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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棘茶水溶性多糖对衰老模型小鼠抗氧化

能力的影响

李芳亮，王  锐，杜秋野，孙  伟，韩宝亮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理学院，辽宁 阜新      123000)

摘   要：为了研究沙棘茶水溶性多糖(WPHT)对衰老模型小鼠体内抗氧化能力的影响。本实验通过连续颈部皮下注

射D- 半乳糖(0.5g/(kg·d))建立小鼠亚急性衰老模型，第11天开始同时灌胃给予沙棘茶水溶性多糖10、50、100mg/(kg·d)，
40d 后检测各实验组血浆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丙二醛(MDA)的含量和肝脏匀浆液中 SOD 活性、过氧化氢酶

(CAT)活性和 MDA 的含量。结果表明，50mg/(kg·d)和 100mg/(kg·d)的 WPHT 可以提高血浆中 SOD 活性和肝脏

匀浆液中的 SOD 和 CAT 活性，降低血浆和肝脏匀浆液中的 MDA 含量，与衰老模型组相比差异显著(P ＜ 0.05)。
说明 WPHT 可以提高 D- 半乳糖致亚急性衰老小鼠的抗氧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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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oxidant Effect of Water Soluble Polysaccharides from Commercially Available Hippophae rhamnoides
Leaf Tea in Aging Model M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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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work was to study the antioxidant effect of water soluble polysaccharides from Hippophae
rhamnoides leaf tea (WPHT), a commercially available product processed from the leaves of the plant, in subacute aging model
mice induced by subcutaneous injection of D-galactose. Fifty mice were divided into 5 groups of 10 ones each: blank control group,
aging model group, low-dose 10 mg/(kg·d) WPHT group, middle-dose 50 mg/(kg·d) WPHT group and high-dose 100 mg/(kg·d)
WPHT group. The aging model group and the low-, middle- and high-dose WPHT groups were all injected with D-galactose
(0.5 g/(kg·d)) subcutaneously for 40 consecutive days, and normal saline instead of D-galactose was given to the blank control
group. Intragastric administration of WPHT began after 10 days of subcutaneous injection of D-galactose, was carried out once
a day and lasted 30 days. All the mice were fasted for 12 hours after the last intragastric administration of WPHT, and were then
scarified to determine the activities of plasma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the content of malondialdehyde (MDA) in plasma,
and the activities of SOD, catalase (CAT) and MDA content in liver homogenate.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WPHT administra-
tion at 50 mg/(kg·d) and 100 mg/(kg·d) could elevate the activities of plasma SOD and liver homogenate SOD and CAT and
decrease the contents of plasma MDA and liver homogenate MDA, with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rom the model group (P ＜ 0.05).
Therefore, WPHT has antioxidant potential in vi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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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棘( H i p p o p h a e  r h a m n o i d e s  L . )胡颓子科

(Elaeagnaceae)沙棘属的灌木或小乔木。沙棘的地理分布

很广，在东经 2°～123°北纬 27°～69°之间，跨欧亚两

洲温带地区，分为 6 个种和 12 个亚种，我国主产于西

南、西北等地，是沙棘资源 丰富的国家[ 1 -2 ]。沙棘是

我国古代的常用药物，具有利肺、养胃、健脾和活血

等功效，在唐代的《四部医典》和清代的《晶珠本

草》中有记载。1 9 7 7 年被收入《中国药典》[ 3 ]。衰老

的自由基学说认为，自由基和脂质过氧化物引起的细胞

衰老是导致衰老的重要原因[ 4 ]。提高抗氧化酶的活性，

降低自由基代谢产物的生成，是延缓衰老的重要途径[4]。

目前对沙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沙棘油和沙棘黄酮方面[5-8]，

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www.sc
ien

ce
-tr

uth
.co

m

lenovo
高亮

lenovo
高亮



285※营养卫生 食品科学 2011, Vol. 32, No. 05

而对沙棘水溶性多糖的研究鲜见报道。本研究以沙棘叶经

茶工艺炮制成的沙棘茶作为原料提取其水溶性多糖(water
soluble polysaccharides from Hippophae rhamnoides tea，
WPHT)。以D- 半乳糖诱导建立衰老小鼠模型，并用WPHT
进行干预，以观察 WPHT 对衰老小鼠抗氧化能力的影响，

以期为开发新的功能性食品和合理利用沙棘资源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试剂与仪器

沙棘茶    市售。

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过氧化氢酶(CAT)、谷胱

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和丙二醛(MDA)试剂盒    南京建

成生物工程研究所。

UV23150型紫外 -可见近红外分光光度计    日本岛津公

司；KDC-160HR高速冷冻离心机    科大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1.2 实验动物

昆明种小鼠，雄性，体质量为(25 ± 2)g，辽宁医

学院实验动物中心。

1.3 方法

1.3.1 沙棘茶水溶性多糖(WPHT)的制备

取 100g 沙棘茶，粉碎，加入 2000mL 蒸馏水，于

80℃水浴中浸提 2h，提取 3 次，过滤后合并滤液，用

旋转蒸发仪浓缩至 200mL，采用木瓜蛋白酶 -Sevag 法联

合除蛋白 [ 9 ]，透析后，浓缩至 1 0 0 m L，加入无水乙醇

使其体积分数为 8 0 %，离心，所得沉淀依次用无水乙

醇、丙酮、无水乙醚分别离心洗涤 3 次，沉淀真空干

燥后得 WPHT。取 1g WPHT 重新溶解于 100mL 蒸馏水

中，稀释 10 倍后备用，采用硫酸 - 蒽酮法[10]进行测定，

以葡萄糖为标准品测得 WPHT 糖含量为 80%。

1.3.2 实验动物分组及处理[11]

饲养温度 18～22℃，自然光照，动物自由采食和

饮水。实验前将 50 只小鼠在实验环境下饲养 4 周。按

性别随机分成 5 组，每组 10 只，雌雄各半，分为 WPHT
低剂量组(10mg/kg)、WPHT 中剂量组(50mg/kg)、WPHT
高剂量组( 1 0 0 m g / k g ) 、空白对照组、衰老模型组。

W P H T 低、中、高剂量组和衰老模型组分别皮下注射

D- 半乳糖(0.5g/kg)，连续注射 40d，诱导衰老[3]。空白

对照组以生理盐水代替 D - 半乳糖。第 1 1 天开始，给

W P H T 低、中、高剂量组灌胃，空白对照组和衰老模

型组以生理盐水代替 W P H T ，每天给药一次，持续

3 0 d。每隔 3 d 称体质量一次，调整给药量。

1.3.3 测试样品的制备

小鼠在末次给药禁食 1 2 h 后，断头取血，制备血

浆，待测。迅速取出小鼠肝脏组织，以冰浴冷却生理

盐水漂洗，除去血液，用滤纸擦干，取组织块 0 . 4 g，
置于组织匀浆器中，加入冰浴冷却的生理盐水 3.6mL 研磨

成 10% 的组织匀浆液，迅速放入冷冻离心机，3000r/min
离心 1 5 m i n ，取上清液，待测。

1.3.4 测试样品中 SOD 活性、CAT 活性、MDA 及肝

脏匀浆液中蛋白质含量

SOD 测定采用黄嘌呤氧化酶法，CAT 活性测定采

用钼酸铵法，MDA 含量测定采用硫代巴比妥酸(TBA)反
应比色法。操作均按试剂盒所附方法、步骤进行。肝

脏匀浆液中蛋白质含量的测定以小牛血清白蛋白为标准

品，采用考马斯亮蓝法测定。

1.3.5 数据处理

实验数据用 S P S S 软件处理，结果以 x ± s 表示，

数据进行方差分析，P ＜ 0.05 表示差异显著，P ＜ 0.01
表示差异极显著。

2 结果与分析

2.1 WPHT 对小鼠体质量的影响

注：*.与空白对照组相比有显著性差异(P ＜ 0.05)；△.与衰老模型组相比

有显著性差异(P ＜ 0.05)。

组别 实验前体质量 /g 实验后体质量 /g
衰老模型组 24.05 ± 1.26 28.88 ± 3.95*
空白对照组 23.35 ± 1.72 33.13 ± 1.85

WPHT 低剂量组 25.85 ± 2.05 30.79 ± 3.04 △

WPHT 中剂量组 24.52 ± 1.44 32.86 ± 2.34 △

WPHT 高剂量组 24.75 ± 1.65 32.71 ± 2.74 △

表 1  WPHT 对小鼠体质量的影响(x ± s，n=10)
Table 1   Effect of WPHT on body weight of mice (x ± s, n = 10)

组别 剂量 /(mg/kg) SOD 活力 /(U/mL) MDA 浓度 /(nmol/mL)
衰老模型组 — 265.44 ± 30.27 1.99 ± 0.33
空白对照组 — 288.23 ± 27.31** 1.52 ± 0.24**

WPHT 低剂量组 10 273.97 ± 47.84 1.84 ± 0.49
WPHT 中剂量组 50 291.36 ± 39.13* 1.65 ± 0.13*
WPHT 高剂量组 100 311.37 ± 36.53** 1.48 ± 0.26**

表 2  WPHT 对小鼠血浆中 SOD 活力和 MDA 浓度的影响(x ± s，
n=10)

Table 2   Effect of WPHT on plasms SOD activity and MDA content in
mice (x ± s，n=10)

注：*.与衰老模型组相比有显著性差异，P ＜ 0.05，**.与衰老模型组

相比有极显著性差异，P ＜ 0 . 0 1。下同。

实验期间各组小鼠未发生意外损伤和死亡。实验

开始和结束时，各组小鼠体质量见表 1，方差分析表明

实验前小鼠体质量各组间无显著性差异(P ＞ 0.05)。衰

老模型组的体质量显著小于空白对照组( P ＜ 0 . 0 5 )；
W P H T 低、中、高剂量组与衰老模型组小鼠体质量差

别显著(P ＜ 0.05)，说明 WPHT 可以使衰老小鼠体质量

明显增加。

2.2 WPHT 对小鼠血浆中 SOD 活力和 MDA 浓度的影响

由表 2 可知，连续给予 D - 半乳糖 40d 后衰老模型

组与空白对照组相比，血浆中的 SOD 活性和 MDA 浓度

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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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极显著(P ＜ 0.01)，表明 D- 半乳糖体内的积累能够

造成 MDA 浓度的增大和 SOD 活性的下降，显示衰老小

鼠特征。WPHT 中、高剂量组血浆中 SOD 活性明显高

于衰老模型组，而 M D A 的浓度却显著低于衰老模型

组。中剂量组血浆中 SOD 活性和 MDA 浓度与衰老模型

组相比差异显著(P ＜ 0.05)；高剂量组血浆中的 SOD 活

性和 MDA 浓度与衰老模型组相比差异极显著(P ＜ 0.01)。
这一结果好于红枣多糖和枸杞多糖[12-13]。说明 WPHT 可

以提高衰老小鼠血浆 SOD 活性和降低 MDA 浓度。

2.3 WPHT 对小鼠肝脏匀浆液中 SOD 活性、CAT 活性

和 MDA 浓度的影响

组别 剂量/(mg/kg) SOD 活力/(U/mL) CAT活力 /(U/mL) MDA浓度/(nmol/mL)
衰老模型组 — 244.44 ± 28.25 17.77 ± 5.95 1.00 ± 0.23
空白对照组 — 280.23 ± 29.26** 25.15 ± 6.85** 0.63 ± 0.14**

WPHT低剂量组 10 250.97 ± 48.57 20.40 ± 3.04* 0.75 ± 0.39*
WPHT中剂量组 50 295.88 ± 35.45* 23.05 ± 2.34* 0.69 ± 0.23*
WPHT高剂量组 100 320.45 ± 38.66** 26.85 ± 5.74** 0.64 ± 0.16**

表 3  WPHT 对小鼠肝脏匀浆中 SOD 活力、CAT 活力和 MDA 浓度

的影响(x ± s，n=10)
Table 3   Effects of WPHT on SOD and CAT activity, and MDA

content in liver of mice(x ± s，n=10)

由表 3 可知，连续给予 D - 半乳糖 40d 后衰老模型

组与空白对照组相比肝脏匀浆液中 SOD 活力、CAT 活

力和 MDA 浓度差异极显著(P ＜ 0.01)，可见衰老小鼠肝

脏匀浆液中的 SOD 和 CAT 活性下降，MDA 的浓度升

高，符合衰老小鼠特征。中、高剂量组肝脏匀浆液中

的 SOD 和 CAT 活性显著高于衰老模型组，而 MDA 的

浓度却显著低于衰老模型组。中剂量组肝脏匀浆液中

SOD 和 CAT 活性和 MDA 浓度与衰老模型组相比差异显

著(P ＜ 0.05)；高剂量组肝脏匀浆液中的 SOD 和 CAT
活性和 MDA 浓度与衰老模型组相比差异极显著(P ＜

0.01)。这一结果好于红枣多糖和枸杞多糖 [12 -13]。说明

WPHT 可以提高衰老小鼠血浆 SOD 活性和降低 MDA
浓 度 。

3 讨  论

D - 半乳糖受半乳糖合成酶的作用，代谢过程中产

生自由基可导致机体衰老[14]。多糖对自由基的产生有抑

制作用，说明多糖具有抗氧化和防衰老作用[15]。本实验

表明，WPHT 可以显著提高血浆中 SOD 活性和肝脏匀

浆液中的 CAT、SOD 活性，明显降低血浆和肝脏匀浆

液中 MDA 的浓度。说明 WPHT 能够提高 D- 半乳糖致

衰老小鼠的抗氧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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