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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藥川芎為傘形科植物川芎的根莖，其味辛性溫；是臨床最常用的活血止痛中藥之一。藥效和藥理研究
證明，川芎確有改善血液循環和鎮痛鎮靜的作用；同時該藥及其有效成分還有調節心血管、神經、呼吸、消化、
泌尿、免疫等多個系統功能和抗腫瘤、抗衰老、抗輻射、抗菌等廣泛的作用。本文綜述了近年對川芎開展的實
驗研究和取得的進展。 
 

[關鍵詞] 川芎；藥效學；藥理學；綜述 
1 概述 

川芎又名山鞠窮、芎藭、香果、胡藭、馬銜、芎藭、雀腦芎、京芎、貫芎、撫芎、台芎、西芎；為傘形科
植物川芎的根莖，多分佈四川、貴州、雲南一帶；主產區為四川（灌縣、崇慶）。《神農本草經》記載其味辛，
性溫；入肝、脾和三焦經；功效可活血止痛，行氣開鬱，祛風燥濕[1]。近年通過氣相色譜、液相色譜等測定方
法，檢出川芎的化學成分主要含有生物鹼類如川芎嗪、川芎哚、川芎醇等；其中川芎嗪體內吸收約30分鐘可達
血藥濃度峰值，再由尿液快速排出體外；揮發油類如z-蒿本內酯、丁基酞內酯、川芎內酯A等；其中蒿本內酯體
內吸收約40分鐘可達血藥濃度峰值，主要經肝、腎清除；酚類如阿魏酸等，體內吸收約20分鐘可達最大血藥濃
度，可通過血腦屏障進入腦內，主要由尿液排出體外。川芎還含有LCXP-1、LCXP-2、LCXP-3及LCXP-4等多
糖成分[2-5]。川芎多種藥化成分是其廣泛藥效作用的基礎。川芎作為臨床最常用的活血止痛中藥，療效顯著。本
文通過文獻收集和分析，綜述了近年對川芎進行的實驗研究和取得的進展。 

 

2 藥效藥理作用 
2.1 活血作用（改善血液循環作用） 
川芎是活血類中藥的代表。研究發現川芎水提液能改善中醫血瘀證動物模型的血液流變學指標，改善腸系

膜微循環障礙[6]。川芎水提液對家兔腦動脈粥樣硬化模型的頸動脈平均血流量、平均血流速度、最小血流速度、
腦血管零壓順應性及腦血管外周阻力等指標有明顯改善作用[7]。川芎水提液能糾正大鼠血瘀模型的凝血功能異
常[8]。川芎微乳劑能通過降低全血還原粘度、紅細胞流變性等改善大鼠血瘀模型的血液循環[9]。川芎水提液能改
善家兔骨內高壓模型的骨內及周圍血管的血液循環[10]。川芎中川芎嗪能抑制由二磷酸腺苷、膠原、凝血酶誘導
的血小板聚集，並且對已聚集的血小板有解聚作用；其作用機理與抑制cAMP磷酸酯酶活性及影響磷脂醯肌醇代
謝有關[11]。川芎中的川芎哚對二磷酸腺苷誘導的血小板聚集有明顯的抑制作用，有抗血栓形成的作用[12]。 

 
2.2 止痛作用 
川芎是臨床上中醫治療頭痛、痛經等痛症的要藥。研究證實川芎水提液能提高實驗動物在熱板疼痛及醋酸

扭體疼痛試驗時的痛閾值；能升高硝酸甘油型和利血平型偏頭痛模型腦中5-羥色胺含量[13]。川芎醇提物對實驗
性痛經動物有明顯鎮痛作用，可使大鼠痛經模型血漿中前列腺素2含量顯著上升，前列腺素2α含量顯著下降，前
列腺素2α/前列腺素2比值減小，TXB2含量顯著下降，血栓素B2/6-Keto-前列腺素1α比值減小[14]。另有報導川芎
水提液能明顯抑制小鼠離體子宮平滑肌的收縮，其作用呈現劑量依賴性[15]。川芎中川芎嗪能降低血清中單胺類
遞質的含量，有明顯的止痛作用[16]。川芎中蒿本內酯及3-丁基氫化苯肽有抗咖啡因作用，能降低神經的興奮性[17]。



 

 

另川芎中阿魏酸對中樞神經系統也有一定的鎮靜或抑制作用，能增強戊巴比妥鈉的催眠效果[18]。 
 

2.3 其它作用 
(1) 心血管系統功能 
川芎或其成分在臨床上常用於治療心血管疾病。研究發現川芎嗪能抗機體氧化應激反應，並能降低血脂，

防止動脈粥樣硬化[19]。川芎嗪可以通過拮抗內皮素-I抗冠狀動脈收縮，對心肌缺血有防治作用[20]。川芎嗪可阻
滯血管緊張素受體，抑制血管緊張素AngII的促增生作用，抗心肌肥大[21]。有報導川芎嗪能升高血壓、加快心
率、增大左心室及左心房內壓，增加血流量、下降紅細胞微粘度、降低外周阻力，有強心作用 [22]。另川
芎中川芎內酯A能明顯降低心肌中乳酸脫氫酶、丙二醛等氧化物的含量，提高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活性，
對再灌注所致的血管內皮細胞損傷有保護作用 [23]。 

 
(2) 神經系統功能 
川芎對神經系統有廣泛的調節和保護作用。研究發現川芎水提液能糾正缺氧情況下神經元細胞鈣超載的異

常[24]。在大鼠神經根型頸椎病模型上，川芎水提液能減輕神經根水腫變性、髓鞘脫失等損傷[25]。川芎水提液能
抑制由缺血缺氧引起的海馬神經元N-甲基-D-天冬氨酸受體的活性過度增強，減少誘發的異常電流，防止神經損
傷[26]。川芎水提液能促進血管和神經的再生，增加局部供血，加速移植術後肌肉及神經恢復正常功能[27]。川芎
醇提物能抑制馬桑內酯致癇神經細胞模型的鈣離子通道，顯著降低胞漿內遊離鈣離子濃度，有抗癲癇作用[28]；
川芎中的生物鹼能增加大鼠腦缺血再灌注模型腦中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活性、降低丙二醛的含量，減輕腦損傷[29]。
川芎中的川芎嗪可促進神經保護肽及神經微管蛋白的分泌，抗視神經損傷和變性，對視網膜病變有保護作用[30]。 

(3) 呼吸系統功能 
川芎中阿魏酸可以降低豚鼠哮喘模型血清中的炎症因子含量，並且減少嗜酸性粒細胞數量[31]。阿魏酸還能

降低磷酸二酯酶活性，減少cAMP降解，舒張支氣管平滑肌，有抗哮喘作用[32]。川芎中蒿本內酯對枸櫞酸和氨
水誘發的小鼠或豚鼠咳嗽模型均有明顯的止咳作用，可顯著延長咳嗽潛伏期，減少咳嗽次數[33]。 

 
(4) 消化系統功能 
川芎醇提物能減少自由基的產生，清除超氧陰離子自由基，保護肝臟[34]。川芎中阿魏酸能保護肝細胞膜、

抑制過氧化產物丙二醛的生成；抑制利福平誘導的細胞色素P450酶系統，降低異煙肼和利福平所致的肝毒性[35]；
抑制肝細胞中成纖維細胞及膠原纖維增生，抗肝纖維化[36]。川芎嗪可通過拮抗自由基損傷、調節ATP酶活性、
降低腫瘤壞死因子及調節單胺類神經遞質水平，保護胃腸道及其功能活動[37]。 

 
(5) 泌尿系統功能 
川芎中川芎嗪可以明顯改善大鼠免疫性腎損傷模型的腎臟病變，減少尿蛋白[38]；維持腎小球濾過膜的正常

功能，降低血清中尿素氮和肌酐含量[39]。 
 
(6) 免疫系統功能 
川芎中川芎嗪對免疫介導的再生障礙性貧血小鼠模型有促微血管修復、增加微環境供氧、促基質細胞生長

及粘附等作用[40]；促進造血幹、祖細胞增生，增加CD34抗原分子的表達[41]。川芎嗪能拮抗環磷醯胺所致小鼠
免疫功能低下模型的免疫器官重量減輕，增加其巨噬細胞的吞噬百分率及吞噬指數，促進T淋巴細胞酯酶陽性率，
增加血清溶血素含量[42]。 

 
(7) 抗腫瘤 



 

 

川芎水提液可通過阻滯胰腺癌HS766T細胞G0/G1軸，抑制癌細胞增殖；並通過增加合成期細胞百分比促使
癌細胞凋亡，發揮抗胰腺癌的作用。川芎水提液有明顯的抗肺癌A549細胞作用，其機理可能與誘導癌細胞凋亡
有關。川芎水提液可抑制大腸癌maser細胞增殖，並可誘導癌細胞凋亡。通過99mTc-MIBI方法證明，川芎嗪能
降低乳腺癌MCF-7/ADR細胞的耐藥性，增強抗癌藥物對癌細胞的殺傷[43-46]。 

 
(8) 抗衰老  
川芎水提液則能提高小鼠慢性衰老模型大腦皮層超氧化歧化酶活力，降低丙二醛含量，從而減緩衰老的進

程[47]。川芎嗪可通過抑制黃嘌呤氧化酶的活性、提高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活性，增加血清谷胱甘肽過氧化酶的含
量，從而減少氧自由基的生成以減輕自由基的損傷 [48]。川芎中阿魏酸也有清除自由基和抗氧化作
用 [49]。  

 
(9) 抗輻射和抗菌等 
川芎水提液能通過抑制IL-10、IL-12、TNF-α等炎症相關的細胞因子分泌，發揮光保護和抗輻射損傷的作用[50]。

川芎水提液對牙齦卟啉單胞菌菌株的生長有明顯抑制作用[51]。 
 

3 結語 
綜上所述，近年對川芎進行的實驗研究和取得的進展，不但為該藥作為臨床活血止痛良藥，而且為該藥廣

泛應用與各科疾病的防治，提供了藥效和藥理研究的依據。進一步結合藥化分析，開展對川芎的不同成分和不
同成分組合的研究，對該藥的研發具有重大意義。一般認為，臨床上口服川芎製劑的耐受性較好。現有的安全
性實驗資料表明，小鼠口服川芎水溶性粗製劑的LD50為65.86 g/kg。小鼠連續4周每日口服川芎嗪5或10 mg/kg，
其體重、血象、肝腎功能和病理組織學檢查均未發現明顯異常[52]。但也有報導指川芎中某些藥化成分可能具有
潛在的肝毒性[53]。我們近期的調查研究表明，川芎是臨床上最常用的20種抗流產中藥之一；但目前仍缺乏關於
川芎是否影響胚胎發育的安全性評價資料[54]。因此，系統評價川芎製劑及其藥化成分的安全性，也是今後研究
的一項重要課題。（本文獲香港浸會大學研究項目（FRG2/14-15/109, HKBU-UGC-Matching Grant/40-48-095）
和廣東省自然科學基金項目（2014A030313414）的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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