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缬草挥发油的化学成分及药理活性研究进展
周 霆，黄宝康+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上海200433)

摘要：目的概述缬草挥发油的化学成分及药理活性。方法通过文献检索调查缬草挥发油。结果缬草挥发油含龙脑

及其乙酸甲酯等成分，具有镇静催眠等作用。结论缬草挥发油是一类重要化学成分，具有多方面的生物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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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ment on the ChemicaI Constituents and Bioactivities of Essential Oil of Va／er／ana

officinlais L．

ZHOU Ting，HUANG Bao-kang‘

(College ofPharmacology，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and bioactivities of essential oil of Va／er／ana够ci胍胁．
Methods By literatures search．Results The essential oil of roots of Valeriarta officinalis contains a Lot of compounds，such as bo-

myl acetate and bome01．The essential oil has sedative and hypnotic pharmacological acitivities．Conclusion The essential oil is

an important constituent of Valeriana officinalis which possesses many bio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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缬草Va／er／ana officinalis L．为败酱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广泛

分布于欧亚大陆，又名欧缬草。以根和根葶入药，有镇静及解痉

镇痛作用，可用于治疗失眠．癫痫、腰腿痛等⋯。缬草的有效成

分辛要有挥发油、环烯醚萜、牛．物碱类、黄酮类等，其中以挥发油

研究较多，并且其组成与含量在种间及种内存在较大变异。本文

对缬草挥发油的化学成分及药理活性作一概述。

1化学成分

缬草中挥发油丰要成分为单萜及倍半萜类。单萜主要是龙

脑(borne01)及其醋酸酯和异戊酸酯；倍半萜含量相对较低，种

类较多，超过30种以上，主要为缬草烷型倍半萜和愈创木烷型倍

半萜，具有镇静生物活性忙j。其他成分还有：l一莰烯(camphene)

、d一蒎烯(oL—pinene)、1一柠檬烯(1一limonene)、水芹烯(phel-

landrene)、龙脑(borne01)、Ⅱ一松油醇(d—terpine01)、a一葑烯(a

—fenchene)等。

不同种缬草的挥发油组成不同，缬草Va／er／ana offwinalis，毛

节缬草E alternifolia，宽叶缬草矿oJ算winalis vat．／at／fol／a挥发油

中乙酸龙脑酯含量一般超过20％"。1，蜘蛛香E jatamansi，黑水

缬草E amurensis，北缬草”fauriei挥发油中乙酸龙脑酯含量较

低，在4％一10％之间，黑水缬草和北缬草挥发油中a一芹于烯较

多∞。J。野生和人工栽培缬草挥发油差异不大博J。缬草花中也

含有挥发油，主要是乙酸龙脑酯与水杨醛等∽】。此外国产缬草

属植物挥发油中不含缬草烯酸(valerenic acid)等成分，可能是与

欧缬草的主要区别所在¨⋯。

缬草挥发油含量一般在0．5％一2％，并随气候、生态环境、

采集期及贮存时间而变化，高海拔、肥沃沙质土壤栽培的缬草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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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及含油量明显要高，一年生含最要高于二年生，栽培缬草含量

较高季节为9一11月。储存后缬草含油量降低¨1’”J。

2药理作用

缬草挥发油具有特殊香味，除作香料外，还具有多种药理活

性，挥发油是缬草多种药理作用的主要活性成分，尤其是含氧倍

半萜类成分⋯1。

2．1对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

2．1．1 镇静催眠作用现有研究表明缬草挥发油能明显抑制小

鼠的外观行为活动，显著增强戊巴比妥钠及水合氯醛对中枢神经

系统的抑制作用，对戊四氮、电刺激所致的小鼠惊厥有明显的抑

制作用，并可明显延长硫代氨基脲所致小鼠惊厥的潜伏时间，具

有良好的镇静和抗惊厥作用¨“。但也有认为缬草挥发油只不过

占总提取物镇静活性的1／3，油中主要成分醋酸龙脑酯也无法解

释总提取物的活性⋯。黑水缬草挥发油也具有显著的镇静、镇

痛和抗惊厥等中枢神经系统抑制作用¨“。

2．1．2 抗抑郁作用以抗抑郁活性跟踪筛选得到挥发油中的两

种愈创木烷型倍半萜kessanol和cyckokessyl acetate具有显著抗

抑郁活性ot61。通过小鼠强迫游泳实验筛选，从宽叶缬草的甲醇

提取物中分离出的愈创木烷型倍半萜也证实具有抗抑郁

作用‘1“。

2．2 肾脏保护作用缬草挥发油能延缓慢性肾衰竭大鼠肾功能

恶化，可能是通过降低TGF—B．的水平，减少纤维连接蛋白等细

胞外基质的合成，从而减轻肾脏功能的损害¨“。此外通过抑制

氧化应激，对2型糖尿病大鼠肾脏也具有保护作用¨9|。

2．3 对胆道系统作用含挥发油的缬草提取物对犬胆道系统具

有解痉、促进胆汁分泌作用，但解痉强度不随剂量增加而增强；对

家兔胆总管括约肌张力有突出的解痉和增加胆汁流速作用，并有

明显的剂鼍依赖性效应；对家兔植入性人体胆结石有一定的溶石

作用并对胆囊炎症有抑制效果旧j。
2．4 对心血管系统的作用宽叶缬草油对高脂血症家兔具有显

著的调节血脂效果及抗脂质过氧化作用，能显著降低TC。TG。LDL

—C，MDA；升高HDL—C，SOD活性，加上其具有解除平滑肌痉挛

和扩张冠状动脉作用，能改善心肌缺血，降低心肌耗氧量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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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叶缬草挥发油能缓解冠心病心绞痛和改善心肌缺血。其

机理与扩张冠状脉血管，增加缺血心肌供血，减慢心率，降低血压

及心肌氧耗有关旧1。含挥发油的缬草提取物还有防止心肌缺血

再灌注损伤的作用旧1。

含缬草挥发油的提取物具有抗心律失常作用Ⅲ]。黄峥嵘

等Ⅲ1利用全细胞膜片钳记录技术研究发现缬草单萜氧化物对兔

单个心室肌细胞钠离子电流具有浓度依赖性阻滞作用而呈现抗

心律失常作用，缬草单萜氧化物对供心具有缺血预处理类似的保

护作用‘矧。

3结语

缬革含有单萜类(环烯醚萜)、倍半萜类、生物碱类、木脂索

类、黄酮类等多种有效成分，其中的挥发油具有镇静、解痉、抗抑

郁及心血管系统活性等多方面的药理作用，具有较好的开发应用

前景，但由于其成分比较复杂，药材的栽培采收、挥发油提取及质

量标准制订等方面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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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药物缓控释制剂的研究进展
冯 中，李晓燕，吴燕红，霍务贞，金毅，朱盛山’

(广东药学院中药开发研究所，广东广州510006)

摘要：目的总结近年来国内外缓控释帝】乔】技术在心血管药物中的研究进展，为心血管缓控释药物的开发研制提供参

考。方法查阅包括各种心血管药物的缓控释制荆如片荆(包括骨架型，渗透泵型，脉冲片)、胶囊、微囊微丸和其他新剂

型的文献和资料。结果和结论为了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作，研制可以平稳给药和择时给药的缓控释制荆已经成为必然

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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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最主要疾病之一，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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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范围内，大约30％的死亡由心血管疾病引起。根据心血管

疾病的发病昼夜变化规律，研究可以长时间平稳起效或者町以

“爆破式”起效的心血管缓控释药物制剂已经成为心血管药物制

剂中的主要趋势。近年来，国内外研究开发了各种缓释和控释制

剂，如片剂(包括骨架型，渗透泵型，脉冲片)、胶囊、微丸微囊和

脂质体等剂型，使心血管病患者用药达到了24 h稳定治疗效果。

综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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