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花菜化学成分与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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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石花菜(Gelidium amansii), 石花菜科石花菜属植物, 是一种广泛分布于我国沿海的可食用红藻,
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 是琼脂的主要来源, 石花菜还有滋阴降火、清热解毒、化瘀散结等功效。目前, 国
内外研究表明石花菜具有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菌、抗炎等多方面药理作用, 化学成分研究还
不深入。本文从石花菜的化学成分、药理作用与市场应用等方面进行了归纳总结, 以期为石花菜的进
一步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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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花菜(Gelidium amansii), 别名鸡脚菜、海冻

cum)[1]。石花菜是生长于暖温带海域的红藻, 为多年

菜、红丝、凤尾等, 属红藻门、真红藻纲、石花菜目、

生的种, 主要分布于我国黄海、渤海、东海以及朝鲜、

石花菜科、石花菜属。石花菜属约有 40 多种, 我国

韩国、日本等的海域。在我国分布于辽宁、山东、

石花菜属植物的种类主要有 5 种, 除石花菜外, 还有

江苏、浙江、福建、台湾等沿海地区(见表 1), 生于

细毛石花菜(G. crinale)、小石花菜(G. divaricatum)、

低潮带的石沼或水深 6~10 m 的海底石上, 水流急且

大 石 花 菜 (G. pacificum) 、 中 肋 石 花 菜 (G. japoni-

清地带生长良好 [2]。

表 1 石花菜属主要藻类在我国的分布情况
Tab. 1 Distribution of major algae of Gelidium amansii in China
石花菜属的种类

主要分布 [3]

大体形态 [4]

石花菜

东海, 中国台湾沿海

藻体具直立轴, 主枝披针形, 多分枝, 软骨质, 丛生

中肋石花菜

浙江, 福建, 中国台湾沿海 藻体具有中肋, 直立轴扁压, 达 4 mm 宽

小石花菜

中国沿海

大石花菜

中国台湾沿海

细毛石花菜

中国沿海

藻体直立枝圆柱形或稍扁压, 分枝轴近于直角, 分枝有短的对生到互生的
最末小枝
藻体暗紫红色, 软骨质, 高 12~18 cm, 长 10~30 cm, 对生或互生, 呈复羽
状小枝
藻体线形, 圆柱状或稍扁压, 2~4 cm 高, 200~400 μm 宽, 分枝具有疏松的
3~4 列最末小枝

石花菜的藻体直立或匍匐, 软骨质, 丛生, 一般

缓下驱蛔等功效 [7], 人们常用石花菜治疗矽肺、体癣、

高 10~20 cm, 有的可达 30 cm, 主枝呈圆柱形至扁平
状, 两侧羽状分枝, 分枝上再生小枝, 分枝末端急尖,
基部具假根状的固着器, 假根无色，藻体形态见图 1。
藻体常为紫红色, 随环境不同可呈深红色、酱紫色,
在阳光充足海域呈淡黄色 [1,

5-6]

。石花菜是海中鱼类

的食物, 也是人们制作凉菜及凉粉的主要原料, 含
有大量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粗纤维及多种微量元
素, 有滋阴降火、润肺化痰、清热解毒、化瘀散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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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肿大、肛门肿痛等疾病 [8]。目前, 国内外对于

壁中主要单糖。石花菜琼脂和纤维中碳水化合物含量

石花菜的研究多侧重于其有机提取物部分药理作用

分别为 91.5%和 93.2%。石花菜中的琼脂为半乳聚糖,

的研究, 对其化学成分的研究还不深入。为进一步探

由重复交替的 1, 3-D-半乳糖和 1, 4-连接-3, 6-脱水 L-

讨石花菜的药用价值, 为此红藻的开发利用提供参

半乳糖残基的琼脂二糖单元组成。琼脂酸水解后, 释

考依据, 本文将对于目前石花菜的化学成分、药理作

放 D-半乳糖(Gal)和 3, 6-脱水半乳糖(AG)[13]。
石花菜的水提取物以水溶性难消化性多糖为主,

用与市场应用等方面的研究进行综述。

经单糖组成分析知石花菜中的单糖主要是 86.0%的
半乳糖, 其次含少量岩藻糖(8.3%)、甘露糖(1.5%)、
葡萄糖醛酸(2.0%)和木糖(1.1%), 而鼠李糖和葡萄糖
的含量相对较低(<1%)[14-15]。

1.2

多酚类
研究提示石花菜醇提物含有 1 810 μg/mL 的多

酚类物质 [16]。还含有 0.172%的藻红蛋白, 0.253%的
藻青蛋白 [17]以及叶绿素 a、叶绿素 b 等光合色素 [7],
还可能含有类胡萝卜素类物质如 β-胡萝卜素、叶黄
素和玉米黄素 [16], 但并未说明其具体分离纯化方式。
[7]

Fig. 1

图 1 石花菜藻体形态
Algae morphology of Gelidium amansii[7]

1.3

黄酮类
石花菜除富含植物纤维、琼脂、多糖等天然生

化学成分研究现状

物活性成分之外, 研究人员发现石花菜的醇提物中

海洋藻类具有吸收营养、进行光合作用和制造营

关 [16] , 如天然色素花青素[17]。Yang 等人[18]发现干石

养物质的功能。海洋天然产物蕴含各类不同化学结构

花菜中含有 4.52 mg/g 芦丁(结构式见图 2)和 1.65 mg/g

的活性物质, 包含多糖、氨基酸、蛋白质、无机盐、

橙皮苷(结构式见图 3), 具有降血脂和降血糖的作

皂苷类、甾醇类、生物碱类、萜类、大环内酯类、核

用, 但未表明其具体分离方式。

1

含有 1 550 μg/mL 的黄酮类物质, 可能与抗肥胖有

苷类等成分, 可用于治疗癌症、心脑血管疾病、肥胖
[9-10]

Kim 等人[19]从石花菜醇提物中分离出一种叶绿素

。海藻中的生物活性物质大

分解产物脱镁叶绿酸 A (Pheophorbide A, PhA), 化学式

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分子量较小, 主要包括脂类化合

为 C35H36N4O5, 结构式见图 4。有报道称 PhA 具有抗氧

物、酚类化合物、萜类化合物、含氮类化合物、微量

化[20]、抗肿瘤[21]、保肝、降血糖[19]的生理作用。

症、病毒感染等病症

元素和天然维生素等; 另一类是分子量较大难以被消
化吸收的海藻细胞间黏性多糖[11]。在孙杰等人[12]的研
究中, 对石花菜各相提取物进行了系统的化学成分定
性检测, 结果表明石花菜中可能含有鞣质、生物碱、
糖类、甾体皂甙、黄酮及其甙类、内酯、香豆素及其
甙及挥发油等物质, 但并未对各类中的具体化学成分
进行分析。本文归纳了现有报道的石花菜及其提取物
中含有的部分化学成分及含量。

1.1

多糖类
石花菜具有丰富的营养成分, 主要由纤维多糖

复合物和琼脂组成。研究表明石花菜中含有 75.2%的
碳水化合物, 16.6%的葡萄糖, 25.6%的半乳糖以及
33%的脱水半乳糖。其中 3, 6-脱水半乳糖(AG)为细胞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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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芦丁结构式
Fig. 2 Structure of rutin

1.4

其他成分
除以上成分之外, 石花菜还含有丰富的营养成

分如粗蛋白、粗脂肪、粗纤维、氨基酸、灰分、脂
肪酸 [22-23]。石花菜中总氮含量 2.91%, 总氨基酸高达
10%[24], 石花菜游离氨基酸含量为 6.84 mg/g, 主要
有甘氨酸、丝氨酸、蛋氨酸、谷氨酸、天冬氨酸、
丙氨酸, 以甘氨酸为主(54.93%), 天冬氨酸和丙氨酸
含量也较高, 分别为 14.85%、11.93%[25]。
石花菜还含有 N, N-二甲基牛磺酸、维生素、无
机盐和多种微量元素 [26], 其中含丰富维生素如维生
素 B、维生素 C、维生素 K、维生素 E、维生素 D 以
及维生素 A, 其中 B 族维生素含量较多, 如硫胺素、

图 3 橙皮苷结构式
Fig. 3 Structure of hesperidin

核黄素、尼克酸 [8, 23]。还有多种微量元素如钙、铁、
锌、硒、镁、钠等 [8, 27]。
本文归纳了一些研究中对于石花菜化学成分的
研究情况, 如表 2 所示。由此可见现今国内外对石花
菜的化学成分研究还较为粗略, 对活性单体的报道
还相对较少, 有待学者们的进一步系统研究。

2

药理作用研究现状
目前, 国内外学者主要对石花菜的降血脂、降血

糖、抗肿瘤、抗凝血、抗炎及抗氧化等药理作用进
行了研究。其中以降血糖、降血脂及抗氧化的研究
最为广泛。

2.1

图 4 脱镁叶绿酸 A 的结构式 [19]
Fig. 4 Structure of pheophorbide A[19]

降血脂作用
肥胖症是由遗传、环境等多种因素引起的一种

表 2 石花菜部分化学成分
Tab. 2 Different chemical compositions of Gelidium amansii
含量

成分
碳水化合物
总糖

石花菜原藻
71.63%
47.67%

[26]

[22]

, 75.2%

石花菜醇提物
[13]

, 49.47%

40.76%

[23]

石花菜水提物

[27]

24.8%[17, 27]

33%[13]

脱水半乳糖
半乳糖

25.6%[13]

葡萄糖

[13]

16.6%

86.0%[14]
<1%[14]

岩藻糖

8.3%[14]

葡萄糖醛酸

2.0%[14]

甘露糖

1.5%[14]

木糖

1.1%[14]
<1%[14]

鼠李糖
粗纤维

9.67%

[22]

[18]

, 10.8%

[23]

, 11.15%

粗蛋白

17%

, 11.6%[26]

19.5%[17], 19.55%[27]

粗脂肪

0.7%[18], 0.26%[22], 0.14%[26]

10.76%[17], 10.73%[27]

, 8.85%

[22]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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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含量

成分

石花菜原藻

脂肪酸

0.5%

总氨基酸

10%[24]

灰分

[18]

4.7%

, 5.48%[26]

7.1%[18]

水分
多酚类

1 810 μg/mL

0.172%[17]

藻青蛋白

0.253%[17]
1 550 μg/mL[16]

25.8%[17], 25.07%[27]
1.74%[27]

15.5%±1.6%[17]

[18]

芦丁

4.52 mg/g

橙皮苷

1.65 mg/g[18]

脱镁叶绿酸 A

石花菜水提物

1.386%[27]
[16]

藻红蛋白
黄酮类

石花菜醇提物

[23]

—

注: “—”表示文献中未表明具体含量

常见的慢性代谢疾病, 表现为体内储存的脂肪过度

面发现石花菜 70%醇提物在 100 mg/mL 浓度下降低

蓄积和体重超重, 我国居民超重和肥胖情况均呈明

了脂肪生成标志物 PPAPγ、C/EBPα 和 SREBP-1 的表

显的上升趋势, 且肥胖症会增加心脏负担, 影响其

达水平。

他脏器的正常功能, 如今肥胖症已经成为全球性的

长期食用石花菜饲料可减少长期服用高糖饮食
大鼠腹膜后脂肪重量。石花菜的摄入减少了肝脏脂

大型慢性疾病。
研究表明, 石花菜热水提取物可通过磷酸化腺

质的积累, 减低血浆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

苷酸活化蛋白激酶(AMPK), 上调过氧化物酶体增殖

血浆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TC/HDL-C)比

物激活受体 α(PPARα)和解偶联蛋白-2(UCP-2)对高

值, 增加脂质和胆汁酸的排泄以达到减脂的作用。还

脂饲料诱导的肥胖仓鼠的肝脏脂质代谢产生下调作

可以减轻高脂饮食引发的大鼠肝脏脂质生物合成酶

用, 减轻食源性肥胖仓鼠的体重, 下调仓鼠体内瘦

(葡萄糖-6-磷酸酯脱氢酶、乙酰辅酶 A 羧化酶和脂肪

素 浓 度 、 肿 瘤 坏 死 因 子 -α(TNF-α) 和 白 细 胞 介 素

酸合成酶)的增加 [30]。

-6(IL-6)水平, 血浆和肝脏甘油三酯和总胆固醇水平
也降低, 同时提高了脂肪组织脂解率 [14]。
[16]

Kim 等人 [17]发现石花菜醇提物中含有黄酮和酚
类物质, 此类物质可能是抗肥胖作用的活性成分。其

通过 Western Blotting 检测脂质代谢

增 加 脂 肪 细 胞 中 的 脂 肪 分 解 生 物 标 志 物 HSL 和

相关酶和蛋白的表达水平, 发现石花菜醇提物作用

ATGL 酶的蛋白表达, 同时提出石花菜醇提物抗肥

的瘦素基因纯合突变小鼠(ob/ob)过氧化物酶体增殖

胖的作用机制, 通过激活 MAPK 信号通路促进脂肪

物激活受体 γ 和 CCATT/增强子结合蛋白 α 水平显著

细胞的脂溶活性。

Park 等人

降低, 并通过调节脂质代谢因子的表达水平调节血

我们知道石花菜中有大量琼脂成分, 但目前还

脂, 增加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 从而降低小鼠

不清楚石花菜提取物(GAE)的生物活性是否与琼脂

的体重。此研究结果和 Kang 等人 [27]的研究一致, 他

本身有关。Lee 等人 [27]的研究表明石花菜对饮食诱导

们发现石花菜醇提物使高脂饲料喂养的 C57BL/6J 肥

的肥胖型(DIO)C57BL/6J 小鼠的抗炎作用与琼脂无

胖小鼠的激素敏感性脂肪酶、磷酸腺苷活化蛋白激

关, 无琼脂的石花菜醇提物虽不能阻止长期饮食诱

酶以及与脂解相关的蛋白等脂质代谢因子的表达水

导的肥胖症的发生, 但能增加饮食诱导的肥胖型

平显著升高, 进而降低小鼠体重的增长。

C57BL/6J 小鼠抗炎细胞因子的产生和脂解蛋白的表

此外, Kang 等人

[29]

发现高脂饲料喂养的小鼠经

石花菜 70%乙醇提取物治疗后血糖和血清胰岛素水

达。因此, 除琼脂之外的石花菜其他成分可能会有改
善和缓解肥胖以及炎症相关症状的作用。

平降低, 葡萄糖代谢得到改善, 总胆固醇和甘油三

据报道, 合成的减肥药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副

酯水平也显著降低, 脂肪基因的表达减少。在细胞层

作用, 如胃痛、失眠、便秘和恶心 [29] 及低血糖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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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从天然材料中筛选出一种安全的抗肥胖药物

胞凋亡抑制宫颈癌 Hela 细胞的生长增殖[33]。同时对

一直是代谢生理学领域研究的课题。以上研究表明

HL-60 和 A-549 肿瘤细胞的抑制率分别可高达 85.8%

利用石花菜的天然生物活性成分预防或治疗肥胖症

和 95.7%[34] 。 石 花 菜 的 磷 酸 盐 缓 冲 溶 液 (Phosphate

所产生的副作用是可能的。因此石花菜是一种天然

Buffer Saline, PBS)、甲醇和二甲基亚砜(Methyl sul-

的营养品, 可以防止与肥胖相关的代谢紊乱。

foxide, DMSO) 提 取 物 在 一 定 浓 度 下 不 仅 能 抑 制

2.2

Hepa-1 肿瘤细胞, 同时也能抑制正常细胞株 NIH-3T3

降血糖作用
糖尿病是一种因胰岛素绝对或相对分泌不足引

起的以高血糖为特征的代谢性疾病, 包括 1 型和 2 型。
1 型糖尿病患者在严重高血糖时出现典型的“三多一
少”现象, 即多饮、多尿、多食和消瘦, 而 2 型糖尿
病则会出现肥胖的症状。糖尿病是我国的一大重病
并且是导致失明、肾衰、截肢和心脑血管疾病等并

的生长。其中甲醇和 DMSO 提取物处理组中发现膜
联蛋白 V 呈阳性, 表明石花菜脂溶性提取物能诱导
细胞凋亡, 但不具有特异性 [35]。由此可见石花菜的某
些活性成分具有抑制肿瘤细胞生长的活性, 为人类
对抗癌症提供了新的方法。

2.4

发症的重要原因。
[18]

抗氧化作用
探索能够减轻氧化损伤的天然抗氧化剂对于制

的研究称石花菜中的水溶性纤维可

定治疗肥胖相关疾病的策略非常重要。Seo 等人 [36]

以延迟碳水化合物的吸收, 并抑制餐后血糖水平的

及 Lee 等 人 [37] 研 究 了 石 花 菜 80% 乙 醇 提 取 物 对

升高。喂食含有石花菜高脂饮食的大鼠在 11 周内,

3T3-L1 脂肪细胞脂质积累和活性氧产生的影响。结

高血糖水平可降低 13%, 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排泄量

果表明石花菜醇提物能剂量依赖性地抑制脂肪细胞

显著增高, 血脂、附睾旁和肾周脂肪组织减少, 并通

的 脂 质 形 成 和 活 性 氧 生 成 , 降 低 NADPH 氧 化 酶

过诱导脂解和脂蛋白脂酶活性防止脂肪组织积聚。

4(NOX4)的 mRNA 的表达, 同时增加脂肪细胞中抗

糖尿病大鼠血浆脂肪细胞因子也同时降低, 包括肿

氧化酶蛋白的表达, 如超氧化物歧化酶(SOD1/2)、谷

瘤坏死因子 TNF-α、白细胞介素 IL-6 和纤溶酶原激

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Px)和谷胱甘肽还原酶(GR), 以

活物抑制剂 PAI-1, 从而降低糖尿病大鼠慢性炎症和

达到减脂和抗氧化的作用。

Yang 等人

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此外, 石花菜多糖具有一定的抗氧化活性, 对

糖尿病患者通常使用 α-葡萄糖苷酶抑制剂, 如

羟基自由基和超氧阴离子自由基具有一定的清除效

阿卡波糖、米格立醇和伏格立糖, 以干扰碳水化合物

果 [38], 石花菜醇提物中乙酸乙酯相对羟基自由基和

消化酶和延迟葡萄糖吸收。然而, 长期服用这些药物

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的清除能力较强, 且对羟基自由基

可能会导致不良的副作用, 包括腹痛、腹泻、肠胃气

的清除能力优于对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的清除能力[28]。

胀和结肠软便 [31]。因此, 研究对 α-葡萄糖苷酶和 α-

Hannan 等人[39]的最新研究表明石花菜 95%醇提

淀粉酶具有抑制作用且副作用小的天然化合物势在

物可以促进海马神经元进化出一种神经保护机制, 通

必行。有研究表明石花菜中的脱镁叶绿酸盐 A(PhA)

过 抑 制 GluN2B 受 体 介 导 的 兴 奋 性 毒 性 和 活 性 氧

可通过抑制 α-葡萄糖苷酶和 α-淀粉酶的活性来改善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的产生来减轻缺氧/复氧

[19]

。PhA 在 50 μM

(H/R)诱导的海马神经元氧化损伤。这表明石花菜可能

时, 对 α-淀粉酶的抑制作用强于 100 μM 阿卡波糖。

是生物活性代谢物的潜在来源, 对氧化应激引发的缺

其化学结构中的羟基可能与酶的变构或活性位点结

血性中风及相关神经退行性疾病具有潜在治疗意义。

合, 从而抑制酶的活性。PhA 还显著降低了血糖反应

2.5

餐后的血糖升高以辅助治疗糖尿病

曲线的 AUC 值。因此推测 PhA 有助于餐后高血糖与
糖尿病并发症的预防。此外石花菜中的海藻多糖在
2 400 mg/kg 的剂量下能明显降低大鼠血糖及胰高血
糖素, 提高胰岛素含量 [32]。

2.3

抗菌作用
孙杰等人 [12] 研究了石花菜五相提取物对七种植

物内病原真菌菌丝生长的抗菌活性, 结果表明其抗
菌活性主要集中在番茄灰霉病菌和西瓜枯萎病菌上,
其中乙酸乙酯相对五种植物病原真菌均有抑制活性,

抗肿瘤作用

不仅抗菌谱广而且抑菌能力也较强, 甚至可以完全

石花菜还具有一定的体外抗肿瘤活性, 有研究表

抑制苹果褐腐病菌的生长。林雄乎等人 [40] 研究表明

明其乙酸乙酯部分可通过增强 Caspase-3 活性启动细

石花菜乙酸乙酯提取物对真菌和细菌有较强的抑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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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 乙醇提取物对细菌的抑制作用较对真菌的作

IL-6 的产生而发挥抗炎活性, 而 PBS 提取物通过促进

用强。由此可见石花菜中乙酸乙酯相中含有的活性

巨噬细胞增殖以及增加免疫介质 NO、TNF-α、IL-1β

成分含量可能比其他相高。

和 IL-6 的分泌来启动天然免疫, 但不同提取物影响免

3

疫调节的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探讨。

其他应用研究现状
此外, 许多文献还报道了石花菜醇提取物除降

4

石花菜的市场应用

血脂、降血糖外的生物活性。石花菜中的硫酸盐琼

石花菜是一种重要海产经济红藻, 其藻体中富

脂胶具有明显的剂量依赖性的延长动物体内外凝血

含大量胶质, 是制备琼胶的优良原料。石花菜全草入

时间的作用。其可延长家兔体外凝血时间, 以及

药, 能清热解毒和缓泻, 常用于治疗肠炎、肾盂炎 [2]。

Wistar 大鼠体内凝血时间(CT)、凝血酶时间(TT)、凝

同时石花菜也可供食疗, 腌渍制作成酱菜, 洗净制

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及

作凉拌菜, 也可熬煮成羹汤, 或与小菜共炒, 加热溶

部分凝血活酶时间(KPTT), 并且明显降低大鼠体内

化熬制果胶, 冷却形成果冻 [8], 还可去腥后加入蔗糖

血浆纤维蛋白原(Fib)含量。此结果提示石花菜硫琼

制成保健饮品 [48]。石花菜中还富含粗纤维, 因此人们

胶可能具有类似肝素的抗凝血机制, 其中有抗凝血

常用这种海洋生物质来制备纸浆和纸张 [13] 。石花菜

物质的存在, 具有纤溶活力, 因此石花菜硫琼胶有

还可以作为生物能源发酵生产生物乙醇 [49], 可通过

可能具有抑制静脉血栓的形成的功能 [41-42]。

酸催化法生产葡萄糖、半乳糖、羟甲基糠醛和乙酰

Hannan 等人的研究

[43]

表明石花菜醇提物在胚胎

神经元发育过程中具有神经突起生长促进活性

丙酸 [50], 以期更经济、更有效地从海洋生物质中开发
糖类和化学产品。

(NOPA)。石花菜醇提物作用于原代海马神经元的作

琼脂是世界三大海藻胶产品(琼脂、卡拉胶、海

用呈剂量依赖性, 最佳浓度为 15 mg/mL。其不仅促

藻酸钠)之一, 也是目前世界上运用最广泛的海藻胶

进了神经元轴突和树突的延长, 而且促进了神经元

之一。其具有独特的凝胶性和凝胶稳定性, 因此在医

的发展与成熟, 具有较强的神经元活性, 有良好的

药业、酿造业、食品业、日用化工、细菌培养及其

提供神经营养潜力。

他生物学研究中具有广泛用途。琼脂的分子较大, 不

[44]

研究不同剂量石花菜醇提物对氧嗪

易被细菌破坏, 且具有一定的硬度, 因此主要用作

酸钾盐诱导小鼠高尿酸血症的拮抗作用, 结果显示

制备微生物的培养基。在酿造工业上用作澄清剂, 在

石花菜醇提物与体内抑制尿酸生成和促进尿酸排泄

化妆品中作稳定剂和乳化剂。石花菜提取物与其他

有关, 对小鼠高尿酸血症具有很大程度的缓解作用。

多种植物提取物配伍有良好的保湿润肤作用, 可以

它 可 以 降 低 血 清 中 尿 酸 (UA) 、 肌 酐 (Cr) 和 尿 素 氮

增加皮肤弹性预防皮肤炎症 [51] 。而琼脂的降解产物

(BUN)水平,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尿酸在体内的合成,

琼脂低聚糖则有一定的保湿和美白功能 [52] 。除此之

同时降低肝脏中黄嘌呤氧化酶(XOD)活性以缓解高

外, 琼脂最大的用途与食品及制药工业有关, 在食

尿酸症导致的肝、肾功能损伤。

品中用作凝固剂和增稠剂来生产糖果, 增加食品黏

肖为等人

5~10 mg/mL 浓度的石花菜乙酸乙酯提取物还能

度, 保持罐头食品的原状, 避免运输过程中的碰撞

抑制增生性瘢痕成纤维细胞的活性, 并抑制细胞中

起到保护作用, 从而改善食品品质, 提高档次。在医

Ⅰ、Ⅲ型胶原的合成及生长因子 TGF-β1 的分泌, 对

药业中琼胶制成软纸可供包药, 也可作为膏药药基、

增生性瘢痕可能具有潜在治疗作用

[45]

。

石花菜还具有一定的免疫调节作用, Fu 等人

制作牙模等。在绷带生产中加入琼胶处理, 可具有抗
[46]

凝聚性, 拥有快速吸收细菌、透气的优点 [6, 53-54]。同

证明石花菜的热水提取物可以通过液浸、注射和饲

时因其分子较大不易被人体吸收, 可作为人体轻泻

喂的方式来增强白虾 Litopenaeus vannamei 的免疫力

药, 但更多被用作药物缓慢释放所需的惰性载体 [1],

和抗溶藻弧菌能力。此外 Wang 等人[47]也探讨了台湾

或可用于缓释制剂和控释制剂的制备。

东北海岸石花菜对 RAW 264.7 巨噬细胞免疫调节活
性的影响, 结果显示石花菜凝胶提取物具有体外免疫

5

结论

调节活性, 其中乙醇提取物可通过抑制 LPS 刺激的小

我国海洋面积占地球表面的 70%以上, 生物量占

鼠 RAW 264.7 巨噬细胞中细胞因子 TNF-α、IL-1β 和

地球总生物量的 87%[55], 但利用率仅为 1%。197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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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

[7]

因此海洋中生物质的利用开发极为重要。但目前人
类关于海洋中生物的研究甚少, 利用率低, 如何充
分利用海洋丰富的资源已成为国家与学者面临的难

[8]

题与挑战。
我国幅员辽阔, 海洋资源丰富, 海藻产量居世
界前列。石花菜是具有药用、食疗双重疗效的海洋
生物质, 也是百姓家中常吃的鲜美海菜, 因其分布
范围广, 廉价易得, 同时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化学

[9]

成分及生物活性, 具有良好的新药开发应用前景。石
花菜因其富含大量的多糖, 是一种很好的琼脂原料,
但由于琼脂分子量大、黏性大、溶解性低的特点其
研究开发受到一定的限制。本文归纳的研究表明石

[10]

花菜具有良好的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炎、
抗菌、抗氧化等效果, 可能对糖尿病及肥胖症有一定
的治疗效果, 但具体的作用机制及作用通路鲜有报
道, 药效学物质基础尚不清楚, 药理作用和作用机

[11]

制及其与临床病症的关系亦不明确, 制约了人们对
石花菜的进一步探究, 同时对石花菜在化学成分的
提取、纯化、鉴定上的研究还有所不足, 限制了人们
对其中具体活性成分的认知, 提示我们需做进一步

[12]

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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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ical constituents and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of Gelidium amans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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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lidium amansii is a type of edible red algae that is widely distributed in the coastal areas of China. It is
the main source of agar and has a rich nutritional value. Gelidium amansii has several effects, which include nourishing yin, clearing internal heat, reducing heat, detoxifying, and eliminating blood stasis. Contemporary studies at
home and abroad have shown that Gelidium amansii exerts many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such as lowering blood
lipids and blood sugar and antitumor, antibacterial, anti-inflammatory, and other effects. This paper aims to summarize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s,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and market applications of Gelidium amansii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further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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