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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连的药理研究进展
丁晓媚

宁玉梅

黄连为毛茛科植物味连、三角叶黄连，或云连的干
燥根茎，分为“味连”“雅连”“云连”。多年生草本，

对耐一代、二代、三代β-内酰胺类抗生素的AmpC酶有
［6-8］

较好的抑制作用

。

性苦寒。归心、脾、胃、肝、胆、大肠经。黄连的药用

黄连所含 4 种主要生物碱小檗碱、药根碱、黄连碱

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具有清热燥湿、泻

和巴马亭的敏感菌范围相同，但抑菌活性不同，其中小

火解毒等功效，用于湿热痞满，呕吐吞酸，泻痢，黄疸，

檗碱的抑菌活性最大、黄连碱和巴马亭次之、药根碱最

高热神昏，心火亢盛，心烦不寐，血热吐衄，目赤，牙

小

痛，消渴，痈肿疔疮；外治湿疹、湿疮、耳道流脓。

芳型季铵氮结构，但分子结构存在差异。Iwasa等

［10］

。四者具有相同的原小檗碱类生物碱分子骨架和
［9］

研

究认为，4 种生物碱在分子结构上的区别在于A环 2,3
1

黄连的药理作用研究

位取代基团与D环 9,10 位取代基团的不同，A环和D环

药理研究表明，黄连的主要活性成分为小檗碱、表
小檗碱、黄连碱、甲基黄连碱、巴马亭、药根碱、木兰

取代基团不同则对原小檗碱类化合物的抑菌活性也有
增减。
黄连的抑菌机制有不同观点，有研究认为黄连的抑

花碱等生物碱，总生物碱(TA)的含量约 10%，小檗碱、
［1］

，

菌机制通过抑制细菌的RNA、蛋白质和脂质的生物合成

。同时，通过薄层扫描

与糖的酵解实现；有研究认为，黄连的抑菌机制可能与

法测定黄连中小檗碱的含量及利用平板法测定最低抑

菌体内DNA形成复合物而影响DNA的复制、干扰细菌

菌浓度得知，小檗碱是黄连的主要抑菌成分，即黄连的

的繁殖有关。此外黄连在低于抑菌浓度时还可增加白细

抑菌活性与所含小檗碱的含量呈正相关。黄连的药理作

胞的吞噬能力，抑制细菌凝固酶的形成，从而有利于网

用十分丰富，主要包括抗病原微生物、抗肿瘤、降血糖、

状内皮系统的吞噬。华国强

黄连碱、巴马亭和药根碱占黄连总生物碱的 95%
其中小檗碱含量在 50%以上

［2］

降血脂、抗血小板聚集、抗溃疡、免疫调节等

［3］

1.1.1

抗菌作用：黄连具有广谱的抗菌作用

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测定和电镜观察下证实，黄连改变了离子通道的通透性

。

而使钙离子外流，破坏了细菌的内环境，从而细菌生长

抗病原微生物作用

1.1

［11］

［4］

，对于

抑制。通过荧光扫描、PCR和同位素标记证实，黄连可

葡萄球菌、链球菌、肺炎球菌、霍乱弧菌、炭疽杆菌、

抑制DNA、RNA、蛋白质的合成。

除宋内氏以外的痢疾杆菌均有较强抗菌作用，尤其对肺

1.1.2

炎球菌的抑制强度与青霉素相同，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

板稀释法体外测定黄连抗白色念珠菌的效果。结果，黄连

抗菌能力优于青霉素；对肺炎杆菌、白喉杆菌、枯草杆菌、

有明显的抗白色念珠菌作用，最小抑菌浓度为 50 mg/ml。

百日咳杆菌、布氏杆菌、鼠疫杆菌、结核杆菌也有抗菌作

1.1.3

用。大量药理研究表明，黄连对耐药菌也有较好作用，如

体外测定黄连素对抗解脲支原体（UU）8 型标准菌株

［5］

对耐氟喹诺酮类药物的金黄色葡萄球菌有抑制作用

；

［12］

抗真菌作用：刘强

抗支原体作用：杨婧

等采用纸片定量加药法和平

［13］

采用微量液体稀释法，

及 15 型菌株UU均有抗菌效应，且对红霉素耐药的UU
临床菌株也有较强的体外抗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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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抗肿瘤作用

作者单位：310005 杭州，浙江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

研究发现，黄连可阻断促癌物质对潜在癌变细胞的

院中医妇科（丁晓媚）；310005 杭州，浙江省新华医院科教部

作用，因而对部分类型的肿瘤细胞如结肠癌细胞有抑制

（宁玉梅）

作用。狄晓鸿等

［14］

采用MTT法、原位末端标记技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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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NEL）、免疫细胞化学法研究认为，黄连素在体外

据报道，黄连和某些抗生素合用有协同作用。与加

对宫颈癌 Hela 细胞有生长抑制作用，其诱导凋亡作用

青霉素、头孢噻肟、苯唑西林相比，双黄连加头孢唑啉

可能与 Bcl-2 蛋白表达下调有关。

对标准金葡菌的MIC降低最多，可达 99.23%

1.3

降血压作用
司晓晨

［15］

华等

研究发现，黄连素片（中药黄连的粗提

［23］

［22］

；陈志

将黄连与环丙沙星合用后，对禽大肠杆菌、志

贺氏菌的抑菌作用均强于黄连。黄连与甲氧苄氨嘧啶

品）以剂量依赖的方式抑制钙离子的内流而降低血压，

(TMP)合用，对大肠杆菌、沙门氏菌有增效作用，且随

其作用与尼群地平相似，且更持久。黄连素还可通过抗

着TMP浓度的增加杀菌作用也随之增加

胆碱酯酶增强乙酰胆碱作用，扩张周围血管、降低血管

2.2

降血糖作用
江焱

［16］

观察黄连素对 68 例代谢综合征的疗效，

治疗后血糖、血脂、血压、腰围及胰岛素敏感性均有显
著改善。殷峻等

炮制方法对抑菌效果的影响

选、切制饮片、酒制、吴茱萸制、姜制

［17］

。

《中药饮片炮制述要》规定，黄连的炮制方法为净

阻力达到降压作用。
1.4

［24］

在“黄连素的体外降糖作用”观察

［25 ］

。临床实践

表明，黄连酒制可引药上行，增强清头目之火的功效；
吴茱萸制可抑制黄连苦寒之性，使黄连寒而不滞；姜制
可缓和黄连过于苦寒之性，并善治胃热呕吐。据研究，

中得出，黄连素主要通过增加肝细胞的葡萄糖消耗量实

黄连不同炮制品与生黄连一样均有不同程度的抑菌作

现改善胰岛素抵抗作用。

用，但作用菌群有变化，黄连经不同炮制后其所含成分

1.5

降血脂

发生部分变化，药理作用和抑菌机制也发生相应变化。

黄连素可增强肝脏氧化歧化酶的活性、降低肝脏过

生品和各种炮制品对福氏痢疾杆菌、宋内氏痢疾杆菌、

氧化脂质水平及血清甘油三脂、总胆固醇含量，阻止类

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葡萄球菌的抑菌作用较强，对伤

脂质的吸收及游离脂肪酸通过黏膜上皮细胞的再脂化

寒杆菌、副伤寒杆菌抑菌作用较弱。酒黄连水煎液对金

［18］

作用，控制因脂质代谢失调产生或加重的高脂血症

。

黄色葡萄球菌、白色葡萄球菌的抑制作用优于生品及其
他炮制品

2

影响黄连抑菌作用的因素

［26］

。所以黄连生品及各种炮制品应根据病情

正确使用。

中药抗菌具有缓和、持久、疗效稳定、不易产生耐

用灸、煮、烘、微波四种不同方法炮制的萸黄连，

药性等特点，但炮制方法、剂量、药物配伍不同，黄连

小檗碱含量均有所降低，但其中用微波法炮制的降低最

的作用也会有所改变。

少，小檗碱含量的顺序为微波法＞烘法＞煮法＞炙法

2.1

［27］

在临床应用、新药的开发中，除用传统的水煎剂外，还

配伍对抑菌效果的影响
王桂红等

［19］

。

的体外实验显示，与甘草、黄芩、栀

子、大黄、黄芩配伍后，黄连的抑菌作用均有所减弱，
且减弱程度与小檗碱的损失有关。孟斌等

［20］

要考虑炮制方法对疗效的影响。
2.3

助剂对抑菌作用的影响
［28］

李亚梅等

将大鼠随

通过动物实验研究不同助剂对黄连生

机分为两组，分别给予黄连和黄连配伍厚朴灌胃，测定

物碱作用的影响。结果，明胶可提高小鼠对黄连生物碱

血中小檗碱的血药浓度后认为，黄连与厚朴配伍后，厚

的吸收率，使黄连生物碱在动物体内的血药浓度增大，

朴能促进盐酸小檗碱的吸收、减缓盐酸小檗碱的消除，

达峰时间提前，半衰期增加，使黄连生物碱在体内吸收

提高黄连活性成分盐酸小檗碱的生物利用度，从而提高

得更充分。

［21］

了黄连的抑菌作用。焉巧娜

测定认为，与黄连相比，

黄连与肉桂配伍后有利于增加有效成分盐酸小檗碱的

2.4

溶媒对黄连作用的影响
如果不用传统水煎方法，药对（相配伍的一对药）
［29］

吸收，使盐酸小檗碱在组织器官内分布快、分布广。提

中原有的化学组分配伍关系将发生变化。彭明兴等

示中药配伍对黄连抑菌作用的影响与配伍药物相关活

应用RP-HPLC技术对比研究水和盐酸-甲醇两种溶媒对

性成分的变化有关。

黄连-吴茱萸药对中小檗碱型生物碱溶出率的影响。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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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随黄连-吴茱萸配伍比例减小，用盐酸-甲醇提药根
碱巴马汀小檗碱三种生物碱溶出率的降低幅度较水提
法小。提示溶媒的选择会直接影响中药的作用。
此外，黄连的抗菌活性与其浓度呈正相关，药物浓
度越高，其抗菌能力越强

［22，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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