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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含神经酸植物开发利用研究

王性炎 ,樊金栓 ,王姝清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712100 陕西省杨凌)

　　摘要 :概述了神经酸的重要作用和从植物中发掘神经酸的必要性。对中国含神经酸植物进行

了系统检索 ,从 974 种油脂植物中 ,确定有利用价值、神经酸含量在 2 %以上的木本植物 10 种、草本

植物 5 种。检索表明 ,中国含神经酸植物种类很少 ,是值得重视发展和利用的宝贵资源。浙江大学

神经酸项目研究中心从中国特有的木本植物中提制神经酸获得成功 ,受到国际科学家的高度评价 ,

从植物中发掘神经酸是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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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 年 ,英国权威神经学教授 Sinclar A J 和

Crawford ,通过对鲨鱼长期的研究发现 :鲨鱼的脑组

织受到重创后 ,不久能够自动恢复功能 ,是因为鲨鱼

脑组织中一种被认为“神经酸”的物质 ,在修复大脑

神经信息传递通道 ———神经纤维上发挥了神奇的作

用 ,这一重大发现引起世界各国科学家的高度重视。

神经酸 (NA) 是各国科学家公认的能修复疏通

受损大脑神经通路 ———神经纤维 ,并促使神经细胞

再生的双效物质。神经酸是大脑神经纤维和神经细

胞的核心天然成分。神经酸的缺乏将会引起脑中风

后遗症。老年痴呆、脑瘫、脑萎缩、记忆力减退、失眠

健忘等脑疾病。神经酸人体自身很难合成 ,必须靠

食物摄取补充。

神经酸又名鲨鱼酸 ,因最早发现存在于鲨鱼脑

中。发达国家为了获得神经酸而大量捕杀鲨鱼 ,随

着国际组织禁捕鲨鱼呼声不止 ,神经酸资源紧缺 ,欧

美等国十分重视从植物中发掘神经酸 ,已取得初步

成效[1 ,2 ] 。

神经酸生理作用的发现仅有 30 多年的历史 ,我

国对神经酸的研究起步较晚 ,但在国家的重视和支

持下 ,浙江大学神经酸项目研究中心 ,通过 8 年的探

索攻关 ,从我国独有的木本植物中提取出了神经酸 ,

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 ,获国际医学科学发明金字塔

奖金[3 ] 。

1 　方法依据

(1)从《中国油脂植物》中 ,检索出含有神经酸的

植物及其所属的科、属[4 ] 。

(2)从含有神经酸的植物中 ,进一步检索出有利

用价值且神经酸含量在 2 %以上的植物种类。

(3)调查了解我国神经酸植物的开发利用现状 ,

研究分析其发展前景。

2 　神经酸资源的分布

对《中国油脂植物》的 108 科、397 属、974 种油

脂植物种籽的含油率、脂肪酸组成进行分析 ,结果表

明 ,含有 2 %以上神经酸的木本植物有 10 种、草本

植物有 5 种。含有神经酸的木本植物见表 1 ,含有

神经酸的草本植物见表 2。

表 1 　含有神经酸的木本植物

科名 属名 　　种 　　名
含油率

( %)

神经酸含量

( %)

槭树科 　 槭属 　　

苦茶槭 A. ginnala Maxim. 718 711

色木槭 A. mono Maxim. 3613 419

鸡爪槭 A. palmatum Thunb 1714 815

元宝枫 A. truncatum Bunge 3715 518

冬青科 　 冬青属 　 冬青 I. purpurea Hassak 1811 515

大戟科 　 血桐属 　 盾叶木 M. adenantha Gagnep 6013 5519

铁青树科 蒜头果属 蒜头果 M. oleifera 5119 6216

蔷薇科 　 石楠属 　 椤木石楠 P. davidsoniae 1712 619

无患子科 文冠果属 文冠果 X. sorbifoila 5919 216

马鞭草科 牡荆属 　 牡荆 V. negundo L. var. 1611 311

　　注 :苦茶槭 ,鸡爪槭的分析部位是果 ,冬青、椤柘楠、牡荆分析部位是种籽 ,

其他为种仁。

　　从表 1、表 2 可见 ,我国 2 %以上神经酸含量的

10 种木本植物 ,分布在 7 个科、7 个属 ;草本植物 5

种仅分布在十字花科 3 个属中。在 974 种油脂植物

中 ,含神经酸的植物占的比重很小 ,仅为 115 %左

右 ,是值得重视发展和利用的宝贵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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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含有神经酸的草本植物

科名 属名 　　种　　名
含油率

( %)

神经酸含量

( %)

芸苔属　 白芥 B . alba 2916 　　314

榨菜 B . juncea 2711 219

十字花科 芜菁 B . rapa 3414 214

萝卜属　 萝卜 R. sativus 3619 216

遏蓝菜属 遏蓝菜 T. arvense 2511 1416

　　注 :分析部位均为种籽

3 　开发利用现状

　　20 世纪 90 年代 ,浙江大学神经酸项目研究中

心以侯镜德教授为首的一批科学家 ,通过 8 年对神

经酸的探索攻关 ,首次从我国特有的木本植物中成

功分离、提取出了高纯度的神经酸[5 ,6 ] ,并研制出神

经酸的口服剂型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3 ] 。

我国从植物中研制神经酸获得成功 ,引起国际

科学家的高度重视和评价。美国著名脑病专家“人

类脑计划”核心成员迈凯文博士说 :“中国成功地从

天然植物中研制出神经酸 ,打破了从鲨鱼中提取的

巨大局限 ,开创了脑病科学史上的新纪元。”欧洲“脑

的十年”联合专家委员会加德杨博士说 :“中国的口

服神经酸是人类脑病医学史上划时代的杰出成果”。

神经酸产品研制成功后 ,经卫生检测机构上海

市卫生防疫站 ,联合上海市老干部局及几家大医院 ,

进行功能检测及临床试验证明 ,服用神经酸 3 个月

后 ,脑中风后遗症、老年痴呆、帕金森、脑瘫、脑萎缩、

脑外伤、记忆力减退等脑疾病平均显效率 9616 %、

有效率为 9218 %[3 ] 。

元宝枫 ( Acer truncatum) 是中国含神经酸木本植

物的一个特有种[7 ] 。20 世纪 70 年代作为木本油料

开发利用 ,1991 年陕西省政府将“元宝枫开发利用

研究”列为陕西省“八五”科技攻关项目 ,其中对元宝

枫果实的化学成分、元宝枫油的毒理、药理学进行了

系统研究 ,1994 年通过成果鉴定[8 ] 。1996 年 ,林业

部将“元宝枫丰产栽培及产业化技术研究”列为“九

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 ,2000 年 12 月通过国家验收

鉴定[9 ] 。

四川省亚圣营养食品成套技术研究所、四川青

珍企业有限公司依托四川大学和陕西杨凌示范区元

宝枫开发示范区中心一批老教授 ,经过多年的探索

和研究 ,从我国特有的元宝枫油中成功提取出神经

酸[11 ] ,经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检验 ,纯度为

90 %的白色粉状晶体 ,将进入工业化生产。

蒜头果 ( Malania oleifera) 和元宝枫 ( Acer trunca2
tum) 是中国含神经酸植物的两个特有种 ,也是我国

从植物油中提制神经酸的重要资源。

4 　发展前景

据流行病学调查 ,脑梗塞、脑出血、脑萎缩、痴呆

症、小儿脑瘫、癫痫、帕金森病、脑外伤等脑病、神经

损伤性病占人类疾病总数的 30 %左右。而且脑梗

塞、脑出血等还具有高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致残率、

高复发率等 4 高的特征。我国每年脑病新发病人近

1 000 万例 ,其中致死致残率约占 75 % ,国家和患者

家庭花在脑病治疗上的医疗费用达上百亿元。

国际脑科学最新研究成果认为 ,脑病治疗必须

采用 1 + 1 疗法 ,即脑神经细胞与神经纤维必须同时

治疗 ,只有双管齐下才能制服脑病。神经酸可诱导

神经纤维自我生长及分裂、修复堵塞、扭曲、凝聚及

断裂的神经纤维 ,让“脑路”畅通 ,使指令顺畅 ,恢复

病人在语言、记忆、感觉、肢体等方面的部分或全部

功能 ,是攻克脑病的必由之路 ,是治疗脑病的根本。

神经酸的发现 ,找到了治疗脑病的根本 ,走出了

以往只针对脑细胞而忽视神经纤维修复和疏通的误

区 ,使脑病治疗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但神经酸

的来源 ,过去是在海洋中捕杀鲨鱼获得 ,资源有限、

成本很高 ,随着国际社会禁捕鲨鱼 ,神经酸来源陷入

困境 ,从植物中发掘神经酸刻不容缓。

我国含神经酸植物种类虽然很少 ,但发展潜力

很大 ,蒜头果是含神经酸植物之冠 ,盾叶木和槭属

( Acer) 等含神经酸木本树种 ,近年来人工造林面积

增长较快 ,后继资源的培育发展迅速。以元宝枫为

代表的槭属含神经酸树种 ,虽然神经酸含量较蒜头

果低 ,但槭属树种结实量大 ,单株 15～20 年生树木 ,

平均结实量为 20～25 kg[10 ] 。含神经酸的 5 种草本

植物资源量大 ,有待开发利用。国际公认神经酸将

是 21 世纪最有前途的脑病健康产品 ,毫无疑问 ,含

神经酸植物将获得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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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situation and outlook of nervonic acid plants in China

WANG Xing2yan ,FAN Jin2shuan ,WANG Shu2qing
(Northwest Sci2Tech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712100 Shaanxi Yangling ,China)

　　Abstract :The importance of nervonic acid (NA) and the necessity of exploitation it from plant were summarized. By

systematical researching 5 herbs and 10 wood2plants ,in which nervonic acid content is over 2 % ,were determined in 974

kinds of oil plants in China. The plants containing nervonic acid is scarce in the nation ,and they are precious resource.

The research center of nervonic acid programme in Zhejiang University has successfully extracted nervonic acid from China

peculiar wood2plant ,which is highly appraised by international scientists. The exploitation of nervonic acid from the plant

is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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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麻籽的保健功能和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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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综述了亚麻籽的保健功能及开发利用方面的研究进展。亚麻籽含有α- 亚麻酸、木酚素

等多种具有生物活性的物质 ,使得亚麻籽具有抗癌、降血脂、降血糖、治疗心血管疾病等多种功效。

亚麻也是我国总产较高的经济作物之一 ,因其优良的营养和医用、饲用价值 ,已经被应用于食品、医

药、饲料等较多领域 ,有着良好的开发前景。

关键词 :亚麻籽 ;保健功能 ;开发利用

1 　亚麻籽 ( Linum usitatissimum L1)的组成

亚麻籽除含有丰富的油脂和蛋白质之外 ,还含

有较高的食用纤维、矿物质、维生素 A、B、D、E 以及

酚酸类、黄酮、植酸、卵磷脂等营养成分。亚麻籽的

成分及含量见表 1。

　　亚麻籽中的木酚素主要为开环异落叶松树脂酚

(SECO) ,还有少量的 MAT (鸟台树脂酚) 等酚类物

质。SECO 通常是以 SDG(开环异落叶松树脂酚二葡

萄糖甙)的形式存在[1 ] 。亚麻籽中 SDG含量约 1 %

～4 %[2 ] ,比其他 66 种食品高出 75～800 倍。
表 1 　亚麻籽的成分及含量 ( %)

成　　　　分 含量

油脂 (主要包括α- 亚麻酸、亚油酸、油酸) 38

纤维 28

蛋白质 1915

碳水化合物 (包括单糖、木酚素、酚酸类、半纤维素等) 615

灰分 4

矿物质 (包括钙、铁、磷、钾、镁、铜、锌、锰、硒) 118

维生素 A、B1、B2、D、E和尼克酸 0132

卵磷脂 0115

类黄酮 011

植酸 011

　　亚麻籽中的膳食纤维素主要包括纤维素、半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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