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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多酚保护脑神经防止帕金森病
损伤作用及其分子机理 ＊
赵保路 ＊＊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脑与认知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１００１０１）

详细介绍了茶多酚保护脑神经防止 ＰＤ 损伤作用及其分子机理． 家族遗传虽然是帕金森病（ＰＤ）的重要因素，但主要与

摘要

环境因素有关（大约 ７０％），其中氧化应激在致病机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茶多酚的抗氧化作用和及饮后可以进入血液甚至穿
越血脑屏障为其保护脑神经防止 ＰＤ 提供了重要条件． 在细胞水平，选择 ６－ＯＨＤＡ 诱导的 ＰＣ１２ 和 ＳＨ－ＳＹ５Ｙ 细胞作为细胞
模型， 结果表明，茶多酚预处理可明显减少细胞的凋亡率，防止线粒体膜电位下降，降低细胞内活性氧和钙离子累积． 茶多
酚还可以抑制 ６－ＯＨＤＡ 诱导 ＮＯ 升高和 ｎＮＯＳ 与 ｉＮＯＳ 过量表达，降低细胞内蛋白质结合硝基酪氨酸水平． 在动物水平，利
用 ６－ＯＨＤＡ 建立 ＰＤ 大鼠模型，探讨茶多酚对其保护作用机制． 结果发现，茶多酚可以浓度和时间依赖性减轻 ６－ＯＨＤＡ 诱
导产生的旋转行为，降低中脑和纹状体中 ＲＯＳ 和 ＮＯ 含量、脂质过氧化程度、硝酸盐 ／ 亚硝酸盐含量、蛋白质结合硝基酪氨
酸浓度，同时降低 ｎＮＯＳ 和 ｉＮＯＳ 表达水平． 茶多酚预处理可增加黑质致密部存活神经元，减少凋亡细胞． 上述实验结果证
明，口服茶多酚可以有效保护脑组织免于 ６－ＯＨＤＡ 损伤引起的神经细胞死亡，其保护作用可能是通过 ＲＯＳ 和 ＮＯ 的途径减
少过氧亚硝基的生成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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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老龄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帕金森病
（ＰＤ）的发病率和患病率也逐年增加． ＰＤ 在 ５５ 岁以
上的人群中的发病率为 １．４％，而在 ７５ 岁以上的人
群中为 ３．４％，预计到 ２０１０ 年中国的 ＰＤ 患者将增
加到 １ ５００ 万． 由于该病具有严重致残性、持续进
展性以及目前为止治疗上的“无法根治性”，直接
导致大量的帕金森病患者丧失了日常生活、工作和
学习能力，给病人、家庭和社会都带来了沉重的负
担． 虽然世界各国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也对 ＰＤ
的发病机理有了一定认识，但还没有确切可靠的药
物阻断 ＰＤ 的发病进程，现用的一些药物多具有毒
副作用． 因而在分子、细胞、动物水平上深入研究
帕金森病的发病机理，寻求有效的预防及治疗药物
和方法，不仅可以提高中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减轻
家庭和社会的负担，更可以为人类在新世纪中破译
脑的奥秘，最终战胜脑疾病提供重要的线索和
依据．
茶叶在中国和世界已有几千年栽种和饮用历

史． 喝茶有助于健康已被广大人民所接受，喝茶可
以预防一些疾病也被流行病学研究证实． 研究表
明，茶叶中对身体健康最有益的物质是具有很强抗
氧化能力的茶多酚． 茶多酚占茶叶干重的 ３０％ 左
右，其结构如图 １ 所示． 茶多酚可以有效地清除氧
自由基和脂类自由基，预防脂质过氧化，而且具有
抑制肿瘤发生和和防治神经退行性疾病等功能． 喝
茶和茶多酚也能保护神经细胞和预防乃至治疗 ＰＤ
吗？多年来我们对此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发表了一
系列论文，其中一篇发表在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 杂
志 上 ， 题 目 是 《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ｔｅａ
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６－ＯＨＤＡ ｒａｔ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ＯＳ－ＮＯ ｐａｔｈｗａｙ》， 该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１１０２００１０１０５６）和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９７３）（２００６ＣＢ５００７０６）资助项目．
＊＊ 通讯联系人．
Ｔｅｌ： ０１０－６４８８８５６９，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ｏｂｌ＠ｉｂｐ．ａｃ．ｃｎ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２－０１，接受日期：２００８－０３－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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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为此文发布了一个新闻，该文还被 《自然》

螺旋的周围为 β折叠，这种替换干扰了 α螺旋的

（Ｎａｔｕｒｅ） 的网上杂志《自然中国》选为来自中国大陆

形成，使 β折叠延长，聚集的 β折叠参与了蛋白

和香港的突出科学研究成果． 这里对茶多酚的抗氧
化作用及其保护脑神经防止帕金森病损伤作用及其

质的自我凝聚，导致形成淀粉样的纤维结构，参与

分子机理进行了总结，就茶多酚保护脑神经、预防
和防治 ＰＤ 作用及其分子机理作一阐述，以推动茶

Ｌｅｗｙ 小体的形成． 另外，发现第二个 α－ｓｙｎｕｃｌｅｉｎ
的突变体（Ａｌａ３０Ｐｒｏ），较野生型的可形成更多的片

多酚的深入研究和利用，服务于人类健康和防病

层和成熟的纤维丝，容易与泛醌结合、沉淀而被包
裹［２］． Ｐａｒｋｉｎ 基因位于 ６ｑ２５．２～２７ 上，有多处突变

治病．

发生． Ｐａｒｋｉｎ 蛋白主要分布在细胞的高尔基体上，

（－ ）－ 表儿茶素 （ＥＣ）： Ｒ１＝Ｈ， Ｒ２＝Ｈ；
（－ ）－ 没食子儿茶素 （ＥＧＣ）： Ｒ１＝Ｈ， Ｒ２＝ＯＨ；
（－ ）－ 儿茶素没食子酸酯 （ＥＣＧ）： Ｒ１＝Ｘ， Ｒ２＝Ｈ；
（－ ）－ 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 （ＥＧＣＧ）： Ｒ１＝Ｘ， Ｒ２＝Ｏ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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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茶多酚的化学结构

１

帕金森病的致病机理

ＰＤ 是老年人群中发病率很高的一种神经系统
退行性疾病，其主要病理特征为选择性的黑质和纹
状体多巴胺能神经元的减少、丧失和黑体 － 纹状体
束的病理性改变，从而引起运动障碍，以僵直、震
颤、运动迟缓为主要临床特征． 目前发病机制一般
认为是由于中脑黑质的多巴胺能神经元的变性坏
死，使通过黑质纹状体通路作用于纹状体的神经递
质多巴胺（ＤＡ）减少，造成纹状体内多巴胺和乙酰
胆碱（Ａｃｈ）两种递质的平衡失调而发病． 黑质神经
元消失具有特殊分布区，主要在致密带． 所有受损
区除神经元脱失外，还伴有胶质细胞增生，残存的
色素细胞亦可出现色素减少或色素外溢，部分细胞
出现 Ｌｅｗｙ ｂｏｄｙ，可观察到 α－ｓｙｎｕｃｌｅｉｎ 和 ｕｂｉｑｕｉｔｉｎ
形成的直径 ７～１２ ｎｍ 的纤维［１］． ＰＤ 的致病因素有
遗传和环境两种，前者占大约 ３０％． 后者占大约
７０％．
１．１

帕金森病的致病的遗传因素

ＰＤ 相关基因即致病基因和易感基因目前发现
的 有 α－ｓｙｎｕｃｌｅｉｎ 基 因 和 Ｐａｒｋｉｎ 基 因 等 ．
α－ｓｙｎｕｃｌｅｉｎ 定位在 ４ｑ２１～２３，其 ２０９ 位的鸟嘌呤
突变为腺嘌呤，导致 α－ｓｙｎｕｃｌｅｉｎ 蛋白 ５３ 位丙氨酸
突变为苏氨酸． 丙氨酸本来位于 α螺旋中，在 α

其功能还不清楚，可能参与清除残缺蛋白质和调节
基因的表达． Ｐａｒｋｉｎ 基因的突变或缺失，可能会干
扰泛醌介导的蛋白质水解通路，导致黑质神经元的
死亡，其确切机制仍有待于进一步阐明［３］．
另外，在 ＰＤ 病人中，α－ｓｙｎｕｃｌｅｉｎ 的突变导致
了多种细胞毒性物质的累积，包括蛋白酶功能的抑
制，囊泡通透性的上升，线粒体损伤． 这些可能是
通过两条不同的途径：ａ． 细胞内 ＡＴＰ 减少，加剧
了蛋白酶的功能丧失，进一步加强了蛋白质沉积；
ｂ． ｐａｒｋｉｎ 基因突变降低了黑质神经元对抗氧化应
激的能力，可能是因为 Ｐａｒｋｉｎ 蛋白作为蛋白质 － 泛
素连接酶的功能丧失，进而影响到毒性蛋白的降
解． 另外，ＵＣＨＬ１ 的突变也可能影响到蛋白酶的
功能或者是 α－ｓｙｎｕｃｌｅｉｎ 的浓度． 尽管在疾病的发
生过程中，有纤维化颗粒形成，但 α－ｓｙｎｕｃｌｅｉｎ 的
纤维化聚集并不是主要的致病因素． 在发病的早期
α－ｓｙｎｕｃｌｅｉｎ 起主要的调节作用，但在后期导致了神
经元功能的紊乱，最终直至细胞死亡．
１．２

氧化应激与 ＰＤ

环境因素包括一些环境产生的神经毒剂，如
６－ＯＨＤＡ，ＭＴＰＴ，除草剂，鱼藤酮等，它们都会
引起多巴胺神经元的损伤甚至凋亡． 这些神经毒剂
引起多巴胺神经元损伤和凋亡的共同特征是通过氧
化应激，即产生活性氧（ＲＯＳ）和活性氮（ＲＮＳ）． 神
经递质多巴胺可以通过化学反应或酶反应产生
ＲＯＳ． 人脑内黑质区金属离子铁的含量较高． 过量
生成的活性氧自由基，攻击生物大分子，消耗抗氧
化物质，破坏了细胞的抗氧化防御系统，增加了细
胞的氧化应激． 更为严重的是氧化还原平衡的破
坏，进一步导致线粒体电子传递链受阻，呼吸衰
竭，产生能量危机，形成氧化应激和线粒体损伤的
反馈循环，最终导致多巴胺能神经元过度的损伤和
缺失，产生 ＰＤ 的临床症状．
氧化应激在 ＰＤ 发病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脑组织的氧代谢率很高，同时抗氧化剂的保护机制
又相对缺乏． 这就导致脑组织的 ＲＯＳ 代谢相对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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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失去平衡． 线粒体是 ＲＯＳ 敏感的细胞器之一，

存在，人喝茶后 １ ｈ，在血浆中可检测到 ＥＧＣＧ 主

过量的 ＲＯＳ 不仅影响线粒体“能量工厂”的正常

要以三种存在形式，其中糖基化占 ８％～１９％、硫

功能，而且还能反馈性增加 ＲＯＳ 和 ＲＮＳ 的产生，
释放凋亡因子细胞色素 Ｃ，激活 Ｃａｓｐａｓｅｓ 蛋白家

基化占 ５８％～７２％和自由态 １２％～２８％；ＥＧＣ 的
５７％～７１％为糖基化形式，２３％～３６％为硫基化形

族，导致细胞凋亡． 许多环境因素和代谢毒素都可

式，而自由态为 ３％～１３％． 此外，在体内检测到

以诱导产生过量的 ＲＯＳ 及 ＲＮＳ，而引起不同程度

儿茶素的代谢产物，在血浆及尿中有高水平的

的细胞毒性作用． 过量的 ＲＯＳ 及 ＲＮＳ 不仅可以影

４′
－Ｏ－ 甲基 －ＥＧＣ． 口服绿茶 １．７ ｈ 后，４′
－Ｏ－Ｍｅ－ＥＧＣ

响细胞膜的通透性，引起 Ｃａ 内流和细胞第二信

在血浆中达到峰值，浓度为 １．２～２．２ ｍｇ／Ｌ，远高

使含量的升高，进而激活多条氧化还原通路． 大量
证据表明在 ＰＤ 的发病过程中，活性氧与不同的突
变蛋白相互协同作用，共同调节了蛋白质的纤维沉
积，促进神经元凋亡，甚至死亡［４， ５］．
大量研究表明，过量的一氧化氮（ＮＯ）可以诱
导神经元凋亡． 在病理条件下，ＲＯＳ 和 ＮＯ 的产

于 ＥＧＣ 的 浓 度 ． ４′
－Ｏ－Ｍｅ－ＥＧＣ 的 半 衰 期 为 （４．４ ±
１．１） ｈ． 在血浆和尿液中也检测到 ＥＧＣ 和 ＥＣ 的两
个裂环代谢物，它们在 ３ ｈ 后出现，并在 ８～１５ ｈ
达到峰值［１４］．
将放射标记的 ３Ｈ－ＥＧＣＧ 通过胃饲给小鼠，１ ｈ
后在小鼠的胃、小肠、结肠中分别保留放射活性的

量都大大增加，二者极易发生反应生成过氧亚硝
基． 过氧亚硝基是强氧化剂，可以与蛋白质的巯基
反应，或者硝基化芳香族氨基酸，影响它们在信号
传导中的功能． 此外，过氧亚硝基可以氧化脂类，
蛋白质和 ＤＮＡ，从而破坏其功能． ＮＯ 还可与 Ｆｅ
配基反应，使 Ｆｅ（Ⅲ）通过与 ＮＯ 结合而还原，产生
的 Ｆｅ２＋－ＮＯ＋，进一步与细胞内的巯基反应，使其亚
硝基化［６］． ＮＯ 还参与了 ＰＤ 病多巴胺能神经元的降
解［７］．
ＰＤ 的治疗目前采用药物、手术和基因治疗等

３０．７％，４０．６％和 ３．９％，至 ２４ ｈ 后，消化道中的放
射活性残留为 １９．５％． 给药 １ ｈ 后，少量放射性在
小鼠多处器官被发现，包括血液、肝、脑、心脏、
皮肤等． 至 ６ ｈ，放射活性迅速增加，此后直至
２４ ｈ，放射活性仍以缓慢的速度在各组织中累积，
脑中的 ＥＧＣＧ 浓度最高可达 ０．２２ μｍｏｌ／Ｌ． 另外，
经常饮用绿茶可以使机体中保持较高的茶多酚水
平． 首次给药后 ６ ｈ 再给以相同剂量的 ３Ｈ－ＥＧＣＧ，
脑中的放射性比单次给药的增加 ６ 倍左右［１５］． 在细
胞实验中用 ３Ｈ－ＥＧＣＧ 标记细胞，放射活性在细胞
膜、细胞质和细胞核都有分布，表明 ＥＧＣＧ 可以
穿过细胞膜． 在肿瘤细胞上发现一种 ６７ ｋｕ 的层粘

２＋

方法，但是效果都不是很理想，一些药物和方法副
作用很严重． 通过抗氧化剂等维持细胞内的氧化还
原状态，抑制细胞凋亡，从而减缓或阻止神经元的
降解是一个重要的途径． 研究发现，抗氧化剂对神
经有明显保护作用，例如天然抗氧化剂银杏提取物
对许多环境因素引起的神经元凋亡，有较强的保护
作用［８］． 另外，其他黄酮类和多酚类物质如茶多酚
在体内外的许多氧化损伤体系中，也都有抑制凋亡
信号，阻止凋亡发生，减缓或保护神经退行性疾病
发生的功能［９～１３］．

２

茶多酚的代谢

健康人饮用绿茶（按体重 ２０ ｍｇ／ｋｇ）后，血浆中
的茶多酚单体 ＥＧＣＧ、ＥＧＣ、ＥＣ 在 １．３～１．６ ｈ 达
到峰值，最大浓度分别为（７７．９±２２．２）， （２２３．４±３５．２），
（１２４．０３±７．８６） "ｇ／Ｌ，在血浆中的半衰期为（３．４±０．３），
（１．７±０．４）， （２．０±０．４） ｈ． 在 １ ｈ 收集的样品中，７７％
ＥＧＣＧ、３１％ ＥＧＣ、２１％ ＥＣ 以游离态存在，到 ５ ｈ
６４％ 的 ＥＧＣＧ 以 游 离 态 存 在 ， 而 ＥＧＣ 和 ＥＣ 为
４０％～５０％． 大部分结合态的儿茶素以糖基化形式

连蛋白受体（６７ＬＲ），其可以加强 ＥＧＣＧ 与肿瘤细
胞的结合，并且层粘连蛋白可以和 ＥＧＣＧ 发生竞
争性抑制，而 ６７ＬＲ 仅对 ＥＧＣＧ 有增强结合的作
用，其他的茶多酚单体不受其影响，说明 ６７ＬＲ 可
能是 ＥＧＣＧ 的受体． 目前在脑内还没有相关的报
道［１６］．
这些研究表明茶多酚不仅可以进入血浆，而且
可以穿透血脑屏障，这就为我们利用茶多酚保护脑
神经细胞防治 ＰＤ 提供了必要条件．

３ 茶多酚保护脑神经细胞防止帕金 森 症 病
损伤作用及其分子机理
应用 ６－ＯＨＤＡ 诱导 ＰＤ 病理细胞模型，我们评
价了茶多酚的神经保护作用． 结果表明，茶多酚预
处理可明显改变凋亡细胞核变化，减少 ６－ＯＨＤＡ
诱导的早期凋亡率，防止线粒体膜电位下降，降低
细胞内活性氧和钙离子累积． 茶多酚还可以抑制
６－ＯＨＤＡ 诱导 ＮＯ 含量升高和 ｎＮＯＳ 与 ｉＮＯＳ 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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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茶多酚对 ６－ＯＨＤＡ 自氧化有浓度 － 时间依赖性

有浓度依赖性作用． 细胞先同茶多酚（１００ μｍｏｌ／Ｌ）
孵育 １ ｈ，再与 １００ μｍｏｌ／Ｌ ６－ＯＨＤＡ 孵育 １２， １８， ２４，

抑制作用［９～１１］． 利用 ６－ＯＨＤＡ 建立半 ＰＤ 大鼠模型，
探讨茶多酚对其保护作用机制，结果发现，

４８ ｈ，细胞活力取决于共同孵育的时间，在 １２ ｈ 和
２４ ｈ 时细胞活力分别上升到大约 ８５％和 ９６％．

表达，降低细胞内蛋白结合硝基酪氨酸水平． 此

６－ＯＨＤＡ 诱导动物旋转行为是时间依赖性的，茶多

单 独 用 儿 茶 素 单 体 处 理 细 胞 ２４ ｈ， 在 ２５ ～

酚可以浓度和时间依赖性减轻 ６－ＯＨＤＡ 诱导产生
的旋转行为，降低中脑和纹状体中 ＲＯＳ 和 ＮＯ 含

５００ μｍｏｌ／Ｌ ＥＣＧ 和 １００～５００ μｍｏｌ／Ｌ ＥＧＣＧ 和 ＥＣ
时其细胞活力上升，然而，ＥＧＣ 在 ２５～４００ μｍｏｌ／Ｌ

量、脂质过氧化程度、硝酸盐 ／ 亚硝酸盐含量、蛋

时使细胞活力下降到 ７０％～８０％． 先用儿茶素处理

白 质 结 合 硝 基 酪 氨 酸 浓 度 ， 同 时 降 低 ｎＮＯＳ 和
ｉＮＯＳ 表达水平． 茶多酚预处理可增加黑质致密部
存活神经元，抗氧化水平和减少凋亡细胞． 口服茶
多酚可以有效保护脑组织免于 ６－ＯＨＤＡ 损伤引起
的神经细胞死亡，其保护作用可能是通过 ＲＯＳ 和
ＮＯ 的途径实现的［１７］，为茶多酚的神经保护理论提

１ ｈ，再用 ６－ＯＨＤＡ 处理 ２４ ｈ，细胞活力有明显的
升高． 在 ２５～４００ μｍｏｌ／Ｌ，ＥＧＣＧ，ＥＣＧ 和 ＥＣ 的
保护作用有明显的增强，而 ＥＧＣ 有明显的负面作
用． 茶多酚在 ２５ μｍｏｌ／Ｌ 和 ５０ μｍｏｌ／Ｌ 时与 ＥＧＣＧ
作用相似，在 １００～４００ μｍｏｌ／Ｌ 时与 ＥＣＧ 作用相
似． 因此，无论在哪种浓度下，茶多酚都对细胞活

供了实验证据，为预防和治疗 ＰＤ 提供了新的思路．

力具有最大的增强作用． 本实验中我们选择了
５０，１００ 和 ２００ μｍｏｌ／Ｌ 三个浓度的茶多酚作为实
验浓度． 细胞先用儿茶素单体处理 １ ｈ，然后洗去
培养基，再用 ６－ＯＨＤＡ 单独处理 ２４ ｈ，儿茶素可
以削弱 ６－ＯＨＤＡ 所导致的细胞活力的降低，尽管
这种作用比共孵育时较弱， 揭示了茶多酚及其单
体的抗氧化作用主要是发生在细胞内的． ＧＳＨ 清
除 ＲＯＳ 和 Ｌ－ＮＭＭＡ 抑制 ＮＯ 的产生都对 ６－ＯＨＤＡ
诱导的细胞凋亡有剂量依赖性保护作用，说明茶多
酚可能也是通过这些特性来抑制 ６－ＯＨＤＡ 诱导的

３．１

在细胞水平茶多酚对帕金森症损伤的防护

作用

在细胞水平上，我们应用 ＭＴＴ、荧光显微镜、
流式细胞分析和 ＤＮＡ 电泳等技术和方法研究了茶
多酚及其单体化合物对 ６－ＯＨＤＡ 诱导的 ＰＣ１２ 细胞
凋亡的神经保护作用． 通过对 ６－ＯＨＤＡ 单独处理
的 和 茶 多 酚 提 前 处 理 过 而 后 用 ６－ＯＨＤＡ 处 理 的
ＰＣ１２ 细胞的形态，生理功能状态变化的研究，我
们 发 现 茶 多 酚 和 其 主 要 成 分 ＥＧＣＧ 和 ＥＣＧ， 在
１００～２００ μｍｏｌ／Ｌ 浓度范围内，表现出明确的保护
氧化应激诱导的细胞凋亡作用，其他单体化合物没
有表现这种保护作用［９， １０］．
应用氧化应激诱导 ＰＤ 病理细胞 ＳＨ－ＳＹ５Ｙ 模
型，我们评价了茶多酚的神经保护作用，结果表
明，茶多酚预处理可明显减少 ６－ＯＨＤＡ诱导的早期
凋亡引起细胞核变化，防止线粒体膜电位下降，降
低细胞内活性氧和钙离子累积． 茶多酚还可以抑制
６－ＯＨＤＡ 诱导 ＮＯ 含量升高和 ｎＮＯＳ 与 ｉＮＯＳ 过量
表达，降低细胞内蛋白质结合硝基酪氨酸水平． 此

利用荧光显微镜观察核形态变化，对照细胞的
细胞核呈均匀荧光，当用 １００ μｍｏｌ／Ｌ ６－ＯＨＤＡ 处
理细胞 ２４ ｈ 之后，细胞核形态表现出明显的凋亡
变化，即核发生固缩或出现碎裂． 但是这种核凋亡
的形态变化在用 ５０～２００ μｍｏｌ／Ｌ茶多酚预处理后
明显减轻或者消失了，细胞核形态与正常细胞接
近． 表明茶多酚对 ６－ＯＨＤＡ 引起的细胞核凋亡的
变化有明显的保护作用． 单独茶多酚没有明显的影
响． 为了确定茶多酚对 ６－ＯＨＤＡ 诱导的细胞凋亡

外，茶多酚对 ６－ＯＨＤＡ 自氧化有浓度 － 时间依赖性
抑 制 作 用 ［１８］． 以 不 同 浓 度 ６－ＯＨＤＡ （１ μｍｏｌ／Ｌ ～
０．５ ｍｍｏｌ／Ｌ）处理 ＳＨ－ＳＹ５Ｙ 细胞，ＭＴＴ 法测定细胞
活力． ６－ＯＨＤＡ 以浓度及时间依赖性的方式导致细
胞活力的降低． ７５ μｍｏｌ／Ｌ 和 １００ μｍｏｌ／Ｌ ６－ＯＨＤＡ
处理 ２４ ｈ 后，细胞活力分别降为 对 照 的 ６０％ 和
３５％左右． 茶多酚单独处理 ２４ ｈ，结果显示在低浓
度时，细胞活力升高，而在高浓度时，细胞活力下
降到大约 ８０％． 用不同浓度茶多酚预处理 １ ｈ，结

的保护作用，利用 Ａｎｎｅｘｉｎ Ｖ 和 ＰＩ 双染方法标记
细胞，做流式细胞分析． 细胞被 ６－ＯＨＤＡ 处理 ２４ ｈ
后，早期凋亡的细胞比率急剧增加至 ５３．０６％，如
果事先用不同浓度的茶多酚处理，凋亡细胞的百分
比会明显下降． 茶多酚的浓度从 ５０ 到 ２００ μｍｏｌ／Ｌ
增加时，细胞凋亡率随着浓度增加分别降至
８．７７％，４．７６％ 和 ２．１４％． 而茶多酚单独处理没有
明显影响．
利用 ＤＣＦＨ－ＤＡ 荧光分析检测细胞内的活性

果显示茶多酚对 ６－ＯＨＤＡ 所诱导的细胞活力下降

氧． １００ μｍｏｌ／Ｌ ６－ＯＨＤＡ 处理 ２４ ｈ 后，诱导细胞

细胞损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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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活 性 氧 信 号 显 著 增 加 （ Ｐ ＜ ０．０１）， 而 ５０ ～
２００ μｍｏｌ／Ｌ的茶多酚对活性氧的清除具有浓度依赖

剂量为在低剂量组和高剂量组分别是 １５０ ｍｇ／ｋｇ·ｄ

效应． 利用分光光度计分析细胞内亲脂性阳离子荧
光染料的含量变化来衡量线粒体膜电位变化．

和 ４５０ ｍｇ／ｋｇ·ｄ． 试验中各组动物体重之间没有明
显的差异，另外，茶多酚预处理 ７ 天及手术后连续

６－ＯＨＤＡ 处理 ２４ ｈ，可以检测到荧光强度的显著下

处理 ２１ 天没有发现对动物有任何副作用．

的饮水量相似，没有明显差异． 动物服用茶多酚的

降． ＳＨ－ＳＹ５Ｙ 细胞用 ６－ＯＨＤＡ 处理后导致荧光强

采用阿朴吗啡（ａｐｏｍｏｒｐｈｉｎｅ）诱导动物旋转的方

度降低表明线粒体膜电位的降低． 茶多酚预处理可

法，以评估 ＰＤ 动物模型的建立［１９］． 大鼠腹腔注射

以显著抑制线粒体膜电位的降低并具有浓度效应．

阿朴吗啡（０．２５ ｍｇ／ｋｇ）诱发起旋转行为，约 ３～５ ｍｉｎ

单独茶多酚处理可以使线粒体膜电位升高，提高细
胞的抗氧化能力．
为了检测凋亡细胞内钙离子的浓度，采用
ＳＨ－ＳＹ５Ｙ 细胞与荧光探针 Ｆｌｕｏ－３ ＡＭ 共同孵育的
方法． １００ μｍｏｌ／Ｌ ６－ＯＨＤＡ 导致细胞内钙离子上升
了 ２．４ 倍（ Ｐ ＜ ０．０１）． 单独茶多酚（１００ μｍｏｌ／Ｌ）也能

动物出现旋转，记录 ３０ ｍｉｎ 内的旋转圈数及方向，
平均每分钟 ７ 圈以上者为合格的帕金森病大鼠模
型． ６－ＯＨＤＡ 注射后，大鼠的旋转行为随时间的增
加而递增，到三周时达到稳定，说明 ６－ＯＨＤＡ 单
侧注射前脑内侧束所导致的黑质致密部多巴胺能神
经元的凋亡是时间依赖性的． 茶多酚预处理表明，

使细胞内钙离子浓度略有升高． ６－ＯＨＤＡ 与不同浓
度的茶多酚（５０～２００ μｍｏｌ／Ｌ）共同孵育 ２４ ｈ，可使
细胞内钙离子浓度显著下降． 茶多酚对 ６－ＯＨＤＡ
导致的细胞内钙离子浓度升高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检测细胞内 ＮＯ 含量的变
化及 ｎＮＯＳ、ｉＮＯＳ 表达的变化发现，６－ＯＨＤＡ 处
理可使 ＮＯ 含量上升到 １４０％ （ Ｐ ＜ ０．０１），茶多酚对
ＮＯ 没有明显的作用． ６－ＯＨＤＡ 导致的 ＮＯ 含量的
升高可被不同浓度茶多酚（５０，１００，２００ μｍｏｌ／Ｌ）所
抑制，并且具有浓度依赖效应，分别降至

茶多酚可以明显降低大鼠的旋转数，并且随时间延
长其作用越发明显，提示茶多酚可以有效地对大鼠
黑质致密部神经元进行保护．
动物手术后，分别于一周，两周，三周时，测
量了脑组织中产生的活性氧和一氧化氮，脑匀浆的
脂质过氧化水平，脑匀浆的抗氧化能力，以评价
６－ＯＨＤＡ 所产生的活性氧和活性氮对脑组织的损伤
效果． ６－ＯＨＤＡ 注射后，ＥＳＲ 实验表明，与阴性对
照组相比，６－ＯＨＤＡ 注射使得中脑和纹状体内的
ＲＯＳ 和 ＮＯ 的含量都有所上升． 茶多酚预处理可

１０８．０１％，７７．９４％和 ６５．１１％． ６－ＯＨＤＡ 可使细胞内
的 ｎＮＯＳ 和 ｉＮＯＳ 含量显著升高，而茶多酚的预处
理可剂量依赖性的下调 ６－ＯＨＤＡ 所致的细胞内的
ｎＮＯＳ 和 ｉＮＯＳ 含量． ｅＮＯＳ 的表达在各组间没有
明显的差异． 过氧亚硝基使蛋白质结合酪氨酸发生
硝基化，产生 ３－ 硝基酪氨酸，可利用 ３－ 硝基酪氨
酸 的 特 异 性 抗 体 ， 通 过 竞 争 性 ＥＬＩＳＡ 来 测 定 ．
６－ＯＨＤＡ 可显著地增加蛋白质结合的硝基酪氨酸，
而 ５０，１００，２００ μｍｏｌ／Ｌ茶多酚分别使蛋白质结合

以明显降低损伤侧的 ＲＯＳ 和 ＮＯ 的产生，甚至使

的硝基酪氨酸降到 １１．２１，７．６６，４．０５ μｍｏｌ／Ｌ，并
且具有浓度依赖效应． 茶多酚单独处理组对蛋白质
结 合 的 硝 基 酪 氨 酸 含 量 没 有 明 显 影 响 ． Ｌｅｖｉｔｅｓ
等 ［１０， １１］ 在 ＳＨ－ＳＹ５Ｙ 细 胞 内 ， 茶 多 酚 可 以 抑 制
６－ＯＨＤＡ 诱导的 ＮＦ－κＢ 的转运和结合提示茶多酚
可能通过抑制 ｉＮＯＳ 的活性而发挥保护作用．

对照侧明显低于阴性对照组的对照侧，并且有时间
和剂量依赖效应．
６－ＯＨＤＡ 注射后脂质过氧化水平用 ＴＢＡＲＳ 的
含量表示． ６－ＯＨＤＡ 的损伤使得 ＴＢＡＲＳ 水平在第
一周时均高于阴性对照组，并且在中脑和海马内随
时间递增而上升． 在中脑和纹状体内，茶多酚预处
理都使 ＴＢＡＲＳ 水平有明显的降低，并且具有时间
依赖效应． 为了更准确地评价茶多酚在 ６－ＯＨＤＡ
诱导的半 ＰＤ 大鼠中的保护效果，我们进一步检测
了脑匀浆的抗氧化水平，测定了对超氧阴离子自由
基和羟基自由基的清除效果． ６－ＯＨＤＡ 损伤侧中脑

在细胞实验的基础上，我们又建立了 ６－ＯＨＤＡ
诱导的小鼠 ＰＤ 亚急性动物模型 ［１７］． 在试验过程

和纹状体内脑匀浆清除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的能力比
阴性对照组显著下降了 ６６％和 ４０％，并且有时间
依赖效应． 茶多酚预处理使得损伤侧中脑和纹状体
内脑匀浆清除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的能力显著升高，
并且是时间和剂量依赖性的． 对羟基自由基的清除
能力与清除超氧阴离子能力类似．
为了进一步确定一氧化氮在 ６－ＯＨＤＡ 诱导大

中，动物的饮水和体重被严格监控． 四组动物每日

鼠 ＰＤ 模型中的作用，我们用 Ｇｒｉｅｓｓ 法进一步检测

３．２

在动物水平茶多酚对帕金森症损伤的防护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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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 ｏｇ． Ｂｉｏｃｈｅｍ． Ｂｉｏｐｈｙ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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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氧化氮的终产物硝酸盐 ／ 亚硝酸盐的产量． 与

处 理 可 以 显 著 防 止 这 一 损 伤 ， ＥＧＣＧ 还 能 阻 止

阴性对照组相比，６－ＯＨＤＡ 注射侧中脑和纹状体内

ＭＰＴＰ 引起的抗氧化酶的应激变化． 体外运用酶动

硝酸盐 ／ 亚硝酸盐显著升高，并且具有时间依赖
性． 茶多酚预处理剂量和时间依赖性降低了中脑和

力学方法，发现茶多酚在一定的浓度范围内对小鼠
脑 ＭＡＯ 有明确的抑制作用，其作用机制为可逆的

纹状体内脑匀浆的硝酸盐 ／ 亚硝酸盐水平． 同时，

非竞争性抑制． 结果表明，茶多酚能够降低 ＭＰＴＰ

茶多酚预处理都使得对照侧中脑和纹状体内硝酸
盐 ／ 亚硝酸盐水平显著下降，并且具有剂量和时间

处理的小鼠各个脑区的 ＭＡＯ 的活性［２０，２１］．

效应．

护 神 经 细 胞 防 止 ６－ＯＨＤＡ 诱 导 ＰＤ 损 伤 的 分 子

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检测发现，６－ＯＨＤＡ 显著
增加了中脑和纹状体内 ｎＮＯＳ 和 ｉＮＯＳ 的蛋白质表
达，并且是具有时间依赖效应的． 茶多酚预处理可
以显著降低中脑和纹状体内的 ｎＮＯＳ 和 ｉＮＯＳ 的蛋
白表达． ｉＮＯＳ 在阴性对照组也有表达，但表达量
比较低，可能是由于手术和灌胃刺激导致的．

机理．

归纳以上研究，我们可以用图 ２ 表示茶多酚保

与阴性对照相比，６－ＯＨＤＡ 可显著提高中脑和
纹状体内蛋白结合硝基酪氨酸含量，并且在中脑内
有时间依赖效应，可能是与中脑黑质致密部神经元
的缺失有关． 茶多酚可以剂量依赖性地降低蛋白质
结合硝基酪氨酸含量． 用免疫组化的方法标记 ＴＨ
阳性神经元是观察中脑黑质多巴胺能神经元变化的
有效手段． 对中脑黑质 ＴＨ 免疫活性的神经元用
ＤＡＢ 显色，在 ６－ＯＨＤＡ 注射三周后，正常组的动
物 ＴＨ 阳性神经元的数目比 ６－ＯＨＤＡ 损伤一侧的
多，表明 ６－ＯＨＤＡ 对中脑的多巴胺能神经元有显
著的损伤作用． 而低剂量和高剂量茶多酚可以明显
地保护多巴胺能神经元免受 ６－ＯＨＤＡ 的毒害．
在细胞凋亡过程中，细胞内 ＤＮＡ 内切酶被激
活，降解基因组 ＤＮＡ，断裂的 ＤＮＡ 碎片可以被
ＴＵＮＥＬ 试验特异性的检测，因此 ＴＵＮＥＬ 可以特
异性检测凋亡细胞． 结果显示，阴性对照组黑质致
密部神经元没有特异性染色，６－ＯＨＤＡ 注射后三
周，几乎所有的 ＳＮｃ 区神经元都被特异性的着色，
显示 ６－ＯＨＤＡ 经前脑内侧束扩散到 ＳＮｃ 区，引起
ＳＮｃ 区 多 巴 胺 能 神 经 元 的 大 量 凋 亡 ， 同 时 ， 在
６－ＯＨＤＡ 诱导凋亡的神经元中，部分神经纤维显示
ＴＵＮＥＬ 阳性，这种现象表明，断裂的 ＤＮＡ 碎片
在神经元中由胞体向神经纤维末端运输，是一种凋
亡神经元特有的现象，进一步说明 ６－ＯＨＤＡ 注射
后神经元 ＤＮＡ 的断裂至少部分是由凋亡引起的．
茶多酚预处理剂量依赖性减少切片中凋亡神经元的
数目［１７］．
Ｗｅｉｎｒｅｂ 等在 ＭＰＴＰ 诱导的 ＰＤ 小鼠模型中，
ＭＰＴＰ 可以导致脑黑质部多巴胺神经原丢失，用茶
提取物（０．５１ ｍｇ／ｋｇ）和茶多酚 ＥＧＣＧ（２，１０ ｍｇ／ｋｇ）预

Ｆｉｇ． ２ Ａ ｈｙｐｏｔｈｅ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ｄｉａｇｒ ａｍｍ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ｔａｒ ｇｅｔｓ ｏｆ ｇｒ ｅｅｎ ｔｅａ 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ｓ （ＧＴＰ） ｏｒ
ＥＧＣＧ ａｒ 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ｉｎ ｃｅｌｌ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６－ＯＨＤＡ－ｉｎｄｕｃｅｄ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 ｅｓｓ
图 ２ 茶多酚 （ＧＴＰ） 或者 ＥＧＣＧ 防止 ６－ＯＨＤＡ 导致 ＰＤ
氧化损伤的靶位置和信号通路模型
① 直 接 抑 制 ６－ＯＨＤＡ 导 致 ＰＤ 氧 化 应 激 和 清 除 ＲＯＳ； ② 抑 制
６－ＯＨＤＡ 对 ＰＫＣ 和 ＥＲＫ１／２ 的激活作用及 ＰＫＣ 磷酸化；③抑制
ＮＦ－ｋＢ 向细胞核转移和抑制其活性；④调节细胞死亡和周期；⑤调
节细胞内 ＮＯ 水平和抑制过氧亚硝基生成．

３．３

茶多酚的抗氧化作用

茶多酚的这些保护神经防止帕金森病损伤作用
与其抗氧化作用有着密切关系． 一种抗氧化剂能否
抗氧化和抗氧化效率如何，一个很重要的性质就是
它对氧自由基的清除作用． 我们系统研究了茶多酚
对不同体系氧自由基的清除作用．

２００８； ３５ （７）

赵保路： 茶多酚保护脑神经防止帕金森病损伤作用及其分子机理

·７４１·

在体外，利用鲁米诺来检测 ６－ＯＨＤＡ 自氧化

现得更清楚［２６， ２７］． 不仅不同结构的茶多酚对不同自

过程中产生的活性氧． 茶多酚对 ＲＯＳ 的清除率有

由基有不同的清除作用，而且，相同结构的不同异

浓度依赖效应． 有意思的是，即便浓度很低的茶多
酚就可显著清除 ６－ＯＨＤＡ 自氧化过程中产生的活

构体对不同自由基也有不同的清除作用． 这对我们
了解为什么在天然茶叶中存在不同茶多酚异构体和

性氧，而这是与茶多酚的抗氧化剂活性相关的． 利

我们考虑使用茶多酚作为抗氧化剂具有重要的

用 ＥＳＲ 方 法 检 测 了 纯 化 学 体 系 中 茶 多 酚 对

意义．

６－ＯＨＤＡ 自氧化产生的醌类自由基的清除作用．

我们采用 Ｃｕ２＋ 螯合剂 （ＯＰ）２Ｃｕ２＋ 作为化学核酸

６－ＯＨＤＡ 与不同浓度的茶多酚共同孵育，茶多酚对

酶诱导 ＤＮＡ 损伤的模型，利用 ＥＳＲ 和化学发光技

６－ＯＨＤＡ 自氧化产生的醌类自由基的清除作用具有
浓度依赖效应． 相同浓度的茶多酚和 ６－ＯＨＤＡ 共
孵育，在 １０ ｍｉｎ 时清除率达到了 ５０％，２０ ｍｉｎ 时
清除率几乎达到了 １００％，表明茶多酚对 ６－ＯＨＤＡ
自氧化产生的醌类自由基的清除同时具有时间依赖
效应．

术研究了 ４ 种茶多酚单体对氧化损伤 ＤＮＡ 保护作
用机理［２８］． 结果发现它们对 ＤＮＡ 氧化损伤保护作
用的顺序为 ＥＣＧ ＞ ＥＣ ＞ ＥＧＣＧ ＞ ＥＧＣ． 为了确定
是什么自由基引起的 ＤＮＡ 损伤，我们用 ＥＳＲ 自旋
捕集技术测定了产生的自由基，结果发现捕集到的
是羟基自由基的波谱． 而且发现，将 ４ 种茶多酚单

我们用自旋捕集技术捕捉的用黄嘌呤氧化酶体
系和人嗜中性粒细胞呼吸爆发产生的氧自由基． 在
这两个体系中茶多酚对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的清除作
用远远大于的维生素 Ｃ 和维生素 Ｅ［２２］． ４ 种单体对
氧自由基的清除作用也是不同的，它们混合在一起
对氧自由基的清除有协同作用和最佳清除比例［２３］．
在从茶叶中提取以儿茶素作为主体成分的抗氧化剂
时，以保持原有儿茶素比例时其抗氧化效果最佳．
我们用自旋捕集技术研究了茶多酚和一些天然抗氧
化剂对对 ＯＮＯＯ－ 氧化活性的抑制作用，结果发现

体加入该体系对 ＥＳＲ 信号的清除作用的顺序也是
ＥＣＧ ＞ ＥＣ ＞ ＥＧＣＧ ＞ ＥＧＣ． 这就证明了在 （ＯＰ）
２＋
２Ｃｕ 与过氧化氢及抗坏血酸反应体系引起 ＤＮＡ 损
伤的主要是羟基自由基．
我们研究了茶多酚对铅毒性的防护作用，发现
茶多酚可以防止铅毒性引起肝细胞膜脂质过氧化，
抑制铅毒性引起的神经细胞产生的活性氧自由基，
防止铅毒性引起的神经细胞内抗氧化剂的减
少［２９～３２］．
我们从茶多酚的分子结构和分子轨道量子化学

茶多酚对 ＯＮＯＯ－ 清除作用远远大于维生素 Ｃ ［２４］．

计算的结果探讨了茶多酚为什么可以清除氧自由基
及清除氧自由基的反应活性中心［３３～３５］． 结果发现苯

我们研究和比较 ４ 种茶多酚单体对铁诱导的脑
突触体脂质过氧化损伤的保护作用，并用自旋捕集
法研究比较它们清除脂类自由基的效果，探讨它们
对脑突触体脂质过氧化损伤的保护机理． 结果发现
茶多酚 ４ 种单体对脑突触体脂质过氧化过程形成的
ＴＢＡ 反 应 物 都 有 抑 制 作 用 ． 随 ＥＧＣＧ， ＥＣＧ，
ＥＧＣ 和 ＥＣ 浓度的增加，ＴＢＡ 反应物形成量逐渐
减小，抑制率逐渐增大，并具有很好的量效关系，
它 们 的 ＩＣ５０ 分 别 是 ０．３５ ｍｍｏｌ／Ｌ， ０．２４ ｍｍｏｌ／Ｌ，

环上两个酚羟基的 Ｏ—Ｈ 键 比苯并二氢吡喃上两
个酚羟基的 Ｏ—Ｈ 的键强，说明当儿茶素与氧自由
基反应时，苯并二氢吡喃环上两个酚羟基的氢原子
比苯酚环上的两个羟基的氢原子更容易被抽走． 儿
茶素自由基反应时在苯并二氢吡喃环上也形成类似
的醌自由基． 这一结论与前面用 ＥＳＲ 检测到儿茶
素与氧自由基反应生成的半醌自由基是一致的． 这
就使茶多酚清除氧自由基和抗氧化的分子机理的研

０．１９ ｍｍｏｌ／Ｌ 和 ０．１１ ｍｍｏｌ／Ｌ． 我们用自旋捕集技术
研究了茶多酚 ４ 种单体对脂类自由基的清除作用，
结果发现 ＥＣＧ，ＥＧＣＧ，ＥＣ 和 ＥＧＣ 的 ＩＣ５０ 分别为
７．３１ ｇ／Ｌ，１４．９ ｇ／Ｌ，２２．１４ ｇ／Ｌ 和 ５９．２８ ｇ／Ｌ［２５］．
不仅不同结构的茶多酚具有不同抗氧化性和对
不同自由基具有不同清除作用，即使相同结构但构
象不同的茶多酚异构体可能对自由基也有不同清除
作用． 我们选择了三对结构相同的茶多酚异构体进
行了研究，发现它们确实具有不同抗氧化性，特别

究深入了一步．
从以上结果和讨论可以看出，作为茶叶主要成
分的茶多酚对氧自由基的清除作用是很强的． 由此
可以得出结论，茶多酚的抗氧化作用在饮茶的健康
益处和保护神经防止帕金森病损伤作用中起着重要
作用． 目前这个项目正在宣武医院进行临床实验，
如果取得成功，将为广大患者和老年人带来福音．
当然，茶多酚可以有效防治神经退行性疾病等功能
尚需大量流行病学资料进一步证实． 茶多酚是从绿

是在较低浓度时对不同自由基具有不同清除作用表

茶中提取的多酚类化合物，尽管毒性实验表明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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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量才有毒性． 但是，凡事总有个“度”，任何好

Ｐｒ ｏｇ． Ｂｉｏｃｈｅｍ． Ｂｉｏｐｈｙｓ．

２００８； ３５ （７）

１４ Ｌｅｅ Ｓ Ｒ， Ｓｕｈ Ｓ Ｉ， Ｋｉｍ Ｓ Ｐ．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ｔｅａ

东西，过分就会有负面效应． 希望每个人根据自己

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

实际情况饮茶，如果直接食用茶多酚，应当根据医
生嘱咐和说明书的用量．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０００， ２８７ （２）： １９１～１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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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ｔｒｕｃｅｌｌｉ Ｌ， Ｏ!Ｆａｒｒｅｌｌ Ｃ， Ｌｏｃｋｈａｒｔ Ｐ Ｊ， ｅｔ ａｌ． Ｐａｒｋｉ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ｉｎ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Ｐｈｙｓｉｏｌ Ｂｅｈａｖ， ２００５， ８４ （３）： ５２５～５３５

ｔｈｅ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ｔａｎｔ ａ－ｓｙｎｕｃｌｅｉｎ：

１９ Ｇｕｏ Ｓ Ｈ， Ｙａｎ Ｊ Ｑ， Ｂｅｚａｒｄ Ｅ， 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ｔｅａ

ｐｒｏｔｅａｓｏｍｅ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ｃａｔｅｃｈｏｌａｍｉｎｅｒｇｉｃ

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６－ＯＨＤＡ ｒａｔ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ｎｅｕｒｏｎｓ． Ｎｅｕｒｏｎ， ２００２， ３６ （６）： １００７～１０１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ＯＳ－ＮＯ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

Ｄａｗｓｏｎ Ｔ Ｍ， Ｄａｗｓｏｎ Ｖ Ｌ． Ｎｅｕｒ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ｎｅｕｒｏ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ｖｅ

２００７， ６２ （１２）： １３５３～１３６２
２０ Ｌｅｖｉｔｅｓ Ｙ， Ｗｅｉｎｒｅｂ Ｏ， Ｍａｏｒ Ｇ， ｅｔ ａｌ． Ｇｒｅｅｎ ｔｅａ 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 （－）－
ｅｐｉｇａｌｌｏｃａｔｅｃｈｉｎ－３－ｇａｌｌａｔ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ｓ

Ｚｈａｎｇ Ｙ， Ｄａｗｓｏｎ Ｖ Ｌ， Ｄａｗｓｏｎ Ｔ Ｍ．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

ｔｅｔｒａｈｙｄｒｏｐｙｒｉｄｉｎｅ－ｉｎｄｕｃ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Ｎｅｕｒｏｂｉｏｌ Ｄｉｓ， ２０００， ７

Ｊ Ｎｅｕｒｏｃｈｅｍ， ２００１， ７８ （７）： １０７３～１０８２

Ｎ－ｍｅｔｈｙｌ－４－ｐｈｅｎｙｌ－１，２，３，６－

ｄｏｐａｍｉｎｅｒｇｉｃ

ｎｅｕｒｏ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２１ Ｗｅｉｎｒｅｂ Ｏ， Ｍａｎｄｅｌ Ｓ， Ａｍｉｔ Ｔ， ｅｔ ａｌ． 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Ｇｒｏｖｅｓ Ｊ Ｔ． Ｐｅｒｏｘｙｎｉｔｒｉｔｅ： 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ｅｎｉｇｍａｔｉｃ． Ｃｕｒｒ
Ｏｐｉｎ Ｃｈｅｍ Ｂｉｏｌ， １９９９， ３ （２）： ２２６～２３５

ｇｒｅｅｎ ｔｅａ 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ｓ ｉｎ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Ｊ Ｎｕｔｒｉｔ Ｂｉｏｃｈｅｍ， ２００４， １５ （２）： ５０６～５１６

Ｌｉｕ Ｘ， Ｍｉｌｌｅｒ Ｍ Ｊ， Ｊｏｓｈｉ Ｍ Ｓ， ｅｔ ａｌ．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ｉｔｒｉｃ

２２ Ｚｈａｏ Ｂ Ｌ， Ｌｉ Ｘ Ｊ， Ｈｅ Ｒ Ｇ， ｅｔ ａｌ． Ｓｃａｖｅｎｇ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ｏｆ

ｏｘｉｄｅ ｗｉｔｈ ｏ２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ｈｙｄｒｏｐｈｏｂｉｃ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 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ｒｅｅｎ ｔｅａ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ｓ ｏ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ｏｘｙｇｅｎ ｒａｄｉｃａｌｓ． Ｃｅｌｌ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ｓ． Ｐｒｏｃ Ｎａｔｌ Ａｃａｄ Ｓｃｉ ＵＳＡ， １９９８， ９５（５）： ２１７５～２１７９

Ｂｉｏｐｈｙｓ， １９８９， １４ （２）： １７５～１８４

Ｎｉ Ｙ Ｃ， Ｚｈａｏ Ｂ Ｌ， Ｈｏｕ Ｊ Ｗ， 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ｅｒｅｂｅｌｌａｒ ｎｅｕｒｏｎ ｂｙ
Ｇｉｎｋｇｏ－ｂｉｌｏｂａ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ｈｙｄｒｏｘｙｌ

９

１６ Ｔａｃｈｉｂａｎａ Ｈ， Ｋｏｇａ Ｋ， Ｆｕｊｉｍｕｒａ Ｙ， ｅｔ ａｌ． Ａ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ｆｏｒ ｇｒｅｅｎ ｔｅａ
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 ＥＧＣＧ． Ｎａｔｕｒｅ Ｓｔｒｕｃ Ｍｏｌｅ Ｂｉｏｌ， ２００４， １１ （３）： ３８０～３８１

（２）： ２４０～２５０

８

１５ Ｓｕｇａｎｕｍａ． Ｗｉｄ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３Ｈ－ （－）－ｅｐｉｇａｌｌｏｃａｔｅｃｈｉｎ ｇａｌｌａｔｅ， ａ

１７ Ｇｕｏ Ｓ Ｈ， Ｂｅｚａｒｄ Ｅ， Ｚｈａｏ Ｂ 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ｔｅａ

１０５８～１０６１

７

ｎｅｕｒｏｎ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 ａｆｔｅｒ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ｓｃｈｅｍｉａ ｉｎ ｇｅｒｂｉｌ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ｃｅｏｕｓ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ｓ ｉｎ ａｎｉｍ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Ｎａｔ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 Ｓｕｐｐｌ， ２００２， ５ （７）：

６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ｎｅｗ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ｉｎｔｏ Ｌｅｗｙ ｂｏｄｙ

２００１， １０ （５）： ９１９～９２６

５

ａｇａｉｎｓｔ

１９９８， １９ （８）： １７７１～１７７６

ａｌｐｈａ－ｓｙｎｕｃｌｅｉｎ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 ｐｒｏｔｅａｓｏ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４

ｇａｌｌａｔｅ

ｃａｎｃｅｒ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ｔｅａ 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 ｉｎ ｍｏｕｓｅ ｔｉｓｓｕｅ． Ｃａｒｃｉｎ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献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ｔｏ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Ｈｕｍ Ｍｏｌ Ｇｅｎｅｔ．
３

（２）－ｅｐｉｇａｌｌｏｃａｔｅｃｈｉｎ

２３ 沈生荣， 杨贤强， 杨发军， 等． 儿茶素抗氧化作用的协同增强效应．
茶叶科学， １９９３， １３ （２）： １４１～１４６

ｒａｄｉｃａｌｓ． Ｎｅｕｒｏｎ Ｓｃｉ Ｌｅｔｔｅｒ， １９９６， ２１４ （１）： １１５～１１８

Ｓｈｅｎ Ｓ Ｒ， Ｙａｎｇ Ｘ Ｑ， Ｙａｎｇ Ｆ Ｊ， ｅｔ 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ｅａ， １９９３， １３ （２）：

Ｎｉｅ Ｇ Ｊ， Ｊｉｎ Ｃ Ｆ， Ｃａｏ Ｙ Ｌ， ｅｔ ａｌ．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ｅａ ｃａｔｅｃｈｉｎｓ ｏｎ

１４１～１４６

６－ｈｙｄｒｏｘｙｄｏｐａｍｉｎｅ－ｉｎｄｕｃｅｄ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ｉｎ

ＰＣ１２

ｃｅｌｌｓ．

Ａｒｃｈ

Ｂｉｏｃｈｅｍ Ｂｉｏｐｈｙｓ， ２００２， ３９７ （１）： ８４～９０

砜产生的甲基自由基的清除作用． 科学通报， １９９６， ４１： ９２５～９２７

１０ Ｎｉｅ Ｇ Ｊ， Ｃａｏ Ｙ Ｌ， Ｚｈａｏ Ｂ 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ｔｅａ
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ｍａｊｏｒ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ｅｐｉｇａｌｌｏｃａｔｅｃｈｉｎ－３－
ｇａｌｌａｔｅ （ＥＧＣＧ）， ｏｎ ６－ｈｙｄｒｏｘｙｌｄｏｐａｍｉｎｅ－ｉｎｄｕｃｅｄ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ｉｎ ＰＣ１２
ｃｅｌｌｓ． Ｒｅｄｏｘ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０２， ７ （２）： １７０～１７７

ｔｅｔｒａｈｙｄｒｏｐｙｒｉｄｉｎｅ－ｉｎｄｕｃｅ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ｓ

Ｎ－ｍｅｔｈｙｌ－４－ｐｈｅｎｙｌ－１，２，３，６－

ｄｏｐａｍｉｎｅｒｇｉｃ

Ｚｈａｏ Ｂ Ｌ， Ｗａｎｇ Ｊ Ｃ， Ｈｏｕ Ｊ Ｗ， ｅｔ ａｌ． Ｃｈｉｎ Ｓｃｉ Ｂｕｌｌ， １９９６， ４１： ９２５～
９２７
２５ Ｇｕｏ Ｑ， Ｚｈａｏ Ｂ Ｌ， Ｌｉ Ｍ Ｆ，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ｆｏｕｒ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ｔｅａ 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ｓ （ＧＴＰ）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ｌｉｐｉｄ

１１ Ｌｅｖｉｔｅｓ Ｙ， Ｗｅｉｎｒｅｂ Ｏ， Ｍａｏｒ Ｇ， ｅｔ ａｌ． Ｇｒｅｅｎ ｔｅａ 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 （－）－
ｅｐｉｇａｌｌｏｃａｔｅｃｈｉｎ－３－ｇａｌｌａｔｅ

２４ 赵保路， 王建潮， 侯京武， 等． 茶多酚对过氧亚硝基氧化二甲基亚

ｎｅｕｒｏ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Ｊ Ｎｅｕｒｏｃｈｅｍ， ２００２， ７８ （６）： １０７３～１０８２
１２ Ｌｅｖｉｔｅｓ Ｙ， Ａｍｉｔ Ｔ， Ｙｏｕｄｉｍ Ｍ Ｂ， ｅｔ ａｌ．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ｋｉｎａｓｅ Ｃ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ｅｌｌ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ｃｅｌｌ ｃｙｃｌｅ ｇｅｎｅｓ ｉｎ ｇｒｅｅｎ ｔｅａ
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 （－）－ｅｐｉｇａｌｌｏｃａｔｅｃｈｉｎ－３－ｇａｌｌａｔｅ ｎｅｕｒ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Ｊ Ｂｉｏｌ Ｃｈｅｍ， ２００２， ２７７（３４）： ３０５７４～３０５８０
１３ Ｌｅｖｉｔｅｓａ Ｙ， Ｙｏｕｄｉｍａ Ｍ Ｂ Ｈ， Ｍａｏｒｂ Ｇ， ｅｔ ａｌ．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ｙｎａｐｔｏｓｏｍｅｓ． Ｂｉｏｃｈｅｍ Ｂｉｏｐｐｈｙｓ Ａｃｔａ， １９９６， １３０４
（１）： ２１０～２２２
２６ Ｇｕｏ Ｑ， Ｚｈａｏ Ｂ Ｌ， Ｈｏｕ Ｊ Ｗ， ｅｔ ａｌ． ＥＳＲ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ａｃｔｉｖｉｉｔ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ｅａ ｃａｔｅｃｈｉ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ｅｐｉｍｅｒｓ． Ｂｉｃｈｉｍ Ｂｉｏｐｈｙｓ Ａｃｔａ， １９９９， １４２７ （１）： １３～２３
２７ Ｚｈａｏ Ｂ Ｌ， Ｇｕｏ Ｑ， Ｘｉｎ Ｗ Ｊ． Ｆｒｅｅ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ｓｃａｖｅｎｇｉｎｇ ｂｙ ｇｒｅｅｎ ｔｅａ
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Ｅｎｚｙｍ， ２００１， ３３５ （１）： ２１７～２３１
２８ Ｎｉｅ Ｇ Ｊ， Ｗｅｉ Ｔ Ｔ， Ｓｈｅｎ Ｓ Ｒ， ｅｔ ａｌ． 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ＮＡ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ｄａｍａｇｅ． Ｍｅｔｈ Ｅｎｚｙｍ， ２００１， ３３５ （２）： ２３２～２４４

６－ｈｙｄｒｏｘｙｄｏｐａｍｉｎｅ （６－ＯＨＤＡ）－ｉｎｄｕｃｅｄ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ｆａｃｔｏｒ－ｋａｐｐａ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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