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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色马先蒿、决明子、连翘抗运动性疲劳的活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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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研究三色马先蒿、决明子和连翘的抗运动性疲劳作用。方法  以小鼠游泳训练为模型，观察上述

三味中药对 4 周递增大强度负荷运动小鼠体重、食欲等疲劳相关症状和体征及力竭游泳时间的影响。结果  实验

第四周末单纯运动组小鼠活动减少，毛发枯萎，无光泽，有的小鼠出现大片脱毛现象，食欲减少，体重降低；而

运动+决明子组、运动+连翘组和运动+三色马先蒿组上述疲劳相关的症状与体症明显减轻，食欲增加，体重持续

增长。单纯运动组小鼠力竭游泳时间明显低其余三组，P ＜ 0.01。运动+三色马先蒿组小鼠力竭游泳时间明显高

于运动+决明子组和运动+连翘组小鼠，P ＜ 0.05；与阳性对照组(人参提取物)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 ＞ 0.05。

结论  三色马先蒿、决明子和连翘均具有一定的抗运动性疲劳作用，但以三色马先蒿的效果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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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anti-sport fatigue effects of thre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TCMs), 

Pedicularis tricolor, Semen cassia, Forsythia suspensa. Methods: Using the model of mice swimming training to 

observe the effects of these three TCMs on mice body weight, appetite, other signs and symptoms-related fatigue, 

and the exhaustive swimming time by high-intensity swimming for four weeks. Results: Mice in exercised group 

showed reduced activities, withered hair, decreased appetite, and body weight lost after 4-week exercise, while 

mice administered with Pedicularis tricolor, Semen cassia, Forsythia suspensa showed these symptoms less 

significantly, i.e. increased appetite and body weight. The exhaustive swimming time involving mice administered 

with these plants, was longer than mice in exercised group after 4 weeks (P＜0.01). The exhaustive swimming 

time in mice administered with Pedicularis tricolor was longer than that in mice administered with Semen cassia, 

Forsythia suspensa after 4 weeks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exhaustive swimming time 

between mice administered with Pedicularis tricolor and Ginseng (regarded as the positive drug)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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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Pedicularis tricolor, Semen cassia, Forsythia suspensa may possess anti-fatigue effects on exercised 

mice. Pedicularis tricolor was more active. 

Key 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fatigue; exercise 

 

运用中医药抗运动性疲劳以其效果确切、毒副

作用较少而为世界运动医学所瞩目。多年来抗运动

性疲劳的中药主要集中在补脾、补肾等补益药中，

而对具有疏肝理气之中药与运动性疲劳的关系研

究则较少。中医认为肝主疏泄，能调畅情志，运动

性疲劳出现时往往伴有运动员情绪的变化和行为

的改变，提示运动疲劳的发生与中医“肝”功能失调

有关。因此加强中医调肝药物抗运动性疲劳的研究

意义较大[1]。为此我们选择清肝药连翘、平肝药决

明子和三色马先蒿进行了体内抗运动性疲劳作用

的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与分组 

昆明种4周龄健康雄性SPF级小鼠60只，体重

(22.98 ± 2.47)g，由广东医学院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粤检证字99A053号）。实验动物适应性喂养3天

后，随机分为6组：正常组（A），模型组（B），阳

性组（人参提取物，C），决明子组（D），连翘组（E），

三色马先蒿组(F)。每组10只，分笼饲养，自由饮食，

室温(18~24)℃。 

1.2  人参提取物的提取方法 

 首先运用石油醚分别热提 3 次，减压浓缩成浸

膏。其残渣先用 95%的乙醇分别热提 3 次，减压浓

缩成浸膏。然后再用水煎煮 3 次，在 60 ℃的水浴

中浓缩成浸膏。 后将此三者合并成混合提取物，

放 4 ℃冰箱保存备用。 

1.3  药物处理及给药方法 

从昆明市药材局购买上述中药各1 kg，首先运

用石油醚分别热提3次，减压浓缩成浸膏。然后各

味药物的残渣再用95％的乙醇分别热提3次，减压

浓缩成浸膏。各味药物的残渣再用水煎煮3次，在

60 ℃的水浴中浓缩成浸膏。再将此三者合并成各味

药物的混合提取物，放4 ℃冰箱保存备用。决明子组、

连翘组、三色马先蒿组分别以决明子（1.80 g·kg-1·wt-1）、

连翘（ 1.00 g·kg-1·wt-1 ）、三色马先蒿（ 2.13 

g·kg-1·wt-1）灌胃，每天灌胃1次；对照组、运动

组以等体积生理盐水灌胃，阳性对照组以等体

积人参提取物(0.32 g·kg-1·wt-1 )灌胃，药物剂量换

算参照文献[2]。实验时间4周。 

1.4 运动方式 

除正常组外分别于灌胃后 3 h 进行无负重游

泳，水温 29 ℃，水深 40 cm。运动方案参照文献[3]，

第 1、2 周每天 30 min，第 3 周每天 60 min，第 4

周每天 90 min，每周游 6 d，共 4 周。第 29 天进行

1 次性力竭游泳，记录力竭时间。力竭标准为小鼠

沉入水中超过 10 s，且小鼠在平面上无法完成翻正

动作。每天观察并记录小鼠的一般情况。 

1.5  数据处理 

所有数据均以 x ± S 表示，并采用方差分析进

行均数间差异显著性检验，显著性水平 α = 0.05。

统计学处理均在 SPSS 10.0 计算机统计软件上完成。 

2  结果 

2.1 体重等一般情况的变化 

本项研究表明实验前各组小鼠健康活泼，毛发

光泽，体重差异无显著性，均 P > 0.05; 实验第一

周末各组小鼠体重持续增长，但运动+决明子组小

鼠体重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P < 0.05；其他各组小

鼠体重差异均无显著性，均 P > 0.05。实验第二周

末至第三周末各组小鼠体重低于正常对照组，P < 0.01，

P < 0.05。实验第四周末单纯运动组小鼠活动减少，

毛发枯萎，无光泽，有的小鼠出现脱毛现象，食欲

减少，神疲乏力，体重明显降低,体重明显低于其他

各组，P < 0.01，P < 0.05。运动+决明子组、运动+

连翘组和运动+三色马先蒿组小鼠上述症状明显减

轻，食欲增加，体重持续增长。运动+三色马先蒿

组小鼠体重明显高于运动+决明子组和运动+连翘

组，均 P < 0.05；与阳性对照组比较，差异无显著

性，P > 0.05。结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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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三色马先蒿等 3 味中药对小鼠体重的影响(g) 

Table 1  Effects of Pedicularis tricolor，Semen cassiae，Forsythia suspensa on body weights  

分组 实验前 第一周末 第二周末 第三周末 第四周末 

正常对照组 22.98 ± 3.74 29.76 ± 2.52 33.31 ± 2.79 35.43 ± 3.08 37.13 ± 2.31 

单纯运动组 23.10 ± 3.53 27.80 ± 4.28 29.43 ± 4.39* 30.04 ± 3.83** 26.85 ± 3.87**，‡‡ 

阳性对照组 23.25 ± 2.80 28.90 ± 2.69 31.02 ± 2.46 31.84 ± 2.86** 33.04 ± 3.31*†† 

运动+决明子组 23.15 ± 2.96 26.54 ± 2.93* 29.17 ± 3.20** 30.29 ± 3.99** 31.64 ± 3.91 **†‡ 

运动+连翘组 23.04 ± 3.40 26.89 ± 2.84 29.09 ± 2.46** 30.71 ± 1.93** 31.42 ± 1.92**，†，‡ 

运动+三色马先蒿组 22.70 ± 2.90 28.12 ± 2.89 29.82 ± 2.95* 30.50 ± 2.50** 33.60 ± 2.31*†† 

注: * P < 0.05,** P < 0.01,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P < 0.05, †† P < 0.01, 与单纯运动组比较；‡ P < 0.05, ‡‡ P < 0.01，与阳性对照组比较。 

2.2 力竭游泳时间的比较  

    本项研究表明单纯运动组小鼠力竭游泳时间

明显低与其他各组，P < 0.01。运动+三色马先蒿组

小鼠力竭游泳时间明显高于运动+决明子组和运动

+连翘组小鼠，P < 0.05；与阳性对照组比较，差异

无显著性，P > 0.05。结果见表 2。 

表 2  三色马先蒿等 3 味中药对小鼠力竭游泳时间的影响（min） 

Table 2  Effects of Pedicularis tricolor，Semen cassiae，Forsythia suspensa on all-out time for forced swimming 

分组 单纯运动组   阳性对照组  运动+决明子组 运动+连翘组  运动+三色马先蒿组 

N 8 8 7 9 9 

力竭游泳时间 107.13 ± 11.28 161.75 ± 29.49** 131.86 ± 10.65**, ††，‡ 135.67 ± 16.75 **,††，‡ 154.78 ± 15.37**， 

注：** P < 0.01,与单纯运动组比较；†† P < 0.01,与阳性对照组比较；‡ P < 0.05,与运动+三色马先蒿组。 

3  讨论 

本项研究结果表明：通过 4 周递增大强度负荷

运动以后，运动组小鼠出现了神疲乏力，活动减少，

食欲降低，体重减轻，甚至脱毛等症状，提示 4 周

递增大强度负荷运动以后小鼠出现了运动性疲劳

的症状，与文献一致[3]。从小鼠运动性疲劳的相关

症状与体征来看，三色马先蒿、石决明、连翘均有

一定的抗运动性疲劳效果，但以三色马先蒿 明

显。从力竭游泳时间来看，三种中药均能提高小鼠

运动能力作用,但以三色马先蒿 好。综合上述运动

性疲劳的相关症状、体征和力竭游泳时间，三色马

先蒿抗运动性疲劳的效果 好。 

玄 参 科 (Scrophulariaceae) 马 先 蒿 属

（Pedicularis）植物约有 500 余种，其中三分之二

的种类在我国分布。多有滋阴补肾、补中益气、健

脾和胃等功效；亦有清热解毒、利尿、保肝等作用；

临床上对于免疫力低下，泌尿系统疾患，肝胆疾患，

妇科疾患，老年病以及麻风病的防治等具有特殊疗

效；其所含化学成分主要为环烯醚萜苷、苯丙素苷、

酚酸、去甲基单萜苷等化合物[4]。本项研究结果显

示三色马先蒿具有较强的抗运动性疲劳和提高小

鼠运动能力作用。众多研究表明长期递增负荷训练

会导致脂质过氧化产物的大量增加，随着脂质过氧

化产物的发生，会导致膜流动性，通透性和兴奋性

的的降低，而造成细胞的肿胀和组织炎症的发生[5]，

引起疲劳。经典的抗氧化剂可有效地延缓疲劳的发

生[6]。又研究表明该类植物中所含的苯丙素苷化合

物具有较强的抗氧化和抗骨骼肌疲劳等作用[7-8]。推

测三色马先蒿抗运动性疲劳和提高小鼠运动能力

作用可能与该属植物中苯丙素苷类化合物的抗氧

化和抗骨骼肌疲劳等活性有关。 

决明子的化学成分主要为：蒽醌类，萘并吡酮

类，甾醇类，脂肪酸类，氨基酸类，无机元素，还

原糖、多糖及蛋白质。其药理作用主要为：降压作

用，保肝作用，降血脂作用，免疫作用，抑菌作用

和抗氧化作用等[9-10]。但有关决明子是否有抗运动

性疲劳作用，未见报道。本研究结果显示决明子具

有一定的抗运动性疲劳和提高小鼠运动能力作用。

研究表明决明子及其所含的蒽醌类、吡酮类物质和

多糖等活性成分均具有较强的抗氧化活性[11-12]。又

众多研究表明长期递增负荷训练会导致脂质过氧

化产物的大量增加，随着脂质过氧化产物的发生，

会导致膜流动性，通透性和兴奋性的的降低，而造

成细胞的肿胀和组织炎症的发生[5]，从而引起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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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抗氧化剂可有效地延缓疲劳的发生[6]。因此

我们推测决明子抗运动性疲劳和提高小鼠运动能

力作用可能与决明子及其活性成分的抗氧化作用

有关。 

贯叶连翘为藤黄科金丝桃属多年生草本植物,

近年来贯叶连翘由于其在治疗抑郁症方面疗效确

切，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其化学成分有：金

丝桃苷、槲皮素、槲皮苷、绿原酸、咖啡酸、衣马

宁、金丝桃素及挥发油等成分。药理作用：抗抑郁、

抗焦虑、抗肿瘤、抗病毒、抗菌等多种药理作用[13]。

近年研究表明连翘叶黄酮提取物可有效保护一次

性力竭运动对小鼠的肝脏、心肌和股四头肌造成的

微损伤[14]。本研究显示连翘能改善4周递增大强度

负荷运动小鼠疲劳相关的症状与体征,提高运动小

鼠的运动能力。其机理可能与连翘的抗氧化作用[15]

等有关。 

    综上所述，三色马先蒿、决明子和连翘均能明

显推迟运动性疲劳的发生和提高小鼠运动能力作

用，但以三色马先蒿的效果 好。并推测这三种中

药的作用机理可能与这三种中药及其活性成分的

抗氧化作用有关。今后很有必要对这三种中药，尤

其是三色马先蒿抗运动性疲劳的作用机理及活性

成分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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