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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裸花紫珠的化学成分主要包括黄酮类、萜类、挥发油类及酚类等。质量评价方面主要包括药材鉴别和各成分测定。

药理实验表明其具有止血、抗炎、抑菌等作用，临床常用于止血、抗炎等。就近年来国内外对裸花紫珠化学成分、质量评价、
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的研究进展作简要阐述，为深入研究开发裸花紫珠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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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of Callicarpa nudiflora are mainly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types: flavanoids, terpenoids,
volatile oils, and phenols. The quality evaluation are chiefly contained identification of medicinal herbs and determination of
composition.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show that C. nudiflora has the actions in haemostasis, antiinflammation, bacteriostasis, and so
on. C. nudiflora is commonly used in the therapy of haemostasis and antiinflammation in clinic. This paper briefly analyz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C. nudiflora in aspects of chemical constituents, quality evaluation,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to providing rational reference for the exploration and further studies of the dr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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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花紫珠 Callicarpa nudiflora Hook.et Arn.为马

材之一[1-2]。裸花紫珠全年均可采收，除去杂质，晒

鞭草科紫珠属植物，生于平地至海拔 1 200 m 的山

干，枝叶有抗菌止血、消炎解毒、散瘀消肿、驱风

坡、路旁、谷地、溪边或灌木林丛中，在年平均温

祛湿之功效，主治化脓性炎症、急性传染性肝炎、

度 15～25 ℃、湿度较大的环境生长良好，国内主

呼吸道及消化道出血、创伤出血等症，外用治烧、

要分布于广东、广西、海南等地，在海南产于定安、

烫伤及外伤出血等[3]。本文对裸花紫珠的化学成分、

儋州、澄迈、白沙、昌江、东方、三亚、陵水、保

质量评价、药理作用和临床应用的研究进展作一综

亭、琼中等地，其中以海南五指山的为上品；国外

述，为其深入研究与开发提供理论依据。

主要分布于印度、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及新加坡等。

1

化学成分

裸花紫珠药用部位为地上干燥部分，是一种海

近年来，国内外对裸花紫珠化学成分的研究报

南大宗性地道药材，同时也是海南黎族医生常用药

道较少，从中分离的成分主要有黄酮类、萜类、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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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油和酚类等。

以后各版药典均未收载。裸花紫珠片收载于《中华

1.1

黄酮类

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标准》中成药成方制剂第 6

裸花紫珠中黄酮类化合物主要有木犀草素及其

册，但缺乏定量控制项。

配糖体：木犀草苷、木犀草素-3′-O-β-D-吡喃葡萄糖

2.1

[4]

杜勤等[14]采用性状和显微鉴别方法对裸花紫珠

苷、木犀草素-4′-O-β-D-吡喃葡萄糖苷 ；luteolin7-O-(6″-trans-caffeoyl)-β-D-glucopyranoside

、

药材鉴别

生药鉴别研究，结果从性状来看，裸花紫珠叶干后上

luteolin-7-O-(6″-trans-cinnamo-yl)-β-D-

面变黑色；叶下部茸毛为密被灰褐色分枝毛。显微

glucopyranoside 、 luteolin-7-O-(6″-p-coumaryl)-β-D-

结果显示裸花紫珠具有腺鳞；上表皮具小腺毛和单

glucopyranoside 、 木 犀 草 素 、 芹 菜 素 、 芹 菜 素

细胞非腺毛，下表皮具有小腺毛和多细胞分枝状非

[5]

-7-O-β-D-葡萄糖苷、5,7,4′-三羟基-3′-甲氧基黄酮 ；
[6]

腺毛；维管束类型为槽形外韧型维管束。另外，王

槲皮素、阿亚黄素、5,7,4'-三羟基黄酮 ；5,4′-二羟

春桃[15]采用薄层色谱法以裸花紫珠为对照药材对裸

基-3,7,3′-三甲氧基黄酮、5-羟基-3,7,3′,4′-四甲氧基

花紫珠片和灭滴消炎栓两种不同制剂中的裸花紫珠

[7]

[8]

黄酮 ，5,7-二羟基-3,3′,4′-三甲基黄酮 ；鼠李秦素、

进行鉴别研究，结果表明，供试品色谱与对照药材

5-羟基-3,7,4′-三甲氧基黄酮、5-羟基-3,7,3′，4′-四甲

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示一个相同的黄色荧光斑点。

[9]

2.2

氧基黄酮 等。
1.2

萜类

定量测定
目前对裸花紫珠药材或其中药制剂的有效成分

裸花紫珠所含萜类化合物主要有：环烯醚萜类

测定方法报道中主要有黄酮类、萜类及酚苷类。

化 合 物 nudifloside[8] ； 二 萜 类 化 合 物 7α-hydroxy

2.2.1

sandaracopinmaric acid 、 16,17-dihydroxy-3-oxophy-

效成分，目前报道有采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以

llocladane[9]；三萜类化合物齐墩果酸、熊果酸、2α-

芦丁为对照品、测定波长为 510 nm，对总黄酮进行

[4]

黄酮类

黄酮类化合物为裸花紫珠的主要有

羟基乌索酸、2α,3α,19α-三羟基-乌索-12-烯-28-酸 ；

测定，以控制裸花紫珠片[16]、裸花紫珠软膏[17]的质

乌苏-12-烯-3β-醇[7]；2α,3α,24-三羟基-乌索烷-12-烯-

量。邹坤美等[18]采用 RP-HPLC 法测定裸花紫珠胶

28-酸、2α,3α,19α-三羟基-乌索烷-12-烯-28-O-β-D-葡

囊中芦丁，作为裸花紫珠胶囊产品质量控制的标准。

萄 糖 苷 、 2α,3α,19α,23- 四 羟 基 - 乌 索 烷 -12- 烯 -

很多研究者采用 HPLC 法测定裸花紫珠中的木犀草

[9]

28-O-β-D-葡萄糖苷 等。

素[19-21]。此外，李兰水等[22]采用 HPLC 法建立了同

1.3

挥发油类

时对裸花紫珠中槲皮素、木犀草素和阿亚黄素进行

从裸花紫珠中分离得到的挥发油类成分主要

测定的方法。

有：石竹烯、α-石竹烯、石竹烯氧化物、香橙烯、

2.2.2

异香树素环氧化物、绿花白千层醇、桉叶烷-4(14)，

成分，秦树森等[23]采用 HPLC 法测定裸花紫珠胶囊

11-二烯、l,5,5,8-四甲基-l2-含氧双环[9.1.0]十二垸-

中熊果酸作为进一步提高其标准的参考依据。张艳

3,7-二烯、lβ,4βH,10βH-愈创-5,ll-二烯、杜松-l(10),4-

秋等[24]采用 TLC 法及 HPLC 法分离检测发现，裸

二烯、反式-Z-α-没药烯环氧化物、(13S)-8,13:13,20-

花紫珠中齐墩果酸与熊果酸的量很高，并以两者作

[10]

；葎草烯环氧化物、

二环氧,l5,l6-二去甲赖白当等

萜类 萜类成分为裸花紫珠中另一量较大的

为测定指标，采用 HPLC 法对裸花紫珠药材进行质

α-没药烯环氧化物、(+)-2-蒈烯、异松油烯、金欢醇、

量控制。

长叶蒎烯环氧化合物、聚伞花素、桧烯、β-松油醇、

2.2.3

[11]

芳樟醇
1.4

等。

一，陈德金等

酚类

苷类如毛蕊花糖苷、samioside、连翘酯苷等

[9,12]

采用 HPLC 法对裸花紫珠片中的毛

；

量标准再提高提供理论依据。
3

酚酸类如香草酸、对二羟基桂皮酸、咖啡酸、阿魏
2

酚苷类是该植物的主要成分类群之

[12]

蕊花糖苷及连翘酯苷进行测定，以期为该成药的质

从裸花紫珠叶中分离得到酚类化合物主要有酚

酸、原儿茶酸、原儿茶醛等

酚苷类

[13]

。

质量评价
《中国药典》1977 年版一部以裸花紫珠名收载，

药理作用
裸花紫珠的药理活性有止血、抗炎、抑菌、细

胞毒活性、增强免疫等。
3.1

止血
裸花紫珠总黄酮和裸花紫珠片给小鼠灌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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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缩短小鼠出血时间和凝血时间[25-26]。陈颖等[27]

mg/kg）、高（240 mg/kg）各剂量组、裸花紫珠片

分别用裸花紫珠低剂量（1 mg/kg）、中剂量（2

1.95 g/kg 和 0.975 g/kg 组均有明显抑制二甲苯所致

mg/kg）
、高剂量（4 mg/kg）对 SD 大鼠 ig，连续给

小鼠耳廓肿胀作用[25-26]；裸花紫珠片 1.95、0.975

药 7 d，各组于末次给药 30 min 后进行体内血栓形

g/kg 组对冰醋酸所致小鼠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有显

成实验，以血栓湿质量为指标计算其抑制率，结果

著的抑制作用[26]；裸花紫珠低（0.4 g/kg）、中（0.8

发现使用裸花紫珠后，大鼠体内血栓湿质量与空白

g/kg）、高（1.6 g/kg）剂量组对角叉菜胶引起发炎

对照组相比明显减轻。裸花紫珠各剂量组连续 ig 给

导致大鼠足跖肿胀均有显著抑制作用[28]，以上研究

药 7 d，末次给药 45 min 后对 SD 大鼠尾 iv 10%高

提示裸花紫珠具有良好的抗炎作用。

分子右旋糖酐（10 mL/kg），腹主动脉取血，以 1%

3.3

抑菌

肝素抗凝测定全血黏度及红细胞压积，结果显示模

裸花紫珠具有广谱抗菌作用，对葡萄球菌、绿

型组动物全血黏度和红细胞压积与空白对照组相比

脓杆菌、大肠埃希菌、痢疾杆菌、伤寒杆菌均有良

明显升高，说明动物处于高凝状态，但裸花紫珠低、

好的抑菌作用[29]。符健等[26]采用试管体外抗菌方法

中、高剂量组对大鼠全血黏度和红细胞压积均有显

对裸花紫珠片进行了研究，以细菌不生长的最高药

著的降低作用。按裸花紫珠低、中、高剂量分组给

物稀释度为该药的最低抑菌浓度（MIC），结果显示

SD 大鼠 ig 给药 7 d，末次给药 45 min 后，腹主动

用培养基稀释裸花紫珠受试药最低质量浓度为 3.1

脉取血，3.8%枸橼酸钠抗凝，在 ADP（5 μmol/L）

mg/mL，加入 0.05 mL 新鲜菌液，置 37 ℃培养箱

的诱导下，使用 PABER-1 型血小板聚集及凝血测试

中培养 18 h 没有细菌生长，同时裸花紫珠片质量浓

仪测定 5 min 内大鼠血小板聚集率，结果显示，给

度为 0.2、0.1、0.05、0.025、0.012 5、0.006 3 g/mL

予裸花紫珠后，由 ADP 诱导的大鼠血小板聚集率

对金黄色葡萄球菌、伤寒沙门氏菌、肺炎双球菌均

与空白对照组相比明显降低。综合以上实验，说明

有不同程度的抑菌作用，
其中以对金黄色葡萄球菌、

裸花紫珠具有抗血栓形成、降低全血黏度和红细胞

伤寒沙门菌的抑菌作用最强。

压积、抑制血小板聚集等作用。

3.4

细胞毒活性

为研究裸花紫珠止血作用的成分及机制，张洁

Mei 等[8]采用 MTT 方法测定从裸花紫珠中分

等[9]从裸花紫珠中分离得到 11 个单体化合物，并测

离出的化合物对慢性白血病骨髓内 K562 细胞系的

定分离的化合物对家兔体外血液凝集参数凝血酶原

抑制作用。结果表明，环烯醚萜类化合物

时间（PT）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
、凝血

nudifloside 和化合物 linearoside 的 IC50 值分别为

酶时间（TT）及纤维蛋白原（FIB）的影响，结果表

20.7、36.0 μL/mL。

明，与空白对照组相比，11 个单体化合物对 PT 的影

3.5

增强免疫

响差异均无显著性；化合物 acteoside、samioside、

裸花紫珠水提取液具有增强小鼠免疫功能的作

2α,3α,19α,23-四羟基-乌索烷-12-烯- 28-O-β-D-葡萄

用。陈颖等[28]采用碳粒廓清试验对裸花紫珠进行研

糖苷、5-羟基-3,7,3′,4′-四甲氧基黄酮有显著缩短

究，结果表明，裸花紫珠低剂量（0.4 g/kg）、中剂

APTT 作用；2α,3α,24-三羟基-乌索烷- 12-烯-28-酸与

量（0.8 g/kg）
、高剂量（1.6 g/kg）均能提高小鼠碳

空白对照组相比对 TT 的影响具有显著性差异，呈现

末吞噬指数和吞噬系数，提示裸花紫珠可增强小鼠

出延长 TT 的活性；化合物鼠李秦素对 FIB 有显著增

非特异性免疫功能，从而增强机体免疫能力。

加的作用。因为 PT 和 APTT 是筛选止血活性的基本

4

实验，其中 PT 能够准确、有效地反映外源性凝血途

毒理作用
曾祥周等[30]采用小鼠 ig 给药，对裸花紫珠片进

径，而 APTT 则考察内源性凝血途径，因此提示裸

行急性毒性试验研究，测定其最大耐受量（MTD）。

花紫珠可能是通过影响内源性凝血途径来发挥止血

小鼠禁食 12 h 后一次性 ig 1.5 g/mL 的受试药 0.4

作用。其中化合物 acteoside，samioside 在植物中的

mL/10 g，连续观察记录 7 d，结果显示，全部小鼠

量很高，且均为酚苷类化合物，因此推测该类成分

未见毒性反应及死亡，其 MTD＞60 g/kg。长期毒性

可能是裸花紫珠止血作用的主要活性成分。

试验，SD 大鼠分别按体质量 ig 给药 2.5、1.25 g/kg

3.2

抗炎

为给药组，等容积 1%羧甲基纤维素钠为对照组，

裸花紫珠总黄酮的低（60 mg/kg）、中（120

连续 28 d，然后进行一般观察、血液学检查、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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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检查及器官病检，结果显示，各组大鼠活动正

片有良好的止血作用，口服裸花紫珠片能明显缩短

常，无动物死亡，体质量均见增加，血液学指标、

出血时间，效果良好，无不良反应等优点，并具有

血液生化指标差异无显著性，肝、肾等功能均未见

消炎、解毒、收敛的作用。段晓东等[37]对 300 例鼻

异常，各脏器系数及脏器病理学检查未见改变，表

腔鼻窦术后患者口服裸花紫珠片的止血效果进行研

明裸花紫珠片用药安全范围较大。

究，发现裸花紫珠片在鼻腔鼻窦术后止血总有效率

5

为 94%，说明裸花紫珠片在鼻腔鼻窦术后止血作用

临床应用
目前市售有裸花紫珠片、裸花紫珠胶囊、裸花

紫珠栓剂及裸花紫珠分散片等，临床上主要用于治

显著，用药方便，起效较快。
6

裸花紫珠植物药用历史悠久，作用广泛且疗效

疗皮肤科疾病、妇科疾病、产后出血及其他术后出

显著。目前对裸花紫珠化学成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血等。
5.1

结语

黄酮类和萜类这两类成分，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也

皮肤科疾病
[31]

观察了口服裸花紫珠片联合阿达

逐渐增加对挥发油、酚苷类等的研究。裸花紫珠药

帕林凝胶外用治疗寻常痤疮 126 例的临床疗效，随

理研究从一类化合物到有效成分的研究也表现出止

机分为单用阿达帕林凝胶组（A 组）和裸花紫珠片

血、抗炎及抗菌等的药理活性。我国医药市场上有

联合阿达帕林凝胶治疗组（B 组）
，治疗 2、4 周后，

裸花紫珠片、裸花紫珠栓剂等制剂，在皮肤科、妇

发现 B 组总有效率优于 A 组（P＜0.05），同时不良

科炎症的治疗和术后止血等方面具有较好的治疗效

杨顶权等

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 A 组（P＜0.01）。孔凤利

[32]

果。此外，随着国家对中药管理的日益规范和严格，

将带状疱疹患者 80 例随机均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

对裸花紫珠药材及制剂的质量控制要求也将提高。

两组均采用阿昔洛韦治疗，治疗组另口服裸花紫珠

因此深入开展该药材有效成分、质量标准及作用机

分散片并用其碾粉局部外敷，结果对照组总有效率

制等方面的研究，将为其开发成为具有自主知识产

为 67.50%，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2.50%，水疱开始

权的现代中药奠定基础。

干涸和完全结痂时间均短于对照组，疗效明显优于
对照组（P<0.01）。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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