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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酸是大多数膳食脂肪功能团ꎮ 天然膳食脂肪酸可分

是鲍鱼等某些海产品及瘦肉和肉制品等的主要 ＬＣ ｎ－３ 多不饱

为饱和脂肪酸、 单不饱和脂肪酸 ( ＭＵＦＡ) 和多不饱和脂肪

和脂肪酸ꎮ 另 外 一 些 不 常 见 的 脂 肪 酸ꎬ 例 如: 硬 脂 四 烯 酸

酸 ( ＰＵＦＡ) ꎮ 动物脂肪是饱和脂肪酸的主要来源ꎬ 还有椰子

(１８ ∶ ４ｎ－３ꎬ ＳＤＡ) 存在茶藨子浆果和紫草科植物中ꎬ 共轭

油和某些热带植物油ꎬ 如棕榈油ꎮ 油酸 ( Ｃ１８ ∶ １) 是饮食中

亚油酸 ( ＣＬＡ) 存在于反刍动物可食组织及乳中、 共轭亚麻

最丰富的单不饱和脂肪酸ꎬ 橄榄油和我国茶籽油是 Ｃ１８ ∶ １ 主

酸 ( ＣＬＮＡ) 主 要 存 在 吊 瓜 子 和 石 榴 籽 中ꎬ 西 门 木 炔 酸

要的来源ꎮ

( Ｘｉｍｅｎｙｎｉｃ ａｃｉｄꎬ ＸＡ) 主要存在于檀香籽油中等等ꎮ

多不饱和脂 肪 酸 有 四 个 家 族ꎬ 即 ｎ － ７、 ｎ － ９、 ｎ － ６ 和

脂肪酸参与了人体所有生理功能ꎬ 膳食脂肪酸的摄入与

ｎ－３ꎬ 来源于四种母体脂肪酸棕榈烯酸 ( Ｃ１６ ∶ １ｎ－７) 、 油酸

人体健康密切相关ꎮ 例如: 现有证据表明ꎬ 用单不饱和脂肪

( Ｃ１８ ∶ １ｎ － ９) 、 亚 油 酸 ( Ｃ１８ ∶ ２ｎ － ６ꎬ ＬＡ) 和 a－ 亚 麻 酸

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替代饱和脂肪酸可显著降低血清 ＴＣ 和

( Ｃ１８ ∶ ３ｎ－３ꎬ ＡＬＡ) ꎮ Ｃ１８ ∶ ２ｎ－６ 和 Ｃ１８ ∶ ３ｎ－３ 是人体必

ＬＤＬ－Ｃꎬ 从而显著降低心血管疾病 ( ＣＶＤ) 事件的风险ꎮ 增

需的脂肪酸ꎮ Ｃ１８ ∶ ２ｎ－６ 是人类食物链中的最主要的多不饱

加膳食中 ｎ－３ 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入对心血管系统疾病、 血

和脂肪酸ꎬ 常见于植物 / 植物籽油中ꎮ Ｃ１８ ∶ ３ｎ－３ 的含量低于

压、 血清甘油三脂、 ２ 型糖尿病、 乳腺癌、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

Ｃ１８ ∶ ２ｎ－６ꎬ 是植物性食品中的主要 ｎ －３ 多不饱和脂肪酸ꎬ

征、 非酒精性脂肪肝、 慢性肾脏病、 认知功能和抑郁症状均

通常存在于一些植物 / 植物油中ꎬ 如亚麻籽、 紫苏、 奇亚籽、

有有益影响ꎮ

菜籽油、 大豆和核桃油ꎮ Ｃ１８ ∶ ３ｎ －３ 和 Ｃ１８ ∶ ２ｎ －６ 可在人

受达能营养中心科学委员会之邀ꎬ 我负责组织本期 « 营

体内转化为 Ｃ２０ 和 Ｃ２２ 长链 ( ＬＣ) 多不饱和脂肪酸ꎮ

养健康新观察» ꎬ 本期的主题是 “ 脂肪酸与健康” ꎬ 我邀请了

二十碳五烯酸 ( Ｃ２０ ∶ ５ｎ－３ꎬ ＥＰＡ) 是大多数鱼类和海

国内研究脂肪酸和健康的相关青年学者ꎬ 接受邀请的 １３ 位青

产品油中主要的 ＬＣ ｎ －３ 多不饱和脂肪酸ꎬ 二十二碳六烯酸

年学者给大家汇报一下他们的研究工作ꎮ 谢谢各位作者的大

( Ｃ２２ ∶ ６ｎ－３ꎬ ＤＨＡ) 是金枪鱼和金枪鱼油中最丰富的 ＬＣ ｎ－３

力支持!

多不饱和脂肪酸ꎬ 而二十二碳五烯酸 ( Ｃ２２ ∶ ５ｎ － ３ꎬ ＤＰＡ)

３

亚太临床营养学会前任主席
亚太素食联盟前任主席
中国科协基础营养学首席科学传播专家
中国保健食品安全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营养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营养学会食物与烹饪营养分会主任委员
中国健康管理协会膳食营养健康分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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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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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和 «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 Ｍｅｔａｂｏ￣
ｌｉｓｍ» 等 ９ 份国际和 « 中国糖尿病杂志» 、

« 浙江大学学报

( 农业与生命科学版) » 等 ５ 份国内学术期刊编委ꎮ
共发表论文 ６００ 余篇 ( ＳＣＩ 收录文章 ２９０ 余篇ꎬ 其中第

李铎教授简介
英国皇家化学学会会士 ( Ｆｅｌｌｏ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一和通讯作者 ＳＣＩ 文章 ２３０ 余篇) ꎬ 著作 １５ 部 / 章ꎬ 发明专利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５ 项ꎮ 连续六年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营养学博士 ( 澳大利亚 ＲＭＩＴ 大学)

入选为中国高被引学者ꎮ 入选 ２０２０ 年全球顶尖 ２％科学家、

青岛大学营养与健康研究院首席教授、 常务副 院长、

２０２１ 年全球顶尖科学家ꎮ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脂质和脂肪酸营养学ꎬ 研究内容包括通

浙江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系荣休教授

过营养流行病学、 人体临床试验、 体外实验、 动物模型研究

澳大利亚莫纳什 ( Ｍｏｎａｓ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营养、 膳食与

脂质和脂肪酸的功能 ( 抗炎、 抗糖尿病、 抗高血压、 抗肿瘤、

食品系兼职教授

降血脂、 降血糖等) 以及安全评价ꎻ 研究脂质和脂肪酸与非

ＷＨＯ 营养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 ＷＨＯ Ｅｘｐｅｒｔ Ａｄｖｉ￣

传染性流行病相关基因之间的相互作用ꎻ 功能性提取、 分离、

ｓｏｒｙ Ｐａｎｅｌ ｏｎ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鉴定及快速检测技术ꎻ 结构脂质和脂肪酸的开发ꎮ

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 ( ＦＡＯ / ＷＨＯ) 营养

办公电话: ０５３２－８２９９１０１８

专家组专家

电子邮箱: ｄｕｏｌｉ＠ｑｄｕ.ｅｄｕ.ｃｎꎬ ｄｕｏｌｉ＠ｚｊｕ.ｅｄｕ.ｃｎ

亚太营养遗传学与营养基因组学学会现任主席

办公地点: 青岛大学医学院 Ａ 座 ３０５－２ 室

４

２０１７ 年 “ 达能营养中心膳食营养研究
与宣教基金” 介绍 (１)
Ｏｎ￣ｇｏ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 Ｄａｎｏｎ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Ｃｈｉｎａ Ｄｉｅｔ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Ｇｒａｎｔ” ｉｎ ２０１７ (１)

家庭因素对 ３ － ５ 岁儿童膳食结构及饮食行为影响的研究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３ －５ Ｙｅａｒｓ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ｓ Ｄｉｅ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Ｅａ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申请人姓名: 何宇纳

行为的来自于家庭的主要影响因素ꎬ 为改善低龄儿童不良饮

申请人工作单位: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

食行为习惯提供科学依据和数据基础ꎮ
利用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数据ꎬ

资助金额: １８ 万

选取包含 ３－５ 岁儿童及其父母的膳食调查户ꎬ 利用膳食调查
我国儿童超重肥胖率逐年增高ꎬ 高能量食物以及含糖饮

和体格测量数据ꎬ 分析儿童及其父母的食物消费和体质状况

料的摄入增加、 不良的饮食行为均能够导致儿童超重和肥胖ꎮ

的关系ꎬ 探索不同地区、 经济水平、 文化程度的父母的食物

儿童时期是饮食行为建立的关键时期ꎬ 并影响到成年后的饮

消费和体质状况对儿童饮食和健康的影响ꎮ 选择南北方城乡

食行为ꎬ 不良的饮食行为应该在儿童早期进行改正并帮助儿

地区共 ４ 个调查点ꎬ 每个调查点选取 ３－５ 岁儿童 ６０ 名ꎬ 与其

童建立良好的饮食行为ꎮ 家庭环境对于儿童饮食行为的发展

父母 ( 养育人) 配对完成儿童饮食行为及相关影响因素的问

起到关键的作用ꎬ 理解父母 ( 养育人) 对儿童饮食行为的影

卷调查和体格测量ꎮ 应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儿童饮食行为的家

响ꎬ 对开展针对父母 ( 养育人) 的干预有重要意义ꎮ 构建对

庭影响因素进行分析ꎬ 同时分析儿童饮食行为对体质状况的

儿童饮食行为习惯家庭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ꎬ 是研究父

影响ꎬ 发现儿童饮食行为的主要和潜在家庭影响因素ꎮ

母 ( 养育人) 对儿童饮食行为影响的适宜方法ꎮ 目前ꎬ 国外

获得 ３－５ 岁儿童饮食行为的特点及其对体质状况的相关

只有关于儿童饮食摄入状况结构方程模型的相关研究ꎬ 且尚

性ꎻ 发现家庭环境因素与儿童饮食行为的影响ꎬ 构建儿童饮

未发现国内开展相关研究ꎮ

食行为的家庭影响因素关系结构框架ꎬ 为科学指导建立 ３－５

描述我国 ３－５ 岁儿童饮食结构特点ꎬ 分析影响儿童饮食

岁儿童良好饮食行为提供重要的依据和数据基础ꎮ

５

学龄期儿童主要监护人膳食素养对儿童健康和饮食
行为的影响及其干预研究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ｏｆ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Ｃａｒｅｇｉｖｅｒ ｏ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ｇ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Ｅａ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本研究在编制儿童主要监护人 « 膳食素养问卷» 的基础

申请人姓名: 苏普玉
申请人工作单位: 安徽医科大学

上ꎬ 分别选取城市和农村 ３ ~ ６ 年级学龄期儿童各 ６００ 名ꎬ 调

资助金额: １８ 万

查、 测量、 检测学龄期儿童的健康状况、 营养性疾病、 青春

２０１４ 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报告显示ꎬ 我国 ７ ~ １８

期发育、 饮食行为问题等ꎬ 同时利用编制的 « 膳食素养问卷»

岁学生超重、 肥胖的检出率达到 １２.１％、 ７.３％ꎬ 其中 ２０１０－

调查儿童主要监护人膳食素养ꎬ 家庭成员饮食行为等ꎬ 分析

２０１４ 年间肥胖检出率年均增长值达到 １９８５ －２０１４ 年间各阶

儿童主要监护人膳食素养对儿童健康和饮食行为的影响ꎮ 在

段肥胖检出率年均增长值的最大值ꎻ 另一方面ꎬ 我国儿童营

横断面调查的基础上ꎬ 制定学龄期儿童主要监护人膳食素养

养不良性疾病 ( 生长迟缓、 消瘦、 低体重、 营养素缺乏性疾

干预方案ꎬ 对儿童主要监护人进行为期 ４ 个月的膳食素养干

病等) 也同时广泛存在ꎮ 这与我国儿童膳食结构不合理、 饮

预ꎬ 评价不同干预策略对监护人膳食素养以及对儿童健康和

食行为不良密切相关ꎮ 儿童的膳食营养与饮食行为与家庭共

饮食行为的影响ꎮ 本研究将制定我国儿童监护人 « 膳食素养

餐成员尤其是提供膳食的主要监护人膳食素养密不可分ꎮ 当

问卷» ꎬ 明确儿童主要监护人膳食素养与儿童健康和饮食行为

前我国学龄期儿童监护人膳食素养偏低ꎬ 不利于学龄期儿童

的关系ꎬ 同时编制儿童主要监护人膳食素养干预策略ꎮ 从而

的健康ꎬ 不利于培养儿童的健康素养ꎬ 也不利于学龄期儿童

达到改善我国学龄期儿童主要监护人膳食素养ꎬ 改善我国学

成人期疾病的预防控制ꎬ 但国内外儿童监护人膳食素养与儿

龄期儿童健康状况与培养儿童健康饮食行为ꎬ 促进儿童健康

童健康和饮食行为的相关研究较为少见ꎮ

成长ꎬ 提高我国人口素质的目的ꎮ

家校联合对超重肥胖儿童进行个体化健康体重管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Ｗｅｉｇｈ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Ｏｂｅｓ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Ｈｏｍｅ￣ｓｃｈｏｏ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 ＭＳ) 检出率达到或接近美国、 日本和西班牙等发达国家水

申请人姓名: 魏云芳
申请人工作单位: 北京市朝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平ꎬ 呈严重流行趋势ꎮ

目前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在体重管理方面均面临 “ 复胖”

资助金额: １７ 万

的威胁ꎬ 让学生在正常生活环境中建立健康体重管理 方式ꎬ
养成固化生活方式ꎬ 回归健康显得尤为重要ꎮ 北京市有 “ 营

问题现状: 慢性病患病 率在 我国 正属 于快 速上 升阶 段ꎬ
慢病低龄化问题也日益显现ꎬ 要实现国务院 « 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

在校园” 的基础ꎬ 面向中小学生群体开展营养健康宣传教育ꎬ

规划纲要» 控制目标ꎬ 我们面临巨大挑战ꎮ 超重肥胖是慢性

但是对于中小学生超重肥胖这一高危人群的针对性、 个性化

病的重要危险因素ꎬ 北京历年学生体质健康监测显示超重肥

干预仍然缺乏ꎬ 所以本干预项目拟发挥卫生—教育部门合作

胖的患病率较高ꎬ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年度肥胖总检出率为 １５.６％ꎬ

优势ꎬ 以学校—家庭模式联合提升学生自我体重管理的能力ꎬ

加上超 重 者ꎬ 占 总 数 的 三 分 之 一ꎮ 肥 胖 儿 童 中 代 谢 综 合 征

提高自我效能ꎮ

６

研究目的: 探索以家校联合为基础ꎬ 在自然生活状态下ꎬ

所学校中 ６６ 名ꎬ 为对照组ꎻ 第二组在另一所学校中 ６６ 名ꎬ

探索针对儿童超重、 肥胖群体的规范化干预流程、 个性化健

采用 “ 营养＋运 动 ＋个 性化 指导” 方 法干 预ꎻ ３) 效果 评估:

康体重管理措施ꎬ 形成可操作有效机制ꎬ 建立良好生活方式ꎬ

再次问卷调查和体格测量对干预效果进行比较、 评估ꎮ

预期结果: １) 提高参与项目学生对于体重的自我效能感

有效控制体重ꎬ 培养健康北京人ꎮ

与自我管理能力ꎻ ２) 形成规范、 针对性强的以健康 “ 体重管

研究方法: １) 基线调查: 在 ２ 所有食堂的小学各招募超
重肥胖儿童 ６６ 名ꎬ 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了解儿童、 家长和老

理” 为主要内容的学生健康促进有效模式ꎻ ３) 为相关政策、

师的知识、 态度和行为ꎬ 同时对儿童进行体格测量ꎻ ２) 干预

指南制定提供依据ꎮ

措施: 在 “ 营在校园” 总体背景中ꎬ 分为两组ꎻ 第一组在一

慢性肝病患者营养干预与慢病管理区域平台的建立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ｏｒ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Ｌｉｖｅ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申请人姓名: 侯维

硬化患者病情减轻、 肝功能改善ꎻ 生活质量评分提高ꎮ

申请人工作单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本项目研究目的是对慢性肝病患者给予营养干预ꎬ 帮助

资助金额: １９ 万

患者养成正确的饮食习惯ꎬ 在基层宣传推广慢性肝病的营养
支持治疗理念ꎬ 并建立起 “ 慢性肝病患者营养干预与慢病管
理区域平台” ꎬ 推动我国慢性肝病的慢病管理工作ꎮ

慢性肝病是我国慢性疾病防治的主要目标人群之一ꎮ 我
国有慢性 ＨＢＶ 感染者约 ９３００ 万人ꎬ 丙型肝炎患者约 １０００

具体实施措施是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为主

万ꎬ 每年因各种肝病死亡人数超过 ３０ 万人ꎮ 代偿期和失代偿

导ꎬ 牵手 北 京 房 山、 密 云、 平 谷 ３ 个 郊 区 区 医 院ꎬ 搭 建 起

期肝硬化 ５ 年病死率分别为 １４ ~ ２０％和 ７０ ~ ８６％ꎮ 营养不良

“ 慢性肝病患者营养干预与慢病管理区域平台” ꎬ 以上述 ３ 个

是慢性肝病的重要并发症ꎬ 其发生率为 ６５％ ~ ９０％ꎬ ４８％ ~

郊区县肝病患者为研究对象ꎬ 对患者进行营养干预ꎬ 并免费

８０.３％的患者存在热量－蛋白质摄入不足ꎮ 慢性肝病患者的营

提供用于营养补充的 “ 营养加餐包” ( 具有国家食品质量安全

养不良与并发症的发生相关ꎬ 是慢性肝病患者病死率增加的

监督检验中心出具的产品合格检验报告) ꎬ 营养干预并随访 １

独立危险因素ꎮ 有效的营养干预已被证明能够降低感染风险和

年ꎮ 同时对目标医院感染及肝病科医务人员进行指导 培训ꎬ

住院患者病死率ꎬ 改善肝功能ꎮ 肝硬化患者改变饮食摄入模

提高其肝病营养理念、 知识水平及对病人的指导及管理能力ꎻ

式ꎬ 少量多餐ꎬ 每日 ４ ~６ 餐ꎬ 睡前加餐 ( ｌａｔｅ ｅｖｅｎｉｎｇ ｓｎａｃｋꎬ

以健康讲堂的形式对慢性肝病患者开展健康宣教工作ꎬ 帮助

ＬＥＳ)ꎬ 可以有效地减低脂肪和蛋白质的氧化ꎬ 改善葡萄糖耐

患者培养适宜养肝护肝的饮食习惯ꎬ 指导家庭养护ꎮ

受不良现象ꎬ 在一定程度上纠正负氮平衡和能量代谢失衡状

预期实现对慢性肝病患 者有 效的 家庭、 地区 营养 管理ꎬ

态ꎬ 从而降低肝病并发症的发生率ꎬ 延长生存时间ꎮ 本项目

改善慢性肝病患者营养状态ꎬ 减少并发症发生率ꎬ 提高生活

组前期完成了肝硬化和肝衰竭患者睡前加餐营养干预的研究ꎬ

质量的结果ꎮ

成功的将肝衰竭患者 ９０ 天病死率从 ５８％降至 ３０％ꎻ ３１％的肝

７

十字花科蔬菜、 异硫氰酸酯类摄入及相关代谢酶基因
多态性对乳腺癌的影响及交互作用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Ｃｒｕｃｉｆｅｒｏｕｓ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ꎬ Ｉｓｏｔｈｉｏｃｙａｎａｔｅｓꎬ Ｇｌｕｔａｔｈｉｏｎｅ 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Ｍ１ꎬ
－Ｔ１ꎬ －Ｐ１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ｉｓｋ

申请人姓名: 张彩霞

病例和对照人群食物频数问卷膳食调查资料ꎬ 计算膳食中十

申请人工作单位: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字花科蔬菜、 异硫氰酸酯类的日均摄入量ꎬ 在大样本中国人

资助金额: １８ 万

群中深入分析膳食中十字花科蔬菜、 异硫氰酸酯类摄入与乳
腺癌发病的关系ꎻ 测定相关代谢酶基因 ＧＳＴＭ１、 ＧＳＴＴ１ 和

乳腺癌是世界各地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ꎬ 其发病可能

ＧＳＴＰ１ 多态性ꎬ 分析其与乳腺癌发病的关系ꎻ 并采用叉生分

是遗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ꎬ 膳食因素作为重要的环

析法结合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ꎬ 分析十字花科蔬菜、 异硫

境因素ꎬ 与乳腺癌的发病密切相关ꎮ 蔬菜由于含有多种抗氧

氰酸酯类摄入与相关代谢酶基因多态性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乳

化的活性成分ꎬ 其抗肿瘤作用备受关注ꎬ 而其中的十字花科

腺癌的影响ꎮ 本研究结果有助于进一步明确乳腺癌的发病机

蔬菜及其中的活性成分异硫氰酸酯类摄入与乳腺癌发病的关

理ꎬ 可为从饮食途径预防和控制乳腺癌的发病ꎬ 以及制订个

系如何ꎬ 以及相关代谢酶基因多态性在其中所起作 用如 何ꎬ

体化的预防措施提供充分的科学依据ꎬ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目前尚未得到一致的结论ꎮ 基于此ꎬ 本课题拟利用课题组前

和现实意义ꎮ

期招募的 １６２０ 名乳腺癌病人和 １６２０ 名对照ꎬ 利用已完成的

８

Ｏｍｅｇａ － ３ 脂肪酸与高血压: 基于中国人群
流行病学和随机对照实验研究证据
Ｏｍｅｇａ －３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ａｎｄ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杨

波 １ꎬ２

１. 温州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ꎬ 温州医科大学ꎬ 浙江温州ꎬ ３２５０３５
２. 温州医科大学脂类医学研究所ꎬ 温州医科大学ꎬ 浙江温州ꎬ ３２５０３５

显示ꎬ 低血清 ２２ ∶ ６ｎ－ ３ 和高 １６ ∶ ０ 和 １６ ∶ １ｎ－ ７ 与高血压患

摘要:

病率升高显著相关ꎬ 血清 ２０ ∶ ５ｎ－ ３ 和 ２２ ∶ ６ｎ－ ３ 水平降低与

目的: 高血压是引起心血管事件及相关死亡的最重要危

舒张压水平升高显著相关ꎻ ( ３) 在高血压病例－对照研究中ꎬ

险因素 之 一ꎬ 严 重 危 害 我 国 中 老 年 人 群 生 存 和 生 活 质 量ꎮ

血清 ２２ ∶ ６ｎ－ ３ 是区分高血压病例－血压正常人群差异脂肪酸

ｏｍｅｇａ－３ ( ｎ－３) 多不饱和脂肪酸在高血压防治中具有重要营
养学意义ꎬ 但尚缺乏我国人群研究证据ꎮ 肾素－血管紧张素系

标志物ꎬ 且与高血压风险显著负相关ꎻ (４) 在随机对照实验ꎬ

统 ( ＲＡＳ) 是原发性高血压病营养干预的重要靶点ꎬ 但未阐

深海鱼油能显著增加红细胞膜 ２０ ∶ ５ｎ－３、 ２２ ∶ ６ｎ－３ 和总 ｎ－３

高血压防 控 重 大 需 求ꎬ 从 人 群 效 应 和 生 物 学 机 制 水 平 阐 明

脂肪酸比例ꎬ 且 ｎ－ ３ 指数增加与血浆 ＴＮＦ￣α ( ｒ ＝ － ０. ３４) 和

脂肪酸水平ꎬ 降低 ２０ ∶ ４ｎ－ ６ 和总 ｎ－ ６ 脂肪酸以及 ｎ － ６ / ｎ－ ３

明膳食 ｎ－３ 脂肪酸调控 ＲＡＳ 的作用机理ꎮ 本项目立足我国对

ＣＲＰ ( ｒ ＝ －０.２９) 水平显著负相关ꎻ 深海鱼油显著降低低收缩

ｏｍｅｇａ－３脂肪酸对血压和心血管代谢风险的改善效果和作用机

压 ( －４.５２±９.２８ ｖｓ. －１.５１±９.２３ꎬ Ｐ ＝ ０.０４０) 和血浆 Ａｎｇ ＩＩ 水

制ꎬ 为高血压防治提供重要营养科学依据ꎮ

平 ( －１２.６８±１０.８７ ｖｓ. －４.９３±９.０８ꎬ Ｐ ＝ ０.０２３) ꎻ 将腰围、 胰岛

方法: (１) 通过荟萃分析ꎬ 整理膳食 ｎ－ ３ 脂肪酸与高血

素、 空腹血糖、 甘油三酯、 ＨＤＬ￣Ｃ 和血压标化求和后计算心

压风险的队列研究证据ꎻ ( ２) 人群横断面研究ꎬ 探讨膳食脂

血管代谢评分ꎬ 深海鱼油组心血管代谢评分显著低于玉米油

肪酸生物标志物与血压水平的关系ꎻ (３) 高血压病例－对照匹

对照组ꎮ

配研究ꎬ 辨认高血压－健康人群间血清脂肪酸差异标志物及其

结论: 海洋 ｎ－３ 脂肪酸具有辅助降血压和改善心血管代

与高血压风险的关联性ꎻ ( ４) 通过随机对照实验ꎬ 阐明 ｎ－ ３

谢风险的营养功效ꎬ 可能与抑制肾素－ 血管紧张素系统活化

脂肪酸对血压和心血管代谢风险的改善效果及对 ＲＡＳ 关键因

有关ꎮ

子的调节作用ꎮ

关键词: 多不饱和脂肪酸ꎻ 脂类ꎻ 高血压ꎻ 心血管疾病

结果: (１) 汇总队列研究的荟萃分析发现ꎬ 海洋 ｎ－ ３ 脂

肪酸最高摄入组人群比最低摄入组高血压发病风险降低 ２７％

( ＲＲ: ０.７３ꎻ ９５％ ＣＩ: ０.６０－０.８９) ꎻ (２) 在人群横断面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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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学会发布 « 全球膳食脂肪和心血管疾病防治指南» [１４] 推荐长

介

链 ｎ－３ 脂肪酸 ＥＰＡ 和 ＤＨＡꎬ 用于防治高血压病和降低心血

随着老龄化进程加剧ꎬ 我国膳食相关慢性病问题日趋严

管事件死亡率ꎮ 考虑到我国人群高血压病及其危险因素的流

重ꎮ « 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 ( ２０２０ 年) » 显示ꎬ

行特征与西方人群有较大差异ꎬ 欧美人群研究证据并不完全

中老年人群原发性高血压患病率接近 ６０％ꎬ 防控现况不容乐

适用我国人群ꎬ 膳食 ｎ－３ 脂肪酸在我国人群中辅助降压作用

观ꎮ 高血压病程中血压稳态失衡是引起脑卒中等心血管事件

研究相当有限ꎮ

及相关死亡的最重要危险因素之一ꎬ 且终身降压药物治疗易

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 ( ＲＡＳ) 途径调控血压机制研究已

对靶向器官产生不良代偿ꎬ 严重危害老年人生活质量ꎮ 因此ꎬ

经取得长足进展ꎬ 已被证实在调节血管舒缩、 水盐代谢、 电

高血压等慢病的中老年群体防控任务面临巨大挑战ꎬ 亟需实

解质平衡和心血管代谢调节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１５] ꎮ 血管紧张

施有效营养策略防治高血压ꎬ 进而降低中老年人群心血管事

素 ＩＩ ( Ａｎｇ ＩＩ ) 是 ＲＡＳ 关 键 效 应 因 子ꎬ 激 动 相 应 受 体

件死亡率ꎬ 具有重要公共卫生学意义ꎮ

( ＡＴＲ１) 调节血管收缩、 水盐代谢和细胞增殖反应对高血压

Ｏｍｅｇａ－３ ( ｎ－３) 脂肪酸主要包括海洋膳食物来源二十

病和动脉重塑发生、 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ꎮ ＲＡＳ 是防治

碳五 烯 酸 ( ＥＰＡꎬ ２０ ∶ ５ｎ － ３) 和 二 十 二 碳 六 烯 酸 ( ＤＨＡꎬ

高血压病干预的重要靶点ꎬ 但迄今尚未阐明长链 ｎ－３ 脂肪酸

２２ ∶ ６ｎ－３) 以及植物膳食来源a－亚麻酸 ( ＡＬＡꎬ １８ ∶ ３ｎ－３)ꎮ

调控 ＲＡＳ 的作用机理ꎮ

ＥＡＰ 和 ＤＨＡ 为长链 ｎ－３ 脂肪酸ꎬ 已被发现在防治高血压等

方

慢性疾病中具有重要营养学意义 [１] ꎮ 前瞻性流行病学和人群
干预试验证实ꎬ ＥＰＡ＋ＤＨＡ 在高脂血症、 高血压病及冠心病

法
为探明膳食 ｎ－３ 脂肪酸在高血压病防控中的作用ꎬ 我们

的一级和二级预防中具有明确作用 [ ２] ꎬ 有效降低心血管事件

从人群效应和生物学机制水平ꎬ 首先通过循证医学中的荟萃

死亡风险ꎮ 在机制水平ꎬ 主要通过抗炎、 促进血管内皮一氧

分析方法ꎬ 检索和汇总 ＰｕｂＭｅｄ 等电子数据库中合格队列研

化氮 ( ＮＯ) 释放、 抑 制 Ｃａ２ ＋通 道 等 途 径ꎬ 调 节 血 管 舒 缩

究文献ꎬ 探索膳食 ｎ－３ 脂肪酸及其生物学标志物在高血压病

状态 [３] ꎮ

发生、 发展中的规律 [１６] ꎻ 其次通过人群横断面研究ꎬ 运用随

由于中国人膳食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以及膳食脂肪酸数据

机分层整群抽样在浙江省杭州、 绍兴和嘉兴 ３ 市 ８ 个社区抽

库至今尚不完善ꎬ 且在人群研究实施过程中的回忆偏倚和测

取 ３２００ 名 ３５ ~ ７０ 岁常住人口作为研究样本ꎬ 进行高血压患

量偏倚ꎬ 很难准确地通过膳食频率问卷和膳食权重记录法判

病率危险因素流行病学调查并检测血清脂肪酸生物标记物ꎬ

断人体摄入的脂肪酸水平ꎮ 人体组织样本 ( 血浆、 血清、 红

探索血清脂肪酸 模 式 与 高 血 压 患 病 率 的 关 系 [１７] ꎻ 再 次 通 过

细胞和脂肪组织等) 脂肪酸谱是膳食脂肪及其脂肪酸摄入的

１ ∶ １个体匹配的病例－对照研究ꎬ 选取浙江地区 ４８０ 名新诊断

重要生物学标志物ꎬ 可以客观地反映一定时间内机体膳食脂

的高血压患者作为病例ꎬ 同时选择自该人群的 ４８０ 名正常血

肪酸摄入和内源性代谢的状态ꎮ 膳食干预研究已证实ꎬ 血清

压人群作为对照ꎬ 并匹配年龄 ( ± ２ 岁) 、 性别和居住社区ꎬ

长链 ｎ－３ 脂肪酸与鱼类或鱼油摄入密切相关ꎬ 特别 是 ＥＰＡ
和 ＤＨＡꎮ 大量 观 察 性 研 究 结 果 表 明ꎬ 血 液 循 环 中 棕 榈 酸、

利用正交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对血清脂肪酸谱进行模式判别

棕榈油酸升高和长链 ｎ－３ 脂肪酸水平降低与 许多 心血 管等

分析ꎬ 明确高血压血清脂肪酸谱的特征性变化ꎬ 辨认病例－正

慢性疾病密切相关 [ ４－７] ꎬ 但这种关联在中国人群中尚不完全

常血压对照人群间血清脂肪酸谱差异标志物 [１８] ꎻ 最后通过随

清楚ꎮ

机对照干预实验ꎬ 招募内蒙古地区 １５０ 名原发高血压患者ꎬ

大量随机对照临床试验 ( ＲＣＴ) 、 荟萃分析 (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

随机分为 ３ 组: 玉米油对照ꎬ 亚麻籽油和深海鱼 油干 预组ꎬ

ｙｓｉｓ) 和实验室研究证据显示ꎬ 增补 ｎ－３ 脂肪酸能改善心血

持续 ３ 个月ꎬ 并分别在基线 (０ 周) 和 １２ 周末检测血压、 血

管代谢ꎬ 特别有助于降低血压和改善血脂ꎮ 高血压患者每日

脂、 血管紧张素 ＩＩ 等心血管代谢风险因子和炎症因子水平ꎬ

持续增补 ａ －亚麻酸能轻微改善舒张压 [８] ꎬ 每日增补 ≥２ 克

阐明膳食 ｎ－３ 脂肪酸改善血压稳态和心血管代谢风险的功效

ＥＰＡ＋ＤＨＡ 显著降低血压和甘油三酯水平 [９ꎬ１０] ꎮ 服用 １２ 周深

及调控 ＲＡＳ 的作用机制 [１９ꎬ２０] ꎬ 提出补充膳食长链 ｎ －３ 脂肪

海鱼油胶囊 (４ ~８ 粒 / 天) 显著降低代谢综合征患者舒张压和

酸作为高血压病辅助 ( 营养) 治疗措施ꎬ 为降低我国人群心

ꎬ 单纯肥胖和血脂异常患者每日增补 １５－２０ 克亚

血管事件死亡率起到积极作用ꎬ 对于实现合理化营养防控慢

ＴＧ 水平

[１１]

麻籽油均可显著降低血压并轻微改善血脂

[１２ꎬ１３]

病的 “ 中国策略” 具有重要科学意义ꎮ

ꎮ 美国心脏病

１０

结

著降低 (图 １.１)ꎬ 且剂量－反应分析未发现显著曲线或线性关

果

系 (图 １.３ 和 １.４)ꎬ Ｂｅｇｇ’ｓ漏斗图和Ｅｇｇｅｒ’ｓ检验未发现显著

１. 海洋鱼类、 长链 ｎ － ３ 脂肪酸与高血压风险荟萃

发表偏倚ꎮ 与长链 ｎ －３ 脂肪酸循环水平最低组比 ( 图 １.２)ꎬ
最高水平组人群高血压风险降低 ３１％ ( ＲＲ: ０.６７ꎻ ９５％ ＣＩ:

分析

０.５５－０.８３)ꎬ 且血液中 ＥＰＡ 和 ＤＨＡ 增加与高血压风险降低显

通过利用循证荟萃分析研究方法ꎬ 汇总 ８ 项队列研究并

著相关ꎬ ＲＲ 分别为 ０.５３ (９５％ ＣＩ: ０.３５ꎬ ０.７８ꎻ Ｉ ２ ＝ ０.００％)

提取分析相关数据ꎬ 形成关于海洋鱼类、 长链 ｎ－３ 脂肪酸与

和 ０.６４ (９５％ ＣＩ: ０.４５ꎬ ０.８９ꎻ Ｉ ２ ＝ ０.００％)ꎮ

高血压风险关系的科学证据ꎮ 结果显示: 与最低摄入组相比ꎬ
海洋鱼类或长链 ｎ－３ 脂肪酸最高摄入组人群高血压风险未能显

图 １.１

图 １.３

图 １.２

最高比最低组人群鱼类摄入与血压升高风险

最高比最低组人群海洋 ｎ－３ 脂肪酸与血压升高风险

图 １.４

鱼类摄入与血压升高风险关系的量效分析

长链 ｎ－３ 脂肪酸与血压升高风险的量效分析

血糖、 血脂等临床参数后ꎬ 血清长链 ｎ－３ 脂肪酸水平和 Δ５ －去

２. 血清脂肪酸与高血压患病率以及血压水平人群横

饱和酶活力降低以及血清棕榈酸、 棕榈油酸和 Δ６ －去饱和酶活

断面关联分析

力升高与中国人群高血压患病率升高显著相关ꎮ

运用随机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在浙江省杭州、 绍兴和嘉
兴 ３ 市 ８ 个社区抽取 ３２００ 名 ３５ ~ ７０ 岁常住人口作为研究样

在血清脂肪酸模式与社区人群血压水平相关性分析显示ꎬ

本ꎬ 检测血清脂肪酸生物标记物和对高血压危险因素进行流

低亚油酸－高饱和脂肪酸模式与收缩压和舒张压水平均显著正

行病学调查ꎬ 探索血清脂肪酸、 去饱和酶与高血压患病率以

相关ꎬ 且每增 加 １ 个标 准差 的 脂 肪 酸 因 子 分 与 ２. ４４ ( ９５％

及血压水平相关性ꎮ 结果显示 ( 图 ２.１ 和 ２.２)ꎬ 在控制年龄、

ＣＩ: １.７３ꎬ ３. １５ ) ｍｍＨｇ 收 缩 压 和 １. ４６ ( ９５％ ＣＩ: ０. ７０ꎬ

性别、 体质指数、 吸烟、 饮酒、 运动、 盐的摄入等生活方式及

２.２２) ｍｍＨｇ 舒张压升高值显著相关ꎬ 但血清 ｎ－３ 脂肪酸模

１１

式与舒张压水平显著负相关ꎬ 且每增加 １ 个标准差的脂肪酸

显著相关ꎬ 提示血清脂肪酸代谢紊乱可能参与高血压的发生

因子分与 １.４０ (９５％ ＣＩ: ０.８０ꎬ ２.０４) ｍｍＨｇ 舒张压下降值

与发展ꎮ

图 ２.１

图 ２.２

脂肪酸主成分的空间旋转载荷分布图

３. 辨认脂肪酸差异生物标记物高血压病例 －对照匹

组间差异性ꎬ 但差异并不显著ꎮ 对高血压亚型进行分析ꎬ 收
缩期－舒张期联合高血压患者与其匹配的正常血压人群血清脂

配研究

肪酸谱具有显著的组间差异性ꎬ 而单纯收缩期和单纯舒张期

为进一步明确高血压患者血清脂肪酸谱的特征性变化ꎬ 辨

病例组和对照组人群血清脂肪酸谱无组间差异性ꎮ

认病例－正常血压对照人群间血清脂肪酸谱差异标志物ꎬ 采用

Ｓ￣ｐｌｏｔ 可用于辨认区分高血压病例和对照人群重要的个体

１ ∶ １个体匹配的病例－对照研究设计ꎬ 选取浙江地区 ４８０ 名新

差异脂肪酸标志物 ( 图 ３.２Ｂ) ꎮ ２２ ∶ ６ｎ－３ 和 １６ ∶ １ｎ－７ 是高

诊断的高血压患者作为病例ꎬ 同时随机选择来自该人群的 ４８０

血压病例－对照、 高血压亚型－相应匹配对照组人群共同的个

名正常血压人群作为对照ꎬ 并匹配年龄 ( ±２ 岁)、 性别和居住

体脂肪酸差异标志物ꎮ 校正体质指数、 高血压家族史、 教育、

社区ꎮ 利用正交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对病例血清脂肪酸谱进行

职业、 盐摄入、 心率、 血脂和空腹血糖水平后 ( 表 ３.３) ꎬ 新

模式判别分析ꎬ 发现新发高血压患者血清脂肪酸谱特征是以血

诊断高血压与血清 １６ ∶ １ｎ－７ 显著正相关 ( ＯＲ ＝ １.７４ꎬ ９５％

清棕榈酸、 棕榈油酸相对含量明显高于正常血压人群ꎬ 而血清

ＣＩ: １.０５－２.８９) ꎬ 与血清 ２２ ∶ ６ｎ－３ 显著负相关 ( ＯＲ ＝ ０.６８ꎬ

亚油酸和 ＤＨＡ 相对含量明显低于正常对照人群 (表 ３.１)ꎮ

９５％ ＣＩ: ０.４７－０.９８) ꎮ

主成分分析显示病例组和对照组人群血清脂肪酸谱具有

表 ３.１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

血清脂肪酸与高血压患病率关联多水平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分析

高血压和正常血压人群的血清个体脂肪酸相对含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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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２

高血压病例和对照组人群血清脂肪酸谱模式分析和载荷得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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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３

血清差异脂肪酸差异标志物与高血压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关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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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ＯＲ †

１( Ｒｅｆ.)

０.９９(０.６２－１.６１)

１.２０(０.７４－１.９７)

１.２６(０.７７－２.０７)

０.３３１

１.０９(０.９２－２.２７)

１.００－１.４２

１.４２－２.０７

９１ / １４７

１１９ / １１９

１３２ / １０７

≥２.０７

１３８ / １０３

１( Ｒｅｆ.)

１.６３(１.１２－２.３７)

２.０３(１.３９－２.９７)

２.１４(１.４６－３.１２)

<０.００１

１.２８(１.１３－１.４４)

１( Ｒｅｆ.)

１.５５(０.９４－２.５５)

１.６８(１.０１－２.８０)

１.７６(１.０５－２.９５)

０.０４０

１.８(１.０１－１.３９)

<２４.２８

２４.２８－２７.５８

２７.５８－３１.７４

≥３１.７４

１６ ∶ １ｎ－７
Ｒａｎｇｅ( ％)

<１.００

Ｃａｓｅ /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ｒｕｄｅ ＯＲ

∗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ＯＲ †
１８ ∶ ２ｎ－６
Ｒａｎｇｅ( ％)
Ｃａｓｅ /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１２８ / １１２

１２７ / １１７

１２２ / １１４

１０３ / １３７

Ｃｒｕｄｅ ＯＲ ∗

１( Ｒｅｆ.)

０.９２(０.６４－１.３１)

０.９９(０.６８－１.４３)

０.６６(０.４９－０.９４)

０.０４１

０.８８(０.７９－０.９９)

†

１( Ｒｅｆ.)

１.００(０.６２－１.６２)

０.９３(０.５７－１.５０)

０.８７(０.５３－１.４１)

０.５２７

０.９５(０.８１－１.１１)

１.２６－１.６４

１.６４－２.０４

Ｃａｓｅ /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１３０ / １０４

１２２ / １２１

１１８ / １２５

１１０ / １３０

Ｃｒｕｄｅ ＯＲ ∗

１( Ｒｅｆ.)

０.７４(０.５１－１.０６)

０.７３(０.５１－１.０４)

０.６５(０.４５－０.９３)

０.０１８

０.６７(０.５１－０.８９)

１( Ｒｅｆ.)

０.７８(０.５４－１.１３)

０.７６(０.５３－１.１０)

０.６５(０.４４－０.９７)

０.０４８

０.９０(０.８１－１.００)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ＯＲ
２２ ∶ ６ｎ－３
Ｒａｎｇｅ( ％)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ＯＲ

<１.２６

†

≥２.０４

ＦＡꎬ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ꎻ ＯＲꎬ 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ꎻ ＣＩꎬ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ꎻ Ｒｅｆ.ꎬ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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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ＯＲ ｗａ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ｉｎ ａ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ｆｏｒ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 ( ≤２４ / >２４) ꎬ ｄｕｒ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６ / > ６ ｙｅａｒｓ) ꎬ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 ( ｍａｎｕａｌ / ｎｏｎ￣ｍａｎｕａｌ) ꎬ ｆａｍｉｌ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 ｙｅｓ / ｎｏ) ꎬ ｓａｌｔ ｉｎｔａｋｅ ( > １０ / ≤１０ｇ /
ｄａｙ) ꎬ ｓｅｒｕｍ ｔｒｉ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 ｌｅｖｅｌｓ ( ≤１.７ / >１.７ ｍｍｏｌ / Ｌ) ꎬ ｓｅｒｕｍ ｔｏｔａｌ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 ｌｅｖｅｌｓ ( <５.１８ / ≥５.１８ ｍｍｏｌ / Ｌ) ꎬ ｆａｓｔｉｎｇ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ｌｅｖｅｌ ( <６.１ /
≥６.１ ｍｍｏｌ / Ｌ) ａｎｄ ｈｅａｒｔ ｒａｔｅ ( ≤７２ / >７２ ｂｅａｔ / ｍｉｎ) .

膳食 ｎ－３ 脂肪酸辅助降压功效研究结果显示 ( 表 ４.３) ꎬ

４. 膳食 ｎ －３ 脂肪酸辅助降压功效随机对照实验研究

深海鱼油和亚麻籽油组均能显著降低收缩压 ( ＳＢＰ) 和舒张

为阐明 ｎ－３ 脂肪酸辅助降压及对 ＲＡＳ 的调节作用ꎬ 选取

压 ( ＤＢＰ) 水平 (ｐ<０.０５ ｆｏｒ ｂｏｔｈ ＳＢＰ ａｎｄ ＤＢＰ)ꎬ 但血压降

３０－７０ 岁原发性高血压人群ꎬ 通过 １２ 周连续补充不同膳食来

低值与玉米油对照组相比无统计学差异ꎮ 在多变量模型中控制

源 ｎ－３ 脂肪酸胶囊 (亚麻籽油和深海鱼油)ꎬ 研究 ｎ－３ 脂肪酸

基线年龄ꎬ 性别ꎬ 民族ꎬ ＢＭＩꎬ 高血压家族史ꎬ 吸烟ꎬ 饮酒ꎬ

增补对高血压人群血压和心血管代谢风险的改善效果ꎬ 观察干

运动ꎬ 心血管病史和抗高血压用药后ꎬ 鱼油组 ＳＢＰ 降低值显

预前后循环 ＲＡＳ 活性因子和一氧化氮 ( ＮＯ) 变化ꎬ 阐明膳食

著低于玉米油对照组 ( －４.５２±９.２８ ｖｓ. －１.５１±９.２３ ｍｍ Ｈｇꎬ

ｎ－３脂肪酸降压与 ＲＡＳ 关键效应因子的生物学联系 (图 ４.１)ꎮ

ｐ ＝ ０.０４０) ꎬ 且鱼油组平均动脉压水平 ( ＭＡＰ) 显著低于玉米

膳食 ｎ－３ 脂肪酸 重塑 红细 胞膜 脂肪 酸谱 结果 显示 ( 图

油组 ( －５.５０±７.１０ ｖｓ. －１.３２±８.６７ ｍｍ Ｈｇꎬ ｐ ＝ ０.０３４)ꎬ 但上

４.２) : 与玉米油组相比ꎬ 深海鱼油干预显著增加红细胞膜磷脂

述血压测量相关指标在亚麻籽油和玉米油组间无显著性差别ꎮ

２０ ∶ ５ｎ－３、 ２２ ∶ ６ｎ－３ 和总 ｎ－３ 脂肪酸水平ꎬ 降低 ２０ ∶ ４ｎ－６

相关分析研究结果显示 ( 图 ４.４) ꎬ 红细胞膜磷脂 ｏｍｅｇａ － ３

和总 ｎ－６ 脂肪酸含量以及 ｎ－６ / ｎ－３ 脂肪酸比例ꎬ ２０ ∶ ５ｎ－３ 在

指数 ( ＥＰＡ＋ＤＨＡ 含量) 增加与收缩压和舒张压水平呈显著

鱼油组升高显著高于亚麻籽油组 (ｐ ＝ ０.０４)ꎮ 亚麻籽油干预后

负相关ꎬ ｐｅ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 ( ｒ) 分别是－０.２９ ( ｐ ＝ ０.００２) 和

红细胞 １８ ∶ ３ｎ－３ 水平显著高于鱼油组 ( ｐ ＝ ０.０２) 和玉米油

－０.２４ ( ｐ ＝ ０.０１０) ꎮ

对照组 ( ｐ<０.０１) ꎬ ２０ ∶ ５ｎ－３ 和 ２２ ∶ ６ｎ－３ 无显著增加ꎮ

在膳食 ｎ－３ 脂肪酸改善心血管代谢风险研究中ꎬ 通过将

１４

腹型肥胖、 高血压、 脂质代谢异常和胰岛素抵抗等代谢风险

脂肪酸有效降低高血压合并腹型肥胖患者的累积心血管代谢

因子构建累积心血管代谢风险评分模型ꎬ 结果显示海洋 ｎ－３

评分 ( 图 ４.５) ꎬ 特别是对血脂具有明显改善效果 ( 表 ４.６) ꎮ

图 ４.１

膳食 ｎ－３ 脂肪酸辅助降压及对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的调节作用研究 [２０]

图 ４.２

膳食 ｎ－３ 脂肪酸对红细胞膜 ｎ－３ 脂肪酸富集水平的影响

１５

表 ４.３

增补 ｎ－３ 脂肪酸辅助降低血压作用功效分析

ＦＯ( ｎ ＝ ４１)

ＳＢＰ

ＤＢＰ

ＰＰ

ＭＡＰ

ＦＬＯ( ｎ ＝ ４２)

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ｒｏｕｐ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ＣＯ( ｎ ＝ ４３)

Ｔｉｍｅ

Ｍｅａｎ( ＳＤ)

Ｐ￣ｔｉｍｅ １

Ｔｉｍｅ

Ｍｅａｎ( ＳＤ)

Ｐ￣ｔｉｍｅ １

Ｔｉｍｅ

Ｍｅａｎ( ＳＤ)

Ｐ￣ｔｉｍｅ １

Ｐ２

Ｐ３

Ｄａｙ ０

１３５.２８(１４.１５)

０.００２

Ｄａｙ ０

１３３.７６(１３.６８)

０.０４５

Ｄａｙ ０

１３６.５４(１４.１３)

０.２８７

０.９５１

０.６８７

Ｄａｙ ９０

１３０.７５(１３.４４)

Ｄａｙ ９０

１２９.９２(１１.９７)

Ｄａｙ ９０

１３５.０２(１４.５２)

０.９７０

０.７７５

Ｃｈａｎｇｅ

－４.５２(９.２８) ａ

Ｃｈａｎｇｅ

－３.８４(１０.５２) ａｂ

Ｃｈａｎｇｅ

－１.５１(９.２３) ｂ

０.０８２

０.０４０

Ｄａｙ ０

８８.９３(９.９４)

Ｄａｙ ０

８６.１７(８.３７)

Ｄａｙ ０

８９.０１(１０.３６)

０.８９７

０.７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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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１８(９.０６)

Ｄａｙ ９０

８２.２８(１０.００)

Ｄａｙ ９０

８７.５１(１１.０３)

０.６４０

０.６８７

Ｃｈａｎｇｅ

－３.７２(６.０９)

Ｃｈａｎｇｅ

－３.８９(７.３４)

Ｃｈａｎｇｅ

－１.４９(８.１９)

０.１８２

０.２８５

Ｄａｙ ０

４６.５９(１０.４６)

Ｄａｙ ０

４６.３４(１１.３９)

Ｄａｙ ０

４７.５２(１０.６１)

０.８９７

０.７９３

Ｄａｙ ９０

４５.５６(９.５２)

Ｄａｙ ９０

４６.６４(９.１７)

Ｄａｙ ９０

４７.５０(１０.３７)

０.６４０

０.６８７

Ｃｈａｎｇｅ

－０.７８(７.０５)

Ｃｈａｎｇｅ

０.０５(７.２２)

Ｃｈａｎｇｅ

－０.０２(６.８８)

０.１５３

０.４９６

Ｄａｙ ０

１０５.６０(１０.４２)

Ｄａｙ ０

１０２.７８(９.００)

Ｄａｙ ０

１０４.８５(１０.６３)

０.３８５

０.６７６

Ｄａｙ ９０

１００.１０(１０.０４)

Ｄａｙ ９０

９７.７７(１０.７８)

Ｄａｙ ９０

１０３.３５(１１.６７)

０.０６３

０.２８４

Ｃｈａｎｇｅ

－５.５０(７.１０) ａ

Ｃｈａｎｇｅ

－４.８９(８.３８) ａｂ

Ｃｈａｎｇｅ

－１.３２(８.６７) ｂ

０.０５１

０.０３４

０.００１

０.４６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９６５

０.００５

０.１７１

０.９８２

０.２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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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ｃ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ｏ ｔｅｓｔ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ｖｅｒ ｔｉｍ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ｇｒｏｕ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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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 ｎ－３ 指数变化与血压水平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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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食 ｎ－３ 脂肪酸对心血管代谢评分的影响

增补 ｎ－３ 脂肪酸对糖脂代谢风险因子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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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ａｌｕｅｓ ａｒ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ｓ ｍｅａｎ ( ＳＤ) ꎬ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ｐｓ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 ( ａ ｏｒ ｂ) ｈａｖｅ ｎｏ ｓｉｇｎｉﬁ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 ｈｏ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ｐ≥０.０５) . Ｇｌｕꎬ ｆａｓｔ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ｇｌｕｃｏｓｅꎻ ＨＯＭＡ￣ＩＲꎬ ｈｏｍｅｏｓｔａ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ꎻ ＨＤＬ￣Ｃꎬ ｈｉｇｈ￣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ꎻ ＬＤＬ￣Ｃꎬ ｌｏｗ￣ｄｅｎｓｉｔｙ 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ꎻ ＴＣꎬ ｔｏｔａｌ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ꎻ ＴＧꎬ ｔｒｉａｃｙｌｇｌｙｃｅｒｏｌꎻ Ｎｏｎ￣ＨＤＬ￣Ｃꎬ ｎｏｎ￣
ＨＤＬ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ꎬ ＡｐｏＡ１ꎬ ａｐｏ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Ａ１ꎻ ＡｐｏＢꎬ ａｐｏ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Ｂ.
１
Ｐ￣ｔｉｍｅ ｗａ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ｓ ｐａｉｒｅｄ ｔ￣ｔｅｓｔ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ｆｒｏｍ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ｔｒｉａｌ ｇｒｏｕｐ.
２
Ｐ ｖａｌｕｅ ｗａ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ａ ｃｒｕｄ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ｉｎｅａｒ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ｔｅｓｔ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ｖｅｒ ｔｉｍ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ｇｒｏｕｐｓ.
３
Ｐ ｖａｌｕｅ ｗａ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ａ ｆｕｌｌ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ｉｎｅａｒ ｍｏｄｅｌ ｗｉｔｈ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ａｇｅꎬ ｇｅｎｄｅｒꎬ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ꎬ ＢＭＩꎬ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ꎬ ｆａｍｉｌ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ｙｐｅｒ￣
ｔｅｎｓｉｏｎꎬ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ꎬ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ꎬ 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ｆａｔꎬ ｍｏｎｏ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ｆａｔꎬ ｐｏｌｙ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ｆａｔꎬ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ａｋｅ ｔｏ ｔｅｓｔ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ｖｅｒ ｔｉｍ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ｇｒｏｕｐｓ.

深海鱼油辅助降血压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 ( 图 ４.７) ꎬ
深海鱼油和亚麻籽油干预后受试者血浆 Ａｎｇ ＩＩ 水平分别降低
－１２.６８ ｐｇ / ｍＬ (９５％ ＣＩ: －１８.０４ꎬ －７.３２) 和－７.５４ ｐｇ / ｍＬ
(９５％ ＣＩ: －１３.０７ꎬ －２.０１) ꎬ 且鱼油干预组 Ａｎｇ ＩＩ 降低水平
显著高于玉米油对照组 ( －１２.６８±１０.８７ ｖｓ. －４.９３±９.０８ꎬ ｐ ＝
０.０４１) ꎬ 但亚麻籽油和玉米油组间无显著差别 ( －７.５４±１０.７３
ｖｓ. －４.９３±９.０８ꎬ ｐ ＝ ０.３７)ꎮ 鱼油干预后血浆 ＮＯ 水平明显增
加ꎬ 但增加值与玉米油组相比无统计学意义 (１７.５２±２２.９５ ｖｓ.
７.３６±２６.３９ꎬ ｐ ＝ ０.２２)ꎬ 但鱼油组 Ａｎｇ ＩＩ 降低水平显著低于玉
米油对照组ꎬ 提示 ＥＰＡ＋ＤＨＡ 降压与调节 Ａｎｇ ＩＩ 有关ꎬ 独立

图 ４.７

ＮＯ 及其相关通路ꎮ

１８

膳食 ｎ－３ 脂肪酸对血浆 ＮＯ 和 Ａｎｇ ＩＩ 水平的影响

讨

降低交感张力[２３] ꎮ 目前一致的研究认为ꎬ 长链 ｎ－３ 脂肪酸的

论

降压效应归功于 ２２ ∶ ６ｎ－３ 而不是 ２０ ∶ ５ｎ－３ꎮ 荟萃分析发现ꎬ
与 ２０ ∶ ５ｎ－３ ( －０.９３ / －０.５３ ｍｍＨｇ) 相比ꎬ ２２ ∶ ６ｎ－３ 具有较

本项中国人群的流行病学和随机对照实验研究证实ꎬ 膳

好的剂量依赖性降压作用[２４ꎬ２５] ꎮ Ｍｏｒｉ 等发现增补 ２２ ∶ ６ｎ － ３

食 ｎ－３ 脂肪酸与高血压风险显著负相关ꎬ 且增补海洋 ＥＰＡ ＋

可以显著 降 低 中 度 高 脂 血 症 患 者 ２４ 小 时 日 间 动 态 血 压 水

ＤＨＡ 具有辅助降低血压和改善心血管代谢风险的营养学功效ꎬ
并初步阐明富含长链 ｎ－３ 脂肪酸的深海鱼油降压作用与 ＲＡＳ

平 [２６] ꎬ 但我们的荟萃研究未能观察到 ２２ ∶ ６ｎ－３ 和 ２０ ∶ ５ｎ－３

直接相关的作用机制ꎮ 本项目中所发现重要研究结果ꎬ 为膳

对血压的差异性影响ꎬ 这可能与相对较小的样本含量未能达

食 ｎ－３ 脂肪酸辅助降压和改善心血管健康提供有力的人群实

到有效的统计效能有关ꎮ 有研究表明ꎬ ２２ ∶ ６－３ 比 ２０ ∶ ５ｎ－３
更容易结合到细胞膜磷脂影响其对血压的调节 [２７] ꎬ 结合到心

验研究证据ꎬ 并为后期课题探究不同 ｎ－３ 脂肪酸降低血压及

肌细胞膜的 ２２ ∶ ６－３ 可以更显著抑制 β－肾上腺素能系统 [２８] ꎬ

相关作用机制提供重要的研究证据ꎮ

促进 ＮＯ 释放增加并舒张血管 [２９] ꎮ

荟萃分析共纳入 ８ 篇前瞻性队列研究文献ꎬ 涉及２０ ４９７
高血压病例和 ５６２０４ 参与人员ꎬ 未能发现增加鱼或膳食长链

我们的横断面研究使用主成分分析探索血清脂肪酸和相

ｎ－３ 脂肪酸 摄 入 与 血 压 升 高 的 发 生 率 显 著 相 关ꎬ 循 环 长 链

关去饱和酶的内在相互作用ꎬ 有利于更清晰地解释结果ꎮ 此

ｎ－３脂肪酸作为膳食摄入的生物标记物与高血压显著地负相

外ꎬ 具有较大样本量、 提供高血压患病的危险因素和临床基

关ꎬ 特别是 ２０ ∶ ５ｎ－３ 和 ２２ ∶ ６ｎ－３ꎮ 这项研究结果进一步延

本特征相关数据以及相对稳健的结果是本研究的主要优点ꎮ

伸并构建了长链脂肪酸与血压在正常人群中关联的流行病学

然而ꎬ 当前研究也存在一些缺点ꎮ 首先ꎬ 本项研究是对一项

证据ꎮ 海洋鱼类主要富含长链 ｎ－３ 脂肪酸和其他营养素ꎬ 也

队列研究中的基线数据进行分析ꎬ 因此不能建立因果 联系ꎮ

可能蓄积某些潜在的环境污染物ꎬ 如重金属等ꎮ 这些鱼体内

第二ꎬ 由于纳入研究对象是年龄限制在 ３５－７９ 岁的浙江省内

蓄积的环境污染物可能消减或掩盖了鱼类摄入对血压的有益

常住人口ꎬ 因此结果并不能外推到整个中国人群ꎮ 第三ꎬ 现

作用ꎮ 因此ꎬ 鱼类摄入对机体健康的影响可能是长链 ｎ－３ 多

患高血压是通过自填流行病问卷来确定ꎬ 避免错误分类ꎮ 第

不饱和脂肪酸和鱼体内其他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ꎬ 并不能客

四ꎬ 由于本项研究尚缺乏膳食脂肪酸摄入数据ꎬ 因此并不能

观的反映 ｎ－３ 脂肪酸对人体的有益影响ꎮ 其次ꎬ 鱼类摄入也

确定高血压和正常血压人群间脂肪酸谱的差异是由于去饱和

受不同烹饪方法的影响ꎮ 不同的烹饪方法可以改变鱼类脂肪

酶活力改变所引起ꎮ 第五ꎬ 尽管多元统计模型中校正了人口

酸谱以及产生一些有害物质ꎮ 如油炸鱼ꎬ 特别是长时间的深

学参数、 生活方式和临床基本特征等因素ꎬ 但未测量和未知

度油炸ꎬ 可以产生大量的过氧化脂质ꎬ 使鱼体内 ｎ－３ 多不饱

影响因素引起的残余混杂对结果的影响不能完全排除ꎮ 最后ꎬ

ꎮ 此外ꎬ 由于腌制咸

血清甘油三脂或磷脂脂肪酸所估计的去饱和酶指数与肝脏去

鱼摄入而导致盐的摄入增加ꎬ 可能也会大大削弱鱼类或长链

饱和酶活力密切相关ꎬ 因此本项研究中采用的血清总脂脂肪

和脂肪酸下降而增加反式脂肪酸含量
ｎ－３脂肪酸对血压的有利影响

[２２]

[２１]

ꎮ 膳食数据通常是通过饮食

酸去饱和酶指数并不能准确地反映肝脏去饱和酶活力ꎮ

问卷或膳食调查所获取ꎬ 研究实施过程中潜在的测量误差或

本项研究中通过在病例－对照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组学数据

膳食报告偏倚很可能影响个体饮食脂肪酸摄入数据的准确性ꎮ

分析技术ꎬ 发现血清 ２２ ∶ ６ｎ－３ 是区分新诊断高血压和正常血

最后ꎬ 荟萃分析研究对象主要是欧洲和美国人ꎬ 其鱼类等相

压人群血清脂肪酸谱差异重要的标志物ꎬ 增加 ２２ ∶ ６ｎ－３ 含量

关食物的摄入量相对比较低ꎮ 通过饮食所摄取的长链 ｎ－３ 脂

与高血压风险降低显著相关ꎬ 提示增加膳食 ２２ ∶ ６ｎ－３ 摄入以

肪酸可能尚未达到有效剂量而显著影响血压水平ꎬ 来自鱼类

改善体内 ２２ ∶ ６ｎ－３ 水平有益于高血压预防和治疗ꎮ 膳食 ｎ－３

或膳食长链 ｎ－３ 脂肪酸与高血压关联分析很可能会成为有偏

脂肪酸可整合到血清、 血浆、 血小板和其他生物组织脂质中ꎬ

估计ꎮ

改变生物膜的流动性、 增加血管舒张因子释放和降低心脏交感

血液中 ｎ－３ 脂肪酸作为生物学标志物可以客观地反映膳

活性[２３] ꎮ 大量研究认为ꎬ 鱼油的降压效应可能直接基于２２ ∶ ６

食摄入ꎮ 我们的横断面研究发现循环长链 ｎ－３ 脂肪酸与高血

ｎ－３ 并不是 ２０ ∶ ５ｎ－３ꎮ 一项来自欧洲 ８ 周海产品增补试验研

压风险降低显著相关ꎬ 提示增加长链 ｎ－３ 脂肪酸摄入来改善

究发现ꎬ 基线超重成年人红细胞膜磷脂 ２２ ∶ ６ｎ－３ 含量与舒张

体内其循环水平有益于维持血压正常水平ꎮ 大量实验证据显

压下降显著相关 [３０] ꎮ 与这些研究证据一致ꎬ 本研究表明血清

示ꎬ 长链 ｎ－３ 脂肪酸可以进入血清、 血浆、 血小板及其组织细

２２ ∶ ６ｎ－３ 相对含量与中国人群高血压风险降低显著相关ꎬ 这

胞膜磷脂来改变膜流动性、 渗透性、 增加血管扩张因子生成和

种关联可能与 ２２ ∶ ６ｎ－３ 降压机制有关ꎮ 首先ꎬ ２２ ∶ ６ｎ－３ 比

１９

２０ ∶ ５ｎ－３ 更容易整合到组织细胞膜磷脂基本骨架结构中ꎮ 研

证据ꎬ 为高血压及其并发症营养防控提供新的实验依据ꎮ

究表明ꎬ 增加 ＧＲＫ２ 磷酸化作用可以减弱 β－肾上腺素能交感

参考文献:

信号途径ꎬ 引起血管舒张反应降低 [３１] ꎮ ＤＨＡ 可以整合进入心
肌细胞膜抑制 β－肾上腺素能系统活性ꎬ 可能解释其抗心律失

[ １] Ｒｉｍｍ ＥＢꎬ Ａｐｐｅｌ ＬＪꎬ Ｃｈｉｕｖｅ ＳＥꎬ Ｄｊｏｕｓｓｅ Ｌꎬ Ｅｎ￣

常和降压效应 [２８] ꎮ 此外ꎬ 钙调蛋白依赖的激酶 ４ ( Ｃａｌｍｏｄｕ￣

ｇｌｅｒ ＭＢ ｅｔ ａｌ. Ｓｅａｆｏｏｄ Ｌｏｎｇ￣Ｃｈａｉｎ ｎ－３ Ｐｏｌｙ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Ｆａｔｔｙ

ｌ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ｋｉｎａｓｅ ４ꎬ ＣａＭＫ４ ) 基 因 缺 失 可 以 损 伤 由

Ａｃｉｄｓ ａｎｄ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Ｆｒｏｍ

ＣａＭＫ４ 介导的 ｅＮＯＳ 活化ꎬ 诱发 ＣａＭＫ４ 基因敲除小鼠发生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ｅａｒ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８ꎻ １３８ ( １) :

高血压 [３２] ꎮ 然而ꎬ ２２ ∶ ６－３ 可以整合进入血管内皮细胞膜刺

ｅ３５－ｅ４７.

激内皮细胞释放三磷酸腺苷 ( ＡＴＰ) ꎬ 使一氧化氮释放增加诱

[２] Ｂｅｒｎａｓｃｏｎｉ ＡＡꎬ Ｗｉｅｓｔ ＭＭꎬ Ｌａｖｉｅ ＣＪꎬ Ｍｉｌａｎｉ ＲＶꎬ

发血管舒张ꎮ 因此ꎬ 诱导 ＮＯ 释放增加以及减弱交感肾上腺

Ｌａｕｋｋａｎｅｎ ＪＡ.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Ｏｍｅｇａ－３ Ｄｏｓａｇｅ ｏｎ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素能活性可能是 ２２ ∶ ６－３ 降压的重要机制ꎮ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Ａｎ Ｕｐｄａｔｅ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目前大量的干预实验和荟萃分析的结果证实ꎬ 膳食 ｎ－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ｉａｌｓ. Ｍａｙｏ Ｃｌｉｎｉｃ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２０２１ꎻ ９６

脂肪酸可以显著降低高血压患者血压及其他心血管风险因子

(２) : ３０４－３１３.

水平ꎮ 但这些结论均是来自西方人群研究的数据ꎬ 目前尚无

[ ３ ] Ｂｅｒｃｅａ ＣＩꎬ Ｃｏｔｔｒｅｌｌ ＧＳꎬ Ｔａｍａｇｎｉｎｉ Ｆꎬ ＭｃＮｅｉｓｈ

基于膳食 ｎ－３ 脂肪酸对高血压患者的随机对照实验研究在中

ＡＪ. Ｏｍｅｇａ－３ ｐｏｌｙ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ａｎｄ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国人群中开展ꎮ 本项研究首次发现ꎬ 膳食长链 ｎ－３ 脂肪酸可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ｖａｓｏｄｉｌａｔｏｒ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ｄｏｃｏｓａｈｅｘａｅｎｏｉｃ

以显著改善血脂代谢和炎症状态ꎬ 对心血管疾病的防治具有

ａｃｉｄ ａｎｄ ｅｉｃｏｓａｐｅｎｔａｅ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

重要的营养学意义ꎮ 然而ꎬ 干预后鱼油组舒张压的下降量与

ｇｙ ２０２１ꎻ １７８ (４) : ８６０－８７７.

玉米油组相比ꎬ 并没有统计学差异ꎬ 因此我们尚不能得到膳

[４] Ｃｏｌｕｓｓｉ Ｇꎬ Ｃａｔｅｎａ Ｃꎬ Ｎｏｖｅｌｌｏ Ｍꎬ Ｂｅｒｔｉｎ Ｎꎬ Ｓｅ￣

食 ｎ－３ 脂肪酸可以降低中国高血压人群舒张压的确切结论ꎬ

ｃｈｉ ＬＡ.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ｏｍｅｇａ － ３ ｐｏｌｙ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ｏｎ

这可能和本项研究的一些缺陷有关ꎮ 首先ꎬ 我们选择中国内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ｃａｒｄｉｏ￣

蒙古地区高血压人群作为研究对象ꎬ 在基线进行流行病学和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Ｎｕｔｒ Ｍｅｔａｂ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 Ｄｉｓ ２０１７ꎻ ２７

膳食调查ꎮ 尽管三个干预组间的生活方式ꎬ 用药习惯ꎬ 饮食

(３) : １９１－２００.

和其他因素无明显差异ꎬ 但由于样本人群受地域和民族等特

[５] Ｙａｎｇ Ｂꎬ Ｄｉｎｇ Ｆꎬ Ｙａｎ Ｊꎬ Ｙｅ ＸＷꎬ Ｘｕ ＸＬ ｅｔ ａｌ.Ｅｘ￣

点影响ꎬ 不能很好地代表整个中国人群ꎬ 选择性偏倚可能存

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ｓｅｒｕｍ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ｂｌｏｏｄ

在ꎮ 此外ꎬ 本 项 研 究 干 预 时 间 较 短ꎬ 仅 仅 持 续 ９０ 天 ( １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ｉ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ｄｗｅｌｌｉｎｇ 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ｄ ａｎｄ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Ｃｈｉ￣

周) ꎬ 也可能使最终结果并不能达到显著ꎮ 最后ꎬ 由于随机临

ｎｅｓｅ. Ｌｉｐｉｄｓ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 ２０１６ꎻ １５: ５８.

床对照实验的工作现场在蒙区的社区医院ꎬ 医疗条件和医技

[６] Ｚｅｎｇ ＦＦꎬ Ｓｕｎ ＬＬꎬ Ｌｉｕ ＹＨꎬ Ｘｕ Ｙꎬ Ｇｕａｎ Ｋꎬ Ｌｉｎｇ

水平相对较低ꎮ 尽管我们进行现场培训和质量控制ꎬ 但仍不

ＷＨꎬ Ｃｈｅｎ ＹＭ.Ｈｉｇｈｅｒ ｅｒｙｔｈｒｏｃｙｔｅ ｎ－３ ＰＵＦＡｓ ａｒ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

能排除测量偏倚和剩余混杂对观察结果的潜在影响ꎮ

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ｄ ａｎｄ ｅｌｄｅｒｌｙ

本项研究还发现富含长链 ｎ－３ 脂肪酸的深海鱼油显著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ｄｕｌｔｓ. Ｊ Ｎｕｔｒ ２０１４ꎻ １４４ (８) : １２４０－１２４６.

低血浆 Ａｎｇ ＩＩ 水平ꎮ 循环 ＡｎｇＩＩ 水平可以通过中枢压力感受性

[７] Ｐａｒｋ Ｙꎬ Ｏｈ ＳＨꎬ Ｒｈｅｅ Ｍ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反射和改变血压调定点水平影响心率ꎮ 高血压患者循环 ＡｎｇＩＩ

２４－ｈｏｕｒ ａｍｂｕｌａｔｏｒｙ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ｒｙｔｈｒｏｃｙｔｅ ｎ－３ ｐｏｌｙ￣

水平中较正常人显著增高ꎬ Ａｎｇ ＩＩ 使压力反射性心率变缓效

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ｉｎ Ｋｏｒｅａ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应减弱ꎬ 可能与干预后 Ａｎｇ ＩＩ 水平下降引起的压力感受性反

Ｎｕｔｒ Ｒｅｓ ２０１０ꎻ ３０ (１２) : ８０７－８１４.

射增加有关ꎮ 确切的机制尚需要进一步动物或细胞研究证实ꎮ

结

[８] Ｋｈａｌｅｓｉ Ｓꎬ Ｉｒｗｉｎ Ｃꎬ Ｓｃｈｕｂｅｒｔ Ｍ. Ｆｌａｘｓｅｅｄ ｃｏｎ￣
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ｍａｙ ｒｅｄｕｃｅ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论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ｓ. Ｊ Ｎｕｔｒ ２０１５ꎻ １４５ (４) :

膳食长链 ｎ－３ 脂肪酸具有辅助降低血压和改善心血管代

７５８－７６５.

谢风险的作用ꎬ 可能与纠正肾素 －血管紧张素系统失衡有关ꎮ

[９ ] Ｍｉｌｌｅｒ ＰＥꎬ Ｖａｎ Ｅｌｓｗｙｋ Ｍꎬ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ＤＤ. Ｌｏ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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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ｓｉｔｙ ｉｎ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Ｆｏｏｄ
＆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２０１９ꎻ １０ (３) : １６６１－１６７０.

ｉｃ ａｃｉｄ ｖｅｒｓｕｓ ｄｏｃｏｓａｈｅｘａｅ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 ｏｎ ｓｅｒｕｍ ｌｉｐｉｄｓ: ａ ｓｙ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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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ｆｏｏｄ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１９ꎻ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ꎬ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ｏｆ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６７ (１) : １８４－１９２.

ａｕｔｏ￣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ｃｔａ ｃａｒｄｉｏｌｏｇｉｃａ ２００９ꎻ ６４ (３) : ３２１－３２７.

[２１] Ｓｋｏｇ Ｋ. Ｃｏｏｋ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ｆｏｏｄ ｍｕｔａｇｅｎｓ:

[１２] Ｍａｃｈａｄｏ ＡＭꎬ ｄｅ Ｐａｕｌａ Ｈꎬ Ｃａｒｄｏｓｏ ＬＤꎬ Ｃｏｓｔａ

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 : ａｎ ｉｎｔｅｒ￣

ＮＭ.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ｂｒｏｗｎ ａｎｄ ｇｏｌｄｅｎ ｆｌａｘｓｅ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ｌｉｐｉｄ ｐｒｏｆｉｌｅ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ｌｙｃｅｍｉａꎬ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ꎬ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１９９３ꎻ ３１ (９) : ６５５－６７５.
[２２ ] Ｋｕｐｆｅｒｓｃｈｍｉｄｔ Ｋ.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ｒｅｉｇｎｉｔｅｓ

ｂｏｄｙ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２０１５ꎻ
３１ (１) : ９０－９６.

ｂａｔｔｌｅ ｏｖｅｒ ｌｏｗ￣ｓａｌｔ ｄｉｅｔ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３ꎻ ３４０ (６１３５) : ９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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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１９９９ꎻ ３４ (２) : ２５３－２６０.

ｅｎｔｓ ２０１６ꎻ ８ (１) : ２２３－２２８.

[ ２７ ] ＭｃＬｅｎｎａｎ ＰＬ.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１７] Ｙａｎｇ Ｂꎬ Ｄｉｎｇ Ｆꎬ Ｗａｎｇ ＦＬꎬ Ｙａｎ Ｊꎬ Ｙｅ ＸＷꎬ Ｙｕ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ａｒｒｈｙｔｈｍｉｃ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ｆｉｓｈ ｏｉｌ ｉｎ ａｎｉｍａｌ

Ｗꎬ Ｌｉ 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ｒｕｍ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ａｎ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ｄ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Ｌｉｐｉｄｓ ２００１ꎻ ３６ Ｓｕｐｐｌ: Ｓ１１１－１１４.
[２８] Ｇｒｙｎｂｅｒｇ Ａꎬ Ｆｏｕｒｎｉｅｒ Ａꎬ Ｓｅｒｇｉｅｌ ＪＰꎬ Ａｔｈｉａｓ Ｐ.

ｓａｔｕｒ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ｄ ａｎｄ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１６ꎻ ６: ２３４４６.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ｏｃｏｓａｈｅｘａｅ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 ａｎｄ ｅｉｃｏｓａｐｅｎｔａｅ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 ｉｎ

[１８] Ｙａｎｇ Ｂꎬ Ｄｉｎｇ Ｆꎬ Ｗａｎｇ ＦＬꎬ Ｙｕ Ｗꎬ Ｌｉ Ｄ.Ｉｎｖｅｒｓｅ

ｔｈｅ ｐｈｏｓｐｈｏｌｉｐｉｄｓ ｏｆ ｒａｔ ｈｅａｒｔ ｍｕｓｃｌｅ ｃｅｌｌｓ ｏｎ ａｄｒｅｎｏｃｅｐｔｏｒ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ｒｕｍ Ｄｏｃｏｓａｈｅｘａｅ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 Ｗｉｔｈ Ｎｅｗｌｙ Ｄｉ￣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ａｎｄ

ａｇｎｏｓｅｄ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ｂａｓｅｄ Ｃ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ｃａｒｄｉ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５ꎻ ２７ (１１) : ２５０７－２５２０.

Ｓｔｕｄ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１６ꎻ ９５ (５) : ｅ２３２９.

[２９] Ｈａｓｈｉｍｏｔｏ Ｍꎬ Ｓｈｉｎｏｚｕｋａ Ｋꎬ Ｇａｍｏｈ Ｓꎬ Ｔａｎａｂ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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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ꎬ Ｈｏｓｓａｉｎ ＭＳ 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ｈｙｐｏｔｅｎｓ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ｏｃｏｓａｈｅｘａｅ￣

[３１] Ｔａｇｕｃｈｉ Ｋꎬ Ｍａｔｓｕｍｏｔｏ Ｔꎬ Ｋｏｂａｙａｓｈｉ Ｔ. Ｇ￣ｐｒｏ￣

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 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ｏｆ ＡＴＰ

ｔｅｉｎ￣ｃｏｕｐｌｅｄ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ｋｉｎａｓｅ ２ ａｎｄ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ａｕｄａｌ ａｒｔｅｒｙ ｏｆ ａｇｅｄ ｒａｔｓ. Ｊ Ｎｕｔｒ １９９９ꎻ １２９ ( １) :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ｐａｔｈ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Ｊ

７０－７６.

Ｓｍｏｏｔｈ Ｍｕｓｃｌｅ Ｒｅｓ ２０１５ꎻ ５１: ３７－４９.

[３０] Ｒａｍｅｌ Ａꎬ Ｍａｒｔｉｎｅｚ ＪＡꎬ Ｋｉｅｌｙ Ｍꎬ Ｂａｎｄａｒｒａ ＮＭꎬ

[ ３２ ] Ｓａｎｔｕｌｌｉ Ｇꎬ Ｃｉｐｏｌｌｅｔｔａ Ｅꎬ Ｓｏｒｒｉｅｎｔｏ Ｄꎬ Ｄｅｌ Ｇｉ￣

Ｔｈｏｒｓｄｏｔｔｉｒ Ｉ.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ｔｔｙ ｆｉｓｈ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ｄｉ￣

ｕｄｉｃｅ Ｃꎬ Ａｎａｓｔａｓｉｏ Ａ ｅｔ ａｌ. ＣａＭＫ４ Ｇｅｎｅ Ｄｅｌｅ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ｃｅｓ

ａｓｔｏｌｉｃ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ｉｎ 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ｏｂｅｓ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ｅａｒ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ｙｏｕｎｇ ａｄｕｌｔ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２０１０ꎻ ２６

２０１２ꎻ １ (４) : ｅ００１０８１.

(２) : １６８－１７４.

Ｏｍｅｇａ － ３ 指数与 ２ 型糖尿病的关系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ｍｅｇａ －３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马牧原 １

李克磊 ２

王

凌１

１. 华中农业大学ꎻ ２. 青岛大学

加饮食中 ｏｍｅｇａ－３ 脂肪酸的摄入可能对 ２ 型糖尿病的预防有

摘要:
目的: ｏｍｅｇａ－３ 指数与 ２ 型糖尿病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ꎮ

好处ꎮ

目前的研究不能证明 ｏｍｅｇａ － ３ 指数的变化是否会影响 ２ 型糖

关键词: ｏｍｅｇａ－ ３ 指数ꎻ ２ 型糖尿病ꎻ 红细胞膜脂肪酸ꎻ

尿病ꎮ 本系统综述的目的是阐明 ｏｍｅｇａ － ３ 指数与 ２ 型糖尿病

病例对照试验ꎻ 荟萃分析

之间的相关性ꎮ

方法: 对 ＰｕｂＭｅｄ、 ＥＭＢＡＳＥ 和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１９４８ 年

简

至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数据库内的文献进行全面检索ꎮ 采用随机效
应模型进行总体效应量的研究ꎮ

介
糖尿病是一种慢性非传染性疾病ꎬ 目前全球有超过 ４.１５

结果: 最终确定了 ８ 项合格的病例对照研究ꎬ 共有 １３５７

亿人患有糖尿病ꎬ 其中 ９０％以上为 ２ 型糖尿病 (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

病患者的 ｏｍｅｇａ－３ 指数显著低于对照组 ( ＳＭＤ ＝ － １.３１ꎻ ９５％

７－１７ 岁青少年的糖尿病前期和 ２ 型糖尿病患病率显著增加ꎬ

质性 ( Ｉ ＝ ９９.０％) ꎮ 在根据不同人种进行的亚组分析中ꎬ 亚

人缺乏锻炼和饮食结构的变化 [３] ꎮ 一篇基于大规模的人口统计

名 ２ 型糖尿病患者和 １６１６ 名非糖尿病对照ꎮ 结果表明ꎬ 糖尿

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ꎬ Ｔ２Ｄ) [１ꎬ２] ꎮ 中国 Ｔ２Ｄ 的发病呈年轻化趋势ꎬ

可信区间 ( ＣＩ) : －１.４０ꎬ － １.２２) ꎬ 但样品之间存在显著的异

从 １９９１ 年的 ５.２％增加到 ２００６ 年的 １３.２％ꎬ 这可能源于年轻

２

洲人的 ｏｍｅｇａ－３ 指数和 ２ 型糖尿病呈负相关 ( ＳＭＤ ＝ － １. ７１ꎻ

的前瞻性研究表明ꎬ 食用油性鱼类可以降低 Ｔ２Ｄ 的发病率[３] ꎮ

结论: ｏｍｅｇａ－３ 指数与 ２ 型糖尿病呈负相关ꎬ 这表明增

然而ꎬ ｏｍｅｇａ－３ 脂肪酸摄入量与 Ｔ２Ｄ 之间的明确关系尚

９５％可信区间: －１.８２ꎬ －１.６０) ꎬ 异质性显著降低 ( Ｉ ２ ＝ ０) ꎮ

此外ꎬ 长期摄入鱼油补充剂也被证明能降低患 Ｔ２Ｄ 风险 [４] ꎮ

作者简介: 马牧原ꎬ 华中农业大学食品科学技术学院研究生ꎻ 李克磊ꎬ 青岛大学营养与健康研究院副教授ꎻ 王凌ꎬ 华中农业大学食品科学技术
学院副教授ꎮ
作者 Ｅ￣ｍａｉｌ: 马牧原ꎬ １３１７３４７５９５＠ ｑｑ.ｃｏｍꎻ 李克磊ꎬ ｗｆｕｊｆｑｃｃｚｊｕ＠ ｓｉｎａ.ｃｏｍꎻ 王凌ꎬ ｗａｎｇｌｉｎｇ＠ ｍａｉｌ.ｈｚａｕ.ｅｄｕ.ｃｎ ( 通讯作者)

２２

不明确ꎮ 根据一篇近期的 荟萃分 析ꎬ 二十碳 五烯 酸 ( ＥＰＡ)

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ꎬ Ｎｏｎ￣Ｉｎｓｕｌｉｎ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 Ｔｅｘｔ ｗｏｒｄ] ＯＲ Ｄｉａｂｅ￣

和二十二碳六烯酸 ( ＤＨＡ) 的摄入对 Ｔ２Ｄ 有不同的影响

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ꎬ Ｎｏｎ￣Ｉｎｓｕｌ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 Ｔｅｘｔ ｗｏｒｄ] ＯＲ Ｎｏｎ￣

[５]

ꎮ

Ｉｎｓｕｌ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 Ｔｅｘｔ ｗｏｒｄ] ) ꎮ

另一篇荟萃分析显示ꎬ 摄入 ｏｍｅｇａ－３ 脂肪酸并不会显著降低
Ｔ２Ｄ 的发病率

[６]

ꎮ 这些荟萃分析的结果出现了分歧ꎬ 因此并

１.２

不能对糖尿病患者的饮食提供临床指导ꎮ

纳入标准为: ①文章以英文发表②文章的类型为病例对

先前的荟萃分析都是基于血清或血浆脂肪酸的含量来研
究 ｏｍｅｇａ－３ 脂肪酸的摄入与 Ｔ２Ｄ 的关系

[１３ꎬ１４ꎬ１５]

照研究③研究对象为 ２ 型糖尿病患者 ④临床评估指标包括:

ꎮ 但人体血

ＥＰＡ / ＤＨＡ ( 平均值±标准差) 或 ｏｍｅｇａ－３ 指数 ( 平均值±标

浆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水平受许多因素的影响ꎬ 其中包括高

准差) ꎮ 排除标准为: ①文章中不包含 ２ 型糖尿病的诊断标准

脂肪食物的摄入 [７] ꎮ 一篇来自意大利的饮食调查显示ꎬ 红细

②未评估 ｏｍｅｇａ－３ 指数或红细胞膜脂肪酸③重复发表的文献ꎮ

胞膜脂肪酸可作为饮食中脂肪酸相对水平的有效生物标志物ꎻ

１.３

红细胞膜磷脂上的 ＥＰＡ 和 ＤＨＡ 是良好的鱼类和贝类的生物

发生争议将通过与第三名研究人员讨论和协商解决ꎮ 提取了

浆更能够反映 ｏｍｅｇａ－３ 脂肪酸的含量和分布 [９] ꎬ 因此患者和

每篇文章的基本数据ꎬ 包括作者、 年份、 研究设计、 国家 / 民

对照组之间红细胞膜脂肪酸水平的差异更能够表明疾病的影

族、 病例 选 择、 对 照 选 择、 年 龄、 性 别、 体 重 指 数 ( ＢＭＩ)

响 [１０] ꎮ 且红细胞的寿命较长ꎬ 是能够反映脂肪酸长期摄入的

( 平均值±标准差) 、 ２ 型糖尿病诊断的标准以及红细胞膜脂肪

理想指标 [８] ꎮ

酸的测定方法ꎮ

ｏｍｅｇａ－３ 指数是能够反映习惯膳食 ｏｍｅｇａ－３ 多不饱和脂

１.４

肪酸的生物标志物ꎬ 是通过总红细胞膜脂肪酸中 ＥＰＡ 和 ＤＨＡ

险采用纽卡斯尔渥太华病例对照研究质量量表 ( ＮＯＳ) 进行

数能够保护女性免受肥胖相关的 Ｔ２Ｄ [１２] ꎮ 其他关于 ｏｍｅｇａ－３

评估ꎬ 该量表的质量评估分数范围从 ０ 到 ９ꎬ 大于 ７ 分的研究

指数与 ２ 型糖尿病之间关系的研究很少ꎮ 鉴于此ꎬ 本研究的

被认定为是高质量研究 [１７] ꎮ

目的是确定 ｏｍｅｇａ－３ 指数与 Ｔ２Ｄ 之间的联系ꎬ 作者对病例

１.５

对照试验进行了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ꎬ 以期找到 ｏｍｅｇａ－３ 指

检索策略和选择标准

数据分析
使用 ｏｍｅｇａ－３ 指数的计算公式将红细胞膜 ＥＰＡ / ＤＨＡ 比

数与 Ｔ２Ｄ 之间相关性的决定性证据ꎮ

１.１

质量评估
由两名独立研究者评估了每项研究的质量分数ꎮ 偏差风

的含量百分比计算得出的[１１] ꎮ Ｇａｒｇ 指出ꎬ 提高 ｏｍｅｇａ－３ 指

法

数据提取
数据提取和质量评估由两名独立的研究人员进行ꎮ 如果

标志物 [１６] ꎮ 红细胞可以在其一生中保持其脂肪酸分布ꎬ 比血

方

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

率转化为 ｏｍｅｇａ－３ 指数: ｏｍｅｇａ－３ 指数 ( 平均值±标准差)
＝ ＥＰＡ％ ( 占总红细胞膜脂肪酸的百分比) ＋ＤＨＡ％ ( 占总红
细胞膜脂肪酸的百分比) ꎮ 使用 ＳＴＡＴＡ １５.１ 统计软件ꎬ 首先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统计分析ꎮ 如果异质性显著 ( ｐ<０.１) ꎬ

数据 分 析 由 两 名 独 立 研 究 人 员 进 行ꎬ 在 ＥＭＢＡＳＥ、

则选择随机效应进行分析ꎮ 使用 ９５％置信区间 ( ９５％ ＣＩ) 的

ＰｕｂＭｅｄ 和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数 据 库 中 进 行 检 索ꎬ 检 索 了 从

标准平均差 ( ＳＭＤ) 评估病例组和对照组之间净变化的显著

１９４８ 年到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期间发表的所有将 ｏｍｅｇａ －３ 指数和

性ꎮ Ｐ<０.１ 被认为具有统计学意义ꎮ Ｉ ２ >５０％被认为是具有高

Ｔ２Ｄ 相关联的病例对照研究ꎮ ＰｕｂＭｅｄ 的完整检索式举例如

度异质性 [１８] ꎮ 接着对纳入的研究进行了敏感性分析ꎮ 通过漏

下: ( [ Ｅｒｙｔｈｒｏｃｙｔｅ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Ｍｅｓｈ Ｔｅｒｍｓ] ＯＲ Ｅｒｙｔｈｒｏｃｙｔｅ

斗图来评估潜在的发表偏倚ꎮ 对来自不同国家的研究人群进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ｓ [ Ｔｅｘｔ ｗｏｒｄ] ＯＲ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ꎬ Ｅｒｙｔｈｒｏｃｙｔｅ [ Ｔｅｘｔ

行亚组分析ꎮ 使用漏斗图和 ｅｇｇｅｒ 检验评估了发表偏倚ꎮ 采

ｗｏｒｄ] ＯＲ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ｓꎬ Ｅｒｙｔｈｒｏｃｙｔｅ [ Ｔｅｘｔ ｗｏｒｄ] ＯＲ Ｅｒｙｔｈ￣

用修剪和填充法进行进一步评估ꎮ

ｒｏｃｙｔｅ Ｃｙｔｏｓｋｅｌｅｔｏｎ [ Ｔｅｘｔ ｗｏｒｄ] ＯＲ Ｃｙｔｏｓｋｅｌｅｔｏｎꎬ Ｅｒｙｔｈｒｏ￣
ｃｙｔｅ [ Ｔｅｘｔ ｗｏｒｄ] ) ＡＮＤ (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ꎬ Ｔｙｐｅ ２ [ Ｔｅｘｔ

结

果

２.１

文献检索

Ｗｏｒｄ] Ｏ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ꎬ Ｎｏｎｉｎｓｕｌ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 Ｔｅｘｔ
ｗｏｒｄ] Ｏ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ꎬ Ｋｅｔｏｓｉｓ￣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 Ｔｅｘｔ ｗｏｒｄ]
Ｏ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ꎬ Ｋｅｔｏｓｉｓ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 Ｔｅｘｔ ｗｏｒｄ ] ＯＲ

文献检索的过程如图 １ 所示ꎮ 初次检索后共查找到 １０５５

Ｋｅｔｏｓｉｓ￣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 Ｔｅｘｔ ｗｏｒｄ] ＯＲ Ｄｉａｂｅ￣

篇文章ꎮ 排 除 了 ３２６ 篇 重 复 文 章ꎬ 并 根 据 研 究 类 型 排 除 了

２３

４５６ 篇文 章ꎬ 在 查 找 过 程 中 只 有 一 篇 随 机 对 照 试 验 符 合 要

例对照实验ꎮ 其中有 ４ 项研究是在亚洲进行ꎬ １ 项在南美ꎬ ３

ꎮ 在筛选标题和摘要后ꎬ 排除 １３７ 篇ꎬ 留下了 １３６ 篇文

项在欧洲ꎮ 病例组为确诊为 Ｔ２Ｄ 的患者ꎬ 对照组为健康人ꎮ

章供全文阅读ꎮ 仔细阅读全文后ꎬ 因以下原因排除了 １２８ 篇

大多数研究同时包括男性和女性参与者ꎻ 研究人群的平均年

文章: ①研究仅测量了血浆脂肪酸或血清脂肪酸含量ꎻ ②研

龄为 ５５.０３±８.８ 岁ꎬ 平均 ＢＭＩ 的范围在 ２４ 到 ３７ꎮ 在本研究

究类型不符合ꎮ 最终将 ８ 篇论文纳入研究ꎬ 共 ２９７３ 名参与者

中使用纽卡斯尔渥太华量表 ( ＮＯＳ) 对文章打分ꎮ 结果如表

( 病例组 １３５７ 人ꎬ 对照组 １６１６ 人) ꎮ

２ 所示ꎬ 平均值为七分ꎮ

求

[１９]

２.２

纳入文献基本特征
８ 篇符合标准的文献的研究特征见表 １ꎬ 所有研究均为病

图１
Ｆｉｇｕｒｅ.１

文献筛选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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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Ｂａｓ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Ｃａｓ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Ｎ(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ｗｅｄｅｎ

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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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ｅｄｉ￣
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Ｃａｒｄｉｏｌ￣
ｏｇｙ ｉｎ ｉ. ｅ. Ｕｍｅå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ｏｓｐｉ￣
ｔａｌ

Ｎｏｎ￣ｄｉａ￣
ｂｅｔ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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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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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ｇｅ
[ ｙｅａｒｓ]

５１.６±７.８

５６.０８±１１.５

ＢＭＩ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
ｔｅｓ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ｉｎ ｅｒｙｔｈｒｏｃｙｔｅ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２７±４.６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１９９８ ＷＨＯ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

ｎｏ ｄａｔａ

ｆａｓｔ ｂｌｏｏｄ ｇｌｕ￣
ｃｏｓｅ ｗａｓ ｓｔａ￣
ｇａｓ￣ｌｉｑｕｉｄ ｃｈｒｏ￣
ｂｉｌｉｚ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７. ０ ａｎｄ １０. ０
ｍｍｏｌ /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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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Ｊｏ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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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ｏｒｅａ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Ｎｏｎ￣ｄｉａ￣
ｂｅｔｉｃ

３９０(１３０ / ２６０)

５７.６±０.７８

ｆａｓｔｉｎｇ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ｌｅｖｅｌｓ≥１２６
ｍｇ / ｄ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ｈｅｘ￣
２４.４±０.２５
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 ｂｙ
ａｎ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Ｌｏｕ [２３]

２０１４

Ｃｈｉｎａ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Ｓｈａｏｘｉｎｇ
Ｐｅｏ￣
ｐｌｅ’ ｓ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Ｎｏｎ￣ｄｉａ￣
ｂｅｔｉｃ

９２(５０ / ４２)

５７.６±７.５１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２２.３±２.８２ １９９９ ＷＨＯ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４

Ｆｉｎｌ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Ｕｎ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Ｆｉｎｌａｎｄ

Ｎｏｎ￣ｄｉａ￣
ｂｅｔｉｃ

５１５(５９ / ４５６)

５５±６

２６.５±３.５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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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ｌ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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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ａｎａ

Ｎｏｎ￣ｄｉａ￣
ｂｅｔ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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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ｘ￣
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Ｍｅｄｉ￣
ｃｉｎｅꎬＰｒａｇｕｅꎬ
Ｃｚｅｃｈｏｓｌｏｖａｋｉａ

４０.３±３.７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ｏｆ ｔｈｅ
２５.６±２.４５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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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ｕｐ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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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ｌｓ ｉｎ ２０ ｐｒｏ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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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７. ０ ａｎｄ １０. ０
ｍｍｏｌ / Ｌꎬ

Ａｇｅ ａｎｄ ＢＭＩ ｖａｌｕｅｓ ｇｉｖｅｎ ａｓ ｍｅａｎ±ＳＤꎬ ｆｒｏｍ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ｓｔｕｄｙ ｏｎｓｅｔ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Ｏｔｔａｗａ Ｓｃａｌｅ ｆｏｒ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２５

Ｔａｂｌｅ ２

表 ２ 基于 ＮＯＳ 的纳入研究质量评价表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Ｏｔｔａｗａ
Ｓｃａｌｅ ｆｏｒ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 ｓｃｏ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 ｓｃｏｒｅ)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 ｓｃｏｒｅ)

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ｃａｓｅ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
ｔａ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ｃａｓｅｓ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ｏｒ ｉｍ￣
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 ｏｒ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ｓｃｅｒｔａｉｎ￣
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 ｂｌｉｎｄｉｎｇ)

Ｓａｍｅ ｍｅｔｈ￣
ｏｄ ｏｆ ａｓｃｅｒ￣
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Ｎｏｎ￣ｒｅ￣
ｓｐｏｎｓｅ
ｒａｔｅ ａ

Ｔｏｔａｌ
Ｓｃｏｒｅ ｂ

Ｋｒａｃｈｌｅｒ ｅｔ ａｌ.

１

１

１

０

２

０

１

１

７

Ｈ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１

１

１

１

２

０

１

０

７

Ｊｏ ｅｔ ａｌ.

１

１

１

１

２

０

１

１

８

Ｌｏｕ ｅｔ ａｌ.

１

１

１

１

２

０

１

１

８

Ｍａｈｅｎｄｒａｎ ｅｔ ａｌ.

１

１

１

１

２

０

１

１

８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 ｅｔ ａｌ.

０

１

１

１

２

０

１

１

７

Ｔｅｒｅｚｉｅ ｅｔ ａｌ.

１

１

１

１

２

０

１

１

８

Ｚ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１

１

１

１

２

０

１

１

８

Ｓｔｕｄｙ

ａ

ｂ

Ｗｈｅｎ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ｒａｔ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ｏｔｈ ｇｒｏｕｐｓ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ａ 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ｄ ｔｅｓｔ ( Ｐ > ０.０５) ꎬ ｏｎｅ ｐｏｉｎｔ ｗａｓ
ａｗａｒｄｅｄ.
Ｔｏｔａｌ ｓｃｏｒｅ ｗａ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ａｄｄｉｎｇ ｕｐ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ａｗａｒｄｅｄ ｉｎ ｅａｃ.

２.３

ｏｍｅｇａ －３ 指数与 ２ 型糖尿病的总体相关性

２.４

敏感性分析ꎬ 亚组分析

在对本研究的 ８ 篇文章进行异质性测试后ꎬ 结果显示出

通过敏感性分析ꎬ 发现 ８ 项研究 显示 出不同 的敏 感性ꎮ

高度的异质性 ( Ｉ ＝ ９９.０％) ꎬ 这表明本研究中所选文章之间

通过对纳入研究的分析ꎬ 怀疑异质性来自于研究人群的不一

存在强烈的异质性ꎮ 选择随机效应进行荟萃分析ꎬ 结果如图 ２

致性ꎮ 因此ꎬ 根据不同的研究人群评估了这些数据ꎮ 敏感性

所示ꎬ 纳入研究的优势比范围为 １.４０ 至 １.２２ꎮ

分析的结果如图 ３ 所示ꎮ

２

图２

ｏｍｅｇａ－３ 指数与 ２ 型糖尿病基于随机效应模型的森林图
Ｆｉｇｕｒｅ.２

Ｆｏｒｅｓｔ ｍａｐ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ａｎｄｏｍ ｅｆｆｅｃｔ ｍｏｄｅｌ

２６

图３
Ｆｉｇｕｒｅ.３

敏感性分析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８ ｓｔｕｄｉｅｓ

根据研究人群的不同ꎬ ８ 篇文章被分为不同的两组: ①基

多的海产品ꎮ 为了确定此观点ꎬ 进行了又一次亚组分析ꎬ 结

于亚洲人群的研究ꎻ ②基于西方人群的研究ꎮ 亚组分析的结

果如图 ５ 所示ꎮ 基于亚洲受试者的研究表明ꎬ ｏｍｅｇａ－３ 指数

果如图 ４ 所示ꎬ 来自不同地区的受试者的研究显示了不同的

对 Ｔ２Ｄ 有显著影响 ( ＳＭＤ ＝ －１.７１ꎬ ９５％置信区间: －１.８２ꎬ

结果ꎮ 基于亚洲受试者的研究表明ꎬ ｏｍｅｇａ－３ 指数对 Ｔ２Ｄ 有

－１.６０) ꎬ 且不存在异质性 ( Ｉ ２ ＝ ０) ꎮ 对照组的 ｏｍｅｇａ－３ 指数

显著影响 (ＳＭＤ ＝ －１.９３ꎬ ９５％ＣＩ: －２.０４ꎬ －１.８２)ꎬ 但具有高

高于病例组ꎬ 且具有统计学意义 ( Ｐ<０.０５) ꎮ 在西方人群中ꎬ

度异质性 (Ｉ ＝ ９９.１％)ꎮ 通过分析森林图和敏感性ꎬ 发现异质

存在高度异质性 ( Ｉ ２ ＝ ７１.４％) ꎮ 按不同人群分类的研究漏斗

性的来源是一篇来自于韩国的研究ꎮ 这可能是因为韩国人的红

图见图 ６ꎬ 漏斗图不对称ꎬ 且偏倚检验显示本研究存在发表偏

细胞膜磷脂含量比其他人群高ꎬ 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摄入了更

倚 ( Ｐ>０.０５) ꎮ 剪补法的结果如图 ７ 所示 ( Ｐ<０.０５) ꎮ

２

图４
Ｆｉｇｕｒｅ.４

根据人群进行亚组分析的森林图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ｌｏ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ａｎｄ
ｏｍｅｇａ－３ ｉｎｄｅｘ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２７

图５
Ｆｉｇｕｒｅ.５

排除来自韩国的研究后的森林图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ｌｏ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ａｎｄ ｏｍｅｇａ－３ ｉｎｄｅｘ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ｒｏｍ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ｇｒｏｕｐｅｄ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ｌｙ

图６
Ｆｉｇｕｒｅ.６

漏斗图
Ｆｕｎｎｅｌ ｐｌｏｔｓ

２８

图７
Ｆｉｇｕｒｅ.７

剪补法结果

Ｆｉｌｌｅｄ ｆｕｎｎｅｌ ｐｌｏｔ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 ｓｉｚｅ ｆｒｏｍ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ｍｅｇａ－３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Ｔ２Ｄ

讨

鱼类中 ｏｍｅｇａ－ ３ 脂 肪酸 的含 量会 随之 下降 [３２] ꎮ 不仅 如此ꎬ

论

鱼饲料的变化可以显著降低油鱼中 ＥＰＡ 和 ＤＨＡ 的含量 [３３] ꎮ
另外ꎬ 不同的加工方法也会影响海洋食品中 ｏｍｅｇａ－３ 脂肪酸

本文是第一篇基于病例对照研究定量总结 ｏｍｅｇａ－３ 指数

的含量 [３４] ꎮ

与 ２ 型糖尿病之间的关系的荟萃分析ꎬ 共汇集了 ８ 项病例对

ｏｍｅｇａ－３ 脂肪酸的来源可以解释韩国和其他地区研究的

照研究ꎬ ２９７３ 名参与者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对照组 ( 非糖尿病

异质性: 韩国是一个沿海国家ꎬ 海鲜在居民饮食中占很大比

患者) 的 ｏｍｅｇａ－３ 指数高于 Ｔ２Ｄ 患者ꎬ 这表明 ｏｍｅｇａ－３ 指

例ꎮ 根据包括 ２６６ 个国家特定营养调查在内的系统分析表明ꎬ

数是 Ｔ２Ｄ 糖尿病发病率的良好的生物学指标ꎮ 本研究结果表

韩国海鲜中 ｏｍｅｇａ－３ 脂肪酸的平均摄入量超过 ５５０ 毫克 / 天ꎬ

明增加红细胞脂肪含量能够预防和改善 Ｔ２Ｄꎮ

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 １６３ 毫克 / 天) ꎮ 海鱼种类可能与国家

血浆 ｏｍｅｇａ－３ 脂肪酸、 ｏｍｅｇａ－３ 脂肪酸摄入量与 Ｔ２Ｄ

之间的 ｏｍｅｇａ－３ 脂肪酸差异有关 [３５] ꎮ

发病率三者之间的关系尚不清楚ꎮ 最近的研究之间有相当大

ｏｍｅｇａ－３ 指数已被证实与 ｏｍｅｇａ－３ 脂肪酸的膳食摄入

的差异ꎮ 一项 ２０２１ 年的研究中报告表明ꎬ 摄入来源于海产品

量具有良好的剂量反应关系 [３６] ꎮ 本荟萃分析结果显示正常人

的 ｏｍｅｇａ－３ 脂肪酸含量较高时ꎬ 能够降低 Ｔ２Ｄ 的发病率 [２８] ꎮ

的 ｏｍｅｇａ－３ 指数比 ２ 型糖尿病患者低ꎬ 这将有助于阐明 Ｔ２Ｄ

然而ꎬ 基于随机对照试验的荟萃分析表明ꎬ 摄入 ｏｍｅｇａ－３ 脂

的病因机制ꎬ 并为治疗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ꎮ 具体来说ꎬ 将

肪酸并不能显著降低糖尿病的发病率 [２９] ꎮ

胰岛素与 ｏｍｅｇａ－３ 脂肪酸补充物结合ꎬ 在 ２ 型糖尿病的长期

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生物利用度ꎮ 如果不摄入足够的

管理中可能会成为一种较为理想的治疗手段ꎮ

鱼类ꎬ 从其他食物中 ( 植物来源的 ｏｍｅｇａ － ３ 脂肪酸) 摄入

本研究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ꎮ 一是总体结果指标存在高

ＤＨＡ 和 ＥＰＡ 对每日 ｏｍｅｇａ－３ 总摄入量的贡献非常小 [３０] ꎮ 血

度异质性 ( >７５％) ꎮ 不同的研究人群能够解释异质性的来源ꎻ

浆脂肪酸值可能会因个人最近的一餐而发生很大变化ꎬ 因此

亚组分析也证实了这一观点ꎮ 另外ꎬ 关于 ｏｍｅｇａ － ３ 指数与

它们并不能良好的反映长期 ｏｍｅｇａ－３ 脂肪酸的饮食摄入ꎮ 我

Ｔ２Ｄ 相关性的研究数量很少ꎮ 未来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找出

们认为 ｏｍｅｇａ－３ 指数能更好的反映长期膳食中 ｏｍｅｇａ－３ 脂

它们之间的关系ꎮ

ꎮ 另一种解

本研究为对于 ｏｍｅｇａ－３ 脂肪酸调节 ２ 型糖尿病的机理研

释是基于 ｏｍｅｇａ－３ 脂肪酸的来源ꎮ ｏｍｅｇａ－３ 脂肪酸主要来

究提供一些证据ꎮ 此外ꎬ 健康个体合理摄入 ｏｍｅｇａ－３ 脂肪酸

自海洋食品ꎮ 有研究者表明ꎬ 随着时间的推移ꎬ 农场养殖的

可能带来更有益的临床结果ꎮ

肪酸的摄入量ꎬ 一项护理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

[３１]

２９

结

ａｒｙ ｏｍｅｇａ－３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Ｉｎｔａｋ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ｍｅｇａ－３

论

Ｉｎｄｅｘꎬ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ꎬ ９ (２０１７) .
[１０] Ｊ. Ｌ.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ꎬ Ｉ. Ｋｉｎｇꎬ Ａ. Ｒ. Ｋｒｉｓｔａｌꎬ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本研究确定了 ｏｍｅｇａ－３ 指数与 ２ 型糖尿病之间的关系ꎮ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ｏｆ ｒｅｄ ｂｌｏｏｄ ｃｅｌｌ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ｄ ｃｅｌｌ

为了证实 ｏｍｅｇａ－３ 指数与 ２ 型糖尿病之间的关系ꎬ 有必要对

ａｎｄ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ａ ｐｉｌｏｔ ｓｔｕｄｙꎬ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

不同脂肪酸测定方法的同质人群进行更大规模的研究ꎮ

Ｃａｎｃｅｒꎬ １６ (１９９１) １８３－１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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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Ｅ. Ｊｏｖａｎｏｖｓｋｉꎬ Ｄ. Ｌｉꎬ Ｈ. Ｈｏａｎｇ Ｖｉ Ｔｈａｎｈꎬ ｅｔ ａｌ.

[５] Ｈ.－Ｊ. Ｚｈａｎｇꎬ Ｘ. Ｇａｏꎬ Ｘ. －Ｆ. Ｇｕｏ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ｌｐｈａ￣ｌｉｎｏｌｅ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ｏｎ ｇｌｙｃｅｍ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ｉｎｄｉ￣

ｏｆ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ｅｉｃｏｓａｐｅｎｔａｅ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 ａｎｄ ｄｏｃｏｓａｈｅｘａｅ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

ｖｉｄｕ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ｒｉａｌｓꎬ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 ９６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３３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２０１７) .

ｔｒｉａｌｓꎬ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ꎬ (２０２１) .

[１６] Ｍ. Ｔａｋｋｕｎｅｎꎬ Ｊ. Ａｇｒｅｎꎬ Ｊ. Ｋｕｕｓｉｓｔｏꎬ ｅｔ ａｌ. Ｄｉｅｔ￣

[６] Ｃ. Ｇａｏꎬ Ｙ. Ｌｉｕꎬ Ｙ. Ｇａｎ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ｉｓｈ ｏｉｌ

ａｒｙ ｆａｔ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ｒｙｔｈｒｏｃｙｔｅ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ｅｎꎬ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ｌｉｐｉｄ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ｍｏｎｇ

Ｌｉｐｉｄｓꎬ ４８ (２０１３) １０９３－１１０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ａｎ￣

[ １７ ] Ｇ. Ｗｅｌｌｓꎬ Ｂ. Ｓｈｅａꎬ Ｄ. Ｏ’ Ｃｏｎｎｅｌｌ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ｓꎬ Ｌｉｐｉｄｓ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ꎬ １９

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Ｏｔｔａｗａ Ｓｃａｌｅ ( ＮＯＳ) ｆｏｒ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２０２０) .

Ｎｏｎ￣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２０００) .

[７] Ｇ. Ｂ.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ꎬ Ｊ. Ｔ. Ｄｏｄｇｅꎬ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ｏｓ￣

[１８] Ｍ. Ｅｇｇｅｒꎬ Ｇ. Ｄａｖｅｙ Ｓｍｉｔｈꎬ Ｍ.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ꎬ ｅｔ ａｌ.

ｐｈｏｌｉｐｉｄｓ ａｎｄ ｏｆ ｐｈｏｓｐｈｏｌｉｐｉ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ｐｌａｓｍａꎬ

Ｂｉａｓ ｉｎ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ａ ｓｉｍｐｌｅꎬ 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ｔｅｓｔ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ｐｉ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８ (１９６７) ６７６－６８１.

Ｂｍｊ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３１５ (１９９７) ６２９－６３４.

[８] Ｂ.Ｊ. Ｆｕｈｒｍａｎꎬ Ｍ. Ｂａｒｂａꎬ Ｖ. Ｋｒｏｇｈꎬ ｅｔ ａｌ. Ｅｒｙｔｈ￣

[ １９ ] Ｍ. Ｂａｌｆｅｇｏꎬ Ｓ. Ｃａｎｉｖｅｌｌꎬ Ｆ. Ａ. Ｈａｎｚｕꎬ ｅｔ ａｌ.

ｒｏｃｙｔｅ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ｐｈｏｓｐｈｏｌｉｐｉ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ａｒｄｉｎｅ￣ｅｎｒｉｃｈｅｄ ｄｉｅｔ ｏｎ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ꎬ ｉｎｆｌａｍ￣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ｆａｔꎬ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ꎬ ５０ (２００６) ９５－

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ｕｔ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 ｉｎ ｄｒｕｇ￣ｎａｉｖ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ｙｐｅ ２

１０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ａ ｐｉｌｏｔ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ｔｒｉａｌꎬ Ｌｉｐｉｄ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Ｄｉｓꎬ １５
[９] Ｓ. Ｖ. Ｔｈｕｐｐａｌꎬ Ｃ. ｖｏｎ Ｓｃｈａｃｋｙꎬ Ｗ. Ｓ. Ｈａｒｒｉｓꎬ ｅｔ

(２０１６) ７８.
[２０] Ｂ. Ｋｒａｃｈｌｅｒꎬ Ｍ. Ｎｏｒｂｅｒｇꎬ Ｊ. Ｗ. Ｅｒｉｋｓｓｏｎꎬ ｅｔ ａｌ.

ａｌ. Ｄｉｓｃｒｅｐａｎｃ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ｉｅｔ￣

３０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ｒｙｔｈｒｏｃｙｔｅ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ｐｒｅｃｅ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ｆ ２０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ꎬ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Ｍｅｔａｂｏ￣

Ｃａｒｅꎬ ４４ (２０２１) １１３３－１１４２.

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 １８ (２００８) ５０３－５１０.

[２９] Ｊ.Ｈ. Ｗｕꎬ Ｒ. Ｍｉｃｈａꎬ Ｆ. Ｉｍａｍｕｒａꎬ ｅｔ ａｌ. ｏｍｅｇａ－

[２１] Ｔ. Ｈｕａｎｇꎬ Ｊ. Ｓｕｎꎬ Ｙ. Ｃｈｅｎꎬ ｅｔ ａｌ.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ｖａｒｉ￣

３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ａｎｄ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

ａｎｔｓ ｉｎ ｄｅｓａｔｕｒａｓｅ ｇｅｎｅꎬ ｅｒｙｔｈｒｏｃｙｔｅ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ꎬ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ｆｏｒ

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ꎬ １０７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ａｎｓꎬ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ꎬ ３０ (２０１４) ８９７－

Ｓｕｐｐｌ ２ (２０１２) Ｓ２１４－２２７.
[３０] Ｗ.Ｓ. Ｈａｒｒｉｓꎬ Ａｒｅ ｎ－３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ｓｔｉｌｌ ｃａｒｄｉｏｐｒｏｔｅｃ￣

９０２.
[２２] Ｓ. Ｊｏꎬ Ｗ.Ｓ. Ａｎꎬ Ｙ. Ｐａｒｋꎬ Ｅｒｙｔｈｒｏｃｙｔｅ ｎ－３ ｐｏｌｙ￣

ｔｉｖｅ?ꎬ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ｉｎ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Ｃａｒｅꎬ １６ (２０１３) １４１－１４９.

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ｉｎ Ｋｏｒｅ￣

[３１] Ｑ. Ｓｕｎꎬ Ｈ. Ｃａｍｐｏｓꎬ Ｓ. Ｈａｎｋｉｎｓｏｎꎬ ｅｔ ａｌ. Ｃｏｍ￣

ａｎｓ: ａ ｃ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ｕｄｙꎬ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ꎬ
６３ (２０１３) ２８３－２９０.

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ｌａｓｍａ ａｎｄ ｅｒｙｔｈｒｏｃｙｔｅ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ｓ

[２３ ] Ｄ. Ｊ. Ｌｏｕꎬ Ｑ. Ｑ. Ｚｈｕꎬ Ｘ. Ｗ. Ｓｉꎬ ｅｔ ａｌ. Ｓｅｒｕｍ

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 ｏｆ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ｉｎｔａｋｅ ｉｎ ＵＳ ｗｏｍｅｎꎬ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ꎬ ８６ (２００７) ７４－８１.

ｐｈｏｓｐｈｏｌｉｐｉｄ ｏｍｅｇａ－３ ｐｏｌｙ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ａｎｄ ｎｏｎ￣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ｃ ｆａｔｔｙ

[ ３２ ] Ｍ. Ｍｉｌｌｅｒꎬ Ｐ. Ｎｉｃｈｏｌｓꎬ Ｃ. Ｃａｒｔｅｒꎬ ｎ － ３ Ｏｉｌ

ｌｉｖｅ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 Ｉｔｓ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 ２８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ｕｓｅ ｉｎ 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ｓｕｓｔａｉｎ￣

(２０１４) ７１１－７１４.

ａｂｌｅ ｈａｒｖｅｓｔ ｏｆ ｗｉｌｄ ｆｉｓｈꎬ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ｖｉｅｗｓꎬ ２１

[ ２４] Ｙ. Ｍａｈｅｎｄｒａｎꎬ Ｊ. Åｇｒｅｎꎬ Ｍ. Ｕｕｓｉｔｕｐａꎬ ｅｔ ａｌ. ａｓ￣

(２００８) ８５－９６.

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ｒｙｔｈｒｏｃｙｔｅ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３３] Ｍ. Ｓｐｒａｇｕｅꎬ Ｊ.Ｒ. Ｄｉｃｋꎬ Ｄ.Ｒ. Ｔｏｃｈｅｒꎬ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ｇｌｙｃｅｍｉａ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ｏｆ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ꎬ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ｆｅｅｄｓ ｏｎ ｏｍｅｇａ－３ ｌｏｎｇ￣ｃｈａｉｎ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ꎬ ９９ (２０１４) ７９－８５.

ｆａｒｍｅｄ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ｓａｌｍｏｎꎬ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ꎬ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ｓꎬ ６

[２５] Ｙ.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ꎬ Ａ. Ｂ.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ꎬ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ａｂｅ￣

(２０１６) ２１８９２.

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ｐｌａｓｍａ ａｎｄ ｅｒｙｔｈｒｏ￣

[３４] Ｎ. Ｍ. Ｓｔｅｐｈｅｎꎬ Ｒ. Ｊｅｙａ Ｓｈａｋｉｌａꎬ Ｇ. Ｊｅｙａｓｅｋａ￣

ｃｙｔｅ ｐｈｏｓｐｈｏｌｉｐｉ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ｓꎬ

ｒａｎ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ｈｅａ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ｏｎ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ꎬ ４８ (２００４) ３３５－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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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木炔酸分布及其生物活性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Ｘｉｍｅｎｙ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ａｎｄ Ｉｔｓ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蔡

芳

贵州师范大学

摘要: 西门木炔酸是一种天然的十八碳共轭烯炔酸ꎬ 它

的是其抗炎活性ꎬ 比如它可以抑制花生四烯酸的代谢来减少

目前主要存在于檀香属的植物中ꎬ 如山柚子科、 铁青树科和

炎症物质的产生 [４ꎬ５] ꎮ 如许多癌症的发展也与炎症有关ꎬ 西门

檀香科的种子油中ꎬ 含量从 １ ~ ９５％ 不等ꎮ 其特殊的烯炔共轭

木炔酸也 被 发 现 有 抗 癌 作 用ꎬ 其 抗 癌 活 性 也 与 炎 症 通 路 有

结构赋予它许多生物活性ꎬ 如抗细菌、 抗真菌、 杀蚴虫及抗

关 [４ꎬ６] ꎮ 体内脂肪酸代谢与多种疾病有关ꎬ 如糖尿病的发生发

炎等活性ꎮ 西门木炔酸在炎症治疗有悠久的历史ꎮ 此外ꎬ 西

展也与长链脂肪酸受体 ＦＦＡ ( ＧＰＲ４０) 有关ꎬ 西门木炔酸对

门木炔酸还可能参与长链脂肪酸代谢过程ꎬ 进而调节胰岛素

脂肪酸代谢的影响也引起了很大关注ꎮ

分泌和改善胰岛素抵抗ꎮ 在实际应用方面ꎬ 西门木炔酸广泛

１

应用于化妆品行业ꎬ 并且还有很大的市场潜力ꎮ 由此ꎬ 我们

西门木炔酸的理化特性及其在自然界的
分布

总结了关于西门木炔酸抗炎、 抗癌、 抗菌及抗虫活性ꎬ 以及
市场应用方面的研究ꎮ

１.１

关键词: 西门木炔酸ꎻ 檀香籽油ꎻ 炎症ꎻ 糖尿病ꎻ 抗菌

西门木炔酸的结构与鉴定
西门木炔酸是一种十八碳的多不饱和脂肪酸ꎬ 含有一个

活性ꎻ 化妆品

叁键和一个双键ꎬ 并分别位于 Ｃ９ 和 Ｃ１０ ( 图 １.１) ꎮ 这两个
不饱和键间隔一个单键形成共轭烯炔系统ꎬ 成为西门木炔酸

简

介

的特定结构ꎮ 天然的西门木炔酸大部分是反式结构ꎬ 极少数
呈顺式结构 [７] ꎮ 西门木炔酸纯品是白色薄片状的无定形晶体ꎬ

西门木炔酸 (ｔｒａｎｓ￣１１￣ｏｃｔａｄｅｃｅｎ￣９￣ｙ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ꎬ １８ ∶ ２Δ９ａꎬ

Ｘ 射线衍射测定其属于三 斜晶 系 [８] ꎮ 它的 熔点 在 ３８ － ４０℃ꎬ

１１ｔꎬ ｘｉｍｅｎｙｎｉｃ ａｃｉｄ 或 ｓａｎｔａｌｂｉｃ ａｃｉｄ) 是一种特殊的反式共

比许多多不饱和脂肪酸要高很多ꎮ 因此ꎬ 室温下西门木炔酸

轭烯炔多不 饱和 脂肪 酸ꎬ １９３８ 年 首 次 被 Ｍａｄｈｕｒａｎａｔｈ 等 在
Ｓａｎｔａｌｕｍ ａｌｂｕｍ 的种子油里发现ꎬ 命名为 ｓａｎｔａｌｂｉｃ ａｃｉｄ

[１]

能保持它的晶体结构ꎮ 紫外光谱鉴定结果发现ꎬ 西门木炔酸

ꎻ

在 ２２９ｎｍ 左右有一特征吸收峰ꎬ 表明它有共轭烯炔结构ꎻ 此

后被非洲南部的工作者在 Ｘｉｍｅｎｉａ 属的三种植物的种子油里
发现ꎬ 命名为 ｘｉｍｅｎｙｎｉｃ ａｃｉｄ ( 西门木炔酸)

[２]

外ꎬ 西门木炔酸的红外光谱吸收峰在 ９５５ ｃｍ ꎬ 也显示了它
－１

ꎮ 最初ꎬ ｓａｎｔ￣

的反式双键结构的特征 [１] ꎮ

ａｌｂｉｃ ａｃｉｄ 被认为是非共轭的十八碳脂肪酸ꎬ Ｇｕｎｓｔｏｎｅ 鉴定发
现它们有共同的化学结构ꎮ 随后ꎬ 在山柚子科 ( Ｏｐ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
铁青树科 ( Ｏｌａｃａｃｅａｅ) 和檀香科 ( Ｓａｎｔａｌａｃｅａｅ) 的许多植
物都被发现有西门木炔酸的存在 [３] ꎬ 研究者对其各种特性进
行了广泛的研究ꎮ
尽管西门木炔酸不是人和动物的必需脂肪酸ꎬ 但它也被

图 １.１
Ｆｉｇｕｒｅ １.１

发现有很多有益的生物活性ꎮ 在这些活性之中ꎬ 最引人注目

西门木炔酸的化学结构

Ｔｈ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ｘｉｍｅｎｙｎｉｃ ａｃｉｄ

作者简介: 蔡芳博士于 ２０１７ 获得浙江大学生工食品学院博士学位ꎬ 师从李铎教授ꎮ ２０１７ 年起就职于贵州师范大学荞麦技术产业研究中心ꎮ 攻读
博士学位期间ꎬ 研究天然产物活性分子的功能开发ꎬ 主要研究檀香籽油中西门木炔酸的分离纯化及其生物活性ꎮ
作者 Ｅ￣ｍａｉｌ: ｃａｉｆａｎｇ９１９＠ 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３２

１.２

同步下降 [１０] ꎮ 此外ꎬ 成熟的檀香籽中的西门木炔酸的含量也

西门木炔酸在自然界的分布
根据现有文献报导ꎬ 西门木炔酸在植物中的分布主要存

会受到不同年份、 地点、 提取方法等因素的影响 [１１] ꎮ 下表总

在于山柚子科 ( Ｏｐ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ꎬ 铁青树科 ( Ｏｌａｃａｃｅａｅ) 和檀

结了关于西门木炔酸含量的现有报导ꎬ 西门木炔酸在山柚子

香科 ( Ｓａｎｔａｌａｃｅａｅ) 的根、 茎、 叶和种子中ꎬ 尤其在种子油

科的含量是 ５－５５.４％ ( 表 １.１) ꎬ 檀香科是 １－９５％ ( 表 １.２) ꎬ

中含量最为丰富 [９] ꎮ 西门木炔酸的含量会随着种子的发育而

铁青树科是 ０.１７－６３％ ( 表 １.３) ꎮ 总的来说ꎬ 西门木炔酸主

发生很大的变化ꎮ 有研究发现ꎬ 在檀香籽 油的 发育 过程 中ꎬ

要富集在种子油中ꎬ 并且在檀香科的印度白檀木 ( Ｓａｎｔａｌｕｍ

油酸和西门木炔酸的含量会相应增长ꎬ 其他脂肪酸的含量会

ａｌｂｕｍ) 的檀香籽油中含量最高ꎮ

表 １.１ 西门木炔酸在山柚子科 ( Ｏｐ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植物中的含量
Ｔａｂｌｅ １.１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ｘｉｍｅｎｙ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ｉｎ Ｏｐ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ｆａｍｉｌｙ
植物物种

植物部位

西门木炔酸含量

参考文献

Ａｇｏｎａｎｄｒａ ｂｒａｓｉｌｉｅｎｓｉｓ

种子

１８.８％

[３]

Ａｇｏｎａｎｄｒａ ｅｘｃｅｌｓａ

种子

５ ~ ８.９％

[３]

Ａｇｏｎａｎｄｒａ ｓｉｌｖａｔｉｃａ

种子

４.８ ~ ７.６％

[３]

Ａｇｏｎａｎｄｒａ ｒａｃｅｍｏｓａ

种子

２５.８％

[３]

Ｃａｎｓｊｅｒａ ｒｈｅｅｄｅｉ

种子

５５.４％

[３]

Ｏｐｉｌｉａ ａｍｅｎｔａｃｅａ

种子

７.６％

[３]

表 １.２ 西门木炔酸在檀香科 ( Ｓａｎｔａｌａｃｅａｅ) 植物中的含量
Ｔａｂｌｅ １.２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ｘｉｍｅｎｙ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ｉｎ Ｓａｎｔａｌａｃｅａｅ ｆａｍｉｌｙ
植物物种

植物部位

西门木炔酸含量

参考文献

Ａｃａｎｔｈｏｓｙｒｉｓ ｓｐｉｎｅｓｃｅｎｓ

种子

１％

[１２]

Ｂｕｃｋｌｅｙａ ｄｉｓｔｉｃｈｏｐｈｙｌｌａ

种子

１２％

[１３]

Ｂｕｃｋｌｅｙ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种子

９％

[１３]

Ｃｅｒｖａｎｔｅｓｉａ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种子

１３.１％

[３]

Ｃｈｏｒｅｔｒｕｍ ｐａｕｃｉｆｌｏｒｕｍ

根、 茎、叶

Ｎ/ Ｍ

[１４]

Ｃｈｏｒｅｔｒｕｍ 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ｕｍ

根

Ｎ/ Ｍ

[１４]

Ｃｏｌｐｏｏｎ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ｕｍ

种子

７２.５９％

[３]

Ｃｏｍａｎｄｒａ ｐａｌｌｉｄａ Ａ. ＤＣ.

种子

４３％

[１５]

Ｅｘｏｃａｒｐｏｓ ｓｐａｒｔｅｕｓ

种子

６９.７％

[３]

Ｅｘｏｃａｒｐｕｓ ｓｔｒｉｃｔａ

种子

Ｎ/ Ｍ

[１６]

Ｅｘｏｃａｒｐｏｓ ａｐｈｙｌｌｕｓ

种子

６７.５％

[３]

Ｅｘｏｃａｒｐｏｓ ｃｕｐｒｅｓｓｉｆｏｒｍｉｓ

种子

１６.７ ~ ５３.２％

[３ꎬ１７]

Ｇｅｏｃａｕｌｏｎ ｌｉｖｉｄｕｍ

种子

３７.５％

[１３]

茎

Ｎ/ Ｍ

[１４]

Ｊｏｄｉｎａ ｒｈｏｍｂｉｆｏｌｉａ

种子

２０.３ ~ ５５％

[１３ꎬ１８]

Ｌｅｐｔｏｍｅｒｉａ ａｃｉｄａ

根、茎

Ｎ/ Ｍ

[１４]

Ｌｅｐｔｏｍｅｒｉａ ａｐｈｙｌｌａ

种子

１９.５％

[１９]

Ｏｓｙｒｉｓ ａｌｂａ Ｌ.

种子

５７.１ ~ ６４％

[１３ꎬ１５]

Ｈｅｎｓｌｏｗｉａ ｑｕｅｅｎｓｌａｎｄｉａｅ

３３

续表 １.２
植物物种

植物部位

西门木炔酸含量

参考文献

Ｐｙｒｕｌａｒｉａ ｅｄｕｌｉｓ

种子

１.４３％

[２０]

Ｐｙｒｕｌａｒｉａ ｐｕｂｅｒａ

种子

１０ ~ ３０.５％

[１２ꎬ１３]

Ｓａｎｔａｌｕｍ ａｌｂｕｍ

种子

７５ ~ ９５％

[３ꎬ１３ꎬ２１－２４]

Ｓａｎｔａｌｕｍ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

种子

３２.６ ~ ５２.５％

[３ꎬ１３ꎬ１７ꎬ２４－２６]

Ｓａｎｔａｌｕｍ ｓｐｉｃａｔｕｍ

种子

３１.７２ ~ ４０％

[３ꎬ１０ꎬ１１ꎬ１３ꎬ２５ꎬ２７－２９]

Ｓａｎｔａｌｕｍ ｏｂｔｕｓｉｆｏｌｉｕｍ

种子

７１.５％

[３]

Ｓａｎｔａｌｕｍ ｉｎｓｕｌａｒｅ

种子

６４ ~ ８６％

[２２]

Ｓａｎｔａｌｕｍ ｍｕｒｒａｙａｎｕｍ

种子

４５ ~ ４７.４８％

[３ꎬ２５]

Ｓａｎｔａｌｕｍ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ｕｍ

种子

４６％

[２２]

Ｓａｎｔａｌｕｍ ｙａｓｉ

种子

８３％

[１３]

Ｔｈｅｓｉｕｍ ｈｕｍｉｌｅ

种子

４２％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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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３

西门木炔酸在铁青树科 ( Ｏｌａｃａｃｅａｅ) 植物中的含量

Ｔａｂｌｅ １.３
植物物种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ｘｉｍｅｎｙ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ｉｎ Ｏｌａｃａｃｅａｅ ｆａｍｉｌｙ
植物部位

西门木炔酸含量

参考文献

种子

Ｎ/ Ｍ

[７]

Ｄｕｌａｃｉａ ｃａｎｄｉｄａ

根

Ｎ/ Ｍ

[３０]

Ｈｅｉｓｔｅｒｉａ ｓｉｌｖａｎｉｉ

种子

３.５％

[３１]

Ｏｌａｘ ｄｉｓｓｉｔｉｆｌｏｒａ

树皮

Ｎ/ Ｍ

[３２]

Ｏｌａｘ ｂｅｎｔｈａｍｉａｎａ

种子

６３％

[３]

Ｏｌａｘ ｓｕｂｓｃｏｒｐｉｏｉｄｅａ.

种子

Ｎ/ Ｍ

[３３]

Ｘｉｍｅｎｉ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ｖａｒ. 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种子

２１.９％

[３４]

根

Ｎ/ Ｍ

[１４]

Ｘｉｍｅｎｉａ ｃａｆｆｒａ

种子

２４.３％

[３４]

Ｘｉｍｅｎｉａ ｃａｆｆｒａ ｖａｒ. ｎａｔａｌｅｎｓｉｓｇ

种子

２２％

[３４]

Ｈｅｉｓｔｅｒｉａ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

种子

７.５％

[３]

Ｏｎｇｏｋｅａ ｇｏ ｒｅ

种子

１％

[３]

Ｍａｌａｎｉａ ｏｌｅｉｆｅｒａ

种子

０.１７％

[３]

Ｃｕｒｕｐｉｒａ ｔｅｆｅｅｎｓｉｓ

Ｘｉｍｅｎｉ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Ｌｉｎ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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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１

对照组比较ꎬ 体内 １６ ∶ １ / １６ ∶ ０ 和 １８ ∶ １ / １８ ∶ ０ 脂肪酸比率

西门木炔酸的生物活性、 功能与应用

有显著提高ꎬ 可能是由于西门木炔酸能影响动物体内去饱和

西门木炔酸对脂肪酸代谢的影响

酶活性ꎻ 体内花生四烯酸的含量也显著下降ꎬ 可能是由于西

西门木炔酸不是动物体内的必需脂肪酸ꎬ 但富含西门木

门木炔酸与 １８ ∶ ２ｎ－６ 竞争磷脂酶活性ꎬ 抑制 １８ ∶ ２ｎ－６ 转变

炔酸的檀香籽是澳洲土著居民的传统食物ꎬ 所以它在动物体

成花生四烯酸ꎻ 体内 ＤＨＡ 的含量也显著上升ꎬ 可能是由于西

内的代谢 情 况 也 引 起 许 多 研 究 者 的 兴 趣ꎮ 小 鼠 摄 入 占 饮 食

门木炔酸能促进 ＤＨＡ 的合成ꎻ 另外ꎬ 他们还发现ꎬ 西门木炔

１５％脂肪的檀香籽油 ( 含 ３０ ~ ３５％ 西门木炔酸) ８ 周后ꎬ 与

酸仅存在于脂肪、 肝脏等组织ꎬ 脑组织中没有发现 [３５] ꎮ

３４

西门木炔酸在大鼠体内的代谢情况与小鼠比较相似ꎮ 给

ＦＡＤＳ２ 基因表达显著增加ꎬ 并且在这些病人中 Δ６ 去饱和酶

大鼠饲喂高脂饲料 ( 含 ３４.１％的西门木炔酸) １０ 到 ２０ 天后ꎬ

活性也显著增加ꎬ ＦＡＤＳ２ 在某些位点上的甲基化水平也低于

发现西门木炔酸存在于脂肪组织、 骨骼肌、 心脏和肾脏ꎬ 但

正常人 [４４] ꎮ 有研究发现ꎬ 在某些位点上甲基化水平的改变与

大脑组织中并不存在 [２６] ꎮ 在另一个研究中ꎬ 大鼠摄入 ８％的

代谢性疾病 相关ꎬ 如 ２ 型糖 尿病 [４５] ꎮ 综 上ꎬ 西 门 木 炔 酸 是

檀香籽油 ８ 周后ꎬ 发现西门木炔酸主要存在于脂肪组织中ꎬ

ＦＦＡＲ１ 的强效激动剂和 ＦＦＡＲ４ 的部分激动剂ꎬ 同时也抑制

肝脏中相对较少ꎻ 并且肝脏和脂肪中的 ｎ－３ 多不饱和脂肪酸

Δ６ 去饱和酶表达ꎬ 我们推测西门木炔酸可能有潜在的抗糖尿

含量要比其他组的高ꎬ 同时又显著降低 ｎ－６ / ｎ－３ 多不饱和脂

病活性ꎮ

ꎮ 总之ꎬ 檀香籽油可以影响动物体内多不饱和

为了进一步研究西门木炔酸对 ２ 型糖尿病的影响ꎬ 张等

脂肪酸的代谢ꎬ 但是这种作用是否与西门木炔酸有关ꎬ 还尚

进行了檀香籽油 ( 含 ３３％西门木炔酸) 的大鼠喂养实验 [４６] ꎮ

不可知ꎮ

他们采用高糖高脂饲料对大鼠进行肥胖和胰岛抵抗造模ꎬ 随

肪酸的比率

[３６]

为了明确西门木炔酸对脂肪酸代谢的影响ꎬ 我们进行了

后用檀香籽油和其他食用油进行干预ꎮ 结果显示檀香籽油可

檀香籽油和西门木炔酸的小鼠喂养实验和体外 ＨｅｐＧ２ 培养实

有效阻止 葡 萄 糖 耐 受 和 高 血 糖 症ꎬ 并 减 轻 胰 岛 素 抵 抗ꎻ 此

ꎮ 檀香籽油中富含油酸和西门木炔酸ꎬ 且油酸与西门木

外ꎬ 檀香籽油还激活了 ＰＩ３Ｋ / Ａｋｔ 胰岛素信用 通路ꎬ 改善 胰

验

[３７]

炔酸结构接近ꎬ 因此选择富含油酸的橄榄油及油酸分别作为

岛素抵抗 [４６] ꎮ

体内、 体外实验的对照组ꎬ 可以更好地反应出西门木炔酸对

２.３

脂肪酸代谢的影响ꎮ 我们发现ꎬ 和以往的研究一样ꎬ 体内实

富含西门木炔酸的檀香籽的抗炎应用在传统的澳大利亚

验中檀香籽油可以显著升高 ｎ－３ 脂肪酸水平ꎮ 但是ꎬ 在体外

土著人群中已有很长的历史ꎬ 他们通过口服檀香籽治疗关节

实验中ꎬ 西门木炔酸并不能升高 ｎ－３ 水平ꎬ 甚至显著抑制了

炎 [４７] ꎮ 早在上世纪 ９０ 年代便有学者开展了西门木炔酸的抗

ｎ－３ 多不饱和脂肪酸合成的限速酶 ＦＡＤＳ２ 基因和蛋白的表

炎活性的研究ꎮ 体外培养羊囊状腺体微体ꎬ 用西门木炔酸干

达 [３７] ꎮ 这可能是西门木炔酸本身并不能升高 ｎ－３ 水平ꎬ 但是

预后发现ꎬ 西门木炔酸能显著抑制花生四烯酸向前列腺素 Ｅ２

檀香籽油也含有一定量的 ｎ－３ 脂肪酸合成前体亚麻酸的存在

的转化 [４８] ꎮ 还有研究发现ꎬ 西门木炔酸能显著抑制大鼠腹膜

而提高了动物体内 ｎ－３ 脂肪酸水平ꎮ

２.２

西门木炔酸的抗炎活性

白血球细胞中白三烯 Ｂ４、 血栓烷 Ｂ 以及 ６－酮前列腺素 Ｆ １α 的

西门木炔酸与糖尿病

分泌ꎬ 并呈剂量依赖效应ꎬ 在高剂量 ( １００ μＭ) 时几乎全部
抑制 [５] ꎮ 说明西门木炔酸在高剂量时有助于与花生四烯酸竞

糖尿病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要非传染性流行病之一ꎮ
在 ２０１９ 年时ꎬ 全世界就有高达 ４.６３ 亿人患糖尿病ꎬ 并且患

争底物并抑制磷脂酸活性ꎮ

ꎮ 长链脂肪酸代谢与糖尿病发病有

西门木炔酸体内抗炎实验也有报导ꎮ 饲喂小鼠 １５％檀香

ꎬ 而如前所述ꎬ 西门木炔酸也会影响动物体内长链脂

籽油 ４ 周后在肝脏总脂里发现一种外来的脂肪酸衍生物呋喃

肪酸的代谢ꎬ 所以西门木炔酸是否有助于改善糖尿病也引起

型脂肪 酸 ( ８ꎬ １１￣ｅｐｏｘｙ￣８ꎬ １１￣ｏｃｔａｄｅｃａｄｉｅｎｏｉｃ)ꎬ 有 可 能 是

了研究者的兴趣ꎮ 在一些研究中发现ꎬ 檀香树叶可以促进葡

由西门木炔酸生物转化生成ꎬ 其作用有可能是抑制花生四烯酸

ꎮ 近来有研究报导ꎬ 西门木炔酸干预 ＨＥＫ２９３

转化为 ＰＧＥ２[４７] ꎮ 饲喂大鼠 ８％的檀香籽油后ꎬ 与大豆油组和

细胞后ꎬ 通过细胞内钙离子流动检测和生物发光共振能量转

红花油组相比较ꎬ 其血浆和肝脏中的 ＰＧＦ２ａꎬ ＰＧＥ２ꎬ ＴＸＢ２

移 ( ＢＲＥＴ ) 技 术 分 析 效 价 强 度 ( ｐＥＣ５０ ) 和 最 大 效 能

和 ＬＴＢ４ 都有显著下降[３６] ꎬ 这可能是由于西门木炔酸影响大

( Ｅｍａｘ) 发现ꎬ 西门木炔酸是 ＦＦＡＲ１ 强效激动剂 ( ｐＥＣ５０:

鼠体内脂肪酸代谢来达到抗炎效果ꎮ 除了减轻正常大鼠体内

５. ３３ꎻ Ｅｍａｘ: ５６％) ꎬ 同 时 也 是 ＦＦＡＲ４ 的 部 分 激 动 剂

的炎症水平外ꎬ 檀香籽油对代谢异常大鼠的炎症也有 作用ꎬ

( ｐＥＣ５０: ５. ００ꎻ Ｅｍａｘ: ３９％)

ꎮ ＦＦＡＲ１ ( ＧＰＲ４０ ) 和

如檀香籽油可以显著降低肥胖大鼠血清中的炎症因子 ( ＩＬ￣１β、

ＦＦＡＲ４ ( ＧＰＲ１２０) 属于 Ｇ 蛋白偶连受体家族ꎬ 也是中链和

ＩＬ￣６ 和 ＴＮＦ￣α) 水平 [４６] ꎮ 进一步研究发现ꎬ 檀香籽油是通过

长链多不饱 和脂 肪酸 受体ꎮ ＦＦＡＲ１ 在胰 腺 β 细胞 中大 量 表

下调大鼠肝脏 ＪＮＫ / ＮＦ￣κＢ 信号通路来达到抗炎效果 [４６] ꎮ

病人数还在持续 上 升
关

[３９ꎬ４０]

萄糖的吸收

[４１]

[３８]

[４２]

达ꎬ 其活性与自由脂肪酸扩增引起的葡萄糖刺激的胰岛素分
泌密切相关

[４３]

炎症不仅会导致特定的炎症性疾病ꎬ 并且与许多慢性疾

ꎮ

病都有联系ꎬ 如 代 谢 综 合 症、 心 血 管 疾 病、 癌 症、 糖 尿 病、

如上文所述ꎬ 西门木炔酸显著抑制 ＦＡＤＳ２ ( Δ６ 去饱和

非酒精性脂肪肝及神经退行性疾病等 [４９] ꎮ 综合以下体内或体

酶) 的表达 [３７] ꎮ 在临 床 研 究 中 发 现ꎬ 非 酒 精 性 脂 肪 肝 患 者

外实验可以发现西门木炔酸对急性炎症和慢性炎症都有很好

３５

的抗炎特性ꎮ 基于炎症与许多疾病密切相关ꎬ 西门木炔酸所

中的载菌量显著降低ꎬ 并呈剂量和时间依赖效果ꎻ 除此之外ꎬ

表现的抗炎活性可能对许多慢性疾病有改善作用ꎮ

肾脏中的载菌量也有所下降 [５７] ꎮ

２.４

非洲疟疾盛行ꎬ 传播疟疾最主要通过蚊子ꎮ 因此ꎬ 杀死

西门木炔酸的抗炎活性

蚊子的幼虫 便能有 效 抑 制 疟 疾 的 传 播ꎮ 研 究 者 从 Ｏｌａｘ ｄｉｓ￣

炔类脂肪酸由于其独特的结构而展现 出许 多生 物活 性ꎬ

ｓｉｔｉｆｌｏｒａ 的树皮中提取西门木炔酸并用于 Ａｎｏｐｈｅｌｅｓ ａｒａｂｉｅｎ￣

包括其抗癌活性ꎮ Ｄｅｍｂｉｔｓｋｙ 曾统计过超过 ３００ 种天然或合

ｓｉｓ 蚊子的抗幼虫试验 [３２] ꎮ 试验发现ꎬ 西门木炔酸对 Ａｎｏｐｈｅ￣

成的炔属 脂 类 的 抗 癌 活 性ꎬ 其 中 许 多 炔 类 脂 肪 酸 通 过 抑 制

ｌｅｓ ａｒａｂｉｅｎｓｉｓ 蚊子的幼虫显示了强大的抑制作用 ( ＥＣ５０ 值:

ＣＯＸｓ 相关的代谢途径而表现出抑癌活性 [５０] ꎮ ＣＯＸｓ 是花生

６２.１７μｇ / ｍｌ) ꎻ 与 ｅｘｏｃａｒｐｉｃ 酸协同作用可以极大地提高抑制

四烯酸代谢途径中的重要的酶ꎬ 而花生四烯酸代谢途径又与
许多炎症反 应有 关 [５１] ꎮ 此外ꎬ 许多 癌症 发展 与 炎 症 密 切 相

效果 ( ＥＣ５０ 值: １７.３１ μｇ / ｍｌ) [３２] ꎮ 研究表明ꎬ 西门木炔酸

关 [５２] ꎬ 而 ＣＯＸｓ 通路也在许多癌症发展中起重要作用 [５３] ꎮ

对疟疾传播的媒介蚊子幼虫有一定毒性ꎬ 由此可见ꎬ 西门木
炔酸是一种潜在的环保型抗疟疾药品ꎬ 可以间接减少南非疟

西门木炔酸抗癌活性的研究也有很多ꎮ 有几种含有西门

疾疾病的发生率ꎮ

木炔酸的铁青树科的种子或种子油被报导在体外对一些癌细

２.６

胞如前列 腺 癌 细 胞、 白 血 病 细 胞 [５４] 、 Ｃａｃｏ￣２、 ＨＥＫ￣２９３ 细

西门木炔酸与化妆品工业

胞 [５５] 有抑制作用ꎮ 但 这 些 都 没 有 以 西 门 木 炔 酸 作 为 研 究 对

西门木炔酸、 海檀木籽油或檀香木籽油等都广泛用于皮

象ꎮ 因此ꎬ 我们用纯化的西门木炔酸作为干预组进行体外实

肤护理ꎮ 非洲土著居民使用海檀木籽油软化皮肤和护理皲裂

验后发现ꎬ 西门木炔酸显著抑制 ＨＣＴ１１６ / ＨｅｐＧ２ 的增殖和促

皮肤已有很长的历史 [５８] ꎮ 在化妆品工业ꎬ 西门木炔酸常用于

进 ＨＣＴ１１６ / ＨｅｐＧ２ 凋亡ꎬ 并且将 ＨＣＴ１１６ / ＨｅｐＧ２ 细胞周期

制作 皮 肤 软 化 剂、 润 肤 剂、 护 发 素、 发 油、 唇 膏 或 润 滑

ꎻ 另外还发现西门木炔酸是 ＣＯＸ￣１ 的选

油 [５９] ꎮ 人体双盲实验将乙酰化西门木炔酸涂在眼部皮肤后发

择性抑制剂ꎬ 可能通过选择性抑制 ＣＯＸ￣１ 的表达ꎬ 起到抗癌

现ꎬ 使用了乙酰化西门木炔酸的半边脸可以改善皮肤 状况ꎬ

阻滞在特定时期

作用

２.５

[４ꎬ６]

ꎮ

显示出保湿、 嫩肤及改善眼部浮肿等效果 [６０] ꎮ 这可能是因为

西门木炔酸的抗菌和抗虫活性

西门木炔酸有抗衰老以及改善皮肤微循环等功能ꎮ

[４]

其他人体试验也证明西门木炔酸对改善皮肤血液有一定益

澳洲土著居民会用压碎的檀香籽治疗皮肤损伤ꎬ Ｊｏｎｅ 等

处ꎮ ４０ 个女性志愿者使用添加 ０.５％ 西门木炔酸的面霜后能明

猜想有可能是檀香籽中的西门木炔酸存在抗菌活性ꎮ 因此他

显提高皮肤血液灌注率ꎻ 甚至在血液灌注率比较低的蜂窝组织

们使用 １０ 种 Ｓ.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 ( ｑｕａｎｄｏｎｇ) 来检测西门木炔酸

炎区也有 ５０％的提升[６１] ꎮ 因此ꎬ 西门木炔酸的抗衰老和改善

和西门木炔酸金属盐的抗菌活性ꎮ 结果显示ꎬ 西门木炔酸及

皮肤毛细血管循环的功能可以给皮肤带来屏障来保护环境对

其金属盐对一些革兰氏阳性菌有极显著的抗菌活性ꎬ 并且这

皮肤的损伤ꎮ 考虑到西门木炔酸的促进微循环和抗脂溢等特

种抗菌能力随着药物浓度的增加而提高ꎻ 但是对部分革兰氏

性ꎬ 西门木炔酸可能对脱发和头发干燥有一定的效果 [２９] ꎮ

阴性菌没有抑制作用 [５６] ꎮ 随后 Ｓｈａｗａｒ 等也发现西门木炔酸对

２.７

另外两种革兰氏阳性菌 Ｍｙｃ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ｂｏｖｉｓ ＢＣＧ 和 ｒｅｃｏｍｂｉ￣
ｎａｎｔ Ｍｙｃ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ｉｎ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ｅ 有抑制作用

[３０]

ꎮ

西门木炔酸的其他应用
西门木炔酸是一种多不饱和脂肪酸ꎬ 在化学反应中容易氧

除了抗细菌活性ꎬ 西门 木炔 酸的 抗真 菌活 性也 有报 导ꎮ

化生成其他物质ꎬ 如 ９ (１０) ￣ｏｘｏｏｃｔａｄｅｃ￣ｔｒａｎｓ￣１１￣ｅｎｏａｔｅｓ 甲

Ｊｏｎｅ 等发现西门木炔酸显著抑制某些致病性真菌的生长ꎬ 呈

酯[６２] 、 ８￣ｏｘｏ￣ｏｃｔａｄｅｃ￣１１ ( Ｅ ) Ｚ￣ｅｎ￣９￣ｙｎｏａｔｅ 甲 酯 及 ８￣ｈｙ￣

剂量依赖效应ꎻ 并且西门木炔酸的金属盐显示出更强的抑菌

ｄｒｏｘｙ￣ｏｃｔａｄｅｃ￣１１Ｅ￣ｅｎ￣９￣ｙｎｏａｔｅ 甲酯等[６３] ꎮ 环氧化西门木炔酸

活性 [５６] ꎮ Ｏｌａｘ ｓｕｂｓｃｏｒｐｉｏｉｄｅａ 已被报导其果实的种子中含西

的不饱和键也可生成 １１ꎬ １２￣Ｅ￣ｅｐｏｘｙ￣ｏｃｔａｄｅｃ￣９￣ｙｎｏａｔｅ 甲酯

门木炔酸 [３３] ꎮ 近来ꎬ 还有研究者对 Ｏｌａｘ ｓｕｂｓｃｏｒｐｉｏｉｄｅａ 果实

等[６４] ꎮ 除此之外ꎬ 西门木炔酸也可以通过碳链延长反应制作长

的有机提取物进行抗菌研究发现其对三种真菌 Ｃｒｙｐｔｏｃｏｃｃｕｓ

链化合物[６５] ꎮ

ｎｅｏｆｏｒｍａｎｓ、 Ｃａｎｄｉｄａ ｐａｒａｐｓｉｌｏｓｉｓ 和 Ｃａｎｄｉｄａ ｌｕｓｉｔａｎｉａｅ 都有

共轭亚油酸是一种新型的具有减脂、 抗心血管疾病、 抗

一定的抑制作用ꎬ 并对 Ｃａｎｄｉｄａ ａｌｂｉｃａｎｓ 和 Ｃａｎｄｉｄａ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ｉｓ

癌以及防治糖尿病等多种功能的安全的保健食品ꎮ 西门木炔

ꎮ 饲喂人工造模 Ｃａｎｄｉｄａ ａｌｂｉｃａｎｓ 感染

酸与共轭亚油酸 ( ＣＬＡꎬ ９ｃꎬ １１ｔ) 有着很相似的结构ꎬ 有报

大鼠 Ｏｌａｘ ｓｕｂｓｃｏｒｐｉｏｉｄｅａ 果实提取物后发现ꎬ 感染大鼠血液

导称可通过 ｌｉｎｄｌａｒ 催化反应将西门木炔酸转化成为 ｍｅｔｈｙｌ ９￣

有极强的抑制作用

[５７]

３６

ｃｉｓꎬ １１￣ｔｒａｎｓ ｏｃｔａｄｅｃａｄｉｅｎｏａｔｅ￣９ꎬ １０￣ｄ２ ( ＣＬＡ￣ｄ２ )

ꎬ 这

去大量的研究都集中在它的理化特性ꎬ 如其在自然界的分布、

说明西门木炔酸具备制备共轭亚油酸的潜力ꎬ 是一种很好的

分离纯化、 化学合成等ꎬ 对于它的生物学活性研究相对较少ꎮ

共轭亚油酸制备的原料之一ꎮ

本文除了介绍西门木炔酸的分布情况外ꎬ 着重总结了所知的

[６６]

ꎬ

许多独特的理化特性ꎬ 如对长链脂肪酸代谢的影响、 改善胰

ꎮ 在皮革产业ꎬ 西门木

岛素抵抗、 抗炎、 抗癌、 抗菌、 抗虫等活性ꎬ 以及其在工业

此外ꎬ 西门木炔酸可以作为底物用于肥皂制造行业
或者转化为金属盐用于生产去污剂

[６８]

[６７]

炔酸也可以作为软化剂用于软化皮革制品 [６９] ꎮ

上如化妆品行业的应用情况ꎬ 以期引起研究者的兴趣ꎬ 挖掘
其更多生理生化活性ꎬ 拓宽其应用市场ꎮ

综上ꎬ 西门木炔酸是一种多功能的脂肪酸ꎬ 它的应用也
深入了多个产业ꎮ 但是目前对它的认识还远远不够ꎬ 未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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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ｓａｎｄａｌｗｏｏｄ ｓｅｅｄｓ ｆｏｒ ｓｅｅｄ ｏｉｌ

Ｌｉｐｉｄｓ １９９６ꎻ ３１ (１０) : １０８３－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ｕｓｔ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２０１２ꎻ ７５ (４) : ２４６－２５０.

[２２] Ｂｕｔａｕｄꎬ Ｊ. Ｆ.ꎻ Ｒａｈａｒｉｖｅｌｏｍａｎａｎａꎬ Ｐ.ꎻ Ｂｉａｎｃｈｉ￣

[１２] Ｈｏｐｋｉｎｓꎬ Ｃ. Ｙ.ꎻ Ｊｅｖａｎｓꎬ Ａ. Ｗ.ꎻ Ｃｈｉｓｈｏｌｍꎬ Ｍ.

ｎｉꎬ Ｊ. Ｐ.ꎻ Ｇａｙｄｏｕꎬ Ｅ. Ｍ.ꎬ Ｓａｎｔａｌｕｍ ｉｎｓｕｌａｒｅ Ａｃｅｔｙｌｅｎｉｃ

Ｊ.ꎬ Ａｃｅｔｙｌｅｎｉｃ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ｏｆ Ｐｙｒｕｌａｒｉａ Ｐｕｂｅｒａ Ｓｅｅｄ Ｏｉｌ. Ｊ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Ｓｅｅｄ Ｏｉｌ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ｎｔａｌｕｍ Ｇｅ￣

Ｃｈｅｍ Ｓｏｃ Ｃ １９６８ꎻ (１９) : ２４６２－２４６５.

ｎｕ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Ｏｉ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０８ꎻ ８５

[１３ ] Ｈｏｐｋｉｎｓꎬ Ｃ. Ｙ.ꎻ Ｃｈｉｓｈｏｌｍꎬ Ｍ. Ｊ.ꎻ Ｃｏｄｙꎬ Ｗ.

(４) : ３５３－３５６.
[２３] Ｇｕｎｓｔｏｎｅꎬ Ｆ. Ｄ.ꎻ Ｒｕｓｓｅｌｌꎬ Ｗ. Ｃ.ꎬ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

Ｊ.ꎬ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ｏｍｅ Ｓａｎｔａｌａｃｅａｅ Ｓｅｅｄ Ｏｉｌｓ.
Ｐｈｙｔ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１９６９ꎻ ８ (１) : １６１－１６５.

３.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ａｎｔａｌｂｉｃ Ａｃｉｄ. Ｊ Ｃｈｅｍ

[１４] Ｈａｔｔꎬ Ｈ. Ｈ.ꎻ Ｍｅｉｓｔｅｒｓꎬ Ａ.ꎻ Ｔｒｉｆｆｅｔｔꎬ Ａ. Ｃ.ꎻ

Ｓｏｃ １９５５ꎻ ３７８２－３７８７.

Ｗａｉｌｅｓꎬ Ｐ. Ｃ.ꎬ Ａｃｅｔｙｌｅｎｉｃ Ａｃｉｄｓ ｆｒｏｍ Ｆａｔｓ ｏｆ Ｏｌａｃａｃｅａｅ ａｎｄ

[２４] Ｍｏｒｒｉｓꎬ Ｌ. Ｊ.ꎻ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ꎬ Ｍ. Ｏ.ꎬ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ａｎｔａｌａｃｅａｅ .Ｖ. Ａ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Ｓｏｍａｔｉｃ Ｆａｔｓ ｏｆ

Ｓｔｅａｒ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 ｉｎ Ｓａｎｔａｌａｃｅａｅ Ｓｅｅｄ Ｏｉｌｓ. Ｃｈｅｍ Ｉｎｄ￣Ｌｏｎｄｏ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１９６７ꎻ ２０

１９６６ꎻ (１１) : ４６０－＆.

(１０) : ２２８５－２２８９.

[２５] Ｈａｔｔꎬ Ｈ. Ｈ.ꎻ Ｓｃｈｏｅｎｆｅｌｄꎬ Ｒ.ꎬ Ｓｏｍｅ ｓｅｅｄ ｆａ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ｎｔａｌａｃｅａ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Ｊ Ｓｃｉ Ｆｏｏｄ Ａｇｒ １９５６ꎻ ７ ( ２) : １３０ －

[１５] Ｍｉｋｏｌａｊｃｚａｋꎬ Ｋ. Ｌ.ꎻ Ｅａｒｌｅꎬ Ｆ. Ｒ.ꎻ Ｗｏｌｆｆꎬ Ｉ. Ａ.ꎬ
Ｔｈｅ ａｃｅｔｙｌｅ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ｉｎＣｏｍａｎｄｒａ ｐａｌｌｉｄａ ａｎｄＯｓｙｒｉｓ ａｌｂａ ｓｅｅｄ

１３３.

ｏｉｌｓ. Ｊ Ａｍ Ｏｉｌ Ｃｈｅｍ Ｓｏｃ １９６３ꎻ ４０ (８) : ３４２－３４３.

[２６] Ｊｏｎｅｓꎬ Ｇ. Ｐ.ꎻ Ｂｉｒｋｅｔｔꎬ Ａ.ꎻ Ｓａｎｉｇｏｒｓｋｉꎬ Ａ.ꎻ Ｓｉｎ￣

[１６] Ｈａｔｔꎬ Ｈ. Ｈ.ꎻ Ｔｒｉｆｆｅｔｔꎬ Ａ. Ｃ. Ｋ.ꎻ Ｗａｉｌｅｓꎬ Ｐ. Ｃ.ꎬ

ｃｌａｉｒꎬ Ａ. Ｊ.ꎻ Ｈｏｏｐｅｒꎬ Ｐ. Ｔ.ꎻ Ｗａｔｓｏｎꎬ Ｔ.ꎻ Ｒｉｅｇｅｒꎬ Ｖ.ꎬ

Ａｃｅｔｙｌｅｎｉｃ Ａｃｉｄｓ ｆｒｏｍ Ｆａｔｓ ｏｆ Ｓａｎｔａｌａｃｅａｅ ａｎｄ Ｏｌａｃａｃｅａ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ｑｕａｎｄｏｎｇ ( Ｓａｎｔａｌｕｍ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 ) ｏｉｌ ｔｏ

Ｓｅｅｄ ａｎｄ Ｒｏｏｔ Ｏｉｌｓ ｏｆ Ｅｘｏｃａｒｐｕｓ￣Ｃｕｐｒｅｓｓｉｆｏｒｍｉｓ Ｌａｂｉｌｌ. Ａｕｓ￣

ｒａｔｓ ｏｎ ｔｉｓｓｕｅ ｌｉｐｉｄｓꎬ ｈｅｐａｔｉｃ ｃｙｔｏｃｈｒｏｍｅ Ｐ￣４５０ ａｎｄ ｔｉｓｓｕｅ

ｔｒａｌ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１９５９ꎻ １２ (２) : １９０－１９５.

ｈｉｓｔｏｌｏｇｙ.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 :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１７] Ｂａｄａｍｉꎬ Ｒ. Ｃ.ꎻ Ｐａｔｉｌꎬ Ｋ. Ｂ.ꎬ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ｏ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１９９４ꎻ ３２ (６) : ５２１－５.

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ｕｎｕｓｕａｌ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ｉｎ ｍｉｎｏｒ ｓｅｅｄ ｏｉｌｓ.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ｌｉｐｉ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９８０ꎻ １９ (３－４) : １１９－５３.

[２７] Ｌｉｕꎬ Ｙ. Ｄ.ꎻ Ｌｏｎｇｍｏｒｅꎬ Ｒ. Ｂ.ꎻ Ｆｏｘꎬ Ｊ. Ｅ. Ｄ.ꎬ

[１８] Ｓｐｉｔｚｅｒꎬ Ｖ.ꎻ Ｂｏｒｄｉｇｎｏｎꎬ Ｓ. Ａ. ｄ.ꎻ Ｓｃｈｅｎｋｅｌꎬ 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ｘｉｍｅｎｙ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ｉｓｏｍ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Ｐ.ꎻ Ｍａｒｘꎬ Ｆ.ꎬ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ｉｎｅ ａｃｅｔｙｌｅｎｉｃ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ꎬ

ｓｅｅｄ ｏｉｌ ｏｆ Ｓａｎｔａｌｕｍ ｓｐｉｃａｔｕｍ ＲＢｒ ａｓ ｔｈｅｉｒ ４ꎬ ４￣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ｏｘ￣

９￣ｈｙｄｒｏｘｙｓｔｅａ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ａｎｄ ９ꎬ １０￣ｅｐｏｘｙｓｔｅａ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ｉｎ ｔｈｅ

ａｚｏｌｉｎｅ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 Ｊ Ａｍ Ｏｉｌ Ｃｈｅｍ Ｓｏｃ １９９６ꎻ ７３ ( １２ ) :

ｓｅｅｄ ｏｉｌ ｏｆＪｏｄｉｎａ ｒｈｏｍｂｉｆｏｌｉａ ｈｏｏｋ ｅｔ ａｒｎ. ( Ｓａｎｔａｌａｃｅａｅ ) .

１７２９－１７３１.
[２８ ] Ｌｉｕꎬ Ｙ.ꎻ Ｌｏｎｇｍｏｒｅꎬ Ｒ.ꎻ Ｂｏｄｄｙꎬ Ｍ.ꎻ Ｆｏｘꎬ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Ｏｉ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９９４ꎻ ７１
(１２) : １３４３－１３４８.

Ｄ.ꎬ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ｉｘｉｍｅｎｙｎｉｎ ｆｒｏｍ Ｓａｎｔａ￣

[１９] ＨＨ Ｈａｔｔꎬ Ａ. Ｔ. ａ. Ｐ. Ｗ.ꎬ Ａｃｅｔｙｌｅｎｉｃ ａｃｉｄｓ ｆｒｏｍ

ｌｕｍ ｓｐｉｃａｔｕｍ Ｒ. Ｂ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Ｏｉ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９９７ꎻ ７４ (１０) : １２６９－１２７２.

ｆａ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ｌａｃａｃｅａｅ ａｎｄ Ｓａｎｔａｌａｃｅａｅ. ＩＶ.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 ２９ ] Ｈｅｔｔｉａｒａｃｈｃｈｉꎬ Ｄ.ꎻ Ｌｉｕꎬ Ｙ.ꎻ Ｆｏｘꎬ Ｊ.ꎻ Ｓｕｎｄｅｒ￣

ｏｃｔａｄｅｃａ￣ｔｒａｎｓ￣１１ꎬ ｔｒａｎｓ￣１３￣ｄｉｅｎ￣９￣ｙ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 ｉｎ ｐｌａｎｔ ｌｉｐｉｄ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１９６０ꎻ １３ (４) : ４８８－４９７.

ｌａｎｄꎬ Ｂ.ꎬ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ｓａｎｄａｌｗｏｏｄ ｓｅｅｄ ｏｉｌ: ｎｅｗ ｏｐ￣

[２０] Ｚｈａｎｇꎬ Ｊ. Ｙ.ꎻ Ｙｕꎬ Ｘ. Ｊ.ꎻ Ｗａｎｇꎬ Ｈ. Ｙ.ꎻ Ｌｉｕꎬ

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Ｌｉｐｉ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０ꎻ ２２ (２) : ２７－２９.

Ｂ. Ｎ.ꎻ Ｙｕꎬ Ｑ. Ｔ.ꎻ Ｈｕａｎｇꎬ Ｚ. Ｈ.ꎬ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ｉｐｌｅ ｂｏｎｄｓ

[３０] Ｓｈａｗａｒꎬ Ｒ. Ｍ.ꎻ Ｈｕｍｂｌｅꎬ Ｄ. Ｊ.ꎻ ｖａｎＤａｌｆｓｅｎꎬ Ｊ.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ｋｅｒｎｅｌ ｏｉｌ ｏｆＰｙｒｕｌａｒｉａ ｅｄｕｌｉｓ ｂｙ ＧＣ￣

Ｍ.ꎻ Ｓｔｏｖｅｒꎬ Ｃ. Ｋ.ꎻ Ｈｉｃｋｅｙꎬ Ｍ. Ｊ.ꎻ Ｓｔｅｅｌｅꎬ Ｓ.ꎻ Ｍｉｔｓｃｈｅｒꎬ

Ｍ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４ꎬ ４￣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ｏｘａｚｏｌｉｎｅ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 Ｊ Ａｍ Ｏｉｌ

Ｌ. Ａ.ꎻ Ｂａｋｅｒꎬ Ｗ.ꎬ Ｒａｐｉｄ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ｆｏｒ

Ｃｈｅｍ Ｓｏｃ １９８９ꎻ ６６ (２) : ２５６－２５９.

ａｎｔｉｍｙｃ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ｌｕｃｉｆｅｒａｓ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２１] Ｌｉｅ Ｋｅｎ Ｊｉｅꎬ Ｍ. Ｓ.ꎻ Ｐａｓｈａꎬ Ｍ. Ｋ.ꎻ Ａｈｍａｄꎬ Ｆ.ꎬ

ｓｔｒａｉｎｓ ｏｆ Ｍｙｃ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ｂｏｖｉｓ ＢＣＧ ａｎｄ Ｍｙｃ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ｉｎ￣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ｓａｎｔａｌｂｉｃ ａｃｉｄ ａｎｄ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ｅ.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 Ａｇｅｎｔｓ Ｃｈ １９９７ꎻ ４１ (３) : ５７０－５７４.

３８

[３１] Ｓｐｉｔｚｅｒꎬ Ｖ.ꎻ Ｔｏｍｂｅｒｇꎬ Ｗ.ꎻ Ｈａｒｔｍａｎｎꎬ Ｒ.ꎻ

ｔｒｉａｌ. Ｌａｎｃｅｔ ２０１２ꎻ ３７９ (９８２４) : １４０３－１１.

Ａｉｃｈｈｏｌｚꎬ Ｒ.ꎬ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ｅｄ ｏｉｌ ｏｆ Ｈｅｉｓｔｅｒｉａ ｓｉｌｖａｎｉｉ

[４０] Ｍａｎｃｉｎｉꎬ Ａ. Ｄ.ꎻ Ｐｏｉｔｏｕｔꎬ Ｖ.ꎬ Ｔｈｅ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ｒｅ￣

( Ｏｌａｃａｃｅａｅ) ￣Ａ ｒｉｃｈ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ａ ｎｏｖｅｌ Ｃ－１８ ａｃｅｔｙｌｅｎｉｃ ｆａｔｔｙ

ｃｅｐｔｏｒ ＦＦＡ１ / ＧＰＲ４０ ａ ｄｅｃａｄｅ ｌａｔｅｒ: ｈｏｗ ｍｕｃｈ ｄｏ ｗｅ

ａｃｉｄ. Ｌｉｐｉｄｓ １９９７ꎻ ３２ (１１) : １１８９－１２００.

ｋｎｏｗ?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ｏｇｙ ＆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２０１３ꎻ ２４

[３２] Ｍａｖｕｎｄｚａꎬ Ｅ. Ｊ.ꎻ Ｃｈｕｋｗｕｊｅｋｗｕꎬ Ｊ. Ｃ.ꎻ Ｍａｈａ￣

(８) : ３９８－４０７.

ｒａｊꎬ Ｒ.ꎻ Ｆｉｎｎｉｅꎬ Ｊ. Ｆ.ꎻ Ｖａｎ Ｈｅｅｒｄｅｎꎬ Ｆ. Ｒ.ꎻ Ｖａｎ Ｓｔａｄｅｎꎬ

[４１] Ｇｕｌａｔｉꎬ Ｖ.ꎻ Ｇｕｌａｔｉꎬ Ｐ.ꎻ Ｈａｒｄｉｎｇꎬ Ｉ. Ｈ.ꎻ Ｐａｌｏｍｂｏꎬ

Ｊ.ꎬ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ｉｎ Ｏｌａｘ ｄｉｓｓｉｔｉｆｌｏｒａ ｗｉｔｈ ｌａｒｖａ￣

Ｅ. Ａ.ꎬ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Ａｂｏ￣

ｃｉｄ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Ａｎｏｐｈｅｌｅｓ ａｒａｂｉｅｎｓｉｓ. Ｓ Ａｆｒ Ｊ Ｂｏｔ ２０１６ꎻ

ｒｉｇｉｎ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ｎ Ａｙｕｒｖｅｄｉｃ ｐｌａｎ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ｕｓｉｎｇ ｃｅｌｌ￣ｂａｓｅｄ

１０２: １－３.

ａｓｓａｙｓ. ＢＭＣ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Ａｌｔｅｒｎ Ｍｅｄ ２０１５ꎻ １５ (１) : ８.

[３３] Ｃａｎｔｒｅｌｌꎬ Ｃ. Ｌ.ꎻ Ｂｅｒｈｏｗꎬ Ｍ. Ａ.ꎻ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ꎬ Ｂ. Ｓ.ꎻ

[ ４２ ]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ｅｎꎬ Ｅ.ꎻ Ｗａｔｔｅｒｓｏｎꎬ Ｋ. Ｒ.ꎻ Ｓｔｏｃｋｅｒꎬ

Ｄｕｖａｌꎬ Ｓ. Ｍ.ꎻ Ｗｅｉｓｌｅｄｅｒꎬ Ｄ.ꎻ Ｖａｕｇｈｎꎬ Ｓ. Ｆ.ꎬ Ｂｉｏａｃｔｉｖｅ

Ｃ. Ｊ.ꎻ Ｓｏｋｏｌꎬ Ｅ.ꎻ Ｊｅｎｋｉｎｓꎬ Ｌ.ꎻ Ｓｉｍｏｎꎬ Ｋ.ꎻ Ｇｒｕｎｄｍａｎｎꎬ

ｃｒｕｄｅ ｐｌａｎｔ ｓｅｅｄ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ＣＡＵＲ ｏｉｌｓｅｅｄ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

Ｍ.ꎻ Ｐｅｔｅｒｓｅｎꎬ Ｒ. Ｋ.ꎻ Ｗａｒｇｅｎｔꎬ Ｅ. Ｔ.ꎻ Ｈｕｄｓｏｎꎬ Ｂ. Ｄ.ꎻ

Ｐｈｙｔｏ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ｙｔ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ａｎｄ

Ｋｏｓｔｅｎｉｓꎬ Ｅ.ꎻ Ｅｊｓｉｎｇꎬ Ｃ. Ｓ.ꎻ Ｃａｗｔｈｏｒｎｅꎬ Ｍ. Ａ.ꎻ Ｍｉｌｌｉｇａｎꎬ

ｐｈｙｔ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３ꎻ １０ (４) : ３２５－３３.

Ｇ.ꎻ Ｕｌｖｅｎꎬ Ｔ.ꎬ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ｏｎ ＦＦＡ１ ａｎｄ

[３４] Ｌｉｇｔｈｅｌｍꎬ Ｓ. Ｐ.ꎻ Ｈｏｒｎꎬ Ｄ. Ｈ. Ｓ.ꎻ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ꎬ Ｈ.

ＦＦＡ４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ｉｎｏｌｅ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ａｓ ａ ｄｕａｌ ＦＦＡ１ /

Ｍ.ꎻ Ｖｏｎ Ｈｏｌｄｔꎬ Ｍ. Ｍ.ꎬ Ａ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ｕｉｔｓ ｏｆ

ＦＦＡ４ ａｇｏｎｉｓｔ ｗｉｔｈ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ｔｈｒｅｅ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Ｘｉｍｅｎｉａ ｓｐｅｃｉｅｓꎬ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２０１５ꎻ １１３ (１１) : １６７７－１６８８.

ｔｏ ｔｈｅ ｋｅｒｎｅｌ ｏｉｌｓ. Ｊ Ｓｃｉ Ｆｏｏｄ Ａｇｒ １９５４ꎻ ５ (６) : ２８１－２８８.

[４３ ] Ｉｔｏｈꎬ Ｙ.ꎻ Ｋａｗａｍａｔａꎬ Ｙ.ꎻ Ｈａｒａｄａꎬ Ｍ.ꎻ Ｋｏｂａ￣

[３５] Ｌｉｕꎬ Ｙ.ꎻ Ｌｏｎｇｍｏｒｅꎬ Ｒ. Ｂ.ꎬ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ｓａｎｄａｌｗｏｏｄ

ｙａｓｈｉꎬ Ｍ.ꎻ Ｆｕｊｉｉꎬ Ｒ.ꎻ Ｆｕｋｕｓｕｍｉꎬ Ｓ.ꎻ Ｏｇｉꎬ Ｋ.ꎻ Ｈｏｓｏｙａꎬ

ｓｅｅｄ ｏｉｌ ｍｏｄｉｆｉｅｓ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ｕｓｅ ａｄｉｐｏｓｅ ｔｉｓ￣

Ｍ.ꎻ Ｔａｎａｋａꎬ Ｙ.ꎻ Ｕｅｊｉｍａꎬ Ｈ.ꎻ Ｔａｎａｋａꎬ Ｈ.ꎻ Ｍａｒｕｙａｍａꎬ

ｓｕｅꎬ ｂｒａｉｎꎬ ａｎｄ ｌｉｖｅｒ. Ｌｉｐｉｄｓ １９９７ꎻ ３２ (９) : ９６５－９.

Ｍ.ꎻ Ｓａｔｏｈꎬ Ｒ.ꎻ Ｏｋｕｂｏꎬ Ｓ.ꎻ Ｋｉｚａｗａꎬ Ｈ.ꎻ Ｋｏｍａｔｓｕꎬ Ｈ.ꎻ

[３６ ] Ｌｉꎬ Ｇ.ꎻ Ｓｉｎｇｈꎬ Ａ.ꎻ Ｌｉｕꎬ Ｙ.ꎻ Ｓｕｎｄｅｒｌａｎｄꎬ Ｂ.ꎻ

Ｍａｔｓｕｍｕｒａꎬ Ｆ.ꎻ Ｎｏｇｕｃｈｉꎬ Ｙ.ꎻ Ｓｈｉｎｏｈａｒａꎬ Ｔ.ꎻ Ｈｉｎｕｍａꎬ

Ｌｉꎬ Ｄ.ꎬ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ａｎｄａｌｗｏｏｄ ｓｅｅｄ ｏｉｌ ｏｎ ｆａｔｔｙ

Ｓ.ꎻ Ｆｕｊｉｓａｗａꎬ Ｙ.ꎻ Ｆｕｊｉｎｏꎬ Ｍ.ꎬ Ｆｒｅｅ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ｉｎ￣

ａｃｉｄ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ｒａｔｓ. Ｌｉｐｉｄｓ ２０１３ꎻ ４８

ｓｕｌｉｎ 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ｃ ｂｅｔａ ｃｅｌｌ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ＧＰＲ４０. Ｎａ￣

(２) : １０５－１３.

ｔｕｒｅ ２００３ꎻ ４２２ (６９２８) : １７３－６.

[３７] Ｃａｉꎬ Ｆ.ꎻ Ｌｉｕꎬ Ｙ.ꎻ Ｈｅｔｔｉａｒａｃｈｉｃｈｉꎬ Ｄ. Ｓ.ꎻ Ｗａｎｇꎬ

[ ４４ ] Ｗａｌｌｅꎬ Ｐ.ꎻ Ｍａｎｎｉｓｔｏꎬ Ｖ.ꎻ ｄｅ Ｍｅｌｌｏꎬ Ｖ. Ｄ.ꎻ

Ｆ.ꎻ Ｌｉꎬ Ｊ.ꎻ Ｓｕｎｄｅｒｌａｎｄꎬ Ｂ.ꎻ Ｌｉꎬ Ｄ.ꎬ Ｘｉｍｅｎｙ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Ｒｅｇ￣

Ｖａｉｔｔｉｎｅｎꎬ Ｍ.ꎻ Ｐｅｒｆｉｌｙｅｖꎬ Ａ.ꎻ Ｈａｎｈｉｎｅｖａꎬ Ｋ.ꎻ Ｌｉｎｇꎬ Ｃ.ꎻ

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 － ３ ＰＵＦＡ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Ｌ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Ｂｒａｉｎ. 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

Ｐｉｈｌａｊａｍａｋｉꎬ Ｊ.ꎬ Ｌｉｖｅｒ ＤＮＡ 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ＤＳ２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

Ｇｅｎｏｍ ２０２０ꎻ １３ (２) : ６４－７３.

ｗｉｔｈ ＦＡＤＳ２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 Ｃｌｉｎ Ｅｐｉｇｅｎｅｔｉｃｓ ２０１９ꎻ １１ (１): １０.

[３８] Ｓａｅｅｄｉꎬ Ｐ.ꎻ Ｐｅｔｅｒｓｏｈｎꎬ Ｉ.ꎻ Ｓａｌｐｅａꎬ Ｐ.ꎻ Ｍａｌａｎ￣

[４５] Ｙａｏꎬ Ｍ.ꎻ Ｌｉꎬ Ｊ.ꎻ Ｘｉｅꎬ Ｔ.ꎻ Ｈｅꎬ Ｔ.ꎻ Ｆａｎｇꎬ Ｌ.ꎻ

ｄａꎬ Ｂ.ꎻ Ｋａｒｕｒａｎｇａꎬ Ｓ.ꎻ Ｕｎｗｉｎꎬ Ｎ.ꎻ Ｃｏｌａｇｉｕｒｉꎬ Ｓ.ꎻ Ｇｕａｒｉ￣

Ｓｈｉꎬ Ｙ.ꎻ Ｈｏｕꎬ Ｌ.ꎻ Ｌｉａｎꎬ Ｋ.ꎻ Ｗａｎｇꎬ Ｒ.ꎻ Ｊｉａｎｇꎬ Ｌ.ꎬ Ｐｏｌ￣

ｇｕａｔａꎬ Ｌ.ꎻ Ｍｏｔａｌａꎬ Ａ. Ａ.ꎻ Ｏｇｕｒｔｓｏｖａꎬ Ｋ.ꎻ Ｓｈａｗꎬ Ｊ. Ｅ.ꎻ

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 ｏｆ ｒｓ１７４６１６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ＤＳ１￣ＦＡＤＳ２ ｇｅｎｅ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ｉｓ

Ｂｒｉｇｈｔꎬ Ｄ.ꎻ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ꎬ Ｒ.ꎻ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ꎬ Ｉ. Ｄ. Ｆ. Ｄ. Ａ.ꎬ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ｒｉｓｋ ｏｆ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ｆｏｒ ２０１９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Ｈａ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Ｒｅｓ Ｃｌｉｎ Ｐｒａｃｔ ２０１５ꎻ

ａｎ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２０３０ ａｎｄ ２０４５: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

１０９ (１) : ２０６－１２.

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Ａｔｌａｓꎬ ９ ( ｔｈ )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４６ ] Ｚｈａｎｇꎬ Ｈ.ꎻ Ｇａｏꎬ Ｘ.ꎻ Ｌｉꎬ Ｋ.ꎻ Ｌｉｕꎬ Ｙ.ꎻ Ｈｅｔｔｉ￣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Ｒｅｓ Ｃｌｉｎ Ｐｒａｃｔ ２０１９ꎻ １５７: １０７８４３.

ａｒａｃｈｉｃｈｉꎬ Ｄ. Ｓ.ꎻ Ｓｕｎｄｅｒｌａｎｄꎬ Ｂ.ꎻ Ｌｉꎬ Ｄ.ꎬ Ｓａｎｄａｌｗｏｏｄ

[３９] Ｂｕｒａｎｔꎬ Ｃ. Ｆ.ꎻ Ｖｉｓｗａｎａｔｈａｎꎬ Ｐ.ꎻ Ｍａｒｃｉｎａｋꎬ Ｊ.ꎻ

ｓｅｅｄ ｏｉｌ ａｍｅｌｉｏｒａｔｅｓ ｈｅｐａｔｉｃ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ｂ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Ｃａｏꎬ Ｃ.ꎻ Ｖａｋｉｌｙｎｅｊａｄꎬ Ｍ.ꎻ Ｘｉｅꎬ Ｂ.ꎻ Ｌｅｉｆｋｅꎬ Ｅ.ꎬ ＴＡＫ －

ｔｈｅ ＪＮＫ / ＮＦ￣κＢ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Ｉ３Ｋ / ＡＫＴ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８７５ ｖｅｒｓｕｓ ｐｌａｃｅｂｏ ｏｒ ｇｌｉｍｅｐｉｒｉｄｅ ｉｎ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Ｆｏｏｄ Ｆｕｎｃｔ ２０２１.
[４７] Ｌｉｕ ＹＤꎬ Ｌ. Ｒ.ꎬ Ａ ｂｉｏ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ｏｆ ｘｉｍ￣

ａ ｐｈａｓｅ ２ꎬ 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ꎬ ｄｏｕｂｌｅ￣ｂｌｉｎｄꎬ ｐｌａｃｅｂ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３９

[５７ ] Ｄｚｏｙｅｍꎬ Ｊ. Ｐ.ꎻ Ｔｃｈｕｅｎｇｕｅｍꎬ Ｒ. Ｔ.ꎻ Ｋｕｉａｔｅꎬ

ｅｎｙ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１９９６ꎻ ２０ (２０３) .

Ｊ. Ｒ.ꎻ Ｔｅｋｅꎬ Ｇ. Ｎ.ꎻ Ｋｅｃｈｉａꎬ Ｆ. Ａ.ꎻ Ｋｕｅｔｅꎬ Ｖ.ꎬ Ｉｎ ｖｉｔｒｏ

[４８] Ｎｕｇｔｅｒｅｎꎬ Ｄ. Ｈ.ꎻ Ｃｈｒｉｓｔ￣Ｈａｚｅｌｈｏｆꎬ Ｅ.ꎬ 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ｉｎ ｖｉｖｏ ａｎｔｉｆｕｎｇ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Ｃａｍｅｒｏｏｎｉａｎ ｄｉｅｔ￣

ｏｃｃｕｒｒｉｎｇ 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ｅｄ ｏｃｔａｄｅｃａｔｒｉｅ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ｓ ａｒｅ ｓｔｒｏｎｇ ｉｎｈｉｂｉ￣

ａｒｙ ｓｐｉｃｅｓ. ＢＭＣ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Ａｌｔｅｒｎ Ｍｅｄ ２０１４ꎻ １４: ５８.
[５８] Ｃｈｉｖａｎｄｉꎬ Ｅ.ꎻ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ꎬ Ｂ. Ｃ.ꎻ Ｅｒｌｗａｎｇｅｒꎬ Ｋ.

ｔｏｒｓ ｏｆ ｐｒｏｓｔａｇｌａｎｄｉｎ ｂｉ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Ｐｒｏｓｔａｇｌａｎｄｉｎｓ １９８７ꎻ ３３
(３) : ４０３－１７.

Ｈ.ꎬ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ｐｉｄ ａｎ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 ４９] Ｆｕｒｍａｎꎬ Ｄ.ꎻ Ｃａｍｐｉｓｉꎬ Ｊ.ꎻ Ｖｅｒｄｉｎꎬ Ｅ.ꎻ Ｃａｒｒｅｒａ￣

ｋｅｒｎｅ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ｕｉｔ ( ｎｕｔｓ) ｏｆ Ｘｉｍｅｎｉａ ｃａｆｆｒａ ａｎｄ Ｒｉｃｉｎｏｄｅｎ￣

Ｂａｓｔｏｓꎬ Ｐ.ꎻ Ｔａｒｇꎬ Ｓ.ꎻ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ｈｉꎬ Ｃ.ꎻ Ｆｅｒｒｕｃｃｉꎬ Ｌ.ꎻ Ｇｉｌ￣

ｄｒｏｎ ｒａｕｔａｎｅｎｉｉ ｆｒｏｍ Ｚｉｍｂａｂｗｅ. Ｉｎｄ Ｃｒｏｐ Ｐｒｏｄ ２００８ꎻ ２７

ｒｏｙꎬ Ｄ. Ｗ.ꎻ Ｆａｓａｎｏꎬ Ａ.ꎻ Ｍｉｌｌｅｒꎬ Ｇ. Ｗ.ꎻ Ｍｉｌｌｅｒꎬ Ａ. Ｈ.ꎻ

(１) : ２９－３２.

Ｍａｎｔｏｖａｎｉꎬ Ａ.ꎻ Ｗｅｙａｎｄꎬ Ｃ. Ｍ.ꎻ Ｂａｒｚｉｌａｉꎬ Ｎ.ꎻ Ｇｏｒｏｎｚｙꎬ

[５９] Ｌａｌｌꎬ Ｎ.ꎻ Ｋｉｓｈｏｒｅꎬ Ｎ.ꎬ Ａｒ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ｓｋｉｎ

Ｊ. Ｊ.ꎻ Ｒａｎｄｏꎬ Ｔ. Ａ.ꎻ Ｅｆｆｒｏｓꎬ Ｒ. Ｂ.ꎻ Ｌｕｃｉａꎬ Ａ.ꎻ Ｋｌｅｉｎｓｔｒｅｕ￣

ｃａｒ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ｆｕｌｌｙ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ｐｈａｒｍａ￣

ｅｒꎬ Ｎ.ꎻ Ｓｌａｖｉｃｈꎬ Ｇ. Ｍ.ꎬ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ｔｉｏｌｏ￣

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４ꎻ １５３ (１) : ６１－８４.
[ ６０ ] Ｓｐａｒａｖｉｇｎａꎬ Ａ.ꎻ Ｔｅｎｃｏｎｉꎬ Ｂ.ꎻ Ｄｅ Ｐｏｎｔｉꎬ Ｉ.ꎻ

ｇｙ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ｓｐ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１９ꎻ ２５
(１２) : １８２２－１８３２.

Ｇｕｇｌｉｅｌｍｉｎｉꎬ Ｇ.ꎬ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ｏｌ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５０] Ｄｅｍｂｉｔｓｋｙꎬ Ｖ.ꎬ Ａｎｔｉｃａｎｃｅ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ａ Ｃｏｓｍｅｔｉｃ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ｃｕｌａｒ Ａｒｅａ ｏｎ ｔｈｅ Ａｇｉｎｇ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ａｃｅｔｙｌｅｎｉｃ ｌｉｐｉｄｓ. Ｌｉｐｉｄｓ ２００６ꎻ ４１ (１０) : ８８３－９２４.

Ｆａｃ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ｖｓ.

[５１] Ｋｈａｎａｐｕｒｅꎬ Ｓ. Ｐ.ꎻ Ｇａｒｖｅｙꎬ Ｄ. Ｓ.ꎻ Ｊａｎｅｒｏꎬ Ｄ.

Ｐｌａｃｅｂｏ. Ｃｏｓｍｅｔｉｃｓ ２０１４ꎻ １ (２) : １０５.

Ｒ.ꎻ Ｌｅｔｔｓꎬ Ｌ. Ｇ.ꎬ Ｅｉｃｏｓａｎｏｉｄｓ ｉｎ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ｂｉｏｓｙｎｔｈｅ￣

[６１] Ｖｅｒｍａａｋꎬ Ｉ.ꎻ Ｋａｍａｔｏｕꎬ Ｇ. Ｐ. Ｐ.ꎻ Ｋｏｍａｎｅ￣Ｍｏ￣

ｓｉｓꎬ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ꎬ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ｔｏｐｉｃｓ

ｆｏｋｅｎｇꎬ Ｂ.ꎻ Ｖｉｌｊｏｅｎꎬ Ａ. Ｍ.ꎻ Ｂｅｃｋｅｔｔꎬ Ｋ.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ｅｅｄ ｏｉｌｓ

ｉ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０７ꎻ ７ (３) : ３１１－４０.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Ｃｏｓｍｅｔｉｃ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Ｓ Ａｆｒ Ｊ

[５２] Ｇｒｉｖｅｎｎｉｋｏｖꎬ Ｓ. Ｉ.ꎻ Ｇｒｅｔｅｎꎬ Ｆ. Ｒ.ꎻ Ｋａｒｉｎꎬ Ｍ.ꎬ

Ｂｏｔ ２０１１ꎻ ７７ (４) : ９２０－９３３.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ꎬ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 ２０１０ꎻ １４０ ( ６) :

[ ６２ ] Ｐａｓｈａꎬ Ｍ. Ｋ.ꎻ Ａｈｍａｄꎬ Ｆ.ꎬ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Ｏｘｙ￣

８８３－９９.

ｇｅｎａｔｅｄ Ｆａｔｔｙ￣Ａｃｉｄ Ｅｓｔ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Ｓａｎｔａｌｂｉｃ Ａｃｉｄ Ｅｓｔｅｒ. Ｌｉｐｉｄｓ

[５３] Ｉｍｉｇꎬ Ｊ. Ｄ.ꎻ Ｈａｍｍｏｃｋꎬ Ｂ. Ｄ.ꎬ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ｅｐｏｘｉｄｅ

１９９３ꎻ ２８ (１１) : １０２７－１０３１.
[ ６３] Ｌｉｅ Ｋｅｎ Ｊｉｅꎬ Ｍ. Ｓ.ꎻ Ｐａｓｈａꎬ Ｍ. Ｋ.ꎻ Ａｌａｍꎬ Ｍ.

ｈｙｄｒｏｌａｓｅ ａｓ ａ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ｔａｒｇｅｔ ｆｏｒ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Ｄｒｕｇ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２００９ꎻ ８ (１０) : ７９４－８０５.

Ｓ.ꎬ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ｃｅｔｙｌｅｎｉｃ ｆａｔｔｙ ｅｓｔ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ｓｅｌｅｎｉ￣

[５４] Ｋｕｅｔｅꎬ Ｖ.ꎻ Ｋｒｕｓｃｈｅꎬ Ｂ.ꎻ Ｙｏｕｎｓꎬ Ｍ.ꎻ Ｖｏｕｋｅｎｇꎬ

ｕｍ ｄｉｏｘｉｄｅ / ｔｅｒｔ￣ｂｕｔｙｌ ｈｙｄｒｏｐｅｒｏｘｉｄｅ. Ｌｉｐｉｄｓ １９９７ꎻ ３２ ( １０) :

Ｉ.ꎻ Ｆａｎｋａｍꎬ Ａ. Ｇ.ꎻ Ｔａｎｋｅｏꎬ Ｓ.ꎻ Ｌａｃｍａｔａꎬ Ｓ.ꎻ Ｅｆｆｅｒｔｈꎬ

１１１９－２３.

Ｔ.ꎬ Ｃｙｔｏ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ｍｅ Ｃａｍｅｒｏｏｎｉａｎ ｓｐ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６４] Ｌｉｅ Ｋｅｎ Ｊｉｅꎬ Ｍ. Ｓ.ꎻ Ｐａｓｈａꎬ Ｍ. Ｋ.ꎬ Ｅｐ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１ꎻ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ｆａｔｔｙ ｅｓｔ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ｐｅｒｏｘｏｍ￣

１３４ (３) : ８０３－８１２.

ｏｎｏｓｕｌｆａｔｅ. Ｌｉｐｉｄｓ １９９８ꎻ ３３ (６) : ６３３－７.

[５５] Ｃｈｉｖａｎｄｉꎬ Ｅ.ꎻ Ｃａｖｅꎬ Ｅ.ꎻ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ꎬ Ｂ. Ｃ.ꎻ Ｅｒｌ￣

[６５ ] Ｂｉｅｒｍａｎｎꎬ Ｕ.ꎻ Ｌüｔｚｅｎꎬ Ａ.ꎻ Ｊｉｅꎬ Ｍａｒｃｅｌ Ｓ. Ｆ.

ｗａｎｇｅｒꎬ Ｋ. Ｈ.ꎻ Ｍｏｙｏꎬ Ｄ.ꎻ Ｍａｄｚｉｖａꎬ Ｍ. Ｔ.ꎬ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Ｌｉｅ Ｋ.ꎻ Ｍｅｔｚｇｅｒꎬ Ｊüｒｇｅｎ Ｏ.ꎬ Ｒｅｇｉｏ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Ｃａｔｉｏｎｉｃ １ꎬ ２－

ｏｆ Ｃａｃｏ￣２ ａｎｄ ＨＥＫ￣２９３ ｃｅｌｌ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Ｋｉｇｅｌｉａ ａｆｒｉｃａｎａꎬ

ａｎｄ １ꎬ ４－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Ｃａｒｂｏｎ－Ｃａｒｂｏｎ Ｂｏｎｄｓ ｔｏ Ｍｅｔｈ￣

Ｍｉｍｕｓｏｐｓ ｚｅｙｈｅｒｉ ａｎｄ Ｘｉｍｅｎｉａ ｃａｆｆｒａ ｓｅｅｄ ｏｉｌｓ. Ｉｎ Ｖｉｖｏ

ｙｌ Ｓａｎｔａｌｂａｔｅꎬ ａ 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ｅｄ Ｅｎｙｎ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ｒ￣

２０１２ꎻ ２６ (１) : ９９－１０５.

ｇａｎｉｃ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００ꎻ ２０００ (１７) : ３０６９－３０７３.

[ ５６ ] Ｊｏｎｅｓꎬ Ｇ. Ｐ.ꎻ Ｒａｏꎬ Ｋ. Ｓ.ꎻ Ｔｕｃｋｅｒꎬ Ｄ. Ｊ.ꎻ

[ ６６ ] Ａｄｌｏｆꎬ Ｒ.ꎬ Ｔｈｅ ｌｉｎｄｌａｒ￣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ꎬ Ｂ.ꎻ Ｂａｒｎｅｓꎬ Ａ.ꎻ Ｒｉｖｅｔｔꎬ Ｄ. Ｅ.ꎬ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ｍｅｔｈｙｌ ｓａｎｔａｌｂａｔｅ: ａ ｆａｃｉｌｅ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ｔｈｙｌ ９￣ｃｉｓꎬ １１￣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Ｓａｎｔａｌｂｉｃ Ａｃｉ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ｉｌ ｏｆ Ｓａｎｔａｌｕｍ￣Ａｃｕｍｉｎａ￣

ｔｒａｎｓ￣Ｏｃｔａｄｅｃａｄｉｅｎｏａｔｅ￣９ꎬ １０ － ｄ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ｔｕｍ ( Ｑｕａｎｄｏｎｇ )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ｇｎｏｓｙ

Ｏｉ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９９９ꎻ ７６ (３) : ３０１－３０４.

１９９５ꎻ ３３ (２) : １２０－１２３.

[６７ ] Ｒｅｚａｎｋａꎬ Ｔ.ꎻ Ｓｉｇｌｅｒꎬ Ｋ.ꎬ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ｅｒｙ

４０

２０１２ꎻ １４ (４) : １４９.

ｌｏｎｇ ｃｈａｉｎ 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ｆｒｏｍ Ｘｉｍｅｎｉａ ｏｉｌ ｂｙ ａｔｍｏｓ￣
ｐｈｅｒｉｃ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ｉｑｕｉｄ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７０] Ｍｅｙｅｒꎬ Ｂ. Ｎ.ꎻ Ｆｅｒｒｉｇｎｉꎬ Ｎ. Ｒ.ꎻ Ｐｕｔｎａｍꎬ Ｊ. Ｅ.ꎻ

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Ｐｈｙｔ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０７ꎻ ６８ (６): ９２５－９３４.

Ｊａｃｏｂｓｅｎꎬ Ｌ. Ｂ.ꎻ Ｎｉｃｈｏｌｓꎬ Ｄ. Ｅ.ꎻ ＭｃＬａｕｇｈｌｉｎꎬ Ｊ. Ｌ.ꎬ

[６８] Ｎａｒａｙａｎａꎬ Ｋ. Ｈ. Ｓ.ꎻ Ｒａｏꎬ Ｇ. Ｓ. Ｋ.ꎬ Ｓｏｄｉｕｍ

Ｂｒｉｎｅ Ｓｈｒｉｍｐ: Ａ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Ｂｉｏａｓｓａｙ ｆｏｒ Ａｃｔ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Ｐｌａｎｔａ ｍｅｄｉｃａ １９８２ꎻ ４５ (０５) : ３１－３４.

ｓａｎｔａｌｂａｔｅ￣ｄｉｍｅｔｈｙｌ ｓｕｌｆａｔｅ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Ｏｉ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９８２ꎻ ５９ (５) : ２４０－２４１.

[７１] Ｊｏｎｅｓꎬ Ｇ. Ｐ.ꎻ Ｗａｔｓｏｎꎬ Ｔ. Ｇ.ꎻ Ｓｉｎｃｌａｉｒꎬ Ａ. Ｊ.ꎻ

[ ６９ ] Ｃｈｉｖａｎｄｉꎬ Ｅ. Ｄ.ꎬ Ｂｒｕｃｅ Ｃｌｅｍｅｎｔꎻ Ｅｒｌｗａｎｇｅｒꎬ

Ｂｉｒｋｅｔｔꎬ Ａ.ꎻ Ｄｕｎｔꎬ Ｎ.ꎻ Ｎａｉｒꎬ Ｓ. Ｓ.ꎻ Ｔｏｎｋｉｎꎬ Ｓ. Ｙ.ꎬ Ｓａｎｔ￣

Ｋｅｎｎｅｄｙ Ｈｏｎｅｙꎬ Ｒｅｄ Ｓｏｕｒ Ｐｌｕｍ ( Ｘｉｍｅｎｉａ ｃａｆｆｒａ) Ｓｅｅｄ: Ａ

ａｌｂｉｃ ａｃｉｄ ｆｒｏｍ ｑｕａｎｄｏｎｇ ｋｅｒｎｅｌｓ ａｎｄ ｏｉｌ ｆｅｄ ｔｏ ｒａｔｓ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Ｎｏ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ｆｏｒ

ｋｉｄｎｅｙ ａｎｄ ｌｉｖｅｒ Ｐ４５０.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Ｆｅｅｄ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Ｂｉ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９ꎻ ８ (３) : ２１１－２１５.

Ｆａｔ － １ 转基因小鼠中内源性合成 ｎ － ３ 多不饱和
脂肪酸通过阻断间质上皮转化抑制 Ｂ１６Ｆ１０ 黑
色素瘤肺转移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ｌｙ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ｄ ｎ －３ Ｐｏｌｙ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ｉｎ Ｆａｔ －１ 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ｉｃ Ｍｉｃ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 Ｂ１６Ｆ１０
Ｍｅｌａｎｏｍａ Ｌｕｎｇ 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 ｂｙ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Ｍｅｓｅｎｃｈｙｍａｌ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朱

盼１

张远明 １

尹

璇２

张晓宏 １

王

峰３

邹祖全 １∗

步世忠 １∗

１. 宁波大学医学院ꎬ 浙江宁波 ３１５２１１ꎻ ２.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营养科ꎬ 浙江杭州 ３１０００６ꎻ
３. 李惠利东部医院检验科ꎬ 浙江宁波 ３１５０４０

摘要: 恶性黑色素瘤是一种神经外胚层起源的侵袭性癌

过其抗炎特性发挥作用ꎮ

症ꎮ ｎ－３ 多不饱和脂肪酸 ( ＰＵＦＡｓ) 抗黑色素瘤转移的机制
尚不清楚ꎮ 本实验通过尾静脉注射 Ｂ１６Ｆ１０ 黑色素瘤细胞建立

１. 前

ｆａｔ－１ 和野生型小鼠肺转移模型ꎮ 内源性 ｎ－３ ＰＵＦＡｓ 通过抑制
肿瘤细胞间质上皮转化 ( ＭＥＴ) 而减少肉眼可见的肺转移和

言

恶性黑色素瘤是最具侵袭性的皮肤恶性肿瘤ꎬ 约占所有

生长ꎬ 其特征是上皮标记物 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 和 ＺＯ － １ 的表达减少ꎬ

恶性肿瘤病例的 ３％ꎮ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ꎬ 它在白种人中的发

蛋白表达增加ꎮ 此外ꎬ ｎ－３ ＰＵＦＡｓ 介导的 ＭＥＴ 抑制可能部分

素瘤患者癌症进展中最致命的一步ꎮ 肿瘤侵袭性与上皮－间充

降低成熟 ＩＬ￣１β 和 ｐ￣ＮＦ￣κＢ 的表达ꎬ 并增强超氧化物歧化酶 １

进肿瘤细胞侵袭、 迁移和随后扩散ꎮ ＥＭＴ 的特征是上皮表型

与野生型对照相比ꎬ ｆａｔ－１ 小鼠肿瘤组织中间充质标记物波形

病率一直在上升ꎬ 死亡率仅次于肺癌 [１] ꎮ 转移是侵袭性黑色

与以下因素相关: ｉ) 形成 ｎ － ３ ＰＵＦＡｓ 衍生的脂质介质ꎬ ｉｉ)

质转化 ( ＥＭＴ) [２] 密切相关ꎬ ＥＭＴ 赋予癌细胞转移特性ꎬ 促

的表达ꎮ 这些结果表明ꎬ ｎ－ ３ ＰＵＦＡｓ 的抗肿瘤活性部分是通

的关键标记 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 的缺失ꎬ 而间质表型标记波形蛋白和

作者 Ｅ￣ｍａｉｌ: ｚｏｕｚｕｑｕａｎ＠ ｎｂｕ.ｅｄｕ.ｃｎꎻ ｂｕｓｈｉｚｈｏｎｇ＠ ｎｂｕ.ｅｄｕ.ｃｎ

４１

Ｎ￣ｃａｄｈｅｒｉｎ 的表达增加 [３] ꎮ 有意义的是ꎬ 间充质向上皮细胞转

ＺＯ－１、 兔抗 Ｖｉｍｅｎｔｉｎ、 兔抗超 氧化 物歧 化酶 － １ ( ＳＯＤ１) 、

化 (ｍｅｓｅｎｃｈｙｍａｌ ｔｏ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ꎬ ＭＥＴ) 是 ＥＭＴ 的一

兔－ ＩＬ ￣１β、 兔抗核因子 κＢ ( ＮＦ￣κＢ) 、 兔抗磷酸化 ( ｐ) ￣ＮＦ￣

个反向过程ꎬ 在弥散性肿瘤细胞远端靶器官发生转移中起着

κＢ ( Ｓｅｒ５３６) 、 兔抗 ＧＡＰＤＨ 和辣根过氧化物酶相关二抗购自

重要作 用ꎬ 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 表 达 增 加ꎬ ｖｉｍｅｎｔｉｎ 和 Ｎ￣ｃａｄｈｅｒｉｎ

Ｃｅｌｌ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ꎮ 水合氯醛购自上海美联生物科技

[４]

研发有限公司ꎮ

表达减少ꎮ

２.２

近年来ꎬ 许多植物衍生的天然产物已显示出它们在治疗

实验动物模型与饲料

或预防转移性癌症方面的潜力ꎮ 在膳食因素中ꎬ ｎ－３ ＰＵＦＡｓ

Ｆａｔ－１ 转基因小鼠由美国马萨诸塞州总医院和哈佛医学

的潜在预防和 / 或辅助治疗药物已引起人

院康景轩博士捐赠ꎮ 将 Ｃ５７ＢＬ / ６ 背景下的雄性杂合 ｆａｔ－１ 转

们的关注ꎮ 膳食中的 ｎ－３ ＰＵＦＡｓꎬ 特别是主要在鱼类或鱼油

基因小鼠与野生型 Ｃ５７ＢＬ / ６ 雌性小鼠交配ꎬ 产生杂合 ｆａｔ －１

补充剂中发现的二十碳五烯酸 ( ＥＰＡꎬ ２０ ∶ ５ꎬ ｎ－３) 和二十

小鼠和野生型小鼠ꎮ 每只小鼠都进行基因分型ꎬ 以鉴别携带

二碳六烯酸 ( ＤＨＡꎬ ２２ ∶ ６ꎬ ｎ－３) ꎬ 可以降低癌症风险

ꎮ

ｆａｔ－１ 转基因的小鼠ꎮ 将特定的无病原体转基因和野生型动物

ｎ－３ ＰＵＦＡｓ 的一个重要的抗肿瘤机制很可能与 ｎ－３ 衍生的生

饲喂 １０％红花油饲料ꎬ 并在温度和湿度控制条件下的标准笼

ꎮ 然而ꎬ ｎ －３ 脂质介质是否

子中饲养ꎬ 光照 / 黑暗周期为 １２ ｈꎮ 在 １０ －１２ 周龄时ꎬ 采用

参与远端靶器官黑色素瘤细胞 ＭＥＴ 的抑制仍有待研究ꎮ 此

杂合 ｆａｔ－１ 雄性小鼠和非转基因窝伴进行对照研究ꎮ 小鼠饲料

外ꎬ 动物实验对 ｎ－３ ＰＵＦＡｓ 抗黑色素瘤转移的研究结果也存

( 每 １００ 克日粮) 含有 ４.５ 克蔗糖、 １８.６ 克酪蛋白、 ８.６ 克纤

在矛盾ꎮ 这种相互矛盾的结果反映了许多混杂的饮 食因 素ꎬ

维素、 ５０ 克小麦淀粉、 ０.３ 克 ＤＬ－蛋氨酸、 ７ 克矿物混合物、

如补充油中的杂质、 热量和其他成分的潜在变化ꎮ 因此ꎬ 一

１ 克维生素混合物和 １０ 克红花油ꎮ 所有动物实验均按照动物

个能够消除 饮 食 混 杂 因 素 的 合 适 的 动 物 模 型 将 有 助 于 阐 明

护理指南进行ꎬ 并经宁波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ꎮ

作为恶性黑色素瘤

[６]

物活性脂质介质的形成有关

[９ꎬ１０]

[７ꎬ８]

ｎ－６ / ｎ－３ 脂肪酸比值在黑色素瘤中的作用ꎮ ｆａｔ－１ 转基因小鼠

２.３

携带了来自秀丽隐杆线虫[１１] 的 ｆａｔ －１ 基因ꎮ 该基因编码一种
ｎ－３ ＰＵＦＡ 去饱和酶ꎬ 可将 ｎ－６ 转化为 ｎ－３ ＰＵＦＡꎬ 但在哺乳

收集培养的 Ｂ１６Ｆ１０ 黑色素瘤细胞ꎬ 用无血清 ＤＭＥＭ 洗涤

动物中并不存在ꎮ 因此ꎬ ｆａｔ－１ 转基因小鼠内源富含 ｎ－３ ＰＵ￣

２ 次ꎬ 以 ２×１０６ ｃｅｌｌｓ / ｍＬ 密度重悬制成细胞悬液ꎮ １０ 只 ｆａｔ－１

ＦＡｓꎬ 且使用高 ｎ－６ ＰＵＦＡｓ 的单一饲粮ꎬ 其组织中 ｎ－６ / ｎ－３

和 １０ 只 ＷＴ 小鼠的尾静脉注射 ０.１ｍＬ 的悬浮细胞ꎮ Ｂ１６Ｆ１０

ＰＵＦＡｓ 的比例与 ＷＴ 同窝鼠相比趋于平衡ꎬ 从而消除了潜在

细胞注射日为 ０ 日ꎮ 注射后 ４ 周放血处死小鼠ꎬ 解剖肺、 肝、

的饲 粮 差 异ꎮ 因 此ꎬ ｆａｔ － １ 转 基 因 小 鼠 是 研 究 ｎ － ３ ＰＵＦＡｓ
在

[１２]

黑素瘤细胞尾静脉注射肿瘤转移模型构建

脾、 肾、 肠、 脑并拍照ꎮ 解剖组织固定用于组织学分析ꎬ 或

中致癌作用的理想模型ꎮ

存储在 ８０℃用于其他分析ꎮ 所有的手术都在水合氯醛下进行ꎬ

在本研究中ꎬ 我们用含 １０％红花油的高 ｎ－６ 饲料喂养 ｆａｔ－１

目的是减少实验动物的痛苦ꎮ

和野生型小鼠ꎬ 以探讨内源性 ｎ－３ ＰＵＦＡｓ 是否影响 Ｂ１６Ｆ１０

２.４

黑色素瘤细胞的转移生长及其潜在机制ꎮ 结果表明ꎬ 内源性

组织病理分析
在组织学研究中ꎬ 组织在 ４％甲醛磷酸盐缓冲液中固定过

的 ｎ－３ ＰＵＦＡｓ 通过阻断 ＭＥＴ 过程抑制黑色素瘤的肺转移ꎮ

夜ꎬ 然后石蜡包埋ꎮ 组织切片用苏木精伊红染色ꎮ

ｎ－３ ＰＵＦＡｓ 抑制 Ｂ１６Ｆ１０ 黑色素瘤细胞 ＭＥＴ 过程和随后的转

２.５

移性生长主要与增加生物合成的 ｎ－３ ＰＵＦＡ 衍生的生物活性

脂肪酸和脂质介质分析
脂肪酸谱用气相色谱法测定ꎬ 如前所述[１３] ꎮ 简言之ꎬ 肿瘤

介质ꎬ 降低成熟 ＩＬ￣１β ( ｍＩＬ￣１β) 、 磷酸化 ＮＦ￣κＢ 的表达和肿
瘤微环境中氧化应激有关ꎮ

组织用液氮磨成粉末ꎮ 样本在密封管中 ７０℃ 硫酸甲醇 ( ５％ꎬ

２. 实验方法

气相色谱 仪 ( 配 有 火 焰 离 子 化 检 测 器 ( ＦＩＤ) 和 毛 细 管 柱

２.１

ｖ / ｖ) 甲酯化 ２ ｈꎮ 脂肪酸甲基酯通过日本岛津公司 ＧＣ－１４Ｃ
( ＤＢ－２３ꎬ 美国安捷伦公司) 进行分析ꎮ 通过与标准脂肪酸甲

细胞与试剂

酯混合物进行比较ꎮ 脂肪酸组成以其峰面积占总脂肪酸的相

小鼠 Ｂ１６Ｆ１０ 黑色素瘤细胞系在 ３７℃ 和 ５％ ＣＯ ２ 的湿润

对百分比表示ꎮ 用 ＬＣ－串联质谱方法鉴定了肿瘤组织中 ｎ－３

培养箱中利用Ｄｕｌｂｅｃｃｏ’ ｓ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Ｅａｇｌｅ’ ｓ培养基 ( ＤＭＥＭ)

和 ｎ－６ 脂肪酸的生物活性脂质介质 [１４] ꎮ 简单地说ꎬ 每个肿瘤

培养ꎬ 培养基中添加 １０％胎牛血清ꎮ 兔抗 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 兔抗

样品用 ２ｍｌ 冷甲醇提取ꎬ 使用 ＵＰＬＣ￣ ＵＶ－串联质谱进行分析ꎬ

４２

仪器配备 Ａｃｑｕｉｔｙ ＵＰＬＣ ＢＥＨ ＲＰ１８ 柱 (２.１×１００ ｍｍꎻ １.７μｍꎻ

统计学意义采用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ｔ 检验ꎮ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 为差异有

Ｗａｔｅｒｓ) 和 Ｔｕｒｂｏ Ｖ 离子源使用流动相 (甲醇 ∶ 水 ∶ 醋酸酯在

统计学意义

６０ ∶ ４０ ∶ ０２ .０２) ꎬ 流速 ０.５ ｍｌ / ｍｉｎꎮ

２.６

３. 结果

免疫印迹

３.１

肿瘤组 织 在 Ｔｒｉｔｏｎ￣Ｘ 蛋 白 溶 解 缓 冲 液 中 均 质 ( ２０ ｍＭ
Ｔｒｉｓ￣ＨＣｌꎬ ｐＨ７.６ꎬ １ｍＭ ＥＤＴＡꎬ １４０ ｍＭ ＮａＣｌꎬ １％ Ｎｏｎｉｄｅ￣

ｎ －３ ＰＵＦＡｓ 抑制 ｆａｔ －１ 转基因小鼠 Ｂ１６Ｆ１０ 黑
色素瘤细胞的肺转移

ｔＰ￣４０ꎬ １％抑肽酶ꎬ １ｍＭ 苯甲基磺酰氟和 １ｍＭ 钒酸钠) ꎮ 裂

为了评估 ｆａｔ－１ 转基因小鼠中内源性增加的 ｎ－３ ＰＵＦＡｓ

解液超声ꎬ ４℃１５０００ ｇ 离心 １０ 分钟ꎮ 每道取等量的组织提取

与抑制转移形成和转移生长有关ꎬ 我们将 Ｂ１６Ｆ１０ 小鼠黑色

蛋白 (５０ μｇ) 于 １０％ ＳＤＳ￣ＰＡＧＥ 上分离ꎬ 湿转于硝化纤维

素瘤细胞注射到 ｆａｔ－１ 和 ＷＴ 小鼠的尾静脉中ꎬ 并分析接种的

素膜ꎮ 用 ５％脱脂乳在 Ｔｒｉｓ 缓冲盐水 ( ＴＢＳ) 中阻断非特异

肿瘤细胞的远处器官转移情况ꎮ 如图 １ 所示ꎬ 在注射 Ｂ１６Ｆ１０

性结合位点后ꎬ 用一抗在 ４℃下孵育过夜ꎬ 再用适当的二抗在

小鼠黑色素瘤细胞 ４ 周后ꎬ 与 ＷＴ 小鼠 ( ｎ ＝ １０) 相比ꎬ ｆａｔ－１

室温下孵育 １ ｈꎮ 然后使用增强化学发光检测试剂进行检测ꎮ

转基因小鼠 ( ｎ ＝ １０) 明显较少肉眼可见的肺转移ꎮ 在 ｆａｔ－１

２.７

和 ＷＴ 小鼠中均未观察到肝或骨转移 ( 数据未显示) ꎮ

统计分析
对照组和实验组结果以算术平均值 ±ＳＥＭ 表示ꎮ 组间的

图１

内源性 ｎ－３ ＰＵＦＡｓ 对 ＭＥＴ 介导 Ｂ１６Ｆ１０ 黑色素瘤细胞肺转移的影响ꎮ １０ 只转 ｆａｔ－１ 转基因小

鼠和 １０ 只野生型小鼠 (１２ 周龄ꎬ 雄性) 于尾静脉注射 Ｂ１６Ｆ１０ 细胞 ( ２ × １０ ５ 稀释于 １００ μ ｌ 无血清
ＤＭＥＭ 中) ꎮ 注射后 ４ 周处死所有小鼠ꎮ ( Ａ) ＷＴ 和 ｆａｔ－１ 小鼠肺组织黑色素瘤转移情况ꎮ ( Ｂ) ＷＴ 和
ｆａｔ－１ 小鼠肺组织黑色素瘤的苏木精和伊红显微镜染色ꎮ 箭头显示肺转移ꎮ

的 ｎ－６ / ｎ－３ 脂肪 酸比 例 ( 分别 为 ８. ０３ 和 ７. ０１) 显著低 于

３.２ ｆａｔ －１ 和 ＷＴ 小鼠血浆和肿瘤组织中的脂肪酸谱

ＷＴ 小鼠 ( 分别为 ３７.１０ 和 ２６.３２) ꎮ 这些数据表明 ｆａｔ－１ 转基

从 ｆａｔ－１ 和 ＷＴ 小鼠的血浆和肿瘤组织中提取的总脂质分

因小鼠中 ｎ－３ ＰＵＦＡｓ 水平显著升高ꎮ

析表明两组之间的脂质谱存在差异 ( 图 ２ 和图 ３)ꎮ 与 ＷＴ 小

３.３

鼠相比ꎬ ｆａｔ－１ 转基因小鼠的 ｎ－３ ＰＵＦＡｓ 水平显著增加ꎬ 包括

ｆａｔ －１ 小鼠中 ｎ －３ 来源的脂质介质增加

ＥＰＡ (２０ ∶ ５ｎ－３)ꎬ 二十二碳五烯酸 ( ＤＰＡ) (２２ ∶ ５ｎ－３) 和

一般认为ꎬ 来自 ＡＡ ( 前列腺素、 白三烯、 脂质体和环氧

ＤＨＡ (２２ ∶ ６ｎ－３)ꎬ 在血浆和肿瘤组织中显示出 ＡＡ (２０ ∶ ４ｎ－

二十碳三烯酸) 的脂质介质促进血管生成、 炎症和肿瘤进展ꎬ

６) 水平下降 (图 ２Ａ 和图 ３Ａ)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尽管喂食相

而来自 ＥＰＡ ( Ｅ 系列 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ｓ) 和 ＤＨＡ ( Ｄ 系列 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ｓ)

同的饲料 ( 图 ２Ｂ 和图 ３Ｂ) ꎬ 但 ｆａｔ－１ 小鼠血浆和肿瘤组织中

的脂质介质已经被证明可以抑制肿瘤的进展 [１５] ꎮ 因此ꎬ 我们

４３

使用 ＵＰＬＣ￣ＵＶ￣串联质谱分析肿瘤组织中 ｎ－６ 和 ｎ－３ ＰＵＦＡ

(１２ꎬ １５ －羟基二十碳五烯酸 ( ＨＥＰＥ) 、 ＲＥＶ１ 和前列腺素

衍生脂质介质的水平ꎬ 以确定这两组肺转移中观察到的差异

Ｅ３ ( ＰＧＥ３) ) 和 ＤＨＡ ( ＲＶＤ２) 的脂肪酸代谢物水平显著增

是否与脂质介质水平的差异相关ꎮ 如图 ４ 所示ꎬ 与野生型对

加ꎮ 相比之下ꎬ ｆａｔ － １ 小 鼠 和 ＷＴ 小 鼠 的 促 炎 前 列 腺 素 Ｅ２

照组相比ꎬ 在脂肪 － １ 小鼠的肿瘤组织中ꎬ 观察到来自 ＥＰＡ

( ＰＧＥ２) 水平没有显著差异ꎮ

图２

ＷＴ 和 ｆａｔ－１ 小鼠血浆脂肪酸谱分析 ( ｎ ＝ ５) ꎮ ( Ａ) ＷＴ 和 ｆａｔ－１ 小鼠主要 ｎ－６ 和 ｎ－３

ＰＵＦＡｓ、 总 ｎ－６ 和总 ｎ－３ 的血浆谱 ( ｎ ＝ ５) ꎮ ( Ｂ) ＷＴ 和 ｆａｔ－１ 小鼠血浆 ｎ－６ ＰＵＦＡｓ 与 ｎ－３
ＰＵＦＡｓ 的比值分别为白色和黑色条ꎮ 结果以平均值±ＳＥＭ 表示ꎮ 采用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ｔ 检验分析 ＷＴ
和 ｆａｔ－１ 小鼠主要脂肪酸和脂肪酸比值的显著差异 ( ∗ Ｐ<０.０５ꎻ ∗∗ Ｐ<０.０１) ꎮ ＮＤ 表示没有检
测到ꎮ

图３

对 ＷＴ 和 ｆａｔ－１ 小鼠肿瘤组织脂肪酸谱分析ꎮ ( Ａ) ＷＴ 和 ｆａｔ－１ 小鼠主要 ｎ－６ 和 ｎ－３

ＰＵＦＡｓ、 总 ｎ－６ 和总 ｎ－３ 的肿瘤组织谱 ( ｎ ＝ ５) ꎮ ( Ｂ) ＷＴ 和 ｆａｔ－１ 小鼠肿瘤组织中 ｎ－６ ＰＵ￣
ＦＡｓ 与 ｎ－３ ＰＵＦＡｓ 的比值分别为白色和黑色条ꎮ 结果以平均值±ＳＥＭ 表示ꎮ 采用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ｔ 检
验分析 ＷＴ 和 ｆａｔ－１ 小鼠主要脂肪酸和脂肪酸比值的显著差异 ( ∗ Ｐ<０.０５ꎻ ∗∗ Ｐ<０.０１) ꎮ ＮＤ
表示没有检测到ꎮ

４４

图 ４ ｆａｔ－１ 基因表达对肿瘤组织中 ｎ－６ 和 ｎ－３ ＰＵＦＡ 衍生介质形成的影响ꎮ ｆａｔ－１ 转基因小鼠 ( ｎ ＝ ５)
和野生型动物 (ｎ ＝ ５) 肿瘤组织中不同脂质介质的定量分析ꎮ ∗ Ｐ<０.０５ꎻ ∗∗ Ｐ<０.０１ (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ｔ 检验) ꎮ

３.４

内源性 ｎ －３ ＰＵＦＡｓ 通过阻断 ＭＥＴ 抑制黑色素

测内源性 ｎ－３ ＰＵＦＡｓ 是否通过减少氧化应激抑制 ｍＩＬ￣１β 的

瘤肺转移

表达ꎬ 免疫印迹检测 ｍＩＬ￣１β 和超氧化物歧化酶 －１ ( ＳＯＤ１)
的蛋白表达ꎮ 如图 ６ 所示ꎬ 与 ＷＴ 对照组相比ꎬ ｆａｔ－１ 肿瘤组

在肿瘤发展过程中ꎬ 弥散性间充质肿瘤细胞必须在转移

织中 ＳＯＤ１ 的表达明显增加ꎬ 这表明 ｎ－３ ＰＵＦＡｓ 的增加可以

部位经历 ＭＥＴꎬ 并在次级器官 [４] 定植ꎮ 为了确定 ｆａｔ －１ 的表

减弱肿瘤组织中的氧化应激ꎮ 虽然在 ｆａｔ －１ 小鼠的肿瘤组织

达 ( 伴随 ｎ－３ ＰＵＦＡｓ 水平的增加) 是否影响 ＭＥＴꎬ 我们通
过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ｔｉｎｇ 分析来自 ｆａｔ－１ 小鼠和野生型对照的黑色

中ꎬ Ｐｒｏ￣ＩＬ￣１β 的表达水平没有明显变化ꎬ 但 ｍＩＬ￣１β 的表达

素瘤肿瘤组织中 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 ＺＯ－１ 和 ｖｉｍｅｎｔｉｎ 的表达ꎮ 如图

水平明显降低ꎮ 这些结果表明ꎬ 低氧化应激水平可能有助于
降低 ｍＩＬ￣１β 在 ｆａｔ－１ 小鼠中的表达ꎮ

５ 所示ꎬ 钙粘蛋白的蛋白表达水平和紧密连接相关的膜蛋白
ＺＯ－１ 明显下调 [１６] ꎬ 而波形蛋白的蛋白质表达水平明显上调ꎮ

４. 讨论

表明 ｆａｔ－１ 小鼠体内升高的 ｎ－３ ＰＵＦＡｓ 抑制 ＭＥＴ 过程ꎮ

ｎ －３ ＰＵＦＡｓ 对 ｆａｔ －１ 小鼠 ＩＬ￣１β / ＮＦ￣κＢ 炎症信

３.５

尽管已发表的临床前和流行病学研究提供了支持膳食或
外源性 ｎ－３ ＰＵＦＡｓ 对黑色素瘤的抗癌作用的证据 [２０ꎬ２１] ꎬ 但动

号通路和氧化应激的抑制作用
慢性炎症通常与肿瘤恶性生长有关ꎮ 核因子￣κＢ ( ＮＦ￣κＢ)

物研究的结果却相互矛盾ꎬ 有报道称 ｎ－３ ＰＵＦＡｓ 没有抗黑色

转录因子被认为是肿瘤相关炎症、 肿瘤生长和转移 [１７] 的中心

素瘤作用或甚至起促进作用 [２２ꎬ２３] ꎮ 这些关于 ｎ－３ 不饱和脂肪

介质ꎮ 为了确定内源性 ｎ－３ ＰＵＦＡｓ 是否影响 ＮＦ￣κＢ 的活化ꎬ

酸对抗黑色素瘤的不一致和差异与许多混杂的饮食因素密切

我们使用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ｔｉｎｇ 检测 ＮＦ￣κＢ 及其磷酸化水平ꎮ 如图

相关ꎬ 包括饮食和喂养程序的差异ꎮ 本研究采用能内源性合

６ 所示ꎬ 与野生型小鼠相比ꎬ ｆａｔ－１ 肿瘤组织 ＮＦ￣κＢ 表达及其

成 ｎ－３ ＰＵＦＡｓ 并能消除饮食干扰因素的 ｆａｔ －１ 转基因小鼠ꎬ

磷酸化水平显著降低ꎮ 此外ꎬ ＩＬ￣１β 是肿瘤侵袭性的关键调节

研究 ｎ－３ ＰＵＦＡｓ [１１] 的抗黑素瘤作用ꎮ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ꎬ

因子ꎬ 通过 ＩＬ￣１Ｒ / ＭｙＤ８８ / ＮＦ￣κＢ 通路诱导 ＩＬ￣１β 前蛋白的合

内源性 ｎ－３ ＰＵＦＡｓ 的产生通过阻断 ＭＥＴ 过程来抑制黑色素

成ꎮ 然后ꎬ Ｐｒｏ￣ＩＬ￣１β 被 ｃａｓｐａｓｅ － １ 切割 成具 有生 物 活 性 的

瘤细胞的肺转移 ( 图 １ꎬ ５) ꎮ 此外ꎬ 在 ｆａｔ－１ 小鼠中ꎬ 黑色素

ꎮ ＩＬ￣１β 向成 熟 ＩＬ￣１β ( ｍＩＬ￣１β) 的 转 化 受 到 活 性 氧

瘤肺转移的抑制与 ｎ－３ ＰＵＦＡｓ 衍生的脂质介质的产生 (图 ４)ꎬ

ＩＬ￣１β

[１８]

( ＲＯＳ) 介导的炎症小体复合体激活

[１９]

氧化应激的减少以及 ＩＬ￣１β / ＮＦ￣κＢ 炎症信号通路的阻断有关ꎮ

的密切调控ꎮ 为了检

４５

图５

内源性 ｎ－３ ＰＵＦＡｓ 阻断转移性黑色素瘤细胞中的 ＭＥＴ 过程ꎮ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ｔｉｎｇ 检测 ３ 只 ＷＴ 小

鼠和 ３ 只 ｆａｔ－１ 小鼠肿瘤组织中 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 ＺＯ－１ 和 ｖｉｍｅｎｔｉｎ 的表达ꎮ 数据以三个独立实验的均值
±ＳＥＭ表示ꎬ 采用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ｔ 检验分析差异 ( ∗ Ｐ<０.０５ꎻ ∗∗ Ｐ<０.０１) ꎮ

图６

内源性 ｎ－３ ＰＵＦＡｓ 调控 ＩＬ￣１β / ＮＦ￣κＢ 信号通路ꎮ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ｔｉｎｇ 检测 ３ 只 ＷＴ 和 ３ 只 ｆａｔ－１ 小

鼠肿瘤组织中 ＮＦ￣κＢ、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 ＮＦ￣κＢ、 ＳＯＤ１ 和 ＩＬ￣１β 的表达ꎮ 数据以三个独立实验的均值±ＳＥＭ
表示ꎬ 采用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ｔ 检验分析差异 ( ∗ Ｐ<０.０５ꎻ ∗∗ Ｐ<０.０１) ꎮ ＮＤ 表示没有检测到ꎮ

肿瘤转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ꎬ 与 ＥＭＴ 和 ＭＥＴ 密切

即招募到远端靶器官的转移性癌细胞会经历 ＭＥＴꎬ 这是 ＥＭＴ

相关ꎮ ＭＥＴ 对于肿瘤细胞从原始部位逃逸并进入循环的初始

成功转移的相反过程ꎬ 未来的抗转移治疗不仅针对原发部位

转化至关重要ꎬ ＭＥＴ 对于循环肿瘤细胞在远处组织中锚定并

肿瘤细胞的 ＥＭＴꎬ 也针对次级器官的 ＭＥＴ [２６] ꎮ

形成新肿瘤 [２４] 的转移的后期也至关重要ꎮ 最近的一项研究表

我们还研究了内源性合成 ｎ－３ ＰＵＦＡｓ 阻断 ＭＥＴ 过程的

明ꎬ 亚油酸 (１８ ∶ ２ ｎ－６) 通过促进培养的乳腺癌细胞 [２５] 的

潜在机制ꎮ 肿瘤微环境中的慢性炎症在肿瘤进展的每个阶段

ＥＭＴ 过程增强了侵袭性ꎮ 然而ꎬ 在本研究中ꎬ 与 ＷＴ 对照组

都起 作 用ꎬ 包 括 原 发 性 肿 瘤 生 长、 外 围 生 存 和 继 发 性 生

相比 ( 图 ５) ꎬ 我们观察到转移性肺中的肿瘤生长显著降低ꎬ

长 [２７] ꎮ ｎ－３ ＰＵＦＡｓ 的抗炎作用被认为是由其活性代谢物如二

同时上皮标记物 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 和 ＺＯ－１ 的蛋白表达水平显著下

十烷类化合物和脂质介质的形成所介导 [２８ꎬ２９] ꎮ 在本研究中ꎬ

调ꎬ 波形蛋白 ( 一种间叶期的标记物) 的表达显著升高ꎮ 这

内源性 ｎ－３ ＰＵＦＡｓ 显著增加了抗炎 ｎ－３ 衍生脂质介质的水

表明ꎬ 内源性 ｎ－３ ＰＵＦＡｓ 介导的 ＭＥＴ 抑制和转移性黑色素

平ꎬ 如 １２ꎬ １５￣ＨＥＰＥꎬ ＲＥＶ１ꎬ ＲＶＤ２ꎬ ＰＧＥ３ꎬ 与野 生 型 对

瘤细胞增殖减少可能是 ｆａｔ－１ 小鼠转移性肺灶转移瘤形成和肿

照组相比 ( 图 ２ꎬ ３ꎬ ４) ꎮ 内源性增加 ＰＧＥ３ 抑制 ｆａｔ－１ 小鼠

瘤生长减少的主要机制ꎮ 我们的研究进一步支持了这一观点ꎬ

异种黑色素瘤 [３０] 的生长ꎮ ｎ－３ 衍生的抗炎介质已被证明可以

４６

调节转录因 子 ＮＦ￣κＢ 的 激活 和炎 性 脂 肪 因 子 ( 包 括 ＩＬ￣１β、

外ꎬ 需要注意的是ꎬ ｎ－３ 脂质介质也可能参与抑制 ＮＦ￣κＢ 磷

ꎮ ＩＬ￣１β 是参与肿瘤发病的重要促

酸化ꎮ 例如ꎬ ＲＶＥ１ 通过与其膜受体 ＣｈｅｍＲ２３ [３８] 结合而灭活

炎细胞因子之一ꎮ 在本研究中ꎬ 富含内源性 ｎ－３ ＰＵＦＡｓ 及其

ＮＦ￣κＢꎮ 最终ꎬ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ꎬ ｆａｔ－１ 小鼠通过降低 ｍＩＬ￣

脂质介质的 ｆａｔ－１ 小鼠肿瘤组织中 ｍＩＬ￣１β 的含量明显低于野

１β 水平和抑制 ＮＦ￣κＢ 激活ꎬ 减少了肿瘤微环境中的炎症ꎮ

ＴＮＦ a和 ＩＬ￣６) 的产生

[３１ꎬ３２]

生型小鼠 ( 图 ６) ꎮ 这一发现与之前使用 ｆａｔ－１ 小鼠模型进行

５. 结论

的抗 糖 尿 病 和 抗 结 肠 炎 实 验 一 致 [３３ꎬ３４] ꎮ ｍＩＬ￣１β 的 产 生 受
ＲＯＳ 介导的炎性小体复合物激活的调节ꎬ 而 ｎ－３ ＰＵＦＡｓ 介

如图 ７ 所示ꎬ 我们的研究表明ꎬ 内源性 ｎ－３ ＰＵＦＡｓ 在一

ꎮ 因此ꎬ 在 ｆａｔ－１

定程度上通过肿瘤微环境中生物活性脂质介质抗炎作用和降

小鼠中ꎬ ｎ－３ ＰＵＦＡｓ 水平的增加可能通过增加 ＳＯＤ１ 的表达

低氧化应激ꎬ 从而阻断 ＭＥＴ 过程和黑色素瘤细胞的转移生

而降低 ｍＩＬ￣１β 的表达ꎮ 此外ꎬ ｍＩＬ￣１β 表达的降低也可能部分

长ꎮ 这些发现支持了肿瘤组织中升高的 ｎ－３ ＰＵＦＡｓ 在预防黑

是由 ｆａｔ－１ 肿瘤 组 织 中 ｎ － ３ 脂 质 介 质 的 增 加 所 介 导ꎮ 发 现

色素瘤转移或 ｎ－３ ＰＵＦＡｓ 补充剂作为治疗恶性黑色素瘤患者

ｍＩＬ￣１β 通过结合其受体 ＩＬ￣１Ｒ

的辅助剂的积极作用ꎮ

导的氧化应激减少拮抗 ｍＩＬ￣１β 的产生

[３７]

[３５ꎬ３６]

激活 ＮＦ￣κＢꎮ 因此ꎬ ｍＩＬ￣１β

表达的降低可能导致 ＮＦ￣κＢ 磷酸化水平的降低 ( 图 ６) ꎮ 此

图７

内源性 ｎ－３ ＰＵＦＡｓ 在转移性黑色素瘤细胞 ＥＭＴ 中的作用示意图ꎮ 内源性合成的 ｎ－３

ＰＵＦＡｓ 通过阻断 ＭＥＴ 过程来抑制黑色素瘤细胞的肺转移ꎬ 这与抗炎 ｎ－３ ＰＵＦＡｓ 衍生的脂质
介质的形成、 ｍＩＬ￣１β 和 ｐ￣ＮＦ￣κＢ 的表达降低、 ＳＯＤ１ 的表达增加密切相关ꎮ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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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源性合成 ｎ －３ 多不饱和脂肪酸的 ｆａｔ －１ 小鼠
抑制高脂高糖膳食诱导的非酒精性脂肪肝病
Ｆａｔ －１ Ｍｉｃ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ｎ －３ Ｐｏｌｙ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Ｉｎｈｉｂｉｔ Ｎｏｎ￣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ｃ Ｆａｔｔｙ Ｌｉｖｅ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Ｈｉｇｈ￣ｆａｔ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ｓｕｇａｒ Ｄｉｅｔ
郭晓飞

李

铎

青岛大学营养与健康研究院

摘要:

１. 简介

目的: 营养流行病学研究显示ꎬ 高脂高糖膳食促进非酒
精性脂肪肝病 ( ＮＡＦＬＤ) 的发生和发展ꎮ 本项研究旨在探索

ＮＡＦＬＤ 包括一系列肝脏性疾病ꎬ 包括肝脏脂肪变性、 脂

与野生型 Ｃ５７ＢＬ / ６Ｊ 小鼠相比ꎬ 组织中较高 ｎ－３ 多不饱和脂肪

肪肝炎 和 肝 硬 化ꎻ 它 是 发 达 国 家 最 为 常 见 的 肝 脏 系 统 疾

诱导的 ＮＡＦＬＤꎮ

３０％ꎻ 伴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ꎬ 我国 ＮＡＦＬＤ 患病率也呈现不

( ＰＵＦＡ) 含量的 ｆａｔ－１ 转基因小鼠是否能够预防高脂高糖膳食

病 [１ꎬ２] ꎮ 据报道ꎬ 在西方国家成年人 ＮＡＦＬＤ 的患病率在 ２０ －

方法: 同窝出生的 ｆａｔ－１ 和野生型小鼠分别自由摄取 １５％

断上升的趋势 [３ꎬ４] ꎮ ＮＡＦＬＤ 起始和发展十分复杂ꎬ 且多因素

糖溶液和高脂膳食ꎮ ８ 周干预后ꎬ 测定小鼠能量摄入、 体重增

击假说 (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Ｈｉｔ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提供了 ＮＡＦＬＤ 发病机理的

果糖溶液和高脂膳食ꎻ １５％ 葡萄糖溶液和高脂膳食或 １５％ 蔗

参与其中ꎮ 诸多理论阐述了 ＮＡＦＬＤ 的发病机制ꎬ 其中多重打

量、 生化参数、 组织学和基因及蛋白表达水平ꎮ

精确机制ꎮ 多重打击假说认为膳食习 惯、 肠道微 生物 菌群、

结果: 与摄取果糖组相比ꎬ 小鼠自由摄取葡萄糖或蔗糖

基因和表观遗传学因素共同作用ꎬ 促使了具有遗传性易感人

溶液的体积约为其 ２ 倍ꎻ 葡萄糖干预的野生型小鼠其能量摄

群形成 ＮＡＦＬＤ [５] ꎮ

入和体重增量明显高于其他组ꎮ 与其配对的野生型小鼠组相

诸多证据显示膳食中摄入过量反式脂肪酸 / 饱和脂肪酸和

比ꎬ ｆａｔ－１ 小鼠组显著的降低了血清中总胆固醇、 低密度脂蛋

精细碳水化合物显著促进了 ＮＡＦＬＤ 的发展ꎬ 尤其是果糖摄

白和 ＡＬＴ 浓度ꎮ 组织学分析显示ꎬ 高脂高糖膳食促进野生型

入 [６－９] ꎮ 前瞻性队列研究中ꎬ 精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无法精

小鼠肝脏脂肪蓄积和脂肪变性ꎮ 基因和蛋白表达分 析表 明ꎬ

确的记录和估算ꎬ 因此无法获得膳食精制碳水化合物的准确

与野生型小鼠相比ꎬ ｆａｔ－１ 小鼠组抑制了脂肪酸合成和 Ｔｏｌｌ 样

摄入量ꎮ 国家健康和营养调查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结论: 内源性合成 ｎ－３ ＰＵＦＡ 的 ｆａｔ－１ 小鼠通过调节甘油

糖和 ４５％葡萄糖的高果糖浆 ( ｈｉｇｈ ｆｒｕｃｔｏｓｅ ｃｏｒｎ ｓｙｒｕｐ ( ＨＦ￣

受体 ( ＴＬＲ) －４ 信号通路关键基因和蛋白的表达水平ꎮ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ｕｒｖｅｙｓꎬ ( ＮＨＡＮＥＳ) ) 数据显示ꎬ 富含 ５５％果

三酯在肝脏合成和 ＴＬＲ－４ 信号通路关键基因和蛋白的表达水

ＣＳ) ) 在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３ 年 占 甜 味 剂 总 热 量 的 ４２％ꎻ 然 而 在

平ꎬ 抑制了 ＮＡＦＬＤ 的形成ꎮ

１９７７－１９７８ 仅占甜味剂总热量的 １６％ [１０] ꎮ 一项开展于超重人

非酒精性脂肪肝病

可乐和水相比ꎬ 膳食摄入富含蔗糖的软饮料显著增加了志愿

关键词: ｎ－３ 多不饱和脂肪酸ꎻ ｆａｔ 小鼠ꎻ 脂代谢ꎻ 炎症ꎻ

群为期 ６ 个月的随机对照试验显示ꎬ 与膳食摄入牛奶、 健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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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

者肝脏脂肪含量和循环甘油三酯浓度 [１１] ꎮ 病例 －对照研究显

Ｃ５７ＢＬ / ６Ｊ 雌性小鼠在浙江大学动物实验中心进行交配ꎮ 之后

示ꎬ ＮＡＦＬＤ 患者果糖摄入量是健康志愿者的 ２ －３ 倍ꎻ 此外ꎬ

进行基因分型ꎬ ８ 周龄的小鼠分为 ｆａｔ－１ 和野生型小鼠ꎮ 雄性

ＮＡＦＬＤ 患者肝脏果糖激酶 ( ｆｒｕｃｔｏｋｉｎａｓｅ ( ＫＨＫ) ) 和脂肪

ｆａｔ－１ 和同窝出生的野生型小鼠ꎬ 在 ３ 月龄开展本项研究ꎮ ｆａｔ－１

酸合成酶 (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ｓｙｎｔｈａｓｅ ( Ｆａｓｎ) ) 的基因表达水平显

和野生 型 小 鼠 在 特 定 无 菌 (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ｆｒｅｅ ( ＳＰＦ))

著高于健康志愿者

[７]

实验室中饲养ꎬ 维持 １２ / １２ 小时昼夜循环ꎬ 温度维持在 ２３ ±

ꎮ

目前为 止ꎬ 较 少 研 究 探 索 高 脂 和 高 糖 膳 食 协 同 作 用 对

２℃ꎬ 相对湿度 ４０％－６０％ꎮ 利用随机区组设计ꎬ 依据体重将

ＮＡＦＬＤ 形成的影响ꎮ 据报道ꎬ 与单独蔗糖摄入相比ꎬ 高脂高

ｆａｔ－１ 小鼠分为 ３ 组ꎬ 每组 ８ 只ꎮ ｆａｔ－１ 小鼠自由摄取以下三种

ꎮ 此外ꎬ 为期 １６ 周

精制碳水化合物: １) １５％果糖溶液和高脂膳食 ( ４.５９ 千焦 /

ꎮ 然而大鼠模型

每克ꎻ ４５、 ２０ 和 ３５％ 的能量来自 脂肪、 蛋白 质和 碳水 化合

显示ꎬ 膳食摄入 ｎ－３ ＰＵＦＡ 可以改善果糖摄入诱导的血脂代谢

物) ( ＦＦ 组) ꎻ ２) １５％葡萄糖溶液和高脂饲料 ( ＦＧ 组) 和

ꎮ Ｈｕａｎｇ 等报道了鱼油干预可有效改善

３) １５％蔗糖溶液和高脂饲料 ( ＦＳ 组) ꎮ 野生型小鼠利用随机

果糖诱导的胰岛素抵抗和高血压[１６] ꎻ Ｓａｌｉｍ ｄｅ Ｃａｓｔｒｏ 等和 ｄｅ

区组设计ꎬ 依据体重将其分为 ４ 组ꎬ 每组 ８ 只: １) 野生型小

Ｃａｓｔｒｏ 等报道了鱼油摄入调控了脂肪酸合成和 β－氧化关键基

鼠自由摄取基础饲料 ( ３.５２ 千焦 / 克ꎻ １０、 ２０ 和 ７０％的能量

因的表达水平ꎬ 并改善高果糖饮食诱导的高甘油三酯症和胰岛

来自 于 脂 肪、 蛋 白 质 和 碳 水 化 合 物) 和 高 温 灭 菌 自 来 水

素抵抗[１７－１８] ꎮ ｆａｔ－１ 基因来源于秀丽隐杆线虫 ( Ｃ. ｅｌｅｇａｎｓ)ꎬ

( Ｃｏｎｔｒｏｌ 组) ꎻ ２) 自由摄取 １５％果糖溶液和高脂饲料 ( ＷＦ

可以编码 ｎ－３ ＰＵＦＡ 脱氢酶ꎬ 将 ｎ－６ ＰＵＦＡ 转化为 ｎ－３ ＰＵ￣

组) ꎻ ３) 自由摄取 １５％葡萄糖溶液和高脂饲料 ( ＷＧ 组) 和

ＦＡꎻ 哈佛大学康景轩教授建立的 ｆａｔ－１ 小鼠模型利用基因工程

４) 自由摄取 １５％蔗糖溶液和高脂饲料 ( ＷＳ 组) ꎮ 果糖、 葡

技术将 ｆａｔ －１ 基因转入 Ｃ５７ＢＬ / ６Ｊ 野生型小鼠ꎬ 将体内 ｎ －６

萄糖和蔗糖溶液在 １００℃下灭菌 １ 小时ꎬ 之后在无菌实验室转

ＰＵＦＡ 转化为 ｎ－３ ＰＵＦＡ [１９] ꎮ ｆａｔ－１ 小鼠内源化转化 ｎ－６ ＰＵ￣

移至橡胶塞金属饮用口的塑料瓶中ꎮ 高脂高糖膳食干预过程

ＦＡ 为 ｎ－３ ＰＵＦＡꎬ 提高了 ｎ－３ / ｎ－６ 在组织中的含量ꎬ 改善了

每 ３ 天更换一次糖水溶液和高脂饲料ꎮ 经过一周正常饲料适

高脂膳食诱导的糖脂代谢紊乱、 胰岛素抵抗和炎症 [２０ꎬ２１] ꎮ

应后ꎬ ｆａｔ－１ 和野生型小鼠分别分配到对应试验组对其干预ꎮ

糖叠加效应对 ＮＡＦＬＤ 的形成更为明显

[８ꎬ１２]

的果糖和高脂膳食ꎬ 促进了 ＮＡＦＬＤ 的形成
紊乱和胰岛素抵抗

[１４ꎬ１５]

[１３]

本项研究经过浙江大学生物系统工程与食品科学学院伦理委

鉴于果糖和葡萄糖在肝脏代谢途径的差异ꎬ 本章系统比

员会批准 ( 编号: ＺＪＵ￣ＢＥＦＳ￣２０１５０１７) ꎮ

较 ３ 种精制碳水化合物 ( 果糖、 葡萄糖和蔗糖) 与高脂膳食
的协同作用对 ＮＡＦＬＤ 形成的影响ꎮ 此外ꎬ 利用 ｆａｔ－１ 转基因

２.２.２ 样本收集

小鼠模型ꎬ 探索与野生型小鼠相比是否可以预防高脂高糖膳

高脂高糖膳食干预 ８ 周后ꎬ 小鼠禁食 １２ 小时ꎮ 摘眼球收

食诱导的 ＮＡＦＬＤꎮ 并对肝脏脂肪合成和炎症信号通路关键基

集血液ꎬ 在 ２０００ 转 / 分钟ꎬ ４℃ 条件下离心 １５ 分钟收集上层

因和蛋白进行测定ꎬ 阐明 ｎ－３ ＰＵＦＡ 保护高脂高糖膳食诱导

血清ꎻ 分装后立即储存于－８０℃ 冰箱中ꎮ 与此同时收集肝脏、

ＮＡＦＬＤ 的分子机制ꎮ 与此同时ꎬ 比较果糖和葡萄糖在机体代

附睾脂 肪 和 肾 周 脂 肪ꎻ 称 量 体 重 后 转 移 至 液 氮 中ꎬ 储 存 于

谢和诱导 ＮＡＦＬＤ 的差异ꎮ 本项研究是首次利用 ｆａｔ－１ 和野生

－８０℃冰箱中ꎮ

型小鼠系统探讨果糖、 葡萄糖和蔗糖与高脂膳食的协同作用

２.２.３ 生化分析

对 ＮＡＦＬＤ 的影响ꎮ

利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对血清总胆固醇、 甘油三酯、 高
密度脂蛋白、 血糖、 ＡＬＴ 和 ＡＳＴ 浓度进行测定ꎮ 同时利用试

２. 方法
２.１

剂盒ꎬ 并依照说明书操作流程对血清胰岛素、 脂联素、 尿酸
和 ＴＮＦ￣α 浓 度 进 行 测 定ꎮ 利 用 稳 态 模 型 胰 岛 素 抵 抗 指 数

试验动物

( Ｈｏｍｅｏｓｔａｓｉｓ ｍｏｄｅ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ꎬ ＨＯ￣

雄性 ｆａｔ－１ 小鼠由哈佛大学医学院提供ꎬ 野生型小鼠购于

ＭＡ￣ＩＲ ＝ 胰岛素 ( ｍＵ / Ｌ) ×血糖 ( ｍｍｏｌ / Ｌ) / ２２.５) 指示胰

上海斯莱克实验动物有限公司ꎻ 基础饲料和高脂饲料ꎬ 购于

岛素抵抗程度 [２２] ꎮ 此外利用 Ｆｒｉｅｄｅｗａｌｄ 公式对低密度脂蛋白

上海斯莱克实验动物有限公司ꎮ

进行估算: 低密度脂蛋白 ＝ 总胆固醇 －高密度脂蛋白－甘油三

２.２

酯 / ２.２ [２３] ꎮ

试验方法
２.２.１ ｆａｔ－１ 与野生型小鼠随机分组与试验设计

２.２.４ 肝脏甘油三酯和总胆固醇含量测定

雄性 杂 合 子 Ｃ５７ＢＬ / ６Ｊ 背 景 的 ｆａｔ － １ 小 鼠 与 野 生 型 的

肝脏甘油三酯和总胆固醇含量测定依照试剂盒操作说明ꎮ

５１

精确称取一定质量的肝脏ꎬ 在乙醇中均质处理ꎻ 混合液在 ４℃

２.２.８ 肝脏和附睾脂肪组织学分析

条件下ꎬ 以 ２５００ 转 / 分钟、 离心 １０ 分钟ꎮ 取上清液ꎬ 利用比

利用 ４％多聚甲醛溶液对新鲜肝脏和附睾脂肪固定 ２４ 小
时ꎻ 将组织浸入石蜡与二甲苯的混合液中 (石蜡 ∶ 甲苯 ＝１ ∶ １ꎬ

色法对肝脏甘油三酯和总胆固醇含量进行测定ꎮ
２.２.５ 肝脏磷脂脂肪酸组成分析

Ｖ / Ｖ)ꎮ 分别用苏木素和伊红 ( ｈｅｍａｔｏｘｙｌｉｎ ａｎｄ ｅｏｓｉｎ ( Ｈ＆Ｅ))

称取约 ０.５ 克小鼠肝脏ꎬ 破碎组织后ꎬ 加入 １０ｍｌ 氯仿 /

染液对肝脏和附睾脂肪组织进行染色ꎻ 与此同时对肝脏分别

甲醇溶液 ( Ｃ / Ｍ ＝ １ ∶ １ꎬ Ｖ / Ｖ) ꎬ 在 ４℃ 条件下浸提 ２４ 小时ꎬ

进行油红 Ｏ ( Ｏｉｌ Ｒｅｄ Ｏ) 和苏木素染色ꎮ 利用倒置荧光显微

将浸提液用中速滤纸转移至 １００ｍｌ 分液漏斗中ꎬ 并加入 ５ｍｌ

镜 ( ＥＣＬＩＰＳＥ ＴＩ￣ＳＲ 型 荧 光 倒 置 显 微 镜ꎬ 日 本 尼 康 公 司) ꎬ

氯仿甲醇溶液 ( Ｃ / Ｍ ＝ ２ ∶ １ꎬ Ｖ / Ｖ) 及 ５ｍｌ 氯仿润洗浸提管

分别以 ２００ 和 ４００ 倍物镜下拍照ꎻ 进行形态学分析ꎮ

并过滤至分液漏斗中ꎮ 利用硅胶薄层层析分离肝脏磷脂ꎮ 将

２.３

氮气吹干的样本用 ０.１ｍｌ 氯仿溶解ꎬ 并在硅胶层析板上面点

统计分析
数 据 以 均 值 ( ｍｅａｎｓ ) ± 标 准 差 (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

样ꎮ 甲酯化样本用 ＳＰＥ 固相微萃取小柱分离甲酯化的肝脏磷

( ＳＤｓ) ) 形式呈现ꎬ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 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

脂ꎮ 采用标准品脂肪酸 ( 混合脂肪酸甲酯) 保留时间和甲酯

ＶＡ) 比较不同干预组之间的差异ꎻ 以 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 ｐｏｓｔ￣ｈｏｃ 进

化磷脂脂肪酸的保留时间对比ꎬ 定性鉴定脂肪酸组成ꎻ 利用

行多重比较ꎮ 利用 Ｔ￣ｔｅｓｔ 比较 ｆａｔ－１ 和野生型小鼠给予相同干

面积归一法获得各个脂肪酸色谱峰面积ꎬ 计算肝脏磷脂脂肪

预后生化指标的差异ꎮ 此外ꎬ 利用 Ｔｗｏ￣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 分析探

酸组成摩尔比ꎮ

讨基因型 ( ｆａｔ－１ 和野生型小鼠) 和精制碳水化合物 ( 果糖、

２.２.６ 肝脏脂肪酸合成和 ＴＬＲ￣４ / ＮＦ￣κＢ 信号通路关键基

葡萄糖和蔗糖) 的交 互作 用对 生化 指标 的影 响ꎮ 采 用 Ｓｔａｔａ

因测定

１３.０ 对 试 验 数 据 进 行 统 计 分 析 ( Ｓｔａｔａ Ｃｏｒｐꎬ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ａ￣

采用 ＵＮＩＱ－１０ 柱式 Ｔｒｉｚｏｌ 总 ＲＮＡ 抽提试剂盒ꎬ 对肝脏

ｔｉｏｎꎬ ＴＸꎬ ＵＳＡ) ꎻ 双尾 Ｐ<０.０５ 为统计学显著性水平ꎮ

中总 ＲＮＡ 进行提取ꎮ 利用 ＰｒｉｍｅＳｃｒｉｐｔＲＴ Ｒｅａｇｅｎｔ Ｋｉｔ 试剂盒

３. 结果

对 ｃＤＮＡ 进 行 合 成ꎮ 引 物 的 设 计 基 于 Ｇｅｎｅｂａｎｋ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ｃｂｉ.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 / ｇｅｎｅ / ) 中同源基因序列的报道ꎬ 委托

３.１

上海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对引物进行设计和合成ꎮ 以 β￣ａｃ￣

与果糖和对照组相比ꎬ 小鼠摄入葡萄糖和蔗糖的体积约

ｔｉｎ 作为内参来标准化 ｍＲＮＡ 表达的丰度ꎻ 相对基因表达水平
利用 ２

－ΔΔＣＴ

能量摄入与体重

为其 ２ 倍 ( Ｐ<０.００１) ( 表 １) ꎮ 高脂高糖膳食干预小鼠 ( ｆａｔ－

法进行计算ꎮ

１ 和野生型) ꎬ 其能量摄入显著高于 Ｃｏｎｔｒｏｌ 组ꎻ 给予相同膳

２.２.７ 免疫印迹法测定肝脏脂肪酸合成和 ＴＬＲ－４ 通路关

食干预的 ｆａｔ－１ 和野生型小鼠ꎬ 其能量摄入无显著性差异ꎮ ８

键蛋白

周高脂高糖干预后ꎬ 葡萄糖组的能量摄入明显高于其他干预

称取约 ５０ 毫克肝脏组织ꎬ 利用匀浆器彻底匀浆组织ꎮ 将

组ꎬ 且体重增量明显高于其他组 ( 表 １) ꎮ ８ 周干预后ꎬ 与 ＦＦ

匀浆液转移至离心管中振荡ꎻ 冰浴 ３０ 分钟ꎬ 期间用移液器反

组相比ꎬ ＷＦ 组体重增加了 ２６.４％ꎻ 与 ＷＧ 组相比ꎬ ＷＧ 组体

复吹打ꎬ 确保细胞完全裂解ꎮ 采用 ＢＣＡ 试剂盒测定裂解液蛋

重增加了 ８.６％ꎻ 然而 ＦＳ 和 ＷＳ 组干预过程ꎬ 体重无明显差异

白浓度ꎻ 以标准曲线计算肝脏组织蛋白浓度ꎮ 配置 ５％的浓缩

( 图 １)ꎮ ＦＦ 组肝脏重量显著低于 ＷＦ、 ＷＧ、 和 ＷＳ 组ꎻ 另外ꎬ

胶ꎬ 加入四甲基乙二胺后立即摇匀后灌胶ꎮ 将剩余空间灌满

ＷＧ 组肝脏重量明显高于其他组ꎮ 概而言之ꎬ ＷＧ 组肝脏、 附

浓缩胶然后将梳子插入浓缩胶ꎮ 电泳至溴酚蓝跑出后终止电

睾脂肪和肾周脂肪组织重量明显高于其他组 ( 表 １) ꎮ Ｔ￣ｔｅｓｔ

泳ꎬ 进行转膜ꎮ 截取凝胶置于缓冲液中浸泡 ５ 分钟ꎮ 按凝胶

显示ꎬ ＦＦ 和 ＦＧ 组肝脏重量显著低于其对应野生型小鼠组ꎮ

大小剪裁 ＰＶＤＦ 膜置于甲醇中浸泡ꎬ 将整个转移槽放入冰盒ꎬ

对于附睾脂肪的重量ꎬ ＦＦ 组显著低于其对应的 ＷＦ 组ꎻ 肾周

２００ｍＡ 恒流电转膜 ６０ 分钟ꎮ 分别用 ＴＢＳＴ 稀释 ＴＬＲ－４ (１ ∶
１５００) 、 ＳＲＥＢＰ) －１ｃ (１ ∶ １０００) 、 ＡＭＰＫ 抗体 ( １ ∶ １０００)

脂肪组织呈现出相同的趋势 ( 表 ２) ꎮ

和 β￣ａｃｔｉｎ 抗体 ( １ ∶ １０００) ꎬ 并将硝酸纤维膜浸入一抗反应

３.２ 高脂高糖干预对小鼠血清和肝脏生化参数的影响

液ꎬ ４℃孵育过夜ꎮ 使用 ＴＢＳＴ 稀释山羊抗小鼠二抗 ３０００ 倍ꎬ

利用 Ｔ￣ｔｅｓｔ 比较野生型和 ｆａｔ－１ 小鼠在相同干预条件下生

室温孵育 ３０ 分钟ꎬ 使用 ＴＢＳＴ 脱色ꎬ 每次 ５ 分钟ꎮ 使用 Ａｌ￣

化参数的差异 ( 表 ２) ꎮ ｆａｔ－１ 小鼠组 ( ＦＦ、 ＦＧ 和 ＦＳ 组) 血

ｐｈａＥａｓｅＦＣ ( 美国 Ａｌｐｈａ Ｉｎｎｏｔｅｃｈ) 软 件 对 凝 胶 图 像 分 析ꎬ

清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浓度显著低于其对应野生型小鼠

对蛋白印迹条带进行灰度扫描ꎬ 分析其光密度值ꎮ

组 ( ＷＦ、 ＷＧ 和 ＷＳ 组) ꎮ ＦＦ 组血清甘油三酯浓度显著低于

５２

其对应的 ＷＦ 组ꎮ ＦＦ 和 ＦＳ 组禁食血糖浓度显著低于其对应

比ꎬ ＷＧ 组 显 著 上 调 了 醛 糖 还 原 酶 ( ａｌｄｏｓｅ ｒｅｄｕｃｔａｓｅ

ＷＦ 和 ＷＳ 组ꎮ 作为肝脏损伤和 ＮＡＦＬＤ 的生物标志物ꎬ ｆａｔ－１

( ＡＲ) ) 和 ＫＨＫ 基 因的 ｍＲＮＡ 表达 水 平ꎮ 与 ＷＦ 组 相 比ꎬ

小鼠组血清 ＡＬＴ 浓度显著低于其对应的野生型小鼠组ꎮ 与此

ＦＦ 组显著上调了脂联素基因的 ｍＲＮＡ 表达水平ꎮ

同时ꎬ ＦＦ 和 ＦＳ 组血清 ＡＳＴ 浓度显著低于其对应的野生型小

关于 ＴＬＲ￣４ / ＮＦ￣κＢ 信号通路和促炎症因子的基因表达方

鼠ꎮ ＦＦ 组血清尿酸浓度显著低于其对应的 ＷＦ 组ꎮ ｆａｔ－１ 小

面ꎬ 与 ＦＦ 组相比ꎬ ＷＦ 组小鼠显著上调了 ＴＬＲ￣４ 基因的 ｍＲ￣

鼠组血清脂联素浓度显著高于其对应的野生型小鼠ꎮ 与之相

ＮＡ 表达水平ꎻ 与对应的野生型小鼠组相比ꎬ ｆａｔ －１ 小鼠组显

反ꎬ ＦＧ 和 ＦＳ 组血清 ＴＮＦ￣α 浓度显著高于其对应的野生型小

著上调 了 髓 样 分 化 因 子 ( ｍｙｅｌｏｉ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ｒｅ￣

鼠ꎮ ＦＧ 和 ＦＳ 组肝脏甘油三酯浓度显著低于其对用的野生型

ｓｐｏｎｓｅ ｇｅｎｅ ８８ ( ＭｙＤ８８) ) 基因的 ｍＲＮＡ 表达水平ꎮ 与对

小鼠ꎻ 同时 ｆａｔ－１ 小鼠组肝脏总胆固醇含量显著低于其对应的

应的 ｆａｔ－１ 小鼠组相比ꎬ ＷＦ 和 ＷＧ 组显著上调了 ＩＬ￣１β 基因

野生型小鼠 ( 表 ２) ꎮ 对 ｆａｔ －１ 和野生型小鼠高脂高糖干预ꎬ

的 ｍＲＮＡ 表达水平ꎮ 与对应的 ｆａｔ －１ 小鼠组相比ꎬ 野生型小

ｆａｔ－１ 小鼠血清总胆固醇、 低密度脂蛋白、 甘油三酯、 血糖、

鼠组显著上调了 ＩＬ￣６ 基因的 ｍＲＮＡ 表达水平ꎮ 与对应的野生

胰岛素、 ＨＯＭＥ￣ＩＲ、 ＡＬＴ、 ＡＳＴ 和 ＴＮＦ￣α 水平显著低于野生

型小鼠相比ꎬ ＦＦ 和 ＦＳ 组小鼠显著下调了 ＭＣＰ￣１ 基因的 ｍＲ￣

型小鼠ꎮ 与之相反 ｆａｔ－１ 小鼠血清脂联素浓度显著高于野生型

ＮＡ 表达水平 ( 图 ７) ꎮ 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 分析显示ꎬ ｆａｔ－１ 与

小鼠ꎮ 双因素方差分析显示精制碳水化合物与基因型具有显

野生型小鼠关于 ＳＲＥＢＰ￣１ｃ、 ＰＰＡＲ￣α、 ＳＬＣ２Ａ４、 ＣＹＰ７Ａ１、

著的交互作用ꎬ 包括血清总胆固醇、 低密度脂蛋白、 甘油三

Ｆａｓｎ、 ＡＯＸ、 ＫＨＫ、 ＴＬＲ￣４、 ＭｙＤ８８、 ＩＬ￣１、 ＩＬ￣６、 ＭＣＰ￣１ 和

酯、 血糖、 ＡＬＴ、 ＡＳＴ、 尿酸和 ＴＮＦ￣α 浓度及肝脏总胆固醇

脂联素基 因 的 ｍＲＮＡ 表 达 水 平 呈 现 显 著 性 差 异ꎻ Ｔｗｏ￣ｗａｙ

和甘油三酯含量 ( 表 ３) ꎮ

ＡＮＯＶＡ 显示精制碳水化合物和基因型的交互作用对 ＳＲＥＢＰ￣

３.３

１ｃ、 Ｆａｓｎ、 ＡＯＸ、 ＣＹＰ７Ａ１、 ＫＨＫ、 ＭｙＤ８８ 和 ＭＣＰ￣１ 基 因

高脂高糖干预对肝脏磷脂脂肪酸组成的影响

的 ｍＲＮＡ 表达水平具有统计学意义

高脂高糖膳食干预后ꎬ 野生型小鼠肝脏磷脂 ＡＡ 组成显著

３.５

高于 ｆａｔ－１ 小鼠组ꎻ ｆａｔ－１ 小鼠组长链 ｎ－３ ＰＵＦＡ (ＥＰＡ、 ＤＰＡ

高脂高糖干预对蛋白表达水平的影响

和 ＤＨＡ) 组成明显高于野生型小鼠ꎮ Ｔ￣ｔｅｓｔ 分析显示花生四烯

蛋白印迹分析显示ꎬ 与对应的野生型小鼠相比ꎬ ＦＦ、 ＦＧ

酸在 ＦＦ、 ＦＧ 和 ＦＳ 组的组成显著低于其对应的野生型小鼠组ꎮ

和 ＦＳ 组明显降低了 ＴＬＲ￣４ 和 ＳＲＥＢＰ￣１ｃ 蛋白在肝脏的表达

肝脏 ＥＰＡ、 ＤＰＡ 或 ＤＨＡ 组成在 ＦＦ 组显著高于 ＷＦ 组ꎻ ＦＧ 组

水平ꎮ 此外ꎬ ＦＦ 和 ＦＧ 组 ＡＭＰＫ 蛋白的表达水平显著高于其

肝脏 ＥＰＡ 组成显著高于 ＷＧ 组 (表 ４)ꎮ

对应的野生型小鼠组 ( 图 ２) ꎮ

３.４

３.６

高脂高糖干预对糖脂代谢和 ＴＬＲ￣４ / ＮＦ￣κＢ 信
号通路基因表达的影响

组织学分析
与对照组相比ꎬ 高脂高糖干预显著提高了小鼠附睾脂脂

与 对 应 的 ｆａｔ － １ 组 相 比ꎬ ＷＦ 和 ＷＧ 组 显 著 上 调 了

肪细胞的体积ꎻ 然而 ｆａｔ －１ 组明显的降低了脂肪细胞的尺寸

ＳＲＥＢＰ￣１ｃ、 Ｆａｓｎ 和 ＡＣＣ１ 基因的 ｍＲＮＡ 表达水平 ( 图 ５) ꎮ

( 图 ６) ꎮ Ｈ＆Ｅ 染色显示高脂高糖膳食致使肝脏细胞呈现小泡

与对应的 ｆａｔ－１ 组相比ꎬ ＷＦ 和 ＷＳ 组过显著上调了 ＰＰＡＲ￣α

性和大泡性脂肪变性ꎬ 然而 ＦＦ 组小鼠呈现出较低程度的肝脏

和 ＡＯＸ 基因的 ｍＲＮＡ 表达水平ꎮ 与 ＷＦ 组相比ꎬ ＦＦ 组显著

细胞脂肪变性ꎮ 油红 Ｏ 染色显示ꎬ ｆａｔ －１ 与野生型小鼠组相

上调了 ＣＹＰ７Ａ１ 基因的 ｍＲＮＡ 表达水平ꎮ 作为胰岛素调节的

比ꎬ 呈现出较低程度的肝脏细胞脂肪蓄积ꎮ 形态学分析显示ꎬ

葡萄糖转运蛋白ꎬ 与对照组相比ꎬ 高脂高糖膳食干预显著上

与高脂高糖干预的野生型小鼠组相比ꎬ ｆａｔ－１ 小鼠明显降低了

调了 ＳＬＣ２Ａ４ 基因的 ｍＲＮＡ 表达水平 ( 图 ６) ꎮ 与 ＦＧ 组相

脂肪细胞的尺寸和肝细胞脂肪蓄积程度 ( 图 ７) ꎮ

５３

图１

高脂高糖干预对 ｆａｔ－１ 和野生型小鼠体重增量的影响

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ꎬ ａ ｌｏｗ￣ｆａｔ ｄｉｅｔ 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ｄ ｂｙ ｔａｐ ｗａｔｅｒ ｇｒｏｕｐꎻ ＦＦꎬ ｆａｔ－１ ｍｉｃｅ ｇｉｖｅｎ ｆｒｕｃｔｏｓｅ ｓｏｌｕ￣
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ｄ ｂｙ ａ ｈｉｇｈ￣ｆａｔ ｄｉｅｔ ｇｒｏｕｐꎻ ＷＦꎬ ｗｉｌｄ￣ｔｙｐｅ ｍｉｃｅ ｇｉｖｅｎ ｆｒｕｃｔｏｓ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ｄ ｂｙ ａ
ｈｉｇｈ￣ｆａｔ ｄｉｅｔ ｇｒｏｕｐꎻ ＦＧꎬ ｆａｔ－１ ｍｉｃｅ ｇｉｖｅｎ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ｄ ｂｙ ａ ｈｉｇｈ￣ｆａｔ ｄｉｅｔ ｇｒｏｕｐꎻ ＷＧꎬ ｗｉｌｄ￣
ｔｙｐｅ ｍｉｃｅ ｇｉｖｅｎ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ｄ ｂｙ ａ ｈｉｇｈ￣ｆａｔ ｄｉｅｔ ｇｒｏｕｐꎻ ＦＳꎬ ｆａｔ－１ ｍｉｃｅ ｇｉｖｅｎ ｓｕｃｒｏｓｅ ｓｏｌｕ￣
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ｄ ｂｙ ａ ｈｉｇｈ￣ｆａｔ ｄｉｅｔ ｇｒｏｕｐꎻ ＷＳꎬ ｗｉｌｄ￣ｔｙｐｅ ｍｉｃｅ ｇｉｖｅｎ ｓｕｃｒｏｓ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ｄ ｂｙ ａ
ｈｉｇｈ￣ｆａｔ ｃｈｏｗ ｇｒｏｕｐ

Ｔａｂｌｅ １

表 １ 高脂高糖膳食对 ｆａｔ－１ 和野生型小鼠能量摄入和组织重量的影响
Ｃｈｏｗ ｉｎｔａｋｅ ａｎｄ ｔｉｓｓｕｅ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ｍａｌｅ ｆａｔ－１ ａｎｄ ｗｉｌｄ￣ｔｙｐｅ ｍｉｃｅ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ｆａｔ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ｓｕｇａｒ ｄｉｅｔｓ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Ｆ

ＷＦ

ＦＧ

ＷＧ

ＦＳ

ＷＳ

ＡＮＯＶＡ

Ｌｉｑｕｉｄ ｉｎｔａｋｅ(ｍｌ / ｄａｙ)

６.８５±０.６４ｃ

６.７１±０.２０ｃ

５.６９±０.７１ｃ

１３.３±１.２１ａ

１１.９０±１.１４ｂ

１３.１０±１.３９ａ

１２.４±１.２１ａｂ

<０.００１

ａｂ

<０.００１

Ｌｉｑｕｉｄ ｃａｌｏｒｉｃ ｉｎｔａｋｅ(ｋｃａｌ / ｄａｙ)

０.００

Ｃｈｏｗ ｉｎｔａｋｅ(ｇ / ｄａｙ)

２.８８±０.３９ａ

２.５８±０.６０ｂｃ

２.７４±０.１７ａｂ

２.０２±０.３１ｄ

２.２８±０.２６ｃｄ

１.９３±０.１９ｄ

１.９６±０.１８ｄ

<０.００１

Ｃｈｏｗ ｃａｌｏｒｉｃ ｉｎｔａｋｅ(ｋｃａｌ / ｄａｙ)

１２.８±０.９ａ

１１.８±０.９ｂｃ

１２.６±０.８ａｂ

９.３±１.４ｄ

１０.５±１.２ｃｄ

８.９±０.９ｄ

９.０±０.８ｄ

<０.００１

Ｔｏｔａｌ ｃａｌｏｒｉｃ ｉｎｔａｋｅ(ｋｃａｌ / ｄａｙ)

ｄ

１２.８±０.９

４.１２±０.３６８

ｄ

１５.８±０.９

ｃ

ｃ

３.５０±０.４３７

１６.１±０.６

ｃ

８.１８±０.７４３

ｃ

１７.３±１.２

ａ

ａｂ

７.２９±０.７０

１７.８±０.９

ｂ

ａ

８.０６±０.８６

１６.９±１.０

ａ

ａｂｃ

７.６４±０.７５

１６.６±０.９

ｂｃ

<０.００１

Ｌｉｖｅｒ ｗｅｉｇｈｔ(ｇ)

１.５７±０.２３

Ｅｐｉｄｉｄｙｍａｌ ａｄｉｐｏｓｅ ｔｉｓｓｕｅ ｗｔ(ｇ)

２.６０±０.１１ｂ

２.７９±０.４５ｂ

３.７７±０.６８ａｂ

３.６７±０.７６ａｂ

４.０５±０.６４ａ

３.０８±０.７０ａｂ

３.３４±０.３１ａｂ

０.００２

Ｐｅｒｉｒｅｎａｌ ａｄｉｐｏｓｅ ｔｉｓｓｕｅ ｗｔ(ｇ)

０.９４±０.２７ｂ

１.３４±０.５８ｂ

１.９８±０.３２ａ

２.０３±０.３５ａ

２.３２±０.２９ａ

２.００±０.３１ａ

２.１０±０.１４ａ

<０.００１

ｄ

２.３１±０.３５

ｃ

２.８８±０.３９

ａｂ

２.８２±０.３１

ａｂｃ

３.２５±０.１４

ａ

２.５５±０.２８

ｂｃ

３.１０±０.５４

ａｂ

<０.００１

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ꎬ ａ ｌｏｗ￣ｆａｔ ｄｉｅｔ 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ｄ ｂｙ ｔａｐ ｗａｔｅｒ ｇｒｏｕｐꎻ ＦＦꎬ ｆａｔ－１ ｍｉｃｅ ｇｉｖｅｎ ｆｒｕｃｔｏｓ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ｄ ｂｙ ａ ｈｉｇｈ￣ｆａｔ ｄｉｅｔ
ｇｒｏｕｐꎻ ＷＦꎬ ｗｉｌｄ￣ｔｙｐｅ ｍｉｃｅ ｇｉｖｅｎ ｆｒｕｃｔｏｓ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ｄ ｂｙ ａ ｈｉｇｈ￣ｆａｔ ｄｉｅｔ ｇｒｏｕｐꎻ ＦＧꎬ ｆａｔ－１ ｍｉｃｅ ｇｉｖｅｎ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ｄ
ｂｙ ａ ｈｉｇｈ￣ｆａｔ ｄｉｅｔ ｇｒｏｕｐꎻ ＷＧꎬ ｗｉｌｄ￣ｔｙｐｅ ｍｉｃｅ ｇｉｖｅｎ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ｄ ｂｙ ａ ｈｉｇｈ￣ｆａｔ ｄｉｅｔ ｇｒｏｕｐꎻ ＦＳꎬ ｆａｔ－１ ｍｉｃｅ ｇｉｖｅｎ ｓｕｃｒｏｓｅ ｓｏ￣
ｌｕ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ｄ ｂｙ ａ ｈｉｇｈ￣ｆａｔ ｄｉｅｔ ｇｒｏｕｐꎻ ＷＳꎬ ｗｉｌｄ￣ｔｙｐｅ ｍｉｃｅ ｇｉｖｅｎ ｓｕｃｒｏｓ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ｄ ｂｙ ａ ｈｉｇｈ￣ｆａｔ ｃｈｏｗ ｇｒｏｕｐ. Ｖａｌｕｅｓ ｗｅｒ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ｓ ｍｅａｎｓ±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 ( ＳＤｓ) .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ｒｏｕｐｓ.

５４

表 ２ ｆａｔ－１ 与野生型小鼠组织重量和生化参数的 Ｔ￣ｔｅｓｔ 分析
Ｔ￣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ｔｉｓｓｕｅ 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ｆａｔ－１ ｇｒｏｕｐｓ ｐａｉ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ｗｉｌｄ￣ｔｙｐ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ａｂｌｅ ２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ＦＦ

ＷＦ

Ｔ￣ｔｅｓｔ

ＦＧ

ＷＧ

Ｔ￣ｔｅｓｔ

ＦＳ

ＷＳ

Ｔ￣ｔｅｓｔ

Ｌｉｖｅｒ ｗｔ(ｇ)

２.３１±０.３５

２.８８±０.３９

０.００８

２.８２±０.３１

３.２５±０.１４

０.００３

２.５５±０.２８

３.１０±０.５４

０.０６２

Ｅｐｉｄｉｄｙｍａｌ ａｄｉｐｏｓｅ ｔｉｓｓｕｅ ｗｔ(ｇ)

２.７９±０.４５

３.７７±０.６８

０.００６

３.６７±０.７６

４.０５±０.６４

０.４１１

３.０８±０.７０

３.３４±０.３１

０.５２０

Ｐｅｒｉｒｅｎａｌ ａｄｉｐｏｓｅ ｔｉｓｓｕｅ ｗｔ(ｇ)

１.３４±０.５８

１.９８±０.３２

０.０１１

２.０３±０.３５

２.３２±０.２９

０.０６９

２.００±０.３１

２.１０±０.１４

０.５２４

ＴＣ(ｍｍｏｌ / Ｌ)

２.５０±０.２４

３.６４±０.２５

<０.００１ ３.０２±０.１０

３.５１±０.１５

<０.００１ ２.５８±０.２１

３.５３±０.２７

<０.００１

ＨＤＬ(ｍｍｏｌ / Ｌ)

１.２０±０.１５

１.２３±０.１９

０.７１４

１.２９±０.１４

１.２２±０.１１

０.４１５

１.４０±０.０６

１.２１±０.２８

０.１６２

ＬＤＬ(ｍｍｏｌ / Ｌ)

１.０２±０.２５

２.１８±０.０２ａ

<０.００１ １.４４±０.１５

２.０３±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９４±０.０８

２.２５±０.２３

<０.００１

ＴＡＧ(ｍｍｏｌ / Ｌ)

０.５０７±０.０３９ ０.７０３±０.１１１

Ｇｌｕｃｏｓｅ(ｍｍｏｌ / Ｌ)

３.４９±０.２９

４.１６±０.２７

Ｉｎｓｕｌｉｎ(ｍＵ / Ｌ)

１２.０±０.２

ＨＯＭＡ￣ＩＲ

１.８８±０.２２

ＡＬＴ(Ｕ / Ｌ)

０.０３４

０.５９５±０.０５７ ０.５８３±０.０５３

０.７４４

０.６１５±０.０１５ ０.６９３±０.０９５

０.１９６

０.２４４

２.２９±０.０１

３.０７±０.２２

０.００１

１３.５±１.６

０.０４５

９.５±０.８

１１.８±１.６

０.０１２

１.６８±０.２２

０.０８０３ ０.９７±０.０８

１.６１±０.２２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 ３２.０±３.３

５５.３±３.６

<０.００１ ４０.７±２.３

８４.３±３.３

<０.００１

９４.５±３.４

<０.００１ ７６.０±６.２

８５.５±７.８

０.０６２

６８.３±４.０

１０４.０±７.９

<０.００１

７２.８±７.４

０.０１５

５９.１±６.５

５７.９±３.９

０.６８２

５７.０±９.９

６３.４±６.４

０.３４８

６.８１±１.７２

３.３７±１.１５

０.００２

６.４１±２.４８

２.０５±０.２４

０.０１７

４.１４±０.３７

１.９９±０.４１

<０.００１

１３１.２±７.６

１４３.４±１０.３

０.０８０

１１３.７±８.６

１４７.８±５.９

０.００７

９９.４±５.６２

１３８.１±９.４

０.００１

Ｌｉｖｅｒ ＴＡＧ ｃｏｎｔｅｎｔ(ｍｇ / ｇ)

３.７３±０.２４

４.２５±０.６２

０.０７３

２.４４±０.１５

３.１１±０.２２

<０.００１ ２.９１±０.３９

７.７１±０.９２

<０.００１

Ｌｉｖｅｒ ＴＣ ｃｏｎｔｅｎｔ(ｍｇ / ｇ)

０.２９±０.０８

１.１７±０.２７

<０.００１ ０.３８±０.０７

０.８１±０.０８

<０.００１ ０.２８±０.１６

１.２５±０.１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２.７９±０.１０

２.８７±０.１１

１３.０±１.２

０.０７６

２.４２±０.３７

０.０２８４ １.４７±０.０９

１９.８±４.４

６０.８±５.６

ＡＳＴ(Ｕ / Ｌ)

６９.３±２.９

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μｍｏｌ / Ｌ)

６１.７±４.７

Ａｄｉｐｏｎｅｃｔｉｎ(ｍｇ / Ｌ)
ＴＮＦ￣α(ｎｇ / Ｌ)

１１.８±０.４

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ＴＣꎬｔｏｔａｌ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ꎻＨＤＬ￣Ｃꎬｈｉｇｈ￣ｄｅｎｓｉｔｙ 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ꎻＬＤＬ￣Ｃꎬｌｏｗ￣ｄｅｎｓｉｔｙ 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ꎻＴＡＧꎬｔｒｉ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ꎻＨＯ￣
ＭＡ￣ＩＲꎬｈｏｍｅｏｓｔａｓｉｓ ｍｏｄｅ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ꎻＴＮＦ￣αꎬｔｕｍｏｒ ｎｅｃｒｏｓｉｓ ｆａｃｔｏｒ￣α. Ｖａｌｕｅｓ ｗｅｒ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ｓ ｍｅａｎｓ±ＳＤｓ.

Ｔａｂｌｅ ３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表 ３ 高脂高糖干预对 ｆａｔ－１ 和野生型小鼠血清和肝脏生化参数的影响
Ｓｅｒｕｍ ａｎｄ ｌｉｖｅｒ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ｍａｌｅ ｆａｔ－１ ａｎｄ ｗｉｄｅ￣ｔｙｐｅ ｍｉｃｅ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ｈｉｇｈ￣ｆａｔ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ｓｕｇａｒ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ＦＦ

ＷＦ

ＦＧ

ＴＣ(ｍｍｏｌ/ Ｌ)

１.２３±０.０７ｄ

２.５０±０.２４ｃ

３.６４±０.２５ａ

３.０２±０.１０ｂ

ＨＤＬ￣Ｃ(ｍｍｏｌ/ Ｌ)

１.１０±０.１０

１.２０±０.１５

１.２３±０.１９

ＬＤＬ￣Ｃ(ｍｍｏｌ/ Ｌ)

０.４２±０.０１ｄ

１.０２±０.２５ｃ

２.１８±０.０２ａ

ＴＡＧ(ｍｍｏｌ/ Ｌ)

０.４７８±０.０７７ｂ ０.５０７±０.０３９ｂ ０.７０３±０.１１１ａ ０.５９５±０.０５７ａｂ ０.５８３±０.０５３ａｂ ０.６１５±０.０１５ａｂ ０.６９３±０.０９５ａ

<０.００１

Ｇｌｕｃｏｓｅ(ｍｍｏｌ/ Ｌ)

２.５３±０.５０ｃｄ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Ｉｎｓｕｌｉｎ(ｍＵ/ Ｌ)
ＨＯＭＡ￣ＩＲ
ＡＬＴ(Ｕ/ Ｌ)

８.８±０.７

ｂ

３.４９±０.２９ｂ
１２.０±０.２

１.１２±０.２４
１７.４±１.７

ｅ

ＡＳＴ(Ｕ/ Ｌ)

５６.９±６.５

ｅ

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μｍｏｌ/ Ｌ)

５１.３±２.９ｂ

Ａｄｉｐｏｎｅｃｔｉｎ(ｍｇ/ Ｌ)

７.０７±０.６７

ＴＮＦ￣α(ｎｇ/ Ｌ)

９０.４±２.０ｄ

ｃｄ

ａ

１.８８±０.２２
１９.８±４.４

ｅ

６９.３±２.９

ｄ

１３.０±１.２
ｂ

６１.７±４.７ａｂ
ａ

６.８１±１.７２

ａ

１３１.２±７.６ａｂ

Ｈｅｐａｔｉｃ ＴＡＧ(ｍｇ/ ｇ)

０.６２±０.０９

Ｈｅｐａｔｉｃ ＴＣ(ｍｇ/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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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 ＡＬＴꎬ ａｌａｎｉｎｅ ｔｒａｎｓａｍｉｎａｓｅꎻ ＡＳＴꎬ ａｓｐａｒｔａｔｅ ｔｒａｎｓａｍｉｎａｓｅꎻ ＴＣꎬ ｔｏｔａｌ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ꎻ ＨＤＬ￣Ｃꎬ ｈｉｇｈ￣ｄｅｎｓｉｔｙ 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ｈｏｌｅｓ￣
ｔｅｒｏｌꎻ ＬＤＬ￣Ｃꎬ ｌｏｗ￣ｄｅｎｓｉｔｙ 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ꎻ ＴＡＧꎬ ｔｒｉ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ꎻ ＨＯＭＡ￣ＩＲꎬ ｈｏｍｅｏｓｔａｓｉｓ ｍｏｄｅ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ꎻ ＴＮＦ￣αꎬ
ｔｕｍｏｒ ｎｅｃｒｏｓｉｓ ｆａｃｔｏｒ￣α. Ｖａｌｕｅｓ ｗｅｒ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ｓ ｍｅａｎｓ±ＳＤ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ｒｏｕｐｓ.

５５

表４

高脂高糖干预对 ｆａｔ－１ 和野生型小鼠肝脏磷脂脂肪酸组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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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０５

１３.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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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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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ａｌｕｅｓ ｗｅｒ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ｓ ｍｅａｎｓ±ＳＤｓ.

图２

高脂高糖干预对脂肪酸合成和代谢关键基因
ｍＲＮＡ 表达水平的影响

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 ＡＣＣ１ꎬ ａｙｃｌ￣ＣｏＡ ｃａｒｂｏｘｙｌａｓｅ １ꎻ ＡＯＸꎬ ａｃ￣
ｙｌ￣ｃｏｅｎｚｙｍｅ Ａ ｏｘｉｄａｓｅꎻ ＣＹＰ７Ａ１ꎬ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 ７ａ￣ｈｙｄｒｏｘｙ￣
ｌａｓｅꎻ Ｆａｓｎꎬ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ｓｙｎｔｈａｓｅꎻ ＰＰＡＲ￣αꎬ ｐｅｒｏｘｉｓｏｍｅ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ｏｒ￣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ａｌｐｈａꎻ ＳＲＥＢＰ￣１ｃꎬ ｓｔｅｒｏｌ ｒｅｇ￣
ｕｌａｔｏｒｙ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１ｃ.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ｔｅｓｔ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ａｔ－１ ａｎｄ ｗｉｌｄ￣ｔｙｐｅ ｍｉｃｅ ｅｘ￣
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ꎻ ∗ Ｐ < ０. ０５ꎬ ∗∗ Ｐ < ０. ０１ ａｎｄ
∗∗∗

５６

Ｐ<０.００１.

图３

高脂高糖干预对脂联素及果糖和葡萄糖

代谢关键基因 ｍＲＮＡ 表达水平的影响
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ꎬ ａｌｄｏｓｅ

ｒｅｄｕｃｔａｓｅꎻ ＫＨＫꎬ

ｋｅｔｏｈｅｘｏｋｉｎａｓｅꎻ ＳＬＣ２Ａ４ꎬ ｓｏｌｕｔｅ ｃａｒｒｉｅｒ ｆａｍｉｌｙ ２
ｍｅｍｂｅｒ 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ｔｅｓｔ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ａｔ － １ ａｎｄ ｗｉｌｄ￣
ｔｙｐｅ ｍｉｃｅ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ꎻ ∗ Ｐ<
０.０５ꎬ ∗∗ Ｐ<０.０１ ａｎｄ

图４

∗∗∗

Ｐ<０.００１.

高脂高糖干预对 ＴＬＲ￣４ / ＮＦ￣κＢ 及炎症因子
关键基因 ｍＲＮＡ 表达水平的影响

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Ｌ￣１βꎬ 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１βꎻ ＩＬ￣６ꎬ ｉｎ￣
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６ꎻ ＭＣＰ￣１ꎬ ｍｏｎｏｃｙｔｅ ｃｈｅｍｏａｔｔｒａｃｔａｎｔ
ｐｒｏｔｅｉｎ￣１ꎻ ＭｙＤ８８ꎬ ｍｙｅｌｏｉ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ｇｅｎｅ ８８ꎻ ＴＮＦ￣αꎬ ｔｕｍｏｒ ｎｅｃｒｏｓｉｓ ｆａｃ￣
ｔｏｒ￣αꎻ ＴＬＲ￣４ / ＮＦ￣κＢꎬ ｔｏｌｌ￣ｌｉｋｅ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４ /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ｆａｃｔｏｒ￣κＢ.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ｔｅｓｔ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ａｔ － １ ａｎｄ ｗｉｌｄ￣
ｔｙｐｅ ｍｉｃｅ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ꎻ ∗ Ｐ<
０.０５ꎬ ∗∗ Ｐ<０.０１ ａｎｄ

５７

∗∗∗

Ｐ<０.００１.

性ꎻ 内源性合成 ｎ－３ ＰＵＦＡ 的 ｆａｔ－１ 小鼠预防了高脂高糖诱
导的 ＮＡＦＬＤꎮ 与此同时ꎬ 与野生型小鼠组相比ꎬ ｆａｔ －１ 小鼠
改善了高脂高糖诱导的糖脂代谢紊乱ꎮ
果糖干预组其小鼠果糖溶液饮用量显著低于葡萄糖和蔗
糖组小鼠ꎻ 葡萄糖干预组小鼠能量摄入和体重增量明显高于
其他组ꎮ 我们的结果与之前研究呈现相似的结果ꎬ Ｂｅｒｇｈｅｉｍ
图５

等报道了 ３０％果糖、 葡萄糖和蔗糖溶液干预对 ＮＡＦＬＤ 形成的

高脂高糖干预对脂肪酸合成和 ＴＬＲ￣４ 信号通路

影响ꎻ 其结果显示葡萄糖组糖水饮用量和体重增量明显高于

关键蛋白表达水平的影响

果糖和蔗糖组 [２４] ꎮ 不同精制碳水化合物饮用量的差异可能归
于口感、 渗透性和胃肠道吸收率 [２５] ꎮ 相同精制碳水化合物干
预的 ｆａｔ－ １ 和野 生型 小鼠ꎬ 能量 摄入 无显 著 性 差 异ꎻ 因 此ꎬ
ｆａｔ－１ 小鼠预防 ＮＡＦＬＤ 的形成归于内源性 ｎ－３ ＰＵＦＡ 的合成ꎮ
ＣＹＰ７Ａ１ 是一种限速酶ꎬ 它可以在肝脏内将胆固醇转化为胆
酸排出体外 [２１] ꎮ 动物模型显示ꎬ 提高 ＣＹＰ７Ａ１ 表达可以抑制
高脂饮食诱导的糖脂代谢紊乱 [２６] ꎮ 内源性合成的 ｎ－３ ＰＵＦＡ
上调了 ＣＹＰ７Ａ１ 基因的表达水平ꎬ 改善了 ｆａｔ－１ 小鼠糖脂代
谢水平ꎮ 作为肝脏损伤的生物标志物ꎬ ｆａｔ－１ 小鼠组血清 ＡＬＴ
和 ＡＳＴ 浓度显著低于野生型小鼠组ꎻ 表明了内源性合成 ｎ－３
ＰＵＦＡ 可以保护高脂高糖饮食诱导的肝脏损伤ꎮ Ｋｉｍ 等也报道
了 ｆａｔ－１ 小鼠改善了高脂饮食诱导的 ＮＡＦＬＤꎻ ｆａｔ －１ 组血清
ＡＬＴ 和 ＡＳＴ 浓度明显低于野生型小鼠 [２１] ꎮ ＴＮＦ￣α 是第一个
在脂肪组织中发现的炎症因子ꎻ 它在肥胖的脂肪组织中过量

图６

表达ꎬ 并且促进胰岛素抵抗的形成 [２７ꎬ２８] ꎮ 作为脂肪细胞来源

肝脏和附睾脂肪 Ｈ＆Ｅ 染色分析

的激素ꎬ 脂联素呈现出与 ＴＮＦ￣α 相反的作用ꎬ 诸多证据显示
脂联素可以改善胰岛素抵抗、 加速脂肪氧化ꎻ 并且具有抗炎
作用 [２９ꎬ３０] ꎮ 它的分泌依赖 激活 ＡＭＰＫ 的表 达 [２９] ꎬ 因 此 ｎ － ３
ＰＵＦＡ 激活 ＡＭＰＫ 的表达ꎬ 在改善糖脂代谢和抗炎功效方面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３１] ꎮ
葡萄糖和果糖在肝脏呈现不同代谢机制ꎮ 果糖在果糖激
酶作用下生成 １ －磷酸果糖ꎻ 之后在醛缩酶 ( ａｌｄｏａｓｅ Ｂ) 作
用下生 成 甘 油 醛 ( ｇｌｙｃｅｒａｌｄｅｈｙｄｅ ) 和 二 羟 丙 酮 磷 酸 ( ｄｉ￣

图７

ｈｙｄｒｏｘｙａｃｅｔｏｎｅ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ꎮ 与葡萄糖代谢相比ꎬ 果糖代谢

肝脏油红 Ｏ 染色分析

绕过了糖酵解途径中的限速步骤 ６ －磷酸果糖激酶 ( ６￣ｐｈｏｓ￣
ｐｈｏｆｒｕｃｔｏｋｉｎａｓｅ) [３２] ꎮ 膳食摄入过量的果糖进入肝脏ꎬ 代谢过
程为甘油三酯合成提供底物ꎬ 诸如甘油醛和酰基部分ꎬ 促进

４. 讨论

了内源性脂肪的合成 [３２ꎬ３３] ꎮ 相关研究显示ꎬ 通过多元醇途径

系统探究了三种精制碳水化合物 ( 果糖、 葡萄糖和蔗糖)

( ｐｏｌｙｏｌ ｐａｔｈｗａｙ) ꎬ 葡萄糖内源性的合成果糖 [３４] ꎮ 葡萄糖在

与高脂膳食协同作用对 ＮＡＦＬＤ 形成的影响ꎮ 动物模型试验显

醛缩酶 ( ａｌｄｏｓｅ ｒｅｄｕｃｔａｓｅꎬ ＡＲ) 的作用下生成山梨醇ꎻ 之

示高脂高糖干预诱导野生型小鼠形成 ＮＡＦＬＤꎻ 与 ｆａｔ－１ 小鼠

后ꎬ 山梨醇在山梨醇脱氢酶 ( ｓｏｒｂｉｔｏｌ ｄ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ｓｅ) 作用

相比ꎬ 野生型小鼠组呈现 ＮＡＦＬＤ 的特征: 显著提高了血清

下合成果糖ꎮ 对于膳食摄入蔗糖ꎬ 相关研究报道了ꎬ 在葡萄

ＡＬＴ 和 ＡＳＴ 浓度、 明显 的肝 细胞脂 肪蓄 积和 大孔 性脂 肪变

糖的存在下ꎬ 会加速果糖的摄入ꎮ 因此动物模型试验研究显

５８

示高脂饮食与蔗糖溶液的合并效应促使肝脏脂肪蓄积程度更

ＡＯＸ 基 因 的 ｍＲＮＡ 表 达 水 平 与 脂 质 代 谢 和 β￣氧 化 密 切 相

为明显ꎮ 与 ＦＧ 组小鼠相比ꎬ ＷＧ 组小鼠显著上调了 ＡＲ 和

关 [３９ꎬ４０] ꎻ ｆａｔ－１ 小鼠显著上调了 ＰＰＡＲ￣α 和 ＡＯＸ 基因的 ｍＲ￣

ＫＨＫ 基因的 ｍＲＮＡ 表达水平ꎻ 其结果表明内源性合成的 ｎ－３

ＮＡ 表达水平有助于改善脂质代谢ꎬ 抑制 ＮＡＦＬＤ 的形成ꎮ ２)

ＰＵＦＡ 可能调控了多元醇通路ꎬ 抑制了果糖诱导 ＮＡＦＬＤ 的形

内源性合成的 ｎ－３ ＰＵＦＡ 抑制了 ＴＬＲ￣４ / ＮＦ￣κＢ 信号通路ꎬ 预

成ꎮ 在果糖激酶作用下ꎬ 果糖在肝脏内代谢ꎻ 在此过程中需

防了高脂高糖饮食诱导的 ＮＡＦＬＤꎮ 动物模型显示ꎬ 与野生型

要消耗能量致使 ＡＴＰ 水解生成 ＡＭＰꎬ 在 ＡＭＰ 脱氨酶的作用

小鼠相比ꎬ ＴＬＲ￣４ 突变小鼠果糖摄入显著降低了肝脏脂肪蓄

下 ＡＭＰ 逐步降解生成尿酸ꎻ 因此过量摄入果糖会加速机体尿

积、 血浆 ＡＬＴ 浓度ꎬ 并且显著下调了 ＭｙＤ８８ 和 ＴＮＦ￣α 基因

ꎮ 因此 ＷＦ 组血清尿酸浓度明显高于其他组ꎻ 然

的 ｍＲＮＡ 表达水平 [４１] ꎮ 因此ꎬ 激活 ＴＬＲ￣４ / ＮＦ￣κＢ 信号通路

而 ＦＦ 组血清尿酸浓度显著低于 ＷＦ 组ꎻ 表明内源性合成的

对于 ＮＡＦＬＤ 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ꎮ ｆａｔ－１ 小鼠体循环较高的

ｎ－３ ＰＵＦＡ 可能抑制了参与果糖代谢的酶ꎬ 抑制尿酸在体内

ｎ－３ ＰＵＦＡ 含 量 抑 制 了 ＴＬＲ￣４ / ＮＦ￣κＢ 信 号 通 路 中 关 键 基 因

的合成ꎮ ｆａｔ－１ 小鼠预防 ＮＡＦＬＤ 形成的机制包括如下两个方

( ＴＬＲ￣４ 和 ＭｙＤ８８) 和炎症因子 ( ＩＬ￣１、 ＩＬ￣６ 和 ＭＣＰ￣１) 的

面 ( 图 ８) : １) 内 源 性 合 成 的 ｎ － ３ ＰＵＦＡꎬ 尤 其 是 ＥＰＡ、

表达水平ꎻ 抑制了 ＮＡＦＬＤ 的形成ꎮ

酸的形成

[３５]

ＤＰＡ 和 ＤＨＡ 参与抑制甘油三酯合成ꎬ 并加速了脂肪酸在肝脏

５. 结论

的 β￣氧化ꎮ 作为转录因子ꎬ ＳＲＥＢＰ￣１ｃ 与碳水化合物和脂肪
的合成与代谢密切相关ꎬ 且对 ＮＡＦＬＤ 的发病过程起着重要作

本章利用野生型和 ｆａｔ－１ 小鼠系统探讨内源性合成的 ｎ－３

ꎮ 参与内源性脂肪酸合成的酶类ꎬ 包括 ＡＣＣ１ 和 Ｆａｓｎ

ＰＵＦＡ 是否可以抑制高脂高糖饮食诱导的 ＮＡＦＬＤꎮ 试验结果

ꎮ 与野生型小鼠相比ꎬ ｆａｔ －１ 小鼠

表明ꎬ 高脂高糖干预的野生型小鼠形成了 ＮＡＦＬＤꎻ 内源性合

显著下调了 ＳＲＥＢＰ￣１ｃ、 ＡＣＣ１ 和 Ｆａｓｎ 基因的 ｍＲＮＡ 表达水

成 ｎ－３ ＰＵＦＡ 的 ｆａｔ－１ 小鼠预防了 ＮＡＦＬＤ 的形成ꎮ 内源性合

平ꎻ 从而降低了甘油三酯在肝脏的合成ꎮ 细胞模型表明ꎬ 提

成的 ｎ－３ ＰＵＦＡ 抑制了肝脏内源性脂肪酸合成相关基因和蛋

ꎮ

白的表达水平ꎻ 并且调控了 ＴＬＲ￣４ / ＮＦ￣κＢ 信号通路关键基因

因此ꎬ 内源性合成的 ｎ－３ ＰＵＦＡ 激活 ＡＭＰＫ 蛋白的表达ꎬ 对

及促炎症因子相关基因和蛋白的表达水平ꎻ 抑制了 ＮＡＦＬＤ 的

预防 ＮＡＦＬＤ 的形成起着中心环节的作用ꎮ 此外ꎬ ＰＰＡＲ￣α 和

形成ꎮ

用

[９ꎬ３６]

受到 ＳＲＥＢＰ￣１ｃ 的调控

[３７]

高 ＡＭＰＫ 蛋白的表达水平可抑制 ＳＲＥＢＰ￣１ｃ 蛋白的表达

图８

[３８]

ｎ－３ ＰＵＦＡ 预防 ＮＡＦＬＤ 形成的分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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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ｉｓｃｅｒａｌ ｆａｔ ｄｅｐｏｔ: ａ ６￣ｍｏ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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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３ / ｎ －６ 多不饱和脂肪酸比值提高三羧酸循环
稳态预防高脂饮食诱导的小鼠 ２ 型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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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磊

青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摘要:

不饱和脂肪酸 ( ＰＵＦＡ) 比例为 １ ∶ １－４ꎬ 中国营养学会推荐

目的: 探究膳食中 ｎ － ３ / ｎ － ６ 多 不饱 和脂 肪酸 ( ＰＵＦＡ)

膳食中 ｎ－３ / ｎ－６ ＰＵＦＡ 比例为 １ ∶ ４－６[３] ꎮ 但现实生活中ꎬ 美

方法: 定制四种不同 ｎ － ３ / ｎ－ ６ ＰＵＦＡ 比值的 ６０％ 脂肪热

１ ∶ １－４ 和 １ ∶ １０－２０ꎬ 表明我国人均 ｎ－３ ＰＵＦＡ 摄入量严重

对 ２ 型糖尿病 ( Ｔ２Ｄ) 相关生化指标、 线粒体功能及 ＴＣＡ 相

研究表明ꎬ 膳食中 ｎ－３ / ｎ－６ ＰＵＦＡ 比值在 Ｔ２Ｄ 发生发展

比值对三羧酸循环 ( ＴＣＡ) 稳态的影响及其调节机制ꎮ

国、 日本及我国居民 ｎ－３ / ｎ－６ ＰＵＦＡ 摄入比例分别为 １ ∶ ５、

量比的高脂饲料饲喂小鼠 １２ 周ꎬ 检测 ｎ－ ３ / ｎ－ ６ ＰＵＦＡ 比比值

不足 [２] ꎮ

关蛋白的影响ꎻ 用 ＤＨＡ 处理棕榈酸诱导的 ＨｅｐＧ２ 细胞ꎬ 探究

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ꎬ 且其分子机制与线粒体功能密切相

结果: 随着膳食中的 ｎ－ ３ / ｎ－ ６ ＰＵＦＡ 比值的增加ꎬ 显著

环 ( ＴＣＡ) 为细胞内各种生命活动提供所需能量ꎮ ＴＣＡ 不仅

ＤＨＡ 对线粒体功能及 ＴＣＡ 稳态的影响ꎮ

关 [４] ꎮ 线粒体广泛存在于各种真核细胞ꎬ 主要通过三羧酸循

减轻高脂饮食诱导的小鼠体重增加、 糖耐量异常及血清胰岛

是体内糖类、 脂类、 氨基酸三大营养物质 的共同 代谢 通路ꎬ

素水平ꎬ 抑制 ＴＣＡ 相关酶的蛋白及转 录水 平ꎬ 提 高 ＴＣＡ 稳

还为其他合成代谢提供前体物质ꎮ 大量研究证实ꎬ ＴＣＡ 紊乱

态ꎬ 进而预防 Ｔ２Ｄꎮ ＤＨＡ 可改善棕榈酸诱导的胰岛素抵抗和

是代谢相关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因素 [５] ꎮ 动物实验表

ＴＣＡ 失衡ꎬ 增强细胞线粒体功能ꎮ

明ꎬ 膳食补充 ｎ－３ ＰＵＦＡ 可以改善 ＴＣＡ、 增强脂肪氧化和能

结论: ｎ－３ / ｎ－ ６ ＰＵＦＡ 比值通过调节 ＴＣＡ 稳态预防 Ｔ２Ｄ

量消耗以及减少脂肪沉积ꎬ 进而改善肥胖及相关代谢疾病 [６] ꎮ

的发生发展ꎮ

ｎ－３ ＰＵＦＡ 特别是 ＤＨＡ 干预衰老和线粒体功能障碍相关疾病

关键词: ｎ－ ３ / ｎ － ６ 多不饱和脂肪酸 比值ꎻ 三羧 酸循 环ꎻ

动物模 型 时 发 现ꎬ ＴＣＡ 功 能 得 到 显 著 改 善 [７] ꎮ 因 此ꎬ ｎ － ３

线粒体功能ꎻ ２ 型糖尿病

ＰＵＦＡ 补充可能是通过调控 ＴＣＡ 稳态预防 Ｔ２Ｄ 的发生发展ꎬ
但其具体分子机制尚未完全阐明ꎮ

简

为了探究膳食中 ｎ－３ / ｎ－６ ＰＵＦＡ 比值对 ＴＣＡ 稳态的影

介

响ꎬ 本研究中ꎬ 我们先进行动物实验ꎬ 通过膳食干预ꎬ 探究

２ 型糖尿病 ( Ｔ２Ｄ) 已经成为我国乃至全球面临的重大

不同 ｎ－３ / ｎ－６ 比例对 ＴＣＡ 循环稳态的影响ꎻ 然后通过体外

公共卫生问题ꎬ 寻求预防 Ｔ２Ｄ 的发生发展的方法已经迫在眉

实验ꎬ 探究 ＤＨＡ 干预对线粒体功能ꎬ 尤其是 ＴＣＡ 相关蛋白

ꎮ 研究表明ꎬ 脂肪酸种类摄入不平衡是导致 Ｔ２Ｄ 快速流

的影响ꎬ 为进一步揭示 ｎ－３ ＰＵＦＡ 预防或治疗 Ｔ２Ｄ 的分子机

睫

[１]

行的重要因素之一

[２]

ꎮ ＷＨＯ 和 ＦＡＯ 推荐膳食中 ｎ－３ / ｎ－６ 多

制提供新的思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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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方

至 １.０×１０ ５ ｃｅｌｌｓ / ｍＬꎬ 每孔中缓慢加入 ２００ μＬ 细胞悬液ꎬ 然

法

后将培养板置于 ３７℃、 ５％ ＣＯ ２ 培养箱中培养ꎮ 细胞贴壁后ꎬ
加入提前配制好 ＰＡ 与 ＤＨＡ 溶液ꎬ 处理 ２４ ｈꎬ 然后利用 ｓｅａ￣

１. 动物实验

ｈｏｒｓｅ 分别 进 行 耗 氧 率 ( Ｏｘｙｇｅｎ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ꎬ ＯＣＲ)

７５ 只 ８ 周龄雄性 Ｃ５７ＢＬ / ６Ｊ 小鼠ꎬ 于 １２ｈ 光暗交替、 温

和 细 胞 酸 化 率 ( Ｅｘ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ａｃｉ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ꎬ ＥＣＡＲ) 检

度 ２２℃、 相对湿度 ５０％的环境下饲养ꎮ 适应性饲养一周后ꎬ

测ꎮ 根据 ＯＣＲ 试剂盒说明书ꎬ 依次分别加入 １ μＭ 抗霉素 Ａꎬ

将小 鼠 随 机 分 为 以 下 ５ 组ꎬ 每 组 １５ 只: ① 正 常 对 照 组

０.５ μＭ ＦＣＣＰ 和 １ μＭ 寡霉素进行 ＯＣＲ 分析ꎮ 根据 ＥＣＡＲ 试

( Ｃｏｎ) ꎬ 小鼠 自由 摄取 １０％ 脂 肪供 能正 常 饲 料 ( 饲 料 型 号

剂盒 ( Ｓｅａｈｏｒｓｅ ＸＦ Ｇｌｙｃｏｌｙｓｉｓ Ｓｔｒｅｓｓ Ｔｅｓｔ Ｋｉｔ) 说明书进行

Ｄ１２４５０Ｊ) ꎻ ②高脂模型组 ( ＨＦＤ) ꎬ 小鼠自由摄取高脂饲料

ＥＣＡＲ 分析ꎮ

( 饲料型号 Ｄ１２４９２) ꎻ ③ｎ－３ ＰＵＦＡ 低剂量组 ( Ｌｏｗ) ꎬ 小鼠
自由摄取高脂饲料 ( 将 Ｄ１２４９２ 高脂饲料中 ５０％猪油热量用

结

红花籽油进行替换) ꎻ ④ｎ－３ ＰＵＦＡ 中剂量组 ( Ｍｉｄｄｌｅ) ꎬ 小

果

１. ｎ －３ / ｎ －６ ＰＵＦＡ 比值对 ２ 型糖尿病相关指标影响

鼠自由摄取高脂饲料 ( 将 Ｄ１２４９２ 高脂饲料中 ２５％的猪油热
量用 ｎ－３ ＰＵＦＡ 含量为 ６０％的鱼油进行替换、 ２５％的猪油热

为了探究膳食中不同 ｎ－３ / ｎ－６ ＰＵＦＡ 比值对 Ｔ２Ｄ 相关指

量用红花籽油替换) ꎻ ⑤ｎ－３ ＰＵＦＡ 高剂量组 ( Ｈｉｇｈ) ꎬ 小鼠

标的影响ꎬ 饲养 １２ 周后ꎬ 我们分别计算了小鼠体重、 附睾脂

自由摄取高脂饲料 ( 将 Ｄ１２４９２ 高脂饲料中 ５０％的猪油热量

肪的重量ꎮ 如图 １Ａ 和 １Ｂ 所示ꎬ 饲养 １２ 周后ꎬ ＨＦＤ 组小鼠

用 ｎ－３ ＰＵＦＡ 含量为 ６０％的鱼油进行替换) ꎮ 实验所需的所

体重增加量与 Ｌｏｗ 组小鼠体重增加量无显著性差异ꎬ 但均极

有动物饲料分 ２ 次订做ꎬ 并储存于－２０℃冰箱ꎬ 饲喂前取出回

显著的高于正常组、 Ｍｉｄｄｌｅ 组和 Ｈｉｇｈ 组ꎮ 此外ꎬ 我们还利用

温ꎬ 保证其新鲜度ꎮ 饲养过程中ꎬ 小鼠自由摄取高温灭菌的自

口服糖耐量测试检测不同 ｎ－３ / ｎ－６ ＰＵＦＡ 比值对小鼠糖耐量

来水ꎬ 每周定期称量小鼠体重、 摄食量和饮水量ꎮ 第 １２ 周ꎬ

的影响ꎬ 结果发现随着 ｎ－３ / ｎ－６ ＰＵＦＡ 比值的增加ꎬ 小鼠糖

称体重后处死小鼠ꎬ 随后立即取肝脏、 心脏、 脑组织、 附睾

耐量能 力显 著增 强 ( 图 １Ｃ) ꎬ 血清胰 岛 素 水 平 也 显 著 降 低

脂肪等组织样品ꎬ 称重记录ꎬ 放置于事先标记好的离心管中ꎬ

( 图 １Ｄ) ꎮ 上述结果提示ꎬ 膳食中 ｎ－３ / ｎ－６ ＰＵＦＡ 比值的升

并迅速置于液氮速冻ꎬ 长期保存于－８０℃冰箱ꎬ 直至分析ꎮ

高可显著改善 Ｔ２Ｄ 相关指标ꎮ

２. 细胞实验

２. ｎ －３ / ｎ －６ ＰＵＦＡ 比值对线粒体功能的影响

２.１

为了探究膳食中不同 ｎ－３ / ｎ－６ ＰＵＦＡ 比值对线粒体功能

构建 ＨｅｐＧ２ 胰岛素抵抗细胞模型

根据实验室前期建立的方法ꎬ 本实验采用棕榈酸 ( ＰＡ)

的影响ꎬ 我们首先检测了小鼠肝脏组织中线粒体复合物Ⅰ－Ⅴ

ꎮ 即先分别用

的蛋白表达水平ꎮ 如图 ２Ａ 和 ２Ｂ 所 示ꎬ ＨＦＤ 组、 Ｌｏｗ 组 和

１５０、 ３００、 ４５０ 和 ６００ μＭ 的 ＰＡ 处理 ＨｅｐＧ２ 细胞 ２４ ｈꎮ ２４ ｈ

Ｍｉｄｄｌｅ 组的线粒体复合物Ⅰ、 Ⅲ的表达水平显著性高于正常

后ꎬ 除去培养基ꎬ 用无血清 Ｈ￣ＤＭＥＭ 洗 ３ 次后加入 １７２ ｎＭ 胰

组和 Ｈｉｇｈ 组ꎬ 而其他复合物的蛋白水平组间无显著性差异ꎮ

岛素刺激 １５ ｍｉｎꎬ 然后收集细胞并制备蛋白样品与 ＲＮＡ 样品ꎮ

为了进一步探究 ｎ－３ / ｎ－６ ＰＵＦＡ 比值对线粒体功能的影响ꎬ

处理 ＨｅｐＧ２ 细胞ꎬ 构建胰岛素抵抗细胞模型

２.２

[８]

我们检测了小鼠肝脏组织中三羧酸循环 ( ＴＣＡ) 相关酶的蛋

ＤＨＡ 处理对 ＨｅｐＧ２ 细胞活性的影响

将 ＨｅｐＧ２ 细胞接种到 ９６ 孔板中ꎬ 每孔中 １００００ 个细胞ꎬ

白表达及转录水平ꎮ 与正常组相比ꎬ ＨＦＤ 组的 ＩＤＨ１、 ＩＤＨ２、

然后将培养板置于 ３７℃、 ５％ ＣＯ ２ 培养箱中培养ꎮ 细胞贴壁

ＯＧＤＨ、 ＳＣＳ、 ＳＤＨＡ、 ＦＨ、 ＭＤＨ２ 的蛋白表达水平均显 著
升高ꎬ 而 Ｈｉｇｈ 组的 ＣＳ、 ＩＤＨ１、 ＩＤＨ２、 ＳＤＨＡ、 ＦＨ、 ＭＤＨ２

后ꎬ 分别加入不同浓度的 ＤＨＡ 溶液 ( ０ꎬ １０ꎬ ２５ꎬ ５０ꎬ １００ꎬ

的蛋白表达水平均显著降低 ( 图 ２Ｃ、 ２Ｄ) ꎮ 上述结果表明ꎬ

２００ 和 ４００ μＭ)ꎬ 培 养 ２４ ｈꎮ 培 养 结 束 后ꎬ 将 ９６ 孔 板 中 的

ｎ－３ / ｎ－６ ＰＵＦＡ 比值升高可显著降低小鼠肝脏组织中 ＴＣＡ 相

ＤＨＡ 溶液吸出ꎬ 每孔中加入 １００ μＬ ＭＴＴ 溶液 (０.５ ｍｇ / ｍＬ)ꎬ
继续培养 １ ｈ 去掉 ＭＴＴ 溶液ꎬ 每孔中加入 ２００ μＬ ＤＭＳＯ 溶

关酶的蛋白表达ꎬ 使 ＴＣＡ 循环恢复到正常水平ꎮ

解细胞中的蓝紫色结晶ꎬ 用酶标仪在 ５５０ ｎｍ 处测量样品吸光

３. ＤＨＡ 缓解棕榈酸诱导的 ＨｅｐＧ２ 细胞胰岛素抵抗
为了探究 ＤＨＡ 是否可以缓解棕榈酸诱导的 ＨｅｐＧ２ 细胞胰

值ꎬ 计算得到细胞相对活力值ꎮ
２.３

Ｓｅａｈｏｒｓｅ 生物能量测定

根据实验室前期建立的方法

[９]

岛素抵抗ꎬ 我们用 ６００μＭ 棕榈酸与 ５０ μＭ ＤＨＡ 同时加入ꎬ 孵
ꎬ 将 ＨｅｐＧ２ 细胞浓度调整

育 ＨｅｐＧ２ 细胞 ２４ 小时ꎬ 再用无血清 Ｈ￣ＤＭＥＭ 饥饿 ４ ｈꎬ 然后

６３

加入 １７２ ｎＭ Ｉｎｓｕｌｉｎ 刺激 １５ ｍｉｎꎮ 结果如图 ３ 所示ꎬ ６００ μＭ 棕

孵育细胞后ꎬ ＡＫＴ 的 Ｓ４７３ 位点磷酸化水平显著升高ꎮ 这表明

榈酸组的 ｐ￣ＡＫＴ (Ｓ４７３) 表达水平显著性降低ꎬ 证明胰岛素

５０ μＭ ＤＨＡ 可以缓解由棕榈酸引起的 ＨｅｐＧ２ 细胞胰岛素信号

抵抗模型建立成功ꎮ 并且与棕榈酸组对比后ꎬ 发现 ５０ μＭ ＤＨＡ

通路损伤ꎮ

图１

ｎ－３ / ｎ－６ ＰＵＦＡ 比值对 Ｔ２Ｄ 相关指标的影响

( Ａ) 饲养 １２ 周后小鼠体重增加量ꎻ ( Ｂ) 小鼠附睾脂肪重量ꎻ ( Ｃ) 第 １２ 周ꎬ 小鼠在 ０ꎬ ３０ꎬ ６０ꎬ
１２０ ｍｉｎ 时间点所测得的血糖值ꎻ ( Ｄ) 小鼠空腹血清胰岛素水平ꎻ ｎ ＝ １０ꎬ ∗ ｐ<０.０５ꎬ ∗∗ ｐ<０.０１ꎮ

图２

ｎ－３ / ｎ－６ ＰＵＦＡ 比值对小鼠肝组织线粒体功能影响

( Ａ) 线粒体呼吸复合物Ⅰ－Ⅴ蛋白表达水平ꎻ ( Ｂ) 线粒体呼吸复合物Ⅰ－Ⅴ蛋白印记的统计学分
析ꎻ ( Ｃ) 三羧酸循环相关酶的蛋白表达水平ꎻ ( Ｄ) 三羧酸循环相关酶的蛋白表印记的统计学分
析ꎻ ｎ ＝ ５ꎬ ∗ ｐ<０.０５ꎬ ∗∗ ｐ<０.０１ꎮ

６４

图３

ＤＨＡ 对棕榈酸引起的 ＨｅｐＧ２ 细胞胰岛素信号通路损伤的影响

( Ａ) 胰岛素信号通路蛋白 ＡＫＴ、 ｐ￣ＡＫＴ 表达水平ꎻ ( Ｂ) ｐ￣ＡＫＴ / ＡＫＴ 蛋白印迹的统计学分析ꎮ ６００ μＭ ＰＡ
与 ５０ μＭ ＤＨＡ 同时加入处理 ＨｅｐＧ２ 细胞 ２４ 小时ꎬ 无血清 Ｈ￣ＤＭＥＭ 饥饿细胞 ４ ｈꎬ １７２ ｎＭ Ｉｎｓｕｌｉｎ 刺激 １５
ｍｉｎꎮ 各蛋白的表达以 ＧＡＰＤＨ 作为对照ꎮ ｎ ＝ ４ꎬ ∗∗ ｐ<０.０１ꎮ

以及质子漏显著下降ꎬ 但是给予 ５０ μＭ ＤＨＡ 干预后ꎬ 线粒体

４. ＤＨＡ 缓解棕榈酸导致的线粒体能量代谢异常

氧气消耗速率、 ＡＴＰ 合成潜力、 基础呼吸速率以及最大呼吸

为了探究 ＤＨＡ 对 ＨｅｐＧ２ 细胞线粒体功能的影响ꎬ 我们

速率可以得到显著性恢复ꎮ 相似地ꎬ ６００ μＭ 棕榈酸处理细胞

通过海马生物能量测定仪测定线粒体的呼吸耗氧情况与糖酵

会导致线粒体糖酵解能力显著下降ꎬ 加入 ＤＨＡ 后ꎬ 糖酵解能

解的能力ꎮ 分析实验结果发现ꎬ 如图所示 ( 图 ４Ａ 和 Ｂ) ꎬ 发

力也提升到正常水平 ( 图 ４Ｃ 和 Ｄ) ꎮ

现 ６００ μＭ 棕榈酸处理 ＨｅｐＧ２ 细胞会引起线粒体氧气消耗速
率 ( ＯＣＲ) 、 ＡＴＰ 合成潜力、 基础呼吸速率、 最大呼吸速率

图４

ＤＨＡ 对棕榈酸处理的 ＨｅｐＧ２ 细胞耗氧水平和糖酵解水平的影响

( Ａ) 细胞耗氧速率ꎻ ( Ｂ) 细胞耗氧速率统计图ꎻ ( Ｃ) 细胞非糖酵解产酸值ꎻ ( Ｄ) 细胞糖酵解能力统计图ꎮ
Ｃｏｎ: 含 １０％ ＦＢＳ 的 Ｈ￣ＤＭＥＭ 培养 ＨｅｐＧ２ 细胞ꎻ ＰＡ: ６００ μＭ ＰＡ 处理 ＨｅｐＧ２ 细胞 ２４ 小时ꎻ ＰＡ＋ＤＨＡ:
６００ μＭ ＰＡ 与 ５０ μＭ ＤＨＡ 同时干预 ＨｅｐＧ２ 细胞 ２４ 小时ꎮ ｎ ＝ ４ꎬ ∗ ｐ<０.０５ꎬ ∗∗ ｐ<０.０１ꎮ

６５

高ꎬ 并且在 ＤＨＡ 处理后ꎬ ＩＤＨ１、 ＩＤＨ２、 ＳＤＨＢ 以及 ＭＤＨ２ 蛋

５. ＤＨＡ 缓解棕榈酸引起的三羧酸循环相关酶的

白的表达可以恢复到正常水平ꎮ 分析转录水平结果 ( 图 ５Ｄ)ꎬ

ｍＲＮＡ 以及蛋白表达的升高

我们发现棕榈酸会上调 ＩＤＨ２、 ＯＧＤＨ 的 ｍＲＮＡ 水平ꎬ 而 ５０

我们进一步探讨在胰岛素抵抗细胞模型中ꎬ 不同浓度 ＤＨＡ

μＭ ＤＨＡ 干 预 后ꎬ ＣＳ、 ＩＤＨ２、 ＯＧＤＨ、 ＳＣＳ、 ＳＤＨＡ、

对三 羧酸 循环 的影 响ꎮ 如图 ５Ａ 所示ꎬ 在棕 榈酸 组 中ꎬ ＣＳ、

ＳＤＨＢ 以及 ＦＨ 的 ｍＲＮＡ 水平可以恢复至正常状态ꎮ

ＩＤＨ１、 ＩＤＨ２、 ＳＤＨＡ、 ＳＤＨＢ 以 及 ＭＤＨ２ 蛋白 水平 显著 性升

图５

ＤＨＡ 对棕榈酸处理的 ＨｅｐＧ２ 细胞三羧酸循环相关酶的蛋白表达及 ｍＲＮＡ 水平的影响

( Ａ) 三羧酸循环相关酶蛋白表达水平ꎻ ( Ｂ) ＳＣＳ、 ＳＤＨＡ、 ＳＤＨＢ、 ＦＨ 与 ＭＤＨ２ 蛋白印迹的统计学分析ꎻ
( Ｃ) ＣＳ、 ＡＣＯ２、 ＩＤＨ１、 ＩＤＨ２ 与 ＯＧＤＨ 蛋白印迹的统计学分析ꎻ ( Ｄ) 三羧酸循环相关酶的 ｍＲＮＡ 水
平ꎮ Ｃｏｎ: 含 １０％ ＦＢＳ 的 Ｈ￣ＤＭＥＭ 培 养 ＨｅｐＧ２ 细 胞ꎻ ＰＡ: ６００ μＭ ＰＡ 处 理 ＨｅｐＧ２ 细 胞ꎻ ＰＡ ＋
ＤＨＡ１０μＭ: ６００ μＭ ＰＡ 与 １０ μＭ ＤＨＡ 同时干预 ＨｅｐＧ２ 细胞ꎻ ＰＡ＋ＤＨＡ２５μＭ: ６００ μＭ ＰＡ 与 ２５ μＭ ＤＨＡ
同时干预 ＨｅｐＧ２ 细胞ꎻ ＰＡ＋ＤＨＡ５０μＭ: ６００ μＭ ＰＡ 与 ５０ μＭ ＤＨＡ 同时干预 ＨｅｐＧ２ 细胞ꎻ 五组均干预 ２４
小时ꎮ 各蛋白的表达以 ＧＡＰＤＨ 作为对照ꎬ ｎ ＝ ３ꎬ ∗ ｐ<０.０５ꎬ ∗∗ ｐ<０.０１ꎮ

讨

饮食和营养补充剂等带来的困扰ꎬ 成为良好的可控的研究模

论

型 [１０] ꎮ Ｍｉ￣Ｙｏｕｎｇ Ｓｏｎｇ 等同时用 ６０％高脂饲料喂食正常小鼠

为了探究膳食中不同 ｎ－３ / ｎ－６ ＰＵＦＡ 比值对高脂饮食诱

与 Ｆａｔ－１ 转基因小鼠 １０ 周ꎬ 发现在正常小鼠组的肝脏和脂肪

导 Ｔ２Ｄ 的预防效果极其分子机制ꎬ 本实验采用 ３ 种不同 ｎ－３ /

组织中ꎬ 均表现出葡萄糖耐受异常、 胰岛素抵抗、 脂质积累

ｎ－６ ＰＵＦＡ 比例的高脂饮食饲喂小鼠 １２ 周ꎮ 我们观察到 ｎ－３ /

和巨噬细胞浸润ꎬ 但这些 Ｔ２Ｄ 相关症状并未出现在 Ｆａｔ－１ 小

ｎ－６ ＰＵＦＡ 比值从低到高ꎬ 小鼠体重的增加量呈明显的下降趋

鼠体内 [１１] ꎮ 此外ꎬ 研究表明在 Ｆａｔ－１ 转基因小鼠胰岛内ꎬ 胰

势 ( 图 １Ａ) ꎮ 此外研究结果表明ꎬ 高 ｎ－３ / ｎ－６ ＰＵＦＡ 比例组

岛素分泌增 多ꎬ 增 强了 小鼠 对抗 胰岛 素抵 抗 的 能 力 [１２] ꎮ 但

小鼠的很多指标已恢复到正常水平ꎬ 如附睾脂肪重量、 葡萄

是ꎬ 摄入较多 ｎ－６ ＰＵＦＡ 效果则完全不同ꎬ 低比例组中的大

糖耐受、 空腹血清胰岛素水平等 ( 图 １Ｂ－Ｄ) ꎮ Ｆａｔ－１ 转基因

量指标与饱和脂肪酸组比较没有显著性 差异ꎮ Ｊａｎｉｎ Ｈｅｎｋｅｌ

小鼠可以将体内的 ｎ－６ ＰＵＦＡ 转化为 ｎ－３ ＰＵＦＡꎬ 避免了由

等用富含 ｎ－６ ＰＵＦＡ 的大豆油高脂饮食饲喂小鼠 ２０ 周ꎬ 会导

６６

致小鼠肝脏内线粒体损伤ꎬ 引起氧化应激ꎬ 并且会造成非酒

那么 ｎ－３ / ｎ－６ ＰＵＦＡ 比值是如何调节 ＴＣＡ 循环? 我们研

ꎮ 综上ꎬ 结合我们研究结果ꎬ 无论是短期还是

究 发 现ꎬ ＤＨＡ 同 时 干 预 ＨｅｐＧ２ 细 胞 后ꎬ ｐ￣ＧＳＫ３β、 ｐ￣

长期作用ꎬ 增加膳食中的 ｎ－３ / ｎ－６ ＰＵＦＡ 比例ꎬ 可以有效的

ｍＴＯＲ、 Ｒａｐｔｏｒ 的表达 可以 恢复 到正 常水 平ꎬ 且 组间 ｐ￣４Ｅ￣

预防 Ｔ２Ｄ 的发生ꎮ

ＢＰ１ 也没有显著性差异 [１６] ꎮ 最近的研究表明ꎬ 在体外和体内

精性脂肪肝

[１３]

ＴＣＡ 循环是脂肪氧化的末端ꎬ 是呼吸电子的主要来源ꎮ

的成熟神经元细胞中ꎬ ＧＳＫ３β 对 ｍＴＯＲＣ１ 和 ｍＴＯＲＣ２ 的活

Ｈ２ / Ｃ１３ 示踪法显示ꎬ 高脂饮食促进小鼠肝脏 ＴＣＡ 循环流量ꎬ

性有正向的调节作用 [１９] ꎮ 研究表明ꎬ ｍＴＯＲＣ１ 活性直接调节

增加电子沉积到一个低效的呼吸链中ꎬ 容易产生活性氧ꎬ 并

ＴＣＡ 循环 [２０] ꎮ 我们前期研究发现ꎬ ｎ－３ / ｎ－６ ＰＵＦＡ 比值是激

促进糖异生ꎬ 而导致线粒体功能障碍ꎬ 进而发展为胰岛素抵

活 ｍＴＯＲＣ 信号通路的关键 [６] ꎮ ｎ－３ / ｎ－６ ＰＵＦＡ 比值升高可

ꎮ 相似地ꎬ 我们发现在高脂饮食组小鼠肝脏组

以抑制 ｐ￣ｍＴＯＲ 和 Ｒａｐｔｏｒ 的表达ꎬ 进而抑制肝组织中 ＴＣＡ

织中ꎬ ＴＣＡ 循环部分关键酶的蛋白以及转录水平升高ꎬ 随着

循环相 关 酶 ｍＲＮＡ 以 及 蛋 白 水 平ꎬ 并 且 通 过 调 节 ＰＰＡＲα、

ｎ－ ３ / ｎ － ６ ＰＵＦＡ 比值的升高可以使其恢复到正常水平 ( 图

ＰＰＡＲγ、 ＳＲＥＢＰ￣１ｃ、 ＦＡＳ、 ｐ￣ＡＣＣ / ＡＣＣ１ 和 ｐ￣ＡＣＣ / ＡＣＣ２ꎬ

２) ꎮ Ａｎｄｒｅｗ Ｖｉｎｃｅｎｔ 等对 １５ 名健康或肥胖ꎬ 年龄在 ２４ － ７０

抑制肝脏脂质生成和脂肪酸合成 [６] ꎮ ｎ－３ / ｎ－６ ＰＵＦＡ 比值还

岁之间的人群进行随机交叉试验中ꎬ 用 ＧＣ￣ＭＳ 代谢组学对空

可以调节 ＥＴＣ 和 ＴＣＡ 循环 途径ꎬ 增加 线粒 体复 合物 Ｉ、 ＩＩ、

腹血清代谢物进行分析ꎬ 发现鲱鱼饮食减少了血液中柠檬酸

ＩＩＩ、 ＩＶ 和 Ｖ 的活 性ꎮ 同 时ꎬ ｎ － ３ / ｎ － ６ ＰＵＦＡ 比 值 升 高 上 调

盐、 延胡索酸盐、 富马酸盐、 异柠檬酸盐、 乙醇酸盐和草酸

ＰＧＣ￣１α 表达ꎬ 促进线粒体生物合成ꎬ 并且提高 ＨＯ￣１ 表达ꎬ

盐等含量ꎬ 增加了天冬酰胺、 鸟氨酸、 谷氨酰胺和己糖胺葡

减轻氧化损伤ꎬ 改善线粒体功能 [１６] ꎮ 结合前人与我们的研究

抗和脂肪肝

萄糖含量

[１４]

[１５]

ꎮ 同样ꎬ 我们也发现 ｎ－３ / ｎ－６ ＰＵＦＡ 高比例组小

结果ꎬ 我们推测增加膳食中的 ｎ－３ / ｎ－６ ＰＵＦＡ 比值可能通过

鼠肝脏中的富马酸含量减少 [６] ꎮ

抑制 ｍＴＯＲＣ１ 信号通路ꎬ 同时改善由高脂导致的 ＴＣＡ 循环

为了进一步明确 ｎ－３ ＰＵＦＡ 对 ＴＣＡ 循环的影响ꎬ 我们选

稳态的失衡ꎬ 影响线粒体的功能ꎬ 从而缓解代谢综合征ꎬ 但

择了 ｎ－ ３ ＰＵＦＡ 中 具 有 重 要 生 物 活 性 的 二 十 二 碳 六 烯 酸

其分子机制还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探讨ꎮ

( ＤＨＡ) 进行体外细胞实验ꎮ 首先利用 ＭＴＴ 方法测定了不同

结

浓度 ＤＨＡ 对细胞活力的影响ꎬ 探究 ＤＨＡ 是否对 ＨｅｐＧ２ 细胞
有毒性ꎬ 结果显示ꎬ 当 ＤＨＡ 浓度大于 １００ μＭ 时会显著性减

论
为了探讨相 同卡 路里 饮食 时ꎬ 增 加 膳 食 中 的 ｎ － ３ / ｎ － ６

低 ＨｅｐＧ２ 细胞活力ꎬ 对细胞造成损伤ꎬ 所以细胞实验中 ＤＨＡ

ＰＵＦＡ 比值对 Ｔ２Ｄ 的预防作用ꎬ 以及 ＴＣＡ 循环在其中的调控

的浓度为 ５０ μＭ [１６] ꎮ 此外ꎬ 根据团队前期研究基础ꎬ 本实验

作用ꎬ 我们设计了相应的体内和体外 实验ꎮ 体内 实验 表明ꎬ

采用 ＰＡ 构建 ＨｅｐＧ２ 细胞胰岛素抵抗模型模ꎬ 拟高脂饮食诱

增加膳食中的 ｎ－３ / ｎ－６ ＰＵＦＡ 比值可以显著减轻高脂饮食诱

导的 Ｔ２Ｄ 小 鼠模 型ꎬ 同 时再 用 ＤＨＡ 进 行 干 预ꎮ 结 果 发 现ꎬ

导的小鼠体重增加ꎬ 小鼠口服糖耐量异常和血清胰岛素水平ꎬ

加入胰岛素刺激后ꎬ 相比 ＰＡ 组ꎬ ５０ μＭ ＤＨＡ 可以显著性提

且增加膳食中的 ｎ－３ / ｎ－６ ＰＵＦＡ 比值主要通过提高 ＴＣＡ 稳态

高 ｐ￣ＡＫＴ ( Ｓ４７３) 的表达ꎬ 证明在 ＨｅｐＧ２ 细胞中ꎬ ＤＨＡ 可

预防 Ｔ２Ｄ 的发生ꎮ 体外实验表明ꎬ ＤＨＡ 改善 ＰＡ 诱导的 ＴＣＡ

以改善由 ＰＡ 引起的胰岛素信号通路损伤 ( 图 ３) ꎮ 相似的ꎬ

循环失衡ꎬ 增加线粒体氧气消耗速率、 ＡＴＰ 合成潜力、 基础

研究发现在 Ｃ２Ｃ１２ 肌管细胞中ꎬ ３０ μＭ ＤＨＡ 可以预防由 ＰＡ
造成的胰岛素抵抗ꎬ 并降低 ＩＬ￣６ 以及 ＴＮＦ￣α 的 ｍＲＮＡ 水平ꎬ

呼吸速率以及最大呼吸速率ꎬ 并且糖酵解能力也提高到正常

抑制 ＪＮＫ 和 ｐ － ３８ 的 磷酸 化ꎬ 对 炎症 也有 预防 作用 [１５] ꎮ 另

水平ꎮ

外ꎬ 我们研究发现 ５０ μＭ ＤＨＡ 可以改善由 ＰＡ 造成的线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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檀香籽油对高脂高糖饮食大鼠胰岛素抵抗的预
防作用及机制研究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Ｓａｎｄａｌｗｏｏｄ Ｓｅｅｄ Ｏｉｌ ｏｎ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Ｒａｔ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Ｆａｔ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Ｓｕｇａｒ Ｄｉｅｔ
高

翔

张慧君

李

铎

青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健康研究院ꎬ 青岛 ２６６０７１

摘要:

炎症信号通路以及调节肠道菌群的组成有关ꎮ

目的: 采用高脂高糖饮食饲喂建立胰岛素抵抗 (ＩＲ) 大鼠

关键词: 檀香籽油ꎻ 大鼠ꎻ 胰岛素抵抗ꎻ 炎症ꎻ 肠道菌群

模型ꎬ 通过与葵花籽油 (ＳＯ)、 鱼油 (ＦＯ) 和亚麻籽油 ( ＬＯ)
比较ꎬ 探究檀香籽油 (ＳＳＯ) 对 ＩＲ 的预作用及潜在机制ꎮ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机分为正常 对 照 组 ( Ｎ) 、 ＳＳＯ 组、 ＦＯ 组、 ＳＯ 组 和 ＬＯ 组ꎮ

Ｔｈｅ ａｉｍ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 ｗａｓ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ｎｄ

方法: ５０ 只 Ｓｐｒａｇｕｅ￣Ｄａｗｌｅｙ 大鼠适应性喂养一周后ꎬ 随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正常对照组饲喂 ＡＩＮ￣９３Ｇ 饲料 ( 含 ６４％ 碳水化合物、 ２０％ 蛋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ｓａｎｄａｌｗｏｏｄ ｓｅｅｄ ｏｉｌ ( ＳＳＯ) ｏｎ ｈｉｇｈ￣ｆａｔ /

饲料含有 ２７％ 的 蔗 糖 和 １５％ 的 猪 油) ꎬ 其 中 含 ７％ 的 ＳＳＯ、

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ｆｉｓｈ ｏｉｌ ( ＦＯ ) ꎬ 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 ｏｉｌ ( ＳＯ ) ａｎｄ ｌｉｎｓｅｅｄ ｏｉｌ

白质和 ７％脂肪) ꎮ 另外四组分别喂食高脂高糖饲料 ( ＨＦＨＳꎬ

ｈｉｇｈ￣ｓｕｃｒｏｓｅ ( ＨＦＨＳ) ｄｉｅｔ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 ＩＲ) ｃｏｍ￣

ＦＯ、 ＳＯ 或 ＬＯꎮ 喂食 １１ 周后进行口服葡萄糖耐受实验和胰岛

( ＬＯ) .

素耐受实验ꎮ 喂养 １２ 周ꎬ 收集粪便ꎬ 禁食 １２ 小时后处死大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ｉｆｔｙ ｍａｌｅ Ｓｐｒａｇｕｅ￣Ｄａｗｌｅｙ ｒａｔｓ ｗｅｒｅ ｇｉｖｅｎ ｆｒｅｅ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ｗａｔｅｒ

鼠ꎬ 采集血液并收集肝脏等组织ꎮ

结果: 与 ＳＯ 组相比ꎬ ＳＳＯ、 ＦＯ 和 ＬＯ 组显著降低 ＨＦＨ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ｉｅｔ. Ａｆｔｅｒ ｏｎｅ ｗｅｅｋ ｏｆ ａｄａｐ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ꎬ ｔｈｅ ｒａｔｓ ｗｅｒｅ

０.０５) ꎬ 增强葡萄糖耐受性并提高胰岛素敏感性ꎮ 与 ＳＯ 组相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 Ｎ ) ꎬ ＳＳＯ ｇｒｏｕｐꎬ ＦＯ ｇｒｏｕｐꎬ ＳＯ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ＬＯ

ｒａｎｄｏｍｌｙ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ｆｉｖｅ ｇｒｏｕｐｓ ( ｎ ＝ １０) : ｎｏｒｍａｌ

喂养大鼠空腹血糖、 血清胰岛素浓度和 ＨＯＭＡ￣ＩＲ 水平 ( ｐ <

比ꎬ ＳＳＯ、 ＦＯ 和 ＬＯ 组 显 著 增 加 肝 脏 组 织 中 ＰＩ３Ｋ、 ＡＫＴ、 ｐ￣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ｄｉｅｔ ｗａｓ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ＩＮ￣９３Ｇ. Ｔｈｅ

ＡＫＴ 的蛋白 表 达 量 ( ｐ < ０. ０５)ꎬ 降 低 ｐ￣ＩＲＳ、 ＮＦ￣κＢ、 ｐ￣ＪＮＫ、

Ｎ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ｆｅｄ ａ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ｉｅｔ (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６４％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ꎬ

ＩＬ￣１β 蛋白表达量 ( ｐ < ０.０５)ꎬ 并降低血清中促炎性细胞因子

２０％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ａｎｄ ７％ ｆａｔ) .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ｆｏｕｒ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ｅｒｅ ｆｅｄ ａ ＨＦＨＳ￣

显著改善大鼠肠道菌群的结构ꎬ 降低厚壁菌门 ( Ｆｉｒｍｉｃｕｔｅｓ) /

ＳＳＯꎬ ＦＯꎬ ＳＯ ｏｒ ＬＯ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ｆｔｅｒ １１ ｗｅｅｋｓ ｆｅｅｄｉｎｇꎬ ｔｈｅ ｏ￣

ＩＬ￣１β、 ＩＬ￣６、 ＴＮＦ￣α 的 浓 度ꎮ 与 ＳＯ 组 相 比ꎬ ＳＳＯ、 ＦＯ 和 ＬＯ

ｄｉｅｔ (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２７％ ｓｕｃｒｏｓｅ ａｎｄ １５％ ｌａｒｄ) ｔｈａｔ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７％ ｏｆ

拟杆菌门 ( Ｂａｃｔｅｒｏｉｄｅｔｅ) 的比值 ( Ｆ / Ｂ) 以及放线菌门 ( Ａｃｔｉ￣

ｒａｌ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ｔｅｓｔ ａｎｄ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ｔｅｓｔ ｗｅｒ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的相对丰度ꎮ 在属水平上ꎬ ＳＳＯ 相对于 ＳＯ 组ꎬ 粪

Ａｆｔｅｒ １２ ｗｅｅｋｓ ｆｅｅｄｉｎｇꎬ ｔｈｅ ｆｅｃｅ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ａｌｌ ｔｈｅ ｒａｔｓ ｗｅｒｅ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ｄ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１２ ｈｏｕｒｓ ｆａｓ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

便有益菌属 Ｏｓｃｉｌｌｏｓｐｉｒａ、 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ｕｍ、 Ｔｕｒｉｃｉｂａｃｔｅｒ、 Ｒｕｍｉｎｏｃｏｃｃｕｓ

ｂｌｏｏｄ ａｎｄ ｔｉｓｓｕｅｓ.

和 Ｃｏｐｒｏｃｏｃｃｕｓ 丰富增加ꎬ 而有害菌属 Ｃｏｌｌｉｎｓｅｌｌａ 含量显著降低ꎮ
结论: ＳＳＯ 对 ＨＦＨＳ 诱导的 ＩＲ 具有预防作用ꎬ 其作用机

Ｒｅｓｕｌｔｓ

制可能与改善 ＰＩ３Ｋ / ＡＫＴ 胰岛素信号通路、 抑制 ＪＮＫ / ＮＦ￣κＢ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Ｏ ｇｒｏｕｐꎬ ＳＳＯꎬ ＦＯ ａｎｄ Ｌ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

作者简介: 高翔为青岛大学公卫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博士后ꎬ 导师为李铎教授ꎬ 研究方向为食品营养ꎬ 主要关注天然产物ꎬ 如功能性油
脂等对代谢综合征的改善作用及机制ꎮ
作者 Ｅ￣ｍａｉｌ: ｇａｏｘｉａｎｇ＠ ｑｄｕ.ｅｄｕ.ｃｎ

６９

ｃａｎｔ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ｆａｓｔ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ｇｌｕｃｏｓｅꎬ ｓｅｒｕｍ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ａｎｄ

调是导致机体 ＩＲ 的重要原因ꎮ 在 ＩＲ 的患者当中ꎬ 肠道微生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Ｏ ｇｒｏｕｐꎬ ｔｈｅ

的无菌小鼠会发生慢性炎症及 ＩＲ [８] ꎮ

ｉｎ ＳＳＯꎬ ＦＯ ａｎｄ Ｌ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 ｐ <

澳洲檀木多生长于澳大利亚干旱的西南部ꎬ 生长 ３ 至 ４ 年开

ｗｅｒｅ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ｒｏ￣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

总重的 ２８％ 左 右) 重 １ 至 ５ 克ꎬ 干燥 种子 中含 有 约 ５０％ －

ａｎｄ Ｌ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ＳＯ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Ｏ ｇｒｏｕｐꎬ ＳＳＯꎬ

( ＸＭＹＡ) ꎬ 它是一种含有一个三键和一个双键 ( 两个不饱和

( Ｆ / Ｂ) ａｎｄ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Ａｃｔｉ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ｐｈｙｌｕｍ ｉｎ ｆｅｃｅｓ. Ｉｎ ｇｅｎｕｓ ｌｅｖ￣

明ꎬ ＳＳＯ 可调节体内 ｎ － ３ 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 ( ｎ － ３ ＰＵ￣

Ｔｕｒｉｃｉｂａｃｔｅｒꎬ Ｒｕｍｉｎｏｃｏｃｃｕｓ ａｎｄ Ｃｏｐｒｏｃｏｃｃｕｓ ｗｅｒｅ ｍｏｒ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ｔꎬ

道 ＳＳＯ 是否对 ＩＲ 具有调节作用ꎮ 因此ꎬ 本研究采用高脂高

ｔｈｅ ＳＳＯ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ＳＯ ｇｒｏｕｐ.

制 [１２ꎬ１３] ꎮ 研究结果将为营养预防 ＩＲ 以及 ＳＳＯ 作为预防 ２ 型

ＨＯＭＡ￣ＩＲ ｏｆ ｔｈｅ ＨＦＨＳ￣ｆｅｄ ｒａｔｓ ( ｐ<０.０５) ꎬ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ｇｌｕｃｏｓｅ

物组成发生了显著变化 [７] ꎮ 此外ꎬ 移植了肥胖小鼠肠道菌群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ＰＩ３Ｋꎬ ＡＫＴ ａｎｄ ｐ￣Ａｋｔ ｉｎ ｌｉｖｅｒ ｔｉｓｓｕｅｓ

檀香籽油 ( ＳＳＯ) 是从澳洲檀木所结种子中提取的油脂ꎮ

０.０５) ꎬ ａｎｄ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Ｐ￣ＩＲＳꎬ ＮＦ￣κＢꎬ Ｐ￣ＪＮＫꎬ ＩＬ￣１β ａｎｄ ＩＬ￣６

始结果ꎬ 每年 ９ 至 １１ 月份果实 ( 种子) 成熟ꎮ 种子 ( 外壳占

ＩＬ￣１βꎬ ＩＬ￣６ ａｎｄ ＴＮＦ￣α ｉｎ ｓｅｒｕｍ ｗｅｒｅ ａｌｓｏ ｌ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ＳＳＯꎬ ＦＯ

６０％的 ＳＳＯ [９ꎬ１０] ꎮ ＳＳＯ 中 含 有 约 ３３％ － ３５％ 的 西 门 木 炔 酸

ＦＯ ａｎｄ Ｌ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ｈａｄ ｌｏｗｅｒ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Ｆｉｒｍｉｃｕｔｅｓ ｔｏ Ｂａｃｔｅｒｏｉｄｅｔｅｓ

键间隔一个单键) 的十八碳多不饱和脂肪酸 [１１] ꎮ 前期研究表

ｅｌꎬ ｔｈｅ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ꎬ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Ｏｓｃｉｌｌｏｓｐｉｒａꎬ 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ｕｍꎬ

ＦＡ) 的合成ꎬ 并具有明显的抗炎活性 [１０] ꎮ 目前ꎬ 尚无研究报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ꎬ ｌｉｋｅ Ｃｏｌｌｉｎｓｅｌｌａ ｗａｓ ｌｅｓｓ ａｂｕｎｄａｎｔ ｉｎ

糖饮食 构 建 大 鼠 模 型ꎬ 评 价 ＳＳＯ 对 ＩＲ 的 改 善 作 用 及 机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糖尿病等慢病风险的功能食品的开发提供理论依据ꎮ

Ｏｕｒ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ＳＳＯ ａｍｅｌｉｏｒａｔｅｄ ＩＲꎬ

方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ｗｅｒ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ＰＩ３Ｋ /

ＡＫＴ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ｗａｙꎬ ｉｎｈｉｂｉｔｅｄ ｔｈｅ ＪＮＫ / ＮＦ￣κＢ ｉｎｆｌａｍ￣

法
本研究 获 得 青 岛 大 学 附 属 医 院 动 物 伦 理 委 员 会 批 准

ｍａｔｏｒｙ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ａｎｄ ｍｏｄｕｌ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ｕｔ ｍｉ￣

( ＱＹＦＹＷＺＬＬ２５５４７) ꎮ ５０ 只 ６ 周龄 ＳＰＦ 级 Ｓｐｒａｇｕｅ￣Ｄａｗｌｅｙ

ｃｒｏｂｉｏｔａ.

雄性大鼠ꎬ 购自济南朋悦实验动物繁育有限公司 ( 实验动物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ａｎｄａｌｗｏｏｄ ｓｅｅｄ ｏｉｌꎻ ｒａｔｓꎻ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ꎻ

使用许可证: ＳＣＸＫ ( 鲁) ２０１９０００３) ꎮ 大鼠饲养于青岛大学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ꎻ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

实验动物中心ꎬ 动物房室内温度 ２２ ±１℃ꎬ 湿度 ５０％±５％ 以
及每天保持 １２ 小时的昼夜循环ꎮ 将大鼠在动物房内适应性喂

简

养一周ꎬ 然后随机将 ５０ 只大鼠分成正常对照 ( Ｎꎬ ｎ ＝ １０) 、

介

檀香籽油组 ( ＳＳＯꎬ ｎ ＝ １０) 、 鱼油组 ( ＦＯꎬ ｎ ＝ １０) 、 葵花籽

胰岛素抵抗 (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ꎬ ＩＲ) 是肝脏、 脂肪、 肌

油组 ( ＳＯꎬ ｎ ＝ １０) 和亚麻籽油组 ( ＬＯꎬ ｎ ＝ １０) ꎮ 正常对照

肉等胰岛素依赖组织对胰岛素敏感性下降而导致血糖升高的

组饲喂 ＡＩＮ￣９３Ｇ 饲料 ( 含 ６４％ 碳 水化 合物、 ２０％ 蛋 白 质 和

ꎮ ＩＲ 与许多代谢紊乱密切有关ꎬ 如 ２

７％脂肪) ꎮ 另外四组分别喂食高脂高糖饲料 ( 饲料含有 ２７％

型糖尿病 ( Ｔ２Ｄ) 、 代谢综合征、 脂肪肝等ꎮ 虽然 ＩＲ 的准确

的蔗糖和 １５％猪油) ꎬ 其中含 ７％ ＳＳＯ、 ＦＯ、 ＳＯ 或 ＬＯꎮ 试

机制尚不清 楚ꎬ 但 磷脂 酰肌 醇 ３ －激 酶 / 蛋 白激 酶 Ｂ ( ＰＩ３Ｋ /

验日粮的组成见表 １ꎮ 采用气相色谱 ( ＧＣ) 测定膳食油脂的

ＡＫＴ) 胰岛素 信 号 通 路 的 阻 断 被 认 为 是 ＩＲ３ 的 主 要 触 发 因

脂肪酸组成ꎬ 结果如表 ２ 所示ꎮ

一种复杂的病理状态

[１]

ꎮ 此外ꎬ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ꎬ ＩＲ 与一种慢性低度炎症

喂食 １１ 周后进行口服葡萄糖耐受实验和胰岛素耐受实

ꎮ 慢性低度

验ꎮ 喂养 １２ 周后ꎬ 收集大鼠粪便ꎬ 采用 １６Ｓ ｒＲＮＡ 基因测序

炎症的特征是外周组织中 ｃ￣Ｊｕｎ Ｎ 端激酶 ( ＪＮＫ) 和核因子

技术检测各组粪便样品的粪便微生物群ꎮ 随后ꎬ 断食 １２ 小时

κ ｂ ( ＮＦ￣κＢ) 炎症信号通路的激活ꎬ 导致多种促炎细胞因子

后处死大鼠ꎬ 采集血液ꎬ ４℃离心机中 ３０００ 转离心 １０ 分钟分

的分泌ꎬ 如肿瘤 坏死 因子￣α ( ＴＮＦ￣α) 、 白细 胞介 素 １β ( ＩＬ￣

离血清ꎮ 收集新鲜组织ꎬ 迅速冷冻在液氮中ꎬ 并在－８０℃冰箱

１β) 和白细胞介素 ６ ( ＩＬ￣６)

中保存以供进一步分析ꎮ

素

[２ꎬ３]

状态有关ꎬ 而此炎症状态是 ＩＲ 发生发展的关键

[５]

[４]

ꎮ 这些促炎细胞因子可直接阻

断 ＰＩ３Ｋ / ＡＫＴ 胰岛素信号通路的转导ꎬ 诱导 ＩＲꎮ 肠道菌群是

采用自动 分 析 仪 测 定 空 腹 血 糖 ( ＦＢＧ) 的 浓 度ꎮ 采 用

一个复杂而动态的生态系统ꎬ 在肠道的正常功能和宿主的健

ＥＬＩＳＡ 试剂盒 测 定 空 腹 血 清 胰 岛 素 ( ＦＩＮＳ ) 、 游 离 脂 肪 酸

ꎮ 最新研究表明ꎬ 肠道菌群的失

( ＦＦＡ) 、 ＩＬ￣１β、 ＴＮＦ￣α、 ＩＬ￣６ 的浓度ꎮ 计算稳态模型评估－胰

康维护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６]

７０

岛素抵抗 ( ＨＯＭＡ￣ＩＲ) : ＨＯＭＡ￣ＩＲ ＝ ＦＢＧ×ＦＩＮＳ / ２２.５ꎮ 采用

统计学分析选用 ＳＰＳＳ １８.０ 软件ꎬ 以均数±标准差表示ꎬ
不同组之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ꎬ 方差齐时用 Ｔｕｋｅｙ 检

气相色谱法分析血清中的脂肪酸组成ꎮ

验ꎬ 方差不齐用Ｔａｍｈａｎｅ’ ｓ Ｔ２ ( Ｍ) 校正检验ꎮ 将 ｐ<０.０５ 视

提取肝脏组织总蛋白ꎬ 采用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方法检测 β￣ａｃ￣
ｔｉｎ、 ｐ￣ＪＮＫ、 ＮＦ￣κＢ、 ＴＮＦ￣α、 ＩＬ￣１β、 ＩＲＳ１、 ｐ￣ＩＲＳ、 ＰＩ３Ｋ、

为不同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ꎮ

ＡＫＴ、 ｐ￣ＡＫＴ 表达量ꎮ

表１

各组大鼠实验日粮组成

Ｎ

ＳＳＯ

ＦＯ

ＬＯ

ＳＯ

酪蛋白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玉米淀粉

３９.７４

７.７４

７.７４

７.７４

７.７４

蔗糖

１０.００

２７.００

２７.００

２７.００

２７.００

豆油

７.００

－

－

－

－

檀香籽油

－

７.００

－

－

－

鱼油

－

－

７.００

－

－

葵花籽油

－

－

－

－

７.００

亚麻籽油

－

－

－

７.００

－

猪油

－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混合维生素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混合矿物质

３.５０

３.５０

３.５０

３.５０

３.５０

纤维素

５.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０

麦芽糊精

１３.２０

１３.２０

１３.２０

１３.２０

１３.２０

重酒石酸胆碱

０.２５

０.２５

０.２５

０.２５

０.２５

Ｌ￣胱氨酸

０.３０

０.３０

０.３０

０.３０

０.３０

Ｔ￣对苯二酚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注: Ｎꎬ 正常对照组ꎻ ＳＳＯꎬ 檀香籽油组ꎻ ＦＯꎬ 鱼油组ꎻ ＳＯꎬ 葵花籽油组ꎻ ＬＯꎬ 亚麻籽油组ꎻ －ꎬ 表示没有对应的成分ꎮ

表２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 ％)

膳食油脂的脂肪酸组成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ｏｉｌ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ａ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ＳＳＯ

ＦＯ

ＬＯ

ＳＯ

１４ ∶ ０

０.２０

１２.５３

０.２３

０.０６

１６ ∶ ０

１０.５７

３４.７３

１０.６９

１５.０８

１６ ∶ １

０.９０

０.２６

ＮＤ

ＮＤ

１８ ∶ ０

２.２４

８.４７

６.８３

２.４７

１８ ∶ １ｎ－９

４５.６６

７.３３

１６.９４

２３.０１

１８ ∶ ２ｎ－６

５.０３

４.４９

１３.２８

５４.０２

１８ ∶ ３ｎ－６

ＮＤ

４.２３

３.１８

４.１０

１８ ∶ ３ｎ－３

２.４５

ＮＤ

４８.８５

０.９８

２０ ∶ １ｎ－９

ＮＤ

０.４２

ＮＤ

０.２８

ＸＭＹＡ

３２.９５

ＮＤ

ＮＤ

ＮＤ

Ｃ２０ ∶ ５ｎ－３

ＮＤ

１４.０７

ＮＤ

ＮＤ

Ｃ２２ ∶ ６ｎ－３

ＮＤ

１３.４７

ＮＤ

ＮＤ

注: ＸＭＹＡꎬ 西门木炔酸ꎻ ＮＤ 表示未检出ꎮ

７１

结

显著升高 ( ｐ<０.０５) ꎮ 与 ＳＯ 相比ꎬ ＳＳＯ、 ＦＯ、 ＬＯ 显著降低

果

ＨＯＭＡ￣ＩＲ 指数和血清 ＦＢＧ、 ＦＦＡ、 ＴＮＦ￣α、 ＩＬ￣６ 和 ＩＬ￣１β 浓
度 ( ｐ<０.０５) ꎮ

ＳＳＯ 对生长参数的影响

ＳＳＯ 对血清脂肪酸组成的影响

如表 ３ 所示ꎬ ＨＦＨＳ 组 ( ＳＳＯ 组、 ＦＯ 组、 ＬＯ 组和 ＳＯ
组) 大鼠 体 重 增 加 量 及 内 脏 脂 肪 重 量 显 著 高 于 Ｎ 组 ( ｐ <

摄食不 同 油 脂 显 著 改 变 大 鼠 血 清 脂 肪 酸 组 成 ( 表 ４) ꎮ

０.０５) ꎮ ＳＳＯ、 ＦＯ 和 ＬＯ 组脂肪组织重量明显低于 ＳＯ 组 ( ｐ

ＨＦＨＳ 喂养的大鼠血清中 Ｃ１８ ∶ ０ 的含量明显高于 Ｎ 组ꎮ ＳＯ

<０.０５) ꎮ 各组间肝脏重量和摄食量并无显著差异ꎮ

组和 ＦＯ 组总饱和脂肪酸 ( ＳＦＡ) 水平显著高 于 ＳＳＯ、 ＬＯ

为了评价 ＳＳＯ 对 ＩＲ 的影响ꎬ 我们进行了 ＯＧＴＴ 和 ＩＴＴ

和 Ｎ 组ꎮ ＳＳＯ 组的大 鼠血 清中 Ｃ１８ ∶ １ｎ － ９ 和 西 门 木 炔 酸

实验ꎮ 结果如图 １.Ａ－Ｄ 所示ꎬ 与 Ｎ 组相比ꎬ ＨＦＨＳ 组大鼠的

( ＸＭＹＡ) 含量明显高于其他组 ( Ｐ<０.０５) ꎮ 与 Ｎ 组、 ＳＯ 组

糖耐量明显受损、 胰岛素敏感性下降ꎮ 但是ꎬ 与 ＳＯ 组相比ꎬ

和 ＳＳＯ 组相比ꎬ 补充 ＦＯ 和 ＬＯ 可显著升高血清 ｎ－３ ＰＵＦＡ

ＳＳＯ、 ＦＯ 和 ＬＯ 组大鼠 ＯＧＴＴ 和 ＩＴＴ 的曲线下面积显著降低

水平ꎬ 具体体 现在 补充 ＦＯ 显著 升高 Ｃ２０ ∶ ５ｎ － ３ ( ＥＰＡ) 、

( ｐ<０.０５) ꎬ 表明 ＦＯ、 ＬＯ 和 ＳＳＯ 均可显著改善大鼠口服葡

Ｃ２２ ∶ ６ｎ－３ ( ＤＨＡ) 水平以及补充 ＬＯ 显著升高 Ｃ１８ ∶ ３ｎ－３

萄糖耐量和胰岛素敏感性ꎮ 此外ꎬ 血清生化指标结果分析显

水平 ( ｐ < ０.０５) ꎮ ＳＯ 组和 Ｎ 组 Ｃ１８ ∶ ２ｎ － ６ 水平显著高 于

示 ( 表 ３) ꎬ 与 Ｎ 组相比ꎬ ＳＯ 组胰岛素抵抗指数 ＨＯＭＡ￣ＩＲ

ＳＳＯ 组、 ＬＯ 组和 ＦＯ 组ꎮ 与 ＳＯ 组和 Ｎ 组相比ꎬ ＳＳＯ 组血

指数和血 清 ＦＢＧ、 ＦＩＮＳ、 ＦＦＡ、 ＴＮＦ￣α、 ＩＬ￣６ 和 ＩＬ￣１β 水 平

清 ｎ－３ ＰＵＦＡꎬ 特别是 ＤＨＡ 水平也明显升高 ( ｐ<０.０５) ꎮ

表３

ＳＳＯ 对大鼠生长及 ＩＲ 相关指标的影响

Ｎ

ＳＳＯ

ＦＯ

ＬＯ

ＳＯ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ｂｏｄｙ ｗｅｉｇｈｔ ( ｇ)

３１９.３±２２.９

３１９.９±２８.４

３１９.８±２６.９

３１８.９±２４.１

３１８.８±２８.８

Ｂｏｄｙ ｗｅｉｇｈｔ ｇａｉｎ ( ｇ)

１５３.５±３５.８ ａ

２２０.４±２７.７ ｂ

２１３.５±４９.２ ｂ

２１２.４±２５.０ ｂ

２１１.１±３５.０ ｂ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ｉｎｔａｋｅ ( ｇ / ｄａｙ)

２０.４±１.１

１８.３±０.８

１８.８±０.８

１８.０±１.０

１８.３±０.９

Ｌｉｖｅｒ ｗｅｉｇｈｔ ( ｇ)

１１.３±１.７

１２.８±１.４

１２.８±１.６

１２.０±１.６

１２.８±２.０

ａ

ｂ

ｃ

ｃ

２１.８±４.３ 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Ｖｉｓｃｅｒａｌ ａｄｉｐｏｓｅ ( ｇ)

１４.５±３.９

２８.６±４.６

２３.０±５.８

２１.１±４.５

Ｓｅｒｕｍ
ＦＢＧ ( ｍｍｏｌ / Ｌ)

４.９±０.８ ａ

９.０±０.７ ｂ

７.４±１.０ ｃ

６.７±０.７ ｃ

７.１±１.２ ｃ

ＦＩＮＳ ( ｍＵ / Ｌ)

１５.２±４.８ ａ

２７.９±７.１ ｂ

２１.６±５.１ ａｂ

２１.８±４.２ ａｂ

２２.０±５.３ ａｂ

ＨＯＭＡ￣ＩＲ

４.０±１.３ ａ

１０.３±２.２ ｂ

７.４±２.１ ｃ

６.５±１.５ ｃ

５.９０±１.８ ｃ

ＩＬ￣１β ( ｐｇ / ｍＬ)

９.６±３.９ ａ

３２.４±３.７ ｂ

２５.５±３.５ ｃ

１８.５±３.２ ｄ

１５.０±２.３ ｄ

ＩＬ￣６ ( ｐｇ / ｍＬ)

８４.３±１３.４ ａ

１７０.１±１０.２ ｂ

１４３.６±１１.４ ｃ

１２７.４±１４.９ ｃ

１０４.１±１４.８ ｄ

ＴＮＦ￣α ( ｐｇ / ｍＬ)

１３１.４±１８.３ ａ

３０６.１±２７.５ ｂ

２６０.７±２８.８ ｃ

１９１.４±２３.８ ｄ

１８４.３±２７.５ ｄ

ＦＦＡ ( ｍｍｏｌ / Ｌ)

０.４４±０.０９ ａ

０.８１±０.１０ ｂ

０.６４±０.０７ ｃ

０.６２±０.０７ ｃ

０.６１±０.１３ ｃ

注: 数据以均数±标准差表示ꎮ ａ－ｄꎬ 不同上标字母表示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ｐ<０.０５) ꎻ 相同上标字母表示组间没有统计学差异ꎮ ＦＢＧꎬ 空
腹血糖ꎻ ＦＩＮＳꎬ 空腹胰岛素ꎻ ＨＯＭＡ￣ＩＲꎬ 稳态模型评估－胰岛素抵抗ꎻ ＦＦＡꎬ 游离脂肪酸ꎻ 内脏脂肪组织指肾周和附睾脂肪组织ꎮ

７２

图１

ＳＳＯ 对 ＨＦＨＳ 饮食大鼠口服葡萄糖耐量及胰岛素耐受性的影响ꎮ Ａ. ＯＧＴＴ 时间浓度曲线ꎻ

Ｂ. ＩＴＴ 时间浓度曲线ꎻ Ｃ. ＯＧＴＴ 曲线下面积ꎻ Ｄ. ＩＴＴ 曲线下面积ꎻ ａ－ｃꎬ 不同上标字母表示组间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ｐ<０.０５) ꎻ 相同上标字母表示组间没有统计学差异ꎮ

表４

大鼠血清脂肪酸组成 ( 占总脂肪酸的百分比)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 ％)

Ｎ

ＳＳＯ

ＦＯ

ＬＯ

ＳＯ

Ｃ１４ ∶ ０

０.７６±０.１４

０.５４±０.１７

０.５７±０.１８

０.６１±０.３６

０.６９±０.１９

Ｃ１５ ∶ ０

０.３３±０.１３

０.１７±０.０３

０.１７±０.０３

０.１９±０.０３

０.２５±０.１６

Ｃ１５ ∶ １ｎ－５

０.７２±０.１７

０.５６±０.１６

０.４４±０.１４

０.４８±０.０５

０.５８±０.１０

Ｃ１６ ∶ ０

３０.５２±３.３２ ａ

２５.８１±１.６５ ｂ

３３.０８±３.３２ ａ

２５.７８±１.８５ ｂ

３４.４７±２.８４ ａ

Ｃ１６ ∶ １ｎ－９

０.７９±０.４４

０.７０±０.８０

０.６５±０.６２

０.６５±０.４６

０.８３±１.１０

Ｃ１７ ∶ ０

１.１３±１.３８

１.０３±０.１２

０.９３±０.３３

０.８０±０.３２

１.３７±１.１１

Ｃ１７ ∶ １ｎ－７

０.７２±０.５９

０.８３±１.３０

０.３２±０.０５

０.８５±０.６８

０.３８±０.０７

Ｃ１８ ∶ ０

１.１８±０.９７ ａ

４.９６±０.３４ ｂ

３.４８±０.４３ ｂ

３.５７±０.４２ ｂ

４.５３±０.３１ ｂ

Ｃ１８ ∶ １ｎ－９

２４.２９±１.０９ ａ

３０.８９±４.１７ ｂ

１８.６５±２.３４ ｃ

１６.１４±１.９３ ｃ

２０.５４±３.１９ ａ

Ｃ１８ ∶ ２ｎ－６

２８.５３±４.９１ ａ

１４.８９±４.７１ ｂ

１６.３１±４.０３ ｂ

１４.８２±２.０１ ｂ

２３.２９±４.３８ ａ

Ｃ１８ ∶ ３ｎ－６

０.８５±０.５１

０.６８±１.４４

０.４６±０.５９

１.４８±１.３６

１.０８±０.１９

Ｃ１８ ∶ ３ｎ－３

１.６５±０.３８ ａ

０.７１±０.０８ ｂｃ

１.１０±０.２２ ａｃ

１９.０２±２.９７ ｄ

１.２２±０.４４ ａｃ

Ｃ２０ ∶ ０

１.０７±０.５２ ｂ

０.７８±０.３６ ｂ

２.７３±０.７５ ｃ

２.７０±０.３３ ｃ

１.５１±０.４３ ｂ

Ｃ２０ ∶ １ｎ－９

０.１８±０.２１

０.５６±０.１６

０.４５±０.３４

０.６９±０.７０

０.５２±０.２８

Ｃ２０ ∶ ２ｎ－６

０.７２±０.４４

０.５５±０.１５

０.３２±０.１４

０.５８±０.４４

０.５２±０.２５

Ｃ２０ ∶ ３ｎ－６

１.０４±０.４１ ａ

０.６２±０.４４ ａ

０.１６±０.２７ ｂ

０.６９±０.１１ ａ

０.６５±０.２５ ａ

Ｃ２０ ∶ ４ｎ－６

１.１８±０.５３

１.０１±０.１４

０.９８±０.５２

１.１１±０.１７

１.６８±０.４１

Ｃ２０ ∶ ３ｎ－３

ＮＤ

３.５７±１.０７

４.２２±１.０９

３.２４±０.３３

ＮＤ

７３

续表 ４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 ％)

Ｎ

ＳＳＯ

ＦＯ

ＬＯ

ＳＯ

ＸＭＹＡ

ＮＤ

２.３８±０.６４

ＮＤ

ＮＤ

ＮＤ

Ｃ２２ ∶ ０

０.９８±０.７５

０.７１±０.０９

０.７９±０.１８

０.７５±０.１５

０.５６±０.０９

ａ

ａ

ｂ

ａ

０.７５±０.２４ ａ

Ｃ２０ ∶ ５ｎ－３

０.６４±０.２３

Ｃ２２ ∶ ６ｎ－３

１.７３±０.４１ ａ

５.２８±１.１６ ｂ

７.４１±１.０７ ｃ

５.２５±１.４７ ｂ

２.０２±０.３２ ａ

Ｔｏｔａｌ ＳＦＡ

３５.９７±１.２４ ａ

３４.０３±２.６２ ａ

４０.１５±２.７４ ｂ

３４.４０±１.６９ ａ

４３.３８±２.８４ ｂ

Ｔｏｔａｌ ＭＵＦＡ

２６.２４±３.５７ ａ

３６.５４±２.０４ ｂ

２０.５１±１.１６ ｃ

１７.８１±１.３２ ｃ

２２.８５±３.８９ ａｃ

Ｔｏｔａｌ ＰＵＦＡ

３５.３４±５.７０

ａ

ｂ

ａ

ｃ

３１.２１±４.５４ ａ

Ｔｏｔａｌ ｎ－６ ＰＵＦＡ

３２.３１±５.２８ ａ

１７.７３±５.４２ ｂ

１８.６３±３.５９ ｂ

１８.６８±２.８７ ｂ

２７.２２±４.７８ ａ

Ｔｏｔａｌ ｎ－３ ＰＵＦＡ

３.０２±０.８５ ａ

１０.４１±１.５４ ｂ

１８.６０±１.５７ ｃ

２８.２７±２.６８ ｄ

３.９３±０.４３ ａ

Ｎ－６ / ｎ－３

１０.７０

１.７０

１.００

０.６６

６.９３

０.８６±０.４９

２８.１７±４.３６

５.８７±１.０６

３７.８３±５.２８

１.４６±１.３３

４７.６５±３.２４

注: ＸＭＹＡꎬ 西门木炔酸ꎻ ＮＤꎬ 未检出ꎮ 数据以均数±标准差表示ꎮ ａ－ｄꎬ 上标字母不同表示 ＨＦＨＳ 组与 Ｎ 组相比以及 ＨＦＨＳ 组间相比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Ｐ<０.０５) ꎮ

ＳＳＯ 调控肝脏 ＰＩ３Ｋ / ＡＫＴ 胰岛素信号通路及 ＪＮＫ /

蛋白表达显著升高 ( ｐ<０.０５) ꎬ 提示 ＨＦＨＳ 喂养导致肝脏中

ＮＦ￣κＢ 炎症信号通路

ＰＩ３Ｋ / ＡＫＴ 信号通路传导受阻ꎬ 同时 ＪＮＫ / ＮＦ￣κＢ 炎症信号通
路激活ꎮ 与 ＳＯ 组 相 比ꎬ 补 充 ＳＳＯ、 ＦＯ 和 ＬＯ 显 著 提 高

为探究 ＳＳＯ 改善 ＩＲ 的分子机制ꎬ 我们研究了其对大鼠

ＰＩ３Ｋ、 ｐ￣ＡＫＴ 蛋 白 表 达 水 平ꎬ 显 著 降 低 ｐ￣ＩＲＳ、 ＮＦ￣κＢ、 ｐ￣

肝脏 ＰＩ３Ｋ / ＡＫＴ 胰岛素信号通路及 ＪＮＫ / ＮＦ￣κＢ 炎症信号通路

ＪＮＫ、 ＩＬ￣１β 蛋白表达水平 ( ｐ<０.０５) ꎮ ＳＳＯ 组 ｐ￣ＩＲＳ 表达量

关键基 因 蛋 白 表 达 量 的 影 响ꎮ 如 图 ２ 所 示ꎬ 与 Ｎ 组 相 比ꎬ

低于 ＦＯ 及 ＬＯ 组ꎬ 而 ｐ￣ＡＫＴ、 ＩＬ￣１β 蛋白量高于 ＦＯ 和 ＬＯ 组

ＨＦＨＳ 组 ＰＩ３Ｋ、 ｐ￣ＡＫＴ ( 酪氨酸磷酸化) 水平显著下降 ( ｐ<

( ｐ<０.０５) ꎮ

０.０５) ꎬ 而 ｐ￣ＩＲＳ ( 丝 氨 酸 磷 酸 化) 、 ＮＦ￣κＢ、 ｐ￣ＪＮＫ、 ＩＬ￣１β

图２

ＳＳＯ 补充对 ＨＦＨＳ 喂养大鼠肝脏 ＰＩ３Ｋ / ＡＫＴ 胰岛素信号通路及 ＪＮＫ / ＮＦ￣κＢ 炎症信号通路关键蛋白表达的影

响ꎮ ( Ａ)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结果ꎻ ( Ｂ) ｐ￣ＩＲＳ / ＩＲＳꎻ ( Ｃ) ＰＩ３Ｋꎻ ( Ｄ) ｐ￣ＡＫＴ / ＡＫＴꎻ ( Ｅ) ＮＦ￣κＢꎻ ( Ｆ) ｐ￣ＪＮＫꎻ ( Ｇ)
ＩＬ￣１βꎮ 数据以均数±标准差表示ꎮ ａ－ｅ. 上标字母不同表示组间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ｐ<０.０５) ꎮ

７４

( Ａｃｔｉ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和疣微菌 门 ( Ｖｅｒｒｕｃｏｍｉｃｒｏｂｉａ) 相对丰 度

ＳＳＯ 对大鼠粪便微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显著降低 ( ｐ<０.０５) ꎮ 鱼油组变形菌门 ( Ｐｒｏｔｅ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的

通过 １６Ｓ 高通量测序对各组粪便微生物组成进行了分析ꎬ

相对丰度高于 ＳＯ、 ＳＳＯ 和 ＬＯ 组 ( ｐ<０.０５) ꎮ 在属水平上ꎬ

结果如图 ３ 所示ꎮ 随着序列数的增加ꎬ 稀释曲线由陡到高趋

大鼠粪便中丰富度最高的 １５ 个属见图 ３.Ｆꎮ ＳＯ 组和 ＳＳＯ 组

于平缓ꎬ 说明获得本研究测序深度充足 ( 图 ３.Ａ) ꎮ Ｃｈａｏ１ 指

的 Ａｌｌｏｂａｃｕｌｕｍ 和 Ａｋｋｅｒｍａｎｓｉａ 的相对丰 度显 著高 于其 他组

数反映了群落的丰富度 ( 图 ３.Ｂ) ꎬ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反映了群落

( ｐ<０.０５) ꎮ 与 Ｎ 组相比ꎬ ＳＯ 组 Ｂｌａｕｔｉａ 和 Ｃｏｌｌｌｉｎｓｅｌｌａ 菌属的

的多样性 ( 图 ３.Ｃ) ꎮ ＳＳＯ 组和 ＬＯ 组的 Ｃｈａｏ １ 高于 Ｎ 组和

相对丰度增加 ( ｐ<０.０５) ꎬ 而 ＳＳＯ、 ＦＯ 和 ＬＯ 处理降低了这

ＳＯ 组 ( ｐ<０.０５) ꎬ 说明 ＳＳＯ 和 ＬＯ 喂养大鼠粪便群落丰富度

两个菌属的丰度 ( ｐ<０.０５) ꎮ ＳＳＯ 组和 ＦＯ 组的 Ｏｓｃｉｌｌｏｓｐｉｒａ

增加ꎮ ＦＯ、 ＳＯ 和 Ｎ 组间 Ｃｈａｏ１ 指数无差异ꎮ 与 Ｎ 组相比ꎬ

水平显著高于其他组 ( ｐ <０.０５) ꎮ ＳＳＯ、 ＦＯ 和 ＬＯ 组 Ｃｌｏｓ￣

ＳＯ、 ＳＳＯ、 ＦＯ 和 ＬＯ 组 的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 数 明 显 升 高 ( ｐ <

ｔｒｉｄｉｕｍ 和 Ｔｕｒｉｃｉｂａｃｔｅｒ 的 相 对 丰 度 在 高 于 Ｎ 和 ＳＯ 组 ( ｐ <

０.０５) ꎬ 表明 ＨＦＨＳ 喂养的大鼠群落多样性降低ꎮ 主坐标分析

０.０５) ꎮ 与 Ｎ 组相比ꎬ ＳＯ 组粪便中 Ｂａｃｔｅｒｏｉｄｅｓ 和 Ｒｕｍｉｎｏ￣

( 图 ３.Ｄ) 结果显示ꎬ 不同的组间彼此明显分离ꎬ 表明不同组

ｃｏｃｃｕｓ 属的水平降低 ( ｐ <０.０５) ꎬ 而 ＬＯ 处理使这些属的水

大鼠粪便微生物组成差异显著ꎮ

平恢复 ( ｐ<０.０５) ꎮ ＳＳＯ 和 ＦＯ 组 Ｒｕｍｉｎｏｃｏｃｃｕｓ 属的相对丰

图 ３.Ｅ 展示了 ５ 个门水平上最丰富的细菌群落ꎮ 各组间

度高于 ＳＯ 组 ( ｐ<０.０５) ꎮ 此外ꎬ 相对于 Ｎ 组ꎬ ＨＦＨＳ 组粪便

厚壁菌门 ( Ｆｉｒｍｉｃｕｔｅｓ) 水平无明显差异ꎮ ＳＯ、 ＳＳＯ 和 ＦＯ

中乳 酸 菌 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ＳＭＢ５３、 Ｄｅｓｕｌｆｏｖｉｂｒｉｏ、 Ｄｏｒｅａ 和

组的拟杆菌门 ( Ｂａｃｔｅｒｏｉｄｅｔｅｓ) 相对丰度低于 Ｎ 和 ＬＯ 组 ( ｐ

Ｃｏｐｒｏｃｏｃｃｕｓ 丰度显著增加 ( ｐ < ０.０５) ꎮ 与其他 ＨＦＨＳ 组相

<０.０５) ꎮ 我们还计算了厚壁菌门与拟杆菌门的比值 ( Ｆ / Ｂ) ꎬ

比ꎬ 鱼油 组 粪 便 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Ｄｅｓｕｌｆｏｖｉｂｒｉｏ 含 量 最 高ꎬ 而

结果显示 ＨＦＨＳ 喂养的大鼠 Ｆ / Ｂ 显著高于 Ｎ 组 ( ｐ<０.０５) ꎮ

Ｄｏｒｅａ 含量最低 ( ｐ<０.０５) ꎮ ＳＳＯ 组和 ＦＯ 组的 Ｃｏｐｒｏｃｏｃｃｕｓ

ＨＦＨＳ 饲养还显著提高了放线菌门 ( Ａｃｔｉ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 疣微菌

的相对丰度显著高于 ＳＯ 组和 ＬＯ 组 ( ｐ<０.０５)ꎮ ＦＯ 组和 ＬＯ

门 ( Ｖｅｒｒｕｃｏｍｉｃｒｏｂｉａ) 和变形菌门 ( Ｐｒｏｔｅ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的丰度

组粪便 Ｓｕｂｄｏｌｉｇｒａｎｕｌｕｍ 属的水平显著低于 ＳＯ 组 (ｐ<０.０５)ꎮ

( ｐ< ０. ０５) ꎮ 与 ＳＯ 组 相 比ꎬ ＳＳＯ、 ＦＯ 和 ＬＯ 组 放 线 菌 门

图３

ＳＳＯ 对肠道菌群组成的影响ꎮ ( Ａ) 稀释曲线ꎻ ( Ｂ) Ｃｈａｏ １ 指数ꎻ ( Ｃ)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ꎻ ( Ｄ) 主坐

标分析ꎻ ( Ｅ) 门水平上不同组粪便微生物分布情况ꎻ ( Ｆ) 试验组中出现频率和相对丰度最高的 １５ 个属的
热图ꎻ ａ－ｄꎬ 上标字母不同表示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Ｐ<０.０５) ꎮ

７５

讨

胞因子的表达ꎬ 提示 ＳＳＯ 改善 ＩＲ 可能与其改善肝脏 ＪＮＫ /

论

ＮＦ￣κＢ 炎症通路的传导有关ꎮ
近期研究表明ꎬ 肠道菌群失调在 ＩＲ [２４] 的发展中起着至关

本研究通过与富含 ｎ－６ 多不饱和脂肪酸的 ＳＯ 以及富含

重要的作用ꎮ 膳食因素是影响肠道菌群结构的主要原因 [２４] ꎮ

ｎ－３ 多 不 饱 和 脂 肪 酸 的 ＦＯ 及 ＬＯ 进 行 比 较ꎬ 首 次 探 讨 了

本研究中ꎬ 各不同饮食组肠道菌群组成存在显著差异ꎬ ＳＳＯ

ＳＳＯ 对 ＨＦＨＳ 诱导的 ＩＲ 的预防作用ꎮ ｎ－６ 和 ｎ－３ 多不饱和
脂肪酸是人类膳食中两类必需脂肪酸ꎮ 大量研究报道了 ｎ－３

组和 ＬＯ 组的粪便群落丰富度高于其他组ꎬ 而各 ＨＦＨＳ 组间

ＰＵＦＡ 与 ｎ－６ 相比对胰岛素敏感性具有保护作用 [１４] ꎮ 膳食中

粪便群落多样性无显著差异ꎮ 证据显示ꎬ 一些特定的肠道细
菌在 ＩＲ 的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ꎮ 在人类和啮齿动 物的肠 道

ｎ－ ６ / ｎ － ３ 比 例 降 低ꎬ 也 已 被 证 明 可 以 降 低 糖 尿 病 患 者 的

中ꎬ 有 ５ 个细菌菌门占绝对优势: 厚壁菌门 ( Ｆｉｒｍｉｃｕｔｅｓ) 、

ＩＲ [１５] ꎮ 本研究结果表明ꎬ 与 ＳＯ 相比ꎬ ＳＳＯ 可显著改善 ＩＲꎬ

拟杆菌门 ( Ｂａｃｔｅｒｏｉｄｅｔｅｓ) 、 放线菌门 ( Ａｃｔｉ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 变

且效果与 ＦＯ 和 ＬＯ 的相当ꎮ 机制研究显示ꎬ ＳＳＯ 对 ＩＲ 的预

形菌 门 ( Ｐｒｏｔｅ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 和 Ｖｅｒｒｕｃｏｍｉｃｒｏｂｉａꎮ 厚 壁 菌 门

防作用与激活肝脏 ＰＩ３Ｋ / ＡＫＴ 胰岛素 信号 通路、 抑制 ＪＮＫ /

( 主要为革兰氏阳性) 和拟杆菌门 ( 革兰氏阴性) [２５] 占比最

ＮＦ￣κＢ 炎症通路以及改善肠道菌群结构有关ꎮ
ＳＳＯ 主要 含 有 大 量 的 ＸＭＹＡꎬ 这 是 一 种 共 轭 烯 炔 脂 肪

高ꎬ 其中 Ｆ / Ｂ 的比值被认为是整体肠道菌群平衡的标尺 [２５] ꎮ

酸ꎮ 在本研究中ꎬ 我们发现摄食 ＳＳＯ 增加了血清中 ＤＨＡ 的

大量研究证明 Ｆ / Ｂ 与肥胖、 ＩＲ、 慢性炎症状态呈正相关 [２６] ꎮ

浓度ꎬ 这与我们之前的研究一致ꎬ 即 ＳＳＯ 可促进体内 ＤＨＡ

放线菌门 ( 革兰氏阳性) 也是与肥胖相关代谢紊乱正相关的

的合成 [１６] ꎮ ＤＨＡ 已被证实具有良好的抗炎及改善 ＩＲ 活 性ꎬ

优势菌门 [２７] ꎮ 变形菌门 ( 革兰氏阴性) 是促炎菌门ꎬ 与葡萄

且在人群研究中ꎬ 循环系统 ＤＨＡ 浓度的升高与 ＩＲ 状态呈显

糖稳态紊乱密切相关 [２８] ꎮ Ｖｅｒｒｕｃｏｍｉｃｒｏｂｉａ ( 革兰氏阴性) 主

著负相关 [１７ꎬ１８] ꎮ 因此ꎬ 我们推测 ＳＳＯ 对 ＩＲ 的预防作用可能

要是一些参与肠道粘膜降解的微生物ꎬ 在 ２ 型糖尿病患者的

至少部分与其升高血清 ＤＨＡ 浓度有关ꎮ

粪便中该 门 的 下 降 或 升 高 均 有 报 道 [２９] ꎮ 本 研 究 中ꎬ ＳＳＯ、

胰岛素抵抗 ( ＩＲ) 的发病机制十分复杂ꎬ 尚不完全明确ꎮ

ＦＯ 和 ＬＯ 处理降低了 Ｆ / Ｂ 比值和放线菌门的相对丰度ꎬ 表明

其中ꎬ ＰＩ３Ｋ / ＡＫＴ 胰岛素信号通路在血糖稳态维持中起直接

这些油脂对 ＨＦＨＳ 饲料诱导的肠道菌群失调具有保护作用ꎮ

作用 [１９] ꎮ 胰岛素信号通路是由胰岛素与跨膜胰岛素受体结合

有趣的是ꎬ ＳＯ 组的 Ｖｅｒｒｕｃｏｍｉｃｒｏｂｉａ 含量最高ꎬ 而 ＦＯ 组的

触发的ꎮ ＩＲＳ￣１ 属 于 ＩＲＳ 家 族ꎬ 是 胰 岛 素 受 体 的 主 要 底 物ꎮ

Ｐｒｏｔｅ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丰度 最高ꎮ 在 属 水 平 上ꎬ Ａｌｌｏｂａｃｕｌｕｍꎬ Ｂｌａｕ￣

ＩＲＳ￣１ 在丝氨酸残基上的磷酸化是 ＩＲ 发展的关键步骤ꎮ ＩＲＳ￣１

ｔｉａ [３０] ꎬ]

丝氨酸磷酸化的增加导致 ＰＩ３Ｋ 的激活受到抑制ꎬ 随后ꎬ ＡＫＴ

ｒｏｉｄｅｓꎬ Ｒｕｍｉｎｏｃｏｃｃｕｓꎬ Ｃｏｐｒｏｃｏｃｃｕｓ 和 Ｓｕｂｄｏｌｉｇｒａｎｕｌｕｍ 都

的酪氨酸磷酸化水平下降ꎬ 导致 ＡＫＴ 活化收到抑制ꎬ 进而导

是产生短链脂肪酸 ( ＳＣＦＡｓ) 的微生物 [３１] ꎬ 有助于预防慢性

致下游胰岛素信号通路传导受阻ꎬ 机体葡萄糖处理能力下降ꎮ

炎症和 ＩＲꎮ Ａｋｋｅｒｍａｎｓｉａ 是 黏 液 层 的 一 种 共 生 细 菌ꎬ 属 于

ｎ－３ ＰＵＦＡ 通过激活 ＰＩ３Ｋ / ＡＫＴ 胰岛素信号通路改善 ＩＲ 的作

Ｖｅｒｒｕｃｏｍｉｃｒｏｂｉａ 门ꎬ 对 肠 道 健 康 保 护 至 关 重 要 [３２] ꎮ Ｔｕｒｉｃｉ￣

用已有报道ꎮ 我们的数据证明ꎬ ＳＳＯ 同样可激活 ＰＩ３Ｋ / ＡＫＴ

ｂａｃｔｅｒ 也被报 道 对 ＩＲ [３３] 的 发 展 具 有 保 护 作 用ꎮ Ｃｏｌｌｉｎｓｅｌｌａ、

胰岛素 信 号 通 路ꎮ 越 来 越 多 的 证 据 表 明ꎬ 慢 性 炎 症 在 阻 断

ＳＭＢ５３、 Ｄｅｓｕｌｆｏｖｉｂｒｉｏ、 Ｄｏｒｅａ 是与代谢性疾病呈正相关的典

ＰＩ３Ｋ / ＡＫＴ 胰岛素信号通路中起着关键作用ꎮ 肝脏炎症通路

型致病菌 [３４] ꎮ 与 ＳＯ 组 相 比ꎬ ＳＳＯ 通 过 防 止 有 益 菌 Ｏｓｃｉｌ￣

的激活与肝脏 ＩＲ 的发展密切相关ꎮ ＪＮＫ / ＮＦ￣κＢ 通路是典型

ｌｏｓｐｉｒａ、 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ｕｍ、 Ｔｕｒｉｃｉｂａｃｔｅｒ、 Ｒｕｍｉｎｏｃｏｃｃｕｓ、 Ｃｏｐｒｏ￣

的炎症信号通路ꎬ 其激活可促进 ＩＬ￣１β、 ＩＬ￣６、 ＴＮＦ￣α

等多

ｃｏｃｃｕｓ 的损失ꎬ 抑制破坏性菌ꎬ 如 Ｃｏｌｌｉｎｓｅｌｌａ 的增加ꎬ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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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链 ｎ － ３ 多不饱和脂肪酸与 ２ 型糖尿病
Ｌｏｎｇ￣ｃｈａｉｎ ｎ －３ Ｐｏｌｙ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ａｎｄ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郑钜圣

苗泽蕾

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摘要: ２ 型糖尿病全球流行趋势日渐严峻ꎮ 长链 ｎ － ３ 多

型糖尿病为代表的多种慢性代谢性疾病的有效手段 [２] ꎮ 但目

营养流行病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ꎮ 长链 ｎ－ ３ 多不饱和脂

尤其是鱼类摄入及其主要功能组分长链 ｎ－３ 多不饱和脂肪酸

前ꎬ 各个国家 ２ 型糖尿病防治指南中长链 ｎ－ ３ 多不饱和脂肪

长链 ｎ－３ 多不饱和脂肪酸 ( ｐｏｌｙ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ꎬ

不饱和脂肪酸摄入与 ２ 型糖尿病及糖代谢的关联研究一直是

前营养对于 ２ 型糖尿病防治起到的作用仍然存在很多争议ꎬ

肪酸主要来自于植物油与深海鱼油ꎬ 是一类必需脂肪酸ꎮ 目

( ｐｏｌｙ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ꎬ ＰＵＦＡ) [２] ꎮ

酸摄入推荐量大都不一致ꎮ 同时ꎬ 长链 ｎ－ ３ 多不饱和脂肪酸

ＰＵＦＡ) 指含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双键且碳链长度为 １８ －２２ 个

的研究证据ꎬ 系统总结了长链 ｎ－ ３ 多不饱和脂肪酸与 ２ 型糖

三位ꎮ 食物中存在的 ｎ－３ ＰＵＦＡ 主要包括 α￣亚麻酸 ( ａｌｐｈａ￣

长链 ｎ－３ 多不饱和脂肪酸是否有助于预防 ２ 型糖尿病或 ２ 型

ｐｅｎｔａｅ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ꎬ ＥＰＡꎬ Ｃ２０ ∶ ５ｎ － ３ ) ꎬ 二 十 二 碳 六 烯 酸

不饱和脂肪酸可能有益于 ２ 型糖尿病的防治ꎬ 但因果关系仍

五烯 酸 ( Ｄｏｃｏｓａｈｅｘａｅ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ꎬ ＤＨＡꎬ Ｃ２２ ∶ ６ｎ － ３ ) ꎮ 其

组等多组学数据的整合可能会有助于进一步阐释长链 ｎ－ ３ 多

是一种必需脂肪酸ꎮ 自然界中 Ｃ１８ ∶ ３ｎ－３ 广泛存在于植物油

关键词: 长链 ｎ－ ３ 多不饱和脂肪酸ꎻ ＥＰＡꎻ ＤＨＡꎻ 糖尿

６ｎ－３ 既可以通过食物摄入ꎬ 也可以在体内ꎬ 以 ＡＬＡ 为原料

对 ２ 型糖尿病及糖代谢的作用机制尚未明确ꎮ 本文基于已有

碳原子的直链脂肪酸ꎬ 其第一个双键出现在碳链甲基端的第

尿病发生发展的关系及其对糖脂代谢的调节机制ꎮ 综合来看ꎬ

ｌｉｎｏｌｅｎｉｃ ａｃｉｄꎬ ＡＬＡꎬ Ｃ１８ ∶ ３ｎ－３) ꎬ 二十碳五烯酸 ( Ｅｉｃｏｓａ￣
( Ｄｏｃｏｓａｐｅｎｔａｅ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ꎬ ＤＰＡꎬ Ｃ２２ ∶ ５ｎ － ３) 和 二十二 碳

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尚无定论ꎮ 在亚洲人群中ꎬ 长链 ｎ－ ３ 多

中ꎬ Ｃ１８ ∶ ３ｎ－３ 在人体内不能被合成ꎬ 必需通过食物摄入ꎬ

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ꎮ 未来ꎬ 基因组、 代谢组和肠道微生物

中ꎬ 如紫苏油ꎬ 亚麻籽油ꎬ 芥末籽油ꎮ Ｃ２０ ∶ ５ｎ－３ 和 Ｃ２２ ∶

不饱和脂肪酸摄入与 ２ 型糖尿病的关联及相关分子机制ꎮ

经由去饱和酶和碳链延长酶反应合成ꎬ 但是这种转化的效率

病ꎻ 血糖代谢

较低ꎮ Ｃ２０ ∶ ５ｎ－３ 和 Ｃ２２ ∶ ６ｎ －３ 主要存在于深海鱼类ꎬ 如
沙丁鱼ꎬ 鲑鱼ꎬ 青鱼等ꎮ

１. 简介

长链 ｎ－３ ＰＵＦＡ 作为构成细胞膜的重要组成成份ꎬ 对于
维持人体脂代谢健康具有重要的意义ꎮ 大量的研究证据表明ꎬ

近现代以来随着工业化水平的发展ꎬ 人们的饮食习惯和

高水平的长链 ｎ －３ ＰＵＦＡ 摄入ꎬ 有利于调节机体免疫反应ꎬ

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ꎮ 动物性食物摄入比例的增加、 体

降低血脂水平ꎬ 促进心血管系统健康 [３] ꎮ 而血糖与血脂的代

力活动的降低ꎬ 使得糖代谢异常的可能性大大增加ꎮ 这也直

谢紧密关联ꎬ 他们之间共用多种通路及信号分子 [４] ꎮ 近年来

接导致了 ２ 型糖尿病、 肥胖、 代谢综合征等多种慢性代谢性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ꎬ 长链 ｎ－３ ＰＵＦＡ 与 ２ 型糖尿病之间存

疾病在全球范围内发病率的快速增长ꎮ 目前全世界有超过 ４.５

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５－８] ꎬ 但对于长链 ｎ－３ ＰＵＦＡ 能否预防 ２ 型

ꎬ 这无

糖尿病的发生发展ꎬ 目前在不同的研究人群中尚存在 争论ꎮ

疑会对医疗和社会资源造成巨大的负担ꎮ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ꎬ

本文将综合现有研究证据总结长链 ｎ－３ ＰＵＦＡ 与 ２ 型糖尿病

越来越多的流行病学证据表明ꎬ 早期的营养干预是预防以 ２

的关系及其潜在的作用机制ꎮ

亿糖尿病患者ꎬ 预计到 ２０４５ 年这一数字将超过 ７ 亿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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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９

糖尿病并发症发生的重要手段ꎮ 在中国 ２ 型糖尿病患者中进

２. 长链 ｎ －３ ＰＵＦＡ 与 ２ 型糖尿病发病风险

行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表明长链 ｎ－３ ＰＵＦＡ 干预 １８０ 天能够
改善糖代谢ꎬ 降低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水平 [２２] ꎮ 然而ꎬ 一项

在早期的人群横断面研究中发现ꎬ 鱼类摄入与较低的 ２

纳入了 ２３ 项随机对照试验 ( １０７５ 名志愿者) 的荟萃分析表

型糖尿病风险相关 [９ꎬ１０] ꎮ 而在进一步的前瞻性研究中ꎬ 却发

明 ２ 型糖尿病患者补充长链 ｎ － ３ ＰＵＦＡ ( １.０８ － ５.２０ 克 / 天

现了不一样的结果ꎮ 在基于美国的护士健康研究 ( Ｎｕｒｓｅ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ｕｄｙ)

[１１]

Ｃ２０ ∶ ５ｎ－３ 和 ０.３ －４.８ 克 / 天 Ｃ２２ ∶ ６ｎ －３) ꎬ 平均干预 ９ 周

和女性健康研究 ( Ｗｏｍｅｎ’ 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ｕｄ￣

后ꎬ 糖化血红蛋白、 空腹血糖和胰岛素都没有显著变化 [２３] ꎮ

ｙ) [１２] 的前瞻性研究中发现ꎬ 膳食中长链 ｎ－３ ＰＵＦＡ 的摄入与
２ 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呈正相关ꎮ 其他几项基于美国和欧洲人

另外一项荟萃分析 ( 纳入了 ２０ 项随机对照试验ꎬ 共 １２０９ 名

群的前瞻性研究发现ꎬ 膳食长链 ｎ－３ ＰＵＦＡ 摄入与 ２ 型糖尿

志愿者参与) 同样显示 ２ 型糖尿病患者补充长链 ｎ－３ ＰＵＦＡ

病无显著相关性ꎬ 反而是饮食中 ｎ－６ ＰＵＦＡ 的摄入与 ２ 型糖

两周以上ꎬ 与对照组相比ꎬ 空腹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水平无

尿病发病风险有正相关关系 [１３－１６] ꎮ 然而ꎬ 在上海男性健康研

显著变化 [２４] ꎮ 最新的囊括了 ６６ 项随机对照试验的荟萃分析

究、 女性健康研究ꎬ 以及新加坡的华人健康队列等基于亚洲

进一步指出了长链 ｎ－３ ＰＵＦＡ 补充对 ２ 型糖尿病患者糖化血

人群的大型前瞻性研究中ꎬ 长链 ｎ－３ ＰＵＦＡ 的摄入与 ２ 型糖

红蛋白、 空腹血糖、 胰岛素敏感性和抵抗水平无显著影响 [５] ꎮ

尿病呈负相关关系 [１７ꎬ１８] ꎮ

这项分析也指出了部 分 干 预 试 验 研 究 质 量 低ꎮ 同 时ꎬ 研 究

以上前瞻性研究都是基于饮食频率问卷计算鱼类摄入及

间干预人群、 干预剂量与干预时长的不一致限制了对于长链

长链 ｎ－３ ＰＵＦＡ 摄入ꎬ 回忆偏倚和测量误差一定程度上限制

ｎ－３ ＰＵＦＡ 和 ２ 型 糖 尿 病 血 糖 控 制 之 间 关 系 的 梳 理 [５] ꎮ 综

了对长链 ｎ－３ ＰＵＦＡ 与 ２ 型糖尿病关联性的精准研究ꎮ 血液

上ꎬ 尚无证据支持长链 ｎ－３ ＰＵＦＡ 对 ２ 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控

长链 ｎ－３ ＰＵＦＡ 生物标志物测量可以为长链 ｎ－３ ＰＵＦＡ 摄入

制的作用ꎮ 未来需要更大样本量ꎬ 更长干预周期、 更好依从

ꎮ 在欧洲的 ＥＰＩＣ￣ＩｎｔｅｒＡｃｔ 队列的研究中ꎬ

性的随机对照试验来进一步明确长链 ｎ－３ ＰＵＦＡ 对 ２ 型糖尿

提供客观的评价

[１９]

研究人员对 ２８０５１ 名志愿者 ( 包含 １２１３２ 例 ２ 型糖尿 病病

病患者血糖管理的作用ꎮ

例) 进 行 了 血 浆 磷 脂 脂 肪 酸 的 检 测ꎮ 研 究 发 现ꎬ 血 浆 中 的

２ 型糖尿病患者的大部分死亡归因于心血管并发症 [２５] ꎮ

Ｃ１８ ∶ ３ｎ－３ 与欧洲人群的 ２ 型糖尿病发病风险呈显著的负相

处于糖尿病前期或糖尿病人群常常伴有血脂异常、 冠状动脉阻

关ꎬ 而血浆中的 Ｃ２０ ∶ ５ｎ－３ 和 Ｃ２２ ∶ ６ｎ－３ 则与 ２ 型糖尿病

塞、 慢性心力衰竭等症状[２５ꎬ２６] ꎮ 因此ꎬ 长链 ｎ－３ ＰＵＦＡ 摄入是

的发病风险无关 [２０] ꎮ 除了在欧洲人群进行上述生物标志物研

否可以帮助 ２ 型糖尿病患者控制血脂等心血管危险因素得到了

究外ꎬ 笔者及团队在中国人群 ( 约 ３ 千人) 中开展的基于红

越来越多的关注ꎮ 随机对照试验表明ꎬ 与安慰剂对照组比较ꎬ

细胞脂肪酸的前瞻性队列研究中发现ꎬ 经过平均 ５.６ 年随访ꎬ

连续两个月膳食补充长链 ｎ－３ ＰＵＦＡ 可显著降低 ２ 型糖尿病患

基线红细胞 Ｃ２０ ∶ ５ｎ－３ 含量的升高显著降低 ２ 型糖尿病的发

者腹部皮下脂肪组织和脂肪细胞大小[２７] ꎮ 最近的一项荟萃分析

病风险 [２１] ꎮ

指出ꎬ 与对照组相比ꎬ 补充 Ｃ２０ ∶ ５ｎ－３ 和 Ｃ２２ ∶ ６ｎ－３ 后ꎬ 甘

综合来看ꎬ 长链 ｎ－３ ＰＵＦＡ 是否有助于预防 ２ 型糖尿病

油三脂水平可显著降低 ０.２４ －０.５６ｍｍｏｌ / Ｌ [２３ꎬ２４ꎬ２８] ꎮ 同时也有

尚无定论ꎮ 在亚洲人群中ꎬ 基于膳食摄入和血液标志物开展

研究指出对 ２ 型糖尿病患者补充长链 ｎ－３ ＰＵＦＡ 可降低载脂

的研究得到了长链 ｎ－３ ＰＵＦＡ 和 ２ 型糖尿病发病风险负相关

蛋白 Ｂ 来进一步降低血液中甘油三脂的浓度 [２９] ꎮ 一项纳入了

的一致结论ꎮ 这很大程度上表明ꎬ 长链 ｎ－３ ＰＵＦＡ 可能对亚

１２ 个随机对照试验的荟萃分析表明在 ２ 型糖尿病患者中补充

洲人群的糖尿病发病风险是有保护作用的ꎮ 不同种族的人具

鱼油可增加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 [３０] ꎮ 但也有研究指出利

有不同的遗传和饮食背景ꎬ 营养与基因的交互作用的探索可

用长链 ｎ－３ ＰＵＦＡ 替代碳水化合物ꎬ 血液中高密度脂蛋白胆

能会帮助进一步阐释以上研究结果的异质性ꎮ 目前已有证据

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显著降低 [３１] ꎮ 这些研究表明长链

表明长链 ｎ－３ ＰＵＦＡ 能够与多种基因上的多态性位点产生交

ｎ－３ ＰＵＦＡ 有助于 ２ 型糖尿病患者改善血脂ꎬ 但对于高密度

互作用从而影响血糖代谢指标ꎬ 但仍需要在大型的前瞻性队

脂蛋白胆固醇和低密度胆固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仍需进一

列研究或者随机对照实验中加以验证ꎮ

步探索ꎮ

３. 长链 ｎ －３ ＰＵＦＡ 与 ２ 型糖尿病管理

４. 长链 ｎ－３ ＰＵＦＡ 作用于血糖代谢的潜在机制

２ 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是提高其生活质量、 避免或延缓

虽然流行病学研究揭示了长链 ｎ－３ ＰＵＦＡ 和 ２ 型糖尿病

８０

之间的潜在关联ꎬ 但相关作用机制仍不明确ꎮ 研究表明ꎬ 胰

风险 [４７] ꎮ 笔者团队近期一项纳入 ９０００ 名中国人的队列研究

岛 β 细胞功能的衰减导致了 ２ 型糖尿病的发生ꎮ 糖脂毒性、

发现并验证了 ２ 型糖尿病的核心菌谱ꎬ 该核心菌谱可有效预

炎症反应、 氧化应激等因素均被认为可加速胰岛 β 细胞的功

测 ２ 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 [４８] ꎮ 其他研究也指出二甲双胍等药

能异常 [３２] ꎮ 研究指出长链 ｎ－３ ＰＵＦＡ 呈现的抗炎作用可增强

物通过作用于肠道微生物来发挥部分治疗糖尿病的作用 [４９ꎬ５０] ꎮ

脂肪组织胰岛素的敏感性 [３３ꎬ３４] ꎮ 另一方面ꎬ 动物实验表明膳

另一方面ꎬ 有研究表明长链 ｎ－３ ＰＵＦＡ 的干预能够调节肠道

食长链 ｎ－３ ＰＵＦＡ 可调节胰岛素信号通路ꎬ 增强胰岛素敏感

菌群的多样性和构成ꎬ 包括 α 多样性 (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ｉｎｄｅｘ) ꎬ 毛

性并防止胰岛素抵抗的发生 [３５] ꎮ 例如ꎬ 在肌肉组织中ꎬ 长链

螺菌科 ( Ｌａｃｈｎｏｓｐｉｒａｃｅａｅ ｆａｍｉｌｙ) 等 [５１ꎬ５２] ꎮ 同时也有证据表

ｎ－３ ＰＵＦＡ 可上调 ＩＲＳ１ 丝氨酸碟酸化、 ＰＢＫ 和 ＡＫＴ 酶的活

明长链 ｎ － ３ ＰＵＦＡ 对 一 些 细 菌 种 类 有 细 胞 毒 性 作 用ꎬ 包 括

性 [３６] ꎮ 同时部分研究也发现长链 ｎ－３ ＰＵＦＡ 在脂肪组织和肝

Ｐｒｏｐｉｏｎｉ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ａｃｎｅｓꎬ Ｓｔａｐｈｙｌｏｃｏｃｃｕｓ ａｕｒｅｕｓꎬ 和 Ｂａｃｉｌ￣

脏组织中能够一致地上调胰岛素信号通路上 ＩＲＳ１、 ＩＲＳ２ 和

ｌｕｓ ｃｅｒｅｕｓ [５３] ꎮ 但目前仍缺乏长链 ｎ －３ ＰＵＦＡ 和肠道菌群的

ꎮ 除了对胰岛素信号通路的影响ꎬ 长

关系的因果证据ꎬ 其相关菌群与 ２ 型糖尿病的关系也需进一

ＧＩＵＴ４ 等基因的表达

[３３]

链 ｎ－３ ＰＵＦＡ 还能够通过增强肝脏、 脂肪和骨赂肌组织的脂

步探索ꎮ

肪酸 β 氧化ꎬ 改善糖原的摄取、 合成与存储ꎬ 进而增强胰岛

５. 结论

素敏感性水平 [３７] ꎮ
近年来ꎬ 组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为长链 ｎ－３ ＰＵＦＡ 作用于血

综上所述ꎬ 长链 ｎ－３ ＰＵＦＡ 与 ２ 型糖尿病发生发展的关

糖代谢潜在机制的探索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ꎮ 前期代谢组学研

系尚不清楚ꎮ 在亚洲而不是西方人群中ꎬ 现有研究支持长链 ｎ

究发现 血 液 中 的 呋 喃 脂 肪 酸 代 谢 产 物 ３￣ｃａｒｂｏｘｙ￣４￣ｍｅｔｈｙｌ￣５￣

－３ ＰＵＦＡ 可能有益于 ２ 型糖尿病的防治ꎬ 但证据仍不充分ꎬ

ｐｒｏｐｙｌ￣２￣ｆｕｒａｎｐｒｏｐａ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 ( ＣＭＰＦ) 在 摄入 深海 鱼 油 或 鱼

二者的因果关系仍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ꎮ 营养基因组学研究

类后都显著上升ꎬ 而且 ＣＭＰＦ 是深海鱼油或纯 Ｃ２０ ∶ ５ｎ－３ 和

指出了长链 ｎ－３ ＰＵＡ 与多个基因位点互相作用影响 ２ 型糖尿

Ｃ２２ ∶ ６ｎ－３ 干预组的第一位血液生物标志物ꎮ 在干预过程中

病及其相关代谢指标ꎮ 同时ꎬ 代谢组学和肠道微生物组学也

长链 ｎ－３ ＰＵＦＡ 血液含量的变化与 ＣＭＰＦ 含量的变化呈现显

为了解长链 ｎ－３ ＰＵＡ 对 ２ 型糖尿病影响提供了更多的角度ꎮ

著正相关关 系 [３８－４１] ꎮ 前期 研究 也 指 出ꎬ 中 国 人 群 长 链 ｎ － ３

未来ꎬ 围绕基因组、 代谢组和肠道微生物 组等多 组学 数据ꎬ

ＰＵＦＡ 干预 ２ 型糖尿病患者后 ＣＭＰＦ 的升高的同时ꎬ 糖化血

“ 精准” 地深入了解长链 ｎ－３ 多不饱和脂肪酸摄入与 ２ 型糖

红蛋白降低 [４０] ꎮ 近期的研究也报道了北美人群长链 ｎ－３ ＰＵ￣

尿病的关联及相关分子机制将是十分必要的ꎮ

ＦＡ 干预后 ＣＭＰＦ 的升高与胰岛素敏感性呈正相关关系 [４２] ꎮ
同时ꎬ 该研究在肥胖小鼠模型中发现 ＣＭＰＦ 可改善脂肪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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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ꎻ ９４ (２) : ５２７－５３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 Ｒｅｖ. ２０１６ꎻ ２１ ( １) :

[１５] ＧＪ ｖａｎ Ｗꎬ ＡＪ ｖａｎ Ｂꎬ Ａ Ｋꎬ ｅｔ ａｌ. Ｅａｔｉｎｇ ｆｉｓｈ ａｎｄ

１１－２３.
[ ２７] Ｍ Ｋꎬ Ｇ Ｓꎬ Ｎ Ｎꎬ ｅｔ 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２ ｍｏ ｗｉｔｈ ｎ

ｒｉｓｋ ｏｆ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ꎬ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ｆｏｌ￣
ｌｏｗ￣ｕｐ ｓｔｕｄｙ.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Ｃａｒｅ. ２００９ꎻ ３２ (１１) : ２０２１－２０２６.

３ ｐｏｌｙ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ａｄｉｐｏ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１６] ＫＡ Ｍꎬ ＬＨ Ｋꎬ ＤＲ Ｊꎬ ＡＲ Ｆ.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ｆａｔ ａｎｄ ｉｎｃｉ￣

ａｔｈｅｒｏｇｅｎ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ｂｕｔ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ｉｎ ｏｌｄｅｒ Ｉｏｗａ ｗｏｍｅｎ.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ｗｏｍｅｎ ｗｉｔｈ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ｓｔｕｄｙ.

Ｃａｒｅ. ２００１ꎻ ２４ (９) : １５２８－１５３５.

Ａｍ Ｊ Ｃｌｉｎ Ｎｕｔｒ. ２００７ꎻ ８６ (６) : １６７０－１６７９.

[ １７ ] Ｒ Ｖꎬ ＹＢ Ｘꎬ Ｔ Ｅꎬ ｅｔ ａｌ. Ｆｉｓｈꎬ ｓｈｅｌｌｆｉｓｈꎬ ａｎｄ

[２８] ＶＭ Ｍꎬ Ａ Ｆꎬ ＰＣ Ｗꎬ ＳＦ Ｄ. Ｆｉｓｈ ｏｉｌ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

ｌｏｎｇ￣ｃｈａｉｎ ｎ － ３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ｏｆ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ａ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Ｄｉａ￣

８２

ｂｅｔｅｓ Ｃａｒｅ. ２０００ꎻ ２３ (９) : １４０７－１４１５.

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ｈｏｌｅ ｇｒａｉｎｓꎬ ｆａｔｔｙ ｆｉｓｈꎬ ａｎｄ ｂｉｌｂｅｒｒｉｅｓ ｉｎ ａ ｒａｎｄｏｍ￣

[２９] ＤＣ Ｃꎬ ＧＦ Ｗꎬ ＴＡ Ｍꎬ ＰＨ Ｂꎬ ＴＧ Ｒꎬ ＬＪ Ｂ. Ｒａｎ￣

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Ｊ Ｎｕｔｒ. ２０１５ꎻ １４５ (１) : ７－１７.

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ｎ－３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ｓｕｐｐｌｅ￣

[４０ ] Ｚｈｅｎｇ ＪＳꎬ Ｌｉｎ Ｍꎬ Ｉｍａｍｕｒａ Ｆꎬ ｅｔ ａｌ. Ｓｅｒｕｍ

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ｏｆ ａｐｏ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Ｂ － １００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ｂｏｌｏｍｉｃｓ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ｎ － ３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ｉｎ Ｃｈｉ￣

ｃｈｙｌｏｍｉｃｒｏｎ ｒｅｍｎａｎｔｓ ｉｎ ｍｅｎ ｗｉｔｈ ｖｉｓｃｅｒａｌ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Ａｍ Ｊ Ｃｌｉｎ

ｎｅｓ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Ａ ｄｏｕｂｌｅ￣ｂｌｉｎｄ ｒａｎｄｏｍ￣

Ｎｕｔｒ. ２００３ꎻ ７７ (２) : ３００－３０７.

ｉｓ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Ｓｃｉ Ｒｅｐ. ２０１６ꎻ ６: １－９.

[３０] Ｃ Ｇꎬ Ｙ Ｌꎬ Ｙ Ｇ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ｉｓｈ ｏｉｌ ｓｕｐｐｌｅ￣

[４１] Ｌｉｕ Ｇꎬ Ｇｉｂｓｏｎ ＲＡꎬ Ｃａｌｌａｈａｎ Ｄꎬ Ｇｕｏ Ｘ￣Ｆꎬ Ｌｉ Ｄꎬ

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ｌｉｐｉｄ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ｍｏｎｇ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Ｓｉｎｃｌａｉｒ ＡＪ. Ｐｕｒｅ ｏｍｅｇａ ３ ｐｏｌｙ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 ＥＰＡꎬ

ｗｉｔｈ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ＤＰＡ ｏｒ ＤＨＡ) ａｒ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ｐｌａｓｍａ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ｓ. Ｌｉｐｉｄ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Ｄｉｓ. ２０２０ꎻ １９ (１) .

３￣ｃａｒｂｏｘｙ￣４￣ｍｅｔｈｙｌ￣５￣ｐｒｏｐｙｌ￣２￣ｆｕｒａｎｐｒｏｐａ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 ( ＣＭＰＦ )

[ ３１] ＲＰ Ｍꎬ ＰＬ Ｚꎬ ＡＤ Ｋꎬ ＭＢ Ｋ.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ｆａｔ￣

ｉｎ ａ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ｗｏｍｅｎ. Ｆｏｏｄ Ｆｕｎｃｔ. ２０２０ꎻ １１ (３) :

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ｓｅｒｕｍ ｔｏｔａｌ ｔｏ ＨＤＬ

２０５８－２０６６.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 ａｎｄ ｏｎ ｓｅｒｕｍ ｌｉｐｉｄｓ ａｎｄ ａｐｏ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ａ ｍｅｔａ￣

[４２] Ｐｒｅｎｔｉｃｅ ＫＪꎬ Ｗｅｎｄｅｌｌ ＳＧꎬ Ｌｉｕ Ｙꎬ ｅｔ ａｌ. ＣＭＰＦꎬ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６０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ｓ. Ａｍ Ｊ Ｃｌｉｎ Ｎｕｔｒ. ２００３ꎻ ７７

ａ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ｔｅ Ｆｏｒｍｅｄ Ｕｐｏｎ 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ｍｅｇａ－３－Ａｃｉｄ Ｅｔｈｙｌ

(５) : １１４６－１１５５.

Ｅｓ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ꎬ Ｐｒｅｖ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ｖｅｒｓｅｓ Ｓｔｅａｔｏｓｉｓ.

[３２] Ｖ Ｐꎬ ＲＰ Ｒ. Ｇｌｕｃｏｌｉｐｏ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ｆｕｅｌ ｅｘ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ｂｅ￣

Ｅ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１８ꎻ ２７: ２００－２１３.

ｔａ￣ｃｅｌｌ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Ｅｎｄｏｃｒ Ｒｅｖ. ２００８ꎻ ２９ (３) : ３５１－３６６.

[４３] Ｌｉｕ Ｙꎬ Ｐｒｅｎｔｉｃｅ ＫＪꎬ Ｅｖｅｒｓｌｅｙ ＪＡꎬ ｅｔ ａｌ. Ｒａｐｉｄ Ｅｌ￣

[３３] Ａ Ｇ￣Ｐꎬ Ｒ Ｈꎬ Ｎ Ｆꎬ ｅｔ ａｌ. Ｏｂｅｓｉｔｙ￣ｉｎｄｕｃｅｄ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ｅ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ＭＰＦ Ｍａｙ Ａｃｔ Ａｓ ａ Ｔｉｐｐ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ｉｎ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Ｄ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ｈｅｐａｔｉｃ ｓｔｅａｔｏｓｉｓ ａｒｅ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ｄ ｂｙ ｏｍｅｇａ － ３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ｅｌｌ Ｒｅｐ. ２０１６ꎻ １４ (１２) : ２８８９－２９００.
[４４] Ｐｒｅｎｔｉｃｅ ＫＪꎬ Ｌｕｕ Ｌꎬ Ａｌｌｉｓｔｅｒ ＥＭ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ｆｕｒａｎ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ａ ｒｏｌｅ ｆｏｒ 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ｓ. ＦＡＳＥＢ Ｊ.
２００９ꎻ ２３ (６) : １９４６－１９５７.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ｔｅ ＣＭＰＦ ｉｓ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ｉｎ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ａｎｄ ｉｎ￣
ｄｕｃｅｓ β ｃｅｌｌ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Ｃｅｌｌ Ｍｅｔａｂ. ２０１４ꎻ １９ ( ４) : ６５３ －

[３４] ＮＳ Ｋꎬ ＫＪ Ｃꎬ Ｎ Ｍ￣Ｍ. ( ｎ－３)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
ａｄｉｐｏｓｅ ｔｉｓｓｕｅ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ｍｅｃｈａ￣

６６６.

ｎｉｓｔｉｃ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Ａｄｖ Ｎｕｔｒ. ２０１１ꎻ ２ (４) : ３０４－３１６.

[４５ ] Ｘｕ Ｌꎬ Ｓｉｎｃｌａｉｒ ＡＪꎬ Ｆａｉｚａ Ｍꎬ ｅｔ ａｌ. Ｆｕｒａｎ ｆａｔｔｙ

[３５] Ｄ Ｆꎬ ＤＳ Ｋ.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ｂｙ ｎ－

ａｃｉｄｓ￣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ｏｒ ｈａｒｍｆｕｌ ｔｏ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ｇ Ｌｉｐｉｄ Ｒｅｓ. ２０１７ꎻ

３ ｐｏｌｙ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Ｃｕｒｒ Ｏｐｉｎ Ｃｌｉｎ Ｎｕｔｒ Ｍｅｔａｂ

６８: １１９－１３７.

Ｃａｒｅ. ２００９ꎻ １２ (２) : １３８－１４６.

[ ４６ ] Ｙ Ｍꎬ Ｙ Ｉꎬ Ｋ Ｍꎬ ｅｔ ａｌ. Ａ ｕｒｅｍｉｃ ｔｏｘｉｎꎬ ３￣

[３６] Ｍ Ｔꎬ Ｃ Ｄꎬ Ｃ Ｓꎬ Ｇ Ｄꎬ Ｍ Ｐꎬ Ｊ Ｄ. ｎ －３ ｐｏｌｙｕｎ￣

ｃａｒｂｏｘｙ￣４￣ｍｅｔｈｙｌ￣５￣ｐｒｏｐｙｌ￣２￣ｆｕｒａｎｐｒｏｐｉｏｎａｔｅ

ｉｎｄｕｃｅｓ

ｃｅｌｌ

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ｓｉｇ￣

ｄａｍａｇｅ ｔｏ ｐｒｏｘｉｍａｌ ｔｕｂｕｌａｒ ｃｅｌｌｓ ｖｉａ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ｒａｄｉ￣

ｎａｌｉｎｇ ｉｎ ｍｕｓｃｌｅ. Ａｍ Ｊ Ｐｈｙｓｉｏｌ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 Ｍｅｔａｂ. ２００２ꎻ ２８２

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Ｂｉｏｃｈｅｍ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２０１２ꎻ ８４ (９): １２０７－

(３) .

１２１４.
[３７] Ｒ ＤＣꎬ Ｒ Ｍꎬ Ａ Ｂꎬ ＥＢ Ｓ. ｎ －３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４７] Ｓ Ｓꎬ ＮＲ ｖａｎ Ｚꎬ Ａ Ｍꎬ ｅｔ ａｌ. Ｃａｕｓ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ａｎ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ｇｕｔ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ｍｅꎬ ｓｈｏｒｔ￣ｃｈａｉｎ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ａ￣

ｄａｔａ.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Ｃａｒｅ. ２００７ꎻ ３０ (４) : １０１２－１０２６.

ｂｏｌ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Ｎａｔ Ｇｅｎｅｔ. ２０１９ꎻ ５１ (４) : ６００－６０５.

[３８] Ｏ Ｓꎬ ＭＶ Ｌꎬ Ｇ Ｂꎬ Ｂ Ｆꎬ ＡＳ Ｓꎬ Ａ Ｒ. 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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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类代谢与肠道菌群的互作及其对心血管
疾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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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浙江工商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ꎬ 杭州ꎻ ２. 青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ꎬ 青岛

摘要: 脂类代谢在人体生理和病理进程中起重要的作用ꎮ

多生物活性物质ꎬ 这些生物活性物质可以调控多种信号通路ꎬ

脂类代谢包括脂类合成ꎬ 降解ꎬ 氧化ꎬ 酮解作用ꎬ 生酮ꎬ 氧

参与调控细胞的分化、 增值、 增长、 凋亡进程ꎬ 保证正常生

化和过氧化等作用ꎮ 其中脂肪酸过氧化在人体生理和病理中

理机能的运作ꎬ 因此对于生命活动具有重要意义ꎮ 脂类代谢

起重要作用ꎮ 脂类代谢会受到肠道微生物影响ꎬ 反过来ꎬ 脂

与碳水化合物ꎬ 蛋白质代谢通路交错连结ꎬ 并且受基因ꎬ 肠

类及其代谢也影响肠道微生物的组成ꎮ 随着检测分析技术的

道微生物和其他环境因子影响ꎮ 脂肪代谢异常引发各种疾病ꎬ

进步ꎬ 更多与疾病相关更多的脂类代谢物质被发现ꎮ 本文将

随着分析技术的发展ꎬ 近些年来更多脂类以及脂类代谢物及

阐述肠道菌群与脂类代谢的相互作用及脂类代谢物对心血管

其功能逐渐被发现ꎬ 脂类代谢物作为潜在的临床疾病生物标

疾病的影响ꎮ 脂类代谢物在临床上越来越多的作为潜在的生

志物引起广泛的兴趣ꎮ
脂类在体内代谢的生化过程受胰岛素、 胰高血糖素、 饮

物标志物ꎬ 为预防和治疗疾病提供了新的目标ꎮ
关键词: 脂肪酸过氧化物ꎻ 肠道菌群ꎻ 心血管疾病

食营养、 体内生化酶活性等的调控ꎮ 肝脏、 脂肪组织、 小肠
是脂肪合成的重要场所ꎬ 其中肝藏的合成能力最强ꎮ 在糖供

脂类是维持生命正常运作的必需物质ꎮ 脂类代谢是指在

能不足时ꎬ 脂肪酸生成乙酰辅酶 Ａ 供能ꎬ 并产生大量酮体ꎮ

体内各种相关酶的作用下ꎬ 消化吸收、 合成与分解加工成其

肝脏是生成酮体的器官ꎮ 肝细胞能合成脂肪ꎬ 合成后与载脂

他物质的过程ꎮ 脂类物质是身体储能和供能的重要物质ꎬ 是

蛋白、 胆固醇等结合成脂蛋白ꎬ 进入血液ꎮ 肝脏合成的甘油

生物膜ꎬ 细胞和组织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脂类代谢产生许

三酯如果不能及时转运或者脂类代谢紊乱ꎬ 会导致疾病的产

作者简介: 修丽丽ꎬ 浙江大学食品营养学博士ꎬ 浙江工商大学ꎻ 李铎ꎬ 青岛大学营养与健康研究院首席教授ꎬ ＷＨＯ 营养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ꎮ
作者 Ｅ￣ｍａｉｌ: ｘｌｌ＿２００２８＠ 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ꎻ ｄｕｏｌｉ＠ ｚｊｕ.ｅｄｕ.ｃｎ

８４

生ꎬ 另一方面ꎬ 疾病状态下脂类代谢物会发生改变ꎮ 脂类代

化物的主要还原剂ꎬ ＧＰｘ４ 中硒氨酸执行亲核攻击脂类过氧化

谢紊乱是脂肪肝ꎬ 动脉粥样硬化和二型糖尿病等的病理基础ꎮ

物的末端氧ꎬ 形成羟基花生四烯酸等化合物ꎮ 研究表明抑制

国际糖尿病联合会已汇报全球大约 ２５％的成年人患有脂类代

ＧＰｘ４ 导致脂类过氧化物的累积和细胞的死亡ꎮ 自由基反应也

ꎮ 目前临床上ꎬ 脂类水平是基于血浆中总胆固醇的

可以由抗氧化剂终止ꎮ 过氧化物和自由基中间体的还原能阻

谢紊乱

[１]

止脂类过氧化ꎮ 生物体系中存在多种途径还原脂类ꎮ 抗氧化

浓度ꎬ 高密度脂蛋白ꎬ 低密度脂蛋白和甘油三酯进行评估ꎮ

剂是减少脂类氧化的另一个途径ꎮ 维生素 Ｅ 能作为自由基清

脂类过氧化是一个复杂的生物进程ꎬ 脂类过氧化过程有

除剂减少脂类的氧化ꎮ

三个阶段ꎬ 包括链的产生ꎬ 延长和终止ꎮ 在这个进程中ꎬ 脂
类自由基攻击烯丙基碳形成碳中心自由基ꎬ 这个自由基继续

膳食脂类影响肠道微生物的多样性

同氧反应形成过氧化自由基ꎮ 在延长阶段ꎬ 不稳定脂肪酸自
由基迅速同氧分子产生反应ꎬ 形成过氧脂肪酸自由基ꎬ 并进

肠道微生物在维持人体免疫和代谢平衡中起重要的作用ꎬ

一步同脂肪酸反应产生氢过氧化物或环化过氧化物以及另外

其部分来源于母体ꎬ 后通过饮食ꎬ 寄主基因等环境因子进行

脂肪酸自由基ꎮ 自由基链反应持续进行直到通过两个自由基

调节ꎮ 肠道微生物消耗ꎬ 贮藏和重新分配能量ꎬ 其组成失衡

结合产生非自由基终止链反应ꎮ 多不饱和脂肪酸氧化的产生

与许多疾病的病理进程相关ꎮ 肠道微生物的功能和组成受到

主要依据碳链长度和不饱和双键的结构ꎮ 脂肪酸过氧化物前

饮食特性影响ꎬ 并且被认为是整个生命周期的主要肠道塑形

体主要包括亚油酸 ( Ｌｉｎｏ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ꎬ ＬＡ) ꎬ 亚麻酸 ( Ｌｉｎｏｌｅｎｉｃ

驱动因子ꎮ 肠道微生物通过与饮食的交互作用影响寄主脂类

ａｃｉｄ) ꎬ ＥＰＡꎬ ＤＨＡꎬ 这些脂肪酸可以直接从膳食获得ꎬ 或者

代谢ꎬ 它们通过自己的代谢通路ꎬ 代谢人体不能消化降解的

体内经亚油酸延长以及去饱和转化取得ꎮ 亚油酸代谢途径主

复杂的碳水化合物ꎮ 肠道微生物代谢人体不能消化的碳水化

要负责产生的过氧化代谢前体是 ＤＧＬＡꎬ 花生四烯酸 ꎮ 第一

合物产生的主要末端产物是短链脂肪酸ꎬ 包括甲酸盐ꎬ 乙酸

步是添加多不饱和双键到 ＬＡ 上ꎬ 通过△ [６] 去饱和酶产生 γ￣

盐ꎬ 丙酸盐和丁酸盐等 [３] ꎮ 膳食纤维通过调控脂类代谢和肠

ＬＡꎮ 延长酶添加两个碳到 γ￣ＬＡ 形成 ＤＧＬＡꎬ 并且能进一步转

道微生物菌群阻止肠道炎症发生 [４] ꎮ

化到花生四烯酸ꎮ 前列腺素、 血栓素、 白三烯等均是多不饱

脂类做为底物参与细菌代谢进程ꎬ 并且能够改变肠道微

和脂肪酸过氧化产物ꎬ 在调节细胞代谢上具有重要作用ꎬ 与

生物的种类和结构ꎮ 不同脂肪酸组成的膳食脂类摄取会引起

炎症、 免疫、 过敏及心血管疾病等重要病理过程相关ꎮ 这些

肠道微生物的改变ꎮ Ｃａｒｌｏｔｔａ Ｄｅ Ｆｉｌｉｐｐｏ 等比较了不同饮食的

脂类过氧化物产生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ꎬ 如在激素或其他

两组孩子的粪便微生物ꎬ 一组是来自欧洲ꎬ 具有典型的现代

因素刺激下ꎬ 膜脂由磷脂酶 Ａ２ 催化水解ꎬ 释放花生四烯酸ꎬ

西方饮食ꎬ 另一组来自偏远非洲村庄 [５] ꎬ 研究结果显示ꎬ 非

花生四烯酸在脂过氧化酶作用下生成丙三烯ꎬ 在环过氧化酶

洲村庄孩子粪便中短链脂肪酸含量显著高于欧洲ꎬ 并且非洲

作用下生成前列腺素、 血栓素ꎮ

村庄的孩子肠 道中普 雷 沃 菌 属 ( Ｐｒｅｖｏｔｅｌｌａ) 和 木 聚 糖 菌 属

细胞膜中的脂类过氧化后其组成ꎬ 结构等发生改变ꎮ 膜

( Ｘｙｌａｎｉｂａｃｔｅｒ) 丰度较高ꎬ 这两种菌能水解纤维素为木聚糖ꎬ

脂的过氧化改变了脂双层的物理特性ꎬ 改变了膜的 流动 性ꎬ

而现代西方高脂饮食孩童粪便中缺少这些细菌ꎮ 动物研究发

渗透性和脂类的交互作用ꎮ 生物有机体过量产生或丢失还原

现高膳食脂肪摄取能导致肠道微生物组成失调ꎬ 从低脂植物

能力都会导致过氧化物积累ꎬ 导致生物分子ꎬ 如脱氧核糖核

饮食转变为高脂高糖饮食导致微生物群系结构发生改变ꎬ 并

酸、 蛋白质和脂类受到破坏ꎮ 研究表明脂类过氧化物作为许多

且在几天内就可以改变微生物基因组表达 [６] ꎮ 低脂饮食提高

疾病的关键中间代谢物包含在癌症ꎬ 退行性神经疾病等病理

了肠道微 生物 α￣多样 性ꎬ 降 低 了 与 代 谢 相 关 的 对 甲 酚 和 吲

进程中ꎮ 氧化压力、 炎症和自由基介导的伤害是一些疾病的

哚 [７] ꎻ 富含 ｎ－３ 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鱼油摄取提高了肠道微生

生理病理基础 [２] ꎮ 脂类过氧化物在炎症和消炎的作用方面起

物的多样性ꎮ 相反ꎬ 富含饱和脂肪酸的猪油摄取降低了肠道

重要作用ꎮ 脂类过氧化物代谢物大多通过多不饱和氧化产生ꎮ

微生物群系的多样性ꎮ 动物实验研究表明 ｎ－３ 多不饱和脂肪

研究发现来自 ｎ－６ 的多不饱和脂肪酸氧化代谢物主要诱导炎

酸摄取提高了肠道中放线菌 ( Ａｃｔｉ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ꎬ 乳酸菌 ( ｌａｃ￣

症ꎬ 但是来自 ｎ－３ 脂肪酸的产物主要具有消炎的作用ꎮ 生物

ｔｉｃ ａｃｉｄ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ꎬ 疣微杆菌门 ( Ｖｅｒｒｕｃｏｍｉｃｒｏｂｉａ) ꎬ α￣变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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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控酶ꎮ 人类 ＧＰｘ 有 ８ 种同分异构体ꎬ ＧＰｘ４ 酶是脂类过氧

ｂａｃｔｅｒ) ꎬ 和 嗜 胆 菌 ( Ｂｉｌｏｐｈｉｌａ ) 的 含 量 [８] ꎮ 沃 氏 嗜 胆 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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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氧二十 碳 三 烯 酸 ( ｅｐｏｘｙｅｉｃｏｓａｔｒｉｅ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ｓꎬ ＥＥＴｓ)

性ꎬ 非解糖细菌ꎮ 沃氏嗜胆菌扩大了高脂诱导的炎症ꎬ 肠道

是花生 四 烯 酸 的 细 胞 色 素 Ｐ４５０ 代 谢 物ꎮ 动 物 研 究 表 明ꎬ

屏障失能和胆汁酸代谢失调并且导致了较高的葡萄糖代谢失

ＥＥＴｓ 具有血管舒张ꎬ 心血管保护作用ꎮ 流行病学研究表明ꎬ

ꎮ 已有研究表明饱和脂类饮食导致的肠道微生

ＥＥＴｓ 降低 了 人 类 ＣＶＤ 发 生ꎬ 抑 制 ＥＥＴ 水 解 已 被 认 为 是

ꎮ 脂肪酸的抗菌活

ＣＶＤ 疾病的治愈方式ꎮ 羟基花生四烯酸 ( ｈｙｄｒｏｘｙｅｉｃｏｓａｔｅｔ￣

性是脂类导致肠道菌改变的另一原因ꎮ 脂肪酸的抗菌活性由

ｒａｅ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ꎬ ＨＥＴＥ) 也 是花生四烯酸的细胞色素 Ｐ４５０ 代

碳链长度ꎬ 饱和度和双键位置等决定 [１１] ꎮ

谢途径的重要代谢产物ꎮ ＨＥＴＥ 可诱导血管内皮增长因子的

调和脂肪肝

[９]

物代谢炎症是通过 Ｔｏｌｌ 样受体信号通路

[１０]

产生ꎬ 对血管内皮细胞发挥重要的生理和病理生理作用ꎮ ２０￣

肠道微生物调控脂类代谢

ＨＥＴＥ 可激活内皮细胞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氧化酶系统和
核因子￣кＢ 通路发挥氧化应激和促炎作用ꎮ 原发性高血压患者

肠道微生物通过直接或间接的生物代谢机制调控寄主脂

血液中 ＨＥＴＥ 升高ꎬ 表明 ＨＥＴＥ 可能在原发性高血压的发病

类代谢ꎮ 肠道微生物能以脂类为底物ꎬ 通过自身代谢ꎬ 产生

机制中起到作用ꎮ

代谢物作为生物活性物影响人体健康ꎮ 膳食益生菌与肠道微

总之ꎬ 脂类代谢与肠道菌群相互作用ꎬ 参与重要的生理

生物交互作用ꎬ 促进身体健康ꎮ 一些益生菌ꎬ 其代谢物直接

病理进程ꎮ 脂类代谢物尤其是脂肪酸过氧化物ꎬ 在心血管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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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进进步ꎬ 脂类代谢物在心血管疾病预测及病理中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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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将会越来越完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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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链 ｎ － ３ 多不饱和脂肪酸与慢性炎症性疾病
Ｌｏｎｇ￣ｃｈａｉｎ ｎ －３ Ｐｏｌｙ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ａｎｄ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付元庆 １

李

铎２

１. 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ꎻ ２. 青岛大学营养与健康研究院

摘要: 炎症反应是机体的重要防御机制ꎬ 然而不受控制

食用鱼类 [１] ꎮ 然而在推荐通过服用 ｎ－３ ＰＵＦＡ 来预防心血管

的长期慢性炎症被认为是多种慢性炎症性疾病的病理基础ꎬ

疾病或者降低不良心血管事件的风险时仍需谨慎ꎬ 因为近期

比如类风湿性关节炎、 炎症性肠病以及神经退行性 疾病 等ꎮ

多项高质量的系统综述分析与临床试验并未得出一致性的结

膳食必需脂肪酸是多种炎症调节因子的前体ꎬ 其中 ｎ－６ 与 ｎ－３

论来支持 ｎ－３ ＰＵＦＡ 的临床功效 [２－５] ꎮ

多不饱和脂肪酸 ( ＰＵＦＡ) 分别被认为具有促炎与抗炎作用ꎮ

炎症反应是机体防御感染以及应对损伤的正常保护机制ꎬ

ｎ－３ ＰＵＦＡ ( 包括 ＤＨＡ、 ＥＰＡ 等) ꎬ 尤其是 ＥＰＡꎬ 可以竞争性

面对病原体的入侵ꎬ 机体会产生一系列调节因子如脂肪酸来

地抑制花生四烯酸向前列腺素及白三烯的代谢过程ꎬ 并且将

源的前列腺素、 血栓素、 白三烯、 血小板激活因子、 细胞因

自身代谢成为促炎活性更弱的代谢物ꎮ 此外ꎬ ｎ－３ ＰＵＦＡ 的抗

子和趋化因子等 [６] ꎮ 一方面ꎬ 这些炎症反应有助于抵抗病原

炎作用还包括抑制细胞因子如 ＩＬ￣１β 和 Ｌ￣６ 的产生、 降低免疫

体ꎬ 另一方面不受控的炎症反应同样会对机体组织造成损伤ꎮ

细胞中黏附因子的表达、 以及通过代谢产物消退素和保护素

不过ꎬ 由于负反馈调节机制的存在ꎬ 比如分泌抗炎细胞因子、

缓解炎症反应ꎮ 因此ꎬ ｎ－３ ＰＵＦＡ 被认为是具有预防或治疗多

抑制促炎信号通路以及激活调控细胞等ꎬ 炎症反应通常都是

种慢性炎症性疾病的潜在功能性成分ꎮ 然而ꎬ 尽管体外实验

会有自限性ꎬ 并且控制良好ꎮ 但是ꎬ 炎症反应的调控异常发

和动物实验都比较一致地显示 ｎ－ ３ 多不饱和脂肪酸在治疗和

生时ꎬ 便会导致不利于机体的过度或者慢性炎症 [７－９] ꎮ 慢性炎

缓解炎症性疾病的症状方面有良好的功效ꎬ 但是当前基于临

症被广泛认为在动脉粥样硬化、 炎症性肠病、 类风湿性关节

床试验的证据尚不足以支持将 ｎ－ ３ 多不饱和脂肪酸用于治疗

炎、 癌症以及神经退行性疾病中起着推进作用 [１０－１４] ꎮ

炎症性肠病与阿尔兹海默症等炎症性疾病ꎮ

长链 ｎ－３ ＰＵＦＡ 与炎症反应之间相互关联的重要物质基

关键词: ｎ－３ 多不饱和脂肪酸ꎻ 类风湿性关节炎ꎻ 炎症

础是类花生酸 ( ｅｉｃｏｓａｎｏｉｄｓ) ꎬ 其在炎症反应的介导与调控方

性肠病ꎻ 阿尔兹海默症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１５] ꎬ 而花生四烯酸 ( ＡＡꎬ ２０ ∶ ４ｎ－６) 是
类花生酸的主要前体ꎮ 类花生酸代谢的产物包括前列 腺素、
血栓素 和 白 三 烯ꎬ 均 是 以 ＡＡ 为 代 谢 底 物 经 过 环 氧 合 酶

１. 前言

( ＣＯＸ) 和脂氧合酶 ( ＬＯＸ) 的催化而产生ꎬ 并且这些代谢

长链 ｎ－３ ＰＵＦＡ 是一种最后一个双键在碳链的第 ３、 ４ 位

产物对机体的炎症反应具有较强的刺激作用ꎮ 其中ꎬ 前列腺

之间的多不饱和脂肪酸ꎬ 主要包括 ＤＨＡ ( ２２ ∶ ６ｎ－３) 、 ＤＰＡ

素参与了炎症反应部位的血管通透性增加、 组织增生、 纤维

(２２ ∶ ５ｎ－３) 和 ＥＰＡ (２０ ∶ ５ｎ－３) ꎮ 这些 ｎ－３ ＰＵＦＡ 富含于

化以及白细胞迁移等 [１６] ꎬ 而血栓素 Ａ２ 则由血小板、 巨噬细

鱼的脂肪中ꎬ 也被成为海洋 ｎ － ３ ＰＵＦＡꎮ 美国 ＦＤＡ 自 ２０１８

胞以及多形核白细胞等参与生成ꎬ 可以促进白血小板凝集和

年以来ꎬ 认定 ｎ－３ ＰＵＦＡ 在 ３ｇ / 天的服用剂量以下都是安全

多形核白细胞的依附 [１７] ꎮ 白三烯类物质通过增加 ＣＯＸ￣２ 的

的ꎮ 此外ꎬ 美国心脏学会于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版的膳食指南中推荐

表达以及次 级 中 性 粒 细 胞 的 释 放 促 进 局 部 血 流 以 及 炎 症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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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

应 [１８] ꎮ ｎ－３ ＰＵＦＡ 可以降低免疫细胞中 ＡＡ 的含量进而减少

保护作用ꎬ 该转基因小鼠的 ｆａｔ－１ 基因可以编码合成一种 ｎ－３

ꎮ 基于 １８ 项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的 ｍｅｔａ 分

脂肪酸去饱和酶将 ｎ－６ ＰＵＦＡ 转化成 ｎ－３ ＰＵＦＡꎬ 在不需要

析评估了 ｎ－３ ＰＵＦＡ 对 ＡＡ 来源的主要类花生酸类代谢物的

膳食摄入 ｎ－３ ＰＵＦＡ 的情况下即可丰富体内的 ｎ－３ ＰＵＦＡ 含

影响ꎬ 结果发现增补 ｎ－３ ＰＵＦＡ 可以显著降低高心血管疾病

量 [４４] ꎮ 研究结果显示ꎬ 与野生型小鼠相比ꎬ ｆａｔ －１ 小鼠的关

风险人群的血栓素 Ｂ２ 以及患有慢性炎症性疾病患者中性粒细

节炎临床症状评分得到显著缓解、 炎性细胞的浸润显著降低ꎮ

ꎮ 究其作用机理ꎬ ｎ －３ ＰＵＦＡ 尤其

此外ꎬ 在脾脏组织和踝关节组织中ꎬ ＩＬ￣１７、 ＩＬ￣１６ 以及 ＩＬ￣２３

是 ＥＰＡ 可以作为 ５－ＬＯＸ 与 ＣＯＸ 酶的作用底物竞争性地抑制

也均有降低ꎮ 总得来讲ꎬ 动物实验的研究数据提供了比较一

ＡＡ 通过 ＬＯＸ 与 ＣＯＸ 酶的代谢ꎬ 进而降低 ＡＡ 来源炎症因子

致的结果与证据ꎬ 支持 ｎ－３ ＰＵＦＡ 在治疗关节炎方面具有非

的水平ꎮ 同时ꎬ 相比于 ＡＡ 来源的代谢物ꎬ ＥＰＡ 经上述酶的

常积极的效果ꎮ

ＡＡ 的代谢产物

[１９]

胞中的白三烯 Ｂ４ 水平

[２０]

催化后产生的代谢产物包括白三烯 Ｂ５ 和白三烯 Ｅ５ꎬ 均具有

基于人群的前瞻性队列研究同样也显示出 ｎ－３ ＰＵＦＡ 在

ꎮ 此外ꎬ ｎ－３ ＰＵＦＡ 还可以通过影响核转

预防 ＲＡ 的发生与发展方面具有保护作用ꎮ 在一项纳入了超

录因子影响 炎 症 反 应 相 关 基 因 的 表 达 最 终 间 接 发 挥 抗 炎 作

过 ５７０００ 人的丹麦队列研究中ꎬ 研究人员对志愿者平均随访

ꎮ 在动物实验中ꎬ 小鼠经内毒素刺激后ꎬ ｎ － ３ ＰＵＦＡ

５.３ 年后ꎬ 发现膳食中鱼类的摄入每增加 ３０ｇꎬ 对应的 ＲＡ 的

的增补与更低的 ＴＮＦ￣αꎬ ＩＬ ￣１β 以及 ＩＬ￣６ 的含量相关ꎬ 同时

发病风险可以降低 ４９％ [４５] ꎮ 另外一项纳入了约 ３２０００ 名瑞典

还升高了抗炎因子 ＩＬ￣１０ 的水平 [２４－２７] ꎮ 再者ꎬ ｎ－３ ＰＵＦＡ 还可

女性的队列ꎬ 经过平均 ７.５ 年的随访后发现了 ２０５ 例 ＲＡ 新发

以经代谢产生一系列消退素与保护素等ꎬ 这些代谢物被认为

病例ꎬ 分析发现每天摄入 ０.２１ｇ 及以上 ｎ－３ ＰＵＦＡ 可以降低

ꎮ ＥＰＡ 的代谢可以产生 Ｅ 系列的消

３５％的 ＲＡ 风险ꎬ 如果长期保持每日高于 ０.２１ｇ 的摄入剂量ꎬ

较弱的促炎活性

用

[２２ꎬ２３]

[２１]

具有强力的消炎作用

[２８ꎬ２９]

退素ꎬ ＤＰＡ 可以代谢产生 Ｄ 家族的保护素 ( 如 ＰＤ１、 ＰＤ２) ꎬ

ＲＡ 的风险降低幅度可达 ５２％ [４６] ꎮ

而 ＤＨＡ 则可以代谢产生 Ｄ 系列的消退素ꎬ 这些抗炎因子发挥

在过去的 １０ 年里ꎬ 同样也有多项随机对照试验 ( ＲＣＴ)

的作用被认 为 远 强 于 通 过 竞 争 性 抑 制 ＡＡ 代 谢 所 发 挥 的 作

评估 ｎ－３ ＰＵＦＡ 或者富含 ｎ－３ ＰＵＦＡ 的提取物对类风湿性关节

ꎮ 当前ꎬ 有大量的研究报道支持膳食中增加 ｎ－３ ＰＵ￣

炎患者临床症状的改善作用ꎮ 一项开展于 ５０ 例 ＲＡ 患者中的临

ＦＡ 的摄入有助于维持机体炎症因子的平衡ꎬ 进而对一些炎症

床研究ꎬ 发现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额外增补一种富含 ｎ－３ ＰＵ￣

性疾病具有潜在的预防于治疗作用ꎮ 下文将总结现有的研究

ＦＡ 的脂质提取物ꎬ 相比于单纯常规治疗组ꎬ 在疼痛关节计

证据ꎬ 探讨长链 ｎ－３ ＰＵＦＡ 对常见炎症性疾病的影响及潜在

数、 肿胀关节计数以及晨僵持续时间等临床指标改善上有显

机理ꎮ

著差异 [４７] ꎮ 另有一项研究也同样报道了鱼油的干预可显著改

用

[３０－３４]

善 ＲＡ 患者的晨僵持续时间与关节疼痛等临床症状 [４８] ꎮ 近期

２. 长链 ｎ－３ 多不饱和脂肪酸与类风湿性关节炎

发表的一项研究采用 ＲＣＴ 的研究设计评估了单独高剂量 ｎ－３

类风湿性关节炎 ( 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ｉｄ 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ꎬ ＲＡ) 是一种以

ＰＵＦＡ 或与 γ 亚油酸联合使用对于 ＲＡ 患者的症状缓解作用ꎬ

慢性破坏性关节病变为特征的全身性自身免疫性疾病ꎬ 常伴

结果发现相比于安慰剂对照组ꎬ 无论是高剂量 ｎ－３ ＰＵＦＡ 单

ꎮ ＲＡ 患者的滑

独使用还是与 γ 亚油酸联合使用均在干预 １２ 周后显示出对疾

膜中 ＣＯＸ￣１ 与 ＣＯＸ￣２ 的表达均显著升高ꎬ 并且滑膜液中促

病活性评分、 关节疼痛计数以及视觉评分等指标具有显著改

ꎮ ＲＡ 的传统治

善作用 [４９] ꎮ 一项 ｍｅｔａ 分析评估 ｎ－３ ＰＵＦＡ 对 ＲＡ 患者或关

疗方案主要有皮质类固醇药物、 免疫抑制药物和非甾体类抗

节疼痛患者的症状缓解作用ꎬ 该分析共计纳入 １７ 项 ＲＣＴ 研

炎药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比较常用的非甾体类抗炎药的作用机

究ꎬ 结果确认了 ｎ－３ ＰＵＦＡ 在充足的剂量下可以显著改善前

理之一便是抑制 ＣＯＸ 所催 化的 ＡＡ 代谢ꎬ 这也 暗示 了 ｎ － ３

述提到的 ＲＡ 患者临床典型症状 [５０] ꎮ 另外还有一项 ｍｅｔａ 分

ＰＵＦＡ 应同样具有治疗 ＲＡ 的潜力ꎮ

析限定对 ＲＡ 患者的 ｎ－３ ＰＵＦＡ 干预剂量不低于 ２.７ｇ / 天ꎬ 干

随关节疼痛、 肿胀以及不可逆的骨损伤

炎性的类花生酸代谢物也均有显著升高

[３５ꎬ３６]

[１６ꎬ３７－３９]

基于关节炎模型的动物实验均比较一致地支持 ｎ－３ ＰＵ￣

预持续时间不少于 ３ 个月ꎬ 最终纳入了 １０ 项 ＲＣＴ 研究ꎬ 分

ꎮ 被广泛报道的作用机

析结果虽然未发现疼痛关节计数与肿胀关节计数等临床症状

理包括抑制促炎细胞因子及金属蛋白酶的产生以及遏制白细

的显著性改善ꎬ 但是 ｎ－３ ＰＵＦＡ 的干预可以显著降低非甾体

ꎮ 最近发表的一项动物实验基于 ｆａｔ －１ 转基因小

类抗炎药的用药量 [５１] ꎮ 还有一项纳入了 ２０ 项 ＲＣＴ 研究与共

鼠造模成关节炎模型ꎬ 研究 ｎ－３ ＰＵＦＡ 对关节炎损伤的潜在

计 １２８８ 例 ＲＡ 患者的 ｍｅｔａ 分析ꎬ 发现 ｎ－３ ＰＵＦＡ 增补可以

ＦＡ 对于关节炎损伤的缓解作用
胞的迁移

[４３]

[４０－４２]

８９

显著缓解临床症状及相关生物标记物ꎬ 包括晨僵、 疼痛关节

２６％) [７１] ꎮ 另外一项双盲 ＲＣＴ 显示每日 ４.２ｇ 剂量的鱼油增补

计数、 红细胞沉降率、 白三烯 Ｂ４ 等ꎮ 综上所述ꎬ 在 ＲＡ 患者

可以使 ＵＣ 患者得到临床症状的改善[７２] ꎮ 这些研究表明 ｎ－３

的临床获益方面ꎬ 推荐补充 ｎ－３ ＰＵＦＡ 具有相对充足的证据

ＰＵＦＡ 增补对于 ＩＢＤ 患者是一项潜在的辅助治疗手段ꎮ 然而ꎬ

支撑ꎮ

同时还有诸多研究表明 ｎ－３ ＰＵＦＡ 对 ＩＢＤ 的临床获益非常有
限ꎮ 在一项纳入了 ７６０ 例 ＣＤ 患者的研究中ꎬ 无论是服用 ｎ－３

３. 长链 ｎ －３ 多不饱和脂肪酸与炎症性肠病

ＰＵＦＡ 还是服用安慰剂ꎬ 两组在 １ 年期缓解率上没有显著性差
异ꎮ 另外一项 ＲＣＴ 研究发现 ＣＤ 患者每日增补 ＥＰＡ 和 ＤＨＡ

炎症性 肠 病 (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ｂｏｗｅ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ꎬ ＩＢＤ) 主 要

(２.７ｇ / ｄａｙ) 以及搭配抗氧化剂ꎬ 连续干预 ２４ 周ꎬ 同样未发

包括 溃 疡 性 结 肠 炎 ( ｕｌｃ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ｌｉｔｉｓꎬ ＵＣ ) 与 克 罗 恩 病

现明显的临床获益 [７３] ꎮ 一项纳入 ８７ 例 ＵＣ 患者的 ＲＣＴ 研究ꎬ

( Ｃｒｏｈｎ’ 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ꎬ ＣＤ) ꎬ 疾病累及肠道的黏膜层且迁延不

在保持患者接受标准治疗的基础上ꎬ 随机分为两组接受鱼油

断难以治愈ꎬ 常给患者造成终生困扰 [５２ꎬ５３] ꎮ 在炎症反应过程

(４.５ｇ ＥＰＡ / ｄａｙ) 和橄榄油安慰剂ꎬ 持续干预 １ 年ꎬ 结果发

与免疫细胞参响应特征方面ꎬ ＣＤ 主要以 Ｔ 辅助细胞 １ 型的炎

现鱼油干预的额外获益非常有限ꎬ 对于在入组时处于缓解期

症反应模式为特征ꎬ 主要有 ＴＮＦ￣α、 干扰素 γ、 ＩＬ￣１β 以及 ＩＬ￣６

的病人ꎬ 期复发率也没有显著的组间差异 [６７] ꎮ 针对预防 ＩＢＤ

的表达上调ꎬ 而 ＵＣ 是以 Ｔ 辅助细胞 １ 型的炎症反应模式为

复发这项潜在功效ꎬ 一项纳入了 ６４ 例缓解期 ＵＣ 患者的双盲

特征ꎬ 伴随着 ＩＬ￣５ 的升高 [６] ꎮ 此外ꎬ 来源于 ＡＡ 代谢的类花

ＲＣＴ 研究ꎬ 发现膳食增补 ｎ－３ ＰＵＦＡ (５.１ｇ / ｄａｙ) 对 ２ 年期累

生酸代谢物如前列腺素、 血栓素以及白三烯同样也参与到了

积复发率没有显著性影响ꎬ 并且临床症状评估、 组织学检查等

ＩＢＤ 的发生与发展ꎬ 并且这些促炎因子在 ＩＢＤ 模型小鼠的肠

也未发现明显获益[７４] ꎮ 一项纳入了 ９ 篇评估 ｎ－３ ＰＵＦＡ 对 ＩＢＤ

黏膜中都有升高的现象 [５４ꎬ５５] ꎮ 流行病学研究发现爱斯基摩人

患者缓解期保持作用的相关文章的 ｍｅｔａ 分析ꎬ 系统总结了鱼

的 ＩＢＤ 发病率很低ꎬ 而他们的膳食结构中又富含 ｎ－３ ＰＵＦＡꎬ

油干预在 ＣＤ 和 ＵＣ 患者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ꎮ 尽管 ｎ－３ ＰＵ￣

这提供了 ｎ－３ ＰＵＦＡ 可能对 ＩＢＤ 具有保护作用的假设 [５６] ꎮ 此

ＦＡ 增补对 ＣＤ 患者的复发风险有一定的预防作用ꎬ 但是敏感

后ꎬ 又有大量的研究针对该主题对 ｎ－３ ＰＵＦＡ 功效进行了深

性分析发现该结果并不稳健[７５] 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其中有两篇大

入研究ꎬ 多数研究结果仍然不脱离 ｎ－３ ＰＵＦＡ 对 ＡＡ 来源炎

样本量的高质量研究ꎬ 均报道了 ｎ－３ ＰＵＦＡ 增补没有明显获

症因子的抑制作用 [５７ꎬ５８] ꎮ 不过ꎬ 也有研究发现 ｆａｔ －１ 转基因

益ꎮ 而对于 ＵＣ 患者ꎬ ｎ－３ ＰＵＦＡ 干预组与对照组在复发率这

小鼠的结肠炎模型的淋巴组织中 Ｔ 辅助细胞 １７ 数量降低ꎬ 提

项指标上也不存在显著性差异ꎬ 反而在安全性评估方面 ｎ－３

示 ｎ－３ ＰＵＦＡ 还可能通过 Ｔ 辅助细胞 １７ 发挥作用 [５９] ꎮ 除此

ＰＵＦＡ 干预组的不良事件发生率更高 [７５] ꎮ 近期一项综合性的

之外ꎬ ｆａｔ－１ 转基因小鼠的结肠炎模型的 ＮＦ￣κＢ 的激活也有缓

ｍｅｔａ 分析研究了长期的 ｎ－３、 ｎ－６ 以及总 ＰＵＦＡ 对 ＩＢＤ 患者

解现象ꎬ 并 且 多 种 由 ＥＰＡ 和 ＤＨＡ 代 谢 而 来 的 消 退 素 ( 如

的影响ꎬ 发现只 有较 低 等 级 的 证 据 支 持 ｎ － ３ ＰＵＦＡ 对 预 防

ＲＥ１、 ＲＤ３、 ＰＤ１) 和保护素也在结肠组织中被发现 [３４] ꎮ 对

ＩＢＤ 复发或恶化的保护作用 [７６] ꎮ 因此ꎬ 当前可及的研究数据

这些消退素和保护素的生理功能的探究将有助于理解抗炎调

尚不足以支持推荐将增补 ｎ－３ ＰＵＦＡ 用于 ＵＣ 或 ＣＤ 患者的

节因子对 ＩＢＤ 的治疗 [６０－６３] ꎬ 有动物实验通过灌胃 ＲＥ１ 给结肠

治疗ꎮ

炎模型小鼠ꎬ 发现可以显著降低向结肠组织的浸润以及降低
促炎因子如 ＴＮＦ￣α 与 ＣＯＸ￣２ 的表达 [６４] ꎮ

４. 长链 ｎ －３ 多不饱和脂肪酸与阿尔兹海默症

尽管动物实验中的结果比较一致地支持 ｎ－３ 脂肪酸可以
缓解结肠炎的症状以及降低炎症反应ꎬ 但是来自于 ＲＣＴ 研究

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患者常伴随有脑部的 慢性 低度 炎症ꎮ

的证据却不甚一致ꎮ ＵＣ 患者的结肠部位的肠黏膜会出现 ＡＡ

阿尔兹海默症以记忆、 语言以及其他认知功能损伤为 特征ꎬ

ꎬ 而对 ＩＢＤ

是一种最常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 [７７] ꎮ 到 ２０３０ 年和 ２０５０ 年ꎬ

患者的膳食增补鱼油可以引起 ＥＰＡ 与 ＤＨＡ 向肠黏膜组织的

全球分 别将 有约 ６５００ 多万 和 １. １５ 亿 人收 到 认 知 障 碍 的 困

ꎮ 有研究评估了膳食 ｎ－３ ＰＵＦＡ 对 ＩＢＤ 患者红细胞

扰 [７８] ꎮ 尽管 ＡＤ 的症状在经过治疗后有被缓解的可能ꎬ 但是

膜脂肪酸组成的影响ꎬ 同样发现可以提升红细胞膜中 ｎ－３ / ｎ－６

目前尚无法治愈 ＡＤꎬ 大多数获批的药物也并非以治疗进展后

ꎮ 基于一项开展于

的神经退化为目的 [７９] ꎮ 由于神经炎症在 ＡＤ 发病和进展过程

ＣＤ 患者的为期一年的双盲 ＲＣＴ 研究ꎬ 鱼油干预组的患者在

中发挥重要作用ꎬ 因此具有抗炎活性的 ｎ－３ ＰＵＦＡ 被认为有

１２ 个月节 点 处 于 缓 解 期 的 占 比 显 著 高 于 对 照 组 ( ５９％ ｖｓ.

潜力通过抑制神经炎症达到治疗或预防 ＡＤ 的目的ꎮ

代谢的明显活跃以及 ｎ－３ ＰＵＦＡ 水平的降低
富集

[６７－６９]

的比例ꎬ 尤其是对于处于缓解期的患者

[７０]

[６５ꎬ６６]

９０

神经炎症的特征是小胶质细胞和星形胶质细胞的激活增

续 ６ 个月增补 ＤＨＡ 和 ＥＰＡꎬ 对轻度的 ＡＤ 患者有临床获益ꎬ

加ꎬ 并从一定程度上介导了 Ａβ 淀粉样蛋白肽对神经元的致死

但是对重度的 ＡＤ 患者没有疗效 [９４] ꎮ 一项系统综述研究纳入

性和对突触的损伤作用ꎮ 胶质细胞活化可以引起促炎细胞因

了 ７ 篇评估膳食 ｎ－３ ＰＵＦＡ 摄入对 ＡＤ 患者认知功能障碍改

ꎮ 体外细胞

善作用的文献ꎬ 结果大多数文献均未发现 ｎ－３ ＰＵＦＡ 干预组

实验发现 ｎ－３ ＰＵＦＡ 可以引起 ＢＶ－２ 小胶质细胞中促炎因子

与安慰 剂 组 之 间 的 显 著 性 差 异 [９５] ꎮ 一 项 发 表 于 ２０２０ 年 的

如 ＩＬ￣１βꎬ ＴＮＦ￣α 和 ＣＯＸ￣２ 的表达ꎮ 并且ꎬ ＥＰＡ 与 ＤＨＡ 还可

ｍｅｔａ 分析ꎬ 纳入了 ６ 篇 ＲＣＴ 研究文献ꎬ 结果发现无论是短

以下调细胞表面 Ｔｏｌｌ 样受体 ４ 的表达 [８１－８３] ꎮ ＥＰＡ 也可以下调

期还是中期干预ꎬ 均没有支持 ｎ－３ ＰＵＦＡ 增补可以改善 ＡＤ

胶质细胞和大鼠海马体中促炎细胞因子如 ＩＬ￣１β 和 ＩＬ￣６ꎬ 以及

患者认知功能的一致性证据 [９６] ꎮ 目前有推测ꎬ ＡＤ 相关的一

ꎮ 这些结果为进一步研究 ｎ－３

些基因型以及基线期的 ＤＨＡ 或 ＥＰＡ 水平ꎬ 可能会影响对干

子和活性氧的产生ꎬ 进而推进慢性炎症的进程

上调抗炎细胞因子的表达

[８４－８６]

[８０]

ＰＵＦＡ 对神经退行性疾病的保护作用提供了机理上的线索ꎮ

预效果的评估ꎮ 此外ꎬ 是否更长期的干预或者在特定年龄段

一项开展于 １９９３－２０００ 年之间的前瞻性随访研究ꎬ 纳入了

的受试者中可以产生临床获益ꎬ 目前尚不清晰ꎮ 总之ꎬ 当前

８１５ 例志愿者ꎬ 结果发现每周食用鱼类的频率在一次以上时可

已有的证据尚不能有力支持在 ＡＤ 患者中以改善认知功能为

以将 ＡＤ 的 发 病 风 险 降 低 ６０％[９０] ꎮ 此 外ꎬ 无 论 是 总 的 ｎ － ３

目的进行推荐 ｎ－３ ＰＵＦＡ 的增补ꎮ

ＰＵＦＡ 摄入量还是 ＤＨＡ 摄入量ꎬ 均与 ＡＤ 的发病风险降低有

５. 总结

关ꎬ 但是未发现 ＥＰＡ 与 ＡＤ 之间的相关性 [８７] ꎮ 另一项开展于
１９９０－２００４ 年间的长期随访的前瞻性队列研究纳入了 ５０００ 余

尽管当前的研究对长链 ｎ－３ ＰＵＦＡ 与机体炎症反应之间

名年龄在 ５５ 岁以上的志愿者ꎬ 最终由 ３６５ 名志愿者发展成了

的关联已经做出了比较详尽的阐明ꎬ 特别是针对类花生酸通

ＡＤꎮ 分析发现ꎬ 膳食 ｎ－３ ＰＵＦＡ 的摄入水平与 ＡＤ 的风险没

路和脂质来源的炎症调节因子ꎬ 但是 ｎ－３ ＰＵＦＡ 对于炎症性

有显著性关联 [８８] ꎮ 鉴于相关研究的结果并不一致ꎬ 一项系统

疾病的保护或者治疗作用却不甚明确ꎮ 临床前实验结果与临

综述与 ｍｅｔａ 分析纳入了 ２１ 篇相关文章ꎬ 共计 １８１５８０ 名志愿

床试验中 ｎ－３ ＰＵＦＡ 的实际应用效果之间仍然存在差异ꎮ 总

者和 ４４３８ 例 ＡＤ 发病患者ꎬ 分析结果表明每周增加一份鱼肉

体看来ꎬ 当前的研究结果对于支持推荐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

的摄入可以 降 低 ５％ 的 痴 呆 风 险 和 ７％ 的 ＡＤ 风 险ꎬ 而 每 天

增补长链 ｎ－３ ＰＵＦＡꎬ 证据等级较强ꎮ 但是ꎬ 对于推荐将 ｎ－３

０.１ｇ的 ＤＨＡ 摄入增加则可以降低 ３７％的 ＡＤ 风险 [８９] ꎮ 另外还

ＰＵＦＡ 用于治疗炎症性肠病或者阿尔兹海默症ꎬ 临床证据还

有很多流行病学研究显示血液中高水平的 ｎ－３ ＰＵＦＡ 可以保

不够充分ꎮ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ꎬ 既往的研究大多将 ＥＰＡ

护认知功能ꎮ 在一项纳入了 ２０００ 多名受试者的研究中ꎬ 认知

和 ＤＨＡ 或者鱼油混合物作为干预试验的增补剂ꎬ 然而不同的

功能损伤的风险随着血液中饱和脂肪酸及 ｎ－６ ＰＵＦＡ 的水平

ｎ－３ ＰＵＦＡ 组分可能发挥相互不一致的功效ꎬ 尤其是 ＤＰＡꎬ

升高而升高ꎬ 而血液中的 ｎ－３ ＰＵＦＡ 水平则可以降低认知功

对于 ＤＰＡ 的抗炎效果的研究目前还比较少ꎬ 未来在探究单个

能下降的风险 [９０] ꎮ 最近一项研究在老年人群中经过长达 １７

长链 ｎ－３ ＰＵＦＡ 的组分功能时ꎬ 也值得对 ＤＰＡ 进行关注ꎮ

年的随访ꎬ 分析了血浆 ｎ －３ ＰＵＦＡ 指数 ( 及血液中 ＤＰＡ 和
ＤＨＡ 的浓度之和) 与多种认知功能衰退相关结局的关联ꎬ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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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Ｊｉａｎｇ Ｊꎬ Ｌｉ Ｋꎬ Ｗａｎｇ Ｆ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ＮＡ ｒｅｐａｉｒ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ｎｋ ｔｏ ｃａｎｃ￣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ｎ － ３ Ｐｏｌｙ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ｏｎ Ｍａｊｏｒ Ｅｉｃｏ￣

ｅｒ. Ｃｒｉｔ Ｒｅｖ Ｂｉｏｃｈｅｍ Ｍｏｌ Ｂｉｏｌ ２０１４ꎻ ４９ (２) : １１６－３９.
[８] Ｂａｃｋ Ｍꎬ Ｙｕｒｄａｇｕｌ Ａꎬ Ｊｒ.ꎬ Ｔａｂａｓ Ｉ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ｆｌａｍ￣

ｓａｎｏｉｄｓ: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ｒｏｍ １８

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 ｍｅｄｉａ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ｓ. ＰＬｏＳ Ｏｎｅ ２０１６ꎻ １１ ( １ ) :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Ｎａｔ Ｒｅｖ Ｃａｒｄｉｏｌ ２０１９ꎻ １６ ( ７ ) :

ｅ０１４７３５１.
[２１ ] Ｇｏｌｄｍａｎ ＤＷꎬ Ｐｉｃｋｅｔｔ ＷＣꎬ Ｇｏｅｔｚｌ ＥＪ. Ｈｕｍａｎ

３８９－４０６.
[９ ] Ｕｒｍａｎ Ａꎬ Ｔａｋｌａｌｓｉｎｇｈ Ｎꎬ Ｓｏｒｒｅｎｔｏ Ｃꎬ ｅｔ ａｌ. Ｉｎ￣

ｎ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ｌ ｃｈｅｍｏｔａｃｔｉｃ ａｎｄ ｄｅｇｒａｎｕｌａｔ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ｌｅｕｋｏｔ￣

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ｓ: 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ｉｄ 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 ａｎｄ Ｃａｒ￣

ｒｉｅｎｅ Ｂ５ ( ＬＴＢ５)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ｅｉｃｏｓａｐｅｎｔａｅ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 Ｂｉｏ￣

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Ｓｃｉｆｅｄ Ｊ Ｃａｒｄｉｏｌ ２０１８ꎻ ２ (３) .

ｃｈｅｍ Ｂｉｏｐｈｙｓ Ｒ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 １９８３ꎻ １１７ (１) : ２８２－８.

[１０] Ｃｈａｍａｎｉ Ｓꎬ Ｂｉａｎｃｏｎｉ Ｖꎬ Ｔａｓｂａｎｄｉ Ａ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ｓ￣

[２２] Ｎｏｖａｋ ＴＥꎬ Ｂａｂｃｏｃｋ ＴＡꎬ Ｊｈｏ ＤＨꎬ Ｈｅｌｔｏｎ ＷＳꎬ

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ｅｕｒｏ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Ｅｓｐａｔ ＮＪ. ＮＦ￣ｋａｐｐａ Ｂ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ｂｙ ｏｍｅｇａ－３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ｍｏｄ￣

Ｒｏｌｅ ｏｆ 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ｓ. Ｍｅｄｉａｔｏｒｓ Ｉｎｆｌａｍｍ ２０２０ꎻ ２０２０: ３２６７１７２.

ｕｌａｔｅｓ ＬＰＳ￣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 ＴＮＦ￣ａｌｐｈａ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１１] Ｇｒｅｔｅｎ ＦＲꎬ Ｇｒｉｖｅｎｎｉｋｏｖ ＳＩ.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ｎｃ￣

Ａｍ Ｊ Ｐｈｙｓｉｏｌ Ｌｕｎｇ Ｃｅｌｌ Ｍｏｌ Ｐｈｙｓｉｏｌ ２００３ꎻ ２８４ (１) : Ｌ８４－９.

ｅｒ: Ｔｒｉｇｇｅｒｓꎬ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ꎬ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２３] Ｌｏ ＣＪꎬ Ｃｈｉｕ ＫＣꎬ Ｆｕ Ｍꎬ Ｌｏ Ｒꎬ Ｈｅｌｔｏｎ Ｓ. Ｆｉｓｈ ｏｉｌ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２０１９ꎻ ５１ (１): ２７－４１.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 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 ｔｕｍｏｒ ｎｅｃｒｏｓｉｓ ｆａｃｔｏｒ ｇｅｎｅ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

[ １２] Ｗｏｌｆ Ｄꎬ Ｌｅｙ Ｋ.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ｔｈ￣

ｔｉｏｎ ｂｙ ａｌｔ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Ｆ ｋａｐｐａ Ｂ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Ｊ Ｓｕｒｇ Ｒｅｓ １９９９ꎻ ８２

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 Ｃｉｒｃ Ｒｅｓ ２０１９ꎻ １２４ (２) : ３１５－２７.

(２) : ２１６－２１.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０６ / ｊｓｒｅ.１９９８.５５２４.

[１３] Ｍａｒｃｈｉｏ Ｐꎬ Ｇｕｅｒｒａ￣Ｏｊｅｄａ Ｓꎬ Ｖｉｌａ ＪＭꎬ Ａｌｄａｓｏｒｏ

[２４] Ｓｉｅｒｒａ Ｓꎬ Ｌａｒａ￣Ｖｉｌｌｏｓｌａｄａ Ｆꎬ Ｃｏｍａｌａｄａ Ｍꎬ ｅｔ ａｌ.

Ｍꎬ Ｖｉｃｔｏｒ ＶＭꎬ Ｍａｕｒｉｃｉｏ ＭＤ.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Ｅａｒｌｙ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ｅｉｃｏｓａｐｅｎｔａｅ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 ａｎｄ ｄｏｃｏｓａｈｅｘａｅ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 ｅ￣

ｓｉｓ: Ａ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Ｏｘｉｄ

ｑｕａｌｌｙ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ａｓ ｄｅｃｏｓａｈｅｘａｅ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 ｂｕｔ ｄｉｆｆｅｒ ｉｎ ｉｎ￣

Ｍｅｄ Ｃｅｌｌ Ｌｏｎｇｅｖ ２０１９ꎻ ２０１９: ８５６３８４５.

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２００８ꎻ ２４ (３) : ２４５－５４.

[１４] Ｆｉａｌａ Ｍꎬ Ｖｅｅｒｈｕｉｓ Ｒ. 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 ｏｆ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２５] Ｓａｄｅｇｈｉ Ｓꎬ Ｗａｌｌａｃｅ ＦＡꎬ Ｃａｌｄｅｒ ＰＣ.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ｌｉｐ￣

ａｎｄ ａｍｙｌｏｉｄ￣ｂｅｔａ ｐｈａｇｏｃｙｔｏｓｉ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ｔ ｒｉｓｋ ｏｆ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

ｉｄｓ ｍｏｄｉｆｙ ｔｈｅ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ｌｉｐｏ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Ｅｘｐ Ｇｅｒｏｎｔｏｌ ２０１０ꎻ ４５ (１) : ５７－６３.

ｒｉｄｅ ｉｎ ｍｉｃｅ. 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９ꎻ ９６ (３) : ４０４－１０.

[１５] Ｃａｌｄｅｒ ＰＣ. ｎ － ３ ｐｏｌｙ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ꎬ ｉｎ￣

[２６] Ｒｅｎｉｅｒ Ｇꎬ Ｓｋａｍｅｎｅ Ｅꎬ ＤｅＳａｎｃｔｉｓ Ｊꎬ ｅｔ ａｌ. Ｄｉｅｔ￣

９２

ａｒｙ ｎ－３ ｐｏｌｙ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３８] Ｆｅｌｄｍａｎｎ Ｍꎬ Ｍａｉｎｉ ＲＮ.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 ｉｎ

ｏｆ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ｔｉｃ ｌｅ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ｉｃｅ. 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

ｔｈｅ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ｉｄ 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 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ｌｏｇｙ ( Ｏｘ￣

ｓｅｃｒｅｔｏｒ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ｒｔｅｒｉｏｓｃｌｅｒ Ｔｈｒｏｍｂ １９９３ꎻ １３ ( １０ ) :

ｆｏｒｄ) １９９９ꎻ ３８ Ｓｕｐｐｌ ２: ３－７.
[ ３９ ] Ｂｒｅｎｎａｎ ＦＭꎬ ＭｃＩｎｎｅｓ ＩＢ.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ｔｈａｔ ｃｙｔｏ￣

１５１５－２４.
[２７] Ｂｉｌｌｉａｒ ＴＲꎬ Ｂａｎｋｅｙ ＰＥꎬ Ｓｖｉｎｇｅｎ ＢＡꎬ ｅｔ ａｌ. Ｆａｔｔｙ

ｋｉｎｅｓ ｐｌａｙ ａ ｒｏｌｅ ｉｎ 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ｉｄ 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 Ｊ Ｃｌｉｎ Ｉｎｖｅｓｔ ２００８ꎻ
１１８ (１１) : ３５３７－４５.

ａｃｉｄ ｉｎｔａｋｅ ａｎｄ Ｋｕｐｆｆｅｒ ｃｅｌ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ｆｉｓｈ ｏｉｌ ａｌｔｅｒｓ ｅｉｃｏｓａｎｏｉｄ

[４０] Ｖｏｌｋｅｒ ＤＨꎬ 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 ＰＥꎬ Ｇａｒｇ ＭＬ. Ｔｈｅ ｅｉｃｏｓ￣

ａｎｄ ｍｏｎｏｋｉｎ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ｎｄｏｔｏｘｉｎ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ｕｒｇｅｒｙ
１９８８ꎻ １０４ (２) : ３４３－９.

ａｐｅｎｔａｅｎｏｉｃ ｔｏ ｄｏｃｏｓａｈｅｘａｅ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ｄｉｅｔｓ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ｔｈｅ

[２８] Ｓｅｒｈａｎ ＣＮꎬ Ｌｅｖｙ ＢＤ. 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ｓ ｉｎ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 ｉｎ Ｌｅｗ / ＳＳＮ ｒａｔｓ. Ｊ Ｎｕｔｒ ２０００ꎻ １３０
(３) : ５５９－６５.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ｇ ｓｕｐｅｒｆａｍｉｌ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ａｔｏｒｓ. Ｊ
Ｃｌｉｎ Ｉｎｖｅｓｔ ２０１８ꎻ １２８ (７) : ２６５７－６９.

[４１] Ｌｅｓｌｉｅ ＣＡꎬ Ｇｏｎｎｅｒｍａｎ ＷＡꎬ Ｕｌｌｍａｎ ＭＤꎬ ｅｔ ａｌ.

[２９] Ｂａｎｎｅｎｂｅｒｇ Ｇꎬ Ｓｅｒｈａｎ ＣＮ.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ｐｒｏ￣ｒｅ￣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ｆｉｓｈ ｏｉｌ ｍｏｄｕｌａｔｅｓ 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ａｎｄ ｄｅｃｒｅａ￣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ｌｉｐｉｄ ｍｅｄｉａ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Ａｎ ｕｐ￣

ｓｅｓ 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ｍｉｃｅ. Ｊ Ｅｘｐ Ｍｅｄ １９８５ꎻ １６２

ｄａｔｅ. Ｂｉｏｃｈｉｍ Ｂｉｏｐｈｙｓ Ａｃｔａ ２０１０ꎻ １８０１ (１２) : １２６０－７３.

(４) : １３３６－４９.

[３０] Ｎｅｓｍａｎ ＪＩꎬ Ｇａｎｇｅｓｔａｄ Ｐｒｉｍｄａｈｌ Ｋꎬ Ｔｕｎｇｅｎ ＪＥꎬ

[４２] Ｉｅｒｎａ Ｍꎬ Ｋｅｒｒ Ａꎬ Ｓｃａｌｅｓ Ｈꎬ ｅｔ ａｌ.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

Ｐａｌｍａｓ Ｆꎬ Ｄａｌｌｉ Ｊꎬ Ｈａｎｓｅｎ ＴＶ.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ꎬ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

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ｅｔ ｗｉｔｈ ｋｒｉｌｌ ｏｉ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ｈｅｕｍａ￣

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Ｂｉ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２２￣ＯＨ￣ＰＤ１ｎ￣３ ＤＰＡ. Ｍｏｌｅ￣

ｔｏｉｄ 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 ＢＭＣ Ｍｕｓｃｕｌｏｓｋｅｌｅｔ Ｄｉｓｏｒｄ ２０１０ꎻ １１: １３６.

ｃｕｌｅｓ ２０１９ꎻ ２４ (１８) .

[４３] Ｎａｖａｒｉｎｉ Ｌꎬ Ａｆｅｌｔｒａ Ａꎬ Ｇａｌｌｏ Ａｆｆｌｉｔｔｏ Ｇꎬ Ｍａｒｇｉｏｔｔａ

[３１] Ｔｕｎｇｅｎ ＪＥꎬ Ｐｒｉｍｄａｈｌ ＫＧꎬ Ｈａｎｓｅｎ ＴＶ.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ＤＰＥ. Ｐｏｌｙ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ａｎｙ ｒｏｌｅ ｉｎ 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ｉｄ ａｒ￣
ｔｈｒｉｔｉｓ? Ｌｉｐｉｄ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Ｄｉｓ ２０１７ꎻ １６ (１) : １９７.

Ｔｏｔａｌ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ｐｉｄ Ｍｅｄｉａｔｏｒ ＰＤ２ｎ￣３ ＤＰＡ. Ｊ Ｎａｔ
Ｐｒｏｄ ２０２０ꎻ ８３ (７) : ２２５５－６０.

[４４] Ｋｉｍ ＪＹꎬ Ｌｉｍ Ｋꎬ Ｋｉｍ ＫＨꎬ Ｋｉｍ ＪＨꎬ Ｃｈｏｉ ＪＳꎬ

[ ３２ ] Ａｒｉｔａ Ｍꎬ Ｏｈｉｒａ Ｔꎬ Ｓｕｎ ＹＰꎬ Ｅｌａｎｇｏｖａｎ Ｓꎬ

Ｓｈｉｍ ＳＣ. ｎ － ３ ｐｏｌｙ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ｒｅｓｔｏｒｅ Ｔｈ１７ ａｎｄ

Ｃｈｉａｎｇ Ｎꎬ Ｓｅｒｈａｎ ＣＮ. Ｒｅｓｏｌｖｉｎ Ｅ１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ｒｅｇ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ｏｌｌａｇｅｎ ａｎｔｉｂｏｄｙ￣ｉｎｄｕｃｅｄ 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 ＰＬｏＳ Ｏｎｅ

ｌｅｕｋｏｔｒｉｅｎｅ Ｂ４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ＢＬＴ１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Ｒ２３ ｔｏ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ｉｎ￣

２０１８ꎻ １３ (３) : ｅ０１９４３３１.

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Ｊ Ｉｍｍｕｎｏｌ ２００７ꎻ １７８ (６) : ３９１２－７.

[４５] Ｐｅｄｅｒｓｅｎ Ｍꎬ Ｓｔｒｉｐｐ Ｃꎬ Ｋｌａｒｌｕｎｄ Ｍꎬ Ｏｌｓｅｎ ＳＦꎬ

[３３] Ｃｈｉｕｒｃｈｉｕ Ｖꎬ Ｌｅｕｔｉ Ａꎬ Ｄａｌｌｉ Ｊꎬ 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ｇ

Ｔｊｏｎｎｅｌａｎｄ ＡＭꎬ Ｆｒｉｓｃｈ Ｍ. Ｄｉｅｔ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ｏｆ 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ｉｄ ａｒｔｈｒｉ￣

ｌｉｐｉｄ ｍｅｄｉａｔｏｒｓ ｒｅｓｏｌｖｉｎ Ｄ１ꎬ ｒｅｓｏｌｖｉｎ Ｄ２ꎬ ａｎｄ ｍａｒｅｓｉｎ １ ａｒｅ

ｔｉｓ ｉｎ 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ｈｏｒｔ. Ｊ 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ｌ ２００５ꎻ ３２ ( ７ ) :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 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 ｃｅｌ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Ｓｃｉ Ｔｒａｎｓｌ Ｍｅｄ ２０１６ꎻ

１２４９－５２.

８ (３５３) : ３５３ｒａ１１１.

[ ４６] Ｄｉ 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Ｄꎬ Ｗａｌｌｉｎ Ａꎬ Ｂｏｔｔａｉ Ｍꎬ Ａｓｋｌｉｎｇ Ｊꎬ

[３４] Ｈｕｄｅｒｔ ＣＡꎬ Ｗｅｙｌａｎｄｔ ＫＨꎬ Ｌｕ Ｙꎬ ｅｔ ａｌ. Ｔｒａｎｓ￣

Ｗｏｌｋ Ａ.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ｉｎｔａｋｅ ｏｆ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ｌｏｎｇ￣ｃｈａｉｎ ｎ － ３ ｐｏｌｙｕｎ￣

ｇｅｎｉｃ ｍｉｃｅ ｒｉｃｈ ｉｎ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ｏｍｅｇａ－３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ａｒｅ ｐｒｏ￣

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ｏｆ 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ｉｄ 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 ａ ｐｒｏ￣

ｔｅ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ｃｏｌｉｔｉｓ. Ｐｒｏｃ Ｎａｔｌ Ａｃａｄ Ｓｃｉ Ｕ Ｓ Ａ ２００６ꎻ １０３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ｗｏｍｅｎ. Ａｎｎ Ｒｈｅｕｍ Ｄｉｓ ２０１４ꎻ ７３

(３０) : １１２７６－８１.

(１１) : １９４９－５３.

[３５] Ｓｍｏｌｅｎ ＪＳꎬ Ａｌｅｔａｈａ Ｄꎬ ＭｃＩｎｎｅｓ ＩＢ. 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ｉｄ

[４７] Ｆｕ Ｙꎬ Ｌｉ Ｇꎬ Ｚｈａｎｇ Ｘꎬ ｅｔ ａｌ. Ｌｉｐｉｄ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ｆｒｏｍ

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 Ｌａｎｃｅｔ ２０１６ꎻ ３８８ (１００５５) : ２０２３－３８.

ｈａｒｄ￣ｓｈｅｌｌｅｄ ｍｕｓｓｅｌ ( Ｍｙｔｉｌｕｓ ｃｏｒｕｓｃｕｓ )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３６ ] Ｃｈｏｙ ＥＨꎬ Ｐａｎａｙｉ ＧＳ.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ｉｄ 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２０１５ꎻ ７ (１) : ６２５－４５.

ｊｏｉｎｔ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ｉｄ 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 Ｎ 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 ２００１ꎻ
３４４ (１２) : ９０７－１６.

[ ４８ ] Ｒａｊａｅｉ Ｅꎬ Ｍｏｗｌａ Ｋꎬ Ｇｈｏｒｂａｎｉ Ａ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３７] Ｍａｔｅｅｎ Ｓꎬ Ｚａｆａｒ Ａꎬ Ｍｏｉｎ Ｓꎬ ｅｔ ａｌ.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Ｏｍｅｇａ－３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ｃｔｉｖｅ Ｒｈｅｕ￣

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ｉｄ ａｒ￣

ｍａｔｏｉｄ 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ＤＭＡＲＤｓ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Ｄｏｕｂｌｅ￣Ｂｌｉｎｄ

ｔｈｒｉｔｉｓ. Ｃｌｉｎ Ｃｈｉｍ Ａｃｔａ ２０１６ꎻ ４５５: １６１－７１.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Ｇｌｏｂ Ｊ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ｃｉ ２０１５ꎻ ８

９３

(７) : １８－２５.

[６０] Ａｂｄｏｌｍａｌｅｋｉ Ｆꎬ Ｋｏｖａｎｅｎ ＰＴꎬ Ｍａｒｄａｎｉ Ｒꎬ ｅｔ ａｌ.

[４９] Ｖｅｓｅｌｉｎｏｖｉｃ Ｍꎬ Ｖａｓｉｌｊｅｖｉｃ Ｄꎬ Ｖｕｃｉｃ Ｖꎬ ｅｔ ａｌ. Ｃｌｉｎｉ￣

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ｓ: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Ｐｌａｙｅｒｓ ｉｎ Ａｕｔｏｉｍｍｕｎｅ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

ｃ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ｎ－３ ＰＵＦＡ ａｎｄ －Ｌｉｎｏｌｅ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Ｃｌｉｎ Ｒｅｖ Ａｌｌｅｒｇｙ Ｉｍｍｕｎｏｌ ２０２０ꎻ ５８ (１): ８２－９１.

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ｉｄ 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２０１７ꎻ ９ (４) .

[６１ ] Ｓｃｈｗａｎｋｅ ＲＣꎬ Ｍａｒｃｏｎ Ｒꎬ Ｂｅｎｔｏ ＡＦꎬ ｅｔ ａｌ.

[ ５０]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 ＲＪꎬ Ｋａｔｚ Ｊ.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ａｌ￣

ＥＰＡ￣ ａｎｄ ＤＨＡ￣ｄｅｒｉｖｅｄ 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ｓ’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ｇｅｓ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ｏｍｅｇａ － ３ ｐｏｌｙ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ｓｕｐｐｌｅ￣

ｂｏｗｅ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Ｅｕｒ Ｊ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２０１６ꎻ ７８５: １５６ － ６４. ｄｏｉ:

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ｊｏｉｎｔ ｐａｉｎ. Ｐａｉｎ ２００７ꎻ １２９ (１－２):

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ｅｊｐｈａｒ.２０１５.０８.０５０.
[６２] Ｓｅｒｈａｎ ＣＮꎬ Ｐｅｔａｓｉｓ ＮＡ. 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ｓ

２１０－２３.
[５１] Ｌｅｅ ＹＨꎬ Ｂａｅ ＳＣꎬ Ｓｏｎｇ ＧＧ. Ｏｍｅｇａ － ３ ｐｏｌｙｕｎ￣

ｉｎ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ｈｅｍ Ｒｅｖ ２０１１ꎻ １１１ ( １０ ) :

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ｉｄ 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

５９２２－４３.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ｒｃｈ Ｍｅｄ Ｒｅｓ ２０１２ꎻ ４３ (５) : ３５６－６２.

[６３] Ｗｅｙｌａｎｄｔ ＫＨꎬ Ｋａｎｇ ＪＸꎬ Ｗｉｅｄｅｎｍａｎｎ Ｂꎬ ｅｔ ａｌ.

[５２] Ｗａｎｇ ＦＬꎬ Ｆｕ ＹＱꎬ Ｃａｉ ＷＷꎬ Ｓｉｎｃｌａｉｒ ＡＪꎬ Ｌｉ Ｄ.

Ｌｉｐｏｘｉ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ｓ ｉｎ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ｂｏｗｅ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ｆｌａｍｍ Ｂｏｗｅｌ Ｄｉｓ ２００７ꎻ １３ (６) : ７９７－９.

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ａ ｌｉｐｉｄ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ｆｒｏｍ ｈａｒｄ￣ｓｈｅｌｌｅｄ ｍｕｓｓｅｌ ( Ｍｙｔｉｌｕｓ ｃｏｒｕｓｃｕｓ ) ｉｎ ｍｉｃｅ ｗｉｔｈ

[６４ ] Ａｒｉｔａ Ｍꎬ Ｙｏｓｈｉｄａ Ｍꎬ Ｈｏｎｇ Ｓ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ｏｌｖｉｎ

ｄｅｘｔｒａｎ ｓｕｌｐｈａｔｅ ｓｏｄｉｕｍ￣ｉｎｄｕｃｅｄ ｃｏｌｉｔｉｓ. Ｊ Ｆｕｎｃｔ Ｆｏｏｄｓ ２０１６ꎻ

Ｅ１ꎬ ａｎ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ｌｉｐｉｄ ｍｅｄｉａｔｏｒ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ｏｍｅｇａ－３ ｅｉ￣

２３: ３８９－９９.

ｃｏｓａｐｅｎｔａｅ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ꎬ ｐｒｏｔｅｃｔ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２ꎬ ４ꎬ ６￣ｔｒｉｎｉｔｒｏ￣

[５３] Ｂａｕｍｇａｒｔ ＤＣꎬ Ｓａｎｄｂｏｒｎ ＷＪ.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ｂｏｗｅｌ

ｂｅｎｚｅｎｅ ｓｕｌｆｏｎｉｃ ａｃｉｄ￣ｉｎｄｕｃｅｄ ｃｏｌｉｔｉｓ. Ｐｒｏｃ Ｎａｔｌ Ａｃａｄ Ｓｃｉ Ｕ Ｓ
Ａ ２００５ꎻ １０２ (２１) : ７６７１－６.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ｔｈｅｒａ￣
ｐｉｅｓ. Ｌａｎｃｅｔ ２００７ꎻ ３６９ (９５７３) : １６４１－５７.

[６５] Ｓｃａｉｏｌｉ Ｅꎬ Ｌｉｖｅｒａｎｉ Ｅꎬ Ｂｅｌｌｕｚｚｉ Ａ. Ｔｈｅ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

[５４] Ｈｉｒａｔａ Ｉꎬ Ｍｕｒａｎｏ Ｍꎬ Ｎｉｔｔａ Ｍꎬ Ｓａｓａｋｉ Ｓꎬ Ｔｏｓｈｉｎａ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 － ６ / ｎ － ３ Ｐｏｌｙ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ａｍ￣

Ｋꎬ Ｍａｅｍｕｒａ Ｋꎬ Ｋａｔｓｕ Ｋ.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ｃｏｓａｌ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

ｍａｔｏｒｙ Ｂｏｗｅ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Ｆｕ￣

ｒｙ ｍｅｄｉａｔｏｒｓ ｉｎ ｒａｔ ＤＳＳ￣ｉｎｄｕｃｅｄ ｃｏｌｉｔｉ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ＰＧＥ

ｔｕｒｅ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Ｉｎｔ Ｊ Ｍｏｌ Ｓｃｉ ２０１７ꎻ １８ (１２) .

(２) ｉ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ｍｕｃｏｓ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 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 ２００１ꎻ

[６６] Ｋｏｈｌｉ Ｐꎬ Ｌｅｖｙ ＢＤ. 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ｓ: ｍｅ￣

６３ Ｓｕｐｐｌ １: ７３－８０.

ｄｉａｔｉｎｇ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Ｂｒ Ｊ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２００９ꎻ １５８

[５５] Ｎｉｅｔｏ Ｎꎬ Ｔｏｒｒｅｓ ＭＩꎬ Ｒｉｏｓ Ａꎬ Ｇｉｌ Ａ.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ｐｏｌｙ￣

(４) : ９６０－７１.

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ｈｉｓ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６７ ] Ｈａｗｔｈｏｒｎｅ ＡＢꎬ Ｄａｎｅｓｈｍｅｎｄ ＴＫꎬ Ｈａｗｋｅｙ ＣＪꎬ

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ａｔｓ ｗｉｔｈ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ｕｌｃ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ｌｉｔｉｓ. Ｊ Ｎｕｔｒ

ｅｔ 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ｌｃ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ｌｉｔｉｓ ｗｉｔｈ ｆｉｓｈ ｏｉｌ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

２００２ꎻ １３２ (１) : １１－９.

ｔｉｏｎ: 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１２ ｍｏｎｔｈ 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Ｇｕｔ

[５６] Ｂｅｌｌｕｚｚｉ Ａꎬ Ｂｏｓｃｈｉ Ｓꎬ Ｂｒｉｇｎｏｌａ Ｃꎬ Ｍｕｎａｒｉｎｉ Ａꎬ

１９９２ꎻ ３３ (７) : ９２２－８.

Ｃａｒｉａｎｉ Ｇꎬ Ｍｉｇｌｉｏ Ｆ. Ｐｏｌｙ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ａｍ￣

[６８] Ｈｉｌｌｉｅｒ Ｋꎬ Ｊｅｗｅｌｌ Ｒꎬ Ｄｏｒｒｅｌｌ Ｌ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ｍａｔｏｒｙ ｂｏｗｅ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ｍ Ｊ Ｃｌｉｎ Ｎｕｔｒ ２０００ꎻ ７１ ( １ Ｓｕｐｐｌ) :

ｏｆ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ｆｒｏｍ ｆｉｓｈ ｏｉｌ ａｎｄ ｏｌｉｖｅ ｏｉｌ ｉｎｔｏ ｃｏｌｏｎｉｃ ｍｕｃｏｓａｌ ｌｉｐ￣

３３９Ｓ－４２Ｓ.

ｉｄｓ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ｕｐｏｎ ｅｉｃｏｓａｎｏｉｄ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ｉｎ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５７] Ｃｈａｒｐｅｎｔｉｅｒ Ｃꎬ Ｃｈａｎ Ｒꎬ Ｓａｌａｍｅｈ Ｅꎬ ｅｔ ａｌ. Ｄｉｅｔ￣

ｂｏｗｅ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Ｇｕｔ １９９１ꎻ ３２ (１０) : １１５１－５.
[ ６９] Ｌｏｒｅｎｚ Ｒꎬ Ｗｅｂｅｒ ＰＣꎬ Ｓｚｉｍｎａｕ Ｐꎬ ｅｔ ａｌ. Ｓｕｐｐｌｅ￣

ａｒｙ ｎ－３ ＰＵＦＡ Ｍａｙ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ｌｉｔｉｓ. Ｍｅｄｉａｔｏｒｓ
Ｉｎｆｌａｍｍ ２０１８ꎻ ２０１８: ８４３０６１４.

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ｎ－３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ｆｒｏｍ ｆｉｓｈ ｏｉｌ ｉｎ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ｉｎｆｌａｍ￣

[５８] Ｂａｒｂａｌｈｏ ＳＭꎬ Ｇｏｕｌａｒｔ Ｒｄｅ Ａꎬ Ｑｕｅｓａｄａ Ｋꎬ ｅｔ ａｌ.

ｍａｔｏｒｙ ｂｏｗｅ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 － －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ꎬ ｐｌａｃｅｂ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ꎬ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ｂｏｗｅ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ａｎ ｏｍｅｇａ－３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ｒｅａｌｌｙ

ｄｏｕｂｌｅ￣ｂｌｉｎｄ ｃｒｏｓｓ￣ｏｖｅｒ ｔｒｉａｌ. Ｊ Ｉｎｔｅｒｎ Ｍｅｄ Ｓｕｐｐｌ １９８９ꎻ ７３１:

ｈｅｌｐ? Ａｎｎ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２０１６ꎻ ２９ (１) : ３７－４３.

２２５－３２.

[５９] Ｍｏｎｋ ＪＭꎬ Ｊｉａ Ｑꎬ Ｃａｌｌａｗａｙ Ｅ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１７ ｃｅｌｌ ａｃ￣

[７０] Ｕｃｈｉｙａｍａ Ｋꎬ Ｎａｋａｍｕｒａ Ｍꎬ Ｏｄａｈａｒａ Ｓꎬ ｅｔ ａｌ.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ｌｉｔｉｓ ｂｙ

ｎ－３ ｐｏｌｙ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ｄｉｅｔ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ｆｏ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ｎ－３) ＰＵＦＡ ｉｎ Ｆａｔ－１ ｍｉｃｅ. Ｊ Ｎｕｔｒ ２０１２ꎻ １４２ (１): １１７－２４.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ｂｏｗｅ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ｆｌａｍｍ Ｂｏｗｅｌ Ｄｉｓ ２０１０ꎻ １６

９４

(１０) : １６９６－７０７.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Ｊ Ｎｅｕｒｏｃｈｅｍ ２００８ꎻ １０５ (２): ２９６－３０７.

[７１] Ｂｅｌｌｕｚｚｉ Ａꎬ Ｂｒｉｇｎｏｌａ Ｃꎬ Ｃａｍｐｉｅｒｉ Ｍ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８２ ] Ｌｕ ＤＹꎬ Ｔｓａｏ ＹＹꎬ Ｌｅｕｎｇ ＹＭꎬ ｅｔ ａｌ. Ｄｏｃｏｓａ￣

ｏｆ ａｎ ｅｎｔｅｒｉｃ￣ｃｏａｔｅｄ ｆｉｓｈ￣ｏｉｌ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ｒｅｌａｐｓｅｓ ｉｎ

ｈｅｘａｅ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ｅｓ ｎｅｕｒｏ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ａｎｄ

Ｃｒｏｈｎ’ 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Ｎ 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 １９９６ꎻ ３３４ (２４) : １５５７－６０.

ｉｎｄｕｃｅｓ ｈｅｍｅ ｏｘｙｇｅｎａｓｅ － １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ＢＶ － ２ ｍｉｃｒｏｇｌｉａ:

[７２] Ａｓｌａｎ Ａꎬ Ｔｒｉａｄａｆｉｌｏｐｏｕｌｏｓ Ｇ. Ｆｉｓｈ ｏｉｌ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ｎｔｉｄｅｐｒｅｓｓａ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ｏｍｅｇａ－３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Ｎｅｕｒｏｐｓｙｃｈ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０ꎻ ３５ (１１) : ２２３８－４８.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ｕｌｃ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ｌｉｔｉｓ: ａ ｄｏｕｂｌｅ￣ｂｌｉｎｄꎬ

[８３ ] Ｍｏｏｎ ＤＯꎬ Ｋｉｍ ＫＣꎬ Ｊｉｎ ＣＹ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ｐｌａｃｅｂ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ꎬ ｃｒｏｓｓｏｖｅｒ ｓｔｕｄｙ. Ａｍ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１９９２ꎻ ８７ (４) : ４３２－７.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ｉｃｏｓａｐｅｎｔａｅ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 ｏｎ ｌｉｐｏ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ｉｎ￣

[７３ ] Ｔｒｅｂｂｌｅ ＴＭꎬ Ｓｔｒｏｕｄ ＭＡꎬ Ｗｏｏｔｔｏｎ ＳＡꎬ ｅｔ ａｌ.

ｄｕｃｅ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Ｖ２ ｍｉｃｒｏｇｌｉａ. Ｉｎｔ Ｉｍｍｕ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２００７ꎻ ７ (２) : ２２２－９.

Ｈｉｇｈ￣ｄｏｓｅ ｆｉｓｈ ｏｉｌ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ｓ ｉｎ Ｃｒｏｈｎ’ 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ｎｄ

[８４] Ｋａｖａｎａｇｈ Ｔꎬ Ｌｏｎｅｒｇａｎ ＰＥꎬ Ｌｙｎｃｈ ＭＡ. Ｅｉｃｏｓａｐ￣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ｂｏｎｅ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Ｂｒ Ｊ Ｎｕｔｒ ２００５ꎻ ９４ (２) : ２５３－６１.

ｅｎｔａｅ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 ａｎｄ ｇａｍｍａ￣ｌｉｎｏｌｅ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

[７４] Ｌｏｅｓｃｈｋｅ Ｋꎬ Ｕｅｂｅｒｓｃｈａｅｒ Ｂꎬ Ｐｉｅｔｓｃｈ Ａꎬ Ｇｒｕｂｅｒ

ｐａｌ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Ｌ￣４ ａｎｄ ＩＬ￣１０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ｇａｔｅ ｌｉｐｏｐｏｌｙｓａｃ￣

Ｅꎬ Ｅｗｅ Ｋꎬ Ｗｉｅｂｅｃｋｅ Ｂꎬ Ｈｅｌｄｗｅｉｎ Ｗꎬ Ｌｏｒｅｎｚ Ｒ. ｎ－３ ｆａｔｔｙ

ｃｈａｒｉｄｅ￣ｉｎｄｕｃｅｄ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ｓｔａ￣

ａｃｉｄｓ ｏｎｌｙ ｄｅｌａｙ ｅａｒｌｙ ｒｅｌａｐｓｅ ｏｆ ｕｌｃ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ｌｉｔｉｓ ｉｎ ｒ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ｇｌａｎｄｉｎｓ Ｌｅｕｋｏｔ Ｅｓｓｅｎｔ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２００４ꎻ ７０ (４) : ３９１－７.

Ｄｉｇ Ｄｉｓ Ｓｃｉ １９９６ꎻ ４１ (１０) : ２０８７－９４.

[８５] Ｋａｗａｓｈｉｍａ Ａꎬ Ｈａｒａｄａ Ｔꎬ Ｉｍａｄａ Ｋꎬ ｅｔ ａｌ. Ｅｉｃｏｓ￣

[７５] Ｔｕｒｎｅｒ Ｄꎬ Ｓｈａｈ ＰＳꎬ Ｓｔｅｉｎｈａｒｔ ＡＨꎬ ｅｔ ａｌ. Ｍａｉｎｔｅ￣

ａｐｅｎｔａｅ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 ｉｎｈｉｂｉｔｓ 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６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ｌｅｕ￣

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ｂｏｗｅ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ｕｓｉｎｇ ｏｍｅ￣

ｋｉｎ￣１ｂｅｔａ￣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Ｃ６ ｇｌｉｏｍａ ｃｅｌｌ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ｅｒｏｘｉｓｏｍｅ ｐｒｏ￣

ｇａ－ ３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 ｆｉｓｈ ｏｉｌ) :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

ｌｉｆｅｒａｔｏｒ￣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ｇａｍｍａ. Ｐｒｏｓｔａｇｌａｎｄｉｎｓ Ｌｅｕｋｏｔ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Ｉｎｆｌａｍｍ Ｂｏｗｅｌ Ｄｉｓ ２０１１ꎻ １７ (１) : ３３６－４５.

Ｅｓｓｅｎｔ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２００８ꎻ ７９ (１－２) : ５９－６５.

[７６] Ａｊａｂｎｏｏｒ ＳＭꎬ Ｔｈｏｒｐｅ Ｇꎬ Ａｂｄｅｌｈａｍｉｄ Ａꎬ ｅｔ ａｌ.

[８６ ] Ｌｏｎｅｒｇａｎ ＰＥꎬ Ｍａｒｔｉｎ ＤＳꎬ Ｈｏｒｒｏｂｉｎ ＤＦꎬ ｅｔ ａｌ.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ｏｍｅｇａ－３ꎬ ｏｍｅｇａ－６ ａｎｄ ｔｏ￣

Ｎｅｕｒ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ｉｃｏｓａｐｅｎｔａｅ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 ｏｎ ｌｉｐｏｐｏ￣

ｔａｌ ｐｏｌｙ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ｆａｔｓ ｏｎ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ｂｏｗｅ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ｉｎｄｕｃｅｄ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ａｔ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ｕｓ. Ｊ Ｎｅ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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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轭亚麻酸生物活性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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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共轭亚麻酸 ( ＣＬＮＡ) 是十八碳三烯酸的位置和几

何异构体的混合物ꎬ 因其具有多种生物活性作用而备受关注ꎮ

１. ＣＬＮＡ 对脂质代谢的影响

本文对 ＣＬＮＡ ( 主要为石榴酸和 α￣桐酸) 脂质代谢调节、 抗

１.１

肥胖和抗糖尿病作用及其机制等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ꎮ

ＣＬＮＡ 和血浆 / 血清脂质代谢
脂质代谢异常包括高胆固醇血症、 高甘油三酯血症或和

研究结果可为把 ＣＬＮＡ 作为功能性食品成分和膳食补充剂进

混合性高脂血症ꎬ 是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 [４] ꎮ 一般来

一步开发利用提供理论基础和参考依据ꎮ

说ꎬ 血脂异常以空腹总胆固醇 ( ＴＣ) 、 甘油三酯 ( ＴＧ) 和低

关键词: 共轭亚麻酸ꎻ 石榴酸ꎻ α￣桐酸ꎻ ＰＰＡＲγꎻ 肥胖ꎻ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 ＬＤＬ￣Ｃ) 浓度升高ꎬ 同时高密度脂蛋白

脂质代谢

胆固醇 ( ＨＤＬ￣Ｃ) 浓度降低为特征 [５] ꎮ 研究表明ꎬ ＣＬＮＡ 对
血脂异常有积极的改善作用ꎮ Ｎｏｇｕｃｈｉ 等 ( ２００２) 以 ０.５％和

共轭脂肪酸 ( ＣＦＡ) 是具有共轭双键的多不饱和脂肪酸

２％的苦瓜籽油 ( ＢＧＯ) 饲养 ４ 周龄的雄性 Ｗｉｓｔａｒ 大鼠 ６ 周ꎬ

的位置和几何异构体的总称ꎮ ＣＦＡ 以二烯、 三烯和四烯的形

血清自由胆固醇水平显著降低ꎬ ＨＤＬ￣Ｃ 水平也有增加的趋势ꎬ

式存在ꎬ 其中最常见的共轭多烯酸是十八碳二烯酸和十八碳

但 ＴＣ 水 平 不 受 影 响 [６] ꎮ Ａｒａｏ 等 ( ２００４) 的 研 究 表 明ꎬ 与

三烯酸ꎬ 分 别 被 称 为 共 轭 亚 油 酸 ( ＣＬＡ ) 和 共 轭 亚 麻 酸

α￣亚麻 酸 相 比ꎬ ＰＵＡ 显 著 降 低 载 脂 蛋 白 １００ 的 分 泌 [７] ꎮ

(ＣＬＮＡ)ꎮ 近来ꎬ 随着 ＣＬＮＡ 越来越多的功能及其在体内能转

Ｅｌｂａｎｄｙ等 (２０１２) 报导了富含石榴酸的石榴籽油具有降血

化为 ＣＬＡ 被发现ꎬ 引起了人们对 ＣＬＮＡ 研究的极大兴趣[１ꎬ２] ꎮ

脂效果ꎬ 大鼠以动脉粥样硬化模型日粮饲养 ２８ｄꎬ 添加 ５％的

理论上 ＣＬＮＡ 可以因双键的位置不同而存在不同的位置

石榴籽油逆转 了动 脉粥 样 硬 化 模 型 日 粮 所 诱 导 的 血 浆 ＴＧ、

异构体ꎬ 在自然界ꎬ 天然存在的主要是三种 ８ꎬ １０ꎬ １２￣ＣＬＮＡ

ＴＣ、 ＬＤＬ￣Ｃ 和致动脉粥样硬化指数的显著增加 [８] ꎮ

异构体 和 四 种 ９ꎬ １１ꎬ １３￣ＣＬＮＡ 异 构 体ꎬ 三 种 ８ꎬ １０ꎬ １２￣

但 ＣＬＮＡ 对血脂异常的改善作用还存在不一致的研究结

ＣＬＮＡ 异构体为蓝花楹酸 ( ｃ８ꎬ ｔ１０ꎬ ｃ１２￣ＣＬＮＡ) 、 α￣金盏花

果ꎮ Ｙａｎｇ 等 (２００５) 以 １％纯化的 ＰＵＡ 和 α￣ＥＳＡ 饲养叙利

酸 ( ｔ８ꎬ ｔ１０ꎬ ｃ１２￣ＣＬＮＡ ) 和 β￣金 盏 花 酸 ( ｔ８ꎬ ｔ１０ꎬ ｔ１２￣

亚仓鼠 ６ 周ꎬ 结果发现对血清 ＴＣ、 ＨＤＬ￣Ｃ 和非 ＨＤＬ￣Ｃ 没有

ＣＬＮＡ) ꎻ 四种 ９ꎬ １１ꎬ １３￣ＣＬＮＡ 异构体为 α￣桐酸 ( ｃ９ꎬ ｔ１１ꎬ

显著影响 [９] ꎮ 肥胖的血脂过高的 ＯＬＥＴＦ 老和小鼠补充富含

ｔ１３￣ＣＬＮＡ) 、 β￣桐 酸 ( ｔ９ꎬ ｔ１１ꎬ ｔ１３￣ＣＬＮＡ ) 、 石 榴 酸 ( ｃ９ꎬ

ＰＵＡ 的 石 榴 籽 油 ( ＰＳＯ ) 后ꎬ 其 血 脂 水 平 没 有 受 到 影

ｔ１１ꎬ ｃ１３￣ＣＬＮＡ) 、 梓树酸 ( ９ｔꎬ ｔ１１ꎬ ｃ１３￣ＣＬＮＡ) 等 [３] ꎮ 其

响 [１０ꎬ１１] ꎮ 我们的 研究也 发现ꎬ 与对 照组 相 比ꎬ 以 α￣ＥＳＡ 或

中以 石 榴 酸 ( Ｐｕｎｉｃｉｃ ａｃｉｄꎬ ＰＵＡ ) 和 α￣桐 酸 ( α￣ｅｌｅｏｓｔｅｉｃ

ＰＵＡ 饲喂 ６ 周后小鼠血浆 ＴＧ、 ＴＣ、 ＨＤＬ￣Ｃ 和 ＬＤＬ￣Ｃ 水平没

ａｃｉｄꎬ α￣ＥＳＡ) 研 究最为 深入ꎮ 本文 以 ＰＵＡ 和 α￣ＥＳＡ 为 代

有显著差异 [１２] ꎮ

表ꎬ 对 ＣＬＮＡ 在脂质代谢调节、 减肥和抗糖尿病等方面的最

临床试验也调查了 ＣＬＮＡ 对血脂的影响ꎮ 我们进行的一
项随机对 照 试 验 发 现ꎬ 年 青 健 康 受 试 者 以 补 充 ３ｇ / ｄ ＰＵＡ４

新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ꎮ

作者简介: 博士ꎬ 副教授ꎬ 主要从事食品营养与安全等方面教学与科研工作ꎮ
作者 Ｅ￣ｍａｉｌ: ｙｕａｎｇｆ＠ ｚｊｏｕ.ｅｄｕ.ｃｎ

９７

周ꎬ 其 血 清 ＴＣ 和 ＬＤＬ￣Ｃ 无 显 著 变 化 [１３] ꎮ Ｍｉｒｍｉｒａｎ 等 人

效的治疗肥胖的方法至关重要ꎮ 研究表明ꎬ ＣＬＮＡ 对实验动

(２０１０) 进行的一项双盲安慰剂对照随机临床试验也发现ꎬ 高

物体脂具有积极的调节作用ꎮ 补充富含 ＰＵＡ 的 ＰＳＯ 后ꎬ 肥

脂血症受试者每天补充 ４００ ｍｇ ＰＳＯꎬ 血清 ＴＣ 和 ＬＤＬ￣Ｃ 无显

胖的血脂 过 高 的 ＯＬＥＴＦ 大 鼠 大 网 膜 脂 肪 组 织 重 量 显 著 降

著变化ꎬ 而血清 ＴＧ 含量和 ＴＧ ∶ ＨＤＬ￣Ｃ 比值显著降低

１.２

[１４]

ꎮ

低 [１０] ꎮ 补充 ＰＳＯ 或含有 ＰＵＡ 的转基因菜籽油后ꎬ 显著降低

ＣＬＮＡ 与肝甘油三酯积累

了 ＩＣＲ ＣＤ１ 小鼠肾周脂肪组织的重量 [１１] ꎮ 与对照组相比ꎬ 日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是指除外酒精和其他明确的损肝因

粮中添加 ６１.７９ ｍｇ / ｄ 的 ＰＳＯ 显著降低了高脂喂养小鼠的体

素所致的肝细胞内脂肪过度沉积为主要特征的临床病理综合

重和增重 [２２] ꎮ 最近ꎬ 我们对 ＩＣＲ 雄性小鼠进行为期 ８ 周的膳

ꎮ 研究表明 ＣＬＮＡ 可降低动物模型肝脏 ＴＧ 积累ꎮ

食干预实验ꎬ 研究 ＰＵＡ 对高脂饲料诱导 ( ＨＦＤ) 的肥胖的改

征

[１５]

Ａｒａｏ 等 (２００４) 研究富含 ＰＵＡ 的 ＰＳＯ 对肥胖的血脂过

善作用ꎬ 补充 ＰＵＡ ８ 周显著降低 ＨＦＤ 诱导的体重和总体重增

高的 ＯＬＥＴＦ 大鼠脂类代谢的影响ꎬ 结果发现喂食 ９％红花油

加ꎬ 降低肾周和附睾脂肪重量ꎬ 显著减轻 ＨＦＤ 诱导的小鼠脂

＋１％ＰＳＯ 的 ＯＬＥＴＦ 老鼠与喂食 １０％红花油的相比ꎬ 肝脏 ＴＧ

肪细胞肥大ꎮ 补充 ＰＵＡ ８ 周显著降低肝脏 ＴＧ 含量ꎬ 显著降

的含量显著降低ꎬ 但肝脏脂肪合成和脂肪酸的 β￣氧化相关酶

低肝脏细胞内脂肪积聚和改善脂肪变性 [２３] ꎮ 类似地ꎬ 补充富

的活性不受影响 [１６] ꎮ Ｋｏｂａ 等 (２００７) 发现 ＩＣＲ ＣＤ１ 雄性小

含 ＢＧＯ 的 α￣ＥＳＡ 小鼠高脂日粮诱导的体脂沉积 [１９ꎬ２４] ꎮ

鼠日粮中加入 ＰＳＯ 饲养 ４ 周后ꎬ 肝脏 ＴＧ 含量显著降低ꎮ 与

尚不清楚 ＣＬＮＡ 发挥抗肥胖作用机制ꎮ ＰＵＡ 和 α￣ＥＳＡ 能

对照组相比ꎬ 补充 α￣ＥＳＡ 或 ＰＵＡ ６ 周后ꎬ 小鼠肝脏 ＴＧ 水平

在体内代谢转化为 ｃ９ꎬ ｔ１１－１８ ∶ ２ꎬ 但研究证实是 ｔ１０ꎬ ｃ１２－

显著 降 低 [１７] ꎮ Ｍａｇｄａｌｅｎａ 等 ( ２０１４ ) 在 人 造 黄 油 中 添 加

１８ ∶ ２ [２５ꎬ２６] ꎬ 而不是 ｃ９ꎬ ｔ１１－１８ ∶ ２ 不具有抗肥胖作用 [２７ꎬ２８] ꎬ

ＰＵＡꎬ ＣＬＡ 和 亚 麻 酸ꎬ 分 别 通 过 １８ 周 和 １０ 周 ａｐｏＥ / ＬＤ￣

因此 ＰＵＡ 和 α￣ＥＳＡ 的抗肥胖作用不能归因于代谢产生的 ｃ９ꎬ

ＬＲ￣ / ￣小鼠饲养实验比较研究了 ＰＵＡ、 ＣＬＡ 和亚麻酸对动脉粥

ｔ１１－１８ ∶ ２ꎮ ＰＵＡ、 α￣ＥＳＡ 可能与 ｔ１０ꎬ ｃ１２－１８ ∶ ２ 共享一个

样硬化和肝脏脂肪变性 ( ｌｉｖｅｒ ｓｔｅａｔｏｓｉｓ) 的影响ꎬ 结果表明

共同的代谢 或信 号通 路ꎬ 而 发挥 其抗肥 胖作 用 [２４] ꎮ 与 ｔ１０ꎬ

添加 ＣＬＡ 的日粮饲 喂小 鼠肝 脏脂 肪变 性显 著增 强ꎬ 而 添加

ｃ１２－１８ ∶ ２ 类似ꎬ ＣＬＮＡ 可能通过调节 ＰＰＡＲ γ、 诱导细胞因

ＰＵＡ 日粮饲喂的小鼠肝脏脂肪变性显著降低ꎬ ＰＵＡ 的饲喂小

子的表达或分泌、 抑制脂肪生成和前脂肪细胞分化等途径发

鼠脂质代谢相关基因过氧化物酶增殖体 α ( ＰＰＡＲα) 、 酰基辅

挥其抗肥胖作用 [１９ꎬ２９－３１] ꎮ

酶 Ａ 氧化酶和胆固醇调节元件结合蛋白 １ 表达显著升高 [１８] ꎮ

ＰＰＡＲ γ 是脂肪生成的主要调节因子ꎬ 也是胰岛素敏感

研究也探讨了富含 α￣ＥＳＡ 的 ＢＧＯ 对小鼠的抗脂肪变性

性、 脂肪生成、 脂肪细胞存活和功能的有效调节因子 [３２－３４] ꎮ

作用ꎮ 与高脂饮食喂养 １０ 周的小鼠相比ꎬ 添加 ＢＧＯ 的小鼠
肝脏 ＴＧ 浓度降低 ２５－３７％ꎬ 肝脏 ＴＣ 浓度降低 ２３％

[１９]

ＰＰＡＲ γ 的转录活性可由激动剂和拮抗剂介导ꎮ 脂肪酸和前

ꎮ 添

列腺素作为 ＰＰＡＲ γ 的内源性配体ꎬ 可以结合并激活 ＰＰＡＲ

加 １％ α￣ＥＳＡ 的高糖日粮 ５ 周后ꎬ α￣ＥＳＡ 也显著降低了小鼠

γꎮ 然而ꎬ 与合成的噻唑 烷二 酮激 动剂 相比ꎬ 它们 是弱 激动

肝脏 ＴＧ 和 ＴＣ 浓度 [２０] ꎮ α￣ＥＳＡ 发挥抗脂肪变性作用的可能
机制是 增 加 细 胞 ＮＡＤ ＋ / ＮＡＤＨ 比 值ꎬ 激 活 ＰＰＡＲα、 ＡＭＰＫ

剂ꎬ 具有强大的胰岛素增敏活性 [３５] ꎮ ＰＰＡＲ γ 的转录活性也

和 ＳＩＲＴ１ 信 号 通 路 [２０] ꎮ α￣ＥＳＡ 已 被 认 为 是 一 种 有 效 的

受到包括磷酸化、 ＳＵＭＯ 化和泛素化在内的翻译后修饰的调

ꎮ α￣ＥＳＡ 激 活 ｓｉｒｔｕｉｎ １ 去 乙 酰 化 酶 和

控ꎬ 这为微调提供了额外的可能 [３６] ꎮ ＢＧＯ 和 ＣＬＮＡ 混合物

ＡＭＰＫ 信号通路ꎬ 形成 ＰＰＡＲα / ＡＭＰＫ / ｓｉｒｔｕｉｎ １ 信号前 馈环

可提高 Ｃ５７ＢＬ / ６Ｊ 小鼠 和 Ｓｐｒａｇｕｅ￣Ｄａｗｌｅｙ 大 鼠的 ＴＮＦ￣α 水

ꎮ 另一研究通过

平ꎬ 而 ＴＮＦ￣α 可拮抗 ＰＰＡＲ γ 靶基因表达 [３７] ꎮ ＰＳＯ 还可以

ＰＰＡＲα 敲除小鼠模型分析了 α￣ＥＳＡ 发挥抗脂肪变性作用的

抑制 ３Ｔ３￣Ｌ１ 前脂肪细胞的脂肪形成和分化ꎬ 降低 ＰＰＡＲ γ 蛋

可能机制 [２１] ꎮ 此研究中ꎬ Ｃ５７ＢＬ / ６Ｊ 野 生小 鼠和 ＰＰＡＲα 敲

白水平 [３０] ꎮ 此外ꎬ 在 ３Ｔ３￣Ｌ１ 细胞分化模型中ꎬ α￣ＥＳＡ 可导

除小鼠分 别 饲 喂 含 ＢＧＯ 和 不 含 ＢＧＯ 的 高 脂 饲 料 ５ 周 后ꎬ

致 ＥＲＫ / ＭＡＰＫ 信号通路持续激活ꎬ 并伴有 ＰＰＡＲ γ 磷酸化ꎬ

ＢＧＯ 显著降低了野生小鼠肝脏 ＴＧ 含量ꎬ 但对 ＰＰＡＲα 敲除

不仅可能促进细胞凋亡ꎬ 还可能抑制脂肪生成 [３１] ꎮ

ＰＰＡＲα 激 动 剂

[２１]

路ꎬ 将 肝 脏 脂 质 代 谢 转 向 为 分 解 代 谢

[２０]

小鼠没有影响ꎬ 这提示 ＢＧＯ 介导的抗脂肪变性可能依赖于

另一种可能的机制为 ＣＬＮＡ 通过调节肠道菌群组成ꎬ 从

ＰＰＡＲαꎮ

而发挥抗肥胖作用ꎮ 最近ꎬ 我们对 ＩＣＲ 雄性小鼠进行为期 ８

２. 共轭亚油酸对肥胖的影响

周的膳食干预实验ꎬ 研究 ＰＵＡ 对 ＨＦＤ 诱导的肥胖改善作用
并探索其可能的改善机制 [２３] ꎮ ＰＵＡ 补充增加小鼠肠道菌群多

超重和肥胖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的 “ 流行病” ꎮ 开发安全有

样性ꎬ 在各分类学水平上调节肠道菌 群组 成ꎮ 在 门水 平上ꎬ

９８

ＨＦＤ 增加 Ｆｉｒｍｉｃｕｔｅｓ / Ｂａｃｔｅｒｏｉｄｅｔｅｓｄｅ 比例ꎬ 补充 ＰＵＡ 显著

ＰＵＡ 以剂量依赖性的方式显著降低 ＪＮＫ 磷酸化水平、 ＩＲＳ１

增加 Ｂａｃｔｅｒｏｉｄｅｔｅｓ 丰 度ꎬ 降 低 Ｆｉｒｍｉｃｕｔｅｓ / Ｂａｃｔｅｒｏｉｄｅｔｅｓｄｅ

残基丝氨酸磷酸化水平和 ＳＯＣＳ３ 表达ꎬ 从而提高 ３Ｔ３￣Ｌ１ 脂肪

比值ꎮ 在 科 水 平 上ꎬ ＰＵＡ 增 加 Ｍｕｒｉｂａｃｕｌａｃｅａｅ、 Ｂａｃｔｅｒｏｉ￣

细胞的胰岛素敏感性ꎮ ＰＵＡ 还显著改善了促炎细胞因子的上

ｄａｃｅａｅ 相 对 丰 度ꎬ 降 低 Ｄｅｓｕｌｆｏｖｉｂｒｉｏｎａｃｅａｅ、 Ｈｅｌｉｃｏｂａｃｔｅｒ￣

调ꎬ 表明 ＰＵＡ 的抗炎特性显著促进了其胰岛素增敏潜力[４７] ꎮ

ａｃｅａｅ 相 对 丰 度ꎮ 在 属 水 平 上ꎬ ＰＵＡ 逆 转 Ａｎａｅｒｏｔｒｕｎｃｕｓ、

４. 结语

Ｆａｅｃａｌｉｂａｃｕｌｉｍ 和 Ｍｕｃｉｓｐｉｒｉｌｌｕｍ 相对丰度的增加ꎬ 逆转 Ｌａｃｔｏ￣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Ｒｏｓｅｂｕｒｉａ、 Ｏｓｃｉｌｌｉｂａｃｔｅｒ 相对丰度的降低ꎮ Ｄｅｓｕｌｆｏ￣

目前的研究证据显示 ＰＵＡ 和 α￣ＥＳＡ 等 ＣＬＮＡ 具有调节

ｖｉｂｒｉｏｎａｃｅａｅ 的改变与附睾和肾周脂肪组织重量以及肝 ＴＧ 和

脂质代谢、 抗肥胖和抗糖尿病等生理作用ꎮ 但 ＣＬＮＡ 作用机

ＴＣ 含量呈正相关ꎬ Ｄｅｆｅｒｒｉｂａｃ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和 Ｈｅｌｉｃｏｂａｃ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制和安全性等方面还存在不确定性ꎮ 未来还需开展更多的研

的改变与附睾和肾周脂肪组 织重 量呈 正相关ꎬ 而 Ｍｕｒｉｂａｃｕ￣

究ꎬ 特别是良好控制的临床试验来探究 ＣＬＮＡ 的安全性和生

ｌａｃｅａｅ 的改变与附睾和肾周脂肪组织重量以及肝 ＴＧ 和 ＴＣ 含

物活性ꎮ 此外ꎬ 还需进一步鉴定 ＣＬＮＡ 介导的分子信号通路

量呈负相关ꎮ 这表明 ＰＵＡ 可通过 调节 肠道 菌群 组成ꎬ 改善

及其 ＣＬＮＡ 介 导 的 信 号 通 路 之 间 的 互 作 关 系ꎬ 以 期 为 阐 明

ＨＦＤ 诱导的小鼠肥胖ꎮ

ＣＬＮＡ 生物活性和安全性及其作用机制提供基础和依据ꎮ

３. 共轭亚麻酸对 ２ 型糖尿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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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干预被认为是治疗 ２ 型糖尿病的补充方法ꎮ ＰＳＯ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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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岛素抵抗可能导致 ２ 型糖尿病ꎬ 胰岛素抵抗的改善与 ２

[２] Ｙｕａｎ Ｇꎬ Ｃｈｅｎ Ｘꎬ Ｌｉ Ｄ. 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ｏｘｉｓｏｍｅ

型糖尿病发病风险的降低有关ꎮ 一系列研究调查了 ＰＳＯ 或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ｏｒ￣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ｇａｍｍａ ( ＰＰＡＲ γ) ｂｙ Ｃｏｎｊｕ￣

ＰＵＡ 对胰岛素和血糖指标的影响ꎮ 在 ＰＵＡ 存在的情况下ꎬ 将

ｇａｔｅ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ｉｎ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Ｂｏｗｅ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

３Ｔ３－Ｌ１ 脂肪细胞与 ＴＮＦ￣α 孵育 ２４ｈ 可增强胰岛素分泌ꎬ 并

Ｊ Ａｇｒ Ｆｏｏｄ Ｃｈｅｍ. ２０１５ꎻ ６３: １８８３－１８９５.

保护 ３Ｔ３－Ｌ１ 脂肪细胞免受 ＴＮＦ￣α 诱导的胰岛素抵抗 [３８] ꎮ 日

[３ ] Ｓｍｉｔｈ ＣＲ.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Ｕｎｕｓｕａｌ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ｉｎ

粮中添加 ＰＵＡ 可降低小鼠空腹血糖浓度ꎬ 提高葡萄糖正常化

Ｐｌａｎｔｓ. Ｐｒｏｇ. Ｃｈｅｍ. Ｆａｔｓ Ｏｔｈｅｒ Ｌｉｐｉｄｓ. １９７１ꎻ １１: １３７－１７７.

能力 [３９] ꎮ 喂食高脂饮食 １２ 周的小鼠补充 １％ ＰＳＯ 并不影响

[４] Ｓｅｎｇｕｐｔａ Ａꎬ Ｇｕｐｔａ Ｓꎬ Ｎａｎｄｉ Ｉꎬ Ｇｈｏｓｈ Ｍ. Ｃｏｎｊｕ￣

肝脏胰岛素敏感性ꎬ 但明显改善了外周胰岛素抵抗 [４０] ꎮ 在高

ｇａｔｅｄ ｌｉｎｏｌｅ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ｉｎｈｉｂｉｔ ｈｙｐｅｒ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ｅｍｉａ

脂高糖 ( ＨＦ / ＨＳ) 饮食诱导的肥胖小鼠中添加 ２ ｍｌ / ｋｇ / ｄ 的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ａ ｈｉｇｈ￣ｆａｔ ｄｉｅｔ ｉｎ ｍａｌｅ ａｌｂｉｎｏ ｒａｔｓ. Ｊ Ｆｏｏｄ

ＰＳＯ ４ 周ꎬ 显著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并降低空腹血糖 [４１] ꎮ 每天

Ｓｃ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 ２０１５ꎻ ５２: ７.

服用三粒含 １ ｇ ＰＳＯ 的胶囊可显著降低肥胖 ２ 型糖尿病患者

[５] Ｖａｒａｄｙ ＫＡꎬ Ｊｏｎｅｓ ＰＪ.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ｉｅｔ ａｎｄ ｅｘｅｒ￣

组内空腹血糖 [４２] ꎮ
此外ꎬ ＣＬＮＡ 对链脲佐菌素诱导的糖尿病大鼠脂质氧化损

ｃｉｓ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ｙｓｌｉｐｉｄｅｍｉａ: ａｎ ｅｆｆｅｃ￣

伤也有保护作用ꎮ 在链脲佐菌素诱导的糖尿病大鼠中ꎬ 添加

ｔｉｖｅ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ｏ ｌｏｗｅｒ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 ｌｅｖｅｌｓ? Ｊ Ｎｕｔｒ.

ＰＳＯ 或 ＢＧＯ (０.５％ ＰＵＡ 或 ０.５％ α￣ＥＳＡ) ４ 周可显著降低氧

２００５ꎻ １３５: １８２９－１８３５.

化应激和脂质过氧化ꎬ 恢复抗氧化剂和促炎酶水平 [４３] ꎮ 在链

[６ ] Ｎｏｇｕｃｈｉ Ｒꎬ Ｙａｓｕｉ Ｙꎬ Ｓｕｚｕｋｉ Ｒꎬ Ｈｏｓｏｋａｗａ Ｍꎬ

脲佐菌素诱导的糖尿病大鼠中ꎬ 添加 ０.３６ 和 ０.７２ ｍｇ / ｋｇ / ｄ

Ｆｕｋｕｎａｇａ Ｋꎬ Ｍｉｙａｓｈｉｔａ Ｋ.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ｂｉｔｔｅｒ ｇｏｕｒｄ ｏｉｌ

的 ＰＳＯ ３ 周后ꎬ 谷胱甘肽还原酶、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和过

ｏｎ ｂｌｏｏｄ ａｎｄ ｌｉｖｅｒ ｌｉｐｉｄｓ ｏｆ ｒａｔｓ. Ａｒｃｈ Ｂｉｏｃｈｅｍ Ｂｉｏｐｈｙ. ２００１ꎻ

氧化氢酶活性显著升高ꎬ 氧化应激指数降低

[４４]

３９６: ２０７－２１２.

ꎮ
ꎮ ＰＵＡ 可

[ ７ ] Ａｒａｏ Ｋꎬ Ｙｏｔｓｕｍｏｔｏ Ｈꎬ Ｈａｎ ＳＹꎬ Ｎａｇａｏ Ｋꎬ

通过 增 加 胰 岛 素 分 泌、 上 调 和 激 活 ３Ｔ３￣Ｌ１ 脂 肪 细 胞 中

Ｙａｎａｇｉｔａ Ｔ. Ｔｈｅ ９ｃｉｓꎬ １１ｔｒａｎｓꎬ １３ｃｉｓ ｉｓｏｍｅｒ ｏｆ 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ｅｄ

ꎮ 每天服用三粒含 １ｇ ＰＳＯ

ｌｉｎｏｌｅ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ａｐｏ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Ｂ１００ 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ｉａ￣

的胶囊显著增加了肥胖 ２ 型糖尿病患者 ＧＬＵＴ４ 基因的表达ꎮ

ｃｙｌｇｌｙｃｅｒｏｌ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ｉｎ ＨｅｐＧ２ ｃｅｌｌｓ. Ｂｉｏｓｃｉ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 Ｂｉｏ￣

ＣＬＮＡ 可能通过多种机制发挥抗糖尿病作用
ＧＬＵＴ４ 的表达而改善血糖指标

[４６]

[４５]

９９

ｃｈｅｍ. ２００４ꎻ ６８: ２６４３－２６４５.

５４５.




[８] Ｅｌｂａｎｄｙ Ｍꎬ Ｐｈｙ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ｍｅ￣

[１８] Ｆｒａｎｃｚｙｋ￣Ｚａｒóｗ Ｍꎬ Ｃｚｙｚｙńｓｋａ￣Ｃｉｃｈｏń Ｉꎬ Ｄｒａｈｕｎ

ｇｒａｎａｔｅ ｓｅｅ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ｎｔｉｈｙｐｅｒｌｉｐｉｄｅｍ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ｖｉｖｏ.

Ａꎬ Ｍａｓｌａｋ Ｅꎬ Ｃｈｌｏｐｉｃｋｉ Ｓꎬ Ｂ. Ｋｏｓｔｏｇｒｙｓ Ｒꎬ Ｍａｒｇａｒｉｎｅ ｓｕｐ￣

２０１３.

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ｅｄ ｌｉｎｏｌｅｎｉｃ ａｃｉｄ ( ＣＬｎＡ ) ｈａｓ ｎｏ

[ ９] Ｙａｎｇ Ｌꎬ Ｌｅｕｎｇ ＫＹꎬ Ｃａｏ Ｙꎬ Ｈｕａｎｇ Ｙꎬ Ｒａｔｎａｙａｋ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 ｂｕｔ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ｌｉｖｅｒ ｓｔｅａｔ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ＷＭꎬ Ｃｈｅｎ ＺＹ. Ａｌｐｈａ￣ｌｉｎｏｌｅ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ｂｕｔ ｎｏｔ 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ｅｄ ｌｉｎｏｌｅ￣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ｐｉｄ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ｇｅｎｅｓ ｉｎ ａｐｏＥ / ＬＤ￣

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ｉｓ ｈｙｐｏ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ａｅｍｉｃ ｉｎ ｈａｍｓｔｅｒｓ. Ｂｒｉｔ Ｊ Ｎｕｔｒ.

ＬＲ ￣ / ￣ ｍｉｃｅ. Ｅｕｒ Ｊ Ｌｉｐｉｄ Ｓｃ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 ２０１４ꎻ １１７: ５８９－６００.

２００５ꎻ ９３: ４３３－４３８.

[１９ ] Ｃｈｅｎ ＰＨꎬ Ｃｈｅｎ ＧＣꎬ Ｙａｎｇ ＭＦꎬ Ｈｓｉｅｈ ＣＨꎬ

[１０] Ａｒａｏ Ｋꎬ Ｗａｎｇ ＹＭꎬ Ｉｎｏｕｅ Ｎꎬ Ｈｉｒａｔａ Ｊꎬ Ｃｈａ ＪＹꎬ

Ｃｈｕａｎｇ ＳＨꎬ Ｙａｎｇ ＨＬꎬ Ｋｕｏ ＹＨꎬ Ｃｈｙｕａｎ ＪＨꎬ Ｃｈａｏ ＰＭ.

Ｎａｇａｏ Ｋꎬ Ｙａｎａｇｉｔａ Ｔ.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ｏｍｅｇｒａｎａｔｅ ｓｅｅｄ ｏｉｌ

Ｂｉｔｔｅｒ ｍｅｌｏｎ ｓｅｅｄ ｏｉｌ￣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ｅｄ ｂｏｄｙ ｆａｔ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ｅｔ￣

ｒｉｃｈ ｉｎ ９ｃｉｓꎬ １１ｔｒａｎｓꎬ １３ｃｉｓ 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ｅｄ ｌｉｎｏｌｅ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ｏｎ ｌｉｐｉｄ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ｏｂｅｓｅ ｍｉｃｅ 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ＡＭＰ￣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ｐｒｏ￣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ｉｎ ｏｂｅｓｅꎬ ｈｙｐｅｒｌｉｐｉｄｅｍｉｃ ＯＬＥＴＦ ｒａｔｓ. Ｌｉｐｉｄｓ

ｔｅｉｎ ｋｉｎ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ｅｌｌ ｄｅａｔｈ ｉｎ ｗｈｉｔｅ ａｄｉｐｏｓｅ ｔｉｓｓｕｅ. Ｊ

Ｈｅａｌｔｈ Ｄｉｓ. ２００４ꎻ ３: ２４.

Ｎｕｔｒ. ２０１２ꎻ １４２: １１９７－１２０４.

[１１] Ｋｏｂａ Ｋꎬ Ｉｍａｍｕｒａ Ｊꎬ Ａｋａｓｈｏｓｈｉ Ａꎬ Ｋｏｈｎｏ￣Ｍｕ￣

[ ２０ ] Ｃｈｅｎ Ｇ￣Ｃꎬ Ｓｕ Ｈ￣Ｍꎬ Ｌｉｎ Ｙ￣Ｓꎬ Ｔｓｏｕ Ｐ￣Ｙꎬ

ｒａｓｅ Ｊꎬ Ｎｉｓｈｉｚｏｎｏ Ｓꎬ Ｉｗａｂｕｃｈｉ Ｍꎬ Ｔａｎａｋａ Ｋꎬ Ｓｕｇａｎｏ Ｍ.

Ｃｈｙｕａｎ Ｊ￣Ｈꎬ Ｃｈａｏ Ｐ￣Ｍ. Ａ 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ｅ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ｔ

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ｒａｐｅｓｅｅｄ ｏｉｌ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ｃｉｓ￣９ꎬ ｔｒａｎｓ￣１１ꎬ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 ｂｉｔｔｅｒ ｍｅｌｏｎ ｓｅｅｄ 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ｌｉｐｉｄ ｍｅｔａｂｏ￣

ｃｉｓ￣１３￣ｏｃｔａｄｅｃａｔｒｉｅ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ｂｏｄｙ ｆａｔ 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ｌｉｐｉｄ

ｌｉｓｍ ｉｎ ｈｅｐａｔｏｃｙｔｅｓ ｂ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ＮＡＤ＋ / ＮＡＤＨ ｒａｔｉｏ ａｎｄ ａｃｔｉ￣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ｉｎ ｍｉｃｅ. Ｊ Ａｇｒ Ｆｏｏｄ Ｃｈｅｍ. ２００７ꎻ ５５: ３７４１ －

ｖａｔｉｎｇ ＰＰＡＲαꎬ ＡＭＰＫ ａｎｄ ＳＩＲＴ１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Ｔｈｅ Ｊ

３７４８.

Ｎｕｔｒ Ｂｉｏｃｈｅｍ. ２０１６ꎻ ３３: ２８－３５.

[ １２ ] Ｙｕａｎ Ｇꎬ Ｓｕｎ Ｈꎬ Ｓｉｎｃｌａｉｒ ＡＪꎬ Ｌｉ 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２１] Ｃｈｕａｎｇ ＣＹꎬ Ｈｓｕ Ｃꎬ Ｃｈａｏ ＣＹꎬ Ｗｅｉｎ ＹＳꎬ Ｋｕｏ

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ｅｄ ｌｉｎｏｌｅ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ａｎｄ 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ｅｄ ｌｉｎｏ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 ｏｎ ｌｉｐｉｄ

ＹＨꎬ Ｈｕａｎｇ ＣＪ.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９ｃꎬ １１ｔꎬ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ｉｎ ｍｉｃｅ. Ｅｕｒ Ｊ Ｌｉｐｉｄ Ｓｃ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 ２００９ꎻ １１１: ５３７－

１３ｔ￣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ｅｄ ｌｉｎｏｌｅ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ａｓ ａｎ ａｃｔｉｖａｔｏｒ ｏｆ ＰＰＡＲａｌｐｈａ ｉｎ

５４５.

ｂｉｔｔｅｒ ｇｏｕｒｄ ( Ｍｏｍｏｒｄｉｃａ ｃｈａｒａｎｔｉａ Ｌ.) . Ｊ Ｂｉｏｍｅｄ Ｓｃｉ. ２００６ꎻ
[１３] Ｙｕａｎ Ｇꎬ Ｓｉｎｃｌａｉｒ ＡＪꎬ Ｘｕ Ｃꎬ Ｌｉ Ｄ.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１３: ７６３－７７２.
[２２] ＭｃＦａｒｌｉｎ ＢＫꎬ Ｓｔｒｏｈａｃｋｅｒ ＫＡꎬ Ｋｕｅｈｔ ＭＬ. Ｐｏｍｅ￣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ｏｆ ｐｕｎｉｃｉｃ ａｃｉｄ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ｙｏｕｎｇ ｈｕｍａｎｓ. Ｍｏｌ
Ｎｕｔｒ Ｆｏｏｄ Ｒｅｓ. ２００９ꎻ ５３: １３３６－１３４２.

ｇｒａｎａｔｅ ｓｅｅｄ ｏｉ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ａ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ｈｉｇｈ￣ｆａｔ ｆｅｅｄ￣

[１４] Ｍｉｒｍｉｒａｎ Ｐꎬ Ｆａｚｅｌｉ ＭＲꎬ Ａｓｇｈａｒｉ Ｇꎬ Ｓｈａｆｉｅｅ Ａꎬ

ｉｎｇ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ｗｅｉｇｈｔ ｇａｉｎ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ｒｉｓｋ ｉｎ

Ａｚｉｚｉ Ｆ.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ｏｍｅｇｒａｎａｔｅ ｓｅｅｄ ｏｉｌ ｏｎ ｈｙｐｅｒｌｉｐｉｄａｅｍｉｃ

ＣＤ￣１ ｍｉｃｅ. Ｂｒｉｔ Ｊ Ｎｕｔｒ. ２００９ꎻ １０２: ５４－５９.
[２３] Ｙｕａｎ ＧＦꎬ Ｔａｎ ＭＪꎬ Ｃｈｅｎ ＸＥ. Ｐｕｎｉｃｉｃ ａｃｉｄ ａｍｅ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ａ ｄｏｕｂｌｅ￣ｂｌｉｎｄ ｐｌａｃｅｂ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ｒｉａｌ. Ｂｒｉｔ Ｊ
Ｎｕｔｒ. ２０１０ꎻ １０４: ４０２－４０６.

ｉｏｒａｔｅｓ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ｉｖｅｒ ｓｔｅａｔｏｓｉｓ ｂ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ｇｕｔ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

[１５] Ｓｃｏｒｌｅｔｔｉ Ｅꎬ Ｂｙｒｎｅ ＣＤ. Ｏｍｅｇａ －３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ｉｃｅ. Ｆｏｏｄ Ｆｕｎｃｔ. ２０２１ꎻ １２: ７８９７－７９０８.

ｎｏｎ￣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ｃ ｆａｔｔｙ ｌｉｖｅ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ａｎｄ

[２４] Ｈｓｉｅｈ ＣＨꎬ Ｃｈｅｎ ＧＣꎬ Ｃｈｅｎ ＰＨꎬ Ｗｕ ＴＦꎬ Ｃｈａｏ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 Ｍｏ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Ｍｅｄ. ２０１８ꎻ ６４: １３５－１４６.

ＰＭ. Ａｌｔｅｒｅｄ Ｗｈｉｔｅ Ａｄｉｐｏｓｅ Ｔｉｓｓｕ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ｉｎ Ｃ５７ＢＬ /

[１６] Ａｒａｏ Ｋꎬ Ｗａｎｇ Ｙ￣Ｍꎬ Ｉｎｏｕｅ Ｎꎬ Ｈｉｒａｔａ Ｊꎬ Ｃｈａ Ｊ￣

６Ｊ Ｍｉｃｅ Ｄｉｓｐｌａｙｉｎｇ Ｄｅｌｉｐｉｄａｔｉｖｅꎬ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ꎬ ａｎｄ Ｂｒｏｗｎ￣

Ｙꎬ Ｎａｇａｏ Ｋꎬ Ｙａｎａｇｉｔａ Ｔ.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ｏｍｅｇｒａｎａｔｅ

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ｆｔｅｒ Ｂｉｔｔｅｒ Ｍｅｌｏｎ Ｓｅｅｄ Ｏｉ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ｓｅｅｄ ｏｉｌ ｒｉｃｈ ｉｎ ９ｃｉｓꎬ １１ｔｒａｎｓꎬ １３ｃｉｓ 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ｅｄ ｌｉｎｏｌｅ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ＰＬｏＳ Ｏｎｅ. ２０１３ꎻ ８: ｅ７２９１７.
[２５] Ｔｓｕｚｕｋｉ Ｔꎬ Ｔｏｋｕｙａｍａ Ｙꎬ Ｉｇａｒａｓｈｉ Ｍꎬ Ｎａｋａｇａｗａ

ｏｎ ｌｉｐｉｄ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ｉｎ ｏｂｅｓｅꎬ ｈｙｐｅｒｌｉｐｉｄｅｍｉｃ ＯＬＥＴＦ Ｒａｔｓ.
Ｌｉｐｉｄ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Ｄｉｓ. ２００４ꎻ ３: ２４－２４.

Ｋꎬ Ｏｈｓａｋｉ Ｙꎬ Ｋｏｍａｉ Ｍꎬ Ｍｉｙａｚａｗａ Ｔ. Ａｌｐｈａ￣ｅｌｅｏｓｔｅａｒｉｃ

[１７] Ｙｕａｎ ＧＦꎬ Ｓｕｎ ＨＹꎬ Ｓｉｎｃｌａｉｒ ＡＪꎬ Ｌｉ 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ｃｉｄ ( ９Ｚ１１Ｅ１３Ｅ －１８: ３) ｉｓ ｑｕｉｃｋｌｙ 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ｅｄ

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ｅｄ ｌｉｎｏｌｅ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ａｎｄ 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ｅｄ ｌｉｎｏ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 ｏｎ ｌｉｐｉｄ

ｌｉｎｏ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 (９Ｚ１１Ｅ－１８: ２) ｉｎ ｒａｔｓ. Ｂｒｉ Ｊ Ｎｕｔｒ. ２００４ꎻ １３４: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ｉｎ ｍｉｃｅ. Ｅｕｒ Ｊ Ｌｉｐｉｄ Ｓｃ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 ２００９ꎻ １１１: ５３７－

２６３４－２６３９.

１００

[ ２６ ] Ｙｕａｎ ＧＦꎬ Ｓｉｎｃｌａｉｒ ＡＪꎬ Ｚｈｏｕ ＣＱꎬ Ｌｉ Ｄ. α￣

Ｈꎬ Ｇｏｔｏｈ Ｙꎬ Ｍａｔｓｕｍｏｔｏ Ｋꎬ Ｋａｔｏ Ｓ.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

Ｅｌｅｏｓｔｅａ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ｉｓ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ｚｅｄ ｉｎｔｏ ｃｏｎｊｕｇａ￣

ａｄｉｐ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ＰＡＲ￣ｇａｍｍ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ＴＡＫ１ /

ｔｅｄ ｌｉｎｏ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 ｔｈａｎ ｐｕｎｉｃｉｃ ａｃｉｄ ｉｎ ｍｉｃｅꎬ Ｊ Ｓｃｉ Ｆｏｏｄ Ａｇｒꎬ

ＴＡＢ１ / ＮＩＫ ｃａｓｃａｄｅ. Ｎａｔ Ｃｅｌｌ Ｂｉｏｌ. ２００３ꎻ ５: ２２４－２３０.
[ ３８ ] Ａｎｕｓｒｅｅ ＳＳꎬ Ｎｉｓｈａ ＶＭꎬ Ｐｒｉｙａｎｋａ Ａꎬ Ｒａｇｈｕ

２００９ꎻ ８９: １００６－１０１１.
[２７] 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ａ Ａꎬ Ｂａｎｕ Ｊꎬ Ｒａｈｍａｎ Ｍꎬ Ｃａｕｓｅｙ Ｊꎬ

ＫＧ.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ｂｙ ＴＮＦ￣α 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ｓ Ｇ.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ｅｄ ｌｉｎｏ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ｓ ｉｎ

ｄｒｉａｌ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３Ｔ３￣Ｌ１ ａｄｉｐｏｃｙｔｅｓ ａｎｄ ｉｓ ａｍｅｌｉｏ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Ｊ Ｎｕｔｒ Ｂｉｏｃｈｅｍ. ２００６ꎻ １７: ７８９－８１０.

ｐｕｎｉｃｉｃ ａｃｉｄꎬ ａ ＰＰＡＲγ ａｇｏｎｉｓｔ. Ｍｏｌ Ｃｅｌｌ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 ２０１５ꎻ

[２８ ] Ｋｅｎｎｅｄｙ Ａꎬ Ｍａｒｔｉｎｅｚ Ｋꎬ Ｓｃｈｍｉｄｔ Ｓꎬ Ｍａｎｄｒｕｐ

４１３: １２０－１２８.

Ｓꎬ ＬａＰｏｉｎｔ Ｋꎬ ＭｃＩｎｔｏｓｈ Ｍ. Ａｎｔｉｏｂｅｓｉｔ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ａｃ￣

[ ３９ ] Ｈｏｎｔｅｃｉｌｌａｓ Ｒꎬ Ｏ’ Ｓｈｅａ Ｍꎬ Ｅｉｎｅｒｈａｎｄ Ａꎬ Ｄｉ￣

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ｅｄ ｌｉｎｏ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 Ｊ Ｎｕｔｒ Ｂｉｏｃｈｅｍ. ２０１０ꎻ ２１:

ｇｕａｒｄｏ Ｍꎬ Ｂａｓｓａｇａｎｙａ￣Ｒｉｅｒａ Ｊ.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ＰＡＲ ｇａｍｍａ

１７１－１７９.

ａｎｄ ａｌｐｈａ ｂｙ ｐｕｎｉｃｉｃ ａｃｉｄ ａｍｅｌｉｏｒａｔｅｓ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２９] Ｋｏｂａ Ｋꎬ Ａｋａｈｏｓｈｉ Ａꎬ Ｙａｍａｓａｋｉ Ｍꎬ Ｔａｎａｋａ Ｋꎬ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ｅｓ ｏｂｅｓｉｔｙ￣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Ｊ Ａｍ Ｃｏｌｌ Ｎｕｔｒ.

Ｙａｍａｄａ Ｋꎬ Ｉｗａｔａ Ｔꎬ Ｋａｍｅｇａｉ Ｔꎬ Ｔｓｕｔｓｕｍｉ Ｋꎬ Ｓｕｇａｎｏ Ｍ.

２００９ꎻ ２８: １８４－１９５.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ｅｄ ｌｉｎｏｌｅ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Ｌ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ｙ

[ ４０] Ｖｒｏｅｇｒｉｊｋ ＩＯꎬ ｖａｎ Ｄｉｅｐｅｎ ＪＡꎬ ｖａｎ ｄｅｎ Ｂｅｒｇ Ｓꎬ

ｍｏｄｉｆｉｅｓ ｂｏｄｙ ｆａｔ 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ｕｍ ａｎｄ ｌｉｖｅｒ ｌｉｐｉｄ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 ｒａｔｓ.

Ｗｅｓｔｂｒｏｅｋ Ｉꎬ Ｋｅｉｚｅｒ Ｈꎬ Ｇａｍｂｅｌｌｉ Ｌꎬ Ｈｏｎｔｅｃｉｌｌａｓ Ｒꎬ Ｂａｓｓａ￣

Ｌｉｐｉｄｓ. ２００２ꎻ ３７: ３４３－３５０.

ｇａｎｙａ￣Ｒｉｅｒａ Ｊꎬ Ｚｏｎｄａｇ ＧＣꎬ Ｒｏｍｉｊｎ ＪＡꎬ Ｈａｖｅｋｅｓ ＬＭꎬ

[３０] Ｌａｉ ＣＳꎬ Ｔｓａｉ ＭＬꎬ Ｂａｄｍａｅｖ Ｖꎬ Ｊｉｍｅｎｅｚ Ｍꎬ Ｈｏ

Ｖｏｓｈｏｌ ＰＪ. Ｐｏｍｅｇｒａｎａｔｅ ｓｅｅｄ ｏｉｌꎬ ａ ｒｉｃｈ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ｐｕｎｉｃｉｃ

ＣＴꎬ Ｐａｎ ＭＨ. Ｘａｎｔｈｉｇｅｎ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ｅｓ ｐｒｅａｄｉｐｏｃｙｔ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

ａｃｉｄꎬ ｐｒｅｖｅｎｔｓ ｄｉｅｔ￣ｉｎｄｕｃｅｄ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ｉｐ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ｄｏｗ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ＰＡＲ ｇａｍ￣

ｍｉｃｅ. Ｆｏｏｄ Ｃｈｅｍ Ｔｏｘｉｃｏｌ. ２０１１ꎻ ４９: １４２６－１４３０.
[４１] Ｈａｒｚａｌｌａｈ Ａꎬ Ｈａｍｍａｍｉ Ｍꎬ Ｋｅｐｃｚｙｎｓｋａ ＭＡꎬ

ｍａ ａｎｄ Ｃ / ＥＢＰ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ＲＴ￣１ꎬ ＡＭＰＫꎬ ａｎｄ
ＦｏｘＯ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Ｊ Ａｇｒ Ｆｏｏｄ Ｃｈｅｍ. ２０１２ꎻ ６０: １０９４－１１０１.

Ｈｉｓｌｏｐ ＤＣꎬ Ａｒｃｈ ＪＲＳꎬ Ｃａｗｔｈｏｒｎｅ ＭＡꎬ Ｚａｉｂｉ ＭＳ. Ｃｏｍｐａｒｉ￣

[３１] Ｃｈｏｕ ＹＣꎬ Ｓｕ ＨＭꎬ Ｌａｉ ＴＷꎬ Ｃｈｙｕａｎ ＪＨꎬ Ｃｈａｏ

ｓｏｎ ｏｆ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ｏｍｅｇｒａｎａｔｅ ｆｌｏｗｅｒꎬ

ＰＭ. Ｃｉｓ￣９ꎬ ｔｒａｎｓ￣１１ꎬ ｔｒａｎｓ￣１３￣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ｅｄ ｌｉｎｏｌｅ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ｉｎ￣

ｐｅｅｌ ａｎｄ ｓｅｅｄ ｏｉｌ ｏｎ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ｕｃｅｓ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 ＥＲＫ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３Ｔ３￣

ｈｉｇｈ￣ｆａｔ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ｓｕｃｒｏｓｅ ｄｉｅｔ￣ｉｎｄｕｃｅｄ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ｍｉ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Ｌ１ ｐｒｅａｄｉｐｏｃｙｔｅｓ.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２０１２ꎻ ２８: ８０３－８１１.

Ａｒｃｈ Ｐｈｙｓｉｏｌ Ｂｉｏｃｈｅｍ. ２０１６ꎻ １２２: ７５－８７.

[３２] Ｔｏｎｔｏｎｏｚ Ｐꎬ Ｓｐｉｅｇｅｌｍａｎ ＢＭ. Ｆａｔ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４２] Ｋｈａｊｅｂｉｓｈａｋ Ｙꎬ Ｐａｙａｈｏｏ Ｌꎬ Ａｌｉｖａｎｄ Ｍꎬ Ｈａｍｉｓｈｅ￣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ＰＰＡＲ ｇａｍｍａ. Ａｎｎ Ｒｅｖ Ｂｉｏｃｈｅｍ.

ｈｋａｒ Ｈꎬ Ｍｏｂａｓｓｅｒｉ Ｍꎬ Ｅｂｒａｈｉｍｚａｄｅｈ Ｖꎬ Ａｌｉｐｏｕｒ Ｍꎬ Ａｌｉｐｏｕｒ

２００８ꎻ ７７: ２８９－３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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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食脂肪摄入与乳腺癌关系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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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娇妹
浙江中医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摘要: 乳腺癌是在全球范围内严重威胁女性健康的恶性

简

肿瘤之一ꎬ 其死亡人数占全部癌症死亡人数的 １４％ꎮ 流行病

介

学研究结果表明ꎬ 乳腺癌与饮食的关系极为密切ꎬ 合理的膳

乳腺癌是在世界范围内严重威胁女性健 康的 恶性 肿瘤ꎮ

食能有效降低乳腺癌的发病率ꎮ 然而ꎬ 膳食脂肪对乳腺癌的

２０１９ 年ꎬ 乳腺癌新增患者数目超过 ２７.１ 万ꎬ 并造成全球４.２２

影响尚不明确ꎬ 因此本文对膳食脂肪与乳腺癌之间的关系进

万女性死亡 [１] ꎮ 我国以往是乳腺癌的低发病区ꎬ 近来年ꎬ 我

行了综述ꎮ 膳食脂肪摄入总量、 脂肪酸种类和脂肪暴露时间

国乳腺癌的发病率正以 ３％的速度快速增长ꎬ 成为发病率增长

均可以影响乳腺癌的发生发展ꎬ 包括发病率、 治疗效果和预

速度最快的女性恶性肿瘤ꎮ 同时ꎬ 其发病人群也呈现出逐步

后ꎮ 其中ꎬ ｎ－３ 多不饱和脂肪酸 ( ＰＵＦＡ) 对乳腺癌具有一定

年轻化的趋 势ꎮ 临 床 上ꎬ 乳 腺 癌 主 要 分 为 四 种 亚 型ꎬ 包 括

的保护作用ꎬ 其机制主要包括抑制促炎类二十烷酸的生物合

ｌｕｍｉｎａｌ Ａꎬ ｌｕｍｉｎａｌ Ｂꎬ 三阴性和 ＨＥＲ２ 过表达型ꎮ 这些亚型

成ꎬ 影响信号通路平衡细胞增殖和凋亡ꎬ 调控表观遗传学和

在形态学、 肿瘤表型、 基因表达和预后方面均有较大差异 [２] ꎮ

肠道菌群ꎮ 基于这些发现ꎬ 我们鼓励乳腺癌患者和乳腺癌易

近年来ꎬ 随着新型治疗药物的不断出现及广泛应用ꎬ 乳腺癌

感人群改善膳食脂肪摄入习惯ꎬ 以降低其发病风险ꎬ 提高生

患者的无病生存期和总生存率均得到了改善ꎬ 但仍有 ３０％的

活质量并延长生存时间ꎮ

患者在疗愈后疾病会重新发作ꎬ 第二次治疗时机体往往会产

关键词: 乳腺癌ꎻ 膳食脂肪ꎻ ｎ － ３ 多不饱和脂肪酸ꎻ 机

生更强的耐药性ꎬ 并且治疗过程产生的副作用会伴随患者一

制ꎻ 抗炎作用

生ꎬ 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品质ꎬ 给家庭和社会均带来沉重负
担ꎮ 因此ꎬ 迫切需要替代策略来降低癌症的发病率或延长无

作者简介: 李娇妹ꎬ 博士毕业于浙江大学食品科学专业ꎬ 师从李铎教授ꎮ 现在就职于浙江中医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ꎬ 从事营养与慢性代谢性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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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增加了 ６５％、 ２５％和 ３０％ꎮ 在 ７.３ 年的随访过程中ꎬ 没有

病生存期ꎮ
流行病学研究表明ꎬ 健康的饮食和生活方式对乳腺癌具

观察到组间在乳腺癌复发 ( ＨＲ ＝ ０.９６ꎻ ９５％ ＣＩ: ０.８０－１.１４)

ꎮ 增加膳食中蔬菜、 水果、 家禽和鱼类

和死亡率 ( ＨＲ ＝ ０.９１ꎻ ９５％ ＣＩ: ０.７２－１.１５) 方面的差异 [９] ꎮ

的摄入ꎬ 减少精制食品、 糖果、 红肉 和高 脂乳 制品 的摄 入ꎬ

一项名为 “ Ｌｉｆｅ Ａｆｔｅｒ Ｃａｎｃｅｒ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的队列研究中ꎬ

ꎮ 营养咨询

研究人员纳入了 １ꎬ ８９３ 名早期女性浸润性乳腺癌患者ꎬ 研究

或补充一些特定的营养成分可能有助于提高治疗疗效和降低

乳制品摄入量与乳腺癌复发和死亡率之间的关系ꎮ 平均随访

药物治疗引起的副作用 [５] ꎮ 因此ꎬ 营养干预被视为是预防和

１１.８ 年后ꎬ 结果显示乳制品摄入量与乳腺癌预后没有显著相

治疗乳腺癌疾病的一个重要途径ꎮ

关性ꎮ 然而ꎬ 亚组分析结果表明ꎬ 高脂乳制品与乳腺癌的死

有显著的保护作用

[３]

可能改善乳腺癌早期患者的总体生存率和预后

[４]

其中ꎬ 膳食脂肪是最受关注的与乳腺癌相关的营养素之

亡率呈现显著正相关 ( ＨＲ ＝ １.２ꎻ ９５％ ＣＩ: ０.８２－１.７７) ꎬ 与

一 [６] ꎮ 本文综述了膳食脂肪与乳腺癌发生、 发展及预后的关

复发率无显著相关性 [１０] ꎮ 一项基于 １５ 项前瞻性队列研究的

系ꎬ 包括脂肪的摄入量、 脂肪酸的种类和不同时期的干预对

荟萃分析显示ꎬ 脂肪摄入量最高的女性与脂肪摄入量最低的

疾病的影响ꎮ 此外ꎬ 重点探讨了 ｎ－３ 多不饱和脂肪酸 ( ＰＵ￣

女性在乳腺癌 死亡 率方 面 没 有 显 著 差 异 ( ＨＲ ＝ １. １４ꎻ ９５％

ＦＡ) 调节乳腺癌患病风险的作用及潜在机制ꎮ

ＣＩ: ０.８６－１.５２) [１１] ꎮ 不同研究的不一致结论可能与乳腺癌的
异质性、 患者年龄和人群差异等混杂因素有关ꎮ

膳食脂肪摄入与乳腺癌关系的流行病学证据

不同脂肪酸类型的影响
膳食脂肪中含有多种不同的脂肪酸ꎬ 如反式脂肪酸、 单

膳食脂肪摄入量的影响

不饱和脂肪酸、 多不饱和脂肪酸等ꎮ 膳食中不同种类的脂肪

近年来ꎬ 一些人群试验评估了膳食脂肪的总摄入量和乳腺

酸对乳腺癌的发生发展起着不同的作用ꎮ 然而ꎬ 目前针对特

癌之间的关系ꎮ 美国的一项名为 “ Ｗｏｍｅｎ’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定种类的脂肪酸对乳腺癌影响的研究十分有限ꎮ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ｒｉａｌ” 的随机对照试验ꎬ 招募了４８ ８３５名
已绝经妇女ꎬ 参与者被随机分为低脂饮食 (２０％能量来源于脂

一般来讲ꎬ 饱和脂肪酸、 单不饱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常

类) 和高脂饮食 (３８％能量来源于脂类)ꎮ 随访８.１年后ꎬ 结果

常被发现可以增加罹患乳腺癌的风险ꎬ 而特定的多不饱和脂
肪酸ꎬ 如 ｎ－３ ＰＵＦＡ 常常被认为具有抗癌活性 [１２] ꎮ 一项基于

显示低脂饮食组的乳腺癌患病率降低了大约 ９％ꎮ 在基线时习

３ 个队列和 ７ 个病例对照研究的荟萃分析研究表明ꎬ 总单不饱

惯摄入高脂饮食的女性中ꎬ 这种降低更为显著 [７] ꎮ

和脂肪酸、 棕榈酸 ( Ｃ１６ ∶ ０) 和油酸 ( Ｃ１８ ∶ １ｎ－９) 摄入量

另一项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以 ２ꎬ ４３７ 例接受常规癌症治

均与乳腺癌风险呈正相关ꎮ 总饱和脂肪酸与绝经后女性的乳

疗的绝经后乳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ꎬ 评估降低脂肪摄入量对

腺癌患病风险呈正相关 [１３] ꎮ 此外ꎬ 饱和脂肪酸与乳腺癌的生

乳腺癌 ５ 年无复发生存率的影响ꎮ 与对照组 ( ２９.２％的能量

存率呈现显著负相关 ( ＨＲ ＝ １.５１ꎻ ９５％ ＣＩ: １.０９－２.０９) [１１] ꎮ

来自脂类) 相比ꎬ 低脂饮食组 ( ２０.３％的能量来自脂类) 复

一项基于 ６ 个队列和 ３ 个病例对照研究的荟萃分析结果表明ꎬ

发事件的风险比为 ０.７６ ( ９５％ ＣＩ: ０.６０ －０.９８) ꎮ 随访 ６０ 个

膳食胆固醇摄入量与乳腺癌风险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 [１４] ꎮ

月后ꎬ 低脂饮食组的乳腺癌复发率由对照组的 １２.４％降低至
９.９％

[８]

不同亚型的乳腺癌对于同种膳食脂肪也会有不同的应答ꎮ

ꎮ 此 外ꎬ 与 雌 激 素 受 体 阴 性 乳 腺 癌 亚 型 患 者 相 比

一项针对 １０ꎬ ０６２ 名异质性乳腺癌患者的队列研究表明ꎬ 饱

( ＨＲ ＝ ０.８５ꎻ ９５％ ＣＩ: ０.６３ －１.１４) ꎬ 低脂饮食干预对雌激素

和脂肪酸摄入量与 ＥＲ ＰＲ 亚型 ( ＨＲ ＝ １.２ꎻ ９５％ ＣＩ: １.００－
＋

受体阳性亚型女性的 ５ 年无 复发 生存 率的影 响更 大 ( ＨＲ ＝

＋

１.４５) 和 ＨＥＲ２ 亚型 ( ＨＲ ＝ １.０４ꎻ ９５％ ＣＩ: １.００－１.０９) 的
－

０.５８ꎻ ９５％ ＣＩ: ０.３７－０.９１) ꎮ 低脂饮食同时导致志愿者的体

－

－

乳腺癌发病率呈正相关ꎬ 而与 ＥＲ ＰＲ 亚型的乳腺癌发病率

重显著降低约 ６ 磅ꎮ 由于体重与乳腺癌患病风险呈负相关ꎬ

无显著相关性 [１５] ꎮ 这些结果提示ꎬ 饱和脂肪酸可能与受体阳

减少膳食脂肪摄入量可能有效降低乳腺癌的复发率ꎮ

性的乳腺癌亚型的病因学有关ꎮ

然而ꎬ 关于脂类总摄入量与乳腺癌关系的证据并不完全
统一ꎮ 一项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招募了 ３ꎬ ０８８ 名曾接受过早

膳食脂肪暴露时期的影响

期乳腺癌治疗的女性患者ꎬ 评估低脂肪、 高蔬菜水果和膳食
纤维的膳食模式对其预后的影响ꎮ 与对照组相比ꎬ 干预组的

大量证据表明ꎬ 除了膳 食脂 肪的 摄入 量和 脂肪酸 种类ꎬ

脂肪摄入量降低了 １３％ꎬ 蔬菜、 水果和膳食纤维的摄入量分

脂肪的摄入时期也能影响乳腺癌的发生发展ꎮ 众所周知ꎬ 女

１０３

性的乳房在一生中会经历多种变化ꎬ 主要与胎儿期、 青春期、

呈正相关ꎬ 尤其是与雌激素受体阳性的乳腺癌亚型ꎬ 相关性

妊娠 期、 哺 乳 期 和 更 年 期 时 体 内 激 素 含 量 的 剧 烈 变 化 有

更为显著 [２４] ꎮ 另一项纳入了３１０ ６７１名女性的队列研究表明ꎬ

关 [１６] ꎮ 这些时期对于乳腺结构的形成、 发育和成熟均具有十

鱼类摄入量与乳腺癌患病风险没有相关性 [２５] ꎮ 我们发现ꎬ 大

分重要的作用ꎮ 例如ꎬ 由于乳腺组织在妊娠期会经历更高强

多数得出 ｎ－３ ＰＵＦＡ 对乳腺癌没有保护作用的结论主要来源

度的细胞增殖和分化ꎬ 因此在该时间它对膳食暴露的敏感性

于基于欧洲人群的研究ꎬ 这可能与他们日常饮食中 ｎ－３ ＰＵ￣

会高于其他时期ꎮ

ＦＡ 含量相对较低有关ꎮ 为了明确 ｎ－３ ＰＵＦＡ 与乳腺癌发病率

膳食摄入量和乳腺癌患病风险的荟萃分析结果表明ꎬ 高

之间的关系ꎬ 一项基于 ２１ 个独立前瞻性队列研究的荟萃分析

脂饮食和高多不饱和脂肪酸饮食与乳腺癌风险在绝经后女性

结果显示ꎬ 增加 ｎ－３ ＰＵＦＡ 摄入量能降低乳腺癌 １４％的发病

中呈现显著正相关ꎬ 而在绝经前女性中无相关性 [１７] ꎮ 数学模

率ꎬ 这为 ｎ－３ ＰＵＦＡ 对乳腺癌的保护作用提供了强有力的证

型分析显示ꎬ 第一个孩子出生的前几年是决定未来乳腺癌风

据支持 [２６] ꎮ

险的重要时期 [１８] ꎮ 由于现实中较难获得乳腺癌患者在儿童时

上述队列研究中的膳食 ｎ－３ ＰＵＦＡ 和鱼类摄入量主要是

期膳食摄入的准确信息ꎬ 所以较难研究青少年时期的膳食环

通过志愿者提交的食物频率表获得的ꎬ 可能会受到记忆偏差

境和成年后乳腺癌患病风险之间的影响ꎮ 动物实验结果表明ꎬ

和错误的影响ꎬ 因此较难获得关于单个食物或脂肪酸摄入量

围产期、 青春期前或青春期暴露于膳食脂肪能够影响其成年

的绝对准确的数据ꎬ 可能这也部分解释了不同队列得出不尽

后乳腺癌的患病风险 [１９] ꎮ 因此ꎬ 目前需要系统性搜集女性从

相同研究结论的原因ꎮ 与膳食估计相比ꎬ ｎ －３ ＰＵＦＡ 的生物

胎儿期到绝经期的膳食信息ꎬ 以全面了解膳食脂肪摄入对乳

标志物测量可以不受记忆的影响ꎬ 为 ｎ－３ ＰＵＦＡ 暴露提供相

腺癌发生发展的影响ꎮ

对准确的评估ꎮ 常用于测定 ｎ－３ ＰＵＦＡ 生物标志物的生物样
本为血液 ( 血清、 血浆和红细胞) 和脂肪组织ꎮ 一些基于生

ｎ －３ ＰＵＦＡ 对乳腺癌发生发展的影响

物样本的病例对照研究ꎬ 试图通过测定 ｎ－３ ＰＵＦＡ 生物标志
物的含量ꎬ 探究 ｎ－３ ＰＵＦＡ 与乳腺癌患病风险之间的关系ꎮ

ｎ －３ ＰＵＦＡ 摄入与乳腺癌关系的流行病学研究

美国开展的一项病例研究纳入了 ７３ 名乳腺癌患者和 ７４

多不饱和脂肪酸主要包含两个系列: ｎ －３ ＰＵＦＡ 和 ｎ －６

名健康对照的乳腺脂肪组织ꎬ 并测定组织中的 ｎ－３ ＰＵＦＡ 水

ＰＵＦＡꎮ 它们都是人类健康所必需的脂肪酸ꎬ 且在体内不能相

平ꎮ 结果表明ꎬ ＥＰＡ 和 ＤＨＡ 对乳腺癌都具有保护作用ꎮ 此

互转化ꎮ 其中ꎬ 亚油酸 ( ＬＡꎬ Ｃ１８ ∶ ２ ｎ －６) 和花生四烯酸

外ꎬ 高 ｎ－６ ＰＵＦＡ 水平和高 ｎ－６ / ｎ－３ ＰＵＦＡ 比值都是乳腺癌

( ＡＡꎬ Ｃ２０ ∶ ４ ｎ－６) 是最常见的 ｎ－６ ＰＵＦＡ 类型ꎬ α￣亚麻酸

的高危因素 [２７] ꎮ 另一项在日本人群中进行的病例对照研究表

( ＡＬＡꎬ Ｃ１８ ∶ ３ ｎ－３) 、 二十碳五烯酸 ( ＥＰＡꎬ Ｃ２０ ∶ ５ ｎ－３)

明ꎬ 血液 红 细 胞 膜 中 的 ＥＰＡ ( ＯＲ ＝ ０. ２７ꎻ ９５％ ＣＩ: ０. １４ －

和二十二碳六烯酸 ( ＤＨＡꎬ Ｃ２２ ∶ ６ ｎ－３) 是主要的 ｎ－３ ＰＵ￣

０.５１) 、 ＤＨＡ ( ＯＲ ＝ ０.０６ꎻ ９５％ ＣＩ: ０.０２ － ０.１６) 和 总 ｎ － ３

ＦＡ 类型ꎮ 研究表明ꎬ ｎ－３ ＰＵＦＡ 是最有希望能够预防乳腺癌

ＰＵＦＡ 含量 ( ＯＲ ＝ ０.１１ꎻ ９５％ ＣＩ: ０.０５ －０.２４) 与乳腺癌患

ꎮ 目

病风险均呈负相关 [２８] ꎮ 这些结果与另一项荟萃分析相一致ꎮ

前推荐的 ｎ－６ / ｎ－３ ＰＵＦＡ 的比值为 １ ∶ １－３ ∶ １ꎬ 然而目前西

该荟萃分析表明 ｎ－３ ＰＵＦＡ 的生物标志物与乳腺癌患病风险

方饮食中常常含有过高的 ｎ－６ ＰＵＦＡꎬ 导致 ｎ－６ / ｎ－３ ＰＵＦＡ

呈线性负相关ꎬ 其中 ＥＰＡ 和 ＤＨＡ 含量和乳腺癌风险间存在

的比例高达 １６ ∶ １ 或更高 [２１] ꎮ 因此ꎬ 膳食中 ｎ－３ ＰＵＦＡ 的缺

剂量效应关系 [２９] ꎮ

的脂肪酸种类之一ꎬ 而 ｎ－６ ＰＵＦＡ 显示出相反的作用

[２０]

到目前为止ꎬ 用 ｎ－３ ＰＵＦＡ 治疗乳腺癌的随机干预研究

乏可能与西方国家较高的乳腺癌发病率有关ꎮ
目前ꎬ 关于 ｎ－３ ＰＵＦＡ 与乳腺癌关系的队列研究结果仍

还很少ꎮ 一项随机对照试验评估了 ｎ－３ ＰＵＦＡ 和雷洛昔芬联

存在争议ꎮ 例如ꎬ 在一项基于日本人群的队列研究中ꎬ ｎ － ３

合作用对绝经后女性乳腺癌的影响 [３０] ꎮ 结果显示ꎬ 干预两年

ＰＵＦＡ 或鱼油摄入量最高的女性乳腺癌的发病率也显著较低

后ꎬ 虽然血浆中 ｎ－６ / ｎ－３ ＰＵＦＡ 的比值显著降低ꎬ 但是与乳

( ＲＲ ＝ ０.６３ꎻ ９５％ ＣＩ: ０.３８－１.０３) [２２] ꎮ 纳入了３５９ ２９８名新

腺癌相关的生物标志物均未受到影响ꎮ 亚组分析结果 表明ꎬ

加坡女性的新加坡华人健康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 ＲＲ ＝

乳腺密度 ( 与乳腺癌风险正相关) 在 ＢＭＩ≥２９ 的受试者中与

ꎮ 然而ꎬ 仍有一些队列研究得

血浆中 ＤＨＡ 的增加显著相关ꎬ 提示肥胖女性可能会更加受益

０.７４ꎻ ９５％ ＣＩ: ０.５８－０.９４)

[２３]

出不一致ꎬ 甚至相反的结论ꎮ 一项纳入了２３ ６９３名绝经后女

于 ｎ－３ ＰＵＦＡ 补充 [３１] ꎮ
有趣的是ꎬ 补充 ＥＰＡ 和 ＤＨＡ 能够有效减少乳腺癌化疗

性的前瞻性队列研究结果表明ꎬ 鱼油摄入量与乳腺癌发病率

１０４

引发的 副 作 用ꎮ 一 项 小 型 随 机 对 照 试 验 表 明ꎬ ｎ － ３ ＰＵＦＡ

ＦＲ) [４０] ꎮ 此外ꎬ ｎ－３ ＰＵＦＡ 也可以通过激活转录因子 ＰＰＡＲγ

( ＥＰＡ＋ ＤＨＡ ＝ ４ｇ / 天ꎬ 持续 ３ 个月) 能有效抑制接受芳香酶

促进细胞增 殖 [４１] ꎬ 通 过 抑 制 ＰＩ３Ｋ / Ａｋｔ、 ＮＦ￣κＢ 通 路 和 降 低

抑制剂治疗的绝经后乳腺癌幸存者的骨吸收作用 [３２] ꎮ 另一项

Ｂｃｌ￣２ / Ｂａｘ 比值抑制细胞凋亡 [４２] ꎮ

随机对照试验表明ꎬ ｎ－３ ＰＵＦＡ 可显著降低绝经后肥胖乳腺

关于 ｎ－３ ＰＵＦＡ 抗癌机制的传统观点还包括影响雌激素的

ꎮ 此外ꎬ 对接受紫

代谢ꎬ 改变细胞膜的流动性ꎬ 降低胰岛素敏感性ꎬ 增加或减少

杉醇治疗的 ２０ 例乳腺癌患者进行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结果表

自由基和活性氧的产生[４３ꎬ４４] ꎮ 不可否认ꎬ 这些变化均与 ｎ －３

明ꎬ ＥＰＡ (０.１９ ｇ / 天) 和 ＤＨＡ ( １.０４ ｇ / 天) 可有效降低紫

ＰＵＦＡ 的抗癌活性有关ꎮ 近年来ꎬ 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ꎬ 多

癌患者芳香酶抑制剂治疗引发的关节痛

杉醇诱导的周围神经病变的发生率

[３４]

[３３]

ꎮ

种检测手段和分析技术的提升使得一些新的机制被提出ꎮ

此外ꎬ ｎ － ３ ＰＵＦＡ 还 可 以 减 少 乳 腺 癌 的 复 发ꎮ 一 项 由

表观遗传学现已成为一门引人注目的学科ꎬ 在与癌症发

３ ０８１名早期乳腺癌患者组成的大型队列研究表明ꎬ 随访 ７.３

展相关的多种生化过程 中ꎬ 如 基因 转录、 细胞 周期、 迁移、

年后ꎬ 较高的 ＥＰＡ 和 ＤＨＡ 摄入与较低的乳腺癌复发率 ( ＨＲ

生存和代谢等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４５] ꎮ 一般来讲ꎬ 表观遗传

＝ ０.７２ꎻ ９５％ ＣＩ: ０.５７－０.９０) 和总死亡率 ( ＨＲ ＝ ０.５９ꎻ ９５％

学的内容主要包括组蛋白修饰、 ＤＮＡ 甲基化和非编码 ＲＮＡ

ꎮ 这些研究为将 ｎ－３ ＰＵＦＡ 作为一

( ｌｎｃＲＮＡ) 的调控ꎮ 表观遗传学修饰在癌症的发生和发展中

种有效的营养干预物质用于乳腺癌的预防、 治疗和预后提供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ꎬ 在疾病的预防和管理方面也展现出巨大

了证据ꎮ

的潜力 [４６] ꎮ 然而ꎬ 目前基于表观遗传学探究 ｎ－３ ＰＵＦＡ 抗癌

ｎ －３ ＰＵＦＡ 改善乳腺癌的作用机制

机制的研究十分有限ꎮ 其中ꎬ ＬｎｃＲＮＡ 调控是最常见的表观

ＣＩ: ０.４３－０.８２) 相关

[３５]

大量证据表明ꎬ 膳食补充 ｎ－３ ＰＵＦＡ 可以抑制乳腺癌的

遗传调节方式之一ꎮ 有研究利用转基因 ｆａｔ－１ 小鼠模型ꎬ 探究

发生和发展ꎬ 但是其作用机制仍不明确ꎮ 由于流行病学无法

母鼠妊娠 期 和 哺 乳 期 摄 入 ｎ － ３ ＰＵＦＡ 对 子 代 乳 腺 组 织 中

做到从分子水平检测乳腺癌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细胞内发生的

ｌｎｃＲＮＡ表达的影响ꎬ 并分析这些变化如何降低子代雌鼠的乳

特定变化ꎬ 因此 ｎ－３ ＰＵＦＡ 影响肿瘤发生的一些潜在机制常

腺癌易感性ꎮ 结果表明ꎬ 母亲内源性合成的 ｎ－３ ＰＵＦＡ 降低

常是基于动物实验和细胞实验而被提出的ꎮ

了子代乳腺中 ４５ 条 ｌｎｃＲＮＡ 的表达ꎬ 并增加了 ５３ 条 ｌｎｃＲＮＡ

其中ꎬ 广泛被大家接受的作用机制是 ｎ－３ ＰＵＦＡ 抑制由

的表达ꎮ ＫＥＧＧ 通路分析结果显示ꎬ ｌｎｃＲＮＡ 的变化与多种致

花生四烯酸衍生的二十烷酸类化合物的生物合成ꎮ ｎ－３ ＰＵＦＡ

癌信号通路 的 ｍＲＮＡ 变 化 有 关ꎬ 尤 其 是 Ｊａｋ￣ＳＴＡＴ、 ＮＦ￣κＢ

和 ｎ－６ ＰＵＦＡ 的生物学功能很大程度上与它们向二十烷酸类

和 ＭＡＰＫ 信号通路 [４７] ꎮ

化合物的生物转化相关ꎬ 后者通常参与机体的免疫调节、 炎

近年来新兴的另一种 ｎ－３ ＰＵＦＡ 的抗癌机制与肠道菌群

ꎮ 一般来讲ꎬ 由 ｎ－６ ＰＵＦＡ 生成

的调节有关ꎮ 肠道菌群是一个复杂的微生物生态系统ꎬ 在调

的二十烷酸类化合物主要表现出促炎作用ꎬ 包括前列腺素 ２、

节机体代谢、 免疫系统和许多关键生理途径中均发挥着关键

白三烯 Ｂ ４ 、 血栓素 Ａ ２ ꎬ １２－羟基花生四烯酸等ꎮ 相反地ꎬ 由

的作用 [４８] ꎮ 大多数已有资料表明ꎬ 乳腺癌的发生与肠道和乳

ｎ－３ ＰＵＦＡ 产生的二十烷酸类化合物 主要 表现 出抗 炎活 性ꎬ

腺微环境中的细菌失调相关ꎮ 肠道微生物的功能之一是调节

与癌变呈现负相关ꎬ 包括 ３ 系列的前列腺素和 ５ 系列的白三

激素代谢ꎬ 后者是乳腺癌发生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ꎬ 尤其是

ꎮ 此外ꎬ ｎ－３ ＰＵＦＡ 和 ｎ－６ ＰＵＦＡ 在去饱和酶和碳链延

对于绝经后妇女 [４９] ꎮ 已有研究表明ꎬ 膳食习惯的不同可以引

长酶方面均存在竞争关系ꎬ 且 ｎ－３ ＰＵＦＡ 比 ｎ－６ ＰＵＦＡ 对该

起肠道菌群的差异 [５０] ꎮ 在诸多影响肠道菌群的膳食因素中ꎬ

酶有更强的亲和力ꎮ 因此ꎬ 增加 ｎ－３ ＰＵＦＡ 摄入量可以有效

ｎ－３ ＰＵＦＡ 受 到 了 广 泛 的 关 注ꎮ 研 究 发 现ꎬ 膳 食 补 充 ｎ － ３

抑制亚油酸 ( ＬＡꎬ Ｃ１８ ∶ ２ ｎ－６) 向花生四烯酸的生物合成ꎬ

ＰＵＦＡ 可以降低粪杆菌属细菌的含量ꎬ 并增加拟杆菌属细菌

从而减少由花生四烯酸衍生的二十烷酸类化合物的生成ꎮ

和能产生丁酸盐的细菌的含量ꎬ 而这些细菌种类在乳腺癌患

症反应、 细胞生长和分化

烯

[３７]

[３６]

ｎ－３ ＰＵＦＡ 对乳腺癌保护作用的另一个机制是影响转录

者中常常处 于紊 乱状 态 [５１] ꎮ 然 而ꎬ 到目前 为 止ꎬ 有 关 ｎ － ３

因子的活性以及调控细胞生长、 凋亡、 分化和转移相关基因

ＰＵＦＡ、 肠道微生物和乳腺癌之间关系的研究还十分有限ꎮ 一

的表达ꎮ 众所周知ꎬ 细胞增殖和凋亡失衡是致癌过程中的一

项横断面研究评估了乳腺癌患者血液中 ｎ－３ ＰＵＦＡ 和肠道菌

个重要途径ꎮ 大量证据表明ꎬ ｎ －３ ＰＵＦＡ 可以抑制一些生长

群组成之间的关系ꎮ 结果表明ꎬ ＤＨＡ 水平与放线菌门和双歧

因子的表达ꎬ 包括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 ＨＥＲ￣２)

、 胰岛

杆菌门的 丰度 呈正 相关ꎬ ＥＰＡ 水 平 与 拟 杆 菌 属 丰 度 呈 正 相

和 表 皮 生 长 因 子 受 体 ( ＥＧ￣

关 [５２] ꎮ 基于肠道菌群探究 ｎ－３ ＰＵＦＡ 的抗癌机制有待科学家

素样生 长 因 子 ( ＩＧＦ￣１Ｒ )

[３９]

[３８]

１０５

２００６ꎻ ２９５ (６) : ６２９－４２.

们继续进行挖掘和探索ꎮ

结

[ ８ ] Ｃｈｌｅｂｏｗｓｋｉ ＲＴꎬ Ｂｌａｃｋｂｕｒｎ ＧＬꎬ Ｔｈｏｍｓｏｎ ＣＡꎬ

论

Ｎｉｘｏｎ ＤＷꎬ Ｓｈａｐｉｒｏ Ａꎬ Ｈｏｙ ＭＫꎬ ｅｔ ａｌ.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ｆａｔ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ｉｎｔｅｒｉｍ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膳食脂肪的摄入量、 脂 肪酸 的种 类和 脂肪 的干 预时 间ꎬ

Ｗｏｍｅｎ’ ｓ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Ｊ Ｎａｔ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Ｉｎｓｔ.

均会影响乳腺癌的发生和发展ꎬ 包括发病率、 治疗效果、 复

２００６ꎻ ９８ (２４) : １７６７－７６.

发率和预后等ꎮ 大多数流行病学研究显示ꎬ 高脂饮食和 ｎ－３

[９] Ｐｉｅｒｃｅ ＪＰꎬ Ｎａｔａｒａｊａｎ Ｌꎬ Ｃａａｎ ＢＪꎬ Ｐａｒｋｅｒ ＢＡꎬ

ＰＵＦＡ 不足的膳食均会对乳腺癌的发生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ꎮ

Ｇｒｅｅｎｂｅｒｇ ＥＲꎬ Ｆｌａｔｔ ＳＷ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ａ ｄｉｅｔ ｖｅｒｙ ｈｉｇｈ

其中ꎬ ｎ－３ ＰＵＦＡ 抗癌机制的传统观点主要包括抑制促炎二

ｉｎ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ꎬ ｆｒｕｉｔꎬ ａｎｄ ｆｉｂｅｒ ａｎｄ ｌｏｗ ｉｎ ｆａｔ ｏｎ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ｆｏｌ￣

十烷酸类化合物的生物合成ꎬ 影响转录因子的表达和信号通

ｌｏｗｉ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ｔｈｅ Ｗｏｍｅｎ’ ｓ Ｈｅａｌｔｈｙ

路的传导ꎬ 最终改善细胞增殖和凋亡的平衡ꎮ 此外ꎬ 也基于

Ｅ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ｉｖｉｎｇ ( ＷＨＥＬ)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ＪＡＭＡ. ２００７ꎻ

表观遗传学和肠道菌群调控ꎬ 提出了 ｎ－３ ＰＵＦＡ 抑癌活性的

２９８ (３) : ２８９－９８.

新机制ꎮ 基于这些结论ꎬ 应当鼓励人们改善膳食脂肪摄入习

[１０] Ｋｒｏｅｎｋｅ ＣＨꎬ Ｋｗａｎ ＭＬꎬ Ｓｗｅｅｎｅｙ Ｃꎬ Ｃａｓｔｉｌｌｏ Ａꎬ

惯ꎬ 以有效降低乳腺癌易感人群的患病风险ꎬ 并提高乳腺癌

Ｃａａｎ ＢＪ. Ｈｉｇｈ￣ ａｎｄ ｌｏｗ￣ｆａｔ ｄａｉｒｙ ｉｎｔａｋｅꎬ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ꎬ ａｎｄ

人群的生活质量并延长其无病生存期ꎮ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ａｆｔｅｒ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Ｊ Ｎａｔ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Ｉｎｓｔ.
２０１３ꎻ １０５ (９) : ６１６－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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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ｒｅｐｕｂｅｒｔａｌ ( ｎ － ３) ｐｏｌｙ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ｄｉｅｔ

ｒｉｓｋ ｏｆ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ｔｈｅ Ｗｏｍｅｎ’ 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ｏｎ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ｉｓｋ ｉｎ ｒａｔｓ. Ｊ Ｎｕｔｒ. ２００５ꎻ １３５ (１２ Ｓｕｐｐｌ) :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ｒｉａｌ. ＪＡＭＡ.

２９４６Ｓ－２９５２Ｓ.

１０６

[１７] Ｔｕｒｎｅｒ ＬＢ.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ａｔ ｉｎｔａｋｅꎬ ｒｅｐｒｏ￣

Ｌｏｎｇ￣ｃｈａｉｎ ｎ － ３￣ｔｏ￣ｎ － ６ ｐｏｌｙ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ｒａｔｉｏｓ ｉｎ

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ｉｓｋ: ａｎ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

ｂｒｅａｓｔ ａｄｉｐｏｓｅ ｔｉｓｓｕｅ ｆｒｏｍ ｗｏｍｅｎ ｗｉｔｈ ａｎ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ｂｒｅａｓｔ

ｔｉｖｅ. Ａｍ Ｊ Ｈｕｍ Ｂｉｏｌ. ２０１１ꎻ ２３ (５) : ６０１－８.

ｃａｎｃｅｒ. Ｎｕｔｒ Ｃａｎｃｅｒ. ２００２ꎻ ４２ (２) : １８０－５.

[１８] Ｃｏｌｄｉｔｚ ＧＡꎬ Ｆｒａｚｉｅｒ 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２８] Ｋｕｒｉｋｉ Ｋꎬ Ｈｉｒｏｓｅ Ｋꎬ Ｗａｋａｉ Ｋꎬ Ｍａｔｓｕｏ Ｋꎬ Ｉｔｏ Ｈꎬ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ｒｉｓｋ ｉｓ ｓｅｔ ｂｙ ｅｖｅｎｔｓ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ｌｉｆ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Ｓｕｚｕｋｉ Ｔꎬ ｅｔ ａｌ.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ｅｒｙｔｈｒｏｃｙｔ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

ｍｕｓｔ ｓｈｉｆｔ ｆｏｃｕｓ. Ｃａｎｃｅｒ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 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 Ｐｒｅｖ. １９９５ꎻ ４

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ｎ－３ ｈｉｇｈｌｙ 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Ｉｎｔ Ｊ

(５) : ５６７－７１.

Ｃａｎｃｅｒ. ２００７ꎻ １２１ (２) : ３７７－８５.

[１９] Ｌｉ Ｊ ꎬ Ｌｉ Ｋ ꎬ Ｇａｏ Ｊ ꎬ Ｇｕｏ Ｘ ꎬ Ｌｕ Ｍ ꎬ Ｌｉ Ｚ ꎬ ｅｔ

[２９] Ｙａｎｇ Ｂꎬ Ｒｅｎ ＸＬꎬ Ｗａｎｇ ＺＹꎬ Ｗａｎｇ Ｌꎬ Ｚｈａｏ Ｆꎬ

ａｌ.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ｏ ａｎ ｎ－３ ｐｏｌｙ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ｄｉ￣

Ｇｕｏ ＸＪꎬ ｅｔ ａｌ. 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 ｏｆ ｌｏｎｇ￣ｃｈａｉｎ ｎ－３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ｉｎｔａｋｅ

ｅｔ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 ｍａｍｍａｒｙ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ｉｓｋ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 ｏｆｆｓｐｒｉｎｇ ｉｎ ａ￣

ａｎｄ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ｎ ｕｐｄａｔｅｄ

ｄｕｌｔｈｏｏｄ. Ｆｏｏｄ Ｆｕｎｃｔ. ２０１８ꎻ ９ (１１) : ５７６８－５７７７.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ｒｉｔ Ｒｅｖ Ｆｏｏｄ Ｓｃｉ

[２０] Ｂｒｏｗｎ Ｉꎬ Ｌｅｅ Ｊꎬ Ｓｎｅｄｄｏｎ ＡＡꎬ Ｃａｓｃｉｏ ＭＧꎬ Ｐｅｒ￣

Ｎｕｔｒ. ２０１９ꎻ ５９ (１９) : ３１５２－３１６４.

ｔｗｅｅ ＲＧꎬ Ｗａｈｌｅ ＫＷＪꎬ ｅｔ ａｌ. Ａｎｔｉｃａｎｃ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ｎ－３ ＥＰＡ

[３０] Ｓｉｇｎｏｒｉ Ｃꎬ ＤｕＢｒｏｃｋ Ｃꎬ Ｒｉｃｈｉｅ ＪＰꎬ Ｐｒｏｋｏｐｃｚｙｋ Ｂꎬ

ａｎｄ ＤＨＡ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ｅｎｄｏｃａｎｎａｂｉｎｏｉｄ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ｂｒｅａｓｔ

Ｄｅｍｅｒｓ ＬＭꎬ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Ｃꎬ ｅｔ 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ｍｅｇａ － ３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Ｐｒｏｓｔａｇｌａｎｄｉｎｓ Ｌｅｕｋｏｔ Ｅｓ￣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ａｎｄ Ｒａｌｏｘｉｆｅｎｅ ｔｏ ｗｏｍｅｎ ａｔ ｈｉｇｈ ｒｉｓｋ ｏｆ ｂｒｅａｓｔ

ｓｅｎｔ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２０２０ Ｍａｙꎻ １５６: １０２０２４.

ｃａｎｃｅｒ: ｉｎｔｅｒｉｍ 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ｒｏｍ ａ

[２１] Ｓｉｍｏｐｏｕｌｏｓ ＡＰ.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ｏ￣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ｒｉａｌ. Ｅｕｒ Ｊ Ｃｌｉｎ Ｎｕｔｒ. ２０１２ꎻ ６６ (８) : ８７８－８４.
[３１] Ｓａｎｄｈｕ Ｎꎬ Ｓｃｈｅｔｔｅｒ ＳＥꎬ Ｌｉａｏ Ｊꎬ Ｈａｒｔｍａｎ ＴＪꎬ

ｍｅｇａ－６ / ｏｍｅｇａ－３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Ｂｉｏｍｅｄ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ｔｈ￣
ｅｒ. ２００２ꎻ ５６ (８) : ３６５－７９.

Ｒｉｃｈｉｅ ＪＰꎬ ＭｃＧｉｎｌｅｙ Ｊ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ｏｎ Ｂｒｅａｓｔ

[２２] Ｗａｋａｉ Ｋꎬ Ｔａｍａｋｏｓｈｉ Ｋꎬ Ｄａｔｅ Ｃꎬ Ｆｕｋｕｉ Ｍꎬ Ｓｕ￣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Ｏｍｅｇａ－３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ｚｕｋｉ Ｓꎬ Ｌｉｎ Ｙꎬ Ｎｉｗａ Ｙꎬ ｅｔ ａｌ.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ｉｎｔａｋｅｓ ｏｆ ｆａｔ ａｎｄ ｆａｔｔｙ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ｒｉ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Ｐｒｅｖ Ｒｅｓ ( Ｐｈｉｌａ) . ２０１６ꎻ

ａｃｉｄｓ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ｏｆ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Ｊａ￣

９ (４) : ２７５－８２.

ｐａ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Ｓｃｉ. ２００５ꎻ ９６ (９) : ５９０－９.

[３２] 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Ｗｉｅｓｅ ＨＬꎬ Ｐｉｃｈｏ Ｋꎬ Ｗａｔｋｉｎｓ ＢＡꎬ Ｌｉ Ｙꎬ

[ ２３ ] Ｇａｇｏ￣Ｄｏｍｉｎｇｕｅｚ Ｍꎬ Ｙｕａｎ ＪＭꎬ Ｓｕｎ ＣＬꎬ Ｌｅｅ

Ｔａｎｎｅｎｂａｕｍ Ｓꎬ Ｃｌａｆｆｅｙ Ｋꎬ ｅｔ ａｌ. Ｈｉｇｈ￣ｄｏｓｅ ｅｉｃｏｓａｐｅｎｔａｅ￣

ＨＰꎬ Ｙｕ ＭＣ. Ｏｐｐｏｓ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ｎ －３ ａｎｄ ｎ －６ ｆａｔｔｙ

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 ａｎｄ ｄｏｃｏｓａｈｅｘａｅ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ａｃｉｄｓ ｏｎ ｍａｍｍａｒｙ ｃａｒｃｉｎ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ｏｎｅ ｒ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ｏｓｔ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ｓｕｒｖｉｖｏｒ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ｕｄｙ. Ｂｒ Ｊ Ｃａｎｃｅｒ. ２００３ꎻ ８９ (９) : １６８６－９２.

ｏｎ ａｒｏｍａｔａｓ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 ａ ｐｉｌｏｔ ｓｔｕｄｙ. Ｎｕｔｒ Ｃａｎｃｅｒ. ２０１４ꎻ

[２４] Ｓｔｒｉｐｐ Ｃꎬ Ｏｖｅｒｖａｄ Ｋꎬ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Ｊꎬ Ｔｈｏｍｓｅｎ

６６ (１) : ６８－７６.

ＢＬꎬ Ｏｌｓｅｎ Ａꎬ Ｍøｌｌｅｒ Ｓꎬ Ｔｊøｎｎｅｌａｎｄ Ａ. Ｆｉｓｈ ｉｎｔａｋｅ ｉｓ ｐｏｓｉ￣

[３３] Ｓｈｅｎ Ｓꎬ Ｕｎｇｅｒ ＪＭꎬ Ｃｒｅｗ ＫＤꎬ Ｔｉｌｌ Ｃꎬ Ｇｒｅｅｎｌｅｅ

ｔｉｖｅｌ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Ｊ Ｎｕｔｒ.

Ｈꎬ Ｇｒａｌｏｗ Ｊꎬ ｅｔ ａｌ. Ｏｍｅｇａ－３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ｕｓｅ ｆｏｒ ｏｂｅｓｅ ｂｒｅａｓｔ

２００３ꎻ １３３ (１１) : ３６６４－９.

ｃａｎｃｅ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ｒｏｍａｔａｓ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ａｒｔｈｒａｌｇｉａ

[２５] Ｅｎｇｅｓｅｔ Ｄꎬ Ａｌｓａｋｅｒ Ｅꎬ Ｌｕｎｄ Ｅꎬ Ｗｅｌｃｈ Ａꎬ Ｋｈａｗ

( ＳＷＯＧ Ｓ０９２７ ) .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 Ｔｒｅａｔ. ２０１８ꎻ １７２
(３) : ６０３－６１０.

ＫＴꎬ Ｃｌａｖｅｌ￣Ｃｈａｐｅｌｏｎ Ｆꎬ ｅｔ ａｌ. Ｆｉｓｈ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ｉｓｋ.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 ３４] Ｇｈｏｒｅｉｓｈｉ Ｚꎬ Ｅｓｆａｈａｎｉ Ａꎬ Ｄｊａｚａｙｅｒｉ Ａꎬ Ｄｊａｌａｌｉ Ｍꎬ

Ｃａｎｃｅｒ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 ＥＰＩＣ) . Ｉｎｔ Ｊ Ｃａｎｃｅｒ. ２００６ꎻ １１９ (１) :

Ｇｏｌｅｓｔａｎ Ｂꎬ Ａｙｒｏｍｌｏｕ Ｈꎬ ｅｔ ａｌ. Ｏｍｅｇａ － ３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ａｒｅ

１７５－８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ｐａｃｌｉｔａｘｅｌ￣ｉｎｄｕｃｅｄ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ｎｅｕｒｏｐａｔｈｙ:

[２６] Ｚｈｅｎｇ ＪＳꎬ Ｈｕ ＸＪꎬ Ｚｈａｏ ＹＭꎬ Ｙａｎｇ Ｊꎬ Ｌｉ Ｄ. Ｉｎ￣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ｄｏｕｂｌｅ￣ｂｌｉｎｄ ｐｌａｃｅｂ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ＢＭＣ

ｔａｋｅ ｏｆ ｆｉｓｈ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ｎｅ ｎ － ３ ｐｏｌｙ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ａｎｄ

Ｃａｎｃｅｒ. ２０１２ꎻ １２: ３５５.

ｒｉｓｋ ｏｆ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２１ ｉｎｄｅ￣

[３５] 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 ＲＥꎬ Ｆｌａｔｔ ＳＷꎬ Ｎｅｗｍａｎ ＶＡꎬ Ｎａｔａｒａ￣

ｐｅｎｄｅｎｔ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ＢＭＪ. ２０１３ꎻ ３４６: ｆ３７０６.

ｊａｎ Ｌꎬ Ｒｏｃｋ ＣＬꎬ Ｔｈｏｍｓｏｎ ＣＡꎬ ｅｔ ａｌ. Ｍａｒｉｎｅ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ｉｎ￣

[２７] Ｂａｇｇａ Ｄꎬ Ａｎｄｅｒｓ ＫＨꎬ Ｗａｎｇ ＨＪꎬ Ｇｌａｓｐｙ Ｊ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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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ｍｅｇａ － ７ 棕榈油酸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Ｏｍｅｇａ －７ Ｐａｌｍｉｔｏ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 ａｎｄ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Ｎ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ｂｌ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唐

俊１

李

铎２

１. 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ꎻ ２. 青岛大学营养与健康研究院

摘要: 棕榈油酸是一种 ｏｍｅｇａ － ７ 单不饱和脂肪酸ꎬ 在动

体进入血液循环ꎬ 最终不同程度地被其他器官和组织 吸收ꎮ

物体内主要来源于硬脂酰辅酶 Ａ 去饱和酶－ １ ( ＳＣＤ￣１) 调控

棕榈油酸广泛分布于血液、 脂肪组织、 肌肉、 肝脏等人体器

的脂质生成作用ꎮ 由于其结构和功能的特殊性ꎬ 近年来获得

官和组织中ꎬ 其含量具有组织和脂质结构特异性 [４ꎬ５] ꎮ 例如ꎬ

了广泛研究关注ꎮ 动物实验研究表明ꎬ 棕榈油酸可以由脂肪

血清甘油三酯和游离脂肪酸中棕榈油酸分别占总脂肪酸的 ５％

组织分泌ꎬ 并对肝脏、 骨骼肌等远处器官的糖脂代谢产生影

和 ４％ꎬ 而红细胞磷脂中棕榈油酸的含量仅为 ０.７％ꎮ 研究发

响ꎬ 该特性与脂肪组织分泌的脂联素及瘦素等脂肪细胞因子

现血液不同脂质组分中棕榈油酸含量具有高度相关性ꎬ 表明

特性相似ꎬ 因此棕榈油酸被认为是一种新型 “ 脂质激素” ꎮ 然

内源性棕榈油酸的含量变化可能具有内在一致性 [６] ꎮ

而ꎬ 由于棕榈油酸的膳食摄入和内源性合成因素的相互影响ꎬ

相比于广泛食用的油酸 ( Ｏ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ꎬ １８ ∶ １ｎ－９) ꎬ 棕榈

棕榈油酸的激素样作用及其对代谢性疾病的影响尚未明确ꎮ

油酸的食物来源相对匮乏ꎮ 少数动植物食品如三文鱼 ( ７％)

本文基于已有研究证据ꎬ 系统总结棕榈油酸对糖脂代谢的调

等深海鱼类以及澳洲坚果油 ( ３０％) 等植物油中棕榈油酸含

节作用ꎬ 阐明对肥胖、 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疾病发生

量较高 [７] ꎮ 广泛种植于我国西北部的沙棘果实中也含有大量

发展的影响ꎮ 根据现有研究证据ꎬ 内源性和外源性棕榈油酸

的棕榈油酸ꎬ 沙棘果油中棕榈油酸的含量最高可达 ４２％ [８] ꎮ

对机体的糖脂代谢均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ꎬ 但其与慢性疾病

膳食摄入棕榈油酸可导致其在血液中含量升高ꎮ 连续 ４ 周摄

因果关系及相关分子机制仍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ꎮ

入占总能量 １５％的澳洲坚果可显著增加血清中棕榈油酸含量ꎬ

关键词: 棕榈油酸ꎻ Ｏｍｅｇａ － ７ 单不饱和脂肪酸ꎻ 脂质激

且鱼油的摄入也能在不同程度上增加血清甘油三酯、 胆固醇
酯中棕榈的含量 [９ꎬ１０] ꎮ 除了直接膳食来源ꎬ 其他膳食因素也

素ꎻ 肥胖ꎻ 糖尿病ꎻ 心血管疾病

能间接影响棕榈油酸的内源性合成ꎮ 摄入碳水化合物能够促
进肝脏 ＳＣＤ 基因表达上调ꎬ 棕榈油酸的合成也显著增加 [１１] ꎮ

１. 简介

此外ꎬ 在营养过剩导致的高血脂症中ꎬ ＳＣＤ 基因调控生成的

棕榈油酸 ( Ｐａｌｍｉｔｏ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ꎬ １６ ∶ １ｎ－７) 是一种 １６ 碳的

棕榈油酸和油酸是合成甘油三酯和胆固醇酯的必须组分 [１２ꎬ１３] ꎮ

单不饱和脂肪酸 ꎬ 不饱和双键位于甲基端第 ７ 位ꎮ 自然界中

尽管棕榈油酸的膳食来源有限ꎬ 且内源性合成因素较为

棕榈油酸主要以顺式结构存在ꎬ 反式棕榈油酸主要来源于乳

复杂ꎬ 近年来人群和动物实验研究发现ꎬ 棕榈油酸在机体内

ꎮ 在

发挥着重要的生理功能ꎮ 由此ꎬ 下文将总结现有的研究证据ꎬ

制品和反刍动物脂肪ꎬ 占棕榈油酸含量总百分比较低

[１ꎬ２]

探讨棕榈油酸对代谢健康的影响及潜在机理ꎮ

人体内ꎬ 棕 榈 油 酸 主 要 来 源 于 硬 脂 酰 辅 酶 ａ 去 饱 和 酶 １
( Ｓｔｅａｒｏｙｌ￣ＣｏＡ ｄｅｓａｔｕｒａｓｅꎬ ＳＣＤ￣１ ) 调 控 的 脂 质 生 成 作

２. 新型 “ 脂质激素” ———棕榈油酸

用 [３] ꎮ 棕榈油酸的内源性合成场所主要是肝脏ꎬ 其次是脂肪
组织ꎮ 内源性生成的棕榈油酸以甘油三酯和磷脂等脂质为载

动 物 实 验 结 果 表 明ꎬ 在 脂 肪 酸 结 合 蛋 白 表 达 缺 陷

作者简介: 唐俊ꎬ 浙江大学食品科学博士ꎬ 师从李铎教授ꎬ 西湖大学博士后ꎬ 主要研究方向为食品营养学ꎬ 通过营养流行病学、 体外实验、 动
物模型以及人体临床试验ꎬ 结合代谢组、 肠道微生物组、 蛋白质组等多组学研究手段ꎬ 研究营养素及其生物标记物的生理功能及作用机制ꎮ
李铎ꎬ 青岛大学营养与健康研究院首席教授ꎬ ＷＨＯ 营养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ꎮ
作者 Ｅ￣ｍａｉｌ: ｔａｎｇｊｕｎ５９＠ ｗｅｓｔｌａｋｅ.ｅｄｕ.ｃｎ

１０９

( ＦＡＢＰ

) 小鼠中ꎬ 脂肪组织脂质生成作用增强ꎬ 棕榈油酸

清棕榈油酸的含量显著高于正常体重人群 [２７] ꎻ 相似地ꎬ 针对

内源性合成增加ꎮ 内源性生成的棕榈油酸通过血液循环到达

加拿大成年人的横断面研究中ꎬ 正常体重人群血清棕榈油酸

远隔器官和组织ꎬ 继而显著改善肌肉胰岛素敏感性ꎬ 并抑制

含量显著低于新陈代谢不健康的肥胖人群ꎬ 但与新陈代谢健

肝脏脂肪生成ꎮ 由于棕榈油酸可以由脂肪组织分泌ꎬ 并对肌

康的肥胖人群没有差异ꎬ 表明循环棕榈油酸可能与肥胖人群

肉和肝脏等远端器官的糖脂代谢产生影响ꎬ 该特性与脂肪组

的代谢紊乱 有关 [２８] ꎻ 相 反地ꎬ 在地 中海 人群的 横 断 面 研 究

织分泌的脂肪细胞因子的作用类似ꎬ 因此棕榈油酸被定义为

中ꎬ 肥胖参与者的内源性棕榈油酸含量显著低于正常体重人

一种有益于机体代谢的新型脂质激素 “ Ｌｉｐｏｋｉｎｅ”

群 [２９] ꎮ 此外ꎬ 囊 括不 同国 家儿 童的 几项 观察性 研 究 结 果 表

－/ －

[１４]

ꎮ

为了验证棕榈油酸的 “ 脂质激素” 功能ꎬ 人群横断面和

明ꎬ 肥胖儿童血清中不同脂质组分中的棕榈油酸含量显著高

队列研究探究了循环及脂肪组织中棕榈油酸含量与心血管疾

于正常体重儿童 [２６ꎬ３０－３２] ꎮ 虽然上述流行病学研究大多数报道

病风险因子的关系ꎬ 却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ꎮ 在 １９２６ 名哥斯

循环棕榈油酸与肥胖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ꎬ 但横断面研究无

达黎加成年人群中ꎬ 脂肪组织中棕榈油酸的含量与肥胖成正

法阐明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ꎬ 且不用研究人群的种族、 性别、

相关关系ꎬ 且该相关性不受碳水化合物摄入量的影响 [１５] ꎻ 在

年龄和基因等混杂因素可能导致循环棕榈油酸与肥胖的关系

一项纳入 ３６３０ 名美国成年人的前瞻性队列研究中ꎬ 循环棕榈

向未知方向发生偏倚ꎮ

油酸与血脂、 血压等心血管疾病风险因子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随机交叉试验结果表明ꎬ 每天摄入 １ 克棕榈油酸可减少

关系ꎬ 但方向不一致 [１６] ꎻ 类似地ꎬ 在一项纳入 ３１０７ 名中国

受试者胃排空时间ꎬ 进而影响胃肠运输和食欲ꎬ 但棕榈油酸

老年人的前瞻性队列研究中ꎬ 红细胞磷脂棕榈油酸与炎症因

干预对受试者体重没有直接影响 [３３] ꎮ 动物实验模型中ꎬ 棕榈

子呈显著 负 相 关 关 系ꎬ 而 与 代 谢 综 合 征 呈 显 著 的 正 相 关 关

油酸干预也可以增加小鼠胆囊收缩素的分泌并减少食物摄入
量 [３４] ꎮ 以上研究表明食欲可能是棕榈油酸影响体重的一个重

系 [１７] ꎮ 来自人群的研究证据并不支持棕榈油酸作为一种脂质

要作用途径ꎮ 基于目前有限的研究证据ꎬ 棕榈油酸对体重或

激素改善机体代谢的论断ꎮ

肥胖的直接或长期影响仍不明确ꎬ 需要进一步通过临床干预

动物实验往往建立于特定的研究模型下ꎬ 所得出的结果
并不总能适用于人群ꎮ 在 ＦＡＢＰ

－/ －

试验予以阐明ꎮ

小鼠中ꎬ 脂肪组织特异性

３.２

脂质生成作 用 增 强 及 棕 榈 油 酸 的 分 泌 增 加 的 确 有 利 于 改 善
ＦＡＢＰ

－/ －

棕榈油酸与糖尿病

小鼠的代谢紊乱ꎮ 然而在健康人群中ꎬ 代谢处于相对

棕榈油酸作为一种潜在的脂质激素ꎬ 与胰岛素敏感性以

稳定状态ꎬ 内源性生成的棕榈油酸可能仅仅是脂质生成作用

及糖尿病发病风险显著相关ꎮ 对 １００ 名白种人受试者进行胰

的产物ꎬ 并不能发挥脂质激素的作用ꎮ 此外ꎬ 膳食、 内源性

岛素钳夹试验和口服糖耐量试验发现ꎬ 受试者循环棕榈油酸

合成等因素均可影响到棕榈油酸的合成与代谢ꎬ 棕榈油酸的

含量与胰岛素敏感性呈显著正相关ꎬ 且该相关性不受年龄、

生理功能可能被复杂的混杂因素所干扰ꎮ 因此ꎬ 棕榈油酸是

性别和体重等混杂因素 影响 [２５] ꎮ 人 群观 察性 研究 表明血 清

否是一种新型 “ 脂质激素” 仍存在不确定性ꎬ 需要更多的动

胆固醇中棕榈油酸 含 量 与 胰 岛 素 抵 抗 呈 负 相 关 [３５－３７] ꎬ 脂 肪

物实验和人群随机对照实验予以证实ꎮ

组织中的棕 榈 油 酸 含 量 也 与 胰 岛 素 抵 抗 呈 显 著 负 相 关 [３８] ꎮ
在一项纳入 ３７３６ 名美国成年人的队列研究中ꎬ 血清反式棕

３. 棕榈油酸对代谢性疾病的影响

榈棕榈油酸与糖尿病发病率呈显著负相关: 血清反式棕榈油
酸含量每增 加 ０.０５％ꎬ 糖尿 病患 病率 可减 少 ２８％ [ ２] ꎬ 该 研

作为一种可能的 “ 脂质激素” ꎬ 棕榈油酸与炎症 [１８] 、 心

究表明循环反式棕榈油酸作为乳制品 / 反刍动物脂肪的生物

脏发育 [１９] 、 内皮功能 [２０] 和内质网应激 [２１] 等密切相关ꎮ 人群

标记物ꎬ 与糖尿病的长期发病风险有关ꎮ 此外ꎬ 罗格列酮的

观察性研究结果表明ꎬ 循环和脂肪组织棕榈油酸含量与肥胖、

胰岛素增敏效应不受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γ 表达影

高血脂、 炎症、 胰岛素抵抗以及心血管疾病等具有显著相关

响ꎬ 且伴随着 ＳＣＤ￣１ 表 达 增 加ꎮ 在 此 过 程 中ꎬ 棕 榈 油 酸 的

性 [２２－２６] ꎮ 然而ꎬ 内源性和外源性棕榈油酸在肥胖、 糖尿病和

内源性生成作用增强ꎬ 表明棕榈油酸可能参与到罗格列酮的

心血管疾病等慢性代谢性疾病中的确切作用一直存在争议ꎮ

３.１

胰岛素增敏作用 [３９] ꎮ

棕榈油酸与肥胖

虽然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循环棕榈油酸与胰岛素抵抗或 ２

纳入不同人群的流行病学研究探究了内源性棕榈油酸与

型糖尿病发病风险呈显著负相关关系ꎬ 但相关作用机制仍不

肥胖的关系ꎮ 针对智利成年人的横断面研究中ꎬ 肥胖人群血

明确ꎮ 在小鼠模型中ꎬ 棕榈油酸能够抑制单核细胞趋化蛋白

１１０

和肿瘤坏死 因子 表达ꎬ 进而 提高 机体 胰岛 素 敏 感 性 [１４] ꎻ 此

４. 总结

外ꎬ 棕榈油酸能促进红细胞膜葡萄糖转运受体 ４ 的表达 [４０－４２] ꎮ
在细胞水平上ꎬ 棕榈油酸能够促进细胞增殖和分泌 [４３ꎬ４４] ꎬ 减

Ｏｍｅｇａ－７ 棕榈油酸和油酸是自然界中最常见的两种单不

ꎮ 上述研究表明炎症、 葡萄糖转运

饱和脂肪酸ꎮ 与油酸相比ꎬ 棕榈油酸膳食来源较为有限ꎬ 因

以及内质网应激等均可能是棕榈油酸胰岛素增敏作用的潜在

此获得的研究关注相对较少ꎮ 近年来ꎬ 动 物实验 研究 发现ꎬ

机理ꎬ 但确切的作用机制仍有待进一步研究揭示ꎮ

棕榈油酸在机体内发挥着与脂联素、 瘦素等脂肪细胞因子相

３.３

似的生理功能ꎬ 因此ꎬ 棕榈油酸被定义为一种新型 “ 脂质激

少内质网应激和凋亡

[２１ꎬ４０]

棕榈油酸与心血管疾病
作为一种单不饱和脂肪酸ꎬ 棕榈油酸与胆固醇、 内皮功

素” ꎮ 后续来自细胞、 动物和人群的 研究 证据进 一步 表明ꎬ

ꎮ 在一项纳

内源性生成及外源性摄入的棕榈油酸均可以对机体的糖脂代

入 ３１０７ 名中国老年人的横断面研究中ꎬ 红细胞棕榈油酸含量

谢产生重要影响ꎬ 棕榈油酸与肥胖、 糖尿病和心血管病等慢

与视黄醇结合蛋白 ４、 血压、 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显著正相

性疾病的发病率存在显著相关性ꎮ 然而ꎬ 由于已有研究证据

关ꎬ 但与血清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脂联素显著负相关 [１７] ꎻ

并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ꎬ 棕榈油酸作为新型 “ 脂质激素” 调

在一项纳入 ３６２０ 名美国成年人的前瞻性队列研究中ꎬ 血浆磷

节机体代谢的激素样作用还有待进一步验证ꎬ 相关作用机制

脂棕榈油酸与血清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显著负相关ꎬ 与高

仍有待阐明ꎮ 未来可通过大型前瞻性队列探究内源性以及膳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显著正相关ꎬ 表明血清棕榈油酸含量升高

食棕榈油酸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发病风险的关系ꎬ 通过人群

有利于改善血脂 [１６] ꎮ 一项纳入 １０００ 对冠心病病例和健康人

随机对照实验和动物实验阐明棕榈油酸与肥胖、 糖尿病以及

的巢式病例对照研究发现ꎬ 棕榈油酸顺－反式异构体与冠心病

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疾病的因果关系及作用机制ꎮ

能以及血压等心血管疾病风险因子密切相关

[２０ꎬ４５]

的发病风险存在异质性ꎬ 顺式棕榈油酸酸与冠心病发病风险

参考文献:

正相关ꎬ 而反式棕榈油算与冠心病发病风险负相关 [４６] ꎮ 近期ꎬ
作者及所在团队研究发现ꎬ 棕榈油酸与中国儿童青少年高血压

[１] Ｍｉｃｈａ Ｒꎬ Ｋｉｎｇ ＩＢꎬ Ｌｅｍａｉｔｒｅ ＲＮꎬ ｅｔ ａｌ. Ｆｏｏｄ

的患病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ꎻ 进一步利用棕榈油酸对自发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ｐｌａｓｍａ ｐｈｏｓｐｈｏｌｉｐｉｄ ｔｒａｎｓ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ｉｓｏ￣

性高血压大鼠进行干预ꎬ 发现棕榈油酸能够显著降低自发性

ｍｅｒｓ: ｔｈｅ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ｕｄｙ. Ａｍ Ｊ Ｃｌｉｎ Ｎｕｔｒ.

高血压大鼠收缩压并改善股动脉重构ꎬ 而 ＮＦ￣κＢ 及其下游炎

２０１０ꎻ ９１ (４) : ８８３－８９３.

症信号通路可能是棕榈油酸降血压作用的内在机制

[４７]

ꎮ

[ ２ ] Ｍｏｚａｆｆａｒｉａｎ Ｄꎬ Ｃａｏ Ｈꎬ Ｋｉｎｇ ＩＢꎬ ｅｔ ａｌ. Ｔｒａｎｓ￣

此外ꎬ 研究发现膳食补充棕榈油酸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

ｐａｌｍｉｔｏ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ꎬ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ꎬ ａｎｄ ｎｅｗ￣ｏｎｓｅｔ ｄｉａ￣

血脂ꎮ 随机对照实验结果表明ꎬ 与食用黄 油的 对照 组相 比ꎬ

ｂｅｔｅｓ ｉｎ Ｕ.Ｓ. ａｄｕｌｔｓ: ａ 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ｎ Ｉｎｔｅｒｎ Ｍｅｄ. ２０１０ꎻ

连续三周膳食补充富含棕榈油的澳洲坚果可显著降低日本成

１５３ (１２) : ７９０－７９９.

ꎮ 相似地ꎬ 针对

[ ３ ] Ｅｌｌｉｓ ＢＡꎬ Ｐｏｙｎｔｅｎ ＡＮＮꎬ Ｌｏｗｙ ＡＪꎬ Ｆｕｒｌｅｒ ＳＭꎬ

美国健康人群和英国高血脂症人群开展的随机对照试验中ꎬ

Ｃｏｏｎｅｙ ＧＪ. Ｌｏｎｇ￣ｃｈａｉｎ ａｃｙｌ￣ＣｏＡ ｅｓｔｅｒｓ ａ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ｌｉｐｉｄ

ꎮ 值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ｒａｔ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ｍｕｓｃｌｅ.

得注意的是ꎬ 棕榈油酸对血脂的健康效应是基于特定的对照

Ａｍ Ｊ Ｐｈｙｓｉｏｌ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 Ｍｅｔａｂ. ２０００ꎻ ２７９ ( ３ ) : Ｅ５５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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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ｓ.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ｃａｒｅ. ２０１０ꎻ ３３ ( ２) : ４０５ －

２０１１ꎻ ９３ (１) : １８６－１９１.

４０７.

[ １６] Ｍｏｚａｆｆａｒｉａｎ Ｄꎬ Ｃａｏ Ｈꎬ Ｋｉｎｇ ＩＢꎬ ｅｔ 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２６] Ｏｋａｄａ Ｔꎬ Ｆｕｒｕｈａｓｈｉ Ｎꎬ Ｋｕｒｏｍｏｒｉ Ｙꎬ Ｍｉｙａｓｈｉｔａ

ｐａｌｍｉｔｏ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ｏｆ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ｎｅｗ￣

Ｍꎬ Ｉｗａｔａ Ｆꎬ Ｈａｒａｄａ Ｋ. Ｐｌａｓｍａ ｐａｌｍｉｔｏ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ｎｓｅｔ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Ａｍ Ｊ Ｃｌｉｎ Ｎｕｔｒ. ２０１０ꎻ ９２ (６) : １３５０－８.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ｍ Ｊ Ｃｌｉｎ Ｎｕｔｒ. ２００５ꎻ ８２ ( ４ ) : ７４７ －

[１７] Ｚｏｎｇ Ｇꎬ Ｙｅ Ｘꎬ Ｓｕｎ Ｌꎬ ｅｔ 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

７５０.

１１２

[２７] Ｂｒｉｇｎａｒｄｅｌｌｏ Ｊꎬ Ｍｏｒａｌｅｓ Ｐꎬ Ｄｉａｚ Ｅꎬ Ｂｒｕｎｓｅｒ Ｏꎬ

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１９９０ꎻ ３９ (１２) : １２８５－１２９１.

Ｇｏｔｔｅｌａｎｄ Ｍ.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ｐｌａｓｍａ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

[ ３７] Ｇｅｒｔｏｗ Ｋꎬ Ｒｏｓｅｌｌ Ｍꎬ Ｓｊöｇｒｅｎ Ｐꎬ ｅｔ ａｌ.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ｉｎ ｎ－６ / ｎ－３￣ＰＵＦＡ ｒａｔｉｏ ｉｎ ａ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ｔｉｃ ｏｂｅｓ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Ａｒｃｈ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ａｄｉｐｏｓｅ ｔｉｓｓｕｅꎬ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ｃｏｍ￣

Ｌａｔｉｎｏａｍ Ｎｕｔｒ. ２０１１ꎻ ６１ (２) : １４９－１５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ｉｐｏｓｅ ｔｉｓｓｕｅ ａｎｄ ｓｅｒｕｍꎬ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ｏｆ ｉｎｓｕｌｉｎ

[２８] Ｐｅｒｒｅａｕｌｔ Ｍꎬ Ｚｕｌｙｎｉａｋ ＭＡꎬ Ｂａｄｏｕｄ Ｆꎬ ｅｔ ａｌ. Ａ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Ｅｕｒ Ｊ Ｃｌｉｎ Ｎｕｔｒ. ２００６ꎻ ６０ (１２) : １４０６－１４１３.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ｕｎｄｅｒｌｉ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３８] Ｉｇｇｍａｎ Ｄꎬ Ａｒｎｌöｖ Ｊꎬ Ｖｅｓｓｂｙ Ｂꎬ Ｃｅｄｅｒｈｏｌｍ Ｔꎬ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ａｌｌｙ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ｏｂｅｓ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ＰｌｏＳ ｏｎｅ.

Ｓｊöｇｒｅｎ Ｐꎬ Ｒｉｓéｒｕｓ Ｕ. Ａｄｉｐｏｓｅ ｔｉｓｓｕｅ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ｕｌｉｎ

２０１４ꎻ ９ (２) : ｅ８８５３９.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ｍｅｎ. Ｄｉａｂｅｔｏｌｏｇｉａ. ２０１０ꎻ ５３ (５) : ８５０－

[２９] Ｇａｒａｕｌｅｔ Ｍꎬ Ｈ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Ｍｏｒａｎｔｅ ＪＪꎬ Ｔｅｂａｒ ＦＪꎬ

８５７.

Ｚａｍｏｒａ 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ｉｔｅ￣ｓｐｅ￣

[３９] Ｒｉｓéｒｕｓ Ｕꎬ Ｔａｎ ＧＤꎬ Ｆｉｅｌｄｉｎｇ ＢＡꎬ ｅｔ ａｌ. Ｒｏｓｉｇｌｉ￣

ｃｉｆｉｃ ａｄｉｐｏｓｅ ｔｉｓｓｕｅ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ｔａｚｏｎ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ｏｆ ｓｔｅａｒｏｙｌ￣ＣｏＡ ｄｅｓａｔｕｒ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２０１１ꎻ ２７ (２) : １７０－１７６.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ｓ: ｌｉｎｋ ｔｏ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ｓｅｎｓ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ｄｏｍｉ￣

[ ３０ ] Ｅｌｉｚｏｎｄｏ￣Ｍｏｎｔｅｍａｙｏｒ Ｌꎬ Ｓｅｒｒａｎｏ￣Ｇｏｎｚáｌｅｚ Ｍꎬ

ｎａｎｔ￣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ｅｒｏｘｉｓｏｍｅ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ｏｒ￣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ｒｅ￣
ｃｅｐｔｏｒ￣ｇａｍｍａ.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２００５ꎻ ５４ (５) : １３７９－１３８４.

Ｕｇａｌｄｅ￣Ｃａｓａｓ ＰＡꎬ Ｃｕｅｌｌｏ￣Ｇａｒｃíａ Ｃꎬ Ｂｏｒｂｏｌｌａ￣Ｅｓｃｏｂｏｚａ ＪＲ.
Ｐｌａｓｍａ ｐｈｏｓｐｈｏｌｉｐｉ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ｉｎ ｏｂｅｓｅ ｍａｌｅ ａｎｄ ｆｅｍａｌｅ

[ ４０ ] Ｓａｕｍａ Ｌꎬ Ｓｔｅｎｋｕｌａ ＫＧꎬ Ｋｊøｌｈｅｄｅ Ｐꎬ Ｓｔｒåｌｆｏｒｓ

Ｍｅｘｉｃａ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ｎ Ｎｕｔｒ Ｍｅｔａｂ. ２０１０ꎻ ５７ ( ３－４) : ２３４ －

Ｐꎬ Ｓöｄｅｒｓｔｒöｍ Ｍꎬ Ｎｙｓｔｒｏｍ ＦＨ. ＰＰＡＲ￣ｇａｍｍａ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ｅｌ￣

２４１.

ｅｍｅｎ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ｉｎｔａｃｔ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ｈｕｍａｎ ａｄｉｐｏｃｙｔｅ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３１] Ｇｉｌ￣Ｃａｍｐｏｓ Ｍꎬ ｄｅｌ Ｃａｒｍｅｎ Ｒａｍíｒｅｚ￣Ｔｏｒｔｏｓａ Ｍꎬ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２００６ꎻ ２２ (１) : ６０－６８.

Ｌａｒｑｕé Ｅꎬ ｅｔ ａｌ.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ｃｏｍ￣

[４１] Ｔｓｕｃｈｉｙａ Ｙꎬ Ｈａｔａｋｅｙａｍａ Ｈꎬ Ｅｍｏｔｏ Ｎꎬ Ｗａｇａ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ａｓｍａ ｌｉｐｉｄｓ ｉｎ ｏｂｅｓｅ ｐｒｅｐｕｂｅｒｔａｌ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Ｌｉｐｉｄｓ.

ｓｕｍａ Ｆꎬ Ｍａｔｓｕｓｈｉｔａ Ｓꎬ Ｋａｎｚａｋｉ Ｍ. Ｐａｌｍｉｔａｔｅ￣ｉｎｄｕｃｅｄ ｄｏｗｎ￣

２００８ꎻ ４３ (８) : ７２３－７３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ｒｔｉｌｉ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ｉｒｅｄ ＧＬＵＴ４ ｔｒａｆｆｉｃｋｉｎｇ ｉｎ Ｃ２Ｃ１２

[ ３２ ] Ｂｅｒｍúｄｅｚ￣Ｃａｒｄｏｎａ Ｊꎬ Ｖｅｌáｓｑｕｅｚ￣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 Ｃ.

ｍｙｏｔｕｂｅｓ. Ｊ Ｂｉｏｌ Ｃｈｅｍ. ２０１０ꎻ ２８５ (４５) : ３４３７１－３４３８１.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Ｆｒｅｅ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ａｎｄ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ｈｏｓｐｈｏｌｉｐｉｄｓꎬ

[４２] Ｄｉｍｏｐｏｕｌｏｓ Ｎꎬ Ｗａｔｓｏｎ Ｍꎬ Ｓａｋａｍｏｔｏ Ｋꎬ Ｈｕｎｄａｌ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 Ｅｓ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ｒｉ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ｓ ｉｎ Ｓｅｒｕｍ ｏｆ Ｏｂｅｓｅ

Ｈ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ａｌｍｉ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ｐａｌｍｉｔｏｌｅａｔｅ ｏｎ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Ｙｏｕｔｈ ｗｉｔｈ ａｎ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２０１６ꎻ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ａｔ Ｌ６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ｃｅｌｌｓ.

８ (２) : ５４.

Ｂｉｏｃｈｅｍ Ｊ. ２００６ꎻ ３９９ (３) : ４７３－４８１.

[ ３３ ] Ｍａｒｋｅｙ Ｏꎬ ＭｃＣｌｅａｎ ＣＭꎬ Ｍｅｄｌｏｗ Ｐꎬ ｅｔ ａｌ.

[ ４３ ] Ｗｅｌｔｅｒｓ ＨＪꎬ Ｄｉａｋｏｇｉａｎｎａｋｉ Ｅꎬ Ｍｏｒｄｕｅ ＪＭꎬ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ｉｎｎａｍｏｎ ｏｎ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ｅｍｐｔｙｉｎｇꎬ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ꎬ

Ｔａｄａｙｙｏｎ Ｍꎬ Ｓｍｉｔｈ ＳＡꎬ Ｍｏｒｇａｎ 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ｐｏｓｔｐｒａｎｄｉａｌ ｌｉｐｅｍｉａꎬ ｇｌｙｃｅｍｉａꎬ ａｎｄ ａｐｐｅｔｉｔ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ａｌｍｉｔｏ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 ａｎｄ ｃＡＭＰ ｏｎ ｃａｓｐ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ｈｉｇｈ￣ｆａｔ ｂｒｅａｋｆａｓｔ.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 Ｄｉａｂｅｔｏｌ. ２０１１ꎻ １０: ７８.

ａｎｄ ｃｅｌｌ 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ｃ ｂｅｔａ￣ｃｅｌｌｓ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ｐａｌｍｉｔａｔｅ.

[３４] Ｙａｎｇ ＺＨꎬ Ｔａｋｅｏ Ｊꎬ Ｋａｔａｙａｍａ Ｍ. Ｏｒ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２００６ꎻ １１ (７) : １２３１－１２３８.

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ｍｅｇａ － ７ ｐａｌｍｉｔｏ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 ｉｎｄｕｃｅｓ ｓａｔ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４４] Ｄｉａｋｏｇｉａｎｎａｋｉ Ｅꎬ Ｄｈａｙａｌ Ｓꎬ Ｃｈｉｌｄｓ ＣＥꎬ Ｃａｌｄｅｒ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ｏｆ ａｐｐｅｔｉｔ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ｈｏｒｍｏｎｅｓ ｉｎ ｍａｌｅ ｒａｔｓ. Ａｐｐｅｔｉｔｅ.

ＰＣꎬ Ｗｅｌｔｅｒｓ ＨＪꎬ Ｍｏｒｇａｎ 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２０１３ꎻ ６５: １－７.

ｃｙｔｏｔｏｘｉｃ ａｎｄ ｃｙｔ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ｖｅｒｓｕｓ ｍｏ￣

[３５] Ｌｉｎｄｇäｒｄｅ Ｆꎬ Ｖｅｓｓｂｙ Ｂꎬ Ａｈｒéｎ Ｂ. Ｓｅｒｕｍ ｃｈｏｌｅｓ￣

ｎｏ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ｌｏｎｇ￣ｃｈａｉｎ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ｉｎ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ｃ ｂｅｔａ￣ｃｅｌｌｓ.
Ｊ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 ２００７ꎻ １９４ (２) : ２８３－２９１.

ｔｅｒｙｌ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ｌａｓｍａ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
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ｎｄｉａｎ ｗｏｍｅｎ. Ａｍ Ｊ Ｃｌｉｎ Ｎｕｔｒ. ２００６ꎻ ８４ ( ５) :

[ ４５] Ｃａｍｂｉｅｎ Ｆꎬ Ｗａｒｎｅｔ ＪＭꎬ Ｖｅｒｎｉｅｒ Ｖꎬ ｅｔ ａｌ. Ａｎ ｅｐ￣

１００９－１０１３.

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ｆａｔｔｙ

[３６] Ｓａｌｏｍａａ Ｖꎬ Ａｈｏｌａ Ｉꎬ Ｔｕｏｍｉｌｅｈｔｏ Ｊꎬ ｅｔ ａｌ.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ｅｓｔｅｒｉｆｙｉｎｇ ｓｅｒｕｍ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ａｃｉ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ｒｕｍ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 ｅｓｔｅｒ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ｄ ｍｅｎ. Ａｍ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 １９８８ꎻ １２７

ｇｒｅｅｓ ｏｆ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ｉｎ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ｓｔｕｄｙ. Ｍｅ￣

(１) : ７５－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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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Ｄｊｏｕｓｓé Ｌꎬ Ｍａｔｔｈａｎ ＮＲꎬ Ｌｉｃｈｔｅｎｓｔｅｉｎ ＡＨꎬ Ｇａｚｉ￣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ｗｏｍｅｎ. Ｃｌｉｎ Ｅｘｐ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Ｐｈｙｓｉｏｌ. ２００４ꎻ ３１
( ｓｕｐｐｌ ２) : Ｓ３７－Ｓ３８.

ａｎｏ ＪＭ. Ｒｅｄ ｂｌｏｏｄ ｃｅｌｌ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ｓ￣ｐａｌｍｉ￣

[ ４９] Ｃｕｒｂ ＪＤꎬ Ｗｅｒｇｏｗｓｋｅ Ｇꎬ Ｄｏｂｂｓ ＪＣꎬ Ａｂｂｏｔｔ ＲＤꎬ

ｔｏｌｅｉｃ ａｎｄ ｃｉｓ￣ｖａｃｃｅｎｉｃ ａｃｉｄｓ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ｏｆ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
ｅａｓｅ. Ａｍ Ｊ Ｃａｒｄｉｏｌ. ２０１２ꎻ １１０ (４) : ５３９－５４４.

Ｈｕａｎｇ Ｂ. Ｓｅｒｕｍ ｌｉｐｉ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 ｈｉｇｈ￣ｍｏｎｏ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ｆａｔ

[ ４７] Ｔａｎｇ Ｊꎬ Ｙａｎｇ Ｂꎬ Ｙａｎ ＹＫꎬ ｅｔ ａｌ. Ｐａｌｍｉｔｏ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

ｄｉｅ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ａｃａｄａｍｉａ ｎｕｔｓ. Ａｒｃｈ Ｉｎｔｅｒｎ Ｍｅｄ. ２０００ꎻ １６０
(８) : １１５４－１１５８.

Ｐｒｏｔｅｃｔ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ｂｙ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ｎｇ ＮＦ￣κＢ￣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Ｍｏｌ Ｎｕｔｒ Ｆｏｏｄ Ｒｅｓ. ２０２１ꎻ ６５ ( １２ ) :

[５０ ] Ｎｅｓｔｅｌ Ｐꎬ Ｃｌｉｆｔｏｎ Ｐꎬ Ｎｏａｋｅｓ 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

ｅ２００１０２５.

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ｐａｌｍｉｔｏ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ａｌｍｉｔｉｃ ａｎｄ

[４８] Ｈｉｒａｏｋａ￣Ｙａｍａｍｏｔｏ Ｊꎬ Ｉｋｅｄａ Ｋꎬ Ｎｅｇｉｓｈｉ Ｈꎬ ｅｔ ａｌ.

ｏ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ｓ ｏｎ ｐｌａｓｍａ ｌｉｐｉｄｓ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ｅｍｉｃ ｍｅｎ. Ｊ

Ｓｅｒｕｍ ｌｉｐｉ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 ｍｏｎｏ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 ｐａｌｍｉｔｏｌｅｉｃ) ｆａｔｔｙ

Ｌｉｐｉｄ Ｒｅｓ. １９９４ꎻ ３５ (４) : ６５６－６６２.

ａｃｉｄ￣ｒｉｃｈ ｄｉｅ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ａｃａｄａｍｉａ ｎｕｔｓ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ｙꎬ ｙｏｕ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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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Ｅｄｉｔｏｒ ( 主编) : Ｄｕｏ Ｌｉ ( 李铎)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２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ａｎｄ ｔｅｌｏｍｅｒｅ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ｓ

ＩＳＢＮ: ５９８４５８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３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Ｌｉｐｉ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ｒａ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ｅ: ０１－Ｍａｙ－２０２２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４

Ｌｉｐｉｄｓ 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５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ｆａｔ ａｎｄ ｃａｒｄｉｏ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６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ｌｉｐｉｄｓ ａｎｄ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 ｔｕｍ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ｄｉ￣
ｇｅｓ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

言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７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ｌｉｐｉｄｓ ａｎｄ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本书 « 饮食脂质与人类健康进展» 的目的是系统总结膳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８

Ｍａｒｉｎｅ ｌｉｐｉｄｓ ａｎｄ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食脂质与人类健康的最新研究进展ꎮ 我们试图通过这本书在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９

Ｌｉｐｉｄｓ ａｎｄ ｎｏｎ￣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ｃ ｆａｔｔｙ ｌｉｖｅ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现有证据的基础上提出通过合理使用膳食脂肪来预防非传染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１０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ｌｉｐｉｄｓ ａｎｄ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性疾病以及管理人群和个体健康的战略ꎮ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１１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ｌｉｐｉｄｓ ａｎｄ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粮农组织 / 世卫组织和多数国家的膳食指南都建议了膳食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１２ Ｐｏｓｔｐｒａｎｄｉａｌ ｌｉｐｅｍ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ｔｏ
ｈｅａｌｔｈ

脂肪的百分供能比ꎮ 然而ꎬ 近年来ꎬ 饮食指南面临着前所未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１３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ｔｅｓ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ｌｉｐｉ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有的挑战ꎮ 不仅是普通人群ꎬ 而且卫生专业人员也混淆了总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ｈｅａｌｔｈ

脂肪、 饱和脂肪、 单不饱和脂肪和多不饱和脂肪的饮食摄入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１４ Ｍａｒｉｎｅ ｎ － ３ ｐｏｌｙ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ａｎｄ

与健康之间的关系ꎮ 因此ꎬ 迫切需要一本基于循证的膳食脂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肪和脂肪酸与健康系统综述的参考书ꎮ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１５ Ｌｉｐｉｄｓ ａｎｄ ｂｉｒｔｈ ｄｅｆｅｃｔｓ

本书将涵盖总脂肪、 饱和、 单不饱和以及不饱和脂肪酸、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１６ 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ｅｄ ｌｉｎｏｌｅｎｉｃ ａｃｉ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ｂｉｏａｃｔｉｖｉ￣

植物甾醇与非传染性疾病之间的关系以及机理ꎬ 还包括了部
分其他不常 见脂 肪酸 ( 含 量较 低 或 通 常 食 品 中 不 含 的 脂 肪

ｔｉｅｓ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１７ ｎ － ３ ｐｏｌｙ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ａｎｄ Ｈｏｍｏ￣

酸) ꎬ 如共轭脂肪酸、 中链和短链脂肪酸、 呋喃脂肪酸、 ｎ－３
二十二碳五烯酸 ( ＤＰＡ) 以及结构性脂肪ꎮ

ｃｙｓｔｅｉｎｅ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本书共有 ２２ 章ꎬ 本书的作者都是主要从事膳食脂质和健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１８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１ꎬ ３￣ｄｉａｃｙｌｇｌｙｃｅｒｏｌ ｏｎ ｃａｒｄｉｏｍｅｔａ￣
ｂｏｌｉｃ ｒｉｓｋ

康研究相关的专业人士ꎮ 这是一本有价值的参考书ꎬ 供卫生
专业人员通过膳食脂质管理预防和治疗心血管疾病、 高血压、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１９ Ｐａｌｍｉｔｏ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

代谢紊乱、 糖尿病、 神经精神疾病和癌症等ꎮ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２０ Ｘｉｍｅｎｙ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ａｎｄ ｉｔｓ ｂｉｏ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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