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efinition:
Substances that release the exterior act to dispel pathogenic factors 

from the external and superficial parts of the body.

Symptoms:
-- Wind-cold:   aversion to cold, fever, no sweating, nose congestion, 
headache, body aches and pain.

-- Wind-heat:  fever, thirsty, sore & pain throat.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Herbs that release the exterior

Diaphoretic Antipyretic Sedative Antibiotic
Metabolic Diuretic Cardiovascular Antispasmodic
Analgesic Anti-inflammatory Antivenin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据近代研究，认为解表作用与以下药理作用有关。　　1．发汗作用：祖国医学认为本类药物一般都有发汗或促进发汗的作用，通过发汗使表 邪从汗而解，有所谓“其在皮者汗而发之”，“体若燔炭，汗出而散”的理论，可见发汗是中医治疗表证的重要治法之一。解表药中以发散风寒药类的发汗作用较强 调，其中以麻黄配桂枝的作用尤为显著，如麻黄汤就是一典型发汗方剂。麻黄中所含挥发油有发汗作用，近有资料证实麻黄碱和麻黄水溶性提取物能促使实验动物发 汗。生姜的挥发油和辛辣成分（姜酚及姜烯酚）能使血管扩张，促进血液循环。受寒后煎服生姜汤则感觉全身温暖，说明生姜能改善体表血循环而协助发汗。桂枝也 因能扩张末梢血管，促进皮肤表面的血液循环而加强麻黄的发汗作用。　　2．解热作用：本类药物大多有不同程度的解热作用，使实验性致热动物 体温降低，以柴胡作用最显著，桂枝、荆芥、防风、葛根、紫苏、浮萍等也有一定的退热效果。其作用方式，有通过发汗，或促进发汗，以及通过抗炎、抗菌和抗病 毒等作用而促使体温下降。此外，葛根等还有降低正常体温的作用。　　3．镇痛作用：柴胡、桂枝、细辛、防风、紫苏等对小鼠尾部机械压迫法或醋酸扭体法等引起的疼痛反应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表明它们均有一定的镇痛作用。　　4．抗菌、抗病毒作用：体外实验证明，柴胡、桂枝、紫苏、防风、薄荷、桑叶等对多种细 菌，如金葡菌、溶血链球菌、伤寒杆菌、痢疾杆菌、结核杆茵以及某些致病性真菌分别有一定的抑制作用，麻黄、桂枝、柴胡、紫苏、菊花等对流感病毒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Ma Huang (Warm)  麻黄



Chemical Composition Ephedrine alkaloids, ephedroxane, essential oil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1. Diaphoresis 2. Respiratory 3. Diuresis
4. Antibiotic 5. CNS stimulant 6. Antipyretic

Cardiovascular

Clinical studies 
and research

Infantile diarrhea Coughing and wheezing

Asthma

Herb-Drug 
Interaction

General effect: stimulate the central nervous sys. & the cardiovascular 
sys.: comblined with cardiac glycosides may lead to cardiac arrhythmia. 
Not be combined with other sympathomimetic drugs.
Beta Blockers:     The effect may be reduced (Tenormin, Lopressor/Toprol, 
Betapace, Inderal)
Diuretics:

Toxicology Mild toxic; May cause insomnia, exciting CNS too much; avoiding use in 
the patients with mental disorder, heart disease, pregnant women

Ephedrine
麻黄碱

Adrenaline
肾上腺素

Amphetamie
苯丙胺

Noradrenaline

去甲肾上腺素

Ma Huang (Warm)  麻黄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1）发汗  Diaphoresis 挥发油抑制inhibit汗腺sweat gland导管Na+重吸收，左旋麻黄碱兴奋交感Sympath汗腺α受体出汗 (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与α受体(主要是α1受体)结合后产生的平滑肌效应主要是兴奋性的，包括血管收缩)。 （2）平喘  平喘机理：Ephedrine have mild & prolonged bronchodilating effects① D-麻黄碱促进肾上腺素能神经和肾上腺髓质释放NA和AD间接发挥拟肾上腺素作用；②L-麻黄碱直接兴奋α受体和β2受体；③阻止过敏介质释放；④促进肺PGE释放，CAMP↑。（3）利尿  D-麻黄碱，机理：①扩张肾血管增加过滤率；②抑制肾小管对Na+重吸收。 （4）抗炎、抗过敏  除抑制过敏介质释放、抗补体与α、β有关。Ma Huang has an inhibitory effect against E.coli大肠杆菌, Candida albicans白色念珠菌（fungal）, and various types of influenza virus （5）镇咳、祛痰 萜品烯醇、挥发油为有效成分。 （6）解热、抗菌、抗病毒 为发散表邪依据之一。2.其它药理作用（1）兴奋中枢  兴奋皮质失眠，兴奋中脑、延脑呼吸和血管运动中枢。（2）强心、升压  兴奋β1和α1，反复应用易产生耐受。（3）抑制肠肌收缩  可能通过β2兴奋和α2激动结果。临床应用  1.风寒感冒、胸闷咳喘  用麻黄汤、麻杏石甘汤、小青龙汤。  2.支气管哮喘  麻黄碱口服或喷雾吸入。  3.鼻塞  0.5%-1%麻黄碱滴鼻。  4．低血压  皮下、肌注预防(硬膜外、脊椎麻醉)低血压。  5.缓解寻麻疹和血管神经性水肿。苯丙胺 ��功用作用： 与麻黄碱相似，但对中枢的兴奋作用较强。用于发作性睡眠病、麻醉药及其他中枢抑制药中毒、精神抑郁症等。<BR>



Gui Zhi (Warm)
桂枝

Chemical Composition Essential oils; trans-cinnamic acid; coumarin, protocatechuic acid;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Antibiotic Diuretic Analgesic
Diaphoretic & 
antipyretic Circulatory Other

Clinical studies 
and research

Frostbite Hypotension

Facial numbness Arthritis

Herb-Drug 
Interaction Diuretics: may lead to increased elimination of water

Cautions

1. Stimulate blood circulation: Should not be used with high 
risk of bleeding, pregnant women or women with 
hypermenorrhea

2. Warm & Acrid:  Contraindicated in patients with febrile 
disorders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樟科植物肉桂Cinnamomum cassia presl。    具有发汗解肌、温通经脉、助阳化气、平冲降气的功效。  主要成分： 为挥发油（桂皮油含桂酸）。       桂皮酸(Cinnamic acid)1.与功效相关的药理作用 （1）扩张血管、促进发汗  桂皮油扩张外周血管peripheral vascular，血液流向体表。              1.2  助心阳，疗心悸，止痹痛      桂枝辛甘温，入心经，故可助心阳，通心络而疗心悸痹痛，其代表方剂为桂枝甘草汤、枳实薤白桂枝汤。    钱天来曰：“阳本受气于胸中，故膻中为气之海，上通于肺，而为呼吸，位于心胸之间，发汗过多则阳气散之，气海空虚，所以叉手自冒覆其心胸，而心下觉惕惕然 而动也……此以误汗亡阳，心胸真气空虚而悸动，故欲得按也。”这是桂枝甘草汤病机最好的诠释，方中桂枝辛甘性温，入心助阳，炙甘草甘温、甘缓补中益气，心 阳复得，则心悸自平。    《金匮要略·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治第九》：胸痹，心中痞气，气结在胸，胸满胁下逆抢心，枳实薤白桂枝汤主之。此是心胸阳气大伤，阴寒痰浊之邪蕴结心胸而至 胸痹之证。方中桂枝辛散、温通，既可补心胸之阳虚，又可以通阳散结而疗痹痛。与余药合用而使全方具有通阳散结、下气祛痰之功。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1］，桂枝水煎剂能增强冠脉血流量，增加心脉营养血流量，故桂枝现代广泛应用于冠心病、心律失常、风心病及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等病。 （2）解热镇痛 桂皮醛aldehyde与桂皮酸钠acid sodium：有降温和提高痛阈threshold of pain作用。         1.3  建中焦阳气以散寒止痛      桂枝建中焦阳气辛温散寒，甘温止痛，其代表方剂为小建中汤，黄芪建中汤。如虚痨里急证之腹中痛即是脾胃阳虚寒凝所致。小建中汤中取桂枝合甘草、生姜温中之功以散寒止痛。        在以清热解毒，抗幽门螺旋杆菌之方药治疗胃脘部疾病为主的今天，论述桂枝治疗胃部疾病就显得十分重要了，我们不能丢掉中医的精髓——辨证论治。现代药理研究表明，桂枝的复方方剂能提高动物痛阈值，具有镇痛作用。近代中医巨匠秦伯未先生正是借鉴以上之桂枝功效，倡用黄芪建中汤治疗消化道溃疡，取得了很好的疗效［2］。故临床上胃脘痛属于中焦阳气者，便可放手应用小建中汤类方剂。 （3）抗炎、抗过敏 挥发油抗炎、抑制介质释放和补体活性。 （4）抗菌、抗病毒 水煎、醇提物、桂皮油对致病菌和流感病毒有抑制效果。 （5）对心血管系统作用  增加冠脉血流量，改善心功能；抗血小板聚集。  2.其它药理作用 （1）镇静、抗惊厥 桂皮醛可对抗苯丙胺和延长士的宁死亡时间。 （2）利尿、抗肿瘤、促进胃肠蠕动、利胆等作用。  临床应用  桂枝复方（甘草、附子等）制剂用于预防流行性感冒，风湿性关节炎、低血压等症。



Zi Su Ye  (Warm)
紫苏叶

Chemical Composition Essential oils; apigenin; scutellarin; vicenin, shisonin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Antipyretic & diaphoretic Respiratory Antibiotic
Gastrointestinal Hyperglycemic

Clinical studies 
and research

Common warts

Cervical bleeding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性味及功效] �紫苏梗：味辛，性温。有理气宽胸、解郁、安胎的功能。用于胸闷吐呕、妇女气滞胎气不安。用量：4.5～9g。气虚者不宜用。 ��紫苏叶：味辛、性温。有发散风寒、理气宽胸、解郁安胎、解鱼蟹毒的功能。用于外感风寒、头痛鼻塞、咳嗽、呕吐、中鱼蟹毒。用量：4.5～9g。气虚表虚者慎用。 �[化学成份] �1． 紫苏全草含挥发油约0.5%，内含紫苏醛(Perillaldehyde)约55%，l-柠檬烯(l-Limonene)20～30%及少量α-蒎烯 (α-Pinene)。还含精氨酸(Arginine)、枯酸(Cumic acid)、矢车菊素3-[（6-对香豆酰）-β-D-葡萄糖甙]5-β-D-葡萄糖甙 (Cyanidin 3-[(6-p-coumaryl)-β-D-glucoside]-5-β-D-glucoside)叶的挥发油中含异白苏烯酮 (Isoegomaketone)等。在药理上，紫苏叶油与紫苏醛都具有明显的抗皮肤真菌作用，紫苏醛与柠檬醛对皮肤丝状真菌生长有协同抑制作用［14］。紫苏醛和植物甾醇协同作用可使小鼠睡 眠时间延长而显示镇静作用［15］。紫苏醇和柠檬烯可以抑制乳房瘤及大鼠肝肿瘤细胞生长［16］。对有过敏体质的人，每天服用数枚紫苏叶有好处［17］。紫苏叶有效成分对中枢神经系统有明显的作用。从紫苏叶中分离出的紫苏醛、Stigmas terol、Dill apiole均有镇静功能，可延长苯巴比妥减少的大鼠的睡眠时间，其中Dill apiole的ED50＝1.57 mg/kg［17，22］。�    �　　紫苏叶有效成分对呼吸系统有明显的作用［23］。如石竹烯（β-丁香烯）是一种特异性气味成分，对豚鼠离体气管有松弛作用，对丙烯醛或枸橼酸引起的咳嗽亦有明显的镇咳作用；小鼠酚红试验呈阳性。�[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 �1． 用紫苏叶煎剂及浸剂2g/kg经口给予伤寒混合菌苗发热的家兔，有微弱的解热作用。用朝鲜产紫苏叶的浸出液，对因温刺而发热的家兔，亦有较弱的解热作用。 ��2． 紫苏叶在试管内能抑制葡萄球菌生长。 ��3． 紫苏油0.35ml/kg给予家兔口服，可使血糖上升；油中的主要成分紫苏醛制成肟（Oxim）后，升血糖作用较紫苏油更强。 ��4． 临床上治疗慢性气管炎：取干苏叶与少量干姜（10:1）制成25%苏叶药液。每日早晚各服1次，每次100ml，10天为一疗程，对咳、喘、痰三症均有一定疗效。此外，鲜紫苏叶还能治疗疣。 



Sheng Jiang (Warm)

Chemical Composition Essential oils; geraniol; geranial…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Gastrointestinal Cardiovascular Antibiotic

Clinical studies 
and research

Arthritis and low back pain; Arthritis;

Intestinal obstruction due to parasites Nausea & vomiting

Severe nausea & 
vomiting Motion sickness Vitiligo Burn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抗肿瘤 鲜姜含有多元酸人参萜醇，能抑制癌细胞扩散，还能防止癌细胞增殖，常服生姜可以抗癌。 �抗衰老 医学家观察发现，生姜的抗氧化作用比维生素E更强。这种作用的机理是能防止脂肪食物变质。同时，生姜的辛辣万分被人体吸收后，可抑制体内过氧化脂质的产生，从而起到抗衰老的作用。 �止牙痛 生姜还含有姜醇、姜酚、姜油萜、姜烯、辣素等成分，这些物质具有良好的杀菌、消炎、止痛作用，牙痛时嚼上几片生姜疼痛即可抑制。 �解芋头毒 芋头在手工剥皮过程中手部皮肤易奇痒难忍，如果用生姜片涂擦痒处，则痒感可消退。 �预防胆结石 生姜中所含的大量姜酚，能抑制前列腺素的过多分泌，减少胆汗中粘蛋白含量，不致于因粘蛋白过多而与胆汁中钙离子和胆红素结合，形成胆结石。此外，生姜中含有较多的油树脂，有较强的利胆作用。因此，胆囊炎患者常吃些生姜大有益处。 ��生姜虽好，也要注意它的一些用法和禁忌。一般来说，姜最好不要去皮，削皮后不能发挥姜的整体功效；不要吃烂了的生姜，腐烂的姜会产生一种毒性很强 的物质，可使肝细胞变性、坏死，从而诱发肝癌、食道癌等；对于阴虚火旺、目赤内热或患有痈肿疮疖、肺炎、肺结核、胃溃疡、胆囊炎、肾盂肾炎、糖尿病、痔疮 的人来说，不宜长期食用生姜。



Jing Jie (Warm)
荆芥

Chemical Composition Essential oils; schizomodiol, schizonepetoside A-E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Antipyretic and 
diaphoretic Antibiotic Hemostatic

Analgesic Respiratory

Clinical studies 
and research

Dermatological disorders



Fang Feng (Warm)
防风

Chemical Composition Essential oils; saccharides; imperatorin; phellopterin…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Antipyretic Antibiotic

Clinical studies 
and research

Antidote for arsenic poisoning

Chronic low back pain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防风 药理作用1、药理作用  煎剂及乙醇浸剂2克/千克灌胃，对家兔有解热作用，可持续150分钟；煎剂较浸剂作用强。水提液具有明显的增强肌体免疫功能的作用，具有镇静、镇痛、解热 和消炎等功效，并认为防风的镇痛、消炎、抗菌作用可能与其增强肌体非特异性免疫功能有关。防风为辛温解表类药物之一。味辛、甘，性温。归经：入膀胱、肺、 肝、脾经。功能：祛风散表，胜湿，止痛，解痉。主治：感冒头痛、发热、无汗、关节痛、风湿痹痛、四肢痉挛、皮肤瘙痒、破伤风等症。��防风、刺蒺藜 科研人员采用离体器官实验法、血清药理学方法及整体动物实验法对防风和刺蒺藜单用及合用的抗敏作用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防风、刺蒺藜、防刺合煎剂（1：1）能显著抑制组胺（HA）所致的豚鼠离体气管、回肠平滑肌收缩;大鼠和家兔含防风血清也能明显抑制HA引起的豚鼠离体回肠平滑肌收缩，且呈一定的量效关系;防风对HA所致的药物性哮喘及卵白蛋白（OA）所致的过敏性休克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结果显示，防风、刺蒺藜、防刺合煎剂均有抗过敏作用。     2、禁忌   血虚痉急或头痛不因风邪者忌肥。��    3、临床应用�     (1)用于外感风寒所致的头痛、身痛、恶寒等症：常与荆芥、羌活、前胡等同用，如荆防败毒散。本品微温、甘缓不峻，故亦可用于外感风热、发热头痛、目赤等症，常与荆芥、黄芩、薄荷、连翘等同用。若风热发疹或皮肤瘙痒，亦可用本品与荆芥、白蒺藜等配伍以祛风止痒。�    (2)用于风寒湿痹、关节疼痛、四肢挛急等症：本品既能祛风散寒，又能胜湿止痛，常与羌活、当归等同用，如蠲痹汤。�    (3)用于破伤风、角弓反张、牙关紧闭、抽搐痉挛等症：本品入肝经，有祛风、解痉之效，常与天南星、白附子、天麻等同用，如玉真散。�    (4)治疗崩中：防风去芦头，疾赤为末，每服6克，酒调下，临床疗效较好。



Bai Zhi (Warm)
白芷

Chemical Composition Coumarins, byak-angelicin, byak-angelicol, anhydrobyakangelicin…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Antibiotic Anti-
inflammatory

Analgesic & 
antipyretic

Antispasmodic Other

Clinical studies 
and research

Headache

Vitiligo 

Psoriasis   

Herb-Drug 
interaction

Liver metabolism: Concurrent use of the herb may lead to 
increased plasma concentration of other drugs, such as 
testosterone, tolbutamide, nifedipine, bufuralol and diazepam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药理作用]本品有解热、镇痛、抗严作用。小量白芷毒素有兴奋延髓血管运动中枢、呼吸中枢、迷走神经及脊髓的作用；能升高血压，使脉搏变慢、呼吸加深，引起 流涎呕吐，大剂量可引起痉挛继而麻痹。所含呋喃香豆类化合物有光敏性作用，对平滑肌有解痉作用。此外尚有抑制细菌和真菌作用。  白芷及其某些复方制剂在临床上广泛用于头痛、牙痛、三叉神经痛等多种疼痛的治疗，疗效显著。但目前白芷镇痛的有效成分尚无定论。本实验首次发现白芷总香豆 素类成分具有镇痛作用，除能直接对抗由热、醋酸等物理、化学刺激引起的疼痛外，还能缓解由平滑肌痉挛引起的疼痛。为临床上用白芷治疗多种疼痛提供了一定依 据。    有研究发现白芷的挥发油成分具有明显的镇痛作用［5］，我们对总香豆素和挥发油的镇痛作用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两者作用均明显，但之间并没显著差异。白芷镇痛的有效成分值得进一步研究。



Chemical Composition Essential oils; lignans, pinoresinol bimethyl ether; ….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Effect on nasal mucosa Antihypertensive Analgesic
Uterine stimulant Antibiotic

Clinical studies 
and research

Sinusitis

Sinusitis and rhinitis

Xin Yi Hua (Warm)
辛夷花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辛夷用途广泛，是辛夷为国内外紧缺中药材。日本早年从辛夷中提取挥发油用于香烟、化妆品原料和制药，在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大量从我国进口辛夷及挥发油粗品；国内除在中医方剂中广泛使用外，以辛夷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中成药也不在少数，如鼻炎灵等。【药理作用】�①降压作用 �以 辛夷花苞干燥粉末的水、醇提取物对麻醉动物(狗、猫、兔、大鼠等)静脉、腹腔、肌肉注射均有降压作用。肌肉注射对未麻醉狗也出现降压作用，1克/公斤(按 生药计算)时降低血压约40%以上，对实验性肾性高血压大鼠，亦出现降压作用，对肾性高血压的狗则效果不明显，但对老年性"原发性"高血压狗则有明显的降 压效果。降压成分在去油水溶液中转溶于乙醚之部分。在降压原理方面，与中枢神经系统似无甚关系，而是直接抑制心脏，特别是扩张血管以及神经节阻断而来。口 服时降压作用不明显，可能因有效成分不易被吸收的原故。根含木兰花碱，故有降压作用。 �②对横纹肌的作用 �望春花花蕾中的生物碱结晶在蛙腹直肌标本上，有箭毒样作用；而水煎剂则相反，有乙酰胆碱样作用。用不同提取方法在上述标本上作比较试验，证明望春花花蕾与日本产的花蕾性质相同，而前者作用较强。 �③对子宫的作用 �在大鼠及家兔离体子宫，狗及家兔在位子宫及子宫瘘管的实验中，证明辛夷煎剂、流浸膏对子宫有兴奋作用，且在未明显影响血压、呼吸之剂量，即能呈现此种作用。并谓辛夷内所含的兴奋子宫成分为溶于水及乙醇的非挥发性物质。 �④其他作用 �15～30%辛夷煎剂对多种致病性真菌有抑制作用。浸剂或煎剂对动物有局部麻醉作用(对豚鼠的浸润麻醉及对蛙的阻断麻醉)。日本辛夷M.kobus对淋巴球性脉络丛脑膜炎病毒在体外、体内(小鼠皮下注射其煎剂)均有明显的抗病毒作用。



Bo He (Cool)
薄荷

Chemical Composition Essential oils; lipophilic flavones, coumarins…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Dermatologic Others

Clinical studies 
and research

Fever

Acute mastitis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辛凉解表方药：银翘散及银华、薄荷等。辛能发散，凉可退热，用于表热证。表热证的产生是由于致热源（细菌、病毒、毒素）作用于机体使体温中枢兴奋所致。实验应选以抗病毒、抗菌；解热、镇痛、抗炎为主，免疫调节及对物质代谢等为辅。日常用法�1、   用于头痛目赤，咽喉肿痛。本品轻扬升浮、芳香通窍，功善疏散上焦风热，清头目。用治风热上攻，头痛目赤，�    药理 ：含挥发油，油中主要为I-薄荷醇（I-menthol）、1-薄荷酮（I-menthol）及薄荷 酯类等。�       薄荷油内服通过兴奋中枢神经系统，使皮肤毛细血管扩张，促进汗腺分泌，增加散热，而起到发汗解热作用；薄荷油能抑制胃肠平滑肌收缩，能对抗乙酸胆碱而呈现 解痉作用；薄荷油能促进呼吸道腺体分泌而对呼吸道炎症有治疗作用；体外试验薄荷煎剂对单纯性疱疹病毒、森林病毒、流行性腮腺炎病毒有抑制作用，对金黄色葡 萄球菌、白色葡萄球菌、甲型链球菌、乙型链球菌、卡他球菌、肠炎球菌、福氏痢疾杆菌、炭疽杆菌、白喉杆菌、伤寒杆菌、绿脓杆菌、大肠杆菌等有抑菌作用；薄 荷油外用，能刺激神经末梢的冷感受器而产生冷感，并反射性地造成深部组织血管的变化而起到消炎、止痛、止痒作  医药用途�1、药理作用�　　刺激和抑制神经的作用：薄荷产品具有刺激中枢神经的功效，作用于皮肤有灼感和冷感同时，它对感觉神经末梢又有抑制和麻痹的作用；因此，可用作抗刺激剂和皮肤兴奋剂。既对皮肤瘙痒具有抗过敏和止痒作用，又对神经痛和风湿关节痛具有明显的缓解和镇痛作用；�　　　　　薄荷素油或精油用于中西药配方;应用前景：�　应用进展：�       1、抗癌：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科学家最近发现，中药中常见的一种薄荷叶对治疗癌症有特殊的功效。薄荷叶能够阻止癌症病变处的血管生长，使癌肿得不到 血液供应，最终“饥饿”而死。英国萨尔福特大学教授表示，他希望用薄荷叶制作的药物能够尽快进入临床应用。�       2、抗病毒：陈祖基等人研究指出，薄荷煎剂能抑制单纯疱疹病毒感染，增大感染量则无抑制作用。国外报道，同属植物薄荷水提取物，对单纯疱疹病毒、牛痘病毒、Semliki森林病毒和流行性腮腺病毒均有抑制作用，但对流感却无效。�       3、促进透皮吸收作用：国外研究表明，薄荷醇能显著促进醋氨酚透皮吸收作用，对曲安缩松有显著促进吸收作用，可使柴胡的生物利用度增加，能显著促进扑热息痛的透皮吸收。这种促进透皮吸收作用可能是由于薄荷醇通过改变角质层脂质的结构改变药物的透皮渗透能力。�       4、抗菌抗炎：王微等人采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分析了薄荷精油的成分 ，在鉴定出的21种成分中，异佛尔酮（41.22%）、β-石竹烯（10.01%）、斯巴醇（2.89%）、β-蒎烯（1.45%）和桉树脑 （1.13%）为主要成分。采用琼脂扩散法和微量肉汤稀释法对薄荷精油的抗菌活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枯草芽孢杆菌及变形杆菌出现最大的抑菌环。�       5、对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研究表明，薄荷醇皮下给药，能剂量依赖性促进小鼠活动，其促进小鼠活动，可能与多巴胺有关。动物实验表明，薄荷醇对大脑有保护 作用。圆叶薄荷油和欧薄荷油均有中枢抑制作用，能明显延长戊巴比妥钠诱导的睡眠时间，薄荷醇对戊巴比妥的中枢抑制作用有一定量效关系。



Sang Ye   (Cold)
桑葉

Chemical Composition Flavonoids; moracetin, campesterol, lupeol, myoinsitol…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Antibiotic Metabolic
.

Clinical studies 
and research

Elephantiasis

psoriasis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桑叶在我国有着大量的资源优势，桑叶又是古代医方中的一种常用中药，应用较为广泛。现代研究证明，桑叶具有降血糖、延年益寿、降血脂、清除氧自由基、抗炎与抗病毒等作用，这些作用与防治人体慢性疾病和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肥胖症等现代病及延年益寿密切相关。�桑叶可以开发糖尿病新药，其中的降血糖成分多而且毒性小，服用安全，因此桑叶作为抗糖尿病新药开发具有广阔的前景。　　随着对桑叶的研究不断深入，桑叶有望成为一些疾病尤其是老年性疾病的重要治疗药品及功能性食品，寻找桑叶的多用途开发渠道或保健性产品，可以更好地利用自然资源。2  桑叶药理作用　　2.1  降血糖作用  桑叶中的生物碱如N-Me-DNJ、GAL-DNJ和fagomine都可显著降低血糖水平，其中GAL-DNJ和fagomine降血糖作用最强。植物中惟独桑叶中含有GAL-DNJ这种生物碱，它是一种糖苷酶的抑制剂。 桑叶总多糖（TPM）对四氧嘧啶糖尿病小鼠有显著的降血糖作用；TPM还可以提高糖尿病小鼠的耐糖能力。 桑叶能抑制胰腺兰格尔氏岛的病变进展，同时可维持胰岛素的分泌，抑制血糖值的升高，延缓糖尿病的发作。桑叶总黄酮（70%乙醇提取物）通过抑制大鼠小肠双 糖酶活性有显著的降血糖作用［２］。　　2．2  降血脂、抗粥样硬化作用  通过高脂血症动物实验发现，桑叶具有抑制血清脂质增加和抑制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的作用［３］。　　2．3  抗炎  本草记载桑叶具有清热解表作用，现代研究表明桑叶具有较强的抗炎作用，与祛风、清热功效相符。　　2．4  抗衰老［４］  桑叶具有类似人参的补益与抗衰老、稳定神经系统功能的作用，能缓解生理变化引起的情绪激动，提高体内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活性，阻止体内有害物质的产生、减少或消除已经产生并积滞体内的脂褐质。桑叶能调节机体对应激刺激的反应能力，增强机体耐受能力和延缓衰老作用。　　2．5  其他作用  桑叶还有抗肿瘤［５］、抗病毒、抗丝虫等作用，另外桑叶含丰富的纤维素，因此具有导泻通便、保护肠黏膜和减肥的作用。



Chemical Composition Essential oils; flavone; chrysanthemin A, B;…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Vasodilative Antibiotic

Clinical studies 
and research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Hypertension

Ju Hua  菊花
(slightly Cold)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菊花具有治疗冠心病、降低血压、预防高血脂、抗菌、抗病毒、抗炎、抗衰老等多种药理活性。 ��    1、对冠脉的作用 �    浙江医科大学研究菊花制剂具有明显增加离体兔心、在狗心冠脉流量的作用 ,可使由刺激脑中枢引起的缺血性心电图ST段压低的状况得到改善 ,提高小白鼠对 减压缺氧的耐受性。杨学远等发现杭白菊制剂的酚性部分可以增加豚鼠离体心脏冠脉流量并对家兔的心、肝、肾功能无明显毒性作用 �  �    2 对胆固醇代谢的影响 �    菊 花水煎剂能抑制大鼠肝微粒体中的羟甲基戊二酰辅酶A还原酶 (HMGR)的活力 ,激活胆固醇 7-2 -羟化酶 ,从而起到加速胆固醇代谢的作用。胡春 等研究菊花提取物对大鼠血清胆固醇的升高有明显改善作用 ,对于正常的基础饲料组大鼠 ,菊花提取物能保持血清总胆固醇基本不变 ,而提高有保护作用的 HDL浓度 ,降低有危害作用的LDL浓度 ,在高脂膳食情况下具有抑制血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升高的作用。这对预防和治疗高血脂疾病无疑是有益的。 �  �    3、抗衰老作用 �    菊 花能明显延长家蚕的寿命,可增强谷胱甘肽过氧化降低。菊花提取物可以提高小鼠心脑耐缺氧能力,延长生存时间。杭白菊还有清除O(2)自由基的能力。胡春等 研究菊花提取物对生物膜的超氧阴离子自由基损伤的保护作用,发现菊花提取物可以进入细胞膜的甘油酯后而起保护作用 ,这一发现表明菊花有希望有新兴的功能 性食品 ,特别是抗衰老食品中发挥作用。 ��    4、降压作用 �    比较95 %、50 %、25 %乙醇热浸及水提取的菊花浸膏(含菊花内酯、黄酮苷、苦味素)对麻醉猫的降压作用,发现乙醇浓度越低,提取到的成分降压效 果越差,水提物基本无降压作用;菊花95 %乙醇浸提物主要含有菊花内酯、黄酮甙等水难溶物质,对麻醉猫、正常狗均有一定的降压效果,而且降压作用缓慢、 持久,是较理想的降血压药物。对慢性肾型高血压犬亦获得降压效果。降压时，心输出量并不减少，主要是由于总外周阻力下降，其作用原理可能是由于其抗肾上腺 素及扩张外周血管所致，也可能还有中枢血管运动中枢抑制参与。实验证明菊花有抗肾上腺素作用。 �  �    以菊花为主要成分之一的复方通脉饮，采用细胞破壁技术，对菊花中的有效成分进行提取，使菊花的药物功能得到更好的发挥。所以复方通脉饮降血压、治疗冠心病等功能不言而



Ge Geng  (Cool)
葛根

Chemical Composition Isoflavonoids; triterpenoid sapogenols;…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Cardiovascular Antiplatelet Antihypertensive
Antipyretic Antidiabetic Antispasmodic
Antialcoholic

Clinical studies 
and research

Coronary artery disorder

hypertension Sudden deafness Migraine headache

R 为葡萄糖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具有解肌退热、生津、透疹、升阳止泻功效。主要成分 黄酮类：葛根素、大豆苷、大豆素。  葛根素（Puerarin）葛根素口服吸收少，制成固体分散物后生物利用度增加，药效增强。静注分布快而广，体内过程符合二室开放模型t1/2α6分钟，t1/2β57分钟，分布快，消除也快。1.与功效相关的药理作用 （1）解热 黄酮类、葛根素促进散热。阻断产热中枢β受体，使cAMP生成减少，产生解热效应。生药中含不耐热的升温物质。 （2）降血糖、降血脂 葛根素①降低四氧嘧啶性血糖和抑制晶体醛糖还原酶；②降低酒精性血脂。 （3）对胃肠平滑肌作用  大豆苷元松驰平滑肌；水溶物有Ach样作用。2.其它药理作用（1）抗心肌缺血  （2）抗心律失常  （3）扩管、降压  （4）改善脑循环，促进记忆  （5）改善血液流变学、抗血栓  临床应用1.偏头痛  葛根片（100mg/片葛根素）口服。2.突发性耳聋  葛根片1.5g/片,1-3片/次tid  总黄酮100mg im bid.3.高血压、颈项强痛葛根片。4.冠心病 葛根素稀释iv或静滴。5.感冒、头痛、发热、麻疹初起用葛根汤



Sheng Ma 
( slightly cold ) 升麻

Chemical Composition Triterpenoids; visnagin; visamminol; norvisnagin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Cardiovascular Antibiotic Antipyretic
Others

Clinical studies 
and research

Gastric prolapse

Severe rectal prolapse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药理作用]升麻对结核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卡他球菌有中度抗菌作用；北升麻提取物具有解热、抗炎、镇痛、抗惊厥作用；升麻对氯乙酰胆碱、组胺和氯化钡所致的肠管痉挛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还具有抑制心脏、减慢心率和降低血压作用。其生药与炭药均能缩短凝血时间。�     [性味归经]辛、甘，微寒。归肺、脾、胃、大肠经。�     [功效应用]发表透疹，清热解毒，升举阳气。主治风热头痛，齿痛，口疮，咽喉肿痛，麻疹不透，阳毒发斑，久泻脱肛，子宫下垂。 �



Chemical Composition Triterpenoids( saikosaponin A, B, C, D,E); essential oils; carbohydrates, 
flavone, coumarin;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Analgesic & antipyretic Sedative Anti-inflammatory
Hepatoprotective Cholagogic antihyperlipidemic
Immunostimulant antibiotic

Clinical studies 
and research

Common cold Cough Infectious hepatitis

Liver cirrhosis Hyperlipidemia Erythema

Globus hystericus

Herb-Drug 
interaction

Tolbutamide:
Ofloxacin:
Interferon:

Chai Hu (Cool)
柴胡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globus hystericus�癔球症，癔病球，歇斯底里性窒息：自觉喉部有球状物而不胜其苦。见于癔病1.与功效相关的药理作用（1）解热  对发热和正常体温都有降低。机制：抑制丘脑cAMP，抑制体温调节上移。（2）抗菌、抗病毒  对多种细菌和病毒有抑制作用。（3）抗炎  机理：①抑制渗出、血管通透性、白细胞游走和肉芽组织增生；②兴奋垂体前叶分泌ACTH剌激皮质激素合成和分泌；③抑制炎症介质释放。（4）促进免疫  多糖提高免疫功能。皂苷小剂量促进，大剂量抑制。（5）镇静、镇痛、镇咳  对中枢明显抑制,提高痛阈，皂苷镇咳。6）保肝、利胆、降血脂   保肝  ①皂苷保护肝细胞膜；②促进促皮质激素分泌，提高机体抵抗力；③促进肝细胞DNA合成。  利胆  黄酮类降低胆酸、胆色素、胆固醇浓度，促进胆汁排泄。醋炙柴胡最强。  降血脂  皂苷促进高脂血症胆固醇和代谢物从粪便排泄；正常无影响。 （7）对内脏平滑肌作用  皂苷增强Ach对肠肌收缩；复方有解痉作用；皂苷保护胃粘膜抗溃疡，柴胡兴奋子宫。 2.其它药理作用 （1）影响代谢  皂苷促进蛋白、糖原合成，促进GS利用，抑制脂肪分解。 （2）抗辐射  保护γ-射线对脾脏、骨髓的损害，促进胸腺DNA合成。 （3）柴胡皂苷对腹水癌、胰蛋白酶有一定抑制作用。临床应用    复方用于感冒发热、寒热往来、胸胁胀痛、月经不调、子宫下垂、脱肛等。柴胡注射液用于上呼吸道感染发热、咳嗽、病毒性肝炎、流行性腮腺炎、高血脂症等。   不良反应   柴胡皂苷有溶血作用；注射液个别有过敏性休克；大叶柴胡生粉1-2g/kg ig动物兴奋—痉挛—死亡。



Shi Gao (very Cold)
石 膏

Chemical Composition CaSO4 + 2H2O,  CaO, SO3, Al, Mg, Fe, Mn, Zn, Cu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Antipyretic Immunostimulant Effect on healing
Others

Clinical studies 
and research

Osteoarthrosis deformans endemica Lobar pneumonia

Acute inflammation Burns Acute sprain

Fever Fever due to common cold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药理作用1.解热作用：本品煎剂试验注射或天然石膏1：1 煎剂，直肠给药4ml于消毒牛乳或三联菌苗而发热的家兔；证明有解热作用，但纯品石膏无解热作用，故认为天然石膏的解热作用与其中含有的杂质有关，退热作 用与主成分钙无关。大鼠口服或注射，并无退热作用。也有报告有退热作用者，但实际上不很显著。石膏煎剂对白细胞致热原性发热有抑制作用，石膏的这个作用与 中枢环核甘酸含量变化有关，石膏使脑脊液环单磷酸腺苷含量低于对照发热兔，而环磷酸鸟苷含量高于发热兔。生石膏2g/kg灌胃，对大肠杆菌内毒素引起的家 兔发热有解热作用，对正常兔体温无影响。 �　　2.消炎作用：石膏内服经胃酸作用，一部分变成可溶性钙盐，至肠吸收入血能增加血清钙离子浓度，可抑制神经应激能(包括体温调节中枢神经)，减低骨骼肌的兴奋性，缓解肌肉痉挛、又能减少血管渗透性，故有解毒、镇痉、消炎的作用。 �　　3.对免疫的影响：石膏煎剂1：4浓度4ml/只灌胃，可使烧伤大鼠，脾与腹腔巨噬细胞cAMP含量增高，也使血浆环单磷酸腺苷及前列腺素E2含量增高。对烧伤大鼠，石膏煎剂尚可使T淋巴细胞数增加，淋转率也增高，并使腹腔巨噬细胞吞噬功能加强。 �　　4.收敛作用：煅石膏外用收敛粘膜，减少分泌。 �　　5.抗病毒作用：用斑点杂交法试验，石膏煎剂25%-100%浓度，有降低乙型肝炎毒脱氧核糖核酸(HBV DNA)含量的作用。鸡胚试验初步证明，麻杏石甘汤对流感病毒的抑制作用，主要来自麻黄，与石膏无关。 �　　6.其他作用：煎剂能减轻大鼠的口渴状态。长期应用，可使各器官(脑下垂体、肾上腺、颚下腺、胰脏)及血清中的钙含量较对照组为低，但脾脏及胸腺等的钙含量则高于对照组。其意义尚待阐明。在体外试验，煎剂无抑菌作用。



Chemical Composition Timosaponin, mangiferin, sarsasapogenin, markogenin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Antidiabetic Antipyretic Antibiotic
Others

Clinical studies 
and research

Prostatic hypertrophy

Acute rheumatism

Herb-Drug 
Interaction

Antidiabetics: Use Zhi Mu with caution with insulin, 
sulfonylureas, and other antidiabetic medication: may have a 
synergistic effect, leading to hypoglycemia.

Zhi Mu   (Cold)
知 母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药理作用1.抗病原微生物作用：知母在体外对痢疾杆菌、伤 寒杆菌、副伤寒杆菌、霍乱弧菌、大肠杆菌、变形杆菌、绿脓杆菌等革兰氏阴性菌及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肺炎双球菌、百日咳杆菌等革兰氏阳性菌均有较强抗 菌作用。用含2.5%知母粉的饲料喂饲实验性结核病小鼠，能使其肺部结核病灶减轻。知母对某些常见的致病性皮肤癣菌如许兰氏癣菌及其蒙古变种、共心性毛癣 菌、堇色毛癣菌、红色毛癣菌、絮状表皮癣菌、铁锈色毛癣菌、足跖毛癣菌、趾间毛癣菌和犬小芽胞菌等在沙伯弱氏培养基上表现较强的抗菌作用。从知母中提得的 一种水溶性皂甙，对结核杆菌，尤其对白色念珠菌有较强的抑制作用，另一种黄酮结晶，亦有抑制结核杆菌作用。 �　　2.抑制Na（+），K（+）-ATP酶活性：体外实验证明，知母皂甙元（菝葜皂甙元）是Na+-K+-ATP酶抑制剂，它对提纯的兔肾 Na（+），K（+）-ATP酶有极明显的抑制作用，其活性同专一性Na（+），K（+）-ATP酶抑制剂乌本甙相比，两者在2×10(-5)mol／L 时抑制程度相近。以甲状腺素速诱导小鼠肝脏Na（+），K+）-ATP酶增量，知母皂甙和皂甙元可使这些小鼠肝脏切片的过高耗氧率抑制到接近正常小鼠的水 平；对正常小鼠肝切片的耗氧率虽有降低趋势，但无统计意义。大鼠整体实验也表明，知母皂甙元25mg／只灌胃可抑制因同时灌胃甲状腺素引起的肝、肾和小肠 粘膜中Na（+），K（+）-ATP酶活性升高。 �　　3.对交感-肾上腺功能的影响：以50%知母水煎剂给大鼠灌胃，每日4ml，连续3周，可使肾上腺内多巴胺-β-羟化酶活性明显降低，提示 儿茶酚胺合成减少，与此同时，肾上腺重量较生理盐水对照组明显减轻，心率逐周降低，至第3周明显低于给药前。此外，按人体常用剂量5倍给家兔灌胃，连续5 天，对正常动物血浆皮质酮水平未见明显影响，但可拮抗外源性皮质激素制剂地塞米松引起的反馈性血浆皮质酮水平降低。进一步研究证明，其机理之一是知母抑制 了肝脏对皮质醇的分解代谢。 �　　4.降血糖作用：以知母200mg／kg水制浸膏给正常家兔灌胃，血糖可下降达18-30%，持续6小时以上；以知母每天500mg／kg 生药的水制浸膏给四氧嘧啶糖尿病家兔灌胃，连续4天，也出现明显的降血糖作用，并可减轻胰岛萎缩。给四氧嘧啶糖尿病小鼠腹腔注射知母水浸膏 150mg／kg（生药量）也见血糖明显下降。知母并可促进大鼠横膈和脂肪组织摄取葡萄糖，并使横膈内糖元含量增加，但肝内糖元量却减少，尿中酮体含量减 少。从知母根茎中分得的知母聚糖A、B、C、D有降血糖作用，其中B的活性最强。 �　　5.解热作用：对知母是否具有解热作用的报导不一。有报导知母对大肠杆菌引起的发热家兔有解热作用，但也有报导白虎汤在去掉石膏后的知母、 甘草煎剂灌胃给药对实验性发热家兔未见明显退热作用。知母根茎中的皂甙具有明显降低由甲状腺素造成的耗氧率增高及抑制Na（+），K（+）-ATP酸活性 的作用，其中总皂甙对Na（+），K（+）-ATP酶的抑制率达59.8%，其半琥珀酸衍生物抑制率为89.8%，故认为与清热泻火的功效有关。 �　　6.抗肿瘤作用：知母皂甙对人肝癌移植裸大鼠有抑制肿瘤生长作用，使生存期延长，但统计无显著差异。另对治疗皮肤鳞癌、宫颈癌等有较好疗效且无副作用。 �　　7.其它作用：知母果甙有明显的利胆作用和抑制血小板聚集作用。知母中的烟酸有维持皮肤与神经健康及促进消化道功能的作用。知母提取物对逆转 录酶和各种脱氧核糖核酸聚合酶活性有抑制作用。知母菝葜皂甙元和知母水煎剂均能明显降低高甲状腺激素状态小鼠脑β受体RT值，但对亲和力无影响，还能显著 改善该状态小鼠的体重下降。



Tian Hua Fen  天花粉
(Cold)

Chemical Composition Trichosanthin, stigmasterol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Abortifacient Antineoplastic Hyperglycemic
Antibiotic

Clinical studies 
and research

Abortion

Abortifacient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药理作用1.致流产和抗早孕作用： �　　　　关于天花粉的引产原理，根据目前的研究情况可以归纳为：天花粉蛋白能直接作用于胎盘滋养层细胞、并有一定的细胞专一性；能选择性地使胎盘绒毛合 体滋养层细胞变性坏死，解体的细胞碎片留在血窦中，引起凝血造成循环障碍和进一步的大量组织坏死。胎盘绒毛的损伤反映在功能方面，即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HCG）和甾体激素迅速下降到流产的临界水平以下。由于胎盘形态和功能严重损伤的结果，破坏了母体与胎儿之间的内分泌关系和代谢物的交换，并可能通过尚 未弄清楚的机制引起前列腺素PG合成的增加，发动宫缩而导致流产。此外，天花粉能使小鼠离体子宫、兔在体子宫收缩增强，并能提高子宫对垂体后叶素的敏感性，其 对子宫平滑肌的直接兴奋作用，可能也是导致流产的因素之一。 �2.抗癌作用： �　　2.1.对小白鼠早期移植肝癌腹水型治疗作用： �　　选择18-22g健康小白鼠皮下注射瘤细胞悬液（原倍或1：1）0.2ml/只，24小时后称重随机分组。治疗组皮下注射天花粉0.2ml /只（5mg/kg），间隔4-6日再按原剂量皮下注射天花粉1次。对照组小白鼠皮下注射生理盐水0.2ml2次，间隔时间同治疗组。 �　　同时对治疗组与对照组分别抽取1ml/只腹水进行细胞病理学检查，观察细胞总数和细胞分类。结果表明天花粉治疗腹水型肝癌，可使腹水量减 少，生存期延长：实验按天花粉皮下注射2针的方案重复2批。生存期延长率达61-76%，体重增加比对照组少，说明治疗组腹水量少，生存期平均29-30 日，最长者达60日还未见腹水生长而处死。生存期比对照组明显延长，差别显著P<0，05（见表5）。治疗组小白鼠大多数未见腹水产生，最后都死于 毒性反应，偶见个别小白鼠有少量腹水，病理检查表明腹水中总细胞数少，绝大多数为淋巴细胞，并出现淋巴细胞包围癌细胞的所谓卫星现象，还有中性白细胞和巨 噬细胞。对照组最后由于肝癌大量腹水衰竭死亡，腹水中细胞总数多，绝大部分是癌细胞。第3批治疗实验，改为癌细胞接种后24小时皮下注射天花粉 0.2ml/只1次，不再治疗，实验说明治疗组生存延长率地可达85.6%，但治疗组小白鼠也长腹水，最后都死于肝癌。 �　　2.2.对小白鼠晚期移植肝癌腹水型治疗作用： �　　选择18-22g小鼠皮下注射瘤细胞悬液（1：1），24小时称重随机分组，间隔6日腹水已长成，称重后治疗组皮下注射天花粉0.2ml/ 只，间隔4日称重后皮下注射天花粉0.4或0.2ml/只，对照组皮下注射生理盐水0.2m1/只，间隔时间同治疗组。结果天花粉注射1次后腹水量明显减 少，腹水抑制率达73%（P<0.05） �　　2.3.对小白鼠肝癌实体瘤型的治疗作用：实验方法同上，结果显示天花粉对小白鼠肝癌实体瘤抑制率可达36-38.9%，治疗组瘤体明显小于对照组（P<0.05）。 �　　2.4.结晶天花粉蛋白对体外培养的肿瘤细胞的抑制作用： �　　Jar细胞培养于含10胎牛血清的RPMI1640人工培养液，加有青链霉素各100ug/ml。Hela和Fib细胞用DMEM培液，其中胎牛血清和青、链霉素含量同前。以上3种细胞均呈单层贴壁生长。按文献37方法进行实验。 �　　实验结果表明，结晶天花粉蛋白对Jar人绒癌细胞的增殖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培育48小时后的皮内注射50为3.3ug/ml，而Hela人宫 颈癌细胞和正常纤维细胞的皮内注射50分别为13.0和16.0ug/ml。此外，结晶天花粉蛋白对Jar细胞的hCG分泌显示更强的抑制作用，培养48 小时后，抑制50%，hCG分泌的结晶天花粉浓度为1.3ug/ml。 �　　2.5.另有报道，天花粉温浸冷冻干燥剂和水浸剂，对子宫癌U-14的抑制率分别为40.4%和30.9%，而煎剂对子宫U-14无作用。近年报道天花粉能抑制艾氏腹水癌细胞生长，延长荷瘤小鼠的存活期。 �3.对免疫功能的影响： �　　3.1.天花粉对荷瘤小鼠红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 �　　健康昆明种雄性小鼠，2-3月龄，体重21.3±4.6g，天花粉组和肿瘤小组小鼠腹腔接种细胞癌细胞悬液，正常组皮下注射等体积生理盐水。 天花粉组于接种24小时后皮下注射天花粉0.2ml（0.2mg）。其他组给予等体积生理盐水。各组动物于接种肿瘤后ll日分别摘眼球取血，RCIA红细 胞完全结上一个以上酵母细胞为一花结，CIC以1：8稀释度出现（++）为阳性。由表7可知，天花粉组与正常组小鼠的红细胞C3b受体花结（RBC- RR）在同一水平，肿瘤组明显降低，其差异非常显著（P<0.01），表明荷瘤小鼠红细胞C3b受体活性明显受损，经天花粉治疗后，可使其恢复至正 常水平；天花粉组小鼠红细胞免疫复合物花结（RBC-ICR）增高，与其他两组均有显著差异（P<0.01），提示天花粉可增强荷瘤小鼠红细胞粘附 免疫复合物的能力。这一结果与CIC测定相一致。并与文献报道互为印证。 �　　3.2.天花对小鼠唾液腺内凝集素受体和免疫球蛋白的影响： �　　动物为20只成年雄性健康ICR纯系小鼠，体重18-22g，分为2组，每组10只，第1组为天花粉组，每日1gl次，每次0.5ml（浓度 65mg/ml），共7日，药液的制备用常规水提法进行，第2组为对照组，每日皮下注射l次，每次0.5ml生理盐水。8日，杀死小鼠，取其唾液腺，分别 作HE和其它染色。结果表明，小鼠颌下腺内PNA，PBA受体显著增加，IgG明显增多、酸性粘多糖也高于对照组，提示天花粉与促进唾液腺内半乳糖和乙胺 半乳糖的合成以及增加机体免疫功能有关。 �　　4.抗菌及抗病毒作用： �　　天花粉煎剂在体外对溶血性链球菌、肺炎双球菌、白喉杆菌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对伤寒杆菌、绿脓杆菌、痢疾杆菌、变形杆菌及金黄色葡萄球菌的作用 均较弱。采用病变抑制法和125I放射免疫法在3种细胞培养系统上测定了天花粉蛋白对7种病毒的抑制作用。结果表明，天花粉蛋白浓度在10ug/ml以下 时，对细胞无明显的毒性作用，在0.001-10ug/ml时对乙型脑炎、柯萨奇B2、麻疹、腺病毒3型单纯疱疹病毒I型、水泡性口炎病毒及乙型肝炎病毒 等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并且这种抑制作用随天粉蛋白的浓度增大而提高。浓度在0.01ug/ml时可以抑制由100TC皮内注射50病毒引起细胞病变的 50%、提示，天花粉可能是继干扰素之后另一种具有广谱抗毒作用的蛋白质。 �　　5.抗艾滋病病毒： �　　体外实验表明，天花粉蛋白可抑制艾滋病病毒（HIV）在感染的免疫细胞内的复制，减少免疫细胞中受病毒感染的活细胞数，其有效抑制浓度为0.05-10ug/ml。一种能抑制HIV感染和复制的蛋质称为抗-HIVTA29。临床资料亦表明有一定的治疗效果。



Chemical Composition Gardenoside, geniposide, jeminoidin, shanzhiside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Analgesic and sdeative Antihypertensive Hepatoprotective
Cholagogic Gastrointestinal CNS suppressant

Clinical studies 
and research

Musculoskeletal

Analgesic

Coronary artery discorders

Herb-Drug 
Interaction Sedatives effect

Zhi Zi (Cold)
梔 子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1.对肝脏功能的影响： 明显影响各种酶的产生2.对胆汁分泌的影响： 能使胆汁分泌量增加3.对胃液分泌及胃肠运动的影响： 栀子甙有较弱的抗乙酰胆碱和抗组胺作用。 4.促进胰腺分泌作用： �　　杨稚珍等用胆胰插管研究栀子及其不同提取物对大鼠胆胰流量及胰酶活性的影响，结果显示，栀子及其几种提取物有明显的利胰、利胆及降胰酶效应。京尼平甙 有最显著的降低胰淀粉酶作用，而其酶解产物京尼平的增加胰胆流量作用最强，持续时间较短。裴德恺的研究认为栀子促进胰腺分泌作用可能与保持胰细胞膜的结 构、功能直接有关，从而从细胞水平上论证了栀子治疗胰腺炎的药效基础。初步观察亦发现栀子有使膜脂的过氧化产物减少作用。 �　　5.对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 �　　小鼠腹腔注射栀子醇提取物(栀子果实粉碎后以乙醇渗漉，渗漉液在50℃减压浓缩去醇，制成300%浓缩液)5.69g/kg，能减少小鼠自发 活动(踏板法)，与对照组相比较P＜0.01，且与环己比妥钠(静脉注射，50mg/kg)有协同作用，能延长睡眠时间近12倍。但如用药组小鼠灌胃 35g/kg栀子醇渗漉液，然后分别在1、2、3小时，静脉注射环己烯巴比妥钠50mg/kg，记录翻正反射消失时间，结果只有于2小时给药的栀子组能显 著延长环己烯巴比妥钠睡眠时间(P＜0.05)。但栀子对苯丙胺诱发活动无对抗作用。小鼠腹腔注射栀子醇提物5.69g/kg，体温可平均降低3℃，大鼠 腹腔注射200mg/kg体温下降可持续7小时以上。 �　　6.对心血管系统的作用： �　　栀子煎剂和醇提物对麻醉或不麻醉猫、兔、大鼠，不论口服，腹腔注射或静脉注射给药均有降压作用，其降压作用对肾上腺素升压作用及阻断颈动脉血 流的加压反射均元影响。也没有加强乙酰胆碱的降压作用。给予抗组胺药如苯海拉明，对栀子的降血压作用无影响。其降压作用不是由于释放组胺所引起。静脉注射 普鲁卡因也不改变栀子的降血压效果，说明其降血压作用与传入神经纤维无关。对神经节无阻断作用。当切断两侧迷走神经后，栀子的降血压作用显著减弱或完全消 失，阿托品也可取消其降血压作用。故认为栀子的降血压作用部位在中枢，栀子降血压效应主要是加强了延脑副交感中枢紧张度所致。亦有报道栀子对外周阻力影响 不大，离体鼠心灌流实验表明，栀子提取物能降低心肌收缩力。麻醉犬、鼠静脉注射栀子提取物500mg/kg引起的血压下降是由于心收缩容积及心输出量下 降。Im 藏红花酸(藏红花素的水解产物)0.01mg/kg，能减少喂饲胆固醇兔动脉硬化的发生率。大鼠静脉注射大剂量1g/kg 的栀子甲醇提取物时，心电图可呈现心肌损伤及房室传导阻滞。但麻醉兔静脉注射栀子甙30mg/kg，对血压、心率和乙电图都无明显影响。栀子果实的热水提 取物能刺激体外培养牛主动脉内皮细胞的增殖，从而使血管内膜得以修复。 �　　7.抑菌作用： �　　栀子煎剂对白喉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伤寒杆菌有抑制作用，对多种皮肤真菌也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 �　　8.致泻作用： �　　去乙酰车叶草甙酸甲酯有泻下作用，小鼠的半数有效量为 0.53g/kg，服用6小时后开始腹泻。羟异栀子甙亦有导泻作用，小鼠口服的半数有效量为 1.2g/kg，服后3小时开始作用。栀子甙的导泻作用半数有效量为 300mg/kg，服药后3小时起作用。栀子甙酸的导泻作用半数有效量 ＞800mg/kg。 �　　9.镇痛作用： �　　栀子甙及其水解产物京尼平对腹腔注射醋酸引起的小鼠扭体运动有抑制作用。 �　　10.抗炎及治疗软组织损伤的作用： �　　栀子以乙醇回流提取，在40℃以下减压浓缩至粘稠膏状(G1)；将乙醇回流提取后的药渣，用水渗漉，渗漉液水浴蒸干(G2)；将G1部分以甲 醇溶解加硅藻土拌匀，以不同有机溶剂洗脱，分别回收溶剂得石油醚部分(G3)，氯仿部分(G4)，乙酸乙酯部分(G5)，甲醇部分(G6)。 �



Lu Gen (Cold)
蘆 根

Chemical Composition Amino acids, fatty acids, sterols, tocopherols, polyphenols, caffeic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Gastrointestinal CNS suppressant

Clinical studies 
and research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1.本品所含的薏苡素对骨骼肌有抑制作用，能抑制蛙神经肌肉标本的电刺激所引起的收缩反应及大鼠膈肌的氧摄取和无氧糖酵解，并能抑制肌动蛋白 -三磷酸腺甙系统的反应，还有比较弱的中枢抑制作用，表现为对大鼠及小鼠均有镇静作用，并能与咖啡因相拮抗。在家兔的脑电图上，出现波幅增大，频率减少， 显示对中枢神经系统的机能有抑制现象。在大鼠尾部电刺激试验中，有镇痛作用，强度与氨基比林相似。有解热作用，对TTG（Pseu-domonas fluorescens菌体的精制复合多糖类）性发热的解热作用较好，对二硝基酚引起的发热无甚作用。对多突触反射（猫腓神经-腓肠肌标本）有短暂的抑制 作用。静脉注射可引起家兔血压短暂下降，皮下注射可使血糖略有下降，对离体蟾蜍心脏及离体兔肠均呈抑制作用，对兔耳血管无明显影响。其毒性很低，小鼠口服 0.5g／（kg.d），lmo未引起异常改变。 �2.本品所含的苜蓿素对离体豚鼠肠管有松弛作用，在2×l0(-5)浓度时，能显著抑制离体兔小肠收缩。4mg注入在位兔小肠腔，可使蠕动 收缩减慢。每天给于大鼠口服2mg，可使血中甲状腺素显著增高。并有轻度抗氧化作用，可防止肾上腺素的氧化。有轻度雌激素样作用。尚有抗癌作用，6和 12.5mg对小鼠P388的T／C为133和174%。



Xia Ku Cao (Cold)
夏枯草

Chemical Composition Prunellin, oleanolic acid, ursolic acid, carotene, camphor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Antihypertensive Anti-inflammatory Antibiotic
Effect on lipoma Smooth muscle stimulant

Clinical studies 
and research

Hypertension

Pulmonary tuberculosis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药理作用1.降压作用： �　　本品水浸出液、乙醇一水浸出液及30%乙醇浸出液，对麻醉动物有降压作用。犬静脉注射夏枯草煎剂100mg/kg，有明显降压作用，但易产生快速耐受 现象，羊静脉注射l-1.5g的降压作用与犬相似，慢性带皮桥犬，每日2次，每次2g/kg 灌胃，亦有降压作用。肾型高血压犬，服药2周也有一定的降压作用，但停药后恢复原水平，亦有认为其降压作用与本品所含的无机盐有密切关系。 �　　2.对免疫功能的影响： �　　用本品注射剂皮下注射可使动物胸腺、脾脏明显萎缩，肾上腺明显增大；腹腔注射可使血浆皮质醇水平明显升高。病理检查可见胸腺皮质明显变薄，淋 巴细胞变稀疏，脾脏可以见白髓较小，淋巴细胞较稀疏且与红髓分界模糊，还能使肾上腺皮质束状带细胞增大，血窦扩张。表明本品可能是一种免疫抑制剂，因而对 某些由于免疫过程引起的病理损伤可能具有潜在的治疗意义。在长期、大量服用本品对防止机体免疫功能受到抑制。 �　　3.降血糖作用： �　　从夏枯草中提取的一种未鉴的化合物（暂名降糖素）。以降糖素50mg/kg皮下注射 给于小鼠，可明显抑制由四氧嘧啶损害所引起的小鼠血糖升高（P＜0.001）。其最低有效量为15mg/kg（小鼠）。作用强度为100mg降糖素相当于22.6u胰岛素。 �　　4.抗菌、抗病毒作用： �　　体外试验表明，本品煎剂对痢疾杆菌、伤寒杆菌、霍乱弧菌、大肠杆菌、变形杆菌、葡萄球菌及人型结核菌均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其醇浸液在琼脂 培养基上对绿脓杆菌有抑制作用。水浸液（1 ：4）在试管内对某些常见皮肤病致病真菌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本品提取物体外有抗I型单纯疱疹病毒的作用。



Dan Zhu Ye (Cold)
淡竹葉

Chemical Composition Arundoin, cylindrin, taraxerol, friedelin, organic acids, amino acids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Antipyretic Diuretic

Herb-Drug 
interaction

Diuretics: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药理作用1．解热作用： �　　本品水浸膏给注射酵母混悬液引起发热的大鼠灌胃，有解热作用，解热的有效成分溶于水及稀盐酸，但不易溶于醇及醚。对大肠杆菌所致发热的猫和兔，2g／kg淡竹叶的解热效价约为33mg／kg非那西汀的0.83倍。 �　　2.利尿作用： �　　正常人试以本品10g煎服，利尿作用弱，但能增加尿中氯化物的排泄量。其利尿作用较木通、猪苓为弱，但其增加尿中氯化物量的排泄则比猪苓强。 �　　3.其它作用： �　　本品水煎剂体外试验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有抑制作用。本品粗提物100g（生药）／kg 对肉瘤S-180的抑制率为43.1-45.6%，但对子宫颈癌-14和淋巴肉瘤-1 腹水型无抑制作用。本品还有升高血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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