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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毒中药在婴幼儿疾病治疗中的应用情况分析
雷蕾,崔蒙,胡雪琴,张黎,亢力,邢雁辉,杨策,温先荣*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北京 100700
摘要：本文基于中医临床文献数据，从临床上治疗婴幼儿（1-23 个月）疾病时包含有毒中药的方剂出发，使用文献计量学
和关联规则挖掘，研究了常见的有毒中药及包含有毒中药的组方治疗常见疾病、常见证候、给药方式以及包含有毒中药的高频
药物组合和药物之间的强关联关系。发现最常使用的有毒中药是半夏、吴茱萸、附子等，大毒品种马钱子、巴豆、川乌等也有
所使用；用包含有毒中药的组方治疗疾病，最常见的有腹泻、哮喘、癫痫等；证候有脾肾阳虚证、风寒证、湿热证等；最常见
的给药方式为口服、贴敷、外涂等；包含有毒中药的高频药物组合有大黄和马钱子、甘草和半夏、丁香和吴茱萸等。从中医机
理和分子生物学研究两个方面对数据挖掘结果进行分析发现，有毒中药的使用和婴幼儿的疾病及证候密切相关，而包含有毒中
药的高频药对体现了中医增效减毒的配伍规律，这些可以作为有毒中药治疗婴幼儿（1-23 个月）疾病时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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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Application of Toxic Chinese Medicine in Infants (1-23 months) Treatment
Lei Lei, Cui Meng, Hu Xueqin, Zhang Li, Kang Li, Xing Yanhui, Yang Ce, Wen Xianrong*

（Information Institut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China Academy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Beijing 100700, China ）
Abstract：In this paper, literature metrology and association rule mining were used to study the most common toxic Chinese
medicine in clinical treatment of infants (1-23 months). Besides, based on prescriptions including toxic Chinese medicine, disease, drug
deliever，syndromes and high frequency herb combinations with strong correlations were also demonstrated. It is found that the most
common used toxic medicine including pinellia, evodia rutaecarpa and monkshood. Furthermore, some very toxic medicines such as nux
vomica, crotonic, radix aconite have also been used. The most common diseases treated by toxic herbal prescriptions including diarrhea,
asthma and epilepsy, the most common syndromes including spleen-kidney yang deficiency syndrome, cold syndrome, damp heat
syndrome, and the most common way of drug deliever is oral, attach, outer coating, etc. The high frequency herb combinations including
rhubarb and nux vomica, liquorice and pinellia tuber, clove and evodia rutaecarpa were put forward. At the same time, explanations of
the results were presented by the mechanis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 mechanism of molecular biology. Using toxic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as closely related to disease and syndrome of infants and the compatibility rules of Chinese medicine were
shown in high frequency combinations containing toxic Chinese medicine. These important results about toxic Chinese medicine were
presented for clinical treatment of infants (1-23 months).
Key words：toxic Chinese medicine;Infants (1-23 months); Association rules
有毒中药是中国医药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历代医

兜铃酸成分的中草药引起肾脏损害问题等，引起了国内外医学

家利用有毒中药治愈了无数的顽疾，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

界的广泛关注[3]。婴幼儿体内的药物分布有异于成人，小儿肝

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近年来，国内外有关中药不良反应的报

细胞酶系统发育尚不成熟，肾功能不完善，其肾有效血流量与

道日趋增多，例如有报道黄连等中药可以诱发和加重新生儿黄

肾小球滤过率均较成人低，肾小管分泌、尿浓缩、钠离子交换

[1]

[2]

疸 ，在日本有些患者服用柴胡类制剂后发生了肝损害 ，马

和酸碱平衡功能差，年龄愈小愈不完善[4]，因此有毒中药在婴
幼儿治疗中的应用更应该引起重视。但是到目前为止，关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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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检索出在治疗婴幼儿（1-23个月）疾病时包含这些有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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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资料来源

Apriori 算法和 FP_Growth 算法等。本文选用 Apriori 算法找出

本试验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

包含有毒中药的高频组合以及这些组合中的中药之间的强关

所研制开发的《中医临床诊疗文献数据库》[5]和《中国药典》
。

联关系。

《中医临床诊疗文献数据库》用人工摘录的方式从中医临床治

1.3 数据的规范化

疗文献中收集与采集人群、疾病证候、方剂、中药相关信息。

根据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编写的《中国中医

《中国药典》收载有毒中药 83 个，其中大毒品种 10 个，有毒

药学主题词表》和《中国药典》对方剂名称、中药名称、疾病

品种 42 个，小毒品种 31 个[6]。本试验根据《中国药典》中记

名称和证候名称进行规范。

录的 83 个有毒中药在《中医临床诊疗文献数据库》中筛选

2

1988-2010 年治疗婴幼儿（1-23 个月）疾病的临床文献，收集

2.1 有毒中药、治疗疾病、证候和给药方式的统计

疾病名称、证候名称、临床使用方剂名称、方剂组成和给药方

结果与讨论
从2 965篇临床文献中统计得出，使用有毒中药治疗婴幼

式等信息。

儿（1-23个月）疾病共505个，出现频次最多的前5个疾病是腹

1.2 关联规则挖掘

泻、咳嗽、哮喘、肺炎、癫痫。证候共有452个，出现频次最

关联规则挖掘是数据挖掘中最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由

多的前5个证候是风寒证、脾肾阳虚证、湿热证、伤食证、脾

Agrawal 等人于 1993 年首先提出。关联是指两个或多个变量

虚证。中药共1 140味，其中有毒中药57个（包括大毒品种7个，

的取值之间存在某种规律性。关联规则具有如下两个重要的属

有毒品种34个，小毒品种16个）
，使用频次共5 374次，详见表

性：支持度：P(A∪B)，即 A 和 B 这两个项集在事务集 D 中

1。从表1可以看出，最常使用的大毒品种有马钱子、巴豆、川

同时出现的概率。置信度：P(B｜A)，即在出现项集 A 的事务

乌等，有毒品种有半夏、附子、全蝎等，小毒品种有吴茱萸、

[5]

集 D 中，项集 B 也同时出现的概率 。

蛇床子、艾叶等。此外，不论是大毒品种、有毒品种还是小毒

关联规则数据挖掘的主要算法有 Apriori 算法，改进的

品种，给药方式中口服、贴敷和外涂都是较为常见的。

表1 出现频次前5位的有毒中药、疾病、证候以及给药方式
有毒中药

频次前5位的有毒中药（频次）

频次前5位的疾病（频次）

频次前5位的证候（频次）

频次前5位的给药方式
（频次）
腹泻（12）
，面神经麻痹（11）
， 风寒湿痹证（2），风寒证（2）
，气血失调证（2）， 口服（70），敷贴（46）
，
癫痫（8），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气血两虚证（2）
，脾胃阴虚证（1）
，肝风痰浊 外涂（8），熏洗（3）
，
（6），骨折（6）
证（1）
，肝火痰热证（1）
，肝肾阴虚证（1）
， 鼻饲（3）
肝胃不和证（1）

大毒品种

马钱子（48），巴豆（28），川
乌（21），巴豆霜（15）
，草乌
（11）

有毒品种

半夏（1 510），附子（473），
全蝎（382），蜈蚣（207），朱
砂（190）

小毒品种

吴茱萸（550）
，蛇床子（169）， 腹泻（296），湿疹（51），咳嗽 脾肾阳虚证（23）
，风寒证（18）
，脾虚证（17）， 口 服 （ 512 ）， 敷 贴
艾叶（136）
，川楝子（128）
，、 （28），哮喘（27）
，肺炎（21） 湿热证（15）
，虚寒证（14）
（510），熏洗（55）
，
苦杏仁（108）
外涂（40），冲洗（35）
，

腹泻（295），哮喘（211），癫
痫（174），咳嗽（146），肺炎
（134）

2.2 与有毒中药高频组合的中药药对
关联规则算法主要分为以下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根据用

脾肾阳虚证（45）
，风寒证（38）
，湿热证（30）， 口服（2 971），敷贴
伤食证（28）
，脾虚证（27）
（422）
，外涂（125）
，
灌肠（67）
，吸入疗法
（22），

方剂进行关联规则挖掘时，乳香，马钱子（大毒） => 没药
的置信度为100%，说明在乳香和马钱子出现的方剂中没药出

户指定的最小支持度，先从资料集合中找到所有的频繁项集；

现的几率是100%。

第二阶段：根据用户指定的最小置信度，通过频繁项集挖掘出

表2. 频繁项集挖掘结果表（支持度从高到低排序）

最后的关联规则，找到项之间的强关联关系。本试验将方剂分
为三类，分别为包含大毒品种的方剂、包含有毒品种的方剂和
包含小毒品种的方剂。针对这三类方剂，分别进行关联规则挖
掘计算，设定不同的最小支持度和最小置信度，找到中药的高

有毒中药

药物组合

大毒品种
（最小支持度为
0.05）

大黄*,马钱子（大毒）*
乳香*，马钱子（大毒）*，没药*
三七*，马钱子（大毒）*
乳香*，马钱子（大毒）*
黄芪*，马钱子（大毒）
甘草*，半夏（有毒）*
茯苓，半夏（有毒）*
陈皮，半夏（有毒）*
杏仁，半夏（有毒）*
茯苓，陈皮，半夏（有毒）*
丁香*，吴茱萸（小毒）*
肉桂*，吴茱萸（小毒）*
苦参*，蛇床子（小毒）*
苍术，吴茱萸（小毒）*
白术，吴茱萸（小毒）*

频组合以及中药之间的强关联关系。
由于包含有毒中药的药物组合是我们关心的有趣结果，因
此，本实验只研究包含大毒品种、有毒品种和小毒品种的中药

有毒品种
（最小支持度为
0.02）

组合，详见表2和表3。从表2中可以看出，当对包含大毒品种
的方剂进行关联规则挖掘时，在包含大毒品种的中药高频项
中，支持度最高的组合是大黄和马钱子，为14.516%。按照同
样的方法得到包含有毒品种的中药高频组合甘草和半夏，支持
度为25.587%；以及包含小毒品种的中药高频组合丁香和吴茱
萸，支持度为15.864%。从表3中可以看出当对包含大毒品种的

小毒品种
（最小支持度为
0.05）

支持度
（%）
14.516
12.097
12.097
12.097
12.097
25.587
20.426
20.025
14.184
13.906%
15.864
13.372
9.884
9.884
8.721

*表示中药对细胞色素代谢酶P450(CYP450)有相互作用（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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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寒，蛇床子、苦参均为燥湿、杀虫、止痒之品，蛇床子偏

表3 关联规则挖掘结果表（置信度从高到低排序）
有毒中药
大毒品种
（最小支持
度为0.05；
最小置信度
为0.02）

有毒品种
（最小支持
度为0.02；
最小置信度
为0.02）

小毒品种
（最小支持
度为0.02；
最小置信度
为0.02）

3

药物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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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信度
（%）
100.000

支持度
（%）
12.097

100.000

12.097

100.000

8.871

子基因水平探讨中药毒性产生的机理与本质。细胞色素代谢酶

100.000

8.871

P450(CYP450)作为人体重要的Ⅰ相药物代谢酶系统，在研究

100.000

8.065

紫苏子，茯苓，陈皮=>半夏（有 100.000
毒）*
98.571
五味子*，半夏（有毒）*，甘草
*，细辛*=>麻黄*
98.571
甘草*，莱菔子，陈皮=>半夏（有
毒）*
97.110
杏仁，茯苓=>半夏（有毒）*
96.800
杏仁，甘草*，茯苓=>半夏（有
毒）*
地肤子，苦参*=>蛇床子（小毒） 100.000
*
丁香*，五倍子*=>吴茱萸（小毒） 100.000
*
100.000
木香，肉桂*=>吴茱萸（小毒）*
100.000
地肤子，苦参*，黄柏*=>蛇床子
（小毒）*
100.000
地肤子，蛇床子（小毒）*，黄
柏*=>苦参*

2.349

重要意义。对于表2和表3中的中药组合，大黄[9]、马钱子[10]、

2.132

乳香[11]、没药[11]、三七[12]、黄芪[13]、半夏[9]、吴茱萸[14]、丁

乳香*，马钱子（大毒）*=>没药
*
没药*，马钱子（大毒）*=>乳香
*
三七*，黄芪*=>马钱子（大毒）
*
大黄*，黄芪*=>马钱子（大毒）
*
三七*，何首乌*=>大黄*，甘草*，
阿胶，马钱子（大毒）*

于温肾除痹，宜于下焦寒湿，苦参长于清热利尿，宜于下焦湿
热；蛇床子和苦参配伍，相须为用，且又相互制约，使燥湿杀
虫、清热解毒作用加强。
将分子生物学的方法应用于中药毒理学研究，有助于从分

药物代谢和药物间相互作用方面存在着重要价值[8]。通过分析
中药配伍后对CYP450的作用，对阐明有毒中药的配伍规律有

香[15]、五倍子[16]、肉桂[17]、苦参[18]、何首乌[19]、甘草[20]、五
2.132
5.192
3.739

味子[20]、细辛[21]、麻黄[22]、黄柏[23]、蛇床子[24]等对P450酶系
均有作用，说明“大黄，马钱子”等中药配伍可能存在增效减毒
的作用，而这些药物组合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

5.482

本文使用关联规则得出了有毒中药治疗婴幼儿（1-23 个

4.568

月）疾病时的一些药物组合规律，这些规律还需要临床专家进

3.654
3.571
3.571

讨论

3.1 从婴幼儿疾病的角度分析有毒中药的用药规律
有毒中药的不良反应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对于婴幼儿

一步解释和验证，这也将成为本课题组今后研究工作的一个方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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