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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蜜炙法是常用的中药炮制方法，本文通过梳理古代本草著作中的中药蜜炙法及其在近现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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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and Modern Research Progress of TCM Honey Roast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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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ney roasting method is a commonly used method of TCM processing.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modern research situation of honey roasting method by combing the ancient herbal
works and modern related research materials about TCM honey roasting, and analyze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raditional honey roasting method and modern honey roasting method,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honey roast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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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蜜炙法在中药炮制方法中占有重要地位，

糖 [1] 。明代《杜臆》有崖蜜之解“山蜂酿蜜于高

其源于汉代，至唐代得到广泛应用，并在元、明、

崖”，清张澍辑《凉州异物志》亦记载：“石蜜非

清三代达到鼎盛。现代对蜜炙法的应用及其所用辅

石类，假石之名也，实乃甘蔗汁煎而曝之。”[2]

料的丰富程度均大幅下降，对于蜜炙的方法与炼蜜

1.1.2

手段也一直存在争论。因此，本文对蜜炙法的古代

甘性平，具有甘缓益脾、润肺止咳、矫味等作用。蜂

历史沿革及现代研究概况进行综述，从辅料用蜜、

蜜最早作为单用药物，首次在《神农本草经》中被

蜜炙法演变情况、炮制目的等方面探讨蜜炙法的古

列为“上品”，明代《本草纲目》全面总结了蜂蜜

今差异，为更好地发挥蜜炙法的作用提供理论支持。

的主治范围“……安五脏诸不足，益气补中，止痛

1 传统蜜炙法

解毒……和营卫，润脏腑，通三焦，调脾胃”。随着

1.1 炮制用蜜渊源

对蜂蜜功效的认识，蜂蜜作为中药炮制辅料之一，

1.1.1

辅料蜜的种类

药用蜜的炼制与沿革

传统中医认为，蜜味

历史上，白沙蜜、红蜜及石

由单用转变为合用。由此又有使用蜂蜜进行制剂和

蜜等均被作为炮制用蜜。其中，白沙蜜指结晶后的

直接药用 2 种形式[3]。关于制剂，在《金匮要略》

桂花蜂蜜，又称土蜂蜜。古代还多将石蜜作蜂蜜

中记载有“纳蜜煎中”“炼蜜和丸”等方法。东晋

用。关于石蜜有 2 种说法，一说是崖蜜，一说是蔗

《肘后备急方》中“目生珠管，以蜜涂目”“汤火
灼已成疮，白蜜涂之”皆为单方药用。《肘后备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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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则是将蜜与药物同时配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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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蜜药用，皆需要炼制，以达到养生保健、确
保丸剂质量、使蜂蜜净化且便于储存、去毒、制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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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温的目的 [4] 。炼制蜂蜜可以追溯至梁代《本草经

火烤。宋代出现蜜炒法，《本草衍义》对麻黄的炮

集注》，称为“炼”或“煎”，之后又出现了新的预

制为“以蜜一匙同炒良久”；《圣济总录》明确规定

加工方法。蜂蜜的加工方法除沉淀、过滤外，还有

杏仁为“蜜炒”。宋代到明代的本草著作、方书常

[5]

煎制、炼制、熬制等 8 种 。《雷公炮炙论》首次

将蜜炙与蜜炒并称，出现二者概念的混淆。明代

定义了蜂蜜的炼制程度，“凡炼蜜一斤，只得十二

《本草品汇精要》对樗叶等的炮制虽标为蜜炙，却

两半或一分是数。若火少、火过，并用不得”。随

是经过剉碎等方法破碎药材后进行的，现代学者认

后各代多以炼至滴入水中混凝成滴且不散开为度。

为该“蜜炙”不属于直火加热的“炙” [6] 。明代蜜

1.1.3

蜂蜜除直接使用

水炒法出现频率较高，如《寿世保元》的罂粟壳、

或与药物配伍使用外，还多与其他辅料配合使用，

黄芪、川黄柏等均用蜜水炒。各医家注意到辅料对

以达到不同的炮制目的。最早在唐代《备急千金要

药物的浸润情况，如《明医杂着》中就有“蜜水

方》便有蜜酒同用炮制甲香“酒洗蜜涂微炙”的记

浸，拌炒”知母、“蜜水浸炙”黄柏；《雷公炮炙

载，至明、清时期，该法的使用逐渐增多。

论》中对柏木的处理，“用生蜜水浸半日，漉出，

1.2 历代蜜炙法的发展

晒干，用蜜涂，文武火炙”。清代蜜炒成为“蜜

蜂蜜与其他辅料配合炮制

蜜炙法起源于汉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在

炙”的主流工艺，在《本经逢原》《修事指南》等较

唐代得到广泛应用，并在元、明、清三代形成多种

多的本草著作和炮制专著中，蜜水炒、蜜炒的出现

炮制方法，具体可概括为蜜煎、蜜蒸、蜜焙、蜜

频率高于蜜炙，且对蜜炙具体方法步骤不再详述。

浸、蜜煮、蜜炙 6 种。

随着蜜炒法地位的逐步确立，涂蜜火烤方式逐渐被

蜜煎法起源于《金匮要略》的大乌头煎“以蜜

取代。在这一过程中，存在较长时间概念的混淆，

二升煎取一升”，虽起源最早，但后代少有应用。

即使到了清代，“蜜炙法”一词也未完全退出历史

蜜蒸法以“洒蜜水蒸大黄”首次出现于《雷公炮炙

舞台。造成这样的原因可能是各代医家未能对蜜炙

论》，在明清时期广泛应用。酒蜜同蒸首次出现于

法的概念进行统一。

《审视瑶函》中“陈酒共蜜拌蒸七次，晒七日，露

1.3 蜜炙法的炮制目的

七夜”，清代《医方集解》延续了此方法，同时期

关于蜜炙法的炮制目的，明代《本草蒙筌》有

于《本草汇笺》中出现蜜与泔水同制。蜜焙法最早

“蜜炙甘缓难化增益元阳”的论述，清代《本草害

出现于《雷公炮炙论》对紫菀炮制的记载“蜜水浸

利》有“酒炒则升，蜜炒则和”的表述。同时，

一宿，焙干用”，此后多将蜜焙作为蜜炙法的最后

明、清两代也多关注具体药物采用蜜炙的作用，如

工序。清代以前，蜜焙法多与蜜浸、蜜蒸连用，清

《本草原始》有黄芪“蜜炙益损”，《本草备要》有

代以后出现单纯蜜焙，如《本草必用》蜜水焙款冬

五味子“入滋补药蜜浸蒸”等。由此可见，古人多

花，蜜焙的药材多沿袭前代，如紫菀、葳蕤等。蜜

利用蜂蜜滋养、润燥、解毒的特性来炮制药材，从

浸法也首现于《雷公炮炙论》，在宋、元、明三代

而发挥润肺止咳或纠正药物偏性的作用。因此，又

皆有沿用，可作为其他蜜炙法的前期步骤，如《圣

有“蜜炙甘缓而润肺”之说。

济总录》中大黄、《活幼新书》中桔梗、《本草纲

2 蜜炙法的现代研究

目》中鹿角。蜜煮法最早可追溯至唐代《食疗本

传统炮制方法存在较多不利因素，如蜜煮法辅

草》以天门冬“入蜜煮之”，宋代《类编朱氏集验

料用量过大导致不良反应，炮制时间过长影响药

医方》的辰砂炙法也可归入蜜煮。明、清两代新增

性。而传统的蜜炙法在实践中经不断改良，发展至

药材较多，如明代《普济方》中附子的炮制就使用

今主要有先拌蜜后炒药、先炒药后加蜜、先炼蜜后

了蜜煮法，明代《本草蒙筌》“桑梨皮蜜煮，润干

加药炒 3 种操作方法[7-9]。作为辅料的蜂蜜，其用量

燥咽喉”，突出补中润燥的功效，并引药入肺经。

和炼制工艺水平决定着中药质量的高低，蜂蜜本身

清代《本经逢原》的紫河车、《修事指南》制桑椹

的质量决定了用量。目前主要通过测定炼蜜前后化

都以蜜煮炮制。

学成分的变化，筛选出最佳工艺参数。同时，对有

《伤寒杂病论》中记载：“甘草汤煮之，用甘

害物质的检测可保证中药饮片的安全性，如 5-羟甲

草二两，蜜水炙……”其中蜜炙指涂蜜、微火炙，

基糠醛是葡萄糖与果糖的合成产物，可引起动物横

如《肘后备急方》中苏合香的炮制方法就类似涂蜜

纹肌麻痹及内脏损害，对人体有一定毒害作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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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炮制中应引起注意。

与时间对果糖和葡萄糖含量影响较大，对炼蜜的品

2.1 现代炼蜜工艺研究

质和安全性起着决定性作用。都盼盼等[21]对炼蜜工

蜂蜜作为辅料炮制药材和制作蜜丸，协同作用

艺进行研究，筛选得到最佳炼蜜工艺为：取滤过的

是其最重要的作用，还具有扩大治疗范围、减少不

蜂蜜，在 80～100 ℃加热，炼制 9～12 min。

良反应、提高溶解度、防变质、矫味、解毒等作

2.2 蜜炙法工艺改革研究

用，其诸多作用与其复杂的成分密不可分

[11]

。然

目前，2015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及各

而，蜂蜜作为辅料必须经过炼制，才可使药物达到

省炮制规范中所采用的蜜炙法与古代蜜水拌炒法相

蜜炙的目的。对蜂蜜进行炼制，其目的是去除水

似。根据加蜜先后的不同，又分为先拌蜜后炒药

分、增加黏度、破坏酶类及杀死微生物，使其能与

法、先炒药后加蜜法、先炼蜜后加药炒法，具体依

药物起到协同作用。现代研究发现，炼制后的蜂蜜

据药物的性质选择合理的方法来进行炮制。大多数

可以增加某些药材中苷元的溶解度，其所含的转化

药物可采用先拌蜜后炒药法，有利于对蜜充分吸

[12-13]

。因此，

收。对蜜吸收较差的药材可采用先炒药后加蜜法，

把控蜂蜜的炼制标准和确定工艺参数对蜜炙工艺的

可先使其质地酥脆，利于对蜜的吸收。对于质地酥

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脆且表面积较大的药材，则可以选择先炼蜜后加药

糖能防止药材中的有效成分氧化变质

目前，中药蜜丸用蜜、炮

炒法，使蜜被较好地吸收。由此可见，不同蜜炙法

制辅料用炼蜜，都没有统一标准，亟须研究制定。

的目的均是为了使蜜更好地吸收。因此，在对蜜炙

传统炼蜜质量控制指标有 4 种：⑴炼至滴水不散、

法的探究过程中，药物对蜜的吸收程度仍然是判断

2.1.1

蜂蜜的炼制标准

滴水成珠

[14]

；⑵炼至颜色变深；⑶炼至满锅起鱼眼

泡，用手捻之有黏性；⑷按等级可划分为嫩蜜、中
[15]

蜜炙法优劣的标准之一。
传统蜜炙法存在火候、炮制时间、用蜜量等关

。以上标准主要由操作者的主观经验判

键步骤难以把控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现代研究

断，并没有具体的指标要求。制定炼蜜标准，是未

探索出了新的炮制方法，主要有烘箱烤制蜜炙法、

来完善炼蜜工艺的关键步骤。现代研究认为，蜂蜜

控温鼓风干燥箱法、微波法、机器蜜炙法、远红外

的炼制标准应当是黏度，但是黏度这一指标难以把

烤箱法、蜜酒炙法、蜜炙阴干法。烘箱烤制蜜炙法

控，因此选用与黏度有定量关系的含水量作为控制

有效避免了因火候掌握不够导致部分药材焦化的问

蜜、老蜜

[16]

指标更合适
2.1.2

题[22]；控温鼓风干燥箱法能够较准确地控制温度，

。

蜂蜜炼制前后化学成分变化及工艺优化

蜂

并通过空气对流加热，有效避免药材焦化和水分蒸

蜜中的挥发性成分、酶类、糖类及 5-羟甲基糠醛成

发不匀的现象[23]；微波法穿透性好、杀菌消毒快，

分会在炼制前后发生变化。任佳淼等[17]发现，在加

药材水分散失快且易于储存[24]；机器蜜炙法具有火

工过程中，融蜜会导致蜂蜜中挥发性成分含量下

候易掌控、操作简便、污染小等优点[25]；远红外烤

降，加热到 71 ℃并保持 4 min 可减少蜂蜜挥发性成

箱法受热均匀，蜜炙后药材品质优良，温度、时间

分的损失。曾哲灵

[18]

认为，蜂蜜中淀粉酶和蔗糖转

易掌握，同时远红外线可以杀死药材中的微生物、

化酶在 30～40 ℃不发生热失活，高于此温度则会

虫卵等 [26] ；蜜酒炙法对中药材细胞的穿透作用较

发生热失活。李先端等[19]考察了炼制时间、温度对

强，与蜜拌匀起到增溶或助溶作用[27]；鸡蛋花挥发

蜂蜜中糖类成分的影响，结果显示，在一定时间范

油中的脂肪烯醇和芳香醇类成分受温度、光照及氧

围内，随着加热温度和时间的延长，蔗糖和麦芽糖

气的影响而被破坏，蜜炙阴干法可以避免其挥发油

含量变化不明显，葡萄糖、果糖及 5-羟甲基糠醛含

成分破坏，从而保证药物疗效[28]。新的炮制方法可

量升高，但 130 ℃以上炼制 20 min，果糖含量会急

在温度、时间等方面实现更精准的控制，进而提高

剧下降。鲜洁晨等

[20]

对相同因素进行考察发现，加

了药材饮片的外观性状和质量。为了保证蜜炙法创

热温度在 80 ℃以下时，果糖、葡萄糖、5-羟甲基糠

新研究的可行性，高秀芝等[29]以外观质量和麻黄碱

醛含量变化不明显，而温度超过 80 ℃时，蜂蜜中

含量为考察指标，采用正交试验法对微波炉蜜炙麻

果糖和葡萄糖含量降低，5-羟甲基糠醛含量升高。5-

黄的工艺参数进行优化，结果以中微波强度、含蜜

羟甲基糠醛是由果糖和葡萄糖在高温条件下脱水生

量 12.5%，加热 30 s 微波蜜炙麻黄的成品质量最

成，2 项研究结果结论相符。研究发现，炼蜜温度

佳。牛江涛等 [30]通过比较炒制、烘制、微波法对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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炙红芪中毛蕊异黄酮和芒柄花素的含量，认为烘制
法蜜炙红芪控温容易、受热均匀、操作简便，是红
芪蜜炙的最优方法。
3 讨论
行判断，近代炮制用蜜的质量没有统一标准，食用
蜂蜜和辅料用蜜没有严格的划分，使得蜜炙饮片的
质量难以保证。因此，未来辅料用蜜应当制定统一
标准，才能保证蜜炙饮片的质量。
辅料共制由古代的 27 种组合发展至今仅剩蜜酒
共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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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具备较高的研究价值。未来应开展蜂蜜与其他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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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共制的研究，尤其是在蜜炙过程中，在选择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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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制方法时均注意辅料的渗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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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饮片使用蜜炙法 。实际上，历代使用蜜炙法的
饮片品种均较多。未来应扩大对蜜炙药物种类的研
究，通过现代技术手段，从药物有效成分含量等角
度揭示蜜炙法的意义，建立完善的蜜炙药物体系。
同时，针对具体炮制药物而言，蜜炙法工艺不可做
统一规定，不同药物所需炼蜜工艺应当根据药物自
身特性进行考察。
此外，目前蜜炙法多采用传统人工操作，未来
有必要对蜜炙工艺进行深入研究，尤其是对蜂蜜用
量、加入方式等的优化，以保证饮片的质量和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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