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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夏为天南星科植物半夏 Pinellia ternata(Thunb.)Breit.

会引起食管腐蚀性灼伤,刺激胃黏膜引起灼痛、呕吐现象,刺激

的块茎,有毒。自古以来,因其味辛辣、麻舌而刺喉,具有“戟

[8]
肠道黏膜引起腹部疼痛和腹泻等,严重的可引起死亡 。Lin

人咽”的刺激性,被列为有毒中药。现代研究表明,半夏毒性主

等[9]指出,天南星科植物中所含的草酸钙针晶能引起口腔和黏

要表现为强烈的刺激性,若炮制不当或服用生品会对其所接触

膜炎症。Hsueh 等

的嘴唇、咽喉、口腔、胃肠道黏膜产生强烈的刺激性,导致口

由于植物中所含有的草酸钙针晶沉淀于角膜内而导致角膜结

[1]
舌肿胀、咽喉刺痛甚至失音、呕吐、腹泻等 。对此,中医用

膜炎。草酸钙针晶也可引起接触性皮炎,如天南星科花叶万年

[2]

[10]

认为,一些天南星科植物对人眼的伤害是

生姜解毒,认为“半夏性畏生姜,用之以制其毒,功益彰” 。

青属植物 Dieffenbachia Spp 能引起过敏性接触性皮炎和刺激

梁代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记载：“半夏毒,用生姜汁,煮干

性接触性皮炎以及口腔炎,这是由于草酸钙针晶自发射细胞

姜汁并解之。”但目前生姜解半夏毒的机理尚不明确。为此,

(黏液细胞)射出,针晶刺入皮肤和黏膜导致肥大细胞释放组

笔者对半夏刺激性毒性成分及其作用、生姜的抗炎镇痛活性及

胺

其解半夏毒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1.2

1

[11]

刺激性毒性成分
关于半夏刺激性毒性成分,国内外都进行了深入研究,目

半夏的刺激性作用和成分

1.1

。

前确定是半夏所含有的具有特殊晶型的针晶为半夏的刺激性

刺激性作用
对于半夏的毒性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刺激性毒性、生殖

毒性成分。大量的、极细长并质地坚韧的针形草酸钙针晶,直

毒性和致突变毒性等。而大量的临床观察和药理实验表明,生

接刺激黏膜细胞,导致细胞破损,产生大量的炎症介质,从而引

半夏的毒性主要表现在对多种黏膜(包括胃、肠道及咽喉)的强

起疼痛感并产生炎症反应

烈刺激。在半夏炮制研究中,“刺激性”一直是作为半夏炮制

的纯针晶的刺激性毒性作用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发现,生半

[3]

[12]

。钟氏等[13]对生半夏中提取所得到

前后毒性比较的一个指标。贾氏等 报道,误食生半夏可使口

夏中的针晶确实具有强烈刺激性,针晶腹腔注射的急性毒性是

腔和舌咽产生麻木、肿痛、张口困难、胃部不适、恶心及胸前

相应生品的 200 倍；与半夏生品混悬液在针晶含量相同的条件

压迫感等,严重者可使呼吸迟缓而不整,痉挛,最后麻痹而死

下,对家兔的眼刺激作用基本相同,针晶浓度与家兔眼刺激程

亡。研究表明,半夏生品混悬液能使家鸽呕吐,并呈现非常显著

度呈现确切的量效关系；而茜草中同样含有大量的针晶,却不

的黏膜刺激作用,从而被认为生半夏的毒性主要表现为对黏膜

具有刺激性。通过显微观察,发现茜草中的草酸钙针晶大多为

[4]
(包括胃、肠道、眼及咽喉)的强烈刺激作用 。有研究表明,

粗短型,质脆易碎,而半夏针晶极细长坚韧,可弯曲,末端尖锐,

[5]

[6]

半夏能引起家兔眼结膜水肿,家鸽呕吐,小鼠失音 。吴氏等

有倒刺,两者在晶型、结构及质地上有着根本的差别。这表明,

用半夏粉末混悬液腹腔注射可使小鼠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增

不同植物体中的草酸钙晶体因其结构、形状、质地上的差异而

加,渗出液中炎症介质前列腺素 E2(PGE2)含量增加。

导致其有无刺激性及刺激性强弱。另外,半夏的毒针晶除含有

半夏的刺激性作用与国外诸多文献所报道的某些天南星

草酸钙以外,还含有 6.084%的蛋白。针晶蛋白具有过敏性毒性,

科植物中含有的草酸钙针晶引起的刺激性作用非常相似,其草

半夏的刺激性毒性与针晶蛋白的含量呈正相关

酸钙针晶的毒性作用主要表现为炎症反应。草酸钙针晶可经

2

[14]

。

生姜的抗炎镇痛作用

眼、皮肤、口腔引起强烈的刺激性毒性。不慎溅入眼睛,可引

生姜(Zingiber officinale Rosc.)为姜科植物姜的新鲜

起重度疼痛,结膜水肿、畏光、眼睑痉挛、催泪、角膜擦伤和

根茎,是一种药食两用的植物,具有广泛的药理作用。生姜的化

[7]
结膜炎 ；若皮肤接触,可引起轻微皮炎、严重灼伤,严重的可

学成分主要有挥发油及辛辣成分两大类,辛辣成分中主要有姜

引起大疱疹等一系列的症状。摄入天南星科中的某些植物,能

酚(gingerol)、姜烯酚(shogaol)和姜酮(zingerone)等酚类成

立刻引起严重疼痛、水肿、流涎、溃疡和吞咽困难,不慎吞入

分

[15]

。生姜的抗炎作用自 20 世纪 80 年代第一次被报道以来,

国内外对生姜的抗炎机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现其能抑制前
[16]

。生姜在体外能抑制人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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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因子的合成和释放,抑制炎症反应相关基因的诱导,而其中

[17]

。研究表明,生姜能抑制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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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基因能表达细胞因子、细胞趋化因子和环氧化酶-2[18] 。
Mascolo 等

[19]

研究了生姜提取物的抗炎、镇痛和解热作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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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针晶具有锈蚀、溶解作用,使其锋利细长的针尖锈蚀、脱落、
[1]
溶解,晶形结构破坏,含量下降,从而失去刺激性的作用 。生

现生姜提取物可以减轻角叉菜胶引起的大鼠足肿胀和酵母诱

姜汁可以使生半夏对小鼠腹腔、家兔眼结膜的刺激性下降[34-35],

导的发热,对前列腺素释放的抑制具有剂量依赖性。生姜中的

提示生姜具有抗炎镇痛作用,能减轻针晶对机体造成的伤害。

姜酚可以抑制 RBL-1 细胞中的前列腺素和白三烯,并且姜酚因

生姜制半夏的研究目前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对生姜解

[20]
其含有较长的烃基链,对白三烯的抑制作用强于前列腺素 。

半夏毒的研究尚需进一步深入,尤其对其解毒、增效机理等方面

姜酚的抗炎作用机制是抑制 PGE2、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
[21]

的合成,减少促炎细胞因子 IL-12、IL-1β 的产生

；通过环

氧化酶-1(COX-1)/血栓素的合成途经来抑制花生四烯酸的代
[22]

谢,且抑制环氧化酶-1 的作用强于阿司匹林

。另外,姜酚及

类似物可抑制花生四烯酸诱导的人血小板的释放与聚集,抑制
环氧酶的活性

[23]

。有报道认为,姜酚是 vanilloid receptor
[24]

(VR1)受体激动剂,激活 VR1 受体起到抗炎镇痛作用

。一氧化

氮(NO)作为自由基类,具有诱导促炎细胞因子产生,6-姜酚能
[25]

抑制 iNOS 基因的表达和活性,从而减少 NO 的产生
3

。

生姜解半夏毒的研究

的研究尚需加强。另外,临床上生姜配伍半夏常用剂量和临床生
姜解半夏毒剂量的正确性,也是今后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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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草为紫草科植物新疆紫草(软紫草)Arnebia euchroma

[3]
链球菌均有明显抑菌作用。徐氏等 研究发现,紫草联用甲氧

(Royle)Johnst.或内蒙紫草 Arnebia guttata Bunge 的干燥

苄氨嘧啶(TMP)后,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伤寒杆菌、

根[1],主要成分为萘醌类色素和多糖类化合物。紫草具有凉血、

绿脓杆菌、痢疾杆菌、水弧菌 6 种细菌的抗菌活性均显著增强,

活血、解毒透疹的功效,用于血热毒盛、斑疹紫黑、麻疹不透、

[4]
说明紫草与 TMP 联用具协同作用。侯氏等 采用多种不同溶剂

疮疡、湿疹、水火烫伤。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紫草具有较好

提取紫草有效成分,并测定了其对常见食品污染微生物的抑菌

的抗菌、抗肿瘤、抗病毒、抗炎、抗过敏、保肝降酶等作用,

活性,结果表明,紫草提取物具有广谱、高效的抑菌效果,对细菌

是一种药用价值很高的植物,近年来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极大重

的 MIC 在 2.0 mg/mL 以下；对细菌抑菌效果明显优于真菌,而对

视。笔者就其近年来药理作用的研究进展概述如下。

革兰氏阳性细菌的抑菌效果最理想,其中以乙酸乙酯、正丁醇提

1

取物的抑菌效果最理想。李氏等 研究发现,滇紫草、新疆紫草

药理作用

1.1

抗菌

[5]

和露蕊滇紫草提取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α-溶血性链球菌、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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