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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入药部位与功效的相关性
耿怡玮 郑虎占 杨蓉 刘敏 李彦奇 王立娜
【摘要】 本文通过对中药入药部位与药性、功效关系的文献进行整理、分析发现，入药部位的形、
质特征与其药性和药效密切相关，如根类药主下行、皮类药主走表、藤类药通经络、种子类药能种嗣等，
为中药药性理论的研究及发现新药源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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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found that medicine property and efficacy are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shape and nature
of the position of Chinese material medical through Collecting and analyzing the related articles, such as
Root-based Chinese material medical has downside effect, Skin-based Chinese material medical has skin
curative efficacy, Rattan-based Chinese material medical can live blood links contact us, Seed-based Chinese
material medical can be used to multiply for life and so on. At last, the paper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and the discovery of new drug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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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对中药功用的认知过程中，发现中药

土壤中向下生长，且多质地坚实，因此认为此类

的不同入药部位与其药性、药效功能有关，清代

药材在人体疾病多有向内、向下的功能。
《本草纲

医家吴仪洛在《本草从新•药性总义》指出：“中

目•卷十二》记载，知母之根“气寒，味大辛、苦。

空者发表，内实者攻里。为枝者达四肢，为皮者

气味俱厚，沉而降，阴也”。地榆之根“气微寒，

达皮肤。为心为干者，内行脏腑。枯燥者入气分，

味微苦，气味俱薄，其体沉而降，阴中阳也，专

［1］

润泽者入血分。
此上下内外，各以其类相从也” 。

主下焦血。”
《本草纲目•卷十四》记载，木香之根

为便于通过中药的入药部位把握中药药性、认识

“气热，味辛、苦，气味俱厚，沉而降，阴也。”

未知药物的药性及功用，本文就入药部位与药性

《本草纲目•卷十七》记载，大黄之根“味苦气寒，

的关系进行初步探讨。

气味俱厚，沉而降，阴也” 2 。有一些根、根茎类

［ ］

中药因其外形独特而表现出一些特有功效，如牛
1

根、根茎类中药与功效的关系
以根及根茎类入药的中药数量最多，由于在

膝为苋科植物牛膝的干燥根。梁代陶弘景认为其
茎有节似牛膝而得名

［3］

。牛膝性味苦、酸、平，

归足厥阴肝、足少阴肾经，能引药下行，具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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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下行、补肝肾、散恶血之功效，可治疗关节疼痛

此外，同样是根，因其主根、须根的不同，药性
也有区别。如当归按照入药部位分为归头、归身、
归尾，部位不同功效各异。李时珍以张元素人身
法象理论为依据，提到“凡物之根，身半已上，
气脉上行，法乎天；身半已下，气脉下行，法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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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人身法象天地，则治上当用头，治中当用身，

4

［2］

皮与功效的关系

治下当用尾，通治则全用，乃一定之理也” 。确

皮类中药包括根皮、茎皮、果皮等，属植物

立了当归的分部功能。
《本草正义》认为，归身主

的保护组织。据统计，皮类中药 80%用于利水消

守，补固有功；归尾主通，逐瘀自验；归头秉上

肿，治疗皮肤水肿、皮肤湿疹、疥癣等

［6］

［12］

。如常

行之性，治便血溺血、
崩中淋带等之阴随阳陷者 。

用的皮类中药海桐皮，性味苦、辛、平，可杀虫

王好古亦云：“头能破血，身能养血，尾能行血，

止痒，治疗湿疹、疥癣等皮肤病。木槿皮性味甘、

［7］

用者不分，不如不使” 。唐文文等

［8］

通过对当

苦、凉，具有清热、杀虫、止痒之功效，用于皮

归不同药用部位的成分分析认为，当归不同药用

肤疥癣，是治疗疥癣的良药，用米醋浸汁外洗可

部位的浸出物、挥发油、藁本内酯、阿魏酸含量

治疗牛皮癣

具有一定差异，进一步证实了前人的论述，与临

肤水肿，如《三因极一病症方论•卷十四》称五皮

床功用相符，说明以根的不同部位区别药性是有

饮（桑白皮、大腹皮、生姜皮、陈皮、茯苓皮）

据可循的。

皆用皮者，以“皮能入皮”
，并能利水也。由于该

［13］

。中药方剂中常用皮类中药治疗皮

方善行皮间之水，且药性平和，故为治疗皮水的
2

枝、藤类中药与功效的关系

主方。任应秋在《病机临证分析》中称本方为“消

植物的根与叶、花、果实的连接部位是枝、

水肿之通剂”，指出“水肿之来，肺脾肾也，桑白、

藤，起着运输营养物质和水分的作用，取其形质

大腹消肺水，陈皮、生姜消脾水，茯苓消肾水，

属性多为“以枝达肢”“以藤达络”，具有通达人

而五药皆以气胜，气行则水行也”。故此五种皮类

体四肢和经络，治疗四肢关节疾病的功效

［9］

。如

中药合用有理气健脾、利水消肿之功效，是治疗
［14］

桑枝的生长状态是伸展向上的，可祛风通络，治

皮肤水肿的良方

。同理，皮药入皮，直达病体，

疗四肢拘挛、关节疼痛等。桂枝为樟科植物肉桂

如木兰皮、桑白皮等也有美容作用

［15］

。

的干燥嫩枝，其生长状态伸展向上，故多用于治
［10］

疗肩臂疼痛

。桂枝尖，取其直达末梢之意，治

5

花、叶类中药与功效的关系

疗上肢肘部远端及指尖关节痹痛。海风藤为胡椒

花类中药由于其质地轻而具有向外、透发、

科植物风藤的干燥藤茎，可通经络、和血脉，祛

清热、疏散的功能，如菊花具有清头目、散风、

风除湿。络石藤为夹竹桃科植物络石的干燥带叶

清热明目的功效；辛夷可散风、通鼻窍，是治疗

藤茎，可祛风通络，治疗风湿痹痛、筋脉拘挛。

鼻病的通用药；金银花可清热解毒、清宣疏散；

石楠藤治疗关节疼痛，风湿痹痛；金银藤清热解

款冬花温肺化痰止咳；荆芥穗散风热、清头目、

毒、散风祛湿；首乌藤（又叫夜交藤）可祛风湿、

利咽喉；密蒙花可清肝热明目；谷精草有散头风，

［11］

通经络

。

明目退翳之效等。
常见的叶类中药由于其生长在植物的上部，

3

中药的节与功效的关系

有伸展向上的生长趋势，如桑叶生长在植物的上

“以节治节”
，是指用植物药的“节”部治疗

部，具有疏散风热的功效，用于治疗外感风热头

关节疾病。松节为松科植物油松或马尾松的干燥

痛头昏；桑叶的形状、脉络很像人体的肺叶，具

瘤状节或分枝节，松节之态与人之骨节相似，可

有清肺热解表、化痰止咳的功效；桑叶又归肝经，

入筋骨之间，除风湿诸病，取其“以节达节”之

具有清肝明目作用。浮萍发汗解表透疹，是向外

意，其功效有祛风燥湿止痛，专治关节疼痛。

发散的代表药；薄荷叶疏散风热、清利头目、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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咽透疹；大青叶清心胃之热，治时气热毒头痛、
［16］

喉痹、大头瘟、疼腮

。

部位、外部特征、自然状态等的认识，从宏观上
推导出中药新资源的四气、归经、功能主治等，
为中药资源的合理开发提供参考。

6

果实及种子类中药与功效的关系

参

植物种子、果实类中药有内实质重的特点，
成熟后落地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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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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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五味皆为子类，可填精补髓、种嗣衍宗

。

种子是贮备了植物的生命能量，因此用种子治疗
肾气不足确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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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中药的入药部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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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向内、向下的性能；枝、藤类中药多有通达人
体四肢和经络，治疗四肢关节疾病的功效；节类
中药多用来治疗关节病；皮类中药多可治疗皮肤
水肿、疥癣等皮肤病；花、叶类中药多具有向外、
透发、清热、疏散的功能；果实及种子类中药多
具有向内向下的作用趋势，且多数子类中药有补
肾益精，治疗不孕不育症等特点。探讨中药入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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