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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脂酰丝氨酸的应用研究进展 

饶雪娥，林伟铃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福州 350101) 

摘要：本文综述了磷脂酰丝氨酸的结构、性质、生产及其在修复大脑损伤和提高认知能力、改善老年人的阿尔茨海默病、缓解紧张压抑和身体疲 

劳、抗抑郁、辅助激活酶等方面的功效，同时对 PS在食品、药品行业中的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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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Research Advance of PhOSphatidylSe rine 

RAO Xue-e，LIN Wei-lin(Fujian Health College，Fuzhou，350101，China) 

ABSTRACT：The structure，the nature and preparation of phosphatidylserine are described in this paper．The health 

function of phosphatidylserine such as repairing brain damage and improving cognition ability，ameliorating Alzhei— 

mer’s disease of old people，relieving stress and physical fatigue，alleviating depression and activating enzymes were 

expounded．The application of phosphatidylserine in the food industry and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were also prospec— 

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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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脂(Phosphatide)是一类含有磷酸的脂类总称⋯，天然 

磷脂作为生命的基础物质之一在细胞膜组成和功能及物质代 

谢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广泛存在于植物种子、动物的 

大脑和内脏及禽类蛋黄中，营养价值高，理化性质独特，在食 

品、保健品、医药等行业中广泛应用。磷脂酰丝氨酸(PS) 

是磷脂中的一种，又称丝氨酸磷脂 ，其化学结果(见图 1)。PS 

天然含量少，但它是大脑中主要的酸性磷脂，在众多磷脂组分 

中PS是唯一能够调控细胞膜关键蛋白的功能状态的磷脂，具 

有改善大脑功能、修复大脑损伤 ，成为“脑专一性营养物质”， 

逐渐引起人们广泛关注，此外 Ps对生物的神经系统具有重要 

作用。PS纯品为白色粉末，从牛脑中提取的主要为钾盐，有 

时也为钠盐、钙盐或镁盐 ，溶于石油醚、乙醚、氯仿及四氢呋 

喃，不溶于甲醇及丙酮 。 

目前 Ps的制备方法比较多，其中主要有提取法 和酶 

合成法 ]。提取法主要从植物卵磷脂、动物内脏、脑组织中 

提取，但是由于磷脂是结构、性质相似的多组分混合物并且 

PS含量较低，所以提取法获得Ps成本高、纯度低并且安全性 

无法保证。酶合成法主要是以天然的卵磷脂为基质，利用磷 

脂酶D(PLD)的转酰基作用 ，使丝氨酸取代卵磷脂中的胆 

碱生产 PS。其反应原理是 PLD催化转酰基反应 ，是多种含有 

伯、仲位羟基的分子与磷脂上的乙酰胺或胆碱基团进行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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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而形成新的磷脂。近年来，由于疯牛病的原因，从动物中 

提取的磷脂酰丝氨酸的安全性受到人们的质疑，因此提取法 

已处于淘汰边缘。相比较之下，酶法合成简单、可控、高效、反 

应条浸温和、低碳环保、产品安全，是制备PS的理想方法。近 

年来，以生物酶(主要是PLD)为催化剂制备磷脂酰丝氨酸已 

成为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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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 磷脂酰丝氨酸结构通式 

随着对Ps的研究深入，关于PS的药理及临床研究已有 

广泛报道，现将其临床功效及应用综述如下： 

1 帮助修复大脑损伤，提高认知能力，特别是学习和记忆能 

力 

作为脑部神经主要成分之一，Ps能够营养和活化脑中各 

种酶的活性，可延缓神经递质的减少进程，有助于修复和更新 

大脑受损细胞并清除有害物质，对治疗因脑补损伤、营养不良 

和遗传性神经递质数量下降造成的小儿多动症具有良好的效 

果。Suzuki S等 考察了记忆损伤的年长大鼠在莫里斯水下 

迷宫逃生试验，通过喂食转磷脂酰作用合成的大豆磷脂酰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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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酸(SB．tPS)60d后，结果显示雄性年长大鼠的行为得到了 

显著提高，试验还发现 Ps产品能促进 乙酰胆碱的释放 和 

Na ／K ．ATP酶的活性，随着乙酰胆碱在大脑的积累，大脑神 

经细胞间的信息传递速度加快，从而起到了促进大脑功能、增 

强记忆、思维和分析能力。 

唐勇、张乾勇等 以 17—18岁高中生为研究对象，研究 

了加有0．08％的纯度50％的磷脂酰丝氨酸的鲜牛奶对人记 

忆力的改善作用，结果表明加入 Ps的牛奶对学生的记忆力有 

明显的改善和提高作用。 

Jorissen BL等” 对 PS产品治疗安全性能进行了综合评 

估，以 120名老年 ARCD(与年龄相关的认知能力降低)和 

AAMI(与年龄相关的记忆损伤)患者为研究对象 ，结果表现， 

经过 PS产品治疗 6～12周后 ，患者各项生化指标 、血液指标 

及心率等与标准安全指标无显著差异 ，该研究证明，每天服用 

剂量为200rag的PS产品进行营养补充，不仅可改善由年龄 

引发的认知能力降低和记忆损伤，而且无副作用产生。 

2 提高大脑机能。改善老年人的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 

老年痴呆症已成为世界范围内不可忽视的问题，随着年 

龄增长，影响大脑机能的磷脂酰丝氨酸和其他重要的化学物 

质会逐渐减少 ，这一化学变化导致正常细胞膜中，酶活性和运 

输能力下降，同时神经节点——突刺也在减少，因而导致记忆 

能力、认知能力的下降。通过补充 Ps能达到增加脑突刺数 

目、增强脑细胞膜的流动性以及促进脑细胞中葡萄糖代谢，从 

而达到使脑细胞更活跃的功效。目前许多国家都已广泛应用 

PS补充剂来治疗衰老引发的痴呆症及老年记忆损失。 

Delwaide PJ等” 在 1986年首次报道 Ps产品可改善患 

者的认知能力。此后，欧美多项双盲法与安慰剂对照研究证 

实了 Ps的效力 ，根据 Parris M．Kidd博士对双盲法 Ps临床试 

验小结报道 ，Crook T等 副研究给服用 Ps或安慰剂 12周 

(100mg，1日3次)的 51位 AD病人，发现服用了 PS产品的 

患者在若干认知能力方面有所提高，而对照组则无此结果。 

以安慰剂为对照的另一项双盲法研究表明，给阿尔茨海默病 

早期患者每日服用 300mg IX3 3～12周后 ，结果显示有轻度改 

善。Cenacchi T等” 进行的一项包括 494名老年痴呆患者的 

临床试验更加充分地证明了 Ps作为一种抗痴呆药物可改善 

行为和认知表现，且无明显副作用。Engel RRll 做了一个33 

位患有轻微原发性退变性痴呆病人参与的双盲实验，每天服 

用 300mg的PS或安慰剂8周 ，结果表明，多数服用 Ps的病人 

临床综合印象等级高于服用安慰剂病人，16导脑电信号分形 

强度趋向正常水平，病情有所好转。 

来源不同的Ps脂肪酸侧链不同，大豆 Ps主要为棕榈酸 

和亚油酸，而牛脑 PS主要为油酸和硬脂酸，Sakai M等” 对 

比了两种来源的 PS对患者的作用效果，结果显示两者功效相 

似；对老鼠试验表明，两种 PS不会因为结构差异而导致效果 

差异，均能促进大脑中葡萄糖浓度增长，并对由东莨菪碱引起 

的记忆损伤有抑制作用。 

3 缓解紧张压抑和身体疲劳 

紧张压抑活动也通过神经质传递。按照神经递质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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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内去甲肾上腺素能系统和5-羟色胺能系统功能失调可能是 

引起紧张压抑的原因。磷脂酰丝氨酸能显著降低工作紧张者 

体内过多的应激激素水平 ，减轻压力，缓解脑部疲劳，还能促 

进注意力集中、提高警觉性和记忆力，缓解不良情绪。 

紧张压抑状态下 ，鼠的体温升高，同时理毛行为频繁。 

Drago F等人 研究发现因克制压抑造成老年鼠体温升高， 

在注射 Ps后恢复正常体温用的时间比对照组短，说明 Ps能 

够加强老年鼠紧急状态下的自我保护。Koutoku T 用脑室 

注射法给小鸡注射 Ps后，放回原笼 ，10min后将小鸡隔离于 

塑料笼内。结果发现注射了 160~g PS组的发声次数明显低 

于空白组，自发性活动也略低于空白组，推理可知 PS能够缓 

解隔离诱导的紧张压抑状态。 

Hellhammer J 用大 豆磷脂 酸 (PA)和 Ps的混合物 

(PAS)对20名受试者进行社会压力测验，发现服用 PAS(剂 

量为400mg·d )3周的受试者的血清促肾上腺素和可的松 

水平明显受到抑制，受试者身体紧张情绪明显得到缓解，且不 

影响心率变化。 

还有一些关于Ps在体育训练中能够增长肌肉和增强力 

量提高人体训练应激水平的报道” 。在一项双盲对照试验 

中，一组受试者每天服用 800mg磷脂酰丝氨酸，另一组服用 

同等剂量的安慰剂，10d后两组进行同样的大强度训练，然后 

测试受试者血液的皮质醇浓度。结果发现，对照组的皮质醇 

水平~LiJII练前显著提高，而服用J)S组的受试者皮质醇浓度被 

控制在较低的水平。如果能有效抑制运动员强化训练期间皮 

质醇的增长，将会为提高训练成绩提供良好的激素环境。研 

究人员推测Ps可能参与下丘脑一垂体一性腺轴(激素反馈系 

统)对应急的反应过程，最近还有报道 Ps能促进人体内源性 

睾酮的分泌。PS将是一种具有开发潜力的运动营养强化物 

质。 

4 治疗抑郁症 

去甲肾上腺素和5一羟色胺等单胺类神经递质能传递兴 

奋，因此单胺的下降或缺少将抑制兴奋的传递，引起抑郁症。 

Brambilla F” 采用 PS对 10位患有忧郁的衰老症女性患者进 

行认知和行为症状药效研究。患者在接受 15d的安慰剂治疗 

后 ，又接受了30d的 Ps产品治疗(剂量为 300mg·d )。对 

接受安慰剂和Ps产品治疗前后患者的情绪、记忆力和一般性 

行为作了检测，同时对血浆中去甲肾上腺素水平、3．甲基4．羟 

苯乙二醇(MHPG)、3，4-二羟基苯乙酸(DOPAC)、高香草酸 

(HVA)、5-羟吲哚乙酸(5-HIAA)、B．内啡呔(13-Endorphin)和 

促脂素(3-Lipotropin)对可乐宁的刺激反应。结果显示，服用 

Ps前后患者血浆中去甲肾上腺素和 5一羟色胺浓度上升，患者 

抑郁度平均降低70％，显著改善了情绪紊乱、行为异常、焦虑 

和易怒等症状 ，而服用安慰剂治疗前后症状基本没有变化，且 

在 Ps产品试验期间未发现任何副作用。 

5 激活酶的辅助因子 

很多信号转导关键蛋白需要 Ps作酶的辅助因子才能达 

到最适活性 ，蛋 白激酶 C(PKC)的活化就是一个经典 实 

例 。活化前的PKC初酶位于胞质，呈钝化状态，在二脂酰 

甘油(DAG)作用下由胞质转移到细胞膜，成“待激活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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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催化，PKC与Ca“、PS、DAG形成活化的PKC·PS·DAG· 

ca“复合物。激活的蛋白酶激酶 C可以使丝氨酸和苏氨酸 

残基磷酸化，从而影响生物信息传导。 

6 展望 

随着人们对健康的认知，磷脂酰丝氨酸已经作为一种营 

养补充剂在国内外使用，国内外已经有一些单位申报了 Ps保 

健食品的专利。目前，国内外研究者主要集中在 Ps的提取、 

生物合成及应用等方面开展研究 ，而 Ps的产品开发应用也处 

于发展初期。如果科学研究结果能进一步支持 PS的多种生 

理保健功能，并不断改进生产工艺，Ps因其高纯度、多功效、 

无毒副作用等优势应用于保健和临床，将在食品、药品领域拥 

有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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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雷公藤甲素为雷公藤多苷片主要有效成分之一，具有显著的抗癌、抗炎、免疫抑制等药理活性，被临床广泛用于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系 

统性红宽狼疮等自身免疫疾病，同时雷公藤甲素有显著的抗生育作用，影响雄性生殖系统的生精过程和精子成熟，导致精子质量和活力下降；影 

响雌性生殖系统卵巢功能，使卵母细胞受精率下降。本文将近年来有关雷公藤甲素抗生育作用的研究进行综述，分析总结了雷公藤甲素对雄性 

生殖系统和雌性生殖系统的损害机制和毒性作用，并提出雷公藤甲素新的研究方向，为其在临床安全合理地应用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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