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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维护生命早期健康提供科学依据
文/《妇儿健康导刊》特约撰稿

潘

锋

[内容提要] 生命早期各种环境因素暴露，可影响胚胎发育、妊娠结局和神经行为发育等，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许雅君教授课题组围绕出生缺陷、围产期死亡等健康结局指标，多角度探索了酒精、大气颗粒物、环境雌激素等
环境暴露因素对个体发育和代谢的影响机制，研究了维生素、叶酸（FA）、外源性核苷酸等对生命早期不良因素
暴露的干预效果，多项成果填补相关领域研究空白。

生命早期各种环境因素暴露，可影响胚胎发育、

键的生长发育阶段，对外源化学物的敏感度远远高

妊娠结局及子代糖脂代谢和神经行为发育。目前，

于成年人。也可以说，很多环境因素会导致细胞、组

各种环境因素暴露造成的健康影响及机制尚未完全

织、器官的结构和功能变化，进而影响胚胎发育、代

明了，有效的干预措施研究也较少。北京大学公共

谢、神经功能和认知能力、免疫功能，甚至有导致成

卫生学院许雅君教授课题组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

年后慢性疾病发生的风险。明确生命早期不良环境

的支持下，围绕出生缺陷、围产期死亡等不良妊娠结

因素对个体作用的靶器官、有害作用剂量及其主要

局，以及后代远期糖脂代谢异常、神经行为异常等健

作用机制，能够为有效干预策略的研究和实施提供

康结局指标，从人群、动物、胚胎、细胞、分子等多角

重要理论依据。

度出发，探索了酒精、大气颗粒物、环境雌激素、农

许雅君教授介绍说，随着社会的发展，生命早期

残、孕前肥胖等环境暴露因素对个体发育和代谢的

不良环境因素呈现出一些新的暴露特点：一是低剂

影响机制，研究了维生素 B12（VB12）、FA、维生素 C、

量环境雌激素（如双酚 A）通过塑料制品迁移造成的

外源性核苷酸、植物黄酮类化合物等对生命早期不

慢性暴露；二是伴随膳食植物雌激素（如大豆异黄

良因素暴露的干预效果，多项成果填补相关领域的

酮）摄入，低剂量环境雌激素与植物雌激素是否存在

研究空白。由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中国医学科

联合发育毒性尚不清楚；三是进入 21 世纪后，我国

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等共同完成的“生命早期环境

连年多次暴发大面积雾霾，可吸入颗粒物对孕妇、乳

暴露对子代发育和代谢的影响及干预措施研究”日

母的暴露会给后代近期发育造成何种影响，对后代

前荣获“2021 中华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远期乃至隔代健康是否具有长远的影响有待明确；
四是我国育龄期女性超重和肥胖的比例逐年增加，

聚焦“生命早期 1000 天”开展研究
许雅君教授介绍，
“生命早期 1000 天”是影响
个体一生健康的“窗口期”，这一时期的个体处在关

很多女性是以超重或肥胖的状态进入孕期，肥胖母
体的高炎症状态会对后代发育造成不良影响，同时
母体肥胖本身又会增加难产、围产期窒息的风险等。
上述具有浓厚时代特点的生命早期不良环境因素对
个体近期和远期健康的风险需要引起重视，同时在
毒性表征和机制研究的基础上，及时开展有效干预
措施的探讨具有重要的意义。
与此同时，随着食品科技的发展，食物中诸多
生物活性物质被挖掘、纯化，越来越多的功能得到验
证。食源性生物活性物质是巨大的宝库，很多食源
性生物活性物质具备活性强、安全性高、副作用小的
特点，如黄酮类植物化学物、抗氧化性的维生素、食
源性活性肽等，从其活性机制角度都具备拮抗前述
生命早期不良环境因素暴露所致发育毒性的潜质，
但当时国内外相关的研究尚少，没有足够的科学证

许雅君教授作学术报告

据支持开展临床干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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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雅君教授介绍，
“生命早期环境暴露对子代发

素的发育毒性及相关作用机制”研究中，研究人员利

育和代谢的影响及干预措施研究”分为两个部分。

用大鼠植入后全胚胎培养模型、胚胎肢芽细胞和中

第一部分是生命早期环境暴露因素对个体发育和代

脑细胞微团培养模型和胚胎干细胞模型等体外研究

谢的影响及其机制，旨在探索生命早期环境暴露因

方法评价染料木素的发育毒性和相关作用机制。研

素单独和联合对个体发育和代谢的影响及其作用机

究发现，染料木素能通过胎盘屏障进入胚胎内部，并

制。锁定了低剂量环境雌激素、植物雌激素、生长促

影响胚胎生长发育。在全胚胎培养中，37 μM 染料

进剂、可吸入颗粒物等外源性因子，以及孕前肥胖造

木素即可表现出致畸作用，并呈现出明显的剂量反

成的宫内高炎症状态等母源性的不良暴露因素，
围绕

应关系，染料木素组颅臀长、头长、体节数均减小，鳃

胚胎发育、妊娠结局、产后发育、糖脂代谢、神经行为

弓、前脑、视觉等器官分化受到影响，心脏、尾神经管

等方面，通过动物体内实验、细胞实验及分子生物学

肢芽出现畸形。

实验三个层次进行探讨，明确上述生命早期不良暴

研究人员将双酚 A 和染料木素混合染毒，发现

露因素的毒性效应、作用剂量及潜在作用机制，为减

二者具有联合发育毒性作用，且在不同剂量水平下

少暴露及相应防治策略的优化提供理论基础。

联合作用效果不同：二者对于肢芽细胞增殖、分化

第二部分为生命早期营养因素的干预效果及机

以及中脑细胞的增殖和分化具有毒性相加或协同作

制研究，旨在探索营养因素对生命早期不良环境因

用。双酚 A 和染料木素两种物质的联合抑制作用要

素暴露所致发育毒性及代谢异常的干预效果及作用

强于单独使用一种物质染毒效果，二者联合染毒在

机制。锁定了膳食结构以及部分食物中含量相对可

较低剂量组合水平下为相加作用，随着联合剂量的

观且安全系数较高的活性成分，如部分抗氧化维生

增加，联合毒性表现为协同作用。由此可见，双酚 A

素、植物黄酮类化合物、核苷酸、活性肽等，围绕拮抗

和染料木素联合染毒对于肢芽细胞增殖、分化以及

发育毒性、减少不良妊娠结局、改善生后神经行为、

中脑细胞的增殖和分化具有毒性相加或协同作用。

改善远期糖脂代谢等方面，通过人群干预、动物实
验、细胞实验及分子生物学实验四个层面进行探究，
明确有效干预剂量及潜在作用机制，为优化营养干

对不良环境暴露要高度关注

预措施提供科学建议。截至 2021 年 4 月，查阅与妊

许雅君教授介绍，研究还发现某些植物生长调

娠期环境暴露和营养干预相关研究的国内外期刊已

节剂具有发育毒性，孕期雾霾暴露可能造成后代的

发表文献得知，该研究自 2008 年起开展的一些毒性

发育异常甚至远期疾病潜在风险增加，孕前肥胖母

机制研究，研究成果甚少，该课题的研究内容和整体

亲的后代罹患糖脂代谢紊乱的风险增加。

水平，目前处在国际前沿。

矮壮素是常用的植物生长调节剂。人体有明显
的暴露机会，但关于矮壮素的发育毒性机制尚未明

环境雌激素和植物雌激素
具有联合发育毒性

确。课题组研究了矮壮素的发育毒性及相关作用机
制，利用体内实验评价孕期矮壮素暴露对 SD 大鼠胚
胎生长发育的影响。研究发现：矮壮素影响胚胎生长。

许雅君教授介绍，双酚 A 是一种环境雌激素，可

研究人员开展了孕期和哺乳期可吸入颗粒物暴露对

通过生活用品及饮用水进入人体，普通人体暴露水

出生结局、血脂水平和神经行为的影响研究，研究发

平虽然不高，但由于其类雌激素的性质以及蓄积性，

现 PM 2.5 具有明确的发育毒性，
此外，PM 2.5 暴露还

长期低剂量暴露的发育毒性需要引起重视。“低剂

会引起 Dnmts 介导的 BDNF 启动子Ⅳ高甲基化诱导

量双酚 A 围生期暴露对后代发育的影响及其机制”

的 BDNF 表达下降，
进而影响仔鼠的学习记忆功能。

研究探索了双酚 A 围生期暴露对后代发育的影响，

肥胖母体脂肪组织的高炎性状态可能会对发育

研究发现，5、50、500 mg/kg 双酚 A 孕期染毒组，母鼠

中的胚胎造成遗传学或表观遗传学的改变，从而使

后代出生后神经反射和学习记忆发育迟缓，表现为

得其后代发育异常或生后出现糖脂代谢紊乱。研究

前后肢定位反射、平面翻正反射、负向地性反射、空

人员开展了“孕前肥胖对后代成年后糖脂代谢的影

中翻正反射、悬崖回避反射达标天数显著延迟，并呈

响”研究，通过建立营养性肥胖孕期大鼠模型发现，

现剂量反应关系。

肥胖大鼠后代出现断乳后体重过高现象，肥胖大鼠

大豆、葛根等植物性食物中含有的异黄酮类植

雄性后代睾丸下降时间延迟，并抑制后代神经反射

物化学物染料木素，具有类雌激素效应，在“染料木

的形成，且子代成年后对于糖脂代谢紊乱的风险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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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比正常体重母鼠的子代更高。上述研究提示：生
命早期诸多环境因素的单独和混合暴露，对后代近
期发育和远期慢性疾病发生风险的影响需要引起重
视，进一步探索有效的干预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植物黄酮类化合物具有明确干预效果
许雅君教授介绍，槲皮素是一种常见的植物黄
酮类化合物，也是人类天然膳食成分，具有抗氧化、
抗炎、降血糖和降血脂的功能。课题组开展了槲皮
素的干预作用研究，探索了孕期和哺乳期补充槲皮
素对肥胖和可吸入颗粒物暴露所致子代不良健康影
响的干预作用，希望从膳食结构和天然膳食活性物
质的角度出发，寻求针对孕期不良暴露因素的膳食
保护因子。
研究发现，在孕期和哺乳期给予肥胖母鼠 50、
100、200 mg/kg 的槲皮素干预后，可改善肥胖大鼠后
代出生体重过高现象，并可逆转肥胖大鼠雄性后代
睾丸下降情况，同时促进后代神经反射的形成，还可
改善肥胖大鼠子代成年后血脂、血糖代谢。上述干
预效果与槲皮素剂量呈现剂量反应关系，综合各项
指标，200 mg/kg 的槲皮素干预效果最佳。槲皮素能
够发挥改善肥胖大鼠子代糖脂代谢的效果，可能与
生命早期槲皮素干预可部分逆转后代不良表观遗传
修饰，降低内质网应激、抑制肝脏中炎症通路、抑制
仔鼠 IGF-1 mRNA 表达有关。
研究还发现，孕期和哺乳期补充槲皮素可拮抗
PM 2.5 所致的胚胎毒性，并可改善子代神经行为和
成年血脂水平异常。研究人员采用全胚胎培养模
型使用不同剂量（0.1、0.5、1.0、5.0 μmol/L）的槲皮
素，对 50 mg/L PM 2.5 染毒胚胎进行干预，发现槲皮
素干预对 PM 2.5 所致胚胎生长发育阻滞、各器官分
化有明显改善作用，可使胚胎卵黄囊直径、颅臀长、
头长增大，体节数增多，卵黄囊血管分化情况得到改
善，并对 PM 2.5 所致的尿囊、体屈、心脏、后脑、中脑、
前脑、听觉、视觉、嗅觉、鳃弓、上颌突、前肢芽及后肢
芽分化抑制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在 0.1~1.0 μmol/L
槲皮素干预下，随着剂量升高胚胎生长发育情况逐
渐得到改善，表现为各项形态学分化指标得分逐渐
提高，总得分也提高，而 5.0 μmol/L 槲皮素干预效
果不及 1.0 μmol/L 槲皮素干预效果。
同时，在孕期和哺乳期使用不同剂量（50、100、
200 mg/kg）槲皮素对进行 15 mg/kg PM 2.5 染毒的
ICR 小鼠进行干预，发现槲皮素干预能够改善 PM
2.5 染毒所致子代出生体重降低、成年期血脂代谢异
常、学习记忆异常情况。随着剂量升高改善作用增

强，整体而言 100 mg/kg 槲皮素干预效果最好。
以上研究表明，一定剂量的槲皮素干预可改善
肥胖大鼠后代出生体重过高、成年后糖脂代谢异常。
其机制可能与降低后代内质网应激、抑制肝脏中炎
症通路、抑制仔鼠 IGF-1 mRNA 表达等因素有关。生
命早期槲皮素干预可改善 PM 2.5 所致胚胎生长发育
阻滞、出生体重降低、成年期血脂代谢异常以及行为
能力异常，其机制可能与调节氧化应激、抑制机体炎
症反应和调节 CREB/BDNF 等信号通路的活性有关。

维生素搭配 FA 干预效果更佳
许雅君教授介绍，课题组在生命早期母体补充
维生素对子代健康的影响研究中发现，孕期和哺乳
期补充维生素 C 可拮抗 PM 2.5 所致子代学习行为
异常。在孕期和哺乳期使用 100 mg/kg 维生素 C，对
进行 15 mg/kg PM 2.5 染毒的 ICR 小鼠进行干预，发
现维生素 C 干预能够改善 PM 2.5 染毒所致子代学
习记忆异常情况，改善子代雄鼠旷场试验指标。尽
管维生素 C 干预能够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干预效果
不如同等剂量的槲皮素。维生素 C 能够改善 PM 2.5
诱导学习记忆损伤的机制可能与维生素 C 能够调节
氧化应激、调节 CREB/BDNF 等信号通路有关。
研究还发现，VB12 和 FA 具有拮抗乙醇发育毒
性的作用，且联合使用干预效果更佳。主要表现为：
联合干预组活胎率显著增加，胚胎毒性显著减少；
联合干预能够缓解乙醇染毒所致的活胎体重、身长、
尾长、胎盘重降低等情况；联合干预组胸骨骨化异
常数、四肢骨化异常数显著减少，尾椎骨化点数显著
增加；上述各项指标单独干预组作用不明显或不及
联合干预组。

外源性核苷酸或有一定保护效果
许雅君教授说，研究发现，孕期补充外源性核苷
酸有利于改善宫内乙醇暴露后代的生长发育和学习
记忆。为研究补充外源性核苷酸对孕期乙醇暴露子代
健康的影响，研究人员以核苷酸质量分数为 0.01%、
0.04%、0.16% 和 0.64%，饲 料 喂 养 进 行 5.0 g/kg 乙
醇暴露的孕鼠，发现核苷酸干预组平均活胎重量、胎
盘重量有所增加，胎鼠活胎率增加，吸收胎率下降，
骨化数目增加，骨化异常发生率下降；核苷酸干预
组子代小鼠各项神经反射达标时间均有不同程度提
前和改善；核苷酸干预可改善水迷宫、跳台、穿梭箱
实验中多项学习记忆相关指标。研究中发现孕期低
剂量核苷酸补充对雌性后代有保护作用，对雄性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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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保护作用不佳，但是孕期最高剂量的核苷酸补充
能较好地保护雄性后代。
同时，采用全胚胎培养模型，使用 0.032、0.80、
20.0 mg/L 的外源性核苷酸对以 4.0 g/L 乙醇染毒胚
胎进行干预，发现核苷酸干预可使胚胎颅臀长、头长
增大，体位、后神经管评分明显升高，卵黄囊血管分
化情况得到改善，并可改善乙醇所致的器官分化抑
制，上述改善作用以 0.80 mg/L 核苷酸干预效果最为
明显。研究人员还发现，孕期补充核苷酸对乙醇所
致发育毒性、生长发育迟缓、学习记忆损伤能够发挥
拮抗作用的原因，可能与补充外源性核苷酸能够提
高抗氧化能力、降低氧化产物、逆转海马 AChE 水平、
改善 BDNF、CREB 等学习记忆相关蛋白表达有关。
此外，许雅君教授还介绍说，生物活性肽的功能
近年来被不断挖掘。研究人员发现，海洋胶原肽对
围生期低氧暴露造成的生理和神经行为发育异常，
具有改善作用。研究中模拟人类情况，对 SD 孕鼠行
延迟剖宫产术建立新生仔鼠窒息模型，并从仔鼠出
生后第 2 天开始干预，低、中、高海洋胶原肽组的灌
胃浓度分别为 0.225%、0.45% 和 1.35%。结果发现，
3 个剂量海洋胶原肽干预均可改善围生期窒息仔鼠
生理和神经反射指标达标时间延长情况；3 个剂量
的海洋胶原肽干预有助于改善窒息仔鼠的远期学习
记忆能力，表现为 3 月龄时 3 个海洋胶原肽干预组
大鼠在 Morris 水迷宫实验中逃避潜伏期明显短于窒
息组，穿越平台次数明显多于窒息组。汇总结果认
为，海洋胶原肽能够改善围生期窒息所致仔鼠生理
发育、神经行为和学习记忆异常，这可能与海洋胶原
肽对脑内氧化水平、AChE、p-CREB 和 BDNF 等的
改善作用有关。

构建更加科学的出生缺陷防治体系
许雅君教授分析说，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
要》明确提出，
“实施母婴安全计划，倡导优生优育，
加强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构建覆盖城乡居民，涵盖孕
前、孕期、新生儿各阶段的出生缺陷防治体系。实施
健康儿童计划，加强儿童早期发展。”在这样的时代
背景下，阐明生命早期环境因素的健康危害效应并
探索相关膳食干预策略，有利于明确有害环境因素
的作用靶器官和有害作用剂量，为防治策略提供理
论依据，是事关大众健康水平与未来民族发展的重
要战略需求。
许雅君教授介绍，
“生命早期环境暴露对子代发
育和代谢的影响及干预措施研究”于 2008 年即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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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针对生命早期环境暴露对子代健康的长期影
响和相关营养干预措施展开研究，诸多成果直接应
用于改善该特殊人群健康状态，旨在为提高中国人
口质量和健康寿命做出贡献。该研究在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等基金的资助下，探讨了生命早期一些新型
环境暴露因素对个体近期发育和远期代谢的影响机
制，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部分食源性生物活性物质
对这些暴露因素发育毒性的拮抗效果及其机制，以
期为有效临床干预措施的出台提供科学依据。
为确保研究的严谨性、科学性，研究人员在毒性
研究中采用了大鼠植入后全胚胎培养模型、胚胎肢
芽细胞、中脑细胞微团培养模型和胚胎干细胞模型
等体外研究方法，不仅有利于快速筛选和鉴定出外
源毒性物质胚胎期暴露的靶器官或组织，更符合 3R
原则，为毒性替代方法的应用和推广起到示范作用。
同时，该研究在探索毒性影响和营养干预效果的过
程中涉及基因组学、蛋白组学和微生物组学等多种
组学技术，切实用科技推动毒理学和营养学高通量
研究的协作与发展，有利于促进多种组学技术在毒
理学和营养学研究领域的推广。此外，该研究在探
索毒性作用和干预效果的机制过程中将微生物组纳
入进来，使得微生物组学作为作用机制的中间环节
得以揭示，建立了暴露因素和发育指标、代谢过程之
间的关系桥梁；诸多食源性活性物质被首次应用于
发育毒性的干预研究并表现出很好的干预效果，拓
宽了营养干预的覆盖面，挖掘出了更多食源性活性
物质的应用领域和方法，促进临床营养的发展，也为
新型功能食品的开发提供了思路。
许雅君教授认为，该研究明确了诸多环境暴露
因素的毒理学效应、潜在作用机制、联合毒性效应，
为生命早期不良环境因素暴露防治策略的优化，提
供了较为可靠的理论基础。此外，关于营养干预策
略的相关研发成果，也为婴儿配方奶粉行业的产品
研发提供了新的优化方案证据。目前，核苷酸、适当
剂量比例的 FA 和 VB12 已广泛应用于婴幼儿配方奶
粉生产，外源性营养素的添加成为越来越多乳品企
业的竞争着力点。此外，在婴儿配方奶粉和部分辅
食中活性肽成分也受到越来越多乳品企业的重视，
成为配方奶粉和辅食生产领域的革新要点。课题研
究成果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 60 余篇，其中英文论
文 30 余篇，20 篇代表性论文合计影响因子 63.695，
单篇影响因子最高为 5.778，引用总次数超过 200 余
次。诸多研究成果弥补了相关领域的研究空白，为
生命早期识别有害环境因素暴露和进行有效干预提
供了科学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