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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lumbinis plumula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t has the effect of clearing the heart and
calming the nerves, communicating the heart and kidney, and stopping the bleeding. Its main
chemical components are alkaloids and flavonoids, as well as polysaccharides, volatile oils and
trace elements. Because of its good anti-tumor, anti-oxidation, inhibition of liver fibrosis, hypoglycemia, antibacterial and anti-inflammatory and cardiovascular protection, it has become a hot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This article will summarize the research status of 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lotus seed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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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莲子心为一味传统中药，具有清心安神，交通心肾，涩精止血的功效。其主要的化学成分为生物碱类和
黄酮类，也含有多糖类、挥发油和微量元素等多种成分。因其具有良好的抗肿瘤、抗氧化、抑制肝纤维
化、降血糖、抑菌抗炎和心血管保护等药理作用，使其近年来成为研究的热门。本文从莲子心的化学成
分、药理作用、开发利用等方面，概述其研究现状，以期为其进一步的开发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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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莲子心(Nelumbinis plumula)又称莲薏、苦薏、莲心，是睡莲科植物莲(Nelumbo nucifera Gaertn.)的成
熟种子中的干燥幼叶及胚根，幼叶绿色，胚根黄白色，略呈细圆柱形，长 1~1.4 cm，直径约 0.2 cm，主
产于湖北、湖南、福建、江苏、浙江等地。秋季采收，净制，晒干即得。在 2015 年版《中国药典》中有
规定，莲子心按干燥品计算，含莲心碱不得少于 0.20% [1]，可见，目前莲心碱的含量是作为莲子心的质
量评价的一项标准。莲子心最早的文献记载是在唐末的《食性本草》“莲子心，生取为末，以米饮调下
三钱，疗血渴疾、产后渴疾”，明代的《本草纲目》中记载莲子心：“苦，寒，无毒”[2]。多年来无论
是作为药物还是作为保健茶的应用，都证明了莲子心确实有其独特的功效，因此本文将对近年来莲子心
的相关研究作出如下综述。

2. 化学成分研究
2.1. 生物碱类
莲子心的活性成分主要是生物碱类。富田真雄等[3]在 20 世纪 60 年代首次从荷叶中分离出生物碱类
成分以来，关于植物莲的不同药用部位(荷叶、莲子、莲子心等)的生物碱类成分的研究非常热门。在莲子
心的多种生物碱类成分研究中，对莲心碱的研究最为丰富。据相关文献报道[4] [5]莲子心中莲心碱的含量
较高，其含量在 0.14%~0.96%之间。商晶等[6]从莲子心中分离出的除了莲心碱外，还有荷叶碱、莲心季
铵碱、去甲基乌药碱、前荷叶碱、dl-杏黄罂粟碱和 N-甲基异乌药碱等生物碱。目前用表面活性剂协同超
声波提取方法，提取莲子心生物碱类成分，节省时间的同时得率又较高[7]。在测定莲子心中莲心碱含量
的研究中，宋进闽等[4]采用硅胶 G 板，以氯仿一丙酮一二乙胺(6:4:1)为展开剂，用薄层扫描法测定莲子
心中莲心碱的含量。寿国香等[8]用 RP-HPLC 法测定不同产地莲子心中甲基莲心碱的含量，对不同产地、
不同商品种类来源的莲子心进行考察，结果表明，甲基莲心碱的含量变化较大，即使是同一产地的样品
含量也有差别，原因不明，有待研究。

2.2. 黄酮类
莲子心中的黄酮类成分主要含有芦丁、芸香苷、金丝桃苷、木犀草素等。对莲子心中黄酮类成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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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多集中在提取工艺和含量测定两个方面，对其药理作用的研究还不是很多。在其提取分离方面的研
究中，林志钦[9]在采用溶剂萃取法提取莲子心总黄酮时，先以溶剂浓度、萃取时间、萃取温度、pH 值及
液料比进行 5 组单因素试验，再进行四因素四水平的正交试验，得到的最佳提取工艺为：75%乙醇浓度，
50:1 液料比，萃取温度 75℃，浸提 2.5 h，莲子心总黄酮提取率高达 4.20%。余其凤等[10]以芦丁为对照
品，采用分光光度法测定莲子心中总黄酮的含量为指标，优选到莲子心的提取工艺为 65%乙醇作提取溶
剂，1:25 料液比，400 W 的微波辐射功率，每次提取时间 30 s，提取 3 次，得到莲子心总黄酮提取率为
1.021%。吴梅青[11]以莲子心总黄酮提取率、干浸膏得率为评价指标，对碱溶酸沉法、水提法、常规醇
提法、超声波辅助醇提法、微波辅助醇提法共 5 种方法提取莲子心黄酮的结果进行比较，并以综合评分
法优选出莲子心中黄酮类成分的最优提取方法为微波辅助醇提法。

2.3. 水溶性多糖
莲子心中还含有水溶性多糖的成分，且含量也较多。传统的提取方法是水提醇沉，如刘韶[12]以浸泡时间、
提取时间、加水量三个因素分别在三个水平上的正交试验，确定了莲心多糖的最优提取工艺为：不经过浸泡，
加水为第一次 8 倍、第二次 6 倍量，依次回流提取 120 min，90 min，合并滤液。也有采用水酶解法提取分离得
到多糖类成分，如余远志[13]通过将干燥的莲子心进行机械粉碎、乙醇脱脂、沸水提取、乙醇沉淀及中性酶和
Sevag 法除去蛋白得到粗多糖，再经阴离子交换层析和凝胶过滤层析得 ELPS-I~ELPS-VII 多种多糖组分。

2.4. 挥发油类
曾建伟等[14]采用水蒸气蒸馏装置(SDA)和挥发油测定装置(EODA)的水蒸气蒸馏法提取莲子心挥发
油，
GC-MS 分离鉴定挥发油成分，计算其含量，
结果是用 SDA 法，
鉴定出 29 种成分，占挥发油总量 91.56%，
主要成分有棕榈酸(28.96%)、9,17-十八碳二烯醛(19.99%)和亚油酸(11.94%)等；用 EODA 法，鉴定出 18
种成分，占挥发油总量 77.96%，主要成分为棕榈酸(18.98%)、肉桂酸龙脑酯(12.58%)、2-甲氧基-4-乙烯
苯酚(8.25%)等。张敏等[15]使用超临界 CO2 萃取法提取莲子心中的挥发油成分，得到其最佳提取工艺为
32 MPa 的萃取压力，萃取温度 50℃，9 MPa 的分离压力，分离温度 45℃，30 L/h 的 CO2 流量，萃取 2 h
可得莲子心油的出油率为 14.09%。

2.5. 甾醇类化合物
莲子心内还含有 β-谷甾醇、β-谷甾醇棕榈酸酯、β-谷甾醇正辛烷酸酯、β-谷甾醇-3-0-β-D-葡萄糖苷等
甾醇类化合物。陶冉等[16]利用溶剂提取法、聚酰胺柱和硅胶柱色谱法从莲子心中分离并鉴定出棕榈酸、
棕榈酸酰胺、棕榈酸乙酯、β-谷甾醇、三棕榈酸甘油脂等多种甾醇类化合物。

2.6. 微量元素
莲子心中含有多种微量元素，如钙、镁、铁、铜、锌、钾、钠、镍、镉、锰等[17]，此外莲子心内还
含有叶绿素和维生素 C 等成分。

3. 微波提取
微波提取药材中成分是通过偶极子旋转和离子传导两种方式内外同时加热进行的，而传统热萃取是
以热传导等方式由外向里进行的，因此微波提取具有省时省力，节约溶剂和能源等优点[18]。
余其凤[10]等用微波提取莲子心中总黄酮，通过单因素实验和正交实验确定微波辅助提取莲子心总黄
酮的优化工艺条件为：乙醇质量浓度 65%、固液比 1:25、微波辐射功率 400 W、微波辐射时间 30 s × 3 (间
歇作用 3 次)，莲子心总黄酮的提取率达 1.021%。张勋[19]等 3 种提取法得到的莲子心总生物碱对 DP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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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基和 ABTS 自由基的清除能力和抗氧化效果方法比较结果为：超声–微波协同萃取法 > 超声溶剂提
取法 > 传统溶剂回流提取法。因此，总生物碱的提取宜选用超声–微波协同萃取法。莲子心中多糖类成
分与莲子中多糖类成分相似[17] [20]。王辰[21]等采用微波法提取莲子多糖，并用 DEAE-52 纤维素柱层
析分离。通过正交试验，得出优化的工艺条件为：水为溶剂，料液比 1:15，提取时间 20 min，微波功率
240 W，微波提取多糖的得率为 17.32%。

4. 药理作用研究
4.1. 降压作用
莲子心中的生物碱类成分是其降压作用的物质基础。陈维洲等[22]研究显示莲子心中提取的莲心碱，
通过结构修饰成季铵盐，其降压作用强而持久。异莲心碱本身不经结构改造也具有降压作用，其机制主
要与干扰 α1 受体和阻滞钙通道的效应以及与抑制心肌收缩力、减慢心率有关[23] [24]。而且多种动物实
验结果证明莲子心中的生物碱类成分的降压机制主要是外周作用而非中枢作用[25]。

4.2. 抗心率失常作用
曾宪武等[26]在莲子心酚性生物碱的抗心律失常作用研究中，通过对用哇巴因、氯化钙、乌头碱、氯
仿诱导的心律失常模型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莲子心酚性生物碱能显著提高哇巴因和乌头碱致大鼠室性
早搏(VE)、室性纤颤(VF)和心脏停搏(CA)时的用量；延长 CaCl2 诱发大鼠心律失常出现的时间，加快模
型大鼠的窦性心律恢复；对氯仿所致小鼠室颤有明显的改善。这可能与莲子心生物碱能非选择性地阻滞
心肌细胞膜的 Ca2+、Na+通道有关[27]。离体心肌电生理研究证明，莲心碱 1~300 μg/ml 可浓度依赖性地
抑制豚鼠乳头肌状细胞快反应动作电位的零相上升幅度(APA)，并抑制豚鼠乳头状肌收缩力(Fc)及最大初
极速率(Vmax)，延长动作电位时程(APA)，且对 Vmax 的抑制作用有频率依赖性。

4.3. 抗纤维化作用与抗氧化作用
施京红等[28]通过用腹腔注射 20%四氯化碳溶液(2 mL/kg)法，建造肝纤维化的大鼠模型，以肝脏系
数和检测血清 ALT、AST、ALB 及肝组织 SOD、MDA、Hyp 为指标，对模型大鼠肝脏纤维化水平进行
评价。结果表明莲子心能减轻肝细胞损伤，保护肝细胞，并具有一定的抗肝纤维化作用。莲子心的抗肝
纤维化作用机制可能与其清除氧自由基、抗脂质过氧化作用有关。据报道[29]，莲子心的混合提取物对超
氧阴离子和轻基自由基具有良好的清除能力。此外，莲心碱也有显著的体外抗氧化作用，对红细胞和肝
组织细胞及亚细胞膜性结构有保护作用。甲基莲心碱对氧自由基所致血管内皮细胞损伤具有保护作用，
与其能清除氧自由基有关。

4.4. 降血糖作用
倪淑梅等[30]和潘扬等[31]实验结果都表明，莲子心对由四氧嘧啶造成的高血糖模型组具有良好的降
糖作用。李秋哲[32]通过莲子心总黄酮对高脂喂养联合链脲佐菌素诱导的 II 型糖尿病小鼠模型的研究，
结果表明，莲子心的总黄酮能够明显改善模型小鼠的血糖水平，提高小鼠的糖耐受量和胰岛素水平。Kato
Eisuke [33]等发现莲子心提取物对 L6 肌管有强烈的增强葡萄糖摄取，由此发挥降血糖作用，且研究结果
表明活性成分为单一生物活性化合物，海格胺 4’-O-0205-d-葡糖苷，该化合物通过作用于 02052-肾上腺
素能受体诱导其发挥作用。

4.5. 抑菌抗炎活性
林志钦[9]采用杯碟法测定莲子心总黄酮抑菌活性，结果表明莲子心总黄酮对青霉、根霉两种真菌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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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抑菌作用，但是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氏菌、大肠杆菌、枯草芽孢杆菌等细菌均有明细抑制作用。
Lin Jin-Yuarn 等[34]研究结果表明给予莲子芯提取物可通过减少内脏器官炎症和增加脾细胞中抗炎细胞
因子 IL-10 的产生来减轻体内急性炎症。

4.6. 其他作用
谈丽[35]在研究中，发现莲子心氯仿部位对高钾引起的预收缩和对抗乙酰胆碱引起的气管平滑肌的收
缩均有剂量依赖性的舒张作用。曾建伟[36]采用 MTT 法测定了莲子心总生物碱、总黄酮和总多糖分别对
人肝癌细胞株 Hep G2、胃癌细胞株 SGC-7901、乳腺癌细胞株 MCF-7 和结肠癌细胞 RKO 的半数抑制浓
度(IC50)，结果显示莲子心抗肿瘤作用的活性部位是总生物碱而非总黄酮和总多糖。

5. 莲子心的产品开发现状
5.1. 作为药物
目前莲心胶囊和女珍颗粒均已有生产销售，莲心胶囊由莲子心组成，用于神经衰弱、心火偏盛者。
女珍颗粒由莲子心、女贞子、墨旱莲等十味中药组方而成，用于肝肾阴虚、心肝火旺证者。且女珍颗粒
在 15 版中国药典中有收载。此外还有，由莲子心、酸枣仁、陈皮和蜂蜜组成的具有清心安神的作用的复
方莲芯口服液。张翔[37]莲子心生物碱栓剂的制备研究，是以莲子心中特定化学成分为目标提取出来而制
成药物的。目前，莲子心作为药物的开发还不够充分，而且现有的药物多侧重用其清热宁心的传统功效，
有必要以其多种成分的作用为基础对其进一步的开发应用于预防或治疗疾病。

5.2. 保健饮料
肖贵平等[38]以莲子心和菊花为主要原料，通过单因素试验和正交试验，对莲心菊花保健饮料的配方
及加工工艺进行了研究。优选得到了最优配方，而且莲心菊花保健饮料不仅具有清香的气味还具有清心
去火、消暑解渴功效，目前已有工业化的生产。而林灵[39]单用莲子心加水蒸煮制备的莲心饮料，操作安
全简便，且投入少，效益高。

6. 讨论与展望
莲子心在我国有长久而广泛的使用，是一味药食同源的中药，其安全性非常可靠。因此对其进行更深
度的开发是可行的。莲子心在我国的产区丰富，产量较大，价格适宜，但目前市场上的流通量还不够，由
此，并未带给当地很好的经济效益。莲子心作为一味传统中药，其所含成分的多样性、复杂性和作用机制
的不确定性，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其开发应用，因此，对莲子心的后续研究要侧重在评价莲子心的指
标成分与莲子心的药理作用的相关性实验研究，即以药效活性成分作为评价指标。此外，曾建伟等[40]通
过测定 10 个产地的莲子心的 HPLC，建立了莲子心的 HPLC 指纹图谱，确定了莲子心的 14 个共有峰。对
莲子心的后续研究，可以通过一测多评的方法，以其生物活性为评价指标对莲子心进行综合开发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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