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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萆薢的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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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绵萆薢 Dioscoreae spongiosae 作为一种常用中药，其含有甾体、二芳基庚烷、木脂素类、有机酸及酯等多种化学成

分，临床上主要治疗慢性前列腺炎、乳糜尿、风湿及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及骨质疏松等症状。药理研究表明绵萆薢及
其有效成分具有抗肿瘤、抗骨质疏松、抗真菌、抗心肌缺血、降尿酸、调血脂、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等作用。为进一步进行开
发与利用该植物资源，为新药开发提供先导化合物，对绵萆薢的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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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chemical constituents and pharmacology activities of
Dioscoreae Spongiosae Rhiz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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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Dioscoreae Spongiosae Rhizoma is mainly used for treating
chronic prostatitis, chyluria, rheumatism and rheumatoid arthritis, osteoarthritis, osteoporosis, and etc. It is with complex chemical
compositions, containing sterides, diaryhlheptanoids, lignans, organic acids, and esters, which have many kinds of effects including
antitumor, antiosteoporosis, antimicrobial, antimyocardial ischemia, reducing uric acid, braidingblood fat, prophylaxis atherosclerosis,
and etc. To provide 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he resources for the further research, and find lead compounds for its development,
we will review the the study progressof its chemical constituents and pharmacology effects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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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绵萆薢 为薯蓣科植 物绵萆薢 Dioscorea

状。寇俊梓等[2]对《丹溪心法》中的加味萆薢分清

spongiosa J. Q. Xi, M. Mizuno et W. L. Zhao 或福州

饮（由萆薢与丹参、车前子、益智仁、石菖蒲、乌

薯蓣 Dioscorea futschauensis Uline et R. Kunth 的干

药、加土茯苓、白术、莲子心一起组方）进行研究，

燥根茎，分布在我国浙江、江西、福建、湖南、湖

发现用于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及痛风性关节炎具有显

北、广东及广西等地，具有利湿去浊、祛风除痹的

著的疗效。

功效，用于治疗膏淋、白浊、白带过多、风湿痹痛、
[1]

目前，国内外对绵萆薢化学成分、药理作用的

关节不利、腰膝疼痛等症 。绵萆薢常与其他中药

研究较少，其化学成分主要有甾体皂苷、二芳基庚

配伍，在临床上用于治疗慢性前列腺炎、乳糜尿、

烷、木脂素类等；药理作用主要包括抗肿瘤、抗骨

风湿及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及骨质疏松等症

质疏松、降尿酸、降血脂、抗真菌、抗心肌缺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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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等[3]。鉴于近年来慢性前列腺炎

原新纤细皂苷（25）[11]、甲基原纤细皂苷（26）[11]、

的发病呈上升趋势，而临床上用于治疗该病的药品

甲基原新纤细皂苷（27）[11]、26-O-β-D-吡喃葡萄糖基

有限，为了寻找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及痛风性关节炎

-3β,26-二羟基-25(R)-呋甾-5,20(22)-烯基-3-O-α-L-吡喃

的单体化合物，进而为新药开发提供先导化合物，

鼠李糖基(1→2)-β-D-吡喃葡萄糖（28）[11]、伪原薯

同时也能更好地利用该植物资源，就绵萆薢的化学

蓣皂苷（29）[11]、伪原纤细皂苷（30）[9]、dioscoresides

成分及药理的作用就进展研究进行综述。

C 和 E（31、32）[11]。

1

1.1.3

化学成分
绵萆薢所含的化学成分有甾体类、二芳基庚烷

孕甾烷

从绵萆薢中分离的孕甾烷主要有
[8]

dumoside（33） 、绵萆薢孕甾醇苷 A（34）[8]、绵萆

类、木脂素类、有机酸及酯类等，此外还含有多糖、

薢孕甾醇苷 B（35）[8]、粉背薯蓣 F（36）[8]、20-

黏液质及鞣质等。

酮 -5,16- 二 烯 -21- 甲 氧 基 -3β-O-α-L- 吡 喃 鼠 李 糖 基

1.1

甾体类

-(1→2)-O-[α-L-吡喃鼠李糖基-(1→4)]-β-D-吡喃葡萄

甾体类作为绵萆薢中最主要的化学成分之一，

糖苷（37）[12]、孕甾二烯酮 3-O-β-马铃薯三糖苷（38）[8]、

近些年来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其含有的

绵萆薢孕甾醇苷 C（39）[8]、绵萆薢孕甾醇苷 D（40）[8]、

甾体类主要有甾体皂苷（异螺甾烷醇型及呋甾烷醇

20- 酮 -5- 烯 -16- 甲 氧 基 -3β-O-α-L- 吡 喃 鼠 李 糖 基

型）、C21 甾体（孕甾烷）和植物甾醇。

-(1→2)-O-[α-L-吡喃鼠李 糖基-(1→4)]-β-D-吡喃葡

1.1.1

萄糖苷（41）[12]、粉背薯蓣 G（42）[9]。

异螺甾烷醇型

从绵萆薢中分离报道的异

螺甾烷醇型类甾体主要有薯蓣皂苷元（1）[4]、约莫

1.1.4

皂苷元（2）[5]、薯蓣皂苷元-3-O-β-D-吡喃葡萄糖苷

绵萆薢苷 A 和 B（45、46）[8]、β-谷甾醇（47）[4]、

（3）[3]、薯蓣皂苷次级皂苷 A（4）[6]、薯蓣皂苷次

dioseptemloside （
I 48）、胡萝卜苷（49）、豆甾醇（50）
、

[3]

[7]

级 皂 苷 B （ 5 ） 、 dioseptemloside C （ 6 ） 、
[7]

植物甾醇 dioseptemlosides B 和 A（43、44）[7]、

豆甾醇-3-O-β-D-葡萄糖苷（51）、dioseptemloside J

[7]

dioseptemloside D（7） 、dioseptemloside F（8） 、 （52）[13]等植物甾醇也是绵萆薢的主要成分之一，
dioseptemloside H（9）[7]、纤细皂苷（10）[6]、薯

部分化合物结构见图 2。

[6]

蓣皂苷（11） 、异纳尔索皂苷元-3-O-α-L-吡喃鼠
李糖-（1→2）-O-[α-L-吡喃鼠李糖-（1→4）]-β-D吡喃葡萄糖（12）[8]、dioseptemlosides E 和 G（13、
14）[7]、dioscoreside F（15）[9]、鲁可斯皂苷元（16）[4]、
Δ3,5-去氧替告皂苷元（17）[5]、Δ3, 5-去氧新替告皂
苷元（18）[5]。部分化合物结构见图 1、表 1。
1.1.2

呋甾烷醇型

绵萆薢中的该类甾体皂苷主

要有 glycoside D（19）

[10]

[11]

、原薯蓣皂苷（20）

、

[11]

原新薯蓣皂苷（21）

、甲基原薯蓣皂苷（22） 、

表 1

6
7
8
9
13
14

化合物名称

Spongiosae Rhizoma

[11]

甲基原新薯蓣皂苷（23） 、原纤细皂苷（24）

Table 1

绵萆薢中的异螺甾烷醇型化合物母核

Fig. 1 New allotri-spirostane compounds from Dioscbreae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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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萆薢中新的植物甾醇类化合物结构

Fig. 2 New phytosterols compounds from Dioscoreae Spongiosae Rhizoma

1.2

辛烯-3-醇-O-α-L-吡喃阿拉伯糖基-(1→6)-β-D-吡喃

其他类型化合物
此外，从绵萆薢中还分离了二芳基庚烷类化合物

绵萆薢素 A（53）[13]、绵萆薢素 B（54）[13]、绵萆薢
素 C（55）

[13]

葡萄糖苷（72）[8]等。
2

，木脂素类化合物(+)-丁香树脂醇

[13]

[13]

[13]

药理作用
绵萆薢具有多种药理作用，包括抗肿瘤、抗骨

（56） 、芝麻素酮（57） 、胡椒醇（58） ，其他

质疏松、降尿酸、降血脂、抗真菌、抗心肌缺血及

类 型 化 合 物 3- 苯 基 -6,8- 二 羟 基 二 氢 异 香 豆 素

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等。其中，降尿酸、降血脂是近

[14]

[4]

（59） 、十二酸甲酯（60） 、3,7-二甲基-6-辛烯- 1[4]

[4]

甲酸酯（61） 、棕榈酸（62） 、(12Z,15Z)-9,10,11[13]

几年国内外研究的热点。
2.1

抗骨质疏松

三羟基-12,15-十八碳二烯酸（63） 、(12Z)-9,10,11-

Yin 等[16]对 30 种生药的甲醇、水提取物（浓度

三羟基-十八碳二烯酸（64） [13] 及 dioscorone A

分别为 2 000、200、20 mg/L）进行体外促成骨样细

[15]

（65）

[4]

、1-辛炔-4-醇（66） 、4,8-二甲基-1,7-壬二烯

[4]

[4]

（67） 、5-异丙基-2,8-二甲基环癸酮（68） 、6,7[4]

二羟基-2-甲氧基-1,4-菲二酮（69） 、N,N′-二硝基-1,2[4]

[8]

环己二胺（70） 、无刺枣催吐醇苷 I（71） 和(R)-1-

胞增殖活性筛选，与阳性对照组 NaF 相比，发现绵
萆薢水提物质量浓度为 200 mg/L 时，促增殖活性
（66.9%）最强，并可以抑制破骨细胞的形成。在研
究从该提取物中分离得到的各单体化合物对甲状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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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时，将 90 只雄性 SD 大鼠随机取 15 只为正

收亢进器官培养法，取用 Ca 同位素标记的乳鼠颅

常组，其余以腺嘌呤 100 mg/kg＋乙胺丁醇 250

骨加入 PTH 体外培养。观察 PTH 诱导体外培养的

mg/kg ig 造模，1 次/d，连续 6 周。于造模第 14 天

骨组织中

45

Ca 大量释放从而使之发生骨吸收亢进

大鼠眼眶取血，测定血清尿酸水平。按照血清尿酸

的过程。结果发现二芳基庚烷、木脂素及甾体皂苷

值将大鼠随机均分为模型组、TSD 高（300 mg/kg）
、

类均具有很强的抑制骨吸收活性（P＜0.01）；研究

中（90 mg/kg）、低（30 mg/kg）剂量组、苯溴马隆

还表明前两类化合物抑制破骨细胞形成的作用也很

组（10 mg·kg−1）。ig 给药，1 次/d，连续 4 周，结

明显[17-19]。

果发现 TSD 高、中、低剂量组大鼠血尿酸水平显著
[20-21]

将雌性未孕大鼠随机分为假手术

邢国胜等

−4

低于模型组（P＜0.01）。表明 TSD 可显著降低腺嘌

组、去卵巢组、己烯雌酚（4.3×10 g/(kg·d)）组和

呤与乙胺丁醇所致高尿酸血症大鼠的血清尿酸水

绵萆薢高、中、低剂量（4、2、1 g/(kg·d)）组，每

平；其作用机制可能与 TSD 下调尿酸盐阴离子转运

组 5 只。连续给药 12 周后，取血、尿标本测定及观

体 1 高表达、上调负责尿酸分泌的有机阴离子转运

察骨密度、骨生物力学、骨代谢生化指标、子宫指

体（OAT1、OAT3）低表达导致尿酸排泄增加或抑

数等多方面的。结果发现绵萆薢高、中、低各剂量

制黄嘌呤氧化酶活性有关。

组的子宫指数均明显高于模型组（P＜0.01）；其血

2.3

抗肿瘤
李雪征等 [24] 采用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规定的

清骨钙素（BGP）、碱性磷酸酶（ALP）、尿脱氧吡
啶啉/肌酐（DPD/Cr）、钙/肌酐（Ca/Cr）含量均低

方法进行体外细胞毒性实验，将 L1210 小鼠白血病

于模型组；骨密度明显高于模型对照组（P＜0.01，

细胞加入到 Fischer 培养液中在 37 ℃下传代培养，

0.05）；去势大鼠最大载荷、挠度、最大应变率分别

取指数生长期的细胞制成细胞混悬液。实验组加入

为（125.78±15.48）N，
（1.87±0.22）mm，（9.34±

不同浓度的待测样品，对照组为等量的生理盐水，

1.10）%，均显著低于假手术组，绵萆薢各剂量组

然后在同等温度的 CO2 培养箱中培养 48 h 后计细胞

均可不同程度地提高其最大载荷、最大应力（P＜

数。结果表明绵萆薢 95%乙醇总提取物、石油醚及

0.05，0.01）
。表明绵萆薢水煎煮液在一定程度上增

醋酸乙酯萃取部分具有较强的细胞毒性，其半数有

加了去卵巢大鼠股骨的骨小梁体积，
降低了骨转换，

效量分别为 47.50、18.50、26.70 μg/mL。
王三龙等[25]以 10 μmol/L 的薯蓣皂苷次级皂苷

从而使去卵巢大鼠骨质疏松得到改善。
2.2

B 甲醇溶液为实验组，以等体积的无水甲醇为对照

降尿酸
[22]

等将切除右侧肾脏的大鼠随机分为 6

组，体外诱导 K562 细胞 6、12、24 h，发现亚 G1

组：手术组（蒸馏水）、模型对照组（氧嗪酸钾 750

峰的细胞凋亡率分别为 6.12%、35.6%、45.7%，表

mg/kg）、别嘌呤醇组（氧嗪酸钾 750 mg/kg＋别嘌

明其通过诱导 K562 细胞凋亡来抑制细胞增殖，且

呤醇 50 mg/kg）、萆薢低剂量组（氧嗪酸钾 750

可抑制多种人肿瘤细胞的增殖。

mg/kg＋萆薢 1 g/kg）、萆薢中剂量组（氧嗪酸钾 750

2.4

苏筠霞

抗真菌

mg/kg＋萆薢 2 g/kg）和萆薢高剂量（氧嗪酸钾 750

刘宏伟等 [26] 在研究福州薯蓣活性成分抗稻瘟

mg/kg·＋萆薢 4 g/kg）组，ig 给药 2 次/d。在药物干

霉的过程中，发现甾体皂苷类化合物具有很强的抗

预后第 0、14、28、56 天，每组随机取 3 只大鼠采

真菌活性。湿疹皮损表面常见致病菌为糠皮马拉色

集血样，分析血中尿酸、尿素氮和肌酐水平。发现

菌、金黄色葡萄球菌，从对抗这两种真菌的物质中

萆薢水提物干预的各组大鼠肾功能恶化速度较模型

可望开发出治疗湿疹的新药。毛娟娟等[27]采用牛津

对照组慢，肿瘤坏死因子-α、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

杯法将 l、0.5、0.250 g/mL 的绵萆薢水提物及无菌

（MCP-1）、细胞间黏附因子-1 在肾组织的基因表达

蒸馏水分别加入到牛津杯中，另外用药基琼脂稀释

水平均低于模型对照组；且高、中剂量组较低剂量

法将药液分别稀释成 0.2、0.16、0.12、0.08、0.04 g/mL

组作用更加明显（P＜0.05），同时，外周血单个核

5 个浓度，设阳性对照组（含菌液）和阴性对照组，

细胞产生的 MCP-1 也有所降低。

以菌种分组，每组 7 个试管。接种后，分别将金黄

朱立然

[23]

在研究萆薢总皂苷（TSD）对大鼠高

尿酸血症的防治作用及对肾小管尿酸转运蛋白表达

色葡萄球菌组、白色念珠菌组、糠秕马拉色菌组置
37、37、32 ℃恒温箱中孵育 1～2、1～2、5～7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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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牛津杯法所测得 l、0.5、0.250 g/mL 的绵萆薢

庚烷、木脂素、有机酸及酯类等。但是，根据中药

水提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菌直径分别为 11.2、

化学成分的复杂多样性，笔者认为其化学成分仍有

10.5、9.8 mm，糠秕马拉色菌的抑菌直径分别为

待于更进一步的探索与研究，基于目前的临床应用

10.5、9.9、9.2 mm，白色念珠菌的抑菌直径分别为

首先要找到抗前列腺炎症的活性成分，其次应该加

9.0、8.0、8.0 mm；应用药基琼脂稀释法发现药液

强抗肿瘤活性化合物的提取分离。

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糠批马拉色菌的最小抑菌浓度

在药理作用方面的研究，已有的文献已经涉及

为 0.08、0.2 g/mL，而对白色念珠菌无明显抑菌作

到抗肿瘤、抗骨质疏松、降尿酸、降血脂、抗真菌、

用。从而认为绵萆薢水提取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

抗心肌缺血及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等。其中，抗骨质

糠批马拉色菌有较强的抑制作用。

疏松作用的研究已比较完善，其所含的二芳基庚烷、

2.5

木脂素、甾体皂苷均表现出较强的抗骨质疏松活性。

调血脂
[28]

将 70 只高脂模型的成年 Wistar 大

但在其他药理作用的研究过程中主要侧重于该提取

鼠随机分为 7 组：高脂饲料模型组、氯仿组（0.442

物的某个部位对该作用的影响，罕见某一特定化合

g/kg）
、石油醚组（0.134 g/kg）
、醋酸乙酯组（0.122

物对其作用的影响；近几年分离出的新的化合物均

g/Kg）、正丁醇组（0.882 g/kg）、醇提物组（2.000

未见显著的抗肿瘤活性；绵萆薢应用于渗水利湿药

g/kg）
、辛伐他汀组（纤维素钠 CMCC-Na）。各提取

中具有显著的疗效，可在降尿酸、降血脂等药理作

部位用 CMCC-Na 溶解，给药 3 周后测定血脂指标，

用及其作用机制方面进行深入探索。

郝丽萍等

发现氯仿组与模型组相比，高脂血症模型大鼠的血

因此，若进一步对于绵萆薢不同方面药理活性

清总胆固醇、三酰甘油、低密度脂蛋白、三酰甘油/

进行研究，加强与单一化学成分相配合的药理活性

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比值、

筛选，对其临床应用会有进一步的指导意义，还可

动 脉 粥 样 硬 化 指 数 分 别 降 低 28.1% 、 38.55% 、

为新药的研究与开发奠定基础。

20.00%、62.44%、51.58%，血清高密度脂蛋白水平
升高 7.69%（P＜0.01）
，表明绵萆薢有明显的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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