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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味子炮制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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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味 子 为 木 兰 科 植 物 五 味 子 Schisandra chinensis

3～4 h。可见,各研究所选取的指标性成分虽不尽相同,但优选

(Turcz.) Baill.的干燥成熟果实,主产于辽宁、吉林、黑龙江、

出的五味子醋蒸工艺的各因素水平彼此接近,为醋五味子工业

河北等地,习称“北五味子”
。五味子酸、甘、温,归肺、心、

大生产的规范化提供了依据和可能。在传统醋蒸工艺基础上,

[1]
肾经,具有收敛固涩、益气生津、补肾宁心功效 。五味子常

亦有高压醋蒸工艺的研究,认为高压醋蒸不会改变炮制品原有

[2]

见炮制品种有醋五味子、酒五味子、蜜五味子 。传统理论认

[29-30]

内在质量,且省时省工,可推广用于大规模生产

[3]

。

为,五味子“入补药熟用,入嗽药生用” ,即五味子是“生熟

酒蒸五味子炮制工艺研究与醋蒸工艺研究大同小异,也以

异用”的。有关五味子的炮制研究近年亦取得了一些进展,为

闷润时间、辅料用量、蒸制时间为考察因素,以五味子醇甲、

五味子“生熟异用”的解释与应用提供了科学依据。兹就近年

甲素或乙素为指标

来五味子的炮制研究进行综述,为五味子“生熟异用”的深入

润 1～2 h,加酒量 20%,蒸制 3～4 h。酒五味子亦可采用高压

研究提供参考。

方式蒸制

1

[33]

[31-32]

,优选得五味子酒蒸工艺可归纳为：闷

。

[10]
蜜五味子虽起源较早 ,但未见蜜五味子炮制工艺规范化

五味子炮制历史沿革
五味子始载于《神农本草经》,被列为上品。关于五味子
[4]

的研究,仅有炮制时间、炮制温度、辅料用量对蜜五味子水浸

切制的记载最早见于汉代,载有“碎” ,之后出现“如入汤剂

率、醇浸率影响的报道[34-35]。

[5]
[6]
“止泻捶碎”[7]、“必打碎核,方
用,捶碎使之” 、“捣碎” 、

3

五味备”[8]等,与现代研究的“五味子仁中木脂素含量高,宜捣
[9]

碎应用” 相一致。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最早的炮炙方法——“蜜
[10]

[11]

[12]

五味子炮制化学成分变化研究
炮制前后化学成分变化的研究对于探讨炮制原理具有重
[36]

要意义

。关于五味子炮制前后化学成分的研究,多集中在具

浸蒸” 。唐宋时期记载有“炒” 、“酒浸” 、“酒蒸”和

有降酶保肝作用的木脂素类成分,最早是研究炮制前后五味子

“蜜蒸”法[13]。元明时期记有“炮”法[14]。明代有糯米炒[15]、

[37]
种仁中总木脂素含量的变化 ,发现炒法、酒蒸法、醋蒸法均

[6]
[16]
[17]
[18]
焙 、麸炒 等。清代除酒拌蒸 、蜜酒拌蒸 外,又出现了

能提高总木脂素的含量。黄氏等

[19]

[20]

、制炭

应用电喷雾质谱和高效液相

等。1988 年版《全国中药

色谱法,发现五味子经蒸、醋蒸、酒蒸、蜜蒸、蜜炒后,木脂素

炮制规范》载有醋蒸、酒蒸、蜜炙法。1963 年版《中华人民

成分只发生了量变,未发现新成分。近年对五味子化学成分量

共和国药典》收载有酒五味子,而 1977 年后历版《中华人民共

变的研究所选指标涉及总木脂素、五味子醇甲、醇乙、甲素、

和国药典》仅收载五味子和醋五味子。

乙素、丙素、戈米辛 N

2

一些研究表明,五味子经炮制后,如清炒、清蒸、酒浸、酒蒸、

盐水拌蒸

、盐水浸炒

[21]

[38]

五味子炮制工艺研究

[39]

以及酯甲[40]等。但研究结果不尽相同,

五味子现代常见的炮制方法为醋蒸、酒蒸、蜜炙,炮制程度

醋蒸、蜜炒、蜜蒸、酒蜜蒸等,木脂素含量均有所增加[41-42]；

一般要求根据蒸制的颜色(紫黑色或黑褐色)或炒至不粘手来判

另有研究表明,醋蒸会使指标性成分,如总木脂素、五味子酯

[2]
定 。现代关于炮制工艺的研究,一般是以某种或某些成分作为

甲、甲素

指标性成分,根据指标性成分的含量来筛选最佳工艺参数。如五

含量降低或无明显变化。在上述报道中,有一个共同的结果,

味子醋蒸工艺的研究多采用正交设计法,以闷润时间、加醋量、

即酒制能增加五味子中木脂素的含量,且增幅较其他方法更为

[22]
蒸制时间为考察因素,选取不同指标性成分,如总木脂素 、五

明显。有研究者认为酒蒸法

味子醇甲[23]、五味子醇甲及乙素[24],优选最佳工艺参数。不同研

[43]

,或醇甲、醇乙、甲素[44],或总木脂素、醇甲、乙素[45],

[41]

或酒浸法[39]最佳。

对南、北五味子炮制前后挥发油变化的研究表明,炒制、
[46-48]

及蜜炙[49],均会使其挥发油含量降低,成分发生

究所优选出的五味子醋蒸工艺可归纳为：闷润 1～2 h,加醋量

醋蒸、酒蒸

20%,蒸制 3～6 h。亦有南五味子醋蒸工艺的研究：采用正交

变化。因为其中挥发油具有镇咳作用[50],所以,研究者认为“入

试验法,以总木脂素

[25-26]

或总多糖[27]或五味子酯甲[28]为指标性

成分,优选工艺可归纳为：闷润 1～2 h,加醋量 20%～30%,蒸制

[37,47-48]

嗽药生用”的传统理论是有科学道理的

。

五味子经醋蒸法炮制后,多糖含量略有下降
[52]

蒸后多糖含量升高

[51]

,但高压醋

；而蒸制、醋蒸、酒蒸、蜜炙均能提高五

基金项目：中医药行业科研专项(20110700704)

味子中 5-羟甲基糠醛的含量[53]；炒制会破坏有机酸,而醋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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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蒸则会提高有机酸的水煎出率

[37]

；酒蒸后水煎出物略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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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48]。五味子醇浸率经蜜炙后增加,醋蒸、酒蒸后降低,但受炮
制时间、炮制温度、辅料用量的影响不大

[34]

。炮制时间、炮制

温度、辅料用量对五味子水浸率有一定影响,因此,可考虑将水
[35]

浸率作为炮制程度的一个辅助质量指标
4

。

五味子炮制药理作用变化研究
宋氏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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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出版社,2010：62.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政管理局.全国中药炮制规范(1988 年版)[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126.
[3] 张浩.仁术便览[M].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社,1995：320.
[4] 张仲景.金匮玉函经[M].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社,1995：1091.

研究了南五味子对 CCl4 诱导小鼠肝损伤的保护作

用,发现五味子及醋五味子均有较好的保护作用,其中醋制品

[5] 太平惠民和剂局.太平惠民和剂局方[M].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
社,1995：4120.

作用更强,且醇提液优于水提液。五味子及其酒蒸品、醋蒸品

[6] 陈嘉谟.本草蒙筌[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87.

的水煎液对 CCl4、对乙酰氨基酚、D-氨基半乳糖引起的急性肝

[7] 严西亭.得配本草[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532.

损伤均有显著的治疗作用,且醋五味子＞酒五味子＞五味子,

[8] 杨时泰.本草述钩元[M].太原：山西出版集团,2009：872.

研究者认为,这与“入补药熟用”、“醋制引药入肝经”的传统

[9] 田芳,窦德强,程大任,等.五味子生品、炮制品不同部位木脂素类成分

炮制理论是一致的

[47,55]

。五味子经醋或酒蒸后,其醇提液能使

的含量[J].中国现代中药,2007,9(9)：7-8.

CCl4 致肝损伤小鼠肝匀浆的丙二醛(MDA)含量升高,表明抗脂

[10] 雷敩.雷公炮炙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321.

[56]
质过氧化能力增强,其中醋制品作用更强 。

[11] 孙思邈.银海精微[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6：311.

葛氏

[47]

研究表明,五味子及其酒蒸品、醋蒸品均能减少小

[12] 太医院.圣济总录[M].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社,1995：4249.

鼠自主活动次数、缩短戊巴比妥钠的催眠潜伏期、延长小鼠睡

[13] 唐慎微.证类本草[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201.

眠时间、增加小鼠大脑重量,具有镇静催眠作用,且酒制品、醋

[14] 齐德之.外科精义[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99.

制品优于生品。

[15] 朱棣.普济方[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1441.

陆氏等

[57-58]

研究发现,五味子及醋五味子(常压蒸或高压

[16] 武之望.济阴纲目[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491.

蒸)水煎液均可使免疫能力低下小鼠廓清指数 K、吞噬指数 α、

[17] 王翃.握灵本草[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2：242.

脾脏指数及胸腺指数增加,明显提高免疫力；并可使肾阴虚小

[18] 程曦,雷大震.医家四要[M].太原：山西出版集团,2012：195.

鼠转棒耐力、血清超氧化物歧化酶活力增强,MDA 含量降低,增

[19] 王维德.外科证治全生集[M].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社,1995：5458.

强补益作用,且醋制品作用强于生品。五味子经醋制后,能够降

[20] 陈修园.时方妙用[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133.

低小鼠肝脏系数、升高肝微粒体蛋白含量,增强对细胞色素

[21] 陈士铎.本草新编[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310.

p450 混合功能氧化酶(CYP450)的诱导效应,其中对肝微粒体

[22] 蒲宇红,王晓义,李国昌.正交设计优选醋制五味子的炮制工艺[J].中

蛋白含量、CYP450 酶诱导的影响,醇提液强于水提液。
[47]

葛氏

分别采用小鼠、大鼠、豚鼠进行了五味子与炮制品

(醋蒸、酒蒸)的止咳、祛痰、平喘作用比较,研究表明,炮制后
五味子止咳、平喘作用减弱,分析是由于蒸制使止咳平喘成分
(挥发油)含量降低所致；五味子及其炮制品都有一定程度的祛
痰作用,其中醋制品作用最强,考虑可能是因醋制使具有祛痰
作用的有机酸含量增加所致。
5

国药师,2007,10(2)：186-187.
[23] 马晓蕾,贾天柱.五味子炮制工艺研究[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06,
8(4)：123-124.
[24] 陆兔林,马新飞,苏丹,等.醋蒸五味子炮制工艺研究[J].中药材,2006,
29(12)：1283-1284.
[25] 宋小妹,宋莎莎,崔九成,等.醋制南五味子炮制工艺研究[J].陕西中
医,2009,30(2)：214-215.

小结

[26] 孙华芳,李洁.正交实验法优选南五味子的炮制工艺[J].西北药学研

五味子是中医临床常用中药,尤其在其基础上研发的 2 种
[59]

抗肝炎新药——联苯双酯和双环醇

,更使五味子的研究成为

传统中草药研究的典范。但目前对五味子的研究多集中在生品,
与此相比,有关熟(制)五味子的药理作用及炮制机理的研究非
常有限,对炮制后五味子的功效变化缺乏明确记载及系统研
究、生熟五味子在复方中作用的对比研究更是未见报道。传统
理论认为五味子“入补药熟用,入嗽药生用”,所以对五味子炮
制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今后研究中,应在进行充分调研的基
础上开展五味子“生熟异用”的对比研究,从化学成分、药理
作用、复方应用等多方面进行五味子生熟的比较研究,从而揭
示生熟五味子的作用特点及其与临床适应症的关系,阐明五味
子“生熟异用”的科学内涵,为临床应用提供有科学意义的研
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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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诊断：失眠(痰热内扰型)；西医诊断：

神经官能症。按上述手法治疗,每日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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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案例 1 患者是由脾虚引起脾的运化水湿的功能下降,
加之肺热炽盛,肾阳不足,进而痰热内扰,导致失眠。故治以健

2012 年 6 月 19 日二诊：患者经 10 次按摩后,睡眠已明显

脾利湿、温补肾阳、泻肺火为主。手法上以拇指轻手法按揉脾

好转,醒后精神较好,偶有头晕头痛,胸闷腹胀、口苦痰多、大

俞、意舍、胃俞、胃仓、大包,轻手法顺经推小腿内侧足太阴

便溏泄等已基本消失。继做 2 个疗程,以巩固疗效,并嘱患者平

脾经路线,可起到健脾和胃作用；而以拇指轻手法按揉肾俞、

时应注意加强锻炼,保持心情舒畅。

志室,擦命门、涌泉,及轻手法顺经推小腿内侧足少阴肾经路线,

2012 年 8 月 4 日三诊：患者睡眠已完全改善,精神状态良

则可起到温补肾阳的作用。这里的轻手法、擦法和顺经推均属

好,已能正常工作。嘱其加强锻炼,注意饮食,保持心情舒畅。

于补法；而以拇指重手法点按肺俞、魄户、中府、云门可起到

案例 2：
患者,女,52 岁,机关干部,2012 年 6 月 21 日初诊。

泻肺火的作用,重手法点按上巨虚、足三里、下巨虚、丰隆(祛

2 个月前,患者因和同事发生口角导致失眠,服用安眠类药物,

痰要穴)、三阴交、阴陵泉(利湿消肿),可起到清热利湿的作用,

但效果不佳。刻诊：失眠多梦,时醒时睡,潮热汗出,心烦易怒,

这些皆属于泻法。

面红目赤,头晕目眩,口苦咽干,两胁胀满,大便秘结,腰膝酸软,

案例 2 患者是因和同事发生口角后导致失眠,再加上症状

枕骨下缘、厥阴俞、膏肓、心俞、神堂、肝俞、魂门压痛,舌

和脉象,很明显是肝阳上亢引起的失眠。治法上应以补肾水、

红,苔黄,脉弦数。中医诊断：失眠(肝阳化火型)；西医诊断：

泻肝火及安神为主。在手法运用上,以拇指轻手法按揉肾俞、

围绝经期综合征。按照上述手法治疗,每日 1 次。

志室、然谷、太溪、复溜、阴谷,轻手法顺经推小腿内侧足少

2012 年 7 月 12 日二诊：患者睡眠已明显改善,潮热汗出、

阴肾经路线,均属补法,可滋补肾阴；而拇指重手法点按肝俞、

心烦易怒、面红目赤、头晕目眩、口苦咽干、两胁胀满、腰膝

魂门、太冲、行间、章门、期门,重手法逆经推小腿内侧足厥

酸软、大便干燥等有所改善。继做 2 个疗程,以巩固疗效。

阴肝经路线,则属泻法,可疏肝泻火；再者,由内向外分推两胁

2012 年 8 月 30 日三诊：患者睡眠已完全改善,潮热汗出、
心烦易怒、面红目赤、头晕目眩、口苦咽干、两胁胀满、腰膝
酸软、大便干燥等明显改善。嘱其注意加强锻炼,保持心情舒
畅,避免情绪激动。

部(即期门～章门),亦属逆经推法,也有疏肝理气的作用。最后
用双手十指指腹在头部做轻拿法,可起到安神降气的作用。
(收稿日期：2013-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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