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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進行六種不同的骨碎補之機能性成分，包括總多酚類及柚皮 之含量苷
測定，並進行其抗氧化活性及自由基清除能力測試，希望能選出較佳的種類，作

為未來發展之參考。結果顯示，總多酚類含量方面，水龍骨科之槲蕨及崖薑蕨每

g乾重之總多酚類含量分別相當於4.46及10.00 mg之沒食子酸；骨碎補科之大葉骨

碎補、闊葉骨碎補、海州骨碎補及杯狀蓋陰石蕨分別相當於17.74、17.40、19.11

及10.35 mg之沒食子酸。柚皮 方面，利用高效液相層析儀進行測定，槲蕨及崖苷

薑蕨每g乾重之柚皮 含量分別為27.84及0.43 mg，骨碎補科之樣品則無柚皮 含苷 苷

量檢出。抗氧化活性及自由基清除能力方面表現與總多酚類含量有相同之趨勢，

抗氧化活性方面以海州骨碎補表現最佳，其每g乾重之抗氧化活性相當於139.50

mg之trolox；自由基清除能力方面以闊葉骨碎補、大葉骨碎補及海州骨碎補表現

較佳，每g乾重分別相當於369.90、362.30及355.15 mg之BHT。

關鍵詞：骨碎補、柚皮 、抗氧化活性苷

骨碎補為中國傳統使用之多年生中草藥蕨類植物之一，中華藥典係單指水龍

骨科（Polypodiaceae）之槲蕨，目前基原植物包括水龍骨科之槲蕨（Drynaria

fortunei）及崖薑蕨（Pseudodrynaria coronans），骨碎補科（Davalliaceae）之大

葉骨碎補（Davallia formosana）、闊葉骨碎補（Davallia solida）、海州骨碎補

（Davallia mariesii）及杯狀蓋陰石蕨（Humata griffithiana）等，其中在大陸使用

較多的為槲蕨，臺灣則以大葉骨碎補使用較廣。骨碎補在野外主要以附生及著生

之方式生長，應用部位為根莖。骨碎補根莖絨毛多且質地堅硬，不利於粉碎或煎

煮，在古代多利用去毛蜜炙或火燎去毛之方式利用，現代多以切洗、悶潤及酒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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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等方式利用 。骨碎補根莖生長緩慢，一般皆以野採為主要來源，本場為了穩定

骨碎補之來源及品質，曾進行繁殖及量產之研究，已有相當優良成果。骨碎補於

本草綱目中記載，其味苦，溫而無毒，傳統用於補腎強骨、活血止痛、足膝萎弱
（2）

、牙痛、齒齦出血及牙周病醫療 。在現代的研究指出，骨碎補萃取物含有柚皮

、羊齒烯、L-鼠李糖、花青原素、骨碎補雙氫黃酮 及黃酮醇等成分，具有促苷 苷
（12,20） （19）

進造骨細胞分化及活化相關蛋白質 ，促進鈣質吸收、牙髓細胞增殖 ，增

加骨骼礦化作用，幫助骨骼癒合及鎮痛等作用，為具發展潛力之特用作物。
（11）

在過去的研究中指出，骨碎補萃取物含有豐富的總多酚類 ，且在低濃度

時可提升成骨細胞（osteoblast）之抗氧化活性，減輕氧化壓力，進而達到保護成
（5,15,16）骨細胞之效果 ；其萃取物中之柚皮 （naringin）亦為優良之抗氧化劑，除苷

（12） （20）
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發生之機率 ，亦可促進成骨細胞之增生及分化 。目前

市面上之骨碎補商品種類眾多，前人研究中所使用之材料亦有所不同，有鑑於此

，本研究利用六種不同種類的骨碎補進行總多酚類及柚皮 含量、抗氧化活性及苷
自由基清除能力之測定，做為未來開發利用之參考。

一、試驗材料

本試驗所用之材料為採集臺東地區原生蕨類而來，包括槲蕨，崖薑蕨，

大葉骨碎補，闊葉骨碎補，海州骨碎補及杯狀蓋陰石蕨，取其根莖部位，分

別洗淨後進行切片及冷凍乾燥後備用。

二、試驗方法

(一)總多酚類含量測定（Total phenolic contents）

本試驗利用骨碎補水萃液進行總多酚類含量測定。參考Kujala等人的方
（15）法 ，採Folin-Ciocalteu法進行測定，以沒食子酸（gallic acid）為標準品進

行標準曲線製作。試驗時，取400 L之萃取液及標準品，加入等量的Folin-

Ciocalteu試劑（Merck，Germany），混合均勻後靜置3分鐘後，加入40 L之

10% Na CO ，每隔10分鐘震盪一次，一小時後以分光光度計測定735 nm之吸2 3

光值。根據標準品吸光值及沒食子酸濃度製作標準曲線，並將樣品吸光值代

入即可得到樣品之沒食子酸相對量，並以此表示各樣品之酚類化合物的總量

。

(二)Trolox當量的抗氧化活性（Trolox Equivalent Antioxidant Capacity, TEAC）測

定

本試驗利用骨碎補水萃液進行抗氧化活性測定。參考Arnao等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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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取1 mL, 1 mM ABTS(2,2'-azino-bis(3-ethyl-benzthiazoline-6-sulphonic

acid))，1 mL, 0.5mM雙氧水，1 mL 44 unit/mL 過氧化氫 及6 mL Ro水均勻酶

混合，避光反應1小時，產生安定藍綠色之陽離子自由基試劑，取100 L樣

品與900 L試劑均勻混合後靜置10分鐘，以分光光度計測定734 nm之吸光值
+

。加入樣品後吸光值越低時，表示對ABTS 自由基清除能力越強，抗氧化活

性越強，並依此作為評估樣品抗氧化活性的依據；本實驗以trolox作為標準品

，製作標準曲線，進行樣品抗氧化活性評估。

抗氧化活性（%）=(1-OD /OD ) x 100。734sample 734blank

(三)DPPH自由基清除能力測試

本試驗利用骨碎補水萃液進行DPPH自由基清除能力測試。參考Shimada
（ 17）等人的方法 ，取 250 L之樣品加入 500 L之 DPPH（ 2,2-Diphenyl-1-

picrylhydrazyl），0.5mM甲醇溶液並均勻混合，反應30分鐘後，以分光光度

計測定517 nm之吸光值。DPPH溶液在517 nm下會有高吸光值，當其被抗氧化

劑還原時則吸光值降低，因此在517 nm的吸光值愈低即表示樣品之自由基清

除能力愈強。本實驗以BHT作為標準品，製作標準曲線，進行樣品自由基清

除能力評估。

DPPH自由基清除率（%）=（1- OD /OD ）x 100。517sample 517blank

(四)骨碎補中柚皮 （naringin）含量測定

本試驗利用骨碎補50%甲醇萃取液進行柚皮 含量測定。取樣品5 g，加苷

入50 mL之50%甲醇，定時振盪並放置一天，以濾紙過濾，並收集濾液，重複

三次並將濾液混合，即為測定之樣品。樣品以PTFE過濾膜（0.22 m）過濾

，吸取10 L進行分析，所得波峰面積經由標準曲線以分析軟體換算出當中標

準品的含量。標準曲線製作利用柚皮 （naringin，SIGMA-ALDRICH，純度苷

 ≧ 90%）標準品5 mg，加入1 mL之50% 甲醇，振盪溶解後，以PTFE過濾膜

過濾，並利用HITACHI自動注射系統進行吸取。標準品檢量線含量分別為：

0.25 g，1 g，2.5 g，5 g，10 g，20 g。檢測條件：分離管柱為Mightysil RP

-18 GP 250 x 4.6mm(5 m)；流動相組成為2%醋酸水占80%，乙 (acetonitrile腈

)占20%，分析時間為20分鐘，流速為1 mL/min；檢測波長為283 nm；檢測溫

度為25 ℃。

一、總多酚類含量測定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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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定結果顯示，骨碎補科之總多酚類含量較水龍骨科為高，其中又以海

州骨碎補最高，其次為大葉骨碎補、闊葉骨碎補及杯狀蓋陰石蕨，每g乾重

分別相當於19.11±2.36、17.74±0.91、17.40±1.79及10.35±1.76mg之沒食子酸，

水龍骨科之槲蕨及崖薑蕨則分別相當於4.46±0.46及10.00±1.51mg之沒食子酸

。（表1）

二、抗氧化活性分析

測定結果顯示，骨碎補科之抗氧化活性表現較水龍骨科高，其中又以海

州骨碎補抗氧化活性最高，每g乾重相當於139.50±20.09mg之trolox，其次為

大葉骨碎補100.50±14.36mg、崖薑蕨98.33±14.54mg，最低的是水龍骨科之槲

蕨，每g乾重相當於37.93±7.09mg之trolox。骨碎補水萃液抗氧化活性高低，

與其總多酚類含量具有相當之關連性。（表1）

三、自由基清除能力分析

測定結果顯示，骨碎補科之自由基清除能力較水龍骨科好，其中以闊葉

骨碎補、大葉骨碎補及海州骨碎補之自由基清除能力較高（三者間無顯著差

異），每g乾重分別相當於369.90±28.41mg、362.30±18.97mg及355.15±30.45

mg之BHT，最低的是水龍骨科之槲蕨，每g乾重相當於77.21±7.57mg之BHT。

骨碎補水萃液自由基清除能力高低，與其總多酚類含量具有相當之關連性。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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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六種骨碎補之總多酚類含量、抗氧化活性及自由基清除能力測定

Table. 1. The content of polyphenolic compounds, antioxidant capacity, and

                scavenging activity of DPPH radical of “Gusuibu”.

DPPH自由基清除能力

（scavenging

activity of DPPH

radical）

（mg BHT / g）

抗氧化活性

（antioxidant

capacity）

（mg trolox / g）

總多酚類含量

（polyphenolic

compounds）

（mg gallic acid / g）

槲蕨

（D. fortunei）

崖薑蕨

（P. coronans）

海州骨碎補

（D. mariesii）

大葉骨碎補

（D. formosana）

闊葉骨碎補

（D. solida）

杯狀蓋陰石蕨

（H. Griffithiana）

77.21± 7.57**

296.25±23.12**

355.15±30.45

362.30±18.97

369.90±28.41

313.95±29.13*

1

**

**

**

*

37.93± 7.09**

98.33±14.54**

139.50±20.09

100.50±14.36**

94.55±16.21**

83.00±13.73**

1

**

4.46±0.46**

10.00±1.51**

19.11±2.36

17.74±0.91**

17.40±1.79**

10.35±1.76**

**

水龍骨科

（Polypodiaceae）

骨碎補科

（Davalliaceae）

種類

Species

Mean±STDEV. （n=4）（*p<0.05 vs. D. mariesii,** p<0.01 vs. D. mariesii）

四、柚皮 含量測定

測定結果顯示，柚皮 標準品之滯留時間（Retention time）為10.9分鐘苷

（圖1）。在甲醇萃取液的成分分析中顯示，水龍骨科之槲蕨及崖薑蕨之萃

取液有偵測到對應之訊號，經積分獲得面積，以分析軟體計算後，每g乾重

分別含有27.84 mg及0.43 mg之柚皮 （圖2、圖3及表2）；骨碎補科之大葉骨苷

碎補、闊葉骨碎補、海州骨碎補及杯狀蓋陰石蕨沒有檢出對應之訊號（圖4

、圖5、圖6及圖7），顯示其甲醇萃取物中不含有柚皮 或含量極低以致於無苷

法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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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柚皮 （naringin）標準品之HPLC圖譜苷

Fig. 1. HPLC chromatogram of the naringin standard.

圖2. 槲蕨萃取物及柚皮 標準品之HPLC圖譜苷

Fig. 2. HPLC chromatogram of D. fortunei extract and naringin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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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崖薑蕨萃取物及柚皮 標準品之HPLC圖譜苷

Fig. 3. HPLC chromatogram of P. coronans extract and naringin standard.

圖4. 大葉骨碎補萃取物及柚皮 標準品之HPLC圖譜苷

Fig. 4. HPLC chromatogram of D. formosana extract and naringin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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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闊葉骨碎補萃取物及柚皮 標準品之HPLC圖譜苷

Fig. 5. HPLC chromatogram of D. solida extract and naringin standard.

圖6. 海州骨碎補萃取物及柚皮 標準品之HPLC圖譜苷

Fig. 6. HPLC chromatogram of D. mariesii extract and naringin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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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杯狀蓋陰石蕨萃取物及柚皮 標準品之HPLC圖譜苷

Fig. 7. HPLC chromatogram of H. griffithiana extract and naringin standard.

表2. 骨碎補中柚皮 含量測定苷

Table. 2. The content of naringin of“Gusuibu”. 

種類

Species

Mean±STDEV. 

柚皮 （naringin）苷

（mg/g）

槲蕨

崖薑蕨

na

na

27.84±0.06

0.43±0.01

討　　　論

骨碎補為中國傳統使用的中草藥植物之一，其基原植物共有6種之多，在記

載中包括了水龍骨科之槲蕨及崖薑蕨與骨碎補科之大葉骨碎補、闊葉骨碎補、海

州骨碎補及杯狀蓋陰石蕨等。在大陸藥典中以槲蕨為正品，並訂定其植體柚皮苷

含量必須在0.5%以上之標準；在臺灣則以大葉骨碎補使用較多，在過去的研究中

顯示，各種基原植物在抗氧化活性方面皆具優良之表現，但是同時將6種樣品進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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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測試之報告則較少，本研究希望藉由相同的處理及測試，能提供未來產品開發

及科學化中草藥之參考。

總 多 酚 類 為（1）單 純 酚 及 酚 酸 類 ，（2）類 黃 酮 類 及（3）羥 基 肉 桂 酸

（hydroxycinnamic acid）等之總稱，前人研究指出其可抑制低密度脂蛋白之氧化
（11），減少心血管疾病發生之機率 ，降低發炎反應造成的氧化壓力，另外亦具有

（9）保護肝臟、調節免疫能力及延緩老化 等活性，其含量為近年來保健植物研究

之重要項目之一。本研究結果顯示，基原植物中骨碎補科之海州骨碎補之總多酚

類含量為水龍骨科樣品之1.9-4.3倍，水龍骨科中崖薑蕨之總多酚類為槲蕨的2.2

倍，顯示基原植物之間成分差異極大，未來利用時可依目的進行選擇。

抗氧化活性及自由基清除能力方面，骨碎補科之表現均較水龍骨科為高。基

原植物中骨碎補科之海州骨碎補之抗氧化活性為水龍骨科樣品之1.4-3.7倍，自由

基清除能力方面，骨碎補科中海州骨碎補之自由基清除能力為水龍骨科樣品的1.2

-4.6倍，顯示骨碎補之抗氧化活性與其總多酚類含量呈現正相關，與前人研究之
（11）

趨勢相近 。一般而言，人體可透過體內酵素，包括超氧化物歧化 （superoxide酶

dismutase，SOD）及過氧化氫 （catalase）等之作用，減輕體內氧化壓力，然而酶

因為外在環境的污染、人體老化或疾病等因素，往往會造成體內氧化壓力之累積
（6）而造成傷害，因此適時的補充抗氧化物質對健康是有益的 。在前人研究中指出

，骨碎補萃取液可以經由減輕成骨細胞之氧化壓力，達到保護成骨細胞的效果
（5,15），本研究結果顯示，骨碎補之水萃液具有優良之抗氧化活性，有助於減輕成

骨細胞之氧化壓力，進而維護骨骼之健康，為具有發展潛力之特用作物。

本研究利用高效液相層析儀進行柚皮 含量之分析，結果顯示，基原植物中苷

只有水龍骨科樣品具有柚皮 含量檢出，其中又以槲蕨之柚皮 含量較高，與前苷 苷
（3,4）人研究之結果相同 。柚皮 在過去的研究被認為是骨碎補重要之機能性成分苷

（17），其具有增加股骨密度 ，促進成骨細胞增生與分化，促進鹼性磷酸鹽及骨鈣素
（20）

等蛋白質之合成 ，有助於骨骼癒合及避免骨質疏鬆症的發生。在本研究中顯示

，槲蕨之柚皮 含量為基原植物中含量最高者，顯示其在促進骨骼癒合及減少骨苷

質疏鬆症上的潛力。含量方面，以槲蕨而言，本研究之樣品其柚皮 含量已高於苷

大陸藥典之標準，未來可在生物量累積情形及機能性成分含量上取得平衡，找出

最適之栽種方式及採收時期，提供農友參考。在骨碎補科植體方面，雖然沒有檢

測出柚皮 之成分，但在前人研究中亦指出大葉骨碎補具有抗骨質疏鬆症之活性苷
（1,14）

，其作用機制在最近的研究中亦指出，可能是經由大葉骨碎補中分離出之另

一種類黃鹼素機能性成分，（-）-epicatechin-3-O-b-D-allopyranoside（ECAP），
（7,8,14）其具有抑制蝕骨細胞之成熟及分化 ，減少因骨質吸收造成的疾病，可做為未

來研究發展之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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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研究顯示，骨碎補含有豐富之總多酚類，且具有優良的抗氧化活性及自

由基清除能力，骨碎補在過去即常用於骨質疏鬆症之治療，其機能性成分分析結

果亦顯示具有發展潛力。在科學化中草藥的趨勢下，各種中草藥作物機能性成分

含量亦為重要之依據，本研究之結果可作為未來相關標準訂定及開發利用之參考

。

本研究承蒙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試驗計畫101農科-3.1.3-東-E1經費補助，本場

園藝研究室同仁協助相關栽培及分析工作，使本研究順利完成，謹此誌謝。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

結　　　論

誌　　　謝



參 考 文 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繁

洪泰一。2010。臺灣骨碎補對大鼠去卵巢誘發骨質疏鬆之改善作用。亞洲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碩士論文。

張宏祺。2007。臺灣產骨碎補類藥材之生藥學研究（一）槲蕨組織培養之大量

繁殖。（二）臺灣產骨碎補類藥材之抗氧化活性。中國醫藥大學藥學院中國醫

藥研究所博士論文。

陳忠川。2002。臺灣市售骨碎補類藥材之生藥學研究。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年

報  20（1）：229-293。

陳振義、陳進分、吳金濱。2012。臺東原生藥用植物「骨碎補」柚皮 含量之苷

分析。作物、環境與生物資訊  9：257-264。

陳進分。2009。闊葉骨碎補栽培技術。臺東區農業專訊  68：23-25。

陳惠英、顏國欽。1998。自由基、抗氧化防禦與人體健康。Nutritional Sciences

Journal 23:105-121。

許智政。2005。骨碎補之類黃鹼素對蝕骨細胞活性的影響。台北醫學大學藥學

研究所碩士論文。

簡尚志。2002。骨碎補對骨母細胞生長作用的影響。台北醫學大學藥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Ames, B. N., M. K. Shigenaga, and T. M. Hagen. 1993. Oxidants, antioxidants, and

the degenerative diseases of aging. Natl. Acad. Sci. 90:7915-7922.

Arnao, M. B., A. Cano, J. Hernandez-Ruiz, F. Garcia-Canovas, and M. Acosta.

1996. Inhibition by L-ascorbic acid and other antioxidants of the 2,2'-Azino-bis

（ 3-ethylbenzthiazoline-6-sulfonic acid）  oxidation catalyzed by peroxidase: A

new approach for determining total antioxidant status of foods. Analytical

biochemistry. 236:255-261.

Chang, H. C., G. J. Huang, D. C. Agrawal, C. L. Kuo, C. R. Wu, and H. S. Tsay.

2007. Antioxidant activities and polyphenol contents of six folk medicinal ferns

used as Gusuibu. Botanical Studies. 48:397-406.

Gorinstein, S., H. Leontowicz, M. Leontowicz, R. Krzeminski, M. Gralak, E. D.

Licon, A. L. M. Ayala, E. Katrich, and S. Trakhtenberg. 2005. Changes in plasma

lipid and antioxidant activity in rats as a result of naringin and red grapefruit

supplementation. J. Agric. Food Chem. 53:3223-3228.

Jeon, S. M., S. H. Bok, M. K. Jang, M. K. Lee, K. T. Nam, Y. B. Park, S. J. Rhee,

and M. S. Choi. 2001. Antioxidative activity of naringin and lovastatin in high

cholesterol-fed rabbits. Life Sciences. 69（24）:2855-2866.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46 臺東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彙報第 23輯



47骨碎補之機能性成分及抗氧化活性之研究

14.

15.

16.

17.

18.

19.

20.

Ko, Y. J., J. B. Wu, H. Y. Ho, and W. C. Lin. 2012. Antiosteoporotic activity of

Davallia formosana. Journal of Ethnopharmacology. 139（2） :558-565.

Kujala, T. S., J. M. Loponen, K. D. Klika, and K. Pihlaja. 2000. Phenolics and

betacyanins in red beetroot（Beta vulgaris）  root : distribution and effect of cold

storage on the content of total phenolics and three individual compounds. J. Agric.

Food Chem. 48:5338-5342.

Liu, H. C., R. M. Chen, W. C. Jian, and Y. L. Lin. 2001. Cytotoxic and antioxidant

effects of the water extract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herb Gusuibu（ Drynaria

fortunei） on rat osteoblasts. J Formos Med Assoc. 100（6）:383-388.

Shimada, K., K. Fujikawa, K. Yahara, and T. Nakamura. 1992. Antioxidative

properties of xanthan on the autoxidation of soybean oil in cyclodextrin emulsion.

J. Agric. Food Chem. 40:945-948.

Wei, M., Z. Yang, P. Li, Y. Zhang, and W. C. Sse. 2007. Anti-osteoporosis activity

of naringin in the retinoic acid-induced osteoporosis model.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35（4）:663-667.

Xu, Y. Z., Y. B. Gao, J. J. Guo, H. C. Yang, and Y. J. Wang. 2009. Effect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rhizoma drynariae decoction on prolife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as well as ultrastructural change of human dental cells pulp  cultured in vitro.

Journal of Clinical Rehabilitative Tissue Engineering Research. 13（2） :324-328.

Zhang, P., K. R. Dai, S. G. Yan, W. Q. Yan, C. Zhang, D. Q. Chen, B. Xu, and Z. W.

Xu. 2009. Effects of naringin on the proliferation and osteogenic differentiation

of human bone mesenchymal stem cell. European journal of Pharmacology. 607:1-5.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 2 3Assistant Researcher , Associate Researcher , Assistant  of Taitung DARES, COA.

48 臺東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彙報第 23輯

including of polyphenols and naringin, the activity of antioxidant and the ability to

scavenge DPPH radical. The result will used to select better variety for product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The content of polyphenols of Drynaria fortunei and

Pseudodrynaria coronans with the level of 4.46 and 10.00 mg gallic acid/g. The

content of polyphenols of Davallia formosana, Davallia solida, Davallia mariesii,

and Humata griffithiana with the level of 17.74, 17.40, 19.11 and 10.35 mg gallic

acid/g. The content of naringin of D. fortunei and P. coronans are showed the number

of 27.84 and 0.43 mg/g. It is showed better antioxidant activity of D. mariesii with the

level of 139.50 mg trolox/g. The DPPH radical scavenging capacity of D. solida,

D. formosana, and D. mariesii have better performance with the level of 369.90,

362.30, and 355.15 mg BHT/g.

Key  words：Gusuibu, Naringin, Antioxidant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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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are six Gusuibus used to determine the content of functional components

Analysis of Functional Compounds, 

Antioxidant Capacity, and Scavenging Activity

of DPPH Radical of“Gusui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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