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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夏来源于天南星科植物 Pinellia ternate(Thunb.)Beri.
[1]

到东,又由东至西的历史变迁过程。目前,我国半夏主要产于陕

的干燥块茎,具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消痞散结之效 。目

西、湖北、山东、山西、四川、河南、甘肃、江苏等中东部地

前,半夏的年需求量在 500～600 万 kg,而半夏野生加家种量仅

区,可能多由历史产区发展起来的。

能满足 1/3,市场缺口很大。为弄清半夏的用药历史、生产现

1.3

状、质量评价等情况,笔者就近年来有关半夏资源的研究情况

品种研究现状
半夏在我国多省均有分布,长期以来形成了不同的自然居

作一综述。

群,其叶形变化极大。早在 1920 年,Engeler 就根据我国及日

1

本半夏标本叶形变化将半夏分为 4 个变种。其后,我国胡世林

1.1

品种
考证

等将半夏居群中的五叶类型命名为五叶半夏。越来越多的学者

《礼记·月令》称：“五月半夏生,盖当夏之半。”最早提

指出,半夏叶形变化极大,几无规律可寻,甚至同一地理位置也
[6-7]

。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任氏等[8]采

出半夏之名。半夏本草始载于《神农本草经》,以后历代本草

可出现多种叶形的半夏

均有记载。如《吴普本草》云：“半夏生微丘或生野中,二月始

用 RAPD 技术分析南充地区野生芍药叶型和竹叶型 2 个半夏基

生叶,三三相偶,白花圆上。”《新修本草》言：“半夏所在皆是,

因指纹图谱,并对典型特异性 RAPD 产物进行克隆,结果发现,

生平泽中者,名羊眼半夏,圆白为胜。”《蜀本草》谓：“苗一茎,

南充野生不同叶型半夏基因组存在差异,即同一地理位置可存

茎端三叶,有二根相重,上大下小,五月采则虚小,八月采实

在 2 种以上的半夏类型。现代细胞学研究表明,半夏各自然居

大。”《本草图经》载：“二月生苗,一茎,茎端出三叶,浅绿色,

群染色体存在严重的复合多倍现象,甚至还存在非整倍性变化,

颇似竹叶而光,江南者似芍药叶。根下相重生,上大下小,皮黄

[9]
[10]
充分体现了半夏具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 。薛氏等 利用 AFLP

肉白。
”《植物名实图考》谓：
“所在皆有,有长叶、圆叶两种,

分子标记技术,对我国 30 个不同地理居群半夏遗传多样性进

[2]

同生一处,夏亦开花,如南星而小,其梢上翘似蝎尾。” 《本草

行了分析,得出我国半夏种质具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再通过

纲目》除引载上述本草外,还载有半夏图。

聚类分析发现,不同地理分布、相同或不同叶形的半夏居群间

历代本草虽未提及半夏叶柄上具珠芽,1 年生者常为单叶,

具有遗传相似性,可聚集在同一类群。

但从其描述的植物形态和附图特征来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由此可见,根据地理位置或植物形态划分的“居群”与植

药典》(以下简称“《中国药典》”)、《中国植物志》中收载的

物分类学定义的变种或居群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仅凭地理位置

半夏是一致的,均为天南星科植物 Pinellia ternate(Thunb.)

或叶形变化对半夏进行种内划分是不合理的。《中国药典》规

[3]

Beri.的干燥块茎 。

定 Pinellia ternate(Thunb.)Beri.的块茎是中药半夏的唯一

1.2

植物来源。由于半夏资源日益减少及部分地区药用习惯,目前

历史产区
陶弘景在《名医别录》中指出,半夏“生槐里川谷”,即半

仍有至少同科 3 个属 12 种植物充作半夏使用,常见的有水半

夏原产于陕西兴平县一带。在《本草经集注》又曰：“槐里属

夏、狗爪半夏等,市场流通需格外谨慎。

扶风(陕西关中一带),今第一出青州,吴中亦有,以肉白者为

2

佳。”《神农本草经》中所指的青州即山东济南、胶东一带；吴

2.1

生产
人工栽培技术

中即江苏苏南一带。宋代《图经本草》载：“在处有之,以齐州

半夏的繁殖方式多样化,主要以地下块茎和叶柄上的珠芽

者(齐州即今山东省历城县)为佳。”其后,《药物出产辩》则认

进行繁殖,当然还包括种子,但由于半夏结实率低和种子生产

[4]
为“产湖北荆州为最好”(荆州即今湖北江陵一带) 。《中国

周期长多不采用。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国内开展半夏野生变

[5]

家种驯化研究,鉴于当时对半夏的生物学特性不甚了解,加之

道地药材》认为：“半夏现时以湖北、河南、山东所产为佳。”

总之,唐代以前半夏以陕西一带所产为佳,逐渐移至山东、

该品种属于三高产品,即高投资(需高水肥,种贵,种、管、收、

苏南等地,后又以湖北、河南、山东所产为佳,历经了一个由西

刨费工多)、高风险、高效益,半夏生产发展缓慢。

基金项目：江苏省科技厅高新技术(农业)项目(BG2007319)

雨引起半夏倒苗和病虫害发生是影响其产量和质量最主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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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张氏等

半夏具有喜温、湿,忌高温,怕旱、涝等特点,夏季高温多
[11]

研究发现,倒苗并不是半夏生长中必然的生理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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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单一化学成分指标不能反映半夏品质的综合特点,

象,而是抵御不良环境的一种休眠,气温超过 32 ℃时,半夏发
生倒苗,干旱也会促进半夏倒苗。其后,高氏等

[12]

研究不同遮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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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氏等

[32]

参考农作物及水果等园艺作物种质评价标准的研究

措施对半夏增产效果研究,结果用遮阳网遮荫增产效果显著,

经验,首次提出通过计算产量、品质和抗逆性等多项指标相对

平均增产 34.6%；而用玉米遮荫,因水、肥、光照不足,增产效

权重的打分法对半夏种质进行综合评价的新方法,为客观评价

[13]

果则不明显。薛氏等

研究遮荫对半夏光合特性的影响,得出

半夏优良种质和进行优良品种选育提供更合理、更实用的依

遮荫 70%半夏块茎鲜重增加显著；遮荫 90%则增产效果不明显。

[33]
据。王氏等 采用 HPLC 法对收集的 n 个半夏样品进行测定,

因此,在半夏生产过程中,尤其是夏季,需对半夏适度遮荫降温,

实现了对 31 个组分的分离,获得反映该药材化学成分信息的

干旱时补水,延缓其倒苗或不倒苗而达到增产增收的目的。若

化学数据。用系统聚类分析将半夏样品的质量分为优质品、一

利用大豆、玉米等作物遮荫,应注意播种时间、种植密度,还要

般品和劣质品三等级,初步建立了只通过 HPLC 分析即可对半

保证大田水、肥的供应。根腐病和病毒病是影响半夏生产最严

夏进行质量评价的模型。

重的病害。由于半夏是用于防病、治病特殊商品,在使用农药

药材的外观性状也一定程度地反映了半夏的质量,且在评

防治病虫害时要求非常严格。应贯彻“预防为主,综合防治”

价过程中该方法较简便、直观；优质半夏以色白、质坚实、粉

的植保工作方针,以农业防治为基础,结合化学防治技术,有效

性足著称。目前还没有能客观反映半夏性状特点(如粉性足)

控制病害的发生。半夏播种前一定要严格选种、选地,并对种

的指标,仅凭肉眼观察缺乏说服力。因此,如何简单有效、全面

茎和土地进行消毒；种植期确保大田排水、通风顺畅；刚发现

合理地评价半夏品质有待进一步研究。

病株时,立即连同土壤拔除,集中销毁,并对病穴用 5%石灰水

4

处理,防治病害蔓延

[14]

。

结语
目前,半夏总体生产现状是野生资源匮乏,人工栽培还不

目前,我国山东菏泽、湖北荆门、山西新绛、陕西商洛、

成熟。目前应对半夏野生资源进行全面保护,利用现代生物技术

江苏泰州等地区开展了半夏人工栽培,已形成一定种植规模和

培育出适合长期大量生产的优质半夏种质,满足市场用药需求。

研究成果。还有学者相继开展了半夏品种选育研究,先后选育

参考文献：

出“珍珠半夏”
、“鄂半夏 1 号”等新品种

[15-16]

,较好地解决了

半夏繁殖系数低和产量低的问题。
2.2

[1] 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S].北京：化学工业出
版社,2005.78.

组培快繁

[2] 宋金武,许春年,曹 炜.半夏的本草考辨[J].南京中医学院学报,1992,

组织培养能有效提高半夏的繁殖系数,获得无病毒植株,
快速扩大半夏资源。解氏等

[17]

通过组织培养手段结合茎尖培养

方法,诱导半夏病毒病植株的茎尖成苗,对半夏病毒病的脱毒
[18]

8(4)：254－255.
[3] 李 恒.中国植物志[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13.
[4] 周荣汉.中药资源学[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3.548－553.

以荆半夏叶柄为外植体,采用适当的组

[5] 胡世林.中国道地药材[M].哈尔滨：黑龙江科技出版社,1989.488－490.

培方法,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生产上使用的小块茎。胡氏等

[19]

[6] 张恩迪,郑汉臣.中国濒危野生药用动植物资源的保护[M].上海：第二

[20]

以

率达到 80%。李氏等

建立并优化了贵州珍珠半夏高频再生体系。此外,薛氏等

半夏试管小块茎为材料制成复合型人工种子,并获得较高的种
子萌发率和成苗率,在实际生产中发挥直接明显的效益。还有
报道利用种子包衣技术,在半夏种衣剂中添加植物激素水杨酸,
能有效延长半夏的生长周期,以利于地下块茎的增重。
此外,组织培养技术结合现代育种技术(如物理、化学诱变
育种等)能快速筛选出产量高、有效成分含量高、药效佳的半
夏新品种,解决半夏长期多代无性繁殖造成的品种退化、病虫
害严重、产量低等问题。
3

[7] 楼之琴.常用中药材品种整理和质量研究(北方编)[M].福州：福建科
学技术出版社,1997.919－974.
[8] 任碧轩,白 权,王朝莉,等.南充地区不同叶型半夏的指纹图谱分析[J].
中药材,2007,30(11)：1365－1367.
[9] 余惫群.药用植物资源评价及品种选育[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
社,2006.300－306.
[10] 薛 梅,陈成彬,马小军,等.中国不同地理居群半夏遗传多样性分析[J].
中国中药杂志,2008,33(23)：2849－2851.

品质

[11] 张 明,钟国跃,马开森,等.半夏倒苗原因的实验观察[J].中国中药杂

目前,《中国药典》还未明确规定评价半夏品质的化学成
分指标。半夏中含有生物碱、甾醇类、挥发油类、有机酸类、
氨基酸和无机元素等主要成分,但其含量均较低,其中甾醇类、
氨基酸类和无机元素的测定对半夏药材质量控制的专属性差。
生物碱类一直被公认为半夏中的主要有效成分之一,常用来评
价半夏品质的优劣。目前生物碱主要测定方法有重量法、滴定
法、薄层扫描法和 HPCE 法

军医大学出版社,2000.26.

[21-30]

。此外,文氏等

[31]

采用 HPLC 建

立了 6 种叶型性状类型半夏的指纹图谱,半夏药材有 11 个共有
峰,虽叶型不同,但其化学成分的相似度很高,因此,半夏的指
纹图谱可作为半夏质量评价的依据之一。

志,2004,29(3)：273－274.
[12] 高尚峰,韩锦芹.半夏遮荫增产效果研究[J].现代中药研究与实践,
2006,20(3)：23－25.
[13] 薛建平,王 兴,张爱民,等.遮荫对半夏光合特性的影响[J].中国中药
杂志,2008,33(24)：2897－2900.
[14] 张小斌,唐养璇.商洛半夏块茎腐烂病的原因初探及防治对策[J].商
洛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6,20(2)：37－39.
[15] 梁玉勇.珍珠半夏的有性制种新技术[J].中国种业,2005,24(10)：59－
60.
[16] 伊文仲,张万福,陈科力,等.鄂半夏 1 号生态种植技术生产规程[J].

·106·

Chinese Journal of Information on TCM

May.2010 Vol.17 N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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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心血管疾病已成为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主要病种

络,瘀血内停,脉络不通,故见胸部刺痛。针对该病因病机,临床

之一,其中冠心病心肌缺血占有重要比例,多由心脏冠状动脉

医生多采用活血化瘀法进行治疗,不仅可以改善临床症状,而

发生粥样硬化所致,其临床表现为胸闷、胸痛、气短、乏力、

且能够调整此类症状产生的病理状态,从而获得良好的治疗效

汗出等。现代医学治疗包括药物溶栓、经皮冠脉介入(PCI)、

果。目前,本治法已经作为治疗冠心病心肌缺血的常用治法并

冠状动脉旁路搭桥术(CABG)及心脏移植术等,但其不良反应、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复发率及致死率居高不下。中医药通过辨证论治,可以发挥全

2.2

[1-2]

。

益气养阴法
冠心病心肌缺血属虚证,气阴两虚,气虚则无力行血,阴虚

面调节机体功能,具有多途径、多环节、多靶点干预的优势,从
而克服溶栓及介入疗法的不足。现将近年来相关研究总结如下。

则脉络涩滞,均可使血行不畅,气血瘀滞。《灵枢·刺节真邪》

1

篇曰：
“宗气不下,则脉中之血凝而留止。”基于此论并结合具

中医对冠心病心肌缺血的认识
中医根据心肌缺血病理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症状多将其归

体的临床症状表现进行辨证论治,认为气虚为本病的主要原因,

属于“胸痹”、“心悸”和“真心痛”等范畴。由于诸多原因造

气虚日久,损耗心阴,可见心肌收缩力减弱、心率减慢、心排出

成血管闭阻,导致心肌缺血缺氧而产生心悸、胸痛等症状。中

量减少,致心肌缺血缺氧,甚则心绞痛、心肌梗死,宜采用益气

医认为,虚为缺血、缺氧之本,而致虚的根源则在于气血阴阳的

养阴法治疗,结果疗效显著

平衡失调,其病理状态则以虚实夹杂、本虚标实多见。其机制

2.3

[3-4]

。

通阳豁痰散结法

或因寒湿外侵,气血运行受阻；或因饮食不节,损伤脾胃,滋生

饮食失当,损伤脾胃,运化失健,脾胃阳虚,聚湿成痰,寒痰

痰湿,阻碍心脉；或因劳逸失度,损伤心脾,气血化源不足；或

壅塞脉络,络脉痹阻,心肌缺血而心失所养,致胸闷如窒而痛。

因七情内伤,气血瘀滞；或因先天不足,加之调养失当,久病及

对于痰浊阻止、痹阻心阳而阳气失畅的病因病机的认识,张仲

心,致心脏阴阳气血虚损而发病。

景开创了通阳宣痹治疗先河,瓜蒌薤白白酒汤及瓜蒌薤白半夏

2

汤即为该法的鼻祖方剂。在此基础上,近代又发扬光大,认为冠

辨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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