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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植物分類學認識紅景天 

科：  景天科 Crassulaceae 

屬：  紅景天屬 Rhodiola 

種：  
玫瑰紅景天 (薔薇紅景天) R. rosea 
庫頁紅景天 (高山紅景天) R. sachalinensis 
大花紅景天 R. crenulata 

基源: 根及根莖 (roots and rhizomes) 



庫頁紅景天的根和根莖 

拍攝地點: 吉林省延邊州安圖縣 
(俞篤文博士拍攝) 
僅供台北市藥師公會藥師上課使用
請勿作其他用途引用 



根莖（英語：Rhizome）是植物在地下變態莖的一種。 
某些植物的枝幹部分，但是並不在地面以上生長，而是在土壤中生
長，從形態上看，又似植物的根。 
  
根的作用是吸收土壤中的水和礦物質 
根莖只是擴展植物的體積。類似的現象還有有塊莖。 
  
根莖保留允許新梢向上生長的能力，植物用根莖存儲澱粉，蛋白質
和其他營養物質，當新梢過冬，這些營養成分變得對植物有用，這
是一個是營養繁殖的過程。 

認識根和根莖 



紅景天是雌雄異株 
拍攝地點: 吉林省延邊州敦化縣 
(俞篤文博士拍攝) 
僅供台北市藥師公會藥師上課使用
請勿作其他用途引用 



不同年份的紅景天根和根莖 

(俞篤文博士拍攝) 
僅供台北市藥師公會藥師上課使用 
請勿作其他用途引用 

一年生的幼根 

三年生的根 



不同年份的紅景天根和根莖 

(俞篤文博士拍攝) 
僅供台北市藥師公會藥師上課使用 
請勿作其他用途引用 

四年生的紅景天 



庫頁紅景天的地上部 
(俞篤文博士拍攝) 
僅供台北市藥師公會藥師上課使用 
請勿作其他用途引用 



2. 從地理分布認識紅景天 

1. 全世界共有90多種紅景天，在中國70多個種 

2. 主要分佈于北半球『高寒地帶』，亞洲的北部、朝鮮、日本、

北美洲和北歐 

3. 常用的有三種: 玫瑰紅景天(Rhodiola rosea L.)、庫頁紅景天

(Rhodiola sachalinensis A. Bor)和大花紅景天(Rhodiola 

crenulata H. Ohba) 



• The geographycal spreading of the species included in the Rhodiola genus 

• (http://rhodiolarosea.org/rhodiola-rosea-taxonomy-rhodiola-geographical-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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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景天在世界的主要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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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OS ONE | DOI:10.1371/journal.pone.0118204   March 13, 2015 



3. 從人類使用歷史認識紅景天 

歷史記載是清康熙時期，準噶爾部的阿拉布坦叛變，康熙帝御

駕親征卻不幸中伏，在日夜數日馬不停蹄的逃跑中，因為有紅

景天的幫助，消除軍旅疲憊而逃過一難，爾后最終平定了阿拉

布坦叛變，因此，清康熙帝親筆手書將紅景天稱之「仙賜草」，

這是歷史上可考據的記載，也就是說庫頁紅景天有人體使用經

驗可以考究到200年以上。 

紅景天又名「仙賜草」，是由清康熙帝所命名 



蘇羅瑪寶（藏語音譯） 

 生長在西藏高原海拔4000公尺以上高寒地區，無污染環境下生長

的一種珍貴藥用植物。 兩千年前，人們就已懂得用紅景天克服空

氣稀薄帶來的高山症，並有消除疲勞、活血、順氣之療效。 

紅景天藏名「蘇羅瑪寶」，其意為『神草』 
 
藏醫學: 四部醫典和珍珠本草 

紅景天的斷面血紅色，散發濃厚的奇香，
如同玫瑰花香，是喇嘛隨身攜帶之物，具
有淨化和灑淨的作用 

大花紅景天 



紅景天，西方國家稱之為「黃金之根」， 「玫瑰之根」
及 「極地之根」，其又名『高原人參』 

Golden root, Rose root, Arctic root 

紅景天也是北歐等國傳統的草藥 (traditional herb medicine)，用
於改善血液循環和消除疲勞，因為紅景天溶在水中呈現琥珀色，
又具有特殊的玫瑰花香，因此有『黃金根』和『玫瑰之根』的美
譽。由於紅景天和人參一樣，具有耐寒抗凍的特性，可以在零下
40度存活，故又有『極地之根』和『高原人參』的名號。 
 
對於工作能力下降，睡眠障礙，食欲不振、躁動不安、高血壓、
頭痛、疲憊等原因導致體力和精神不佳的狀況有很好的效果。  
 



紅景天，蘇聯， 太空人 

紅景天的近代研究始于20世紀50年代，由於美國和蘇聯的

太空競賽，蘇聯為克服太空人在宇宙中的生理狀態，疲勞、

專注力、空間壓力和宇宙射線。 前蘇聯基洛夫軍事學院在

尋找強壯劑時發現，紅景天具有抗壓力作用及刺激神經系

統、降低憂鬱症狀、消除疲勞、預防高原反應等作用。 

 

1976年蘇聯將紅景天應用於 “適應原”樣藥物，作為宇航員、
飛行員、濳水員和運動員等消除疲勞和增加活力。 



4. 從高山症認識紅景天的效能 

高山症 : 主要的原因是生理缺氧 
 
紅景天最大的特點: 增加血液涵氧量和組織的耐
缺氧 
 



高山症 (Altitude illness) ，或稱「高原反應」 （英語：Altitude 
sickness，acute mountain sickness，縮寫「AMS」） 

高山症發生的原因 
隨著高度的增加，大氣壓力逐漸的降低，吸入的氧氣也隨著降低。高山
症，就是在低壓缺氧的高山環境裏，所產生的病狀，當上升的速度，超
過身體適應的能力時，高山症就會發生。 
 
高山症的病理 
人體在高海拔狀態由於氧氣濃度降低而出現的急性病理變化表現。高山
症可以發展成肺水腫（英語：High-altitude pulmonary edema）
（HAPE, high altitude pulmonary oedema）和腦水腫（HACE, high 
altitude cerebral oedema），嚴重時可致死。 



一般講的高山症是指: 當攀升太高太快，人體內組織缺氧，身體來不及充

份適應。 這時和體力好不好、身體強不強壯無關，和身體是否耐缺氧能力

才是主要原因。 

 

高山症，只是高山的原因嗎?  平地和平常也可能發生? 
 
高山症一般發生2000米以上，為什麼爬郊山和平地也會有高山症? 

小心
缺氧 



除了高度，還有其他的因素會影響缺氧? 
 
環境氣壓下降：空氣稀薄，肺部換氧效率降低，造成動脈含氧下降。 
運動氣壓下降：在高海拔運動，動脈內氣壓反而會下降。 
睡眠氣壓下降：在高海拔睡覺，呼吸的換氧能力在睡眠中會明顯下降很多，

所得到的休息比較沒有效。 
緯度氣壓下降：大氣壓力越遠離赤道越低 
季節影響氣壓：冬天的大氣壓力比夏天低 
日夜影響氣壓：晚上的大氣壓力比白天低 

高山症，只是高山的原因嗎?  平地和平常也可能發生? 

小心
缺氧 



高山症的分級 

輕度症狀：頭痛、頭暈、厭食、失眠、噁心、周邊水腫、全身倦怠等。 

中度症狀：嘔吐、使用一般止痛藥無法緩解的頭痛、尿量減少等。 

重度症狀：意識改變、步態不穩、休息時呼吸困難、肺部可聽到囉音、

以及發紺。 

為什麼要談高山症? 

壓力大，睡不好，好
疲倦喔! 



 

即『扶正固本』的『適應原』作用。 

 

所以，紅景天廣泛應用于保健醫學、運動醫學、航太醫學

和預防醫學等。 對於壓力大、工作時間長、血液循環較

差、腎臟病、老年人心衰竭，慢性肺阻塞、記憶力退化等。

易於疲勞，缺氧或耗氣量大的環境和崗位上的工作者，作

為抗疲勞、抗缺氧和延緩衰老。  

紅景天既然能預防高山症，代表紅景天的藥理作用，俱備對治作用? 



中國大陸藥典 2015版 

5. 藥典對紅景天的記載 





中國大陸紅景天藥品仿單 



美國藥典國民處方集 38版2015 



歐洲醫藥局EMA 2012年版 



 
6. 從化學成分組成認識紅景天 

Active Constituents 
  
The root of Rhodiola rosea has six distinct groups of chemical compounds: 
• Phenylpropanoids: rosavin, rosin, rosarin 
• Phyenylethanolo derivatives: salidroside (rhodioloside), tyrosol 
• Flavonoids: rodiolin, rodionin, rodiosin, acetylrodalgin, tricin 
• Monoterpernes: rosiridol, rosiridin 
• Triterpenes: daucosterol, beta-sitosterol 
• Phenolic acids: chlorogenic and hdroxycinnamic, gallic acids. 
  
Standardized extracts that are currently available in the U.S. are most 
commonly standardized for rosavin and/or rhodioloside. 



玫瑰紅景天必需被鑑定出6項指標成分 
出處: 美國藥典  USP 38ed. 6198 Rhodiola rosea / Dietary Supplements 





以高效液相層析儀方法(HPLC)，分析47個樣本，以8種成
分組成和比例做親緣鑑別，其中玫瑰紅景天和庫頁紅景天
的成分別最為近似 

2013年中國科學家發表 



大花紅景天 

玫瑰紅景天 

庫頁紅景天 

47個紅景天樣本 



鑑別的成分 中文成分 

1 Gallic acid  沒食子酸 

2 Tyrosol  酪醇 

3 Salidroside 紅景天苷 

4 Catechin 兒茶素 

5 Rosarin 絡薩琳 

6 Rosavin  絡薩維 

7 Rosin 絡林 

8 Rhodionin 



以高效液相層析儀方法(HPLC)，
做8種成分分析圖譜 



• RR: Rhodiola rosea   玫瑰紅景天 
• RS: Rhodiola sachalinensis 庫頁紅景天 

• RC: Rhodiola crenulata  大花紅景天 

親緣分類是以遠近判別相似度，愈接
近代表相似度愈高，距離愈遠代表差
異性愈大，臨床表現就可能不同。 



玫瑰紅景天和庫頁紅景天
的比較 

 
相似度最高 



如何辨別紅景天的真偽? 
 

中國和台灣: 紅景天苷 Salidroside 
 

歐洲和美國: 絡薩維Rosavin 



中藥女貞子的主要成分也

是紅景天苷? 

如何辨別紅景天的真偽? 





看看美國藥典怎麼說? 
辨別紅景天看絡薩維Rosavin 







台灣大學協助豐山生技鑑定出庫頁紅景天的指標成分有5項指標成分 
Structures of marker compounds identified from Rodiola sachalin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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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大學協助豐山生技鑑定出庫頁紅景天的指標成分有1項指標成分 
Structures of marker compounds identified from Rodiola sachalinensis. 



依據台灣大學和東華大學的協助的分離鑑定 
 
庫頁紅景天的6項指標成分與美國藥典的玫瑰紅景天 
完全符合 

美國藥典鑑別的成分 台大藥學院鑑定 東華大學化學所 

1 Tyrosol   

2 Salidroside  

3 Rosarin  

4 Rosavin   

5 Rosin  

6 Rosiridin  



豐山生技以HPLC分析方法 
鑑定庫頁紅景天和其他不同品種紅景天的區別 
 (成分有5項指標成分) 
Structures of marker compounds identified from 
Rodiola sachalinensis. 



紅景天苷(Salidroside) 標準品 

美國 Sigma  
中國食品藥品檢定研究院  



波長：223nm 紅景天苷
HPLC圖譜 

大花紅
景天 

玫瑰紅
景天 

庫頁紅
景天 

紅景天苷標
準品 

圖譜智產權：豐山生技醫藥品股份有限公司（未經許可
不得引用） 



波長：274nm 紅景天苷
HPLC圖譜 

大花紅
景天 

玫瑰紅
景天 

庫頁紅
景天 

紅景天苷標
準品 

圖譜智產權：豐山生技醫藥品股份有限公司（未經許可
不得引用） 



庫頁紅景天 UV 圖譜 

圖譜智產權：豐山生技醫藥品股份有限公司（未經許可
不得引用） 



絡薩維 (Rosavin) 標準品 

美國 Chromadex 中國成都 MUST  



波長：250 nm 絡薩維
HPLC圖譜 

庫頁紅
景天 

絡薩維標
準品 

玫瑰紅
景天 

圖譜智產權：豐山生技醫藥品股份有限公司（未經許可
不得引用） 

大花紅
景天 

大花紅景天不含
絡薩維Rosavin 



波長：340 nm 絡薩維
HPLC圖譜 

大花紅
景天 

玫瑰紅
景天 

庫頁紅
景天 

絡薩維標
準品 

圖譜智產權：豐山生技醫藥品股份有限公司（未經許可
不得引用） 



庫頁紅景天 UV 
圖譜 

圖譜智產權：豐山生技醫藥品股份有限公司（未經許可
不得引用） 



7. 紅景天的現代藥理學研究進展 



近代紅景天的藥理研究 

*急性心肌缺血 
*老年性心肌衰竭 
*心臟血管狹窄 

*猛爆性肝衰竭 
*酒精引起之急性肝損傷 

*肺纖維化 
 

*腎臟缺血再
灌注損傷 

*小腸缺血再
灌注損傷 

*抑鬱和焦慮 
* 廣泛性焦慮症 
*心理疲勞及壓力 
 *改善失眠 
*大腦皮層神經元 
保護作用 
*阿茲海默症 

*抗氣喘 

*抗生理疲勞及壓力 
*提升耐力運動能力 

*抗老化、衰老 
*糖尿病 
*高血壓 



紅景天有促進認知與平靜情緒之雙重作用 
對抗心理疲勞,幫助記憶、學習、抗壓、預防腦部退化 

腦
幹 

皮
質 

紅景天 

+ 

邊緣系統 
Limbic system 
(記憶之儲存) 

活化 
NE、5-HT、DA、Ach路徑 

Ach路徑 
(cholinergic 
pathway) 

記憶提取 

1.↑皮質之認知功能 
2.↑前額葉與額葉皮 
     質之學習功能 

NE、5-HT 、 DA
路徑 

調控HPA軸 

腦幹 

網狀活化系統 

大腦皮質 

認知功能 

前額葉與 
額葉皮質 

注意力 

記憶 

學習 

*認知功能: 
思想,評估,計算,計畫 

認知促進 情緒平靜 

邊緣系統路徑 
(調節情緒張力與心情) 

海馬迴 杏仁核 下視丘(H) 

腦下垂體(P) 

腎上腺(A) 

保護腦、心臟 

前腦報償系統 

情緒 
記憶 
警戒 

情緒 
記憶 

愉悅,滿足, 
活力,動力 

情緒,記憶 

情緒,記憶,警戒 

By Richard P. Brown, M.D.,Patricia L. Gerbarg, M.D., and Zakir Ramazanov, Ph.D., D.S  Rhodiola 
rosea A Phytomedicinal Overview. HerbalGram. 2002; 56:40-52 American Botanical Council 

減少壓力荷爾蒙 



紅景天有保護心臟之效果-特別是在情緒與生理壓力下 

By Richard P. Brown, M.D.,Patricia L. Gerbarg, M.D., and Zakir Ramazanov, Ph.D., D.S  
Rhodiola rosea A Phytomedicinal Overview. HerbalGram. 2002; 56:40-52 American 

Botanical Council 

壓力反應系統 

↓心搏過速或心律不整 

交感/副交感系統 

改善: 
*心律變異 
*增加能量之利用與保存 

紅景天對心臟
之直接效果 

能量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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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紅景天對考試壓力的研究(作者: 俄羅斯和瑞典) 



紅景天改善疲勞之人體實驗~減少考試期間身體與心理之疲勞 

結論:1.紅景天服用20天後,對有考試壓力下之學生,可有效增加工作能力,減少心跳上升,促進運動能力,增進幸福感 
        2.並且由於改善心智之疲勞(如改善睡眠與心智上之疲倦感),進而促進心智工作能力 
        3.因此紅景天可改善壓力下之身體與心理之疲勞 

實驗方式:1.60位(17~19歲)印度大學生在考試期間進行隨機、雙盲、安慰劑實驗 

              2.分為:服用薔薇紅景天根萃取物(SHR-5)100mg/天、安慰劑兩組(SHR-5:3%rosarvins+0.8%salidroside) 

              3.開始前與20天後進行以下檢測: 

                 *PWC-170(power of work capacity/心跳170下時所能做之工作量:units kg/min) 

                 *PWC-170時之心跳率 

                 *移動速度與正確性(迷宮測試) 

                 *幸福感(General well-being test:SAM問卷-評估情緒狀態與工作動機) 

                 *心智疲勞度(Mental fatigue:以心理測量問卷自我評估各種疲倦、睡眠型態、睡眠需求、心境) 

                 *心智工作能力(Mental work capacity:以校閱符號之方式,檢測正確符號數、錯誤減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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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Spasov1.A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pilot study of the stimulating and adaptogenic effect of Rhodiola rosea SHR-5 extract on the fatigue of students caused by stress during an 
examination period with a repeated low-dose regimen. Phytomedicine2000, Vol. 7(2), pp. 85–89 





紅景天改善疲勞之人體實驗~減少壓力產生之疲勞、壓力荷爾蒙 

結論:1.紅景天服用28天後,可有效降低壓力荷爾蒙可體松之分泌 

    2.因此對因壓力造成疲勞症狀者,可有效改善疲勞症狀,並促進注意力(改善粗心、避免過大之反應) 

實驗方式:1.以60位(20~55歲)有壓力產生之疲勞症狀者進行隨機、雙盲、安慰劑實驗 

                 2.分為:服用薔薇紅景天根萃取物(SHR-5)576mg/天、安慰劑兩組(SHR-5:3%rosarvins+0.8%salidroside) 

                 3.開始前與28天後進行以下檢測: 

                   *疲勞症狀(Pines burn scale):為檢測疲勞症狀之問卷                  

                   *注意力測試評估(CCPT II):包括~ 

                             a.粗心程度評分  b.反應時間之變異   c.反應過程之變異 (b與c之降低表示工作步調變穩定,有更好之注意力)        

                   *檢測壓力荷爾蒙可體松(cortisol)之變化: 

                            ~於早上醒來產生之壓力下,在剛醒、醒後15、30、60分鐘以棉棒取唾液檢測血中可體松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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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k M. G. Olsson.A Randomis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Parallel-Grou p Study ofthe Standardised Extract SHR-5of the Roots oJ Rhodiola rosea in the Teatment ofSubjects with stress-
Related fatigue. Planta Med 2009,75:105-112 

-62% 

-16% 
-33% 

-9% 

4% 12% 

-80%

-60%

-40%

-20%

0%

20%

粗心程度 反應時間變異 反應過程變異 

注意力評估 

紅景天組 

安慰劑組 

壓力荷爾蒙可體松變化 

服用前 
服用後 

醒來後之時間(分) 醒來後之時間(分) 

安慰劑組 紅景天組 



紅景天增加身體之體力 
實驗方式:人體實驗 

1.52位18~24歲男性分3組:紅景天組(15滴玫瑰紅景天萃取液/相當於150mg含3%rosavins and 1%salidroside)、刺五加組(2ml)、安慰劑組 

2.30分鐘後,騎電力腳踏車肌力計來產生因工作誘導之基礎疲勞正確量→休息5分鐘→在特殊強度下再騎一次,以決定他們所能達到之最 

    大之工作能力(work capacity/代表爆發力) 

3.結束後休息10分鐘,測心跳數(代表恢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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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1.單次口服紅景天即可有效增加運動爆發力9%,效果優於刺五加 
2.運動後,紅景天也能迅速恢復心跳,表示紅景天有有助運動後體力之快速恢復 

Saratikov AS, Krasnov EA. Chapter III: Stimulative properties of Rhodiola rosea. In: Saratikov AS, Krasnov EA, editors. Rhodiola rosea is a 
valuable medicinal plant (Golden Root). Tomsk, Russia: Tomsk State University; 1987. p. 69-90. 



紅景天改善憂鬱之人體實驗~改善輕度~中度憂鬱、失眠(一) 

結論:1. 紅景天服用42天後,不論服用較低或較高劑量,均可有效改善輕度〜中度憂鬱症患者之症狀 

         2.安慰劑則沒有效果 

實驗方式:1.以89位(18~70歲)經DSM-IV(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診斷為輕度〜中度憂鬱症之患者,進行隨機、雙盲、安慰劑實驗 

                 2.分為3組:組A(group A)服用薔薇紅景天根萃取物(SHR-5)340mg/天(SHR-5:3%rosarvins+0.8%salidroside) 

                                 組B(group B)服用薔薇紅景天根萃取物(SHR-5)680mg/天 

                                 組C(group C)服用安慰劑  

                 3.開始前與42天後進行以下兩種憂鬱症狀嚴重度評估問卷: 

                    *BDI問卷(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 ) 

                    *HAMD問卷(Hamilton Rating Scale for Depression): 

                        而在此問卷中除了總分外也做細項目之評分(失眠、情緒不安、軀體化/心理影響生理之狀態、自我價值) 

Darbinyan V, Aslanyan G, Amroyan E, et al. Clinical trial of Rhodiola rosea L. extract SHR-5 in the treatment of mild to moderate depression. 
 Nord J Psychiatry 2007;61:343-348. 

安慰劑/天 

(SHR-5)340mg/天 

(SHR-5)680mg/天 

第0天 第0天 第42天 第42天 



紅景天改善憂鬱之人體實驗~改善輕度~中度憂鬱、失眠(二) 

(SHR-5)340mg/天 

安慰劑/天 

(SHR-5)680mg/天 

失眠 情緒不安 

軀體化(心理影響生理) 自我價值 

第0天 第0天 

第0天 

第0天 

第42天 

第42天 

第42天 

第42天 

有改善 
有改善 

有改善 

有改善 

有改善 
有改善 

有改善 

Darbinyan V, Aslanyan G, Amroyan E, et al. Clinical trial of Rhodiola rosea L. extract SHR-5 in the treatment of mild to moderate depression. Nord J Psychiatry 2007;61:343-348. 

結論:1. 紅景天服用42天後,不論服用較低或較高劑量,均可有效改善憂鬱引起之失眠、情緒不安、生理之不適,  

             而高劑量甚至有提升自我價值之作用          

         2.安慰劑則均沒有效果 



紅景天改善腦力之人體實驗~單次投與即改善腦力、促進幸福感 (一) 

結論:單次服用紅景天,不論服用較低或較高劑量,均可有效對抗腦力疲勞、改善腦力、促進幸福感  

實驗方式:1.以161位(19~21歲)有疲勞與壓力感軍校生,進行隨機、雙盲、安慰劑實驗 

                    2.分為4組:*控制組(甚麼都沒吃) 

                                      *安慰劑組(服用安慰劑) 

                                      *紅景天370mg/次組(服用薔薇紅景天根萃取物(SHR-5) 

                                      *紅景天550mg/次組 

                   3.開始前與單次服用2小時後進行以下腦力(心智)功能評估: 

                     *總抗疲勞分數(AFI):包含T1s 、T1e 、T2 、T3a之分數,由服用後與服用前之比值來計算平均值,值越大抗疲勞效果越大 

                     * T1s分數:眼睛掃描符號之總數目~測量腦力表現之速度 

                     *幸福感評估(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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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A. Shevtsov1. A randomized trial of two different doses of a SHR-5 Rhodiola rosea extract versus placebo and control of capacity for mental work  
Phytomedicine 10: 95–105,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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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一:總抗疲勞分數(AFI) 

紅景天370mg/次 

紅景天550mg/次 

安慰劑/次 

控制組(都沒吃) 

有顯著改善 

結果二:T1s:測量腦力表現之速度 

     控制組(都沒吃)       安慰劑/次       紅景天370mg/次      紅景天550mg/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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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三:幸福感評估 

*T1s(眼睛掃描符號之總數目):測量腦力表現之速度 
*T1e(眼睛掃描符號之出錯總數目):測量腦力表現之質與量 
*T2(寫下數字序列):評估短期記憶 
*T3(可排列出之總數):測量腦力表現之速度 



紅景天的臨床用途 

庫頁紅景天對肝細胞的保護作用(作者: 日本) 



庫頁紅景天可保護肝臟-抑制發炎與纖維化 

實驗方式:1.90隻雄性大鼠,隨機分為3組:正常組, CCl4組(注射CCl4誘導肝發炎與纖維化), CCl4+口服庫頁紅景天(0.5g/Kg)組 

                2.進行15週後,將大鼠犧牲: 

                   *自心臟取血測肝纖維化之參數(ALT、AST、procollagenIII(PCIII)、collagenIV(CIV)、hyaluronic acid(HA)) 

                   *取肝臟做切片:a.以VG染色看組織學變化,並評分纖維化程度 

                                             b.以RT-PCR in situ測TGF-β1mRNA之表達(此為刺激肝星狀細胞(HSC)活化之重要細胞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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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染色之組織學變化 結果: 
1.庫頁紅景天可有效降低CCl4誘導之肝發炎(↓ALT、AST) 
2,也可減輕纖維化程度(↓PCIII、CIV、HA、纖維化分數) 
3.此與抑制了會刺激肝星狀細胞(HSC)活化之細胞激素TGF-β1mRNA之表達有關 

Xiao-Ling Wu.Effect of compound rhodiola sachalinensis A Bor on CCl4-induced liver fibrosis in rats and its probable molecular mechanisms. World J Gastroenterol 2003;9(7):1559-1562 



Xiao-Ling Wu.Effect of compound rhodiola sachalinensis A Bor on CCl4-induced liver fibrosis in rats and its probable molecular mechanisms. World J Gastroenterol 2003;9(7):1559-1562 



實驗方式:1.32隻雄性大鼠,隨機分為4組:正常組,控制組(DM糖尿病組), DM+紅景天根萃取物(RS)低劑量組 

                  (200mg/kg),DM+紅景天萃取物(RS)高劑量(400mg/kg)(糖尿病是以注射streptozotocin誘導) 

              2.第0天於投與試劑後30分鐘後,即進行OGTT(葡萄糖耐受性試驗),測紅景天之急性效果(降飯後血糖) 

              3.進行40天後,各組均抽血測血脂質、血中胰島素與內生性抗氧化物質濃度 

              3.空腹血糖每10天檢測一次(測紅景天之慢性效果) 

NC:正常(控制組) 

DC:DM(糖尿病控制組) 

NC:正常(控制組) 

OGTT (葡萄糖耐受性試驗) 空腹血糖 

結果:1.庫頁紅景天根萃取物會降低空腹血糖(第10天即有差異,40天後更加顯著)與OGTT之血糖 
     2.可見庫頁紅景天有降低飯後與空腹血糖之作用 

Gao D .et al.Antidiabetic potential of Rhodiola sachalinensis root extract in streptzotocin-induced diabetic rats.Methods Find Exp Clin Pharmacol.2009 ,31(6):375-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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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一:血糖 



• Streptozotocin (Streptozocin, STZ, Zanosar)為自然產生之化學物,與葡萄

糖結構類似,會被胰臟β細胞之GLUT2辨識並運送至β細胞內,此為對胰臟β細胞

有選擇性毒性之原因 

• 對產生insulin之β細胞有特別之毒性,醫學可用來治療蘭氏細胞癌 

• 也可用來產生第一型與第二型糖尿病之實驗動物 

• 誘導糖尿病之原理:Streptozotocin 為一種glucosamine-nitrosourea 化合物.

如同其他之nitrosourea種類之alkylating製劑,它會引起DNA傷害→誘導poly 

ADP-ribosylation →誘導糖尿病之產生. 

何謂Streptozotocin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docid=Ycjb1eKIWg8DmM&tbnid=XMuU1FslnU8PdM:&ved=0CAUQjRw&url=http://en.wikipedia.org/wiki/Streptozotocin&ei=nTC6U-vcBYmPkwX_noDgBg&psig=AFQjCNGMbmS65_f-0iuvywuJ9tdRtO7Y5g&ust=1404797325291963


Streptozotocin (Streptozocin, STZ, Zanosar) 與葡萄糖

結構類似，會被胰臟β細胞之GLUT2辨識並運送至β細胞

內，對胰臟β細胞有選擇性毒性，人為造症糖尿病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docid=B0TnWCTeyvYPNM&tbnid=baejdNOCgRidSM:&ved=0CAUQjRw&url=http://openi.nlm.nih.gov/detailedresult.php?img=3237479_pone.0028693.g005&req=4&ei=PDK6U4WxO4OWkwWgtIGQBQ&psig=AFQjCNGT5Kp7KAYs7MkjjMND9HZALXlL4A&ust=1404797635272111


NC: 
正常(控制組) 

DM+紅景天高劑量 
(400mg/kg) 

DM+紅景天低劑量 
(200mg/kg) 

↑21% ↑30% 

結果:1.庫頁紅景天根萃取物會呈現劑量依賴性之增加胰島素分泌 
     2.推測庫頁紅景天降低血糖之作用與增加胰島素分泌有關 

Gao D .et al.Antidiabetic potential of Rhodiola sachalinensis root extract in streptzotocin-induced diabetic rats.Methods Find Exp Clin Pharmacol.2009 ,31(6):375-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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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二:血中胰島素 

庫頁紅景天對糖尿病老鼠產生之效果- 
刺激胰島素分泌 



庫頁紅景天降低總膽固醇與三酸甘油脂- 
                                糖尿病老鼠之實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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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紅景天高劑量(400mg/kg) 

 

結果:1.庫頁紅景天根萃取物會呈現劑量依賴性之降低TC與TG 
     2.因此庫頁紅景天有降低血脂質之作用 

Gao D .et al.Antidiabetic potential of Rhodiola sachalinensis root extract in streptzotocin-induced diabetic rats.Methods Find Exp Clin Pharmacol.2009 ,31(6):375-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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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三:血中脂質變化 



庫頁紅景天對糖尿病老鼠產生之效果- 
降低總膽固醇與三酸甘油脂 

Gao D .et al.Antidiabetic potential of Rhodiola sachalinensis root extract in streptzotocin-induced diabetic rats.Methods Find Exp Clin Pharmacol.2009 ,31(6):375-381 



庫頁紅景天有抗氧化~保護肝臟和腎臟作用-糖尿病老鼠實驗(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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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o D .et al.Antidiabetic potential of Rhodiola sachalinensis root extract in streptzotocin-induced diabetic rats.Methods Find Exp Clin Pharmacol.2009 ,31(6):375-381 

結果:1.DM糖尿病組之內生性抗氧化物質(SOD,GPX,catalase)均比正常組低,而脂質過氧化物 MDA則相反 
         2.庫頁紅景天根萃取物可逆轉STZ誘導糖尿病老鼠內抗氧化物質之降低與MDA之上升→避免組織之氧化性傷害與糖

尿病之併發症 
        3.因此庫頁紅景天有抗氧化、保護肝臟和腎臟之作用 

肝臟 
腎臟 

NC: 
正常(控制組) 

DC: 
DM(糖尿病控制組) 

結果四:血中抗氧化物與脂質過氧化物(MDA)之變化 





紅景天苷改善睡眠-改善失眠大鼠之睡眠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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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方式: 
1.將大鼠分6組-對照組、失眠對照組(電柵刺激大鼠足底部8h-stress)、陽性藥物對照組(stress+Diazepam,S+DZP,2.0mg/kg)、藥 

  物高劑量刺激組(stress+高劑量紅景天苷salidroside，S+HDS140mg/kg)、藥物中劑量刺激組(stress+中劑量 salidroside， 

  S+MDS,70mg/kg)和藥物低劑量刺激組(stress+低劑量salidroside，S+LDS35mg/kg) 

2.各組老鼠給予電柵刺激大鼠足底部8h造成失眠後,給予上述受試藥物40分鐘後,再測睡眠週期中各階段腦波與總睡眠時間 

快速動眼期 總睡眠時間 慢波睡眠Ⅱ期 慢波睡眠I期 

S+MDS,70mg/kg S+LDS,35mg/kg S+HDS,140mg/kg S+DZP,2.0mg/kg 電柵刺激大鼠足底部8h 

結果: 
1.紅景天苷低、中、高劑量刺激組均能顯著延長失眠大鼠的總睡眠時間。主要是延長失眠大鼠睡眠時相中的SWSl、 
 SWS2和REMS期來延長總睡眠時間,並且調整睡眠時相各期所占的比例,使與正常大鼠正常睡眠時的睡眠時相所占比 
 例接近,具有使失眠大鼠的睡眠恢復正常的功能 
2.BZD主要是通過不同程度地縮短睡眠時相中SWS2和REMS(與紅景天苷比較),相對延長SWSl而達到延長總睡眠時間的作用 
3.紅景天苷與BZD對延長失眠大鼠睡眠時間方面的藥理作用機制可能不同 
 

紅景天苷對失眠大鼠睡眠週期的影響醫學研究生學報Journal of Medical PostgraduatesV01．21 No．10Oct．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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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景天苷改善睡眠-戊巴比妥鈉誘導小鼠睡眠時減少睡眠之潛伏期,增加睡眠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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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方式: 

1.將小鼠分8組-控制組,Diazepam2mg/kg組,紅景天苷25~800mg/kg6 組 

2.給予上述受試藥物40分鐘後,再腹腔注射戊巴比妥鈉(55mg/kg)誘導睡眠 

3.分別計算出睡眠潛伏期(sleep latency)和睡眠持續時間(sleeping time)-從注射戊巴比妥鈉開始到翻正反射消失，這段時間為 

  睡眠潛伏期；從翻正反射消失到翻正反射恢復，這段時間稱為睡眠持續時間 

Diazepammg
/kg 

紅景天苷salidroside 
mg/kg 

結果: 
1.紅景天苷對戊巴比妥鈉所致小鼠睡眠具有明顯的協同作用,即明顯縮短睡眠潛伏期和顯著地增加睡眠持間。 
2.有文獻報導，紅景天苷可能通過調節腦內5-HT系統改善睡眠，但5-HT調節睡眠的機轉還不明確 
3.總之,紅景天苷通過縮短睡眠潛伏期和延長睡眠時間增強了實驗小鼠的睡眠效果 
 
紅景天苷對戊巴比妥鈉所致小鼠睡眠時間影響的實驗研究中醫藥學報Pwta Chinese 1Vledicine and Pharmacology2006年第36卷第l期
V01.36，No.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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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景天苷可改善血管性失智-促進血管性失智大鼠之記憶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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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方式: 

1.將90隻大鼠分6組-血管性失智組(VaD/將兩側頸動脈結紮)、假手術組(Sham)、陽性藥物對照組(PC/VaD+nimodipine)、紅景天苷 

    salidroside3組:低劑量(VaD+SD/LD10mg/kg)、中劑量(VaD+SD/MD20mg/kg)、高劑量組(VaD+SD/HD30mg/kg) 

2.在開始前與開始後第4、8、12週,均以Y-迷宮(配合電擊)測試到安全區之錯誤數(NE)、總反應時間(TRT)~可評估大鼠之記憶與學習力 

結論: 
紅景天苷低、中、高劑量組均能顯著減少血管性失智老鼠在迷宮實驗之錯誤數與總反應時間,高劑量組甚至與陽性藥物
對照組一致,顯見紅景天苷能改善血管性失智之認知功能失常,促進記憶力與學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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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jing Deng.Effect of salidroside on learning and memory ability of vascular dementia rats.African  
J.of Pharmancy and Pharmacology.Vol.6(4).pp.264-268.2012 



紅景天的臨床用途 

玫瑰紅景天的抗疲勞作用(作者: 俄羅斯和德國) 



紅景天的臨床用途 

庫頁紅景天對阿滋海默的研究(作者: 日本) 



紅景天之其他功效 
紅景天有抗憂鬱之效果 

*Salidroside、rosavin  為玫瑰紅景天之抗憂鬱與抗焦慮成分 
*但Salidroside 活性更甚rosavin 

紅景天有促進性功能之作用 

紅景天有抗癌之作用 

紅景天有提升免疫之作用 

紅景天有抑制ACE之作用 



紅景天藥理作用整理 

影響中樞神經系統        
 (減少心理疲勞) 

增加生理做工能力        
  (減少身體疲勞) 

適應原(抗壓)與               
神經內分泌效果 

臟器保護效果 
 

抗氧化與抗癌效果 
 

 刺激NE、DA、5-HT產

生 

 增加DA、5-HT前驅物穿

透BBB 

 促進記憶與學習 

 促進認知(注意、思考、

分析、評估、計算、計

畫) 

 保護神經,避免自由基之

傷害 

 改善疲勞、工作力、睡

眠、食慾、躁動、頭痛 

 增進工作量和品質 

 降低壓力下之疲勞 

 改善幸福感、生理適應、

心智疲勞、考試成績、

協調度 

 減少心理疲勞與焦慮 

 

 增加工作能力 

 縮短高強度運動間之恢

復期 

 改善生理強度、耐力、

協調度 

 增加心、肌肉、腦部粒

線體ATP、CP 

 增加脂肪代謝 

 改善肌肉能量利用 

 

 增加耐壓之時間 

 降低壓力源之傷害 

 改善處理壓力之神經機

制 

 促進甲狀腺功能(但不引

起功能亢進) 

 恢復正常月經週期 

 改善男性性功能 

 

 保護心臟: 

 防止壓力所誘導之心肌

損傷 

 減少腎上腺髓質釋放兒

茶酚胺 

 防止心律不整(μ受體有關) 

 增加心臟肌肉之收縮力-

增加生理工作力 

 增加心血管之能量儲存 

 平衡交感/副交感神經 

 保護肝臟: 

 抑制肝臟發炎 

 減少肝纖維化(抑制HSC) 

 抗氧化,減少過氧化脂質 

 保護腎臟:抗氧化,減少過

氧化脂質 

 保護肺臟:對抗肺炎及哮

喘 

 

 

 抗氧化: 

 增加內生性抗氧化物質

SOD、catalase、GPX

製造 

 紅景天本身有兩種抗氧

化物歧化酶:Cu-Zu-

SOD與Mn-SOD 

 抗癌: 

 降低抗癌藥物之毒性(如

cyclophosphamide,ad

riamycin) 

 促進化療藥物之效果 

 抑制腫瘤生長、轉移 

 



8. 紅景天在抗疲勞功效研究成果 



疲勞的成因 

1.【能量耗竭理論】： 

人體肌肉使用之能量為ATP，而ATP是經由肝醣分解代謝成葡萄萄進而
所產生的，當沒有足夠肝醣可產生ATP且無法及時補充能量時，最終產
生疲勞現象(王與張，2010)。 
 

 

 

 

 

 

 

 

 

 

 

 

 

 

 

肝醣 葡萄糖 ATP 

其他能量 

肌肉疲勞 



疲勞的成因 

2.【代謝產物堆積理論】：運動過程中，身體會進行葡萄糖代謝以產生
ATP給肌肉，而葡萄糖代謝可分為有氧和無氧，當激烈運動大量消耗ATP
時，葡萄糖就會進行無氧代謝以提供身體大量ATP，但因此也會產生副
產物乳酸，如果體內乳酸大量堆積又不能及時清除時，則會導致疲勞(王
與張，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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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氧代謝 乳酸 肌肉疲勞 

產生ATP速度較快 



疲勞的成因 

3.【自由基損傷理論】：運動過程中，氧消耗量增加、代謝上升與抗氧
化酵素活性下降，會引起人體內自由基增多，而自由基會對細胞膜通透
性產生影響，阻礙體內產生ATP，最終導致疲勞(王與張，2010)，另外
也有研究指出，餵食大鼠抗氧化物可提高其游泳負重耐力疲勞試驗中之
游泳時間，表示增加體內抗氧化物物質可達到抗疲勞效果(劉等，2004)。 

 
氧消耗量 

代謝 

抗氧化酵素
活性 

自由基產生 ATP產生 

肌肉疲勞 



• 持久或過度勞累後造成的身體不適及工作效率減退的現象稱為疲勞 

• 又分為體力疲勞、腦力疲勞與精神疲勞(腦力疲勞與精神疲勞統稱為心理疲勞) 

何謂疲勞 

體力疲勞 腦力疲勞 精神疲勞 

 又稱運動性疲勞 

 當血液循環變差，葡萄

糖的運送量不足、血液

中涵氧量也變少，粒線

體無法有效作功產生能

量給身體使用指由身體

運動所引起的身體生理

機能不能保持在正常水

平上或不能維持其原有

的運動强度而表現出身

體運動能力下降的現象 

 長時間用腦，引起腦的

血液和氧氣供應不足，

產生自由基和氧化壓力，

導致神經細胞功能降低，

神經傳導物質分泌降少，

例如血清素，而出現大

腦疲勞感 

 其主要表現為頭昏腦脹，

食慾不振，記憶力下降，

注意力不集中、緊張、

思維遲鈍、反應遲緩等 

 這是現代社會疲勞症中

最複雜的一種疲勞 

 最主要是長期超負荷運

行形成慢性疲勞，精神

壓力過大也是重要原因 

 精神疲勞最明顯的表現

莫過於失眠,其他表現為

厭倦、心情煩躁、憂鬱、

焦慮等 

 抗疲勞的作用就是要延緩疲勞的產生和加速疲勞的消除 
 紅景天是一種安全有效、無毒與副作用的抗疲勞良方 



你是疲勞一族嗎?  

疲勞徵候 

1. 持續性身體虛弱 
2. 心情沮喪、憂鬱、容易焦慮、煩躁、情緒起伏不定 
3. 缺乏行動力、容易感覺疲倦 
4. 注意力無法集中、記憶力下降 
5. 沒有精神、無精打采、記憶力衰退 
6. 性欲低下，性能力減退  
7. 睡眠障礙、睡眠時間越來越短、醒來還是覺得疲倦 
8. 經常頭痛、耳鳴、目眩 

缺氧一族(缺氧的表徵) 

1. 



你是缺氧一族嗎?  

缺氧的表徵 

1. 易喘，稍運動就呼吸困難或急促，心跳加快。  
2. 常打哈欠。  
3. 胸口鬱悶、疼痛。  
4. 盜汗或手足冒冷汗。  
5. 容易疲勞，且無法自然消除疲勞。  
6. 虛弱，四肢無力，眩暈。  
7. 指甲、嘴唇發白或呈紫色。  
8. 臉色蒼白。 



抗疲勞功效作用? 

中國大陸 台灣 

根據中國大陸1996年頒佈之-保健
食品功能學評價程序和檢驗方法: 
 
若一項或一項以上之耐力運動實
驗(負重游泳和爬竿) 
及兩項或兩項以上之生化指標(血
乳酸,血清尿素氮,肌/肝糖原)為陽
性,即可判斷受試物有抗疲勞活性 
 

台灣之健康食品之抗疲勞功能評
估方法: 
 
運動能力測試至少有一項(持續游
泳及跑步時間)、及 
生化值(血尿素氮、肝醣、血乳酸
值)測定至少有二項試驗指標達統
計上之正面顯著差異 (p<0.05)，
則可認定攝入的食品具抗疲勞的
功效 
 



葡萄糖代謝與血乳酸對疲勞的影響 

*乳酸水平是反映身體有氧代謝能力和疲勞程度之重要指標 

*長時間劇烈運動→身體相對缺氧與糖酵解作用增加→產生大量 

  乳酸→使肌肉內氫離子和無機磷堆積→降低肌肉之pH值→影響肌 

  漿網中Ca2+的釋放與降低肌纖維的收縮能力→導致疲勞 

  (肌肉之pH值降低為導致疲勞之主要因素之一) 



檢測尿素氮之意義 

1.身體運動時體內平衡遭到破壞,血糖降低,肌/肝糖原消耗,迫使蛋白

質與胺基酸之分解代謝加強以作為能量來源,並產生尿素氮(BUN) 

2.BUN與人之身體機能,疲勞程度及負荷量之大小呈正相關,亦即

BUN隨運動負荷增加而升高 

3.而身體負荷適應程度越差→BUN會產生越多 

4.而身體負荷適應程度越好→BUN會產生越少 

因此:BUN越少 →耐久力越高,不易疲勞 



檢測肝(肌)糖原之意義 

1.糖是肌肉組織之重要能量來源 

2.體內之糖儲存:  包括肌糖原,肝糖原和血糖三 處,總量約300-400g 

3.大於1小時之運動如長跑,長距離游泳等,會使體內之糖儲備耗竭→影響運動能力

(耐久力) 

4.隨著肌糖原之消耗增加,身體為維持血糖水平,   將動用肝糖原而導致肝糖原減少 

5.因此,肝糖原和肌糖原之含量為反映疲勞程度 之敏感指標 

因此: 肝糖原和肌糖原越高→耐久力越高,不易疲勞 



紅景天可增肌肉粒線體中ATP之量 

*實驗方式: 

        1.將大鼠隨機分成3組:安慰劑組、大花紅景天根萃取物(50mg/kg)組、玫瑰紅景天根萃取物(50mg/kg)組 

        2.服用前、後進行小鼠力竭游泳測試,並檢測骨骼肌粒線體中ATP之量 

*實驗結果(相較於安慰劑與大花紅景天): 

         1.玫瑰紅景天延長力竭游泳時間24.6% 

         2.玫瑰紅景天有效增加肌肉中粒線體中ATP之合成(或再合成),並促進劇烈運動後能量之恢復 

         3.所以玫瑰紅景天不論是增加ATP合成與增加運動耐力與恢復力,均優於大花紅景天 



• 實驗方法;40隻小鼠分成4組(紅景天苷+運動組,紅景天苷組,運動組,沒運動組),餵食紅景天苷之量為150ml/kg/d, 

                  控制組為服等量之蒸餾水,於14天後進行無負重游泳120分鐘之實驗,之後檢測與抗氧化、疲勞有關之數值 

• 結果:1.紅景天苷增加肝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 glutathione peroxidase (GSH-Px) 活性 ,並減少脂質      

                  過氧化物malondialdehyde (MDA)含量, 因此增加抗氧化之作用 

•         2.紅景天苷有穩定血糖之作用,增加肝與肌肉之糖原保存,減少長時間運動下血糖與糖原之耗損 

•         3.紅景天苷也會增加運動中小鼠血中之TC,TG和FFA之量,幫助脂肪之代謝與利用 
• 結論:紅景天苷之抗疲勞機轉與增加抗氧化作用、脂肪之利用、肝臟與肌肉之糖原保存有關→因此延緩運動疲 

        勞產生 

 

 

 

 

 

 

 

 

紅景天苷(Salidroside)之抗疲勞機轉實驗-運動後之小鼠 

庫頁紅景天 



紅景天 

抗疲勞 

抗缺氧 

護臟器 

抗壓力 

抗身體疲勞 

 *延緩疲勞發生: 
    ◎↑肝醣儲存 
    ◎↑粒線體合成ATP 
    ◎↑身體負荷力(↓BUN) 
    ◎清除自由基與增加脂質之利用 

抗心理疲勞 

增加記憶力、學習力 

抗腦力疲勞 

抗精神疲勞 

安神、鎮靜、抗焦慮、
抗憂鬱、助眠 

認知促進 

平靜情緒 

認知促進 

*消除疲勞: 
↑身體有氧代謝→↓乳酸堆積、↑乳酸清除 

抗高山症、提神
(抗身心疲勞) 

↑血氧飽和度、氧利用率 
↑血液流量與流速 

適應原樣作用~雙向調節生理機能 

適應原:有改善個人對抗壓力能力
之物質.使人在壓力增加下,使生
理功能正常化,並使身體適應改變 

適應原 

保護心、肝、腎、肺等器官,尤其是心
臟(抗心律不整、減少心律、增加心收縮力) 

壓力下之保護效果(抗壓) 



三.紅景天可增加運動耐力、延緩疲勞產生、促進疲勞之消除 

維持糖原之水平 減少乳酸量 增加身體負荷程度 清除自由基 增加ATP與脂質利用 

二.運動導致疲勞之因素 

1.肝與肌肉糖原耗竭 
(總是與體力衰竭同時發生) 

2.缺氧和糖酵解作用增加
之下所產生之大量乳酸 

3.身體負荷度下降,尿素氮之上升  

(會隨運動量之增加而上升) 
4.自由基之產生 

一.運動疲勞之表現 

1.運動耐力之下降 2.肌肉出現僵硬、腫脹和疼痛，動作慢、不協調 



 
 

如何選擇可靠的紅景天 

 

1. 紅景天的來源一定要可靠，不要買到女貞子的混充品 

2. 紅景天的品種標示清楚 

3. 紅景天的成分標示一定要有絡薩維(Rosavin) 

4. 功能成分的劑量一定要標示清楚 

5. 要有安全性和功效性試驗報告 (不能引用別人的) 

6. 誠實可靠的生技公司出品 



 
 

豐山生技公司之紅景天原材來源地理分布圖 
集中於吉林省延邊自治州、白山市和通化市。 





感恩 

您的聆聽 

聯絡方式: 02-87518892    手機: 0953014532 
Line id: 1077107753            電郵: yu21dw@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