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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臨床上多流行使用中藥及其製劑治療疾病，療效十分顯著，但也時常有因服用中藥及其製劑引起不
良反應的病例報導。相比國家藥典中已經標明毒性的藥物，一些普遍被認為無毒但實際具有潛在毒性的常用中
藥可能会帶來更大的安全隱患，因此臨床中應如何合理應用此類中藥的問題值得關注。本文對近年廣泛用於臨
床但又屢次爆出不良反應的常用中藥進行文献整理，并分析總結屬於此類的9味中藥及其制劑（何首烏、益母草、
甘草、薄荷、柴胡、黃連、葛根、丹參、三七）發生不良反應時表現的臨床症狀，通過結合中醫藥理論及現代
藥理毒理学研究，分析其毒性產生機制及解毒對策，并分析未來中藥安全性的研究發展對策。 

 

[關鍵詞]  中藥；潛在毒性；毒性研究；不良反應 
1 研究背景 

1.1 中藥使用的現狀 
近年來，天然藥物再次成為國際新寵，越來越多中藥被醫師廣泛運用於臨床，因其療效顯著而受到國內及

海外社會各界認可。中醫藥作為善用天然藥物的傳統醫學方法之一，也迎來了全新的市場機遇。誠然，中藥的
活性成分非常豐富，但其複雜的成分組成也給藥物的品質控制和安全性帶來挑戰。眾所周知，我國中醫藥經歷
了上下五千年漫長歷史發展，通過無數醫家和患者的反復探索，才得出現存的中醫藥理論體系。這一過程曲折
艱難，尤其每一味中藥從食用到發現毒性、偏性到正確認識毒性再到利用毒性，都是漫長的過程。即便是科技
發達的今天，仍可時常新發現因某中藥而引發的不良反應事件。這說明瞭解掌握中藥等天然藥物的毒性、偏性
是充分利用藥物的偏性治療疾病的首要前提。 

1.1.1 有毒中藥的定義及應用現狀 
2015版國家藥典[1]收錄的中藥中，明確記載毒性的中藥共83種，其中有大毒10種，有毒42種，小毒31種。

香港特別行政區《中醫藥條例》[2]（香港法例第549章）附表1則僅僅列明31種毒性中藥，須經註冊中醫處方才
可使用。然而目前我國常用中藥約幾百種，這表明其中仍有大部分常用中藥並未明確標明其毒性大小和可能引
起的不良反應，當這些單味藥組成方劑湯藥、中成藥及中藥注射劑時，更增加其不確定性。有研究[3]顯示，藥
典記載的83種有毒中藥的不良反應常常累及神經系統和消化系統；且均與藥性峻猛有關。同時，有研究[4]發現
有毒、小毒的藥物在臨床上使用十分廣泛，其中以內科處方為最多（占比60.33%），且臨床上大多超劑量使用。
作為OTC藥物的某些中成藥說明書也無法標明明確的不良反應，模糊的說明書往往容易讓經驗不多的年輕醫師
及普通百姓誤服誤用，從而導致嚴重後果。有研究[5]統計顯示，2012-2014年某院使用含有毒性藥材的中成藥應
用十分廣泛，高達50種，其中骨傷科用藥占比最多（28%），化痰止咳平喘劑次之（18%），祛瘀劑再次之（14%），
其後是治風劑（10%）。 

1.1.2 新发現之有毒性中藥 
中醫中藥的療效和作用毋庸置疑，但由於其成分的複雜性和品質難控性，近年來常常報導出部分不良反應

案例，因此歐美日韓等國家幾乎嚴格限制了中藥及其製劑產品的進口和使用。例如有人[6]指出牛黃解毒片曾導
致過敏反應和慢性砷中毒的不良事件，一時間牛黃解毒丸風光不再，從人人家中常備藥淪落到無人問津；另一
案例[7]指出1992年比利時多名婦女服用香港進口的減肥中藥後發生腎衰竭，後來研究認為此事件是含有馬兜鈴
酸的廣防己引起的腎臟毒性而導致的不良反應。2003年一篇新華社的報導[8]指出龍膽瀉肝丸或為腎衰竭病人的



致病原因之一，引起軒然大波，從而引發醫藥界研究與思考，研究發現龍膽瀉肝丸中誤以為關木通屬於道地藥
材，實際上關木通卻和木通完全不同，前者含有馬兜鈴酸，後者則無毒；另一味在抗擊「非典」及禽流感中發
揮巨大作用的魚腥草注射劑，曾被認為是「中藥抗生素」。但從2003年到2006年，魚腥草注射劑嚴重不良反應
病例從52例猛增至222例，隨即被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緊急叫停[9]。上述藥物均在發生不良事件之前，被認
為是苦口良藥並無明顯毒性副作用，便被廣泛適用於各科疾病。然而推廣開後，使用人群迅速激增，其藥物毒
性的本質便顯露無遺。類似事件還有很多，分析各個案例可以發現，一些過去被認為是良藥的中藥，在廣泛推
廣使用後往往出現大量不良反應的報導，這提示我們研究中藥毒性十分重要，尤其是被廣泛認可為「無毒藥」
的中藥，臨床使用時更容易掉以輕心，釀成不良反應。 

1.2 研究目的 
已經確定有毒性的藥物如附子、細辛、馬兜鈴等都已深入人心，反而是一些看似無毒、未報導確定毒性的

藥物更危險。因為此類藥物常常被忽略其劑量、配伍注意事項，更容易被誤服誤用。近年來，中藥及其製劑產
生的不良反應屢見不鮮，一方面這代表着中醫藥正流行於世界各地，使用中醫中藥治療的人群正在擴大。另一
方面不良反應屢次出現也在給人們敲響警鐘。因為看似無毒，所以被廣泛放心運用，結果導致慢性中毒或致死
致殘，從某種層面來講這類藥物甚至比「毒藥」的影響更為嚴重。本文旨在通過文獻整理的方式，整理出部分
常用但又具有潛在不確定毒性的藥物，研究此類藥在方劑中的運用程度和方法，揭示此類藥物的毒性機制，並
通過文獻檢索瞭解現有的解毒方法和措施，以供參考。 

 

2 研究方法與結果 
2.1 資料來源 
本研究通過搜尋相關藥物不良反應病例報導、期刊文獻、專著書籍、報刊雜誌相關文章等途徑得到基本資

料，最後採用「中國知網中文期刊全文資料庫」中有關相關中藥的不良反應、毒性機制實驗、臨床觀察等文章
內容作為資料。 

2.2 分析方法 
整理關於何首烏、益母草、甘草、薄荷、柴胡、黃連、葛根、丹參、三七等九味中藥的不良反應資料，主

要包括其不良反應症狀、產生的原因機制、其毒性毒理研究現狀程度，以及臨床應用時的建議幾個方面內容。 
2.3 分析過程與結果 
2.3.1 性味歸經： 
將此類藥物分類可以發現：這類藥物屬苦味、辛味居多，多為寒涼藥，歸經多歸於肝經、腎經、脾經等。

功效分類多屬於補益類、清熱解表類和活血化瘀類。總結這9味藥物的性味歸經與功效可見下表1： 



 

四氣：此類具有潛在毒性的藥物多屬於寒涼之品，寒涼藥物容易傷及脾胃誘發瀉下，故此類藥物的不良反
應常可能導致消化道症狀如腹瀉、嘔吐、腹痛等。中醫理論也提出寒涼藥屬陰，具有抑制和降低機體生理活動的趨
勢，可能也與發生不良反應有關。 

五味：此類藥物多具有苦味、辛味。苦味入心，故常容易累積心臟和血脈，從而造成全身性症狀；苦寒之
品對消化道也具有刺激性，加重消化系統不良反應。辛味具有升散、行氣行血功能，有研究顯示辛味藥多含有
揮發油，而揮發油中的成分常常容易導致過敏和中毒。 

歸經：大多藥物歸肝經、腎經，與現代醫學理論中藥物可經過肝臟腎臟代謝理論有異曲同工之妙。這也可
解釋為何大多藥物具有肝毒性和腎毒性。其次藥物歸脾胃經，似乎也驗證了不良反應常常包括消化道症狀的道理。
歸心經，心主神明，可以解釋有些藥物導致嚴重不良反應可能造成神昏、休克等神經系統症狀。 

功效：此類藥物多集中在補益藥、清熱解表藥和活血化瘀藥。這三類屬於臨床常見病症使用的藥物，人體
均有陰陽消長，使用補益藥十分常見。而清朝之後直至近現代溫病疫毒呈流行趨勢，清熱解表藥也運用廣泛（艾
滋病、禽流感等）；另外隨着現代生活水準的提高，富貴病越來越多，心血管系統疾病十分常見，活血化瘀類
藥物也有其用武之地。因其使用人群十分廣泛，被改為其他劑型的需求更大，進而容易湧現出曾在湯劑中不常
見的毒副作用。另外，需要使用補益劑的患者多為體弱多病之人，免疫耐受能力較健壯之人差，因此也更容易
發生不良反應。 

2.3.2 毒性機制 
通過對每味藥的研究整理，可以總結此類中藥及其製劑發生不良反應時的一般規律：引起不良反應的成分

涉及多種類型的化合物（蒽醌類、生物鹼類、苷類、揮發油類等），此類化合物通常既屬於該藥物之有效物質，
又具有引起毒副作用的可能，因此弄清其藥效-毒性機制相當必要。引起不良反應的症狀大多以肝腎功能損傷、
過敏反應等為主，涉及的系統不盡相同，但多見於消化系統、泌尿系統、免疫系統等。值得注意的是，該類藥
物引起不良反應的情況可能與其中藥相關中醫藥理論有關。例如益母草多用於治療婦科疾病，引起的不良反應
也常與腎臟相關，是否與中醫理論提到的腎主胞宮、主生殖之器理論有關聯，有待驗證；薄荷入肝經，多有行



氣解鬱的作用，是否也意味着薄荷的藥效多作用靶點於肝臟，有待實驗考證；黃連性味苦寒，歸於心、胃、肝
經，中醫理論提到過於寒涼的性質容易傷及脾胃，導致腹瀉、腹痛。因此黃連引起的不良反應症狀，或與其中
藥本身四氣五味之藥性氣味有關聯。類似情況不盡詳述，筆者將其總結如下表2所示： 

 

中藥多取材於天然藥物，其成分具有複雜性、多靶點作用等特性。即使其成分複雜，但大多數中藥的現代
毒理研究不夠透徹，在改變劑型、劑量後更容易發生質變，引發不良反應。古代運用中藥多講究炮製方法、組
方配伍講究君臣佐使、服藥時注重煎煮方法，借此多方面互相制約、輔助來達到增強藥效，制約毒性的目的。
而現代科學同樣取材天然藥物，但偏於分析並提取其中最有效成分，純化製成不同劑型，雖方便臨床使用，但
忽略了搭配用藥的精髓。現代中藥仍處於探索階段，通過不斷發現中藥的潛在毒性，可以推動中藥現代化的進
程，進而打開中藥及其製劑的國際市場。 

 

3 討論 
3.1 引起不良反應的原因 
以上所列藥物均為歷代醫書記載無毒或上品的中藥，總結此類藥物發生不良反應的基本規律如下： 

3.1.1 比標明毒性的中藥更容易過量長期使用 
古代中藥的度量衡與現代度量衡差別大，且歷代對於中藥劑量的衡量問題爭論不一，現代也有對各類藥物

具體劑量進行規定的研究。本文所述此類藥物因其代代相傳「無毒」、「有效」等標籤，其劑量限制往往比烏
頭、馬錢子一類有毒之品更容易被忽視；又因此類藥物的功效顯著，且深入人心，對療效的追求常常驅使人們
產生「越多服效果越好」的錯誤認識，於是容易放低戒備將其作為食品或補品日常使用。 

此類藥物因在臨床上十分常用，大多會被開發成不同劑型（例如超微粉顆粒、免煎中藥沖劑、片劑、



滴丸、注射劑等）。不同劑型雖然更方便臨床服用，增強患者服藥依從性，但其劑型和劑量的量效關係
也發生微妙的變化。改變劑型後，其有效成分釋放雖然增加，同時毒性成分也更容易被釋放，先進的劑
型技術也更容易導致毒性成分被身體所吸收造成毒副作用。 

此類中藥對器官臟器的毒性常常不是急性毒性，而是以亞急性和慢性毒性居多。有的藥物毒性潛伏期甚至
長達幾年到幾十年，如果長期服用某些藥物，體內長期受到大劑量有毒物質或有毒代謝產物的荼毒，時間長導
致干擾因素過多，也更不容易被發現其毒性機制和症狀，容易被誤診漏診，不能及時得到糾正。 

 
3.1.2 未註明可能引發的過敏反應及症狀 
綜合上述分析可以發現，此類藥物的不良反應大多都出現過敏反應，輕則皮膚出疹，重則過敏性休克、導

致死亡。過敏變態反應的危害不容小覷。由於此類藥物功效佳，口碑好，許多民眾常常自行購買服用，沒有向
專業醫師諮詢是否藥證相應。實際上，即使是含有這類「上品」中藥的方劑裏，常常也會有對不可服用的禁忌
人群之提示。因此，年輕醫師或患者對個體體質差異性掌握不清，也是引起藥物中毒的重要因素。現代常常提
純此類藥物的有效成分，試圖提高其療效，但是否會因此分解出致敏成分，這類研究還有待加強和發掘。中藥
本身的成分具有複雜性，多靶點性，通過現代提純製劑後，更應關注其成分的微妙變化，發現其致敏元與致敏
機制。 

3.1.3 可能與中藥性味歸經理論有關 
中藥具有性味、歸經理論。性味包括四氣五味，四氣（寒、涼、溫、熱）和五味（辛、苦、酸、甘、鹹）

均對中藥的藥效有決定性作用，同樣也適用於藥物毒性。苦寒之品多傷害脾胃，因此如患者本身脾胃虛弱，則
可能造成腹瀉、胃痛等症狀；辛散之品趨勢向上，如過量使用或患者不耐受則可能導致頭暈目眩、發熱等陽性
症狀；甘味藥多補益功效但也大多滋膩，易礙脾胃，因此體質過虛的患者可能虛不受補，導致腹脹、腹瀉等不
良反應。酸味藥大多收澀力強，但如若辨證施治時未清除邪氣，便貿然使用，則可能收斂邪氣於內反而延長病
程。 

歸經理論則體現了中藥藥效的多靶點性，每味中藥都有不同的歸經，代表不同的作用趨勢和方向，有的偏
向上，有的偏走下，作用於不同的臟腑器官。本文所述的藥物多走肝、腎兩經，表明該類藥物多作用於肝、腎
兩臟。現代研究也表明，大部分藥物成分均由肝、腎二臟代謝排出，因此也更容易積累毒性物質，損傷二臟功
能。另外有些藥物也有專屬的歸經，則引發的不良反應也多與相關臟腑系統有關聯。至於是否中藥毒性及副作
用的機制與中醫藥理論中的性味歸經有關聯，此方面文獻幾乎空白，有待日後研究考證結論。 

3.1.4 不合理中西藥聯用 
現代臨床多喜用中西醫結合治療，例如服用西藥治療的同時使用中藥湯劑或中成藥，或使用中西藥複方藥

等情況。臨床也常常出現靜脈注射同時聯用抗生素和中藥製劑，如此配伍的過程中可能出現不為人知的化學反
應，產生毒副作用，或引發過敏變態反應。因此在聯用中藥西藥，或使用中西藥合劑（例如維C銀翹片）時，
應注意二者合參，避免中藥西藥發生化學反應，產生有毒物質損傷人體。 

3.1.5 對具有潛在毒性中藥毒性認識不深入 
此類藥物因其歷來的良好療效和廣為流傳的口碑，容易造成無毒副作用的認識。實際上，凡是藥物均有其

偏性，錯誤使用或過度使用藥物偏性，均可能導致不良反應。 因此類藥物的臨床應用十分普及，大部分人們喜
歡自行服用或長期作為補品使用，也自然容易出現慢性毒副作用而不自知，直到肝腎功能衰竭或出現明顯症狀
的時候才能發覺問題。 

臨床缺乏經驗的醫師，常常也容易忽略此類藥物的潛在毒性，因此在用藥時，容易忽略詢問患者過敏史、
服藥經過、疾病史等問題。另外，由於此類藥物的毒性機制和作用大多處於未被完全認識的情況，因此如果臨
床突然發生此類藥物的中毒事件和不良反應，醫師們常常很難聯想其原因，很難立刻找到解決應對措施，因此
容易浪費寶貴的救治時間，對患者機體造成嚴重的或不可逆的傷害。 



3.2 減毒措施建議 
臨床用藥時，人們常常會留意使用藥典及藥物標準中明確注明毒性的中藥的禁忌事項，但未標明毒性的大

多數藥物則被忽視，且該類藥物常常被廣泛推廣應用，甚至開發出不同製劑非處方中成藥，供患者任意購買。
為了避免錯誤使用具有潛在毒性的藥物，筆者認為這需要從多個方面精確把握，才能將毒副作用降至最小化，
主要涉及以下幾方面： 

3.2.1 非臨床方面 
對於製藥廠來說，選擇藥材產地時，應分清品種及用藥部位，儘量選擇道地藥材，採摘時注意剔除腐爛品

或殘敗品，尤其重視對外源性污染（重金屬類、黃麯黴素類等）的檢測，嚴格遵循GAP的要求進行生產。炮製
過程中應使用正確的炮製加工方法，確定統一標準的炮製工藝技術，保證藥材炮製完全，盡可能降低其毒性，
增強藥性；運輸貯藏時應注意控制溫度和濕度，防止藥材或成藥出現變質、腐爛、黴變等。無論中成藥抑或藥
材生產廠商，都應重視藥物品質檢測，保證其安全性。 

對於藥理研究人員來說，筆者呼籲應加大對此類中藥的成分分析，不僅要研究此類中藥的有效成分和活性
成分，更應瞭解其毒性成分、毒性機制及應對措施。若有效成分和毒性成分為不同成分，則應研究出如何通過
炮製、配伍或其他手段降低或消除毒性；如果有效成分和毒性成分為同一成分，則應弄清其量-效-毒關係，做到
在保證藥材安全性的前提下發揮其最大化的藥效。對於複方藥物，應嚴格遵循方劑組方配伍關係及相反、相惡
禁忌，以古籍經方中的經驗作為參考，結合現代科學研究技術合參，明確其適應症及不良反應發生的可能性。 

對於中成藥及改變了原有劑型的中藥，應進行相關試驗證實其劑型改變後是否對藥物作用和毒性作用造成
影響，同時也應確認其劑型-劑量-藥效之間的關係。例如超微粉碎情況下的藥材或複方使用劑量和傳統藥材、複
方具有一定比例。 

對於中藥和西藥聯用，或中西藥複方製劑，應明確其是否有成分相互作用導致性質改變，弄清其毒性成分
和毒性機制。 

3.2.2 臨床方面 
對於臨床醫師而言，對此類具有潛在毒性的常用藥應格外留意跟進其相關文獻研究，關注不良反應病例報

導。對於任何藥物，都應嚴格遵循國家藥典及藥物標準的劑量要求進行臨床應用，避免過量使用和長期使用。
臨床治療患者時，應注意詢問其疾病史和過敏史，診斷明確避免漏診誤診，同時也應辨證論治，辨清患者體質
用藥。當所用的此類藥物劑型改變後應注意其量-效-毒關係，並時刻注意觀察患者用藥後是否出現異常症狀。如
涉及中西藥聯用，應注意避免聯用不當導致不良反應。如果出現不良反應，應掌握正確應對措施，並及時冷靜
處理，避免嚴重不良反應事件的發生。 

對於患者而言，應從可靠途徑關注藥物不良反應的資訊，例如醫師醫囑、新聞媒體、學術雜誌等；應明確
某些藥物並不宜長期大量服用，故不可擅自或聽信非專業人士的診斷及用藥建議；掌握基本的不良反應急救措
施，若自己或他人出現中毒或不良反應症狀後，應立即求醫，並向醫師交代所服為何種藥物、有無其他疾病史、
有無過敏藥物史，積極配合醫師進行對症處理。 

中國古人說：「是藥三分毒」，應明確的是藥物皆具有毒性和偏性，只是大小、強弱不同，且不同體質具
有不同耐受力。中藥具有良好的療效固然應儘量開發並服務於患者，但藥效越大也許其偏性及毒性越強，因此
對任何藥物都不應該隨意服用，除開已標註毒性的藥物以外，對具有潛在毒性但口碑卻極好的常用中藥更應開
展毒理學實驗，對任何新葯產品均應嚴格把握安全性，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利用寶貴的中醫藥理論和資源救死扶
傷。 

 
 

參考文獻 
[1] 國家藥典委員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M]. 北京: 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 2015. 
[2] 香港衛生署. 香港中醫藥條例（第549章）[法例](1999年). 衛生署中醫藥事務部網站 (http://www.cmd.gov.hk/html/b5/important_info/regulation.html). 



[3] 王懿, 孫蓉. 基於累及器官和發生頻率的有毒中藥不良反應統計分析[J]. 中國藥物警戒, 2014,11(1):23-26. 
[4] 梁傑豪. 中藥處方中有毒、有小毒中藥的應用分析[J].蛇志.2016,28(2):154-176. 
[5] 項奇珍, 盛春琴. 含毒性藥材中成藥的臨床應用分析[J]. 中國醫院用藥評價與分析.2015,15(12):1657-1658. 
[6] 封玉玲, 苗加偉, 李晶, 孫安盛, 劉傑. 牛黃解毒片的安全性評價[J]. 中國中藥雜誌. 2014,39(17):3221-3225. 
[7] 苗明三, 朱飛鵬, 朱平生等. 實用中藥毒理學[M]. 上海：第二軍醫大學出版社, 2007. 
[8] 龍膽瀉肝丸—清火良藥還是「致病」根源？[文章]（2003年2月23日）. 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3-02/23/content_740961.htm）. 
[9] 易娜, 覃正碧, 熊道君, 汪志宏. 從「魚腥草事件」看中藥風險管理[J], 醫藥導報.2008,27(9):1136-1138. 
 

（編委：戴昭宇審校2016.12.31） 
 

表1：何首烏等9味藥物的性味歸經與功效 

藥物 四氣 五味 歸經 功效 

何首烏 微溫 苦、甘 肝、腎 補益類 

益母草 微寒 辛、苦 心、肝、膀胱 活血化瘀類 

甘草 平 甘 心、肺、脾、胃 補益類 

薄荷 涼 辛 肺、肝 解表類 

柴胡 微寒 苦、辛 肝、膽 解表類 

黃連 寒 苦 心、脾、胃、大腸 清熱類 

葛根 涼 甘、辛 脾、胃 解表類 

丹參 微寒 苦 心、心包、肝 活血化瘀類 

三七 溫 甘、微苦 肝、胃 化瘀止血類 
 
表2：何首烏等9味藥物的不良反應 

中藥名 引起不良反應成分 臨床症狀 涉及系統 原因機制 

何首烏 蒽醌類： 

大黃素、大黃酸 肝功能異常，乏力納差，食少噁心，黃疸等肝損傷症狀 消化系統 炮製不當 

過量使用 

益母草 生物鹼類 腰部不適、尿血等腎功能損傷症狀，腎衰竭、強烈宮縮、流產、血壓過低等症狀 泌尿

系統 

生殖系統 內源性毒性 

過量使用 

甘草 皂苷類：甘草次酸 水腫、嘔吐、小便不利、水鈉瀦留、低鉀血症、高血壓、假性醛固酮增多症

及引起內分泌紊亂、過敏反應甚至休克 內分泌系統、 

免疫系統、 

心血管系統 內源性毒性 

過量使用 

過敏反應 

薄荷 甜薄荷萜代謝產物： 

薄荷呋喃、對甲酚 肝功能和肝組織病理變化、皮膚過敏反應 神經系統、 

消化系統、免疫系統 內源性毒性 

過敏反應 

柴胡 柴胡皂苷、揮發油、 

多糖、植物甾醇等 肝功能異常、血膽紅素異常、頭暈目眩等副作用、過敏性休克、皮膚過敏反應 免 疫

系統、 

呼吸系統、 

心血管系統等 體質過敏 



劑型改變 

黃連 小檗堿類：黃連素 胃腸道不適、腹脹腹瀉、納差噁心、泌尿系感染、肝功能異常 消 化 系

統、 

泌尿系統 過於寒涼 

製劑改變 

葛根 黃酮類：葛根素苷元 發熱、過敏反應、頭暈及頭痛、血管性水腫、腰脹及腰痛、轉氨酶升高、急

性血管內溶血、過敏性休克 免疫系統、 

血液系統 體質過敏 

製劑改變 

丹參 丹參酮 過敏反應、發熱、出血 免疫系統 體質過敏 

製劑改變 

三七 三七總皂苷 面部潮紅、全身瘙痒、胸悶等症狀 皮膚及附件、 

神經系統、 

心血管系統 自身毒性 

過量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