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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标记检测在神经胶质瘤诊断中的研究进展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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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８３）
摘

要：神经胶质瘤是中枢神经系统最常见而又最难治的恶性肿瘤，因其部位的特殊性，造成诊断困难，因而

寻找胶质瘤特异性生物标记的诊断变得更为重要。生物标记物是近些年来出现在医学研究领域上的热点，它

作为可供客观测定和评价的一个生化或分子生物学指标，反映机体当前所处的生物学状态及进程。检测一种
疾病特异性的生物标记物，对于疾病的鉴定、早期诊断、预防、预后及治疗过程中的监控可起到关键的辅助作
用。本文将通过对近些年来出现在血液、脑脊液、组织中用于神经胶质瘤诊断的生物标记的特性、检测方法及
适用性进行综述。
关键词：神经胶质瘤；生物标记
中图分类号：Ｒ５４３．１

文献标识码：Ａ

神经胶质瘤（ｇｌｉｏｍａ）是一种起源于胶质细胞的

瘤附近的血脑屏障由于瘤细胞的侵袭及形态异质性

中枢神经系统原发性肿瘤，是颅内最常见的肿瘤之

而被破坏，且肿瘤内毛细血管的通透性高，因此胶质

一，目前，对于神经胶质瘤的诊断主要依赖影像学的

瘤细胞或分泌、或坏死的相关生物标记就游离到脑脊

检查和术后病理组织切片的实验室分析，此方法的局

液中，进而流入血液中，所以为血液和脑脊液中生物

限性在于取样不便，也不能及时诊断和跟踪治疗效

标记的存在提供了理论依据，目前，出现在血液和脑

果。因此，寻找其他特异性的诊断指标对胶质瘤患者

脊液中的胶质瘤标记有如下几种：

进行明确诊断已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生物标记

１．１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ｎ

物（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作为反映器官功能或健康状况的一个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ｎ是细胞黏附和指导蛋白ＣＵＢ家族的成

指标，可以用一种蛋白或核酸的水平变化或状态的改

员之一，最初被鉴定为一种可溶性的人血浆蛋白，它

变来指示疾病的发生和发展［１引。针对生物标记的研

具有二肽基肽酶Ⅳ活性。同时是控制色素沉着和能

究已经开展几十年了，但直到最近，生物标记与临床

量代谢的鼠红褐色基因的产物。人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ｎ的基因

诊断应用的相关性才取得了一些进展。除经典的胶

结构揭示可溶性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ｎ来自于人２０ｐ１３的２５个连

质瘤生物标记，如透明质酸结合蛋白、神经巢蛋白、神

续的外显子转录，因可变剪接ＡＴＲＮ基因而以

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ＮＳＥ）、Ｓ１００蛋白等外，以下是

１７５

近些年来出现的与神经胶质瘤诊断相关的生物标记，

泌型的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ｎ是一种血清糖蛋白，但正常生理情况

按它们在检测标本中存在的情况大体分为两类。

下在中枢神经系统中缺乏，并在脑脊液中不能测得。

ｋＤａ分泌形式和２００ ｋＤａ的跨膜形式存在，Ｊ。分

Ｋｈｗａｊａ等Ｈ ｏ发现９７％的恶性胶质瘤患者的脑脊液中
１血液和脑脊液中的生物标记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ｎ升高，以４级胶质瘤中升高最为明显。免疫
组化证实ａｔｔｒａｃｆｉｎ是由肿瘤细胞产生和分泌的，这种

对血液和脑脊液中的生物标记用于神经胶质瘤

蛋白对恶性胶质瘤的病人是特异的，并证实来自于胶

诊断的检测在研究领域中曾被认为是一种挑战，也是

质瘤病人的脑脊液促使胶质瘤细胞株迁移。由此可

目前研究的热点。从胶质瘤的血瘤屏障特点看，胶质

见，对恶性胶质瘤来说ａｔｔｒａｃｔｌｎ是一种分泌性蛋白，
并提示它可能是一种促进肿瘤侵袭的重要因子。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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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因，同时也是未来治疗的一个潜在靶标。
１．２

甲基化肿瘤特异性ＤＮＡ

一３５３一

１．４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结合蛋
白２

血浆和血清中肿瘤ＤＮＡ的出现反映肿瘤凋亡与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ｉｎｓｕｌｉｎ—ｌｉｋｅ ｇｒｏ叭ｈ

ｆａｃｔｏｒ，

坏死比率的生物学特性。在致癌作用期间出现了很

ＩＧＦ）是一类多肽类生长因子，它作为一种重要的促

多与关键基因缺失相关的异常基因启动子甲基化。

有丝分裂原在肿瘤细胞的恶性增殖、细胞周期调节、

这种甲基化基因含量的改变对早期肿瘤发生及癌症

拮抗凋亡和肿瘤转移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一些研

进展或转移的形成有着显著的生物学含义。启动子

究显示：ＩＧＦ与患癌症的风险相关。Ｌ６ｎｎｌ９ ｏ采用巢式

区甲基化对肿瘤抑制基因、ＤＮＡ修饰基因和转移抑

病例对照的方法探讨血清中ＩＧＦ一１和ＩＧＦ结合蛋白３

制基因的转录沉默起关键作用，同时与其他癌症相关

（ＩＧＦＢＰ３）与患胶质瘤的相关性。发现ＩＧＦＢＰ３与患

基因改变的遗传缺陷相关联＂ｊ。ｌ临床上表现为肿瘤

神经胶质瘤间没有统计学联系，而ＩＧＦ一１与患神经胶

病人的血浆和血清中的甲基化ＤＮＡ可作为早期非浸

质瘤呈负相关。

袭性筛查的危险率估计，以及对新生肿物监测的特
异、敏感的生物标记。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结合蛋白２（ｉｎｓｕｌｉｎ－ｌｉｋ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

２，ＩＧＦＢＰ２）是ＩＧＦ超家族

非肿瘤性病人血浆中的总ＤＮＡ含量很低，通常

成员之一，可由多种神经组织合成，是脑脊液中含量

小于１００ Ｉｘｇ／ｍＬ。而Ｗｅａｖｅｒ等∞’用甲基化特异性多

最丰富的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结合蛋白（ＩＧＦＢＰ），脑内

聚酶链反应的方法分别检测胶质瘤患者血浆和肿瘤

合成部位主要为脉络丛和软脑膜，与大脑发育有关。

组织中ｐ１６、ｐ７３、ＲＡＲｌ３和ＭＧＭＴ甲基化基因启动

Ｓａｌｌｉｎｅｎ等¨刚通过ｃＤＮＡ微阵列及组织芯片技术发

子，结果显示，胶质瘤患者血浆中总的ＤＮＡ浓度明显

现，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ＧＢＭ）中ＩＧＦＢＰ２有高表

增高。因此推断胶质瘤细胞产生大量的ＤＮＡ进入血

达，其表达水平越高，预后越差。可见ＩＧＦＢＰ２可作

液，这些病人血浆肿瘤特异性ＤＮＡ的检测可用于开

为对神经胶质瘤预后的一个特异性标志物。

展定量监测肿瘤状态的神经胶质瘤血浆生物标记的

１．５金属基质蛋白酶．９和ＹＫＬ－４０

第一步。两年后，ＷｅａｖｅｒＬ６１和他的研究小组进一步证
实了相同的结论。

金属基质蛋白酶－９（ｍａｔｒｉｘ

ｍｅｔａｌｌ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ｅ－９，

ＭＭＰ．９）是一种自明胶溶解酶Ｂ，大小为９２ ｋＤａ，研究

１．３胶质纤维酸性蛋白

发现许多恶性肿瘤细胞都分泌ＭＭＰ－９，它在促血管
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ｒｙ ａｃｉｄｉｃ ｐｒｏｔｅｉｎ，

生成、肿瘤细胞侵袭和转移灶形成中起作用。ＹＫＬ一

ＧＦＡＰ）为中间丝蛋白，是星形胶质细胞的特异性标记

４０作为哺乳动物甲壳酶样蛋白的成员之一，由几种

胶质纤维酸性蛋白（ｇｌｉａｌ

物，但也存在于其他类型细胞（如上皮细胞）的早期

实体瘤分泌与表达。在对组织改造过程中显现出细

发育阶段。ｘｕ等口。采用免疫组化染色的方法发现各

胞生长因子活性。ＹＫＬ－４０可能在癌细胞增殖、生存、

型星形胶质瘤中ＧＦＡＰ表达呈阳性反应；对ＧＦＡＰ阳

入侵、肿瘤周围的炎症、血管生成以及细胞外基质的

性细胞计数，可见随着病理分级增高，ＧＦＡＰ阳性细

重建中起作用㈨。Ｈｏｒｍｉｇｏ等‘１２１把血清中ＹＫＬ４０

胞数减少，两两比较显示，Ⅱ级与Ⅲ级、Ⅳ级间差异显

（一种糖蛋白，关节破坏指标）和ＭＭＰ－９的水平结合

著（Ｐ＜０．０５），而Ⅲ级与Ⅳ级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用于各期神经胶质瘤病人诊断的潜在生物标记，提示

（Ｐ＞０．０５）。可见星形细胞瘤中ＧＦＡＰ免疫反应强

在ＧＢＭ中是否存在转移以及神经胶质瘤病人手术后

度对判断预后有一定意义。
Ｂｒｏｍｍｅｌａｎｄ等【８】采用ＥＬＩＳＡ法对３ｌ例高级别

的复发情况。这需要用大量病人进行纵向调查研究
来进一步证实。

的胶质瘤病人血清中的ＧＦＡＰ和ＳＩＯＯＢ进行检测，同

时结合临床数据库的影像资料和组织学变化来进行

２组织中的生物标记

统计分析，结果发现５２％的患者血清中ＧＦＡＰ升高，
而只有６．８％的患者Ｓ１００Ｂ升高。肿瘤大小与血清

目前，由于在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肿瘤组织

中ＧＦＡＰ水平相关，相关系数为０．６７。表明在诊断

中的某些特异性标记物不能大量进入血液及脑脊液

高级别的神经胶质瘤时，与Ｓ１００Ｂ相比，ＧＦＡＰ为相

中，而是存在于肿瘤细胞中，组织中癌细胞形态检测

对更可靠的生物标记。

依然是诊断恶性肿瘤的金标准，而细胞化学染色是鉴
别恶性肿瘤类型的主要依据。临床上常用细胞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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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化学染色的方法来定位这些特异性标记物的存在。

达水平并不高，ＶＥＧＦ的高水平表达可能是由于ＥＧＦ

目前用于神经胶质瘤组织诊断的生物标记有：ＰＴＥＮ、

基因的过表达而刺激ＶＥＧＦ过度表达。另外，由于瘤

存活素、ＶＥＧＦ、ＧＧｓ、ＨＰＳＥ、端粒酶等。

体内缺氧，反向激活增强因子刺激ＶＥＧＦ的ｍＲＮＡ

２．１

所致¨９【。研究进一步发现㈣】，胶质瘤中的坏死区有

ＰＴＥＮ

ＰＴＥＮ（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ａｓｅ

ａｎｄ

ｔｅｎｓｉｏｎ ｈｏｍｏｌｏｇｙ ｄｅｌｅｔｅｄ

大量ＶＥＧＦ表达，ＶＥＧＦ的酪氨酸激酶受体（ＶＥＧＦＲ）

ｔｅｎ）是一个与很多癌症相关的肿瘤抑

则出现在肿瘤内皮细胞中，在正常的成人脑内皮细胞

制基因，位于１０ｑ２３．３染色体，全长２００ ｋｂ，其蛋白的

中则不表达。可见人类神经胶质瘤的肿瘤血管生成

分子量为４７．１ ｋＤ，是编码４０３个氨基酸的多肽链，

是由ＶＥＧＦ及其受体ＶＥＧＦＲ共同参与调节的，由于

具有双特异性磷酸酶活性和脂质磷酸酶活性，有促进

ＶＥＦＧ在恶性胶质瘤内的高表达，因此可用做恶性胶

细胞凋亡、参与细胞周期的调控以及抑制细胞的粘附

质瘤的辅助诊断、监狈４肿瘤复发等常用的生物标记

ｅｈｒｏｍ０８０ｍｅ

Ｏｎ

及肿瘤转移的作用。ＰＴＥＮ标记至少由９个基因组

物。

成，一些与肿瘤形成相关。Ｓｔｅｃｋ等’１３１通过等位基因

２．４神经节苷脂

缺失分析发现ＰＴＥＮ的突变主要发生于ＧＢＭ，而很

神经节苷脂（Ｇａｎｇｌｉｏｓｉｄｅｓ，ＧＧｓ）是一种小分子量

少发生于低恶性度胶质瘤中。Ｚｈｏｕ等¨４１对４６例胶

的糖脂类复合物质，能穿过血脑屏障进入大脑，镶嵌

质瘤标本进行ＤＮＡ测序，发现ＰＴＥＮ突变在间变性

在受损的神经细胞膜上，修复受损的神经。ＧＧｓ有害

星形细胞瘤中发生率为２３％，在ＧＢＭ中发生率为

的变异与肿瘤的进展及侵袭有关，被认为是肿瘤的生

３６％，而在１９例低度恶性胶质瘤中，没有发现ＰＴＥＮ

物标记和治疗的靶标。Ｖｕｋｅｌｉｅ等拉¨使用蛋白组学

基因的改变。这种只发生在高侵袭胶质瘤中的

分析技术，用薄层分析系统分析ＧＧｓ在神经胶质肉

ＰＴＥＮ突变，提示ＰＴＥＮ可能与胶质瘤的恶性进展过

瘤与正常脑组织中的组成特性。结合质谱分析能够

程有关，可以作为判断胶质瘤预后的重要指标。

同时对７３个不同ＧＧｓ种类的结构进行分析。根据

２．２存活素

质谱分析的方法对神经胶质瘤的几乎全部的ＧＧｓ组

存活素（ｓｕｒｖｉｖｉｎ）是一种凋亡抑制基因，在人胚

成杼陛检测，能够提供一个与鞘糖脂相关的在脑肿瘤

胎组织和多种肿瘤组织中高表达，而在分化成熟的正

生物学、特定诊断、预测和新的治疗理念的基本结构

常组织中则不表达或低表达。目前已发现存活素在

信息。这是一个高灵敏度和高精确度的检测手段，需

人类很多恶性肿瘤中表达，并与肿瘤的增殖、凋亡、血

要更多的研究来验证。

管生成、预后和耐药性的产生密切相关¨引。Ｕｅｍａｔｓｕ

２．５类肝素酶

等［１酬发现有存活素表达的胶质瘤患者总生存期明显

类肝素酶（Ｈｅｐａｒａｎａｓｅ，ＨＰＳＥ）是近年来发现的

缩短，提示存活素表达在脑胶质瘤中有明确的预后价
值。Ｊｉａｏ等¨刊的实验发现存活素表达的强度和程度

体内唯一能够降解主动脉内膜的重要组成成分（硫

与肿瘤的分级有相关性，在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中表

膜和细胞外基质的稳定结构，促进肿瘤的浸润和转

达最强，而在纤维状星形胶质细胞瘤和多形性黄色星

移，除此以外，ＨＰＳＥ还参与肿瘤血管的生成。Ｕｅｎｏ

形细胞瘤中的阳性表达较弱。Ｐａｎ等ｕ引采用免疫组

等口２１通过检测发现类肝素酶ｍＲＮＡ在ＧＢＭ病人体

织化学方法证明ｓｕｒｖｉｖｉｎ在胶质瘤细胞浆中有表达，

内不能检测到，而在转移性脑肿瘤患者的组织中却有

但其表达与胶质瘤的预后无关，而Ｓｕｒｖｉｖｉｎ细胞核表

表达，尤其是侵入到血管的肿瘤细胞表现为强的类肝

达与胶质瘤的病理学分级呈正相关，是胶质瘤预后的

素酶免疫活性；体外类肝素酶表达在两种高侵袭性的

不利因素，可以作为胶质瘤预后评估的生物标记。

胶质瘤细胞株（Ｕ８７ＭＧ和Ｕ２５１ＭＧ）中，而在皮下或

２．３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

大脑内的实验性胶质瘤中检测不到。这些结果提示

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酸乙酰肝素蛋白多糖）的一种内切糖苷酶，破坏基底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ｃｅｌｌ

类肝素酶在ＧＢＭ体内表达下调，是ＧＢＭ很少转移到

ｆａｃｔｏｒ，ＶＥＧＦ）是主要促进血管再生的生长因

中枢神经系统外的远隔器官的原因。Ｓｉｎｎａｐｐａｈ—Ｋａｎｇ

子，可促进内皮细胞增殖、迁移，增加局部毛细血管通

等旧１通过对成神经管细胞瘤（ＭＢ）样本中ＨＰＳＥ一１

透陛，支持并诱导毛细血管长入，在正常及良性增生

基因与蛋白表达情况检测，发现７６％的３岁以上儿

的组织中不表达。目前多数文献认为ＶＥＧＦ的表达

童的ＭＢ组织中有显著的ＨＰＳＥ一１表达。由此可见，

主要与Ｒａｓ癌基因突变有关，但在胶质瘤中Ｒａｓ的表

类肝素酶对ＧＢＭ与脑内转移陛肿瘤的鉴别可起到一

ｇｒｏｗｔｈ

万方数据

第６期

郭素红，等．生物标记检测在神经胶质瘤诊断中的研究进展

定的辅助作用，同时对ＭＢ的诊断有帮助。

还出现了一些跨学科的诊断神经胶质瘤的生物标记，

２．６端粒酶

比如磁共振成像（ＭＲＩ）术结合生物标记在小儿科脑

端粒酶（Ｔｅｌｏｍｅｒａｓｅ）是一种特殊的逆转录合成

瘤诊断中的联合运用’２８ｌ，提供了一个非侵袭性的预

酶，广泛存在于多种生物细胞内，能以自身为模板逆

测小儿脑瘤临床等级的体内生物学标记，提高了４，ＪＬ

转录来补充染色体端粒末端，它使细胞在增殖过程中

脑瘤临床等级诊断的准确性，为寻找预测４，ＪＬ脑瘤等

保持端粒长度不变而具有无限分裂潜力，维护细胞

级的生物标记提供了又一思路。

“永生化”。Ｖｉｅｔｏｒ等口。通过实验发现１２种恶性胶
质瘤细胞株中均有端粒酶的阳性表达。端粒酶的活性

４结语与展望

在细胞分裂周期中不受ｂｃｌ－２或ｐ５３调节，与ｂｃ．．２和
ｐ５３家族蛋白表达不相关。Ｓｈｅｒｖｉｎｇｔｏｎ等旧副研究端

通过以上对神经胶质瘤患者的血液、脑脊液及组

粒酶及其亚单位（ＴＥＰｌ、Ｔａｎｋｙｒａｓｅ、Ｄｙｓｋｅｒｉｎ、ｈＴＥＲＴ）

织等标本中特征性生物标记物的检测，可以看出依靠

表达情况发现除对照组的脑组织外，ＴＥＰＩ在所有的

免疫组化或原位杂交等方法从组织中检测的生物标

胶质瘤细胞株中及７０％的恶性胶质瘤组织中均有表

记相对比较成熟，数量也多，但检测所用的组织标本

达；除在对照组织中表达外，Ｔａｎｋｙｒａｓｅ在８５％的恶性

需要通过有损伤的手术获取。虽然从血液或脑脊液

胶质瘤中表达，但在复发性室管膜瘤组织和对照细胞

中检测的生物标记数量还少，相对不太成熟，而且其

株中表达下调；除Ｕ８７一ＭＧ和ＮＨＡ以及复发的室管

检测的灵敏度取决于胶质瘤细胞分泌或坏死释放的

膜瘤组织外，Ｉ）ｙｓｋｅｒｉｎ在所有的细胞株中均有表达；

生物标记量的多少。但相对于组织取材，血液和脑脊

ｈＴＥＲＴ在所有胶质瘤细胞株和组织中均有表达，但

液标本的获取更方便、损伤更小、更容易被患者接受，

在对照细胞和组织中不表达；ＩＰＤＤＣ．Ａ２细胞以及

同时也就更便于对胶质瘤的早期诊断、疗效的跟踪观

５７％的恶性胶质瘤组织中缺乏端粒酶活性。这些结

察及预后的判断，这也是未来临床检验发展的方向。

果提示，ｈＴＥＲＴ表达但没有端粒酶活性可能作为一
种简单和可靠的生物学诊断工具。

然而，目前对神经胶质瘤这些生物标记的研究还
存在特异性不强、灵敏度不高、研究不系统等不足。
况且以上所列举的血液、脑脊液以及组织中所出现的

３蛋白质组分析图谱

生物标记也不是绝对的，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检
测方法灵敏度的提高，以前曾只能在组织中检测到的

蛋白质组是指某一个细胞或者某一个组织当中

生物标记也可能在血液或脑脊液中被检测到。目前

所有表达出来的蛋白质的一个集合，虽然同一个个体

的研究证实，癌症是多基因、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不同的细胞它的基因组是一样的，但不同的细胞它的

一种生物标记可存在于不同类型的癌症中，同时一种

蛋白质组是不一样的。通常临床对神经胶质瘤的诊

癌症可表达多种不同的生物标记。因此，筛选胶质瘤

断主观的归于肿瘤的异质性、浸润性并依赖于神经病

相对特异的生物标记，特别是筛选对神经胶质瘤进行

理学家。目前研究人员采用蛋白质组分析来更精确

风险预测、早期诊断、疗效观察和预后判断方面特异

预测脑肿瘤病人的预后，而避免了这种主观的方法。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等瞄１将辅助基质激光解吸电离质谱分
析法应用到各种等级的神经胶质瘤组织，来检测神经

生物标记，同时采用多种生物标记联合检测神经胶质
瘤患者的血液、脑脊液中的特异性生物标记是未来医
学研究者的方向。

胶质瘤特异性蛋白，即直接分析组织样品中的蛋白

谱。通过应用统计学结合肿瘤组织切片鉴定的蛋白

参考文献：

质图谱，发现这种新的监测神经胶质瘤的分子学方法

能提供给临床关于恶性肿瘤的相关信息，适合大批量
的对胶质瘤预后的临床筛查。另有研究表明疾病时
蛋白标记的出现，将直接影响相关疾病的细胞蛋白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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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血脂中药有效成分及提取方法研究进展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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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曼曼，崔芬芳，雷钧涛，徐明＋
摘

（吉林医药学院，吉林吉林１３２０１３）

要：本文综述了几种常见具有降血脂功效的中药有效成分及其提取工艺，为中药在降血脂方面的应用及

处方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降血脂；中药；有效成分；提取工艺
中图分类号：ＴＱ４６０．７＋２

文献标识码：Ａ

高脂血症（Ｈｙｐｅｒｌｉｐａｅｍｉａ，ｎＬＰ）是中老年人的常

１荷叶

见病、多发病，易导致冠心病、动脉硬化、心脑血管等
疾病…。随着近年来人们饮食中脂肪摄人的增多及

荷叶为睡莲科植物莲（Ｎｅｌｕｍｂｏｎｕｃｉｆｅｒａ Ｇａｅｒｔｎ）

运动量的减少，高脂血症的发病率在不断增加。调查

的叶，又名莲叶、藕叶，在我国南北方均有种植，民间

显示，我国每年有２５０万一３００万人死于心血管病，

广泛用于食物及药物中。其应用价值较大且来源广

这类疾病已成为危害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原因。而

泛，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近年来人们加大对其活

血脂异常则是冠心病、心梗和缺血性脑卒中等心脑血

性化学成分的研究，进一步明确荷叶具有良好的调血

管病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据统计，我国血脂异常患

脂功效，一般认为其有效成分为黄酮、生物碱呤剖。黄

者已高达１．６亿，３５岁以上的人群中有２ ５００万人同

阿根∞１等人的实验研究显示荷叶生物碱对调节血脂

时患有高血压和高脂血症。虽然血脂异常无明显症

中甘油三酯（ＴＧ）的指标有显著作用，而对应于相同

状，一旦诱发其他疾病却可能造成伤残或死亡。因

剂量的荷叶黄酮不如生物碱作用显著。

此，进行中医药防治高脂血症的实验性研究，开发安
全高效降脂药物成为当前的迫切需要。
近年来，中医药的临床及实验性研究为治疗高脂
血症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已经发现

中药材中降脂有效成分主要有皂苷、黄酮、生物碱、蒽
醌、多糖类及脂肪油类等…。以下具体介绍５种降血
脂中药的有效成分及其提取工艺。
基金项目：吉林市科技局农业发展项目（ＮＯ：吉市科农２００７１７－２）．

荷叶生物碱类化合物的提取，因荷叶生物碱碱性
较弱，不能直接溶解于水，但能与酸作用生成盐溶于

水，故荷叶碱可用偏酸性的水溶液提取。陈海光［７１
等正交试验显示荷叶生物碱水提的最佳工艺条件为：
加水量为药材的３０倍，９０℃提取１．５ ｈ，提取液ｐＨ
值为２—３。
２问荆

通讯作者：徐明（１９７２一），男（汉族），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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