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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甾醇的类雌激素功能及其对动物
生殖发育的影响
张永辉，李春梅’
（南京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９５）

摘要：植物甾醇是一种新型饲料添加剂．具有多种生物学功能，如类雌激素功能、影响胆固醇代谢、抗氧化作用、抗癌作用、免疫调节功能、
抗炎作用以及调节生长作用等，近年来随着植物甾醇在动物生产中的应用，其类雌激素功能及其对动物生长发育的调节作用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
注，本文简述了植物甾醇的性质和来源，对植物甾醇的类雌激素功能及其对动物生殖发育影响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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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甾醇（ｐｈｙｔｏｓｔｅｒ０１）是一种存在于植物中类

用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本文将对植物甾醇的生理

似于环状醇结构的天然活性物质，是植物细胞膜的重

作用、类激素功能及其对动物生殖发育的影响进行

要组成成分，同时也是多种激素、维生素Ｄ及甾体

综述。

化合物合成的前体。所有植物性食物中都含有一定量
的植物甾醇，其中植物油、种子、坚果、谷物以及豆

１植物甾醇的生理作用

类中植物甾醇含量尤为丰富，它是植物代谢的终产物

植物甾醇具有降血脂、降低患心脑血管疾病风

之一，并以游离型、脂肪酸酯和糖苷等形式广泛存在

险、抗炎、抗氧化、提高免疫力、抗癌、调节生长和

于植物的根、茎、叶、果实和种子中。天然植物甾醇

类激素功能等多种作用，其中植物甾醇抑制胆固醇吸

种类繁多，一般有４种分子结构：３－谷甾醇、豆甾

收、降低血浆总胆固醇水平和患心脑血管疾病风险方

醇、菜油甾醇和菜籽甾醇。人类及动物１３常摄取的植

面的研究比较深入，但是游离甾醇在水和油中溶解度

物甾醇主要为Ｂ一谷甾醇（Ｂ—ｓｉｔｏｓｔｅｒ０１）、菜油甾醇

小的特点而限制了它的应用¨刁Ｊ。植物甾醇的Ｃ－３位

（ｃａｍｐｅｓｔｅｒ０１）和豆甾醇（ｓｔｉｇｍａｓｔｅｒ０１）。近年来随着

羟基是重要的活性基团，可与羧酸化合形成植物甾醇

科学研究特别是生命科学、油脂科学与工程技术的迅

酯，其相对于甾醇有更好的脂溶性和生物活性Ｈ。Ｊ。

猛发展，植物甾醇在医药、食品、化工、饲料、植物

有研究表明，动物对植物甾醇的吸收率极低，与胆固

基因工程等领域被高度重视与关注。著名粮油企业益

醇超过４０％的吸收率相比，人和其他哺乳动物对植

海嘉里正式对外宣布：推出国内市场上第一款植物甾

物甾醇的吸收率很低（０．４％～３．５％），植物甾烷醇

醇玉米油——金龙鱼新一代玉米油。植物甾醇玉米油

的吸收更低（０．０２％一０．３％）旧Ｊ。在动物试验中，

因对心血管健康有着重要膳食调理作用而被业内视为

一般肝脏、肾上腺、卵巢、睾丸等脏器中植物甾醇含

一种新型健康油脂。植物甾醇的研究已有百年历史，

量很高¨Ｊ。这些发现暗示植物甾醇和合成甾类的组

大量流行病学资料和实验室研究显示，摄入较多植物

织有高度亲和性，植物甾醇可能被用作为甾类激素的

甾醇与许多慢性病较低的发生率相关。２０００年９月，

前体。

美国ＦＤＡ通过了对植物甾醇的健康声称，并批准添

近年来植物甾醇的抗癌作用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

加植物甾醇和烷醇酯的食品可以使用“有益健康”

关注，研究结果表明，植物甾醇对前列腺癌、乳腺癌

的标签，２００７年植物甾醇获我国农业部颁发的饲料

和结肠癌细胞的生长都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８】，Ａｔｉｆ

添加剂新产品证书。近年来随着植物甾醇在动物生产

Ｂ．Ａｗａｄ等一１给大鼠饲喂含植物甾醇（２％植物甾醇

中的应用，其类激素功能及对动物生长发育的调节作

和０．２％胆酸）的饲料，研究其对大鼠组织中睾酮新
陈代谢的影响；连续饲喂２２ ｄ，结果发现，试验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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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只含０．２％胆酸）相比，血清中睾酮下降了
３３％，前列腺中５仅一还原酶降低了３３％而芳香化酶的
活性降低了５５％，试验组大鼠睾丸与对照组没有差
异，这些结果说明植物甾醇可能通过降低睾酮新陈代
谢酶的活性而降低患前列腺癌的风险。但植物甾醇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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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作用的机理仍不明确，或许与其类激素样作用

处理的雌性ＳｔＡＲ转录水平降低而短期处理对其无影

有关。

响，并最终认为Ｂ一谷甾醇没有雌激素作用，但证明
了Ｂ．谷甾醇可以改变性腺ＳｔＡＲ转录水平，提供了一

２植物甾醇的类雌激素作用

种解释其影响生殖内分泌终末端的机理。

植物甾醇的类激素功能国外已有诸多试验研究，

植物甾醇的类雌激素样作用在动物试验中已得到

而国内鲜有报道，且一直存在争议。植物甾醇属于甾

初步证明，目前，虽然尚无其在人体中类雌激素样作

体化合物，在结构上类似于类固醇（甾体）激素，

用的试验报道，但是Ｇｕｔｅｎｄｏｒｆ等¨副利用人类转基因

因而可能具有类激素活性，在机体内表现出一定的激

ＭＶＬＮ细胞（从ＭＣＦ－７细胞中获得）和ＨＧＥＬＮ细胞

素活性，与靶细胞受体结合，激发ＤＮＡ的转录活动，

（从ＨｅＬａ细胞中获得）做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测定、

生成新的ｍＲＮＡ，诱导蛋白质合成，从而达到调节生

用人类雌激素受体仅和Ｂ重组做竞争性结合测定以

长及相应的生物效应。

及用ＭＣＦ－７细胞做增殖测定，测定Ｂ．谷甾醇等１１种

植物甾醇的类激素功能主要表现为类雌激素样作

化合物的雌激素样或抗雌激素样作用的潜力，结果表

用。Ｌｉｎｇ等¨驯给大鼠皮下注射高剂量（每天０．５～

明，Ｂ一谷甾醇具有雌激素样作用，并且倾向于与雌激

５

素受体Ｂ结合。

ｍｓ／ｋｓ）的Ｂ－谷甾醇，发现其在体内转化为类雌激

素物质，可能会对生殖系统产生一定的影响。Ｍａｌｉｎｉ

研究发现，植物甾醇经机体吸收转化，可以影响

等¨¨比较了Ｂ．谷甾醇、１７—１３一雌二醇和黄体酮对卵巢

机体部分生化指标，如激素水平、酶活性、糖原含量

切除后成年大鼠子宫某些生化指标的影响，发现１３·

和器官重量等。植物甾醇对雌鼬血浆中雌二醇和促黄

谷甾醇、雌激素或两者联用可引起子宫细胞内糖原浓

体素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作用¨６｜，对雌鳟鱼血浆中的

度显著增加，葡萄糖．６－磷酸脱氢酶、磷酸己糖异构

雌二醇有提高作用¨７Ｊ。Ｇｉｌｍａｎ等ｕ副通过硅橡胶在金

酶及总乳酸脱氢酶的活性也显著增加，但黄体酮与

鱼腹膜内埋植植物甾醇混合物（７２％３－谷甾醇）解

Ｂ．谷甾醇联用可部分消除Ｂ－谷甾醇诱导的子宫糖原

释植物甾醇对类固醇抑制作用的机理，结果表明，处

浓度和葡萄糖．６一磷酸脱氢酶活性增加的效应，证明

理组的鱼体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分别降

了Ｂ一谷甾醇对子宫内物质代谢有类似于雌激素的作

低了４３％和５０％，但是，从金鱼线粒体中分离到的

用。Ｃｈｆｉｓｔｉａｎｓｏｎ．Ｈｅｉｓｋａ等¨引分别用１０∥Ｌ和

转化胆固醇到孕烯醇酮的限速酶之一Ｐ４５０ｓｃｃ的活性

１００斗ｓ／Ｌ的植物甾醇（８０％的Ｂ一谷甾醇，少量ｐ－二

并未受到影响。ＭａｃＬａｔｃｈｙ等¨列给金鱼腹膜内注射

氢谷甾醇和油菜甾醇）和氧化的植物甾醇连续处理

１３－谷甾醇，发现其可以显著降低雄性血浆中睾酮含量

斑马鱼３个月，结果表明，植物甾醇可以诱导雄性个

和雌性血浆中睾酮以及雌二醇水平，睾丸组织中睾酮

体卵黄蛋白原的产生，说明植物甾醇在雄性个体内具

和孕烯醇酮含量也降低，但排卵前卵泡产生的睾酮不

有微弱的雌激素样作用；而氧化的植物甾醇可以增加

变而孕烯醇酮的生成减少，说明注射Ｂ－谷甾醇可以

血浆中的性激素水平，加速雄性个体精子发生以及增

显著降低血浆中生殖类固醇激素的水平，这种影响可

强雌性个体卵泡闭锁，说明氧化的植物甾醇具有类雄

以归因于性腺类固醇激素生物合成能力的降低。体外

激素的作用。Ｔｒｅｍｂｌａｙ等¨列利用虹鳟鱼模型研究Ｂ一

试验还发现，注射过ｐ．谷甾醇的金鱼睾丸对人绒毛

谷甾醇对生殖和内分泌功能的影响，其中受体结合测

膜促性腺激素的敏感性下降。提示Ｂ·谷甾醇可能通

定结果显示，Ｂ一谷甾醇对肝脏雌激素受体具有亲和

过影响胆甾醇的生物利用率或一些酶来降低性腺组织

力，但较雌二醇低；肝细胞试验测定结果表明，１３－谷

合成类固醇激素的能力。植物甾醇还可以改善动物繁

甾醇可以诱导卵黄蛋白原的产生，而动物试验测定证

殖性能，如增加受孕机率等。Ｎｉｅｍｉｎｅｎ等啪１在饲料

明了Ｂ－谷甾醇具有雌激素活性，不仅能够诱导雌雄

中长期添加ｐ一谷甾醇，研究其对美国水貂生殖的影

两性未成年虹鳟鱼卵黄蛋白原的产生，还可以降低血

响，以每天５０ ｍｅ／ｋｇ的剂量连续饲喂１０个月，结果

浆睾酮、孕烯醇酮和总胆固醇水平，但雌二醇不具有

发现，与对照组相比，饲喂组不孕雌性水貂减少，而

同样功能，说明这些效应并不依赖于Ｂ一谷甾醇的雌

成功再生的雌性显著增加，证明Ｂ一谷甾醇可以用来

激素样活性，这３种测定均证明了Ｂ一谷甾醇具有雌

增强哺乳动物的再生性能。Ｎｉｅｍｉｎｅｎ等口ｕ利用冻原

激素样作用。而Ｒａｉｎｉｅ

Ｓｈａｒｐｅ等¨４１利用金鱼检测

田鼠模型研究植物甾醇（每天５ ｍｓ／ｋｇ）对其生殖和

Ｂ－谷甾醇对ＳｔＡＲ蛋白合成的影响，腹膜内埋植ｐ一谷

内分泌参数以及酶活性的影响，结果发现，与对照组

甾醇（２００∥ｇ）和雌二醇（１０斗∥ｇ）２１

Ｌ

ｄ或５个

６０％的配种率相比，植物甾醇饲喂组的配种率为

月，发现１３－谷甾醇长期处理的雄性金鱼血浆睾酮水

８５％，并且成年雄性鼠血浆和睾丸中的睾酮浓度降

平显著降低，长期Ｂ．谷甾醇处理的雄性以及雌二醇

低，但其后代雄性个体睾丸中睾酮浓度却升高，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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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饲喂植物甾醇可以提高物种的繁殖力，并且对后

物甾醇的安全性也进行了大量研究，虽然尚未有植物

代成熟过程中性类固醇激素水平有潜在影响。

甾醇对人体或其他动物有毒副作用的报道，但是一些

研究证明，植物甾醇不同的给予方式会影响其在

研究表明植物甾醇对动物生殖器官的发育及新生代性

机体中作用的发挥。Ｂａｋｅｒ等旧１利用体内和体外两种

别比例有一定的影响，甚至产生致命危害。Ｎａｋａｒｉ

途径测定植物甾醇的类雌激素活性，用植物甾醇灌喂

等∞１使雌雄混合的斑马鱼连续三代分别暴露于木材

ｄ的大鼠，连续３ ｄ，第４天称量实验鼠的绝

和大豆中分离的均含有１３一谷甾醇的植物甾醇，以卵

对子宫重量，发现试验组大鼠子宫重与对照组大鼠子

黄蛋白原水平和性别比例的改变作为生殖障碍的指

宫重并无明显区别，表明植物甾醇并无直接的类雌激

标，结果显示，两种植物甾醇都诱导卵黄蛋白原的产

素样作用，可能需代谢成一种具有激素样作用的代谢

生，木材中的植物甾醇可以改变后代的性别比例，

产物才具有类雌激素样作用。植物甾醇的总摄入量也

Ｆ１代雄性占主要优势而砣代以雌性为主；１０彬Ｌ

会影响其在机体中的生理作用，不同剂量的植物甾醇

的大豆植物甾醇对斑马鱼的Ｆｌ代是致命的，这表明，

对机体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效应。Ｒｏｓｅｎｂｌｕｍ等旧１研

含有Ｂ一谷甾醇的植物甾醇通过改变性别比例和诱导

究指出，间歇性低剂量给予植物甾醇对去势大鼠有微

卵黄蛋白原的生成来扰乱斑马鱼的生殖系统。Ｌｅｈｔｉｎ—

弱的雌激素样作用，高剂量时此作用消失。这与王国

ｅｎ等闭１用１０斗ｇ／Ｌ和２０彬Ｌ的植物甾醇（主要是

栋等Ⅲ１报道相一致，植物甾醇使去势大鼠子宫重量

Ｂ一谷甾醇）处理产卵前雌性和雄性北美灰鳟鱼四个

有小幅度增加，且每日一次性给予植物甾醇不能升高

半月，并对其卵的孵化过程和后代的生长情况进行观

２２～２３

空腹雌激素水平，提示植物甾醇具有较弱的雌激素作

察记录，结果表明，随着剂量增高，鱼卵的死亡率、

用，对血脂和体重的影响可能更多地与胆固醇的生物

小卵的数量以及卵黄囊阶段幼虫的低平均体重显著增

利用率有关。研究表明，不同种类的植物甾醇在机体

加；畸形以及患病幼虫的几率增加，尤其是高剂量处

内的作用也不尽相同。Ｍｅｌｌａｎｅｎ等Ⅲｏ发现，木源性

理后，这些影响的关键时期一般是在亲代成熟过程的

ｉｓ．谷甾醇对ＭＣＦ－７或Ｔ一４７Ｄ乳腺癌细胞均表现出雌

最后阶段，并且呈现性别相关性，植物甾醇进一步处

激素样作用。对鱼可表现出雌激素样作用，可诱导幼

理幼虫不会增加其死亡率；亲代部分生理参数的变

鱼和甲基睾丸素处理的虹鳟鱼的肝脏促卵黄素基因表

化，如较高的血浆雌二醇，表明雌性个体成熟过程变

达，但胆固醇、谷甾烷醇和其他相似化合物无此作

慢而雄性个体成熟过程却加速。

用。在动物生长发育的不同时期给予植物甾醇处理，

Ｃｚｅｃｈ等ｐｕ用雌雄同体的椎实螺属腹足类动物检

所表现出的效应也有差异。Ｍａｔｔｓｓｏｎ等Ⅲ１利用鲇鱼

测内分泌调节物质对生殖参数的影响，分别以１，１０

模型，用１０～３０一Ｌ的植物甾醇处理雌性鲇鱼从卵

和１００ ｎｇ／Ｌ的１３．谷甾醇处理刚成年的椎实螺属，发

子发生一直到分娩的整个过程，结果表明，植物甾醇

现壳高、壳重、成年小螺的死亡率和卵的产量以及卵

影响幼虫的胚胎发育，并影响亲本体内循环的性激素

的孵化率都没有受到影响，但胚乳腺出现明显的萎

水平。

缩；而由ｐ一谷甾醇引起的胚乳腺退化并未对成年螺

对植物甾醇类激素功能的报道不完全一致并且几
乎都集中在啮齿类动物和鱼虾上，在家禽上报道较

以及Ｆｌ代的生殖力和生育力产生不利影响，但这并
不能预测长期高剂量处理是否会对其产生影响。

少，王龙昌等【２刊用添加植物甾醇的饲料饲喂后期蛋

关于植物甾醇的生殖毒性报道大多集中在鱼类和

鸡，根据激素含量测定未表现出显著的类激素功能，

低等动物，在哺乳动物中除了一定程度地影响激素水

这说明植物甾醇的类激素功能可能存在种问差异性。

平及部分器官发育和体重，尚未证实也有类似危害。

Ａｙｅｈｓ等旧１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成年男性和女性

Ｎｉｅｍｉｎｅｎ等¨引利用美国水貂模型研究植物甾醇对生

摄食８．６ ｇ／ｄ植物甾醇对机体雌激素水平亦没有

殖安全性的影响，分别以每天５

影响。

５０

ｍｇ／ｋｇ、１０ ｍｇ／ｋｇ和

ｍｇ／ｋｇ植物甾醇量经口服连续饲喂雌性和雄性美

综上所述，植物甾醇在机体内表现出一定的激素

国水貂１０个月，无论雄性还是雌性生殖性能与对照

活性，其类雌激素活性功能可能会对人体和动物的激

组相比均无差异，表明植物甾醇对哺乳动物的生育力

素代谢和生殖生长功能存在一定影响，并且这种影响

没有显著危害。

呈现植物甾醇种类、剂量、给予方式以及动物发育时
期和物种相关性。

３植物甾醇对动物生殖发育安全性的影响
人们对植物甾醇各种生物学功能研究的同时对植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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