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病当调气机的升降 ,处方配伍应该注意药物的升降 ,使

升降相宜 ,调配得当。升者不可升而无制 ,降着不可降

之太过。如济川煎 ,在众多沉降药中配伍升麻一味 ,既

遵清阳升而浊阴自降的升降相因理论 ,又有降者不可

降而无制之妙用 ,治疗肾虚便秘之证 ,疗效颇佳。

4 　攻补兼施

攻和补是相反相成的。攻是指攻邪、祛邪 ,是清除

病邪对机体的不利影响而言 ,邪去则正自安 ;补是补

虚 ,也叫扶正法 ,是补助人体正气不足 ,正气足则邪自

去。祛邪与扶正是密切联系的。临床中集攻补兼施于

一方中的很多。如十枣汤用大枣 ,白虎汤用甘草、粳

米 ,四磨饮用人参等等。至于具体药味的多少和量的

比例 ,都应该根据证候灵活掌握 ,以祛邪不伤正 ,扶正

而不助邪为目的。

5 　散收并用

散与收是两种相互对立的治疗方法。散指发散或

宣散 ,多指祛除外邪、宣通气机 ;而收指收敛固脱、固摄

气血。二者相互制约 ,相互为用。如玉屏风散是临床

常用的敛汗固表方 ,重用黄芪、白术以益气固表 ,防风

祛风散寒。防风气薄性浮 ,能升阳透表 ,发散风寒 ,使

邪气去除 ,腠理固密 ,有利于黄芪补气固表止汗。又如

小青龙汤 ,方中以细辛、干姜辛散水饮 ,以五味子酸收

肺气 ,一散一敛 ,即可防止肺气耗散太过 ,又可防敛遏

恋邪之弊端 ,充分体现了组方用药的对立统一观念。

又如主治哮喘的定喘汤 ,方中用麻黄辛温发散 ,既能宣

肺气之壅闭 ,又能平气急之咳喘 ,但肺为娇脏 ,麻黄辛

散之力很强 ,为防止麻黄其辛散太过而伤肺 ,所以又用

甘涩之性的白果而收敛之 ,一散一收 ,麻黄与白果相

配 ,散收相配 ,正符合肺司开阖之职。

6 　阴阳并补

阴阳是互根互用的 ,阴阳两个方面 ,具有相互依

存 ,互为根本的关系。阴依存于阳 ,阳依存于阴。人体

的阴津损伤 ,会累及阳气也伤 ;阳气损伤 ,会累及阴津

也伤。所以 ,补益剂中补阴与补阳的方剂 ,很多都将补

阴与补阳结合起来 ,或以补阴为主 ,结合补阳 ;或以补

阳为主 ,结合补阴。如在温补肾阳的代表方剂肾气丸

中 ,以附子、桂枝等温补肾阳 ,配伍熟地、山药、山萸肉

补益肾阴 ;而补养肾阴的左归丸中 ,除熟地、枸杞子、山

药等滋补肾阴药物以外 ,还配伍鹿角胶、菟丝子等药物

温补肾阳。

气血之间的关系也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 ,所以

在血虚用补血药时常配以补气药 ,而在气虚用补气药

的同时 ,也常常酌加补血药。补血方剂常结合补气药 ,

如治疗血虚的当归补血汤 ,黄芪为补气药 ,当归为补血

药 ,但黄芪的用量却是当归的 5 倍 ,这是根据“有形之

血不能自生 ,生于无形之气”和“阳生阴长”的原理而制

定的。而补气方剂也常结合运用补血药物。例如补中

益气汤 ,除用人参、黄芪、白术、甘草补脾益气外 ,还用

当归补血和血。

综上所述 ,在很多方剂的组方配伍中都贯穿着对

立统一的辩证思想 ,这也正是中医的精髓 ———整体观

念 ,辨证论治思维方法的充分体现。这种独具辨证思

维特色的对立统一的配伍方法 ,作为方剂组方配伍方

法的一种 ,使方剂通过药物彼此间的有机组合 ,从而达

到治疗效果最佳而毒副作用最小的最终目的 ,发挥其

特有的作用。临证若能灵活应用 ,对于提高辨证论治

的水平 ,指导临床遣药组方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文校对 :童毅 　收稿日期 :2008 - 12 - 29)

安宫牛黄丸治疗高热昏迷的机理探讨
陈广进 　广东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510405)

　　摘要 :安宫牛黄丸是“温病三宝”之一 ,自其问世以来 ,在治疗热性疾病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挽救了无数生命。本文通过

对安宫牛黄丸药物配伍特点及其现代药理研究进行分析 ,探讨安宫牛黄丸治疗高热昏迷疾病的作用机理 ,从而进一步指导临床对

高热昏迷等其他相关疾病的治疗 ,扩大安宫牛黄丸的治疗范围 ,发挥中医优势 ,为中医药参与治疗危急重病人提供有力的理论支

持。

　　关键词 :安宫牛黄丸 ;高热昏迷 ;作用机理
doi :10. 3969Πj . issn. 100328914. 2009. 04. 115 　　文章编号 :100328914 (2009)20420765203

　　安宫牛黄丸作为一种中成药 ,其在热性危急重病

人的抢救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就连西医界对此也

是称赞不已。为什么安宫牛黄丸会有如此神秘的疗

效 ? 基于这一问题 ,笔者就其作用机理作如下探讨。

1 　《温病条辨》对安宫牛黄丸药物配伍特点的论述

安宫牛黄丸出自清代医家吴鞠通所著《温病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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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其药物组成主要有 :牛黄、郁金、犀角、黄连、朱砂、

梅片 (冰片) 、麝香、珍珠、山栀、雄黄、黄芩 ,加入蜂蜜为

丸 ,每丸一钱 ,金箔为衣 ,蜡护而成。其中牛黄、犀角、

珍珠粉清热解毒、凉血定惊及化痰 ;麝香、冰片活血消

肿止痛 ;黄连、黄芩止血燥湿、清热泻火 ;生栀子、朱砂

利尿解毒、清心镇惊 ;明雄黄、郁金祛风杀菌、行气解

郁、凉血破瘀。对于安宫牛黄丸的组方特点 ,《温病条

辨》作了详细的记载 :“此芳香化秽浊而利诸窍 ,咸寒保

肾水而安心体 ,苦寒通火腑而泻心用之方也。牛黄得

日月之精 ,通心主之神。犀角主治百毒 ,邪鬼瘴气。珍

珠得太阴之精 ,而通神明 ,合犀角补水救火。郁金草之

香 ,梅片木之香 ,雄黄石之香 ,麝香乃精血之香 ,合四香

以为用 ,使闭固之邪热温毒深在厥阴之分者 ,一齐从内

透出 ,而邪秽自消 ,神明可复也。黄连泻心火 ,栀子泻

心与三焦之火 ,黄芩泻胆、肺之火 ,使邪火随诸香一齐

俱散也。朱砂补心体 ,泻心用 ,合金箔坠痰而镇固 ,再

合珍珠、犀角为督战之主帅也。”根据吴鞠通的记载 ,安

宫牛黄丸具有清热解毒 ,镇惊开窍的功效 ,乃用来治疗

温热病热陷心包所致神昏证 ,沿用至今 ,临床上多用于

治疗高热昏迷及其他相关疾病。正是由于安宫牛黄丸

这样独特的组方特点 ,因而在热性病的救治中疗效如

此显著。

2 　安宫牛黄丸单味药物的药理研究

综观安宫牛黄丸所组方药 ,其中尤以牛黄、麝香、

冰片的作用最为重要 ,其对安宫牛黄丸的全方的影响

也是最大的。故对其中的这三味药进行药理学分析 ,

从中发掘安宫牛黄丸的作用机理。

牛黄苦凉清泻 ,芳香开窍 ,入心、肝经 ,既善凉肝、

清心而熄风止痉 ,定惊安神 ,清心、祛痰 ,开窍醒神。其

主要成分含胆汁色素和胆汁酸 , ,现代药理研究表

明[1 ]
,牛黄具有镇静、抗惊厥及解热作用 ,能扩张血管 ,

使血压下降。家兔口服牛黄能显著增加血内的红细

胞 ,有解毒作用。同时牛黄还具有抗炎、抗感染的作

用。

麝香辛温气极香 ,入心脾经 ,走窜之性甚烈 ,既善

开窍通闭 ,为醒神回苏 ,治闭症神昏之要药 ,又善活血

通经 ,开经络之壅遏。现代药理研究表明[2 ]
,麝香对中

枢神经系统呈双向调节作用 ,小剂量兴奋 ,大剂量抑

制 ;可显著地减轻脑水肿 ,增强中枢神经系统对缺血的

耐受性 ,改善脑循环 ;人工或天然麝香酮对麻醉猫有升

压及增加呼吸频率的作用。此外 ,麝香还有抗炎、抑菌

等作用。

冰片辛苦凉 ,入心、脾、肺经 ,其开窍醒神似麝香而

力逊。现代药理研究表明[3 ]
,冰片局部应用能刺激感

觉神经 ,可迅速改善血脑屏障通透性 ,且在脑积蓄时间

长、含量高 ,此为冰片的芳香开窍作用提供了初步试验

依据。冰片尚有抑菌、抗炎作用 ,能延长小鼠耐缺氧的

时间。

3 　安宫牛黄丸全方的药理学研究

中医学是一种宏观学科 ,其注重的是整体的功能。

安宫牛黄丸在其独特的药物组方中 ,各种药物均发挥

了特定的疗效。基于对全方的一个研究 ,正是近年来

解释其在临床上发挥神秘疗效的一种趋势 ,安宫牛黄

丸治疗高热昏迷的重要机理正是其对中枢神经系统的

作用。

311 　镇静作用 　安宫牛黄丸的治疗学的重要特点之

一就是对中枢神经系统具有明显的镇静作用。药理研

究发现 :应用安宫牛黄丸混悬液灌胃或腹腔注射或用

安宫牛黄丸制成 Ⅰ号、Ⅱ号注射液静脉注射 ,或用仿照

安宫牛黄丸处方制备的牛黄醒脑注射液腹腔注射[4 ,5 ] ,

均能减少小鼠的自主活动 ,出现安静现象 ,并显著增强

戊巴比妥钠或硫喷妥钠对中枢神经系统的抑制作用 ,

明显延长小鼠的睡眠时间。

312 　复苏及脑保护作用 　安宫牛黄丸对各种原因引

起的昏迷均具有较好的复苏作用 ,在笔者的实验研究

中 ,采用激光共聚焦细胞显微镜 ,以 Flura 3 荧光染料

为探针 ,观察安官牛黄丸及其简化方对体外培养的大

鼠乳鼠大脑皮层神经细胞的影响 ,结果发现安宫牛黄

丸可使大鼠乳鼠大脑皮层神经细胞内钙离子浓度明显

增高。而简化方则未见明显的作用。这提示 ,安宫牛

黄丸中的朱砂和雄黄在保护动物的脑细胞方面可能有

一定的作用。在安宫牛黄丸及其简化方的药效学研究

中也发现安宫牛黄丸对亚硝酸钠诱导的小鼠缺氧死亡

潜伏期有明显的延长作用[6 ] 。上述结果均提示 ,安宫

牛黄丸对脑神经细胞的保护作用可能是其开窍醒神作

用机理之一。

313 　抗惊厥作用 　安宫牛黄丸 Ⅰ号、Ⅱ号注射液[4 ] 均

能对抗苯丙胺的兴奋作用 ,并能显著延缓小鼠戊四氮

的阵挛发作、明显对抗戊四氮惊厥和降低死亡率。这

表明该药对小鼠大脑皮层有非常显著的抑制作用 ,对

生命中枢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4 　小结

高热昏迷是临床工作中的危急重症 ,迅速降温、催

醒、维持内环境稳定、保护脑细胞等措施选择十分重

要。安宫牛黄丸为清热解毒、镇惊开窍之品。现代药

理研究表明 :本品有镇静、抗惊厥、解热、抗炎、降低血

压、降低机体耗氧量 ;对细菌内毒素性脑损害细胞有一

定保护作用 ;动物实验证明该药能降低脑脊液及脑组

织化学乳酸脱氢酶活性 ,能使山梨醇脱氢酶 (SDH) 、三

磷酸腺苷 (ATP) 酶趋于增强 ,能减轻水肿脑组织含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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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从而起到开窍醒脑的作用[7 ,8 ] 。笔者对安宫牛黄丸

上述的机理探讨 ,以现代的科学方法对安宫牛黄丸治

疗高热昏迷等危急重病进行了药理学的分析 ,以此能

够发挥中医药在急症中的优势 ,为中医药参与救治危

急重病提供理论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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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药汤剂疗效的因素
李琼 　杨黎青 　云南省保山市中医医院 (678000)

　　关键词 :中药汤剂 ;疗效 ;因素
doi :10. 3969Πj . issn. 100328914. 2009. 04. 116 　　文章编号 :100328914 (2009)20420767202

　　汤剂是根据疾病临床表现 ,在辨证立法基础上 ,遵

循“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 ,再结合相须、相使、相

畏、相杀、相反之训 ,选药配伍而成 ,以达方必中病之目

的。由于汤剂具有吸收快 ,能迅速发挥疗效的特点 ,而

且方药的组成及用法用量可以根据病情轻重缓急加减

变化 ,较全面、灵活地照顾到每一个病人或各种病证的

特殊性 ,较完整地体现中医辨证的因地、因时、因人制

宜施治内容 ,是中医临床广泛使用的一种剂型。自伊

尹创汤液至今 ,几千年未衰。然而 ,随着社会与医学科

学的发展 ,研究的深入 ,对影响汤剂疗效的一些因素越

来越引起重视 ,笔者结合工作实际 ,对影响汤剂疗效的

相关因素简述如下 :

1 　与药材相关的因素

忽视药材的产地质量 :中药材大部分是植物药 ,它

的生长是受生态环境的影响 ,独特的生态环境孕育了

气厚力全道地药材特有的优良品质。如长白山人参条

粗、质硬、外形完整 ,视为大补元气的佳品 ;内蒙古黄

芪 ,条粗长、断面色黄白、味甜 ,补气固表作用最佳 ,甘

肃的当归 ,以根粗长、油润、外皮色黄棕 ,断面色黄白 ,

气味浓郁称上品 ,补血作用甚好 ,李时珍论当归质量时

说 :“川产者力刚而善攻 ,秦产者力柔而善补。”所以 ,产

地不同 ,同种植物的性能也不尽相同 ,有的差别还很

大。

不依法加工炮制 :中药材来源于自然界的植物、动

物和矿物 ,必须经过加工炮制方能入药。经过加工炮

制后可以减轻或消除药物的毒性或副作用 ,改变或缓

和药性 ,提高疗效 ,改变或增强药物作用的部位和趋

向 ,便于调剂或制剂 ,保证药物净度 ,利于贮藏 ,有利于

服用。如醋炙芫花能降低毒性 ,缓和泻下作用和腹痛

症状 ;酒炙黄连引药上行 ,善清头目之火 ;龟板经沙炒

醋制后 ,质变酥脆 ,易于粉碎及煎出有效成分 ,发挥药

物的功效 ,并能矫味 ,利于服用 ;制川乌 ,川乌最主要的

毒性成分是乌头碱 ,其中毒性最强的是双酯型乌头碱 ,

在炮制过程中 ,通过用水浸泡、加热煮沸 ,促进双酯型

乌头碱水解 ,从而达到降低毒性的目的。炮制技术和

标准虽有书面资料可依 ,但实际上是靠师传经验 ,操作

中指导 ,缺乏统一的量化指标与鉴定控制 ,使药物存在

着不同批次间及药房间的差异 ,构成影响汤剂疗效的

因素之一。

保管方面 :科学合理的保管 ,也是保证药材及其炮

制品质量的关键。如药材虫蛀、霉变、泛油、变色、气味

散失、风化、溶解、粘连、腐烂等都会影响中药的性能 ,

以之入方 ,如果服用 ,非但不能治病 ,有的还会出现副

作用 ,甚至造成中毒等不良后果。

计量因素 :过去医生诊病后 ,大多是自己调配处

方 ,对药物的质地和计量了如指掌 ,量衡精确。而今医

药分工 ,处方的流动性增大 ,能否按处方需求准确调

剂 ,医生的处方用量与实际调剂间存在差异 ,故能否保

证病情轻重所需之药量 ,又是影响汤剂疗效因素的一

方面。另外 ,药物使用不当 ,耐药性逐渐增加 ,加之药

品质量问题 ,调剂者未认真衡量准确调配 ,均构成汤剂

疗效不稳定因素。

2 　煎药方面

正确的煎药方法也是保证药物疗效的重要因素。

随着中成药及其它剂型的开发与广泛应用 ,使汤剂煎

煮过程的繁杂性令许多人望而生畏 ,不得已而服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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