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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丹參 (Salvia miltiorrhiza) 為唇形科草本植物，使用部位為根部。丹參為一使

用幾千年傳統之中藥材，神農本草經列為上品無毒生藥，味苦，性涼，入心、肝

二經。在東方醫學，丹參為中藥使用量很大之單味中草藥，在先進國家關於「丹

參」的研究，幾十年下來累積相當多的研究成果。根據 PubMed 資料庫的查詢，

至今共有 886 篇醫藥相關的期刊被報導，其中包含 43 篇 reviews，甚至成為中國

第一個向美國 FDA申請植物新藥的中藥。 

 

在傳統中藥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中，丹參多被用於治療心血

管疾病  (cardiovascular diseases)，例如心絞痛  (angina pectoris)、高血脂症 

(hyperlipidemia) 及急性缺血性中風  (acute ischemic stroke) 和心肌梗塞 

(myocardial infarction)。也用於婦女月經失調 (dysmenorrhea)、失眠 (insomnia)以

及發炎病症 (inflammatory diseases)，例如水腫 (edema) 和關節炎 (arthritis)。而

丹參被用於治療慢性肝炎 (chronic hepatitis) 以及肝纖維化 (liver fibrosis) 也有百

年歷史 [1]。 

 

雖然丹參過去已有諸多文獻報導，但根據 2007年Medicinal Research Reviews, 

27, 133-148期刊的內容 
[2]，作者認為丹參在中國雖然已被正式列入藥典中，且成

功、普及地被使用於一般診所，仍其治療學上的機轉仍有諸多是未被釐清、闡明

的。然而，台灣產丹參於化學以及藥理活性的研究更僅於起步的階段，若要將台

灣丹參推廣至國人、進一步行銷世界，除了從植物基源鑑定、栽培環境土壤、灌

溉水質安全檢測、栽培繁植技術以及收穫處理各項建立一套準則外，更需以中草

藥現代化的精神與方式在製程與品質管理上制定出標準。 

二、植物的型態性與分佈： 

(一)、概述   

唇形科 (Lamiaceae/Labiae) 植物丹參 Salvia miltiorrhiza Bge.，以乾燥根及根



 - 66 - 

莖入藥。鼠尾草屬 (salvia) 植物全世界約有700種,分布於熱帶或溫帶。中國約有

78種。本屬植物在中國供藥用者約有26種。主要分布於中國河北、山西、陝西、

山東、河南、江蘇、浙江、安徽、江西及湖南，日本也有分布。目前栽培與野生

品均有，主產於中國四川、山西、河北、江蘇、安徽等省 [3]。 

 

(二)、植物特性  

多年生草本，高 30～80cm。全株蜜被黃白色毛柔及腺毛，根細長圓柱形，外

皮朱紅色。莖直立、方形、表面有淺槽。葉對生、單數羽狀複葉，有柄，小葉 3

～5 片，罕 7 片。頂端小葉片較側生葉片大，小葉片具短柄或無柄，小葉片卵圓

形。廣批針形，長 2～7.5cm 寬 0.8～5cm，先端急尖或漸尖，基部斜圓形、濶契

行、或近心形，邊緣具圓鋸齒，上面深綠色，疏被白柔毛，下面灰綠色，密被白

色長柔毛，脈上尤密。總狀花序，頂生或腋生，長 10～20cm；小花輪生，每輪有

花 3～10朵，小苞片披針形，長約 4mm。花萼帶紫色長鐘狀，長 1～1.3cm，先端

二唇形，上唇濶三角形先端急尖，下唇三角形，先端二尖齒裂，蕚筒喉部密被白

色長毛；花冠藍紫色，二唇形，長約 2.5cm，上唇直升略呈鐮刀形，下唇較短，

圓形，先端 3裂，中央裂片較長且大，先端又作 2淺裂，發育雄蕊 2，花絲柱狀，

藥隔細長橫展，丁字著生，花藥單室，線形，伸出花冠以外，退化雄蕊 2，花藥

退化成花瓣狀；子房上位，4 深裂，花柱伸出花冠外，柱頭 2 裂，帶紫色。小堅

果 4，橢圓形，熟時黑色長 3mm。花期 5～8月，果期 8～9月 [4]。 

三、活性成分測定及作用機轉探討： 

在天然物化學 (phytochemistry) 的研究上，丹參的活性成分依結構、物理以

及化學特性可分為親水性 (hydrophilic) 的酚酸類 (phenolic acid) 物質以及親脂

性 (lipophilic) 的丹參酮 (tanshinone) 類化合物。丹參內所含的至今已被分離鑑定

出超過 70多個結構 [5]，主要成份請參閱圖一。 

酚酸類成分被報導過的活性包括抗氧化  (antioxidant)、抗血小板凝集

(anticoagulant and anti-thrombotic)、調節肝功能 (kidney function regulation)、肝保

護 (liver protective effects)、心血管保護 (cardiovascular effects)、抗腫瘤(antitumor) 

以及抗 HIV病毒活性。丹參酮類化合物為二萜類 (diterpenes) 骨架，由於此類結

構具有多樣性的活性而被注目，例如抗菌 (antibacterial)、心血管活性 (effects on 

heart disease)、抗發炎 (anti-inflammatory)、抗過敏(anti-allergic)、抗氧化、抗肝纖

維化以及抗腫瘤活性 [1]。 

 

過去丹參已被報導過諸多活性，而依據國家衛生研究院電子報第 102 期

( 2005/06/13 )，由中華放射腫瘤學會、台灣臨床腫瘤醫學會、台灣肺癌學會、中

華民國癌症醫學會、台灣婦科腫瘤醫學會、中華民國婦癌醫學會、中華民國遺傳

學學會所聯合主辦的「第十屆台灣癌症聯合學術年會」提到， 目前臨床上使用抗

有絲分裂劑治療癌症，但常隨著多藥抗藥蛋白的表達，造成藥物抗性而失去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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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開發新藥來克服腫瘤的多藥抗藥性，為臨床上刻不容緩的課題。Salvinal乃由

中藥丹參所分離出來，藉由抑制有絲分裂與誘導細胞凋亡來控制腫瘤細胞之生長

這三個化合物皆不為多藥抗藥蛋白 p-gp170/MDR及 MRP的受質，故對於各類惡

性腫瘤的治療應有極佳的潛力，特別是當癌症病人具有多藥抗藥性也應具有極佳

的治療空間。這些研究成果已發表在國際癌瘤 /藥理著名期刊，Molecular 

Pharmacology
 [6]。  

 

所以我們將針對各癌細胞株，測試台灣產丹參萃取物的抑制活性，並了解其

與抗癌相關影響的分子路徑，可提供作為抗癌佐劑 (adjuvant)。也將進行台灣產丹

參萃取物之抗氧化活性測試，以健康產品之方式推廣於國人。抗血小板凝集活性

的測試則可提供作為丹參過去用於治療心血管疾病的佐證。圖一：丹参 (Salvia 

miltiorrhiza) 含有之主要化學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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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台灣丹參最佳化製程及品管： 

目前台灣栽培種丹參為紫花丹參為極具開發潛力的保健植物，而近年來國內

市售品的主產地仍為中國大陸，無法充分掌握栽培環境與栽種過程，許多民眾對

於藥材安全存有疑慮，而在花蓮縣瑞穗、玉里、光復鄉等地區生產安全及高品質

之藥材，種植之丹參生長適應性良好，無病蟲害情形發生，根部之產量佳且品質

優良，依外觀、生長型態又可分為闊葉、圓葉以及長葉 3種品系，過去栽種以圓

葉紫花丹參為主，經田野調查可發現此 3種品系除了在外觀上有所不同外，其香

味、烹煮後口感各有極微妙滋味上的差異。除了上述的紫花丹參，更有白花丹參

之品種，台灣栽培種丹參外觀圖以及簡介，請參閱圖二至圖五，以上所訴四種品

系皆為台灣本土生長之藥用植物 
[7]，其有效成分之含量亦為重要之一環，在基

源、化學組成以及藥理活性上極具研究價值，可逐一建立台灣特用植物資料庫。 
 

圖二至圖五：四種台灣栽培種丹參外觀圖以及簡介 

 
 

(一)、我們已經建立台灣丹參標準化製程，將所含各類活性物質劃分，進行成分

確定，功能確效。 

1. 原料抽提、分配萃取製程最佳化： 

採收後的丹參除了推廣作為藥膳料理外，由研究可知丹參萃取物的活性成

分可分為水溶性與親脂性兩大類，可利用此特性以化學製程的方式將其個

別萃取、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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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活性成分分離與純化： 

運用現代化的分離技術配合活性篩選結果，以活性導引分離法

(activity-directed fractionation) 獲得各活性層之成分，利用各項光譜技術確

定化合物之結構，闡明藥用植物之活性原自何處，確定台灣產丹參之活性

指標成分，初步測試結果顯示台灣栽培種丹參之指標性成分含量較市售者

為高，請參考圖六，在抗氧化能力方面亦較市售之丹參為佳，此顯示花蓮

地區生產之丹參品質佳，加上栽培環境都經過嚴格之篩選及控管，因此生

產的丹參品質安全有保障。 

 

圖六：指標成分含量分析 （本研究所使用之市售大陸丹參藥材，僅供參考。不代

表所有大陸丹參之品質） 

 
 

(二)、我們更完成台灣四種特用植物丹參之化學以及生物活性圖資(profiles)，建立

品質管理的標準 (指紋圖譜建立)。透過成分確定、功能確效研究的完成，

可更明確地使民眾了解台灣栽培種丹參的好處，也能建立品質管理的標準程

序，更能為國人的健康把關。加上化學成分分析方法的確立，更能進行以下

分析，精確瞭解在地農產品特性，以及在出口競爭上的優勢。 

(三)、我們將建立不同原型 (prototype) 產品之取得：經不同的提煉萃取或配製方

法取得不同藥物產品原型 (prototype) 後，交由本團隊以一系列化學與分子

生物實證科學建立之測試平台，由科學實驗數據來驗證傳統中藥在現代醫學

上的醫療作用，最終得到最佳產品原型。預計可得到兩項高品質、高單價之

產品。 

五、未來展望： 

針對台灣丹參產業之未來，由大環境與研發介面之投入，我們抱持非常樂觀

之態度。以下先分兩大方面，提出個人之潛見： 

 

(一)、環境需求、問題分析： 

    由進出口來源來看，國內藥材仍以大陸港澳為大宗，幾近 100%。不過，

大陸產品屢傳黑心事件，黑心中藥材暗藏有農藥殘留、重金屬污染等疑慮，

常讓健康蒙上隱憂；復以大陸經濟成長，消費力大增。造成進口量逐年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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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出口增加，使得單價上漲。據統計，台灣一年約 2~3 萬公噸的中藥材

是由大陸進口。其中以丹參為例，財政部關稅總局近三年資料顯示：丹參

進出口金額每年均有大幅成長，呈入超趨勢。這部份生產量的缺口與台灣

品牌的優勢，將成為台灣產丹參、當歸等中草藥產業發展之利基 
[8]。 

 

(二)、台灣丹參發展技術之風險與策略： 

1.台灣丹參可能之開發技術及產業因應對策 

    藥用保健植物的開發與升級需仰賴化學、藥理、製藥、生物科技各領

域之整合，本校天然藥物研究所研究團隊願在台灣丹參之研發貢獻專長，

在技術層面與各領域積極合作，開創台灣丹參產學研究之新契機。本論文

研究之台灣丹參，其生產端源自台灣花蓮所栽培的 4種品系，為新鮮材料，

質地良好，與進口品已有區隔，經確立藥材萃取成分與功效後，已大大提

升在地藥材之能見度。 

    台灣花蓮丹參發展在近二年較為成熟，我台灣丹參種類繁多，我們有

效建立品質有效確認方法。並針對四種台灣植栽丹參，闊葉紫花丹參、圓

葉紫花丹參、長葉紫花丹參、白花丹參及大陸市售品，進行研究，強調高

階產品，預期將使丹參之經營範圍由東部，擴及至全省，甚至全世界。 

2.台灣丹參產業其他風險及因應對策。 

經由 SWOT分析了解到丹參在目前市場上有極大的發展潛力與商機，

但有以下三個瓶頸需克服，方能讓生技產業逐步穩建發展，佔有市場。 

瓶頸一：台灣丹參種類繁多，品質有效確認方法，配需和生產與品管規劃、

建立健全之研發基礎。 

瓶頸二：產品線建構不齊全，尚未達到經濟規模。 

瓶頸三：結合基礎研發證明，推廣通路急需加強產品接受度，甚或開發高

階之健康食品或藥品。 

本研究室透過建置『台灣栽培種特用植物丹參化學與生物活性圖資 

(profiles) 之研究』，使品質看得見，讓消費者安心，將可成為台灣丹參生

產企業競爭之基石，進行產品推展與市場開拓，讓新興生技產業逐步穩建

發展，佔有市場。 

 

透過我們的努力，期望能帶動台灣栽培種丹參之研究。目前國內中藥材仰賴

進口，原料品質未妥善掌握，本研究結合在地藥材供應之生物科技公司，建立藥

用丹參種原資料，掌握藥材基原、品質與產量，可提升中藥的品質。未來

在確立藥材萃取成分配方與功效之後，或可以開發西藥原料藥市場。 

要在以上所提出之產業環境之下勝出，我們應將積極提昇產業技術研發水

準，研發台灣在地中草藥，結合天然藥物及各領域研發者共同研發具有安全性、

均一性、功效性之產品，可為沒落的傳統產業再創生機，並帶動相關觀光業、服

務業之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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