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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古代主要传统医学体系药物交流及海外药物输入我国的重要通路，也是
连接当今草药使用最广泛、市场交易最活跃区域的关键纽带。该文聚焦外来药用资源的“中药化”，提出中药新资源应满足的
4 个基本条件是药材基原清楚、临床使用安全、功能定位清晰和具有中药药性特征； 其中，中药药性是外来药用资源“中药化”
的关键科学问题，其研究策略可概括为“跨医学体系外来药用资源的药性求同解异分析”“以类‘象’中药为媒介的外来药用资
源辨象取类”和“复方环境下的外来药用资源‘象-性-用’定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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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ilk Ｒoad and the Maritime Silk Ｒoad were the important accesses for the exchanges of herbal medicine between the
primary traditional medical systems in the ancient world，which also are the strategic links between the areas with herbal medicine widely used and the most active markets for herbs at presen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foreign medicinal resources introduced to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 TCM） in China． As new resources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CMM） ，the four basic conditions should be required，which are the clear origin，the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in clinical，the efficacy and properties described with theory of TCM．
Medicinal property is the key scientific problem of foreign medicinal resources introduced to TCM． The research strategies include three
aspects． Medicinal properties of foreign medicinal resources will be deduced and analyzed across multiple medical systems by solving
the difference depending on finding the similarities of traditional medical systems． The medicinal properties－efficacies of foreign medicinal resources will be identified by identifying Xiang and selecting similar CMM． And Xiang－properties-efficacies of foreign medicinal
resources will be researched under formulae environment using medicinal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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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勇等： 外来药用资源的中药药性研究策略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

1 “一带一路”与传统药物交流
我国引进 外 来 药 用 资 源 的 历 史 至 少 可 追 溯 到 公 元 前

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 以下简称“一带一路”）

［1］

。

“一带一路”将中国与亚洲、欧洲、非洲更紧密地连接起来，
涵盖了占世界人口 70%、全球 GDP 30% 及能源储备 75% 的

1 000多年的商周时代； 至汉代，横贯亚洲的陆上“丝绸之路”
与经南海到印度洋及亚丁湾的“海上丝绸之路”形成，外来药
［3］
用资源的传入日益增多，
在唐宋时达到鼎盛 。“一带一路”

65 个国家和地区［2］ ； 秉承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构建沿线

沿线国家和地区成为我国外来药用资源的主要来源地，大量

国家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命运和责任共同

的“胡药”（ “胡”在古代中国专指中原王朝北方、西方邻人，在

体为重要目标，赢得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2016 年 12 月，

中世纪后特指波斯人） 从西域而来，
因彼时外来药物中以香料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发布了《中

药材居多，
又有“香药”之称； 经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的外

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 （ 2016—2020 年） 》，明确提出以

来药物，
又被称为“海药”，
以五代十国时期李珣所著《海药本

“政策沟通，完善政府间交流合作机制”“资源互通，与沿线

草》为代表

国家共享中医药服务”“民心相通，加强与沿线国家人文交

被中医药接收、
吸纳和消化后，
补充和丰富了我国的传统中医

流”“科技联通，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贸易畅通，发展中医

药； 同时，
我国也有大量药用资源经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

药健康服务业”为主要任务，到 2020 年中医药“一带一路”

之路向域外输出，
如人参、
茯苓、
当归、
乌头等药材曾被古印度

全方位合作新格局基本形成，国内政策支撑体系和国际协调

［5］
誉为“神州上药” ； 阿拉伯-伊斯兰医学将来自古代中国的高

机制逐步完善等为目标的发展规划。“一带一路”为沿线国

良姜、
大黄、
土沉香、荜澄茄、樟脑、巴豆、肉桂、肉豆蔻、细辛、

［4］

。历代传入我国的药用资源见表 1，它们经历了

家和地区的传统医药迎来了“互学互鉴、文明共享”的发展

Zabad（ 海中的矿物药） 、生姜、八角茴香等药材称为“Herbal

新契机。

［6］
drugs from Chin，Machin，al-Sin，Khata”
。

表1

历代输入我国的药用资源名录（ 部分）

Table 1

［3，
7，
9-10］

List of medicinal resources imported into China in past dynasties

时期

输入我国的药用资源

秦汉

番红花、番石榴、胡桃、番木鳖、番泻叶、番木瓜、胡椒、胡麻仁、胡黄连、苜蓿、葡萄、苏合香、安息香、乳香、没药、琥珀、胡
荽、大蒜、薏苡仁、菌桂、胡麻、犀角、戎盐、红蓝花、安石榴、返魂香、象牙、玳瑁、石榴、肉豆蔻、珊瑚

两晋南北朝

人参（ 高丽参） 、金屑、细辛、五味子、薰陆香、沉香、鸡舌香、詹糖香、木香、郁金、青木香、荜拔、石蜜、香附子、诃梨勒、无
食子、盐绿、雌黄、款冬花、芜荑、昆布、蜈蚣、槟榔、檀香、山姜花、蒟酱、益智子、蜜香、桄榔、特生礜石、苍石、白附子、醍醐

隋唐五代

安息香、麒麟竭、姜黄、龙脑香、阿魏、人参、腽肭脐、牛黄、松子、蓝藤根、大叶藻、庵摩勒、毗梨勒、厚朴、扁青、莎草根、生
犀、蔷薇水、龙脑、丁香、古贝、白檀、大瓠藤、榈木、波斯白矾、无风独摇草、降真香、麝香、雄黄、石黛、齿木、牛膝根、黄牛乳、
干姜、白檀香、红莲花、无漏子、阿月浑子、仙茅、零陵香、朱砂、附子、血竭、甘松香、茅香、迷迭香、荜茇、莳萝、甲香、紫檀、紫
矿、白豆蔻、没食子、橄榄、番红花、葫芦巴、砂仁、余甘子

宋金元

苏合香、艾纳香、龙涎香、茴香、荜澄茄、苏木、白龙脑、益智仁、芦荟、高丽茯苓、银屑、海松子、担罗、榛子、新罗薄荷、丁香
藤、硫磺、红花、婆律香、瓶香、金莲花、硼砂、栈香、光香、车渠、珊瑚树、蔷薇、紫草、舶上五味子、无名异、水银、大风子、肉
桂、楝香、诃子、缩砂、草豆蔻、番栀子花、摩婆石、榔枣、蔺茹

明清

番木鳖、巴旦杏、青果、片脑、燕窝、樟脑、儿茶、罗斛、紫梗、乌木、乌爹泥、阿芙蓉、玛瑙、降香、锡速香、冰片、帕拉聘、特伽
香、气结、金鸡勒、天师栗、海梧子、千岁子、夫编子

近现代

半边莲、银杏、贯叶连翘、水飞蓟、月见草

“一带一路”将促进药用资源在沿线国家和地区合理流

选上，应坚持 4 个基本要求，即： ①属于当地特有品种； ②在

通与共享，扩充替代资源，对沿线国家传统医学的延续及公

当地有长期药用历史； ③适应病症精准，疗效确切； ④开发相

众健康保障均有裨益。对我国而言，引进域外具有长期药用

对简单。

历史、具备资源优势、疗效显著的新药用资源，符合新时期中

2

［8］

医药发展需求

外来药用资源的引入及其“中药化”

。在新的历史机遇期，外来药用资源引入策

从历史上看，外来药用资源的引入和“中药化”经历了长

略可概括为“三关、四步、一依托、一关键”。其中，“三关”指

期的反复实践和认知过程，并非所有的外来药物都被吸收入

情报收集关、实地调查关、科学研究关； “四步”指基原鉴定研

我国的中医药体系，而是有所选留。在以临床实践为药物评

究、安全性评价研究、功能定位研究和中药药性研究； “一依

价主要手段的古代，外来药用资源“中药化”的核心标准就是

托”指充分依托国外具有工作基础、人脉资源的华人华侨或

［4］
能否“为我所用” 。宋代的外来药物引种栽培及宋金元时

华资企业； “一关键”指在政策层面解决好外来中药资源的知
［9］

识产权保护、调动各方的积极性

。在外来新药用资源的遴

期兴盛的“法象药理”推动了外来药用资源的本土化和“中
［11］

药化”

。进入近现代以来，外来药用资源的引入保持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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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态势，水飞蓟、月见草、玛咖、辣木叶等逐步进入我国医药、

方式、特殊适应症或安全剂量范围） ； ③功能定位清晰，具有

保健品或新资源食品应用领域； 已有代表性品种如番泻叶、

中医药学术语的功效表述并可配伍使用； ④赋予其中药药

水飞蓟、穿心莲等被成功纳入中医药体系，即被赋予中药药

性特征。其中，外来药用 资 源 被 赋 予 中 药 药 性 是 其“中 药

性、实现复 方 配 伍 和 临 床 应 用； 但 对 中 医 科 学 性 认 知 的 滞

化”的关键

［12］

缓

与中药标准评价的多元，影响了外来药用资源的引入

与“中药化”进程。外来药物的“中药化”数量和速度，与我

［14］

人类使用植物作为药物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 6 万年

我国 2007 年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规定了中药新资
源包括了新的中药材代用品、新发现的药材及其制剂、药材
［13］

世界传统医学及其药性理论概况

3. 1

国中医药事业发展对中药资源的需求水平并不相称。

新的药用部位及其制剂

。

外来药用资源中药药性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3

； 现正公开征求意见的《药品注

［15］

前

。通过缓慢的临床实践和反复试错，几乎世界上所有

的文明都建立了以当地自然资源的药用特征为主体的知识
体系，形成了多样的传统医学模式，为全世界大约 46 亿人提

册管理办法（ 修订稿） 》（ 2017 年版） 则规定了“新药材及其

供了基本的药物供应； 随着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每个传统

制剂”包括了“未被 国 家 药 品 标 准 或 省、自 治 区、直 辖 市 地

医学体系中使用的药物品种都在不断扩大

方药材标准收载的药材及其制剂”及“具有国家药品标准或

组织（ WHO） 对传统医学的定义是“以不同文化固有的理论、

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药材标准的药材原动、植物新的药

信念和经验为基础、用来保持健康并预防、诊断、改善或治疗

［16-17］

。世界卫生

用部位及其制剂”。外来药用资源的引入须符合我国药品

身体及精神疾病的知识、技能与实践的总和”； 其大致分为 4

注册法规对中药新资源的技术要求，但此类技术要求更多

个基本系统，即中医学（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阿育吠

的是从现代药学证据角度解决引入药物的成药性的开发问

陀医学（ Ayurvedic medicine） 、阿拉伯-伊斯兰医学（ Arabia and

题，对其传统医学特 征 及“中 药 化”缺 乏 系 统 的 评 价 标 准，

Islamic medicine） ，以及起源于希腊、罗马并传至欧洲、美洲的

其成为制约外来药用资源引入的技术瓶颈。外来药用资源

西方草药

“中药化”的 评 价 标 准 与 要 求 可 概 括 为： ① 药 材 的 基 原 清

前提出的药性要素分类原则

楚； ②使用安全或具备临床安全应用条件（ 炮制、配伍、用药

药物属性的认识见表 2。

表2

［18］

。药性是对传统药物属性的高度概括，参照之
［19］

，世界主要传统医学体系对

世界主要传统医学类型及其药性内涵

Table 2

Main types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and their medicinal properties in the world

药性要素

概念

中医学

阿育吠陀医学［20］

阿拉伯-伊斯兰医学［21］
冷、热、干、湿
－

药质（ 气）

由药物作用于机体所发生的反应概括

寒、热、温、凉

寒、热

药味

感官获得的药物滋味，并由药物味与
功效关联规律推导获得的药物分类

酸、苦、甘、辛、咸

甘、酸、咸、辛、苦、涩； 消化味（ vipaka）

药势

反映药物作用的方向

升、降、浮、沉

－

－

药属

反映药物作用的靶向和部位

归经

－

－

药力

药物作用的强弱程度

－

－

药能

由疾病性质高度概括获得的药物对应
功效特征

－

重、轻、慢、快、寒、热、湿、干、滑、糙、
稠、稀、柔、硬、稳、浮、粗、细、粘、爽

4级
－

事实上，借助古代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带来的

路”影响下，选择性吸纳域外传统医学体系的理论和药材，衍

人员与文化交往便利，世界主要医学体系的相互交流、借鉴

生出了各具特色的医药形式，成为我国中医药的重要组成部

［22-23］

一直存在

，在药材认识与应用上的交流也未有中断。以

分。如藏族医学、维吾尔族医学以本民族健康实践为基础，

分别代表中医学 与 阿 育 吠 陀 医 学 药 用 法 典 的《中 国 药 典》

又受到汉族医学及阿育吠陀医学、阿拉伯-伊斯兰医学、波斯

2015 年版第一部 （ 收载药材及饮片 618 种） 、《阿育吠陀药

医学等的影响

典》（ 收载药材 540 种） 为例，两者约有 253 个共有药用品种，

医学、维吾尔族医学与阿育吠陀医学、阿拉伯-伊斯兰医学的

［24］

［26］

； 其药材来源亦然。我国藏族医学、蒙古族

； 在俄罗斯联邦

比较见表 3。由此可知，我国少数民族医药与世界主要传统

药典《The Ｒussian Federation follows the State Pharmacopoeia of

医学体系之间呈现的“医药理论互受影响、药材品种互有交

the USSＲ》（ 11 版） 收载的 83 种植物药中，杜香 Ledum palustre

叉、使用互有补充”交互格局

L．、款冬花 Tussilago farfara L．、披针叶野决明 Thermopsis lan-

路”沿线传统医药融通发展的桥梁。

只是它们在药用部位及功效上略有不同

［25］

ceolata Ｒ． Br．等植物的传统功效认识与中医学趋于相近

。

［27］

，使其成为可以促进“一带一

我国“兼容并蓄”的历史文化格局造就了传统医药多元

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我国境内，我国藏族、蒙古族、维吾尔

的复杂体系，其对世界其他传统医药知识的借鉴与吸纳，部

族、傣族等少数民族以本民族的医药实践为主体，在“丝绸之

分通过少数民族医药得以记录与呈现； 而不同传统医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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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藏族医学、蒙古族医学、维吾尔族医学与阿育吠陀医学、阿拉伯-伊斯兰医学比较

Table 3

Comparison of Tibetan medicine，Mongolian medicine，Uygur medicine，Ayurveda medicine and Arab-Islamic medicine

分类
藏族医学

生命原理

四 体 液； 四 元
维吾尔族
医学
素： 火、风、水、地；
4 种气质： 冷、热、
干、湿
蒙古族医学

病机

防治原则

药材数量 / 种

五 源 失 衡； 三 因 失
调整三因； 恢复七基 3 105
三 因： 隆
（ rLung ） 、赤 巴 调； 七 基 质 与 三 秽 物 质、三秽物平衡； 扶正
（ mKhrispa） 、培根 机能紊乱
祛邪； 重视预防； 取法
（ Badken ） ； 五 源：
天然
土、水、火、气、空
体液和气质失衡

三 根： 赫 依
赫依、希拉和巴达干
（ Hii ） 、 希 拉 失衡
（ Sar ） 、巴 达 干
（ Badgan ） ； 七 素：
食物精华、血、肉、
脂、骨、骨髓、精液

药性

用药形式

参考文献

28-29］
八 性： 寒、热、轻、重、 汤、丸、［26，
钝、锐、润、糙； 6 味： 酸、散、酒、灰
苦、甘、辛、咸； 17 效： 柔、等
重、
热、润、稳、寒、钝、凉、
软稀、干、温、轻、锐、糙、
动、燥

调整失调气质； 表根 1 100
慢急； 助防祛邪； 七因
定则； 及治防变

30］
四性： 干、湿、热、寒； 9
膏状制 ［26，
味： 烈、辛、咸、酸、苦、涩、剂、硬 状
制 剂、散
油、甘、淡； 4 性级
状 制 剂、
液状制剂

整体观治则； 辨别六 1 234
基症治则； 调节三根治
则； 调理寒热治则； 先
治重症治则； 杀粘排毒
治则； 正 治 与 反 治 原
则； 滋补与消弱治则

31-32］
八 性： 重、油、寒、钝、 汤、散、［26，
轻、糙、热、锐； 6 味： 甘、丸和软膏
酸、咸、苦、辛、涩； 17 效： 等
柔、
重、热、润、稳、寒、钝、
凉、
软、稀、干、温、轻、锐、
糙、动、燥

调 节 三 因 （ Doshas）
三因（ Doshas） 、七
阿育吠陀
三 因： 风 （ Vata） 、火（ Pitta） 、痰 素（ Dhatus） 、三排泄物 原则
医学
（ Kapha ） ； 五 源： （ Malas） 消化（ Agni） 与
空 （ Aakash ） 、地 功效（ Gunas） 失衡
（ Prithivi） 、水（ Jala） 、火（ Agni） 、风
（ Vayu）

2 800

体液和气质（ 冷热
草药，精神愈合和饮 200 ～ 250
阿拉伯-伊
四 体 液： 血 液
（ Dam ） 、痰 （ Bal- 干湿） 失衡
食习惯
斯兰医学
gham ） 、黄 胆 汁
（ Safra ） 、黑 胆 汁
（ Sauda）

33-35］
二性： 寒、热； 6 味： 甘、 汤、散、［20，
酸、咸、辛、苦、涩； 3 消化 丸、油等
味： 甘、酸、辛； 20 效： 重、
轻、
慢、快、寒、热、湿、干、
滑、糙、稠、稀、柔、硬、稳、
浮、粗、细、粘、爽
冷、热、干、湿

36］
汤、糖 ［21，
浆、
输液、
软膏等

中，
均有类似中药药性的表征内容，只是在要素组成数量、内

［40-41］
。③人的因素，
体，具有多维结构（ 即“组分结构”） 特征

容及与功效的表征联系（ 性-效关系） 上略有差异。药性理论

包括人与中药的相互关系，中药药性理论源于人的临床实

是“药”“理”结合、沟通医理与用药实践的衔接点，其不仅可

践，
是人类能动性地对自然资源应用于人体反应的经验总

作为理解不同传统医学体系在识药、制药、用药上相似与互

结。在人类认药、用药、识药的过程中，通过口尝体察来感知

［19］

融的参考依据

； 也是实现跨医学体系的外来药用资源“中

3. 2

药物的气味、形色、材质、药性与功效； 在药物使用过程中积
累了采收、炮制、配伍经验并认识到其对药物性味强弱、归属

药化”的关键依托。

及功效的影响； 在积累了大量的药物信息基础上，基于中国

中药药性的影响因素与现代研究途径
中药药性是中药秉承自然环境因素之变化，用于调整机

体状态，便于临床辨证使用，运用中国哲学方法高度概括而
［37］

形成的药物属性，包括其自然属性和效应属性 2 个方面

。

中医“药性”一词最早见于《神农本草经》，我国南北朝时期

传统象思维，取象比类，依据药物外部现象如形、色、质、药用
部位等来解释药物的作用机制，形成药物的性-效认识和探
［11］

究药物作用和疗效机制的理论模式，即法象药理

。

近几十年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引入，对中药药性研

的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将药性表示为药物与其疗效有关

究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技术不断出现，在四气、五味、归经、

的“偏性”，药性的内涵予以明确，后世多有发挥和完善。中

毒性等中药药性理论各方面均产生了一批成果，形成了一些

药药性的形成及影响因素可概略为： ①自然环境因素，中药

药性研究的方法体系。中药药性现代研究主要有

秉承自然环境中各元素的变化，受气候、土壤、生物、地形等

于古籍整理的传统经典模式研究； ②基于生物效应的药性研

［38］

各环境因子综合作用，影响了中药药性的形成

［42-43］

： ①基

。②中药

究，③基于组分结构的药性研究； ④基于热力学的药性研究；

材因素，包括其形、色、质地、气味以及化学成分等，中药的基

⑤基于亲缘关系的药性研究； ⑥基于计算中药学的药性研究

［39］

； 中药化学成分是其效

等。上述研究方法与实践为实证和重新审视中药药性提供

应属性产生的物质基础，中药药性是其物质组成的有序整

了新的视野与途径，但因中药药性本身的复杂性，使得药性

原性状与其药性存在一定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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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缺乏统一的、被广泛认可的技术标准，这一定程度上制

理解和解决其“异”的途径和方法。以辣木叶为例，其为辣木

约了新时期外来药用资源的中药药性研究与“中药化”。

科 Moringao leifera Lam． 的叶，原产于印度等地，近年来在我
国云南、广西、福建等地亦有引种。阿育吠陀药典记载，辣木

外来药用资源的中药药性研究思路

3. 3

跨医学体系外来药用资源的药性求同解异分析

3. 3. 1

叶名“Shigru”，性 （ veerya） 寒 （ sheeta） ，味 （ rasa） 甘 （ madhu-

不

论基于何种地域与文化背景，人类对自然的朴素认知，如寒

ra） ，消化味（ vipaka） 甘（ madhura） ； 具有“Pachana”（ digestive，

热、味感、有毒无毒等总是具有一致性； 而人类对自身疾病、

消化）

药物的原始认知亦如是。随着宗教、哲学、文化等的不断融

特征。在《中国药典》中，对具有泻下、消食功效的中药的药

［44］

、“Virechana”（ purgative，泻 下） ［45］ 等 功 效 （ karma）

入与加持，朴素的药物认知得以沉淀和不断丰富，如中药除

性进行频次统计，并以药性要素频次与药味总数的比值来

了有寒热性之外，又衍生出五味、归经、升降浮沉及多元的功

反映药性分布规律，可知泻下类中药以“寒（ 凉） 、甘”为药

效表达； 阿育吠陀医学对药物的认识，包括了寒热药性、味、

性特征，消食类以“辛、温（ 热） ”为药性特征； 辣木叶的甘、

消化味等。与中医药相比较，这些“异”与“同”的认识组合，

寒药性与泻下功效可能具有一定的“性-效关系”（ 表 4，5） 。

丰富了药材的基本信息； 而药材“寒热”“味感”等朴素认知，

在辣木叶的药性与功效判断上，通过对阿育吠陀医学、中医

亦成为传统药物交流上从古至今可以通用的语言，也就成为

学 2 种传统医学体系的共性要素挖掘，以“同”作为描绘其

我们可以认识传统药物的基本媒介和元素。通过对不同传

药性轮廓的基础，进一步实现在中医学体系下对药性的准

统医学体系的比较与互鉴，积极挖掘药物性能之“同”，探寻

确表达。

表4

消食类中药的药性频次统计

Table 4

Frequency statistics for medicinal properties of CMM for digestion
药味

项目

药质

频次

酸
4

苦
5

甘
7

辛
8

咸
1

淡
0

涩
2

药性比值 1）

22. 22

27. 78

38. 89

44. 44

5. 56

0

11. 11

寒（ 凉）
4

温（ 热）
11

22. 22

61. 11

平
3
16. 67

注： 药材来自《中国药典》（ 2015 年版，第一部） ，共 18 味； 1） 药性要素频次 / 消食类中药总数的比值。

表5

泻下类中药的药性频次统计

Table 5

Frequency statistics for medicinal properties of CMM for diarrhea
药味

项目

药质

频次

酸
1

苦
21

甘
25

辛
10

咸
4

淡
1

涩
1

药性比值 1）

2. 27

47. 73

56. 82

22. 73

9. 09

2. 27

2. 27

寒（ 凉）
17

温（ 热）
12

38. 64

27. 27

平
11
25

注： 药材来自《中国药典》（ 2015 年版，第一部） ，共 44 味； 1） 药性要素频次 / 泻下类中药总数的比值。

3. 3. 2

以类“象”中药为媒介的外来药用资源“辨象取类”

类“象”中药，并用中医理论构建和赋予其“药性”。

研究 “象思维”是中医学最重要的原创思维方法，最早见于
《周易》，兴盛于宋代，其包括了“据象类比”“据象类推”“据
［46］

象比附”等

； 中医学在思维过程中以“象”为工具，对物态、

属性、本原、规律等不同层次的“象”的认识、领悟与模拟，并
［47］

归类或类比，形成中医特有的“取象比类”思维方式

。所

植物亲缘关系是植物类群在系统发生上所显示的某种
演化关系，亲缘相近的种，不但在外形上相似，且由于遗传上
的联系，生理生化特性也相似，其所含的化学成分往往也比
［49］

较相似

； 药用植物的生物亲缘关系、化学成分和药理效应

（ 传统疗效和药理活性） 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50］ 。赖新梅
［51］

谓“取象”体现了古人对事物共有征象或属性即事物本质与

等

规律的概括与推演，并采用这一方法认识中药的药性与功

分布上有一定的倾向性，如“解表”功效的中药在柽柳科、浮

效。受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古人对中药“象”的认识只能局

萍科、麻黄科、谷精草科、牛肝菌科分布比例较高； “理血”功

限在药材的形、色、味、质等外在规律及个人主观体察与臆

效的中药在香蒲科、鳞始蕨科、红菇科、芍药科分布比例较

断； 而随着现代技术水平的进步，植物学、化学和生物学等重

高，认为基于植物亲缘关系的中药功效分布规律研究能为寻

［47］

新构成了认识中药的证据基础

，极大丰富了中药“象”的

组成要素。因受到药品监管政策及伦理学约束，当今外来药

研究发现《中华本草》部分亲缘关系的植物中药在功效

［52］

找相似功效的中药提供线索。曹佳等

以五加科、芸香科、

姜科等 9 个来源的 171 种中药的化学成分、药性特征为基

用资源的引纳是不能直接进行中医临床使用的，对其性味功

础，构建了基于化学成分相似度的亲缘药物网络，并以毛茛

效诠释的最佳途径就是在中医药体系中能找到与之对应的

科、伞形科植物的药性特征和化学成分的关系为例，证明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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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程度紧密的同科亲缘药物的药性相似。课题组前期以伞

化，结果显示具有相同寒热属性的药物对小鼠血清和肝脏的

形科中药“化学成分-血管活性-辛味”的关联性研究为例，提

代谢变化有相似的作用，主要通过调节体内糖代谢、脂代谢、

［53］

出了基于亲缘关系的中药药性研究思路

，即在一定的亲

缘关系范围内，以具有相同药性的药物为研究对象，从而开
［54］

展中药药性-药理效应-化学成分关联规律研究

。近年来，

［63］

氨基酸代谢和其他代谢途径发挥作用。Fang 等

以贝母替

换桑菊饮中连翘为例，提出了一套算法概念，用于实现中医
方剂中珍稀药材的替换，并用网络药理学的信号通路分析方

随着在生物系统发育研究引入基因组、转录组、代谢组等技

法进行验证； 其中，药对药性相似度评价系数（ score system of

术用于揭示药用植物基因型和代谢表型及近缘种遗传多样

attribute similarities for herb pairs） 定义了在药材替换过程中

性、化学多样性的内在关联，对药用植物亲缘关系的研究进
［55-56］

可能影响方剂结构稳健的 5 种因素，即中药的寒热属性、五

。由上可知，随着技术进步和人类

味、归经、功效及适应症等。这些实例表明，生物信息学、代

［57］

谢组学等技术方法可用于反映中药寒、热药性在体内的生物

实在的“象”呈现多维度、多层次的新建构特征； 现今对中药

过程及其特征； 也为在复方环境下考察外来药物的药性传递

的“取象”即应建立在对“象”辨析的基础上，既有对药材传

和表达提供了实践基础。

入了分子系统学水平

对事物认知的不断深入，在现实界（ 描述科学的微世界）

统形、色、味、质及产地、生长环境、习性等的分析，亦应包括

综上，随着我国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的持续推

了药材化学成分组成、药理活性、基因表型等的共性统计。

进，必将把沿线国家的药用资源交流及我国中药新资源研究

所谓辨“象”取类，就是以中医“象思维”为指导，以药用植物

带入新时代。以外来药用资源“中药化”为要点的中药新资

亲缘关系为取“象”基础，在一定亲缘关系范围内根据“象、

源研究，是我国中医药健康事业持续发展和“走出去”“引进

性、效”规律来确定类“象”中药，以其显性规律的“意象”如

来”的重要环节，聚焦“新理论、新技术、新标准、新产品”的

共性药理作用为依据，通过对外来药用资源功效描绘来推测

外来药材“中药化”总要求，加强对中药新资源的发掘与研

其药性。

究，扩大我国中药新药材来源途径，对新时期我国中医药“强

3. 3. 3

复方环境下的外来药用资源“象-性-用”定位研究

起来”有着积极的战略意义。

药性是中药应用的依据，《本草崇原》中载： “知其性而用之，

［致谢］ 北京藏医院刘英华副研究员、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

［58］
则用之有本”，“据性用药”是中药应用的基本思维方式 。

医史文献研究所甄艳研究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药物研究所

方剂是中医辨证立法基础上选择合适药物配伍组成的有机

何江副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沙子珺硕士生、山东中医药大

整体，中药的药性与功效在不同配伍环境下表达有所差异，
［59-60］

“或取其性，或取其味，或取其势”

，其与中医的临床应

用密切相关。因此，对外来药用资源的药性、功效推演、辨识
与确认离不开复方环境下的实践与验证，一方面在于评测外
来药物被赋予的药性能否指导中医临床配伍施治，另一方面
则在于验证外来药物的药性在配伍环境下能否得以传递和
表达，其“象-性-效”证据是否匹配与完整。基于以上认识，
对复方环境模型的构建成为外来药用资源“药性为用”评价
的关键，可以遵循以下工作原则，即： ①以中医经典名方为载

学张丰荣硕士生对论文撰写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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