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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文 摘 要

續斷傳統上具補肝腎強筋骨功效，為中醫骨傷科、婦科之常用要藥，臨床上除可

用於腰膝酸軟、跌打損傷、骨折等症，亦用於治療胎漏、胎動不安、滑胎，常用

於孕婦安治之用。現代藥理研究亦表明續斷具有抗骨質疏作用、促進骨損傷癒台@

降低在體和離體子宮的收縮幅度及緊張度、具免疫調節活性、具抗氧化抗衰老活

性、保護神經兀細胞作用、抗阿茲海默症作用．，抗菌抗炎、抗腫瘤活性、對機體

不同器官病變的保護作用、改善糖尿病等作用。

觀乎目前大部分中藥材的藥理研究，對於實驗所使用之中藥材往往只曲個別學者

進行經驗鑒別，並沒有對其進行嚴謹的鑒別。過往曾有學者提出藥食兩用的枸杞

子含有毒性的阿托品類生物鹼的結論 中藥界震驚並憂慮枸杞子的安全性;後抬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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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不少學者提出該學者的研究所指的"枸杞子"並不定與中藥所使用的枸杞子

品種樣"由此可見，品種鑒別對中藥的藥理研究甚為重要，差若毫釐，繆以千

里，使用不正確的原料作研究對像，有可能出現矛盾的結果，亦錯誤評價中藥的

療效性、安全性等方面，窒礙中藥日後的研究發展。

續斷，在過往@中國藥典@中普多次修訂藥材來源以及藥材原植物拉丁名，至使

過往此對續斷的藥理研究或綜述可能並未包含真正的續斷，或取用了非續斷原

材的植物進行研究及分析。目前香港並沒有法定的中藥材標準，大部份研究均

是參考@中國藥典@，而2005年香港衛生署出版的@香港中藥材標準@則屬於指

導性質，並無實際法律效力，只屬參考性質，導致研究人員往往從供應商採購時

不定能確保待研究藥材的質量。因此本研究認為在進行藥理研究以前，需要先

為待研究藥材進行定性定量的鑒別檢測，以確保待研究藥材的質量符合標準。

目的．:本研究通過比較@f國藥典@(2010年版)及@香港中藥材標準》(第五冊)啤

所採用的鑒別方法對續斷進行鑒別，觀察兩種標準在鑒別及定量層面上的異同

從而評價品種鑒別對藥理研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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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根據@香港中藥材標準》，對續斷藥材進行的顯微鑒別(粉末、切月)方法及

HPLC法檢測/續斷皂首珀含量，並進行比對。

結果及結論:@中國藥典@及@香港中藥材標準@的顯微鑒別(粉末及切月)的要求

及顯微鑒別特徵物相符;而HPLC法檢測，@中國藥典@與@香港中藥材標準@所

使用的HPLC條件及操作方法略有不同，但含量標準均為以乾燥品計算，月續斷皂

哲W(C。，H，。00不少於2．0拓。而藥材樣品含/續斷皂苦研百分含量鱷)為4．58%，垮

符合@中國藥典@原藥材及飲月，以及@香港中藥材標準@的含量要求。然而

@香港中藥材標準@較明確要求色譜系統適用性參數，並對成分峰的分離度有插

明要求，在操作上能較容易理解，較適合於藥學研究者標準地執行藥材定性定量

鑒別相關操作。本研究分別根據@中國藥典@及@香港中藥材標準@之鑒別方法

對續斷進行鑒別及定性定量分析，比較兩個標準上在定性鑒別及定量分析層面上

的異同，為日後續斷的藥理研究的藥材定性定量鑒別提供客觀依據，為合理評價

續斷的藥效性、安全性研究做了有意義的基礎。

關鍵調 續斷 ;中藥研究;鑒別;質量標準;比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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