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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氮合成酶(endothelial nitric oxide synthase,
eNOS)之影響。實驗結果發現：(1) 不同
濃度之青蔥水萃取物可誘導細胞產生
cGMP；(2) 青蔥水萃取物誘導而產生之
cGMP 可被 Nω-Methyl-L-arginine acetate
(LNMA)所抑制；(3)利用西方墨點法測定
eNOS 之蛋白質表現，以濃度 0.2mg/ml
之青蔥水萃取物之效果最為顯著；(4) 利
用西方墨點法測定 eNOS 之蛋白質表
現，以 10 分鐘處理之效果最為顯著。

一、中文摘要
青蔥(Allium fistulosum L., Alliaceae)
為本省重要香辛料蔬菜，也是中國菜中
最經常使用之香辛料之一。許多研究指
出蔥屬植物，例如：大蒜、洋蔥之香味
成分對心血管疾病具特殊之生理效應。
已知餵食生蔥汁能降低雄性正常血壓鼠
(Sprague-Dawley, SD)或自發性高血壓鼠
(Spontaneously hypertensive rat, SHR)之
收縮血壓，生蔥與熟蔥水萃取物更可藉
由 NO-cGMP 路徑降低體外試驗之血管
張力。為進一步了解青蔥水萃物對於降
低人體血管壓力之真實功效，故本實驗
利 用 不 同 濃 度 之 青 蔥 水 萃 取 物 (0~3.2
mg/ml)刺激人類臍靜脈內皮細胞(human
umbilical
vein
endothelium
cell,
HUVEC) ， 觀 察 內 皮 衍 生 性 一 氧 化 氮
(endothelium-derived nitric oxide, EDNO)
及環化鳥核甘單磷酸(cyclic GMP)之生
合成，並於不同處理時間，探討對一氧

關鍵詞：青蔥、人類臍靜脈內皮細胞、環化鳥
核甘單磷酸、內皮衍生性一氧化氮、一氧化氮
合成酶
.

二、緣由與目的
青蔥為本省重要香辛料蔬菜，也是中
國菜中最常使用的香辛料之一。近來有
許多研究指出蔥屬植物，例如：大蒜、
洋蔥等之香味成分，對生物體具有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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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生理效應，可用來預防心血管疾病 1，
其中大蒜更被當做傳統藥用植物，用來
預防凝血、抗發炎、抑制細胞內氧化壓
力等作用 2,3，其精油或萃取物更被証實
具有抑制血小板凝集之作用 4。早在 1921
年 Loeper 及 Debray 即提出大蒜具有降血
壓之效果 5，動物試驗或人體試驗均証實
大蒜能降低血壓，然而其作用機制則仍
不明瞭。相形之下同為蔥屬植物之青
蔥，則鮮少有相關之研究報告。由本實
驗室之研究成果已知，餵食生蔥汁能降
低雄性正常血壓鼠(Sprague-Dawley, SD)
或 自 發 性 高 血 壓 鼠 (Spontaneously
hypertensive rat, SHR)之收縮血壓 6。生蔥
與熟蔥水萃取物在體外試驗，更可藉由
NO-cGMP 路徑降低血管之張力，其對血
管之收縮與舒張反應，皆與血管內皮衍
生性一氧化氮有關 7。
一氧化氮廣泛分佈於生物體內各組
織中，藉由內皮細胞一氧化氮合成酶
（eNOS）催化 L-精胺酸(L-arginine)而
得 。 其 生 理 角 色 最 早 於 1980 年 由
Furchgott 和 Zawadski 等人首先發現 8，
研究指出乙醯膽鹼(acetylcholine, ACh)透
過血管內皮細胞會產生一種訊息因子，
此訊息因子可傳至血管平滑肌細胞，達
到舒張血管之效果，而這訊息因子即被
命名為內皮衍生性舒張因子(endothelial
derived relaxing factor, EDRF)。後經證實
EDNO(endothelial derived nitric oxide)確
為 EDRF 之一種。
近年來因國民所得增加，糧食供給充
足，食物獲得容易，罹患高血壓等心血
管疾病之人口日漸增加，故開發降低血
壓之保健食品已成當務之急。已知 EDNO
對於體內血壓之恆定及血管組織損傷，

有著重要調控角色，是否其對人類臍靜
脈內皮細胞，同樣具有特殊之生理效
應，值得進一步探討。因此本研究利用
人類臍帶靜脈內皮細胞為人體體外試驗
模式，研究青蔥水萃取液對內皮細胞生
成 EDNO 之影響，並探討青蔥水萃取液
影響內皮細胞生成 EDNO 之作用機制，
以期能明瞭青蔥對人類心血管疾病之保
健功效。
三、結果與討論
圖一為細胞經不同濃度之青蔥水萃
取物刺激所誘發出一氧化氮生成量，與
對照組比較，結果發現並無顯著性 NO 之
產生，可能為青蔥本身所含之含硫化合
物所干擾。圖二為細胞經不同濃度之青
蔥水萃取物處理，所誘導出之 cGMP。由
圖中可看出細胞在青蔥水萃取物
0.2mg/ml 之濃度刺激下，可誘導產生出
最大量之 cGMP，而此誘導產生之 cGMP
可 被 Nω-Methyl-L-arginine acetate
(LNMA)所抑制。利用西方墨點法測定經
不同濃度之青蔥水萃取物處理細胞 10 分
鐘後，eNOS 之蛋白質表現量，結果發現
於濃度 0.2mg/ml 之青蔥水萃取物所刺激
之 eNOS 蛋白質表現量為最多(圖三)。以
濃度為 0.2mg/ml 之青蔥水萃取物於不同
時間刺激細胞，結果發現同樣以 10 分鐘
處理之效果最為顯著(圖四)。這代表著青
蔥水萃取物的確可誘導內皮細胞產生
cGMP，並於短時間內可增加 eNOS 蛋白
質表現量，故對血管損傷有心血管疾病
有著正向之幫助。

2

四、計畫成果自評
本年度計畫內容依照原擬計畫完
成。對於青蔥水萃取物對 eNOS 增加之可
能作用機制，仍值得更深入探討，以求
得更完全之保健功效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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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不同濃度之青蔥水萃取物對一氧
化氮生成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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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不同濃度之青蔥水萃取物對 eNOS
蛋白質表現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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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不同濃度之青蔥水萃取物對 cGMP
生成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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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青蔥水萃取物(0.2mg/ml)使用不同
反應時間對 eNOS 蛋白質表現之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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