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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芷的性味归经与药理作用的相关性
温慧萍
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植物白芷[Angelica dahurica

EOAD 对小鼠具有镇痛、镇静作用，且无依赖性

［5 ］

。进

(Fisch.exHoffm.)Benth.et.Hook.f] 和 杭 白 芷 [Angelica

一步研究发现，EOAD 可使脑内类阿片肽表达的阳性细

dahurica(Fisch.exHoffm.)Benth. etHoot. f. var. formosana

胞数增加，升高下丘脑中β-内啡肽 NO，与烯丙吗啡、

(Boiss.) Shan et Yuan]的干燥根，始载于《神农本草经》，

氟啶醇有协同作用

性辛、温，归肺、脾、胃经，具有祛风除湿，通窍止痛，

去甲肾上腺素、5-羟吲哚乙酸的含量，显著升高多巴胺

消肿排脓的功效。药理研究表明，白芷具有抗炎、镇痛、

而发挥镇痛作用

抗肿瘤、保肝等多种药理活性。本文对白芷的中药药性

可显著抑制蜜蜂毒（BV）诱发的缩足反射及原发性热

（如性味、归经、功效等）与现代药理学研究进行归纳

痛敏，且呈剂量依赖性

分析，探讨两者之间的相关性。

类成分具有镇痛解痉作用，可对抗热板、冰醋酸所致小

［6］

，且可降低血中单胺类神经递质、

［7］

。白芷水煎剂（0.1、0.4、2.0 g/ml）
［8 ］

。王梦月等

［9］

发现总香豆素

鼠疼痛及氯化钡（BaCl2）所致兔肠平滑肌痉挛。王春
1
1.1

白芷的性味归经及其相关作用

梅等

辛温归肺经与通窍作用：白芷辛能散结、温可痰

［10］

研究发现，白芷香豆素可明显减少 NO 的合成

而发挥镇痛作用。对其有效部位进行成分研究，共鉴定

饮，辛香行窜，善走头面，具有良好的芳香开窍作用，

出 11 种香豆素类成分，主要成分为氧化前胡素、欧前

李杲首次提出白芷有通窍作用，谓“白芷疗风通用，其

胡素、异欧前胡素，相对含量分别为 10.3%、6.58%和

［1］

［11］

气芳香，能通九窍表汗不可缺也” 。药理研究表明，

5.16%

白芷能宣肺通窍，具有止咳平喘作用，其活性成分为白

（NE）
、多巴胺（DA）、5-羟色胺（5-HT）的含量而起

芷挥发油、东莨菪素及香豆素类。李凡成等

［2］

观察了

鼻炎喷雾剂（含白芷）可改善大鼠肠系膜微循环及其鼻
塞症状。龚志南等

［3］

试验观察到，白芷的欧前胡素、

。白芷欧前胡素可降低外周血中去甲肾上腺素

镇静及抗惊厥作用
1.3

［12］

。

辛温归脾胃经与抗炎作用：药理研究表明，白芷

具有抗炎作用。王德才等

［13］

以 100、200 mg/kg 剂量白

异欧前胡素鼻腔给药可透过血脑屏障进入脑组织，4 h

芷香豆素（CAD）给大鼠灌胃，对酵母引起的大鼠发热

后脑组织中含量分别为 40.368、22.849 μg/100 mg。表

有解热作用。对热板所致小鼠疼痛、醋酸所致小鼠扭体

明白芷乳剂鼻腔给药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反应均有显著抑制作用；并能对抗二甲苯所致的小鼠耳

1.2

肿胀、蛋清所致的大鼠足肿胀，具有解热镇痛抗炎作用。

辛温归脾、胃经与镇痛作用：白芷辛温、归脾胃，

据《本草求真》记载：“白芷，气温力厚，通窍行表，
［4］

连续 3 d 给小鼠腹腔注射 CAD（120 mg/kg）
，可抑制巴

为足阳明经祛风散湿的主药” 。故能治阳明一切头面

豆油所致的小鼠耳肿胀、冰醋酸引起的小鼠腹腔毛细血

之疾，如头风、头痛、眉棱骨痛等。研究表明，辛温归

管通透性增强、角叉菜胶所致的小鼠足肿胀，具有抗炎

脾经药具有较强的镇痛作用，白芷镇痛的化学成分为欧

作用

前胡素、白当归素、东莨菪苷等。采用以不同剂量（0.2、

自芷 禹自芷和滇白芷等水煎液 4 ml/kg。结果，白芷可

0.1、0.05 ml/kg）的白芷挥发油（EOAD）给小鼠灌胃，

抑制二甲苯所致的小鼠耳廓肿胀。王玉春和聂红

从扭体法、热板法、辐射热刺激法、大鼠甩尾法观察到

续 4 d 给甲醛所致足趾肿胀大鼠灌胃白芷水煎液（0.1、

［14］

。李宏宁和戴跃进

［15］

分别灌胃给药川自芷 杭
［16］

连

0.05 ml/kg）
，具有降低前列腺素 E2（PEG2）含量作用。
DOI：10.3760/cma.j.issn.1673-4246.2012.05.027

进一步研究发现，白芷欧前胡素通过抑制炎性组织中的

作者单位：323000 同济大学丽水中药研究院科研一部

PGE2、TNF-α起到抗炎作用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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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温归脾胃经与抗肿瘤作用：
《日华子》记载：
“白
［18］

提白芷对酪氨酸酶活性的抑制率为 43.23%，且明显减
［30］

芷治目赤胬肉，及补胎滑落，破宿血，乳痈，瘰疬” 。

少小鼠皮肤抗黑素瘤特异性单抗（HMB）。徐世芳等

《本草求真》指出：“白芷，气温力厚……能使留结之

研究认为，白芷乙酸乙酯部分有明显的酪氨酸酶抑制作

［19］

痈肿潜消” 。可见白芷不仅用于镇痛、镇静，还可用
于抗肿瘤。赵万红等

［20］

认为，复方白芷胶囊可降低大

用，并从其分离出 4 个单体化合物丁二酸、反式咖啡酸、
水合氧化前胡素、白当归脑，但这些单体对酪氨酸酶抑

鼠的全血黏度、血浆黏度、血小板黏附率，减轻血瘀大

制作用不明显。

鼠的血液黏、凝状态，防止血栓形成；可抑制肾上腺素

2.2

引起的大鼠肠系膜微循环细动脉管径缩小、流速减慢、

气荣养肌肤，血气衰落所致。《医林改错》认为，本病

毛细血管开放量减少、流态改变，可延长家兔血浆凝血

是皮里肉外血瘀。药理实验表明，白芷对毛发有影响，

酶原时间（PT）
，白陶土部分凝血活酶时间（KPTT）
，

白芷煎剂在体外能明显促进小鼠的触须毛囊生长

［21］

脂溢性脱发：脂溢性脱发的病机源于血虚不能随

［31］

。

探讨了 7 种中药对口

研究认为，分子量范围为 1000～200 000 的白芷多糖

腔癌的影响，其中白芷虽作用不明显，但有一定预防口

（ADP）剂量为 50、100、500 μg/ml 可促进中国仓鼠

具有活血化瘀作用。张为新等

腔癌作用。上原靖样

［22］

研究认为，从白芷果实提取物

中的麦角固醇等过氧化物可抑制肿瘤细胞增殖。吴耕书
等

［ 23 ］

肺细胞的生长增殖。进一步研究发现，可促进皮肤细胞
增殖，提高皮肤免疫功能

［32］

。

研究发现，从白芷中分离的欧琴素-乙能抑制毒

激素-L 诱导的脂解，有效预防肿瘤恶病质的脂耗竭。

3

［24］

研究发现，白芷生物碱可有效抑制 U14 宫颈

栗坤等

消毒抗氧化等作用
刘桂华和李石

［33］

将中药当归、白芷的水煎提取液

癌荷瘤鼠实体瘤体和腹水瘤生长，抑制细胞生长，促进

混匀制成消毒液，以 1.2%溶液作用于大肠杆菌、金黄

凋亡基因 Bax 的表达，诱导 Hela 细胞的凋亡，具有抗

色葡萄球菌 1.0 min，杀灭率均为 99.9%以上。当有 5%

肿瘤作用。

小牛血清存在时，其杀菌效果明显下降。体外实验表明，

1.5

［25］

辛温归脾经与保肾益肝作用：黄古香等

的试验

，
杭白芷多糖可清除·OH 和 O2－、抑制过氧化脂（LPO）
［34］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白芷中的香

结果认为，百部、白芷和白芨三味中药汤剂对膜性肾病

具有抗氧化作用

大鼠有保护作用，且白芷组可减少大鼠肾小球免疫复合

豆素类化合物可抑制磷酸二酯酶 5（PDE5）活性，治疗

物及基底膜及系膜区的免疫球蛋白 IgG、补体 C3 的沉

阴茎勃起障碍

［35］

。

积。表明白芷汤剂对膜性肾病大鼠有一定治疗作用。姜
英子等

［26］

发现，白芷对脂多糖（100、300 mg/kg）可

4

结语

降低脂多糖、D-氨基半乳糖诱导的败血症性休克小鼠血

白芷为临床常用的镇痛消炎中药，具有广泛的药理

清谷草转氨酶（AST）、谷丙转氨酶（ALT）含量的升

活性。本文从白芷性味归经层面归纳其功效与作用，便

高，同时降低 TNF-α含量，对肝损伤发挥保护作用。

于以现代药理学的观点来认识传统的中药理论。通过文
献总结探讨发现：①白芷传统的中药药性与现代药理作

2
2.1

用有相通之处：如味辛温、归肺脾经，具有祛风除湿、

辛温之性在美容中的作用
白癜风：白癜风乃肺风流注皮肤之间，久而不去

所致也。白芷擅长祛风解表、疏通气血，故适于治疗邪
袭肌表及气血失调的皮肤病。马慧群等

［27］

研究认为，

通窍止痛、消肿排脓等作用，用于镇痛消炎、抗肿瘤、
抗肝损伤。②味辛温散解脱，使腠理之风悉去，留结之
痈肿潜消，可用于祛风散湿与美化肌肤。③白芷的抑菌、

70%的白芷乙醇提取液可促进体外培养黑素细胞黏附，

抗微生物、治疗性功能障碍作用与归经的关系尚待进一

黏附率为（33.9±3.7）%，诱导黑素细胞迁移。尚靖和

步讨论。④白芷在应用中常作为复方药之一，其作用机

［28］

敖秉臣

研究认为，白芷的增白作用与其能抑制酷氨

酸酶活性、减少黑色素生成有关。周典等

［ 29］

报道，水

制的研究有待深入。通过本文的分析探讨希望能为白芷
的进一步研究开发及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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