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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芡实为睡莲科植物芡Euryale ferox Salisb.的干燥成熟种仁，生芡实的功效以涩精止带为主，而炒芡实的功效则以补脾健

胃为主，由此可知，炮制对芡实的功效具有重要影响。笔者通过查阅相关典籍及文献，对芡实的炮制沿革、化学成分、药理作用、质

量控制进行了归纳总结。结果发现，历代芡实炮制方法主要有净制、药汁制、炒制、蒸制，现代炮制方法主要沿用净制和炒制，其中

炒制还可分为清炒与麸炒。芡实主要含有多酚类、黄酮类、甾醇类等成分，具有抗氧化、抗菌、降糖等药理作用。当前学者已建立

多种指纹图谱对芡实的质量进行控制，柚皮素、总氨基酸等成分可能是影响芡实质量的差异性成分，重金属、二氧化硫含量则是影

响芡实安全性的重要指标，α-生育酚、没食子酸等可能是芡实的质量标志物。后续可根据芡实生、熟炮制品的基本属性，利用药学

分析方法全面考察芡实炮制前后化学成分的差异及变化规律，应用体内、体外模型评价芡实炮制前后的药效作用，从而为芡实的

炮制工艺传承、炮制标准制定及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关键词 芡实；炮制；历史沿革；化学成分；药理作用；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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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uryale ferox is the dry and mature seed kernel of Euryale ferox Salisb.，the effect of raw E. ferox is mainly to

astringe spontaneous emission or leukorrhea，while the effect of fried E. ferox is mainly to tonify the spleen and stomach. Therefore，

processing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effect of E. ferox. The author summarizes the processing evolution，chemical composition，

pharmacological action and quality control of E. ferox by consulting past materia medica monographs and related research pape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cessing methods of E. ferox in the past include cleansing，medicinal juice，frying and steaming；modern

processing methods mainly continue to use cleansing and frying，among which frying can be divided into stir-frying and bran-frying.

E. ferox mainly contains polyphenols，flavonoids，sterols and other components，with antioxidant，antibacterial，hypoglycemic and

other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At present，scholars have established a variety of fingerprints to control the quality of E. ferox.

Naringin，total amino acids and other components may be the differential components that affect the quality of E. ferox，while the

contents of heavy metals and sulfur dioxide are important indicators that affect the safety of E. ferox，and α-tocopherol and gallic

acid may be the quality markers of E. ferox. Later，according to the basic properties of raw and processed products of E. ferox，

pharmaceutical analysis methods can be used to comprehensively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s and change rules of chemical

components in E. ferox before and after processing. The pharmacodynamic effects of E. ferox before and after processing can be

evaluated by in vivo and in vitro models，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inheritance of processing technology，the formulation of

processing standards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E. ferox.

KEYWORDS Euryale ferox；processing；historical evolution；chemical composition；pharmacological effects；quality control

芡实为睡莲科植物芡Euryale ferox Salisb.的干燥成

熟种仁，味甘、涩，性平，归脾、肾经，具有益肾固精、补脾

止泻、祛湿止带的功能，常用于遗精滑精、遗尿尿频、带

下、白浊、小便不禁兼有腥浊者。生芡实的功效以涩精

止带为主，而炒芡实的功效则以补脾健胃为主，由此可

知，炮制对芡实的功效具有重要影响。另外，由于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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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区域广泛，各地的气候环境、生产条件及用药习惯

等不同，造成芡实炮制工艺及质量标准参差不齐，因而

难以保证其临床应用的有效性。基于此，本文对芡实的

炮制沿革、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及质量控制等方面进行

归纳总结，以期为芡实的炮制工艺传承、炮制标准制定

及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1 芡实炮制沿革

1.1 名称考证

芡实以“鸡头实”之名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列为上

品[1]。芡实的别名、异名较多，如“卵菱”“鸡癕”“鸡头”

“雁头”“乌头”“芰”等[1－4]。“鸡头”“鸡头实”等别称可能

缘自芡实果实上花萼退化的部分形如鸡喙。

1.2 芡实炮制方法在历代文献中的记载情况

芡实的炮制最初记载为蒸制，在唐代《食疗本草》中

描述为“可取蒸之，于烈日中曝之，其皮壳自开，挼去皮，

取仁”，由此可知蒸制的目的是除去外壳，兼为熟用。芡

实从宋代开始出现了多种炮制方法，如净制、药汁制及

炒制。其中，明代的炮制方法最多，包括蒸制、炒制、舂

粉以及防风汤浸制等。其中，芡实的炒制方法已沿用至

今，而防风汤浸制则已不用。芡实炮制方法在历代文献

中的记载情况见表1。

表1 芡实炮制历代文献记载

方法
净制

蒸制

药汁制
炒制

年代
宋
宋
明
唐
明
清
明
明
明
明
清

出处
《图经本草》

《太平圣惠方》

《证治准绳集要》

《食疗本草》

《医学入门》

《医家四要》

《本草纲目》

《先醒斋医学广笔记》

《医宗必读》

《慎斋遗书》

《本草纲目拾遗》

炮制描述
捣烂，曝干，再捣，下筛
去壳
去壳，取细末
可取蒸之，于烈日中曝之，其皮壳自开，挼去皮，取仁
蒸熟去壳，舂粉益人
蒸熟，捣拌
芡实一斗，以防风四两煎汤，浸过用，且经久不坏
炒黄
炒
米炒黄色
微炒研末

文献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3 芡实在药典和各地炮制规范中的收载情况

对《中国药典》《全国中药炮制规范》及 21个省市炮

制规范中收载的芡实炮制工艺进行整理及归纳，具体见

表2。结果发现，《中国药典》（2020年版）、《全国中药炮

制规范》和其他14个省市的炮制规范均收载了芡实的净

制方法。《全国中药炮制规范》和其他11个省市的炮制规

范记载了芡实的清炒方法，清炒程度多记载为“炒至微

黄色”，也有记载为“黄色”“显火色”“炒至棕黄色”“炒至

表面黄褐色至棕褐色”等。《中国药典》（2020年版）、《全

国中药炮制规范》及北京、江西、湖南等7个省市的炮制

规范收载了麸炒芡实的炮制方法，但其具体炮制方法略

有不同，例如山东规定用武火加热，而广西等地则规定

用中火加热。《福建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还收录了蒸制

芡实及盐炙芡实的炮制方法。

表2 芡实现代炮制方法及其各地炮制规范

炮制方法
净制

清炒

麸炒

蒸制
盐炙

年份
2020年
1988年
1984年
1986年
1990年
2002年
2005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5年
2018年
1988年

1984年
1986年

1986年
1990年

2005年
2005年

2009年

2015年
2018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1988年

1990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8年
2010年
2012年
2012年

来源
中国药典
全国中药炮制规范
广东省中药炮制规范
辽宁省中药炮制规范
山东省中药炮制规范
江苏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贵州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河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重庆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广西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江西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北京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陕西省中药饮片标准（第二
册）

湖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四川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上海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全国中药炮制规范

广东省中药炮制规范
吉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辽宁省中药炮制规范
山东省中药炮制规范

河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云南省中药饮片标准（第一
册）

陕西省中药饮片标准（第二
册）

浙江省中药炮制规范
湖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天津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安徽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第三版）

中国药典
全国中药炮制规范

山东省中药炮制规范

河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重庆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广西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北京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江西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湖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福建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福建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炮制描述
芡实，除去杂质
取原药材，除去杂质及硬壳
除去杂质，用时略打碎
除去杂质、硬壳及灰屑
去杂质及硬壳
取原药材，除去杂质及残留硬壳，筛去灰屑
取原药材，除去杂质
除去杂质及硬壳
除去杂质及硬壳，用时捣碎
除去杂质，用时捣碎
除去杂质
取原药材，除去杂质
取药材芡实，除去杂质及残留种壳

取原药材，除去硬壳等杂质，筛去灰屑
取芡实，除去杂质，粉碎成细粉
将药材除去灰屑等杂质
取净芡实置锅内，用文火加热，炒至表面棕黄色，取出
放凉

取净芡实，用文火炒至微黄色，取出，摊凉
除去外壳，筛去灰屑，置锅中，用文火炒至黄色，取出，
晾凉。用时捣碎

取净芡实，置锅内炒至微黄色，取出，放凉
将净芡实置锅内，文火炒至表面呈微黄色，有香气时，
取出，放凉

取净芡实，照清炒法炒至棕黄色
取药材，挑选。将净芡实置锅内，用文火炒至表面黄
褐色至棕褐色，取出，晾凉，筛去碎屑，即得

取饮片芡实，照清炒法炒至棕黄色

取芡实饮片，照清炒法炒至表面微黄色时，取出，摊凉
取净芡实，照清炒法炒至微黄色
取芡实置热锅内，炒至表面显火色，取出，放凉
取净芡实，置炒制容器内，用文火炒至表面黄色，具香
气，取出，放凉

取净芡实，照麸炒法（通则0213）炒至微黄色
取麸皮，撒入热锅内，用中火加热，待冒烟时，加入净
芡实，拌炒至表面呈棕黄色时，取出，筛去焦麸皮，放
凉。每100 kg芡实，用麸皮10 kg

先将锅用武火加热，均匀撒入麸皮，待冒烟时，投入净
芡实，急速翻搅，熏炒至表面呈黄色时，及时取出，筛
去焦麸皮，放凉。每100 kg芡实，用麸皮10 kg

取净芡实，照麸炒法炒至微黄色
取净芡实，照麸炒法炒至微黄色
将锅烧热，撒入适量麦麸，待冒烟时加入生芡实，用中
火炒至微黄色，取出，筛去麦麸，放凉。每100 kg芡实
用麦麸10 kg

取麸皮，撒入热锅内，待冒烟时，加入净芡实，迅速翻
动，用中火炒至断面微黄色，取出，筛去麸皮，晾凉

取净芡实，照麸炒法炒至微黄色
取净芡实，照麸炒法炒至微黄色
取净芡实，照蒸法蒸至无白心，取出，晾干
取净芡实，照盐炙法炒干

综合对比《中国药典》（2020年版）、《全国中药炮制

规范》和21个省市的地方炮制规范可看出，除了古法的

净制、蒸制以及清炒外，近代还发展了麸炒，个别地区还

有盐炙的方法。但目前芡实的炮制方法主要为净制和

炒制，其中炒制可分为清炒与麸炒。芡实的蒸制方法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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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建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中仍有记载。另外，不同

地区对芡实同一炮制方法的具体工艺也略有不同。

2 芡实的化学成分研究

芡实主要含有多酚类、黄酮类、甾醇类、木脂素类、

脑苷脂类、生育酚类、挥发油类等100多种化合物。芡实

多酚类成分主要包括鞣花酸、柯里拉京、老鹳草素、阿魏

酸、没食子酸等；黄酮类成分主要包括柚皮素、5，7，3，4，

5′-五羟基二氢黄酮、（－）-表儿茶素-3-O-没食子酸酯等；

甾醇类成分主要包括菜油甾醇、β-谷甾醇等；环肽类成

分主要包括环（苯丙氨酸-丝氨酸）二肽、环（丙氨酸-脯氨

酸）二肽、环（苯丙氨酸-丙氨酸）二肽等；木脂素类成分

主要包括 euryalins A、euryalins B、euryalins C等；脑苷脂

类成分主要包括（2S，3R，4E，8E，2′R）-1-O-（β-吡喃葡糖

基）-N-（2′-羟基二十二碳酰基）-4，8-sphingadiene、（2S，

3R，4E，8E，2′R）-1-O-（β-吡喃葡糖基）-N-（2′-羟基四糖

基）-4，8-sphingadiene等；生育酚类成分主要包括α-生育

酚、β-生育酚、γ-生育酚等；挥发油类成分主要包括水芹

烯、十三酸、十五醛等[16－32]。

3 芡实的药理作用研究

3.1 抗氧化作用

林栋等[33]采用 2，2′-联氮双-（3-乙基苯并噻唑啉-6-

磺酸）二铵盐 [2，2′-azino-bis（3-ethylbenzothiazoline-6-

sulfonic acid，ABTS]法和芬顿（Fenton）反应法评价芡实

多肽的抗氧化活性，发现芡实多肽具有较强的清除

ABTS自由基和羟基自由基的能力，且其清除能力与剂

量呈正相关。有研究者研究芡实多糖清除羟基自由基、

1，1-二苯基-2-三硝基苯肼（1，1-diphenyl-2-picrylhydra-

zyl，DPPH）自由基、超氧阴离子和亚硝酸盐的能力，结果

表明，芡实多糖具有较好的体外抗氧化活性[34]。

3.2 抗菌作用

李成良[35]研究表明，从芡实籽中提取的类黄酮成分

对大肠埃希菌、沙门氏菌和根霉均表现出一定抑制作

用；芡实95％醇提物对枯草芽孢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酵母菌及弧菌的抑制作用较强。此外，另有研究表明，

芡实种壳提取物对多种常见致病菌（如金黄色葡萄球

菌、大肠杆菌、李斯特菌、阪崎肠杆菌等）均具有一定抑

制作用[36]。

3.3 降糖作用

芡实多糖可通过激活人肝癌HepG2细胞胰岛素抵

抗模型中磷脂酰肌醇 3-激酶（phosphatidylinositide 3-ki-

nase，PI3K）/蛋白激酶B（protein kinase B，Akt）信号通路

的活性，上调葡萄糖转运蛋白4的表达来增加葡萄糖消

耗以改善胰岛素抵抗[37]。Ahmed等[38]从芡实中分离出的

2β-羟基桦木酸3β-油酸酯可显著降低链脲佐菌素诱导的

2型糖尿病模型大鼠的血糖和血脂水平。朱煜冬[39]使用

芡实超微粉对2型糖尿病模型小鼠进行灌胃，结果显示，

芡实超微粉能降低模型小鼠的血糖和血脂，并减轻其炎

症反应，其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抑制PI3K/Akt/哺乳动物

雷帕霉素靶蛋白信号通路活性，从而治疗小鼠糖尿病。

3.4 抗肿瘤作用

芡实提取物可通过抑制Akt和激活p53蛋白诱导人

肺癌细胞A549凋亡[40]。芡实壳提取物对人肝癌HepG2

细胞和人胃癌SGC7901细胞的增殖具有明显的抑制作

用[41]。芡实壳中提取的柯里拉京、老鹳草素对人卵巢癌

A2780细胞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16]。

3.5 降血脂

王岁岁等[42]用芡实超微粉灌胃高脂血症模型小鼠，

结果显示，芡实超微粉可降低模型小鼠的血脂水平，改

善其肝脏脂肪堆积和动脉粥样硬化，并对高脂血症引起

的脂质过氧化损伤具有防护作用。

3.6 其他

芡实石油醚部位提取物可通过调节腺苷单磷酸活

化蛋白激酶-UNC-51样激酶 1途径激活自噬，起到抗抑

郁作用[43]；其还能保护脑缺血再灌注损伤[44]。芡实超微

粉能显著降低小鼠体内丙二醛和一氧化氮含量，提高超

氧化物歧化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活性和总抗氧化能

力水平，显著提高端粒酶含量，从而发挥抗衰老作用[45]。

另外，从芡实壳中提取出来的柯里拉京具有显著的抗炎

作用[46]。

4 芡实的质量控制研究

2020年版《中国药典》中芡实的质量控制方法仅为

性状鉴别、显微鉴定和薄层色谱鉴别，对其主要成分及

含量并未作要求。随着对芡实的研究不断深入，多种质

量控制方法已被应用在芡实的质量分析中，使得芡实药

材的质量标准更为科学。

由于中药材的化学成分复杂，单一有效成分的含量

测定并不能全面地评价中药材的质量，现代学者多运用

指纹图谱等方法来对中药材进行更全面的质量控制。

如，陈蓉等[47]建立了基于近红外光谱指纹图谱、红外光

谱指纹图谱的芡实药材分析方法；又采用高效液相色谱

法对其中所含的柚皮素进行了定量分析，并结合主成分

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比较了不同产地芡实的质量；同

时以柚皮素、总氨基酸、水溶性蛋白含量为指标，建立了

芡实的灰色关联度质量评价模型，并对12个产地的芡实

进行了质量评价，结果发现芡实中柚皮素含量与产地、

气温呈正相关，总氨基酸含量与日照时间呈正相关。宋

晶等[48]建立了芡实粉末X射线衍射傅里叶图谱分析方

法，可以通过此法计算芡实的结晶度，从而分析芡实中

直链淀粉、支链淀粉含量的差异。

李冬琴等[49]根据芡实的化学成分、传统功效、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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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性等预测了芡实的质量标志物可能属于生育酚类、多

酚类、木脂素类物质。另有学者通过气相色谱-质谱法

发现α-生育酚是芡实中含量最高的生育酚类化合物，没

食子酸是芡实中含量较高的多酚类化合物，且具有较好

的抗氧化活性[16]，由此推测这 2种成分可能是芡实的潜

在质量标志物。

张志超等[50]应用等离子体质谱法同时测定不同产

地 22批次芡实药材中铅、镉、铬、铜、汞和砷等 6种重金

属的含量，结果显示，部分产地的芡实存在镉、铬、砷、汞

含量超标的现象。金小花等[51]测定了 28个不同产地芡

实中二氧化硫的含量，结果发现芡实不合格率为

10.7％。重金属和二氧化硫含量对于中药的安全性和有

效性都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增加芡实重金属及二氧化硫

含量检查项目非常有必要。

5 结语

本文对芡实炮制方法进行了归纳梳理，发现芡实的

炮制方法有净制、切制、清炒、麸炒、蒸制等，且不同地区

同一炮制方法在炮制工艺上也存在一定差异。古籍中

多有记载的防风汤浸制芡实现在也未见沿用，其作用还

需进一步论证。据《本草纲目》记载，芡实“入涩精药，连

壳用亦可”[11]，但现在少见连壳用，后续可深入研究芡实

连壳用是否具有独特功效。

芡实主要化学成分为多酚类、黄酮类、甾醇类、木脂

素类、脑苷脂类、生育酚类、挥发油类等，具有抗氧化、抗

菌、抗肿瘤、降糖、降血脂等药理作用。目前关于芡实炮

制前后化学成分变化及炮制品药理活性等相关研究较

少，仅有少数研究表明芡实炒制后总黄酮含量升高、多

糖含量降低[52]。中医认为芡实经炒制后性偏温，其补脾

和固涩作用增强，但具体物质基础尚未明确，因而可能

出现调剂配方“以生代熟”的状况，不利于临床的规范用

药。目前，芡实已建立多种指纹图谱对其质量进行控

制，其中柚皮素、总氨基酸等成分可能是影响芡实质量

的差异性成分，重金属、二氧化硫含量则是影响芡实安

全性的重要指标，α-生育酚、没食子酸等可能是芡实的

质量标志物。

后续可根据芡实生、熟炮制品的基本属性，利用药

学分析方法全面考察芡实炮制前后化学成分的差异及

变化规律，应用体内、体外模型评价芡实炮制前后的药

效作用，从而为芡实的炮制工艺传承、炮制标准制定及

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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