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柽柳属植物的化学成分和药理活性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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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柽柳属植物是干旱、半干旱区沙荒地和盐碱化土地上生长的灌木，含多种化学成分，如黄酮、三萜、苯丙酸、甾体

类以及有机酸、酚酸类等；药理研究表明其具有保肝、抗氧化、抑菌、抑制 α-葡萄糖苷酶、抗肿瘤等活性。综述了柽柳属
植物不同药用部位的化学成分和药理活性，为进一步研究和开发柽柳属植物资源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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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in studies on chemical constituents in plants of Tamarix L. and their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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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lants in Tamarix L. are shurb which usually distribute in arid or semiarid desert area and saline-alkali fields. A variety
of chemical constituents, such as flavonoids, triterpenes, steroids, phenylpropanoids, organic acids and phenolic acids are isolated from
the plants in Tamarix L. The pharmacological study reveals that plants in Tamarix L. show hepatoprotective, anti-oxidant, antibacterial,
α-glucosidase inhibitive, and antitumor effects. The chemical components and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in different medicinal parts
of the plants from Tamarix L. are reviewed in this paper, aiming at providing basis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he plants
in Tamarix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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柽柳属 Tamarix L.是柽柳科（Tamaricaceae）中

于印度、巴基斯坦和我国西北干旱区。我国柽柳属

分布最广、种类最多的属。本草文献始载于《日华

植物有 20 种 1 变种，占柽柳属总数的 29.4%，集中

子本草》，名赤柽木，以柽柳为名则见于《本草图经》

分布在西北各省区的荒漠和半荒漠区，其中以新疆、

“柳华”条下，云：“杰柽木，生河西沙地，皮赤、

甘肃、内蒙古、青海和宁夏为最多。其药用价值也

叶细，即是今所谓柽柳者，又名‘春梆’
，味甘、辛、

很高，主要用于发麻疹，外治皮肤骚痒，民间用来

平，归心、肺、胃经，能散风、解表、透疹、凉血、

治疗癌症，据《哈医药》书记载，对于感冒、风湿

解毒。柽柳分布的特有现象明显，有许多种仅分布

性腰痛、牙痛、扭伤、创口坏死、脾脏疾病等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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酚[17]。还从 T. amplexicaulis Ehrenb.醇提物中分离得

该属植物因其独特的生物学构造，多数种具有

到了山柰酚-3-O-葡萄糖醛酸苷和槲皮素-3-O-葡萄

抗旱、耐盐碱、耐水湿、耐贫瘠的特性，是优良的

糖醛酸苷[17]。

盐碱地造林树种和固沙先锋树种，在我国荒漠和盐

1.2

[4]

三萜类

碱地植被中占有重要地位 。该属植物的主要化学

三萜类化合物存在于柽柳属植物干枝、叶中，

成分为黄酮、三萜、苯丙酸、有机酸、甾体、鞣质

主要有齐墩果烷型、乌苏烷型和羽扇豆烷型等。有

[5]

等多酚类成分以及香豆素、木脂素、脂肪烷烃等 。

文献报道，从多枝柽柳中分离得到 2 个三萜类化合

药理活性主要有保肝、抗氧化、抗炎、抗菌、DNA

物，分别为油桐酸和 3-羰基油桐酸[9]，从柽柳中分

损伤、抗肿瘤作用，还用于治疗咳喘、风寒感冒和

离鉴定了 12 个萜类化合物，分别为白桦脂醇、白桦

[6]

镇痛等症 ，因此具有很重要的应用及利用价值。

脂酸、羽扇豆醇、2,4-亚甲基环阿尔廷醇、杨梅二

对柽柳属植物化学成分和药理活性进行综述，以期

醇、异杨梅二醇、异油桐醇酸、异油桐醇酸 3-对羟

为其进一步研究与开发提供文献依据。

基肉桂酸酯、2α-羟基齐墩果酸、植醇、柽柳醇、柽

1

化学成分

柳酮[18-19]。刚毛柽柳和尼罗河柽柳中分离出 3 个新

《中华本草》
记载柽柳属植物的化学成分多以脂

的三萜化合物，分别为 3-β-醇基-D-弗瑞德齐墩果-

肪酸、醚类化合物为主。到目前为止，柽柳属植物

14-烯-28-酸甲酯 [20]、3-O-反式咖啡酰基异杨梅二

已分离鉴定的主要化学成分有黄酮类、三萜类、苯

醇 [21]、3α-(3'',4''-二羟基-反式-肉桂酸酯)-D-弗瑞德

丙酸类、甾体类、有机酸等，其中多酚类成分是近

齐墩果-14-烯-28-酸[11,14,20]。

年来天然产物研究的热点，具有很强的抗氧化、抗

1.3

苯丙酸类

[5-8]

从多枝柽柳和红花多枝柽柳中分离出苯丙酸类

黄酮类

化合物，分别为异阿魏酸[9]、阿魏醛[10]、2-羟基-4-

黄酮类化合物存在于柽柳属植物的花、叶、茎

甲氧基肉桂酸[13]、3-亚硫酸钾氧基阿魏酸[14]、3-亚

。

衰老活性
1.1

枝中，主要有黄酮苷、黄酮苷元以及硫酯化黄酮等。

硫酸钾氧基异阿魏酸[15]、3-亚硫酸钾氧基-4,4′-二甲

从多枝柽柳 T. ramosissima Ledeb.[9]、红花多枝柽柳

氧基鞣花酸[15]、异阿魏醛[20]、阿魏酸[22]等。

T. hohenackeri Bunge[10] 、 刚 毛 柽 柳 T. hispida

1.4

[11]

Willd.

[12-13]

、柽柳 T. chinensis Lour.

甾体类
从柽柳中分离得到 6 个甾体类化合物，分别为

的不同部位分

离并鉴定了鼠李柠檬素、鼠李素、山柰酚、香橙素、

β-谷甾醇、豆甾-4-烯-3,6-二酮、麦角甾-4,24(28)-二

(2α,3β)-二氢鼠李素、7,4′-二甲氧基山柰酚、3-甲氧

烯-3-酮、豆甾烷-3,6-二酮、豆甾-4-烯-3-酮、胆甾醇[12]。

基山柰酚、槲皮素、3′,4′-二甲基槲皮素、异鼠李素、

从柽柳干燥嫩枝叶和红花多枝柽柳中都分离出 β-谷

山柰酚-4-甲醚。柽柳醇提物中分离得到山柰酚-4′-

甾醇-β-D-葡萄糖苷[9,12,22]。

甲醚、山柰酚-7-甲醚、5-羟基-7,4′-二甲氧基黄酮[10]。

1.5

有机酸及其他

从尼罗河柽柳 T. nilotica (Ehrenb.) Bunge 叶子的正

柽柳属植物中分离出各类有机酸、酚酸及各种

丁醇提取物中分离出槲皮素 3-O-β-D-吡喃葡萄糖苷

挥发油等，从柽柳和尼罗河柽柳中分离出逆没食子

和柽柳素

[14]

酸 3,3′-二甲醚[9]、没食子酸甲酯-3-甲醚[13]、没食子

。

从 T. amplexicaulis Ehrenb. 和 T. tetragyna
Ehrenb.花的醇提物中分离得到 3 个新的硫酯化黄
酮，分别为 3-亚硫酸钾氧基-3′,4′-二甲氧基槲皮素[15]、
[16]

酸 [13]、鞣花酸、双脱氢没食子酸、三脱氢没食子
酸 [22]。
从 无 叶 柽 柳 T. aphylla (Linn.) Karst. 和 T.

和 3,5-二

tetragyna Ehrenb.中分到新化合物 2-O-没食子酸-

。并得到 6 个

(α/β)-4C1-吡喃葡萄糖 [16] 、3,4,8-三羟基苯并吡喃-

已知化合物，分别为 3,5-二亚硫酸钾氧基-7,4-二甲

6,9-二酮[23]和 2-氧-没食子酸-3-氧-(3,4,5,6,7-五对苯

氧基山柰酚，3,3,4-三亚硫酸钾氧基-7-甲氧基槲皮

基苯酚醚-8a-羧酸-1-羧基)-4,6-(S)-六羟基苯二酚-

3,3′,4′-三亚硫酸钾氧基-7-甲氧基槲皮素
亚硫酸钾氧基-7,4′-二甲氧基山柰酚

，

(α/β)-4C1-吡喃葡萄糖[24]，还从此植物中分离出新的

3-亚硫酸钾氧基-7,4′-二甲氧基山柰酚[17]，3-亚硫酸

酚酸类化合物 3,5 二羟基-4-(4′-羟基苯甲酰氧基)-苯

素

[15]

[17]

，3-亚硫酸钾氧基-7,4′-二甲氧基槲皮素

钾氧基槲皮素

[15,17]

[15-17]

，3-亚硫酸钾氧基-4′-甲氧基山柰

甲酸、3,3′二甲氧基-4,4′双亚甲基氧-Z,Z-肉桂酸[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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柽柳干燥嫩枝叶醇提物中分离得到脂肪族成分硬脂

7,4′-二甲氧基黄酮具有很好的抗氧化活性，IC50 为

酸、正三十一烷、12-正三十一烷醇、三十二烷醇乙

14.645 μg/mL。Ksouri 等[35]研究红花多枝柽柳叶和

酸酯、柽柳酚[11]。T. hampeana L.中还分离出新脂肪

花提取物的抗氧化活性，结果表明花比叶抗氧化活

[25]

醇类化合物 laserine
Saidana 等

。

性高，且花提取物中酚类成分的总酚量最高（135.35

[26]

对 T. boveana Bunge 地上部分、花、

mg/g），抗氧化和抗菌活性与多酚成分相关。Nawwar

树叶、茎不同部位挥发油的化学成分进行分离并鉴

等[36]研究无叶柽柳花提取物，其主要成分异阿魏酸

定了 62 个化合物。吉力等[27]从柽柳的干枝叶中分

和阿魏酸可作为抗氧化剂和细胞活性刺激剂。

析了挥发油的化学成分，鉴定了 63 个化合物，占挥

2.3

抑菌和抗炎

从柽柳花的乙醇提

Sultanova 等[11]研究发现，刚毛柽柳中分离的化

取物中，用 GC-MS 法对化学成分进行分离并鉴定

合物鼠李柠檬素和异鼠李素具有明显的抑菌作用，

了 48 种化合物，所鉴定化合物的量占提取物的

并能抑制脯氨酰寡肽酶。姜岩青等[18]研究了柽柳醇

发油总量的 81.76%。白红进等

[28]

[29]

采用 GC-MS 方法从柽柳属植物

提物中的柽柳酮，发现柽柳酮对耐药金黄色葡萄球

挥发油中分析鉴定了 26 种成分，占挥发油总量的

菌 具 有 较 强 的 抑 制 作 用 。 Saidana 等 [26] 研 究 T.

91.0%，采用 ICP-MS 法测定了无机元素成分，共检

boveana Bunge 中提取的挥发油成分对除绿脓杆菌

87.23%。王斌等

[30]

出 27 个元素。吴彩霞等

从柽柳花的挥发油中分

外的其他菌株测试都有抗菌活性。常星等[34]研究了

离鉴定了 36 个化合物。

多枝柽柳对金黄色葡萄球菌（SA）、β-内酰胺酶阳

2

性的金黄色葡萄球菌（ESBLs-SA）和耐甲氧西林的

2.1

药理活性
保肝

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3 种不同菌株的抗菌活
[31]

研究 T. amplexicaulis Ehrenb.种子的

性，结果表明不同萃取层对 SA 和 ESBLs-SA 有抑

醇提物对四氯化碳（CCl4）、乙酰氨基酚和 D-半乳

菌作用，其中石油醚层的抑菌活性最好，对 SA、

糖诱发的大鼠急性肝炎的作用，结果显示，血清谷

ESBLs-SA 和 MRSA 均有抑制作用。

Assiri 等

丙转氨酶（ALT）和谷胱甘肽的活性提高，相反血

Barakat 等[23]研究发现无叶柽柳中的酚酸类成

清谷草转氨酶（AST）下降，肝脂质过氧化，表明

分具有抗炎作用。陈发奎等[37]研究发现柽柳中 3′,4′-

醇提物对 CCl4 或乙酰氨基酚引起的肝损害具有护

二甲基槲皮素具有很好的抗炎活性。

肝作用，并表现出剂量相关性。

2.4

[32]

DNA 损伤活性

研究红花多枝柽柳对硫代乙酰胺

Sultanova 等[38]研究发现多枝柽柳丁醇萃取物分

（TAA）诱发大鼠的肝内氧化应激反应的作用，结果

离得到的柽柳素具有 DNA 损伤活性，以酵母菌酿酒

表明红花多枝柽柳是一种有效的化学预防剂，能够

酵母为供试菌株，柽柳素对 DNA 修复特定缺陷突变

抑制 TAA 诱导大鼠的肝内氧化应激反应和肝毒性。

型酵母菌株酿酒酵母有毒性作用，其 IC50 为 50

Sehrawat 等

[33]

Abouzid 等

研究表明，尼罗河柽柳花的醇提

物能显著降低糖尿病大鼠组织中的谷胱甘肽水平，

μg/mL，但对野生型酵母菌株却无明显的抑制作用。
2.5

抗肿瘤作用
王斌等[12]研究发现柽柳醇提物在 50 μg/L 质量

同时能改善 CCl4 对肝脏的不利影响并使大鼠生化
指标恢复正常。

浓度下，一些甾体化合物和三萜类化合物显示出对

2.2

人肺癌细胞 A-549 有意义的细胞毒活性，并对不同

抗氧化
[14]

研究尼罗河柽柳叶的醇提物分离

的细胞株存在一定的选择性。王斌等[18]分离的三萜

的 3 个化合物山柰酚-4-甲基乙醚、柽柳素和 3α-

化合物植醇对人肝癌细胞株 BEL-7402 显示出有意

(3'',4''-二羟基-反式-肉桂酸酯)-D-弗瑞德齐墩果-14-

义的细胞毒活性。Sehrawat 等[39]研究发现，红花多

烯-28-酸，在体外抗氧化实验中对 DPPH 自由基、

枝柽柳甲醇萃取物对二乙基亚硝胺（DEN）和 2-乙

超氧阴离子和铁离子螯合剂都有清除活性，且 IC50

酰氨基芴（2-AAF）诱导的雄性大鼠肝脏癌变具有

值分别是 35.2、37.0、21.2 μmol/L。

抑制作用。Parmar 等[40]研究发现从柽柳属植物分得

Abouzid 等

常星等 [34] 对多枝柽柳嫩枝叶不同萃取层进行
抗氧化活性追踪，结果显示柽柳的许多提取物都具
有稳定的 DPPH 自由基清除能力，并且 3,5-二羟基-

的化合物 gardening B 具有抗病毒活性和抗侵袭能力。
2.6

抑制 α-葡萄糖苷酶
常星等[34]研究表明，多枝柽柳嫩枝叶不同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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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氧基黄酮能很好地抑制 α-葡萄糖苷酶活性，其
IC50 为 22.83 μg/mL。
常星等[41]研究发现 2 种柽柳属植物的 6 种提取
物对 α-葡萄糖苷酶的抑制效果均较好，其中正丁醇
和醋酸乙酯提取物抑制活性最高，其 IC50 分别为
13.36、17.35 μg/mL，且多枝柽柳的抑制活性比柽柳
的好。
2.7

[9]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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