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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蘊及其提撃物褐藻糖膠的抗腫瘤作用

村 彬
(1),梁

運 飛
(2)

(1)日
本亜健康研究所所長 書學博士

(1)美 國自然詈學研究院研究員
(2)日

本國立琉ネ夫學詈学部糸銃生理學講座 詈學博士

中え摘 姜

海蘊え一種嬌生的褐色浄藻 ,富合類切准荀素 海ヽ謄帰醐 オヽ藻黄質 鯰ヽ魚黄質 ヽ

二気鯰魚黄質 花ヽ生四帰峻 せヽ炭二姉唆 藻ヽ腕唆 オヽ藻轡諄 オヽ藻果糖 ,木糖 琉ヽ

唆多糖等多種生物活性物質以及多種有機唆 0浄蘊等褐藻類海生檀物ャ富合具有調節

生命活動功食ヒ的“浄藻多糖饉",由が海藻多糖饉主要存在だ褐色藻類ヤ喬ユ具有較夫

的粘性 '所以賂浄盈提駆物料え為“褐藻糖膠"O日 前 ,已奔褐藻糖膠有以下方面的功

戒 :1.抗腫瘤 ,2.れ出門螺掟拝菌及抗漬瘍 ,3.抗過致及抗炎 ,4.皮善肝功育L,5.抗生

た多習句等折為,6.抗力彗ス折為,7.れ重力脈及イし亮五,8.れ折為場晏,9.抗 菌 ,10.抗隼ミ化 ,H.れ」L澪建浅走

回 ,12.オ年+1柔 物岳14/F用 '13.解酒 ,14.神キ1痛 風屎唆 ,15.美 容作用 。本丈主要介認汁

縄浄蘊及典掟取物褐藻糖膠在れ腫瘤方面的功妓 。

英え描妥

Topic:Anti―tumor Effccts ofAlgac and lts Extract― Fucoidan

Author:Bin Kc(1)and Yun― Fci Liang(2)

(1)Japan Sub¨hcalth lnstitute

(2)Depa■mcnt of Physiology,Schoo1 0fNIlcdicine,University ofthe Ryukン us,

Japan

Abstract: Ⅳlozuku,a brown inarine plants,cOntains a varicty of organic acids as、 〃ell as

carotenoids,   carotene,   dihydroparasiloxanthin,   zeacarptemc,   fllcoxanthin,

parasiloxanthin, cchinenone, arachidonic acid, cicosapcntacnoic acid, ftlcosterOl,

alginic acid, fucosc oligosaccharide, xy10se, sulfated p01ysaccharides and othcr

biologically activc substanccs.Thc brown inarinc plants,including mozuku and other brown

algacを rc rich in scawccd polysaccharides、 vhich lllight regulatc thc activities of lifc.As the

sca、vced polysaccharidcs fbund in bro、vn algac has a lttgcr viscosity,so callcd``brown algac

sugar gunl'',and it is foHnally namcd``Fucoidan''.メ Lt prescnt,fucoidan has bccn reported to

bc of follo、ving effccts: 1, anti―tumor; 2, anti¨ helicobacter pylori and anti― ulcer; 3,

anti¨ allergy alld anti― iniammatow;4,to improvc liver inction;5,Anti… lifcstyle―relatcd

discascs;  6, anti… diabetic;  7, anti― athcrosclerosis;  8, antiviral;  9, antilllicrobial;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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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oxidation; 11, anti― blood coagulation; 12, inhibition of sidc cfRcts of drugs; 13,

inhibition of hangovcr; 14,inhibition of gout and uric acid; 15,cosmctic cffect.This paper

dcscribes the anti¨ tumor effects of()kina、 va lnozuku and its extract of fucoidan.

一 ヽ海 蘊 及 汁 鎚 海 蘊

海蘊え一種嬌生的褐藻類海藻 O別 姥 :滑 溜采 ,水雲 O畳 諧わ香港也俗科為 :

海髪采 O也 有人経典為 :日 本髪来 。浄笙的日丈催名キ写力 :も ず く ,日 丈ダ乃字

キ写力 :MOZuku;ヤ 丈音希力 :沐衡 者。

“海蘊"在 《本草綱 目搭遺》ヤ的猫薇為 :1.《 木革搭遺》:浄蘊 '生がえ海ヤ ,′ロ

茉致口馬酒ち,似 灌妻藻喬次ユ1302.《 綱 日》:シ妻え鉦,た証 高ヽし絲13,サ年葉うス戌し,ttジ乙0

浄蘊藻饉ヱ絲状象形 ,極 粘滑 '漢 褐 色或黄緑 色 ;咸 饉逐漸免為黄褐 色或暗

褐 色 ,長 10… 15 cm或 史長 O質 柔軟 ,極 粘滑 '猫 ヤ空 ,枝 近互生 ,具 不規月1二 又

ノヽ小グ>オ処0舜色増下細月包長オ青園形 ,寛 50-80μm,長 100… 150μm,カトク1働任ずふ〇メ短層由早

ダ1或喀分枝的同イし絲俎戌 ,喀彎由 ,通常由 10-15個 徊胞征咸 ○基部常長 出蕪 色

的毛 。繁殖時由同化鰊特イしTT7咸 単室砲子彙 '精 園形或 4rll,「 園形式多室砲子彙繰

形 。

像珊瑚一様 '浄蘊的生長封海水的品質わ環境的姜水極高 ,ス 食L在 日照較強及盗

明度較高的人浄ヤ以及在」lll瑚 礁 内狽1海 ,た千穏ユ安静的環境ヤ生長 。因JL'随著工業

イし的委晨わ海水的汚染 ,許 多過去食L生産海盈的海域現在都不再適合浄盈的生長或品

質受到了極人的影響 。

由が漫有工業屡水 漆ヽ物 屡ヽ氣的排及 ''ヤ 縄海咸漫有工業イし學物質的汚染 ,得

以保持 え好的水質 O Frl Ⅲ ,日 本本上周目浄成海水的日光照射深度約為 200米 ,而 汁

縄海咸的浄水因為透明度極高 ,日 光照射深度超過 300米 ,困 ナヒ許多不育ヒ在 日本木上

浄成生長的藻類等浄生物 ,郷 浄葡萄 '海蘊 '珊瑚等都力L在 沖縄海咸生長 。

日本え世界上最長壽的國家 '喬 沖縄え 日本最長壽的縣 0擦最新銃計 ''ヤ 縄縣百

歳以上老人有 928多 人 ,10萬 人口的百歳老人レヒ例為 67.44人 ,遠遠超過 31.64人的

日本全國平均レけ 10也遠遠超過ヤ國最著姥的長壽え郷已馬縣 O史為菫姜的え ''ヤ 範

縣的癌症わ′む脳血管疾病的死亡率為 日本企国最低 O追得益子沖縄済潔衛生的浄洋環

境わ窯汚染的海洋生物食材 O

2002年 5月 22日 日本NHK電視壼的専題報等指出 ://1究表明
'ヤ

縄的長壽典癌症

わ′む_6_管 疾病的仏死亡率典沖縄的欲会結構 '九真え掃ネ大量浄藻類采肴有閻 O例 郷 ,

封 ,ヤ 縄わ東京各 50人的欲食迫縦研究顧示 ,汁範人撮駆海藻量為 630克 ,喬東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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ス有 134克 ,遠遠低外沖縄人的浄藻掃ネ量 O沖縄的海蘊消費量足 日本英他縣市的十

倍 O可見浄藻尤典え浄蘊え極典優 良的養生合材 0現在 日本的浄蘊産地主要足沖縄
'

'ヤ

範的海蘊産貴占日本企國鑢産量的 95%以 上 ○

汁範産的浄蘊也ロヤ ,ヤ 縄浄盈"〇え琉ネ群島的特有産品 ,分怖子商起入菫山ラl島 ,

」ヒ至杏美夫島的浄成 O沖縄浄蘊具有藻健れ ,長 ,準度高的明顧こ万1漆其他浄盈的特

路 (典粗′口約為 1.5… 3.5竜 米 ,長 度可達 25…30羞 米)○ 因ナし,日 本国家合品成分分析ヤ

むれ沖縄浄蘊革獨列為-4El合 品項 目 O浄蘊可以上屹 ,可 以清炒 ,水煮 ,油 炸 ,也 可

以製咸“浄蘊沙拉ち “浄蘊湯料",“ 浄蘊呆東"等 各種美味 4■ tt O被構為“海髪采"O

海蘊螢養債値極 高 ,不 僅合有豊富的番台質 破ヽ水イし合物 脂ヽ肪峻 蕪ヽ機重 ヽ

膳合織筆 '典驀質ヤ還合有大量的気基竣 (包 お 9種 必需気基唆 )ヽ 年生素 輔ヽ時 ヽ

有機洪 フヽロ碑脂 ,多 糖等多種 生物活性物質 O具饉主要合有 :類 胡落笥素(carOtenOid)ヽ

αψ―胡蒸荀素(Carotcnc)ψ 二̈蜀黍胡准荀素 (β
中zeacarpteme)、浄謄帰醐(echinenOnc)、

オ 藻 黄 質 (fucOxanthin)ヽ 鯰 魚 黄 質 (parasiloxanthin)、 ニ ユ 鯰 魚 黄 質

(dihydrOparasiloxanthin)ヽ 花 生 四 姉 唆 (Arachidonic acid)ヽ せ 炭 五 帰 唆

(eicosapentacnoic acid)ヽ 岩藻轡諄 (Fucosterol)ヽ 藻れ峻 (Alginic acid)ヽ オ藻果

糖 (Fucose oligosaccharide)ヽ 木糖 (Xylosc)ヽ 琉峻 多糖 (sulfatcd polysaccharidc)

以及多種有機峻等 O

二 ヽ海蘊捉 撃 物 一褐 藻糖膠

浄蘊年褐藻類浄生植物ヤ合有豊富的具有調節生命活動功食L的 海藻糖鐘“浄

藻多糖饉",由 外浄藻多糖饉主要存在ハ褐色藻類ヤ而■具有義夫的粘牲 ,所 以経

え為“褐藻糖膠"。褐藻属ハオ藻類 ,因 ナヒ褐藻糖膠也被料為“オ藻多糖"或“オ藻糖膠"O

褐藻糖膠的英丈姥為 :Fucoidan o日 丈仮姥キ写力 :フ コイダン ;日 史的ャ丈音孝力 :

府麻益肛 O

褐藻糖膠的主要成分え数十三1藪十萬佃左旋岩藻糖 (L¨Fucose)以 αl-2,α l-4粕

結合喬咸的イし合物 ,平均分子量灼為 20000o浄蘊的褐藻糖膠主要存在外砲子彙 (新

芽根部附近材沼状部分)的 粘液成分ャ 。真ィし學結構え以硫峻基多糖饉為主饉的

オ藻糖 (Fucosc),因 比浄蘊的褐藻糖膠也科為“浄蘊多糖"或接典化學結構轟為“褐

藻多糖琉唆酷"0カ 漆海盆較其他海藻具有史豊富的準質 ,因 此一般浄蘊的褐藻糖

膠合量え典他海藻的 5-8倍 。喬,ャ 範浄盈由碁合有大量的育凱 迄褐藻糖膠生成的“左旋

オ藻糖",因 此 ,其所合的褐藻糖膠較一般浄蘊高山 4倍え多 oクlⅢ ,汁範孵 濱食有

限公司"オ1用 該/AN司 的低温風乾専オ1技術 ,風乾該縣商城市生産的侵質浄蘊並+1粉後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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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褐 藻糖膠的合言高逹 24.2%O

汁鎚褐藻糖膠的製作かエエ藝流程包岩 ;1,浄蘊乾燥 (以低温乾燥為 4■ )ヽ 2,粉

4浄蘊 3ヽ褐 藻糖膠提ネ (有機唆分解掟駆 '或沓酵分解提駆 '或高屡分解表』0ヽ 4,

離む分離典口饉過濾 5ヽ,去重え理 6ヽ,濃縮殺菌 7ヽ,製品か工 (粉齊1'水齊1'月 齊1'

膠彙等)O

根li4提駆方法ゎか工精度的不同 '褐藻糖膠可分為高分子 (>50000),低分 (灼 為

1000)わた低分子 (<500)的 褐藻糖膠 O昨 然日本群馬夫學晉学部教授長嶺先生的研

究表明 ,口 服人分子褐藻糖膠 3-9小 時後 ,可在血液わス液ヤ検出低分子的褐藻糖膠
'

提示褐藻糖膠可在腸道 内被分解為可吸枚的小分子 0仁え 日前主要使用的え易吸樵的

低分わ超低分子的褐藻糖膠 。最IF_有報等説 已経堆山了両分子的史易吸枚的褐藻糖膠 '

仁足其生理活′L以 及え否含在逹rl腸道ぇ前被胃唆成塚尚未清楚 O

二 ヽ獨 藻 糖 膠 的 保 徒 功 戒

自 1913年端共科學家 H.Z.Kylin委現褐藻糖膠後 ,真結構わ成分獲得 了レし較詳童

的研究 。最近褐藻糖膠七的養生保佗功及九真足封癌症的輔助オ年+14/F用 也得二1了 重視

わ研究 O

在 1996年 第 55層 日本癌症學含年含上 ,日 本的研究者沓表 了第一篤閉外褐藻糖

膠誘導細胞 自然凋亡的報告 ,従喬引起 了其化研 究者的注意わlli動 了獨藻糖膠在癌症

作用わ其他保健方面的研究 。

已奔的褐藻糖膠的功戒有以下方面 :

(一 )抗腫瘤航 癌作用

1)増強免疫力 。2)誘 導′口胞凋七 〇3)神キ1新生血骨生成 04)抑 411腫 瘤韓杉わ

浸潤 05)阻上癌鰤胞粘結 06)神キ1小 気的癌′口胞増殖 '延長癌症小鼠的壽令 O

(二)れ出門螺旋拝菌 '抗漬瘍及皮手胃異常咸的作用

1)れ出門塚旋得菌 (琉唆基可抑制出門螺旋浮菌的増殖)02)れ漬瘍 (保護粘膜 )。

3)及善胃異常感 O

(二)れ過致及抗炎作用

1)調 節 Th1/Th2レし例 (通過抑 4111L-2ヽ IL-3わ IL-5喬オャ制 Th2,オ年十1タロ胞産生

粘液 ,降低嗜峻桂′口胞 ,抑キl IL-4ヽ IgE,オマキ1抗 BSA的 特異性 IgE,オ年+1組織族祥

及 )。 2)抑制腸道過敏症候群 (及善腹潟
～

便私症状 )。 3)抑制炎症′口胞 (及善特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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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皮炎小鼠的症状 )。

(四 )茂手肝功食L作用

捉高 HGF,茂善 GOTヽ GPTヽ r―GPT値 ,減 少肝臓銭筆イし。

(五)抗生活習慣病

降低謄口醇 ,降低ヤll■ 脂肪 ,降血糖 ,減胆 。

(六)抗糖屎病作用

促迄肌肉タロ胞揖駆葡萄糖 ,オャ+1糖永病小鼠的立糖上升 。

(七 )抗動脈硼 し症作用

r■ 上動脈千滑肌′口胞増痕

(入)抗病募作用

オャlll施 疹病募及 HIV年 (誘 導 HTLV-1感 染′口胞凋き ,ヤ ゎれ饉値上升 O驚 人免

力記を夫陥型病場曇HIV用 ネ局藻力多序界50-100μg/mlォヽ0° Cメ証JE 2h,然 を維ギ手メ専MT-4淋水已

鰤胞一起培養 3d,該沐 已′口胞ヌF二 れ原陰′L。 真機キ1え褐藻糖膠オャ+1了 反韓録時

活性 )。

(九)抗菌作用

オ年+1食物ヤ募′口菌的増痕 (神―
lll沙 門民菌感染 ,封 夫腸菌 0… 157有殺菌作用)0

(十 )抗氣化作用

消除自由基典活′ヒ氣 O

(十 一)抗血液凝固作用

減少立小板緊集 ,従迄血液′口胞流動 。

(十 二)柔物岳1作 用的オT‐tll作 用

汁範褐藻糖膠典抗癌齊15¨FU同 時口服 ,T以オ年+15¨FU封ェ常胃鰤胞的成射 防

止正常′口胞的死亡 O

(十二)解酒作用

略酒的原因主要え饉 内乙藤増高 O喝 酒前 30分鐘服用褐藻糖膠 ,喝 酒後検測呼氣

ヤ的乙酪 '服用褐藻糖膠組レヒ不服組乙継合―E下降 25…50%o

(十 四)抑キ1痛 風ス唆4/F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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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昼 痛ヽ風 代ヽ謝鰊合在的恙考え液ヱ唆性 ,容易形成屎路結妬わ腎功能損害 O

譲高血屋恙者掃取浄盈両個星期
～

同時服用褐藻糖膠一二期後 '鹸イしス液的治療梁物

(杓 株唆製剤)的使用貴減少了三分え一至1二分え一 〇提示オ藻多糖有オ年+1ス唆値上

升的可食Ltt O

(十 二)美 容作用

1)押キ1皮膚紋盤わ皮膚斑絡 ,抑 +1膠源質峻分解 'れ象イし。2)オャ制透明質峻氣

イし分解 ,従進4明質唆合成 03)促迄4明 質唆晦合成分解作用 'オ年+1忽織腋澤及 。4)

保持皮膚水分
～

憚力 '従議 1傷癒合 〇

四 ヽ海 蘊 及 獨 藻 糖 膠 的 れ 腫 瘤 功 戒

日前已奔浄蘊可通過以下二種成分沓拝典抗腫瘤的功戒 。

(一)オ 藻黄質 (Fucoxanthin)

オ藻黄質可宣接作用ハ腫瘤徊胞 ,封腫瘤鰤胞有濃度依頼性′口胞凋七誘導作用 '

仁封工常沐已ネ没有募 ll■ )O

(二)水楊唆脂鉄 (Mg― salicylate)

環象酢え饉内促進血サ新生的菫姜活・l■ 物質 O工常組織′口胞的血昔新生二姜依頼

I型環氣晦 (COX… 1),而腫瘤′口胞的血管新生二姜依頼 Ⅱ型環氣峰 (COX‐2)O水楊峻

脂鉄可選拝性地球年+lⅡ 型環象晦 '阻凝腫瘤内的血昔新生 ,従 喬抑+1腫瘤′口胞的増殖
'

而封工常忽織′口胞蕪不え影響 O

れ腫瘤/れ癌作 用

(二)褐 藻多糖硫唆酷 (Fucoidall)

ネ蜀藻多力雪ろ仁醍鮭皓食L提高E嘔盗徊ル包的ム夢ヤ主,オ 1湧史IL-12t奪妻参NK′口粛2ム多ll■イし。菱在製≧

阻上 VEGF的 受饉結合 ,神 lll VEGF的表逹わ祥及喬オ年+1新生血管的生成 ○

並食L近週神■ll MMP-2,9表 逹 ,群及わ活性イし喬抑制腫瘤特杉
～

浸潤 O男 クト'褐 藻

多糖琉唆酷的琉唆多糖還育し阻凝腫瘤′口胞表面的糖撻逹接 ,従喬阻上癌′口胞粘結 。

日前 ,封海蘊的わ褐藻糖膠抗腫瘤作用的研究工在迄一歩深入沓晨 '有 閻浄蘊及

褐藻糖膠的研究咸呆驚含不断出現 。浄盈わ褐藻糖膠的れ腫瘤作用機+1著含免得越未

越済F1/T,従 喬在れ腫瘤額成沓拝史人的作用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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