Ａｉｒｅｙ Ｃ Ｊꎬ ｅｔ ａｌ. Ｍｏｕｓ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ｒｏｎ ａｎｄ ｎ－３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ꎬ ａｌｏｎｅ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ｒｅ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ｌｏｎｅ ｐｅｒ￣

ｉｎ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ꎬ ｏｎ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 ｒａｎｄｏｍ￣

ｍａｎｅｎｔｌｙ ａｌｔｅｒｓ ｂｒａｉｎ ｎｅｕｒｏｎ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ｕｌｔ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ｉｚｅｄꎬ ｄｏｕｂｌｅ￣ｂｌｉｎｄꎬ ｐｌａｃｅｂ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ｍｅｍｏｒｙ [ Ｊ]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

Ａｆｒｉｃａ [ Ｊ] .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２ꎬ

ｅｎｃｅｓꎬ ２０１８ꎬ １１５ (３１) : Ｅ７３９８－Ｅ７４０７.

９６ (６) : １３２７－１３３８.

[１５] Ｈｅｒｒｉｎｇ Ｃ Ｍꎬ Ｂａｚｅｒ Ｆ Ｗꎬ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Ｇ Ａꎬ ｅｔ ａｌ.

[２４] Ｆｒｅｔｈａｍ Ｓ Ｊ Ｂꎬ Ｃａｒｌｓｏｎ Ｅ Ｓꎬ Ｇｅｏｒｇｉｅｆｆ Ｍ Ｋ.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ｎｔａｋｅ ｏｎ ｆｅｔａｌ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ꎬ

ｒｏｌｅ ｏｆ ｉｒｏｎ ｉ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ｅｍｏｒｙ [ Ｊ] .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Ｎｕｔｒｉ￣

ｇｒｏｗｔｈꎬ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Ｊ ] .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１ꎬ ２ (２) : １１２－１２１.

１０

[ ２５ ] Ｇｅｏｒｇｉｅｆｆ Ｍ Ｋ.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ｂｒａｉｎ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ｄａｍａｇｅ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ｒａｔ ｂｒａｉｎ [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ｉｒｏｎ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 Ｊ] .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ｓ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１５ꎬ ４７: ２９８－３０３.

２０１１ꎬ ６９ ( ｓｕｐｐｌ＿ １) : Ｓ４３－Ｓ４８.

[３６] Ｖｉｎｋｈｕｙｚｅｎ Ａ Ａ Ｅꎬ Ｅｙｌｅｓ Ｄ Ｗꎬ Ｂｕｒｎｅ Ｔ Ｈ Ｊꎬ ｅｔ

[２６] Ｃａｓｔｉｌｌｏ￣Ｄｕｒáｎ Ｃꎬ Ｐｅｒａｌｅｓ Ｃ Ｇꎬ Ｈｅｒｔｒａｍｐｆ Ｅ Ｄꎬ

ａｌ.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ａｕｔｉｓｍ￣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ｒａｉｔｓ: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ｚｉｎｃ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 Ｓｔｕｄｙ [ Ｊ] .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ꎬ ２０１８ꎬ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Ｃｈｉｌｅａｎ ｉｎｆａｎｔｓ [ Ｊ ] .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ꎬ

２３ (２) : ２４０.

２００１ꎬ １３８ (２) : ２２９－２３５.

[ ３７] Ｖｕｉｌｌｅｒｍｏｔ Ｓꎬ Ｌｕａｎ Ｗꎬ Ｍｅｙｅｒ Ｕꎬ ｅｔ ａｌ.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

[２７] Ｓａｎｄｓｔｅａｄ Ｈ Ｈꎬ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ｓｏｎ Ｃ Ｊꎬ Ｐｅｎｌａｎｄ Ｊ 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ｐｒｅｖｅｎｔｓ ａｕｔｉｓｍ￣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ｈｅｎｏ￣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ｚｉｎｃ ａ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ｂｒａｉ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 Ｊ] .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ａ ｍｏｕｓ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ｉｍｍｕｎｅ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 Ｊ] .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０ꎬ １３０ (２) : ４９６Ｓ－５０２Ｓ.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ａｕｔｉｓｍꎬ ２０１７ꎬ ８ (１) : ９.

[２８] Ｂｈａｔｎａｇａｒ Ｓꎬ Ｔａｎｅｊａ Ｓ. Ｚｉｎｃ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

[３８] Ｔｉａｎ Ｙꎬ Ｘｉａｏ Ｙꎬ Ｗａｎｇ Ｂꎬ ｅｔ ａｌ.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Ｅ ａｎｄ

ｏｐｍｅｎｔ [ Ｊ ] .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１ꎬ ８５ ( Ｓ２ ) :

ｌｙｃｏｐｅｎｅ ｒｅｄｕｃｅ ｃｏａｌ ｂｕｒｎｉｎｇ ｆｌｕｏｒｏｓｉｓ￣ｉｎｄｕｃｅｄ ｓｐｅｒｍａｔｏｇｅｎ￣

Ｓ１３９－Ｓ１４５.

ｉｃ ｃｅｌｌ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ｖｉａ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ＪＮＫ ａｎｄ ＥＲＫ

[２９] Ｃｏｌｏｍｂｏ Ｊꎬ Ｚａｖａｌｅｔａ Ｎꎬ Ｋａｎｎａｓｓ Ｋ Ｎꎬ ｅｔ ａｌ.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 Ｊ ] . 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ｐｏｒｔｓꎬ ２０１８ꎬ ３８
(４) : ＢＳＲ２０１７１００３.

Ｚｉｎｃ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ｎｅｕｒ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ꎬ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ｕｖｉａｎ ｉｎｆａｎｔｓ ａｇｅｄ ６－

[３９] Ｂｏｕｒｒｅ Ｊ 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 ｉｎ ｆｏｏｄ) ｏｎ ｔｈｅ

１８ ｍｏｎｔｈｓ [ Ｊ] .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４ꎬ １４４ ( ８) :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ｒｖｏｕ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ｕｐｄａｔｅ ｏｎ ｄｉｅｔ￣

１２９８－１３０５.

ａｒ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ｂｒａｉｎ. Ｐａｒｔ １: ｍｉｃｒｏ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 Ｊ] . Ｊｏｕｒ￣

[３０] Ｖａｓｈｃｈｅｎｋｏ Ｇꎬ ＭａｃＧｉｌｌｉｖｒａｙ Ｒ. Ｍｕｌｔｉ￣ｃｏｐｐｅｒ ｏｘｉ￣

ｎａｌ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Ａｇｉｎｇꎬ ２００６ꎬ １０ (５) : ３７７.

ｄ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ｉｒｏｎ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 Ｊ] .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ꎬ ２０１３ꎬ ５

[４０] Ｌｅｅ Ｇꎬ Ｈａｎ Ｓ.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Ｅ ｉｎ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７) : ２２８９－２３１３.

[ Ｊ] .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ꎬ ２０１８ꎬ １０ (１１) : １６１４.

[３１] Ｕｒｉｕ￣Ａｄａｍｓ Ｊ Ｙꎬ Ｓｃｈｅｒｒ Ｒ Ｅꎬ Ｌａｎｏｕｅ Ｌꎬ ｅｔ ａｌ.

[４１] Ｄｅｓｒｕｍａｕｘ Ｃ Ｍꎬ Ｍａｎｓｕｙ Ｍꎬ Ｌｅｍａｉｒｅ Ｓ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ｐｐｅｒ ｏｎ ｅａｒ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ｅｎａｔ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ｓｔ￣

Ｂｒａｉｎ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Ｅ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ｎａｔａｌ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 Ｊ] . Ｂｉｏｆａｃｔｏｒｓꎬ ２０１０ꎬ ３６ ( ２) : １３６ －

ｗｉｔ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ｇｌｕｔａｍａｔ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ｉｎ ａｄｕｌｔ ｍｉｃｅ

１５２.２.１.２

[ Ｊ] .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ｉ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１８ꎬ １２: ３１０.

[３２] Ｍｕｒｃｉａ Ｍꎬ Ｅｓｐａｄａ Ｍꎬ Ｊｕｌｖｅｚ Ｊꎬ ｅｔ ａｌ. Ｉｏｄｉｎｅ ｉｎ￣

[４２] Ｆｒａｎｋ Ｌ Ｌ. Ｔｈｉａｍｉｎ ｉｎ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ｔａｋｅ ｆｒｏｍ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ｅ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ｅ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ａ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５ꎬ ３９ (５): ５０３－５２０.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ｍｏｔ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ＩＮＭＡ Ｍｏｔｈｅｒ ａｎｄ

[４３ ] Ｌｏｎｓｄａｌｅ Ｄ. Ｓｕｄｄｅｎ ｉｎｆａｎｔ ｄｅａｔｈ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 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 [ Ｊ ] .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Ｈｅａｌｔｈꎬ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ｉａｍｉｎ [ Ｊ ] .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ｅｓꎬ

２０１８ꎬ ７２ (３) : ２１６－２２２.

２０１５ꎬ ８５ (６) : ９２２－９２６.

[３３] Ｈｙｎｅｓ Ｋꎬ Ｏｔａｈａｌ Ｐꎬ Ｂｕｒｇｅｓｓ Ｊ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ｄｕｃｅｄ

[４４] Ｋｌｏｓｓ Ｏꎬ Ｅｓｋｉｎ Ｎ Ａ Ｍꎬ Ｓｕｈ Ｍ. Ｔｈｉａｍｉｎ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ｐｅｒｓｉｓｔ ｉｎｔｏ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ｃ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ｍｉｌｄ

ｃｙ ｏｎ ｆｅｔａｌ ｂｒａ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ａｎ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ｐｒｅｎａｔａｌ ａｌｃｏ￣

ｉｏｄｉｎｅ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ｕｔｅｒｏꎬ ｄｅｓｐｉｔｅ ａｄｅｑｕａｃｙ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ｈｏｌ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 Ｊ] .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Ｃｅｌ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７ꎬ ９６

１５￣ｙｅａｒ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ｏｄｉｎｅ ｃｏｈｏｒｔ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２) : １６９－１７７.

ａｕｄｉｔｏｒ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ｓｐｅｅｄ ａｎｄ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ｅｍｏｒｙ [ Ｊ] . Ｎｕｔｒｉ￣

[４５] Ｈａｒｅｌ Ｙꎬ Ｚｕｋ Ｌꎬ Ｇｕｉｎｄｙ Ｍ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ｎｔｓꎬ ２０１７ꎬ ９ (１２) : １３５４.

ｓｕｂ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ｉｎｆａｎｔｉｌｅ ｔｈｉａｍｉｎｅ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ｎ ｍｏｔｏ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３４] Ｓｅｍｂａ Ｒ 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Ａ ｏｎ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 Ｊ] .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 ｃｈｉｌ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７ꎬ １３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Ｍ] / /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４) : ｅ１２３９７.
[４６] Ｖｅｌａｚｑｕｅｚ Ｒꎬ Ｆｅｒｒｅｉｒａ Ｅꎬ Ｗｉｎｓｌｏｗ Ｗꎬ ｅｔ ａｌ. Ｍａ￣

Ｈｕｍａｎａ Ｐｒｅｓｓꎬ Ｔｏｔｏｗａꎬ ＮＪꎬ １９９７: ３３７－３５０.

ｔｅｒｎａｌ ｃｈｏｌｉｎ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ｍｅｌｉｏｒａｔｅｓ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 ̓ ｓ ｄｉｓ￣

[３５] Ｂａｎａｌａ Ｒ Ｒꎬ Ｋａｒｎａｔｉ Ｐ Ｒ.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Ａ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ｍａｒｋｅｒ ｉｎ ｓｏｄｉｕｍ ｆｌｕｏｒｉｄｅ ( ＮａＦ)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ｅａｓｅ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ｂｙ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ｂｒａｉｎ 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ｃｒｏ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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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 Ｊ] .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ꎬ ２０１９: １.

[５３] Ｙａｎ Ｊꎬ Ｚｈｕ Ｙꎬ Ｃａｏ Ｌ Ｊ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ａｔｅｒ￣

[４７] Ｚｅｉｓｅｌ Ｓ Ｈ. Ｔｈｅ ｆｅｔ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ｍｅｍｏｒｙ: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ｎａｌ ｆ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ｏｎ ｉｎｆａｎｔ ｎｅｕ￣

ｏｆ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ｃｈｏｌｉｎｅ ｉｎ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ｂｒａ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Ｊ ] . Ｔｈｅ

ｒ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ｔ １ ｍｏｎｔｈ ｏｆ ａｇｅ: ａ ｂｉｒｔｈ 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Ｃｈｉ￣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ꎬ ２００６ꎬ １４９ (５) : Ｓ１３１－Ｓ１３６.

ｎａ [ Ｊ]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９: １－１２.

[４８ ] Ｋｅｎｎｅｄｙ Ｄ. Ｂ ｖｉｔａｍｉ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ｒａｉｎ: ｍｅｃｈａ￣

[ ５４] Ｓｍｅｌｔ Ａ Ｆ Ｈꎬ Ｇｕｓｓｅｋｌｏｏ Ｊꎬ Ｂｅｒｍｉｎｇｈａｍ Ｌ Ｗꎬ

ｎｉｓｍｓꎬ ｄｏｓｅ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ａ ｒｅｖｉｅｗ [ Ｊ] .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ꎬ ２０１６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Ｂ１２ ａｎｄ ｆ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８ (２) :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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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年人群不同性别多维度认知功能及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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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ꎬ 北京ꎬ １０００６９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ꎬ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６９ꎬ Ｃｈｉｎａ

为探讨中老年人群总体和多维度认知功能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ｇｅｎｄｅ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ｍｏｎｇ

及其影响因素中性别差异分析ꎬ 从膳食营养预防的角度ꎬ 提

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ｄ ａｎｄ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ｄｕｌｔｓꎬ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ｒｉｓｋ

供有效预防和延缓认知功能障碍相关的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科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ｎｄ ｄｏｍａｉ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本研究以 ５０ ~ ７０ 岁中老年人群为研究对象ꎬ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ｍｉｌ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 ( ＭＣＩ ) ｉｎ ｍｅｎ ａｎｄ

摘要: 目的

学依据ꎮ 方法

通过认知量表和问卷调查方式进行总体和多维度认知功能评

ｗｏｍｅｎ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Ｍｅｔｈｏｄｓ

价、 一般资料收集及膳食营养素摄入状况调查ꎮ 采用横断面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ｎｅｕｒｏ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ｅｓｔ ｂａｔｔｅｒｙ ａｎｄ ａ ｓｅｍｉ￣ｑｕａｎｔｉ￣

研究设计ꎬ 通过主成分分析合成多维度认知域功能并采用协

ｆｉｅｄ ｆｏｏ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 ＦＦＱ) .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ｓｃｏｒｅｓ

方差分析比较不同性别认知域表现差异ꎻ 通过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和

ｆｏｒ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ｄｏｍａｉｎｓ ｗｅｒｅ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多重线性回归分析轻度认知障碍 ( ＭＣＩ) 及多维度认知域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ＰＣＡ )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ｅｎ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

本研究共纳入 ４５７３ 例研究对象ꎬ 其中男性

ｗｉｔ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２２４７ 人、 女性 ２３２６ 人ꎮ 通 过主 成分 分析 合成 了语 义 记 忆、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ｇｅｎ￣

注意力 / 处理速度和认知转换 ３ 个多维度认知域ꎻ 不同性别的

ｄｅ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认知功能具有显著性差异ꎬ 女性语义记忆和认知转换显著优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ａｇｅｄ ５０－７０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Ａ ｔｏｔａｌ

于男性ꎬ 男性总体认知功能和注意力 / 处理速度优于女性ꎬ 受

ｏｆ ７６８ ＭＣＩ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２１２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ｗｅｒ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Ｔｈｒｅｅ

教育程度 可 显 著 改 善 女 性 的 认 知 表 现ꎮ 结 合 临 床 诊 断 纳 入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ｄｏｍａｉｎｓ ｏｆ ｖｅｒｂａｌ ｍｅｍｏｒｙꎬ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７６８ 例 ＭＣＩ 者及 ２１２４ 例健康对照ꎬ 对比分析发现女性的 ＭＣＩ

ｓｐｅ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ｗｅｒ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Ａ ｆｅｍａｌｅ ａｄ￣

患病率显著高于男性ꎬ 吸烟和周围血管病变是增加男性 ＭＣＩ

ｖａｎｔａｇｅ ｉｎ ｖｅｒｂａｌ ｍｅｍ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ｗａｓ ｏｂ￣

发生风险的危险因素ꎬ 充足的叶酸和维生素 Ｂ １ 摄入是降低女

ｓｅｒｖｅｄ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ｍｅｎ 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 ｏｕｔｐｅｒｆｏｒｍ ｗｏｍｅｎ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性 ＭＣＩ 发生风险的重要保护因素ꎮ 结论

不同性别中老年人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ｓｐｅｅ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ｄｕ￣

群可能出现不同多维度认知域功能的减退ꎬ 女性是 ＭＣＩ 发生

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ｗｏｍｅｎ ｗｅｒｅ ｍｏｒ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ｔｈａｎ ｍｅｎ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的高危人群ꎬ 预防和延缓中老年人群认知功能减退可针对不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ｓｐｅｅｄ /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同性别采取不同的干预措施ꎮ

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ｉｎｔａｋｅｓ ｏｆ ｆｏｌａｔｅ ａｎｄ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Ｂ １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

性别差异ꎮ 结果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ｅｎｒｏｌｌｅｄ ４５７３

ｃａ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ｆｅｍａｌｅ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ｅｒｉｐｈ￣

关键词: 多维度认知域ꎻ 性别差异ꎻ 轻度认知障碍ꎻ 中

ｅｒａｌ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 ＰＶＤ)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ｏｎｌｙ ｉｎ ｍａ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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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ｇｅｎｄｅ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和 Ｂ ( ＴＭＴ￣Ａ＆Ｂ) 和 Ｓｔｒｏｏｐ 色词 干扰 测验 ( ＳＣＷＴ) 对 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ｉｎｇ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ｄｏｍａｉ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ꎻ ｇｅｎｄｅｒ￣

究对 象 进 行 不 同 认 知 域 功 能 的 评 估ꎻ 其 中 ＡＶＬＴ、 ＳＤＭ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ꎻ ｍｉｌ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ꎻ 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ｄ ａｎｄ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ＤＳＦ、 ＤＳＢ 和 ＬＭＴ 测 试 得 分 越 高 表 明 认 知 功 能 越 好ꎬ 而
ＴＭＴ￣Ａ＆Ｂ 和 ＳＣＷＴ 测验的得分越高表明认知功能越差ꎮ

近几年人群流行病学研究发现ꎬ 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共

１.４

同作用促进阿尔茨海默病 (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 ̓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ꎬ ＡＤ) 的发

膳食状况调查
采用食物频数表 ( ＦＦＱ) 调查研究对象的膳食结构和饮

生与发展ꎮ 环境因素中ꎬ 生活行为方式和膳食营养因素在 ＡＤ

食习惯ꎬ 计算各类食物日均摄入量ꎮ 根据 « 食物成分表» 计

发病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１] ꎮ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ꎬ 性别作

算各种营养素的日均摄入量ꎮ

为重要的人口学特征ꎬ 对认知功能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ꎬ 但

１.５

结论不一 [２] ꎮ 与此同时ꎬ 轻度认知障碍 ( ｍｉｌ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

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

ｐａｉｒｍｅｎｔꎬ ＭＣＩ) 发生的影响因素也可能也存在性别差异 [３] ꎮ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３.０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和分析ꎮ 两组间计量

那么ꎬ 不同性别的多维度认知域功能改变和 ＭＣＩ 的发生是否

资料比较采用 ｔ 检验或者秩和检验ꎻ 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卡

与影响因素中性别差异存在关联呢? 本研究旨在对比我国中

方检验ꎮ 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确定多维度认知域ꎬ 采用协方

老年人群不同性别多维度认知域功能及 ＭＣＩ 患病情况ꎬ 重点

差分析比较不同性别多维度认知域差异ꎬ 不同性别多维度认

探索中老年人群认知功能影响因素中性别差异ꎬ 针对不同性

知域影响因素采用多重线性回归ꎬ ＭＣＩ 相关危险因素采用多

别人群认知域功能减退和 ＭＣＩ 患病ꎬ 寻求个性化预防和精准

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 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显著性ꎮ

营养干预的方法ꎬ 这对阻止或减缓认知功能障碍相关疾病的

２. 结

进展ꎬ 改善中老年人群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ꎮ

果

１. 对象与方法

２.１

１.１

２３２６ 人ꎮ 与男性相比ꎬ 女性较为年轻、 受教育年限较短ꎬ 从

人口学资料分析
本研究 共 纳 入 ４５７３ 例 研 究 对 象ꎬ 男 性 ２２４７ 人ꎬ 女 性

研究设计和对象
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ꎬ 以本课题组建立的多中心人群队

事体力劳动工作人数较多ꎬ 经济收入较低ꎬ 较为消瘦ꎬ 阅读

列为 研 究 对 象ꎮ 本 研 究 经 首 都 医 科 大 学 伦 理 委 员 会 批 准

习惯较少ꎬ 吸烟和饮酒人数较少ꎬ 糖尿病、 高血压及冠心病

(２０１３ＳＹ３５) ꎬ 所有研究对象在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后ꎬ 方可

患病人数较少ꎬ 具有痴呆家族史人数较多 (Ｐ<０.０５)ꎬ 见表 １ꎮ

纳入研究ꎮ

２.２

合成多维度认知域

纳入标准: ①年龄 ５０ ~ ７０ 岁ꎻ ②听力、 视力等正常ꎬ 可

采用主成分分析将 １０ 个不同认知领域和量纲的分认知量

进行正常沟通ꎬ 并完成本研究问卷调查ꎻ ③自愿参加本研究

表采用 Ｚ 评分标准化后合成了三个主成分 [４] ꎬ 分别为语义记

并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忆、 注意力和 处理 速度 和认 知转 换ꎮ 语 义记 忆 由 ＡＶＬＴ￣ＩＲ、

排除标准: ① 临床诊 断痴 呆患 者ꎻ ② 患有 抑 郁、 焦 虑、

ＡＶＬＴ￣ＳＲ 和 ＡＶＬＴ￣ＬＲ 测试构成ꎬ 注意力和处理速度由 ＳＤ￣

精神分裂等精神病史ꎻ ③不配合调查者或资料不全者ꎮ

１.２

ＭＴ、 ＤＳＦ、 ＤＳＢ、 ＴＭＴ￣Ａ、 ＴＭＴ￣Ｂ 和 ＬＭＴ 测 试构 成ꎬ 认 知

基本情况调查

转换由 ＳＣＷＴ 测试构成ꎬ 见表 ２ꎮ

通过 “ 一对一、 面对面” 问卷调查方式ꎬ 收集人口学特

２.３

征、 行为和生活方式、 职业和经济水平、 慢性病病史及用药

不同性别总体和多维度认知域功能差异
如图 １ ~４ 所示ꎬ 不同性别组间认知功能存在差异: 校正

情况资料ꎮ

受教育程度后ꎬ 不同年龄组间男性整体认知功能与注意力和

１.３

处理速度得分整体高于女性ꎬ 语义记忆和认知转换整体低于

轻度认知障碍诊断和多维度认知功能测试
选用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 ( ＭｏＣＡ) 进行 ＭＣＩ 的筛查ꎬ

女性ꎮ 不同性别人群总体认知功能较为平稳ꎬ 多维度认知域

后经神经内科医生做出 ＭＣＩ 的临床诊断ꎻ 选用听觉词语测验

功能均随年龄增加而呈下降趋势ꎻ 校正年龄后ꎬ 受教育程度

中的瞬时记忆 (ＡＶＬＴ￣ＩＲ)、 短时记忆 (ＡＶＬＴ￣ＳＲ) 和长时记忆

提高可显著提高男性和女性的总体认知功能、 语义记忆、 注

(ＡＶＬＴ￣ＬＲ)、 数字符号测验 (ＳＤＭＴ)、 数字广度正背 (ＤＳＦ)、

意力和处理速度ꎬ 女性的改善程度大于男性ꎬ 但认知转换随

数字广度倒背 ( ＤＳＢ) 、 逻辑记忆测验 ( ＬＭＴ) 、 连线测验 Ａ

受教育程度升高而呈下降趋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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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ＡＶＬＴ￣ＩＲ:ａｕｄｉｔｏｒｙ ｖｅｒｂ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ｅｓｔ￣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 ｒｅｃａｌｌꎻ ＡＶＬＴ￣ＳＲ: ａｕｄｉｔｏｒｙ ｖｅｒｂ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ｅｓｔ￣ｓｈｏｒｔ ｒｅｃａｌｌꎻ ＡＶＬＴ￣ＬＲ:
ａｕｄｉｔｏｒｙ ｖｅｒｂ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ｅｓｔ￣ｌｏｎｇ ｒｅｃａｌｌꎻＳＤＭＴ:ｓｙｍｂｏｌ ｄｉｇｉｔ ｍｏｄａｌｉｔｉｅｓ ｔｅｓｔꎻＤＳＦ:ｄｉｇｉｔ ｓｐａｎ ｆｏｒｗａｒｄｓꎻＤＳＢ:ｄｉｇｉｔ ｓｐａｎ 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ｓꎻＴＭＴ￣
Ａ:ｔｒａｉｌ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ｅｓｔ￣ＡꎻＴＭＴ￣Ｂ:ｔｒａｉｌ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ｅｓｔ￣ＢꎻＬＭＴ: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ｍｏｒｙ ｔｅｓｔꎻＳＣＷＴ:Ｓｔｒｏｏｐ ｃｏｌｏｒ￣ｗｏｒｄ ｔｅｓｔ.

Ｆｉｇ.１

Ｇｅｎｄｅ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ｇ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 ａ) ａｎｄ ｖｅｒｂａｌ ｍｅｍｏｒｙ ( ｂ) ｂ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ｘ ａｘｉ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ａｇｅ ｉｎ ５￣ｙｅａｒ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ｙ ａｘｉ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ｓｃｏｒｅｓ. Ｅｒｒｏｒ ｂａｒ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９５％ ｃｏｎｆｉ￣
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ａｒｅ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ｆｏｒ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ｉｇ.２

Ｇｅｎｄｅ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ｇ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ｓｐｅｅｄ ( ｃ)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 ｄ) ｂ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ｘ ａｘｉ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ａｇｅ ｉｎ ５￣ｙｅａｒ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ｙ ａｘｉ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ｓｃｏｒｅｓ. Ｅｒｒｏｒ ｂａｒ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９５％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ａｒｅ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ｆｏｒ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１６

Ｆｉｇ.３

Ｇｅｎｄｅ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 ａ) ａｎｄ ｖｅｒｂａｌ ｍｅｍｏｒｙ ( ｂ) ｂ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ｘ
ａｘｉ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ｙ ａｘｉ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ｓｃｏｒｅｓ. Ｅｒｒｏｒ ｂａｒ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９５％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
ｖａｌ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ａｒｅ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ｆｏｒ ａｇｅ.

Ｆｉｇ.４

Ｇｅｎｄｅ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ｓｐｅｅｄ ( ｃ)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 ｄ) ｂ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ｘ ａｘｉ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ｙ ａｘｉ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ｓｃｏｒｅｓ. Ｅｒｒｏｒ ｂａｒ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９５％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ａｒｅ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ｆｏｒ ａｇｅ.

２.４

注意力 / 处理速度ꎮ 年龄增加均可降低男性和女性三个认知域

不同性别多维度认知域影响因素

功能ꎮ

如图 ５ ~７ 所示ꎬ 不同性别组间多维度认知功能的影响因

２.５

素存在差异: (１) 女性受教育程度可显著提高女性语义记忆

影响轻度认知障碍发生的生活方式因素对比

和注意力 / 处理速度表现ꎬ 提高程度大于男性ꎬ 消瘦和肥胖显

经 ＭＣＩ 筛查和诊断后ꎬ 本研究另纳入 ２１２４ 例认知功能

著降低女性语义记忆和注意力 / 处理速度ꎬ 卒中可显著降低女

正常者和 ７６８ 例 ＭＣＩ 患者ꎮ 如表 ３ 所示ꎬ ＭＣＩ 组男性所占比

性认知转换功能ꎻ (２) 男性脑力工作和高收入可显著提高男

例、 教育水平、 饮酒人数、 阅读人数、 使用电脑人数和工作

性的语义记忆、 注意力和处理速度ꎬ 中等和高等收入均可提

时间构成比例显著低于认知正常组ꎬ 劳动强度显著高于认知

高男性的认知转换ꎬ 吸烟可显著降低男性语义记忆ꎬ 糖尿病

正常组 (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３ꎮ

和冠心病显著降低男性语义记忆ꎬ 体力活动可显著提高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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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５

Ｇｅｎｄｅ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ｖｅｒｂａｌ ｍｅｍｏｒｙ. Ｔｈｅ ｘ ａｘｉ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Ｂ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ｙ ａｘｉ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Ｅｒｒｏｒ ｂａｒ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９５％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ａｒｅ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ｆｏｒ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ｃｏｎｆｏｕｎｄｅｒｓ

Ｆｉｇ.６

Ｇｅｎｄｅ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ｓｐｅｅｄ. Ｔｈｅ ｘ ａｘｉ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Ｂ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ｙ ａｘｉ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Ｅｒｒｏｒ ｂａｒ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９５％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ａｒｅ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ｆｏｒ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ｃｏｎｆｏｕｎｄｅｒｓ

Ｆｉｇ.７

Ｇｅｎｄｅ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ｘ ａｘｉ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Ｂ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
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ｙ ａｘｉ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Ｅｒｒｏｒ ｂａｒ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９５％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ａｒｅ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ｆｏｒ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ｃｏｎｆｏｕｎｄｅｒｓ.

１８

Ｔａｂｌｅ ３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ＭＣ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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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７(１４.０)

１２４(１６.２)

０.１４５３

Ｈｙｐｅｒｌｉｐｉｄｅｍｉａꎻｎ( ％)

３９２(１８.５)

１４７(１９.１)

０.６７６２

ＰＶＤꎻｎ( ％)

７８(３.７)

４６(６.０)

０.００６６

ＣＨＤꎻｎ( ％)

１２６(５.９)

５７(７.４)

０.１４６２

Ｄａｔａ ａｒ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ｓ ｍｅａｎ ± ＳＤ ｕｎｌｅｓｓ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ｕｓ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ｔ￣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ａｎｄ χ ２ ｆｏｒ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ＢＭＩ: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ꎻＰＶＤ: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ꎻＣＨＤ: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ꎻＴＶ: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ｌｏｗ ( ｉｌｌｉｔｅｒａｔｅꎬ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ꎬｍｉｄｄｌｅ ( ｊｕｎｉｏｒ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ꎬｓｅｎｉｏｒ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ꎬ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ꎬ
ａｎｄ ｈｉｇｈ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
Ｗｏｒｋ ｔｉｍｅ ( ｈ / ｗｋ) :１ꎬ<４０ｈꎻ ２ꎬ４１－５０ꎻ ３ꎬ５１－６０ꎻ ａｎｄ ４ꎬ>６０.

１９

２.６

是降低男性和女性 ＭＣＩ 发生风险的保护因素ꎬ 吸烟和周围血

影响轻度认知障碍发生的膳食营养因素对比

管病变是增加男性 ＭＣＩ 发生风险的危险因素ꎻ 在膳食营养素

表 ４ 对比了两组人群多种膳食营养素摄入情况ꎬ 除了多不饱

中ꎬ 适量增加叶酸和维生素 Ｂ １ 摄入是降低女性 ＭＣＩ 发生风险

和脂肪酸、 维生素 Ｅ 和碘摄入含量无显著性差别外 (Ｐ>０.０５)ꎬ

的保护因素ꎬ 其余膳食营养素摄入量对男性和女性 ＭＣＩ 发生

ＭＣＩ 组其他营养素的摄入量均显著低于认知正常组 (Ｐ<０.０５)ꎮ

２.７

风险作用一致ꎬ 大部分营养素足量摄入可显著降低 ＭＣＩ 发生

轻度认知障碍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

风险ꎮ

如图 ８ 和图 ９ 所示ꎬ 在非膳食因素中ꎬ 受教育水平增加

Ｔａｂｌｅ ４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ｉｎｔａｋ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Ｎｏｒｍａｌ
( Ｎ ＝ ２１２４)

ＭＣＩ
( Ｎ ＝ ７６８)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ꎬｍｇ / ｄ

３４２.３±１９３.５

２７８.５±１５７.８

０.０００１

ＭＵＦＡꎬｇ / ｄ

２６.６±１３.９

２２.２±１１.６

０.０００１

ＰＵＦＡꎬｇ / ｄ

２２.６±１２.０

２２.６±１２.４

０.９８８９

Ｆ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ꎬμｇ / ｄ

３９２.１±１１５.５

３５１.４±１０４.１

０.０００１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Ｂ １ꎬ ｍｇ / ｄ

１.４８±０.５８

１.３０±０.４８

０.０００１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Ｂ ２ꎬ ｍｇ / ｄ

１.４６±０.７０

１.２１±０.６０

０.０００１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Ｂ ３ꎬ ｍｇ / ｄ

２１.１±１０.０

１７.２±８.２

０.０００１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Ｂ ６ꎬ ｍｇ / ｄ

１.３３±０.８０

１.０２±０.６８

０.０００１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Ｂ １２ꎬ μｇ / ｄ

２.０２±１.８０

１.５３±１.４８

０.０００１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Ｃꎬｍｇ / ｄ

１３３.３±７４.５

１０９.４±６８.１

０.０００１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Ａꎬμｇ ＲＡＥ / ｄ

９２２.０±５２２.６

７２３.１±４７５.４

０.０００１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Ｅꎬｍｇ / ｄ

３７.２±１４.３

３７.９±１５.６

０.２６３０

Ｉｒｏｎꎬｍｇ / ｄ

３８.４±１８.３

３１.７±１５.６

０.０００１

Ｍａｇｎｅｓｉｕｍꎬｍｇ / ｄ

４５２.９±１８５.６

４００.８±１６３.９

０.０００１

Ｚｉｎｃꎬｍｇ / ｄ

１５.９±６.６

１３.５±５.５

０.０００１

Ｓｅｌｅｎｉｕｍꎬμｇ / ｄ

５３.１±２４.７

４４.２±２１.１

０.０００１

Ｃｏｐｐｅｒꎬｍｇ / ｄ

３.７５±１.５５

３.２５±１.３６

０.０００１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ꎬｍｇ / ｄ

８.５７±３.２９

７.６８±２.９８

０.０００１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Ｐ ｖａｌｕｅ

Ｄａｔａ ｓｈｏｗｎ ａｓ ｍｅａｎ ±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２ ｇｒｏｕｐｓ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ｔ ｔｅｓｔ.
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ＭＵＦＡ:ｍｏｎｏ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ꎻＰＵＦＡ:ｐｏｌｙ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Ｆｉｇｕｒｅ.８

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ｓ (９５％ＣＩ) ｏｆ 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ＭＣＩ ｉｎ ｍｅｎ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

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ＰＶＤ: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ꎻＣＨＤ: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ꎻ

２０

Ｆｉｇｕｒｅ.９

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ｓ (９５％ＣＩ) ｏｆ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ｉｎｔａｋｅｓ ｆｏｒ ＭＣＩ ｉｎ ｍｅｎ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 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ＭＵＦＡ:

ｍｏｎｏ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ꎻＰＵＦＡ:ｐｏｌｙ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讨

“ 坚持” 一项任务和在认知控制下快速准确地完成一项任务的

论

能力较高 [９] ꎮ Ｓｔｒｏｏｐ 词色测试可反映认知转换功能ꎬ Ｖａｎ 等

综合性量表作为一个综合性评价总体认知功能的工具被

在荷兰人中也发现了女性的表现优于男性 [１０] ꎬ 与本研究结果

广泛使用ꎬ 但单纯依靠综合性量表中分类题目进行人群不同

相一致ꎬ 表明女性选择性注意力优于男性ꎬ 抗干扰能力较强ꎮ

维度认知功能的评价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ꎮ 国内外研究结

不同性别在特定的多维认知域表现不同ꎬ 可能同时受到

果均表明ꎬ ７０ 岁之前的老年人整体认知功能较为稳定ꎬ 认知

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影响ꎬ 本研究中发现受教育程度、 生活

ꎮ 以往

行为方式和膳食营养素摄入均对多维认知功能的影响均存在

的国内外研究大多采用单一的认知量表或有限的样本来描述

性别差异ꎬ 这可能是由于中老年男性和女性之间生活方式和

ꎬ 可能无法全面反映中老年人

饮食习惯差异较大ꎬ 女性普遍受教育程度偏低ꎬ 饮食结构较

群早期认知功能变化ꎻ 因此ꎬ 本研究结合 多维 度认 知测 试ꎬ

单一ꎬ 用脑机会较少有关ꎻ 尤其是受教育程度是可显著提高

将所有认知测试评分标准化后采用主成分分析合成不同认知

女性多维度认知功能ꎬ 这也是来自印度的 Ｌｅｅ 等人得出的结

域ꎬ 可减少不同测试评分标准和分数所造成的偏倚ꎬ 优于特

论 [１１] ꎮ 许多研究已经将社会经济地位与认知表现联系起来ꎮ

定认知域内不同单一测试评分ꎬ 更能准确的综合评价特定认

脑力工作和较高的收入水平作为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ꎬ 与男

知域功能的现状ꎮ

性在所有多维认知领域中更好的认知表现呈显著相关ꎮ 随着

下降尚不显著ꎬ 需要特别关注更广泛的特定认知域

高龄老年人群认知功能变化

[６]

[５]

在语义记忆方面ꎬ 本研究结果与大部分国内外文献报道
一致ꎬ 即女性的语义记忆显著优于男性

[７]

人均收入的增加和教育机会的扩大ꎬ 男女有平等的受教育机

ꎮ 一项长达 １０ 年的

会ꎬ 在一定程度上将认知功能的性别差异逐渐弥合 [１２] ꎮ

队列研究发现ꎬ 女性不仅在语义记忆方面优于男性ꎬ 而且在

综上所述ꎬ 本研究比较了不同性别在不同年龄和不同受

ꎮ 与语义记忆相反ꎬ 男

教育程度在语义记忆、 注意力和处理速度以及认知转换等多

性在注意力和处理速度 / 执行表现优于女性ꎬ 表明男性专注或

维度认知领域的性别差异ꎬ 进一步评价了中老年人群总体和

语言识别和语言流利性也优于男性

[８]

２１

多维度认知域功能的性别差异及相关影响因素ꎬ 对识别建立

[ Ｊ ] . Ｎｅｕｒｏｐｓｙｃｈｏｌ Ｄｅｖ Ｃｏｇｎ Ｂ Ａｇｉｎｇ ＮｅｕｒｏｐｓｙｃｈｏｌＣｏｇｎ.

中老年人群多维度认知域损害及相关风险因素具有重要价值ꎮ

２０１５ꎬ ２２ (６) : ７５５－７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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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ＭＣＯＡ ｓｔｕｄｙ [ Ｊ ] .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 Ｒｅｓ Ｔｈｅｒ.

Ｓｃｉ Ｓｏｃ Ｓｃｉ. ２０１４ꎬ ６９ (４) : ６０３－６１１.

２０１８ꎬ １０ (１) : ９３.

[１２] Ｉｎａｍｕｒａ Ｋꎬ Ｓｈｉｎａｇａｗａ Ｓꎬ Ｔｓｕｎｅｉｚｕｍｉ Ｙꎬ ｅｔ 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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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ｔ 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ｔｔｅｒｄａｍ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ｃｌｉｎｉｃｏ￣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ｎｄ ｐｓｙｃｈｏｓｏ￣

Ｓｔｕｄｙ [ Ｊ] . Ｅｕｒ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 ２０１４ꎬ ２９ (２) : １３３－１４０.

ｃｉ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ｍｎｅｓｔｉｃ ｍｉｌ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ｉｌｄ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 Ｊ]. Ａｇｉｎｇ Ｍｅ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 ２０１８:

[６] Ｍａｌｅｋ￣Ａｈｍａｄｉ Ｍꎬ Ｐｏｗｅｌｌ Ｊ Ｊꎬ Ｂｅｌｄｅｎ Ｃ Ｍꎬ ｅｔ ａｌ.
Ａｇｅ￣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ｏｎｔｒｅａｌ

１－８.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 ＭｏＣＡ) ｉｎ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 ａｇｅ ７０ －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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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ｎ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ｉｎ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贺

源 １ꎬ２

张雪媛 ４

Ｙｕａｎ Ｈｅ １ꎬ２
Ｙａｎ Ｈｏｎｇ ２∗

乔雪梅 ３

Ｘｕｅｙｕａｎ Ｚｈａｎｇ ４

王伟光 ２

王紫玉 ２

Ｘｕｅｍｅｉ Ｑｉａｏ ３

杨亚丹 ５

李素云 １

Ｗｅｉｇｕａｎｇ Ｗａｎｇ ２

洪

燕２

蒋与刚 ６

Ｚｉｙｕ Ｗａｎｇ ２

Ｙａｄａｎ Ｙａｎｇ ５

Ｓｕｙｕｎ Ｌｉ１

Ｙｕｇａｎｇ Ｊｉａｎｇ ６∗

１.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３６ꎻ ２. 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学环境医学研究所ꎬ 天津 ３０００５０ꎻ
３. 天津市养老院ꎬ 天津 ３００２１１ꎻ ４. 郑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ꎬ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ꎻ ５. 天津市干部疗养院ꎬ 天津 ３００１９１ꎻ
６. 军事医学科学院ꎬ 北京 １００８５０
１.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ｈｉｊｉｔａｎ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ꎬ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６９ꎻ 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Ｔｉａｎｊｉｎ ３０００５０ꎻ ３.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Ｏｌｄ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Ｈｏｍｅꎬ Ｔｉａｎｊｉｎ ３００２１１ꎻ

４.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ꎬ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４５０００１ꎻ ５.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Ｃａｄｒｅ̓ｓ Ｓａｎａｔｏｒｉｕｍꎬ
Ｔｉａｎｊｉｎ ３００１９１ꎻ ６.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８５０ꎻ Ｐ. Ｒ. Ｃｈｉｎａ

开展天津市养老院老人认知功能障碍 ( ｃｏｇ￣

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ｗａｓ ｍａｄｅꎬ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ｅｄ

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ꎬ ＣＩ) 现况调查并分析其影响因素ꎬ 为防治

ｃｏｎｓｅｎｔꎬ ｔｏ ２２９ ｅｌｄｅｒｌｙ ６０ꎬ ｒａｎｄｏｍｌｙ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ｉａｎｊｉｎ

老年 ＣＩ 提供科学依据ꎮ 方法

采取整群随机抽样法ꎬ 根据知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Ｈｏｍｅꎬ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ꎬ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ａ￣

情同意原则ꎬ 对 ２２９ 例天津市养老院 ６０ 岁及以上老年人的一

ｔｕｓꎬ ｌｉｆｅ ｓｔｙｌｅ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

般情况、 健康状况、 生活方式及认知功能进行问卷调查ꎻ 采用

ｙｓｉｓ ｗａ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ｉｎ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ＣＩ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老年人群 ＣＩ 检出率的影响因素ꎮ 结果

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 ｒ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摘要: 目的

调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ｇｅ ｗａｓ

查对象的平均年龄为 (７８.６±７.８) 岁ꎬ ＣＩ 检出率为 ３５.８４％ꎮ

(７８.６ ± ７. ８ ) ｙｅａ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Ｉ 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 ｒａｔｅ ｗａｓ ３５. ８４％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结果显示学历、 婚姻状况和参加社交活动情况是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ｔｈａ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ꎬ

影响研究对象 ＣＩ 检出率的主要因素 ( Ｐ<０.０５) ꎬ 其中高学历、

ｍａｒｉｔ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ｔｈｅ

已婚、 经常参与社交活动可以降低研究对象 ＣＩ 的患病风险ꎻ

ｍａｉ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Ｉ 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 ｒａｔｅ ( Ｐ < ０. ０５ ) ꎬ

ＣＩ 检出率还与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相关 (Ｐ<０.０５)ꎮ 结论

学

ｈｉｇｈｅｒ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ｍａｒｒｉｅｄ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 ｐａｒ￣

历、 婚姻状况、 参加社交活动情况和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均

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ＣＩ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ꎻ

与老年人 ＣＩ 的发生关系密切ꎮ

ＣＩ 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 ｒａｔｅ ｗａ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ｈｙｐｅｒ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ｍｉａ
( Ｐ<０.０５)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关键词: 养老院老年人ꎻ 认知功能障碍ꎻ 现况调查ꎻ 影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ｈｙｐｅｒ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ｍｉａ

响因素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ꎬ ｍａｒｉｔ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ꎬ

Ｔｏ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ｒｅ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ＣＩ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ｉｎ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ｈｏｍｅꎻ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

ｏｎ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 ( ＣＩ) ｏｆ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ｉｎ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ｐａｉｒｍｅｎｔ ( ＣＩ) ꎻ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ꎻ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Ｑｕｅｓ￣

基金项目: 汤臣倍健营养科学研究基金 ( ＴＹ０１４１１０１)

通信作者: 洪燕ꎬ 电子信箱: ｙｈｏｎｇ６０＠１６３.ｃｏｍꎻ 蒋与刚ꎬ 电子信箱: ｊｙｇ１９６７＠１２６.ｃｏｍ

２３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口老龄化ꎬ 阿尔茨海默病等神经退

２

行性疾病 的 患 病 率 呈 现 逐 年 上 升 的 趋 势 [１] ꎮ 认 知 功 能 障 碍
(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ꎬ ＣＩ) 是指介于正常衰老和痴呆之间的

结

２.１

果

一般情况及 ＣＩ 检出率

一种认知功能损伤 [２] ꎮ 研究资料显示ꎬ 每年大约有 ８％ ~ ２５％

调查对象平均年龄为 (７８.６±７.８) 岁ꎬ 其中男性占 ４０.７％ꎬ

ꎬ 严重影响老年人的生活

平均年龄 (７８.１±７.７) 岁ꎻ 女性占 ５９.３％ꎬ 平均年龄 (７８.９±

的 ＣＩ 患者进一步发展成为痴呆

[３－４]

质量ꎬ 同时给国家和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ꎮ

７.９) 岁ꎮ 未受过教育者占 ９.７％ꎬ 小学文化者占 １７.３％ꎬ 初

近年来ꎬ 各国对于 ＣＩ 开展了大量流行病学研究ꎬ 然而由

中及以上学历者占 ７３.０％ꎬ 配偶健在者占 ３０.５％ꎬ 独居者占

于其诊断标准尚未统一ꎬ 不同国家与地区的调查结果存在着

６９.５％ꎮ 调查对象 ＣＩ 的检出率为 ３５.８４％ꎬ 女性稍高于男性

ꎮ 养老院老人容易产生孤独和失落感ꎬ 更易发

(２ ＝ ３６.６ꎬ Ｐ ＝ ０.４４８) ꎮ 是否吸烟、 是否饮酒、 是否摄入番茄

ꎮ 本研究通过对天津市养老院老年人认知功能、 慢性

红素的 ＣＩ 检出率经统计分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此外与较低

病患病率及生活方式的调查ꎬ 分析 ＣＩ 的影响因素ꎬ 以期为进

学历、 从事体力劳动、 很少参加社交活动的老人比较ꎬ 高学

一步开展老年人 ＣＩ 的干预提供科学依据ꎮ

历、 从事脑力劳动、 经常参加社交活动的老人 ＣＩ 检出率较低ꎬ

较大的差异
生 ＣＩ

１
１.１

[９]

[５－９]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２ ＝ ４.８ꎬ Ｐ ＝ ０.０２０ꎻ c２ ＝ １６.５ꎬ Ｐ ＝ ０.００２)ꎮ

对象与方法

见表 １ꎮ

研究对象

表１

选取 １ 家天津市养老机构ꎬ 随机抽取老年人作为研究对

性别、 学历、 婚姻状况、 睡眠时间等因素
对研究对象 ＣＩ 检出率的影响

象ꎮ 纳入标准: 年龄≥６０ 岁ꎬ 生活基本能够自理ꎬ 能够配合
变量

完成认知功能检查ꎬ 且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排除标准: 生活无
法自理ꎻ 文盲ꎻ 患有精神疾病 ( 同时排除痴呆患者) ꎮ

１.２

例数

ＣＩ 检出例数 ＣＩ 检出率
( 例)
( ％)

性别

调查方法
由经过统一规范化培训的研究人员ꎬ 采用一般情况调查

男

９２

３２

３４.７８

女

１３４

４９

３６.５７

学历

问卷、 健康状况调查问卷、 生活方式调查问卷、 简易精神状

未受过教育

２２

２０

９０.９１

态检 查 (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ꎬ ＭＭＳＥ) 、 日

小学

３９

２１

５３.８５

常生活能力量表 (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ｖｉｎｇꎬ ＡＤＬ) 和临床痴呆

初中

５０

１１

２２.００

量表对研究对象进行一对一问卷调查ꎮ 参加本次调查的老年

高中或专科

８４

２２

２６.１９

本科及以上

３１

７

２２.５８

人共计 ２２９ 例ꎬ 其中 ２２６ 例获得完整有效数据ꎬ 有效应答率

婚姻状况
未婚

１５

３

２０.００

已婚

６９

２２

３１.８８

丧偶

１４２

５６

３９.４４

非脑力劳动

１２６

５３

４２.０６

脑力劳动

１００

２８

２８.００

≥９

３１

１４

４５.１６

７~８

８０

２７

３３.７５

５~６

６９

２０

２８.９９

<５

４５

２０

４４.４４

从不

４８

２７

５６.２５

偶尔

５７

２４

４２.１１

有时

３４

７

２０.５９

较采用c 检验ꎻ 多因素分析采用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老年

经常

６６

１８

２７.２７

人群 ＣＩ 患病率ꎬ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每天

２１

５

２３.８１

９８.６９％ꎮ

１.３

诊断标准
有记忆障碍或其他认知障碍且至少持续 ３ 个月以上 ( 有

职业

家属或知情者证实) ꎻ (２) ＭＭＳＥ 分数: 中学及以上 ２４ ~ ２６
分ꎬ 小学 ２０ ~２２ 分ꎬ 文盲 １７ ~ １９ 分ꎻ ( ３) 记忆力或其他认

睡眠时间( ｈ / ｄ)

知能力减退尚未达到痴呆的诊断标准ꎬ 临床痴呆量表 ０.５ 分ꎻ
(４) 日常生活活动基本正常ꎻ (５) 排除其他可引起脑功能衰
退的疾病 [１０] ꎮ

１.４

统计学分析应用

是否参加社交活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进行统计学分析ꎬ 定性资料以例数 ( ％) 描
述ꎬ 定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 ｘ±ｓ) 描述ꎮ 定性资料组间比
２

２４

c２

Ｐ值

３６.６

０.４４８

４４.４

０.００１

２.９

０.２３４

４.８

０.０２０

４.２

０.２４４

１６.５

０.００２

２.２

续表 ３

ＣＩ 的影响因素研究
为了排除混杂因素的影响ꎬ 以是否患 ＣＩ 为因变量 ( Ｙ) ꎬ

慢性病

学历 ( Ｘ１) 、 婚姻状况 ( Ｘ２) 、 职业 ( Ｘ３) 、 参加社交活动情

ＣＩ 检出例数 ＣＩ 检出率
( 例)
( ％)

自变量ꎬ 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ꎮ 回归方程的计算公式为:
Ｙ ＝ １６.３４９－０.３４７Ｘ１＋０.１３２Ｘ２＋０.５６４Ｘ３＋０.１５２Ｘ４
＋０.１４２Ｘ５＋０.１５４Ｘ６＋０.１６３Ｘ７ꎮ

是

５６

２０

３５.７１

否

７８

２６

３３.３３

合计

１３４

４６

３４.３３

象 ＣＩ 的影响因素 ( Ｐ < ０.０５) ꎻ 结 合变 量的 赋值 情况ꎬ 高学
历、 已婚、 经常参与社交活动可能是 研究 对象 ＣＩ 的保 护因
素ꎮ 见表 ２ꎮ

ＣＩ 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３

是

３８

１６

４２.１１

否

２７

５

１８.５２

合计

６５

２１

３２.３１

讨

Ｐ值

４.０１５ ０.０４０

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

结果显示学历、 婚姻状况、 参加社交活动情况是研究对

c２

０.０８２ ０.４８５

高血糖

况 ( Ｘ４) 、 吸烟 ( Ｘ５) 、 饮酒 ( Ｘ６) 和番茄摄入量 ( Ｘ７) 为

表２

例数

论

因素

Ｂ

Ｗａｌｄ 值

Ｐ值

ＳＥ 标准误

学历

－０.７８４

２０.８０９

０.０００

０.２３６

逐年上升ꎬ 识别 ＣＩ 个体可以在早期通过个性化干预ꎬ 减轻患

婚姻状况

－１.６１７

６.３８８

０.０１１

０.２２０

－０.４０２

者及社会医疗负担ꎮ 既往的流行病学研究发现 ＣＩ 检出率的结

参加社交活动

９.９７９

０.００２

０.２２３

职业

－０.０３７

０.３０１

０.５８３

０.１２６

吸烟

－１.０２５

２.４８９

０.１１５

０.０８７

饮酒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２

０.９６６

０.０７０

摄入番茄

－０.４０５

０.３９５

０.５３０

０.０９８

由于全球人口预期寿命的增加ꎬ 认知功能下降的患病率

果有较大差异ꎬ 这可能与诊断标准、 样本的年龄构成及样本
的来源等差异有关ꎮ 本研究中 ＣＩ 检出率为 ３５.８４％ꎬ 高于孙
寿丹 [１１] 等的调查结果ꎬ 这可能与本组研究对象平均年龄较高
有关ꎮ
同以往多数研 究 一 样ꎬ 本 次 研 究 发 现 学 历、 婚 姻 状 况、
社交活动情况与认知障碍有关ꎮ 学历对认知功能具有正向的

２.３

作用 [１２] ꎮ 一些研究认为ꎬ 良好教育背景的个体能在一定程度

ＣＩ 与慢性病相关生化检查结果的相关性分析

上减少环境毒素的暴露 ( 如尼古丁、 酒精等) ꎬ 并有着更丰富

进一步筛选 １７９ 例老人进行慢性病相关的血液生化指标

的医疗保健和社会资源ꎬ 从而防止脑损伤及其他引起痴呆的

检查ꎬ 结果显示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增加研究对象的 ＣＩ 检出

疾病 [１３－１４] ꎮ 此外ꎬ 学习过程可能刺激神经元及突触间联系的

率风险ꎬ 而高胆固醇血症、 高三酰甘油血症、 高血糖未增加

形成ꎬ 对认知是一种保护作用ꎮ 本研究发现ꎬ 退休前从事脑

研究对象的 ＣＩ 检出率ꎮ 见表 ３ꎮ

力劳动的老年人 ＣＩ 检出率较低ꎮ 脑力劳动者的工作过程是记
忆力锻炼的过程ꎬ 其远期记忆力保持的程度较体力劳动者好ꎬ

表３

ＣＩ 与慢性病相关生化检查结果的相关性分析

慢性病

例数

ＣＩ 检出例数 ＣＩ 检出率
( 例)
( ％)

c２
０.８１

高胆固醇血症

而且脑力劳动者可从多方面获得预防老年人 ＣＩ 的知识 [１５] ꎮ
Ｊａｍｅｓ [１６] 等在 １２ 年 间对 １１３８ 例 非 痴 呆 老 年 人 进 行 随 访 发

Ｐ值

现ꎬ 较高的社会活动水平与认知能力下降率降低有关ꎮ 常参

０.３９６

加社交活动可以激活神经通路、 增加认知储备ꎬ 是 ＣＩ 的保护

是

７６

２８

３６.８４

因素ꎮ 稳定的婚姻关系能为老年人的生活提供一定的亲情抚

否

９２

３１

３３.７０

慰、 物质照料及社会支持 [１７] ꎻ 丧偶使老年人在精神及物质上

合计

１６８

５９

３５.１２

缺少配偶的帮助与支持ꎬ 与外界接触的机会减少ꎬ 大脑刺激
１.１４２ ０.１８７

高三酰甘油血症

减弱ꎬ 导致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下降ꎬ 引起老年人认知功能的

是

４５

１９

４２.２２

退化或受损 [１８－１９] ꎮ 本研究发现吸烟及饮酒对认知功能影响的

否

１２６

４２

３３.３３

研究结果并不一致ꎮ Ｐｅｔｅｒｓ [２０] 等的 Ｍｅｔａ 分析显示ꎬ 吸烟是

合计

１７１

６１

３５.６７

老年人认知障碍的危险因素ꎻ Ｋｕｚｍａ [２１] 等的研究认为ꎬ 中年

２５

饮酒过量将增加老年人发展为严重记忆障碍的可能ꎮ 对饮酒

[７] Ｆｉｓｈ Ｍꎬ Ｂａｙｅｒ ＡＪꎬ Ｇａｌｌａｃｈｅｒ ＪＥꎬ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ｖａ￣

及吸烟的定义可能是造成不同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原因ꎮ 另外

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 ｉｎ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ｏ￣

ꎬ 但本研究并

ｈｏｒｔ ｏｆ ｍｅｎ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Ｗａｌｅｓ: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有研究观察到ꎬ 番茄红素具有神经保护作用

[２２]

未发现番茄摄入量是 ＣＩ 的保护因素ꎮ

ｔｈｅ Ｃａｅｒｐｈｉｌｌｙ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 [ Ｊ ] . Ｎｅｕｒｏ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ꎬ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 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老年人 ＣＩ 的检出
[２３]

２００８ꎬ ３０ (１) : ２５－３３. [７]

等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近年来的研究显

[８] 赵建刚ꎬ 邬天凤ꎬ 韩峰梅ꎬ 等. 天津市社区老年人

示ꎬ 血管因素在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发病机制中起到了一定的

轻度认知功能障碍人口学特征分析 [ Ｊ] . 中华疾病控制杂志ꎬ

作用ꎬ 心脑血管疾病可能促进正常老年人向 ＣＩ 的转化ꎮ 高同

２０１５ꎬ １９ (４) : ３３０－３３３.

率较高ꎬ 这与杨昊翔

型半胱氨酸是冠心病、 动脉粥样硬化和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

[ ９ ] Ｄｅｈａｅｎｅ Ｓꎬ Ｐｅｇａｄｏ Ｆꎬ Ｂｒａｇａ ＬＷꎬ ｅｔ ａｌ. Ｈｏｗ

病独立的危险因素ꎮ 横断面研究结果显示ꎬ 血浆同型半胱氨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ｒｅａ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ｔｉｃ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ｆｏｒ 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酸浓度与海马萎缩、 白质病变和腔隙性梗死密切相关
[２６]

[２４－２５]

ꎮ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 Ｊ] .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１０ꎬ ３３０ (６９) : １３５９－１３６４.

等的研究表明ꎬ 血清同型半胱氨酸水平与老年认知

[１０] 张彩萍ꎬ 马菲ꎬ 张晓东ꎬ 等. 太原市社区老年人轻

功能呈负相关ꎮ 根据本次调查ꎬ 建议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

度认知功能障碍 的影 响因 素研 究 [ Ｊ] . 中 华疾病 控制 杂志ꎬ

多用脑、 重视家庭生活ꎻ 增加 Ｂ 族维生素的摄入ꎬ 维持血中

２０１０ꎬ １４ (７) : ６０６－６０９.

孙兆元

同型半胱氨酸浓度的正常水平ꎮ 这些措施对早期防治 ＣＩ、 增

[１１] 孙寿丹ꎬ 傅经明ꎬ 卢豪ꎬ 等. 天津市 ５０５ 名老年人
认知功能障碍及 影响 因素 调查 [ Ｊ] . 实用 预防 医学ꎬ ２０１２ꎬ

进老年人的脑健康具有重要意义ꎮ

１９ (１２) : １８９１－１８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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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中 Ａβ 聚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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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 ２７￣羟基胆固醇 ( ２７￣ＯＨＣ) 对轻度认

利用 ＡＰＰ / ＰＳ１ 转基因小鼠ꎬ 给予 ２７￣ＯＨＣ ( ５.５ ｍｇ / ｋｇ) 或

知障碍 ( ＭＣＩ) 发生的作用以及对 ＡＰＰ / ＰＳ１ 转基因小鼠血和

２７￣ＯＨＣ 合成酶抑制剂 ( ０.２ ｍｇ) ꎬ 连续处理 ２１ 天ꎻ 分析外

脑中 β￣淀粉样肽 ( Ａβ) 聚集的机制ꎮ 方法

周血和脑 ２７￣ＯＨＣ 与 Ａβ 水平、 脑 Ａβ 沉积和 Ａβ 代谢相关因

摘要: 目的

采用病例对照研

究方法ꎬ 共纳入 ＭＣＩ 和对照人群各 １６７ 例ꎬ 病例与对照按照

子及差异 ｍｉＲＮＡ 表达ꎮ 结果

年龄 ( ±５ 岁) 、 性别和教育程度进行匹配ꎬ 用蒙特利尔认知

平升高、 ＭｏＣＡ 评分显著降低ꎬ ２７￣ＯＨＣ 和 Ａβ１－４０ 水平呈正

量表 ( ＭｏＣＡ) 评估认知功能ꎬ 采用高效液相 色谱 － 质 谱和

相关 ( Ｐ<０.０５) ꎮ ２７￣ＯＨＣ 组小鼠学习记忆能力损伤加重ꎬ 血

ｍｉＲＮＡ 芯片检测外周血 ２７￣ＯＨＣ、 Ａβ 水平以及 ｍｉＲＮＡ 表达ꎮ

浆和脑 Ａβ１－４０ 水平升高ꎬ 脑 Ａβ 沉积增加ꎻ Ａβ 合成相关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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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ＭＣＩ 组血浆 ２７￣ＯＨＣ 和 Ａβ 水

子 ＡＰＰ、 ＢＡＣＥ１ 表达上调ꎬ ＡＤＡＭ１０ 表达下调ꎻ Ａβ 转运相关

ｍｉｇｈｔ ｂ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β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ꎬ

因子 ＲＡＧＥ 表达上调ꎬ ＬＲＰ１ 表达下调ꎻ Ａβ 清除相关因子 ＩＤ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ｂｒａｉｎꎬ ａｎｄ ｍｉＲＮＡ ｌｅｔ￣７ｇ￣

表达下调ꎻ 脑 组 织 ｍｉＲＮＡ ｌｅｔ￣７ｇ￣５ｐ 表 达 下 调 ( Ｐ < ０. ０５) ꎮ

５ｐ ｗａｓ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ｐｌａｙ ｖｉｔａｌ ｒｏｌｅ ｉｎ ２７￣ＯＨＣ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Ａβ ｍｅｔａｂ￣

结论

２７￣ＯＨＣ 可增加外周血和脑 Ａβ ( 尤其是 Ａβ１ －４０) 聚

ｏｌｉｓ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２７￣ｈｙｄｒｏｘｙ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ꎻ β￣ａｍｙｌｏｉｄ ｐｅｐｔｉｄｅꎻ

集和沉积ꎬ 引起认知功能障碍ꎬ 其作用机制与调节脑 Ａβ 合
成、 转运及清除代谢相关因子表达有关ꎬ ｍｉＲＮＡ ｌｅｔ￣７ｇ￣５ｐ 可

ｍｉＲＮＡꎻ ｍｉｌ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ꎻ ＡＰＰ / ＰＳ１ ｍｏｕｓｅ

能参与 ２７￣ＯＨＣ 介导的 Ａβ 代谢过程ꎮ
关键词: ２７￣羟基胆固醇ꎻ β￣淀粉样肽ꎻ ｍｉＲＮＡꎻ 轻度认

轻度认知 障碍 ( ｍｉｌ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ꎬ ＭＣＩ) 是 介

知障碍ꎻ ＡＰＰ / ＰＳ１ 小鼠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于正常衰老和老年痴呆之间的认知功能缺损状态ꎬ 也被视为
阿尔茨海默病 (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 ̓ 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ꎬ ＡＤ) 的早期阶段ꎮ β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２７￣

ｈｙｄｒｏ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 ( ２７￣ＯＨＣ ) ｏｎ ｍｉｌ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

淀粉样变是 ＡＤ 相关的重要病理改变ꎬ 研究表明ꎬ 在 ＡＤ / ＭＣＩ

( ＭＣＩ)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 β￣ａｍｙｌｏｉｄ ｐｅｐｔｉｄｅ ( Ａβ) ａｃｃｕ￣

者脑内均可检测到 β￣淀粉样肽 ( Ａβ) 沉积形成的老年斑 [１] ꎮ

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ｌｏｏｄ ａｎｄ ｂｒａｉｎ ｏｆ ＡＰＰ / ＰＳ１ 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ｉｃ ｍｉｃｅ.

氧化固醇是胆固醇重要的氧化代谢产物ꎬ 其中 ２７￣羟基胆固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 ｃ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ｕｄｙ ｗａ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１６７

(２７￣ＯＨＣ) 和 ２４－羟基胆固醇 (２４Ｓ￣ＯＨＣ) 是可自由通过血

ＭＣＩ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１６７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ｗｅｒｅ ｒｅｃｒｕｉｔｅｄ ａｎｄ ｍａｔｃｈｅｄ ｂｙ

脑屏障出入脑组织的两种重要氧化固醇ꎮ 研究发现ꎬ ＡＤ / ＭＣＩ

ａｇｅ ( ±５) ꎬ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ａｓ￣

者外周血和脑 ２７￣ＯＨＣ 水平可异常升高 [２] ꎮ 本团队前期研究

ｓｅｓｓ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Ｍｏｎｔｒｅａｌ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 ＭｏＣＡ) ꎬ ａｎｄ

结果显示ꎬ ＭＣＩ 者血浆 ２７￣ＯＨＣ 和 Ａβ 水平均高于正常人ꎬ 但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２７￣ＯＨＣꎬ Ａβꎬ ｍｉＲＮＡｓ ｉｎ ｂｌｏｏｄ ｗｅｒｅ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ｂｙ

二者在 ＭＣＩ 发生中的关系尚待证实ꎮ Ａβ 水平异常升高与其合

ｈｉｇ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ｌｉｑｕｉｄ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成、 转运及清除代谢紊乱关系密切ꎬ 可促进 Ａβ 聚集和沉积ꎮ

ａｎｄ ｍｉＲＮＡ ｍｉｃｒｏａｒｒａｙｓ. ＡＰＰ / ＰＳ１ ｍｉｃｅ ｗｅｒｅ ｇｉｖｅｎ ２７￣ＯＨＣ

近年来研究发现ꎬ 微小 ＲＮＡ ( ｍｉＲＮＡｓ) 在 ＡＤ / ＭＣＩ 者体内

(５.５ ｍｇ / ｋｇ) ｏｒ ２７￣ＯＨＣ ｓｙｎｔｈｅｔａｓ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 ( ０. ２ ｍｇ) ｂｙ

表达异常ꎬ 某些 ｍｉＲＮＡｓ 表达改变可能与 Ａβ 聚集有关 [３] ꎻ 但

ｓｕｂ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２１ ｄａｙｓ.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２７￣ＯＨＣꎬ

２７￣ＯＨＣ 与 ｍｉＲＮＡｓ 对 ＭＣＩ 发生的影响以及对 Ａβ 聚集的作用

Ａβ ａｎｄ ｍｉＲＮＡｓ ｉｎ ｂｌｏｏｄ ａｎｄ ｂｒａｉｎꎬ Ａβ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

及机制有待进一步探讨ꎮ 本研究通过人群病例对照和双转基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Ａβ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ｂｒａｉｎ ｗｅ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因动物研究ꎬ 探讨 ２７￣ＯＨＣ 对 Ａβ 聚集的影响及作用机制ꎬ 为

Ｒｅｓｕｌｔｓ

预防 ＡＤ / ＭＣＩ 发生与发展提供科学依据ꎮ

Ｈｉｇｈｅｒ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２７￣ＯＨＣ ａｎｄ Ａβ ｉｎ ｐｌａｓｍａ ａｎｄ ｒｅ￣

ｄｕｃｅｄ ＭｏＣＡ ｓｃｏｒｅｓ ｗｅｒｅ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ＭＣＩ ｇｒｏｕｐꎬ ａｎｄ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１. 材料和方法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２７￣ＯＨＣ ａｎｄ Ａβ１－４０ ( Ｐ<
０.０５ ) . Ｍｏｒｅ ｓｅｖｅｒ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ｅｍｏｒｙ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 ａｎｄ

１.１

ｈｉｇｈｅｒ Ａβ１－４０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ｂｒａｉｎ ａｎｄ ｐｌａｓｍａ ｗｅｒｅ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采用年龄 ( ±５ 岁) 、 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相匹配的病例对

ｉｎ ｔｈｅ ２７￣ＯＨＣ ｇｒｏｕｐ.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ꎬ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ａｍｙｌｏｉｄ ｐｌａｑｕｅｓ

照研究ꎮ 病例和对照来自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７ 年在北京、 山西和

ｗｅｒｅ ａｌｓｏ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ｕｓ ｏｆ ２７￣ＯＨＣ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ｍｉｃｅ. Ｔｈｅ

山东等地建立的多中心前瞻性队列ꎬ 纳入排除标准同 前 [４] ꎮ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Ａβ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ＰＰ ａｎｄ ＢＡＣＥ１ ｗａｓ ｕｐ￣

共纳入 ＭＣＩ 者和对照组分别为 １６７ 例ꎮ 本研究由首都医科大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ＡＭ１０ ｗａｓ ｄｏｗ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ｏｕｓｅ ｂｒａｉｎ

学伦理委员会批准ꎬ 所有受试者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收集人口

ｏｆ ２７￣ＯＨＣ ｇｒｏｕｐ. 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ꎬ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ｆａｃ￣

统计学资料、 体格测量 ( 计算体质指数 ＢＭＩ) 和血生化检查

ｔｏｒ ＲＡＧＥ ｗａｓ 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ＲＰ１ ｗａｓ ｄｏｗ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等数据ꎮ

ａｎｄ 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ＤＥ ｗｅｒｅ ｄｏｗ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２７￣ＯＨＣ

１.２

ｇｒｏｕｐ. Ａｔ ｌａｓｔꎬ ｄｏｗ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ＲＮＡ ｌｅｔ￣７ｇ￣
５ｐ ｗａｓ ｆｏｕｎｄ ａｆｔｅｒ ２７￣ＯＨＣ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人群研究对象及资料收集

动物分组处理及样本收集

２７￣ＯＨＣ

６ 月龄雄性 ＡＰＰ / ＰＳ１ 转基因小鼠 ３０ 只ꎬ 适应性喂养 １

ｃｏｕｌ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Ａβ ｂｏｔｈ ｉｎ

周后ꎬ 按照体重随机分为 ＡＰＰ 对照组 ( ＡＰＰ 组) 、 ２７￣ＯＨＣ

ｂｒａｉｎ ａｎｄ ｂｌｏｏｄꎬ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ａ ｓｅｖｅｒｅ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ｇｎｉ￣

处理组 (２７￣ＯＨＣ 组) 和抑制剂———阿那曲唑处理组 ( ＡＮＳ

ｔｉｏｎꎬ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β１－４０.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组) ꎬ 以相同遗传背景的 Ｃ５７ＢＬ / ６Ｊ 野生型小鼠作对照 ( ＷＴ

２８

组) ꎬ 每组 １０ 只ꎻ 以皮下注射方式ꎬ ２７￣ＯＨＣ 组给予 ２７￣ＯＨＣ

１.３.５

神经行为学检测: 采用 Ｍｏｒｒｉｓ 水迷宫和避暗箱实

(５.５ ｍｇ / ｋｇ) ꎬ ＡＮＳ 组给予 ０.２ｍｇ 阿那曲唑ꎬ ＷＴ 组和 ＡＰＰ

验检测小鼠空间学习记忆能力和被动学习记忆能力 [５] ꎮ

组给予 ０.２ｍｌ 生理盐水ꎬ 连续处理 ２１ 天ꎬ 实验期间自由摄食

１.４

和饮水ꎬ 实验末期进行神经行为学测试ꎻ 实验结束后取血和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 进行统计学分析ꎮ 两组比较用 ｔ 检验 / 秩和

脑组织保存备用ꎮ

１.３

检验和 χ ２ 检验ꎬ 相关性分析采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ꎮ 组间比较

检测指标与方法
１.３.１

采用方差分析ꎬ 两两比较采用 ＬＳＤ 法ꎮ Ｐ <０.０５ 差异有统计

氧化固醇检测: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质谱法检测血

学意义ꎮ

浆和脑组织 ２７￣ＯＨＣ 和 ２４Ｓ￣ＯＨＣ 含量 [５] ꎮ
１.３.２

２. 结

Ａβ 检测: 采用 ＥＬＩＳＡ 法 ( 试剂盒购于美国 Ｌｉｆｅ)

２.１

检测血浆和脑组织 Ａβ１－４０ 和 Ａβ１－４２ 含量ꎮ 采用镀银染色法

果
病例对照一般情况比较

ＭＣＩ 组 ＭｏＣＡ 评 分 显 著 低 于 对 照 组 ( Ｐ < ０. ０５) ꎬ 独 居

检测小鼠脑组织 Ａβ 沉积 [６] ꎮ
１.３.３

统计学分析

( Ｐ<０.０５) 和吸烟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 ( Ｐ ＝ ０.０５９) ꎮ 两组其

ｍｉＲＮＡ 检测: 采用 ｍｉＲＮＡ 芯片检测血清 ｍｉＲＮＡ

他指标均无显著性差异 ( Ｐ>０.０５) ꎮ ( 表 １)

表达谱ꎬ 差异 ｍｉＲＮＡ 的筛选为 Ｆｏｌｄ ｃｈａｎｇｅ>１.２ 且 Ｐ<０.０５ꎮ

２.２

采用 ｑＲＴ￣ＰＣＲ 法验证 ｍｉＲＮＡ 的表达ꎬ 以 Ｕ６ 为内参 [７] ꎮ

２７￣ＯＨＣ 和 Ａβ 水平及其与 ＭＣＩ 相关性

Ａβ 代谢相关因子的基因和蛋白表达: 采用 ｑＲＴ￣

与对照组相比ꎬ ＭＣＩ 组血浆 ２７￣ＯＨＣ、 Ａβ１ －４０ 和 Ａβ１ －

ＰＣＲ 法和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法分别检测各指标的 ｍＲＮＡ 表达的蛋

４２ 水平显著升高 ( Ｐ<０.０５) ( 图 １) ꎮ ２７￣ＯＨＣ 与 Ａβ１－４０ 之

１.３.４

白表达ꎮ 引物和抗体详见原文

[７]

间呈正相关 ( Ｐ<０.０５) ( 图 ２) ꎮ

ꎮ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ｎ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ＣＩ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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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ｃ

Ｄａｔａ ｗｅｒ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ｓ ｍｅａｎ ± ＳＤ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ｂｙ

Ｆｉｇ.１

Ｐｌａｓｍａ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ｏｘｙｓｔｅｒｏｌｓ ａｎｄ Ａβ ｉｎ ＭＣＩ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 ｎ ＝ １１７) ａｎｄ ｎｏｒｍ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 ｎ ＝ １１７) . ａ ２７￣ＯＨＣ ａｎｄ ２４Ｓ￣ＯＨＣꎬ ｄａｔａ ｗｅｒｅ ｓｈｏｗｎ ａｓ ｍｅａｎ ± ＳＥＭ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ｔ ｔｅｓｔ
ｗａ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ｂ Ａβ１－４０ ａｎｄ Ａβ１－４２ꎬ ｄａｔａ ｗｅｒｅ ｓｈｏｗｎ ａｓ ｍｅｄｉａｎ ( ｉｎｔｅｒｑｕａｒｔｉｌｅ ｒ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Ｍａｎｎ 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ｔｅｓｔ ｗａ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Ｆｉｇ.２

∗

Ｐ<０.０５ꎬ ∗∗ Ｐ<０.０１.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ｌａｓｍａ ２７￣ＯＨＣ ａｎｄ Ａβ ｉｎ ＭＣＩ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 ｎ ＝ １１７)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 ｎ ＝ １１７) . ａ２７￣ＯＨＣ ａｎｄ Ａβ１－４０. ｂ２７￣ＯＨＣ ａｎｄ Ａβ１－４２.

２.３

１０７ 和 ｈｓａ￣ｌｅｔ￣７ｇ￣５ｐ 进 行 验 证ꎬ 结 果 显 示 ＭＣＩ 者 血 清 ｈｓａ￣

血清 ｍｉＲＮＡ 表达

ｍｉＲ￣１４４￣３ｐ 表达上调ꎬ ｈｓａ￣ｌｅｔ￣７ｇ￣５ｐ 表达下调ꎬ 与芯片结果相

ｍｉＲＮＡ 芯片筛选出 ＭＣＩ 者血清差异表达的 ｍｉＲＮＡ 共有

一致 (图 ４)ꎮ

２０ 个ꎬ 其中 １２ 个表达上调ꎬ ８ 个表达下调 ( 图 ３)ꎮ 对 ＡＤ 发
生密 切 相 关 的 ｈｓａ￣ｍｉＲ￣１４４￣３ｐ、 ｈｓａ￣ｍｉＲ￣１８６￣３ｐ、 ｈｓａ￣ｍｉＲ￣

Ｆｉｇ.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ｍｉＲＮＡ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ＣＩ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 ｎ ＝ ５) ａｎｄ ｎｏｒｍ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 ｎ ＝ ５) . Ｒｅｄ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ｌｕｅꎬ ｄｏｗ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３０

Ｆｉｇ.４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４ ｍｉＲＮＡｓ ｉｎ ＭＣＩ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 ｎ ＝ ５０)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 ｎ ＝ ５０) . Ｄａｔａ

ｗｅｒｅ ｓｈｏｗｎ ａｓ ｍｅａｎ ± ＳＥＭ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ｔ ｔｅｓｔ ｗａ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２.４

∗

Ｐ<０.０５ꎬ ∗∗ Ｐ<０.０１.

组小鼠首次进入暗箱的时间缩短、 错误次数增加ꎬ 而 ＡＮＳ 组

２７￣ＯＨＣ 对小鼠学习记忆能力的影响

首次进入暗箱时间延长、 错误次数减少 ( Ｐ<０.０５) ꎮ ( 表 ２)

与 ＷＴ 组相比ꎬ ＡＰＰ 组小鼠首次进入暗箱时间缩短ꎬ 进
入暗箱错误次数增加 ( Ｐ <０.０５) ꎻ 与 ＡＰＰ 组相比ꎬ ２７￣ＯＨＣ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ｅｒｒｏｒｓ ｉｎ ｄａｒｋ ａｒｅａ ｉｎ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 ｔｅｓｔ ( ｎ ＝ １０)

ＷＴ ｇｒｏｕｐ
Ｌａｔｅｎｃｙ( ｓ)

Ｅｒｒｏｒｓ( ｎ)

Ｄａｙ １

２７８.２４±４.６２

０.８３±０.０７

Ｄａｙ ２

２７７.５０±９.００

Ｄａｙ ３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ＰＰ ｇｒｏｕｐ
Ｌａｔｅｎｃｙ( ｓ)

２７￣ＯＨＣ ｇｒｏｕｐ

Ｅｒｒｏｒｓ( ｎ)

ＡＮＳ ｇｒｏｕｐ

Ｌａｔｅｎｃｙ( ｓ)

Ｅｒｒｏｒｓ( ｎ)

Ｌａｔｅｎｃｙ( ｓ)

Ｅｒｒｏｒｓ( ｎ)

２５８.８３±１２.４２ ∗∗ １.０８±０.０３ ∗

２３６.１７±１２.５３ ＃＃

１.５８±０.１２ ＃＃

２６４.５０±６.９８ ＃

１.００±０.０７ ＃＃

０.５２±０.０５

２５７.３３±１１.３４ ∗∗ １.００±０.０１ ∗∗

２３９.７５±１１.８０ ＃

１.３３±０.０９ ＃＃

２７１.００±９.９３ ＃＃

１.００±０.０２

２８８.５８±３.５５

０.３３±０.０５

２７２.２５±３６.０６ ∗ ０.８３±０.０２ ∗∗ ２４６.５０±１１.８２ ＃＃

１.２５±０.０８ ＃＃

２７３.３２±８.９１

０.６７±０.０４ ＃＃

２８１.４４±６.８９

０.５６±０.０９

２６２.８０±２０.３４ ∗∗ ０.９７±０.０７ ∗∗ ２４０.８１±１３.５６ ＃＃

１.３９±０.１３ ＃＃

２６９.６１±８.７８ ＃

０.８９±０.０２ ＃＃

Ｎｏｔ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ｗｅｒ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ａｓ ｍｅａｎ±ＳＥＭ.∗:Ｐ<０.０５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ＷＴ ｇｒｏｕｐꎻ∗∗:Ｐ<０.０１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ＷＴ ｇｒｏｕｐꎻ＃:Ｐ<０.０５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ＰＰ ｇｒｏｕｐꎻ＃＃:Ｐ<０.０１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ＰＰ ｇｒｏｕｐ.

区出现 Ａβ 沉积ꎬ 与 ＡＰＰ 组相比ꎬ ２７￣ＯＨＣ 组 Ａβ 沉积增多ꎬ

随着 训 练 天 数 增 加ꎬ 各 组 小 鼠 逃 避 潜 伏 期 时 间 均 缩 短
( Ｐ<０.０５) ꎮ 与 ＡＰＰ 组相比ꎬ ２７￣ＯＨＣ 组小鼠逃避潜伏期、 移

而 ＡＮＳ 组减少ꎮ ( 图 ６)

动距离和平均速度均显著增加ꎬ 穿越平台次数和在目标象限

２.６

时间比例均显著降低 ( Ｐ<０.０５) ꎻ 而 ＡＮＳ 组在第 ４ 天和第 ５

与 ＷＴ 组相比ꎬ ＡＰＰ 组小鼠血浆 Ａβ１－４２ 及脑组织 Ａβ１－

天的逃避潜伏期显著下降 ( Ｐ<０.０５) ꎮ ( 图 ５)

２.５

２７￣ＯＨＣ 对小鼠血浆和脑组织 Ａβ 水平的影响

４０ 和 Ａβ１－４２ 水平升高 (Ｐ<０.０５)ꎮ 与 ＡＰＰ 组相比ꎬ ２７￣ＯＨＣ

２７￣ＯＨＣ 对小鼠脑内 Ａβ 沉积的影响

组血浆和脑组织 ２７￣ＯＨＣ 及 Ａβ１－４０ 水平显著升高 (Ｐ<０.０５)ꎮ
(图 ７)

ＡＰＰ 组、 ２７￣ＯＨＣ 组和 ＡＮＳ 组小 鼠 大 脑 皮 质 海 马 ＣＡ１

３１

Ｆｉｇ.５

Ｍｏｒｒｉｓ ｗａｔｅｒ ｍａｚｅ ｔｅｓ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ｅｍｏｒｙ ｏｆ ｍｉｃｅ. ａ ｅｓｃａｐｅ ｌａｔｅｎｃｙꎬ

ｂ ｍｏｖｅｄ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ꎬ ｃ ｍｅａｎ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ꎬ ｄ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ｓｐｅｅｄꎬ ｅ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ｉｔｅ ｃｒｏｓｓ￣
ｏｖｅｒｓꎬ ｆ ｔｉｍ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ｑｕａｄｒａｎｔ. Ａｌｌ ｄａｔａ ｗｅｒｅ ｓｈｏｗｎ ａｓ ｍｅａｎ ± ＳＥＭ. ＃ Ｐ<０.０５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ＰＰ ｇｒｏｕｐꎬ
＃＃

Ｐ<０.０１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ＰＰ ｇｒｏｕｐ

Ｆｉｇ.６

Ｂｉｅｌｓｃｈｏｗｓｋｙ ｓｉｌｖｅｒ 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ｏｎ ｂｒａｉｎ ａｆ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 ａ ＷＴ ｇｒｏｕｐꎬ ｂ ＡＰＰ ｇｒｏｕｐꎬ

ｃ ＡＮＳ ｇｒｏｕｐꎬ ｄ ２７￣ＯＨＣ ｇｒｏｕｐꎻ ｓｃａｌｅ ｂａｒ ＝ ５０μｍ

３２

Ｆｉｇ.７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２７￣ＯＨＣ ａｎｄ Ａβ ｉｎ ｐｌａｓｍａ ａｎｄ ｂｒａｉｎ ｏｆ ｍｉｃｅ. ａ ｐｌａｓｍａ ２７￣ＯＨＣꎬ ｂ ｐｌａｓｍａ Ａβ １－４０ꎬ ｃ ｐｌａｓｍａ Ａβ １－４２ꎬ

ｄ ｂｒａｉｎ ２７￣ＯＨＣꎬ ｅ ｂｒａｉｎ Ａβ １－４０ꎬ ｆ ｂｒａｉｎ Ａβ １－４２. Ａｌｌ ｄａｔａ ｗｅｒｅ ｓｈｏｗｎ ａｓ ｍｅａｎ ± ＳＥＭ.

∗∗

Ｐ<０.０１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ＷＴ

＃＃

ｇｒｏｕｐꎬ Ｐ<０.０１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ＰＰ ｇｒｏｕｐ

２.７

２７￣ＯＨＣ 对小鼠脑内 Ａβ 代谢相关因子及 ｍｉＲＮＡ

达上调 (Ｐ<０.０５)ꎻ 而 ＡＮＳ 组 ＡＰＰ 和 ＢＡＣＥ１ 基因和蛋白表

表达的影响

达下调、 ＡＤＡＭ１０ 蛋白表达上调ꎬ ＬＲＰ１ 和 ＩＤＥ 基因和蛋白表
达上调、 ＲＡＧＥ 基因和蛋白表达下调 (Ｐ<０.０５)ꎮ (图 ８)

与 ＷＴ 组相比ꎬ ＡＰＰ 组 ＡＰＰ 基因和蛋白及 ＢＡＣＥ１ 基因

与 ＷＴ 组 相 比ꎬ ＡＰＰ 组 小 鼠 脑 内 ｌｅｔ￣７ｇ￣５ｐ 表 达 上 调、

表达上调、 ＡＤＡＭ１０ 基因和蛋白表达下调ꎬ ＬＲＰ１ 和 ＩＤＥ 基

ｍｉＲ￣１４４￣３ｐ 表达下调 ( Ｐ <０.０５) ꎮ 与 ＡＰＰ 组相比ꎬ ２７￣ＯＨＣ

因和蛋白表达下调 ( Ｐ <０.０５) ꎮ 与 ＡＰＰ 组相比ꎬ ２７￣ＯＨＣ 组

组小鼠脑内 ｌｅｔ￣７ｇ￣５ｐ 表达下调 ( Ｐ<０.０５) 、 ｍｉＲ￣１４４￣３ｐ 表达

ＡＰＰ 和 ＢＡＣＥ１ 基因和蛋白表达上调、 ＡＤＡＭ１０ 蛋白表达下

有上升趋势ꎬ 但无统计学差异 ( Ｐ>０.０５) ꎮ ( 图 ９)

调ꎬ ＬＲＰ１ 和 ＩＤＥ 基因和蛋白表达下调、 ＲＡＧＥ 基因和蛋白表

３３

Ｆｉｇ.８

Ｇｅｎ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Ａβ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ａ ＡＰＰ ｍＲＮＡꎬ ｂ ＢＡＣＥ１ ｍＲＮＡꎬ ｃ ＡＤＡＭ１０

ｍＲＮＡꎬ ｄ ＬＲＰ１ ｍＲＮＡꎬ ｅ ＲＡＧＥ ｍＲＮＡꎬ ｆ ＡＰＰ ｐｒｏｔｅｉｎꎬ ｇ ＢＡＣＥ１ ｐｒｏｔｅｉｎꎬ ｈ ＡＤＡＭ１０ ｐｒｏｔｅｉｎꎬ ｉ ＬＲＰ１ ｐｒｏｔｅｉｎꎬ ｊ ＲＡＧ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ꎬ ｋ ＩＤＥ ｍＲＮＡꎬ ｌ ＮＥＰ ｍＲＮＡꎬ ｍ ＩＤ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ꎬ ｎ ＮＥＰ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Ａｌｌ ｄａｔａ ｗｅｒｅ ｓｈｏｗｎ ａｓ ｍｅａｎ ± ＳＥＭ.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ＷＴ ｇｒｏｕｐꎬ

Ｆｉｇ.９

∗∗

∗

Ｐ < ０.０５

＃＃

Ｐ<０.０１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ＷＴ ｇｒｏｕｐꎬ Ｐ<０.０１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ＰＰ ｇｒｏｕｐ

Ｌｅｔ￣７ｇ￣５ｐ ａｎｄ ｍｉＲ￣１４４￣３ｐ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ｍｏｕｓｅ ｂｒａｉｎ. ａ ｌｅｔ￣７ｇ￣５ｐꎬ ｂ ｍｉＲ￣１４４￣３Ｐ. Ａｌｌ ｄａｔａ ｗｅｒｅ ｓｈｏｗｎ

ａｓ ｍｅａｎ ± ＳＥＭ.

∗

Ｐ< ０.０５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ＷＴ ｇｒｏｕｐꎬ ∗∗ Ｐ < ０.０１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ＷＴ ｇｒｏｕｐꎬ ＃＃ Ｐ < ０.０１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ＰＰ ｇｒｏｕｐ

３４

２

讨

２７￣ＯＨＣ 可引起 ＡＰＰ / ＰＳ１ 小鼠脑组织 ｍｉＲＮＡ ｌｅｔ￣７ｇ￣５ｐ 表达

论

的显著下调ꎬ 这与 ＭＣＩ 者血浆 ２７￣ＯＨＣ 水平升高及血清 ｌｅｔ￣
７ｇ￣５ｐ 表 达 下 调 的 变 化 趋 势 相 一 致ꎬ 提 示 ２７￣ＯＨＣ 可 能 对

脑内 Ａβ 沉积是 ＡＤ 发病的重要因素之一ꎬ 研究证实 ＭＣＩ

ｍｉＲＮＡ ｌｅｔ￣７ｇ￣５ｐ 表 达 有 调 节 作 用ꎻ 另 外ꎬ ｍｉＲ￣１４４ 可 调 节

者已出现 Ａβ 水平升高和聚集 [８] ꎮ 本研究显示 ＭＣＩ 者血浆 Ａ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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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Ａβ 聚集有一定作用ꎮ

参考文献:

Ａβ 聚集与其合成、 转运及清除代谢异常密 切相 关ꎮ Ａβ
由前体蛋白 ( ＡＰＰ) 经 β 分泌酶 ( ＢＡＣＥ１) 和 γ 分泌酶水解

[１] Ｌｏｐｅｚ ＯＬꎬ Ｂｅｃｋｅｒ ＪＴꎬ Ｃｈａｎｇ Ｙꎬ ｅｔ ａｌ. Ａｍｙｌｏｉｄ

生成ꎬ ＢＡＣＥ１ 是 Ａβ 合成的限速酶ꎬ 可促进 Ａβ 生成ꎻ 此外ꎬ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ｒａ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ｓ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ＭＣＩꎬ

α￣分泌酶 ( ＡＤＡＭ１０) 可将 ＡＰＰ 分解成可溶性 ＡＰＰꎬ 从而减

ｄｅｍｅｎｔｉａꎬ ａｎｄ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８ꎬ ９０: ｅ１９２０－ｅ１９２８.

少 Ａβ 产 生ꎮ 本 研 究 显 示ꎬ ＡＰＰ / ＰＳ１ 小 鼠 脑 组 织 ＡＰＰ 和

[２] Ｗａｎｇ ＨＬꎬ Ｗａｎｇ ＹＹꎬ Ｌｉｕ ＸＧꎬ Ｋｕｏ ＳＨꎬ Ｌｉｕ Ｎꎬ

ＢＡＣＥ１ 表达上调、 ＡＤＡＭ１０ 表达下调ꎬ 脑内 Ａβ 沉积和聚集

Ｓｏｎｇｄ ＱＹꎬ Ｗａｎｇ ＭＷ.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ꎬ ２４￣Ｈｙｄｒｏｘｙ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ꎬ

增加ꎻ 而 ２７￣ＯＨＣ 可 上 调 ＡＰＰ 和 ＢＡＣＥ１ 表 达 而 下 调 ＡＤ￣

ａｎｄ ２７￣Ｈｙｄｒｏｘｙ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 ａｓ Ｓｕｒｒｏｇａｔｅ 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Ｃｅｒｅ￣

ＡＭ１０ 表达ꎬ 从而促进脑内 Ａβ 合成ꎮ 晚期糖基化终产物受体

ｂｒｏｓｐｉｎａｌ Ｆｌｕｉｄ ｉｎ Ｍｉｌ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 ̓ｓ

( ＲＡＧＥ) 和低密度脂蛋白相关受体蛋白 １ ( ＬＲＰ１) 是 Ａβ 转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运相关因子ꎬ 如 ＲＡＧＥ 可将外周 Ａβ 转至脑内ꎬ 促进脑内 Ａβ

Ｊａｄ. ２０１６ꎬ ５１: ４５.

聚集和沉积ꎬ 而 ＬＲＰ１ 可将脑内 Ａβ 转至外周ꎬ 促进脑内 Ａβ

[３] Ｍｃｋｅｅｖｅｒ ＰＭꎬ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Ｒꎬ Ｔａｇｈｄｉｒｉ Ｆꎬ Ｗｅｉｃｈｅｒｔ

清除而减少沉积ꎮ 本研究中 ＡＰＰ / ＰＳ１ 小鼠脑内 ＬＲＰ１ 表达下

Ａꎬ Ｍｕｌｔａｎｉ Ｎꎬ Ｂｒｏｗｎ ＲＡꎬ Ｂｏｘｅｒ ＡＬꎬ Ｋａｒｙｄａｓ Ａꎬ Ｍｉｌｌｅｒ Ｂꎬ

调且伴有 Ａβ 沉 积ꎻ ２７￣ＯＨＣ 可 引 起 小 鼠 脑 内 ＬＲＰ１ 表 达 下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 Ｊ.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ｒｅ Ａｌｔｅ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调、 ＲＡＧＥ 表达上调ꎬ 增加脑内 Ａβ 水平ꎻ 而抑制 ２７￣ＯＨＣ 合

Ｃｅｒｅｂｒｏｓｐｉｎａｌ Ｆｌｕｉｄ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Ｙｏｕｎｇ￣Ｏｎｓｅｔ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Ｎｅｕ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８.

成可上调 ＬＲＰ１、 下调 ＲＡＧＥꎬ 促进 Ａβ 清除ꎬ 减少 Ａβ 沉积ꎻ
该结果与 Ｓｔｏｒｃｋ 研究 ＡＤ 模型小鼠脑 ＬＲＰ１ 可以促进脑内 Ａβ

[４] Ａｎ Ｙꎬ Ｆｅｎｇ Ｌꎬ Ｚｈａｎｇ Ｘꎬ Ｗａｎｇ Ｙꎬ Ｗａｎｇ Ｙꎬ Ｔａｏ

清除的 结 果 相 一 致ꎮ 此 外ꎬ ＡＤ 患 者 脑 内 胰 岛 素 降 解 酶

Ｌꎬ Ｌｕ Ｙꎬ Ｑｉｎ Ｚꎬ Ｘｉａｏ Ｒ.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 ＩＤＥ) 表达明显下调ꎬ 而 ＩＤＥ 过表达可促进 ＡＤ 小鼠脑内 Ａβ

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ｄ ａｎｄ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ｄｕｌｔｓ￣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Ｍ￣

清除从而减少 Ａβ 聚集

[９]

ＣＯＡ ｓｔｕｄｙ.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 Ｒｅｓ Ｔｈｅｒ. ２０１８ꎬ １０: ９３.

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 ＡＰＰ / ＰＳ１ 小鼠脑

内 ＩＤＥ 表达下调ꎬ ２７￣ＯＨＣ 可引起 ＩＤＥ 表达进一步下调ꎬ 而

[５] Ｚｈａｎｇ Ｘꎬ Ｌｖ Ｃꎬ Ａｎ Ｙꎬ Ｌｉｕ Ｑꎬ Ｒｏｎｇ Ｈꎬ Ｔａｏ Ｌꎬ

抑制 ２７￣ＯＨＣ 具有相反的作用ꎮ 综上结果说明ꎬ ２７￣ＯＨＣ 可

Ｗａｎｇ Ｙꎬ Ｗａｎｇ Ｙꎬ Ｘｉａｏ 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２７￣Ｈｙｄｒｏｘｙ￣

调节脑内 Ａβ 的合成、 转运和清除相关因子的表达ꎬ 引起 Ａβ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 ｉｎ Ｂｒａｉｎ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代谢异常ꎬ 促进脑内 Ａβ 沉积和聚集ꎮ

ｔｏ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ｅｍｏｒｙ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 ｉｎ Ｒａｔｓ. Ｍｏｌ Ｎｕｔｒ Ｆｏｏｄ

有研究结果提示ꎬ 血浆 ｍｉＲＮＡｌｅｔ￣７ｇ￣５ｐ 表达下调与 ＡＤ

Ｒｅｓ. ２０１８ꎬ ６２.

发生关系密切ꎬ 但相关作用及机制的研究较少ꎮ 本研究结果

[ ６] Ｈｉｚｂｉｌｌａ Ｍꎬ Ｔｕｒｓｕｎ Ｔꎬ Ｗｕｓｉｍａｎ Ｚꎬ Ａｉｍａｉｔｉ Ｒꎬ Ｔｕ￣

表明 ＭＣＩ 者血清 ｍｉＲＮＡ ｌｅｔ￣７ｇ￣５ｐ 表达显著下调ꎬ 而 ＡＰＰ /

ｅｒｘｕｎ Ｍꎬ Ｍｕｈｅｂａｔｉ Ｍꎬ Ａｍａｔ 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Ｓａｖ￣

ＰＳ１ 小鼠脑组织 ｍｉＲＮＡ ｌｅｔ￣７ｇ￣５ｐ 表达上调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ｄａ Ｍｕｎｚｉｑ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ａｌ

３５

ＣＡ１ ｉｎ ＡＰＰ / ＰＳ１ 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ｉｃ ＡＤ ｍｏｄｅｌ ｍｉ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Ｘｉｎ￣

ｍｉｌ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ｊｉａｎｇ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ꎬ １０: ４２.

[７] Ｚｈａｎｇ Ｘꎬ Ｘｉ Ｙꎬ Ｙｕ Ｈꎬ Ａｎ Ｙꎬ Ｗａｎｇ Ｙꎬ Ｔａｏ Ｌꎬ

[ ９ ] Ｙｉｎ Ｋꎬ Ｊｉｎ Ｊꎬ Ｚｈｕ Ｘꎬ Ｙｕ Ｌꎬ Ｗａｎｇ Ｓꎬ Ｌａｉ Ｑꎬ

Ｗａｎｇ Ｙꎬ Ｌｉｕ Ｗꎬ Ｗａｎｇ Ｔꎬ Ｘｉａｏ Ｒ. ２７￣ｈｙｄｒｏｘｙ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

Ｈａｎ Ｌꎬ Ｙｕｎ Ｘ. ＣＡＲＴ ｍｏｄｕｌａｔｅｓ ｂｅｔａ￣ａｍｙｌｏｉｄ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Ａｂｅｔａ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ｖｉａ ａｌｔｅｒｉｎｇ Ａｂｅｔａ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ｅｎｚｙｍｅｓ ａｎｄ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ｅｓ ｍｅｍｏｒｙ ｄｅｆｉｃｉｔｓ ｉｎ ＡＰＰ /

ｉｎ ｍｉｌ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ＰＰ / ＰＳ１ ｍｉｃｅ.

ＰＳ１ ｍｉｃｅ. 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７ꎬ ３９: １.
[１０] Ｓｕｎ Ｌꎬ Ｚｈａｏ Ｍꎬ Ｚｈａｎｇ Ｊꎬ Ｌｉｕ Ａꎬ Ｊｉ Ｗꎬ Ｌｉ Ｙꎬ

Ｂｒａｉｎ Ｐａｔｈｏｌ. ２０１９ꎬ ２９: ５５８－５７３.
[８] Ｃｅｒａｍｉ Ｃꎬ Ｄｏｄｉｃｈ Ａꎬ Ｉａｎｎａｃｃｏｎｅ Ｓꎬ Ｍａｇｎａｎｉ Ｇꎬ

Ｙａｎｇ Ｘꎬ Ｗｕ Ｚ. ＭｉＲ￣１４４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Î ２ ￣ａｍｙｌｏｉｄ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ａｎｔａｎｇｅｌｏ Ｒꎬ Ｐｒｅｓｏｔｔｏ Ｌꎬ Ｍａｒｃｏｎｅ Ａꎬ Ｇｉａｎｏｌｌｉ Ｌꎬ Ｃａｐｐａ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ｓ ｂｙ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ＡＤＡＭ１０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ＳＦꎬ Ｐｅｒａｎｉ Ｄ. Ａ 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ｌｏｎｇ￣ｌａｓｔｉｎｇ ａｍｎｅｓｔｉｃ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ｂｒａｉｎ ｉｎｊｕｒｙ. Ｏｎｃｏｔａｒｇｅｔ. ２０１７ꎬ ８: ５９１８１.

番茄红素复合维生素 Ｅ 对轻度认知障碍老年
人群干预的随机对照研究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ｏｎ Ｌｙｃｏｐｅｎ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ｗｉｔｈ Ｍｉｌ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
贺

源 １ꎬ２

Ｙｕａｎ Ｈｅ

王紫玉 １
１ꎬ２

虞立霞 １

Ｚｉｙｕ Ｗａｎｇ １

庞

伟１

Ｌｉｘｉａ Ｙｕ １

洪

燕１

蒋与刚 １

Ｗｅｉ Ｐａｎｇ １

Ｙａｎ Ｈｏｎｇ １

Ｙｕｇａｎｇ Ｊｉａｎｇ １

１. 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学环境医学研究所ꎬ 天津 ３０００５０ꎻ ２.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３６
１.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Ｔｉａｎｊｉｎ ３０００５０ꎻ
２.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ｈｉｊｉｔａｎ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ꎬ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６９ꎬ Ｃｈｉｎａ

观察番茄红素复合维生素 Ｅ 干预对轻度认知

月ꎮ 采用基 本 认 知 能 力 ( ＢＣＡＴ) 软 件 评 价 老 人 的 认 知 功

功能障碍 (ｍｉｌ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ꎬ ＭＣＩ) 老人认知功能的

能ꎻ 取血清检测 ＩＬ￣６、 ＩＬ￣１０、 ＴＮＦ￣α、 ｕｓＣＲＰ、 Ｈｃｙ 含量ꎬ 以

摘要: 目的

影响并探讨其相关机制ꎮ 方法

募集 ５６ 名 ＭＣＩ 老年志愿者ꎬ

及血糖血脂水平ꎮ 结果

与安慰剂组比较ꎬ 番茄红素组老人

按年龄、 文化程度及 ＭＭＳＥ 测试分数匹配的原则ꎬ 分为番茄

ＢＣＡＴ 测试总分明显提高 (Ｐ<０.０５)ꎻ 同时 Ｈｃｙ 和 ＩＬ￣６ 水平显

红素组 (３０ 人) 和安慰剂组 (２６ 人)ꎮ 番茄红素组每天服用

著降低 (Ｐ <０.０５)ꎬ 而 ＩＬ￣１０、 ＴＮＦ￣α、 ｕｓＣＲＰ 浓度及血糖血

番茄红素胶囊 ( 每粒含番茄红素 １０.６ｍｇ、 维生素 Ｅ ７.３ｍｇ)ꎬ

脂水平无明显变化ꎮ 结论

安慰剂组服用安慰剂胶囊ꎻ 每日 ２ 次ꎬ 每次 １ 粒ꎬ 为期 ６ 个

可增强 ＭＣＩ 老人认知功能ꎬ 其作用机制与降低同型半胱氨酸、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６－１２－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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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红素和维生素 Ｅ 复合制剂干预

减轻炎性反应有关ꎮ [营养学报ꎬ ２０１７ꎬ ３９ (１): ２７－３０]

行性疾病防控措施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ꎮ

关键词: 番茄红素ꎻ 维生素 Ｅꎻ 老年认知障碍ꎻ 同型半

１

胱氨酸ꎻ 炎性因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ｏｂｓｅｒｖ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ｌｙｃｏｐｅｎｅ

１.１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ＭＣＩ 患者ꎮ 研究对象均知情同意ꎮ ＭＣＩ 诊断标准[６] : (１) 有记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

忆障碍或其他认知障碍且至少持续 ３ 月以上 ( 有家属或知情者

ｆｏｒｍｅｄ ｃｏｎｓｅｎｔꎬ ５６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ＭＣＩ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ａｓ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证实)ꎻ (２) ＭＭＳＥ 分数: 中学及以上 ２４ ~ ２６ 分ꎬ 小学 ２０ ~

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ｂｏ ( ２６ ｐｅｒｓｏｎｓ ) ａｎｄ ｌｙｃｏｐｅｎｅ ｇｒｏｕｐｓ ( ３０ ｐｅｒ￣

２２ 分ꎬ 文盲 １７ ~１９ 分ꎻ (３) 其记忆力或其他认知能力减退尚

ｓｏｎｓ) ꎬ 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ｌａｃｅｂｏ ａｎｄ ｌｙｃｏｐｅｎｅ

未达到痴呆的诊断标准ꎬ 临床痴呆量表 ０.５ 分ꎻ ( ４) 日常生活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Ｅ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６ ｍｏｎｔｈｓ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活动基本正常ꎻ (５) 排除其他可引起脑功能衰退的疾病ꎮ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ｂｙ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ｐｔｉｔｕｄｅ

纳入标准: (１) 符合 ＭＣＩ 诊断ꎻ (２) 不患有任何可以导

ｔｅｓｔ ( ＢＣＡＴ) ｔｅｓ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ｅｒｕｍ ＩＬ￣６ꎬ ＩＬ￣１０ꎬ

致脑功能紊乱的躯体和精神疾患ꎻ (３) 能够配合完成认知功

ＴＮＦ￣αꎬ ｕｓＣＲＰ ａｎｄ Ｈｃｙ ｗｅ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Ｔｈｅ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ａｎｄ
ｌｉｐｉｄｓ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 ｓｅｒｕｍ ｗｅｒｅ ａｌｓｏ ｔｅｓｔ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能检查ꎬ 且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排除标准: ( １) 文盲ꎻ ( ２) 年龄>９０ 岁ꎻ ( ３) 过敏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ｂｏ ｇｒｏｕｐꎬ ｔｈｅ ｓｃｏｒｅｓ ｏｆ ＢＣＡＴ ｉｎ ｌｙｃｏｐｅｎｅ

质、 患有消化道疾病不能配合完成干预ꎻ (４) 干预期内服用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 Ｐ < ０.０５) . 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ꎬ ｔｈｅ

过维生素 Ｂ 族、 维生素 Ｅ、 维生素 Ｃ、 叶酸、 ＤＨＡ、 硒等营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ｅｒｕｍ Ｈｃｙ ａｎｄ ＩＬ￣６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ｅ￣

养素以及含有番茄红素提取物、 银杏叶提取物、 葡萄提取物、

ｃｌｉｎｅｄ ( Ｐ<０.０５) ꎬ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茶多酚、 大豆异黄酮等成分的保健品ꎻ (５) 近期内服用胆碱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ｅｒｕｍ ＩＬ￣１０ꎬ ＴＮＦ￣αꎬ ｕｓＣＲＰꎬ ｂｌｏｏｄ
ｌｉｐｉｄｓ ａｎｄ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对象与分组
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至 ８ 月ꎬ 在天津市 养老 院及 社区 募集 老年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ＭＣＩ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ｍｅｃｈ￣
ａｎｉｓｍ. Ｍｅｔｈｏｄｓ

对象与方法

酯酶抑制剂、 营养脑神经类药物ꎻ (６) 患有神经系统器质性

Ｔｈｅ ｌｙｃｏｐｅｎ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病变ꎻ (７) 患有精神疾病ꎮ

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ｃｏｕｌ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

共募集老年 ＭＣＩ 患者 ５６ 人 ( 表 １) ꎬ 按年龄、 性别、 文

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ＭＣＩ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ｍａｙ

化程度及基本认知能力 ( ＢＣＡＴ) 测试分数匹配的原则ꎬ 分为

ｂ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ｓ ｏｆ Ｈｃ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番茄红素组 (３０ 人) 和安慰剂组 (２６ 人) ꎮ 番茄红素组每天

[ ＡＣＴＡ ＮＵＴＲＩＭＥＮＴＡ ＳＩＮＩＣＡꎬ ２０１７ꎬ ３９ (１) : ２７－３０]

服用番茄 红 素 胶 囊 ( 每 粒 含 番 茄 红 素 １０. ６ｍｇ、 维 生 素 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ｙｃｏｐｅｎｅꎻ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Ｅꎻ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ꎻ

７.３ｍｇ) ꎬ 安慰剂组服用安慰剂胶囊ꎻ 每日 ２ 次ꎬ 每次 １ 粒ꎬ

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ꎻ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ｆａｃｔｏｒ

为期 ６ 月ꎮ 每 ２ｗ 电话随访一次ꎬ 每月发放补充剂ꎮ 受试者分
别于干预前及干预 ６ 月时接受问卷调查、 认知功能测评、 相

轻度认 知 功 能 障 碍 ( ｍｉｌ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ꎬ ＭＣＩ)

关临床及实验室检查ꎮ 干预过程中番茄红素组有 ４ 人因无法

是介于正常衰老与痴呆之间的认知功能缺损状态ꎬ 以记忆障

保证服用停止干预退组ꎬ 干预结束时ꎬ 番茄红素组 ２６ 人ꎬ 安

碍为主要特点ꎬ 伴或不伴有其它认知功能损害ꎬ 是阿尔茨海

慰剂组 ２６ 人ꎬ 最后参加血生化检查的每组为 ２０ 人ꎮ

默病 (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 ＡＤ) 等神经退行性疾病发病的

１.２

高危人群ꎮ

认知功能测试

番茄红素已经证实是一种很强的天然抗氧化剂ꎬ 一些动

采用 ＢＣＡＴ 评价软件 ( 由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李德明教授

ꎮ 但它对于脑组织

于 １９９８ 年编制) ꎬ 共包括七项测验即数字快速拷贝、 汉字快

的保护作用及其机制尚待深入ꎻ 另外ꎬ 在一些疾病研究中显

速比较、 正反字识别、 心算答案回忆、 双字词再认及无意义

示番茄红素和维生素 Ｅ ( ＶＥ) 在抗氧化方面有协同作用

图形再认ꎬ 分别测验知觉 速度、 心算 效率、 空间 表象 效率、

物实验研究中提示其具有神经保护作用

[１－３]

[４－５]

ꎬ

工作记忆和记忆再认五个方面的基本认知能力ꎮ 测试全部在

但二者在防治 ＡＤ 发生中是否具有协同作用尚待证实ꎮ

计算机上进行ꎮ

本研究选取老年 ＭＣＩ 患者为研究对象ꎬ 观察番茄红素和
维生素 Ｅ 复合制剂干预对认知功能的影响ꎬ 为 ＡＤ 等神经退

３７

Ｔａｂｌｅ １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ＭＣＩ

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ｂｏ ａｎｄ ｌｙｃｏｐｅｎ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Ａｇｅ ( ｙ)

Ｐｌａｃｅｂｏ

Ｌｙｃｏｐｅｎｅ

( ｎ ＝ ２６)

( ｎ ＝ ３０)

７２.０８±７.９６

７３.８５±６.９９

Ｓｅｘ
Ｍａｌｅ

１１

１３

Ｆｅｍａｌｅ

１５

１７

番茄红素复合维生素 Ｅ 干预对 ＭＣＩ 老人认知
功能的影响 ( 图 １)

０.８６３

干预前ꎬ 番茄红素组与安慰剂组研究对象 ＢＣＡＴ 测试总得

０.５７７

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干预后ꎬ 番茄红素组研究对象 ＢＣＡＴ 测
比ꎬ 番茄红素组 ＢＣＡＴ 测试总分显著增加 (均 Ｐ<０.０５)ꎮ

０.６１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ｂｏｖｅ

５

４

Ｍｉｄｄｌｅ

１８

１９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３

７

２７.６２±２.３７

２６.４０±３.５９

１.３

果

试总分比干预前明显提高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ꎻ 且与安慰剂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ｓ

ＭＭＳＥ ｓｃｏｒｅ

２.１

Ｐ ｖａｌｕｅｓ

结

０.３５７

血清指标测定
１.３.１

血清样本采集: 所有研究对象于干预前后采血两

ａ

Ｐ<０.０５ ｖ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ꎻ ｂ Ｐ<０.０５ ｖｓ.

次ꎬ 清晨采空腹外周静脉血 ５ ｍｌꎬ 静置 １０ ｍｉｎꎬ ３５００ ｒ / ｍｉ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ｐｌａｃｅｂｏ ｇｒｏｕｐꎻ ｓａｍｅ ｉｎ ｔａｂｌｅ ２ꎬ Ｆｉｇ.２

离心 １０ ｍｉｎꎬ 分离血清ꎬ －３０℃储存待测ꎮ

Ｆｉｇ.１

１.３.２

检测指标及方法: ( １) 采用放射免疫分析方法ꎬ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ｙｃｏｐｅｎｅ ａｎｄ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ＢＣＡＴ ｓｃｏｒｅ

检测 ＩＬ￣６、 ＩＬ￣１０、 ＴＮＦ￣α 含量 ( 试剂盒ꎬ 北京北方生物技术
研究所) ꎻ (２) 血糖、 血脂、 同型半胱氨酸 ( Ｈｃｙ) 、 超敏 Ｃ－

２.２

反应蛋白 ( ｕｓ￣ＣＲＰ) 含量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ꎮ

１.４

因子分泌的影响 ( 表 ２)

统计分析

干预前ꎬ 两组老人血清 ＩＬ￣６、 ＩＬ￣１０、 ＴＮＦ￣α、 ｕｓ￣ＣＲＰ 含

用 ＳＰＳＳ １３.０ 软件ꎻ 定量资料用两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ꎬ 定

量均无显著性差异ꎻ 干预后ꎬ 番茄红素组老人血清 ＩＬ￣６ 含量

性资料用卡方检验ꎻ 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Ｔａｂｌｅ ２

番茄红素复合维生素 Ｅ 干预对 ＭＣＩ 老人炎性

显著降低 ( Ｐ<０.０５) 且明显低于安慰剂组 ( Ｐ<０.０５) ꎮ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ｙｃｏｐｅｎｅ ａｎｄ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ｅｒｕｍ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 ｉｎ ＭＣＩ ｅｌｄｅｒｌｙ ( ｘ±ｓꎬ ｎ ＝ ２０)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
ＩＬ￣６( ｎｇ / ｍｌ)

ＩＬ￣１０( ｎｇ / ｍｌ)

ＴＮＦ￣α( ｆｍｏｌ / ｍｌ)

Ｕｓ￣ＣＲＰ( μｍｏｌ / ｍｌ)

Ｐｌａｃｅｂｏ

Ｌｙｃｏｐｅｎ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ｆｔｅｒ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ｆｔｅｒ

１９７.３７

１８７.１０

２１３.１９

７６.２２

±７６.４３

±７９.３５

±４１.６４

±２１.５３ ａｂ

１０９.７７

１１０.８６

１１９.０８

１０６.９２

±３８.７０

±７２.９７

±３６.００

±３３.９８

１５.１９

１７.７２

１５.５７

１５.２３

±４.５９

±４.４９

±４.１２

±３.２０

４.２１

４.９６

４.６１

３.２６

±３.０１

±３.６６

±４.２８

±２.８２

３８

２.３

番茄红素复合维生素 Ｅ 干预对 ＭＣＩ 老人血清同

过营养干预改善 ＭＣＩ 人群的认知功能ꎬ 对延缓或阻止老年痴

型半胱氨酸含量的影响

呆的发生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ꎮ
一些动物实验研究中提示番茄红素具有 神经 保护 作用ꎮ

与干预前比ꎬ 干预后番茄红素组老人血清 Ｈｃｙ 含量显著

番茄红素可以被人体吸收ꎬ 通过血脑屏障进入中枢神经系统

降低 ( Ｐ<０.０５) 且明显低于安慰剂组 ( Ｐ<０.０５ꎬ 图 ２) ꎮ

２.４

发挥抗氧化等生物学功能ꎮ Ｈｓｉａｏ 等 [１] 报道番茄红素可以保护

番茄红素复合维生素 Ｅ 干预对 ＭＣＩ 老人血糖血

大鼠大脑局部缺血造成的神经元凋亡并抑制小胶质细胞的炎

脂水平的影响

症性反应ꎮ Ｆｕｊｉｔａ 等 [２] 研究进一步证实番茄红素可以保护蒙古

干预前ꎬ 两组老人血糖、 血脂水平均无显著性差异ꎻ 干

沙土鼠海马神 经元 免受 缺 血 再 灌 注 造 成 的 氧 化 损 伤ꎮ Ｚｅｎｇ

预后ꎬ 番茄红素组老人血糖水平有降低趋势ꎬ 高密度脂蛋白

等 [３] 的研究显示番茄红素可以保护高脂血症模型大鼠的海马

胆固醇含量有升高趋势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含量有降低趋

神经元ꎬ 维持其正常的形态学结构ꎮ Ｍａｔｔｅｏ 等 [８] 观察到番茄

势ꎬ 但没有统计学意义 ( 表 ３) ꎮ

３

讨

红素可显著抑制 ６ －羟多巴胺 ( ６￣ｈｙｄｒｏｘｙｄｏｐａｍｉｎｅ) 引发的
黑质多巴胺能神经元的退行性病变ꎮ 有研究 [９－１０] 表明番茄红

论

素可抑制 ３－硝基丙酸 ( ３￣ｎｉｔｒｏｐｒｏｐｉｏｎｉｃ ａｃｉｄ) 诱导的亨廷顿

ＭＣＩ 是 ＡＤ 的早期表现ꎬ 本课题组前期针对天津市公办

舞蹈症样症状ꎬ 抑制 ３－硝基丙酸诱导的神经毒性ꎬ 其机制与

养老机构 ４００ 余例 ６０ 岁以上的老年人的调查显示ꎬ ＭＣＩ 患病

维持线粒体正常功能相关ꎮ 本研究观察到ꎬ 番茄红素组研究

率达 １７.３３％ꎬ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表明: 年龄、 体力工作、 月

对象 ＢＣＡＴ 测试总分比安慰剂组明显提高ꎬ 表明番茄红素复

收入是老年人 ＭＣＩ 危险因素ꎬ 脑力工作是其保护因素

Ｆｉｇ.２

[７]

ꎮ 通

合维生素 Ｅ 干预可增强 ＭＣＩ 老人认知功能ꎮ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ｙｃｏｐｅｎｅ ａｎｄ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ｅｒｕｍ 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

( Ｈｃｙ)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ＣＩ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ｙｃｏｐｅｎｅ ａｎｄ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ｅｒｕｍ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ａｎｄ ｌｉｐｉｄｓ ｉｎ ＭＣＩ ｅｌｄｅｒｌｙ ( ｘ±ｓꎬ ｎ ＝ ２０)
Ｐｌａｃｅｂｏ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Ｌｙｃｏｐｅｎｅ

( ｍｍｏｌ / ｍｌ)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ｆｔｅｒ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ｆｔｅｒ

Ｇｌｕｃｏｓｅ

６.４１±２.６１

６.３０±２.２

６.４３±２.５９

５.６９±０.７８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

５.０１±０.８８

５.２７±０.５７

４.７４±０.９５

５.１９±０.９１

ＴＣ

１.４１±０.４９

１.２３±０.３７

１.２２±０.６１

１.２２±０.２７

ＨＤＬ￣Ｃ

１.２０±０.１９

１.３２±０.１８

１.２４±０.２０

１.３４±０.１９

ＬＤＬ￣Ｌ

３.４４±０.８４

３.６７±０.６２

３.３４±０.７３

３.１９±０.７４

３９

随着年龄增加ꎬ 炎性调节因子 ( 如细胞因子) 表达增加ꎬ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ｌｙｃｏｐｅｎｅ ａｎｄ ｔｏｃｏｐｈｅｒｏｌ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同时炎性细胞的运动和分泌也会增加ꎬ 从而导致衰老过程中的

ｍａｍｍａｒｙ ｔｕｍｏｒｉｇｅｎｅｓｉｓ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７ꎬ １２￣ｄｉｍｅｔｈｙｌ [ ａ ]

ꎮ 研究表明ꎬ 活化的小胶质细胞可以产生细胞因子、

ｂｅｎｚａｎｔｈｒａｃｅｎｅ ｉｎ ｆｅｍａｌｅ ｒａｔｓ [ Ｊ ] . Ｔｏｘｉｃｏｌ Ｉ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ꎬ

行为损伤

[１１]

２０１２ꎬ ２８: ５４２－５４８.

生长因子和补体蛋白等炎性分子ꎬ 例如 ＩＬ￣１β、 ＩＬ￣６、 ＴＮＦ￣αꎮ 这

[６] 中国防治认知功能障碍专家共识专家组. 中国防治认

些促炎性调节物反过来又可激活其他细胞产生附加的信号转导

知功能障碍专家共识 [Ｊ]. 中华内科杂志ꎬ ２００６ꎬ ４５: １７１－１７３.

分子ꎬ 从而进一步通过正反馈调节激活小胶质细胞导致炎性信
号转导效应长期的级联放大ꎮ 而这些又会进一步损伤大脑ꎬ 导

[７] 孙寿丹ꎬ 傅经明ꎬ 回金凯ꎬ 等. 天津市养老机构老

致神经功能退化ꎮ Ｔｉｉｎａ 等的研究结果表明ꎬ 番茄红素对炎症相

年轻度认知障碍及认知功能调查 [ Ｊ] .现代预防医学ꎬ ２０１３ꎬ

关因子具有调节作用ꎬ 表现为降低血清中 Ｃ 反应蛋白水平、 抑

４０: １８０８－１８１０.

ꎮ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ꎬ 与干预前比

[８] ｄｉ Ｍａｔｔｅｏ Ｖꎬ Ｐｉｅｒｕｃｃｉ Ｍꎬ Ｄｉ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Ｇꎬ ｅｔ ａｌ. Ｉｎ￣

较ꎬ 干预组老人血清 ＩＬ￣６ 含量显著降低ꎬ 提示番茄红素复合维

ｔａｋｅ ｏｆ ｔｏｍａｔｏ￣ｅｎｒｉｃｈｅｄ ｄｉｅ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ｓ ｆｒｏｍ ６￣ｈｙｄｒｏｘｙｄｏ￣ｐａｍ￣

生素 Ｅ 干预可减轻 ＭＣＩ 老人炎性反应ꎬ 发挥神经保护作用ꎮ

ｉｎｅ￣ｉｎｄｕｃｅｄ 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ｔ ｎｉｇｒａｌ ｄｏｐａｍｉｎｅｒｇｉｃ ｎｅｕｒｏｎｓ

制 ＮＯ 和 ＩＬ￣６ 的释放等

[１２]

[ Ｊ] . Ｊ Ｎｅｕ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ｍ Ｓｕｐｐｌꎬ ２００９ꎬ (７３) : ３３３－３４１.

中老年人维持较低的血清 ｔＨｃｙ 水平对于保持良好的认知
ꎮ

[９] Ｋｕｍａｒ Ｐꎬ Ｋａｌｏｎｉａ Ｈꎬ Ｋｕｍａｒ Ａ. Ｌｙｃｏｐｅｎｅ ｍｏｄｕ￣

横断面 研 究 结 果 显 示ꎬ 血 浆 Ｈｃｙ 浓 度 与 海 马 萎 缩 密 切 相

ｌａｔｅｓ ｎｉｔｒｉｃ ｏｘｉｄｅ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３￣ｎｉｔｒｏｐｒｏｐｉｏｎｉｃ ａｃｉｄ￣ｉｎ￣

功能有重要意义ꎮ Ｈｃｙ 是心脑血管疾病独立的危险因素
关

[１４]

[１３]

ｄｕｃｅｄ ｎｅｕｒｏ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 Ｊ] . Ｌｉｆｅ Ｓｃｉꎬ ２００９ꎬ ８５: ７１１－７１８.

ꎮ 本研究观察到ꎬ 番茄红素和维生素 Ｅ 复合制剂干预半

[１０] Ｓａｎｄｈｉｒ Ｒꎬ Ｍｅｈｒｏｔｒａ Ａꎬ Ｋａｍｂｏｊ ＳＳ. Ｌｙｃｏｐｅｎｅ

年后ꎬ 老人血清 Ｈｃｙ 水平明显降低ꎬ 有利于 ＭＣＩ 老人认知功

ｐｒｅｖｅｎｔｓ ３￣ｎｉｔｒｏｐｒｏｐｉｏｎｉｃ ａｃｉｄ￣ｉｎｄｕｃｅｄ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能障碍的恢复与改善ꎮ
Ｋｕｈａｄ 等

[１５]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ｎｅｒｖｏｕｓ ｓｙｓｔｅｍ [ Ｊ] . Ｎｅｕｒｏｃｈｅｍ

流行病学研究显示ꎬ 长期摄入富含番茄红素

的食品能够提高 糖 尿 病 人 的 认 知 能 力ꎮ 杨 艳 晖 的 研 究

[１６]

Ｉｎｔꎬ ２０１０ꎬ ５７: ５７９－５８７.

表

明ꎬ １８ｍｇ / ｄ 的番茄红素可降低高脂血症患者的血浆总胆固醇

[１１] Ｖｏｌｐａｔｏ Ｓꎬ Ｇｕｒａｌｎｉｋ ＪＭꎬ Ｆｅｒｒｕｃｃｉ Ｌꎬ ｅｔ ａｌ. Ｃａｒ￣

和甘油三酯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 番茄红素组老人血糖水平有

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ꎬ 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６ꎬ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ｏｆ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ｉｎ

降低趋势ꎬ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含量有升高趋势而低密度脂

ｏｌｄｅｒ ｗｏｍｅｎ: ｔｈｅ ｗｏｍｅｎ̓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ａｇｉｎｇ ｓｔｕｄｙ [ Ｊ] . Ｃｉｒ￣
ｃ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１ꎬ １０３: ９４７－９５３.

蛋白胆固醇含量有降低趋势ꎮ

[１２] Ｒｉｓｓａｎｅｎ Ｔꎬ Ｖｏｕｔｉｌａｉｎｅｎ Ｓꎬ Ｎｙｙｓｓöｎｅｎ Ｋꎬ ｅｔ 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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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 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ａｌ ａｎｄ ｗｈｉｔｅ ｍａｔｔｅｒ

( Ｓｕｐｐｌ １) : Ｓ２４１－Ｓ２４１.
[３] Ｚｅｎｇ ＹＣꎬ Ｈｕ ＭＹꎬ Ｑｕ ＳＬꎬ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ｂｉｏ￣

ａｔｒｏｐｈｙ ｉｎ ｏｌｄｅ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ｍｉｌｄ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 Ｊ] . Ｉｎｔ Ｐｓｙ￣
ｃｈｏ￣ｇｅｒｉａｔｒꎬ ２０１０ꎬ ２２: ８０４－８１１.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ｌｙｃｏｐｅｎｅ ｏｎ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ｕｓ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ｌｉｐｅｍｉａ ｒａｔｓ
[ Ｊ] . Ｈｅａｌｔｈꎬ ２００９ꎬ １: ８－１６.

[１５] Ｋｕｈａｄ Ａꎬ Ｓｅｔｈｉ Ｒꎬ Ｃｈｏｐｒａ Ｋ. Ｌｙｃｏｐｅｎｅ ａｔｔｅｎｕ￣
ａｔｅｓ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ｉｎ ｒａｔｓ [ Ｊ ] . Ｌｉｆｅ

[４] 解瑞宁ꎬ 沈新南ꎬ 仲伟鉴ꎬ 等. 番茄红素或与维生
素 Ｅ 合用对苯并 ( ａ) 芘诱导 ＢＡＬＢ / ｃ￣３Ｔ３ 细胞转化的影响

Ｓｃｉꎬ ２００８ꎬ ８３: １２８－１３４.

[ Ｊ] . 环境与职业医学ꎬ ２００４ꎬ ２１: １２４－１２６.

[１６] 杨艳晖ꎬ 宋柏捷ꎬ 朱孝娟ꎬ 等. 番茄红素对高脂血

[５] Ａｌ￣Ｍａｌｋｉ ＡＬꎬ Ｍｏｓｅｌｈｙ ＳＳꎬ Ｒｅｆａｉ ＭＹ. 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ｔｉｃ

症患者血脂的影响 [Ｊ]. 中国临床营养杂志ꎬ ２００７ꎬ １５: ４３－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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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莓提取物干预对阿尔茨海默病转基因小鼠
海马蛋白质组表达谱的影响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ｕｓ Ｐｒｏｔｅｏｍｉｃ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Ｂｌｕｅｂｅｒｒｙ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ＰＰ / ＰＳ１
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ｉｃ Ｍｉｃｅ
李海强 １ꎬ２

谭

Ｈａｉｑｉａｎｇ Ｌｉ１ꎬ２

龙３

杨红澎 ４

Ｌｏｎｇ Ｔａｎ ３

庞

伟１

徐

Ｈｏｎｇｐｅｎｇ Ｙａｎｇ ４

彤１

蒋与刚 １

Ｗｅｉ Ｐａｎｇ １

Ｔｏｎｇ Ｘｕ １

Ｙｕｇａｎｇ Ｊｉａｎｇ １

１.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环境医学与作业医学研究所ꎻ ２. 烟台业达医院ꎻ ３. 天津医科大学ꎻ ４. 天津农学院
１.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ꎬ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 Ｔｉａｎｊｉｎꎬ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ꎻ ２. Ｙａｎｔａｉ ＹｅＤａ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ꎬ Ｙａｎｔａｉꎬ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ꎻ 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ꎬ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Ｔｉａｎｊｉｎꎬ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ꎻ ４.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ꎬ Ｔｉａｎｊｉｎꎬ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摘 要: 目 的

研 究 蓝 莓 提 取 物 ( Ｂｌｕｅｂｅｒｒｙ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ꎬ

转基因小鼠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ＢＢ) 干预对 ＡＰＰ / ＰＳ１ 转基因小鼠海马组织蛋白质表达的影
响ꎮ 方法

８ 只 ＡＰＰ / ＰＳ１ 转基因小鼠随机分配到阿尔茨海默

Ｔｏ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ｕｓ ｏｆ ＡＰＰ / ＰＳ１ 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ｉｃ ｍｉｃｅ ａｆｔｅｒ ｂｌｕｅｂｅｒｒｙ ｅｘ￣

病 (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ꎬ ＡＤ) 对照组 ( 对照组ꎬ ｎ ＝ ４) 和

ｔｒａｃｔｓ ( ＢＢ )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学技术制备两组小鼠海马组织的二维凝胶 ( ２￣ＤＥ) 图谱并进

( ＡＤ) ＋ ＢＢ ｇｒｏｕｐ ( ｎ ＝ ４) ａｎｄ ＡＤ ＋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 ｎ ＝ ４) .

Ｅｉｇｈｔ ＡＰＰ / ＰＳ１ ｔｒａｎｓ￣

ｇｅｎｉｃ ｍｉｃｅ ｗｅｒｅ ｒａｎｄｏｍｌｙ ａｓ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 ̓ 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ＢＢ 干预组 ( 干预组ꎬ ｎ ＝ ４) ꎬ 干预时间 １６ 周ꎮ 利用蛋白质组
行差异蛋白点分析ꎬ 通过基质辅助激光解析 ( 串联) 飞行时

Ａｆｔｅｒ ａ １６￣ｗｅｅｋ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ꎬ ２￣ＤＥ ａｎｄ ＭＡＬＤＩ￣ＴＯＦ￣ＭＳ ｗｅｒｅ

间质谱仪 ( ＭＡＬＤＩ￣ＴＯＦ / ＴＯＦ￣ＭＳ) 鉴定差异蛋白质的种类ꎬ

ｕｓｅｄ ｔｏ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ｏｍｉｃ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ｕｓ

通过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确证关键蛋白质的表达水平ꎮ 结果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ｆｉｒｍ ｔｈｅ

共有

１２ 个蛋白点在对照组小鼠和干预组小鼠海马组织表达有显著性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差异ꎬ 经 ＭＡＬＤＩ￣ＴＯＦ / ＴＯＦ￣ＭＳ 鉴定得到 ９ 种蛋白质ꎮ 其中ꎬ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ｗｅ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ＢＢ 干预后小鼠海马组织表达 下调的 蛋白 质包 括: α￣烯 醇酶

ｇｒｏｕｐｓ. Ｎ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ｍ ｗｅｒ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Ｃｙｔｏｃｈｒｏｍｅ ｂ￣ｃ１ ｃｏｍ￣

( ａｌｐｈａ￣ｅｎｏｌａｓｅ)、 苹 果 酸 脱 氢 酶 ( ｍａｌａｔｅ ｄ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ｓｅꎬ

ｐｌｅｘ ｓｕｂｕｎｉｔ ６ꎬ ｂｅｔａ￣ａｃｔｉｎꎬ ｄｙｎａｍｉｎ １ꎬ ａｎｄ ｈｅａｔ ｓｈｏｃｋ ｃｏｇ￣

ＭＤＨ)、 苹果酸脱氢酶 １ ( ｍａｌａｔｅ ｄ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ｓｅ １ꎬ ＭＤＨ１)、

ｎａｔｅ ７１ ｗｅｒｅ 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ｉｎ ＡＤ ＋ ＢＢ ｇｒｏｕｐꎬ ｗｈｉｌｅ ａ￣ｅｎｏ￣

磷酸化应激蛋白 １ (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ｄｕｃｅｄ￣ｐｈｏｓｐｈ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１) 和 Ｔ 复

ｌａｓｅꎬ 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ｄｕｃｅｄ￣ｐｈｏｓｐｈ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１ꎬ ｍａｌａｔｅ ｄ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合体蛋白 １ 亚基 β ( Ｔ￣ｃｏｍｐｌｅｘ ｐｒｏｔｅｉｎ １ ｓｕｂｕｎｉｔ ｂｅｔａ) ꎻ 表达

ａｓｅ ( ＭＤＨ) ꎬ ＭＤＨ １ꎬ ａｎｄ Ｔ￣ｃｏｍｐｌｅｘ ｐｒｏｔｅｉｎ １ ｓｕｂｕｎｉｔ ｂｅｔａ

上调的蛋 白 质 包 括: 细 胞 色 素 ｂ￣ｃ１ 复 合 体 亚 基 ６ ( Ｃｙｔｏ￣

ｗｅｒｅ ｄｏｗ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ｌｙꎬ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ｒｏｍｅ ｂ￣ｃ１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ｕｂｕｎｉｔ ６) 、 β￣肌动蛋白 ( ｂｅｔａ￣ａｃｔｉｎ) ꎬ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 ｅ.ｇ. ｄｙｎａｍｉｎ １) ａｒｅ ｋｎｏｗｎ ｔｏ ｂｅ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动力蛋白 １ ( Ｄｙｎａｍｉｎ １) 、 热休克同源蛋白 ７１ ( ｈｅａｔ ｓｈｏｃｋ

ｉｎ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

ｃｏｇｎａｔｅ ７１) ꎮ 重要的是其中部分蛋白质 ( 如 Ｄｙｎａｍｉｎ １) 与

ｐｕｓ ｄｙｎａｍｉｎ １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ｏｍｉｃ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认知损伤有关ꎬ 通过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方法对小鼠海马组织 Ｄｙ￣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ｎａｍｉｎ １ 蛋白的表达量进行确认ꎬ 结果与蛋白质组学研究结果

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ｌｉｎｋ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ｏｇｎｉ￣

ＢＢ 干预对 ＡＰＰ / ＰＳ１ 转基因小鼠海马认知功能

ｔｉｖｅ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ｕｓ ｏｆ ＡＰＰ / ＰＳ１ 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ｉｃ

一致ꎮ 结论

Ｔｗｅｌｖ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Ｂ ｍｏｄｕｌ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

ｍｉｃｅ.

障碍相关蛋白质的表达有调节作用ꎮ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Ｂｌｕｅｂｅｒｒｙ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ꎬ Ｐｒｏｔｅｏｍｅꎬ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

关键词: 蓝 莓 提 取 物ꎻ 蛋 白 质 组 学ꎻ 海 马ꎻ ＡＰＰ / ＰＳ１ꎻ

４１

ｐｕｓꎬ ＡＰＰ / ＰＳ１ꎬ 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ｉｃ ｍｉｃｅ

焦仪、 ＩＰＧｐｈｏｒ 附件和循环水浴、 ＰＲＯＴＥＡＮ ＩＩ Ｘｉ Ｃｅｌｌ 垂直电
泳单元及附件、 Ｉｍｍａｇｅｓｃａｎｎｅｒ 平板光密度扫描仪、 紫外分光

阿尔茨海默病 (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 ̓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ꎬ ＡＤ) 是老年人最

光度计 (Ｕ￣２００１)、 德国 Ｓｉｇｍａ ３￣１８Ｋ 高速冷冻离心机、 酶标

常见的痴呆类型ꎬ 其患病率呈增龄性增加ꎬ 不可溶性斑块的

仪 (ＥＣＯＭ￣Ｆ６１２４)、 水平电泳仪、 德国 ＣＨＲＩＳＴ 真空冷冻干

ꎮ 该病主要表现为记忆损伤和认知功能

燥机、 美国 Ｂｉｏ￣Ｒａｄ 公司的蛋白电泳系统、 ＩｍａｇｅＭａｓｔｅｒ ＶＤＳ

形成是其典型特征

[１ꎬ２]

凝胶成像系统等ꎮ

障碍ꎬ 严重者甚至丧失自我生活能力ꎬ 严重影响老年人的身
心健康和生活质量ꎮ 众所周知ꎬ 膳食因素 对心 脑血 管疾 病、

主要试剂: ＧＥ 公 司的 尿素、 ＩＰＧ 干 胶条 ( ｐＨ ＝ ３ － １０ꎬ

ꎬ 大量研究表明

ＮＬ ＝ １８ｃｍ) 、 ＩＰＧ ｂｕｆｆｅｒ ( ＰＨ ３－１０ꎬ ＮＬ) ꎻ 美国 Ａｍｒｅｓｃｏ 公

神经退行性疾病及老年痴呆都有重要影响

[３]

司的 ＣＨＡＰＳ、 十二烷基硫酸 钠、 二硫 苏糖醇、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Ｏｉｌ、

一些植物化学物可以保护大脑免于 Ａβ 的神经毒性 [４ꎬ５] ꎮ
蓝莓富含蛋白质、 脂肪、 碳水化合物ꎬ 维生素 Ａꎬ 维生素

甲叉双丙烯酰胺、 丙烯酰胺、 三羟甲基氨基甲烷、 过硫酸铵、

Ｅ、 钙、 磷、 镁、 锌、 铁等多种营养素ꎬ 以及花色苷、 氯原酸

甘油、 甘氨酸、 Ｔｒｉｔｏｎ Ｘ￣１００、 Ｔｗｅｅｎ￣２０、 ＢＳＡ、 ＰＭＳＦ、 碘

等多种植物化合物ꎬ 具有抗氧化、 促进视红素再合成、 抗炎

乙酰 胺ꎻ ＨＲＰ 标 记 的 抗 ＧＡＰＤＨ 单 克 隆 抗 体 ( Ｋａｎｇｃｈｅｎｇ

症、 提高免疫力、 清除自由基、 延缓衰老及抗癌等多种生物学

Ｂｉｏｔｅｃｈꎬ 中国) ꎻ 美国 Ｓａｎｔａ Ｃｒｕｚ 的 Ｌｕｍｉｎａｌ ｒｅａｇｅｎｔ ( ＥＣＬ

ꎮ Ｊｏｓｅｐｈ 的研究团队一直致力于蓝莓的生物学作用及

试剂) ꎻ 天 根 生 化 科 技 ( 北 京) 有 限 公 司 的 低 分 子 量 蛋 白

相关机制研究ꎬ 其团队研究发现用草莓提取物或菠菜提取物干

Ｍａｒｋｅｒ、 ＢＣＡ 蛋白定量试剂盒ꎬ 四甲基乙二胺ꎬ 蛋白定量试

预 ６ 月龄 Ｆ３４４ 大鼠到 １５ 月龄时可以避免老化引起的神经信号

剂盒 ( Ｂｒａｄｆｏｒｄ) ꎬ 考马 斯亮 蓝 Ｒ￣２５０ꎬ 总 蛋白提 取试 剂盒ꎬ

ꎬ 改善其行为模式ꎻ 为确定来自食物中的多酚物质

兔抗小鼠 Ｄｙｎａｍｉｎ １ 抗体ꎬ ＨＲＰ￣羊抗兔抗体ꎬ ＨＲＰ 标记的抗

是否可以直接进入大脑中发挥作用ꎬ 他们用 ２％的蓝莓提取物

ＧＡＰＤＨ 单克隆抗体ꎬ ＨＲＰ￣ＤＡＢ 底物显色试剂盒等ꎮ 其余试

喂养 Ｆ３４４ 大鼠ꎬ 干预 ８ ~ １０ 周后在干预组大鼠脑中多个与认

剂为国产分析纯ꎮ

知功能有关区域检测到花色苷ꎬ 提示花色苷可以通过血脑屏障

１.２

作用

[６－９]

转导损伤

[１０]

实验分组及干预方法

ꎻ 在进一步的研究中该团队将雄性 Ｆ３４４ 幼鼠分

本实验所用的 ＡＰＰ / ＰＳ１ 双转基因小鼠 ( 遗传背景 Ｃ３Ｈ /

为蓝莓提取物喂养组和对照组ꎬ 所有大鼠干预 ８ 周后对其双

ＨｅＪ ∗ Ｃ５７ＢＬ / ６Ｊ) 系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研究所王福俤教授

发挥作用

[１１]

馈赠ꎮ ８ 只 ＡＰＰ / ＰＳ１ 转基因小鼠随机分配到阿尔茨海默病对

侧海马注射红藻氨酸ꎬ 行为学测试发现对照组出现明显的认
知功能损伤ꎬ 而蓝莓提取物干预显著减轻了这种损伤ꎻ 病理

照组 (对照组ꎬ ｎ ＝４) 和 ＢＢ 干预组 (干预组ꎬ ｎ ＝ ４)ꎮ 小鼠饲

学观察发现蓝莓提取物组海马 ＣＡ１ 区神经细胞未出现明显丢

养于光照/ 黑暗为 １２ｈ / １２ｈ 的恒温环境ꎬ 自由饮水与进食ꎮ 以灌

失ꎬ 提示蓝莓提取物可以拮抗兴奋毒性和氧化应激导致的神

胃方式进行干预ꎬ 干预组小鼠干预剂量为 １５０ｍｇ / ｋｇｂｗｄꎬ

经变性及认知损伤

[１２]

ꎻ 氧化应激研究发现蓝莓饮食可发挥抗

对照组小鼠灌胃等量超纯水ꎬ 干预时间 １６ 周ꎮ

氧化 剂 的 作 用ꎬ 改 善 氧 化 损 伤 模 型 大 鼠 的 行 为 和 认 知 功

１.３

能 [１３] ꎻ 人群 研 究 亦 证 实 蓝 莓 干 预 可 改 善 老 年 人 的 认 知 功

ＡＤ 双转基因小鼠断头处死后ꎬ 冰上快速取出全脑并分离

能 [１４] ꎬ 并有效减少 ＡＤ 疾病进程中神经元的凋亡 [１５] ꎮ

海马ꎮ 每只小鼠海马加入 ３００μｌ 预冷的蛋白裂解液ꎬ 采用机械

在课题组前期研究中观察到ꎬ ＢＢ 干预后 ＡＤ 小鼠在 Ｍｏｒ￣

破碎法制备组织匀浆ꎬ ４℃ 静置 ２ｈꎮ 将组织匀浆于 ４℃ 离心

ｒｉｓ 水迷宫的训练阶段和平台测试中表现更好ꎻ 而且 ＢＢ 治疗

(１３０００ｒ / ｍｉｎ) ４０ｍｉｎꎬ 离心结束后避开上层脂质取上清液ꎬ

后长时程增 加得 到了 加强ꎬ 神经 元的 丢失 减 轻 [１６] ꎬ 但 对 于

分装成 １００μｌ / 份ꎬ －７０℃保存ꎮ 蛋白定量采用 ｂｒａｄｆｏｒｄ 法ꎮ

ＢＢ 补充后改善认知功能的确切机制仍不太清楚ꎬ 本研究将通

１.４

过蛋白质组学的方法对 ＢＢ 改善认知功能的分子生物学机制进

２￣ＤＥ 电泳分离差异蛋白
复溶的蛋白样品溶液 ( 考染上样量为 １.２ｍｇ / 胶条) 与水

行进一步的探讨ꎮ

１

蛋白样品制备

化液混匀ꎬ 上样总体积为 ３４０μｌꎬ 加 ＩＰＧ 胶条 (１８ｃｍꎬ ｐＨ ３－
１０ ＮＬ)ꎬ 经第 一 向 固 相 ｐＨ 梯 度 等 电 聚 焦、 平 衡、 第 二 向

材料与方法

ＳＤＳ￣ＰＡＧＥ 电 泳 等 程 序ꎬ 待 溴 酚 蓝 指 示 剂 达 到 底 部 边 缘

１.１

主要仪器及试剂

(１ｃｍ) 时即可停止电泳ꎮ 电泳结束后经考马斯亮蓝染色后的

主要仪器: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 ( ＧＥ) 的 ＩＰＧｐｈｏｒ 等电聚

凝胶用 ＩｍａｇｅＳｃａｎｎｅｒ 光密度扫描仪扫描ꎬ 以 Ｉｍａｇｅ Ｍａｓｔｅｒ

４２

２Ｄ Ｐｌａｔｉｎｕｍ５.０ 软件分析凝胶图像ꎮ 选择差异在 ２ 倍以上的

进行数据分析ꎮ ＧＡＰＤＨ 作为内参照ꎬ 将各组的目的蛋白总的

蛋白质斑点作为候选差异表达蛋白质点进行质谱分析ꎮ 实验

表达相对值除以 ＧＡＰＤＨ 相对值ꎬ 即各组目的蛋白总水平的

中每组至少以不同蛋白样品重复 ３ 次平行实验ꎮ

相对表达量ꎬ 录入 ＳＰＳＳ １３.０ 分析软件ꎬ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ｔ 检验进行

１.５

统计分析ꎬ 检验效能 α ＝ ０.０５ꎮ

差异蛋白的质谱鉴定
候选差异蛋白点经酶解后通过 ＭＡＬＤＩ￣ＴＯＦ / ＴＯＦ￣ＭＳ 进

２

行测定ꎬ 获得肽指纹图谱 ( ＰＭＦ) ꎬ 输入蛋白质数据库 ｍａ￣
ｔｒｉｘｓｃｉｅｎｃｅ 提供的 Ｍａｓｃｏｔ Ｐｅｐｔｉｄｅ Ｍａｓｓ Ｆｉｎｇｅｒｐｒｉｎｔ 检索程序

２.１

进行查询鉴定ꎮ

１.６

结

果

两组小鼠海马差异表达的蛋白质
图 １ 所示为对照组小鼠及干预组小鼠海马组织的 ２￣ＤＥ 图

海马组织 Ｄｙｎａｍｉｎ １ 蛋白表达的确认

谱ꎬ 通过 Ｉｍａｇｅ Ｍａｓｔｅｒ ２Ｄ Ｐｌａｔｉｎｕｍ ５.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后

采用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方法检测海马 Ｄｙｎａｍｉｎ １ 的表达ꎬ 对

发现ꎬ 两组小鼠海马组织的 ２￣ＤＥ 图谱中共有 １２ 个蛋白斑点

２￣ＤＥ结果进行确认ꎮ

的表达量有显著性差异ꎮ 其中 ５ 个蛋白点在干预组小鼠海马

１.７

组织中表达量升高ꎬ ７ 个蛋白点在干预组小鼠海马组织中表达

统计学分析

量降低ꎮ 差异蛋白点在 ２￣ＤＥ 图谱中的位置见图 １ꎬ 局部放大

蛋白差异点分析使用 Ｉｍａｇｅ Ｍａｓｔｅｒ ２Ｄ Ｐｌａｔｉｎｕｍ ５.０ 自带

图见图 ２ꎮ 其标准化体积改变在表 １ 中列出ꎮ

分析模块进行ꎬ ｍａｘ 值大于 ２ 认为该蛋白点组间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ꎻ 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曝光后的胶片扫描进行ꎬ 用 Ｉｍａｇｅ Ｊ

图１

图２

两组小鼠海马组织的 ２￣ＤＥ 图谱及差异蛋白点

两组小鼠海马组织差异蛋白点局部放大图

４３

表１

两组小鼠差异蛋白点标准化体积改变

Ｓｐｏｔ
Ｎｏ.

Ｒａｔｉｏ( ＡＤ＋ＢＢ /
ＡＤ＋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Ｄ＋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Ｄ＋ＢＢ

Ｐ

１

３.３８

０.０１３±０.００５

０.０４４±０.００７

０.００３

２

２.５４

０.０５６±０.０１０

０.１４２±０.０３１

０.０１１

３

３.２２

０.０７８±０.０１５

０.２５１±０.０９１

０.０３２

４

０.３４

０.１５６±０.０１９

０.０５３±０.０１５

０.００２

５

２.２０

０.０１０±０.００３

０.０２２±０.００５

０.０２５

６

０.４５

０.１０３±０.０２８

０.０４６±０.００５

０.０２５

７

１.９４

０.０３２±０.００３

０.０６２±０.０１０

０.００８

８

０.４６

０.１０３±０.０２３

０.０４７±０.０１０

０.０１７

９

０.７４

０.３６２±０.０３１

０.２６８±０.０１３

０.００８

１０

０.６４

０.１９７±０.００８

０.１２６±０.０２６

０.０１０

１１

０.５７

０.２３７±０.０２１

０.１３５±０.０１７

０.００３

１２

０.４７

０.１３７±０.０２０

０.０６５±０.０２９

０.０２４

２.２

图３

对照组小鼠相比ꎬ ＢＢ 干预组小鼠海马中有 １２ 种蛋白差异表
达ꎬ 但只有 ９ 种蛋白成功鉴定ꎬ 鉴定出的蛋白质大多为酶或
其亚基ꎮ
Ｄｙｎａｍｉｎ １ 是 Ｄｙｎａｍｉｎ 家族的一个亚型ꎬ 在神经系统中
高表达ꎮ Ｄｙｎａｍｉｎ 家族作为一类 ＧＴＰ 酶分子ꎬ 参与了囊泡膜

差异表达蛋白的鉴定

与质膜分离的过程ꎬ 对于突触囊泡再循环及维持神经元突触

差异表达蛋白点经 ＭＡＬＤＩ￣ＴＯＦ / ＴＯＦ￣ＭＳ 检测获得肽指

功能十分重要ꎮ 突触作为神经元的特化结构主要负责神经元

纹图谱ꎬ 经数据库检索成功鉴定出 ９ 种蛋白质ꎬ ＢＢ 干预后海

之间信号的传递ꎬ 其结构或功能的改变都会影响神经系统的

马组织表达降低的蛋白包括: α￣烯醇酶 ( ａｌｐｈａ￣ｅｎｏｌａｓ) 、 苹

功能ꎬ 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表现之一就是突触的丢失 [１７ꎬ１８] ꎬ

果酸脱氢酶 ( ｍａｌａｔｅ ｄ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ｓｅꎬ ＭＤＨ) 、 苹果酸脱氢酶

研究发现早期认知障碍的病人并未出现典型的突触丢失现象ꎬ

１ ( ｍａｌａｔｅ ｄ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ｓｅ １ꎬ ＭＤＨ１) 、 磷 酸 化 应 激 蛋 白 １

但已经表现出明显的认知障碍ꎬ 对 ＡＤ 动物模型小鼠 Ｔｇ２５７６

(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 ｐｒｏｔｅｉｎ １ꎬ ＳＴＩＰ１) 和 Ｔ 复合体蛋

和三转基因模型小鼠的蛋白表达研究发现 ｄｙｎａｍｉｎ １ 表达量

白 １ 亚基 β ( ＴＣＰ￣１ ｓｕｂｕｎｉｔ ｂｅｔａ) ꎻ ＢＢ 干预后海马组织表达

显著降低 [１９ꎬ２０] ꎮ 目前 Ａβ 毒性是阿尔茨海默病公认的致病因

升高的蛋白包括: 细胞色素 ｂ￣ｃ１ 复合体亚基 ６、 β￣肌动蛋白

素ꎬ 体外实验表明 Ａβ 刺激可诱导海马细胞 ｄｙｎａｍｉｎ １ 水平的

( β￣ａｃｔｉｎ) 、 Ｄｙｎａｍｉｎ １ 和 热 休 克 同 源 蛋 白 ７１ ( Ｈｅａｔ ｓｈｏｃｋ

低表达ꎮ 进一步 的 研 究 证 实 Ａβ 可 激 活 钙 蛋 白 酶 ( ｃａｌｐａｉｎ)

ｃｏｇｎａｔｅ ( ＨＳＣ) ￣７１ꎬ ＨＳＣ ７１) ꎮ

２.３

Ｄｙｎａｍｉｎ １ 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检测结果

使 ｄｙｎａｍｉｎ １ 水 解 而 丧 失 ＧＴＰ 酶 活 性ꎬ 影 响 突 触 囊 泡 循

ＢＢ 干预对 ＡＤ 小鼠海马组织 Ｄｙｎａｍｉｎ １ 蛋白

环 [２１] ꎮ 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早期 ＡＤ 未出现明显的突触丢失却

表达的影响

表现出功能障碍ꎬ 该现象可能是由于突触功能损伤先于突触

采用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方法检测海马 Ｄｙｎａｍｉｎ １ 的表达ꎬ 对

丢失而发生 [２２] ꎬ 进而影响了神经递质的传递损害认知功能ꎮ

２￣ＤＥ 结果进行 确 认ꎮ 结果显示ꎬ 与对照组相比ꎬ ＢＢ 干预后

为了研究 ｄｙｎａｍｉｎ １ 与阿尔茨海默病的关系ꎬ 有研究者比较

ＡＤ 小鼠海马 Ｄｙｎａｍｉｎ １ 蛋白的表达明显提高 (Ｐ<０.０５ꎬ 图 ３)ꎮ

了阿尔茨海默病人与同龄正常人的脑组织中参与囊泡循环的

Ｄｙｎａｍｉｎ １ 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分析结果与 ２￣ＤＥ 一致ꎮ

部分基因转录水平及蛋白表达变化ꎬ 研究发现阿尔茨海默病

３

讨

人脑组织 中 ｄｙｎａｍｉｎ １ 在 ＲＮＡ 水 平 和 蛋 白 水 平 均 显 著 下

论

降 [２３] ꎮ 而且本研究通过 ＢＢ 干预 ＡＰＰ / ＰＳ１ 转基因小鼠ꎬ 成

近年来人们对阿尔茨海默病引起神经元损伤的致病因素

功鉴定出海马中 ｄｙｎａｍｉｎ １ 水平的高表达ꎬ 同时通过行为学

有了更深的认识ꎬ 流行病学研究已经证实了多酚类物质的消

及病理学检测ꎬ 证实 ＢＢ 干预有效预防了 ＡＰＰ / ＰＳ１ 转基因小

费与 ＡＤ 预防之间有关联ꎮ 为确定 ＢＢ 对 ＡＰＰ / ＰＳ１ 转基因小

鼠的认知损伤ꎬ 提示 ＢＢ 可能通过上调 ｄｙｎａｍｉｎ １ 水平改善突

鼠海马蛋白表达的影响ꎬ 本研究应用 ２￣ＤＥ 和时间飞行质谱分

触功能进而达到改善认知功能的作用ꎮ

析了转基因小鼠 海马 内蛋 白表 达的 变化ꎮ 结果 表明ꎬ 与 ＡＤ

β￣ａｃｔｉｎ 存在于神经元和神经胶质细胞中ꎬ 是构成微丝的

４４

核心亚基ꎮ 肌动蛋白微丝主要集中在突触前神经末梢ꎬ 树突

Ａβ 相 关 的 毒 性 作 用ꎬ 另 一 方 面 ＨＳＰ７０ 可 以 通 过 抑 制

棘和生长椎ꎬ 通过维持膜蛋白的分布ꎬ 分离轴突和树突蛋白

Ｃａｓｐａｓｅ 级联反应抑制细胞凋亡 [４１] ꎮ ＨＳＣ ７１ 是 ＨＳＰ７０ 的同

来发挥神经元细胞膜骨架的作用 [２４] ꎮ 氧化修饰可以导致神经

源蛋白ꎬ 参与异常蛋白的降解过程ꎬ 研究发现 ＨＳＣ ７１ 可与

元细胞膜骨架结构的丢失ꎬ 降低膜的流动性和突触间蛋白的

蛋白酶抑制剂相互作用ꎬ Ｙｏｏ 的研究发现 ＡＤ 脑中多处区域

运输ꎬ 而且肌动蛋白参与生长锥的伸长ꎬ 其功能的丧失会造

ＨＳＣ ７１ 表达水平下降 [４２] ꎬ 提示 ＨＳＣ ７１ 或通过影响 ＡＰＰ 蛋

成 ＡＤ 病人脑中突触和神经元的信息传递障碍 [２５] 甚至影响神

白酶抑制剂活性而影响 Ａβ 的清除率ꎮ 本研究中蓝莓干预后

经元的结构完整性

[２６]

ＨＳＣ ７１ 表达上调ꎬ 提示 ＨＳＣ ７１ 可能是 ＢＢ 的作用靶点ꎮ

ꎮ β￣ａｃｔｉｎ 也是 Ａβ４２ 介导的氧化修饰的

目标ꎬ 在 Ａβ４２ 刺激的线粒体中 β￣ａｃｔｉｎ 被氧化修饰的水平有

ＳＴＩＰ１ 是应激相关蛋白ꎬ 可通过抑制细胞凋亡发挥保护

ꎬ 蛋白质组学研究证实在 ＭＣＩ 和 ＡＤ 病人脑内

神经元的作用ꎮ Ｌｉ Ｎａ 等人的研究发现随着小鼠老龄化程度的

ꎬ 正常 β￣ａｃｔｉｎ 表达量的降低可能也

加剧ꎬ ＳＴＩＰ１ 在脑中的表达量持续上调ꎬ ＲＯＳ 含量增加ꎬ 认

ꎮ

为 ＳＴＩＰ１ 的上调与衰老加剧的氧化毒性有关 [３９] ꎮ 本研究中蓝

显著性意义

[２７]

β￣ａｃｔｉｎ 发生氧化修饰

[２８ꎬ２９]

是导致 ＡＤ 的一个因素

[３０]

莓干预后 ＳＴＩＰ１ 表达量的下调可能是脑中 ＢＢ 抗氧化作用的

ＭＤＨ 普遍存在于动植物及细菌等各种生物体中ꎬ 是生物

结果ꎮ

糖代谢的关键酶之一ꎬ 主要参与三羧酸循环中催化苹果酸与
草酰乙酸之间的可逆转换ꎬ 在线粒体的能量代谢过程中起到

Ｔ 复合体蛋白 １ 亚基 β 属于 ＴＣＰ￣１ 家族ꎬ ＴＣＰ￣１ 家族同

重要作用ꎮ ＭＤＨ 功能障碍会影响三羧酸循环中电子的转移ꎬ

热休克蛋白 ６０ 在结构和序列上有显著的同源性 [４３] ꎬ 是一类

最终的结果就是 ＡＴＰ 产量的降低 [３１] ꎮ 研究发现在早期 ＡＤ 和

分子伴侣ꎬ 对 于 维 持 肌 动 蛋 白 和 微 管 蛋 白 的 功 能 有 重 要 意

ꎬ 过氧化氢刺激

义 [４４] ꎬ 而且是微管生长的启动剂 [４５] ꎮ 有研究者对 ＴＣＰ￣１ 在

海马 ＨＴ２２ 细胞 ８ 小时后检测到 ＭＤＨ 活性升高 １９％ꎬ 其 ｍＲ￣

蝾螈胚胎发育早期的表达做了研究ꎬ 发现 ＴＣＰ￣１ 与神经形态

ꎬ 这也间接证明 ＡＤ 导致的 ＭＤＨ 代偿

的关系成 Ｕ 型曲线ꎬ ＴＣＰ￣１ 的低表达或高表达均会造成胚胎

性增加ꎬ 本研究中 ＭＤＨ 表达量降低可能与 ＢＢ 干预后改善了

神经系统发育异常 [４６] ꎮ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通过蛋白质组学方法比较了

线粒体能量代谢的有关ꎮ

ＡＰＰ 转基因小鼠 ( Ｊ２０) 与野生型对照组小鼠脑蛋白水平的

晚期 ＡＤ 病人脑中 ＭＤＨ 活性均显著增加
ＮＡ 水平升高了 ２２％

[３４]

[３２ꎬ３３]

Ａｌｐｈａ￣ｅｎｏｌａｓ 催化磷酸甘油向磷酸烯醇式丙酮酸的转化ꎬ

变化ꎬ 发现 ＴＣＰ￣１ ｓｕｂｕｎｉｔ α 表达量显著升高 [３６] 或可以用 Ｕ

是糖酵解过程的限速酶ꎬ 对于维持细胞 ＡＴＰ 水平ꎬ 保证细胞

型曲线进行解释ꎮ 而对于 ＴＣＰ￣１ ｓｕｂｕｎｉｔ ｂｅｔａ 在本研究中表

的存活及正常生理功能具有重要作用ꎮ 这主要体现在耗能的

达量变化的意义有待进一步研究ꎮ

肌肉组织和脑组织中ꎬ 一项 ＡＤ 脑蛋白质组学研究发现与正

综上所述ꎬ 本研究应用高通量、 高灵敏性的蛋白质组学

常人大脑相比在 ＡＤ 病人大脑不同区域均出现 Ａｌｐｈａ￣ｅｎｏｌａｓ

技术观察到 ＢＢ 干预可引起 ＡＰＰ / ＰＳ１ 转基因小鼠海马蛋白质

表达水平的上调 [３５] ꎮ 动物研究也表明 ＡＰＰ 转基因小鼠大脑

表达谱的改变ꎬ 其中 ｄｙｎａｍｉｎ １ 等 ３ 个差异蛋白质与小鼠认

Ａｌｐｈａ￣ｅｎｏｌａｓ 水平显著上升 [３６] ꎮ 已证实 Ａｌｐｈａ￣ｅｎｏｌａｓ 在 ＥＡＤ

知功能损伤密切相关ꎬ 并成功对海马组织中 Ｄｙｎａｍｉｎ １ 的表

及 ＡＤ 病 人 脑 中 发 生 氧 化 修 饰 [３７] ꎮ 酶 活 性 检 测 发 现 Ａｌｐｈａ￣

达量进行了验证ꎮ 这表明 Ｄｙｎａｍｉｎ １ 表达受 ＢＢ 干预的调控ꎬ

ｅｎｏｌａｓ 在 ＥＡＤ 阶段小鼠脑中活性显著下降ꎬ 与早期报道 ＡＤ

其表达的下降可能同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发生有关ꎮ 因此ꎬ Ｄｙ￣
ｎａｍｉｎ １ 可能是治疗 ＡＤ、 ＰＤ 或其他神经退行性疾病的作用

大脑中 Ａｌｐｈａ￣ｅｎｏｌａｓ 活性下降相一致 [３２ꎬ３８] ꎮ
细胞色素 ｂ￣ｃ１ 复合体将来自辅酶 Ｑ 的电子ꎬ 依次传递给

靶点ꎮ 本研究表明 ＢＢ 可能是预防和治疗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新

结合在线粒体内膜外表面的细胞色素 Ｃꎮ 目前对于细胞色素

策略ꎬ 需要更多的研究人员予以关注ꎮ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

复合体 ＩＩＩ 亚基 ６ 的功能尚不明确ꎬ 但研究发现随着老龄化的

限性ꎬ 比如需要更大的样本量并且确定更多的差异表达蛋白ꎮ

加剧 (１０ｍꎬ １８ｍꎬ ２４ｍ) 小鼠脑中细胞色素复合体 ＩＩＩ 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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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车菊￣３￣Ｏ￣葡萄糖苷对 β 淀粉样蛋白 ２５ －３５ 致
海马神经细胞损伤的干预研究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ｙａｎｉｄｉｎ￣３￣Ｏ￣ｇｌｕｃｏｓｉｄ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Ｉｎｊｕｒｙ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Ａβ ２５－３５ ｉｎ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ｄ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ａｌ Ｎｅｕｒｏｎｓ
王舒敏

谭

艳１

Ｓｈｕｍｉｎ Ｗａｎｇ

豪 １ꎬ２

卢

Ｙａｎ Ｔａｎ １

庞

伟３

Ｈａｏ Ｌｕ １ꎬ２

李宜波 ３

张安仁 １ꎬ４

Ｗｅｉ Ｐａｎｇ ３

蒋与刚 ３ꎬ４

Ｙｉｂｏ Ｌｉ３

Ａｎｒｅｎ Ｚｈａｎｇ １ꎬ４

Ｙｕｇａｎｇ Ｊｉａｎｇ ３ꎬ４

成都中医药大学养生康复学院ꎬ 成都 ６１００７５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ꎬ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ꎻ Ｃｈｅｎｇｄｕ ６１００７５ꎬ
Ｃｈｉｎａ

摘要: 目的

探讨矢车菊￣３￣Ｏ￣葡萄糖苷 ( Ｃｙ￣３Ｇ) 的神

经保护作用及相关机制ꎮ 方法

Ａβ２５－３５ 损伤的原代海马神经细胞有保护作用ꎬ 其机制可能与

原代培养乳鼠海马神经细胞ꎬ

抑制氧化应激和保护线粒体功能相关ꎮ
关键词: 矢车菊￣３￣Ｏ￣葡萄糖苷ꎻ 海马神经细胞ꎻ β 淀粉

免疫 荧光 法检 测细 胞纯度ꎮ ５ μｍｏｌ / Ｌ Ａβ２５－３５ 处 理细 胞 ３ ｈꎬ

样蛋白 ２５－３５ ꎻ 活性氧

Ｃｙ￣３Ｇ 不同方 式 干 预 后ꎬ 噻 唑 蓝 ( ＭＴＴ) 法 检 测 细 胞 存 活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率ꎬ 乳酸脱氢酶 ( ＬＤＨ) 法检测细胞上清液中 ＬＤＨ 漏出率ꎬ
ＤＣＦＨ￣ＤＡ 探针检测细胞内活性氧 ( ＲＯＳ) 含量ꎬ 罗丹明 １２３
试剂盒检测细胞线粒体膜电位ꎮ 结果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ｎｅｕｒ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ｃｙａｎｉｄｉｎｇ￣３￣Ｏ￣ｇｌｕｃｏｓｉｄｅ ( Ｃｙ￣
３Ｇ) . Ｍｅｔｈｏｄｓ

与对照组比ꎬ ５ μｍｏｌ / Ｌ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ａｌ ｎｅｕｒ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Ａβ２５－３５ 组细胞存活率显著降低 ( Ｐ<０.０５) ꎬ 而 ４０ μｍｏｌ / Ｌ Ｃｙ￣

ｎｅｗｂｏｒｎ ｒａｔ ａｎｄ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ｓ. ( １) Ｔｏ ｅｓｔｉ￣

３Ｇ 共孵育 ３ ｈ 可有效提高细胞存活率ꎬ 还可显著降低细胞上

ｍａｔｅ ｔｈｅ ｎｅｕｒ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ꎬ ｔｈｅ ｃｅｌｌｓ ｗｅｒｅ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清液中 ＬＤＨ 漏出率、 升高细胞线粒体膜电位、 降低细胞 ＲＯＳ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ｙ￣３Ｇ ( １０、 ２０、 ４０、 ６０、 ８０、

水平 ( Ｐ < ０. ０５ ) ꎮ 结 论

１００ μｍｏｌ / Ｌ) ｐｒｉｏｒ ｔｏ (３ ｈ) Ａβ２５－３５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Ｎｅｕｒｏｎａｌ ｖｉａｂｉｌｉ￣

４０ μｍｏｌ / Ｌ Ｃｙ￣３Ｇ 共 孵 育 ３ ｈ 对

基金项目: 天津市应用基础与前沿技术研究计划重点项目 ( Ｎｏ. １４ＪＣＺＤＪＣ３６１００) ꎻ 四川省科技厅应用基础研究项目 ( Ｎｏ. ２０１５ＪＹ０１５８) ꎻ
作者简介: 王舒敏ꎬ 女ꎬ 硕士ꎬ 研究方向: 脊髓损伤康复的临床及基础研究ꎬ Ｅ￣ｍａｉｌ: ｗ８１２５２１０１４＠１６３.ｃｏｍ
１. 成都军区总医院ꎻ ２. 成都军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ꎻ ３ 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学环境医学研究所ꎻ
４. 通信作者: 张安仁ꎬ 男ꎬ 教授ꎬ 研究方向: 脊髓损伤康复的临床及基础研究ꎬ Ｅ￣ｍａｉｌ: １５１８５２６７８０＠ｑｑ.ｃｏｍꎻ 蒋与刚ꎬ 男ꎬ 博士ꎬ 研究员ꎬ
研究方向: 营养与认知ꎬ Ｅ￣ｍａｉｌ: ｊｙｇ１９６７＠１２６.ｃｏｍ

４８

ｔｙ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ｗａ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３￣Ｏ￣葡萄糖苷 ( Ｃｙ￣３Ｇ) 是花色苷类的一种ꎬ 具有强大的抗

ｃｏｌｏｒｉｍｅｔｒｉｃ ｔｅｔｒａｚｏｌｉｕｍ ｓａｌｔ ( ＭＴＴ) ａｓｓａｙꎻ ( ２)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氧化活性ꎮ 近年来研究表明花色苷尤其是 Ｃｙ￣３Ｇ 在神经保护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ꎬ ｔｈｅ ｃｅｌｌｓ ｗｅｒ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ｎｏｒｍａｌ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３] ꎬ 能减轻 Ａβ 引起的神经损伤ꎮ 但对其干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ꎬ Ａβ２５－３５ ｇｒｏｕｐꎬ Ａβ２５－３５ ＋ Ｃｙ￣３Ｇ ｃｏ￣ｉｎｃｕｂａｔｉｏｎ

预方式和剂量尚罕见报道ꎮ 故本实验拟用 Ａβ２５－３５ 损伤原代海马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Ｃｙ￣３Ｇ ｇｒｏｕｐꎬ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ｃｅｌｌ 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ｗａ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神经细胞为 ＡＤ 的体外模型ꎬ 比较不同方式及剂量的 Ｃｙ￣３Ｇ

ｂｙ Ｌａｃｔａｔｅ ｄ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ｓｅ ( ＬＤＨ ) ｋｉｔꎬ Ｔｈｅ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神经保护效应的差异ꎬ 并初步探讨其相关机制ꎮ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ｏｘｙｇｅｎ ｓｐｅ￣

１

ｃｉｅｓ ( ＲＯＳ) ｗｅｒ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Ｒｈｏｄａｍｉｎｅ １２３
ａｎｄＤＣＦＨ￣ＤＡ ｐｒｏｂｅ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ｂｙ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ｓｐｅｃｔｒｏ￣
ｐｈｏｔｏｍｅｔｒ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１.１

( １)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ꎬ ４０μｍｏｌ / Ｌ Ｃｙ￣３Ｇ ａｎｄ

仪器和试剂
二氧化碳培养箱 ( 美国 Ｔｈｅｒｍｏ 公司) ꎻ 相差倒置显微镜

５μｍｏｌ / Ｌ Ａβ２５－３５ ｃｏ￣ｉｎｃｕｂ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３ｈ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ｐｒｏｔｅｃ￣

( 日本 Ｏｌｙｍｐｕｓ 公司) ꎻ 荧光倒置显微镜 ( 德国 Ｌｅｉｃａ 公司) ꎻ

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ꎬ ｔｈｅ ＬＤＨ

荧光分光光度计 ( 日本 Ｈｉｔａｃｈｉ 公司) ꎻ ｕＱｕａｎｔ ＴＭ 酶标仪 ( 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ｃｅｌｌ ｍｅｄｉａ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 Ａβ２５－３５ ｇｒｏｕｐ

国 ＢｉｏＴｅｋ 公司) ꎮ

( Ｐ<０.０５) ꎻ ｗｈｉｌｅ Ｃｙ￣３Ｇ ｃｏ￣ｉｎｃｕｂ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ａｂｌｅ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多聚赖氨 酸ꎬ Ａβ２５－３５ ꎬ Ｈｏｅｃｈｓｔ ３３３４２ 荧 光 染 料 ( 美 国

ＬＤＨ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ｃｅｌｌ ｍｅｄｉ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 Ｐ < ０.０５) .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Ｓｉｇｍａ 公司) ꎻ Ｎ２ꎬ Ｂ￣２７ꎬ 青 －链霉 素ꎬ 阿 糖胞 苷ꎬ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ꎬ ｔｈｅ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 美国

Ｇｉｂｃｏ 公司) ꎻ 胎牛血清 ( 美国 Ｈｙｃｌｏｎｅ 公司) ꎻ 四甲基偶氮

ｏｆ ｔｈｅ Ａβ２５－３５ ｇｒｏｕｐ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 Ｐ < ０. ０５ ) ꎻ

唑蓝 ( ＭＴＴ) ꎬ ＤＭＥＭ￣Ｈ 培养 液 ( 美国 Ｇｅｎｖｉｅｗ 公司) ꎻ 胰

Ｃｙ￣３Ｇ ｃｏ￣ｉｎｃｕｂ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ｌ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ｈｉｂｉｔ ｔｈｅ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蛋白酶 ( 美国 Ａｍｒｅｓｃｏ 公司) ꎻ 矢车菊￣３￣Ｏ￣葡萄糖苷 ( 挪威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ａｌ ｎｅｕｒｏｎｓ

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 ＡＳ 公司) ꎻ ４％多聚甲醛ꎬ 抗荧光淬灭封片剂 ( 北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Ａβ２５－３５ ( Ｐ < ０. ０５ ) .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京鼎国昌盛公司) ꎻ ＭＡＰ￣２ 多克隆抗体ꎬ 绿色 ＦＩＴＣ 荧光标记

ｇｒｏｕｐꎬ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ｉｎ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ＲＯＳ ｉｎ ｔｈｅ Ａβ２５－３５ ｇｒｏｕｐ

羊抗 兔 ＩｇＧ 二 抗 ( 美 国 ＩｍｍｕｎｏＷａｙ 公 司) ꎻ 乳 酸 脱 氢 酶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 Ｐ<０.０５) ꎻ ｗｈｉｌｅ Ｃｙ￣３Ｇ ｃｏ￣ｉｎｃｕｂａｔｉｏｎ

( ＬＤＨ) 试剂盒 ( 中国南京建成公司) ꎬ 活性氧 ( ＲＯＳ) 检测

ｃｏｕｌ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ｈｉｂｉｔ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ｉｎ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ＲＯＳ ｌｅｖ￣
ｅｌｓ ( Ｐ<０.０５)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材料与方法

试剂盒ꎻ 罗丹明 １２３ 试剂盒 ( 中国碧云天公司) ꎮ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Ｃｙ￣３Ｇ ｃａｎ

１.２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ａｌ ｎｅｕｒ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ｉｎｊｕｒｙ ｉｎｄｕｃｅｄ

细胞培养
１.２.１

ｂｙ Ａβ ２５－３５ ꎬ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ｍａｙ ｂ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ｈｉｂｉ￣

溶液配制

(１) 解剖液: 葡萄糖/ 蔗糖溶液 ５０ ｍＬꎬ

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Ｄ１ 盐液 ５０ ｍＬꎬ Ｈｅｐｅｓ 液 ２８ ｍＬ 混匀ꎬ 双蒸水定容至 １ Ｌꎬ ８％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ＮａＨＣＯ３ 调 ｐＨ 至 ７.２ ~７.３ꎬ 高压灭菌ꎬ 过滤分装ꎮ (２) 种植
液: ７８％ＤＭＥＭꎬ １０％马血清ꎬ １０％胎牛血清ꎬ １％２００ ｍｍｏｌ / Ｌ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ｙ￣３Ｇꎻ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ａｌ ｎｅｕｒｏｎｓꎻ Ａβ２５－３５ ꎻ ＲＯＳ

谷氨酰胺 ( Ｇｌｎ) ꎬ １％青－链霉素ꎮ ( ３) 有血清培养液: ９０％
Ｎｅｕｒｏｂａｓａｌ￣Ａｍｅｄｉｕｍꎬ ５％ 马 血 清ꎬ １％ Ｎ２ꎬ ２％ Ｂ￣２７ꎬ １％

阿尔茨海默病 (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 ̓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ꎬ ＡＤ) 是一种与年

龄相关的原发性中枢神经退行性疾病ꎬ 主要临床表现为进行

２００ ｍｍｏｌ / Ｌ Ｇｌｎꎬ １％青－链霉素ꎮ ( ４) 无血清培养液: ９７％

性的记忆减退和认知功能障碍ꎮ ２０１５ 年中国 ＡＤ 患者已超过

ＤＭＥＭꎬ １％Ｎ２ꎬ １％２００ ｍｍｏｌ / Ｌ Ｇｌｎꎬ １％青－链霉素ꎮ ( ５)

９５０ 万人ꎬ 占全世界痴呆人口的 ２０％ꎬ 而到 ２０３０ 年ꎬ 这一数

Ａβ２５－３５ 储备液: Ａβ２５－３５ 可溶于水ꎬ 将 １ ｍｇ Ａβ２５－３５ 溶于 １ ｍＬ

值将超过 １６００ 万人 [１] ꎮ 目前 ＡＤ 的发病机制尚不十分清楚ꎬ

超纯水ꎬ ３７℃老化７ ｄꎬ －２０℃ 保存 [４] ꎮ ( ６) Ｃｙ￣３Ｇ 储备液:

临床缺乏能够减少神经元死亡和延缓疾病进程的药物ꎮ 近年

４４.９３８ ｍｇ Ｃｙ￣３Ｇ 溶于 １ ｍＬ ＤＭＳＯꎬ －２０℃避光保存ꎮ
１.２.２

来ꎬ 研究者就 ＡＤ 的病理机制提出了多种假设ꎬ 其中 “ 淀粉
[２]

细胞培养

新生 ＳＤ 大鼠 ( ２４ ｈ) 断头ꎬ 解剖显

得到广泛认同ꎬ 该假说认为基因、 环境等

微镜下 分 离 出 海 马 组 织ꎻ 预 冷 解 剖 液 中 剪 碎ꎬ 加 终 浓 度 为

因素可导致 神经 元 中 β 淀 粉 样 蛋 白 ( ａｍｙｌｏｉｄ ｂｅｔａ ｐｒｏｔｅｉｎꎬ

０.１２５％的胰酶ꎬ 混匀后 ３７℃ 消化 ３０ ｍｉｎꎮ 种植液终止消化

Ａβ) 异常大量释放ꎬ 形成有毒性的 β 淀粉样蛋白纤维并沉积

１０ ｍｉｎꎬ 弃上清ꎬ 种植液润洗一遍ꎮ 将组 织碎 块吸至 离心 管

在胞外ꎬ 直接作用于神经元ꎬ 诱导病程进一步发展ꎮ 矢车菊￣

内ꎬ 加种植液反复吹打后静置数分钟ꎬ 转移上清至另一离心

样蛋白级联假说”

４９

管ꎬ 剩余组织碎块再加入种植液反复吹打并转移上清至离心

计算平均海马神经细胞纯度ꎮ 原代海马神经元纯度 ＝ ＭＡＰ２ 标

管ꎬ 弃去剩 余 组 织 碎 块ꎮ 上 清 细 胞 计 数 后 加 种 植 液 稀 释 为

记的神经元 (绿色) / Ｈｏｅｃｈｓｔ ３３３４２ 标记的总细胞数 (蓝色)ꎮ

(１×１０ ) / ｍＬ 的细胞悬液并种植于多聚赖氨酸包被过的 ９６

１.４.２

６

细胞存活率检测

培养 ７ ｄ 的原代海马神经细胞给

孔板和 ６ 孔板中ꎬ 置于 ３７℃、 ５％ ＣＯ ２ 培养 箱中 培养ꎮ ２４ ｈ

予相应干预ꎬ 每组设置 ６~８ 个复孔ꎮ 干预后ꎬ 每孔加入 ０.５ ｇ / Ｌ

后ꎬ 全量换为有血清培养液继续培养ꎮ ４８ ｈ 后换液ꎬ 并加入

ＭＴＴ 溶液 ２０ μＬꎬ ３７℃培养箱孵育 ４ ｈ 后弃去上清ꎬ 每孔加入

阿糖胞苷 (１０μｍｏｌ / Ｌ) 继续培养ꎮ 加入阿糖胞苷 ４８ ｈ 后ꎬ 吸

１５０ μＬ ＤＭＳＯꎬ 酶标仪测定 ４９０ ｎｍ 处吸光度值 ( Ａ) ꎮ 细胞

弃原培养液并用 ＤＭＥＭ 润洗细胞 ２ 次ꎬ 加入无血清培养液ꎬ

存活率 ＝ 干预组 Ａ 值 / 对照组 Ａ 值×１００％ꎮ
１.４.３

给予干预ꎮ

１.３

Ｃｙ￣３Ｇ 干预浓度的筛选

组 Ａ 值 / 对照组 Ａ 值×１００％

将细胞分为对照组 ( 不

１.４.４

加 处 理 ) 、 Ａβ２５－３５ 组 ( ５μｍｏｌ / Ｌ Ａβ２５－３５ 处 理 细 胞 ３ ｈ ) 和

胞并拍照ꎻ 每孔加入 １％Ｔｒｉｔｏｎ Ｘ￣１００ １ ｍＬꎬ 荧光分光光度计

５μｍｏｌ / Ｌ Ａβ２５－３５ 处理细胞 ３ ｈ) ꎮ

检测荧光强度ꎬ 激发波长 ４８８ ｎｍꎬ 发射波长 ５２５ ｎｍꎮ 相对

将 细 胞 分 为 对 照 组、

荧光强度 ＝ 各处理组荧光强度值 / 对照组荧光强度值×１００％ꎮ

Ａβ２５－３５ 组、 Ａβ２５－３５ ＋Ｃｙ￣３Ｇ 预孵育 组、 Ａβ２５－３５ ＋Ｃｙ￣３Ｇ 共 孵育

１.４.５

组 ( Ａβ２５－３５ 和 Ｃｙ￣３Ｇ 共孵育 ３ ｈ) 和 Ａβ２５－３５ 损伤后 Ｃｙ￣３Ｇ 再

荧光分光光度计检测荧光强度ꎬ 激发波长 ５０７ ｎｍꎬ 发射波长

将 细 胞 分 为 ４ 组: 对 照 组、

５２９ ｎｍꎮ 相对荧光强度 ＝ 各处理组荧光强度值 / 对照组荧光强

Ａβ２５－３５ 组、 Ａβ２５－３５ ＋Ｃｙ￣３Ｇ 共孵育 组和 Ｃｙ￣３Ｇ 组 ( Ｃｙ￣３Ｇ 处

度值×１００％ꎮ

理细胞 ３ ｈ) ꎬ 其余各组处理同上ꎮ

１.４

１.５

方法
１.４.１

原代海马神经细胞纯度检测

干预后吸弃培养液ꎬ ＰＢＳ 润

３０ ｍｉｎꎬ ＰＢＳ 润洗细胞 ２ 次ꎬ 每孔加入 １％Ｔｒｉｔｏｎ Ｘ￣１００ １ ｍＬꎬ

处理同上ꎮ
相关机制研究

线粒体膜电位检测

洗细胞 １ 次ꎬ 加入罗丹明 １２３ 溶液 ２ μｍｏｌ / Ｌꎬ ３７℃培养箱孵育

孵育组 ( Ａβ２５－３５ 处理 ３ ｈ 后再用 Ｃｙ￣３Ｇ 孵育 ３ ｈ) ꎬ 其余各组
１.３. ３

干预后吸弃培养液ꎬ ＰＢＳ

孵育 ２０ ｍｉｎꎬ ＰＢＳ 润洗细胞 ２ 次ꎬ 荧光显微镜下直接观察细

４０、 ６０、 ８０、 １００ μｍｏｌ / Ｌ 的 Ｃｙ￣３Ｇ 孵 育 细 胞 ３ ｈꎬ 再 用
Ｃｙ￣３Ｇ 干 预 方 式 的 筛 选

细胞内 ＲＯＳ 水平检测

润洗细胞 １ 次ꎬ 加入 ＤＣＦＨ￣ＤＡ 探针 １０ μｍｏｌ / Ｌꎬ ３７℃培养箱

Ａβ２５－３５ ＋不同浓度 Ｃｙ￣３Ｇ 预孵育组 ( 用终浓度分别为 １０、 ２０、

１.３.２

收集细胞培养

液ꎬ 按 ＬＤＨ 测定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检测ꎮ ＬＤＨ 漏出率 ＝ 干预

实验分组及处理
１.３.１

细胞上清液中 ＬＤＨ 漏出率测定

实验数据以 ｘ±ｓ 表示ꎻ 应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对两组资料进行

采用免疫荧光法检

ｔ 检验ꎬ 多组资料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ꎬ 多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测原代海马神经细胞纯度ꎬ 神经元培养第 ７ 天弃去培养液ꎬ

Ｓ￣Ｎ￣Ｋ 法ꎻ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预冷ꎬ ４％ 多 聚 甲 醛 固 定 ３０ｍｉｎꎬ ０. １％ ＴｒｉｔｏｎＸ￣１００ 打 孔 １０
ｍｉｎꎬ １０％山羊血清 ３７℃封闭 １ ｈ 后滴加 ＭＡＰ￣２ 多克隆抗体

２

(１ ∶ ２００) ４℃孵育过夜ꎬ 阴性对照组用 ＰＢＳ 代替ꎮ 滴加绿色

２.１

ＦＩＴＣ 荧光标记羊抗兔 ＩｇＧ 二抗避光孵育 １ ｈꎬ Ｈｏｅｃｈｓｔ ３３３４２

结

果

原代海马神经细胞纯度鉴定
由图 １ 可见ꎬ 神经元细胞纯度>９５％ꎮ

复染细胞核 ２０ ｍｉｎꎬ 抗荧光淬灭封片后随机选取 １０ 个视野ꎬ

图１

统计分析

原代培养海马神经细胞荧光检测结果

５０

２.２

各浓度 Ｃｙ￣３Ｇ 预孵育对 Ａβ２５－３５ 损伤原代海马

计学意义 ( Ｐ<０.０５) ꎻ 而 ４０ μｍｏｌ / Ｌ Ｃｙ￣３Ｇ 预孵育最显著提

神经细胞的保护作用

高细胞存活率ꎬ 比 Ａβ２５－３５ 组上升了 ２３.５５％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Ｐ<０.０５) ꎮ 故 ４０ μｍｏｌ / Ｌ 为 Ｃｙ￣３Ｇ 的适宜干预浓度ꎮ

由图 ２ 可见ꎬ ５ μｍｏｌ / Ｌ Ａβ２５－３５ 处理 ３ ｈ 后ꎬ 原代海马神
经细胞存活率明显下降ꎬ 比对照组降低了 ４３.０４％ꎬ 差异有统

不同浓度 Ｃｙ￣３Ｇ 对 Ａβ ２５－３５ 损伤原代海马神经细胞的保护作用 ( ｎ ＝ ６)

图２
Ｆｉｇ. 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ｙ￣３Ｇ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ｄ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ａｌ ｎｅｕｒｏｎ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Ａβ ２５－３５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 ｎ ＝ ６)

２.３

不同方式 Ｃｙ￣３Ｇ 孵育对 Ａβ２５－３５ 损伤原代海马

分别比 Ａβ２５－３５ 组提高了 １５.１３％、 ３１.２２％和 ３１.４８％ꎬ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Ｐ<０.０５) ꎮ ３ 种孵育方式比较ꎬ Ｃｙ￣３Ｇ 共孵育和

神经细胞的保护作用

损伤后再孵育组保护效果明显强于预孵育组ꎬ 差异有统计学

由图 ３ 可见ꎬ ５ μｍｏｌ / Ｌ Ａβ２５－３５ 处理 ３ ｈ 后ꎬ 原代海马神

意义 ( Ｐ<０.０５) ꎬ 综合时间因素ꎬ 本实验采取 Ｃｙ￣３Ｇ 共孵育

经细胞存活率明显下降 ( Ｐ <０.０５) ꎻ 而 ４０ μｍｏｌ / Ｌ 的 Ｃｙ￣３Ｇ

的方式进行后续实验ꎮ

预孵育、 共孵育、 损伤后再孵育均可显著 提高 细胞 存活 率ꎬ

图３

Ｃｙ￣３Ｇ 不同孵育方式对 Ａβ ２５－３５ 损伤原代海马神经细胞的保护作用 ( ｎ ＝ ８)

Ｆｉｇ. 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ｃｕｂ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Ｃｙ￣３Ｇ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ｄ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ａｌ
ｎｅｕｒｏｎ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Ａβ ２５－３５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 ｎ ＝ ８)

５１

２.４

Ｃｙ￣３Ｇ 共孵育对 Ａβ２５－３５ 损伤原代海马神经细

( Ｐ<０.０５) ꎻ 而 ４０ μｍｏｌ / Ｌ Ｃｙ￣３Ｇ 共孵育可显著降低 ＬＤＨ 漏

胞上清液中 ＬＤＨ 漏出率的影响

出率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Ｐ <０.０５) ꎮ Ｃｙ￣３Ｇ 组与对照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由图 ４ 可见ꎬ ５ μｍｏｌ / Ｌ Ａβ２５－３５ 处理 ３ ｈ 后ꎬ 原代海马神
经细胞上清液中 ＬＤＨ 漏出率 明显 升高ꎬ 差异 有统 计学 意义

图４

Ｃｙ￣３Ｇ 共孵育对 Ａβ ２５－３５ 损伤原代海马神经细胞上清液中
ＬＤＨ 漏出率的影响 ( ｎ ＝ ６)

Ｆｉｇ. 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ｙ￣３Ｇ ｏｎ ＬＤＨ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ｏｆ Ａβ ２５－３５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ｄ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ａｌ ｎｅｕｒｏｎｓ ( ｎ ＝ ６)

２.５

Ｃｙ￣３Ｇ 共孵育对 Ａβ２５－３５ 损伤原代海马神经细

细胞线粒体膜电位明显降低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Ｐ <０.０５)ꎻ
而 ４０ μｍｏｌ / Ｌ Ｃｙ￣３Ｇ 共孵育可显著升高膜电位ꎬ 差异有统计

胞线粒体膜电位的影响

学意义 ( Ｐ<０.０５) ꎮ Ｃｙ￣３Ｇ 组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由图 ５ 可见ꎬ ５ μｍｏｌ / Ｌ Ａβ２５－３５ 处理 ３ ｈ 后ꎬ 原代海马神经

图５

Ｃｙ￣３Ｇ 共孵育对 Ａβ ２５－３５ 损伤原代海马神经细胞线粒体膜
电位的影响 ( ｎ ＝ ３)

Ｆｉｇ. ５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ｙ￣３Ｇ ｏｎ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Ａβ ２５－３５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ｄ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ａｌ ｎｅｕｒｏｎｓ ( ｎ ＝ ３)

５２

２.６

Ｃｙ￣３Ｇ 对 Ａβ２５－３５ 损伤原代海马神经细胞 ＲＯＳ

经细胞 ＲＯＳ 水平明显升高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Ｐ <０.０５) ꎻ
而 ４０ μｍｏｌ / Ｌ Ｃｙ￣３Ｇ 共孵育可显著降低 ＲＯＳ 水平ꎬ 差异有统

水平的影响

计学意义 ( Ｐ<０.０５) ꎮ Ｃｙ￣３Ｇ 组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由图 ６ 可见ꎬ ５ μｍｏｌ / Ｌ Ａβ２５－３５ 处理 ３ ｈ 后ꎬ 原代海马神

( ×２００)

图６

Ｃｙ￣３Ｇ 共孵育对 Ａβ ２５－３５ 损伤原代海马神经细胞 ＲＯＳ 水平的影响 ( ｎ ＝ ６)
Ｆｉｇ. ６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ｙ￣３Ｇ ｏｎ ＲＯＳ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Ａβ ２５－３５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ｄ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ａｌ ｎｅｕｒｏｎｓ ( ｎ ＝ ６)

３

讨

其毒性作用ꎻ 而本课题组前期研究证实 Ｃｙ￣３Ｇ 能减轻快速老

论

化鼠的认知记忆功能障碍ꎬ Ｃｙ￣３Ｇ 对 Ａβ２５－３５ 损伤的人神经母

本实验旨在探索 Ｃｙ￣３Ｇ 对 ＡＤ 的神经保护作用ꎬ 故首先

细胞瘤细胞 ( ＳＨ￣ＳＹ５Ｙ) 有保护作用 [７－８] ꎮ 本实验结果与前

选取 ５ μｍｏｌ / Ｌ Ａβ２５－３５ 损伤原代海马神经细胞 ３ ｈ 建立 ＡＤ 模

期研究一致: １０ ~ ８０ μｍｏｌ / Ｌ 的 Ｃｙ￣３Ｇ 对 Ａβ２５－３５ 损伤的原代

型

[５]

ꎮ ＴＡＲＯＺＺＩ 等

[６]

研究表明 Ｃｙ￣３Ｇ 能抑制 Ａβ 聚集ꎬ 减轻

海马神经细胞有保护作用ꎬ 并且 ４０ μｍｏｌ / Ｌ Ｃｙ￣３Ｇ 共孵育 ３ ｈ

５３

为其适 宜 方 式ꎮ 本 实 验 进 行 了 多 次 浓 度 筛 选 实 验ꎬ 均 显 示

茶酸也具有一定的神经保护作用 [１９－２０] ꎮ 因此ꎬ 系统地探讨原

ＣＹ￣３Ｇ 高浓度时保护作用下降ꎮ 本实验 ＤＭＳＯ 的使用浓度极

儿茶酸是否可能为 Ｃｙ￣３Ｇ 在体内发挥作用的有效形式将十分

低ꎬ 浓度筛选实验为 １ / １００００ ~１ / １０００ꎬ 其他部分为 １ / ４０００ꎬ

有意义ꎮ

对细胞无损伤作用ꎮ 并且大量文献证实 ＤＭＳＯ 与 Ａβ２５－３５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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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ａｌ ｎｅｕｒｏｎｓ [ Ｊ] . Ｎｕｔｒ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ꎬ ２０１１ꎬ １４ ( ２) :

凋亡级联反应中的早期事件ꎬ 有实验表明 Ｃｙ￣３Ｇ 可能通过调

８０－８７.

节线粒体介导的细胞凋亡通路 ( 包括 ｂｃｌ￣２ / ｂａｘ 蛋白ꎬ 细胞色

[６] ＴＡＲＯＺＺＩ Ａꎬ ＭＥＲＬＩＣＣＯ Ａꎬ ＭＯＲＲＯＮＩ Ｆꎬ ｅｔ ａｌ.

ꎮ 本

Ｃｙａｎｉｄｉｎ ３￣Ｏ￣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ｃｕｅｓ ＳＨ￣

实验基于线粒体功能检测细胞活性的 ＭＴＴ 法也表明 Ｃｙ￣３Ｇ 可

ＳＹ５Ｙ ｃｅｌｌ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ａｍｙｌｏｉｄ￣ｂｅｔａ ｐｅｐｔｉｄｅ￣ｉｎｄｕｃｅｄ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保护线粒体功能ꎮ

[ Ｊ] . Ｎｅｕｒｏｒｅｐｏｒｔꎬ ２００８ꎬ １９ (１５) : １４８３－１４８６.

素 Ｃ 释放ꎬ ｃａｓｐａｓｅ￣９ 蛋白激活等) 发挥抗凋亡作用

[１４]

ꎬ Ａβ 能诱发氧化应

[７] ＴＡＮ Ｌꎬ ＹＡＮＧ Ｈ Ｐꎬ ＰＡＮＧ Ｗꎬ ｅｔ ａｌ. Ｃｙａｎｉｄｉｎ￣３￣

激反应ꎬ 产生 ＲＯＳꎬ 导致脂质过氧化物形成ꎬ 破坏细胞膜ꎬ

Ｏ￣ｇａｌａｃｔｏｓｉｄｅ ａｎｄ ｂｌｕｅｂｅｒｒｙ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ｍ￣

最终导致突触损伤ꎬ 线粒体功能障碍ꎬ 细胞凋亡等ꎮ 氧化应

ｐｒｏｖｅ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ｍｅｍｏ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ａｌ ＥＲＫ ｅｘ￣

激反应又进一步促进 Ａβ 的产生和聚集ꎬ 从而造成不可逆的损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ｓｅ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ｍｉｃｅ [ Ｊ] . Ｂｉｏｍｅｄ Ｅｎｖｉ￣

氧化应激是 ＡＤ 的重要损伤机制

伤

[１７]

[１５－１６]

ꎮ 本研究表明 ４０ μｍｏｌ / Ｌ Ｃｙ￣３Ｇ 共孵育 ３ ｈ 可有效拮抗

ｒｏｎ Ｓｃｉꎬ ２０１４ꎬ ２７ (３) : １８６－１９６.

Ａβ２５－３５ 诱导的海马神经元 ＲＯＳ 水平升高ꎮ Ｃｙ￣３Ｇ 具有强大的

[８] 刘伟ꎬ 贺 源ꎬ 王 紫 玉ꎬ 等. 花 色 苷 对 Ａβ ２５－３５ 损 伤

抗氧化活性ꎬ 其机制可能与调节氧化应激的一系列敏感通路

ＳＨ￣ＳＹ５Ｙ 细胞保护作用的研究 [ Ｊ] . 营养学报ꎬ ２０１６ ( １) :

相关

[１８]

ꎮ

６３－６６.

综上所述ꎬ 适量的 Ｃｙ￣３Ｇ 干预对 Ａβ２５－３５ 损伤的原代海马

[９] ＴＡＲＯＺＺＩ Ａꎬ ＭＯＲＲＯＮＩ Ｆꎬ ＭＥＲＬＩＣＣＯ Ａꎬ ｅｔ ａｌ.

神经细胞有保护作用ꎬ 其机制可能与抑制氧化应激反应和保

Ｎｅｕｒ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ｙａｎｉｄｉｎ３￣Ｏ￣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 ｏｎ

护线粒体功能相关ꎬ 但其具体分子机制还待进一步探索ꎮ 另

ａｍｙｌｏｉｄ ｂｅｔａ ( ２５ － ３５) ｏｌｉｇｏｍｅｒ￣ｉｎｄｕｃｅｄ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 Ｊ] . Ｎｅｕ￣

外ꎬ 花色苷在体内发挥作用还有一个关键问题亟待解决: 即

ｒｏｓｃｉ Ｌｅｔｔꎬ ２０１０ꎬ ４７３ (２) : ７２－７６.

在花色苷生物利用率很低的条件下ꎬ 其生物活性如 何发 挥?

[１０] ＺＨＡＮＧ Ｙꎬ ＹＯＮＧ Ｈ Ｙꎬ ＳＨＩ Ｘ Ｔꎬ 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

目前有研究发现原儿茶酸是花色苷的主要代谢产物ꎬ 而原儿

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ｕｒｃｕｍｉ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Ａβ２５￣３５￣ｉｎｄｕｃｅｄ ｎｅｕｒｏ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５４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ＰＣ１２ ｃｅｌｌｓ [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Ｊꎬ ２０１３ꎬ

(２) : ５７１－５８０.

９３ (３５) : ２８２６－２８２９.

[１６] ＳＷＯＭＬＥＹ Ａ Ｍꎬ ＢＵＴＴＥＲＦＩＥＬＤ Ｄ Ａ.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Ｅ９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ｍｉｌ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

转基因阿尔茨海默病模型小鼠神经保护的作用机制及其对肠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ｈｕｍａｎ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ｒｅｄｏｘ ｐｒｏｔｅｏｍｉｃｓ

道菌群的影响 [ Ｄ] . 北京: 北京协和医学院ꎬ ２０１６.

[ Ｊ] . Ａｒｃｈ Ｔｏｘｉｃｏｌꎬ ２０１５ꎬ ８９ (１０) : １６６９－１６８０.

[１１] 宋楠.矢车菊素￣３￣Ｏ￣葡萄糖苷对对 ＡＰＰ

ＳＷＥ

/ ＰＳ１

[１２] ＮＵＮＯＭＵＲＡ Ａꎬ ＴＡＭＡＯＫＩ Ｔꎬ ＴＡＮＡＫＡ Ｋꎬ ｅｔ ａｌ.

[１７] ＡＬＬＡＭＡＮ Ｉꎬ ＧＡＶＩＬＬＥＴ Ｍꎬ ＢéＬＡＮＧＥＲ Ｍꎬ ｅｔ

Ｉｎｔｒａｎｅｕｒｏｎａｌ ａｍｙｌｏｉｄ ｂｅｔａ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ｄａｍ￣

ａｌ. Ａｍｙｌｏｉｄ￣ｂｅｔａ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ｓ ｃａｕｓｅ 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ｓｔｒｏｃｙｔｉｃ

ａｇｅ ｔｏ ｎｕｃ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ｓ ｉｎ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 Ｊ ] . Ｎｅｕｒｏｂｉｏｌ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ｎｅｕｒｏｎａｌ 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 Ｊ ] . Ｊ

Ｄｉｓꎬ ２０１０ꎬ ３７ (３) : ７３１－７３７.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ꎬ ２０１０ꎬ ３０ (９) : ３３２６－３３３８.

[ １３] ＤＵ Ｈꎬ ＧＵＯ Ｌꎬ ＦＡＮＧ Ｆꎬ ｅｔ ａｌ. Ｃｙｃｌｏｐｈｉｌｉｎ Ｄ ｄｅ￣

[１８] Ｂｅｌｋａｃｅｍｉ Ａꎬ Ｒａｍａｓｓａｍｙ Ｃ.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ａｎｔｈｏｃｙ￣

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ｅｓ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ｎｅｕｒｏｎａｌ 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

ａｎｉｎ / ａｎｔｈｏｃｙａｎｉｄｉｎ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ｓ ＳＫ￣Ｎ￣ＳＨ ｃｅｌｌｓ ａ￣

ａｎｄ ａｍｅｌｉｏｒａｔｅ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ｅｍｏｒｙ ｉｎ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ａｍｙｌｏｉｄ￣β ｐｅｐｔｉｄｅ￣ｉｎｄｕｃｅｄ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ｔｏ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 ̓ 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 Ｊ ] . Ｃｅｎｔ Ｎｅｒｖ Ｓｙｓｔ Ａｇｅｎｔｓ Ｍｅｄ

[ Ｊ] . Ｎａｔ Ｍｅｄꎬ ２００８ꎬ １４ (１０) : １０９７－１１０５.

[ １４] ＵＬＬＡＨ Ｉꎬ ＰＡＲＫ Ｈ Ｙꎬ ＫＩＭ Ｍ Ｏ. Ａｎｔｈｏｃｙａｎｉｎｓ

Ｃｈｅｍꎬ ２０１５ꎬ １６ (１) : ３７－４９.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ｋａｉｎｉｃ ａｃｉｄ￣ｉｎｄｕｃｅｄ ｅｘｃｉｔｏ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ｐｏｐｔｏ￣

[１９ ] ＳＥＥＲＡＭ Ｎ Ｐꎬ ＢＯＵＲＱＵＩＮ Ｌ Ｄꎬ ＮＡＩＲ Ｍ Ｇ.

ｓｉｓ ｖｉａ ＲＯＳ￣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ＡＭＰＫ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ｉｎ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ａｌ ｎｅｕ￣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ｏｆ ｃｙａｎｉｄｉｎ ｇｌｙｃｏｓｉｄ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ａｒｔ ｃｈｅｒｒｉｅｓ

ｒｏｎｓ [ Ｊ] . ＣＮＳ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 Ｔｈｅｒꎬ ２０１４ꎬ ２０ (４) : ３２７－３３８.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ｂｉｏ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 Ｊ ] . Ｊ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 Ｆｏｏｄ Ｃｈｅｍｉｓｔꎬ

[１５] ＦＡＮＧ Ｄꎬ ＺＨＡＮＧ Ｚꎬ ＬＩ Ｈ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Ｅ￣

２００１ꎬ ４９ (１０) : ４９２４.

ｌｅｃｔｒｏｎ Ｐａｒａ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Ｓｉｇｎ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Ｍｉｔｏ￣

[２０] ＸＵＥ Ｘ Ｙꎬ ＬＩＡＯ Ｍ Ｊꎬ ＬＩＮ Ｌ Ｆꎬ ｅｔ ａｌ.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

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ａｎ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

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ｋｔ ｉ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ｐｒｏｔｏｃａｔｅｃｈｕｉｃ ａｃｉｄ￣ｉｎｄｕｃｅｄ ｎｅｕｒｏ￣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Ｍｏｕｓｅ Ｂｒａｉｎ [ Ｊ ] . Ｊ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 Ｄｉｓꎬ ２０１６ꎬ ５１

ｔｒｏｐｈ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Ｊ]. Ｎｅｕｒｏｌｏｇ Ｒｅｓꎬ ２０１２ꎬ ３４ (９): ９０１－９０７.

５５

维生素对端粒的保护: 是否改善认知功能?
Ｃａ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Ｖｉｔａｍｉｎｓ ｏｎ Ｔｅｌｏｍｅｒ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吕

欣

Ｘｉｎ Ｌｕ

李

文

Ｗｅｎ Ｌｉ

黄国伟
Ｇｕｏｗｅｉ Ｈｕａｎｇ

天津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ꎬ 天津 ３０００７０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ꎬ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Ｔｉａｎｊｉｎ ３０００７０

最近越来越多的研究揭示了在衰老过程中调节端粒长度

严重破坏会导致染色体末端保护能力不足和 ＤＤＲ 的激活 [５] ꎮ

和完整性的重要性ꎬ 以及一些延长寿命的潜在干预措施ꎬ 如

端粒的损伤也可以独立于细胞分裂而发生ꎬ 特别是在受到氧

体育活动和健康饮食ꎮ 端粒磨损与预期寿命下降与慢性疾病

化损伤的积累、 吸烟或肥胖的影响时 [６] ꎮ 尽管端粒缩短被认

风险增加有关 [１] ꎬ 由于在细胞衰老中起关键作用ꎬ 端粒磨损

为是一种预防肿瘤发生的措施ꎬ 但端粒功能的丧失会导致细

ꎮ 在人类和动物研

胞衰老ꎬ 破坏组织的更替ꎬ 导致整个机体的衰老ꎮ 端粒磨损

究中ꎬ 端粒长度与营养状况呈正相关ꎮ 各种营养物质可能通

的过程不是恒定的ꎬ 人与人之间也是不同的 [７ꎬ８] ꎬ 这就可以解

过细胞功能作用的机制影响端粒长度和功能ꎬ 包括炎症、 氧

释为什么不同个体在受炎症和氧化应激对端粒影响时端粒缩

化应激、 ＤＮＡ 完整性、 ＤＮＡ 甲基化和端粒酶的活性ꎮ 本文总

短的程度不同 [１] ꎮ 总的来说ꎬ 端粒的 “ 健康” 是由遗传因素

结了近年来发表的一些研究结果ꎬ 这些研究着眼于端粒磨损

和非遗传因素共同决定的ꎮ

被认为是衰老最重要的生物学特征之一

[２]

与维生素的关系及在认知减退中的作用ꎮ

２. 维生素对端粒的影响

维生素是否可能通过保护端粒而在认知减退中发挥正面
作用? 这可能是营养－神经科学领域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ꎮ

１. 端

不良的生活方式ꎬ 如不健康的饮食、 缺乏运动或吸烟ꎬ 与
细胞 “生物年龄” 的生物标志物—白细胞端粒长度 ( ｌｅｕｃｏ￣

粒

ｃｙｔｅ ｔｅｌｏｍｅｒｅ ｌｅｎｇｔｈꎬ ＬＴＬ) 较短有关[９] ꎮ 一些研究报告了饮

哺乳动物的端粒由重复的富含 Ｇ￣和富含 Ｃ￣的 ＤＮＡ 序列

食因素[９－１３] 与 ＬＴＬ 之间的关系ꎮ 白细胞和体细胞的端粒缩短率

组成 (５̓￣ＴＴＡＧＧＧ￣３̓ / ３̓￣ＣＣＣＴＡＡ￣５̓) ꎬ Ｇ 链的 ３̓端延伸到 ５̓

是相似的ꎬ 因此白细胞的端粒长度现在被公认为是体细胞整体

端以外 [３] ꎮ 双链端粒 ＤＮＡ 与名为 Ｓｈｅｌｔｅｒｉｎ 的端粒蛋白复合

端粒长度的代表[１４] ꎮ 下面我们着重讨论维生素对端粒的影响ꎮ

体结合ꎮ 该蛋白复合体有利于形成具有 Ｔ 环和 Ｄ 环的套索样

２.１

结构ꎬ 使得端粒末端折回到端粒内部双链重复序列的某一区

叶酸

域ꎬ 形成分子内折叠的稳定结构ꎮ 这种构象抑制了端粒区的

已有的研究发现ꎬ 血浆叶酸浓度与端粒长度 有关 [１５ꎬ１６] ꎮ

ＤＮＡ 损伤应答反应 ( ＤＮＡ ｄａｍａｇ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ꎬ ＤＤＲ) ꎬ 从而

在一项对美国普通人的研究中发现ꎬ 血清叶酸水平与 ＬＴＬ 呈

阻止 ＡＴＭ 和 ＡＴＲ 激酶的激活ꎬ 这些激酶在 ＤＮＡ 双链断裂和

极显著正相关 [１７] ꎮ 在随机对照实验中发现ꎬ 与外周血 ＬＴＬ 中

其他类型的 ＤＤＲ 中诱导细胞周期阻滞 [４ꎬ５] ꎮ

位数以下的受试者相比ꎬ ＬＴＬ 高于中位数的受试者的总叶酸和

人类的许多类型细胞缺乏端粒酶ꎬ 这种酶通过在染色体

５￣甲基四氢叶酸 (５￣ｍｅｔｈｙｌｔｅｔｒａｈｙｄｒｏｆｏｌａｔｅꎬ ５￣ＭＴＨＦ) 浓度更

末端添加核苷酸来延伸端粒的长度 [３] ꎮ 端粒酶由两个核心部

高[１８] ꎮ 叶酸在维持 ＤＮＡ 完整性和 ＤＮＡ 甲基化中起着重要作

分组成: 催化亚单位—端粒酶逆转录酶 ( ｔｅｌｏｍｅｒａｓｅ ｒｅｖｅｒｓｅ

用ꎬ 二者都会影响端粒长度ꎮ ５ꎬ １０￣亚甲基四氢叶酸 (５ꎬ １０￣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ａｓｅꎬ ＴＥＲＴ) 和 ＲＮＡ 模板 ( ｔｅｌｏｍｅｒａｓｅ ＲＮＡ ｃｏｍ￣

ｍ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ｔｅｔｒａｈｙｄｒｏｆｏｌａｔｅ) 用于合成胸腺嘧啶和嘌呤ꎬ 从而为

ꎮ 因此ꎬ 由于 “ 末端复制问题” ꎬ 即 ＤＮＡ

ＤＮＡ 合 成 提 供 前 体ꎮ ５￣ＭＴＨＦ 为 同 型 半 胱 氨 酸 ( ｈｏｍｏｃｙｓ￣

聚合酶在细胞分裂过程中不能维持端粒长度ꎬ 体细胞端粒随

ｔｅｉｎｅꎬ Ｈｃｙ) 甲基化为甲硫氨酸提供甲基ꎬ 甲硫氨酸进一步转

着年龄的增长逐渐缩短ꎮ 端粒 ＤＮＡ 的严重丢失或端粒结构的

化为 Ｓ￣腺苷甲硫氨酸 ( Ｓ￣ａｄｅｎｏｓｙｌｍｅｔｈｉｏｎｉｎｅꎬ ＳＡＭ)ꎮ ＳＡＭ

ｐｏｎｅｎｔꎬ ＴＥＲＣ)

[３]

５６

是包括 ＤＮＡ 和组蛋白在内的生物甲基化反应的通用甲基供体ꎮ

节受体蛋白的功能ꎮ 受体蛋白主要参与核酸代谢、 ＤＮＡ 配对和

由于叶酸为胸腺嘧啶的合成提供了前体ꎬ 低叶酸利用率会导致

维持染色体完整性[３１－３３] ꎮ 随着 ＮＡＤ 的相应利用ꎬ ＰＡＲＰ 活性

尿嘧啶在 ＤＮＡ 中取代胸腺嘧啶而发生错误结合[１９] ꎮ 当这些尿

和 ＡＤＰ￣核糖聚合物的合成增加ꎮ 淋巴细胞微核的发生率是基

ꎮ

因组不 稳 定 的 一 个 指 标ꎬ 与 饮 食 中 烟 酰 胺 的 摄 入 量 呈 负 相

在叶酸缺乏的情况下ꎬ 端粒序列中的胸腺嘧啶可能被尿嘧啶取

关[３４] ꎮ 烟酰胺也有可能影响端粒长度ꎬ 因为 ＰＡＲＰ 在端粒延

代ꎬ 导致端粒 ＤＮＡ 的损伤ꎮ 因此ꎬ 叶酸缺乏或不足可能是由

长中发挥一定作用ꎮ 端粒长度受 ＰＡＲＰｓ 端锚聚合酶－１ 和端锚

ꎮ 叶酸缺乏会导致细胞内核苷

聚合酶－２ 的正向调节ꎬ 端粒重复序列结合因子－１ 的 ＡＤＰ 核糖

酸池失衡ꎬ 除了尿嘧啶掺入导致的 ＤＮＡ 损伤机制外ꎬ 这种不

基化是端粒延长的负调节因子[３２ꎬ３３] ꎮ 端粒重复序列结合因子－２

平衡会破坏复制叉的稳定性ꎬ 并导致端粒缩短[２０] ꎮ 此外ꎬ 叶酸

的 ＡＤＰ 核糖基化不调节端粒长度或端粒酶活性ꎬ 但对维持端

也影响 ＤＮＡ 甲基化ꎬ 低叶酸状态与基因组 ＤＮＡ 低甲基化有

粒完整性很重要[３５] ꎮ 由于烟酰胺本身不具有抗氧化性[３０] ꎬ 在

关ꎬ 叶酸补充可以改变 ＤＮＡ 甲基化水平ꎬ 并影响表观遗传调

添加烟酰胺减少细胞端粒磨损的研究中ꎬ 可能通过影响产生

控基因的表达[２１] ꎮ 当 ＤＮＡ 和组蛋白甲基化水平降低时ꎬ 端粒

ＲＯＳ 的细胞因子而减少 ＲＯＳ 的产生ꎮ 因此ꎬ 烟酰胺可能通过

长度的表观遗传调控失调ꎬ 端粒比正常情况下更长[２２－２４] ꎮ 叶酸

多种机制影响端粒长度ꎬ 包括 ＤＮＡ 稳定性和通过 ＰＡＲＰｓ 调节

代谢途径相关基因的多态性也会影响 ＤＮＡ 的完整性和甲基化ꎮ

端粒长度ꎮ

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 (ｍ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ｔｅｔｒａｈｙｄｒｏｆｏｌａｔｅ ｒｅｄｕｃｔａｓｅꎬ

２.４

嘧啶碱基被切除修复酶去除时ꎬ ＤＮＡ 中会形成链的断裂

于 ＤＮＡ 损伤导致端粒缩短

[１５ꎬ１６]

[１９]

维生素 Ａ

ＭＴＨＦＲ) 将 ５ꎬ １０￣亚甲基四氢叶酸转化为 ５￣ＭＴＨＦꎮ ＭＴＨＦＲ

端粒长度与未补充多种维生素的妇女饮食中维生素 Ａ 和 β￣

基因 Ｃ６７７Ｔ 多态性ꎬ 如丙氨酸取代缬氨酸ꎬ 会导致酶活性降

胡萝卜素的摄入量呈正相关[２８] ꎮ 在美国普通人中ꎬ 血清维生素

ꎬ 从而减少了 ５￣ＭＴＨＦ 的生成ꎮ 这种基因多态性与低叶酸

Ａ 水平与 ＬＴＬ 呈正相关[１７] ꎮ 维生素 Ａ 在免疫反应中起着重要

状态下的基因组 ＤＮＡ 低甲基化有关ꎮ 端粒功能异常引起的基

作用[３６] ꎮ 维生素 Ａ 缺乏易使个体感染[３７] ꎬ 从而导致端粒磨损ꎮ

因组不稳定性可能是叶酸影响细胞凋亡的机制之一ꎮ 叶酸不

在维生素 Ａ 缺乏的受试者中ꎬ 补充维生素 Ａ 可降低血浆中炎性

足将导致 Ｈｃｙ 浓度升高 [２６] ꎮ 因此ꎬ 血浆 Ｈｃｙ 是叶酸水平的标

细胞因子—肿瘤坏死因子 α (ｔｕｍｏｒ ｎｅｃｒｏｓｉｓ ｆａｃｔｏｒ αꎬ ＴＮＦ α)

志ꎬ 血浆 Ｈｃｙ 的增加与端粒长度的减少有关 [１５ꎬ２７] ꎮ

的浓度ꎬ 增加抗炎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１０ ( 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１０ꎬ

２.２

ＩＬ￣１０) 的浓度[３７] ꎮ 在日 常 饮 食 满 足 需 求 之 外 再 补 充 维 生 素

低

[２５]

维生素 Ｂ１２

Ａꎬ 似乎对端粒长度没有剂量依赖性的影响 [２８] ꎮ

Ｈｃｙ 再甲基化形成的甲硫氨酸是 ＳＡＭ 的前体ꎬ 该反应需

２.５

要含维生素 Ｂ １２ 的酶来催化ꎮ 尽管维生素 Ｂ １２ 在甲基化反应中

维生素 Ｄ

发挥作用ꎬ 但维生素 Ｂ １２ 的血浆浓度或维生素 Ｂ １２ 的摄入水平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 等人发现女性外周血白细胞中维生素 Ｄ 浓度与

ꎮ 但服用维生素 Ｂ １２ 补充剂的

端粒长度呈正相关 [３８] ꎮ １ꎬ ２５￣二羟维生素 Ｄ３ 是维生素 Ｄ 的生

女性比不服用维生素 Ｂ １２ 的女性端粒更长 [２８] ꎮ 维生素 Ｂ １２ 具有

物活性形式ꎬ 具有免疫抑制特性 [３６] ꎮ 血浆维生素 Ｄ 的浓度与

很强 的 抗 氧 化 性ꎬ 具 有 保 护 活 性 氧 ( 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ｏｘｙｇｅｎ ｓｐｅ￣

炎症标志物 Ｃ 反应蛋白 ( Ｃ￣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ｔｅｉｎꎬ ＣＲＰ) 的浓度

ｃｉｅｓꎬ ＲＯＳ) 清除剂—谷胱 甘肽 ( ｇｌｕｔａｔｈｉｏｎｅꎬ ＧＳＨ) 的 作

呈负相关ꎮ 端粒长度与血浆 ＣＲＰ 浓度也呈负相关 [３９] ꎮ 向细

用ꎬ 从而减少氧化应激 (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ꎮ 此外ꎬ 从补充剂

胞培养基中添加 １ꎬ ２５￣二羟维生素 Ｄ３ 可降低粒细胞－巨噬细

中获得的超生理剂量维生素 Ｂ １２ 可以抑制一氧化氮合酶

并

胞集落刺激因子 ( ｇｒａｎｕｌｏｃｙｔｅ￣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 ｃｏｌｏｎｙ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可能减少炎症ꎮ 由于高剂量的维生素 Ｂ １２ 减少了氧化应激和炎

ｆａｃｔｏｒꎬ ＧＭ￣ＣＳＦ) 的表 达ꎬ 该 因 子 可 以 降 低 淋 巴 细 胞 的 增

症ꎬ 这可能是服用维生素 Ｂ １２ 补充剂的人端粒较长的原因ꎮ

殖 [４０] ꎮ 此外ꎬ 维生素 Ｄ 还可降低促炎因子—白介素 －２ ( ｉｎ￣

２.３

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２ꎬ ＩＬ￣２) 和干扰 素 γ (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 γꎬ ＩＦＮ γ) 的 表

并未发现与端粒长度相关

[１６ꎬ２８]

[２９]

烟酰胺

达 [４１] ꎮ 维生素 Ｄ 的这些抗炎和抗增殖特性限制了细胞的 活

烟酰胺干预可以减少人成纤维细胞的端粒磨损ꎬ 同时促进

化ꎬ 从而可能减少端粒的磨损ꎮ

细胞增殖能力[３０] ꎮ 在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 ( ｐｏｌｙ ＡＤＰ￣ｒｉ￣

２.６

ｂｏｓｅ 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ꎬ ＰＡＲＰ) 的催化下ꎬ 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

维生素 Ｃ 和 Ｅ

( ｎｉｃｏｔｉｎａｍｉｄｅ ａｄｅｎｉｎｅ ｄｉ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ꎬ ＮＡＤ) 是合成受体蛋白的

维生素 Ｃ 和 Ｅ 的抗氧化特性已被广泛认可 [４２] ꎬ 从饮食或

前体物质ꎮ 通过 ＰＡＲＰ 加入带负电荷的 ＡＤＰ￣核糖聚合物ꎬ 调

复合维生素中摄取维生素 Ｃ 和 Ｅ 与女性较长的端粒呈剂量依

５７

赖关系 [２８] ꎮ 在美国普通人中ꎬ 血清维生素 Ｅ 水平与 ＬＴＬ 呈极

嘌呤含量高ꎬ 端粒序列中的鸟嘌呤极易氧化成 ８￣羟基￣脱氧鸟

ꎮ 一项健康日本成年人的研究发现ꎬ 高膳食摄

嘌呤 ( ８￣ｈｙｄｒｏｘｙ￣２ ̓￣ｄｅｏｘｙｇｕａｎｉｎｅꎬ ８￣ＯＨｄＧ) ꎬ 至 少 在 体 外

显著正相关

[１７]

入维生素 Ｅ 可以延缓口腔上皮细胞的端粒缩短

[４３]

实验中是如 此 [６７] ꎮ 当 ８￣ＯＨｄＧ 存 在 于 端 粒 时ꎬ 会 降 低 端 粒

ꎮ 通过在培

养基中添加维生素 Ｃ 或维生素 Ｅꎬ 可以减缓细胞端粒的缩短和

ＤＮＡ 保护蛋白的亲和力ꎬ 同时也会破坏在端粒酶活性调节中

ꎮ 维生素 Ｅ 处理的细胞中ꎬ 由于维生

起重要作用的 Ｇ￣四聚体结构 [６８] ꎮ 地中海饮食对端粒的积极作

素 Ｅ 清除了自由基ꎬ 降低了 ＲＯＳ 的水平[４６] ꎬ 这个过程可以减

用可能是由于其抗氧化和抗炎的潜力 [６９ꎬ７０] ꎬ 对 ２０ 例老年受试

轻 ＲＯＳ 对端粒 ＤＮＡ 的氧化损伤ꎬ 进而延缓端粒缩短ꎮ 维生素

者 ( 年龄>６５ 岁ꎻ １０ 名男性和 １０ 名女性) 随机分配了以下

端粒酶活性的降低

[４４－４６]

Ｃ 对端粒长度的正向作用也可能是基于活性氧清除机制

[４４ꎬ４５]

ꎮ

三种饮食方式: 地中海饮食、 饱和脂肪酸饮食、 低脂高碳水
化合物饮食ꎬ 四周后采集血清 [７１] ꎮ 用地中海饮食者的血清孵

３. 端粒与认知减退

育的内皮细胞产生的胞内 ＲＯＳ 较低ꎬ 端粒缩短的细胞比例比
基线和其他两种干预饮食低ꎮ 作者推测这些发现可能是由于

以往关于端粒长度作为认知老化和认知减退标志的研究结
果并不一致ꎮ 尽管 ＬＴＬ 缩短被认为是认知老化的标志[４７ꎬ４８] ꎬ 但

地中海饮食中含有抗氧化能力的营养素 [７１] ꎮ 在心血管疾病高

有报道却恰恰相反[４９ꎬ５０] ꎮ 在使用动物模型的研究中ꎬ 端粒酶

危人群中ꎬ 发现饮食的促炎能力与端粒缩短直接相关ꎮ 具有
较高促炎评分的饮食与端粒较短的风险较高有关ꎬ 并且 ５ 年

缺乏的小鼠表现出与海马和额叶皮质神经元丢失相关的短期

随访后端粒加速缩短的风险增加了 ２ 倍 [６６] ꎮ 营养物质有可能

记忆缺损 [５１] 、 嗅觉受损 [５２] 和焦虑样行为 [５３] ꎬ 而端粒酶再激
活能够延迟 / 逆转与衰老相关的认知缺陷 [５２] ꎮ 这些观察表明端

是通过调节氧化应激和全身炎症来调节端粒健康 [７２] ꎮ 可以假

粒的稳定性和维持是神经和认知功能所必需的ꎮ 进行性细胞死

设任何抗氧化或抗炎饮食都可以通过减缓端粒缩短和延缓衰

亡和认知能力下降是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显著病理特征ꎮ 细胞的

老过程来保护端粒ꎮ 摄入具有抗氧化和抗炎特性的营 养素ꎬ

寿命取决于端粒的长度和稳定性ꎮ 端粒缩短可导致细胞衰老ꎬ

如维生素 Ｃ、 维生素 Ｅ、 多酚、 姜黄素和 ω￣３ 脂肪酸等ꎬ 至

这可能是神经退行性疾病细胞病理学的一个有效标志ꎮ

少在小鼠中证实与较长的端粒有关 [７３] ꎮ

一些研 究 表 明ꎬ 与 健 康 对 照 组 相 比ꎬ 阿 尔 茨 海 默 病

５. 研究展望

(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 ̓ 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ꎬ ＡＤ ) 患 者 白 细 胞 的 端 粒 长 度 较
短 [５４－５８] ꎮ 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较长的端粒长度与较低的认知

综上所述ꎬ 端粒与衰老及认知功能相关ꎬ 而叶酸、 维生

ꎮ Ｔｈｏｍａｓ

素 Ｂ １２ 和烟酰胺等维生素与端粒磨损相关ꎬ 这些营养素可能通

等人比较 ＡＤ 患者和健康对照者白细胞、 口腔上皮细胞和大

过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来调节端粒的完整性和端粒酶的活性ꎬ

脑 ( 海马) 的端粒长度

ꎬ ＡＤ 患者白细胞和口腔上皮细胞

进而影响认知功能ꎮ 目前ꎬ 细胞衰老及个体衰老的机制已被

的端粒长度显著缩短ꎮ Ｆｒａｎｃｏ 等人报道 ＡＤ 患者海马的端粒

大量阐明ꎬ 衰老相关的研究领域正在迅速发展ꎮ 尽管我们可

ꎬ 而 Ｌｕｋｅｎｓ 等人发现尽管在 ＡＤ 患者中白细胞和

通过全面的营养干预来调节衰老进程ꎬ 但是本综述中提出的

小脑的端粒长度直接相关ꎬ 但患者和对照组小脑样本的端粒

许多维生素在端粒中的作用是基于当前的知识ꎬ 更加深入的

ꎮ Ｐａｎｏｓｓｉａｎ 等人观察到 Ｔ 细胞端粒

机制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加以阐明ꎮ 相信随着科技的

长度和认知能力之间的呈正相关ꎬ 而与 ＴＮＦα 的水平呈负相

不断发展和科学研究的深入ꎬ 维生素对端粒作用机制的研究

关ꎬ 这提示端粒缩短可能与免疫功能障碍有关ꎬ 而免疫功能

将在改善认知功能方面有更加广阔的前景ꎮ

能力下降相关ꎬ 并降低患痴呆症和死亡的风险

长度较短

[６０]

长度并没有发生变化

[６１]

障碍会诱发 ＡＤ 的发生

[５９]

[６２]

[４７]

ꎮ 一些研究表明ꎬ ＡＤ 可能与端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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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ｎｇ ｅｌｄｅｒｌｙ [ Ｊ] . ＰｌｏＳ ｏｎｅꎬ ２０１３ꎬ ８ (４) : ｅ６２７８１.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ｍｍａｌｉａｎ ｃｅｌｌｓ [ Ｊ] . Ｎａｔ Ｃｅｌｌ Ｂｉｏｌꎬ ２００６ꎬ ８

[１３] Ｃｒｏｕｓ￣Ｂｏｕ Ｍꎬ Ｆｕｎｇ Ｔ Ｔꎬ Ｐｒｅｓｃｏｔｔ Ｊꎬ ｅｔ ａｌ. Ｍｅｄｉ￣

(４) : ４１６－４２４.

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ｄｉｅｔ ａｎｄ ｔｅｌｏｍｅｒ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ｉｎ Ｎｕｒｓｅｓ ̓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ｕｄｙ:

[２４] Ｂｅｎｅｔｔｉ Ｒꎬ Ｇｏｎｚａｌｏ Ｓꎬ Ｊａｃｏ Ｉꎬ ｅｔ ａｌ. Ｓｕｖ４￣２０ｈ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 [Ｊ]. ＢＭＪꎬ ２０１４ꎬ ３４９: ｇ６６７４.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ｔｅｌｏｍｅｒｅ ｅｌｏｎ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ｒ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 １４ ] Ｄａｎｉａｌｉ Ｌꎬ Ｂｅｎｅｔｏｓ Ａꎬ Ｓｕｓｓｅｒ Ｅꎬ ｅｔ ａｌ. Ｔｅｌｏ￣

ｔｅｌｏｍｅｒｅ 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 Ｊ] . Ｊ Ｃｅｌｌ Ｂｉｏｌꎬ ２００７ꎬ １７８ ( ６) :

ｍｅｒｅｓ ｓｈｏｒｔｅｎ ａｔ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ｒａｔｅｓ ｉｎ ｓｏｍａｔｉｃ ｔ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ａｄｕｌｔｓ

９２５－９３６.

[ Ｊ] . Ｎａｔ Ｃｏｍｍｕｎꎬ ２０１３ꎬ ４: １５９７.

[２５] Ｋａｎｇ Ｓ Ｓꎬ Ｚｈｏｕ Ｊꎬ Ｗｏｎｇ Ｐ Ｗ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

[１５]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 Ｊ Ｂꎬ Ｖａｌｄｅｓ Ａ Ｍꎬ Ｇａｒｄｎｅｒ Ｊ Ｐꎬ ｅｔ ａｌ.

ａｔｅ 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ｍｉａ: ａ ｔｈｅｒｍｏｌａｂｉｌｅ ｖａｒｉａｎｔ ｏｆ ｍ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ｔｅｔ￣

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ｌｅｕｋｏｃｙｔｅ ｔｅｌｏｍｅｒｅ ｌｅｎｇｔｈ [ Ｊ] . Ａｔｈ￣

ｒａｈｙｄｒｏｆｏｌａｔｅ ｒｅｄｕｃｔａｓｅ [ Ｊ ]. Ａｍ Ｊ Ｈｕｍ Ｇｅｎｅｔꎬ １９８８ꎬ ４３

５９

(４): ４１４－４２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ｍｕｎ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ｖｉｔａｍｉｎｓ Ａ ａｎｄ Ｄ ｔａｋｅ ｃｅｎｔｒｅ

[２６] Ｓｅｌｈｕｂ Ｊꎬ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Ｐ Ｆꎬ Ｗｉｌｓｏｎ Ｐ Ｗꎬ ｅｔ ａｌ. Ｖｉｔａ￣

ｓｔａｇｅ [ Ｊ] . Ｎａｔ Ｒｅｖ Ｉｍｍｕｎｏｌꎬ ２００８ꎬ ８ (９) : ６８５－６９８.

ｍｉ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ａｋｅ ａｓ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ｈｏｍｏｃｙｓ￣

[３７] Ａｕｋｒｕｓｔ Ｐꎬ Ｍüｌｌｅｒ Ｆꎬ Ｕｅｌａｎｄ Ｔꎬ ｅｔ ａｌ.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ｅｉｎｅｍｉａ ｉｎ ａ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Ｊ ] . Ｊａｍａꎬ １９９３ꎬ ２７０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Ａ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 ｃｏｍｍｏｎ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ｖｉｔａ￣

(２２) : ２６９３－２６９８.

ｍｉｎ Ａ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ｖｉｖ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ｓ ｉｍｍｕｎｏｇｌｏｂｕｌｉｎ ｐｒｏ￣

[２７] Ｂｕｌｌ Ｃ Ｆꎬ Ｏ ̓Ｃａｌｌａｇｈａｎ Ｎ Ｊꎬ Ｍａｙｒｈｏｆｅｒ Ｇꎬ ｅｔ ａｌ.

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ｏｗ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 Ｊ] . Ｅｕｒ

ｍｅｎ ｍａｙ ｂｅ ｉｎｖｅｒｓｅｌ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ｌａｓｍａ 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

[３８]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 Ｊ Ｂꎬ Ｖａｌｄｅｓ Ａ Ｍꎬ Ｇａｒｄｎｅｒ Ｊ Ｐꎬ ｅｔ ａｌ.

Ｊ Ｃｌｉｎ Ｉｎｖｅｓｔꎬ ２０００ꎬ ３０ (３) : ２５２－２５９.

Ｔｅｌｏｍｅｒ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ｉｎ 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ｓ ｏｆ ｏｌｄｅｒ Ｓｏｕｔｈ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 Ｊ] . 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ꎬ ２００９ꎬ １２ (５) : ３４１－３４９.

Ｈｉｇｈｅｒ ｓｅｒｕｍ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２８] Ｘｕ Ｑꎬ Ｐａｒｋｓ Ｃ Ｇꎬ ＤｅＲｏｏ Ｌ Ａꎬ ｅｔ ａｌ. Ｍｕｌｔｉｖｉｔａ￣

ｌｏｎｇｅｒ ｌｅｕｋｏｃｙｔｅ ｔｅｌｏｍｅｒ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ｉｎ ｗｏｍｅｎ [ Ｊ] . Ａｍ Ｊ Ｃｌｉｎ

ｍｉｎ ｕｓｅ ａｎｄ ｔｅｌｏｍｅｒ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ｉｎ ｗｏｍｅｎ [ Ｊ] . Ａｍ Ｊ Ｃｌｉｎ Ｎｕｔｒꎬ

Ｎｕｔｒꎬ ２００７ꎬ ８６ (５) : １４２０－１４２５.

２００９ꎬ ８９ (６) : １８５７－１８６３.

[３９ ] Ａｖｉｖ Ａꎬ Ｖａｌｄｅｓ Ａꎬ Ｇａｒｄｎｅｒ Ｊ Ｐꎬ ｅｔ ａｌ. Ｍｅｎｏ￣

[２９]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 Ｊ Ｂꎬ Ｃｈｅｎ Ｙꎬ Ｊｉａｎｇ Ｎ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ｐａｕｓｅ ｍｏｄｉｆｉｅｓ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ｕｋｏｃｙｔｅ ｔｅｌｏｍｅｒ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ｎｉｔｒｉｃ ｏｘｉｄｅ ｓｙｎｔｈａｓｅ ｂｙ ｃｏｂａｌａｍｉ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ｂｉｎａｍｉｄｅｓ [ Ｊ] .

ｗｉｔｈ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 Ｊ] . Ｊ Ｃｌｉｎ Ｅｎｄｏｃｒｉ￣

Ｆｒｅｅ Ｒａｄｉｃ Ｂｉｏｌ Ｍｅｄꎬ ２００９ꎬ ４６ (１２) : １６２６－１６３２.

ｎｏｌ Ｍｅｔａｂꎬ ２００６ꎬ ９１ (２) : ６３５－６４０.

[３０] Ｋａｎｇ Ｈ Ｔꎬ Ｌｅｅ Ｈ Ｉꎬ Ｈｗａｎｇ Ｅ Ｓ. Ｎｉｃｏｔｉｎａｍｉｄｅ

[４０] Ｌｅｍｉｒｅ Ｊ Ｍꎬ Ａｄａｍｓ Ｊ Ｓꎬ Ｓａｋａｉ Ｒꎬ ｅｔ ａｌ. １ ａｌｐｈａꎬ

ｅｘｔｅｎｄｓ 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ｉｖｅ ｌｉｆｅｓｐａ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ｃｅｌｌｓ [ Ｊ] . Ａｇｉｎｇ ｃｅｌｌꎬ

２５￣ｄｉｈｙｄｒｏｘｙ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３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ｅｓ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ｍｕｎｏ￣

２００６ꎬ ５ (５) : ４２３－４３６.

ｇｌｏｂｕｌ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ｎｏｒｍ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ｂｌｏｏｄ ｍｏｎｏｎｕ￣

[３１] Ｂｕｌｌ Ｃꎬ Ｆｅｎｅｃｈ Ｍ. Ｇｅｎｏｍｅ￣ｈｅａｌｔｈ ｎｕｔｒｉｇｅｎｏｍｉｃｓ

ｃｌｅａｒ ｃｅｌｌｓ [Ｊ]. Ｊ Ｃｌｉｎ Ｉｎｖｅｓｔꎬ １９８４ꎬ ７４ (２): ６５７－６６１.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ｇｅｎｅｔｉｃｓ: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ｒ 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４１] Ｒｅｉｃｈｅｌ Ｈꎬ Ｋｏｅｆｆｌｅｒ Ｈ Ｐꎬ Ｔｏｂｌｅｒ Ａꎬ ｅｔ ａｌ. １ ａｌ￣

ｌｅｖｅｌ̓ｎｕｔｒｉｏｍｅｓ̓ ｆｏｒ 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ｅｌｏｍｅｒｅ ｍａｉｎ￣

ｐｈａꎬ ２５￣Ｄｉｈｙｄｒｏｘｙ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３ ｉｎｈｉｂｉｔｓ ｇａｍｍａ￣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 ｓｙｎ￣

ｔｅｎａｎｃｅ [ Ｊ] . Ｐｒｏｃ Ｎｕｔｒ Ｓｏｃꎬ ２００８ꎬ ６７ (２) : １４６－１５６.

ｔｈｅｓｉｓ ｂｙ ｎｏｒｍ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ｂｌｏｏｄ 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ｓ [ Ｊ] .

[３２] Ｓｍｉｔｈ Ｓꎬ Ｇｉｒｉａｔ Ｉꎬ Ｓｃｈｍｉｔｔ Ａꎬ ｅｔ ａｌ. Ｔａｎｋｙｒａｓｅꎬ

Ｐｒｏｃ Ｎａｔｌ Ａｃａｄ Ｓｃｉ Ｕ Ｓ Ａꎬ １９８７ꎬ ８４ (１０) : ３３８５－３３８９.

ａ ｐｏｌｙ ( ＡＤＰ￣ｒｉｂｏｓｅ) 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 ａｔ ｈｕｍａｎ ｔｅｌｏｍｅｒｅｓ [ Ｊ] .

[４２] Ｈｏｎａｒｂａｋｈｓｈ Ｓꎬ Ｓｃｈａｃｈｔｅｒ Ｍ. Ｖｉｔａｍｉｎｓ ａｎｄ ｃａｒｄｉ￣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１９９８ꎬ ２８２ (５３９３) : １４８４－１４８７.

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Ｊ]. Ｂｒ Ｊ Ｎｕｔｒꎬ ２００９ꎬ １０１ (８): １１１３－１１３１.

[３３] Ｃｏｏｋ Ｂ ｄ.ꎬ Ｄｙｎｅｋ Ｊ Ｎꎬ Ｃｈａｎｇ Ｗꎬ ｅｔ ａｌ. Ｒｏｌｅ ｆｏｒ

[４３] Ｙａｂｕｔａ Ｓꎬ Ｍａｓａｋｉ Ｍꎬ Ｓｈｉｄｏｊｉ 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ｏｌｙ ( ＡＤＰ￣Ｒｉｂｏｓｅ ) 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ｓ Ｔａｎｋｙｒａｓｅ １

Ｂｕｃｃａｌ Ｃｅｌｌ Ｔｅｌｏｍｅｒ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ｗｉｔｈ Ｄａｉｌｙ Ｉｎｔａｋｅ ｏｆ ｂｅｔａ￣Ｃａｒｏ￣

ａｎｄ ２ ａｔ Ｈｕｍａｎ Ｔｅｌｏｍｅｒｅｓ [ Ｊ ]. Ｍｏｌ Ｃｅｌｌ Ｂｉｏｌꎬ ２００２ꎬ ２２

ｔｅｎｅ ｏｒ ａｌｐｈａ￣Ｔｏｃｏｐｈｅｒｏｌ Ａｒ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ｏｎ Ｃａｒｏｔｅｎｏｉｄ Ｍｅ￣

(１): ３３２－３４２.

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ｒｅｌａｔｅｄ Ｇｅｎｅ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３４] Ｆｅｎｅｃｈ Ｍꎬ Ｂａｇｈｕｒｓｔ Ｐꎬ Ｌｕｄｅｒｅｒ Ｗꎬ ｅｔ ａｌ. Ｌｏｗ

Ａｄｕｌｔｓ [ Ｊ] . Ｊ Ｎｕｔ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ｇｉｎｇꎬ ２０１６ꎬ ２０ (３) : ２６７－２７４.

ｉｎｔａｋｅ ｏｆ ｃａｌｃｉｕｍꎬ ｆｏｌａｔｅꎬ ｎｉｃｏｔｉｎｉｃ ａｃｉｄꎬ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Ｅꎬ ｒｅｔｉｎｏｌꎬ

[４４] Ｆｕｒｕｍｏｔｏ Ｋꎬ Ｉｎｏｕｅ Ｅꎬ Ｎａｇａｏ Ｎꎬ ｅｔ ａｌ. Ａｇｅ￣ｄｅ￣

ｂｅｔａ￣ｃａｒｏｔｅｎｅ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ｉｎｔａｋｅ ｏｆ ｐａｎｔｏｔｈｅｎｉｃ ａｃｉｄꎬ ｂｉｏｔｉｎ ａｎｄ

ｐｅｎｄｅｎｔ ｔｅｌｏｍｅｒｅ ｓｈｏｒｔｅｎｉｎｇ ｉｓ ｓｌｏｗｅｄ ｄｏｗｎ ｂｙ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ｉｂｏｆｌａｖｉｎ ａ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ｇｅｎｏｍｅ

ｉｎ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Ｃ ｖｉａ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ａ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ｉｎｔａｋｅ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ｎｕｃｌｅｕｓ ｉｎ￣

[ Ｊ] . Ｌｉｆｅ Ｓｃｉꎬ １９９８ꎬ ６３ (１１) : ９３５－９４８.

ｄｅｘ ｓｕｒｖｅｙ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 Ｊ ] . Ｃａｒｃｉｎｏｇｅｎｅｓｉｓꎬ ２００５ꎬ

[４５] Ｙｏｋｏｏ Ｓꎬ Ｆｕｒｕｍｏｔｏ Ｋꎬ Ｈｉｙａｍａ Ｅꎬ ｅｔ ａｌ. Ｓｌｏｗ￣

２６ (５) : ９９１－９９９.

ｄｏｗｎ ｏｆ ａｇ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ｔｅｌｏｍｅｒｅ ｓｈｏｒｔｅｎｉｎｇ ｉｓ ｅｘｅｃｕｔｅｄ ｉｎ

[ ３５ ] Ｄａｎｔｚｅｒ Ｆꎬ Ｇｉｒａｕｄ￣Ｐａｎｉｓ Ｍ￣Ｊꎬ Ｊａｃｏ Ｉꎬ ｅｔ 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ｓｋｉｎ ｋｅｒａｔｉｎｏｃｙｔｅｓ ｂｙ ｈｏｒｍｅｓｉｓ￣ｌｉｋｅ￣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ｒａｃｅ ｈ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ｏｌｙ ( ＡＤＰ￣Ｒｉｂｏｓｅ) ｐｏｌｙｍｅｒ￣

ｄｒｏｇｅｎ ｐｅｒｏｘｉｄｅ ｏｒ ｂｙ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ｔａｍｉｎ Ｃ

ａｓｅ ２ ( ＰＡＲＰ￣２) ａｎｄ ＴＲＦ２: ＰＡＲＰ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ｇｕ￣

ｉｎ ｃｏｍｍｏｎ 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ｗｉｔｈ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ｏｘｉｄａ￣

ｌａｔｅｓ ＴＲＦ２ [ Ｊ] . Ｍｏｌ Ｃｅｌｌ Ｂｉｏｌꎬ ２００４ꎬ ２４ (４) : １５９５－１６０７.

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 Ｊ] . Ｊ Ｃｅｌｌ Ｂｉｏｃｈｅｍꎬ ２００４ꎬ ９３ (３) : ５８８－５９７.

[３６] Ｍｏｒａ Ｊ Ｒꎬ Ｉｗａｔａ Ｍꎬ Ａｎｄｒｉａｎ Ｕ Ｈ ｖｏｎ. Ｖｉｔａｍｉｎ

[４６] Ｔａｎａｋａ Ｙꎬ Ｍｏｒｉｔｏｈ Ｙꎬ Ｍｉｗａ Ｎ. Ａｇ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ｔｅ￣

６０

ｌｏｍｅｒｅ￣ｓｈｏｒｔｅｎｉｎｇ ｉｓ ｒｅｐｒｅｓｓｅｄ ｂｙ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ｔｅｄ ａｌｐｈａ￣ｔｏ￣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ａｄｕｌ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ｏｗｎ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 Ｊ] . Ａｍ Ｊ Ｍｅｄ Ｇｅｎｅｔ

ｃｏｐｈｅｒｏｌ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ｗｉｔｈ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ｌｏｎｇｅ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ｏｘｉｄａ￣

Ｂ Ｎｅｕｒｏ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 Ｇｅｎｅｔꎬ ２０１６ꎬ １７１Ｂ (２) : １６９－１７４.
[５８] Ｌｉｕ Ｍꎬ Ｈｕｏ Ｙ Ｒꎬ Ｗａｎｇ Ｊꎬ ｅｔ ａｌ. Ｔｅｌｏｍｅｒｅ Ｓｈｏｒｔ￣

ｔｉｖｅ￣ｓｔｒｅｓｓ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ｂｒａｉｎ ｍｉｃｒ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ｏ￣

ｅｎｉｎｇ ｉｎ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 Ｊ] . Ａｎｎ Ｃｌｉｎ Ｌａｂ Ｓｃｉꎬ

ｃｙｔｅｓ [Ｊ]. Ｊ Ｃｅｌｌ Ｂｉｏｃｈｅｍꎬ ２００７ꎬ １０２ (３): ６８９－７０３.
[４７] Ｖａｌｄｅｓ Ａ Ｍꎬ Ｄｅａｒｙ Ｉ Ｊꎬ Ｇａｒｄｎｅｒ Ｊꎬ ｅｔ ａｌ. Ｌｅｕｋｏ￣

２０１６ꎬ ４６ (３) : ２６０－２６５.

[ ５９] Ｔｈｏｍａｓ Ｐꎬ ＮＪ Ｏ̓ Ｃꎬ Ｆｅｎｅｃｈ Ｍ. Ｔｅｌｏｍｅｒ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ｃｙｔｅ ｔｅｌｏｍｅｒ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ｗｏｍｅｎ [ Ｊ ] . Ｎｅｕｒｏｂｉｏｌ Ａｇｉｎｇꎬ ２０１０ꎬ ３１ ( ６ ) :

ｉｎ ｗｈｉｔｅ ｂｌｏｏｄ ｃｅｌｌｓꎬ ｂｕｃｃａｌ ｃｅｌｌｓ ａｎｄ ｂｒａｉｎ ｔｉｓｓｕ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ｖａｒｉ￣

９８６－９９２.

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ｇｅ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 Ｊ] . Ｍｅｃｈ Ａｇｅｉｎｇ

[４８] Ｙａｆｆｅ Ｋꎬ Ｌｉｎｄｑｕｉｓｔ Ｋꎬ Ｋｌｕｓｅ Ｍꎬ ｅｔ ａｌ. Ｔｅｌｏｍｅｒｅ

Ｄｅｖꎬ ２００８ꎬ １２９ (４) : １８３－１９０.

ｌ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ｄｗｅｌｌｉｎｇ ｅｌｄｅｒｓ:

[６０] Ｆｒａｎｃｏ Ｓꎬ Ｂｌａｓｃｏ Ｍ Ａꎬ Ｓｉｅｄｌａｋ Ｓ Ｌꎬ ｅｔ ａｌ. Ｔｅｌｏ￣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ＢＣ Ｓｔｕｄｙ [ Ｊ] . Ｎｅｕｒｏｂｉｏｌ Ａｇｉｎｇꎬ

ｍｅｒ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ｌｏｍｅｒａｓｅ ｉｎ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ｅｐｉｐｈｅｎｏｍｅ￣

２０１１ꎬ ３２ (１１) : ２０５５－２０６０.

ｎａ ｏｒ ａ ｎｅｗ ｆｏｃｕｓ ｆｏｒ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 Ｊ] .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

[ ４９] Ｍａｔｈｅｒ Ｋ Ａꎬ Ｊｏｒｍ Ａ Ｆꎬ Ａｎｓｔｅｙ Ｋ Ｊꎬ ｅｔ ａｌ. Ｃｏｇｎｉ￣

Ｄｅｍｅｎｔꎬ ２００６ꎬ ２ (３) : １６４－１６８.

ｔｉｖ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ｅｕｋｏｃｙｔｅ ｔｅｌｏｍｅｒ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ｉｎ ｔｗｏ ｎａｒｒｏｗ

[６１] Ｌｕｋｅｎｓ Ｊ Ｎꎬ ｖａｎ Ｄｅｅｒｌｉｎ Ｖꎬ Ｃｌａｒｋ Ｃ Ｍꎬ ｅｔ ａｌ.

ａｇｅ￣ｒａｎｇｅ ｃｏｈｏｒｔｓ: 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 Ｊ ] . ＢＭＣ Ｇｅｒｉａｔｒꎬ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ｏｆ ｔｅｌｏｍｅｒｅ ｌｅｎｇｔｈｓ ｉｎ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ｂｌｏｏｄ ａｎｄ ｃｅｒ￣

２０１０ꎬ １０: ６２.

ｅｂｅｌｌｕｍ ｉｎ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 ̓ 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 Ｊ ] .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 Ｄｅｍｅｎｔꎬ

[５０] Ｄｅｖｏｒｅ Ｅ Ｅꎬ Ｐｒｅｓｃｏｔｔ Ｊꎬ Ｖｉｖｏ Ｉ ｄｅ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ｌａ￣

２００９ꎬ ５ (６) : ４６３－４６９.

ｔｉｖｅ ｔｅｌｏｍｅｒ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ｕｒｓｅｓ ̓

[６２] Ｐａｎｏｓｓｉａｎ Ｌ Ａꎬ Ｐｏｒｔｅｒ Ｖ Ｒꎬ Ｖａｌｅｎｚｕｅｌａ Ｈ Ｆꎬ ｅｔ
ａｌ. Ｔｅｌｏｍｅｒｅ ｓｈｏｒｔｅｎｉｎｇ ｉｎ Ｔ ｃｅｌｌ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 ̓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ｕｄｙ [ Ｊ] .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 Ｌｅｔｔꎬ ２０１１ꎬ ４９２ (１) : １５－１８.

[５１ ] Ｒｏｌｙａｎ Ｈꎬ Ｓｃｈｅｆｆｏｌｄ Ａꎬ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Ａꎬ ｅｔ ａｌ. Ｔ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Ｊ]. Ｎｅｕｒｏｂｉｏｌ Ａｇｉｎｇꎬ ２００３ꎬ ２４ (１): ７７－８４.

ｌｏｍｅｒｅ ｓｈｏｒｔｅｎｉｎｇ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ｍｙｌｏｉｄ ｐａｔｈｏｌ￣

[６３] Ｇｕａｎ Ｊ Ｚꎬ Ｇｕａｎ Ｗ Ｐꎬ Ｍａｅｄａ Ｔ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ｏｇｙ ｉｎ ｍｉｃｅ [Ｊ]. Ｂｒａｉｎꎬ ２０１１ꎬ １３４ (Ｐｔ ７): ２０４４－２０５６.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ｏｘｙｇｅｎ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ｅｌｏｍｅｒｉｃ ａｎｄ ｓｕｂｔｅｌｏｍｅｒ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ｎ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 ̓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５２] Ｊａｓｋｅｌｉｏｆｆ Ｍꎬ Ｍｕｌｌｅｒ Ｆ Ｌꎬ Ｐａｉｋ Ｊ￣Ｈꎬ ｅｔ ａｌ. Ｔｅｌｏｍ￣

[ Ｊ] . Ｇｅｒｏｎｔ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２ꎬ ５８ (１) : ６２－６９.

ｅｒａｓｅ ｒ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ｅｒｓｅｓ ｔｉｓｓｕｅ 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ｇｅｄ ｔｅ￣
ｌｏｍｅｒａｓｅ￣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ｔ ｍｉｃｅ [ Ｊ] . Ｎａｔｕｒｅꎬ ２０１１ꎬ ４６９ ( ７３２８) :

[６４] Ｇｕａｎ Ｊ Ｚꎬ Ｇｕａｎ Ｗ Ｐꎬ Ｍａｅｄａ Ｔꎬ 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１０２－１０６.

ｏｆ ｔｅｌｏｍｅｒ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ｓｕｂｔｅｌｏｍｅｒｉｃ 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ｌｅｕｋｏｃｙｔｅｓ ｉｎ ｗｏｍｅｎ ｗｉｔｈ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 ̓ 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 Ｊ ] . Ａｇｉｎｇ

[５３] Ｌｅｅ Ｊꎬ Ｊｏ Ｙ Ｓꎬ Ｓｕｎｇ Ｙ Ｈꎬ ｅｔ ａｌ. Ｔｅｌｏｍｅｒａｓｅ ｄｅ￣
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ｎｏｒｍａｌ ｂｒａｉ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ｉｃｅ [ Ｊ ] . Ｎｅｕｒｏ￣

Ｃｌｉｎ Ｅｘｐ Ｒｅｓꎬ ２０１３ꎬ ２５ (１) : １７－２３.

ｃｈｅｍ Ｒｅｓꎬ ２０１０ꎬ ３５ (２) : ２１１－２１８.

[６５] Ｃａｉ Ｚꎬ Ｙａｎ Ｌ￣Ｊꎬ Ｒａｔｋａ Ａ. Ｔｅｌｏｍｅｒｅ ｓｈｏｒｔｅ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 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 Ｊ] . Ｎｅｕｒｏ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Ｍｅｄꎬ ２０１３ꎬ

[ ５４ ] Ｈｏｃｈｓｔｒａｓｓｅｒ Ｔꎬ Ｍａｒｋｓｔｅｉｎｅｒ Ｊꎬ Ｈｕｍｐｅｌ Ｃ.

１５ (１) : ２５－４８.

Ｔｅｌｏｍｅｒ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ｉｓ ａｇ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ｉｎ ｍｏｎｏｃｙｔｅｓ
ｏｆ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 Ｊ ] . Ｅｘｐ Ｇｅｒｏｎｔｏｌꎬ ２０１２ꎬ ４７ ( ２ ) :

[６６] Ｇａｒｃｉａ￣Ｃａｌｚｏｎ Ｓꎬ Ｚａｌｂａ Ｇꎬ Ｒｕｉｚ￣Ｃａｎｅｌａ Ｍꎬ ｅｔ

１６０－１６３.

ａｌ.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ｔｅｌｏｍｅｒ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ｉ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５５] Ｈｏｎｉｇ Ｌ Ｓꎬ Ｋａｎｇ Ｍ Ｓꎬ Ｓｃｈｕｐｆ Ｎꎬ ｅｔ 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 ｈｉｇｈ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ｒｉｓｋ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ＭＥＤ￣

ｏｆ Ｓｈｏｒｔｅｒ Ｌｅｕｋｏｃｙｔｅ Ｔｅｌｏｍｅｒｅ Ｒｅｐｅａｔ Ｌｅｎｇｔｈ Ｗｉｔｈ Ｄｅｍｅｎｔｉａ

ＮＡＶＡＲＲＡ ｓｔｕｄｙ: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ａｎｄ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Ｊ]. Ａｒｃｈ Ｎｅｕｒｏｌꎬ ２０１２ꎬ ６９ (１０): １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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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果和浆果: 是否可能延缓增龄性认知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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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人口老龄化问题ꎬ 神经退行性疾

红树莓和草莓ꎮ 葡萄与这些浆果在营养素组成上十分 相似ꎬ

病的发生率也随之增加ꎬ 给社会和家庭都带来了巨大的负担ꎮ

因此也纳入本综述ꎮ 它们富含水分与可溶性纤维ꎬ 但能量很

如何减 少 认 知 功 能 障 碍 ( ｍｉｌ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ꎬ ＭＣＩ)

低ꎮ 浆果还含有天然抗氧化剂 ( 抗坏血酸ꎬ α￣ꎬ β￣胡萝卜素ꎬ

乃至阿尔茨海默病等老年痴呆的发生ꎬ 成为预防医学领域的

叶黄素ꎬ 玉米黄质和 α￣ꎬ β￣ꎬ γ￣ꎬ δ￣生育酚) 、 维生素 ( 烟酸

一项重要课题ꎮ 近年人群流行病学研究发现ꎬ 遗传因素和环

和叶酸) 、 矿 物 质 / 微 量 元 素 ( 钾、 钙 和 硒) 及 多 酚 类 物 质

境因素共同作用促进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发生与发展ꎬ 膳食营

( 花青素和鞣花单宁等类黄酮为主) ( 表 １) [７] ꎮ

养因素在此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ꎮ

坚果属于高能量食品ꎬ 富含脂肪ꎬ 主要为单不饱和脂肪

一些研究表明ꎬ 经常进食浆果或坚果对氧化损伤与炎症、

酸和多不饱和脂 肪酸ꎮ 坚果 还含 有大 量植物 蛋白 ( 色 氨酸、

ꎬ 而这些病理变化

精氨酸和赖氨酸的来源) 、 维生素 ( 叶酸、 核黄素、 α￣生 育

都与神经退行性疾病有关ꎮ 这使学者们很自然的联想到一个

酚、 β￣生 育 酚、 γ￣生 育 酚、 δ￣生 育 酚 ) 、 矿 物 质 ( 钙、 磷、

问题: 增加这些食物的摄入量是否有利于减缓老年増龄性认

镁、 钾和钠) 、 微量元素 ( 锌、 铜和硒) 、 可溶性纤维 ( 棉子

知衰退?

糖、 水苏糖) 以及其他具有潜在神经保护作用的化合物 ( 褪

血管反应性和血小板聚集产生积极影响

[１－６]

黑素和多酚) ( 表 ２)

一、 浆果和坚果的化学成分
人们通 常食用 的浆 果有 黑莓、 黑树 莓、 蓝 莓、 蔓 越 莓、

６２

表１

部分浆果和葡萄中营养素和植物化学物的组成 １

能量
( ｋｃａｌ)

纤维素
( ｇ)

维生素 Ｃ
( ｍｇ)

维生素 Ｅ
( ｍｇ)

总类黄酮 ２
( ｍｇ)

总花青素 ３
( ｍｇ)

黑莓

４３

５.３

２１

１.２

２.５

９０.５

黑树莓

５２

６.５

２６.２

０.９

１.３

３８.７

蓝莓

５７

２.４

９.７

０.６

９.７

１６３.５

蔓越莓

４６

４.６

１３.３

１.２

２０.８

１３３.０

草莓

３２

２.０

５８.５

０.３

１.６

３３.６

葡萄

６９

０.９

３.２

０.１９

２.３９

６７.６

水果
(１００ｇ)

１. 表中数据都来自生浆果ꎮ 数据参考文献 [１]
２. 总类黄酮( 山奈酚、杨梅素、斛皮素)
３. 总花青素( 花青素、矢车素、芍药素、牵牛花色素)

表２

一份坚果 (２８ｇ) 中能量、 脂肪酸、 酚类和固醇组成 １

杏仁

腰果

榛子

夏威夷果

胡桃

开心果

核桃

花生

能量( ｋｃａｌ)

１６２

１５４

１７６

２０１

１９３

１５６

１８３

１４９

脂肪( ｇ)

１４.２

１３.０

１７.０

２１.２

２０.２

１２.４

１８.３

１３.８

饱和脂肪酸( ｇ)

１.１

２.６

１.３

３.４

１.７

１.５

１.７

１.９

单不饱和脂肪酸( ｇ)

９.０

７.６

１２.８

１６.５

１１.４

６.５

２.５

６８

多不饱和脂肪酸( ｇ)

３.４

２.２

２.２

０.４

６.０

３.８

１３.２

４.４

亚油酸( ｇ)

３.４

２.２

２.２

０.４

５.８

３.７

１０.７

４.４

α￣亚麻酸( ｇ)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１

０.３

０.１

２.５

０.０

总酚类( ｍｇ ＧＡＥ)

１１７

７６

８２

４５

４６４

５６５

２.５

４３６

植物固醇( ｍｇ)

３３.６

４４.２

２６.２

３２.５

２８.６

５９.９

２０.２

６１.６

叶酸( μｇ ＤＥＦ)

１４

７

３２

３

６

１４

２８

６８

维生素 Ｅ( ｍｇ)

７.４

０.３

４.３

０.２

０.４

０.７

０.２

２.４

１. 表中数据都来自未加工的坚果ꎻＤＥＦ:叶酸当量ꎬＧＡＥ:没食子酸ꎮ

６％核桃粉的大鼠ꎬ 在依赖平衡性、 协调性和力量的行为测试

二、 坚果与认知衰退的研究
１

中获得了更高的分数ꎬ 但是添加 ９％核桃粉的大鼠却出现了行
为损伤ꎮ 尽管 ９％核桃组出现了参考记忆的损伤ꎬ 但是所有的

坚果与认知的关系的动物实验

实验组大鼠在水迷宫实验中都展现出更好的工作记忆能力ꎮ

２００９ 年 Ｗｉｌｌｉｓ [８] 报道了核桃对老年大鼠认知行为的潜在

这说明进食过量的核桃是不利的ꎬ ６％的核桃是最适宜的进食

有益作用ꎬ 这是显示摄入坚果可以改善认知能力的第一篇具

量ꎬ 这与美 国 食 品 和 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局 推 荐 的 人 类 坚 果 食 用

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ꎮ 在该研究中ꎬ １９ 月龄 Ｆｉｓｃｈｅｒ ( Ｆ３４４)

量 [９] 是一致的ꎬ 差不多相当于一个成年人一天食用 ２８ｇ 核桃ꎮ

大鼠的饲料中分别添加 ０％、 ２％、 ６％和 ９％的核桃粉ꎬ 喂养 ８

膳食补充 ６％核桃的剂量是基于摄入核桃出现降低低密度脂蛋

周ꎮ 使用五种年 龄敏 感型 实验 ( 棒 上行 走实 验、 悬 挂实 验、

白胆固醇的人群研究 [８] 结果提出的ꎮ

平板行走实验、 斜板实验和转棒加速实验) 对大鼠进行行为

为了阐明坚果改善大鼠认知能力的机制ꎬ Ｐｏｕｌｏｓｅ [１０] 等

测试ꎬ 通过水迷宫试验 ( ＭＷＭ) 检测大鼠的空间记忆与学习

在老龄大鼠 ( １９ 月龄) 的饲料中分别添加了 ６％、 ９％的核

记忆能 力ꎮ 结 果 显 示ꎬ 与 对 照 组 比 较ꎬ 饲 料 中 添 加 了 ２％、

桃ꎬ 饲养一段时间后ꎬ 对实验大鼠脑组织进行了多泛素化蛋

６３

白检测ꎬ 错误折叠 / 损伤的多泛素化蛋白多聚体的增加是许多

ＨＣＬ 缓冲溶液中ꎬ 发现降低了由 Ａβ 引发的细胞凋亡、 ＤＮＡ

与年龄相关的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标志ꎮ 随着年龄的增加ꎬ 这

损伤以及活性氧的浓度ꎮ 这些作用可能归因于杏仁提取物里

些潜在毒性蛋白质不断聚集ꎬ 氧化应激与炎症反应是其部分

的活性物质ꎬ 这些物质增强了内源性抗氧化防御系统的活性ꎬ

原因ꎮ 研究发现ꎬ 饲料中添加 ６％和 ９％核桃的实验组大鼠脑

并调整了细胞氧化还原状态ꎮ 近期的一项研究 [１６] 评估了用杏

组织中ꎬ 多泛素化蛋白的聚集与自噬活性显著降低ꎬ 自噬是

仁提取物及多不饱和脂肪酸对原代海马神经元细胞进行预处

纹状体和海马内神经元的一种自我保护功能ꎮ 通过抑制雷帕

理后ꎬ 是否可以抑制由多巴胺、 ＬＰＳ 诱发的细胞凋亡和钙调

霉素 ( ｍＴＯＲ) 的磷酸化ꎬ 逆转录调控 ＡＴＧ７ 和 Ｂｅｃｌｉｎ １ 基

节异常ꎮ 结果显示ꎬ 杏仁提取物、 亚麻酸、 ＤＨＡ 为防止细胞

因以及微管结合蛋白 １ 轻链 ３ ( ＭＡＰ１Ｂ￣ＬＣ３) 蛋白的周转ꎬ

凋亡和钙调节异常提供了实质性的保护作用ꎮ 综上ꎬ 杏仁提

饲料中补充核桃的动物对自噬作用进行了负调控ꎮ 在海马中ꎬ

取物可能预防年龄相关的细胞功能障碍ꎮ 这些体外实验的适

像 ｓｅｑｕｅｓｔｏｓｏｍｅ ( ｐ６２ / ＳＱＳＴＭ１) 这 样 的 多 泛 素 化 蛋 白 聚

用性可能有限ꎬ 但这些结果确实表明膳食中添加杏仁ꎬ 可能

集体的清除十分明显ꎬ 海马是大脑中一个重要区域ꎬ 与记忆

降低 Ａβ 引起的毒性与细胞凋亡ꎬ 减少斑块的形成以及防止年

和认知表现密切相关 [１１] ꎮ

龄相关的认知功能障碍ꎮ

为了研究核桃内种皮多酚提取物对 Ｄ￣半乳糖致衰小鼠脑组

３

织氧化损伤程度的调节作用ꎮ 张译生[１２] 等人选取 ＩＣＲ 雄性小

坚果与认知关系的人群研究
坚果是地中海式饮食的传统组成部分ꎮ 两个来自地中海

鼠 ６０ 只ꎬ 随机分为 ５ 组ꎬ 每组 １２ 只ꎬ 对模型对照组和剂量组

饮食预防医学研究 ( ＰＲＥＤＩＭＥＤ) 的实验 [１７ꎬ１８] 发现ꎬ 食用坚

小鼠采取颈部皮下注射 Ｄ￣半乳糖 [１２０ ｍｇ / (ｋｇｂｗｄ) ] 制

果对抑郁症患者有一定帮助ꎬ 能延缓年龄相关的认知 衰退ꎮ

造衰老模型ꎬ 低、 中、 高剂量组分别灌胃 ２００、 ４００、 ８００ ｍｇ /

ＰＲＥＤＩＭＥＤ 是一个大型多中心随机对照临床试验ꎬ 旨在确定

(ｋｇｂｗｄ) 的核桃内种皮多酚提取物ꎬ 模型对照组灌胃等

地中海饮食对心血管疾病的初级预防作用ꎮ 受试者被随机分

量的双蒸水ꎮ 给药 ７ 周ꎮ 结果表明ꎬ 与模型对照组相比ꎬ 核

为三个干预组: 补充原生橄榄油 (１ Ｌ / 周) 的地中海饮食组ꎬ

桃内种皮多酚提取物可显著提高小鼠的运动和探索能力ꎬ 增

每天补充 ３０ｇ 混合 坚果 ( １５ ｇ 核桃、 ７.５ ｇ 杏仁、 ７.５ ｇ 榛

强小鼠的兴奋性和对环境的适应性ꎮ 同时ꎬ 脑组织中 ＳＯＤ、
ＧＳＨ￣Ｐｘ 活力和 Ｔ￣ＡＯＣ 含量较模型组有显著升高ꎮ 这表明核

子) 的地中海饮食组以及低脂控制组ꎮ 该研究 [２０] 开始于 ２００３

桃内种皮多酚提取物可减轻 Ｄ￣半乳糖导致的行为迟钝ꎬ 并能

年ꎬ 于 ２０１１ 年完成ꎬ 并进行了平均五年的后续研究ꎮ
经过 ３ 年的临床试验ꎬ 研究者们发现添加坚果的地中海

减轻小鼠脑部的氧化损伤ꎮ
人们对杏仁进行了长期的研究ꎬ 验证其作为补充治疗方

饮食可能与一种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 ＢＤＮＦ) 浓度的提高

法ꎬ 以改善由阿尔 茨海 默病 引发 的认 知障碍ꎬ 比 如痴 呆 [１３]

有关ꎬ 抑郁症患 者 尤 其 如 此 [１８] ꎮ ＢＤＮＦ 与 突 触 可 塑 性、 神

的可能性ꎮ Ｋｕｌｋａｒｎｉ 等人在雄性大鼠的饲料中添加 １５０、 ３００

经元的存活与分化、 轴突 的伸 长以 及神 经递 质 [２１] 的 释放 有

和 ６００ ( ｍｇ / ｋｇ) 的杏仁糊ꎬ 喂养 ７ ~ １４ 天ꎮ 经过高架十字

关ꎮ ＢＤＮＦ 浓度过 低 可 能 与 癫 痫、 阿 尔 茨 海 默 病、 亨 廷 顿

迷宫和被动惊吓回避测试后发现ꎬ 大鼠补充杏仁可明显改善

病、 自闭症、 精神分裂症与抑郁症等神经退行性疾病有关ꎮ

东莨菪碱诱发的认知损伤ꎮ 杏仁对于记忆力的改善功效可能

高浓度 ＢＤＮＦ 则 可以 防止 健忘 症和 认知障 碍 [２０ꎬ２２] ꎮ 来自 巴

归因于它含有的类胆碱蛋白以及其抑制胆碱酯酶活性和降脂

塞罗那样本 [１８] 的 ＰＲＥＤＩＭＥＤ 的受试者ꎬ 经过神经心理学测

特性ꎮ

试来评估他们的认知能力ꎮ 研究者发现ꎬ 日常饮食中经常食

２

坚果与认知关系的体外实验

用加工和原生橄榄油、 咖啡、 核桃和白酒的受试者表现出更

有 ３ 项与阿尔茨海默病有关的体外研究发现ꎬ 杏仁可能

好的记忆力和总体认知能力ꎮ 特别是单独补充核桃与更高的

与氧化应激损伤和细胞凋亡的减轻有关ꎮ 纤维状的淀粉样 β

工作记忆分数相关ꎮ 这些与认知能力提高有关的食物均富含

蛋白 ( Ａβ) 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大脑内淀粉样蛋白斑的主要

多酚类物质ꎮ

成分ꎮ Ｃｈａｕｈａｎ

等使用 ５ｍＬ 杏仁甲醇提取物干预 ２ ~ ３ 天

上述所有实验结果都为一个假说提供了实质性证据ꎬ 这

之后ꎬ 发现 Ａβ 的形成得到了抑制ꎬ 之前形成的 Ａβ 发生了去

个假说认为坚果内的营养物质和其他生物活性成分互相协同

纤维化ꎮ 其抑制机制是源于杏仁所含的类黄酮物质和鞣花酸

或直接作用ꎬ 对大脑和认知有益处ꎮ 规律性食用坚果可能成

的抗氧化功效ꎬ 还是通过直接与 Ａβ 反应ꎬ 尚不明确ꎮ 另一项

为防治神经退行性疾病或与年龄相关的轻微脑功能异常的一

研究中ꎬ Ｍｕｔｈａｉｙａｈ

种辅助疗法ꎮ

[１４]

[１５]

等将杏仁冻干粉溶解于 ｐＨ７.４ 的 Ｔｒｉｓ￣

６４

项实验显示ꎬ 在目标记忆能力方面患有衰老性记忆下降的老

三、 浆果与认知衰退的研究
１

龄大鼠ꎬ 用蓝莓饲料喂养一个月后ꎬ 其目标记忆能力显著增
强ꎬ 对照组则未发现变化ꎮ 表明仅仅 １ 个月的蓝莓补充即可

浆果与认知关系的动物实验

改善老龄大鼠的认知缺陷ꎻ 而需要至少两个月以上的持续补

１９９９ 年ꎬ Ｊｏｓｅｐｈ 领导的科研团队第一次发现进食浆果可

充才能长期维持这种改善作用ꎮ

以改善认知能力 [２３] ꎮ 该研究结果显示ꎬ 与 ＡＩＮ￣９３ 配方饲料

用含有 ２％蓝莓饲料持续饲养三周左右即可改善老龄大鼠

喂养的老龄大鼠比较ꎬ 饲喂添加 １.８６％冻干蓝莓或 １.４８％冻

的空间记忆能力ꎬ 表现为在一种改进的食物驱动加迷宫 ( ａ

干草莓的老龄大鼠在水迷宫 ( ＭＷＭ) 记忆力测评中的表现更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ｆｏｏｄ￣ｍｏｔｉｖａｔｅｄ ｐｌｕｓ ｍａｚｅ) [２９] 测试中的犯错率和潜

好ꎻ 平衡性也更强ꎮ 随后的研究发现ꎬ 一种添加 ２％蓝莓的平

伏期降低ꎮ 机制可能与记忆能力有关的 ｃＡＭＰ￣反应元件结合

衡膳食对于改善老龄大鼠平衡、 协调、 活动能力和参照性记

蛋白 ( ＣＲＥＢ) 的激活以及海马中脑源性神经生长因子 ( ＢＤ￣

忆ꎬ 功效也非常显著 [２５] ꎮ

ＮＦ) 浓 度 的 升 高 有 关ꎬ 同 时 伴 有 细 胞 外 信 号 调 节 激 酶

研究发现蓝莓中的花色苷化合物可以通过血脑屏障进入

( ＥＲＫ) 的磷酸化水平增加ꎮ 提示蓝莓补充可通过调控 ＥＲＫ￣

大脑 [２６] ꎮ 事实上ꎬ 大脑皮质与海马体中的花色苷水平与大鼠

ＣＲＥＢ￣ＢＤＮＦ 信号通路改善衰老动物的空间记忆能力ꎮ

在水迷宫测试中的行为表现密切相关ꎬ 大脑皮质中花色苷浓

Ｂａｒｒｏｓ[３０] 的研究发现ꎬ 喂饲低浓度 (０.６~１ ｍｇｋｇ－１ｄ－１)

度高的大鼠在反转学习 ( ｒｅｖｅｒｓ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测试中的潜伏时

或高浓度 (２.６ ~３.２ ｍｇｋｇ－１ｄ－１) 的蓝莓花色苷提取物

间更短ꎻ 海马体中花色苷浓度高的动物在探索实验中展现出

均可增强小鼠在避暗实验中的长时记忆、 增加旷场行为中的

更好的空间学习能力ꎮ 提示食用蓝莓后ꎬ 其中的多酚类物质

穿越数ꎬ 且在十字高架迷宫测试中表现出抗焦虑效应ꎮ 此外ꎬ

能被神经系统所利用ꎬ 并存在于大脑的不同区域ꎬ 这些对于

体外试验发现ꎬ 该提取物可以减轻脑组织 ＤＮＡ 氧化损伤ꎮ

学习记忆功能的维持十分重要ꎮ

黑莓也可以显示与蓝莓类似的效应ꎮ 与同龄对照饲料饲
ꎬ

养大鼠比较ꎬ 老龄大鼠在经过两个月的含有 ２％黑莓饲料喂养

训练 Ｆ３４４ 大鼠探寻两个相同的、 放置在一定区域内的物体ꎮ

后ꎬ 在三项反映平衡能力、 协调能力和作业能力的测试中表

在 ３０ 秒或 ６０ 分钟的延迟后ꎬ 大鼠回到特定区域ꎬ 区域内有

现更好ꎬ 而且在 ＭＷＭ 实验中也有更好的短时记忆能力 [３１] ꎮ

在一项蓝莓补充对衰老机体改善效应的机制研究中

[２７]

一个它们探寻过的物体和一个新的物体ꎮ 实验大鼠在记住一

Ｓｈｕｋｉｔｔ￣Ｈａｌｅ [３２] 给老龄 大鼠 饲喂 添加 ２％ 蓝 莓、 蔓 越莓、

个熟悉物体后更倾向于去探索新的物体ꎮ 结果表明ꎬ 在 ６０ 分

黑加仑和博伊森莓 ( ｂｏｙｓｅｎｂｅｒｒｙ) 的饲料 ２ 个月ꎮ 检测到黑

钟延迟测试中ꎬ ２％蓝莓喂养 ４ 个月的老龄大鼠比同龄对照组

加仑组大鼠体内纹状体多巴胺的释放ꎬ 显示其神经信号传导

大鼠在新物体上花更多的时间ꎬ 这种情况与青年大鼠 ( ４ 个

增强ꎻ 而蓝莓 与蔓 越莓 组则 在改 善斜 筛实 验 表 现 ( ｉｎｃｌｉｎｅｄ

月) 的表现类似ꎬ 证 实了 蓝莓 对记 忆力 的改 善效 用ꎮ 此 外ꎬ

ｓｃｒｅｅ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不足方面更有效ꎻ 在肌肉张力和控制、

比起青年大鼠ꎬ 在大脑的所有区域内ꎬ 控制饮食组的老龄大

海马体热休克蛋白 ７０ ( Ｈｓｐ７０) 神经保护作用方面都有所增

鼠核转录因子 κＢ ( ＮＦ￣κＢ) 浓度均显著提高ꎻ 但与青年大鼠

强ꎮ Ｈｓｐ７０ 的变化与斜筛实验表现呈正相关关系ꎬ 这有可能

类似ꎬ 蓝莓喂养老龄大鼠的额叶皮质、 海马体、 纹状体和小

是浆果的另一种作用机制ꎮ

脑中的 ＮＦ￣κＢ 浓度都有一定的衰减ꎮ 另外ꎬ 研究发现老年大

给老龄 大 鼠 喂 饲 含 １０％ 及 ５０％ 调 制 葡 萄 汁 ( ｃｏｎｃｏｒｄ

鼠探索新物体的时间占比与大脑内 ＮＦ￣κＢ 蛋白的平均含量呈显

ｇｒａｐｅ ｊｕｉｃｅ) 两个月ꎮ 发现与安慰剂组大鼠相比ꎬ 饮用 １０％

著负相关关系ꎮ 提示蓝莓补充可通过减轻衰老引起的氧化应激

葡萄汁的 大 鼠 体 内 氧 化 震 颤 素 ( ｏｘｏｔｒｅｍｏｒｉｎｅ) 分 泌 增 加ꎬ

和炎症反应来减少与年龄有关的事物识别记忆损伤ꎮ

由钾离子诱发的纹状体中多巴胺分泌增强ꎬ 在 ＭＷＭ 中有更

Ｍａｌｉｎ 等 [２８] 关于蓝莓功效的研究观察到ꎬ 用含有 ２％蓝莓

好的认知行为能力ꎮ ５０％组 大鼠 则展 示出 更好 的机动 性能ꎬ

的饲料喂养老龄大鼠一个月后ꎬ 可有效改善目标记忆能力衰

特别是 在 转 棒 和 跳 板 行 走 实 验 ( ｔｈｅ ｒｏｄ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ｋｗａｌｋｉｎｇ

退ꎮ 甚至在蓝莓饲料喂养两个月后ꎬ 这种 改善 效应 更持 久ꎬ

ｔａｓｋｓ) 中表现出更好的平衡性ꎬ 在悬线任务 ( ａ ｗｉｒｅｓｕｓｐｅｎ￣

且改换对照饮食喂养 ２ 周或 ４ 周后ꎬ 实验动物的测试行为能

ｓｉｏｎ ｔａｓｋ) 中展现出更强的前肢力量 [３３] ꎮ

力并没有降低ꎮ 反而是只干预 １ 个月的大鼠ꎬ 在改换对照饮

研究者通过给血管性痴呆的模型动物饲喂不同含量的桑

食 ２ 周后即出现行为能力的下降ꎬ 改换对照饮食 ４ 周后ꎬ 干

葚提取物 (２ꎬ １０ꎬ ５０ｍｇ / ｋｇ) 来研究其对记忆缺陷和脑损伤

预组大鼠的测试表现已经基本与同龄对照组大鼠一致ꎮ 另一

的有益效果 及可 能机 制 [３４] ꎮ 结 果显 示ꎬ 用 桑葚 喂 养 的 大 鼠

６５

( 特别是 １０ｍｇ / ｋｇ 剂量组) ꎬ 在其右大脑中动脉闭合前后ꎬ 表

潜在保护作用ꎮ 未来研究的重点是坚果、 浆果摄入量与认知

现出记忆力增强、 氧化应激减弱ꎬ 且海马体中神经元、 胆碱

的流行病学研究以及短、 长期干预的临床试验ꎮ 短期临床研

能神经元及 Ｂｃｌ￣２ 免疫阳性神经元密度上升ꎻ 同时乙酰胆碱酯

究可以侧重于抑郁症、 季节性功能紊乱和注意力缺陷、 多动

酶活性被抑制ꎮ 研究者将桑葚的神经保护作用归因于通过减

症等认知障碍性疾病ꎬ 而长期实验应该更关注于神经退行性

弱氧化应激、 抑制细胞凋亡以及增强胆碱能系统功能ꎮ

疾病和老年脑功能障碍的防治ꎮ 总之ꎬ 越来越多的资料表明ꎬ
日常食用坚果与浆果有益于维持大脑和认知功能ꎮ 进一步的

浆果对神经元与行为改善作用的可能机制包括直接影响
信号传导来增强神经元的沟通、 缓冲钙超载、 促进神经发生、

循证营养学证据及其作用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加以阐明ꎮ

改变神经元的形态、 上调神经保护性热休克蛋白表达、 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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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浆果干预认知的人群研究中ꎬ 每天补充 ６ 或 ９ｍＬ / ｋｇ 蓝

[２] Ｌóｐｅｚ￣ｕｒｉａｒｔｅ Ｐꎬ Ｂｕｌｌｏ Ｍꎬ Ｃａｓａｓ￣ａｇｕｓｔｅｎｃｈ Ｐꎬ ｅｔ

莓汁 １２ 周后ꎬ ９ 位患有轻度认知障碍 (ＭＣＩ) 的老年人认知能

ａｌ. Ｎｕｔｓ ａｎｄ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 Ｊ] . Ｎｕｔｒ Ｒｅｖꎬ

力较安慰剂组有较好的改善ꎬ 主要表现在成对联想学习与词语

２００９ꎬ ６７: ４９７－５０８.

ꎮ 另一项研究给患

[３] Ｃｏｒｔｅ Ｓ Ｂꎬ Ｎúñｅｚ Ｉꎬ ＣｏｆＮ Ｍꎬ ｅｔ ａｌ. Ａｃｕｔ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有早期记忆衰退者日常饮食中加入调制葡萄汁 ( ６ ~ ９ｍＬ / ｋｇ)

ｏｆ ｈｉｇｈ￣ｆａｔ ｍｅａｌｓ ｅｎｒｉｃｈｅｄ ｗｉｔｈ ｗａｌｎｕｔｓ ｏｒ ｏｌｉｖｅ ｏｉｌ ｏｎ ｐｏｓｔｐｒａｎ￣

３ 个月ꎮ 结果显示ꎬ 摄入葡萄汁组在加利福利亚词语学习测验

ｄｉａｌ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ＩＩ (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Ｖｅｒｂ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ｅｓｔ ＩＩ) 中对词组有更好的掌

ｈｙｐｅｒ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ｅｍｉａ [ Ｊ ]. Ｊ Ａｍ Ｃｏｌｌꎬ Ｃａｒｄｉｏｌꎬ ２００６ꎬ ４８:

握能力ꎬ 并 在 空 间 配 对 联 想 测 试 (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ｉｒｅ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

１６６６－１６７１.

回忆能力增强、 抑郁症状减轻这些方面

[３８]

ｔｅｓｔ) 中ꎬ 空间记忆和延迟口语回忆方面的得分呈现提高趋

[４] Ｒｏｓ Ｅꎬ Ｎúñｅｚ Ｉꎬ Ｐéｒｅｚ￣ｈｅｒａｓ Ａꎬ ｅｔ ａｌ. Ａ ｗａｌｎｕｔ

ꎮ 基于上述实验结果ꎬ 以及观察到的受试者炎症减轻ꎬ

ｄｉｅｔ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ｙｐｅｒ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ｅｍｉｃ

势

[３９]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 Ｊ] .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４ꎬ １０９: １６０９－１６１４.

氧化应激水平降低的现象ꎬ 该研究提出了假设: 长期食用适

[５] Ｌóｐｅｚ￣ｕｒｉａｒｔｅ Ｐꎬ Ｎｏｇｕéｓ Ｒꎬ Ｓａｅｚ Ｇ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量浆果或许能预防或者减缓衰老引起的神经退行性变ꎮ
一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实验研究ꎬ 给患有的老年被试

ｏｆ ｎｕｔ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ｎ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者补充蓝莓 １６ 周ꎬ 实验前后ꎬ 受试者在完成工作记忆能力测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 Ｊ ] . Ｃｌｉｎ Ｎｕｔｒꎬ ２０１０ꎬ ２９:

试 (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ｅｍｏｒｙ ｔｅｓｔｓ) 时ꎬ 进行核磁共振成像检查ꎬ 以

３７３－３８０.

评估蓝莓 补 充 对 ＭＣＩ 老 年 人 血 氧 依 赖 水 平 ( ｂｌｏｏｄ ｏｘｙｇｅｎ

[６] Ｂａｓｕ Ａꎬ Ｒｈｏｎｅ Ｍꎬ Ｌｙｏｎｓ Ｔ Ｊ. Ｂｅｒｒｉｅｓ: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ｌｅｖｅｌ￣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ꎬ ＢＯＬＤ) 信号的影响ꎬ 结果显示ꎬ 在进行工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ｈｅａｌｔｈ [ Ｊ]. Ｎｕｔｒ Ｒｅｖꎬ ２０１０ꎬ ６８:

作记忆能力测试时ꎬ 在蓝莓补充组受试者的左前脑回、 左中

１６８－１７７.

脑回和左下顶叶中检测到 ＢＯＬＤ 信号活性的增强

[４０]

[７] ＵＳＤＡ.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ｈｔｔｐ: / /

表明蓝莓

补充可改善 ＭＣＩ 老年人在工作记忆时的神经反应ꎬ 但其工作

ｎｄｂ.ｎａｌ.ｕｓｄａ.ｇｏｖ / ｎｄｂ ( ｃｉｔｅｄ ２２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３) .
[８] Ｗｉｌｌｉｓ Ｌ Ｍꎬ Ｓｈｕｋｉｔｔ￣Ｈａｌｅ Ｂꎬ Ｃｈｅｎｇ Ｖꎬ ｅｔ ａｌ. Ｄｏｓｅ￣

记忆能力并没有明显的改善ꎮ
此外ꎬ 最 近 一 项 来 自 护 士 健 康 研 究 ( Ｎｕｒｓｅ ̓ 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ｗａｌｎｕｔｓ ｏｎ ｍｏｔｏｒ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莓ꎬ 花青素和黄酮类的摄入增加ꎬ 认知衰退的速度减慢ꎮ 研

[ ９] ＵＳＤＡꎻ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ｒｖ￣

究对象为 １６０１０ 名大于 ７０ 岁的女性ꎬ 数据分析显示摄入浆果

ｉｃｅｓ.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２０１０.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可以延缓认知老化多达 ２.５ 年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ｄｉｅｔａｒｙ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ｇｏｖ ( ｃｉｔｅｄ ２４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３) .

Ｓｔｕｄｙ) 的流行病学研究发现

[４１]

ꎬ 随着食用越多的浆果和草

ｉｎ ａｇｅｄ ｒａｔｓ. [ Ｊ] . Ｂｒ Ｊ Ｎｕｔｒꎬ ２００９ꎬ １０１ (８) : １１４０－４.

[ １０] Ｐｏｕｌｏｓｅ Ｓ Ｍꎬ Ｂｉｅｌｉｎｓｋｉ Ｄ Ｆꎬ Ｓｈｕｋｉｔｔ￣Ｈａｌｅ Ｂ. Ｗａｌ￣
综上所述ꎬ 动物研究表明ꎬ 短期或长期的补充坚果、 浆

ｎｕｔ ｄｉｅｔ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ｙｕｂｉｑｕｉｔｉｎａｔｅ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果对认知功能有益ꎮ 有限的人体干预试验结果也提示ꎬ 坚果、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ｂｒａｉｎ ｏｆ ａｇｅｄ ｒａｔｓ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浆果对老年患者在记忆功能、 整体认知与抑郁等方面均具有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ꎬ ２０１３ꎬ ２４ (５) : ９１２.

６６

[１１] Ｃａｒｅｙ Ａ Ｎꎬ Ｐｏｕｌｏｓｅ Ｓ Ｍꎬ Ｓｈｕｋｉｔｔ￣Ｈａｌｅ Ｂ. Ｔｈｅ

[２１] Ｈａｓｈｉｍｏｔｏ Ｋꎬ Ｉｗａｔａ Ｙꎬ Ｎａｋａｍｕｒａ Ｋꎬ ｅｔ ａｌ. Ｒｅ￣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ｒｅｅ ｎｕ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ｇｉｎｇ ｂｒａｉｎ [ Ｊ] . Ｎｕｔｒｉ￣

ｄｕｃｅｄ ｓｅｒｕｍ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ｂｒａｉｎ￣ｄｅｒｉｖｅｄ ｎｅｕｒｏｔｒｏｐｈ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 ａｄｕｌｔ

ｔｉｏｎ ＆ Ａｇｉｎｇꎬ ２０１２ (１) : ５５－６７.

ｍａｌ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ｕｔｉｓｍ [ Ｊ].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ｎｅｕｒｏｐｓｙｃｈｏｐｈａｒ￣

[１２] 张泽生ꎬ 王霄然ꎬ 王田心ꎬ 等. 核桃内种皮提取物

ｍａｃｏｌｏｇｙ ＆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ꎬ ２００６ꎬ ３０ (８): １５２９.

对小鼠脑损伤的改善作用 [ Ｊ] . 食品研究与开发ꎬ ２０１７ꎬ ３８

[２２] Ｈｕａｎｇ Ｔ 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ｎｔｉｐｓｙｃｈｏｔｉｃ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ＤＮＦ

(１１) : １９０－１９４.

ｉｎ ｓｃｈｉｚｏｐｈｒｅｎｉａ [ Ｊ ] .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ꎬ ２０１３ꎬ

[１３] Ｋｕｌｋａｒｎｉ Ｋ Ｓꎬ Ｋａｓｔｕｒｅ Ｓ Ｂꎬ Ｍｅｎｇｉ Ｓ Ａ.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２０ (３) : ３４５－５０.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ｒｕｎｕｓ ａｍｙｇｄａｌｕｓ ( ａｌｍｏｎｄ) ｎｕｔｓ ｉｎ ｓｃｏｐｏｌａｍｉｎｅ￣ｉｎ￣

[２３] Ｎｏｏｙｅｎｓ Ａ Ｃꎬ Ｂｕｅｎｏｄｅｍｅｓｑｕｉｔａ Ｈ Ｂꎬ ｖａｎ Ｂｏｘ￣

ｄｕｃｅｄ ａｍｎｅｓｉａ ｉｎ ｒａｔｓ [ Ｊ ]. Ｉｎｄｉａｎ Ｊ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２０１０ꎬ ４２

ｔｅｌ Ｍ Ｐꎬ ｅｔ ａｌ. Ｆｒｕｉｔ 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ｉｎｔａｋｅ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ｄｅ￣

(３): １６８－１７３.

ｃｌｉｎｅ 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ｄ ｍｅｎ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 ｔｈｅ Ｄｏｅｔｉｎｃｈｅｍ Ｃｏ￣

[１４] Ｃｈａｕｈａｎ Ｎꎬ Ｗａｎｇ Ｋ Ｃꎬ Ｗｅｇｉｅｌ Ｊꎬ ｅｔ ａｌ. Ｗａｌｎｕｔ

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 [ Ｊ] . Ｂｒ Ｊ Ｎｕｔｒꎬ ２０１１ꎬ １０６ (５) : ７５２－７６１.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ｉｎｈｉｂｉｔｓ ｔｈｅ ｆｉｂｒｉｌ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ｙｌｏｉｄ ｂｅｔａ￣ｐｒｏｔｅｉｎꎬ ａｎｄ

[２４] Ｊｏｓｅｐｈ Ｊ Ａꎬ Ｓｈｕｋｉｔｔ￣Ｈａｌｅ Ｂꎬ Ｄｅｎｉｓｏｖａ Ｎ Ａꎬ ｅｔ

ａｌｓｏ ｄｅｆｉｂｒｉｌｌｉｚｅｓ ｉｔｓ ｐｒｅｆｏｒｍｅｄ ｆｉｂｒｉｌｓ. [ Ｊ] .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

ａｌ. Ｒｅｖｅｒｓａｌｓ ｏｆ ａｇ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ｄｅｃｌｉｎｅｓ ｉｎ ｎｅｕｒｏｎａｌ ｓｉｇ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２００４ꎬ １ (３) :.

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ꎬ ａｎｄ ｍｏｔｏｒ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ｄｅｆｉｃｉｔｓ ｗｉｔｈ ｂｌｕｅ￣

[１５] Ｍｕｔｈａｉｙａｈ Ｂꎬ Ｅｓｓａ Ｍ Ｍꎬ Ｃｈａｕｈａｎ Ｖꎬ ｅｔ ａｌ. Ｐｒｏ￣

ｂｅｒｒｙꎬ ｓｐｉｎａｃｈꎬ ｏｒ ｓｔｒａｗｂｅｒｒｙ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 Ｊ] .

ｔｅ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Ｗａｌｎｕ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Ａｍｙｌｏｉｄ Ｂｅｔａ Ｐｅｐ￣

Ｊ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ꎬ １９９９ꎬ １９: ８１１４－８１２１.

ｔｉｄｅ￣Ｉｎｄｕｃｅｄ Ｃｅｌｌ Ｄｅａｔｈ ａｎｄ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ＰＣ１２ Ｃｅｌｌｓ

[２５] Ｙｏｕｄｉｍ Ｋ Ａꎬ Ｓｈｕｋｉｔｔ￣Ｈａｌｅ Ｂꎬ Ｍａｒｔｉｎ Ａꎬ ｅｔ ａｌ.

[Ｊ]. Ｎｅｕ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２０１１ꎬ ３６ (１１): ２０９６－２１０３.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ｌｕｅｂｅｒｒｙ 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ｉｃｓ:

[１６] Ｃａｒｅｙ Ａ Ｎꎬ Ｆｉｓｈｅｒ Ｄ Ｒꎬ Ｊｏｓｅｐｈ Ｊ Ａ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ａｇｉｎｇ ｂｒａｉ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ｔｉｓｓｕ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Ｊ]. Ｎｕｔｒ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ꎬ ２０００ꎬ ３: ３８３－３９７.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ｗａｌｎｕ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ａｎ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ｄｅｌｅｔｅｒｉｏｕ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ｉ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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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链脂肪酸在菌群 －肠 －脑通讯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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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ｏｇｙ ＆ Ｈｅｐａｔ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９ꎬ １６ (８) : ４６１ －４７８

短链脂肪酸 ( ＳＣＦＡ) 是膳食纤维经胃肠道细菌发酵产生

样肽 １ 和肽 ＹＹ ( ＰＹＹ) ꎬ 经全身循环或迷走神经途径间接促

的主要代谢产物ꎬ 主要包括乙酸、 丙酸和丁酸等ꎮ ＳＣＦＡ 可

进向大脑传递信号ꎮ 这些肠道激素可以反过来影响学习、 记

通过免疫、 内分泌、 神经和体液途径在菌群－肠－脑互作中发

忆和情绪ꎮ

挥重要作用 ( 图 １) ꎮ

３. 神经途径ꎮ ＳＣＦＡ 可以通过游离脂肪酸受体直接激活

１. 免疫途径ꎮ ＳＣＦＡ 通过激活游离脂肪酸受体或抑制组

迷走神经传入ꎬ 从而向大脑发出信号ꎮ

蛋白脱乙酰酶ꎬ 在局部与肠上皮细胞和免疫细胞 ( 例如单核

４. 体液途径ꎮ ＳＣＦＡ 可通过位于内皮细胞上的单羧酸转

细胞和嗜中性粒细胞) 相互作用ꎬ 其进程可以影响肠粘膜免

运蛋白穿过血脑屏障ꎬ 并通过抑制炎症反应相关通路影响血

疫和屏障功能ꎮ ＳＣＦＡ 通过上调紧密连接蛋白表达和增加跨

脑屏障完整性ꎮ ＳＣＦＡ 还通过组蛋白乙酰化作用调节中枢神

上皮电阻ꎬ 增强 屏障完 整性ꎮ ＳＣＦＡｓ 通 过调 节白 介素 的 分

经营养因子水平ꎬ 促进血清素的生物合成ꎮ

泌影响全身炎症ꎮ ＳＣＦＡｓ 通过 影响 小胶 质细 胞的 形态 和功

ＳＣＦＡ 在菌群－肠－脑轴中未来研究方向包括检测益生菌、

能影响神经炎症ꎬ 从而潜在影响情绪、 认知和精神障碍的病

益生元和饮食干预研究中 ＳＣＦＡ 的含量ꎬ 确定 ＳＣＦＡ 干预对

理生理ꎮ

人群心理的影响程度和探究其它相关菌群－肠－脑互作途径的

２. 内分泌途径ꎮ ＳＣＦＡ 与其在结肠细胞上的受体的相互

变化是否由 ＳＣＦＡ 产生的变化所驱动ꎮ
(王

作用ꎬ 通过诱导肠内分泌 Ｌ 细胞分泌肠道激素如胰高血糖素

６９

锋

摘译)

花青素通过 ＬＰＳ 处理的成年小鼠中的 ＪＮＫ /
Ａｋｔ / ＧＳＫ３β 信号改善海马依赖性记忆功能并
预防神经变性
Ａｎｔｈｏｃｙａｎｉｎ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ｕｓ￣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Ｍｅｍｏｒ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Ｎｅｕｒｏ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ｖｉａ ＪＮＫ /
Ａｋｔ / ＧＳＫ３β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ｉｎ ＬＰＳ￣Ｔｒｅａｔｅｄ Ａｄｕｌｔ Ｍｉｃｅ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Ｓｏｈａｉｌ Ｋｈａｎ１

Ｔａｈｉｒ Ａｌｉ１

Ｍｉｎ Ｗｏｏ Ｋｉｍ１

Ｍｙｅｕｎｇ Ｈｏｏｎ Ｊｏ１

Ｊｏｎｇ Ｉｌ Ｃｈｕｎｇ２

Ｍｙｅｏｎｇ Ｏｋ Ｋｉｍ１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Ｎｅｕ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ｉ.ｏｒｇ / １０.１００７ / ｓ１２０３５ －０１８ －１１０１ －１

摘要: 小胶质细胞在大脑中发挥着关键作用ꎬ 可保护神

神经炎症ꎬ 并通过降低 Ｂａｘꎬ 细胞色素 ｃꎬ 裂解的细胞凋亡蛋

经细胞免受毒素侵害ꎮ 然而ꎬ 小胶质细胞的过度活化会导致

白酶 ３ 和裂解的 ＰＡＲＰ￣１ 的表达ꎬ 同时提高存活蛋白 ｐ￣Ａｋｔꎬ

有害作用ꎮ 据报道ꎬ 脂多糖 ( Ｌｉｐｏ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ꎬ ＬＰＳ) 可

ｐ￣ＧＳＫ３β 和抗凋亡 Ｂｃｌ￣２ 蛋白的水平ꎬ 从而减少神经细胞凋

通过激活小胶质细胞以及直接引发神经炎症来影响神经元细

亡 / 死亡ꎮ 花青素治疗提高了记忆相关的突触前和突触后的蛋

胞ꎮ 在本研究中ꎬ 我们在动物模型和细胞培养中评估了花青

白水平ꎬ 并改善了 ＬＰＳ 处理的小鼠的海马依赖性记忆ꎮ 总体

素的抗炎及抗氧化作用抵抗 ＬＰＳ 诱导的神经毒性的功效ꎮ 腹

而言ꎬ 该研究结果表明ꎬ 天然来源的抗氧化剂如花青素的使

膜内注射 ＬＰＳ (２５０μｇ / ｋｇ / 天ꎬ 持续 １ 周) 诱导 ＲＯＳ 产生并

用改善了 ＬＰＳ 处理的动物模型中的部分病理改变ꎬ 并且我们

促进神经炎症和神经变性ꎬ 最终导致记忆障碍ꎮ 然而ꎬ 以花

相信花青素将会成为一种安全的治疗剂ꎬ 用于减缓大脑中炎

青素 (２４ｍｇ / ｋｇ / 天) 对实验动物治疗 ２ 周 ( ＬＰＳ 共同处理

症诱导的神经变性ꎬ 并且可治疗相关的神经性疾病ꎬ 如阿尔

前 １ 周和 ＬＰＳ 共同处理的 １ 周) 可阻止 ＲＯＳ 产生、 抑制神

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病ꎮ
关键词: 关键词: 花青素ꎻ 脂多糖 ( ＬＰＳ) ꎻ 氧化应激ꎻ

经炎症和神经变性并且改善 ＬＰＳ 处理小鼠的记忆功能ꎮ 组织
学和免疫印迹分析均表明花青素逆转了 ＪＮＫ 的活化ꎬ 其通过

神经炎症ꎻ 神经退行性变ꎻ 记忆障碍

降低炎症标志物 ( ｐ￣ＮＦ￣ｋＢꎬ ＴＮＦ￣α 和 ＩＬ￣１β) 的水平来阻止

(张

７０

晗

摘译)

蓝莓干预对认知表现和情绪的影响———基于
随机对照试验的系统综述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Ｂｌｕｅｂｅｒｒｙ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ｏｏｄ: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ｓ
Ｎｉｋｏｌａｊ Ｔｒａｖｉｃａ

Ｎａｔｈａｎ Ｍ Ｄ̓Ｃｕｎｈａ

Ｅｋａｖｉ Ｎ Ｇｅｏｒｇｏｕｓｏｐｏｕｌｏｕ

Ｎｅｎａｄ Ｎａｕｍｏｖｓｋｉ

Ｏｌｉｖｉａ Ｍ. Ｄｅａｎ

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Ｋｅｎｔ

Ａｍｙ Ｌｏｕｇｈｍａｎ

Ｄｕａｎｅ Ｄ Ｍｅｌｌｏｒ

Ｆｅｌｉｃｅ Ｊａｃｋａ

Ｊｏｓｅｐｈ Ｆｉｒｔｈ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Ｍａｒｘ

Ｂｒａｉｎꎬ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ꎬ ａｎｄ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２０１９ꎬ ｄｏｉ: ｈｔｔｐ: / / ｄｏｉ.ｏｒｇ / 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ｂｂｉ.２０１９.０４.００１

摘要: 蓝莓富含多酚ꎬ 对改善认知能力和调节情绪都有

现了情绪显著改善的积极影响ꎻ 而另外四项研究报告蓝莓干

好处ꎮ 本系统综述基于随机对照试验ꎬ 评估蓝莓和蓝莓产品

预对情绪没有改善ꎮ 被纳入的所有研究均是低偏倚风险ꎮ 基

对认知和情绪的影响ꎮ １１ 篇文章 ( 包括 １２ 项研究) 被纳入

于目前的证据ꎬ 蓝莓干预超过六个月可提高一些认知能力指

本研究ꎬ 有 ９ 项研究使用冻干蓝莓做干预物、 ２ 项研究使用全

标ꎮ 然而ꎬ 鉴于研究设计、 剂量 和花 青素 含量 的巨大 差异ꎬ

蓝莓、 １ 项研究使用蓝莓浓缩物进行干预研究ꎮ 这些研究分别

阻碍了研究间的比较ꎮ 在未来的试验中ꎬ 推荐使用标准化的

在儿童 ( ｎ ＝ ５) 、 年轻 人 ( ｎ ＝ １) 和没 有认知 障碍 ( ｎ ＝ ４)

蓝莓干预措施ꎬ 考虑安慰剂配方ꎬ 使用一致的认知表现工具

或有认知障碍 ( ｎ ＝ ２) 的老年人群中进行ꎮ 八项研究报告了

进行研究ꎮ
关键 词: 蓝 莓ꎻ 花 青 素ꎻ 黄 酮 类ꎻ 多 酚ꎻ 认 知ꎻ 情 绪ꎻ

通过食用或补充不同剂量的蓝莓及不同干预时间对认知改善
的能力ꎬ 特别是对短、 长期记忆和空间记忆的改善作用ꎮ 在

营养食品ꎻ 干预ꎻ 人体
( 胡友春

情绪方面ꎬ 一项研究报告显示ꎬ 在两组间干预ꎬ 蓝莓产品展

７１

摘译)

植物乳杆菌 Ｃ２９ 发酵大豆 ＤＷ２００９ 对于改善
ＭＣＩ 患者认知能力的有效性与安全性: 一项
１２ 周、 多中心双盲随机对照临床实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 Ｃ２９￣Ｆｅｒｍｅｎｔｅｄ Ｓｏｙｂｅａｎ ( ＤＷ２００９) ｉ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Ｍｉｌ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 Ａ １２￣Ｗｅｅｋꎬ 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ꎬ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ꎬ Ｄｏｕｂｌｅ￣Ｂｌｉｎｄꎬ Ｐｌａｃｅｂ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ｒｉａｌ
Ｈｗａｎｇ ＹＨ

Ｐａｒｋ Ｓ

Ｐａｉｋ ＪＷ

ｅｔ ａ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２０１９ꎻ １１ (２) : ３０５ －３１９

摘要: 使用膳食补充剂对轻度认知障碍 ( ＭＣＩ) 患者进

分显著提高 ( ( ｚ ＝ ２.３６ꎬ ｐ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 ０.０２) ꎬ 尤其是有

行早期干预ꎬ 可有效地缓解患者认知能力损伤ꎮ 这项研究探

关注意力方面 ( ｚ ＝ ２.３４ꎬ ｐ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 ０.０２) ꎮ 还观察到

讨了植物乳杆菌 Ｃ２９ ( 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 Ｃ２９) 发酵大

实验组口服 ＤＷ２００９ 大豆后认知能力改善与血清 ＢＤＮＦ 水平

豆 ( ＤＷ２００９) 能否作为提高 ＭＣＩ 患者认知能力的营养补充

升高有关 ( ｔ ＝ ２. ８３ꎬ ｐ ＝ ０. ００７) ꎮ 该 临 床 实 验 的 结 果 表 明ꎬ

剂及 其 安 全 性ꎮ 一 百 个 ＭＣＩ 患 者 随 机 分 为 实 验 组 ( 口 服

ＤＷ２００９ 大豆可以安全有效地增强 ＭＣＩ 患者的认知能力ꎬ 口

ＤＷ２００９ 大豆ꎬ ８００ 毫克 / 天ꎬ ｎ ＝ ５０) 和对照组 ( 口服安慰

服 ＤＷ２００９ 大豆后ꎬ 血清 ＢＤＮＦ 水平升高可能是认知能力改

剂ꎬ ８００ 毫克 / 天ꎬ ｎ ＝ ５０) ꎬ 实验持续 １２ 周ꎮ 实验主要指标

善的潜在机制ꎬ 这也表明肠脑轴在改善 ＭＣＩ 患者认知缺陷中

是通过计算机神经认知功能测试ꎬ 检测两组患者记忆力和注

的重要性ꎮ
关键词: 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ꎻ Ｍｉｌ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

意力相关的认知功能的综合评分的变化ꎬ 并评估两组血清脑
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 ＢＤＮＦ) 水平变化与其认知能力改变的

ｍｅｎｔꎻ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ｒｉａｌ
(徐

关联性ꎮ 结果显示ꎬ 与对照组相比ꎬ 实验组综合认知功能评

７２

彤

摘译)

长双歧杆菌通过改善肠道菌群失调减轻 ５ ×ＦＡＤ
转基因小鼠和老龄小鼠的认知功能衰退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Ｇｕｔ Ｄｙｓｂｉｏｓｉｓ ｂｙ Ｂｉｆｉｄ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Ｌｏｎｇｕｍ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ｓ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ｉｎ ５ ×ＦＡＤ 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ｉｃ
ａｎｄ Ａｇｅｄ Ｍｉｃｅ
Ｈａｅ￣Ｊｉ Ｌｅｅ

Ｋｙｕｎｇ￣Ｅｏｎ Ｌｅｅ

Ｊｅｏｎ￣Ｋｙｕｎｇ Ｋｉｍ ＆ Ｄｏｎｇ￣Ｈｙｕｎ Ｋｉｍ.

Ｓｃｉ Ｒｅｐ. Ａｕｇ １４ ２０１９ꎻ ９ (１) : １１８１４.

摘要: 为了了解肠道细菌如何通过微生物－肠－脑轴途径

中ꎬ 紧密连接蛋白表达增强ꎮ 抗炎长双歧杆菌 ＮＫ４６ 干预还

改善阿尔茨海默病相关的认知功能损伤ꎬ 本研究从人肠道微

减轻了 ５×ＦＡＤ￣Ｔｇ 小鼠和老龄小鼠的认知下降ꎮ 进一步研究

生物中分离出抗炎长双歧杆菌 ( 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Ｂｉｆｉｄｏｂａｃ￣

发现ꎬ 抗炎双歧杆菌 ＮＫ４６ 干预抑制了 ５ ×ＦＡＤ￣Ｔｇ 小鼠海马

ｔｅｒｉｕｍ ｌｏｎｇｕｍꎬ ＮＫ４６) ꎬ 这种菌可以有效抑制肠道内毒素的

中 β 淀粉样蛋白、 β / γ￣分泌酶和细胞凋亡蛋白酶￣３ 的表达以

产生以及 ＮＦ￣κＢ 在脂多糖 ( ＬＰＳ) 刺激的 ＢＶ￣２ 细胞中激活ꎮ

及 β 淀粉样蛋白积聚ꎬ 同时降低了 ５ ×ＦＡＤ￣Ｔｇ 小鼠和老龄小

为了研究抗炎长双歧杆菌 ＮＫ４６ 是否具有同时改善雄性 ５×ＦＡＤ

鼠 Ｉｂａ１ 、 ＬＰＳ / ＣＤ１１ｂ 和 ｃａｓｐａｓｅ￣３ / ＮｅｕＮ 细 胞 群 数 量ꎬ

转基因小鼠 ( ５ ×ＦＡＤ￣Ｔｇꎬ ６ 月 龄) 和 老 龄 小 鼠 ( １８ 月 龄)

抑制了这两种小鼠海马中 ＮＦ￣κＢ 通路的激活ꎬ 而促使脑源性

肠道菌群失调和认知功能下降的作用ꎮ 本研究用抗炎长双歧

神经营养因子 ( ＢＤＮＦ) 表达增加ꎮ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抗炎

杆菌 ＮＫ４６ 对两种小鼠进行干预 (１×１０ ＣＦＵ / 鼠 / 天ꎬ 老龄小

双歧杆菌 ＮＫ４６ 可以通过调节微生物群 ＬＰＳ￣介导的 ＮＦ￣κＢ 通

鼠 １ 个月ꎬ ５×ＦＡＤ￣Ｔｇ 小鼠 ２ 个月)ꎬ 结果发现ꎬ ５×ＦＡＤ￣Ｔｇ 小

路的激活来改善肠道菌群失调并抑制的 ＬＰＳ 产生ꎬ 从而减轻

鼠和老龄小鼠的肠道菌群组成都发生了改变ꎬ 特别是变形杆菌

认知功能衰退ꎮ

＋

９

相对丰度显著降低ꎬ 粪便和血液中 ＬＰＳ 浓度下降ꎬ ＮＦ￣κＢ 通

＋

＋

＋

＋

关键词: Ｇｕｔ ｄｙｓｂｉｏｓｉｓꎻ Ｂｉｆｉｄ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ꎻ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徐

路的激活和 ＴＮＦ￣α 的表达均降低ꎬ 并且在这两种小鼠的结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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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物介绍: « 营养与脑健康»
近年营养学、 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的研究互相渗透ꎬ 交融

论从三个方面论述营养与脑健康的关系: 能量与宏量营养素ꎬ

发展ꎬ 形成了一个非常活跃的交叉领域ꎬ 并产生了许多令人

微量营养素ꎬ 食物及其成分ꎮ 这一部分共包含 ２４ 章ꎬ 涉及脑

瞩目的研究进展ꎮ 程义 勇、 钱 令嘉、 蒋与 刚等 十余 位编 者ꎬ

发育、 认知功能、 应激反应、 情绪和行为ꎬ 抑郁症防治、 神

汇总了国内外这一领域的新成果ꎬ 在国内首次编写出版 « 营

经退行性疾病预防等多个研究领域的内容ꎮ 由于近年科学界

养与脑健康» 一书ꎬ 以期能够助推我国有关专业人员更多关

对膳食中的非营养成分与脑健康的关系具有很高的关注度ꎬ

注、 参与和促进这一领域的发展ꎮ

分论用较多篇幅介绍了茶多酚、 咖啡因、 类黄酮、 酒精、 蓝

这本专著分为总论和分论两个部分ꎮ 总论共有九章ꎬ 前

莓及肌酸等食物及其成分对脑健康的影响ꎮ

两章介绍脑的发育、 结构及其营养基础等知识ꎻ 接着的三章

本书基于国内外近年在营养与神经心理交叉领域的科学

从脑化学、 应激、 炎症、 情绪等方面论述营养素与脑健康的

研究成果ꎬ 内 容 全 面ꎬ 论 据 充 分ꎬ 适 合 营 养 学、 神 经 科 学、

内在联系ꎻ 为了满足有关专业人员开展研究的需要ꎬ 总论的

心理学以及有关专业人员阅读参考ꎮ

后四章专题介绍营养与神经科学交叉领域的研究方法学ꎮ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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