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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coholic liver disease (ALD) is a kind of liver lesions caused by a long-term, a large number of
drinking Alcoholic beverages, active oxygen and free radical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Alcoholic liver injury. Polysaccharides widely exist in animals, plants and microorganisms, some
polysaccharide of natural products provide with antoxidation markedly, antioxidants are able to
reduce the formation of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through a series of chemical reactions or enhance
the levels of body’s antioxidant, protecting the body from oxidative stress and scavenging the free
oxygen radicals effectively. This review will make a brief introduction on protective effects of polysaccharide on alcoholic liver injury in m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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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酒精性肝病(Alcoholic liver disease, ALD)是因长期、大量饮用各种含酒精的饮料所致的肝脏损害性病变，
活性氧和自由基在酒精性肝损伤的发病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多糖广泛存在于动物、植物和微生物
体内，某些天然产物中的多糖具有显著的抗氧化性，抗氧化剂能通过一系列化学反应减少活性氧的形成
或者增强机体的抗氧化防御水平，从而保护机体免受氧化应激损伤，对活性氧自由基具有较好的清除作
用。本文就有关多糖对小鼠酒精性肝损伤保护作用研究进展进行简要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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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酒精性肝病是指由于酒精摄入过多而导致肝细胞内异常物质产生或正常物质异常增多而引起的一系
列损害性病变，按疾病发展程度可分为酒精性脂肪肝、酒精性肝炎、酒精性肝硬化，其最终可发展为酒
精性肝癌导致患者死亡[1]。在西方国家，酒精性肝病是导致肝硬化的最主要原因，也是常见的十大死因
之一[2]。近年来，我国因酒精所引起的肝损伤发病率亦逐渐上升，酒精性肝病已成为继病毒性肝炎之后
的主要肝脏疾病，因此对酒精性肝病的研究日益引起广泛关注。
酒精性肝病致病因素单一，但发病机制较为复杂，研究认为酒精及其代谢产物通过氧化应激、免疫
介导及促进细胞凋亡等途径，抑制肝脏蛋白合成，促使氧自由基生成增多，引起肝细胞变性、坏死，从
而导致肝损伤发生[3]。其中，酒精介导的氧化应激和氧自由基增多是导致肝脏损害的主要原因[4]。因此，
通过抗氧化途径减轻酒精引起的氧化应激性损伤是治疗酒精性肝病的关键[5] [6]。
多糖广泛存在于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体内，是生命的物质基础，具有可与核酸或蛋白质相比拟的信
息功能，参与细胞间的识别、机体免疫功能的调节、细胞间物质的运输及细胞的转化、凋亡等过程，且
大多数无毒[7]。20 世纪 40 年代人类发现真菌多糖具有抗癌作用，大量的药理和临床研究表明，多糖可
以调节免疫，促进细胞因子生成[8]，同时还具有抗肿瘤、抗氧化及抗疲劳等功能[9]-[11]。对多糖活性及
其作用机理的研究已从一般药理研究发展到细胞、分子水平，并逐步向保健和治疗方向转化，其保护酒
精性肝损伤的作用也逐渐引起人们关注。

2. 玉郎伞多糖
玉郎伞(又名龙眼参)是广西壮族习用药材，民间常用于治疗营养不良、产后虚弱等。玉郎伞多糖具有
较强的抗羟自由基和氧自由基、抗肿瘤与抗肝纤维化的作用[12]-[14]。付书婕[15]等在研究玉郎伞多糖对
小鼠急性酒精性肝损伤保护作用时，以 10 ml/kg 50%酒精建立急性酒精性肝损伤模型，测定血清转氨酶、
肝组织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及甘油三酯含量，并进行病理组织学观察。结果显示，玉郎伞多糖组小鼠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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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谷草转氨酶(AST)、谷丙转氨酶(ALT)及三酰甘油(TG)水平明显低于急性酒精性肝损伤模型组，表明玉
郎伞多糖对急性酒精性肝损伤具有明显保护作用，其机制可能是通过不同程度升高肝脏内超氧化物歧化
酶(SOD)活性水平，提高抗氧化物酶活性，清除自由基，防止脂质过氧化，从而保护肝脏。

3. 大蒜多糖
大蒜为百合科葱属植物，富含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及微量元素，其有效成分之一大蒜素制剂在临床
上作为抗菌抗炎药广为应用，此外，相关研究结果表明，多糖作为另一主要活性成分具有抗衰老、抗肿
瘤、抗凝血、抗氧化及护肝作用[16]-[19]。
刘魁[20]等采用酶法提取大蒜多糖，通过体外抗氧化能力的研究认为大蒜多糖具有较强的抗氧化特性。
刘超群等[21]用 70 只昆明小鼠随机分为对照组、模型组以及实验组，实验组按照低剂量组(100 mg∙kg−1∙d−1)、
中剂量组(150 mg∙kg−1∙d−1)、高剂量组(200 mg∙kg−1∙d−1)给予大蒜多糖保护，采取剂量递增法，用酒精建立
小鼠慢性酒精中毒模型，同时用大蒜多糖进行干预。实验 8 周后，比较造模组与保护组的各项指数，比
较分析小鼠的体重、肝质量指数、血清 ALT 和 AST 活性、Na+-K+-ATP 酶活性、还原型谷胱甘肽(GSH)
水平、GSH-Px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SOD 活性和肝脏丙二醛(MDA)水平等，结果发现，大蒜多糖对慢
性酒精中毒小鼠肝损伤有保护作用且其机理与提高机体抗氧化能力、降低氧化应激损伤程度有关。肝细
胞形态学检查结果进一步证实大蒜多糖对小鼠酒精性肝损伤早期出现的脂肪变性和炎症病理学改变具有
抑制作用。

4. 香菇多糖
香菇多糖是香菇中的主要活性成分，具有调节免疫、抗肿瘤、抗病毒、抗氧化、抗感染及延缓衰老
作用[22] [23]，是一种兼有抑制肿瘤和提高免疫功能的多糖类生物反应调节剂，临床主要用于治疗胃癌、
肝癌、肺癌及血液系统肿瘤相关性疾病[24]-[26]。
香菇多糖对小鼠酒精性肝损伤预防性保护作用的研究中，通过酒精灌胃，造成急性酒精性肝损伤模
型；实验组分别按低剂量组(50 mg/kg)、中剂量组(100 mg/kg)和高剂量组(200 mg/kg)给予香菇多糖保护，
3 小时后分别给予酒精灌胃。后将各组小鼠血清相关生化指标及肝脏组织切片对比观察，结果提示：多
糖保护组小鼠血清 AST、ALT 及肝细胞损伤程度明显低于模型组。机制研究表明其主要通过提高 SOD
和 GSH 活性，降低 MDA 的含量，增强细胞膜及线粒体膜结构的稳定性和清除自由基，从而达到保护肝
脏的作用[27]。

5. 贻贝多糖
贻贝是海产双壳贝类，俗称青口、海红，其干制品统称淡菜。据《本草纲目》记载，贻贝主治虚劳
伤惫、精血衰少、能补五脏等，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和食疗、药用功效。从贻贝中提取到的多种活性成
分，具有抗菌、抗病毒、抗炎、抗氧化、抗肿瘤等作用[28]，据报道贻贝多糖能有效增强小鼠免疫力，能
够显著增加小鼠的细胞免疫功能、体液免疫功能[29]。对临床肿瘤放、化疗患者及各种原因造成的免疫功
能低下患者可以起到有效的辅助治疗作用,能有效保护细胞免受 H2O2 引起的氧化损伤[30]。
李江滨[31]等进行的贻贝多糖对小鼠酒精性肝损伤的影响研究中，是以酒精灌胃法制作小鼠酒精性肝
损伤模型，观察血清 ALT、AST、TG 和肝匀浆中 GSH、MDA 等指标的变化。每天除正常对照组外其余
各组均给予酒精 15 mL/kg，实验组分别按低剂量组(50 mg/kg)、中剂量组(100 mg/kg)、高剂量组(200 mg/kg)
给予贻贝多糖保护。结果显示贻贝多糖明显降低酒精性肝损伤小鼠血清 AST、ALT、TG、MDA 水平，
还明显升高酒精性肝损伤小鼠血清中 GSH，可进一步减轻脂质过氧化反应，证实贻贝多糖对小鼠酒精性
肝损伤有明显保护作用且贻贝多糖能够增强细胞膜的稳定性、降低血脂及减轻脂质过氧化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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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桦褐孔菌多糖
桦褐孔菌属于真菌门、担子菌亚门、层菌纲、非褐菌目、多孔菌科、褐卧孔菌属[32]。桦褐孔菌具有
抗炎、抗氧化、调血酯、调节免疫等多种药理效应[33]。相关文献报道桦褐孔菌多糖对 CCl4 引起的急性
肝损伤、二乙基亚硝胺引起的亚急性肝损伤及急性酒精性肝损伤均有保护作用[34]。
在桦褐孔菌多糖对急性酒精性肝损伤模型鼠的保护作用实验中，分别建立空白对照组、急性酒精性肝
损伤模型组以及实验组，实验组按低剂量组(200 mg/kg)、中剂量组(400 mg/kg)、高剂量组(600 mg/kg)给予
桦褐孔菌多糖保护。结果显示，从外周血 AST、ALT 检测水平及肝脏组织切片观察相比较，模型组肝功能
下降程度及肝细胞受损程度明显高于空白对照组，而桦褐孔菌多糖保护组相关指标则明显低于模型组，研
究表明桦褐孔菌多糖对酒精性肝损伤具有良好的保护作用，但具体机制不详，可能与其抗氧化作用有关[35]。

7. 白首乌粗多糖
白首乌为我国传统中药,具有养血益肝、固肾益精、乌须黑发和延年益寿的功效。现代研究发现白首
乌中含有多种有效成分, 具有抗肿瘤、抗衰老和保肝等多方面的药理活性[36]-[38]。
白首乌粗多糖对酒精性肝损伤的保护作用研究实验中，将健康小鼠随机分为空白对照组、模型组、
阳性对照组、三种不同剂量多糖实验保护组。模型组给予酒精灌胃形成急性酒精性肝损伤模型，实验组
按低剂量组(100 mg/kg−1)、中剂量组(250 mg/kg−1)、高剂量组(500 mg/kg−1)给予多糖保护，阳性对照组、
空白对照给予相同剂量生理盐水灌胃处理，连续 8 天，每天 1 次。取小鼠外周血，检测转氨酶变化水平
并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多糖保护组血清 AST 及 ALT 明显低于模型组，证实白首乌糖对酒精性肝损伤具
有显著的保护作用[39]。

8. 姬菇多糖
姬菇，又名真姬菇，属侧耳科侧耳属。姬菇提取物具有抑制肿瘤生长、降血糖、抗病毒、调节机体
免疫功能及清除自由基的作用[40]-[43]。
据报道，姬菇多糖能明显改善酒精性肝损伤小鼠肝细胞的病理改变，对其具有较好的保护作用。作用
机制可能是增强机体抗氧化能力和免疫力，拮抗酒精及其代谢产物引起的氧化应激，减少自由基的产生，
抑制自由基介导的脂质过氧化反应，促进肝细胞的修复和再生，从而达到保护肝脏的作用。实验方法是将
小鼠分为空白对照组、模型组、阳性对照组和实验组，实验组按低剂量(100 mg/(kg∙d))、中剂量(200 mg/(kg∙d))、
高剂量(400 mg/(kg∙d))给予多糖保护，连续灌胃 30 d 后，除空白对照组外，给予 50%体积分数的乙醇溶液
建立小鼠急性肝损伤模型。12 h 后，取血液和肝脏测定各项抗氧化指标，并观察肝组织病理学变化。结果
显示，与模型组相比，多糖各剂量组能降低血清 AST、ALT 活性和肝脏 MDA 含量，提高肝脏 SOD、过
氧化氢酶(CAT)活性、GSH 含量，从而表明姬菇多糖对酒精性肝损伤小鼠的肝细胞具有保护作用，并且姬
菇多糖能明显改善肝组织病理损伤程度，对酒精所致小鼠急性肝损伤具有明显保护作用[44]。

9. 花生多糖
花生，又名金果、长寿果、长果、番豆、金果花生，是亚洲、非洲大部分地区的重要作物之一。目
前国内外对花生生物活性成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蛋白质和油脂方面，对其多糖的性质结构尤其是保健功
能的研究鲜有报道[45]。花生中含有较高量的多糖，刘辉[46]等以花生粕为原料，采用酶法提取花生多糖，
并对其氧化活性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花生多糖对∙OH 和∙O2−自由基表现出较强的清除能力。
花生多糖对酒精所致小鼠急性肝损伤有保护作用[45]，其方法是各组小鼠分别采用酒精诱导小鼠急性
肝损伤，取血液测定血清中 ALT、AST 活性，取肝脏计算肝指数并制备肝匀浆测定其中 SOD 活力、M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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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对数据作统计分析，并对小鼠肝脏进行组织切片观察。结果显示 50 mg/kg 的花生多糖能显著降低
酒精性急性肝损伤所引起的 MDA 含量、肝脏指数、ALT 和 AST 活性的升高，拮抗肝脏中 SOD 活性的
降低，明显改善肝组织损伤程度。从而表明花生多糖对酒精诱导的小鼠急性肝损伤有明显的保护作用。

10. 结语
长期大量饮酒会导致酒精及其代谢产物在肝脏内堆积，进而导致肝脏的一系列病变，对人类的健康
有严重危害。多项研究结果表明多糖具有抗氧化作用，能够有效清除酒精代谢产生的自由基，改善酒精
诱导的外周血血清学指标的改变，减轻肝细胞损伤，对酒精性肝损伤有显著的保护作用，其中，香菇多
糖等已经应用于临床。

11. 前景展望
随着酒精性肝病的发病率不断上升，迫切需要更多对酒精性肝病有预防及治疗效果的药物，多糖对
小鼠酒精性肝损伤保护作用正成为研究的热点。我国有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这为多糖的研究提供了物
质保证，我们应该加深对多糖对酒精诱导小鼠肝损伤保护作用研究的水平和层次，为酒精性肝病的治疗
及预防药物来源提供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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