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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龙尼亚
自然之宝



 

 

 

氧化应激引发的病理状态

大脑
老年痴呆症，阿尔茨海默病，
中风，偏头痛，心理创伤，癌症

眼睛

白内障，视网膜和黄斑变性

心脏

高血压，冠心病，缺血，
心脏纤维化

血管

静脉曲张，动脉粥样硬化，
高胆固醇，再狭窄

免疫系统

癌症，红斑狼疮，多发性硬化症，
慢性炎症，艾滋病病毒，肝炎

多器官

糖尿病，慢性疲劳，
多发性硬化症



什么是阿龙尼亚？

阿龙尼亚是一种药用植物，其效果对健康非常有益。目前，波兰是世界上

最大的阿龙尼亚生产国。阿龙尼亚含有大量具有生物活性的化合物，即参与

生物体内代谢途径的化合物。饮食中缺乏该化合物会对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人体的每个细胞中都会发生超过10000个DNA损伤事件。 

氮氧自由基导致DNA损伤引起其突变，它们与氨基酸反应，并且还氧化细胞膜

中的脂质。

自由基与DNA、蛋白质和脂质的反应，特别是其产物的积累——受损的生物聚

合物，是退化过程的开始，随后许多疾病和人体的老化将会发生。阿龙尼亚

含有大量的抗氧化剂，即有效抑制氧化过程的物质，因为它们具有与自由基

反应的能力。抗氧化剂的目标是比其它分子与自由基接触并反应更快。通过



中和（清除）自由基，抗氧化剂能保护蛋白质、DNA、脂质和多糖使其免受氧

化损伤。 

阿龙尼亚还含有植酸盐，即“新时代之维生素”；花色素苷作为其水果深紫色的

原料； 

以及带来其苦味所谓的鞣质。因此，其水果不适合直接食用，而适合做药物

的预防用途。

此化合物具有抗炎、抗癌、抗病毒和抗菌的特性。阿龙尼亚的原花青素与花

青素分子的结合可能是此化合物具有更好生物利用度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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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水果如黑莓，黑加仑或樱桃相比，在花青素含量以及水果中多酚总量

（10-20克/公斤的多酚，4.0-8.5克/公斤的花青素），阿龙尼亚打破了纪录。 

氧化应激

氧化应激（氧化压力）为机体活性自由基与抗氧化剂之间平衡失调引起的

一系列适应性反应。自由基和抗氧化剂都天然存在于体内，并且在许多生物过

程必不可少。只要它们之间保持平衡，身体机能就正常运作。然而，自由基的

产生增加或抗氧化活性降低会导致所谓的抗氧化应激。 我们每一次呼吸都会

产生自由基。当氧气在体内转化为能量时，一些分子以 所谓的自由基游离基

形式被释放出来——此化合物会损害在途中遇到的一切。自由基如何做到这一

点？氧化剂具有未成对电子，因此它们不断努力从另一个细胞中取出电子。

该过程导致细胞崩解和损伤，从而其功能失调。 活性氧类会对体内的所有生

物分子造成损伤——包括蛋白质、脂肪和DNA细胞，并导致其突变。在极端情

况下，氧化剂会导致细胞死亡。以提供其自由电子，抗氧化剂能阻止自由基的

破坏性状，从而将多余的自由基从体内清除。

食物是大多数抗氧化剂的主要来源，如胡萝卜素、多酚和维生素C，A和E。

这些维生素在人体内无法合成，需要从食物中摄取。



氧化应激通常由外部因素引起，例如：

· 生活压力；

· 剧烈而定期的锻炼；

· 环境污染；

· 日光浴太过分（过度日光浴；

· 吸烟；

· 接触食物或汽车尾气中的重金属：铅、镉和汞以及氮氧化物；

· 服用一些药物——避孕药、抗抑郁药、类固醇和抗凝药；

年龄也很重要，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身体对过量自由基的防御力明显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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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应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饮食不当，特别是食用：

· 高度加工食品，喷洒农药和人工施肥的水果和蔬菜；

· 霉变食品（主要是蔬菜和水果）——切除水果，蔬菜或面包的破损或

发霉碎片，并吃其余部分；

· 烟熏食品（烟熏过程中会产生有害的芳香烃；

· 油炸或烧焦的菜肴（油炸过程中产生破坏健康的氨基化合物，也存在

于烧焦的食品中；

· 腌咸肉（其中存在有害的亚硝胺化合物；

· 酒精； 

氧化应激的过程中，过量的自由基会导致血管损伤，以及血管内皮中坏LDL胆

固醇的氧化，造成动脉粥样硬化和心血管系统相关疾病的发展，如心肌梗塞、

中风或冠心病。在氧化应激过程中，皮肤细胞膜的脂肪酸（脂质）和结构蛋白

质（尤其是胶原蛋白）也会被氧化，导致皮肤加速老化。氧化应激也会导致许

多皮肤病，包括非常危险的黑色素瘤。这只是氧化应激可导致的许多癌症之

一。过量的自由基会对DNA造成损害，即细胞的遗传物质，并且导致任何癌症



的发生。因为神经元比其他细胞更容易受到氧化损伤，氧化应激也可能是神经

退行性疾病发生（如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的原因之一。此外，氧化应激

能导致眼、肺、胃、肾、泌尿道和任何其它系统疾病的发展。

心脏健康
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以及心脏病发作或中风是过早死亡的主要原因。高

血压是由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和坏胆固醇的堆积引起，并且这都是慢性氧化应激

的症状。研究表明，通过锻炼身体和基于水果和蔬菜的适当摄入饮食能预防氧

化应激。食用抗氧化剂可抑制动脉粥样硬化病灶的形成。阿龙尼亚含有的花色

素苷能降低总胆固醇（TC）、LDL胆固醇（LKDL-C）和甘油三酯（TG）含量，

并且减缓体脂肪量增加的速度。 

高血压患者经过两个月阿龙尼亚提取物治疗的临床试验，其血压和胆固醇含量

显著下降。阿龙尼亚制剂可有效治疗代谢症候群患者。肚腩赘肉和胰岛素抵抗

是代谢症候群的特征。

与所谓的“法国悖论”相似——其中饮用红酒的同时食用大量饱和动物脂肪但不

会增加坏胆固醇，在预防心脏病和心血管疾病方面，阿龙尼亚的作用可能叫做

“波兰抗氧化悖论”。饮食中更多的食用阿龙尼亚制剂，以及补充阿龙尼亚提取

物可降低心脏病发作的风险。

预防癌症
致癌因素以自然的方式（例如紫外线辐射）在我们的生存环境中存在，但

是其水平因污染（环境中毒、一些化学工业产品、汽车废气、吸烟、重金属和



饮食中的亚硝胺等）而增加。生活在大城市，很难避免这

些危害，但你可以通过在饮食中使用具有抗癌作用的产品

来减少这些危害。

虽然患癌症的风险与随着年龄和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有密

切的联系，但是多达三分之一的癌症病例都有饮食原因。

因此，饮食改变应该能预防癌症；30-35％的癌症病例与吸

烟有关。 

预防癌症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植物性食物的其它成分，即

不可溶性膳食纤维（直到最近被视为不必要的）。目前众

所周知，饮食中缺乏膳食纤维会减缓食物的流动，并导致

其成分与胃壁和肠壁的长时间接触。 

营养基因学，即研究遗传与饮食之间关系的科学研究表

明，阿龙尼亚含有的多酚能降低基因突变的频率，并且如

果肿瘤性变化已经出现了，食用多酚提取物能抑制其的发

展。因为有助于减少致癌物质对身体的影响，具有强抗氧

化和抗自由基特性的多酚能有效预防癌症。 在破坏细胞中

的生物分子之前，多酚能中和自由基。

改善大脑功能
根据衰老与自由基存在密切关系的概念，因为四十岁左

右酶促反应机理的效果较差，自由基引起的氧化损伤开始

在体内积聚。这将导致组织变性，病理发展，疾病和最终

死亡。神经退行性疾病和正常衰老过程的根源在于大脑中



蛋白质的氧化，这意味着随着年龄的成长，与记忆和学习相关的大脑的认知

功能会降低。从植物获得的具有抗氧化特性的化合物（植酸盐）吸引参与神

经元变性过程中的自由基，以便抑制或减缓蛋白质的氧化，即其老化。每天

补充适量的阿龙尼亚含有抗氧化剂有助于降低神经元死亡率，从而降低神经

退行性疾病的风险。

因此，阿龙尼亚是一种能够减少身体衰老的奇妙植物。 

阿龙尼亚的抗氧化特性能防止体内自由基的负面影响和细胞损伤。

补充眼部营养
40岁左右眼睛开始老化，大约10％

的65-75岁人群患有由年龄相关黄斑

部退化（AMD）引起的视力急剧下

降。由于吸烟，黄斑部退化的病例次

数增加2.5倍，这表明它可能与氧化

应激和自由基引起的损伤有关。任何

视觉问题：远视、近视、左眼和右眼

接收信号不同、色盲、眼睛对黑暗的

适应太慢——尽管它们能维持正常生

活，但是工作和日常生活中会引起许

多问题。更严重的疾病，如糖尿病或

青光眼，常常使患者永久性残疾。然

而，可以预防此疾病并减轻其影响。

食用阿龙尼亚制剂，照顾自己的眼

睛！阿龙尼亚含有花色素苷用于治疗



眼睛微循环、进行性和退行性近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与视力恶化有关的老

年性症状。黑阿龙尼亚的活性因子可以成功地用于预防眼病，以及缓解视力障

碍，是青光眼患者的希望。

阿龙尼亚中含有的花色苷加速视紫质再生，即视网膜中存在的色素能够正确地

看见颜色，由此眼睛可以快速记录物体的图像和距离，并适应黄昏和黑暗。

导致眼病的许多因素涉及心血管和神经系统疾病。因此，含有花色苷的制剂的

食用有益于预防此疾病。

阿龙尼亚与血糖的关系
阿龙尼亚应该主要由怀孕前或怀孕期间患有糖尿病的妇女、以及所有因有

理由倾向于患病的人食用。研究表明，阿龙尼亚果是争取正确血糖水平的天然

武器。糖尿病的特征在于体内葡萄糖水平升高，同时伴有氧化应激。虽然它是

主要的社会疾病之一，但事实证明我们可以自己预防糖尿病。当血糖水平升高



时，维生素C和维生素E的浓度降低，导致体液的抗氧化能力降低。为了防止抗

氧化剂屏障的减弱，建议食用含有抗氧化剂的补充剂。阿龙尼亚含有的花色苷

能防止血管损伤，作为糖尿病特征，它会导致眼睛中的小血管（糖尿病视网膜

病变）、足部（糖尿病足）、心脏冠状血管受损。眼科医生建议此问题的患者

食用阿龙尼亚制剂。花色苷还具有刺激胰腺细胞产生胰岛素的能力。由于绿原

酸含量高，阿龙尼亚能当作所谓“代谢症候群”（肥胖病、糖尿病、高血压、动

脉粥样硬化）患者有价值的膳食补充剂。

对皮肤利益
老年人皮肤细胞中自由基和活性氧的含量较高，导致氧化应激。皮肤迅速

老化的原因包括曝光、吸烟和营养不良。虽然UVA辐射占到达地球表面辐射的

90％，但是UVB辐射在造成阳光伤害方面的强度比UVA多1000倍，并且是胶原纤

维降解和皮肤癌的主要原因。阿龙尼亚含有的花色苷具有吸收对我们身体有害

太阳辐射的非凡能力。阿龙尼亚可以充当天然紫外线过滤剂。因而，可防止光

老化。在假期的第一天“过量”晒太阳的人需要加强身体的抗氧化屏障。在阳光



明媚的天气去海滩或旅行时，最好随身携带阿龙尼亚汁，这样可以补充抗氧化

剂并免受太阳辐射的不利影响。皮肤更新的过程基于消除引起皮肤蛋白质氧化

的自由基级联。结果是，皮肤有时间进行更新周期。阿龙尼亚提取物中的儿茶

素具有抗炎以及抑菌作用，在痤疮治疗或皮肤过敏性炎症的情况下带来非常好

的效果。 

抗氧化之女王
在空气污染严重的时代，大多数大城市都出现了雾霾问题，所以有必要采

取保护措施，就是说通过中和吸入空气中的有害物质和重金属来保护身体。

虽然我们无法将自己与呼吸的有毒空气隔离开来，但是很多人已经开始戴口罩

了。经常食用的阿龙尼亚产品就像一个隐形口罩。因为它能抑制由重金属引起

的氧化应激过程，所以保护肺部不吸收有害物质。阿龙尼亚果能有效治疗化学

中毒。阿龙尼亚含有花色苷的强抗氧化作用支持毒性剂中毒的治疗，例如：汽

油蒸气、重金属（铅，镉）。花

色苷由专业暴露于油产品蒸气的

人食用，能有效地降低其氧化应

激指数。 

阿龙尼亚含有的化合物具有结合

有毒金属和生物碱的能力，可用

于体内的解毒过程。原花青素与

有毒生物碱形成键，例如：小檗

碱，番木鳖碱和罂粟碱，以及重

金属，如：铅，砷，铬，铁镉。



促进免疫系统
因为众所周知，预防比治疗更便宜更好，建议在饮食中加入阿龙尼亚产

品。阿龙尼亚含有花色苷、白细胞素、槲皮素、芦丁和儿茶素。该天然抗氧化

剂混合物使我们的身体完全有能力对抗自由基、细菌和病毒。此外，维生素

C、E、PP和B组的特殊剂量将使我们的免疫系统强烈抵抗细胞变性。矿物质、

维生素和抗氧化剂很容易被吸收。此外，它们强烈支持免疫系统的细胞，并刺

激免疫系统和胶原蛋白生成。 

阿龙尼亚具有许多优点，并能预防许多的疾病。阿龙尼亚产品的任何形式都对

健康有益。其使用无禁忌症，同时使用天然或合成来源的药物也没任何问题。

到目前为止，研究表明阿龙尼亚与其它化合物的相互作用不存在，以及它不会

造成过敏。没有发现任何不良影响。阿龙尼亚产品无需处方即可购买和使用，

并且食用根据制造商的建议量时不会造成副作用。 

阿龙尼亚比所有现有水果中的抗氧化含量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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