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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齿苋水提物不同组分促进小鼠小肠推进活性筛选
△

袁淑青，吴春珍，胡高达，张奇，刘英

（国药集团 国药健康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　２０１２０３）

［摘要］　目的：为了揭示马齿苋药材中具有润肠通便功能的药效物质。方法：采用水提醇沉的方法制备马齿苋
总多糖和生物碱，并使用三氯甲烷和正丁醇的混合液脱除多糖中蛋白质得到脱蛋白多糖，再使用 ＡＢ８大孔吸附树
脂分离上清液中低极性成分和高极性成分。制备洛哌丁胺致肠蠕动抑制模型小鼠，采用碳墨推进法，通过测定马齿

苋各活性组分模型小鼠小肠推进的百分率及脱蛋白多糖正常小鼠小肠推进百分率进行筛选和评价。结果：制备得到

马齿苋多糖、马齿苋脱蛋白多糖、马齿苋生物碱、水提醇沉上清液中低极性成分和高级性成分；小鼠小肠推进实验

结果显示，马齿苋多糖及脱蛋白多糖对肠蠕动抑制模型小鼠的小肠推进有促进作用，而且马齿苋脱蛋白多糖对正常

小鼠、模型小鼠小肠推进均有促进作用，且呈良好的量效关系。结论：马齿苋药材中具有润肠通便功能的药效物质

为多糖成分。

［关键词］　齿苋；活性组分；脱蛋白多糖；小肠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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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大辞典》中记载［１］，马齿苋 Ｐｏｒｔｕｌａｃａ
ｏｌｅｒａｃｅａＬ为马齿苋科马齿苋属植物马齿苋的全草，
又名五行草、长寿菜等，适应性强，分布广泛。大

量研究发现，马齿苋中含有多种生理活性物质，包

括多糖类、有机酸类、黄酮类、生物碱类、萜类、

氨基酸、维生素以及矿物质等［２５］。现代药理研究表

明［６９］，马齿苋具有抗菌、抗病毒、降血糖、降血

脂、抗动脉粥样硬化、抗肿瘤以及润肠通便等功能。

本实验室前期研究结果表明，马齿苋水提物具有润

肠通便功能，与文献报道一致。因此，本研究进一

步考察马齿苋粗多糖、脱蛋白多糖、生物碱、水洗

脱组分和醇洗脱组分对小鼠肠推进的影响，以揭示

其润肠通便的药效物质。

１　仪器与材料

１１仪器

ＤＤ５Ｍ型低速离心机（上海卢湘仪离心机有限
公司）；ＢＴ１００型恒流泵（上海泸西分析仪器厂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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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ＢＳ１１０Ｓ型电子天平（德国赛多利斯集团）；
ＤＺＴＷ型调温电热套（上海科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ＨｅａｔｉｎｇＢａｔｈＢ４９０ＲｏｔａｒａｐｏｒＲ２００旋转蒸发仪（瑞士
Ｂｕｃｈｉ公司）；ＤＬＳＢ型低温冷却循环泵（巩义市予华
仪器有限责任公司）；ＳＨＢＩＩＩＡ型循环水式多用真空
泵（上海豫康科教仪器设备有限公司）；ＤＺＦ６０２０型
真空干燥箱（上海精宏实验设备有限公司）；ＳＣ
１８２Ａ型Ｈａｉｅｒ冷藏柜（海尔集团青岛电冰柜总厂）；
Ｆｏｒｍａ８８００系列超低温冰箱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

国）有限公司］；ＧｏｌｄＳＩＭ、ＦＤ８３Ｐ冷冻干燥设备
［西盟生命科技（国际）有限公司］。

１２材料

马齿苋（上海雷允上药业有限公司，批号：

ＬＹ１４０８０３９）；盐酸洛哌丁胺（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
司，规格：２ｍｇ，批号：１４０３１３１５２）；通便胶囊（浙
江金诺康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规格：０４５ｇ，批号：
Ｇ２０１３０５６９）；羧甲基纤维素钠（重庆力宏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批号：４０４０１０９）；活性炭粉（西陇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批号：２０１５０２３０）；ＡＢ８型大孔吸附
树脂（沧州宝恩吸附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工业乙

醇、丙酮、无水乙醚、盐酸、氢氧化钠、氨水、三

氯甲烷（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昆明种小鼠（清洁级，雄性，１８～２２ｇ），购自
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实验动物科学部，许可证号码

为ＳＣＸＫ（沪）２０１４０００４。

２　方法

２１马齿苋各组分制备

２１１粗多糖的制备　取马齿苋药材 ２００ｇ，加入
１５倍体积蒸馏水，浸泡４ｈ，回流提取２次，每次
１５ｈ，经２００目滤膜过滤、合并滤液、减压浓缩制
得水提浓缩液。在浓缩液中缓慢加入 ９５％工业乙
醇，使醇含量达到８０％左右，置于４℃的冰箱中沉
淀分离２４ｈ，分别抽滤分离收集上清液与离心分离
下层沉淀。沉淀物依次经无水乙醇、丙酮和无水乙

醚洗涤数次，以除去残留色素等杂质，真空干燥，

制得马齿苋粗多糖，计算得率。

２１２脱蛋白多糖的制备　取适量马齿苋粗多糖，
用蒸馏水溶解、混匀，按照料液体积比为３∶１加入
三氯甲烷和正丁醇（６∶１）的混合液，振摇，离心，取
水相，重复上述步骤 ５次，得到精制多糖上清液，
减压浓缩后，冷冻干燥，制得脱蛋白多糖，计算

得率。

２１３生物碱的制备　取马齿苋水提醇沉上清液，
用３６％～３８％盐酸溶液调节其 ｐＨ为３～４，搅拌均
匀，抽滤，收集滤液。用１０％氨水溶液调节滤液ｐＨ
为９～１０，搅拌均匀，用三氯甲烷进行萃取，重复
２次，合并三氯甲烷萃取液，减压回收三氯甲烷，
制得马齿苋生物碱，计算得率。

２１４水洗脱组分和醇洗脱组分的制备　取适量马
齿苋水提醇沉上清液，稀释至一定浓度，超声使均

匀；调节吸附柱内液面高度，一次性加入上样液，

上样流速为５ｍＬ·ｍｉｎ－１，上样液缓慢浸入大孔吸附
树脂至液面贴近树脂平面，分别用５倍柱体积蒸馏
水和７０％乙醇洗脱，洗脱速度为１０ｍＬ·ｍｉｎ－１，合
并洗脱液，经减压浓缩、冷冻干燥，制得ＡＢ８水洗
脱组分和７０％乙醇洗脱组分，计算得率。

２２药物配制

２２１１０％碳墨混悬液的配制　称取羧甲基纤维素
钠（ＣＭＣＮａ）２ｇ，加蒸馏水１５０ｍＬ煮沸至透明，称
取活性碳粉２０ｇ加入上述溶液中煮沸３次，待溶液
凉后定容到 ２００ｍＬ，于冰箱中 ４℃保存，用前
摇匀。

２２２洛哌丁胺混悬液的配制　洛哌丁胺剂量为
１０ｍｇ·ｋｇ－１。将胶囊内容物研碎呈粉末后用 １％
ＣＭＣＮａ溶液配制０５ｍｇ·ｍＬ－１的混悬液，充分摇
匀后使用。

２２３受试物溶液配制　将通便胶囊内容物１１ｇ、
马齿苋粗多糖１３ｇ、马齿苋脱蛋白多糖０９ｇ、生
物碱０００３ｇ、水洗组分００３ｇ、醇洗组分００６ｇ，
分别用１０％碳墨混悬液配成相应浓度，充分混匀，
现配现用。

２３马齿苋各组分对肠蠕动抑制模型小鼠小肠推进
的影响

　　取雄性昆明种小鼠（１８～２２ｇ），随机分为正常
组、模型组、阳性对照组、粗多糖组、脱蛋白多糖

组、生物碱组、水洗组分组、醇洗组分组，每组１０
只。实验前各组小鼠禁食不禁水２０ｈ，正常组灌胃
给予１％ ＣＭＣＮａ溶液，其余各组均灌胃给予盐酸洛
哌丁胺溶液（１０ｍｇ·ｋｇ－１），给药体积均为２０ｍＬ·ｋｇ－１，
３０ｍｉｎ后，正常组和模型组灌胃给予１０％碳墨混悬
液，其余各组小鼠均灌胃给予含相应浓度受试样品

的１０％碳墨混悬液，给药体积均为０５ｍＬ／只，各
受试溶液组小鼠的给药剂量均相当于 《中华人民共

·４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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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药典》规定人用最大生药剂量的５０倍；２５ｍｉｎ
后，脱颈椎处死动物，测量肠管长度为 “小肠总长

度”，从幽门至墨汁前沿为 “墨汁推进长度”，按公

式（１）计算墨汁推进率。

墨汁推进率（％）＝墨汁推进长度（ｃｍ）
小肠总长度（ｃｍ） ×１００％

（１）

２４脱蛋白多糖对正常小鼠小肠推进影响的量效
关系

　　取雄性昆明种小鼠（１８～２２ｇ），随机分为正常
组、阳性对照组、脱蛋白多糖低剂量组（０４ｇ·ｋｇ－１）、
脱蛋白多糖中剂量组（０８ｇ·ｋｇ－１）、脱蛋白多糖高
剂量组（１６ｇ·ｋｇ－１），每组１０只。实验前各组小鼠
禁食不禁水２０ｈ，正常组灌服１０％碳墨混悬液，脱
蛋白多糖各组灌胃给予含相应浓度受试样品的１０％
碳墨混悬液，给药体积均为 ０５ｍＬ／只，２５ｍｉｎ后
脱颈椎处死动物，按前述方法测定肠管长度，并计

算墨汁推进率。

２５脱蛋白多糖对肠蠕动抑制模型小鼠小肠推进影
响的量效关系

　　取雄性昆明种小鼠（１８～２２ｇ），随机分为正常
组、模型组、阳性对照组、脱蛋白多糖低剂量组

（０４ｇ·ｋｇ－１）、脱蛋白多糖中剂量组（０８ｇ·ｋｇ－１）、
脱蛋白多糖高剂量组（１６ｇ·ｋｇ－１），每组１０只。实
验前各组小鼠禁食不禁水２０ｈ，正常组灌胃给予１％
ＣＭＣＮａ溶液，其余各组均灌胃给予盐酸洛哌丁胺
溶液（１０ｍｇ·ｋｇ－１），给药体积均为 ２０ｍＬ·ｋｇ－１，
３０ｍｉｎ后，正常组和模型组灌胃给予１０％碳墨混悬
液，其余各组小鼠均灌胃给予含相应浓度受试样品

的１０％碳墨混悬液，给药体积均为 ０５ｍＬ／只，
２５ｍｉｎ后、脱颈椎处死动物，按前述方法测定肠管
长度，并计算墨汁推进率。

２６数据统计与分析

所有实验数据经 ＳＰＳＳ１９０进行统计处理，组
间比较单因素方差分析，数据均以（珋ｘ±ｓ）表示，Ｐ＜
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３　结果

３１马齿苋各活性组分制备

按照 ２１中方法制备马齿苋粗多糖得率为
２０５％（以生药计），脱蛋白多糖为１４０％（以生药

计），生物碱得率为００４％（以生药计），水洗组分
和醇洗组分得率分别为０４９％（以生药计）和０９４％
（以生药计）。

３２马齿苋各活性组分对肠蠕动抑制模型小鼠小肠
推进的影响

　　表１数据表明，模型组小鼠的小肠推进率显著
低于正常组（Ｐ＜００１），说明小鼠肠蠕动抑制模型
制备成功；与模型组比较，阳性对照组小鼠的小肠

推进率显著高于模型组（Ｐ＜００５），粗多糖组与脱
蛋白多糖小肠推进率显著高于模型组（Ｐ＜００１）。

表１　马齿苋各活性组分对肠蠕动抑制模型小鼠
小肠推进的影响（珋ｘ±ｓ，ｎ＝１０）

组别
墨汁推进

长度／ｃｍ
小肠总

长度／ｃｍ 小肠推进率（％）

正常组 ３５３０±９４０ ４４１０±３７２７９５６±１６５５

模型组 １５７０±４５１ ４８７６±３９６３２７６±１０９１＃＃

阳性对照组 ２２００±４２０ ４２００±５３３５３０２±１２２５

马齿苋粗多糖组 ３２４６±８９５ ４５７２±２８２７１２５±２０１０

马齿苋脱蛋白多糖组 ３３８７±６０３ ４３６７±１０４７７５２±１３１３

马齿苋生物碱组 １４４０±２６３ ４１８０±３１９３４５６±６５７

马齿苋水洗组分组 １５３８±４２７ ４２１８±５１０３７０４±１１３６

马齿苋醇洗组分组 １３５０±２１５ ４０１０±４７０３４０２±６９２

注：与正常组比较，＃＃Ｐ＜００１；与模型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３３脱蛋白多糖对正常小鼠肠推进影响的量效关系

　　表２结果显示脱蛋白多糖中、高剂量组与正常
组比较均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１），表明脱蛋白多
糖有促进正常小鼠小肠推进的作用，且促进作用随

着剂量增大而增强，呈现剂量依赖关系。

表２　脱蛋白多糖对正常小鼠小肠推进
影响的量效关系（珋ｘ±ｓ，ｎ＝１０）

组别
墨汁推进

长度／ｃｍ
小肠总

长度／ｃｍ 小肠推进率（％）

正常组 ３２６７±６４１ ４２６５±７３３ ７７１２±１１９４

阳性对照组 ３６２５±３３５ ４３９０±３４３ ８２４８±７３２

脱蛋白多糖低剂量组 ３２７６±６４８ ４２４５±５２３ ７７５２±１２１８

脱蛋白多糖中剂量组 ３５６８±４１５ ４２２４±４３４ ８４２４±６２６

脱蛋白多糖高剂量组 ３６５６±８５６ ４２４０±６３６ ８６２４±１２０８

注：与正常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３４脱蛋白多糖对肠蠕动抑制模型小鼠肠推进影响
的量效关系

　　表３结果表明，与正常组相比，模型组小鼠的
·５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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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肠推进率显著降低（Ｐ＜００１），证明小鼠肠蠕动
抑制模型复制成功；与模型组相比，阳性对照组小

鼠的小肠推进率显著增加（Ｐ＜００５），马齿苋脱蛋
白多糖低、中、高剂量组小鼠的小肠推进率均显著

高于模型组，且促进小肠推进作用呈现明显的剂量

依赖关系。

表３　脱蛋白多糖对肠蠕动抑制模型小鼠肠推进
影响的量效关系（珋ｘ±ｓ，ｎ＝１０）

组别
墨汁推进

长度／ｃｍ
小肠总

长度／ｃｍ
小肠推进

率（％）

正常组 ３２６７±６４１ ４２６５±７３３ ７７１２±１１９４

模型组 １４０８±２９６ ４６７０±４９０ ３０４０±６９８＃＃

阳性对照组 １９３７±２４７ ４４９０±２８８ ４３３８±６６２

脱蛋白多糖低剂量组 ２１０６±７５８ ４６８３±４３３ ４５３２±１７１５

脱蛋白多糖中剂量组 ２６４８±５０５ ４４４４±５５４ ５９４４±８３６

脱蛋白多糖高剂量组 ３４４６±７３６ ４６５０±２９６ ７４３４±１６０８

注：与正常组比较，＃＃Ｐ＜００１；与模型组比较，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

４　讨论

有研究证实［１０１１］，马齿苋可修复溃疡性结肠炎

（ＵＣ）模型小鼠的组织损伤，缓解功能性胃肠病患者
的各种临床症状等。本实验室前期研究表明，马齿

苋水提物可促进小鼠肠推进，目前文献没有报道马

齿苋润肠通便的物质基础，也没有报道马齿苋多糖

具有促进小肠推进作用。

通过本实验发现，马齿苋脱蛋白多糖对正常小

鼠也具有一定的促进小肠推进作用，对肠蠕动抑制

模型小鼠小肠推进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另外，马齿

苋脱蛋白多糖的肠推进的促进作用呈良好的量效关

系。据文献报道［１２１３］，黑木耳多糖可促进正常小鼠

的肠胃运动，并拮抗新斯的明所致肠胃功能亢进；

锁阳多糖对小鼠肠推进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并且

可以拮抗由阿托品引起的小鼠肠蠕动的抑制。文献

没有报道马齿苋多糖，特别是马齿苋脱蛋白多糖对

小鼠小肠推进的促进作用，有关小肠推进的促进作

用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的发现为评价马齿苋的润肠通便功能提

供依据，也揭示了马齿苋多糖为马齿苋润肠通便的

物质基础，为开发马齿苋润肠通便药物或保健品奠

定了药效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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