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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子毒性古今认识比较
敖慧，曹小玉

*

成都中医药大学，四川 成都 611137
摘要：目的

通过比较附子毒性古今认识，为现代附子毒性研究提供重要研究方向和思路。方法

对古

代和现代文献中附子毒性的基本认识、毒效关系与禁忌症、用药剂量、控毒方法、解毒方法等方面进行比较，
梳理出古今附子毒性认识的异同。结果

古今在附子的基本认识、毒效关系与禁忌症、配伍控毒等方面无明

显差异，且现代研究可补充和完善古代认识。而在用药剂量、其他控毒方法、中毒解救等方面有一定差异。
结论

现代研究应在用药剂量、炮制方法、煎煮法等方面加强研究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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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Recognition on the Toxicity of Fuzi in the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Ao Hui, Cao Xiaoyu*
(Chengd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engdu Sichuan 611137,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provide an important research direction and some ideas for modern researches on
toxicity of Fuzi by comparing the toxicity recognition recorded in the ancient and modern literature. Methods This
article compared the toxicity recorded in the ancient and modern literature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basic recognition,
the relationship of toxicity-effect, the contraindications, the dosage, the toxicity controlling methods, detoxifying
methods, etc, and sorted out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of the recognition on the toxicity of Fuzi in the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Results This article explained that in the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the basic recognition, the
relationship of toxicity-effect, the contraindications, and the compatibility of Fuzi showed no remarkable differences,
and the modern researches could supplement and perfect the ancient understanding. However, there were also some
differences in the dosage, the other toxicity controlling methods, detoxifying methods and so on. Conclusion The
modern researches should focus on the dosage, the processing methods and the decoction of Fuzi.
Key words: Fuzi; toxicity; recognition in the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2]

附子为毛茛科植物乌头 Aconitum carmichaelii

的毒性早在《淮南子》 就有记载：
“天雄、乌喙最凶

Debx.的子根的加工品，味辛、甘，性热，有毒，具有

险。
”关于附子性能特点，
《名医别录》 言：
“味甘，

回阳救脱、温肾助阳、散寒止痛的功效。被明代大医

大热，有大毒。
”
《开宝本草》 言：
“味辛、甘，大热，

家张景岳称为“药中四维”
，扶阳派医家祝味菊更称其

有大毒。
”
《汤液本草》 云：
“气热味大辛，纯阳。辛

为“百药之长”
。但因其毒性明显，一定程度上限制了

甘温大热，有大毒。
”由此可见，自古以来附子的毒性

其临床应用。现对古代及现代本草关于附子毒性的认

已被广大医家所认识。
《本草经疏》 点出了其性能特

识作一梳理，以期为现代附子毒理学研究提供一定的

点与生长环境的关系，言“附子全禀地中火土燥烈之

参考和启示，使附子更好地为人类健康事业服务。

气，而兼得乎天之热气，故其气味皆大辛大热，微兼

1

甘苦而有大毒”
。关于附子中毒的临床表现，清•张志

基本认识
[1]

附子始载于《神农本草经》 ，列为下品。附子

[3]

[4]

[5]

[6]

聪在《本草崇原》中记载：
“服之必发火而痈毒顿生；
[7]

服之必烂五脏，今年服之，明年毒发。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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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昏迷，甚至死亡

[10]

。与古代所言有相似之处。除

更为充足的理论支持。

生物碱特别是双酯型生物碱，水溶性生物碱为其控毒

3

成分
2

No. 3

无明显争议，且现代研究为古代医家的观点提供了

此以外，现代研究发现附子的毒性物质基础为酯溶性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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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药剂量
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用大量炮附子时，用

毒效关系与禁忌症
《本草新编》

[12]

于温经逐湿止痛，重在祛邪；用一般量或少量时，则

指出附子毒性与药效的关系，即

意在扶正。另外，仲景亦认为附子用量要因人而异，

“附子之妙，正取其有毒也……而阳毒非附子不胜任。

曰：
“附子三枚，恐多也，虚弱家及产妇宜减之。”古

以毒治毒，而毒不留，故一祛寒而阳回，是附子正有

代本草附子用量多在七钱～1 大枚，约 15～50 g。如

毒以祛毒，非无毒以治有毒也”。但附子是否出现毒

《本草述钩元》 载：
“久冷反胃，大附子一个，坐砖

性反应因人而异，如《本草纲目》

[13]

记载：“有人才

[21]

上，四面着火，渐逼，以生姜自然汁淬之，再逼再淬，

服钱匕即发燥不堪，而昔人补剂用为常药若此数

约姜汁尽半碗乃止，研末，每服一钱，粟米饮下，三

人……此皆脏腑禀赋之偏，不可以常理概论也。”因

服瘥。”
“虚寒也。附子一个，炮去皮脐，盐水浸良久，

此历代本草亦告诫临床慎用，用之不当可致死，如明

泽泻一两，每服四钱，水一盏半，灯心七茎，煎服愈。”

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

[13]

记载：“乌附毒药，非危

病不用。”亦有医家明确提出附子的毒性来自于临证
用药不当，如《景岳全书》

[14]

提到：“虽云有毒，而

实无大毒，但制得其法，用得其宜，何毒之有？”历

[22]

《本草品汇精要》 ：
“一枚重七钱者，炮去皮脐为末，
每服四钱水两盏，合盐半钱，煎取一盏，温服疗霍乱
大泻不止。”但历代本草鲜有记录因附子用量过大而
出现毒性问题。

史上很多附子中毒乃至致死事件多因为附子误用，如
[15]

《本草征要》 提到：
“若非阴寒寒湿，阳虚气弱之病，
[16]

而误用于阴虚内热，祸不旋踵。”
《得配本草》 记载：
[17]

“若血虚生热，热生风者，投之立毙。
”
《要药分剂》

一般认为，附子用量为 3～15 g，相比古代，剂
[8]

量偏小 。目前扶阳派医家多认为附子常用剂量在
30～60 g。而对于心衰等危急重症附子的起始用量在
45～75 g 之间，甚至可用到 100～450 g。李可老中
[9]

云：
“一切阳症、火症、热症、阴虚内热血液衰少症。

医行医一生使用附子超过 500 kg 以上，无一例中毒 。

均忌。
”由此可见，古人认为，附子的偏性既可为“药”
，

但扶阳派医家对附子用量的把握必须建立在辨证准

亦可为“毒”。个体的体质因素和辨证论治的准确与

确的基础上。如老中医李可主张阳虚用小剂，阳衰用

否是导致附子作用向“效”或“毒”转化的重要条件。

平剂，格阳用平剂，亡阳用中剂，垂死用大剂 。但

根据《黄帝内经》运用有毒中药“有故无殒，亦无殒

这样的用量标准并没有相关的研究支持。因此，对于

也”的指导原则，在附子临床应用时应牢固树立“证”

临床经验不足的医生而言，附子一般从小量开始，逐

和“辨证论治”的概念，严禁将附子应用于阴虚和热

渐加量，以减轻其毒性。

[18]

[9]

证患者。另外，
《本草蒙筌》 记载：
“孕妇忌煎，堕

4

胎甚速。
”

4.1 炮制

目前，附子的毒效相关性和禁用于阴虚内热和
[9]

热症患者的观点已在业内形成共识 。陈学习

[19]

用

控毒方法
古代本草多认为可用炮制法解生附子之毒。但

除医圣张仲景急救回阳用生附子，亦有认为可以用
[13]

疼痛、炎症及虚证等模型动物研究附子毒性，结果

生附子入药的医家。如《本草纲目》

表明，附子对各模型动物具有止痛、抗炎、补虚的

用则发散，熟用则峻补。”
《本草衍义补遗》

功效，且对模型动物的急性毒性比正常动物明显为
低，这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附子的毒效相关性。梁汝
圣等

[20]

研究表明，附子对阴虚、阳虚大鼠的毒性存

曰：
“附子生
[23]

指出：

“予每以童便煮而浸之，杀其毒且可助下行之力，入
[24]

盐尤捷。”
《本草备要》

曰：
“水浸，面裹煨，令发

坼，乘热切片，炒黄，去火毒用。又法，甘草二钱，
[18]

在差异。附子对阳虚动物模型有正性干预作用，能

盐水、姜汁、童便各半盏，煮熟用。”
《本草蒙筌》

纠正其阳虚的情况而对动物的毒性作用小于治疗作

提及：
“制宗陶氏槌法，以刀去净皮脐。先将姜汁盐

用。反之附子对阴虚动物模型则有负性干预作用，

水各半瓯，入砂锅紧煮七沸；次用甘草黄连各半两，

加重了其阴虚症状，毒性作用大于治疗作用。这也

加童便缓煮一时。”《景岳全书》

从实验角度证实了附子禁忌症的正确性。由此可以

提出质疑：
“夫附子之性热而刚急，走而不守，土人

看出古今医家在附子毒效关系与禁忌症这一问题上

腌以重盐，故其味咸而性则降……若制以黄连，则

[14]

对以上炮制方法

2014 年 6 月第 38 卷第 3 期

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志

• 59 •

何以藉其回阳？若制盐水，则反以助其降性。若制

而在配伍方面，现代医家使用附子时，多与甘草、人

以童便……是药未入口，而先受其害，且其沉降尤

参、生姜、干姜、大黄等配伍，起到增效解毒的作用。

速，何以达脾？惟是姜汁一制颇通……此法为良”。

已有多项研究从生物活性和物质基础等多方面说明

《本草从新》

[25]

亦指出：“唯用甘草汤泡浸，则毒解

了附子配伍减毒的内在机制。如胡一冰

[11]

、余葱葱

[28]

而力不减，允为尽善矣。”可见古代附子炮制方法繁

研究表明，甘草皂苷对附子酯溶性生物碱所致动物心

多，各有优劣，以火炮和液体辅料制为主，难以统

律失常模型有拮抗作用；甘草中的甘草苷和甘草酸铵

一和规范。

可通过酸性基团与生物碱结合成盐改变附子有毒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2010 年版）
（以下称《中
[8]

物碱的存在形式，发挥协同抑制作用。这些研究成果

国药典》） 以炮制后的附子入药。世面上已经很难

的取得，为古代本草提及的附子配伍解毒理论提供了

看到生附子销售，这与生附子毒性高于制附子且难以

更为科学的证据。

保存有关。但有研究证实，生附子毒性最大，而强心

4.3 水煎解毒方法

作用和耐缺氧作用最强

[26]

。亦有医家遵循古法，使用

生附子入四逆散制成四逆颗粒，治疗肾阳虚证效果优
于制附子制剂，并申请了国家专利

[27]

。另外，目前炮

古代医家非常重视附子的煎煮方式。医圣张仲
景在其《金匮要略》

[31]

和《伤寒杂病论》

[32]

汤剂中

应用炮附子的煎煮方法较多的为“以水八升，煮取

制主要有盐附子、黑顺片、白附片、淡附片、炮附子

三升”；其次是“以水六升，煮取三升”，
“以水七升，

等品种，保留了古法中浸泡、盐制、甘草制、黑豆制、

煮取三升”。生附子使用煎煮方法最多的是“以水三

姜制等方法。古人认为附子不宜用黄连、童便炮制，

升，煮取一升二合”，其次是“以水三升，煮取一升”。
[33]

[34]

因此，现代附子炮制中早已废除。目前《中国药典》

《肘后备急方》 和《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中记载

认可的主要炮制品种其炮制过程都涉及胆巴减毒这

的附子煎煮方式与仲景类似。一般都采用与诸药共

一步骤。余葱葱

[28]

研究结果表明，泡胆巴可促进双酯

煎的方式。

2+

型乌头类生物碱水解。且胆巴所含的 Mg 可治疗毒性

现行中药学教材认为，附子宜先煎 0.5～1 h，
[35]

物质所导致的心律失常。但有学者认为前炮制方法较

以不麻口为度

多地侧重于减毒，而不注重存效，造成炮制过度的现

此，有学者认为附子经过炮制或与姜、草同煎且其用

象。且市场上流通的制附子可能普遍存在着退胆巴不

量不大于姜、草用量时可不必先煎，一般不会引起中

全，用含剧毒化工原料退附子皮等问题，较古代附子

毒

[9]

[36]

。这与古代煎煮方式有一定差异。对

。另外，对于煎煮解毒的机制，研究表明，双酯

毒性问题增加了新内容 。因此，将物质基础研究、

型乌头类生物碱高热水解后变为毒性较小的苯甲酰

安全性研究、药效研究相结合，完善附子的质量标准

乌头胺，其毒性为原有物质的 1/2 000。一般煎煮 2 h

研究特别是各炮制品种的质量标准，把指纹图谱技

可水解完全

术、胆巴含量和外源性毒性物质检测纳入附子有效性

5

与安全性控制体系，可能在附子安全性控制中起到决
定性意义。

。

中毒后解毒方法
[18]

《本草蒙筌》 指出：
“倘误中人，甘草急嚼。蓝
青萍草，亦可解之。”《本草备要》

4.2 配伍解毒方法
《经史证类备急本草》

指出：
“俗方每用附子，

[30]

草求真》 曰：
“畏人参、黄芪、甘草、防风、犀角、
绿豆、童便。反贝母、半夏、栝蒌、白芨、白莶。”
[14]

[24]

谈到：“黄连、

犀角、甘草煎汤解之，黄土水亦可解。”《得配本
[29]

皆须甘草、人参、生姜相配者，正制其毒故也。”
《本

而《景岳全书》

[37]

更明确了用甘草解毒的原因：“其

所以必用甘草者，盖以附子之性急，得甘草而后缓；

草》

[16]

言：“中其毒者，生甘草、犀角、川连，煎汤

服之可解。”
现代中医界除沿用古法中药解毒外，还用西医方
法进行催吐和对症处理

[10]

。其处理手段较古时丰富，

效果更佳。
综上，历代本草多认为附子有毒，且毒性与其药

附子之性毒，得甘草而后解；附子之性走，得甘草而

效关系密切，毒性表现与病理状态有关，并可通过炮

益心脾；附子之性散，得甘草而后调营卫。
”

制、配伍等方法解毒。现代对附子毒性的认识既传承

[8]

《中国药典》 认为，附子不宜与半夏、瓜蒌、

了古代理论，又在此基础上与现代科学相结合，有所

瓜蒌子、瓜蒌皮、天花粉、川贝母、浙贝母、平贝母、

发扬，但在用药剂量和炮制方法等方面存在一定异

伊贝母、湖北贝母、白蔹、白及同用。这与本草类似。

议，可积极深入研究病、证、剂量、炮制品种、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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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药效、安全性等之间的相互关系，建立更为全
面、客观、高效、实用的附子控毒体系，使最有用又
最难用之附子更好地服务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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