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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性 
有效性 
安全性



为什么要用附子？



“医圣”张仲景告诉我们：附子很重要

伤寒金匱：113+262（含附方）＝375-44=331方 
附子：36方    
乌头：5方 
天雄：1方 
共计 42方     42／331＝12.68%

甘草：250方 
大黄：89方 
干姜：45方 
人参：42方 
半夏：41方

据某某人翻书查：一共出现了66+6=72次



附子为什么要炮制



附⼦子： 
双酯类乌头碱 4mg 纯品＝  3g ⽣生附⼦子（⼲干品）直接服⽤用 可致成⼈人死亡  

此处不不可任性，再有钱也不不⾏行行 

⼲干姜附⼦子汤⽅方： 
⼲干姜⼀一两  附⼦子两枚，⽣生⽤用，去⽪皮破⼋八⽚片 

四逆汤⽅方： 
⽢甘草⼆二两炙炙 ⼲干姜⼀一两半 附⼦子⼀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

张仲景为什什么还要⽤用⽣生附⼦子？

鲜附⼦子等级 
特级：12个／kg——⼲干个——40个——25g——去⽪皮——20g 
⼀一级：16个／kg——⼲干个——53个——18.8g——去⽪皮——15g 
⼆二级：24个／kg——⼲干个——80个——12.5g——去⽪皮——10g 
三级：40个／kg——⼲干个——132个——7.5g——去⽪皮——6g



⼲干姜附⼦子汤⽅方： 
⼲干姜⼀一两  附⼦子两枚，⽣生⽤用，去⽪皮破⼋八⽚片 

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顿服。 

四逆汤⽅方： 
⽢甘草⼆二两炙炙 ⼲干姜⼀一两半 附⼦子⼀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温再服。 
强⼈人可⼤大附⼦子⼀一枚、⼲干姜三两。

请仔细看  用法…用法…用法...

双酯乌头碱 单酯乌头碱 醇胺

毒性下降到   1／200 毒性下降到   1／2000

100°c⽔水煮，30min双酯析出达到峰值，60min单酯到峰值，90min醇胺到峰值

⾼高温⽔水解



张仲景从来没有说过生附子可以直接吃

煮／炮



器官与系统 药 理 作 用 物 质 基 础

心血管系统

强心作用 消旋去甲乌药碱、去甲猪毛菜碱、乌头碱、棍掌碱氯化物、尿嘧啶、附子苷

致心率失常作用 作用强度：乌头碱>中乌头碱>次乌头碱

抗心律失常 附子水溶性部分，去甲乌药碱

对血压作用 降压：消旋去甲乌药碱；升压：棍掌碱

舒张血管，增加血流量 中乌头碱

抗心肌缺血缺氧作用 乌头碱，附子水溶性部分

抗休克作用 尿嘧啶

中枢神经系统

镇痛 中乌头碱的作用较乌头碱强2倍，次乌头碱则弱于乌头碱，苯甲酰中乌头碱

兴奋，大量转为抑制 乌头碱

镇静 乌头碱

外周神经系统 局部麻醉作用 乌头碱、3-乙酰乌头碱

血液系统
抗血栓、抑制凝血作用 去甲乌药碱、去甲猪毛菜碱、棍掌碱

降血糖 多糖

免疫系统 提高免疫力 乌头碱，多糖

消化系统 收缩胃肠平滑肌 乌头碱，中乌头碱

其它

抗炎作用 中乌头碱的作用与乌头碱相似，而次乌头碱的抗炎作用强度仅为乌头碱的1/5～1/8

抑制肿瘤作用 多糖

平喘作用 消旋去甲乌药碱

抗寒冷作用 附子煎剂

兴奋肾上腺皮质系统 乌头碱

抗感染 苯甲酰中乌头碱

抗氧化 附子水煎剂

附子的药理作用及其物质基础

附子中的强心成分消旋去甲乌药碱、去甲猪毛菜碱、附子苷经加热处理而不被破坏，故炮制后，乌头仍呈明显强心作用。



药典炮制⽅方法

⿊黑顺⽚片

泥泥附⼦子 浸胆 煮制 冰制 切⽚片

退胆蒸制⼲干燥成品

>1h

>2h

净制



药典炮制⽅方法

泥泥附⼦子 浸胆 煮制 冰制 切⽚片

退胆蒸制⼲干燥成品

>1h

>2h

⼿手⼯工去⽪皮

⽩白附⽚片

净制



传统炮制⽅方法

泥泥附⼦子 浸胆 煮制 冰制 切⽚片

退胆蒸制⼲干燥成品

>1h

>2h

⼿手⼯工去⽪皮

⼿手⼯工
横切
取中
间2-3
⽚片

熟附⽚片

净制



药典炮制⽅方法

泥泥附⼦子 浸胆 煮制 冰制 切⽚片

退胆蒸制⼲干燥成品

>1h

>2h

加⿊黑⾖豆⽢甘草

淡附⽚片

净制



药典炮制⽅方法

⿊黑顺⽚片

泥泥附⼦子 浸胆 煮制 冰制 切⽚片

退胆蒸制⼲干燥成品

>1h

>2h

⼿手⼯工去⽪皮

⽩白附⽚片

炒制

炮附⽚片

净制



药典炮制⽅方法

⿊黑顺⽚片

泥泥附⼦子 浸胆 煮制 冰制 切⽚片

退胆蒸制⼲干燥成品

>1h

>2h

⼿手⼯工去⽪皮

⽩白附⽚片

加⿊黑⾖豆

淡附⽚片

炒制

炮附⽚片

净制



为什么要浸泡胆巴？

防腐？

固阳增效？

√

        夏⾄至江油附⼦子采收季节，⾼高温⾼高湿，鲜附⼦子不不及时加⼯工会很快腐烂， 

明清时逐渐形成⽐比较成熟的胆巴浸泡防腐⼯工艺。



附子专用胆巴

          井盐的副产品－氯  化  钙（CaCl2·2H2O）>70.0% 
                                        总氯离⼦子（Cl）>40.0% 
                                        镁         盐            <100mg／g                  
                                        

提示：超量量摄⼊入有可能引发⾼高钙⾎血症／⾼高镁⾎血症？



   明代张景岳“附子之性热而刚急，走而不守，土人腌
以重盐，故其味咸而性則降”，批评盐腌后改变了附子药
性； 

   清代唐容川《本草问答》同样说“今用盐腌以去毒，
使附子之性不全，非法也”。



泥泥附⼦子 浸胆 煮制 冰制 切⽚片

退胆蒸制⼲干燥成品

1、⽣生物碱流失
31.6%

2、⽣生物碱流失
16.1%

3、⽣生物碱流失
33.6%

1+2+3=81.3%

净制

100

⼀一枚附⼦子加⼯工前 ⼀一枚附⼦子加⼯工后

18.7
81.3 流失掉



⼲干姜附⼦子汤⽅方： 
⼲干姜⼀一两  附⼦子两枚，⽣生⽤用，去⽪皮破⼋八⽚片 
四逆汤⽅方： 
⽢甘草⼆二两炙炙 ⼲干姜⼀一两半 附⼦子⼀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

⼀一枚＝ 6g-20g

两枚＝12g-40g

100

⼀一枚附⼦子加⼯工前 ⼀一枚附⼦子加⼯工后

18.7
81.3 流失掉

⼀一枚＝（6g-20g）×5 ＝30g - 100g

两枚＝（12g-40g）×5＝60g - 200g
这个剂量量是不不是很眼熟？



“火神派”应时（制法）而生！



川标炮制⽅方法（⽆无胆）

蒸附⽚片（或去⽪皮）

泥泥附⼦子 切⽚片 蒸制

⼲干燥成品

>2h

⼿手⼯工去⽪皮

净制

鲜附⼦子



川标炮制⽅方法（⽆无胆）

炒附⽚片（或去⽪皮）

泥泥附⼦子 切⽚片 炒制

成品

⼿手⼯工去⽪皮

净制

鲜附⼦子



胆制与⽆无胆

苯甲酰新乌头原碱 
苯甲酰乌头原碱 
苯甲酰次乌头原碱

新乌头碱 
次乌头碱 
乌头碱

双酯型 单酯型

药材饮⽚片<0.020% 
淡  附  ⽚片<0.010%

有胆：>0.010% 
⽆无胆：0.010%-0.013%



  附子供试液制备方法：………此处略去450字……… 
  结果，给药组所有动物与对照组比较均无异常表现，
全部健康存活，按公斤体重（成人50kg）折算为药典临
床用量（15g/日）的1066倍，大剂量(日用量100g)用量的
160倍，说明临床用药是安全的。上述实验结果表明附子
生品（无胆）直接煎煮入药，虽然总生物碱和双酯型生
物碱含量远大于附片及其煎煮液，但具有临床安全性。

⽆无胆附⽚片的毒性试验



究竟如何使用附子



还是要听张仲景的：古⼈人诚不不我欺也

附⼦子：⽣生⽤用，去⽪皮破⼋八⽚片

附⼦子：炮，去⽪皮破⼋八⽚片

⽕火制

⽔水制

⼲干姜附⼦子汤 
四逆汤...

桂枝加附⼦子汤 
附⼦子理理中丸 
肾⽓气丸…

强⼼心…

固表、温中、强肾...

共5⽅方

共31⽅方



附子为什么要去皮？



为什什么呢？我们困惑并研究了了五年年



神农本草： 附⼦子：味⾟辛、温、有⼤大毒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辛⽢甘发散为阳

“阳”以“⾏行行”为⽤用             去⽪皮是更更好的发挥扶阳的功效

附⼦子

附⼦子的⽪皮具有包裹性束缚性

臆想？⾃自圆其说的推理理？



双酯乌头碱 单酯乌头碱 醇胺

毒性下降到   1／200 毒性下降到   1／2000

⾼高温⽔水解

⽪皮中含有某类物质，对双酯到单脂及醇胺的转换具有抑制作⽤用

顿悟：先哲的伟⼤大－“象”的深刻含义

对中药研究的再思考：⽩白芍、柴胡等等

直到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



去皮不是减毒，而是增效

去⽪皮的⽬目的：



      同是附子，张仲景为什么采用两种不同
的制法（水制－生、火制－炮）来区别使用？

提示：如果都以⽣生物碱为质量量
评价指标，有必要区别使⽤用吗？

请大家思考



附子  干姜  肉桂（枝）

三⼤大温⾥里里法宝，有何不不同？



附子有哪些认识误区

一、是否使用附子，与水平高低无关，只关注临床疗效 
二、附子剂量大小，也不是评价医生的技术指标 
三、是否善用附子才是评价指标

⼀一点体会： 
有是证，⽤用是药，深刻理理解辩证精髓 
深刻理理解，需⼀一⻔门深⼊入 
要发展创新，必先有效继承 
《伤寒论》年年代久远，残简错篇，在所难免，不不通处忌闭⻔门强解 
要有质疑精神，但要客观全面，不可盲目



重要的几件事情反复说

1、⽣生附⼦子切切不不可直接服⽤用 
2、制附⽚片⼀一定要选择按⼯工艺退胆的清⽔水⽚片 

3、如果不不能确定来源与品质，宁可不不⽤用 
4、万⼀一遇到真正乌头碱中毒，临急先饮⻝⾷食醋缓之，    

       同时采⽤用常规抢救⽅方案 

5、来源可靠的附⽚片不不需要先煎 



江油附子的道地性
道地＝品质＝疗效

1、历史沿⾰革 ：  千⾦金金翼⽅方.药出州⼟土 剑南道.绵州／⻰龙州 
2、⽣生物学特性：冬⾄至下种，夏⾄至采收 
3、环境因⼦子：河⻄西四乡，⼟土壤为弱碱性 
4、独特栽培技术：⾼高⼭山育种优⽣生优育，计划⽣生育，修根打尖 
5、系统成熟的加⼯工技术：13个品规



37 H - 5

0  4 . .

1 0  

6 1 0  

28 9 0

不不同产区栽培差异



江油附⼦子：⽥田间管理理时需修根，
故⻓长成后植株主根上只有1～2
个附⼦子，个⼤大⽽而性状规则。

次产区附⼦子：⽥田间管理理⼀一般不不
修根，故⻓长出的附⼦子多⽽而
⼩小，性状不不规则。



定性研究：

指纹图谱：
         道地江油产区附⼦子与⾮非道地产区附⼦子的指纹图谱相似度在

0.9000以下，说明江油附⼦子与次产区附⼦子的化学成分是存在⼀一
定差异的。

定量量研究：
       
1、双酯型⽣生物碱含量量：凉⼭山布拖、云南⼤大理理的含量量较⾼高，⽽而四川
江油、陕⻄西汉中等地的含量量相对较低。

       2、单酯型⽣生物碱含量量：四川江油的含量量相对较⾼高，其它产区
的含量量相对较低。

       3、其它成分含量量：凉⼭山布拖与云南巍⼭山附⼦子中新乌头碱和附
⼦子灵的含量量较⾼高；江油与汉中附⼦子中的次乌头碱、尼奥林林、卡
⽶米查林林、宋果灵的含量量较⾼高。



川乌： 直径1.2～2.5cm。中部
多向⼀一侧膨⼤大。表⾯面灰棕⾊色或
棕褐⾊色，有⼩小瘤状侧根及⼦子根
脱离后的痕迹。断⾯面类⽩白⾊色或
浅灰⻩黄⾊色，形成层环纹呈多⻆角
形。

草乌：直径O.6～1.8cm。有的
顶端⼀一侧有⼀一枯萎的芽，⼀一侧
有⼀一圆形或扁圆形不不定根残基。
表⾯面灰褐⾊色或⿊黑棕褐⾊色，有纵
皱纹、点状须根痕及数个瘤状
侧根。断⾯面灰⽩白⾊色或暗灰⾊色，
有裂隙，髓部较⼤大或中空。



谢  谢 
敬请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