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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酮类化合物生物活性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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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黄酮类化合物是广泛存在于自然界的一类多酚化合物，有许多潜在的药用价值。现就黄酮类化合物抗肿瘤、抗心

血管疾病、抗氧化抗衰老、抗菌抗病毒、免疫调节等作用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以期为开发利用该类药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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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lavonoids are polyphenols widely found in nature and they have many potential medicinal value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progress in anti-tumor, anti-cardiovascular disease, anti-oxidation and anti-aging, antibacterial 
and antivirus, immunological regulation of flavonoids, which can provide the reference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flavono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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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酮类化合物是一类低分子植物成分，具有C6-C3-

C6 基本构型，为植物体多酚类代谢物。主要分为黄酮及黄

酮醇类、二氢黄酮及二氢黄酮醇类、黄烷醇类、异黄酮及

二氢异黄酮类、双黄酮类，以及查尔酮、花色苷等[1]。黄

酮类化合物独特的化学结构使其对哺乳动物和其它类型的

细胞有重要的生物活性。黄酮类化合物有高度的化学反应

性，例如清除生物体内的自由基；又有抑制酶活性、抗肿

瘤、抗菌、抗病毒、抗炎症、抗过敏、抗衰老、抗心血管

疾病糖尿病并发症等药理作用，且无毒无害。黄酮类化合

物还是茶及黄芩、银杏、沙棘等众多中草药的活性成分。

因此受到广泛关注，研究进展很快。

1  黄酮类化合物的理化性质

黄酮类化合物多为晶体且有颜色，少数如黄酮苷类为

无定形粉末，除二氢黄酮、二氢黄酮醇、黄烷及黄烷醇有

旋光性外，余者则无。黄酮类化合物的溶解度因结构及存

在状态（苷或苷元、单糖苷、双糖苷或三糖苷）不同而有

差异，一般游离态苷元难溶于水，易溶于甲醇、乙醇、乙

酸乙酯、乙醚等有机溶剂。其中，黄酮、黄酮醇、查儿酮

等平面型分子因堆砌较紧密，分子间引力较大，故更难溶

于水；而二氢黄酮及二氢黄酮醇等系非平面型分子，排列

不紧密，分子间引力较小，有利于水分子进入，水溶解度

稍大[2]。

2  黄酮类化合物的生物活性

2.1  抗肿瘤活性

黄酮类对多种肿瘤细胞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主要表现

在抑制细胞增殖、诱导细胞凋亡、干预信号转导、影响细胞

[11] Denyer S P, Baird R M. Guide to microbiological control in 

pharmaceuticals and medical devices[M].2nd ed. Boca Raton: CRC 

Press, 2006: 325-326.

[12] Mao k, Masafumi U, Takeshi K, et al Evaluation of acute corneal 

barrier change induced by topically applied preservatives using 

corneal transepithelial electric resistance in vivo [J].Cornea, 2010, 

29(1): 80-85.

[13] Noecker R. Effects of common ophthalmic preservatives on ocular 

health[J]. Adv Ther, 2001, 18: 205-215.

[14] Kostenbauder H B. Physical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activity of 

antimicrobial agents// Block  S S. Disinfection, Steriliz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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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影响血管生成、克服肿瘤细胞多药耐药性等方面。

体内外实验研究表明，黄酮类能抑制前列腺癌细胞、

结肠癌细胞、骨髓样非白血性白血病细胞、胃癌细胞和肝

癌细胞增殖[3]。大豆异黄酮具有抑制乳腺癌、膀胱癌、前

列腺癌、白血病及某些肝癌和胃癌细胞系生长、增殖的作

用[4]。染料木黄酮（genistein）能强烈抑制前列腺癌细胞

PC-3中的Akt活性，也可取消表皮生长因子诱导的NF-κB的

活性，这可能是因它能抑制Akt信号通路所致[3]。

研究发现黄酮类能诱导HCT2116结肠癌细胞凋亡，其

机制包括激活caspase-2，3，8，9，10和减少抗凋亡因子

Bcl-2蛋白的表达。其中caspase-10是通过caspase-1诱导激

活的。黄酮类还能诱导释放线粒体凋亡诱导因子（AIF）

而触发caspase非依赖的细胞凋亡途径，引起细胞凋亡[5]。

研究证实，黄酮类无论在体外或体内都能诱导结肠直肠癌

HT29、COLO205、COLO3202HSR细胞凋亡，其中涉及胞

内ROS（活性氧簇）产生，caspase-3激活及p21蛋白表达增

加，而抗氧化酶CAT（过氧化氢酶）、SOD（超氧化物歧

化酶）能够抑制黄酮诱导肿瘤细胞凋亡的作用[6]。

此外，黄酮类如儿茶素（catechin）、毛地黄黄酮

（luteolin）在细胞内有促氧化作用，造成氧化压力，损伤

生物膜、DNA和其它生物大分子并诱导细胞凋亡。黄芩

苷元 （baicalein） 能强烈抑制3种肝癌细胞株拓扑异构酶

Ⅱ活性，且能抑制肝癌细胞增殖。从银杏叶提取的槲皮酮

（quercetin）、另一种四羟基黄酮（kaempferol）、紫杉双

黄酮（sciadopitysin）、银杏黄素（ginkgetin）、异银杏黄

素（isoginkgetin）除能抑制正常皮肤成纤维细胞生长外，

还能提高胶原和细胞外基质纤连蛋白含量[7]。

2.2  抗心血管疾病

黄酮类有调血脂以及抑制血栓和扩张冠状动脉等作

用，主要是通过抑制凝血酶和血小板活化因子诱导的血小

板聚集，抑制凝血噁烷释放。研究表明，黄酮类化合物能

降低甘油三酯（TG）、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

（LDL）水平，升高高密度脂蛋白（HDL）水平。黄芩茎

叶总黄酮调血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总黄酮组TG、TC、LDL

明显低于对照组，HDL明显高于对照组，呈剂量依赖性，

表明总黄酮对大鼠实验性高脂血症有一定的调脂作用[1]。草

药毛冬青根在临床已广泛应用，黄酮苷类是其有效成分，

能扩张冠状动脉，增加血流量，改善心肌营养，降低心肌

耗氧量，并直接作用于外周血管平滑肌，使血管扩张，血

压下降[4]。

2.3  抗氧化、抗衰老

黄酮类化合物为酚酸类，某些金属离子存在的条件

下其结构易被氧化，所以具有很强的抗氧化活性，能保护

细胞膜上的不饱和脂肪酸（unsaturated fatty acid，UFA）

免于氧化。玉米须总黄酮有较好的清除二苯代苦味酰肼基

（diphenyl picryl hydrazyl，DPPH）自由基的作用。甘草

的乙醇提取物也有清除DPPH·和HO·自由基作用，研究

发现 [8]，甘草的甲醇提取物具有抗氧化能力，能保护正常

细胞免受氧化损害。金银花黄酮类可去除猪油中的过氧化

物，且在一定浓度范围内，用量越大纯度越高，其抗氧化效

果越好[9]。抗氧化是目前研究黄酮类最多的领域，而且许多

黄酮类的抗氧化活性远高于维生素C，且毒性低。

荷叶黄酮通过提高抗氧化酶活性，清除或减少氧自

由基和脂质过氧化物而实现抗衰老作用 [10]。山核桃叶中

总黄酮能使衰老小鼠血清中SOD活性明显升高，丙二醛

（MDA）含量显著降低，脑组织中单胺氧化酶（MAO）活

性降低，表明山核桃叶总黄酮具有延缓D-半乳糖致小鼠衰

老的作用[11]。研究表明，鸡冠花具有拮抗D-半乳糖致小鼠

衰老，全面增强机体抗氧化能力的作用[12]。

2.4  抗菌、抗病毒

木犀草素、黄芩苷、黄芩素等均有一定的抗菌作用，

近来还有报道槲皮素、桑色素、二氢槲皮素及山奈酚等有

抗病毒作用。周锡钦等[13]研究发现，从黄芩提取的黄酮类

化合物显著抑制白色念珠菌。用麻鸭作为疾病动物模型的

实验结果显示，荔枝总黄酮（TFL）有抑制乙肝病毒的作

用，以及明显的抗炎、保肝作用。

黄酮类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埃希杆菌和枯草杆菌

等的抑制作用较明显。其抗菌机制主要有：（1）破坏微生

物细胞壁及细胞膜的完整性，导致胞内成分释放而引起膜

的电子传递、营养吸收、核苷酸合成及ATP活性等功能障

碍，从而微生物抑制生长；（2）黄酮呈弱酸性，能使部分

蛋白质凝固或变性，有杀菌和抑菌作用；（3）使微生物菌

体扭曲变形，进而细胞壁破裂，内容物外漏，直至成为空

壳或分解为颗粒状残渣[14]。

黄酮类有广泛的抗病毒活性，甘草香豆素等多种甘

草黄酮类可抑制人免疫缺陷病毒（HIV）诱导的巨细胞形

成；金莲花醇提取物明显降低流感病毒感染小鼠的死亡

率；从紫草科紫草属植物东方紫珠草中分离所得的3-甲氧

基黄酮类有明显的抗科萨奇病毒B3的能力；阿福豆苷和槲

皮素3-O-α-D-吡喃阿拉伯糖苷有非常强的抑制单纯疱疹病

毒（HSV-1）的活性；金莲花总黄酮对呼吸道合胞体病毒

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槲皮素体外具有很强的抗呼吸道合胞

体病毒（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RSV）活性；穗花杉双

黄酮也有很强的抑制RSV活性；南方贝壳杉双黄酮对肝炎B

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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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病毒有强抑制作用[15]。

2.5  免疫调节

黄酮类能增强机体的非特异性免疫功能和体液免疫功

能。蕨菜黄酮提取物能显著增强小鼠的细胞免疫功能；促

进小鼠血清溶血素形成；增强体液免疫功能；明显增强小

鼠巨噬细胞吞噬功能[16]。

陈浩等[17]研究白花蛇舌草中多糖成分及总黄酮成分对

小鼠机体免疫活性的作用，发现黄酮类成分仅略微增强机体

的免疫功能，而多糖类成分增强机体免疫功能的效果显著。

黄酮类提高免疫功能的机制有：（1）直接作用于免

疫器官（胸腺、脾脏）或细胞（各种免疫细胞）上的雌激

素受体；（2）调节垂体生长激素或催乳素分泌，通过生长

激素和催乳素间接发挥作用；（3）降低体内生长抑素水

平，解除其对免疫系统的抑制作用，促进垂体生长激素分

泌，明显提高免疫机能[18]。

2.6  抗炎镇痛

高良姜总黄酮对大鼠角叉菜胶足趾肿胀、二甲苯所致

小鼠耳廓肿胀以及乙酸所致小鼠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增高

等急性炎症模型有明显抑制作用，对乙酸、热刺激所致小

鼠疼痛有抑制作用，提示高良姜总黄酮有一定的抗炎镇痛

作用[19]。　

芦丁及其衍生物羟乙基芦丁（hydroxyethylrutin）、二

氢槲皮素（taxifolin）以及橙皮苷-甲基查耳酮（HMC）等

对角叉菜胶等诱发的大鼠足水肿、甲醛引起的关节炎及棉

球肉芽肿等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2.7  抗糖尿病

近年分子水平研究胰岛素受体，发现黄酮醇有抗高血

糖和胰岛素抵抗作用，激活胰岛素受体，刺激糖原合成，

发挥拟胰岛素作用[20]。

卫矛的乙酸乙酯提取物（主要成分为黄酮）的降糖机

制可能与刺激胰岛素分泌，改善葡萄糖摄取和氧化应激有

关。韩国民间用杜仲叶来治疗糖尿病，从杜仲叶分离到的

槲皮素-3-O-α-L-吡喃阿拉伯糖基-(1→2)-α-D-吡喃葡糖苷、

黄芪苷、异槲皮苷等3 种黄酮苷均有抑制糖基化的作用。

国内文献报道，葛根素可降低血液黏度，改善微循环，有

改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作用；槲皮素对糖尿病大鼠肾脏

基底膜和基质膜增生有很好的改善作用[21]。

2.8  抗辐射

电辐射作用于生物体产生自由基从而损坏细胞结构和

功能，黄酮类化合物通过抗自由基从而抗辐射。房岩等研

究表明，大豆异黄酮可不同程度地加速小白鼠恢复外周血

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数量，表明具有抗辐射作用。大豆

异黄酮抗辐射损伤的机制有抗氧化，抑制膜的脂质过氧化，

抑制细胞凋亡发生，调节细胞基因表达等几个方面[22]。

2.9  酶抑制剂

黄酮类可以抑制多种酶的活性，如水解酶、氧化还原

酶、DNA合成酶、RNA聚合酶、磷酸酶、蛋白磷酸激酶、

加氧酶以及氨基酸氧化酶等，多数都是变构抑制（变构的分

子不是直接与酶的活性位点结合，而是结合于其他位点并引

起酶结构改变而抑制酶活性），还有一些是竞争抑制。

黄酮类作为α-葡糖苷酶抑制剂用于治疗糖尿病是一种

新的研究思路与手段，在预防和治疗糖尿病的研究领域有

良好的发展前景[23]。金花葵总黄酮对酪氨酸酶活性有一定

的抑制作用，故有美白功效，有潜在的美容价值[24]。

2.10  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黄酮类还能影响中枢神经系统[4]。包丽芹等[25]研究表

明，芹菜黄酮具有良好的中枢神经保护作用，芹菜素的抗

氧化、抗炎、镇静、抗惊厥、抗抑郁、保护神经元及认知的

作用使其有保护神经系统的作用。溴化四唑蓝（MTT）法检

测表明，蒿属植物中的5,4′-二羟基-6,7,3′-三甲氧基黄酮能阻

碍α-淀粉样蛋白（Abeta）诱导的PC12细胞氧化反应，从而

浓度依赖性地抑制PC12细胞的氧化应激损伤[26]。

2.11  激素样作用

染料木素（genistein）、金雀花异素（5,7-二羟基4′-

甲氧基异黄酮）、大豆素（daidzein）等异黄酮类化合物均

有雌激素样作用，可能是因其结构与己烯雌酚相似[4]。用

放免分析等方法研究菟丝子的黄酮类提取物对下丘脑-垂体-

性腺轴的影响，结果表明它具有雌激素样活性；可增加成

年大鼠腺垂体、卵巢、子宫重量；增强卵巢人绒毛促性腺激

素/黄体生成素受体功能及垂体对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的反

应性；促进离体培养的人早孕绒毛组织促性腺激素分泌[27]。

3  结语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长寿有了更新的

需求，特别是由于近年对人工合成化学品安全性的担忧，

天然性、食效性等生理功能物质在世界范围成为研究的目

标。黄酮类化合物对人体有多种生理功能且不良反应少，

有较大的开发和应用前景。随着提取分离技术的发展，发

现了一些新的黄酮类化合物，成为新的研究热点。人体不

能直接合成黄酮类化合物，只能从食品中获得。因此近年

人们积极关注从植物体中提取纯度高、活性强的天然黄酮

成分，并进一步加工成有特异功能的保健食品和药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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