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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黃芩被現代中藥學分類為清熱燥濕藥物，在現代臨床中主要被用於治療濕溫類疾病。然

而查閱古代文獻可知，黃芩實際的應用範圍要更為廣闊。筆者通過整理古代本草和醫方中的相關

資料，並結合現代實驗研究成果，得出除現代臨床中藥學所列出的適用疾病外，黃芩對中風、消

渴和不孕等疾病也具有良好治療效果。 

 

[關鍵詞] 中醫藥；黃芩；中風；消渴；不孕 

黃芩味苦，性寒，能清熱燥濕、瀉熱解毒，在臨床多用於熱毒和濕熱所導致的疾病。筆者

通過查閱古代本草和方書等文獻資料，並結合現代實驗研究成果，發現黃芩對於中風、消渴和不

孕等疾病同樣具有上佳療效。 

 

1 黃芩源流介紹 

黃芩為唇形科草本植物黃芩的乾燥根，春夏兩季採挖取根，去泥鬚後曬乾切片。生用、酒

製用或炭炒用。黃芩最早可見於《五十二病方》，它被用於治療皮膚瘡瘍、肛門漏管和傷痙。[1][2]

《神農本草經》描述黃芩「味苦，平。主諸熱黃疸，腸澼，洩利，逐水，下血閉，惡創疽蝕，火

瘍。」[3]《千金翼方》又補充它能「療痰熱，胃中熱，小腹絞痛，消穀，利小腸，女子血閉、淋

露、下血，小兒腹痛。一名腐腸，一黃文，一名經芩，一名妒婦。」[4]《藥性論》[5]《珍珠囊》
[6]等本草類著作相繼補充黃芩除熱毒，涼心去煩的作用。但漢唐本草類著作對於黃芩的治療病症

舉例繁多，卻沒有整合歸納它的具體功效。明清醫家考據醫書，結合臨床實踐經驗，逐漸總結出

黃芩清熱燥濕、涼血解毒和安胎的功效，如《本草備要》直言：「瀉中焦實火，除脾家濕熱。」
[7]。《本草匯言》也將黃芩的應用範圍概括為：「……所以方脈科以之清肌退熱，瘡瘍

科以之解毒生肌……婦女科以之安胎理經。」 [8] 

現代實驗研究發現黃芩具有抗炎抗變態反應，抗微生物，解熱等作用。現代臨床多用於濕

熱類如暑溫、瀉痢、黃疸和熱淋，火熱類如外感風熱、肺熱咳嗽，血熱類如吐血衄血、

便血崩漏和胎熱不安等疾病。 [9] 

 



2 黃芩新用 

查閱古代本草文獻和方書記載並結合現代科學實驗研究發現，黃芩所應用的疾病範圍並不

限於中藥學所列，黃芩對於中風，消渴和不孕等疾病同樣具有較好的療效。 

2.1 中風—除痰開鬱 

中風是因氣血逆亂，致腦脈痹阻或血溢腦脈之外，出現以突然昏仆、半身不遂、口舌歪斜、

言語蹇澀、偏身麻木為主要臨床症狀的疾病。痰熱結聚是中風疾病的重要病機，金元醫家朱丹溪

在《丹溪心法》曾提到：「半身不遂，大率多痰」[10]，他指出中風後氣滯津停，會鬱結成痰而

堵塞脈道的重要病理變化。 

黃芩恰恰具有良好的清痰熱去鬱結作用。《名醫別錄》中記載其能「療痰熱」[11]，《藥性

論》也指出它可以「破雍氣」，「令人宣暢」[5]然而筆者認為黃芩開鬱結的能力是建立在黃芩具

有良好的清熱功效的基礎之上。「氣有餘便是火」[10]，當氣滯成鬱後，阻氣的能量便堆積在人

體內，當能量累積超過一定閾值就會如同被蓋住的沸騰油鍋一般爆發出來，從而氣鬱化火，縱橫

表裏內外。黃芩苦寒能除熱瀉熱，它能將氣機鬱結所造成的擁堵熱能量一掃而空，開通鬱結，再

加上本經所載的除痰功效，從而改善中風所造成的病理變化和臨床症狀以達到治療效果。 

《金匱要略‧中風歷節病脈證併治第五》中也可以見到應用黃芩治療中風疾病的案例。三黃

湯方中用黃芩清熱開鬱合細辛辛散通經絡以解除手足拘急，關節疼痛。[12]《金匱翼‧中風》中的

小續命湯也使用了黃芩。[13] 

現代實驗研究發現黃芩的有效成分黃芩苷能抑制缺血性腦損傷大鼠腦組織TNF-α和

AQP-4的表達，並減輕炎症反應和修復損傷的血腦屏障，證明了黃芩苷對缺血性腦中風

所導致的腦組織損傷具有保護作用。 [14] 

2.2 消渴—清解脾胃邪熱 

消渴病是以陰虛內熱為基本病機，以「三多一少（多飲、多尿、多食和消瘦）」為典型臨

床表現的一種疾病。現代疾病糖尿病也屬於中醫消渴病範疇。 

消渴病涉及肺胃腎三臟，其中脾胃尤為關鍵，正如張錫純所說：「消渴一證，古有上、中、

下之分，皆起於中焦而乃於上下也」[15]。脾胃主運化，當胃火熾盛損耗脾胃氣陰時，水穀精微

不能輸布營養全身，在上肺不能接受到足夠的津液以灌溉周身而使人口渴多飲，在中邪火消磨水

穀而使人多食善饑，在下腎失脾養可導致腎氣虛耗，從而膀胱失去腎氣固攝，開闔失司而小便量

多。因此祛除脾胃邪熱是治療消渴病的關鍵點。 

《名醫別錄》稱黃芩能除「胃中熱」[11]，《藥性論》中亦指出能「解熱渴」，祛「骨蒸」[5]。

筆者認為黃芩苦寒，能清降胃中邪火來庇護脾胃氣陰，從而能恢復脾胃運化的功能，使津液可以

灌溉四旁，使人不饑渴，肌肉關節能得陰液濡養，虛熱頓消而除骨蒸。並且「苦能堅陰」，黃芩

味苦能顧護陰液從而避免虛火灼燒陰液而陰水虧虛的情況。 

《備急千金要方》中著名的消渴方豬腎薺湯中便用黃芩合石膏知母祛除脾胃邪熱，再配合

其餘甘味之品濡養陰液，最終使陰陽調和，解除消渴。本書另一消渴明方三黃丸也以黃芩為主藥。
[16]這充分地說明了黃芩在消渴病治療中發揮着極大的作用。 

此外現代實驗研究發現黃芩中的有效成分黃芩素能通過抑制單個β細胞的Kv電流，升高β細

胞內鈣離子濃度，而促進肌島素分泌。[17]並且黃芩能通過對II型糖尿病大鼠的鞘脂類代謝和脂肪



酸代謝的調節作用來改善糖尿病的症狀。[18] 

2.3 不孕—通閉去瘀 

不孕症為一年未採取任何避孕措施，性生活正常而沒有成功受孕的疾病，屬中醫「不孕」

範疇。唐代孫思邈在《備急千金要方‧婦人方上‧求子方》中提出瘀血是導致女子不孕的重要原因：

「婦人者，眾陰所集……月水去留，前後交互，瘀血停滯，中道斷絕，其中傷墮，不可俱論矣。」
[16]後世也相繼指出瘀血能阻滯胞絡，斷絕地道，使人不孕。[19][20] 

黃芩在《神農本草經》中被記載到能「下血閉」[3]，《名醫別錄》也指出黃芩能治療「女子

血閉」[11]，而且在《新修本草》也記載到黃芩能配伍祛瘀開痹的藥物治療血瘀型的不孕「得五

味子、牡蒙、牡蠣令人有子」[21]，而《濟陰網目》中所列生子方如經驗育胎丸、金蓮種子仙方

和加味養榮丸，都加入了黃芩這味藥[20]，其機理便在於黃芩能開血閉通胞絡，使陰陽得和而交

感孕子。 

現代小鼠造模實驗研究也指出，黃芩苷可能是通過影響體內Th1/Th2免疫平衡向有利於妊娠

的Th2方向偏移，從而起到促孕保胎的作用。[22]並且黃芩苷還可能影響血清雌、孕激素水平對經

典Wnt信號通路的調節而促進了小鼠胚泡的附着過程。[23] 

 

3 小結 

筆者通過查閱文獻發現黃芩除現代中藥學所列主治疾病外，對於中風、消渴和不孕都有良

好效果。1.針對中風，黃芩能清熱除痰以開鬱結，從而能恢復正常的氣血流動；2.針對消渴，黃

芩能清解脾胃邪熱，顧護陰液從而能恢復脾胃正常的運化功能，使水穀精微得以灌溉周身；3.

針對不孕，黃芩能通閉祛瘀，使胞絡得通，陰陽二氣交媾而有子。 

 

 

參考文獻： 

[1]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 五十二病方. 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32. 

[2] 潘文，李盛華.淺淡黃芩在《五十二病方》中的應用及其它[J]. 甘肅中醫，1992,5(2):38-39. 

[3] 佚名. 神農本草經[M]. 繆希雍整理. 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17:115. 

[4] 孫思邈.千金翼方[M].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5:94. 

[5] 甄權. 藥性論[M].尚志鈞整理. 安徽：皖南醫學院科研科，1983:32. 

[6] 李東垣. 珍珠囊補遺藥性賦[M]. 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86:54. 

[7] 汪昂. 本草備要[M]. 鄭金生整理.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5:67. 

[8] 倪朱謨. 本草匯言[M]. 鄭金生整理. 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5:46. 

[9] 張廷模，彭成. 中華臨床中藥學[M].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15:245-247. 

[10] 朱震亨. 丹溪心法[M]. 王英整理.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5:89, 31. 

[11] 佚名. 名醫別錄[M]. 尚志鈞整理.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6:113. 

[12] 張仲景. 金匱要略[M]. 何任，何若頻.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5:88. 

[13] 尤翼. 金匱翼[M]. 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9:561. 

[14] 涂獻坤，楊衛忠，石鬆生. 黃芩苷抑制缺血性腦損傷大鼠腦組織TNF-α和AQP-4的表達及減輕腦損傷的研究[J]. 中國藥理學報，



2013,29(9):1222-1225. 

[15] 張錫純. 醫學衷中參西錄[M]. 吳少禎，于華芸整理. 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11:231. 

[16] 孫思邈. 備急千金要方[M].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9:349, 672. 

[17] 郭陽艷，劉萌萌，楊曉華. 黃芩素對大鼠胰島素分泌的作用及機制研究[J]. 中國藥理學報，2018,34(6):820-824. 

[18] 周元，張沐新，孫亞楠. 基於質譜技術的黃芩治療2型糖尿病的糞便代謝組學研究[J]. 質譜學報，2018:5. 

[19] 齊仲甫. 女科百問[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74. 

[20] 武之望. 濟陰網目[M]. 昊智春，趙艷，劉國偉整理. 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14:248. 

[21] 蘇敬. 新修本草[M]. 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59:188. 

[22] 張曉思. 黃芩苷對着床期小鼠子宮保護作用研究[D]. 河北農業大學，2007. 

[23] 陳婷. 黃芩苷對小鼠子宮組織經典 Wnt 通路相關物質表達的影響[D]. 華中農業大學，2013. 

Objective Radix Scutellariae is classified as clearing heat and drying 

dampness by moder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is mainly used in the treatment of 

diseases such as warm heat disease, jaundice, pneumonia, dysentery, testless fetus, 

hypertension and swollen welling abscess (yong) and clove sores (ding)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ancient literature,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range of Radix Scutellariae is much wider, By 

sorting out the efficacy data of Radix Scutellariae in ancient herbals and prescriptions and 

combining with the results of modern experimental research, the author concluded that apart 

from the diseases listed in modern clinical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adix Scutellariae is 

also effective in treating diseases such as apoplexy, consumptive thirst and infertilit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adix Scutellariae; apoplexy; consumptive 

thirst; infer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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