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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书内容分总论和各论两部分。在整体规划上突出基本理论、应用价值、最新动态和有
益于学习记忆的特点。

总论介绍中药药理学的基本概念、学科任务、发展简史、中药药性理论的科学内涵及现
代研究、中药药理作用的特点及影响因素、中药药理研究的基本方法及复方药理研究等。各
论按照解表、清热、泻下、祛风湿、芳香化湿、利水渗湿、温里、理气、消食、活血化瘀、止血、化
痰止咳平喘、安神、平肝息风、补虚、收涩等类别，分别介绍各类药物的中医认识、共同药理作
用、应用注意事项、主要研究思路和方法以及代表药物等。

相比同类书，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增加了部分核心内容，如在总论部分适当增加中药药性
理论的科学含义、现代研究及中药药理研究的方法学概述、中药复方研究等内容；在各论部
分增加了主要研究思路和方法、现代应用、古籍述要等内容；更有助于学习者对中药药理学
相关知识的理解。为了突出应用性，本着以应用为导向选择内容，本书中所列均为研究较为
深入、应用较为广泛的中药，而删减了部分同类教材中选用但应用较少的中药。在每个单元
均加入了学习要点及要求，力求不拘泥于传统应用，尝试将传统应用与现代文献和最新研究
动态有机结合，附有最新参考文献，更方便读者把握知识重点，了解中药药理学的发展态势。
书后附有常用英文缩略词表，以方便读者查阅。

本书适合药物制剂、药学、制药工程等相关专业本科生学习使用。由于编者水平有限，
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斧正。

编　者
２０１５年５月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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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要点及要求：
本章主要介绍中药药理学的基本概念、学科任务和中药药理学的发展简史。通过

本章的学习，掌握中药药理学的基本概念，了解中药药理学的学科任务和中药药理学
的发展历程。

１．１　中药药理学的基本概念和学科任务

１．１．１　中药药理学的基本概念
中药药理学（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ＰＴＣＭ）是以中医药基本

理论为指导，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药和机体相互作用及作用规律的一门学科。
中药药理学的研究内容分为两部分，即中药药物效应动力学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ＴＣＭ，

简称中药药效学和中药药物代谢动力学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ｋｉｎｅｔｉｃｓｏｆＴＣＭ，简称中药药动学。中药药效
学主要研究和揭示中药对机体的作用，涉及中药作用于机体所产生的药理作用、中药药理作用
的机理和中药药效物质基础等方面。中药药动学主要研究和揭示机体对中药的影响，涉及中
药作用于机体，中药及其化学成分在机体内的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规律等方面。

中药药理学是近年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与多学科有密切联系的新兴学科，是中医药与
现代科学之间最具活力的结合点。它是中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药理学在我国发展的一
个分支学科，也是中西医结合的基础学科。

１．１．２　中药药理学的学科任务
１．阐释中医药理论的科学内涵　中医药理论是中国几千年来历代医家临床经验的结

晶，通过中药药理的研究有利于阐明中医药理论的现代科学内涵。
（１）可验证传统中医药理论。如《千金方》记载：“甘草能解百毒”。经现代研究证实，甘

草制剂对多种食物、药物和机体代谢产物所致中毒均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其解毒的有效成分
是甘草甜素，解毒机制涉及减少毒物吸收、增强肝脏解毒作用、提高机体对毒物的耐受能力
等，这就为甘草解百毒理论提供了圆满的现代科学解释。

（２）可深化和发展中药功效。如葛根的传统功效为升阳解肌、生津止渴、透疹除烦，临
床多用于解热，降血糖、降血脂等。近年来发现葛根可益智，对心血管系统具有扩张冠状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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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抗心肌缺血、抗心律失常、降血压、改善微循环等药理作用，提示其具有“活血通脉”的功
效，是对传统功效的发展。再如，枳实和青皮传统主要用于调节胃肠平滑肌功能、抗溃疡、祛
痰平喘等，近年来研究发现两者静脉注射给药具有升压、抗休克等药理作用。

（３）可纠正和完善中医药理论的不足。如焦三仙（山楂、神曲、麦芽）常用于消食、助消
化，研究证实麦芽中的淀粉酶和胃蛋白酶经炮制后在炒麦芽和焦麦芽中大大下降，故麦芽作
为消食药不宜炒焦。再如，中医习惯将常山和槟榔相须为用治疗疟疾（如截疟常山饮、截疟
七宝饮），而研究发现槟榔碱无抗疟作用，与常山配伍后也不能增强常山（常山碱丙）的抗疟
作用，相反可使常山的毒性增强，因而该配伍不恰当。

（４）可阐明中药作用机理和药效物质基础，并通过典型中药、方剂的研究，探讨中医药
理论的现代科学本质。如麻黄具有发汗、平喘等功效，研究发现其发汗作用与兴奋汗腺、解
热、抗病毒及抗菌等有关，平喘作用与其缓解平滑肌痉挛、抗炎等有关，有效成分主要是麻黄
碱、伪麻黄碱、挥发油等。再如，四逆汤具有回阳救逆之功效，主治亡阳证，研究表明该方具
有明显的强心、抗休克、改善微循环作用，说明亡阳证与休克、心力衰竭和微循环障碍等有
关，也反过来证明了回阳救逆和亡阳证的现代科学本质。
２．结合临床、提高疗效、促进应用　中药药理学研究必须与中药的临床应用相结合，

中药药理学的研究成果最终是要服务于临床需要的，因此是否具有临床价值非常重要。
而中药临床应用所反映出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信息在一定程度上要比临床前的动物实验更
有价值，故只有实验研究与临床应用有机结合，才能推动中药药理学的发展，促使科技成
果得到更好的转化。同时，中药药理的研究资料和成果是临床医生处方用药的重要依据，
对科学合理地指导临床用药具有重要意义。
３．参与中药新药研发　随着社会的发展及人类回归自然呼声的日益高涨，目前天然药

物的使用范围占全球８０％以上，遍布百余个国家和地区。但仍有很多疑难、危重病症威胁着
人类健康，缺乏有针对性的治疗药物。

开展中药新药的研究和开发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也是学科任务。新药的研发是以有效、
安全、稳定和质量可控为基本条件的，中药药理研究承担着药效学和毒理学等研究任务，是
新药研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药开发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药作为传统药物，中药新药研
发仍处于起步阶段，在人力管理、经费投入、法规体系和产、学、研等方面均需不断完善。
４．促进中西医结合、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　中药药理学是在现代医学发展进程中形

成的理论和实践体系，是中西医结合的产物，中药药理学学科的发展应与中西医结合学科的
发展并进。中医药在疾病防治上所具有的特殊优势、独特疗效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因此我
们必须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中医药理论进行系统、深入、规范化的研究，使中医药学瑰宝为
世界医药学界所认识，加快中药现代化、国际化的步伐。

中药药理学的学科任务概要见图１１。

图１１　中药药理学的学科任务



５　　　　

１．２　中药药理学发展简史
中医药的应用历史源远流长，中药作为中医防病治病的主要手段，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历

程，具有丰富的知识内涵。始于《山海经》，《圣济经》。在《山海经》所录百余种原始中药档案
中，明确记载可医治五官科、神经科、妇科、消化科及精神科等几大类别疾病，有一些具有养
生、美容、调理等作用，还记录了中药不同的使用方法。《圣济经》其卷五即称“药理篇”，主要
以抽象的角度来阐明中药的作用机理。应用现代科学方法开展中药的药理作用、作用机制
以及药效物质基础等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始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我国学者陈克恢率先对麻黄进行系统的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研究，得

到麻黄的有效成分麻黄碱，并报道了麻黄碱具有拟肾上腺素样药理作用，在世界范围内引起
巨大反响，此举揭开了中药药理学史无前例的一页。此后，陈克恢和他的同事们进一步研究
了很多与麻黄碱结构类似的化合物的药理作用，这些研究不仅发现了很多可用于呼吸系统
疾病治疗的新药，也为后来α受体及β受体阻断剂的研发奠定了基础。这项研究是从天然
产物中寻找先导化合物，进行优化开发新药的一个典范。这一时期的工作不仅是开创性的，
而且形成了延续至今的研究思路，即从天然药材中提取化学成分，通过筛选研究确定其药效
和有效成分。
２０世纪２０至４０年代，国内外学者相继开展了当归、草乌、延胡索、贝母、蟾蜍、三七、川

芎、防己等几十味中药的研究。但由于受到战争破坏、研究经费短缺、研究设备简陋、研究人
员不足等因素的影响，研究进展较慢，除麻黄的研究工作较深入外，其他很多中药都只做了
一些初步的药理研究。而且当时的研究没有严格鉴定药材的品种和来源，仅将中药当作一
种植物药来研究，很少结合中医药理论和临床，其科学性尚存在一定的问题。但这些研究工
作仍为之后的中药药理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和行业部门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中药药理研究进入了新的阶
段，取得了突出的成绩。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６０年代，主要开展了大量单味中药，如黄连、穿心
莲、茵陈、秦艽、大黄、防己、附子、柴胡、甘草等在强心、降压、镇痛、抗菌、消炎、利尿、驱虫、解
热等方面的筛选。延胡索镇痛作用研究堪称这一时期单味中药研究的典范。

进入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逐步重视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并运用现代药理研究手段解释传
统中医药理论的科学内涵，中药药理作用的研究有了更广泛、更深入的发展。这一时期单味
中药的研究仍占中药药理研究的主导地位，其中以补益药和活血化瘀两大类中药为研究的
热点，其次为清热药和泻下药，如人参、黄芪、甘草、当归、冬虫夏草、党参、五味子、西洋参、刺
五加、川芎、丹参、大黄、三七、苦参、雷公藤、青蒿等。开始了中药药性理论如四气、五味、归
经等的现代研究，以及中医治法、治则相结合的中药研究。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开始重视中药复方研究，之后１０余年共研究中药复方２００余首，其

中以针对心血管系统和消化系统方面的复方研究较多，如生脉散、参附汤、桃红四物汤、四君
子汤、补中益气汤、六味地黄丸、玉屏风散、苏合香丸、桂枝汤等。传统复方的药理研究日益
受到重视。

在对复方整方药理研究的同时，还对复方进行了配伍及拆方研究，对有些古方进行了改
造及精简药味研究。这一时期重视了单味中药的有效单体和有效部位的研究，明确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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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确切疗效的中药的有效成分，如麻黄碱、小檗碱、苦参碱、川芎嗪、丹参酮、青蒿素、葛根素、
喜树碱、麝香酮等。发现了一系列中药新的药理活性，如黄连、苦参的抗心律失常作用和雷
公藤的免疫抑制作用等。
１９８５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颁布了《药品管理法》及与之配套的《新药审批办法》，

中药药理学科开始参与从基础研究转向研制新药的应用研究。使临床有效的中药及复方经
过规范的药学、药效和毒理研究，达到现代化新药水平而批准上市。并在紧缺或名贵中药材
的人工制成品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如人工麝香、人工牛黄、人工熊胆、人工繁殖冬虫夏草菌
丝等。同年，《中药药理学》正式出版，标志着中药药理学作为一门学科，被国家教育管理部
门正式接受。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分子生物学的迅速发展，中药药理研究跨入

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研究目标更加明确，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技术手段日益先进。
中医药研究的目标是实现中医药现代化，而中医药现代化研究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是中

药现代化研究，而中药现代化研究的核心是中药复方研究，阐明中药复方的配伍规律、作用
机制和药效物质基础是中药复方现代化研究的关键环节。

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单味药的研究与传统的性味、归经、功效、主治联系日益紧密，复方
的研究更加重视配伍规律和药效物质基础研究。研究的重心逐步从中药药效学转向中药药
动力学研究、安全性评价以及复方的研究。提出了用“生物效应法”估测有效成分不明确的
单味及复方药动学参数的研究方法。

随着膜片钳、细胞内微电极和离子选择性微电极、基因探针、细胞重组、离子通道、神经
递子、受体功能等技术进入中药药理学研究领域，中药药理研究手段逐步从整体动物发展到
组织器官、细胞、亚细胞、分子生物学水平及基因水平。

回顾２０世纪中药药理学的发展历程，应该说中药药理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
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其理论体系还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学科领域内的许多关键问题如中
医“证”的病理模型的复制、中药药动学的研究方法等问题还需要不断地研究、探索和完善。
但我们相信，在２１世纪，经过广大中药药理研究人员的不懈努力，中药药理学科将得到长足
的发展。

现代中药药理学的发展简史概要见图１２。

图１２　现代中药药理学的发展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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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药性理论

学习要点及要求：
本章主要介绍中药药性理论的科学内涵，以及中药药性理论的现代研究。通过本

章的学习，掌握中药四性（四气）、五味、归经、升降浮沉、有毒和无毒的基本含义；掌握
四性（四气）、五味的现代研究概况；熟悉有毒和无毒的现代研究概况；了解归经、升降
浮沉的现代研究概况。

中药药性是我国医药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中药作用性质和特征的概括，是
以人体为研究对象，依据用药后机体的反应总结出来的，是几千年临床用药经验的结晶。中
药药性理论主要包括四性（四气）、五味、归经、升降浮沉、有毒和无毒等。

２．１　中药药性的科学含义

２．１．１　四性（四气）
中药四性（四气）指中药寒、热、温、凉四种不同药性，它反映了药物在影响人体阴阳盛

衰、寒热变化方面的作用趋势，是说明中药作用性质的概念之一。
四气的记载最早见于《黄帝内经》和《神农本草经》。药性之气源于《素问》，如《素问·至

真要大论》：“寒者温之、热者寒之”，“治以寒凉”，“治以温热”。而《神农本草经》中记载：“药
有酸咸甘苦辛，又有寒热温凉四气”，是有关药性四气五味的最早概括，其“疗寒以热药、疗热
以寒药”则是指出如何掌握药物的四气理论以指导临床用药的原则。

四性中的寒凉和温热是对立的两种药性。而寒和凉之间、热和温之间，则是药性相同，
但在程度上有所差别：温次于热、凉次于寒。故中药四性的实质可以看作寒（凉）、热（温）
两性。

一般而言，能减轻或消除热证的药物，即具有清热、凉血、泻火、清虚热、滋阴等功效的药
物，药性属寒性或凉性。如病人表现为恶热喜冷、面红目赤、烦躁不安、舌红苔黄、脉数等，属
热证。用石膏、知母、栀子等药物治疗后，上述症状得以缓解或消除，说明石膏、知母、栀子等
药性是寒凉的。反之，能减轻或消除寒证的药物，即具有祛寒、温里、助阳等功效的药物，药
性属热性或温性。如病人表现为恶寒喜暖、面色苍白、肢冷蜷卧、舌淡苔白、脉迟或紧等，属
寒证。用附子、干姜、肉桂等药物治疗后，上述症状得以缓解或消除，说明附子、干姜、肉桂等
药性是温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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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中药的药性与疾病的性质是相对的，即遵循“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和“热者
寒之、寒者热之”的治疗原则。此外，还有一些中药药性较为平和，寒热偏性不明显，这部分
药物称为平性药，但实际上其性平是相对的，在药性上仍有偏温或偏凉的不同，仍未超出四
性范围。

２．１．２　五味
中药五味是指药物具有酸、苦、甘、辛、咸五种不同的味道。有些药物还具有淡味或涩

味，因而实际上不止五种味道，但五味是最基本的。淡附于甘，涩附于酸，所以仍然称为
五味。

五味最早记载见于《吕氏春秋》。将五味与药物相结合最早见于《黄帝内经》和《神农本
草经》。如《素问·藏气法时论》记载了“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等五味作用特点。《神
农本草经》总论载有：“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五味具有阴阳五行属性，《内经》云：“辛
甘淡属阳，酸苦咸属阴”。《洪范》谓：“酸味属木、苦味属火、甘味属土、辛味属金、咸味属水”。

五味主要是根据味觉器官辨别出来的，也有依据中药功能和药效确定的，是中药味道与
功效的概括和总结。故其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反映药物的真实味道，来自于味觉器官辨
别的感性认识，如黄连的苦味、甘草的甘味等；一是代表药效，来自于对中药功效分析概括的
理性认识，如板蓝根的苦味、白芍的酸味等。

中药的性和味关系密切。一种中药既具有一定的性，又具有一定的味。性有性的作用，
味有味的作用，必须将性和味相结合。一般来说，性味相同的中药，其主要药理作用也大致
相同；性味不同的中药，功效也就有所区别；性同味不同或味同性不同的中药在功效上也有
共同和不同之处。

２．１．３　归经
“归”指药物作用的归属，即药物作用的部位；“经”指经络及其所属脏腑，“归经”就是药

物作用选择性地归属于一定的经络脏腑，是药物功效与药理作用部位的综合。中药归经理
论是以脏腑、经络理论为基础的。

归经理论论述最早见于《黄帝内经》，提出药物的五味对机体脏腑有选择性。如《素问·
宣明五气》中载：“五味所入，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肾，甘入脾，是谓五入”。《素问·
至真要大论》载：“夫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
入肾”。还说明五色合五味对机体部位有选择性，如《素问·金匮真言论》载：“东方青色，入
通于肝，其味酸；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其味苦；中央黄色，入通于脾，其味甘；西方白色，入通
于肺，其味辛；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其味咸”。

《伤寒论》创立了六经辨证系统，出现了六经分经用药方法，如麻黄、桂枝为太阳经用药，
石膏、知母为阳明经用药等。把归经概念正式作为药性记载而提出的是金元时期的医学家
张元素，在其著作中有“藁本乃太阳经风药”，“石膏乃阳明经大寒之药”的记载。明代李时珍
撰写的《本草纲目》，对中药归经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经络能够沟通人体的内外表里，一旦人体发生病变，体表的病变可以通过经络而影
响内在的脏腑，脏腑的病变也可通过经络而反映到体表。临床上各脏腑经络发生病变产生
的症状是不相同的，针对不同脏腑经络病变所应用的治疗药物也是不同的。中医学认为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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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病证都是脏腑、经络病变的表现，因而某种药物如果能够治疗某些脏腑经络的病证，就意
味着该药应该归入某经。中药的药理作用与归经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中医理论认为“肝主筋”，“诸风掉眩皆属于肝”。刘河间释曰：“掉，摇也。眩，昏乱、眩晕
也，风主动故也”。即因风（指内风）所致出现肢体动摇不定、目眩、头晕等表现的疾病，皆与
肝脏有关。故凡具有抗惊厥，治疗肢体麻木、震颤、抽搐等病证的药物多归肝经。如天麻、钩
藤、全蝎、蜈蚣、牛黄、石决明等均归肝经。“肺主气司呼吸”，“诸气鄛郁，皆属于肺”。张景岳
注曰：“鄛，喘急也。郁，痞闷也”。即因多种气机失调所致的呼吸喘促、胸部满闷等表现的
疾病，皆与肺有关。故凡具有化痰、宣肺、平喘等作用的药物多归肺经。如桔梗、贝母、紫苑、
款冬花、半夏、前胡等均归肺经。可见中药的归经是人们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通过观察药
物的临床疗效总结出来的。归经理论的产生为临床遣方用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２．１．４　升降浮沉
中药的升降浮沉，是中药作用于人体后，药物性能在体内呈现的四种走向和趋势。“升”

就是上升、升提。“降”就是下降、降逆。“浮”就是轻浮、上行、发散。“沉”就是重沉、下行、
泄利。

升降浮沉用于表示中药作用的趋向源于《黄帝内经》。如《素问·六微旨大论》谓：“升降
出入，无器不有”。《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
者，泻之以内；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阐明了应根据升降出入障碍所
产生疾病的病势和病位不同，采取相应的治疗方法，为升降浮沉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理
论基础。金元时期升降浮沉学说得到了全面发展，张元素在《医学启源》中旨承《内经》，首倡
“气味厚薄寒热阴阳升降之图”，用运气学说阐发了药物具有升降浮沉不同作用趋向的道理。
其后李东垣等又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完善。

归纳来说，凡升浮的中药都能向上、向外，具有升阳、举陷、解表、祛风、散寒、催吐等功
效，多用于治疗病位在表、病势下陷类病证。凡沉降的中药都能向下、向内，具有清热、泻下、
潜阳、降逆、止咳、平喘、利水、收敛等功效，多用于治疗病位在里、病势上逆类病证。因而升
降浮沉，既是药性又是用药的基本原则。

中药的升降浮沉和中药的性味、质地等有关。凡性温热，味辛、甘的中药，大都为升浮
药；凡性寒凉，味苦、酸、咸的中药，大都为沉降药，因此有“酸咸无升、辛甘无降、寒无浮散、热
无沉降”的说法。凡花、叶以及质轻的中药，大都为升浮药；种子、果实、矿石以及质重的中
药，大都为沉降药。但也有例外，如诸花皆升，旋覆花独降；诸子皆降，蔓荆子独升。部分药
本身就有双向性，如川芎能上行头目、下行血海，白花蛇能内走脏腑、外彻皮肤等。

中药的炮制和配伍也可影响中药的升降浮沉之性。炮制可使升降浮沉有所转化，有些
药物经酒炒则升、姜制则散、醋炒则敛、盐制则下行等，如大黄泻下具有沉降之性，酒制后活
血化瘀及升浮之性增强，泻下等沉降之性减缓。药物的升降浮沉通过配伍也可以发生改变，
如升浮药升麻配伍当归、肉苁蓉等咸温润下药，虽有升降合用之意究成润下之剂，即少量升
浮药配大量沉降药也随之下降。反之亦然，如牛膝引血下行为沉降药，与柴胡、桔梗等开胸
行气之药同用也随之上升。因而中药的升降浮沉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正如李时珍所说：
“升降在物，亦在人也”。必须依据中药的特点、功效等综合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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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５　有毒和无毒
中药有毒、无毒也是药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现存本草文献中关于毒性记载最早见

于《神农本草经》，在具体药物条目下标有毒性文字记载最早见于《吴普本草》。中药的毒是
古人最早认识的药物特性。认为毒性是中药最基本的性能之一，是一种偏性，以偏纠偏是药
物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用之得当可发挥治疗作用，用之不当则对机体产生不良反应。
１．中药毒的含义　中药的“毒”内涵丰富，主要可概括为以下三种含义：
（１）是指药物的特性，毒就是药。传说中神农尝百草，“无毒者为食，有毒者为药”。《周

礼·天官冢宰下》有“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之说。《景岳全书》亦称“凡能除病
者，皆可称毒药”。毒性就是药物具有的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特性。

（２）是指药物的偏性，《类经·五脏病气法时》曰：“药以治病、因毒为能，所谓毒者，是以
气味之有偏也”。《素问·五常政大论》载：“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
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神农本草经》三品分类法也是以药物毒性大小、有
毒无毒作为分类依据的。中医学理论认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中药就是利用药物的偏
性，以偏纠偏，纠正机体阴阳失衡，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３）是指药物的毒性，包括药物应用不当对机体造成的毒害性或损害性，以及药物应用
所引起的其他不良反应，如副作用，毒性反应，过敏反应，致畸、致癌、致突变等。如《诸病源
候论》载：“凡药物云有毒及大毒者，皆能变乱，与人为害，亦能杀人”。而后世本草书籍在其
药物性味下标明“有毒”“大毒”“小毒”等记载则多指药物毒副作用大小。
２．毒性反应　毒性反应是指因药物剂量过大或用药时间过长引起的机体生理、生化、

机能和结构的病理变化。
毒性反应可因剂量过大而立即发生，称为急性毒性。中药的急性毒性可以影响机体的

心血管系统、中枢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泌尿系统、造血系统等各大系统。如乌头
类药物因其含有有毒成分乌头碱等，口服后会导致神经系统、循环系统、消化系统等有中毒
表现。

药物的毒性反应也可因长期用药体内药物蓄积过多而逐渐发生，称为慢性毒性。中药
的慢性毒性多损伤机体的靶器官，尤以肝、肾、胃肠的发生率最高，其次是心肌、骨骼、肺、中
枢神经、内分泌腺体等。如关木通中马兜铃酸的肾毒性。通常药物毒性反应对机体造成的
组织器官损伤会比较严重，较难恢复。因而对容易产生毒性反应的中药应严格掌控剂量和
疗程。
１９８８年列入国务院《毒性药品管理品种》范围，受《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约束的中

药共计２８种，包括砒石（红砒、白砒）、砒霜、水银、生马钱子、生川乌、生草乌、生白附子、生附
子、生半夏、生南星、生巴豆、斑蝥、青娘虫、红娘虫、生甘遂、生狼毒、生藤黄、生千金子、生天
仙子、闹阳花、雪上一枝蒿、红升丹、白降丹、蟾酥、洋金花、红粉、轻粉、雄黄。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０年版）收载有毒中药８３种，其中有大毒者１０种、有毒者
４２种、有小毒者３１种。

大毒：天仙子、川乌、草乌、红粉、马钱子、马钱子粉、斑蝥、闹羊花、巴豆、巴豆霜。
有毒：轻粉、牵牛子、甘遂、芫花、雄黄、蜈蚣、京大戟、商陆、干漆、千金子、千金子霜、罂粟

壳、朱砂、洋金花、两头尖、全蝎、苦楝皮、附子、制川乌、制草乌、华山参、硫黄、白附子、常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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蟾酥、木鳖子、天南星、制天南星、狼毒、白屈菜、臭灵丹草、三棵针、蓖麻子、香加皮、半夏、白
果、苍耳子、金钱白花蛇、蕲蛇、山豆根、土荆皮、仙茅。

小毒：丁公藤、红大戟、猪牙皂、水蛭、土鳖虫、草乌叶、急性子、金铁锁、飞扬草、大皂角、
瞌藤子、翼首草、紫萁贯众、两面针、苦杏仁、艾叶、北豆根、川楝子、地枫皮、鹤虱、蒺藜、九里
香、苦木、绵马贯众、绵马贯众炭、南鹤虱、蛇床子、吴茱萸、小叶莲、鸦胆子、重楼。
３．副作用　副作用是指中药在治疗剂量下产生的与治疗目的无关的作用，多因中药的

药理作用广泛所致。如大黄具有泻下通便、活血化瘀等功效，当应用大黄治疗便秘时，因其
活血化瘀功效所导致的妇女月经量增多即为副作用，而当用大黄治疗妇女经闭、痛经时，其
因泻下通便功效所导致的腹泻、便溏即为副作用。再如麻黄在平喘的同时易引起的失眠等。

副作用是药物的固有作用，一般与治疗作用同时发生，可能给病人带来不适或痛苦，但
一般危害不大，大多可自行恢复。通常药物的治疗范围越广，副作用就表现得越多。副作用
也是可以预防的，如妇女经期就应慎用大黄，或减少用量等。
４．过敏反应　过敏反应又称变态反应，是指某些中药对于过敏体质的病人容易引起与

抗原抗体结合有关的不良反应，造成机体生理功能紊乱或组织损伤等。过敏反应与药物的
药理作用和用药剂量无关，多难以预料。常见的过敏反应多表现为皮疹、荨麻疹、红斑、皮肤
黏膜水泡、发热等，严重者会出现剥脱性皮炎、血小板减少、肝肾功能损伤、过敏性休克等而
危及生命。易引起过敏的中药有天花粉、僵蚕、蜈蚣、地龙、威灵仙、鸭胆子、牛黄、冰片等。

据近年来文献报道，中药注射剂引起的过敏反应高发，涉及的药物有双黄连注射剂、复
方丹参注射剂、葛根素注射剂、刺五加注射剂、清开灵注射剂、鱼腥草注射剂、穿琥宁注射剂、
脉络宁注射剂等。此外，一些中药复方制剂也有发生过敏的报道，如牛黄解毒片（丸）、三金
片、龙胆泻肝丸、复方丹参片、犀黄丸、回天再造丸、六味地黄丸、小活络丹等。
５．致畸、致癌、致突变　致畸、致癌、致突变是中药的特殊毒性反应。有些中药能干扰

胚胎的正常发育、有致畸作用，如野百合、苦参、郁李仁、杏仁、桃仁等。有些中药能引起细胞
突变或癌变，如雷公藤、槟榔、广防己、关木通、马兜铃、细辛、千里光、款冬花、雄黄、砒霜等。
因而对这类中药应慎用和禁用。

此外中药的不良反应还有继发效应、成瘾性等。如长期服用番泻叶治疗便秘，会因久泻
而致维生素Ｂ的缺乏导致口腔炎；长期应用罂粟壳类的中药，在停药后会产生戒断症状，服
药者有一定的心理和生理依赖等。另外，我国地域广阔、药用资源丰富，由于南北差异会导
致中药因产地不同而出现同名异物、同物异名，或品种混乱等情况，应避免因使用不当而产
生不良反应。

中药药性的科学含义概要见图２１。

图２１　中药药性的科学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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