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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胶原蛋白肽对关节健康的
作用机制

最近在《PLOS ONE》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证实，Peptan 胶原蛋白肽有助于支持关节健康。
该项研究提供了关于软骨再生和关节炎症减轻机制的科学文献。
研究由来自纽约州罗彻斯特大学的一流科学家联合进行，在骨关节炎的体内模型中试验。
编写：Peptan 营养学首席科学家 Janne Prawitt 博士，2017 年 8 月。

胶原蛋白肽引领健康生活方式
由罗赛洛生产及销售

引言
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表明了胶原蛋白肽在支持关节
结构和功能方面的有效性。在临床研究中，已经证
明胶原蛋白肽的生物活性可舒缓关节的不适，改善
关节功能和关节灵活性i，并可支持软骨基质成分的
形成。ii 多项临床试验进一步证实，关节退化的受试
者从胶原蛋白肽的功效中受益。iii值得注意的是，最
近发表的一项研究揭示了关于胶原蛋白肽如何为关
节健康带来益处的机制。iv
本白皮书中所引用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索口服递送
的胶原蛋白肽对关节退化过程的影响，并将作用机
制作为重点。研究结果以对软骨结构、软骨细胞数
目和滑膜变化的密切观察为基础，表明在损伤关节
出现了明显的软骨保护和抗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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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ne Prawitt 博士是罗赛洛的营养学首席科学家，负责营养和健康科
学组合，为罗赛洛胶原蛋白肽品牌 Peptan® 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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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导致肥胖和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进展的机制。Janne 于 2013 年
加入罗赛洛，她的主要研究课题集中在了解胶原蛋白肽对肌肉骨骼健
康和皮肤生理的益处，并为全球市场开发相关产品。

i
ii
iii

iv

2

Jiang, J.X. et al., 2014. Collagen peptides improve knee osteoarthritis in elderly women: a 6-month randomiz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study. Agro FOOD Industry Hi Tech, 25:19-23
Kiani, C. et al., 2002.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aggrecan. Cell Research, 12(1):19-32
 enrotin, Y. et al., 2011. Nutraceuticals: do they represent a new era in the management of osteoarthritis? - a narrative review from the lessons taken with five products. Osteoarthritis and
H
Cartilage, 19:1-21
Dar, Q. et al., 2017. Daily oral consumption of hydrolyzed type 1 collagen is chondroprotective and anti-inflammatory in murine posttraumatic osteoarthritis. PLoS ONE 12(4):e0174705

胶原蛋白肽对关节健康的益处
关节炎代表“关节发炎”。骨关节炎 (OA) 是一种退
行性关节疾病，也是最常见的关节炎，与软骨组织
的破裂有关。一般认为，关节或滑膜的炎症在 OA 的

防止软骨退化
随后的评估显示，对照动物在受伤十二周后，出现明显的关节软
骨损失（达 75％）。胶原蛋白肽的有益补充对软骨丢失具有剂

早期阶段对疾病的驱动起到积极作用。OA 通常伴随

量依赖性作用，其中 LD 对软骨丢失有保护作用，而 HD 则使软

着先前的损伤、过度的压力或潜在的软骨病症发

骨厚度达到与健康动物相当的程度，这清楚表明，含有胶原蛋白

生。OA 使关节中的软骨变得僵硬并失去弹性，关节

肽的营养保健品在 PTOA 的进展过程中起到保护软骨的功效。

因而容易受到损伤，且其作为减震器的能力也下降。

骨关节炎的特征在于关节软骨逐渐丢失，最终导致软骨基质（包
括胶原蛋白）的各种组分降解。基质金属蛋白酶 13(MMP13) 的
胶原蛋白降解被认为是软骨结构和功能完整性丧失的关键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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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补充了 HD 胶原蛋白的小鼠软骨受到保护，避免了由 MLI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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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 MMP13 活性，这为胶原蛋白肽如何抑制基质降解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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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解释（参见出版物中图 5，软骨丢失被防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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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概念认为，口服软骨和结缔组织中的基质成分，可能对关
节炎等退行性关节疾病的症状有积极影响，但这一概念已经被争
论数十载，其中氨基葡萄糖和硫酸软骨素是最广为人知和研究最
为广泛的配料。然而，关于其有效性的报道相互矛盾，这为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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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肽等新配料创造了机会。 另外，最近的报道还特别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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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况，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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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关于胶原蛋白肽如何支持关节健康的机制得到解释。vi据
报道，给动物喂服 I 型胶原蛋白肽可刺激其软骨细胞，促进新软骨
基质的合成，并减少关节炎。每天以低剂量 (LD) 或高剂量 (HD)
口服摄入胶原蛋白肽（对应于人类的摄入量约为每天 0.7 克和 7

骨关节炎(OA) 是通过对小鼠进行手术诱发，小鼠接受两种不同剂量的 Peptan 摄
入，或在 OA 被诱发后十二周接受对照。对膝关节进行组织学检查，定量（胫骨）
软骨面积，并与健康的动物进行对比。
Dar, 2017

克），而另一组则接受对照。开始补充四周后，通过施加右后肢
膝关节 (MLI) 的半月板损伤和内侧副韧带损伤，诱发创伤后骨关节
vi

炎（PT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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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骨再生
补充胶原蛋白肽除了可以防止软骨丢失，还可以增加软骨中的软

到第十二周，结果更加明显，HD 组别小鼠的滑膜炎症水平显著

骨细胞数量。这种效果也是剂量依赖性的。施加 MLI 后三周，

降低，这可以从促炎分子肿瘤坏死因子 (TNF) 的表达水平降低得

在补充了胶原蛋白肽的小鼠中，软骨细胞凋亡减少，这表明在此

到证实，清楚表明了补充胶原蛋白肽所带来的抗炎作用。

过程的早期，便产生了与胶原蛋白相关的保护作用。

无论是 HD 组别或 LD 组别的小鼠，在受伤后三周的 (TNF) 水平
均大幅降低。请注意，这里的炎症特别是指疾病早期阶段的炎

别中，作为软骨细胞主要成分之一的软骨细胞数目显著增加。

第十二周。

Peptan 可增加分泌蛋白多糖的
软骨细胞数量

Peptan 可改善关节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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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 在 HD 组别中，这一由统计数据显示出的功效一直持续至

胫骨的未钙化软骨中软骨细胞
的％

有趣的是，补充胶原蛋白肽也导致了活性细胞的增多。在 HD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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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 被诱发后三周，对关节滑膜进行分析，以确定炎症标志物 (TNF) 的基因表达。
Dar, 2017
OA 被诱发后十二周，对软骨结构进行评估，以确定胫骨的未钙化软骨中软骨细胞的
百分比。
Dar, 2017

炎症减少
在施加 MLI 后三周和十二周，滑膜（包裹关节的膜）显示出强
烈的炎症迹象，这在当今被认为是 OA 疾病进展的主要驱动因素
之一。出乎意料的是，补充胶原蛋白肽完全消除了滑膜的炎症。
在第三周时，补充了胶原蛋白小鼠的滑膜炎症出现降低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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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以软骨基质成分组成的营养保健品，在支持关节健康
方面的功效是业界的热门话题。这些新颖的结果首次
揭示了胶原蛋白肽的作用机制。证明了日常的摄入可
以防止软骨丢失、刺激软骨细胞产生蛋白多糖，并抑
制创伤后骨关节炎的滑膜炎症。总体而言，这些结果
表明了胶原蛋白肽具有软骨保护、软骨再生和抗炎的
作用，使胶原蛋白肽在关节健康保健品领域占据领先
地位。
本白皮书中引用的 Dar (2017) 研究中使用的胶原蛋
白肽是 Peptan，由罗赛洛生产和销售。

关于罗赛洛与您携手，共赢未来。
罗赛洛和 Peptan 都是达凌配料公司 (Darling Ingredients Inc.) 的品牌。
罗赛洛是明胶和胶原蛋白肽领域的全球引领者。
罗赛洛的胶原蛋白肽系列产品以 Peptan 品牌销售。我们通过最先进的生产
操作，提供创新及最前沿的配料解决方案，与遍布世界各地的客户携手合
作。我们帮助客户实现目标，使他们能够创造出世界一流的药品、食品和营
养品，为当今要求严苛的消费者带来灵感与激情。
*来源：全球行业分析公司 (Global Industry Analysts,Inc.)，《明胶全球战略商业报告》
，2016 年 11 月

版权所有。未经罗赛洛事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或通过任何手段复制、发行或翻译本手册中的任何内容，也不得将其存储在数据库或检索系统中。罗赛洛保留对本手册全部内容的独家
版权，以及本手册中所有产品名称和产品本身的知识产权。本手册中的任何内容均不构成罗赛洛公司对任何知识产权的许可（明示或暗示的）。未经罗赛洛事先书面同意，不得复制或使用产
品的名称、图像、图形和文本。罗赛洛对信息的准确性、可靠性或完整性不作任何陈述或保证（无论明示或暗示），也不承担与信息有关的任何直接或间接法律责任。本信息的使用将由您自
行判断并承担风险。此处所述内容不得免除您适当自行判断与测试的责任，亦不得免除您遵循所有适当法律法规以及尊重所有第三方权利的义务。本产品不得用于诊断、治疗、治愈或预防疾
病等用途。在同时使用本产品和医用治疗手段、饮食或健身计划时，请咨询您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对于手册中所推荐罗赛洛产品的用途和要求，应适应当地现行的监管环境。本声明并未经过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评估。

罗赛洛总部：
Rousselot B.V.   Kanaaldijk Noord 20   5691 NM Son   The Netherlands
Phone: +31 499 364 100   peptan@rousselot.com

peptan.com
由罗赛洛生产及销售

PeptanbyRousselot

@Peptan_Global

collagen peptides

© Rousselot BV.— 图片：Rousselot©,canstock — 设计：Agence PW - 01-2018 - V1.0

您的罗赛洛和 Peptan 销售联系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