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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烯醚萜苷类化合物体内代谢及代谢物
药理活性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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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环烯醚萜苷类化合物为一大类广泛存在于中药中的具有多种药理活性的天然产物。在生物转化作用下，环烯醚萜
苷类化合物体内主要以原型、苷元及Ⅰ，Ⅱ相代谢产物形式存在，其代谢产物已被证实具有多种药理活性。该文综述常见的
几种环烯醚萜类化合物体内代谢及代谢物活性的研究进展，为进一步合理开发利用环烯醚萜类成分及其代谢产物提供一定
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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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large category of natural products widely presen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iridoid glycosides have multiple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Ｒecent researches suggest that iridoid glycosides mainly exist in vivo in the forms of original form，aglycone
and a series of theirⅠ and Ⅱ metabolites under the biotransformation effect，and their metabolites have been proved to have multiple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n in vivo metabolism and metabolite activities of several iridoid glycosides would be
reviewed in this article，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iridoid compounds and their metabolites．
［Key words］ iridoid glycoside； metabolites；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环烯醚萜类化合物（ iridoids） 为天然存在的植物次生代

4，
8 位碳上多有羟基、甲氧基等取代基。近
质活泼，母核 1，

谢产物，多以苷类形式存在。从化学结构看，环烯醚萜是含

年，中药中的环烯醚萜苷类化合物的体内代谢过程、代谢产

有环戊烷结构单元的环状单萜衍生物，该类化合物具有环戊

物及其代谢物具有的广泛生物活性日渐引起广泛关注。

烷环烯醚萜（ iridoid） 和环戊烷开裂的裂环环烯醚萜（ secoiri-

以下以中药中典型的天然环烯醚萜苷类化合物为靶标，

doid） 2 种基本骨架（ 图 1） ，最基本的母核是环烯醚萜醇，特

归纳总结其体内代谢产物及代谢产物药理活性最新研究进

征结构骨架为 1 个二氢吡喃环顺式连接 1 个环戊烷类的单

展，以利 于 中 药 环 烯 醚 萜 苷 类 化 合 物 的 深 入 研 究 与 开 发

元结构，具有环状烯醚及醇羟基，醇羟基属于半缩醛羟基，性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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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E2 含量有关［12-13］ ； 另外龙胆碱能增加脑内 γ-氨基丁酸含
［14］

量，具有良好的镇静、催眠作用

［15］

高热惊厥功效的药效物质之一

，这可能是龙胆科植物抗

。

龙胆苦苷在人工胃液孵化环境下比较稳定，温孵 5 h 未
检测到变化； 用肝微粒体体外温孵法温孵4 h后龙胆苦苷的
量无明显变化，提示龙胆苦苷口服后在体内的代谢主要发生
［16］

在肠道部位

，有研究证实龙胆苦苷经人肠内菌代谢生成

龙胆碱和龙胆醛等主要产物，其代谢模式可能为龙胆苦苷→
［17］

A． 环戊烷环烯醚萜； B． 裂环环烯醚萜。

龙胆碱→龙胆醛

图1

环烯醚萜类化合物基本骨架

大鼠模型的龙胆苦苷药代动力学研究中加入 P450 酶（ CYP）

The basic skeleton of iridoids

的非特异性抑制剂 SKF-525 A 可以明显改善血中龙胆苦苷

Fig． 1

。但另有研究表明，对肝脏缺血再灌注

药动学指标，提示肝脏的 P450 酶参与了龙胆苦苷的代谢过
1

獐牙菜苦苷（ swertiamarin）

［18］

程

。考虑到龙胆苦苷在体外对人原代肝细胞色素 P450

獐牙菜苦苷是裂环环烯醚萜类化合物，是龙胆科 Genti-

主要同工酶具有抑制作用，可导致与其代谢相关的药物在体

anaceae 獐牙菜属 Swertia davidi Franch 植物中的主要有效成

内代谢速 度 减 慢，血 药 浓 度 升 高 以 及 体 内 蓄 积 或 毒 性 增

［1-3］

分之一，具有保肝、抗炎、镇痛、抗糖尿病等药理作用

。研

［19］

强

； 肝脏缺血再灌注对机体所造成的损伤会导致肠道菌
［20］

究表明獐牙菜苦苷在肠菌 β-葡萄糖苷酶作用下发生脱糖基

群失衡

、肠道瘀血和黏膜屏障破坏、肠菌易位［21］ ，均会对

水解反应，生成相应苷元，苷元再通过分子内重排或者在其

龙胆苦苷代谢产生影响。因此环烯醚萜苷类化合物代谢研

他酶催化下生成 5-hydroxymethylisochroman-1-one、红白金花

究应体内体外研究相结合、生理状态病理状态研究相结合，

［4］
内酯（ erythrocentaurin） 和 龙 胆 碱 （ gentianine） 。通 过 离 子

以全面揭示环烯醚萜苷类化合物复杂的代谢过程。

阱质谱（ ITMS） 检测大鼠血中成分，口服獐牙菜苦苷还可代
［5］

谢转化为含氮化合物 gentiandiol

龙胆碱同时是獐牙菜苦苷、龙胆苦苷的重要活性代谢产

。研究发现獐牙菜苦苷在

物。由于獐牙菜苦苷、龙胆苦苷等裂环环烯醚萜类化合物在

体外可以促进大鼠 ＲINm5F 细胞胰岛素分泌，在体内则无此

体内代谢较快，维持有效的血药浓度时间短，因此研究难度

［6］

作用

。有研究认为龙胆碱通过上调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

较大。但上述研究结果提示，若以苷元或其共性衍生物作为

激活受体（ PPAＲ-γ） 、葡萄糖转运蛋白（ GLUT-4） 和脂肪连接

前体化合物指标，综合考量具有明确相同药效的不同中药品

［7］

蛋白表达是獐牙菜苦苷抗糖尿病机制

。通过体外肠道菌

群孵育所得到的獐牙菜苦苷及其代谢物龙胆碱，同样具有抗
［8］

突变活性

。研究发现獐牙菜苦苷易于被皮肤表面吸收，吸

种，
可能对进一步寻找有研究价值的先导化合物具有重要
意义。
3

橄榄苦苷 （ oleuropein）

收后代谢生成的红白金花内酯有扩张毛细血管，激活、促进

橄榄苦苷是母环上连接有多酚结构的裂环环烯醚萜苷

皮肤细胞的酶系统，提高皮肤组织的生化功能，目前已广泛

类化合物，多分布于木犀科的木犀榄属、丁香属、女桢属、木

［9］

用于治疗脱发症和皮肤美容
2

犀属和素馨属植物中，具有抗真菌、抗炎、抗病毒、抗氧化以

。

［22］

龙胆苦苷（ gentiopicroside）

及抗癌等多种作用

。橄榄苦苷在水中经热转化，通过水

龙胆苦苷是裂环环烯醚萜类化合物，是龙胆科龙胆属

解除糖、开环裂解、醚 化，可 以 得 到 oleuroside、hydroxytyrosyl

Gentiana 植物中的主要有效成分之一，为常用中药龙胆、当

methylether、methylelenolate、丁香脂素［23］ 。体外酶水解产 生

药、獐牙菜等的主要有效成分，传统上有保肝利胆、抗炎等作

的橄榄苦苷元是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橄榄苦苷则无此

用。在代谢过程中，龙胆苦苷去糖基化后，通过氧化、N-杂环

作用

化、糖酯化等反应，形成了具有保肝作用的药效活性成分，是

用，还可抑制与肿瘤形成关系密切的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

［10］

龙胆苦苷保肝作用的药效物质基础

。研究龙胆苦苷与大

［24］

。相似方法所得苷元对人肿瘤细胞系具细胞毒样作
［25］

酸激酶活性

，橄榄苦苷无作用。橄榄苦苷苷元的多酚结
［22］

鼠肠菌体外孵育后产物和大鼠灌服龙胆苦苷后血清中入血

构可有效降低小鼠肠缺血再灌注引起的二次损伤

成分，发现龙胆苦苷易被人肠菌代谢成龙胆碱等生物碱类成

4

分，由于血清中生物碱的出现与龙胆苦苷的抗炎药效在时间
上一致，推测龙胆苦苷的抗炎生物活性有可能是龙胆苦苷和
［11］

体内转化生成的生物碱的加和作用

。

京尼平苷（ geniposide）
京尼平苷是环戊烯型环烯醚萜苷类化合物，在茜草科、

杜仲科、卫矛科、列当科、苋科植物中均有发现。具有解热镇

。刘学伟等证实龙胆

痛抗炎、保肝利胆、抗肿瘤和治疗糖尿病、神经退行性疾病等

水提液、龙胆苦苷及龙胆碱均具有一定的解热作用，龙胆碱

［26］
药理活性。Han H 等 分析口服给药的京尼平苷尿中代谢

的解热作用最强，可能是中药龙胆解热作用的更直接物质，

过程发现其主要代谢路径为经肠菌去糖基化后形成苷元（ 京

其作用机制可能与降低血清中 IL-6 水平，进而影响下丘脑

尼平） 被吸收进入血液，随后发生京尼平的葡萄糖醛酸化和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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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京尼平吡喃环系列开环裂解后的去羟基化、N-杂环化、还原

消炎成分

反应以及非酶促的半胱氨酸结合反应。由此认为环烯醚萜

疗猪肠道感染沙门氏菌腹泻疗效优于二者单独使用，乳酸菌

苷类化合物主要以苷元吸收入血是其生物利用度低的主要

株可调整肠菌酶系以利于栀子中有效成分京尼平苷转化为

。体内外实验证明中药栀子与乳酸菌株联合治

原因； 并且其复杂的代谢过程产生的中间产物具有前药特

活性成分京尼平，京尼平较京尼平苷对沙门氏菌表现出较强

［27］
征。与之相似，Ding Y 等 分析发现大鼠灌胃给药京尼平

的细胞毒作用并阻止其侵犯巨噬细胞

［39］

。

后血、尿、粪便和胆汁中主要代谢物是葡萄糖醛酸化结合物

Ding Y 等发现中药栀子中京尼平苷 LD50 为1 431. 1 mg·

genipin-1-O-glucuronic 和硫酸化结合物。代谢路径包括甲基

kg － 1 ，大鼠灌胃至少 574 mg·kg － 1 将会在 24 ～ 48 h 内引发肝

化、开环、半胱氨酸化、加氢甲酰化、葡萄糖醛酸化和硫酸化。

毒性，其机制与机体的氧化应激反应相关

在口服复方中药栀子豉汤入血成分的研究中，Zhao X 等同样

在体外比较京尼平苷和京尼平对肝癌 HepG2 细胞的毒性作

发现入血成分京尼平苷的代谢物为其葡萄糖醛酸化产物京

用发现京尼平有细胞毒作用，京尼平苷则无； 京尼平苷与肠

尼平-1-O-葡萄糖醛酸苷 （ genipin-1-O-glucuronide）

［28］

。周婷

［40］

。Kang M J 等

菌共同孵化后同样具细胞毒作用，认为人肠道菌群代谢京尼
［41］

婷发现栀子中京尼平苷和京尼平-1-β-D-龙胆双糖苷经体内

平苷实质上激活了京尼平苷毒性

转化代谢，产物同为京尼平。桅子环烯醚萜苷有效部位给药

道菌群将京尼平苷代谢成京尼平后通过活性氧 / c-JunN 端激

提高了苷元的生物利用度，体现了相同药理活性的多组分中

［42］
酶（ ＲOS / JNK） 信号通路引起细胞凋亡 。考虑到京尼平苷

［29］

药有效部位给药的优势

。Khanal T 等发现人肠

［33，
43］

及其苷元在药效上有肯定的肝保护作用

。

Takeda 等研究发现给与京尼平后胆汁中出现主要代谢

，二者具有的肝

保护与肝毒性作用机制的转换关系值得深入研究。此外，

产物京尼平-1-O-葡萄糖醛酸苷，其在胆汁中浓度随时间变化

Yim 等证明京尼平苷体内代谢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44］ ，因此

的图形与京尼平的利胆作用形态颇为一致，认为京尼平的葡

京尼平苷及苷元京尼平药理与毒理研究时实验样本数不应

［30］

萄糖醛酸苷结合物是利胆的药效物质基础

。Shoda J 等发

太小以避免个体差异的影响、临床用药时应制定个体化给

现汉方茵陈蒿汤（ inchinkoto） 中京尼平苷的肠菌代谢物是京

药-监控方案以规避毒性保证用药安全。

尼平，京尼平入血后在肝脏中由多药耐药相关蛋白2（ Mrp2）

5

桃叶珊瑚苷（ aucubin）

转运，京尼平可通过刺激细胞胞外分泌、大鼠肝内小胆管上

桃叶珊瑚苷是环戊烯型环烯醚萜苷化合物，为常用中药

的 Mrp2 附着以使小胆管膜和微绒毛上的 Mrp2 密度增加，来

杜仲、车前草、玄参、地黄等的活性成分，具有抗炎、抗病毒、

提高肝细胞分泌非依赖型胆汁酸盐的能力，并以京尼平-1-O-

抗氧化、抗肿瘤、抗白血病等生物活性。用体外方法研究桃

葡萄糖醛酸苷形式分泌进入胆汁，可用于治疗各种胆汁淤积

叶珊瑚苷的代谢，人工胃液温孵法结果表明桃叶珊瑚苷可迅

［31］

性疾病

0. 5 h 后即可检测到桃叶珊瑚苷元，生
速发生苷键水解反应，

。

利用小鼠原代肝细胞进行实验以避免京尼平苷在体内
代谢，表明京尼平苷可能是经肠菌水解生成京尼平后发挥对
［32］

肝脏细胞膜的保护作用而起到肝脏保护作用的

成的苷元不稳定容易发生氧化聚合； 用肝微粒体体外温孵法
［16］

发现其在大鼠肝循环中不被代谢

。在厌氧条件下桃叶珊

。京尼平

瑚苷与人肠菌温孵培养，可得到桃叶珊瑚苷苷元和含氮化合

苷的抗脂肪肝作用是通过京尼平抑制细胞内游离脂肪酸引

物桃叶珊瑚苷 A （ aucubinine A） 、桃叶珊瑚苷 B （ aucubinine

［33］

起的脂质堆积、显著升高脂肪酸氧化基因表达实现的

。

Arai M 等发现茵陈蒿汤对严重肝炎有良好的治疗效果，特别

B） ，且肠菌氮代谢产生的氨与桃叶珊瑚素 A 的产生有着密
［45］

切关系

。

是停用抑制肠道细菌增殖继而抑制茵陈蒿汤中有效成分京

Park 等证明桃叶珊瑚苷 β-葡萄糖苷酶水解产物能抑制

尼平苷在肠道代谢成京尼平的硫酸卡那霉素之后，病人肝功

环氧化酶 COX-2 同工酶、显著抑制 TNF-α 合成，从而达到抗

［34］

能明显增强

。预给予茵陈蒿汤可抑制肝细胞的凋亡和损

［37］

炎目的

。桃叶珊瑚苷或 β-葡萄糖苷酶单独使用均不显示

伤，方中主要成分京尼平苷经肠道代谢后产生的京尼平通过

抗乙肝病毒活性，但当两者混合经预反应，却显示较强的抗

干扰线粒体膜通透性改变来抑制肝细胞凋亡可能是茵陈蒿

乙肝病毒活性，由此推测真正的药理活性部位是桃叶珊瑚苷

［35］

与 β-葡萄糖 苷 酶 预 反 应 过 程 中 苷 键 断 裂 后 生 成 的 苷 元 部

汤发挥治疗作用的机制之一

。汉方 inchinkoto 药效成分

［46］

京尼平苷通过代谢物京尼平调整细胞因子 （ IL-1β，IL-6，IL-

分

12p70） 的生成、降低 γ-干扰素诱发巨噬细胞分泌的亚硝酸盐

结构与蛋白质的亲核位点氨基末端不可逆的形成的亚胺键，

［36］

起到保肝抗肝炎药效

。Park 等对京尼平和 7 个环烯醚萜

。Kim 等研究认为桃叶珊瑚苷代谢生成的苷元的开链

从而抑制蛋白质的活性，可能是桃叶珊瑚苷生物活性和毒副
［47］

类化合物及其 β-葡萄糖苷酶水解产物通过 COX-1 / -2，TNF-

作用发生的重要机制

α，NO 进行体外抗炎活性筛选，发现 β-葡萄糖苷酶的水解是

6

［37］

这些化合物显示出生物活性的必要步骤

。角叉菜胶诱导

。

毛蕊花苷（ verproside）
8 位有氧桥的环氧醚型环烯醚萜苷化合
毛蕊花苷是 7，
［48］

的鼠足水肿实验、鼠气囊炎模型实验和分泌物中 NO 含量实

物。在玄参科、茜草科植物中均有发现。具有抗炎

验结果显示京尼平苷和京尼平均有抗炎活性，苷元是主要的

化、抗哮喘等生物活性。通过静脉给药，发现其在体内可经

、抗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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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甲基化、葡萄糖醛酸化、硫酸化、水解反应过程。相对于毛
［49］

蕊花苷的葡萄糖醛酸化、硫酸化代谢路径，Kim 等

内涵提供可靠依据和全新视野

January，2018

中药所含前体化合物经体

认为毛

内代谢、转化达到减毒增效作用的观点已是业内共识，并促

蕊花苷甲基化生成胡黄连苷Ⅱ（ picroside Ⅱ） 和 isovanilloyl-

进和加速了中药体内药效物质基础的寻找和中药作用机制

catalpol 以及二者随后发生的葡萄糖醛酸化、硫酸化是主要

的研究。与此同时，不应忽视，祖国医药经千年临床实践和

的代谢路径。值得注意的是毛蕊花苷通过代谢可转化为具

经验总结，前人也在通过如中药配伍、炮制或加工等各种方

有保肝利胆、消炎活性但口服体内吸收度极低的的胡黄连苷
［50］

Ⅱ

［51］

和抑菌活性成分原儿茶酸

及二者的葡萄糖醛酸化、

式，通过体外途径，有意或无意的实际上促进前体化合物向
药效活性物质的转化。例如龙胆苦苷在酸性、碱性、强氧化

硫酸化的代谢产物。揭示出环烯醚萜类化合物复杂的体内

性条件下不稳定，在煎煮过程中龙胆苦苷可以转化成獐牙菜

代谢过程和典型的前药特征。

苦苷的体内活性代谢物-红白金花内酯

［21］

在水中热转化产物，其中同样包括环红白金花内酯，并且药

哈巴俄苷（ harpagoside）

7

； 獐牙菜苦苷单体

哈巴俄苷是环戊烷型环烯醚萜苷化合物，主要分布在玄

理研究表明，上述大部分热转化产物在转化形成过程中，通

参科玄参属植物中。具有抗慢性炎症、降压、镇痛、解痉、抗

过相同中间体和相似途径进行转化、大多数具有一定的抗肝

乙型肝炎病毒以及免疫促进作用。宋晓晨等研究发现哈巴

炎活性和免疫抑制活性

俄苷经口 给 药 后 在 体 内 酯 键 水 解 产 生 主 要 代 谢 产 物 肉 桂

结构骨架拼接构成，其所含有的羟基苯乙基-β-D 葡萄糖苷骨

［52］

酸

。在肠菌作用下，哈巴俄苷可代谢为含氮代谢物桃叶

珊瑚苷 B （ aucubinine B）

［53］

。通过测定谷氨酸损害原代培

［72-73］

； 烯醚萜苷可以看成由多种化学

架结构即是苯乙醇类红景天苷的结构，女贞子中含量较高的
水溶性裂环环烯醚萜苷特征成分特女贞子苷经不同方法炮

养大鼠皮质细胞释放到培养基中乳酸脱氢酶（ LDH） 含量，检

制（ 清蒸、酒蒸、酒炖） 后成分含量明显降低，红景天苷、苷元

测从北玄参中获取的环烯醚萜苷化合物 8-O-E-p-methoxycin-

酪醇及其衍生物羟基酪醇含量增加显著，时间是影响酒女贞

namoylharpagide，8-O-Z-p-methoxycinnamoylharpagide，E-harpa-

子质量的主要因素，增加的苯乙醇类成分可能是由相应的环

6'-O-E-p-methoxycinnamoylharpagide，6'-O-Z-p-methoxygoside，

烯醚萜苷类成分在蒸制过程中发生水解反应所致，女贞子酒

cinnamoylharpagide，Z-harpagoside，harpagide 的 神 经 保 护 作

蒸后补肝肾药效作用的增强与其环烯醚萜苷类成分水解密

用，表明 harpagoside 苷元结构和 E-p-methoxycinnamic acid 结

切相关

［54］

构均能产生神经保护作用
8. 1

醇，羟基酪醇具多种生物活性，其抗癌、抗微生物活性优于橄

仪器与分析方法的不断进步将进一步解决环烯醚萜苷

的碳源

［77］

榄苦苷

。上述研究工作进一步提示，通过中药单方 / 复方

含糖类化合物是肠道内细菌重要

中某一疗效确定的体内药效物质单体的深入相关研究，将有

，肠道内细菌的苷键水解酶系对具有苷键的药物

助于系统化推进中药单方 / 复方作用机制的研究。在此基础

类化合物相关研究瓶颈
［55］

。橄榄苦苷可以看做羟基酪醇的酯化物，橄榄苦

苷在酶解亦或酸 / 碱水中水浴加热水解，可得高收率羟基酪

。

讨论与展望

8

［74-76］

［56］

进行水解是肠道内细菌作用的一大特征

，苷类化合物的

上，渐次展开的中药单方 / 复方共性化学结构（ 活性代谢中间

。难以吸

体或代谢物） →个性中药药性→共性药效作用机制→共性中

收、
生物利用度低的苷类化合物经口服，部分以药物原形，部

医药理论（ 如中医临床的同病异治与异病同治理论） 的相关

［57］

某些药效活性只有经代谢才能更好发挥效用

分经肠肝效应吸收入血的代谢过程已在皂苷类成分如三七
［58-60］

皂苷、人 参 皂 苷
［62］

苷

，柴 胡 皂 苷［61］ ； 黄 酮 苷 类 成 分 如 黄 芩

、汉黄芩苷［63］ 、灯盏花乙素［64］ 、葛根素［65］ 、芍药苷［66］ 、
［67］

淫羊藿苷

［68］

等； 蒽醌类成分番泻苷
［69］

化合物代谢过程中得到证实

、芦荟苷等大部分苷类

，药物原型及其代谢物的药

理活性研究正在不断深入。但与此相比，同样是难以吸收、
［70-71］

生物利用度低

的环烯醚萜苷类化合物的代谢过程、代谢

产物和代谢产物药理活性研究文献报道很少。究其原因，很
可能是环烯醚萜苷类化合物水解生成的苷元等代谢产物的
半缩醛结构极不稳定，易氧化聚合或开环，形成双醛结构的
特点导致苷元等系列代谢产物在生物体中难以被检出、表征
造成的。其中尤以分离、制备足够量的代谢产物单体以供结
构解析和药效验证是研究的瓶颈。随着仪器联用分析技术、
组学技术以及数据挖掘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环烯醚萜苷
类化合物体内代谢转化过程和规律的研究将会逐步深入。
8. 2

42

中药代谢物研究为从生物医学视角阐释中医药的现代

扩展研究，可以为从生物医学视角阐释中医药的现代内涵，
提供可靠依据和全新视野。
9

结论
环烯醚萜类化合物是一类在植物界分布广泛，具有多种

生物活性和前药特征的天然产物，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明
确环烯醚萜苷类化合物的体内代谢产物有助于阐明中药药
效物质，是明确含环烯醚萜苷类化合物中药的作用机制的关
键性基础研究之一，并将有助于发掘此类化合物巨大的药用
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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