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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多糖是海藻中一类重要的生物活性物质，近年来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重视。研究发现，海藻

多糖结构新颖、活性多样，如具有抗肿瘤、免疫调节、抗氧化、抗病毒和防治心血管疾病等多种药理活性。
本文主要从海藻多糖的化学结构和生物活性 2 个方面对海藻多糖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为后期对海藻多糖
的深入研究和开发功能性食品或药品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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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research progress in the chemical structures and biological
activities of seaweed polysacchar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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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lysaccharid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bioactive substances in seaweed, which has attracted extensive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in recent years. A large number of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seaweed polysaccharides have novel and complicated chemical structures, and have various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such as anti-tumor, immuno-regulation, anti-oxidation, anti-virus and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In this paper,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seaweed polysaccharides was summarized from
the chemical structure and biological activity, providing som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furth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functional foods or dru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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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藻 是 海 洋 中 最 丰 富 的 自 然 资 源， 富 含 多

门（cyanophyta）等 [1]。

糖、蛋白质、多肽、脂类、氨基酸、膳食纤维和

海藻多糖是从海洋藻类中提取的一类化学结

矿物质等活性代谢产物，可制作菜肴或食品添加

构新颖、活性多样的大分子天然化合物，根据其

剂，如汤、调味品和沙拉等。海藻根据色素组成

来源可分为褐藻多糖、红藻多糖、蓝藻多糖、绿

和化学成分主要分为褐藻门（phaeophyta）、红藻

藻多糖等。海藻多糖常与抗肿瘤、抗氧化、免疫

门（rhodophyta）
、 绿 藻 门（chlorophyta）
、蓝藻

调节、抗心血管疾病等药理作用密切相关 [2]。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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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多糖的生物活性与其化学结构密切相关，如分

SO3(-)-(1→6)-Gal、Gal-(1→2)-Gal-2-SO3(-)、Gal-

子大小、结构类型、组成单糖的比例以及糖苷键

4-SO 3 (-)-(1→6)-Gal、Gal-4-SO 3 (-)-(1→3)-Fuc-

的特征等。本文对海藻多糖的化学结构、生物活

(1→3)-Fuc、Fuc-4-SO3(-)-(1→6)-Gal-(1→4)-Gal、

性等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进行综述，期望为海藻

Gal-(1→4)-Gal-(1→3)-Fuc、Gal-2-SO3(-)-(1→4)-

多糖的研究开发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Gal-(1→4)-Gal、Gal-(1→4)-Gal-6-SO 3(-)-(1→2)Gal[9]。

1 海藻多糖的化学结构

海带总多糖采用 DEAE-Cellulose 离子交换色

1.1 褐藻多糖

谱、凝胶渗透色谱等技术进行分离纯化，从 40%

褐藻多糖主要分为 3 种 ：褐藻胶、褐藻淀粉、

醇沉水溶性多糖中分离获得 3 种均一成分 LJP-11、

岩藻聚糖，主要分布在海带、羊栖菜、裙带菜、

LJP-12 和 LJP-31，相对分子质量分别为 2.45 × 107、

鼠尾草等褐藻中，其中岩藻聚糖和硫酸基的水溶

2.31 × 106、2.24 × 106。 单 糖 组 成 及 甲 基 化 分 析

性杂多糖是褐藻特有的化学组分 [3]。

表明，LJP-11 主要由葡萄糖、甘露糖和阿拉伯糖

1.1.1 褐藻胶

组成，分子摩尔比为 6.33 ∶ 1.16 ∶ 1.0，主链主

褐藻胶又称海藻酸钠（alginate）
，主要由海

要 包 含 1,3,6-α-D-Manp、1,4-β-D-Glcp、1,4-β-D-

藻酸的钠盐组成，分子式为 C6H7NaO6。褐藻胶是

GlcpAc 和 1-β-L-Araf。LJP-12 主要由葡萄糖、甘

由 α-L- 甘露糖醛酸（M）与 β-D- 古罗糖醛酸（G）

露糖、阿拉伯糖、半乳糖和木糖组成，分子摩尔

2 种单体为基础，通过 1,4- 糖苷键连接的独特嵌

比 为 2.64 ∶ 1.54 ∶ 1.00 ∶ 0.18 ∶ 0.17， 主 链 主

段式高分子线性聚合物，广泛存在于昆布、海带、

要包含 1-α-D-Galp、1,4-β-D-Glcp、1,3,6-α-D-Manp、

泡叶菜、巨藻、马尾藻、鹿角菜、墨角藻等多种

1,4-2-O-acetyl-β-D-Manp 和 1-β-L-Araf[10-11]。LJP-

褐藻的细胞壁中。经酶解、酸解、碱解得到海藻

31 主要由甘露糖、葡萄糖、阿拉伯糖和半乳糖组

酸钠寡糖（AOS），AOS 由甘露糖醛酸和古罗糖醛

成，其分子摩尔比为 7.8 ∶ 6.6 ∶ 1.0 ∶ 0.8，主链

酸 2 种结构单元组成
1.1.2

[4-5]

包 含 1-α-D-Glap、1,4-β-D-Glcp、1,3,6-α-D-Manp、

。

1,4-β-D-Manp、1,4-2-O-acetyl-β-D-Manp 和 1-β-L-

褐藻淀粉
褐藻淀粉又名海带淀粉（laminaran），分子式

为 C18H32O16。褐藻淀粉主要存在于褐藻细胞质中，

Araf[12]。MALDI-TOF MS/MS 分析发现，fucoidan
片段主要成分是双糖 α-L-Fucp-2,4-di-OSO3[13]。

由 β-D- 吡喃葡萄糖通过 1,3 糖苷键连接形成多聚
[6]

采用 DEAE-Cellulose 离子交换色谱从 60% 乙

物，其硫酸化产物为褐藻淀粉硫酸酯 。目前，

醇醇沉的水溶性海带总多糖 LJP6 中分离纯化得

褐藻淀粉提取方法有酸提取法、热水浸提法、酶

到 1 种硫酸酯多糖 LJP61A，相对分子质量约为

法和超声波提取法。其中，酸提取法多糖得率高，

1.96 × 106。LJP61A 多糖主要由葡萄糖、甘露糖和

但酸解时间过长易引起多糖分子降解 ；热水浸提

半乳糖组成，主链主要由 1,4-α-D-Manp、3,6-α-D-

法简单经济，但粗多糖得率低。

Manp、1,4-2-O-acetyl-β-D-Glcp、1,4-β-D-Glcp、

1.1.3

1,6-4-O-SO3-β-D-Galp、1,6-β-D-Galp、1,3-β-D-

岩藻聚糖
岩藻聚糖（fucoidan）又称褐藻糖胶、岩藻多

Galp 和末端残基是 α-D-Glcp 这样的重复单元所

糖硫酸酯，是 1 种天然的硫酸化多糖，也是 1 种

构成 [14]。从海带（saccharina japonica）和裙带菜

水溶性黏性杂多糖，存在于褐藻的细胞壁基质中， （undaria pinnatifida）中分离纯化获得多分支乙酰
自然状态下呈现黏稠状，分子式为 (C6H10O7S)n，
主要由硫酸化 α-L- 吡喃葡萄糖残基组成

[7-8]

。从

翅藻（alaria marginata、A. angusta）中分离 3 种

化硫酸酯多糖，分别由 (1→3)-α-L-fucose 和 (1→3)
或 (1→4)-α-L-fucose 构成 [15]。
1.2

红藻多糖

fucoidan 片段，含有半乳糖残基。岩藻聚糖 AmF3

红藻多糖主要从红藻属中的石花菜、麒麟菜、

主 链 包 括 3-α-l-Fucp-2,4-SO3-1 残 基，fucoidan 片

角叉菜、蜈蚣藻、紫菜等海藻中提取分离出来，

段 包 括 HexA-(1→2)-Fuc、HexA-(1→2)-Gal、Gal-

主要包括细胞壁内的半乳聚糖、甘露聚糖、木聚糖，

(1→4)-HexA、Fuc-(1→2)-Gal-6-SO 3(-)、Fuc-4-

细胞质内的葡聚糖（红藻淀粉）等，其中半乳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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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含量最多，又分为琼胶、卡拉胶等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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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CTr，相对分子质量为 95 000，半乳糖和 3,6- 脱

琼 胶， 又 名 琼 脂（agar）， 是 从 石 花 菜 科

水半乳糖分子摩尔比为 1.0 ∶ 0.9 ；发现硫酸化主

（gelidiaceae）、 江 蓠 科（gracilariaceae）、 仙 菜 科

要在 β-d-galactose 的 C6、C4 位，少数在 α-l-galactose

（ceramiaceae）等红藻中提取的多糖，主要成分

的 C-3 位 [23]。
紫 菜 多 糖 主 要 由 半 乳 糖、3,6- 内 醚 半 乳 糖、

为多聚半乳糖的硫酸酯，又分为琼脂糖和琼胶酯。
其 中， 琼 脂 糖 是 由 (1→3)-β-D-Gal 与 (1→4)-3,6-

葡萄糖、甘露糖、岩藻糖、木糖和硫酸基等组成，

内醚 -α-L-Gal 交替重复连接形成的长链分子中性

属于半乳聚糖硫酸酯，基本结构单元为 3-β-D- 半

多糖，以及少量的 L- 半乳糖，6- 甲基 -D- 半乳糖、

乳 糖 苷 -1,4-α-L-3,6- 内 醚 半 乳 糖 组 成 的 二 糖 [24]。

葡萄糖醛酸、D- 木糖、硫酸基和丙酮酸。琼胶酯

从坛紫菜（porphyra haitanensis）中分离出的 3 种

是琼胶糖生产的副产物，是 1 种酸性硫酸多糖，

均一性多糖 PPII-G、PPIVG-1 和 PPIVG-2 均具有

[17]

多糖的特征吸收峰，主要由半乳糖组成，半乳糖

卡拉胶（carrageenan，又称角叉菜胶）
，是从

含量分别为 88.57%、96.67% 和 97.64%，还含有

海洋红藻如麒麟菜属、角叉菜属、杉藻属、沙菜

木糖、葡萄糖和吡喃糖，其中 PPII 和 PPIV 中含

属等中提取出的 1 种线性硫酸化多糖，由硫酸化

有硫酸基，PPIV 糖残基中同时存在 α- 型和 β- 型

半乳糖和 3,6- 脱水半乳糖通过 α-1,3 糖苷键和 β-1,4

吡喃糖 [25]。从不同时间、不同地点采集的南非紫

糖苷键交替连接而成，在 1,3-D-Gal 的 C4 位上带

菜（porphyra capensis）中提取的多糖化学成分相

有 1 个硫酸基。根据硫酸基的含量及位置分为 κ、

似，线性主链为交替的 3-β-D-Gal 和 4-α-L-Gal-6-

λ、I、μ 等 7 种类型，其中 κ- 卡拉胶应用最为广泛，

sulfate 或 3,6-anhydro-α-L-Gal 单元，后两个成分的

占琼脂总含量的 20%~40% 。

5

分 子 式 为 C24H36O25S2， 相 对 分 子 质 量 2 × 10 以
上

[16]

。Youssouf 等

[18]

1

13

用 H 和 C NMR 对马尾藻

多糖进行特征分析，发现超声波可以减少提取时
间，但不影响海藻酸盐和卡拉胶的化学结构。

比例为 1.2 ∶ 1，高度甲基化发生在 D- 半乳糖的
C-6 位 [26]。
1.3

绿藻多糖
绿 藻 多 糖 大 多 为 水 溶 性 硫 酸 多 糖， 位 于 细

从江蓠（gracilaria caudata）中分离纯化获得

胞 间 质， 主 要 来 自 于 石 蒓 属（ulva）
、浒苔属

1 种硫酸化多糖，主要由半乳糖构成，且硫酸基团

（enteromorpha）
、礁膜属（monostroma）
、小球藻

连接在 C-6 位

[19]

。从鹿角菜（tichocarpus crinitus）

属（chlorella）
、刚毛藻属（ctadophora）
、松藻属

和蜈蚣藻（grateloupia livida）中分离纯化分别获

（codium）等。绿藻多糖由鼠李糖、半乳糖、木糖、

得 3 种 多 糖 组 分 AE、AM、HT 和 GLP-1、GLP-

葡萄糖、糖醛酸、甘露糖及阿拉伯糖组成，主要

2、GLP-3，相对分子质量分别为 468 000、5 800、

分为两类 ：鼠李糖 - 木糖 - 葡萄糖醛酸聚合物、半

376 000 和 39 500、60 400、3 360。 研 究 发

乳糖 - 木糖 - 阿拉伯糖聚合物。

现，AE、AM 和 HT 多 糖 主 要 由 葡 萄 糖 和 半 乳
糖 组 成， 后 3 种 多 糖 仅 由 半 乳 糖 组 成

[20-21]

。从

通过气相色谱法、红外光谱、磁共振和质谱
等方法，对绿藻多糖的单糖组成、糖链结构等进

红 藻（mastocarpus stellatus） 中 分 离 纯 化 获

行深入研究，发现石莼多糖主要由鼠李糖、木糖、

得 5 种 多 糖 组 分 F1 ～ F5，F1、F5 主 要 由 葡

葡萄糖、葡萄糖醛酸和艾杜糖醛酸组成。石莼聚

萄 糖、 半 乳 糖、 甘 露 糖 和 木 糖 构 成， 分 子 摩

糖的糖残基主要以 α-(1→4)- 和 β-(1→4)- 连接构成

尔 比 分 别 为 5.41 ∶ 87.76 ∶ 2.40 ∶ 4.43 和

主链，分支和硫酸基分别位于鼠李糖的 O-2 位和

77.5 ∶ 18.90 ∶ 2.31 ∶ 1.29。F2、F3 和 F4 主 要

C-3 位。鼠李糖通过 α-(1→4)- 连接，木糖、葡萄糖、

由葡萄糖、半乳糖和木糖构成，分子摩尔比分别

艾杜糖醛酸通过 β-(1→4)- 连接 [27]。从石蒓（ulva

为 2.35 ∶ 95.19 ∶ 2.47、2.29 ∶ 93.85 ∶ 3.86 和

fasciata） 中 分 离 纯 化 获 得 UFP1、UFP2、UFP3

[22]

21.84 ∶ 70.17 ∶ 7.98 。从龙须菜（gracilariopsis

和 UFP4 4 种硫酸酯多糖，相对分子质量分别为

hommersandii）中分离提取出 1 种非凝胶的半乳糖

264 000、75 000、29 000 和 2 000。前 3 种多糖主

体 GrC，黏度 37%，相对分子质量为 109 000，由

要由葡萄糖、木糖和鼠李糖构成，分子摩尔比分

琼脂糖和硫化半乳糖组成。GrC 碱性修饰衍生物

别 为 7.29 ∶ 27.17 ∶ 51.10、1.63 ∶ 2.47 ∶ 9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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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0.68 ∶ 9.91 ∶ 17.08[28]。

携带单体的 D- 葡萄糖醛酸或 D- 葡萄糖醛酸 -3- 硫

浒苔多糖由葡萄糖、鼠李糖、半乳糖、木糖、

酸基，这些残基主要在以 l- 鼠李糖 -3- 硫酸基作为

糖醛酸及岩藻糖组成。葡萄糖通过 1→4 连接，鼠

侧链的 O-2 位上 [35]。

李糖通过 1→4 和 1→2,4 连接，半乳糖通过 1→3

1.4

和 1→6 连接，木糖和葡萄糖醛酸通过 1→4 连接
且位于多糖链的末端，其中木糖的 O-2 位被部分
硫酸化

[27,29]

40 卷

。 从 浒 苔（enteromorpha compressa）

中分离出硫酸酯多糖 SU1F1，是 1 种被硫酸化的
[30]

蓝藻多糖
蓝藻多糖主要存在于细胞壁、荚膜和黏质组

成的外层，目前人们主要对螺旋藻、太湖蓝藻、
巢湖蓝藻的多糖进行提取、结构分析研究。从螺
旋 藻（spirulina platensis） 中 提 取 硫 酸 多 糖 SPs，

异聚糖醛酸苷，相对分子质量 34 000 。浒苔多

高效液相色谱分析其单糖组分有葡萄糖、鼠李糖、

糖的单糖组成、糖链的结构以及硫酸根的位置等

木糖、岩藻糖、甘露糖、半乳糖，相对分子质量

还易受到浒苔的种类、生长季节及环境因素的影

为 1 016 000[36]。采用超声辅助热水浸提太湖蓝藻

响。从礁膜（monostroma angicava）中提取的硫

多糖，层析分离纯化得到蓝藻多糖主要组分 CB-2-

酸 酯 多 糖 PF2 由 →3)-α-L-Rhap-(1→ 和 →2)-α-L-

1，单糖间主要连接方式为 α- 型糖苷键 [37]。通过分

Rhap-(1→ 残 基 组 成， 其 中，→2)-α-L-Rhap-(1→

级醇沉纯化葛仙米（nostoc sphaeroids. kütz）多糖，

残基中 C-3 位被硫酸酯化

[31]

40% 醇沉获得均一多糖 NSKP40，相对分子质量

。

小球藻多糖主要由葡萄糖、鼠李糖、木糖、

为 131 000，由半乳糖、葡萄糖、木糖、甘露糖、

葡 萄 糖 醛 酸、 半 乳 糖 醛 酸 等 组 成。 鼠 李 糖 通 过

葡萄糖醛酸组成。核磁共振分析发现，NSKP40

1→2，1→3 连 接， 其 中 C-2、C-4 部 分 的 -OH 被

主要由 -3,4-Glc-1→、-4,6-Glc-1→、-4-Man-1→、-4-

硫酸基所取代

[32]

Xyl-1→、Terminal-GlcA- 和 Terminal-Gal- 6 种糖残

。

从松藻（Codium fragile、C. vermilara）中分

基构成 [38]。

别 获 得 2 种 多 糖 M1、M2 和 W1、W2。M1、M2
相对分子质量分别为 50 000、41 000。M1 主要由

2

海藻多糖的生物活性

甘露糖、葡萄糖、半乳糖和阿拉伯糖构成，分子

近年来，海藻多糖的免疫调节、抗肿瘤、抗

摩尔比为 50.1 ∶ 28.9 ∶ 10.5 ∶ 9.2，主链主要有

氧化、抗毒素、抗凝、抗感染等方面的生物学活

α-1,4 和 β-1,4 两种糖苷键构型。M2 主要由甘露糖、

性引起了广泛研究。

葡萄糖、半乳糖、阿拉伯糖和岩藻糖构成，分子

2.1

免疫调节活性

摩 尔 比 为 36.6 ∶ 34.1 ∶ 17.9 ∶ 10.2 ∶ 1.2。W1

研究发现，海藻多糖具有显著的免疫调节活

主要由甘露糖、葡萄糖、半乳糖、阿拉伯糖、鼠

性，不仅能促进小鼠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而且

。松

能刺激细胞产生 IL、IFN 等细胞因子 [39-40]。紫菜

藻（C. decorticatum）提取出水溶性多糖 ：丙酮酸

多糖通过 JAK2、JNK 信号通路诱导 RAW264.7 巨

化和硫酸化 3-,6-β-D- 半乳聚糖，其中丙酮酸缩酮

噬细胞产生 NO，提高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 [41]，

主要与 β-D-galactose 末端的 O-3、O-4 或 O-6 连接，

羊栖菜多糖可诱导巨噬细胞中 NO 的产生和 iNOS

硫酸化主要在 C-4 和 C-6 位 ；3-β-L- 阿拉伯糖硫

的表达 [42]。昆布多糖刺激巨噬细胞的增殖，提高

酸化在 C-2、C-4 位，4-β-D- 甘露聚糖硫酸化在 C-2

细 胞 因 子 TNF-α、IL-1β、IL-6 和 IL-10 的 产 生，

位。多糖大部分是不溶性的甘露聚糖，还有 6.9%

并且对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 ERK1/2、JNK1/2 和

李糖和木糖构成，W2 不含鼠李糖和木糖

硫酸多糖和 32.9% 纤维多糖

[33]

[34]

。绿藻黄褐盒管藻

（Capsosiphon fulvescens）多糖水解得到的单糖经

P38 的磷酸化有正向调节作用 [43]。
海藻多糖对树突状细胞的活力和增殖具

PMP 试剂衍生后发现，
单糖组成为甘露糖
（55.4%）
、

有诱导和保护作用。从岩藻中提取的岩藻多糖

半乳糖（25.3%）
、葡萄糖醛酸（16.3%）
、阿拉伯

（fucoidan） 通 过 TNF-α、p38、PI3K、GSK3 信 号

糖（0.9%）；硫酸化多糖温和水解后的片段经 ESI-

通路诱导树突状细胞的产生和成熟 [44]，促进小鼠

MS 分析发现，其基本骨架为 4→1- 鼠李糖 -3- 硫

NK 细胞的活化 [45]，还能维持 5- 氟尿嘧啶化疗癌

酸基和 D- 木糖（ulvobiose U3s）交替序列，后者

症患者的免疫功能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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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L 诱导 A549 细胞发生凋亡和细胞周期阻滞，调

研究发现，海藻多糖具有显著的体内外抗肿

控相关基因的表达 [59]。坛紫菜多糖显著抑制胃癌

瘤活性，如岩藻多糖、马尾藻多糖、羊栖菜多糖、

SGC-7901 细胞的增殖，诱导细胞凋亡 [60]。从楔基

海藻硫酸化多糖、卡拉胶、石蒓多糖、螺旋藻多

海带（laminaria ochroleuca）、脐形紫菜（porphyra

糖等，主要通过诱导细胞凋亡、阻滞细胞周期进程、

umbilicalis） 和 角 质 石 花 菜（gelidium corneum）

调控转导信号通路、抑制肿瘤的迁移和血管生成、

中提取酸性海藻多糖进行抗肿瘤活性研究，结果

激活免疫机制和抗氧化活性等发挥抗肿瘤作用，

显示海带硫酸多糖对人结肠癌 HTC-116、黑色素

其 中 涉 及 的 信 号 通 路 有 VEGF/VEGFR2、TGFR/

瘤 G-361、乳腺癌 MCF-7、白血病 U-937 细胞具

Smad/Snail、TLR4/ROS/ER、CXCL12/CXCR4、

有潜在的抗肿瘤活性，其抗肿瘤活性和免疫调节

TGFR/Smad7/Smurf2、PI3K/AKT/mTOR、PBK/

活性均高于脐形紫菜多糖和角质石花菜多糖 [61]。

TOPK 和 β-catenin/Wnt 等 [47-48]。

2.3

抗氧化活性

岩藻聚糖体内外对乳腺癌、肺癌、肝癌、结

研究发现，海藻多糖具有抗氧化活性，能够

肠癌、前列腺癌和膀胱癌等癌症具有一定的抑制

清除 DPPH、羟基自由基、过氧自由基、H2O2、超

作用，通过免疫调节途径、细胞凋亡途径、PI3K/

氧阴离子自由基和 ABTS 自由基，通过清除 ROS、

AKT/mTOR、MAPK 和 caspase 信号通路等抑制肿

调节抗氧化系统或信号通路缓解氧化应激介导的

瘤细胞的增殖，还能够增强化疗药物的抗肿瘤活

疾病，如肝损伤、糖尿病、肥胖、神经退行性疾病、

[49-51]

。岩藻聚糖可使乳腺癌

性，降低其毒副作用

MDAMB231 细 胞 中 抗 凋 亡 蛋 白 Bcl-xl、Bcl-2 和
[52]

结肠炎、乳腺癌等。目前从海洋褐藻、红藻、蓝藻、
绿藻等物种中分离提取的海藻多糖具有一定的抗

。岩藻聚糖通过降低 VEGF

氧化活性，这些海藻多糖通常具有肝保护、神经

的表达抑制人宫颈癌 HeLa 细胞的血管生成作用

保护和抗糖尿病活性，这些活性与它们的抗氧化

和 人 膀 胱 癌 细 胞 T24 的 迁 移、 侵 袭， 通 过 抑 制

特性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62-63]。

Mcl-1 表达显著降低

MMP-2 和 MMP-9 的活性降低人纤维肉瘤 HT1080
细胞的侵袭能力

[53-54]

。另有研究发现，岩藻多糖

褐藻多糖主要以岩藻聚糖的形式存在，研究
发现，褐藻硫酸多糖具有较强的清除 DPPH 自由

的抗肿瘤活性与其硫酸盐含量和分子量密切相关。

基的活性和还原能力。例如，马尾藻（sargassum

从日本昆布（eisenia bicyclis）中分离的岩藻多糖

cinereum） 中 提 取 的 岩 藻 聚 糖 具 有 较 高 的 清 除

对结肠癌 DLD-1 和黑素瘤 SK-MEL-28 细胞系具

DPPH 自由基的能力，80 µg/mL 岩藻聚糖清除率

有显著的抗肿瘤活性，这一纯化的岩藻多糖只含

为 51.99%[64]。马尾藻硫酸多糖 STP-1，相对分子

有岩藻糖，但硫酸根含量较高（32.3%）[55]。每日

质量为 190 400，硫酸根含量为 15.2%，具有很强

食用富含岩藻的海藻被认为是绝经后乳腺癌发病

的 DPPH 清 除 能 力，0.4 mg/mL STP-1 清 除 率 为

率降低的原因之一

[56]

。因此，将海藻多糖开发成

功能性食品，可以潜在地减少人体肿瘤的发生。

95.23%[65]。裙带菜（undaria pinnatifida）中分离得
到的岩藻聚糖 F3，平均分子质量 27 000，硫酸含

马尾藻多糖能显著抑制人 HepG2 细胞移植瘤

量 25.19%，具有中等 DPPH 清除能力，1 mg/mL

在裸鼠体内的生长，发现可能是通过直接抑制肿

岩 藻 聚 糖 清 除 率 为 68.65%[66]。 研 究 表 明， 多 糖

瘤细胞增殖或提高宿主免疫功能发挥作用的 [57]。

中硫酸根和岩藻糖的含量可能与多糖的抗氧化活

从角叉菜 chondrus armatus 中提取的 κ-、λ- 卡拉

性相关。褐藻多糖还能通过调节体内抗氧化防御

胶显著抑制人食管癌 KYSE30 和 FLO1 细胞的增

系统减轻氧化应激导致的机体损伤。从多肋藻

殖，诱导单核细胞产生炎症细胞因子 IL1β、IL6、 （Costaria costata） 中 提 取 的 岩 藻 聚 糖 通 过 提 高
IL18、TNFα[58]。龙须菜多糖（PGL）具有显著的

SOD 活性、下调 MDA 水平抑制 CCl4 诱导的小鼠

抗肿瘤活性，可抑制细胞增殖、减少细胞活力、

肝氧化应激 [67]。岩藻聚糖不仅降低肝脏中 MDA

改 变 细 胞 形 态 ；转 录 组 分 析 显 示 PGL 调 控 758

和 NO 浓 度， 升 高 GSH 水 平， 而 且 还 能 降 低

个基因的表达，这些基因主要涉及细胞凋亡、细

TNF-α、IL-1β、MMP-2 mRNA 的表达，抑制肝脏

胞周期、核分裂、细胞坏死 ；进一步的研究证实

ROS 的生成，从而缓解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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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海   洋   药   物

抑制高脂饮食引起的胰岛素抵抗 [68]。

40 卷

马尾藻中分离得到的岩藻多糖组分能够有效降低

与 褐 藻 和 绿 藻 相 比， 红 藻 多 糖 体 外 清 除

外周血单核细胞中 HIV-1 p24 的抗原水平和逆转

DPPH 和羟基自由基的活性普遍较低，这可能与

转录酶的抑制活性 [80]。海藻多糖的抗病毒活性与

其中糖醛酸含量较低有关 [69]。条斑紫菜（pyropia

多糖中硫酸基的含量有关，作用机制可能是多糖

yezoensis） 中 提 取 的 多 糖 AMG-LMWP 对 H2O2

通过硫酸基团来干扰病毒对宿主细胞的黏附，从

和 烷 基 自 由 基 清 除 能 力 的 IC50 分 别 为 13.0、

而 达 到 抗 病 毒 作 用 的 目 的。 从 甘 紫 菜（tenera

[70]

114.4 μg/mL ，紫菜聚糖显著提高高脂血症小鼠

agardhiella）分离得到的硫酸半乳糖对 HIV-1 和

肝脏中 SOD 和 GSH-Px 的水平，抑制氧化应激介

HIV-2 均有有效的抑制作用，硫酸半乳糖可阻断病

[71]

导的血浆 HDL-C 的升高

。另有研究发现，降

毒对细胞的黏附 [81]。
从绿藻胶球藻（coccomyxa gloeobotrydiformi）

解的低分子质量海藻多糖片段表现出较高的抗氧
化能力，不仅具有脂质过氧化抑制作用，还具有
很 强 的 DPPH 和 •OH 自 由 基 清 除 活 性

[72]

。研究

中提取的酸性多糖（CmAPS）可抑制所有甲型流
感病毒的生长和产量，如 A/H1N1、A/H2N2、A/

表明，红藻多糖可以缓解细胞损伤和衰老，红藻

H3N2 和 A/H1N1 病 毒 株，IC50 为 26~70 µg/mL，

多糖通过降低 SA-β-gal 活性，抑制 p53-p21 通路，

其中对甲型流感 A/USSR90/77（H1N1）的抗病毒

缓解氧化应激和 DNA 损伤，最终减轻 H2O2 诱导

活性最强。CmAPS 通过阻止病毒和宿主细胞的

的 WI-38 细胞的衰老

[73]

相互作用从而表现出抗流感病毒活性 [82]。从石蒓

。

绿藻多糖如石蒓 多糖具有很强的超氧化物

（ulva pertusa）中提取的多糖 UPP 和 H2O2 降解产

自 由 基 和 DPPH 自 由 基 清 除 活 性， 可 以 消 除 自

物 LUPPs 对禽白血病病毒 ALV-J 均有抑制作用，

由基介导的疾病。石蒓多糖通过调节二乙基亚

其中 4 300 的 LUPP-3 抑制活性最强。LUPP-3 通

硝胺诱导的肝癌大鼠的抗氧化防御系统，抑制

过与病毒颗粒结合，阻止 ALV-J 吸附在宿主细胞

细胞损伤和肝癌细胞增殖，调控抗氧化酶 SOD、

上。LUPP-3 给 药 后，ALV-J 相 关 基 因 和 gp85 蛋

CAT、GR、MPO、GST 的 活 性 以 及 内 源 性 非 酶

白表达明显被抑制。因此，低分子质量的石蒓多

促抗氧化 GSH 的水平

[74]

。绿藻多糖的强抗氧化

活性可能与阿拉伯半乳聚糖有关 [75]。此外，蓝
藻多糖也具有良好的抗氧化活性和自由基清除

糖具有很大的潜力可作为抗 ALV-J 的替代药物 [83]。
2.5

抗心血管疾病
海藻多糖对心血管系统具有广泛的药理活性，

能力。螺旋藻多糖对 DPPH、过氧化氢、超氧阴

包括抗凝血、降血脂、抗血栓、抗炎、抗黏附和

离子自由基、羟基自由基和 NO 具有较好的清除

抗高血压特性。其中岩藻多糖对心血管系统疾病

活性

[76]

具 有 重 要 的 调 节 作 用， 除 了 具 有 抗 凝 血、 降 血

2.4

抗病毒活性

脂、抗炎等多效作用外，岩藻多糖还具有促血管

大量研究证实，从海藻中分离出多种具有抗

生成的特性 [84]。岩藻聚糖能降低 TNF-α、IL-1β、

。

病毒活性的海藻多糖，包括卡拉胶、海藻酸盐、

MMP-2 mRNA 的表达和血管紧张素Ⅱ水平，缓解

岩藻聚糖、海带多糖等。这些多糖可能具有不同

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发展，抑制高脂饮食引起的胰

的作用机制，如抑制病毒与宿主细胞的结合或内

岛素抵抗或降低高血压大鼠的动脉压 [85]。海带硫

化，抑制 DNA 复制和蛋白质合成等 [77-78]。

酸化多糖 LJP61A 显著抑制高脂饮食诱导的 LDLr-

从南海中分离的 7 种海藻多糖对柯萨奇 B 组

/- 小鼠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 [86]。

Ⅲ型病毒（CoxB3）和单纯疱疹Ⅰ型病毒（HSV-

以海藻为基础的饮食可以通过改变胆固醇吸

1）具有显著的抑制活性。其中，小石花菜多糖和

收和代谢来预防高脂血症动脉粥样硬化，从而降

孔石莼多糖具有显著抗 CoxB3 病毒活性，IC50 分

低高脂血症哺乳动物的血浆甘油三酯（TG）、总

别为 7.81、1.95 μg/mL，小石花菜多糖 SI 指数为

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LDL）胆固醇水平。在

212.0， 孔 石 莼 多 糖 SI 指 数 >1025.6 ；蜈 蚣 藻 多

高脂饮食大鼠体内，从囊叶藻中提取的硫酸化多

糖和孔石莼多糖可显著抑制 HSV-1 活性，IC50 为

糖可显著降低血液中 LDL 和 TG 水平，增加 HDL

[11,79]

3.90 μg/mL，SI 指数分别为 296.4、363.0

。从

水 平 [87]。400 mg·kg−1·d−1 的 海 带 粗 多 糖 给 药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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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鼠血清总胆固醇、TG、高密度脂蛋白（H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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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stasis[J]. J Pharmacol Exp Ther, 2016, 359(1): 54-61.
[5] 韩扬 , 汪淑晶 . 褐藻多糖及其衍生物的抗肿瘤作用 [J]. 生命的

和 LDL 均降低 [88]。
紫菜多糖具有很强的降血脂、抗凝血、增强
心肌收缩、抑制血栓的功能，可抑制血栓形成，

化学 , 2019, 39(4): 673-680.
[6] KADAM S U, O’DONNELL C P, RAI D K, et al. Laminarin from
irish brown seaweeds Ascophyllum nodosum and Laminaria hyper-

延长纤维蛋白血栓和特异性血栓形成的时间，对

borea: ultrasound assisted extraction, characterization and bioactivi-

于动脉粥样硬化、心肌梗死等疾病的防治具有重

ty[J]. Mar Drugs, 2015, 13(7): 4270-4280.

要意义 [89]。绿藻石蒓多糖对高脂肪饮食的大鼠血
压和动脉粥样硬化具有显著的防治作用，可降低
收缩压和舒张压血压、胰岛素血症、血清葡萄糖、
血清和肝总脂质、总胆固醇、甘油三酯、极低密
度脂蛋白的浓度以及动脉粥样硬化率和膜流动性，
升高卵磷脂胆固醇酰基转移酶（LCAT）活性

[90]

。

绿藻中的硫酸化多糖具有降低 HepG2 细胞载脂蛋
白 B100 分泌和脂质合成的作用，可作为有效的降
血脂药物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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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与展望
海洋藻类具有适应性强、产量高的优点，也

是许多生物活性化合物的重要来源，因此更好地

tures and anti-atherosclerosis activity of a Laminaria japonica polysaccharide[J]. Int J Biol Macromol, 2015, 81(4): 926-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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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海洋藻类资源具有重要意义。多糖是海洋藻

[12] FANG Q, WANG J F, ZHA X Q, et al. Immunomodulatory activity

类的主要成分之一，因其化学结构的复杂性和特

on macrophage of a purified polysaccharide extracted from Lami-

殊性具有重要的生物活性，在功能性食品、保健品、

naria japonica[J]. Carbohydr Polym, 2015, 134: 66-73.

医药产品、化妆品及减肥产品等方面具有广泛的
应用前景。从海藻中提取化学结构新颖、生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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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studies on structure of fucoidan from brown alga Sacchar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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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多样的多糖对于揭示其化学结构与生物活性的

[14] ZHA X Q, XUE L, ZHANG H L, et al. Molecular mechanism of a

关系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人们对海藻多糖的化学

new Laminaria japonica polysaccharide on the suppression of mac-

结构、理化性质、生物活性、药理作用及分子机

rophage foam cell formation via regulating cellular lipid metabolism

制等的研究，海藻多糖将为人类的生活和健康提

and suppressing cellular inflammation[J]. Mol Nutr Food Res, 2015,

供更多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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