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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影响血糖的中药进行文献检索汇总，为临床安全用药提供依据。方法 以 “血

糖”、“中药”为关键词，检索万方医学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自建库以来中

药相关文献，采用Microsoft Excel软件分别录入中药相关信息并处理。结果 共整理影响血

糖的中药共 159种，其中基于中药饮片整体可降低血糖的中药饮片共涉及 83种，仅探讨中

药提取物降低血糖的中药饮片 74 种，升高血糖的中药有 8种，具有双向调节作用的中药 6

种。降低血糖机制主要与增加胰岛素敏感性、增加糖原合成、增强抗氧化作用、基因调控等

有关；升高血糖机制主要与增加肌糖原的储备、促进脂肪利用、降低运动时肌糖原利用速率

等有关。结论 降低高血糖的中药以清热药和补虚药为主，甘味药、寒性药占比最高；升高

血糖的中药以补虚药为主，多为运动后或饥饿状态发挥升高血糖作用。降糖有效部位集中在

乙醇提取物，降糖成分主要为多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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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1]正常水平相对恒定，维持在 3.89-6.11mmol/L 之间，这是血糖来源和去路相对平

衡的结果。当人体糖代谢受到影响发生障碍时可引起血糖水平紊乱，引发高血糖（空腹血

糖>6.1mmol/L）或低血糖（空腹血糖<2.8mmol/L）。近年来糖尿病发病率高，临床多采用

胰岛素或胰岛素类似物、促胰岛素分泌药物、胰岛素增敏剂、肠促胰岛素类降糖药物治疗[2]，

中医药治疗糖尿病大致分为滋阴清热法、益气养阴法、健脾益气法、补肾固精法、滋养肝肾

法、补气扶正法、活血化瘀法、泻下润燥法、以酸胜甘法、益胃生津法、水火并补法、燥湿

祛痰法等[3]。为了更好的促进糖尿病的中医药治疗，本文通过数据挖掘的方式，梳理有关中

药降低或者升高血糖的相关研究，以期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参考。

1研究方法

本文以 “血糖”、“中药”为关键词，检索万方医学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

自建库以来中药对血糖影响的相关文献。通过 Excel表汇总、数据处理，并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药典》2020年[4]版规范中药名称，未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的中药参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卫生部药材标准、地方中药材标准或《中华本草》进行规范，以便于统计，避免同

名异物或同物异名现象。

2降低血糖的中药



2.1基于中药饮片整体研究

2.1.1降低高血糖的中药饮片

可降低高血糖的中药饮片共涉及 83种，其中赤小豆、刺五加、大黄、黄连、绞股蓝、

山茱萸为糖尿病患者临床观察数据结果，其余为动物研究结果，具体中药的药味、药性情况

汇总见表 1。83种中药按功效归纳为 14种，分别为清热药、补虚药、活血化瘀药、解表药、

利水渗湿药、化痰止咳平喘药、收涩药、理气药、平肝息风药、安神药、祛风湿药、消食药、

泻下药、止血药，本文对各功效数量的比例进行统计图处理，见图 1，其中清热药与补虚药

占比近 50%，其次为活血化瘀药、解表药、利水渗湿药。为方便读者查阅，本文列出部分

参考文献[5-14]。

对 83种中药饮片药味进行统计（当饮片存在多种药味，按首个药味进行统计），共含

甘、苦、辛、酸、咸 5种药味，对药味数量占比进行统计图处理，见图 2，其中甘味饮片比

重最大，其次为苦味饮片。

对 83种中药饮片药性进行统计（饮片“微寒”归为“寒”，“微温”归为“温”，当

饮片存在多个药性，按首个药性进行统计），共含寒、平、温、凉 4种药性，对药性数量占

比进行统计图处理，见图 3，其中寒性饮片占比最大，其次为性平饮片。

表 1 基于中药饮片整体研究降低高血糖的中药汇总

中药 药味 药性 功效分类 中药 药味 药性 功效分类

白背三七 辛，淡 平 清热药 赤小豆* 甘，酸 平 利水渗湿药

白鹤灵芝 甘，微苦 微寒 清热药 虎杖 微苦 微寒 利水渗湿药

赤芍 苦 微寒 清热药 连钱草 辛，微苦 微寒 利水渗湿药

穿心莲 苦 寒 清热药 龙须草 苦 凉 利水渗湿药

地骨皮 甘 寒 清热药 茵陈 苦，辛 微寒 利水渗湿药

地黄 甘，苦 寒 清热药 玉米须 甘，淡 平 利水渗湿药

地锦草 辛 平 清热药 泽泻 甘，淡 寒 利水渗湿药

翻白草 甘，微苦 平 清热药 苍耳子 辛，苦 温 解表药

鬼针草 苦 平，微寒 清热药 蝉花 咸，甘 寒 解表药

黄连* 苦 寒 清热药 葛根 甘，辛 凉 解表药



积雪草 苦，辛 寒 清热药 黄皮叶 甘，苦 平 解表药

金线莲 甘 平 清热药 麻黄 辛，微苦 温 解表药

锦灯笼 苦 寒 清热药 牛蒡子 辛，苦 寒 解表药

酒蒸黄连 苦 寒 清热药 桑叶 甘，苦 寒 解表药

苦瓜 苦 寒 清热药 洋甘菊 甘 平 解表药

马齿苋 酸 寒 清热药 古钩藤 微苦 寒 活血化瘀药

牡丹皮 苦，辛 微寒 清热药 鬼箭羽 苦，辛 寒 活血化瘀药

青果 甘，酸 平 清热药 卷柏 辛 平 活血化瘀药

青钱柳 辛，微苦 平 清热药 苏木 甘，咸 平 活血化瘀药

匙羹藤 苦 平 清热药 土鳖虫 咸 寒 活血化瘀药

铁皮石斛 甘 微寒 清热药 土牛膝 苦，酸 平 活血化瘀药

头花蓼 苦，辛 凉 清热药 西红花 甘 平 活血化瘀药

夏枯草 辛，苦 寒 清热药 血竭 甘，咸 平 活血化瘀药

玄参 甘，苦，咸 微寒 清热药 桔梗 苦，辛 平 化痰止咳平喘药

鱼腥草 辛 微寒 清热药 昆布 咸 寒 化痰止咳平喘药

栀子 苦 寒 清热药 罗汉果 甘 凉 化痰止咳平喘药

枳椇 甘 平 清热药 桑白皮 甘 寒 化痰止咳平喘药

虫草菌丝 甘 平 补虚药 沙棘 酸，涩 温 化痰止咳平喘药

刺五加* 辛，微苦 温 补虚药 山茱萸* 酸，涩 微温 收涩药

杜仲 甘 温 补虚药 石榴皮 酸，涩 温 收涩药

枸杞 甘 平 补虚药 乌梅 酸，涩 平 收涩药

何首乌 苦，甘，涩 微温 补虚药 五味子 酸，甘 温 收涩药

黄芪 甘 微温 补虚药 苦荞
酸，苦，微

甜
平 理气药

绞股蓝* 苦，微甘 寒 补虚药 荔枝核 甘，微苦 温 理气药



麦冬 甘，微苦 微寒 补虚药 蒺藜 辛，苦 微温 平肝息风药

女贞子 甘，苦 凉 补虚药 僵蚕 咸，辛 平 平肝息风药

人参 甘，微苦 微温 补虚药 仙鹤草 苦，涩 平 止血药

桑椹 甘，酸 寒 补虚药 大黄* 苦 寒 泻下药

山药 甘 平 补虚药 山楂 酸，甘 微温 消食药

熟地黄 甘 微温 补虚药 防己 苦 寒 祛风湿药

玉竹 甘 微寒 补虚药 灵芝 甘 平 安神药

菝葜
甘，微苦，

涩
平

利水渗湿

药

*表示为临床研究结果

图 1基于中药饮片整体研究降低高血糖的中药功效占比（%）

图 2基于中药饮片整体研究降低高血糖的中药药味占比（%）



图 3基于中药饮片整体研究降低高血糖的中药药性占比（%）

2.1.2降低正常血糖的中药饮片

在其中 83种中药饮片中可降低正常血糖的中药饮片有 13种，包括补虚药、清热药、解

表药、利水渗湿药、化痰止咳平喘药、平肝息风药、收涩药、止血药，均为动物实验结果。

具体见表 2。

表 2基于中药饮片整体研究降低正常血糖的中药汇总

中药 功效分类 中药 功效分类

黄芪 补虚药 夏枯草 清热药

麦冬 补虚药 栀子 清热药

女贞子 补虚药 白僵蚕 平肝息风药

人参 补虚药 乌梅 收涩药

蝉花 解表药 仙鹤草 止血药

洋甘菊 解表药 罗汉果 化痰止咳平喘药

泽泻 利水渗湿药

2.2基于中药提取物研究

2.2.1降低高血糖的中药

本文搜索到仅探讨中药提取物降低高血糖的中药饮片 74种，均为动物研究结果，其中

20种中药降糖有效部位为乙醇提取物，4种中药降糖有效部位为正丁醇提取物；22种中药

降糖成分含多糖，10种中药降糖成分含黄酮，5种中药降糖成分含生物碱，4种中药降糖成

分含皂苷等。具体中药及有效成分汇总见表 3。按功效可归纳为 14种，分别为清热药、补

虚药、活血化瘀药、解表药、利水渗湿药、化痰止咳平喘药、祛风湿药、收涩药、温里药、

理气药、止血药、芳香化湿药、消食药、泻下药。对各功效数量的比例进行统计图处理，见

图 4，其中清热药与补虚药比重最大，占 64%，与中药饮片整体研究结果保持一致。为方便



读者查阅，本文列出部分参考文献[15-24]。

表 3基于中药提取物研究降低高血糖的中药汇总

中药 成分 功效分类 中药 成分 功效分类

芭蕉根
乙醇-正丁醇

萃取物
清热药 四叶参 四叶参多糖 补虚药

半枝莲 半枝莲总黄酮 清热药 太子参 太子参多糖 补虚药

地菍（瑶医药）
醇提物，乙酸

乙酯提取
清热药 银耳 银耳多糖 补虚药

东风菜
总黄酮，总皂

苷，总多糖
清热药 丹参 丹参酮 I 活血化瘀药

番石榴叶
番石榴叶总黄

酮，总三萜
清热药 灯盏细辛 醇提物 活血化瘀药

荷叶
荷叶碱，黄酮

苷元
清热药 莪术 莪术多糖 活血化瘀药

黄芩 黄芩苷 清热药 姜黄 姜黄素 活血化瘀药

金线兰 乙酸乙酯部位 清热药 银杏叶 银杏叶提取物 活血化瘀药

金银花 金银花提取物 清热药 泽兰 醇提物 活血化瘀药

苦参 苦参碱 清热药 白芷 正己烷提取物 解表药

苦苣 醇提物 清热药 薄荷 醇提物 解表药

密蒙花 正丁醇提取物 清热药 淡豆豉
染料木素，正丁

醇提取物
解表药

石斛
总生物碱，多

糖
清热药 风轮菜 醇提物 解表药

唐古特青兰
挥发油、醇提

物
清热药 生姜 醇提物，姜酮醇 解表药

天花粉
醇提物，凝集

素
清热药 地肤子

正丁醇部分，地

肤子总甙
利水渗湿药



芯芭 正丁醇提取物 清热药 茯苓 茯苓多糖 利水渗湿药

鸦胆子
乙酸乙酯提取

物
清热药 菊苣 正己烷提取物 利水渗湿药

野菊花 醇提物 清热药 薏苡仁 薏苡仁多糖 利水渗湿药

叶下珠 醇提物 清热药 瓜蒌子 瓜蒌子油
化痰止咳平

喘药

知母

知母皂苷，芒

果苷，总皂苷:

多糖=1:1，盐

知母 75%醇提

物、三氯甲烷

部位

清热药 枇杷叶
三萜酸提取物，

醇提物

化痰止咳平

喘药

巴戟天 巴戟天多糖 补虚药 神香草 醇提物
化痰止咳平

喘药

白芍 白芍多糖 补虚药 鸡矢藤 醇提物 祛风湿药

白术 白术多糖 补虚药 桑枝 桑枝总生物碱 祛风湿药

百合 百合多糖 补虚药 乌头 乌头多糖 A 祛风湿药

蚕蛹 蚕蛹油 补虚药 金樱子 醇提物 收涩药

刺五加叶

刺五加叶纯化

物，刺五加叶

皂甙

补虚药 莲子心 总生物碱 收涩药

大枣 多糖 补虚药 五倍子 石油醚提取物 收涩药

当归 当归多糖 补虚药 高良姜
黄酮类，二苯基

庚烷类
温里药

党参 党参多糖 补虚药 肉桂
桂皮醛，肉桂挥

发油
温里药



甘草 甘草黄酮 补虚药 文蛤 文蛤多糖 温里药

蛤蚧
身和尾的乙醇

提取物
补虚药 木香

木香烃内酯，去

氢木香内酯
理气药

红景天

提取物（主要

红景天苷和红

景天苷元），

红景天苷，醇

提物

补虚药 香附 香附总黄酮 理气药

红芪 红芪多糖 补虚药 槐花
醇提物，槐花总

黄酮
止血药

胡芦巴 醇提物 补虚药 三七 人参皂甙部位 止血药

黄精 黄精多糖 补虚药 芦荟 芦荟多糖 泻下药

鹿茸 醇提物 补虚药 鸡内金 鸡内金多糖 消食药

沙苑子 醇提物 补虚药 厚朴 厚朴酚 芳香化湿药

图 4基于中药提取物研究降低高血糖的中药功效占比（%）

2.2.2降低正常血糖的中药

73种中药中可降低正常血糖的中药有 6 种，包括祛风湿药、解表药、补虚药、化痰止

咳平喘药、利水渗湿药，具体见表 4。

表 4基于中药提取物研究降低正常血糖的中药汇总



中药 成分 功效分类

白芷 正己烷提取物 解表药

当归 当归多糖 补虚药

枇杷叶
三萜酸提取物，醇

提取物
化痰止咳平喘药

桑枝 桑枝总生物碱 祛风湿药

乌头 乌头多糖 A 祛风湿药

薏苡仁 薏苡仁多糖 利水渗湿药

3升高血糖的中药

本文检索到可升高血糖的中药有 8种，其中 5种中药属于补虚药，其余分别为解表药、

祛风湿药、止血药，具体中药见表 5。所有研究中淫羊藿为非基础研究，其余均为动物研究

结果。刺五加、人参、沙苑子、淫羊藿、牛蒡子均是在运动员或实验动物运动后对糖代谢起

到升高血糖的作用，且前 4种均为补虚药，提示补虚药可能在身体虚弱情况下通过升高血糖

发挥药效。

表 5升高血糖的中药

中药 整体或成分 机制 功效分类 备注

牛蒡子[25] 牛蒡子

以升高血清睾酮的含量，从而增加了

肌糖原的储备，延长大鼠的运动至力

竭的时间。

解表药 运动后

刺五加[26] 刺五加皂苷
促进运动后肌、肝糖原再合成，同时

不影响运动后胰岛素的分泌。
补虚药 运动后

人参[27] 人参皂苷 Rg1
促进脂肪利用，并通过增强运动后糖

原合成酶活性来加速糖的恢复。
补虚药 运动后

沙苑子[28] 沙苑子
提高了力竭运动肌糖原储量，降低运

动时肌糖原利用速率作用。
补虚药 运动后

淫羊藿[29]* 淫羊藿 —— 补虚药 运动后



黄芪[30] 黄芪多糖 —— 补虚药
苯乙双胍

致低血糖

白花九里

明[31]
白花九里明 —— 祛风湿药 正常小鼠

三七[32]
人参皂甙部位（主

要含人参三醇）
—— 止血药 饥饿状态

*表示为非基础研究

4双向调节的中药

通过上述总结，本文发现具有双向调节作用的中药有 6种，分别为沙苑子、牛蒡子、人

参、黄芪、刺五加、三七，在机体不同状态发挥对血糖不同的影响。

5影响血糖的机制

以上中药饮片报道的影响血糖的机制主要归纳如下：

降低血糖的机制[33-37]主要包括：（1）增加胰岛素敏感性；促进胰岛β细胞分泌胰岛素；

修复受损胰岛细胞和促进胰岛β细胞再生；提高胰岛素受体结合力和数目，改善胰岛素受体

后效应；降低胰岛素抵抗。（2）提高葡萄糖氧化分解酶及糖原合成酶活性，促进葡萄糖利

用，增加糖原合成；促进肝糖原合成，抑制肝糖原分解；抑制胰高血糖素的分泌；抑制 A-

葡萄糖苷酶活性；抑制肠道α-糖苷酶，延缓肠道对葡萄糖的吸收；抑制糖异生。（3）增强

抗氧化作用，抑制自由基的产生和加快自由基的清除。（4）基因调控[38-44]：激活 AKT/PI3K

信号通路；上调 AKT/GSK- 3β/GS 通路蛋白表达；上调肝组织 AMPKα1、AMPKα2、InsR、

IRS-2、IGF-1 的 mRNA 和 AMPK、Akt 蛋白表达；上调肝脏胰岛素信号通路 Akt，GSK-3

β磷酸化水平；上调脂肪细胞中 IRS-1 的表达、恢复 GLUT4 对葡萄糖的转运功能。抑制

G-6-P，PEPCK基因表达；抑制 PTP1B的表达，进而促进了 Akt信号通路的活化。

升高血糖的机制[45-47]主要包括：升高血清睾酮的含量，从而增加了肌糖原的储备；增强

运动后糖原合成酶活性；促进运动后肌、肝糖原再合成，同时不影响运动后胰岛素的分泌；

促进脂肪利用；降低运动时肌糖原利用速率作用。

6结果讨论

降低血糖的中药主要集中在清热药、补虚药。中医认为糖尿病[48]为食、郁、痰、湿、

热、瘀交织为患。其病机演变基本按郁、热、虚、损四个阶段发展。发病初期以六郁为主，

病位多在肝，在脾（胃）；继则郁久化热，以肝热、胃热为主，亦可兼肺热、肠热；燥热既



久，壮火食气，燥热伤阴，阴损及阳，终至气血阴阳俱虚；脏腑受损，病邪入络，络损脉损，

变证百出。故降低血糖的中药以清热、补虚为主。

降低血糖的中药甘味药占比 41.67%，比例最高。甘药多偏甜，其中多含有较多糖类，

皂甙、氨基酸、蛋白质等，对于需要控制糖类摄入的糖尿病病人来说，一般认为是大忌，因

此临床上选用甘味药治疗高血糖疾病有很多顾虑。杨红等[49]选用较大剂量的甘味药治疗糖

尿病，不仅没有升高患者血糖，反而对患者血糖的长期控制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吴童等

[50]结合《景岳全书》、《千金方》、《外台秘要》等古代医藉中“消渴”的有关记载，从古医

藉和 2002年以前近 20年公开发行的医学期刊中筛选出中医治疗糖尿病（消渴）的处方和民

间专方验方 345个，其中中药出现频次 50次以上的中药中，甘味药占 71%。归纳原因可能

是：甘能满中、甘能生津、甘能入脾、甘能护中。

升高血糖的中药主要为补虚药，多是在运动后发挥升血糖作用，提示补虚药可能在身体

体力下降情况下通过升高血糖发挥药效。

7结论

降低高血糖的中药以清热药和补虚药为主，中药提取物结果与其保持一致；其中赤小豆、

刺五加、大黄、黄连、绞股蓝、山茱萸为糖尿病患者临床观察数据结果，其余中药均为高血

糖动物模型实验结果；降低高血糖的中药以甘味药、寒性药占比最高。降糖有效部位主要为

乙醇提取物，降糖成分以多糖为主。动物实验结果提示可降低正常血糖的中药饮片有：黄芪、

麦冬、女贞子、人参、蝉花、洋甘菊、泽泻、夏枯草、栀子、白僵蚕、乌梅、仙鹤草、罗汉

果；基于中药提取物可降低正常血糖的中药饮片有：白芷、当归、枇杷叶、桑枝、乌头、薏

苡仁。升高血糖的中药以补虚药为主，多为运动后或饥饿状态发挥升高血糖作用，具体为：

刺五加、人参、沙苑子、淫羊藿、牛蒡子、牛蒡子、黄芪、白花九里明、三七。具有双向调

节作用的中药有 6种，分别为沙苑子、牛蒡子、人参、黄芪、刺五加、三七，在机体不同状

态发挥对血糖不同的影响。

本文仅对影响血糖的单味中药进行了总结，但临床数据有限，有待临床进一步观察；临

床使用时多是组方形式，各中药是否存在关联关系，联用是否对血糖的影响发生改变，还有

待进一步研究，以期为临床提供更加实用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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