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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调血脂有效成分的研究进展
钟询龙，丁金龙，罗朵生

（广东药学院中医药研究院/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高脂血症调肝降脂重点研究室”，广东 广州 510006）

摘 要：将近年报道的具有调血脂作用的中药有效成分作一综述，归纳为皂苷类、蒽醌类、黄酮类、生物碱类、多糖类、

不饱和脂肪酸类、蛋白质类、多酚类及其他成分，总结了各类有效成分的调血脂作用及其作用机制，并对深入开展中药
调血脂有效成分的研究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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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on Blood Lipid-regulating Active Ingredients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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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 Hyperlipemia of SATCM,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This research review aims to summarize the blood lipid-regulating active ingredients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cluding saponins, anthraquinones, ﬂavonoids, alkaloids, polysaccharides, unsaturated fatty acids,
proteins, polyphenols and other ingredients, and analyze their blood lipid-regulating effects and mechanism of action.
Some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for the further study about the blood lipid-regulating active ingredients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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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肠循环，减少机体对胆固醇的吸收，从而降血脂 [3]；并

（TG）和（或）低密度脂蛋白（LDL-C）过高和（或）高

通过提高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显著降低血脂及

密度脂蛋白（HDL-C）过低的脂质代谢异常，是导致动脉

脂质过氧化终产物丙二醛（MDA），减少氧自由基生成，

粥样硬化、冠心病、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危险因

使膜脂质不被破坏，起到降低胆固醇的作用[5,6]。

素。目前临床应用的调血脂药物主要有化学药和中药。化

2 蒽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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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代谢紊乱是指血浆中胆固醇（TC）、甘油三脂

蒽醌类成分主要包括蒽醌类化合物、衍生物及不同还

同程度的毒副作用；中药则因毒副作用小、多靶点起效、

原程度的产物，目前文献报道有调血脂作用的蒽醌类成分

可长期服用而日渐受到青睐。以往调血脂中药研究多集中

主要有大黄蒽醌、决明子蒽醌、何首乌蒽醌等[7-9]。吴小明

于中药及复方的药理作用。近年中药有效成分研究作为中

[7]

药现代化进程中一项不可或缺的基础研究逐渐受到重视，

高血脂大鼠血清TC和TG；李续娥等[8]研究表明，决明子蒽

涉及调血脂有效成分的研究报道也日益增多。现就各类调

醌可显著降低高血脂动物血清TC、TG和LDL-C；崔映宇

血脂活性成分的药效及作用机制的研究概况综述如下。

等 [9]研究发现，何首乌蒽醌可显著降低血清TC。蒽醌类成

1 皂苷类

分大多是通过刺激胃肠道蠕动，抑制肠道对胆固醇的再吸

w.

学药因疗效确切、机制清楚而被广泛应用，但普遍存在不

ww

皂苷类成分目前报道最多，主要有三七总皂苷、绞股
[1-4]

蓝总皂苷、人参总皂苷、柴胡皂苷等

，均能显著降低高

研究表明，大黄素（大黄蒽醌的主要成分）可显著降低

收，增加胆固醇排泄。大黄素还可通过抗脂质过氧化发挥
降血脂作用[10]。决明子蒽醌通过抑制细胞内胆固醇合成达

血脂动物血清TC、TG和LDL-C，升高HDL-C。皂苷类成

到降血脂目的[11]。

分主要通过抑制外源性胆固醇的吸收起到调血脂作用。如

3 黄酮类

三七总皂苷、绞股蓝总皂苷主要通过与胆固醇结合，阻断

目前文献报道，有调血脂作用的黄酮类成分主要有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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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的橙皮苷、山楂金丝桃苷、荞麦总黄酮、沙棘黄酮、银

降低大鼠血清TC和升高HDL-C，同时显著升高大鼠肝脏

提高血清卵磷脂胆固醇酰基转移酶（LCAT）的活性，促进

LDLR蛋白水平，增加LDLR数量。Molnar等[12]研究表明，

HDL2-C合成，将外周组织中游离的胆固醇转移至肝脏，并

橙皮苷能抑制过多的胆甾醇，显著降低TC、TG、LDL-C，

促进胆固醇转化为胆固醇脂；（2）提高脂蛋白酯酶、胰脂

升高HDL-C。多数黄酮类成分通过提高肝脏SOD活性，减

肪酶活性，催化TG水解成甘油和脂肪酸，并促进HDL3-C

少自由基产生，降低血清和肝脏MDA含量，抑制脂质过

转化为HDL2-C，促进胆固醇逆向转运和代谢而降低血清

氧化，从而防止脂质代谢紊乱。橙皮苷则是通过以下途径

TC；（3）降低血清LPO含量，阻止HDL-C氧化，起到抑

：（1）抑制血浆和肝脏中羟甲戊二酰辅

酶A（HMG-CoA）还原酶和乙酰辅酶A-胆固醇转移酶的活

制脂质过氧化的作用。
6 不饱和脂肪酸类

uth

起调血脂作用

[12,14]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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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过氧化和促进脂质转运与代谢起调血脂作用[23-25]：（1）

。李贵海等

[13]

降血脂作用。昆布多糖与其他多糖不同，主要是通过抗脂

研究发现，金丝桃苷可明显

杏叶黄酮等

[3,12]

2010年第 12卷第 11期

性，直接干扰胆固醇合成与吸收；（2）抑制胆汁酸重吸

目前报道，月见草油中的γ-亚麻酸（GLA），马齿苋

收，阻断胆汁酸的肝肠循环，促进体内胆固醇转化为胆汁

中的ω-3不饱和脂肪酸，杜仲籽油中的α-亚麻酸以及沙棘油

酸；（3）抑制胰脂肪酶活性，增加TG从粪便中排出。

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等，均能显著降低高血脂动物血清TC、

4 生物碱类

TG和LDL-C，升高HDL-C。GLA降血脂机理主要有[26,27]：
（1）在体内转化为前列腺素E2、前列环素、前列腺素F2α等

复杂的氮杂环结构，具有强烈的生物活性。目前报道有调

能降低TC的物质；（2）增大胆固醇的极性和水溶性，使

血脂作用的生物碱类主要有黄连生物碱、川芎生物碱、荷

之更易被酶水解从而转化与排泄，抑制TC升高；（3）降

叶生物碱等

[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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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碱类成分是一类含氮有机化合物，大多数有较

。小檗碱和川芎嗪分别是黄连生物碱与川
[15,16]

低LPO水平，提高SOD、GSH-Px、过氧化氢酶等的活性，

，均能显著降低高血脂动物血清

清除机体过多自由基或超氧化物而起抗脂质过氧化作用。

TC、LDL-C，升高HDL-C。小檗碱降血脂机制比较复杂，

杜仲籽油中的α-亚麻酸则通过抑制脂肪酸、TG合成及加速

目前认为主要有两条途径：（1）通过激活细胞外调节激酶

β-氧化而发挥降血脂作用[28]。

信号通路，作用于LDLRmRNA 3' UTR区域内近5' UTR端的

7 蛋白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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芎生物碱的主要成分

3个序列，促进细胞LDLR mRNA转录增加，增强LDLR蛋

目前报道具有调血脂作用的蛋白质类成分主要有决明

白表达，以更高的亲和性结合脂蛋白，介导肝细胞对脂蛋

子蛋白、大豆蛋白、甘薯黏蛋白等[3,8]，均能显著降低高脂

白的摄取和代谢，增强肝细胞清除胆固醇的功能，维持血

动物血清TC、TG和LDL-C，其调血脂作用主要是抑制外源

[18]

浆LDL-C水平相对稳定，起调血脂的作用 ；（2）通过磷

性胆固醇的吸收。蛋白质类可与胆汁酸结合，减少肝肠循

酸腺苷活化蛋白激酶途径影响脂质合成过程中乙酰辅酶A

环的胆汁酸量，阻碍胆汁酸的利用，增加其排泄量，抑制

羧化酶磷酸化，增强脂肪酸的氧化作用而抑制肝细胞内脂

胆固醇在体内的吸收和沉积。文献还报道，大豆蛋白可通

质合成，显著减少肝脏中脂质储存，明显减少血浆TG的含

过提高卵磷脂胆固醇酰基转移酶活性，抑制胆固醇吸收，

。川芎嗪降主要通过抑制黄嘌呤氧化酶和谷胱甘肽过

w.

量

[19]

氧化物酶（GSH-PX）等的活性，提高SOD活性，减少氧自

促进胆固醇代谢[3]。
8 多酚类
目前文献报道有调血脂作用的多酚类主要有茶多酚、

聚集而引发脂质过氧化的链式自由基反应，防止因膜脂质

决明子酚、大黄酚等[3,4]。多酚类的调血脂作用机制类似于

破坏所致的脂质代谢紊乱[20]。

黄酮，主要是通过抗脂质氧化作用和清除自由基实现。茶

ww

由基和脂质过氧化物（LPO）含量，抑制因体内氧自由基

5 多糖类

多酚含有很多酚性羟基，易氧化成醌类而提供氢原子，氢

目前文献报道有调血脂作用的多糖类成分主要有灵芝

多糖、黄精多糖、昆布多糖等

[21-23]

。多糖类成分均能显著

原子与自由基结合，使其还原为惰性化合物；还可通过自
身氧化抑制胆固醇及不饱和脂肪酸氧化，减少胆固醇及其氧化

降低高血脂动物血浆TC和TG，升高HDL-C。此外，昆布多

物在血管沉积，促进不饱和脂肪酸转运和清除胆固醇[3]。

糖可显著降低血浆LDL-C和LPO水平。多糖类主要通过增

9 其他成分

加肠蠕动和促进胆固醇向胆酸转化，增加胆固醇排泄而起

三萜类、固醇类等化合物也具有调血脂作用。陈艳玲

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等[29]研究表明，女贞子三萜类化合物能降低高血脂大鼠血
清和肝脏TC、TG及LDL-C，主要是抑制食物中外源性脂质
的吸收，加速肝脏中胆固醇清除以及抗脂质过氧化。绿豆
中的植物固醇与胆固醇竞争酯化酶，使胆固醇不能酯化，
减少吸收，从而显著降低高血脂动物血清TC

[30]

。

近年，从中药中获取调血脂有效成分已成为创新调
血脂中药研发的重要途径，但多数处于研究阶段。成分明
确、机制清楚的调血脂中药市场占有率尚有限，还需大力
开展调血脂中药有效成分的研究，加快其产业化进程，重
点关注以下几点：（1）加强有效成分活性强弱的筛选 有
药效的成分很多，但其活性强弱不同，应加强活性较强成
分的研究；（2）加强有效成分毒理作用的研究 中药有效
成分因经过提取、精制、纯化，已于原材大不相同，更不
同于经过增效减毒配伍的中药复方制剂，在活性成分有效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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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集、药效作用显著增强的同时，其毒副作用也可能增

2010年第 12卷第 11期

.co
m

Food and Drug

uth

食品与药品

强，在研究中药有效成分的同时，必须重视其安全性的评

[18] Kong W, Wei J, Abidi P, et a1. Berberine is a novel cholesterol-

价；（3）加强有效成分作用机制的研究 目前关于有效成

lowering drug working through a unique mechanism distinct from

分作用机制的研究尚不够深入，多停留在评价生化指标与

statim[J]. Nature Med, 2004, 10(12):1344-1351.

药效指标水平，需进一步强化多种有效成分有机组合的物

质组合与疾病相关靶点关联性的研究；（4）加强有效成分
间协同作用的研究 多途径、多靶点起效是中药的特色与优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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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中药各成分之间存在着协同增效或拮抗作用，因此，

有效成分协同作用的研究应借助中医方剂配伍“七情”理

论，加强有效成分减毒增效，药简力专作用的研究，从而
可能获得功效更强的配伍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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