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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參始載於《神農本草經》，在臨床應用上，

它能增加冠狀動脈血流量，因而普遍用以治療心絞痛與心肌梗塞。

又因可抑制血小板凝集及血栓形成，也做為缺血性中風等疾病的藥物。

■ 郭朝禎．王美琪．曾志正

活血化瘀的丹參

傳統草藥在歷史上遠比現代醫學長久，考古史料顯示早在文字記載以前，人類就已

經開始使用草藥，大多因療效不錯而把經驗傳承下來。

事實上，西醫也非全然排斥傳統草藥醫

學，早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美國藥典就已經

把草藥和化學藥物並列記載。即便今日化學製

藥工業如此發達，大部分的藥仍然是取自天然

物（大多是藥用植物中所蘊含的特有二次代謝

產物），或是再經人工模仿改造合成或半合成

的產物。

近年來，世界各國都預見到傳統草藥未來

在生醫與生技產業中的商機，紛紛投入傳統草

藥研究。中華民族在傳統中草藥材的收集與使

用上居世界之冠，也使得炎黃子孫在這一波把

傳統草藥應用於生技產業的潮流中，擁有競爭

的優勢。

心肌梗塞與心絞痛

現代人由於飲食習慣不良，飽受心血管疾

病之苦，而大部分的心臟病都與冠心病有關。

由心肌細胞組成的心臟提供血液循環的原動

力，若心臟無法打出足夠的血液至周圍組織，

●   心臟需要血管系統供應氧氣和營養，以維持不
斷收縮和舒張。當心室收縮使血液由左心室打

出到主動脈時，血液可經由主動脈上行支基部

所延伸出的左冠狀動脈供應至心臟左邊及前表

面，同時由右冠狀動脈供應至心臟右邊及底部

表面，2條左右動脈分布在心臟的表面，合起
來看類似皇冠的形狀，稱為冠狀動脈系統。一

旦冠狀動脈因粥狀硬化或痙攣引起血管壁狹

窄阻塞時，容易局部短暫缺血而造成心絞痛。

（圖片來源：日創社）

近年來，世界各國都預見到傳統草藥未來在生醫與
生技產業中的商機，紛紛投入傳統草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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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使血液滯留並導致鬱血性心臟

衰竭。

當左心房的血液由僧帽瓣

進入左心室時，心室會收縮再把

血液由半月瓣打出左心室到主動

脈，以輸送血液至全身來滿足機

體代謝的需要。從主動脈上行支

基部所延伸出的二條左右冠狀動

脈，能供應氧氣和營養以維持心

臟不斷收縮和舒張。當冠狀動脈

因粥狀硬化或痙攣引起血管壁狹

窄阻塞時，心肌會因容易局部短

暫缺血而連帶造成缺氧。

心肌細胞若無法得到足夠的

氧，會導致粒線體內部的電子傳

遞鏈功能受阻，迫使檸檬酸循環

停頓，脂肪酸也就無法做為主要

氧化燃料以產生能量。這時心肌

細胞只能以葡萄糖進行糖解反應

產生丙酮酸，而在缺氧狀況下，

丙酮酸因無法氧化只能還原成乳

酸。

太多的乳酸堆積會刺激心臟

內的神經纖維末梢，再經傳入神

●   當氧氣供應充足時，脂肪酸可進入粒線體並經由檸檬酸循環與氧化磷酸化反應，得到大量腺苷三磷酸（ATP）提供心肌的能量。相對
地，若氧氣供應不足，粒線體內部的氧化磷酸化反應無法進行，則電子傳遞鏈功能受阻，迫使檸檬酸循環停頓。在缺氧狀況下，為了

再次產生腺苷三磷酸以供應心肌收縮所需的能量，心肌所採取的策略是使葡萄糖進行糖解反應產生丙酮酸，同時以NADH為輔酶，把無
法氧化的丙酮酸進一步還原成乳酸。也就是讓丙酮酸犧牲成為乳酸，以換取更多的NAD+讓糖解反應後半部分持續進行。然而這樣的後

果是，乳酸堆積刺激心臟內的神經纖維末梢，經傳入神經傳至大腦後，產生疼痛感覺而引發心絞痛，嚴重時心肌細胞壞死造成心肌梗

塞甚至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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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間栽種的丹參（左、中圖）以及它的花（右、右下圖）。

經傳至大腦，產生疼痛感覺因

而引發心絞痛，嚴重時心肌細

胞會壞死，造成心肌梗塞甚至

死亡。因此若能讓阻塞的冠狀

動脈再次通暢，缺氧狀態就會

消失，心絞痛便可得到舒緩。

近年來，中草藥中的丹參

很有機會成為治療心血管疾病

的「救星」。許多亞洲地區的

傳統醫學中，把丹參用於治療

冠心病，主要是取其可增強心

肌收縮力、心輸出量和冠狀動

脈血流量。

現階段，中國大陸把丹

參列為重點發展的中草藥材之

一，據統計，每年可生產幾

十億支的丹參注射液用於冠心

病和中風患者。過去幾年，台

灣不同領域的學界與業界專家

彼此結合，致力於確立丹參中

能治療心血管疾病的有效成

分，以及探究其進入人體後展

現藥理功效的可能分子作用機

制。

丹參的功能性有效成分

丹參植株是唇形科鼠尾草

屬多年生草本，其中藥處方名

稱是丹參或紫丹參，源自植株

乾燥根，因顏色呈紅色，形狀

似人參，又名紅參、紅根、赤

參和血參根。丹參傳統上是一

味活血化瘀的處方用藥，廣泛

用於治療心血管疾病。

丹參屬草藥中的上品，

使用歷史已超過兩千年，首載

於漢代的《神農本草經》，其

「味苦，微寒；主心腹邪氣，

腸鳴幽幽如走水，寒熱積聚；

破症除瘕，止煩滿，益氣」。

中醫認為「一味丹參、

功同四物」，能祛淤血、生新

血，通經止痛、清心除煩，尤

為婦科良藥。在臨床應用上，

丹參普遍用來治療冠心病（如

心絞痛）、心肌梗塞、缺血性

中風等疾病。現代醫學研究也

顯示，丹參確具改善血液微循

環、保護缺血心肌細胞、抗血

小板凝集（抗血栓形成和溶解

血栓）、抗氧化、降膽固醇、

預防動脈粥樣硬化等作用。

在養生及「預防醫學」的

風潮下，各種單味或複方中藥

丹參製劑，有口服錠（液）、

膠囊、散劑、滴丸等，目前也

以「保健食品」或「營養補充

品」的商業包裝樣式銷售於中

過去幾年，台灣不同領域的學界與業界專家彼此結合，
致力於確立丹參中能治療心血管疾病的有效成分，
以及探究其進入人體後展現藥理功效的可能分子作用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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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陸、日本、澳洲、歐美等

國。

事實上，植物能治病的有

效成分就是醫藥生化學家所謂的

藥理活性物質。植物不像脊椎動

物具有免疫系統，必須倚賴體內

合成的二次代謝物（如黃酮類、

萜類、單寧、固醇類、生物鹼、

酚類等）提供防禦及其他生理功

能，以應付逆境或對抗外來物的

侵襲。而植物體中某些二次代謝

物，證實的確可以預防或治療人

類疾病。

丹參的化學成分及生物活性

研究始於1930年代，主要著重在
脂溶性的二萜類物質，包括丹參

酮I、IIA、IIB和隱丹參酮等，這
些都是使得丹參根部呈紅色的成

分。其中又以丹參酮IIA的藥理活
性最被普遍研究，發現它具有減

緩心肌梗塞的作用。

近10年來，有些科學家認為
丹參的有效成分是在水溶性的部

分（因符合傳統中藥的用水煎服

經驗），目前已有超過五十幾種的

丹參水溶性成分被分離純化，並

鑑定出其化學結構以酚酸類化合

物為主，包括丹參素、各種丹參

酚酸、原兒茶醛、原兒茶酸等。

其中又以丹參酚酸B鎂鹽含量最
高且藥理活性最強，動物實驗證

實確有治療心血管疾病的功效，

包含擴張血管、抗高血壓、抗氧

化、清除自由基等生理作用。

分子作用機制

以心血管疾病而言，特別是

在充血性心臟衰竭方面，強心配

醣體是臨床上的心臟刺激藥物，

又稱為正性肌力藥，可促進心肌

收縮力，增強冠狀動脈血流量以

達到治療功效。其中由玄參科植

物長葉毛地黃葉所萃取的毛地黃

素，以及莢竹桃科毒毛旋花種子

所萃取的哇巴因，都是非常有名

的強心劑。

這類強心配醣體的結構有

二部分，非醣基的類固醇骨架是

這種藥物的強心活性部位，不具

強心作用的醣基結構則可增加藥

物的安定性與溶解度，並間接影

響吸收後的生體可用率與藥效強

弱。

然而這類強心藥物也是毒

物，其安全範圍很狹小，最小的

毒性劑量是治療劑量的2∼3倍，
用藥稍有不慎，容易導致患者中

毒和嚴重的副作用。心室纖維顫

動更是毛地黃中毒致死最主要的

原因。

藉由電腦3D立體結構比對丹
參酚酸B鎂鹽和強心配醣體藥物
哇巴因，發現這兩個化合物在某

個比對角度下具有類似的分子大

小與構形。研究證實，丹參酚酸

B鎂鹽是經由與哇巴因強心作用
相同的分子機制，即抑制心肌細

胞膜上的鈉鉀幫浦（又稱鈉鉀腺

苷三磷酸酶），來達到治療心血

●  丹參植株因根部呈紅色，又名紅參、紅根、赤參，其紅色的成分是
由丹參酮I、IIA、IIB和隱丹參酮等脂溶性的二 類物質所構成。

  （圖片來源：藥之鄉生物科技公司）

● 丹參植株採收後陰乾成藥材（圖片來源：藥之鄉生物科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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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疾病的功效。其藥理

分子機制簡述如下：

鈉、鉀、鈣3種離
子在心肌細胞中都扮

演重要的角色，其中以

鈣離子最為關鍵，能

引起心肌興奮與收縮。

心肌細胞膜上的鈉鉀

幫浦能利用水解腺苷

三磷酸釋放出能量，

使3個鈉離子逆濃度梯度主動運
出細胞外，同時把2個鉀離子運
入細胞內，維持細胞內低鈉高

鉀的狀態。若鈉鉀幫浦受到抑

制時（如強心藥物毛地黃素和

哇巴因，或丹參酚酸B鎂鹽的使
用），就會導致心肌細胞內的

鈉離子濃度上升，鉀離子濃度

下降。

這時，因應鈉鉀幫浦的功

能失效，細胞膜上的鈉鈣離子

通道會被開啟，利用胞外鈣離

子來交換胞內升高的鈉離子。

其結果促使心肌細胞內的鈣離

子濃度上升，因而引發心肌興

奮收縮，產生正性肌力作用，

增強心室及心房的收縮而加快

血流的輸出和血流量，達到強

心的效果。

丹參的
藥理作用

抗血小
板凝集

抗血栓
形成

治療
心絞痛

治療
心肌梗塞

治療
缺血性
中風

預防動脈
粥樣硬化

預防心肌
缺血性
損傷

增強心肌
興奮性與
傳導性

增加冠狀
動脈
血流量

丹參酚酸B鎂鹽

（抑制心肌細胞膜上的鈉鉀幫浦）

鈉鉀幫浦鈉鈣離子通道

（鈉離子濃度上升）

（胞外鈣離子交換胞內鈉離子）

（鈣離子濃度上升）

（引發心肌興奮收縮，產生正性肌力作用）

細胞質

　

細胞膜

細胞外部空間

2K+

ATP ADP + Pi

3 Na+Na+

Na+

Ca2+

Ca2+

⑤

①

②

③

④

● 野生的毛地黃植株（左圖）及毛地黃鐘筒狀的花身（右圖）。

●  丹參酚酸B鎂鹽活血化瘀功效的藥理分子機制示意圖。步驟一：丹
參酚酸B鎂鹽抑制心肌細胞膜上的鈉鉀幫浦。步驟二：心肌細胞內
的鈉離子濃度上升。步驟三：細胞膜上的鈉鈣離子通道會被開啟，

利用胞外鈣離子來交換胞內的鈉離子。步驟四：心肌細胞內的鈣離

子濃度上升。步驟五：引發心肌興奮收縮，產生正性肌力作用，增

強心室及心房的收縮而加快血流的輸出和血流量。（圖片來源：

Tzen et al., Acta Pharmacol Sin, 28, 609-615, 2007）

●  哇巴因和丹參酚酸B鎂鹽的化學結構（左圖）與電腦3D立
體圖（右圖）。灰色：碳原子，紅色：氧原子，綠色：鎂

離子。在電腦3D立體圖中，自右下方往上看，兩分子結構
有類似之處。（圖片來源：Tzen et al., Acta Pharmacol Sin, 
28, 609-615,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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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腦神經功效

前人研究顯示，丹參總酚

酸萃取物可抵抗動物腦缺血所引

起的傷害，並且能減少腦細胞梗

塞壞死區域。近來有研究指出，

強心配醣體也有類似的腦神經細

胞保護效果。因此，研究人員在

模擬人類中風的腦缺血動物試驗

中，把強迫餵食丹參酚酸B鎂鹽的
處理組與對照組的腦組織切片，

以活細胞染色法分析後，發現餵

食丹參酚酸B鎂鹽的老鼠腦組織
梗塞面積的確明顯減少。

當腦因為缺血再灌流時，

神經細胞將遭受能量衰竭、鈣離

子濃度降低、自行凋亡、自由基

攻擊、血小板活化因子的啟動等

而受損死亡。由於神經細胞約用

70％水解腺苷三磷酸的能量來維
持細胞內外的鈉鉀平衡，丹參酚

酸B鎂鹽有可能因抑制神經細胞
膜上的鈉鉀幫浦而減少大量水解

腺苷三磷酸的消耗，並且增加細

胞內鈣離子濃度而降低細胞死亡

率，因此有抗缺血、保護神經細

胞的作用。當然，這些功效也可

能是經由一些未知的機制與路徑

所造成。

期盼

眾所皆知，新藥的開發是一

個時間漫長、資金昂貴和風險高

的投資，中草藥積累了千百年的

臨床使用經驗，提供科學家一個

研發新藥的寶庫。研究人員已利

用科學方法，驗證丹參酚酸B鎂
鹽是藉由抑制鈉鉀幫浦而達到強

心、抗缺血、保護腦神經細胞的

作用，也因此解開了傳統醫學中

丹參治療心臟病和急性缺血中風

的原理。

不同於有嚴重副作用的固

醇類強心配醣體，丹參酚酸B鎂
鹽是多酚類化合物（化學結構是

咖啡酸四聚體），不僅安全無明

顯副作用，而且和其他的多酚類

化合物一樣具有抗氧化、清除自

由基等保健功能，極具開發成膠

囊、錠劑等健康產品的潛力。相

信未來經人體試驗後，丹參酚酸

B鎂鹽應可以成為安全、有效和
無副作用的治療鬱血性心臟衰竭

新藥。

期盼國內未來能見到更多從

事中草藥的相關研究，自傳統中

藥固有成方和師徒相授、父子相

傳所累積的家方、祕方中找出有

療效的成分，並解開其藥理分子

作用機制，進而開發出更多造福

人類的科學新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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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藥的開發是一個時間漫長、資金昂貴和風險高的投資，
中草藥積累了千百年的臨床使用經驗，
提供科學家一個研發新藥的寶庫。

●  丹參酚酸B鎂鹽的處理組與對照組的沙鼠
腦組織冠狀切片，以氯化四唑染色法檢驗

因缺血所呈現的梗塞區域。腦組織中活的

細胞具有脫氫酶活性，能把無色的氯化四

唑還原成不溶於水的formazan，其因無法
通透出細胞膜而產生紅色沉澱化合物。然

而當腦血管因梗塞造成細胞缺血死亡，失

去脫氫酶活性而無法把氯化四唑還原時，

梗塞區域則呈現原來組織的乳白色。因此

在模擬人類中風的腦缺血動物試驗中，餵

食丹參酚酸B鎂鹽的老鼠腦組織梗塞面積
的確有明顯減少。（圖片來源：Tzen et al., 
Acta Pharmacol Sin, 28, 609-615,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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