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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菠萝提取物降脂减肥作用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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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野菠萝提取物的降脂减肥作用进行药效学评价。方法

7 周龄 SPF 级雄性 C57BL/6

小鼠，高脂高糖饲料喂养诱导肥胖模型，正常饲料喂养正常对照组小鼠。喂养 30 天后，筛选肥胖模型小鼠随
机分为模型组、野菠萝提取物（YBL）高、中、低剂量组，分别给予蒸馏水与 2.4mg/mL、1.2mg/mL、0.6mg/mL 的

YBL 溶液代水饮 54 天（相当于每天给药 YBL 剂量约 400mg/kg、200mg/kg、100mg/kg）。实验期间每周记录动

物体重、摄食量变化。实验结束时处死动物，称重脂肪并计算脂肪/体重比值、体重增重；采血检测动物血清
中总胆固醇（CHO）、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和葡萄糖

（Glu）水平；取肝脏制作苏木精-伊红染色法（hematoxylin-eosin staining，HE）染色病理切片，观察肝组织脂
肪变情况。结果

肥胖模型组动物体重、增重、脂肪/体重比值、血清脂质水平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p<

0.01~0.05）。2.4mg/mL、1.2mg/mL 的 YBL 溶液代水饮干预组可显著降低小鼠体重增加趋势，减少最终的增重

（p<0.01-0.05），降低血清 CHO、LDL、Glu 水平（p<0.01-0.05），减轻肝组织脂肪变程度。结论

野菠萝提取物

可以有效抑制高脂高糖饲料喂养诱导的小鼠肥胖，降低血清 CHO、LDL、Glu 水平，改善肝脏组织病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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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热祛湿、利尿解表、行气平肝等功效[2,3]。现代药

肥胖和超重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

的脂质代谢，减少体内脂肪堆积，改善胰岛素抵抗[4,5]。

lowering, weight loss

家的重要健康问题。世界卫生组织（WHO）报道，2016
年，全球 18 岁及以上的成年人中逾 19 亿人超重，其中

超过 6.5 亿人肥胖，超过 3.4 亿名 5-19 岁儿童和青少年
[1]

超重或肥胖 。与体重正常的人相比，肥胖者更易罹

患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等病症。一方面人们应该
加强运动健康饮食，另一方面具有减肥降脂作用的保
健食品也为市场所需。
野 菠 萝 是 露 兜 树 属 植 物 露 兜 簕（Pandanus

tectorius (L).Parkins）的果实。因形状类似菠萝，岭南民

间习称野菠萝。野菠萝在海南分布广泛，资源丰富，
民间可作为野果食用，果肉甜味，但果肉中富含维管
组织，口感较差，因此不太受欢迎，在海南民间用于痢
疾、咳嗽的治疗。露兜簕的根、叶等部位可作药用，具

理学研究表明，野菠萝有效成分可以调节糖尿病小鼠
野菠萝有长期作为野果食用的历史，目前尚未见食用
后产生毒副作用的报道，安全性较高，非常有利于开
发减肥保健食品。
1
1.1

材料
药品、试剂与仪器
野菠萝，采集自海南省海口市东部沿海地区，经

海南医学院药学院生药学教研室田建平教授鉴定为

露兜树属植物露兜簕（Pandanus tectorius (L).Parkins）
的果实。胆固醇测定试剂盒（中生北控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批号：191651）；甘油三酯测定试剂盒（中生
北控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批号：191031）；葡萄糖

测定试剂盒(中生北控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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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71);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测试盒（南京建成

生物工程研究所，批号：20190613）；高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HDL）测试盒（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批号：

每日饮用量为 5.0±0.8mL，则各组小鼠每日给药 YBL
提取物剂量分别约为 400mg/kg、200mg/kg、100mg/kg。

肥胖模型饲料喂养第 13 周（给药 YBL 干预第 54

20190613）；美谷分子仪器（上海）有限公司；日本久保

天），以第 13 周体重减去第 1 周体重计算各组小鼠增

1.2

采血，4000rpm 离心分取血清，-80℃保存待测。脱颈

田 KUBOTA 5922 型低温离心机。
实验动物与饲料

SPF 级 7 周 龄 16-20g 雄 性 C57BL/6 雄 性 小 鼠 70

重。所有小鼠禁食 12h 后，异氟烷麻醉，经眼眶静脉丛

椎处死小鼠，剖开腹部，拍照记录腹部脂肪堆积情况，

只，由长沙天勤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动物质量合

取肾周围脂肪、睾丸周围脂肪，并称重，计算脂/体比。

0011。 TP23300 型 60% 高 脂 高 糖 饲 料（含 蛋 白 质

切片，HE 染色后观察病理变化。

格证号：No.43006700017619，许可证号：SCK(湘)201419.4%、碳水化合物 20.6、脂肪 60%、热量 5.1 千卡/g）和

对 照 饲 料（含 蛋 白 质 19.4%、碳 水 化 合 物 70.6、脂 肪

10%、热量 3.6 千卡/g），由南通特洛菲饲料科技有限公
司提供。
2
2.1

2.3

数据处理、统计方法

实 验 计 量 数 据 以 均 数 ± 标 准 差（±s）表 示 ，采 用

SPSS17.0 软件分析，经正态分布与方差齐性检验后，
多样本均数比较采用方差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分析，多组间两两差异采用 LSD-t 检验，以 P<

方法
野菠萝提取物的制备
取野菠萝干果，水洗净，每千克加入 3 升水，浸泡

过夜。加热至沸腾后提取 1.5h，过滤收集提取液，同法

再加水提取一次，合并两次提取液，加热浓缩至流浸

膏状，得野菠萝提取物（YBL）。提取物得率为 3.24%。
2.2

取肝组织一部分放入 4% 多聚甲醛中保存，制备病理

动物分组与实验方案

参 考 文 献 报 道 与 国 食 药 监 保 化 [2012]107 号 中
[6]

《减肥功能评价方法》确立的保健食品减肥功效的评
[7]

价方法 设计野菠萝提取物减肥作用动物实验研究
方案。

选用无特定病原体(Specific Pathogen Free，SPF)级

7 周龄 16-20g 雄性 C57BL/6 雄性小鼠 70 只。适应性

饲养 5 天后，取 60 只小鼠喂食 TP23300 型高脂高糖肥

胖模型饲料诱导肥胖模型，另 10 只作为空白对照组喂
食 TP23302 型对照饲料。肥胖模型饲料喂养第 4 周

（第 24 天），60 只小鼠按体重增重排序，淘汰体重增重

较低的 1/3 肥胖抵抗小鼠。将筛选出的 40 只肥胖敏感
小鼠随机分为 4 组：模型组、YBL 高剂量组、YBL 中剂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
3.1

实验结果
野菠萝提取物对肥胖模型小鼠体重、食量、脂/体

比、增重的影响
高脂高糖肥胖模型饲料喂养 4 周后的小鼠与对照

饲料喂养的正常小鼠体重明显增加（p<0.05），此后体
重差异越来越大，脂肪/体重比值显著升高。第 13 周
实验结束时，日常饮用野菠萝提取物（YBL）溶液(浓度

2.4mg/mL, 1.2mg/mL)的干预组小鼠比肥胖模型组小鼠

体重和增重更小（p<0.05-0.01），脂肪/体重比值更低（p
<0.05）。实验期间各组小鼠每日消耗的饲料量并无显
著差异。详细结果见图 1。

以上结果表明，野菠萝提取物干预后可以有效控

制肥胖小鼠的体重增加趋势，降低体内脂肪比例。
3.2

野菠萝提取物对肥胖模型小鼠血清脂质、葡萄糖

水平的影响
高脂高糖肥胖模型饲料喂养 13 周后的小鼠与对

照饲料喂养的正常小鼠血清胆固醇（CHO）、甘油三酯

量组、YBL 低剂量组，继续喂食肥胖模型饲料，空白对

（TG）、高密度脂蛋白（HDL）、低密度脂蛋白（LDL）等

饲养。肥胖模型饲料喂养第 5 周（第 30 天），将 YBL 溶

含 量 显 著 增 高（p<0.01）。 日 常 饮 用 野 菠 萝 提 取 物

照组继续给予低脂低糖对照饲料。所有小鼠均单笼

脂质水平显著增加（p<0.05-0.01），血清葡萄糖（Glu）

解 于 纯 净 水 中 使 浓 度 分 别 为 2.4mg/mL、1.2mg/mL、

（YBL）溶液(浓度 2.4mg/mL, 1.2mg/mL)的干预组小鼠

记录各组动物给食量、撒食量、剩食量，记录饮水量、

0.05-0.01），HDL 水平更高（p<0.05~0.01）。对血清中

0.6mg/mL，给予 YBL 高、中、低剂量组动物饮用。每周

体重变化。根据饮水量测量结果，每 30g 体重的小鼠
2

比肥胖模型组小鼠血清 CHO、LDL、Glu 水平更低（p<
TG 水平无显著影响。结果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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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YBL 对肥胖模型小鼠的影响

注：
（与模型组相比，* p<0.05 ** p<0.01；与正常组相比，# p<0.05 ## p<0.01）

以上结果表明，野菠萝提取物干预后可以有效控

制肥胖小鼠血脂 CHO、LDL、Glu 水平，可以升高 HDL
表1
组别

野菠萝提取物(YBL)对肥胖模型小鼠血清脂质、葡萄糖水平的影响
CHO

(mmol/L)

TG

(mmol/L)

HDL

(mmol/L)

LDL

(mmol/L)

Glu

(mmol/L)

3.14±0.57

0.79±0.13

1.58±0.15

0.26±0.04

5.67±0.92

YBL 0.6mg/mL

4.95±1.04

0.93±0.16

3.02±0.55

0.85±0.10

7.93±1.23

YBL 2.4mg/mL

4.39±0.91*

0.98±1.18

3.22±0.41*

0.70±0.15**

6.79±0.93**

正常
模型
YBL 1.2mg/mL

5.55±0.95##

4.58±0.79*

0.92±0.14##

0.92±0.10

注：与模型组相比，* p<0.05 ** p<0.01；与正常组相比，# p<0.05 ## p<0.01

3.3

水平。

2.87±0.27##

2.95±0.43

0.98±0.19##
0.69±0.10**

8.95±1.41##

7.67±1.07*

野菠萝提取物对肥胖模型小鼠肝脏组织病理形

态的影响

肝脏组织切片 HE 染色显微镜下观察可见肥胖模

型小鼠肝组织脂肪堆积显著，细胞形态变大，呈周边

型脂肪变。YBL 给药组小鼠不同程度的减轻了肝脏
的脂肪性病变。结果详见下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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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4

YBL 对肥胖模型小鼠肝脏组织病理形态的影响

讨论

肥、降脂作用不是通过减少食量产生的。同时，本研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野菠萝因为富含纤
维、口感较差已很少被食用，但作为曾经广泛食用的
野果仍然引起人们的好奇心，吸引人品尝，有关它的
保健功效也越来越引起注意和研究。研究表明，野菠
[8]

[9]

[10]

萝 果 实 中 富 含 有 机 酸 、黄 酮 、萜 类 、木 脂 素 类 成

究中野菠萝提取物与之前发现的富含咖啡酰奎宁酸
部位都可以降低肥胖模型动物的血脂水平，但对不同
种类的血脂影响不完全一致。野菠萝富含咖啡酰奎

宁酸部位显著降低高血脂症金黄地鼠血清 CHO、TG、
LDL，对 HDL 无显著影响[13]，而野菠萝提取物则显著降

分[11]，其中一些化学成分有很好的药理活性，比如抗氧

低肥胖模型 C57BL/6 小鼠 CHO、LDL，升高 HDL，对 TG

化、抗炎、抗病毒等[12]。在我们前期的实验研究中发

的实验动物不同有关，金黄地鼠的胆固醇合成代谢中

现，野菠萝提取物富含咖啡酰奎宁酸部位具有显著的
降低高脂血症金黄地鼠血清和肝脏血脂，调节糖脂代
谢的作用。野菠萝咖啡酰奎宁酸化合物可以显著提
高脂质过氧化物酶体增殖剂激活受体 α 亚型

（Peroxisome

proliferators-activated

receptors

α

hypotype，PPARα）等相关基因的表达水平, 同时显著
抑 制 胆 固 醇 调 节 元 件 结 合 蛋 白（Sterol-regulatory

element binding proteins，SREBP）等脂质合成相关基因

无显著影响。导致实验结果差异的原因可能与选用
肝内合成途径所占比例较低[15]，与人类的内源性胆固
醇中肝脏合成途径只占 10% 比较接近，金黄地鼠更多
应 用 于 高 血 脂 模 型 评 价 药 物 的 降 血 脂 作 用[16,17]。 大
鼠、小鼠的胆固醇肝内合成途径可达 60% 以上，更多

应用于肥胖模型[18]。此外，野菠萝提取物中除含有咖
啡酰奎宁酸类成分外，尚还含有其他有效成分，也导
致其降血脂效果不同。
最后，本研采用的肥胖模型诱导方法参考了国家

的表达水平。表明野菠萝可能主要通过调节 PPARα

食品药品监督管在 2012 年 4 月 23 颁布的保健功能评

作用[13,14]。

在国内得到普遍认可，并且在国际期刊上也发表了不

通路，促进甘油三酯水解和脂肪酸分解产生降血脂脂

价方法中关于减肥功能评价方法的模型，虽然该方法

本研究观察到野菠萝经简单的水煎煮提取后其

少文章[19,20]，但仍然存在一定缺点和争议。如专业的

提取物即有明显的降血脂减肥作用。野菠萝提取物

实验动物饲料提供方认为在普通饲料中掺入脂肪制

并不减少高脂高糖饲料喂养小鼠的摄食量，说明其减

作肥胖模型饲料的做法很不严谨，很可能导致肥胖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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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诱导失败，出现实验动物厌食、体重不增加甚至体
[21]

重减少的情况 。因此，选择专业的饲料配方和产品

药效评价，尚还缺乏权威有效的阳性对照药物。以上
争议，有待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完善。

是肥胖模型复制成功的关键之一。此外，对于减肥的

Effect of Pandanus tectorius on Weight Loss and Blood Lipid-lowering in Mice
Cai Cairong1 ，Zeng Ting2 ，Yuan Sumei2 ，Zhang Xiaopo2 ，Tan Yinfeng2

(1.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ainan Medical University, Haikou, 571199, China；2.Hainan Key Laboratory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ropical Herbs, School of Pharmacy,Hainan Medical University,Haikou, 571159,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METHODS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Pandanus tectorius on weight loss and blood lipid-lowering in mice.

7weeks old SPF male C57BL/6 mice were divided into normal group, high-fat high-sugar fed group. Mice

in the normal group were fed ordinary fodder and others were fed high-fat high-sugar fodder. After 30 days, the mice in

high-fat high-sugar fed group were selective divided into obesity model group and Pandanus tectorius fed group (drink

three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solutions instead of water, that's equivalent to about 400mg/kg, 200mg/kg and 100mg/kg of
Pandanus tectorius extract per day). There mice raised for another 54 days. Body weights and food intakes were

determined every week. At the end of the experiment, the body fat were weighted and the fat/body weight, body weight
gains were calculated. The contents of CHO, TG, HDL, LDL and glucose in serum were measured. The liver tissue
pathological slices by HE staining were also observed. RESULTS

Body weight, weight gain, fat/body weight ratio and

serum lipid level in the obesity mode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p<0.010.05).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ith 2.4mg/mL and 1.2mg/mL YBL solution could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weight gain

trend of mice, reduce the final weight gain (p<0.01~0.05), reduce the serum CHO, LDL and glucose levels (p<0.010.05), and reduce the degree of liver tissue fat change. CONCLUSIONS

Pandanus tectorius extract can effectively

inhibit obesity in mice induced by high-fat and high-sugar diets, reduce serum CHO, LDL and glucose levels, and
improve the pathological morphology of liver t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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