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访谈

康奈尔大学刘瑞海教授专访:

全 食 品 对健康的益处
记者：在您的新理念提出之前，人们对抗氧化剂持
何种看法呢？同时，又是什么促使您认为有必要改变人
们的传统观念呢？
众所周知，食用水果和蔬菜可以降低人们罹患癌症
和心血管疾病的几率。那时，人们已经认识到可能是这
些果蔬中的生物活性化合物，植物化学物在起作用，于
是设法提取纯化出单个的化合物，比如维他命A、维他
命B、维他命C以及其他生物活性化合物，比如β 胡萝卜
根据汤森路透的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TM数据库

素、α 胡萝卜素，甚至西红柿中的叶黄素和番茄红素。

指标，刘瑞海教授在农业科学领域全球2 902名Top1%高

举个例子，人们通过食用含有大量β 胡萝卜素的水

影响力作者中高踞第四。数据库检索结果表明，在2001

果和蔬菜来降低癌症和心血管疾病发生的几率，这是因

年1月1日至2011年8月31期间，刘教授的53篇论文被引用

为，大范围的观察证明，β 胡萝卜素可能具有预防癌症

高达2 700次。

的作用。于是，很自然地，科研人员测试了β 胡萝卜素

刘教授供职于纽约康奈尔大学食品科学系，是国际

在临床上是否能够有效预防肺癌。结果却出乎意料，令

食品科学院院士，同时也是美国化学会农业和食品部会

人非常失望。临床试验中β 胡萝卜素组的患癌几率反而

士、美国食品科学学会会士以及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士。

高出对照组几乎20%。其他临床试验，比如维他命E，也

此外，刘教授还是Journal of Food Science的副主编，以

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及另外几种期刊的顾问和编委。
以下为Science Watch记者Gary Taubes采访刘教授的
内容记录。

这样的结果促使我不得不认真地思考。考虑到水果和
蔬菜的确具有降低癌症和心血管疾病发生几率的作用，所
以我认为，或许我们应该仔细研究的是整个食物，而不是
单个的化合物。在2000年的Nature论文中，我提出，新鲜

记者：您被引用最多的研究论文是有关抗氧化剂方
面的，请问您是如何开始此领域的研究的？
我们是从2000年在Nature上发表“营养——新鲜
苹果的抗氧化剂活性（Nutrition-Antioxidant Activity

的苹果具有很强的抗氧化活性和抗增生活性。这也许是第
一篇介绍植物化学物联合使用才是果蔬发挥重要健康功效
关键所在的论文，该文建议不能一味纯化单个化合物独自
使用，食物整体才是人们身体所需。

of Fresh Apples）” (Eberhart MV, Lee CY, Liu RH,

我们既不单独食用维他命C，也不单独食用β 胡萝

405[6789]: 903-4, 22 June 2000)一文时开始的。在该文

卜素，我们食用整个食品，在这些食物水果、蔬菜、谷

中，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抗氧化研究理念，亦即，果蔬

物中有成千上万种植物化学物。我们指出，综合利用水

中植物物质的联合应用是发挥其抗氧化功能和抗癌作用

果蔬菜中数量繁多的植物化学物，对于充分发挥他们的

的关键因素。

抗氧化功能和抗癌作用至关重要。我们的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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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水果蔬菜在降低慢性病譬如癌症方面有着显著的功

是因为，食物在处理的过程中会损失掉维生素C，从而

效。因而，我们建议，为了提高这些水果蔬菜的营养价

使人们误认为这样会大大降低水果或蔬菜的营养成分。

值，人们应该从食物中直接吸收抗氧化剂，而不是按照
食谱的模式单个补给。

在第一篇Nature论文中，我们曾指出，苹果中的
维生素C相比于全食物的抗氧化性而言，其贡献不超过
0.4%，也就是说新鲜苹果的抗氧化性能绝大部分来自其

记者：在访问继续进行之前，或许我应该问您一个
问题：植物化学到底是什么？
“Phytochemical”中的“phyto”一词来源于希腊，

他植物化学物的整体功效。这也同时意味着，在水果或
其他蔬菜的处理过程中，即使损失掉维生素C，食物的
整体抗氧化性也不会有明显降低。

意思为“植物”。因此，phytochemical也就是植物化学

上述结果提示我们应该关注植物化学物的总体含

的意思了。但在今天的谈话中，该词的概念进一步狭义

量，以及处理过程对抗氧化活性的影响。鉴于此，我们

化，特别指能够降低许多重要慢性疾病发生几率的植物

首先在西红柿中展开了研究。结果发现，经过处理的西

化合物。据估计，目前人们已经从水果、蔬菜、谷物中

红柿实际上比未经处理的有更强的抗氧化性。同时，增

识别出大约5 000多种植物化学物，但仍有相当大比例的

加了生物酚类化合物。我们选取甜玉米做了同样的实

有益物质等待科学家去识别确认。2002年发表在Journal

验，结果表明抗氧化性和生物酚类化合物都得到了增

of Agriculture and Food Chemistry上的论文“普通水果抗

加。因而，不难看出，传统观念与科学事实并不相符。

氧化与抗增生活性的研究”(请参阅表1，论文#1)把植物
化学物的概念扩展到了其他水果和全食物范围。

这两篇论文改变了人们对食物处理过程影响食品营
养价值的观念，开启了人们对此重新认知的新欲望。今
后，由于了解到了客观的科学道理，在选择食物方面，

记者：您是如何监测苹果或其他水果的抗细胞增生
活性的呢？
我们从新鲜的苹果或其他水果中提取植物化学物，
然后在细胞培养环节用于治疗肿瘤细胞，并且加以比较

消费者将不会再对经过处理的水果和蔬菜持有偏见，放
下对食物安全的担心后，人们自然会把关注点放在如何
更好地获取、利用植物化学物或生物活性化合物上，而
不是纠缠于水果或蔬菜是否经过处理。

控制。结果发现，全食物，即苹果的植物化学提取物有
很强的抑制肿瘤细胞增生的作用。

记者：您认为这一结论适用于所有水果和蔬菜吗？
还是应该区别对待。可能对于某些水果蔬菜，处理

记者：您选择的肿瘤细胞是哪一种呢？

过程能够增加活性；而对于另外一些，相应的处理则可

我们首先在结肠癌细胞和肝癌细胞中做实验，后来

能降低其成分的生物活性。

又测试了乳癌细胞。同时，我们也在动物身上展开了相
应的研究工作。这项工作之所以得到如此高的引用，是
因为研究的对象始终锁定了全食物。

记者：您是如何把这种科学理念转化成人体养生建
议的呢？
我鼓励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多吃一些水果、蔬菜和谷

记者：在过去10年中，您的高被引论文中的亚军是

物，关键是每天所食用的水果和蔬菜的种类应该达到9

关于西红柿的热处理过程以及相应健康元素研究的(请参

至13种才好。所使用的水果和蔬菜可以是新鲜的、烹饪

阅表1，论文#2)。那么请问这篇论文的主旨是什么，您发

的、加工的或者冷冻、冷藏、灌装的，也可以是100%水

现了什么，为什么这篇论文有如此巨大的科学影响力？

果汁、100%蔬菜汁以及水果干。人们应该广泛摄取各种

人们总是认为经过处理的水果和蔬菜，与新鲜状态
相比，营养价值会有较大损失。这是传统的观念，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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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蔬菜中的各种不同生物活性化合物，只有这样，才
能更好地提高自身的健康状况。

科学家访谈

记者：您在谷物抗氧化活性方面也拥有高被引工
作。可以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吗？
我认为，这是我们团队的主要科学贡献之一。在开

以根据剂量的不同有效抑制肿瘤形成。在此过程中，我
们始终利用整个苹果，提取所有的植物化学物，并且加
以浓缩使用。

始这方面的研究前，所有人都认为抗氧化剂的获取来自
水果和蔬菜，没有人考虑谷物的抗氧化性。为什么呢？

记者：目前，最能激发您兴致的研究是什么呢？

因为分析全谷物中植物化学物含量和抗氧化活性的方法

细胞抗氧化活性实验，这是我们开展了多年的研究

与分析水果蔬菜的基本一致，并且，使用这种方法检测

领域，而且许多人认为在抗氧化研究方法学中它是革命

出的全谷植物化学物含量和抗氧化活性都非常低。

性的。此前，所有关于抗氧化活性的研究都是在试管中

然而，当我们研究加工过程对甜玉米营养成分的影

分析化合物所起的作用；但如此获得的数据结果很难运

响时，发现加工过的甜玉米的抗氧化活性和酚含量都高

用到人体健康研究中，原因很简单，毕竟试管中化合物

于未经处理的甜玉米，这是因为部分抗氧化剂或者植物

的存在环境与真实的生理环境或细胞环境、人体状况相

化学物与细胞壁、纤维紧密联系在一起，按照水果蔬菜

差甚远。

处理的传统方法不太容易把这部分含量提取出来。据我

如果你掌握一种抗氧化剂能够有效预防、治疗阿尔

们所知，植物化学物和酚类物质在水果和蔬菜中主要以

茨海默疾病，那么你就会想知道它是如何进入脑细胞，

比较自由的方式存在，仅有极少的部分以与其他物质共

并且如何在脑细胞中工作的。再如果您有一种可以预

存的形式存在。

防、治疗前列腺癌的化合物，那么您就应该有能力在前

由于甜玉米经过加工后的结果与水果蔬菜的表现大不

列腺组织中检测到这种化合物。试管中的环境无法模拟

相同。因此，促使我们转向调查研究其他更多的全谷。研

细胞的摄取和真正的生物活性。甚至，有些化合物只有

究重点不仅关注自由形式的抗氧化剂，还关注固定形式。

经过新陈代谢转化后才具有生物活性。试管实验对解决

这一点，此前的科研人员从未开展过。由此，不难想象，

如此现实的问题实在无能为力。

结果证明他们大大低估了全谷中抗氧化剂的含量——玉米
中大约85%，小麦大约76%，燕麦大约75%。

因此，我们创造了一种以细胞为基础的新试验
方法(Wolfe KA, Liu RH, Cellular antioxidant activity

我们是首个分析全谷中全部植物化学物或抗氧化剂

[CAA] assay for assessing antioxidants, foods, and dietary

含量的研究团体。此前从未有人涉足。我们建议，由于

supplements, J. Agr. Food Chem. 55[22]: 8896-907, 31

全谷中含有水果蔬菜中不曾有的独特植物化学物，消费

October 2007, DOI: 10.1021/jf0715166)。许多人认为这是

者应该食用。这就是我们的论文引用率这么高、如此重

抗氧化研究中的里程碑。世界各地的许多实验室已经利

要的原因。这开启了抗氧化研究的全新领域——全谷抗

用该实验方法检测相应物质的氧化活性。

氧化。
记者：具体说来，您的哪项研究成果最能让您有成
记者：早期的论文发表之后的10年中您的研究工作
进展如何？
我们一直都在研究水果、蔬菜和谷物中植物化学物
所带来的健康益处。例如，我们开展了动物实验，表明

就感？
我认为是全食物研究，是整个食物中的植物化学物
共同对健康起作用的科学理念。其次，我认为是水果蔬
菜的处理过程对氧化活性的提高。

苹果植物化学物能有效降低大鼠患乳腺癌的几率。关于
此，我们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
记者：能告诉我们您是如何开展这些研究的吗？

记者：您认为研究氧化剂活性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
什么？

我们有诱导的乳腺癌大鼠模型，这非常类似于人的

最大的挑战应该是食物的复杂性。研究水果、蔬菜

乳癌。我们饲喂这些大鼠苹果提取物，用量相当于人类

和全谷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并不像研究单个关键的化

每天一个、三个或六个苹果。结果发现，苹果提取物可

合物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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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刘瑞海等学者2001年以来发表的高影响力论文 (根据总被引次数排序)

排名

论文

被引次数

1

Sun J 等, 普通水果抗氧化与抗增生活性的研究(Antioxidant and anti proliferative activities of
common fruits), J. Agr. Food Chem., 50(25): 7449-54, 2002.

337

2

3

4

5

Dewanto V, 等, 西红柿热处理提高营养价值的研究(Thermal processing enhances the nutritional
value of tomatoes by increasing total antioxidant activity), J. Agr. Food Chem., 50(10): 310-4, 2002
Wolfe K, Wu XZ, Liu RH, 苹果皮的抗氧化活性研究(Antioxidant activity of apple peels), J. Agr.
Food Chem., 51(3): 609-14, 2003.
Adom KK, Liu RH, 谷物的抗氧化活性研究（Antioxidant activity of grains）, J. Agr. Food Chem.,
50(21): 6182-7, 2002.
Chu YF 等, 普通蔬菜抗氧化与抗增生活性的研究(Antioxidant and anti proliferative activity of
common vegetables), J. Agr. Food Chem. 50(23): 6910-6, 2002.

320

232

227

191

翻译：朱海峰 审校：马建华

科学新闻
研究发现治疗肥胖潜在靶点
美国研究人员8月2日报告说，他们在动物实验中发现，
一种名为脂肪酸合成酶的物质是治疗肥胖症的潜在靶点。
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实验鼠摄
入碳水化合物等食物后生成脂肪时，脂肪酸合成酶会发
挥重要作用。他们利用转基因技术培育了脂肪细胞中不
含脂肪酸合成酶的实验鼠，结果它们即便在日常摄入高
脂食物也不会变胖。
实验鼠体内有两种脂肪——白色脂肪和棕色脂肪，
前者是动物体内的常见脂肪，能够存储多余热量，与肥
胖相关；后者则能消耗多余的热量。研究人员开展的进
一步研究显示，在转基因实验鼠体内，部分白色脂肪转
化为与棕色脂肪相似的组织。
报告的第一作者伊尔凡•洛迪指出，体内缺乏脂肪
酸合成酶的转基因小鼠明显更能抵制肥胖，这并非因为
它们吃得少，而是因为它们能代谢更多脂肪。
棕色脂肪此前一直被认为仅在啮齿动物和人类婴儿体
内存在，但近3年来陆续有研究证实，成年人体内也有微
量棕色脂肪，它们主要分布在颈部与肩部之间。相关研究
发表在Cell Metabolism, 16 (2) :189-201, 02 August 201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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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蒡子治疗肿瘤机理研究获进展
选择性杀伤肿瘤细胞而减轻对正常组织的损伤是目前
治疗肿瘤策略所面临的重大挑战。研究表明，由于肿瘤细
胞的快速增殖，实体瘤细胞通常处于氧气、葡萄糖或其他
营养物质匮乏的状态。因此，靶向葡萄糖缺乏的肿瘤细胞
可能会成为选择性杀伤肿瘤细胞的一个新策略。
牛蒡子苷元是临床常用传统中药牛蒡子的主要活性
成分。现有研究表明，牛蒡子苷元具有抗肿瘤活性，能
够在多种肿瘤模型中有效抑制肿瘤生长。中科院上海药
物研究所俞强课题组对牛蒡子苷元的抗肿瘤机制进行了
深入研究，发现在葡萄糖缺乏条件下，牛蒡子苷元通过
抑制线粒体呼吸造成肿瘤细胞内ATP水平下降以及活性
氧族水平升高，从而促使肿瘤细胞死亡。
研究同时还发现，牛蒡子苷元和糖酵解抑制剂2-脱
氧-D-葡萄糖联合使用能够选择性杀伤肿瘤细胞，而对正
常细胞的毒性较低。
该项研究成果为用中药治疗肿瘤提供了新的依据和
策略。相关论文已在线发表于Biochemical Pharmacology
（DOI: 10.1016/j.bcp.2012.06.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