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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参药证的历史演变谈中药功效合理评价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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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的功效经过了数千年的发展,由最初的亲自实践并加

宋金元时期共入选方剂 697 首,人参主治共涉及 77 种临床

以记载到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并用于指导临床,在此过程中,

表现。其中出现频次较多的是呕吐(136 次)、纳差(120 次)、

由于文化背景、医学水平、用药习惯等不同因素的影响,在表

(86 次)、咳嗽(85 次)、烦躁(78 次)、腹胀(63 次)。数据挖掘

述上存在随意性大、一致性差、缺乏规范等问题

[1-3]

。随着用

及因子分析提示症状的主要组合形式有如下几类：①头晕、纳

药经验的积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和丰富了中药的功效,

差、体倦乏力；②咳嗽、喘息、胸闷；③腹泻、腹痛、呕吐；

但是,由于医家个人见解和用药经验的差异,主治范围的扩大

④烦躁、口渴；⑤发热、消瘦；⑥自汗、心悸。

暴露出某些基本理论容量的不足,一语多义的现象普遍存
[4-5]

明清时期共入选方剂 809 首,人参主治共涉及 84 种临床表

。相比之下,有的应用范围逐步扩大,有的应用范围更加

现,其中出现频次较多的是腹泻(76 次)、脉虚(72 次)、呕吐(71

局限,有的则在原有基础上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古今中药应

次)、体倦乏力(58 次)等。数据挖掘及因子分析提示症状的主

用指征的内涵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在中医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

要组合形式有如下几类：①腹泻、腹胀、呕吐、纳差；②发热、

功效差异,对于中药有效性、安全性的合理评价具有直接影响。

烦躁、口渴；③自汗、头晕、体倦乏力；④咳嗽、发热、体倦

笔者以人参为切入点,采用多元统计的因子分析方法和数据挖

乏力；⑤腹痛、脉虚；⑥心悸。

掘方法,对历代人参应用指征和配伍规律进行分析,从人参药

2

在

证的历史演变规律揭示中药功效的古今差异及其形成的原因,

人参临床应用指征的历史演变
从历代人参应用指征的信息挖掘结果可以看出,人参的应

也将为人参功效的合理评价提供参考依据。

用指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①呕吐、腹痛、腹泻、

1

心下痞满等消化系统的表现；②咳嗽、喘等呼吸系统的表现；

1.1

历代文献中人参临床应用指征的信息挖掘
数据的选择、分析与统计

③自汗、心悸等心血管系统的表现；④发热、恶寒、烦躁、口

从《方剂大辞典精编本》中选择药味数≤12 味且含人参

干、口渴、脉沉等反映全身状态的表现。而且,上述临床症状

的方剂作为研究对象,共得方 1 614 首,利用 Microsoft Excel

并非孤立存在,往往是以特定的组合形式出现的。如发热、烦

建立数据库。由于所收方剂年代跨度较大,对“同药异名”的

躁、口舌干燥、口渴相关性较强,脉沉、喘相关性较强,腹痛、

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名称规范,药典中没有的

呕吐相关性较强,下利、心下痞满相关性较强,心悸、自汗相关

则根据《中药大辞典》中名称规范；症状及体征的表述存在不

性较强。笔者对人参主治症状和体征分析后发现,在不同历史

统一的情况,根据现行高等中医院校使用教材《中医诊断学》

时期人参的功效与主治具有不同的内涵,根据表现形式大致可

中的名称统一命名,对无法统一命名的则仍用其旧；根据《中

以分为以下 3 个时期。

医病证分类与代码》(GB/T15657-1995)确定中医病证分类及病

2.1

实证时期(药证相应时期)

证名称,不能明确归类者,仍用其旧。按照方剂出处著作的年代

这一时期,用药很少受病机的约束,药物的应用指征具体,

大致划分为汉唐、宋金元、明清 3 个时期。通过频数统计及多

绝大多数都是临床常见的症状或体征,这一时期主要集中于汉

元统计学方法中的因子分析方法和数据挖掘方法,对历代人参

唐及以前。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就是张仲景《伤寒论》
、《金匮要

应用指征和配伍规律进行分析。统计软件采用 SPSS13.0 及

略》,还有孙思邈的《千金方》和王焘的《外台秘要》。这一时

SPSS Clementine 8.1。

期人参的临床应用指征也以具体的症状和体征为主。如《千金

1.2

方》中的人参丸治“心悸,志意不安,不自觉恍惚恐惧,夜不得

结果
汉唐时期共入选方剂 108 首,人参主治共涉及 60 种临床表

眠,虚烦少气；男子虚损心悸”,人参当归汤主治“产后烦闷不

现。其中出现频次较多的是呕吐(33 次)、腹泻(19 次)、腹胀

安,产后去血过多,血虚则阴虚,阴虚生内热,内热曰烦。其证心

(15 次)、腹痛(12 次)等。数据挖掘及因子分析提示症状的主

胸烦满,呼吸短气,头痛闷乱,骨节疼痛,晡时则甚,与大病后虚

要组合形式有如下几类：①烦躁、气短、胸闷；②恶寒、关节

烦相类”,《外台秘要》扶老理中散用治“羸老,食饮不化,腹

痛；③胁肋胀痛、呕吐、纳差；④腹泻、腹痛；⑤咳嗽、喘息；

虚满,拘急短气,及霍乱呕逆,四肢厥冷,心烦气闷流汗”。通过

⑥发热、自汗；⑦腹泻、腹胀、四肢不温；⑧心悸、脉虚。

频数统计、因子分析及数据挖掘发现,这一时期人参主要用于
汗、吐、下、失血等体液大量丢失后出现的各种病症。通过对

通讯作者：黄煌,E-mail：huanghuang54@163.com

人参主治症状和体征的关联分析后发现,汗、吐、下、失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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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液大量丢失是应用人参的一个重要指征,其中以体液大量丢

竭,而人子之心已尽,此命数使然,可以无恨矣。若服攻削之药

失后出现消化功能减弱的临床表现为主。

而死,即使用药不误,病实难治,而医者之罪,已不可胜诛矣。故

2.2

人参者,乃医家邀功避罪之圣药也。病家如此,医家如此,而害

推理时期(病机相应时期)
在临床经验积累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对药物的功效与作用

人无穷矣！”由于这一时期对人参资源的过度利用,导致资源严

机理加以解释和推断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这样就逐渐形成了

重耗竭,价格也一度飙升,结果导致人参逐渐变成了一种“高档

[2]
中医学的理论体系 。由于当时对人体解剖、生理的认识还不

保健品”。在国外学者看来,人参主要是“治疗虚弱和乏力”或

足。于是,对一些临床中不能解释的现象就借助于阴阳五行、

用于“保持或增进健康”

气、血、水、火等朴素的自然哲学范畴的概念,这一过程在宋

为研究对象,考察耐力、耗氧量、记忆力、注意力集中程度等

金元时期最为明显,并一直延续到明清以后。从这一时期有关

指标来评价人参的功效,其研究结果往往不能合理地评价人参

方书的论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人参临床应用指征的变化。如由

的有效性与安全性。

单味人参组成的 4 首方剂：
《全生指迷方》中的人参散用治“吐

3

血”,《百一选方》破证夺命丹用治“伤寒坏证,元气大亏,阳

[3-4]

。而且国外也通常以健康人群作

讨论
多元统计的因子分析和数据挖掘方法是研究中药配伍规
[5-6]

。从初步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在悠久的药用

气暴脱,喘息脉微,吐血咯血等”,《丹溪心法》人参膏治疗“滞

律的常用方法

下,昏仆目上视,溲注而汗泄,阴虚阳暴绝。嗽而肺虚者。诸证

历史中,人参广泛地用于各科疾病的治疗,从其应用指征的历

因攻之过,以致元气耗惫,用此补之”,从《十药神书》独参汤

史演变过程可以看出,人参的功效与主治是随着中医学的发展

治疗“大汗大下之后,及吐血、血崩、血晕诸症”可以看出,

而逐渐变化的,期间存在表述上的不一致性与内涵的不同。这

人参的主治内容虽然较前大大地丰富了,但具体的临床表现却

也反映了古今中药应用指征,即药证存在差异性这一普遍现象,

越来越少了,包含了大量抽象的内容,主要借助于诸如“气虚”、

这不仅直接影响中药有效性与安全性的合理评价,而且也直接

“气不足”等病机概念的表述。由于不同医家对气、阴以及

影响现代药理实验中药效学指标的筛选。如历来有“丹参养

“虚”
、“不足”等概念的理解不同,也就造成了人参应用指征

血”、“一味丹参,功同四物”之说。在一些中药教科书以及文

的泛化,使这一时期人参应用范围的扩大。如清代周岩《本草

献资料中,丹参都被作为养血活血药,与当归、四物汤相提并

思辨录》说：“一物而毁誉交集者,惟人参为最。好补之家多誉,

论。现代研究表明,养血药的作用机理涉及骨髓造血功能的多

好攻之家多毁,其誉者复有补阴补阳之各执……”至此,中医学

个环节,而对丹参的现代研究历时久远,范围颇广,深度颇深,

看似进了一大步,其实药物的应用指征却越来越模糊,越来越

成果丰硕,但至今尚未证实其对骨髓造血系统的促进作用,丹

不易把握了,至少人参这味药是如此。清代张隐庵《本草崇原》

[7]
参的养血功效也因此受到了质疑 。

有这样关于人参的论述：“春秋运斗枢云,瑶光星散,而为人

因此,针对中药功效存在差异性这一现象,通过文献的梳

参……独人参禀大宿之光华,钟地土之广厚,久久而成人形,三

理与挖掘加强对古代文献中常用中药功效及其应用变迁的系

才俱备,故主补人之五脏。脏者藏也。肾藏精,心藏神,肝藏魂,

统研究,去伪存真,还原每一味中药功效的本来面目,对每一味

肺藏魄,脾藏智。安精神,定魂魄,则补心肾肺肝之真气矣。夫

常用中药的功效加以规范,这对指导临床合理用药,保证临床

真气充足,则内外调和,故止惊悸之内动,除邪气之外侵。明目

用药的有效性、安全性和促进中医药学现代化的深化与发展具

者,五脏之精上注于目也。开心者,五脏之神皆主于心也。又曰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益智者,所以补脾也。上品之药,皆可久服,兼治病者,补正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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