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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s aimed to clarify the mechanism of wolfberry fruit and leaf extract’s regulation of lipid metabolism, and 

to provide the necessary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possible uses of wolfberry fruit extract as drugs improving lipid metabolism. We 

have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wolfberry extract on the prolife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as well as lipid metabolism of 

preadipocytes on cell level, and have evaluated the influences of wolfberry extract on obese mice body weight, oral glucose 

tolerance and blood glucose.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parts of wolfberry and the combination of 

experiments of cell and animal level are done for the first time. Results show that: neither wolfberry fruit nor wolfberry leaf has 

toxicity on 3T3-L1 preadipocytes; wolfberry extract can promote adipocyte differentiation and intracellular lipid accumulation, 

while wolfberry leaf does not have such effects; fruit extract can improve the C/EBPα, PPAR-γ gene expression levels and 

activate the transcriptional activity of PPAR-γ, while leaf does not have such effects; both wolfberry fruit and wolfberry leaf can 

reduce the blood glucose and improve the oral glucose tolerance of obese mice, and wolfberry fruit has a stronger effect, but in 

the meanwhile they also increase the mice’s body weight. Based on the results above, we can conclude that wolfberry fruit 

extract ingredients can regulate glucose and lipid metabolism to some extent. Thus, it has the potential to work as a kind of 

medicine to improve lipid metabolism and to cure type 2 diab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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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枸杞是一种传统中药材。现代研究表明，枸杞子与叶具有降血糖、降血脂、保肝、抗衰老、抗肿瘤的作用。本

文旨在阐明枸杞果实与叶提取物调节脂质代谢的作用机制，将为枸杞提取物作为改善脂代谢紊乱药物提供必要的理论

依据。研究了枸杞提取物对前脂肪细胞增殖分化及糖脂代谢的影响；在动物水平上，评价枸杞提取物对肥胖小鼠体重，

口服糖耐量及血糖的影响。首次结合细胞与动物层面，比较枸杞不同部位提取物的影响。结果显示，枸杞子、枸杞叶

提取物对3T3-L1前脂肪细胞均无毒性；枸杞子提取物可促进前脂肪细胞分化及胞内脂质积累，提高C/EBPα、PPAR-γ

的基因表达水平，激活PPAR-γ的转录活性，枸杞叶提取物没有相应作用；枸杞子与枸杞叶提取物均可降低肥胖小鼠的

血糖，改善口服糖耐量，但会使小鼠略微增重，枸杞子提取物的效果优于枸杞叶提取物。以上结果表明，枸杞子提取

物可在一定程度上调节糖脂代谢，具有成为调节脂代谢与治疗糖尿病药物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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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1.1.1.1.1.1.1.1.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枸杞是一种传统中药材，其叶、花、果实、根均可入

药。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春采枸杞叶，名天精

草；夏采花，名长生草；秋采子，名枸杞子；冬采根，名

地骨皮”。现代研究表明，枸杞具有降血糖、降血脂、保

肝、抗衰老、抗肿瘤的作用[1]。此项课题研究会将枸杞

不同部位提取物的影响细胞脂代谢的能力进行比较，研究

其调节糖尿病脂代谢紊乱的功效。 

糖尿病是一组由于胰岛素分泌缺陷和/或胰岛素作用

障碍所致的以高血糖为特征的代谢性疾病。持续高血糖与

长期代谢紊乱等可导致全身组织器官，特别是眼、肾、心

血管及神经系统的损害及其功能障碍和衰竭，而脂代谢紊

乱是糖尿病并发心血管疾病的首要危险因子之一。因此，

对于药物调节脂代谢紊乱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1.2.1.2.1.2.1.2.枸杞枸杞枸杞枸杞    

1.2.1.1.2.1.1.2.1.1.2.1.枸杞概述枸杞概述枸杞概述枸杞概述    

枸杞（Lycium Chinense）是茄科枸杞属的多分枝灌

木植物，高0.5-1米，栽培时可达2米多。全世界枸杞属植

物约有80种，多数种分布在以美国亚利桑那州和阿根廷为

中心的南北美洲。枸杞在中国主要有宁夏、甘肃、青海、

新疆等产地。 

1.2.2.1.2.2.1.2.2.1.2.2.枸杞子提取物及其功效枸杞子提取物及其功效枸杞子提取物及其功效枸杞子提取物及其功效    

枸杞子为茄科植物宁夏枸杞（Lycium barbarum L.）

的干燥成熟果实, 是一味传统常用中药,《本草纲目》谓

其补肾、润肺、生精、益气。枸杞子性平、味甘,具有滋

补肝肾,益精明目的功效。 

宁夏枸杞的化学成分主要含枸杞多糖[2](LBP)、甜菜

碱[3](Betaine)、类胡萝卜素及类胡萝卜素酯[4]、维生

素C[5]、莨菪亭[6](scopoletin)、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

素K、Na、Ca、Mg、Cu、Fe、Mn、Zn、P等。此外,尚从枸

杞中分得枸杞素A-D、脑甙脂类、玉蜀黍黄素及玉蜀黍黄

素二棕榈酸等。 

据考察研究，枸杞子提取物具有抗化学性肝损伤[7]、

抗衰老[8]、扩张血管[9]、抑菌抗炎[10]、提高免疫力和

延长寿命[11]等功效。也有研究表明，枸杞多糖具有降低

血糖[12]、降低血脂的功效且存在量效关系[13]。 

1.2.3.1.2.3.1.2.3.1.2.3.枸杞叶提取物及其功效枸杞叶提取物及其功效枸杞叶提取物及其功效枸杞叶提取物及其功效    

枸杞的嫩茎叶统称枸杞叶,俗称天精草、地仙苗。中

医学认为,枸杞叶性凉、味甘、微苦,具有除烦益志、坚筋

耐老、补虚益精、养肝明目、除热毒、散疮肿、补五劳七

伤、去皮肤骨节间风等功效。 

枸杞叶的活性成分主要含水、脂肪、蛋白质、碳水化

合物、纤维素、钙、磷、铁、胡萝卜素、硫胺素、核黄素、

尼克酸、抗坏血酸[14]、黄酮类化合物[15]等。 

枸杞叶的提取物具有降血糖[16]、降血脂、抗肌肉疲

劳[17]等的功效。 

1.3.1.3.1.3.1.3.糖尿病糖尿病糖尿病糖尿病    

1.3.1.1.3.1.1.3.1.1.3.1.糖尿病概述糖尿病概述糖尿病概述糖尿病概述    

糖尿病是一组胰岛素分泌缺陷或胰岛素功能障碍所

致的以高血糖为特征的代谢性疾病。持续高血糖与长期代

谢紊乱等可导致全身组织器官，特别是眼、肾、心血管及

神经系统的损害及其功能障碍和衰竭。严重者可引起失水，

电解质紊乱和酸碱平衡失调等急性并发症酮症酸中毒和

高渗昏迷。 

1.3.2.1.3.2.1.3.2.1.3.2.ⅠⅠⅠⅠ型糖尿病与型糖尿病与型糖尿病与型糖尿病与ⅡⅡⅡⅡ型糖尿病型糖尿病型糖尿病型糖尿病    

Ⅰ型糖尿病患者有胰岛β细胞破坏，引起胰岛素绝对

缺乏，有酮症酸中毒倾向。可发生于任何年龄，但多见于

青少年。起病急。代谢紊乱症状明显，患者需注射胰岛素

以维持生命。包括免疫介导和特发性两种亚型。免疫介导

糖尿病常有一种或多种自身抗体存在，例如胰岛细胞抗体

（ICA）、胰岛素自身抗体（IAA）和谷氨酸脱羧酶65（GAD65）

抗体等。Ⅱ型糖尿病患者大部分超重或肥胖，也可发生于

任何年龄，但多见于成年人。以胰岛素抵抗、胰岛素分泌

不足为主要病因。患者在疾病初期大多不需要胰岛素治疗。

通常无酮症酸中毒倾向，但在感染等应激情况下，也可诱

发酮症酸中毒。Ⅱ型糖尿病的遗传易感性较Ⅰ型糖尿病强

烈。 

1.3.3.1.3.3.1.3.3.1.3.3.糖尿病与脂代谢紊乱糖尿病与脂代谢紊乱糖尿病与脂代谢紊乱糖尿病与脂代谢紊乱    

糖尿病合并脂代谢紊乱极为常见，高脂血症是糖尿病

患者常见的并发症，是导致脂肪肝、动脉粥样硬化等的重

要危险因素，严重威胁人们的健康和生命。脂代谢异常是

Ⅱ型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原发性病理生理过程[18]，因此

糖尿病可称为糖脂病(Diabetesm ellipidus)。 

1.4.1.4.1.4.1.4.PPARPPARPPARPPAR----γγγγ与脂肪细胞分化及脂代谢与脂肪细胞分化及脂代谢与脂肪细胞分化及脂代谢与脂肪细胞分化及脂代谢    

过氧化物酶体增殖体激活受体(PPAR)有α、β、γ3

种类型,可与类维生素A受体(RXR)结合形成异二聚体,再

结合于特异性DNA序列(此序列称为过氧化体增殖反应元

件即PREE),调控靶基因的转录。α主要与脂代谢有关;β

分布广泛,作用尚不清楚;γ具有多种生物效应,在脂肪细

胞分化、糖、脂代谢、泡沫细胞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炎性

反应中起重要作用[19]。 

研究表明，PPAR-γ对脂肪细胞的增殖与分化均有影

响，PPAR-γ基因表达量的下降，可使鸡脂肪细胞增值能

力加强，分化能力减弱[20]，可见，PPAR-γ对脂肪细胞

的分化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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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AR-γ在脂代谢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21]，通过参

与脂代谢相关基因的转录调控，从而参与脂代谢调控。 

2.2.2.2.实验及结果实验及结果实验及结果实验及结果    

2.1.2.1.2.1.2.1.细胞实验细胞实验细胞实验细胞实验    

2.1.1.2.1.1.2.1.1.2.1.1.未分化未分化未分化未分化细胞的培养细胞的培养细胞的培养细胞的培养    

采用小鼠3T3-L1前脂肪细胞株,用含10%胎牛血清

(FBS)的高糖DMEM培养基,在37°C、5% C02的培养箱中培

养,3d换一次液,并按常规实验方法进行细胞传代,细胞冻

存和复苏。在倒置光学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形态。 

2.1.2.2.1.2.2.1.2.2.1.2.细胞增殖检测细胞增殖检测细胞增殖检测细胞增殖检测    

取对数生长期的3T3-L1前脂肪细胞传代培养,按5X

的密度接种到96孔板中,待细胞融合至60%-70%后加药,

分为空白对照组、41^1:^0组(100、50、25、12.5Mmol/L)、

枸杞子提取物组(100、50、25、12.5Mmol/L),枸杞叶提

取物组(100、50、25、12.5Mmol/L),继续培养44h后,每

孔加20uL 5mg/mL四甲基偶氮盐即MTT,孵育4h,移除培养

液,每孔加150μl甲基亚砜,震荡混匀,酶标仪上测

A492nm处吸光值。 

2.1.3.2.1.3.2.1.3.2.1.3.MTTMTTMTTMTT试验结果及分析试验结果及分析试验结果及分析试验结果及分析    

相比对照组1，混有不同浓度枸杞不同部位提取物的

生长培养基培养的细胞活力均有所提高，可见枸杞不同部

位提取物均会促进前脂肪细胞的增殖。0.1mg/ml的枸杞子、

枸杞叶提取物对细胞活力的促进最明显（图1）。 

 

图图图图1 1 1 1 培养基中加入不同浓度枸杞子、叶提取物后培养的细胞活力。横轴

为纯生长培养基（对照组1）、纯分化培养基（对照组2）、和混有不同

浓度枸杞不同部位提取物的生长培养基（实验组）。Ctrl代表纯生长培

养基，Vechile代表纯分化培养基，Z代表枸杞子，Y代表枸杞叶，浓度

量纲为mg/ml。纵轴代表细胞活力与对照组1的比值。 

2.1.4.2.1.4.2.1.4.2.1.4.细胞分化的诱导培养细胞分化的诱导培养细胞分化的诱导培养细胞分化的诱导培养    

培养基：Day 0 MDI induction media (10% FBS/DMEM 

含 IBMX 0.5mM，Dex 1μM，Insulin 10μg/ml)；Day2 

Insulin Media (10% FBS/DMEM 含 Insulin 10μg/ml)；

Day 4 10% FBS/DMEM。按上述时间和配方更换培养基。 

2.1.5.2.1.5.2.1.5.2.1.5.油红染色油红染色油红染色油红染色    

24孔板,分为生长培养基对照组；分化培养基对照组；

枸杞子/叶提取物各0.5mg/ml、1mg/ml、5mg/ml三个浓度。 

2.1.6.2.1.6.2.1.6.2.1.6.油红染色试验结果及分析油红染色试验结果及分析油红染色试验结果及分析油红染色试验结果及分析    

相比分化培养基对照组，混有枸杞叶提取物的分化培

养基培养的细胞油红染色比率低于纯分化培养基培养的

细胞，可见枸杞叶提取物对3t3l1前脂肪细胞分化的促进

作用不明显，而枸杞子提取物对3t3l1前脂肪细胞的分化

明显起促进作用，使细胞的染色比率高于对照组。

0.5mg/ml、1mg/ml、5mg/ml三种浓度中，促进作用随浓度

的提高而愈发明显。 

 

图图图图2 2 2 2 油红染色镜下照片。左至右，上至下依次为纯生长培养基，纯分化

培养基，0.5mg/ml枸杞子提取物，1mg/ml枸杞子提取物，5mg/ml枸杞子

提取物，0.5mg/ml枸杞叶提取物，1mg/ml枸杞叶提取物，5mg/ml枸杞叶

提取物。 

    

图图图图3 3 3 3 培养基中加入不同浓度枸杞子、叶提取物后脂肪的积累。横轴为纯

生长培养基（对照组1）、纯分化培养基（对照组2）、和混有不同浓度

枸杞不同部位提取物的分化培养基（实验组）。Ctrl代表纯生长培养基，

Dm代表纯分化培养基，Z代表枸杞子，Y代表枸杞叶，浓度量纲为mg/ml。

纵轴为染色比率与对照组2的比值，可体现出细胞的分化状态。    

2.2.2.2.2.2.2.2.动物实验动物实验动物实验动物实验    

用枸杞叶/子提取液、低糖饲料、高糖饲料灌胃治疗

高脂肥胖组大鼠4周，测量其体重变化如下： 

 

图图图图4 4 4 4 大鼠体重随时间的变化。C代表对照组，D代表高脂肥胖组，D+GQZ

代表高脂肥胖组喂养枸杞子提取液，D+GQY代表高脂肥胖组喂养枸杞叶

提取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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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4可知，高脂肥胖组服用枸杞子提取液后体重有

所上升，服用枸杞叶提取物后体重无明显变化。 

3.3.3.3.讨论讨论讨论讨论    

已知的研究结果显示，枸杞子作为传统的中药材，其

组分包含核黄素、甜菜碱、胡萝卜素、硫胺素等化学成分。

其多糖组分（Lycium barbarum polysaccharides）作为

一种生物活性物质，可促进免疫细胞的功能，增强细胞因

子的合成及分泌，可依赖性地抑制肿瘤。此外，枸杞子提

取物作为天然来源的抗氧化剂，可增强谷胱甘肽过氧化物

酶（GSH-Px）活力和超氧化物歧化酶SOD的活性，可预防

肝脏的脂质过氧化，保护肝脏功能。 

已有研究表明，枸杞子提取物可显著降低一型糖尿

病动物模型的血糖水平，改善受损的糖耐量。本研究使

用的高脂饲料诱导的肥胖小鼠模型（DIO）可一定程度上

模拟肥胖导致的二型糖尿病脂代谢紊乱，是国际上常用

的研究脂质代谢紊乱的疾病动物模型。实验结果显示，

枸杞果实及叶子提取物皆可降低肥胖动物模型的血糖水

平，改善受损的葡萄糖耐量，枸杞果实的治疗效果优于

枸杞叶提取物，但是这两种提取物均会使小鼠体重略微

增加。 

为了进一步解释枸杞果实及叶子提取物降血糖的机

制，本文研究了枸杞提取物对前脂肪细胞的增殖及分化

过程的影响，比较了两种提取物对前脂肪细胞分化影响

的差异。实验结果表明，在0.1-5mg/ml的浓度范围内，

两种提取物对脂肪细胞没有明显的毒性。油红染色的结

果显示，枸杞果实提取物可显著促进前脂肪细胞的分化，

而枸杞叶提取物对前脂肪细胞分化没有影响。同时实时

定量PCR的结果显示，枸杞果实提取物可促进分化相关基

因PPAR-γ及C/EBPα的表达，枸杞叶提取物对这两种基

因的表达没有影响。在前脂肪细胞的分化过程中，

PPAR-γ作为重要的转录因子调控着脂肪细胞分化的整

个过程，枸杞果实提取物可促进前脂肪细胞的分化，预

示枸杞果实提取物中可能含有PPAR-γ的天然配体。为了

验证这可能性，我们检测枸杞果实提取物是否能激活

PPAR-γ荧光素酶报告基因体系。实验结果表明枸杞果实

提取物可激活PPAR-γ，其提取物中含有可激活PPAR-γ

的活性成分。 

由于本研究的提取物是一种成分复杂的混合物，进一

步阐明枸杞果实的详细机制，还需要分离鉴定其中的有效

活性成分。 

枸杞子与叶提取物可使高脂肥胖小鼠血糖明显下降，

但与现有治疗糖尿病的药物罗格列酮相似，枸杞子与叶提

取物会使小鼠体重增加，其使小鼠体重增加的原因还有待

进一步探究。 

再有，虽然枸杞叶提取物对于3T3-L1前脂肪细胞的分

化能力几乎没有影响，但是在动物实验中却有与枸杞子提

取物近似的作用效果，可降低小鼠的空腹血糖和口服糖耐

量OGTT。因此，无法排除枸杞叶治疗糖尿病的可能，其降

血糖机理还有待探究。 

4.4.4.4.结论结论结论结论    

本研究通过动物实验与细胞实验，得到结论：枸杞子、

枸杞叶提取物对3T3-L1前脂肪细胞均无毒性。枸杞子提取

物可促进脂肪细胞的分化，提高脂肪细胞分化相关基因

PPAR-γ和C/EBPα的表达。其促进作用可能是因为枸杞子

提取物可增强PPAR-γ的转录活性。枸杞提取物均可降低

高脂膳食诱导肥胖小鼠（DIO）的血糖水平，改善口服糖

耐量，枸杞子提取物的作用效果均强于枸杞叶提取物。 

本研究表明，与枸杞叶提取物相比，枸杞子提取物更

适合Ⅱ型糖尿病的治疗，是一种极具发展空间的天然药物，

是一种潜在PPAR-γ的天然激动剂，可作为天然的胰岛素

增敏剂改善胰岛素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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