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轭亚油酸的抗癌效果及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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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共轭亚油酸主要是从反刍动物脂肪和牛奶中发现的天然活性物质，是与亚油酸的不饱和

双键位置和空间构型不同的异构体的混合物，文中根据国外的研究资料综述了共轭亚油酸的

抗癌效果及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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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轭亚油酸（0>6G1-5347 2/6>24/0 50/7，=H(）是一组亚油酸的几何异构体和位置异构体共轭二烯酸的

统一体，是食物中的天然成分。K5./F5 等［"］学者 "+!$ 年从研磨的牛肉中发现了 =H(，并对其抗突变作用

进行了研究。,# 世纪 +# 年代以来，国外诸多学者对 =H( 的抗癌作用和机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为

人类对癌症的预防和治疗提供了理论依据，本文对国外的有关研究综述如下。

" =H( 抗癌作用效果

有研究表明［,，$］，增加膳食脂肪摄入量，特别是增加亚油酸摄入量，能促进乳腺癌的发生，而 =H( 却

能抑制肿瘤的发生发展。95 等［’］首先用人工合成的游离 =H( 观察其对由 L，", * 二甲基笨蒽（MNO(）

诱导的小鼠皮肤癌起始阶段的影响，结果发现 ,# 8- =H( 实验组乳头状瘤的数量为对照亚油酸组的一

半。在由 MNO( 激发和促长剂 ", * P * 十四酰佛波醇 * "$ * 乙酸脂（DK(）诱导建立的小鼠皮肤癌模型

研究中发现，含 "Q R "S&Q合成 =H( 的膳食对小鼠皮肤癌的促长阶段也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在由

O（5）K 诱导的小鼠前胃癌动物模型研究中发现［)］，=H( 组动物的肿瘤发生率及肿瘤数与对照组相比明

显减少。在由 , * 氨基 * $ * 甲基咪唑［’，& * ?］喹啉（T%）诱导的 U$’’ 大鼠结肠癌动物模型研究中发

现［L］，=H( 对结肠癌起始阶段也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H( 组动物结肠异常腺体增生（(=U）小体和 T% *
MV( 加合物的形成明显少于对照组。在由 MNO( 诱导的大鼠乳腺癌动物模型研究中发现［!］，=H( 对高、

低剂量 MNO( 诱导的乳腺癌起始阶段都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并且有明显的剂量 * 效应关系，在 "# 8-
MNO( 高剂量组，当膳食 =H( 浓度分别为 #S&Q、"Q、"S&Q时，六个月后发现各组动物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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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数与对照组相比分别减少了 !"#、$%#、%%#；在 $ &’ ()*+ 低剂量组，当膳食 ,-+ 浓度分别为

./.$#、./0#、./"$#、./$#时，1 个月后发现各组动物肿瘤数分别减少了 ""#、!%#、$.#、$2#。为了

进一步探讨短期给予 ,-+ 是否也具有同样明显的抗癌效果，34 等［1］选用两种不同的致癌剂：需要体内

代谢活化的 ()*+（0. & ’）和直接烷化剂 5 6 甲基 6 5 6 亚硝基脲（)57，% &’），观察从断奶到给予致癌

剂一周后（为乳腺发育期，乳腺组织有明显的形态变化）共 $ 周给予 ,-+ 的短期抗癌作用，结果发现，短

期给予 0# ,-+ 也能明显抑制由 ()*+ 和 )57 诱导的肿瘤，与对照组相比肿瘤数分别减少了 !1#和

!8#。后来 34 等［0.］又报道了游离 ,-+ 和 9: 6 ,-+ 对 )57 诱导的乳腺癌起始阶段和促长阶段的影响，

发现酯化 ,-+ 与游离 ,-+ 的抑癌作用相同，并且对乳腺癌的起始阶段和促长阶段都有明显的抑制作

用。-;< 等［00］在诱导小鼠前胃癌模型中，研究了 ,-+ 对肿瘤启动阶段的影响，测定了 9=+ 诱导的鸟氨酸

脱羧酶（>(,）的活性。在给予 9=+ 前 0、" 周或 8 周灌胃给予雌性 3?, 小鼠 0.. &’ ,-+，" 次 @周。结果

显示，在 ,-+ 处理的 8 周以下的 >(, 活性峰值比对照组（仅含 9=+ 无 ,-+）降低 2.#。-;< 等［0"］用08 ,
标记 ,-+、亚油酸和花生四烯酸等脂肪酸与鼠角质细胞一起孵育来研究 ,-+ 抑制 9=+ 诱导的皮肤肿瘤

启动的作用。结果显示 9=+ 诱导的08 , 6 ,-+ 组的放射活性比08 , 6 亚油酸和08 , 6 花生四烯酸均高出

0/$ 倍，也就是说 ,-+ 掺入细胞的浓度大于亚油酸和花生四烯酸；然而细胞培养中08, 前列腺素 A（=:A）

在08, 6 ,-+ 的释放量比用08, 6 亚油酸和08, 6 花生四烯酸低 % 倍和 0! 倍。进而，08, 6 ,-+ 增加 >(, 活性

的能力比用亚油酸或花生四烯酸处理的细胞低。BCD<EFG 等［0!，08］用不同生理浓度的 ,-+（0/2 H 0.6 $&IEJ-
K L/0 H 0.6 $&IEJ-）与 ! 种人体肿瘤细胞：恶性黑色素细胞（)"0 6 M=*）、结肠直肠癌细胞（M9 6 "1）、乳腺

癌细胞（),N 6 L）共同孵育，与对照相比 ,-+ 能显著降低细胞增值率（02# K 0..#），细胞的成活率具有

剂量依赖和时间依赖性。,-+ 在 !/% H 0.6 $&IEJ- 的浓度下能有效地对抗 ),N 6 L 增殖，孵育 0"O 之后，

可产生完全的抑制作用。对 ,-+ 在蛋白质、?5+ 和 (5+ 合成中的作用研究发现，L/0 H 0.6 $ &IEJ- ,-+
剂量组 ),N 6 L 中的［!M］亮氨酸、［!M］尿嘧啶、［!M］胸腺嘧啶比对照组分别少 8$#、%!#和 8%#；)"0 6
)=*、M9 6 "1 中［!M］胸腺嘧啶掺入则增加。P< 等［0$］用灌胃法研究 ,-+ 对 >(N0 小鼠 3Q 6 (5+ 加合物

形成的作用，,-+ 的剂量（以每 82 D 计）为：第 0 K "8 O $.!-，第 "$ K 8$ O 0..!-，总计 8$ O，第 8% O 对所

有动物灌胃给予同一剂量的 3Q（$. &’JR’），"8 D 后收集组织，用!" = 后标记测定组织中的 3Q 6 (5+ 加合

物的形成。结果在两个靶器官（雄鼠肝脏、雌鼠肝和肺）和非靶器官（雌鼠大肠和肾），,-+ 均可抑制 3Q
6 (5+ 加合物形成；特别是在雌鼠肾脏 ,-+ 几乎可以全部抑制（ S 1$#）3Q 6 (5+ 加合物的形成，而对

靶器官胃和非靶器官小肠无抑制作用。因此，,-+ 可以显著地减少小鼠肝、前胃和肺中 3Q 6 (5+ 加合

物的形成，从而达到解毒及抑制肿瘤形成的作用。BCD<F 等［0%］给刚断乳的雌性 N!88 大鼠喂饲 " 6 氨基

6 0 6 甲基 6 % 6 酚咪唑［8，$ T U］吡啶（=V34）（./.0# K ./.8#）0 K 8 周，同时给予含 ,-+（./0# K 0/.#）

的饲料。结果发现，可抑制包括乳腺和结肠在内的器官的 =V34 6 (5+ 加合物的形成（$2# K 11#）。*IW
VIXOIV 等［0L］用生理浓度的 ,-+ 或者亚油酸与 !9! 细胞共同孵育，以研究磷脂酶 , 的活性，结果显示 ,-+
在调节 9=+ 刺激磷酸脂酶 , 活性方面比亚油酸更有效。

" 作用机理

关于 ,-+ 的抑癌机理目前还不明确，由于 ,-+ 对许多器官组织的肿瘤形成在起始阶段都有抑制作

用，因此其抑癌作用机理很可能是多方面的。体内外实验显示［02］，,-+ 在组织内是一个较强的抗氧化

剂。与其它抗氧化剂相比，在抑制硫氰酸铁形成过氧化物反应中，,-+ 是一个与丁基茴香醚（*M9）相当

而强于"6 生育酚的抗氧化剂。另外，在抑制生物体系脂质过氧化的标志物硫代巴比妥酸反应底物

（9*+?B）生成的反应体系，,-+ 的抗氧化性能与维生素 A 和 *M9 的抗氧化性能相当［%］。BFYV’E 研究［01］

发现，用 !#和 $#,-+ 混合能显著增加 B( 大鼠肝脏中过氧化氢酶的（CYFYEYZ[ ,9+）活性。3’YXYZD; 等［".］

用 $ K 8.!&IE ,-+ 混合物培养 M[4:" 细胞发现，在培养 L" D 后，,-+ 培养组细胞磷脂中 M">" 形成抑制

率为 L$#，而亚油酸（-+）和空白对照组相比抑制率只有 $.#。,YVF\[EE 等［"0］用 ,-+ 培养大鼠肝细胞时

发现，,-+ 能显著提高细胞内抗氧化系酶活性。-[<V’ 等［""］在体外实验中发现，F0.，,0" 6 ,-+ 清除氧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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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基的能力比 !"，#$$ % #&’ 更强。()*+, 等［-.］用四氧嘧啶诱导大鼠胰腺细胞自由基增殖，然后给其补

充多不饱和脂肪酸，结果发现，多不饱和脂肪酸能明显地抑制血浆中脂质过氧化，提高血浆中一氧化氮

酶（/01）的活性。同时红细胞中超氧化物歧化酶（102）、过氧化氢酶（#’3）、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415
% 67）、谷光甘肽还原酶和谷光甘肽硫转移酶活性明显增加，总谷光甘肽、维生素 8、血浆铜蓝蛋白和尿

素等抗氧化剂的浓度显著升高。因此消除自由基，维持生物机体氧化系统和抗氧化系统的平衡是 #&’
的抗癌机制之一。相反，也有一些研究［-9］认为，#&’ 的抗癌作用是由于 #&’ 增加了癌细胞脂质过氧化。

:;+<+=*> 等［-?］的近期研究结果认为，#&’ 对 5@A4- 细胞增殖的抑制效应是由于细胞脂肪酸代谢的改变，

而不是脂质过氧化。1!+,;B［$"］用不同浓度的 #&’ 混合物饲喂大鼠 C 周，然后测定动物机体磷脂时发现，

.D和 CD的 #&’ 可引起磷脂亚型分布的明显变化，包括降低溶血性磷脂乙醇胺（&68）和乙醇胺缩醛磷

脂（86&），增加磷脂酰胆碱（6#）；和其它组相比，CD#&’ 可增加肝脏中磷脂酰丝氨酸（61）水平；同时还

发现，#&’ 增加了单个甘油磷脂中!% . 脂肪酸的比例。#))E 等［-C］发现，膳食中添加 #&’ 可以部分地取

代大鼠磷脂中花生四烯酸（’’），花生四烯酸是廿碳烷衍生物前列腺素（64）的重要来源，前列腺素 8-

（648-）与癌症的发生呈正相关，抑制前列腺素 8- 合成能有效地抑制肿瘤的产生。&>F 等［-G］用 $G;H& 浓

度的 #&’ 培养小鼠角化细胞，结果发现，#&’ 与 &’ 相比能显著降低 ’’ 结合到细胞磷脂酰胆碱中的量，

显著降低前列腺素 8- 的合成。因此，#&’ 的抗癌作用机制还有可能是通过与其它的脂肪酸竞争细胞膜

磷脂，调节廿碳烷合成，改变细胞信号传导来实现［-I］。

. 结论

#&’ 是一组存在于动物的乳汁、脂肪及肌肉中的生物活性成分。#&’ 具有提高生物机体抗氧化水

平，降低血液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促进蛋白质合成，增强免疫功能，因而能够预防多种癌症。#&’ 生

理作用的深入研究和富含 #&’ 功能食品的开发，在理论和实践上，为人类很多疾病的防治提供新的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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