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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Ｘ一亚麻酸药理作用和提取分离技术研究进展
司秉坤，赵余庆＋
１１００３２）

（辽宁中医学院，辽宁沈阳

“一亚麻酸（ａ—ＬＮＡ）作为ｃａｔ）一３系列多不饱和脂肪酸，因其

１．６

提高情绪反映学习能力：Ｕｍｅｚａｗａ等给ＳＡＭＲｌ小鼠

具有显著的药理作用和营养价值而倍受医学界和营养学界

抗衰老喂食富含“一ＬＮＡ的紫苏油，在１５ ｍｉｎ时对雄性幼鼠

的广泛关注。近年来的研究表明种子类中药中大都含有ａ—

进行行为测试。结果显示，可提高情绪的反映性和学习能

ＬＮＡ，但所含的量差异很大，其中以紫苏籽和亚麻籽中最

力［１“。徐章华等通过研究ａ—ＬＮＡ对第２代大鼠学习记忆、视

高，前者ａ—ＬＮＡ高达７４．６６％，占总脂肪酸的８４．５０％；后者

网膜发育及肝脑脂肪酸构成的影响，认为ａ—ＬＮＡ能够促进

ａ—ＬＮＡ占总脂肪酸的８３．８４％口］。又有报道喜树果实油脂中

大鼠的脑视觉发育，提高子代大鼠的学习记忆能力［１“。

含ａ—ＬＮＡ约４５．８％。

２提取分离技术

１药理作用

２．１冷榨法和溶剂浸出法：冷榨法和溶剂浸出法为传统的

１．１对心血管疾病的作用：Ｅｚａｋｉ等研究发现，老年人每天

提取方法。用冷榨法制得的油质量好，色泽浅，但出油率低，

服用３

ａ—ＬＮＡ，能够提高血浆中二＋碳五烯酸（ＥＰＡ）和二

粕内残油高。溶剂浸出法具有产量大、出油率高的优点，但是

＋二碳六烯酸（ＤＨＡ）的水平，从而达到预防和治疗心脑血

产品中的溶剂残留较难控制，并且萃取的纯度不高，回收溶

管疾病的目的［３］。Ｒｅｎａｕｄ等报道ａ—ＬＮＡ能通过抗血栓、抑

剂的过程中还有可能对ａ—ＬＮＡ产生破坏作用，使ａ—ＬＮＡ的

制花生四烯酸转化成血栓素Ａ：的生成，从而避免心肌梗死

量降低。

的发生［４］。另有报道ａ—ＬＮＡ可以抑制瞬时外向钾电流，延长

２．２

瞬时外向钾电流失活后的恢复，调节心肌梗死和缺血区中瞬

ＬＮＡ的方法，确定了最佳包合比例、包合温度、包合时间［１“。

ｇ

尿素包合法：张海满等利用尿素包合法研究了提取ａ—

时外向钾电流域性的差异，在低浓度下（＜１０ ｕｍｏｌ／Ｌ）延长

目前，用尿素包合法分离提纯ａ—ＬＮＡ的最高质量分数能够

动作电位的有效不应期，发挥抗心律失常作用［５］。ａ—ＬＮＡ还

达到８９．３％ｕ“。

能通过显著降低血清总胆固醇（ＴＣ）、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

２．３

白胆固醇脱辅基蛋白Ｂ及动脉硬化指数（ＡＩ）值的作用，升

酸银柱色谱法使ａ—ＬＮＡ的质量分数达到了９９．８９％［１…。溶

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总胆固醇比值，治疗和预防冠心病

液络合法操作相对来说简单，分离纯度较柱色谱法略低，其

和动脉粥样硬化［６］。

质量分数能够达到９１．２４５％［２］。这两种方法成本比较高，工

１．２抗癌作用：ａ—ＬＮＡ能够减少乳腺癌、胰腺癌、结肠癌和

业化生产也会带来重金属污染和残留的问题，因此推广受到

肾脏肿瘤的发生率，抑制肿瘤的生长。发现富含ａ—ＬＮＡ的亚

了客观条件的限制。

麻籽能够抑制乳腺癌的生长和转化，其作用部分机制是降低

２．４超临界萃取法（ＳＦＥ法）：ａ—ＬＮＡ是含３个烯键的多不

了胰岛索样生长因子Ｉ和表皮生长因子的表达［７］。谢丽涛等

饱和脂肪酸，在一般压榨法和溶剂法的反复加热和分离过程

研究结果表明，ａ—ＬＮＡ对ＢＥＬ一７４０２人肝癌细胞的杀伤作用

中极易被氧化、降解，而利用ＳＦＥ法萃取在常温下进行，操

在３种脂肪酸中最强，且具有量效关系［８］。

作简便，萃取出的油脂保持了天然后营养和生物活性，无醛、

１．３抗炎、抗过敏作用：Ｌｅｅ等明确ａ—ＬＮＡ对蜡状芽孢杆

酮类异味，也不会残留任何有机溶剂。根据以上特点，Ｓｚｅｎｔ—

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有很强的抑制作用，与甘油一酸酯结合

ｍｉｈａｌｙｉ等比较了传统溶剂超声、微波、亚临界萃取和ＳＦＥ

硝酸银柱色谱法和硝酸银溶液络合法：王威等采用硝

后作用更强口］。Ｋａｋｕ等也发现ｎ—ＬＮＡ与大豆蛋白结合的抗

４种方法提取废弃蔷薇果种子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其中ＳＦＥ

炎作用有加强的趋势，较与酪蛋白结合的抗炎作用强．［ｉ０３。

法无溶剂残存，而且条件温和，有利于不饱和脂肪酸油的回

１．４降糖作用：Ｓｕｒｅｓｈ等研究发现，ｎ—ＬＮＡ能抑制四氧嘧啶

收［１“。沈晓京等用ＳＦＥ技术对亚麻籽和月见草进行提取，亚

诱导产生的糖尿病，同时能够恢复各组织的抗氧化范围［１“。

麻籽出油率在ｌ～４ ｈ差别不大，２ ｈ出油率较高，４ ｈ后出油

１．５

对视力的影响：Ｉｋｅｍｏｔｏ等观察喂食富含ａ—ＬＮＡ的紫

基本完全，“一ＬＮＡ和各种脂肪酸在前３ ｈ基本未变，而在４ ｈ

苏油的小鼠，发现小鼠视网膜中４种溶酶体酶一ｐ葡萄糖苷

时药效成分ａ—ＬＮＡ明显降低，说明４ ｈ油脂质量降低［】…。陈

酶、ｐ葡萄糖苷酸酶、氨基己糖苷酶和磷酸酶的活性均有升

元等通过研究ＳＦＥ提取亚麻籽，确定了提取亚麻籽油的可

高口“。徐章华等研究发现，通过增加膳食中的ａ—ＬＮＡ，可提

行工艺，所提得的油基本能达到国家标准，萃取后的亚麻籽

高大鼠视觉细胞外膜上的一３多不饱和脂肪酸ＤＮＡ的水

仍然可以利用［２…。

平，使视网膜电位图中的电位活动加强［１“。

２．５分子蒸馏：傅红等研究了多级分子蒸馏法提取深海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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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赵余庆Ｔｅｌ：（０２４）８６２２４７２５

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ｏｙｕｑｉｎｇｔｃｍ＠１６３．ｃｏｍ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中草药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ｒｂａｌ Ｄｒｕｇｓ第３６卷第７期２００５年７月

１１０

０｜Ｃ ＶＡ上，蒸馏压力为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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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含不同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各级鱼油产品，当蒸馏温度为

馏，得到高碳链不饱和脂肪酸质量分数为９０．９６％的鱼油产

［１０３

品瞰３。应用分子蒸馏法提取ａ—ＬＮＡ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Ｋａｋｕ Ｓ，Ｙｕｎｏｋｉ Ｓ，Ｏｈｋｕｒａ Ｋ，ｅｔ口１．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ｆａ。ｔｄ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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苷应注意避光保存。

对反式白藜芦醇及其糖苷的紫外异构化进行了

与以往测定白藜芦醇的方法相比，本实验实现

考察。在异构化过程中，紫外照射波长以及照射时间

了顺、反式两种异构体的分离分析，从而能更有效、

都是影响转化过程的主要因素。选择２５４、３６５ ｎｍ

准确地测定和控制样品中自藜芦醇及其糖苷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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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表明，白藜芦醇及其糖苷在虎仗样品
中是以反式结构存在的。在样品制备过程中如果不
注意避光保存，在色谱图中就会出现顺式白藜芦醇

和顺式白藜芦醇糖苷的峰，说明反式白藜芦醇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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