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缬草(Valeriana offwinalis L．)系败酱科(仡如血，眦e)

缬草属(Val记riarm)多年生草本植物，全世界有广泛的分

布。是欧洲最古老的药用植物之一。缬草具有镇静安神、

解痉止痛之功效。用于治疗心神不安、心悸失眠、寂狂、

脏躁、风湿痹痛、脘腹胀痛、痛经、经闭、跌打损伤等。

现代研究表明。缬草生物活性广泛。疗效明显，安全性好，

是一种很有开发前景的中药资源。目前，缬草提取物及制

剂在国际市场上十分走俏。是美国十大畅销天然产物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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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用药前详细阅读说明书

应尽量选择说明书中推荐的溶媒，并注意药液的浓度。

用药前应仔细阅读说明书。严格按药品说明书的使用剂量，

不要随意加大用药置。同时要密切注意药液是否发生变化，

如澄明度、颜色等。在治疗过程中。尽量使用同一厂家、

同一批号的药品。

2．5用前检查

用前认真检查药液。如果出现浑浊、沉淀、变色、漏

气等问题不得使用。在配液时应注意药液的配制顺序、加

药方法，尤其是粉针剂应注意先将药物充分溶解后，再加

入输液中。

2．6坚持中病即止。防止长期用药

中药注射剂都有用药疗程，当疗效不佳时应及时换药。

长期使用会有不同程度的ADR。且用药时间过长时易使药

物在体内蓄积而引起中毒或者产生药物依赖性。如牛黄解

毒注射液虽然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过量使用仍然会导致

中毒。

2．7使用中药注射荆时。一定要严格掌握适应症

中医治病非常讲究辨证施治¨】，遵循中医用药原则．

严格区分中医药学中。主治”与西医。适应症”的概念，

辨证用药。如清开灵注射液用于表证就属误用；又如双黄

连药性寒凉，受凉后发热咳嗽或虚寒腹泻用双黄连静脉演

注．也属错用。

3结语

在使用中药注射剂时应高度警惕可能发生的ADR，做

好应对措施。以防严重后果发生。应认真贯彻执行ADR报

告制度，加强对中药注射剂ADR的监测工作。同时还应加

强药品上市后的再评价工作。提高药品的安全性，达到安

全、有效、可控的要求，减少ADR发生，保障广大患者用

药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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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但在国内，缬草的开发还相对落后。笔者对缬草生

药资源、化学成分、药理及临床、指纹图谱方面的研究进

展做一概述。为其深入开发提供依据。

1 生药资源

败酱科缬草属(Vakr／ana)植物全世界约250余种，

大部分分布于温带地区，我国有缬草属植物17种2变种，

主产于西南、西北和东北地区⋯。

陈磊121根据对<中国植物志)、各种地方植物志，有

关书籍、论文、野外调查和标本采集记录等，汇集了4

种常用缬草类药材的地理分布资料，并绘制了我国缬草

类药材资源分布图。其中四川I、重庆市、云南、贵州为

蜘蛛香的主产地；湖北西部巴东、鹤峰、利川、五峰等

县市有大面积野生缬草资源；宽叶缬草的野生资源分布

地区与缬草基本相近；黑水缬草主要分布于东北东部山

区、小兴安岭、大兴安岭地区和山东胶东山区、丘陵

地。另外还对这四种缬草属植物的形态特征，药材性状

鉴定进行了归纳。

2化学成分

缬草中主要含有单萜、倍半萜、环烯醚萜、木脂素、

生物碱和黄酮等化学成分。生物碱与黄酮多存在于缬草地

上部分，环烯醚萜与倍半萜多存在于缬草根部，其中倍半

萜和其他单萜以在根部挥发油中含量较多⋯。

2．1挥发油成分

缬草属植物中的挥发油含量为0．5％一2．0％。目前。

国内外对挥发油进行成分分析的品种有lO多个。共得到

60多个成分。有单萜和倍半萜两类。单萜。主要是龙脑

(bome01)及其乙酸酯和异戊酸酯；倍半萜类成分有缬草烯

酸(valerenicacid)、缬草酮(valeranone)、缬草萜醇酸

(valerenolic acid)、缬草烯醛(val erenal)、valeracetate等，

因其多种生物活性而受到许多学者的重视¨】。

黄龙等H1利用GC、GC／MS对缬草油的化学成分进行

分析，共鉴定出65种化合物，其中三环烯、芳樟醇、马鞭

草烯酮、8一榄香烯、2。3，4一可力丁、a一小茴香烯、a

一荜澄茄油烯、白菖油烯、I，2，9，10一四氢马蔸铃烯、

对盂三烯、环异长叶烯、9．10一二氢异长叶烯、大根香叶

烯D、8一杜松烯、大根香叶烯B、大花桉油醇、异大花桉

油醇、Ⅱ一杜松醇、T一杜松醇、2一氨基芴酮、Of．一雪松

烯、香橙烯、邻苯二甲酸二丁酯等26种成分为最近几年首

次报道。

2．2环烯醚萜类

从缬草中已分得34种环烯醚萜，其中26种苷元、8种

苷，环烯醚萜苷元中大多为环烯醚萜三酯(又称缬草三酯

或缬草素)‘”。Yuping Tang等‘51从蜘蛛香Valerianajata

mansi中分离出5个新环烯醚1一homoacevahrate(1)，1一

homoisoacevaltrate(2)，l l—homohydroxyldihydrovahrate

(3)，10一acetoxy—l—homovahrate hydrin(4)，和10一

acetoxy—l—acevahrate hydrin(5)。郭元强等¨1从Valeri．

aria丘uriei中分离出一种新环烯醚萜10一isovaleryl kano·

koside C。

2．3未脂素类

近年来国外报道的木脂素均为双环氧型或7。9’一单环

氧型木脂素及其苷。

Britta Schumacher等‘73从Va／er／ana oj卵tcinalis中分离得

到8个木脂素类化合物分别为lignans 8’一hydroxypinoresinol

(1)andpinoresinol-4—0一B—D—glucoside(2)7，9’一

monoepoxylignans massoniresinol一4’一0一B—D—glucoside

(3)，4’一0一B—D—ghcosyl一9—0一(6。一deoxysaccha-

rosyl)olivil(4)，and berchemol一4’一0一B—D—glucoside

(5)and the 7，9’：7’，9一diepoxylignans pinoresinol一4，4’

一di—B一0一D—glucoside(6)，8一hydroxypinoresinol一4’

一0一B—D—glueoside(7)，and 8’一hydroxypinoresinol一4
7

—0一B—D—glucoside(8)。其中木脂素4和5是新的天

然产物。木脂素4具有部分对抗A1阿糖腺苷受体活性。

’Anna Lisa PiccineHi等‘‘1从Vakr／ana priorrophylla中分

离得到两个新的木脂素苷，它们的结构由lD和2D磁共振波谱得到，分别是：prinsepiol⋯4 0 B—D—glucopyrano-

side和fraxireslnol一4’一0一B—D—glueopyranoside，前者有

较强的血管舒张活性。

此外还有8一Hydroxypinoresinol一4’一0一B—D—gheo·

pyranoside、8一Hydroxypinoresinol、prinsepiol等木脂素。

2．4生物碱类

缬草根中含有缬草碱(B—valerine)、鬃草宁碱(cha-

tinine)、8一甲氧猕猴桃碱(8一methoxyactinidine)、异缬草

酰胺碱(isovaleramide)、猕猴桃碱(actinidine)、缬草胺碱

(valeriamine)和valeriane等生物碱‘”。

2．5 黄酮类

缬草中含有棚皮素(quercetin)．diosmetin、芹菜素

(apigenin)，莰菲醇(kaempfer01)、金合欢素(acacetin)、

腾黄菌素(1uteolin)等黄酮类成分。在花、果中黄酮的含

量一般超过叶中黄酮的含量¨”。最近国外研究报道缬草黄

酮苷有中枢神经抑制作用⋯1。

2．6其他

在缬草的水提取物中还含有一些游离氨基酸，如1一

氨基丁酸(GABA)。酪氨酸、精氨酸、谷酰胺。此外还含

有咖啡酸、绿原酸、鞣质、谷甾醇、l一羟基松脂醇

等‘“‘”。

3药理及临床研究

3．1 对CNS的抑制作用

缬草醇提物对小鼠的自发活动具有明显的抑制作

用，与戊巴比妥钠有较好的催眠协同作用．可延长小鼠

睡眠时间．提高小鼠的入睡率¨“。缬草挥发油中的缬

草醛、缬草萜烯、缬草酮等均有镇静、解痉作用。异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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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酸有镇痛作用。缬草二醇类为镇静有效成分¨”。缬

草三酯有强镇静、安定活性。缬草水溶性成分也有镇定

和催眠的作用。缬草挥发油能对抗戊四氮硫代氨基脲电

休克等导致的惊厥"】。

缬草属植物镇静催眠的作用机制有：GABA受体机制、

苯二氮卓受体机制、腺苷受体机制、神经保护机制¨“。

3．2抗抑郁活性

Yoshiteru Oshima等n”进行小鼠强迫游泳实验。发现阔

叶缬草醇及其2种愈创木烷型倍半萜日缬草素醇和醋酸环

阔叶缬草醇8均显示较强的抗抑郁作用。缬草宁碱也有抗

抑郁作用¨¨。缬草的抗抑郁作用可能与其能强烈抑制GA．

BA受体亲和力有关¨”。

3．3对心血管系统作用

缬草能改善心肌缺血。缬草乙醇提取物在麻醉猫实验

中能明显扩张冠状血管并降低心肌的耗氧量Ⅲ】。缬草氯仿

提取物不仅可抑锚中枢，而且有预防心肌缺血和改善心肌

循环的作用‘l，】。薛存宽等‘2“≈3发现缬草挥发油能增加实

验动物的冠脉流量、改善心肌组织的微循环灌注、缩小心

肌梗死范围，提示缬草挥发油有抗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的

作用。

缬草还有良好的抗心律失常作用。王玉良等m1研究发

现缬草水提物对由乌头碱、哇巴因、肾上腺素等诱发的心

律失常动物模型均有良好的对抗作用。延长动作电位时程

和有效不应期，抑制心肌自律性。贾健宁等Ⅲ1研究发现缬

草提取物(V3d)能明显对抗乙酰胆碱一氯化钙诱发的小

鼠房颤和氯仿诱发的小鼠室颤等。缬草中挥发性成分也有

抗心律失常及降压作用Ⅲ】。黄峥嵘‘圳研究发现缬草提取

物(所含成份为挥发油中的单藉、倍半萜的含氧化合物)

浓度依赖性缩短动作电位时程；浓度依赖性抑制I，．、

Ic．．L、I。，并作用于I。．、Ic．．。的失活状态；不同浓度缬草

提取物对I。，I。，无明显影响；缬草提取物对I。。无直接

的开放作用。缬草提取物对上述离子通道的影响可能是其

抗心律失常的重要机制。

3．4抗肿瘤作用

缬草环烯醚萜类物质具有显著的细胞毒与抗肿瘤作用。

尤其是环烯醚萜酯Ⅲ】。体外实验表明缬草素对KrebⅡ腹水

癌细胞、肝癌细胞、骨髓造血祖细胞和人他淋巴细胞有抑

制作用∽1。动物学实验证明二氢缬草素与肝癌细胞反应迅

速““。经药理筛选．缬草素对官颈鳞癌细胞、胃腺癌细

胞、肺腺癌细胞均有杀死作用㈣】。叶建明等‘”3阐明了缬

草波春诱导MKN一45胃癌细胞凋亡的机制。

3．5抗茵及抗病毒作用

从缬草中提出的总生物碱有抗菌作用。特别是对革兰

氏阳性细菌效力较好¨”。体外实验表明，缬草有抗轮状病

毒作用，并认为缬草素类成分可能为其抗病毒的有效成

分‘3”。

3．6保肝作用

对四氯化碳引起肝损害的兔，每天给予缬草3—59，

病理切片研究表明，对兔肝脏有相当程度的保护作用伸】。

3．7护肾作用

缬草油可以明显改善2型糖尿病大鼠的肾脏损害。减

少蛋白尿．延缓肾功能损害的进展。其作用与其降低血脂、

抗氧化、抑制肾皮质内PKC的激活有关¨”。

3．8其他

缬草挥发油能抗脑缺血D3]、宽叶缬草能预防血管狭

窄‘川等。

3．9临床研究

缬草用于抗痉挛、镇定及睡眠辅助的各种情况：劳累

压力、肌肉痛、月经痛、支气管痉挛、长久咳嗽、紧张头

痛和缺少休息、焦虑停服安定。

缬草还可用于过度激动导致的心律不齐、小孩厌食、

颤抖、胃肠不适、慢性消化不良、胃绞痛、疝气、痢疾、

肿胀以及帕金森氏症、小孩的尿床及蛔虫等¨”。

4指纹图谱研究

陈磊等¨"对蜘蛛香、缬草、宽叶缬草和黑水缬草的甲

醇提取物进行了HPLC指纹图谱研究。发现缬草类生药蜘

蛛香、缬草、宽叶缬草和黑水缬草之间缬草索类成分含量

差异显著。其中以蜘蛛香含量最高，缬草次之，宽叶缬草

再次。黑水缬草含量最低。不同产地的蜘蛛香中缬草素类

成分含量差异较大．其中以贵州贵阳蜘蛛香含缬草素类成

分最高。不同产地的缬草中缬草索类成分含量差异也较明

显，其中以重庆南川产缬草含缬草素类成分最高。结果表

明．HPLC指纹图谱不仅能鉴别4种缬草类药材，而且能评

价缬草类药材的品质。

石晋丽等Ⅲ1建立了缬草属药用植物极性成分的HPLC

指纹图谱的特征性。经比较发现蜘蛛香、缬草、宽叶缬草、

黑水缬草和长序缬草，这5种植物药材极性成分的HPLC

图谱相互之间存在较大差别；而同一植物来源的不同样品

极性成分的HPLC图谱基本一致，其差别明显小于不同植

物的样品HPLC图谱；鉴于几种缬草样品性状、显微特征

及原植物形态较相近，故可以认为从化学成分的角度进行

区分应该是有效的途径，可以从化学分类上为缬草属这几

种植物的分类提供佐证。

5结语

随着生活节奏日益加快。压力变大，失眠、焦虑症发

病率正逐年攀升。心血管系统疾病、肿瘤、糖尿病更是威

胁人类健康的三大疾病。缬草现今已成为一种广受欢迎的

镇静安神剂．在治疗心血管疾病、肿瘤等方面也有着很好

的开发前景。我国鄂西首次发现大面积天然缬草资源，并

且湖北省巴东县珍稀野“缬草”人工栽培成功。充分合理

地开发利用好国产缬草资源，必将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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