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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雅蛟，孔维军，孙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摘

兰，孙桂波，周立东＊＊

中草药物质基础与资源利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193）

要：槟榔是常用的中药材，在古方中被广泛应用。其原产于马来西亚，在我国海南、台湾等亚热带

地区均有栽培。槟榔的主要化学成分有生物碱、酚类、氨基酸、多糖、矿物质、粗纤维、油脂和维生素等，在临
床上不仅可用于杀虫，还可以治疗各种肠道疾病、关节炎和青光眼等病症，用药人群主要是儿童和老人。槟
榔的主要药理活性成分是槟榔碱，但文献报道槟榔碱不但可以直接致癌和促癌，还能使机体免疫力下降，间
接增加致癌概率，然而在临床实践中，槟榔与其他药材配伍使用时，常规剂量下没有致癌副作用的报道。为
此，本文对近年来槟榔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槟榔的科学开发和安
全合理使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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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槟榔为棕榈科植物槟榔 Areca catechu L. 的干

燥成熟种子，夏末至秋初的成熟果实，干燥，去除果
皮，取出种子，是我国“四大南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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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归胃经、

制剂中配伍使用时，常规剂量下没有致癌副作用的报
道，而且配伍后增效减毒的机制值得深入研究。为
此，本文对槟榔在古方中的地位、来源与栽培、化学成

小肠经和大肠经，具有杀虫、消积、利水行气和截疟等

分和药理作用、毒性及临床应用的研究进展进行综

功效，主要用于绦虫病、蛔虫病、姜片虫病、虫积腹痛、

述，以期为槟榔的科学开发和安全合理使用提供依据

积滞泻痢、关节炎、青光眼、水肿脚气和疟疾等病症，
用药人群主要是儿童和老人。槟榔的主要化学成分
有生物碱、酚类、氨基酸、多糖、矿物质、粗纤维、油脂

参考。
1

和维生素等。槟榔的主要药理活性成分是槟榔碱，但
文献报道槟榔碱不但可以直接致癌和促癌，还能使机
体免疫力下降，间接增加致癌概率。食用槟榔多为幼
果，包括果皮与种子，经石灰加水煮沸后用湿柴火熏
烘而成。咀嚼槟榔容易引发口腔癌，世界卫生组织国
际癌症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IARC）已 认 定 槟 榔 果 实 为 一 级 致 癌 物[3]。 自

2013 年以来，研究者们即对“槟榔入药”进行临床安全
[4]

研讨 。然而在临床实践中，槟榔与其他药材在复方

槟榔在古方中的地位
据《千金方》记载，槟榔为常用驱虫药，作单方时

主治寸白虫（即绦虫，
“ 长一寸而色白、形小扁”故古人
称之为寸白虫）[5]。
1.1

槟榔在驱虫药中的作用
在很多驱虫药方中，槟榔皆为君药。见表 1。

在千金槟榔散中，以槟榔为君药，用于杀虫消积；
大腹皮为臣药，下气宽中；川椒、南瓜子、乌梅、仙鹤
草、大黄、芒硝共为佐药，合用可以驱虫及排除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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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序号

古方

1

加味千金槟榔散

3

组成

治寸白虫

君
君

《圣济总录》[7]

治蛔虫

君

槟榔、南瓜子

治绦虫

君

槟榔、吉林糖参、鸡脚黄连

治蛔虫

君

槟榔、酸石榴根皮

4

槟榔南瓜子方

表2

1

槟榔汤

2

木香槟榔丸[11]

3

四磨汤

与槟榔相关的理气药

组成

出处

功效

《圣济总录》[7]

槟榔、童子小便
木香、槟榔、枳壳、陈皮、青皮、香附、三棱、莪术、黄连、黄柏、大
黄、芒硝、牵牛子

《医方集解》[14]
《重订严氏济生方》[15]

乌药、枳壳、沉香、槟榔

4

法制槟榔片 槟榔、党参、于术、生耆、厚朴、竹茹、广砂、丁香、木香、灯心草
槟芍顺气汤 槟榔、芍药、枳实、厚朴、大黄

《瘟疫论》

6

槟榔糯米粥 糯米、槟榔、郁李仁、火麻仁

《圣济总录》[7]

5
7

槟榔引

8

导气汤

9

槟榔作用

主治虫积腹痛

槟榔煎

处方

功效

《千金方》

槟榔、使君子、川楝子

序列

[5]

《小儿药证直诀》[6]

安虫散

槟榔安蛔散

出处

槟榔、大腹皮、川椒、南瓜子、乌梅、仙鹤草、大黄、芒硝

2

5

与槟榔相关的驱虫药

槟榔四消丸 槟榔、大黄、牵牛子、猪牙皂、香附、五灵脂

闷绝，大小便不通
行气导滞、清热通便
治七情伤感、上气喘息、
胸膈满闷、不思饮食

君
君
君
君

[17]

行气通腑、清热解毒

君

理气、润肠、通便

君

行气、消食、除胀

君

《经验方》

芍药、当归、大黄、黄芩、黄连、木香、槟榔

治肝霍乱、上气冲急、欲

《慈禧光绪医方选议》[16] 益气开胃

[18]

槟榔、萝卜、鲜橘皮

槟榔的作用

治下淋脓血、里急后重，
《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19]
日夜无度

佐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1] 消食导滞、行气泄水

君

可增强槟榔的原有功效[8]。在安虫散中，槟榔杀虫消

通。肝霍乱者，多为内火旺盛，气血不通。槟榔作为

积，使君子为治疗蛔虫之要药，川楝子具有行气止痛

君药，主要有行气利水之效。据元代名医朱震亨医案

之效，槟榔、使君子、川楝子共为君药，三者配伍既能

中记载：
“ 小便（童子尿）降火甚速”，与槟榔煎服，均引

杀虫消积又能行气止痛。在槟榔煎中，槟榔与酸石榴

药下行，使患者更快痊愈[20]。在木香槟榔丸中，槟榔具

根皮均有治疗蛔虫的功效，共为君药，二者合用可以

有行气之效，引药下行；木香味芳香，可行气止痛，二

达到治疗蛔虫的最大疗效。在槟榔南瓜子方中，槟榔

者相配伍，行气导滞之效最佳，用香附、枳壳、青皮、三

与南瓜子配伍，槟榔性温，杀虫消积、利水行气，可以

棱、陈皮等辅佐，辩证了“六腑以通为用”[14]。据《重订

消灭多种肠道寄生虫，是治疗绦虫的最佳药材；南瓜

严氏济生方》第二卷记载：四磨汤主治七情伤感、上气

[9]

子性味平甘，有杀虫之效，是治疗绦虫之要药 ；二者

喘息、胸膈满闷、不思饮食，气上应降之，所以用槟榔、

合用，可以麻痹绦虫全身，使其不能吸附在肠壁上，从

沉香[15]。气逆应顺，所以用乌药；加枳壳，可以行滞消

而使绦虫排出体外[10]。中医认为“虫为厥阴风木之气

胀、增加食欲。法制槟榔片是将除槟榔以外的药煎透

所化”，生虫是因长期食用生冷不洁食物引起，但五脏

滤汁，入槟榔片煮透，晒干，再用盐炒黄。党参、厚朴、

[11]

之和不会生虫，所以生虫者皆脾胃失调，气虚 。长期

丁香都有益气之功效，与槟榔有相续作用。盐入肾

生虫就会出现中气更加虚弱，还伴有疼痛。在槟榔安

经，引药下行，使槟榔的润肠功效倍增。槟芍顺气汤

蛔散中，吉林糖参补中健脾，鸡脚黄连清热燥湿，槟榔

以槟榔与芍药共为君药，主下痢脓血、里急后重、发热

平肝杀虫，三者结合，既能杀虫，又能理气，还可以缓

口渴、心腹痞满、呕而不食、苔黄脉数；芍药主治邪气

[12]

解诸痛 。
1.2

槟榔在理气药中的作用

腑。槟榔糯米粥中槟榔导滞行气，郁李仁、火麻仁含

据《本草纲目》记载槟榔可以“除一切风、一切气，

有油脂，可以润肠通便，糯米养胃，四者结合，可以理

宣利脏腑”（表 2）。
[13]

槟榔汤主治肝霍乱、上气冲急、欲闷绝，大小便不

2

腹痛，除血痹，槟榔导滞行气，二者结合，即可行气通

气养胃、润肠通便。槟榔引中以槟榔为君药，萝卜为
臣药，槟榔与萝卜皆具有行气功效，二者相须，可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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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序号

处方

1

鸡鸣散

2

疏凿饮子

3

与槟榔相关的其他药方

组成

出处

槟榔、陈皮、木瓜、吴茱萸、桔梗、生姜、紫苏

《类编朱氏集验方》卷一
《严氏济生方》[22]

商陆、槟榔、茯苓、泽泻、木通、椒目、赤小豆、羌活、秦艽

[23]

兔粪槟榔汤 兔粪、槟榔

4

辛润汤

5

槟榔煎丸

熟地、生地、升麻、红花、炙甘草、槟榔、归身、桃仁

槟榔在其他处方中的作用
槟榔还有其他很多的传统应用（表 3）。

在鸡鸣散中，以槟榔为君药，引药下行，行气逐
湿。木瓜通经活络，并能化湿，陈皮理气。诸药结合，
祛湿化浊，行气开壅，宣通以散邪。此药以宣通为主，
主治湿脚气[25]。疏凿饮子方中，槟榔导水，配合商路，
通利二便。兔粪槟榔汤中兔粪主治小儿痘疹，眼中生
翳，多是上火导致，槟榔可以引药下行，在此方中起到
增强兔粪疗效的作用。在辛润汤中，槟榔为臣药，辅
佐增加地黄通便功效。风毒则伴有热壅上攻，牙龈肿
痛现象，为实热症。槟榔在槟榔煎丸中的作用可能与
在辛润汤中相似。
2

槟榔的作用

脚气

君

水气实证

臣

《证治准绳•幼科》

主治小儿疮疹后眼生翳膜

臣

治大肠风秘燥结

臣

《圣济总录》[7]

治风毒疮疥、一切风壅

君

3

因通用”之法。在槟榔四消丸中，其方组还是运用“通
因通用”之法。

主治

《杂病源流犀浊》卷十七[24]

槟榔、羌活、枳壳、独活、牵牛子

气、除胀。在导气汤中，槟榔、木香导滞行气，运用“通

1.3

[21]

槟榔的化学成分
槟榔的主要化学成分有生物碱、酚类、氨基酸、多

糖、矿物质、粗纤维、油脂和维生素等[29-32]（图 1）。
3.1

生物碱

槟榔果实中的生物碱含量约为 0.3%-0.6%，是主

要的药理活性成分。槟榔碱含量在 0.1%-0.5% 之间，
其次是槟榔次碱、去甲基槟榔碱、去甲基槟榔次碱、槟

榔次碱等[29]，均与鞣酸结合存在，其中槟榔碱和去甲基
槟榔碱在碱性条件下水解生成槟榔次碱和去甲基槟
榔次碱[33]。测定生物碱的常用方法有甲基红滴定法、
酸性染料比色法和高效液相色谱法[23-24]。Huang 等[24]
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新鲜槟榔中的生物碱含量分
别为：槟榔碱 0.3%-0.63%，槟榔次碱 0.31%-0.66%，去

甲 基 槟 榔 碱 0.03%-0.06%，去 甲 基 槟 榔 次 碱 0.19%0.72%。贾哲等[35]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对食用槟榔和

槟榔的来源与栽培

药用槟榔的槟榔碱含量进行比较，结果发现，药用槟

槟榔原产于马来西亚，主要分布在东南亚、亚洲

榔的槟榔碱含量高于食用槟榔碱，其原因在于槟榔碱

热带地区、东非及欧洲部分区域[26]。我国主要在海南、

具有水溶性，药用槟榔为成熟果实直接干燥，而食用

台湾等亚热带地区均有栽培[27]。在我国南方地区，人

槟榔以加水煮沸后用湿柴火熏烘后会降低槟榔碱

们有咀嚼槟榔的嗜好，海南人把槟榔作为上等礼品，

含量。

认为“亲客来往，非槟榔不为礼”。
槟榔属于热带作物，喜高温、雨量充沛湿润的气
候环境。大多数种植在土地肥沃、排水性能好、土壤

3.2

多酚
槟榔鲜果中总酚类含量为 31.1%，主要有儿茶素、

表儿茶素、没食子酸、表没食子儿茶素、表没食子儿茶

微酸性的沙土地中[28]。

素没食子酸酯和单宁酸等[36]，熟槟榔鲜果多酚含量最

种为主。近年来，我国市场上又出现了泰国种、越南

型为缩合单宁（又称原花青素）。单宁酸有种苦涩感，

槟榔在我国大约有 36 个品种，以海南本地栽培品

种、台湾种等槟榔。台湾品种偏甜，主要为台商投资
种植。根据加工方法的差异，食用槟榔又分为青果槟
榔、烟果槟榔、嫩籽槟榔、原果槟榔。湖南人喜欢吃烟
果槟榔，湖南加工槟榔用的原果皆产于海南；台湾人
喜欢吃嫩籽槟榔；海南人习惯用槟榔原果配着贝壳
粉吃。

高[37]。其中，单宁酸是槟榔的另一个特征成分，主要类
可以促进味觉。槟榔中多酚化合物包括原花青素 A1、
原花青素 B1、原花青素 B2、槟榔素 A1、槟榔素 B1、槟榔

素 C1、槟榔素 A2、槟榔素 A3 和槟榔素 B2 等[38,39]。杨文强
等[29]从槟榔中分离鉴定了 3 种酚类化合物：香草酸、反

式白黎芦醇和阿魏酸。测定多酚的常用方法有香草
醛法、高锰酸钾滴定法和铁氰化钾分光光度法[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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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3.3

槟榔中的主要化学成分

脂肪酸
槟榔的脂溶性成分中含有大量对人体具有重要

生理功能的脂肪酸。槟榔原果中脂肪酸的含量约
14%，主要成分包括肉豆蔻酸 46.2%、亚油酸 7.67%、月

桂酸 19.5% 和棕榈酸 12.7%，其余的是油酸、硬脂酸、
癸酸、十二碳酸和十四碳烯酸等[40]。槟榔种子中约含

14% 的脂肪酸，包括高含量的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
[31]

肪酸 ，其中含量较高的脂肪酸为油酸（29.50%）、亚油

酸（32.12%）和棕榈酸（27.70%）。槟榔中脂肪酸的常

用提取方法为乙酸乙酯提取法和超临界 CO2 萃取法，
脂肪酸的含量测定方法主要为气相色谱-质谱法(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essential oils，GCMS)[41]。
3.4

多糖

槟榔果实中多糖含量约为 18.7%，主要是半乳糖

和蔗糖。多糖属于天然大分子，参与生物细胞的各种
活动、能量的储存和传递等多种生命功能。在槟榔中
主要发挥抗氧化作用。
4

3.5

黄酮
黄酮类化合物是多种药用植物的主要成分。张

渝渝等[42] 采用乙醇对槟榔的不同部位进行回流提取，
测得槟榔种子中总黄酮含量高于槟榔花和槟榔壳。
杨文强等[29]对槟榔的 95% 乙醇提取物的石油醚和乙酸
乙酯部位进行了系统的化学成分研究，分离得到 5 个

黄 酮 类 化 合 物 ：5, 7, 4'-trihydroxy-3', 5'-dimethoxy-

flavanone、槲皮素、(+)-儿茶素、甘草素和异鼠李素。
还有金圣草黄素、木犀草素、4',5'-dihydroxy-3',5',7'trimethoxyflavonone 和巴西红厚壳素等[43]。
3.6

三萜和甾体化合物

槟榔中还含有三萜和甾体化合物。Saeed 等[44] 在

槟榔中分离出乌宋酸及其衍生物和 3β-乙酰熊果酸，
还有芳香醇、芳香醇甲醚、蕨类植物烯醇、芳香素和环

阿尔廷醇。甾体化合物有过氧麦角甾醇、豆甾-4-烯3-酮、和 β-谷甾醇[45]。
3.7

其他化学成分

槟榔中还含有多种氨基酸，如苯丙氨酸、脯氨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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酪氨酸、精氨酸、色氨酸，以及少量的甲硫氨酸。其

4.4

槟榔中还有少量微量元素，如 Zn、B、Cu、Fe、Al、Mn、

免疫反应活性，这与血浆中脯氨酸的含量增加有关。

中，脯氨酸含量在 15% 以上，酪氨酸含量大于 10%。
Mo、Ni、Pb、Si、As、Cr、Co 和 Cd 等。
4

Risch 等[54] 证明槟榔碱能提高血浆中 β-内啡肽的

槟榔碱还可以通过激活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而
增加内源性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corticotropin-

槟榔的药理作用
槟榔是常见的除咖啡、香烟、酒外的第四大嗜好

品，具有驱虫作用、对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内分泌系
统、心血管作用及抗氧化、抗过敏、抑菌功效等。
4.1

对内分泌系统作用

驱虫作用
在中医学中，槟榔作为驱虫药使用。研究表明，

releasing hormone，CRH）的释放。槟榔碱干预对胰岛
B 细胞分泌功能具有直接保护作用，其可以改善高糖
环境下的 B 细胞增殖与分化，促进胰岛素分泌。
4.5

对心血管的作用

咀嚼槟榔会在一定时期内出现心跳加速、体温上

升和大量出汗等现象，促进血液循环和脑压升高[30]。

槟榔碱是驱虫的有效成分，对猪带绦虫、牛肉绦虫具

槟榔碱具有潜在的血管舒张和抗血栓、抗动脉粥样硬

有麻痹作用，对钩口绦虫、无钩口绦虫及短小绦虫和

化作用。周文娟[55] 通过用槟榔果仁油对大鼠喂养，制

肝吸虫有抑制作用，对猪蛔虫、蚯蚓、水蛭及钉螺均有

作心肌标本等试验发现，槟榔果仁油槟可以抑制心肌

[46]

[47]

灭虫作用 。槟榔与南瓜子同用，治疗绦虫 。此外，

凋零，提高心肌中氮氧含量，保护血管内皮完整性，对

槟榔还与使君子、苦楝皮同用，治疗蛔虫；与乌梅、甘

心血管发挥确有疗效。

草同用，治疗姜片虫。
4.2

对神经系统的作用
食用一定量的槟榔能提高学习和记忆能力，是因

4.6

抗氧化作用
研究表明，槟榔粗提取物、乙酸乙酯萃取物和水

溶出物三种组分在小鼠体内都具有良好的抗氧化作

为槟榔的主要成分槟榔碱可以兴奋 M 受体，弥补乙酰

用[56]。Kim 等[57] 采用 DPPH 法证实槟榔具有清除自由

胆碱 M 受体，促进胃肠道推进运动，抑制多种细菌病

槟榔中酚类化合物因具有抗透明质酸酶和抗弹性蛋

胆碱的不足[48]。食用槟榔还可以兴奋交感神经，刺激

毒等。所以在古代医学中，槟榔也可以用于治疗肠胃
[49]

疾病。槟榔碱对瞳孔有明显的收缩作用 ，还可以降
低眼压，其机制在于槟榔碱兴奋交感神经末梢，刺激
胆碱 M 受体，使瞳孔缩小，解除眼部压力，可用于治疗
[50]

青光眼和瞳孔散大等症 。

小鼠强迫游泳实验表明，槟榔总酚类有一定的抗
[51]

基 作 用 。 Pithayanukul 等[58] 证 明 槟 榔 具 有 抗 氧 化 性 。
白酶作用，又可有效抑制皮肤组织的衰老，故具有抗
老化作用。
4.7

抗过敏作用
据报道，槟榔是 DNP-BSA 和化合物 48/80 诱导的

RBL-2H3 细胞脱颗粒的有效抑制剂[59]。槟榔水提物
对中性粒细胞吞噬活性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还可抑制

抑郁作用 ，其机制是通过降低单胺氧化酶的含量提

过敏反应后期炎症因子的产生，提示槟榔可能开发为

高脑内单胺类递质的含量，从而对抑郁症发挥治疗

治疗即刻型和迟发型过敏性疾病的有效药物[45]。

效果[52]。
4.3

对消化系统的作用

4.8

抑菌作用
槟榔具有抑菌作用，可用于抑制牙周病菌生长。

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槟榔能够提高胃动力低下

黄正蔚等[60] 研究表明，槟榔等天然药物对内氏放线菌

大鼠的胃排空率和小肠推进率，促使胃肠运动趋向正

的生长和产酸均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还可抑制唾液

[30]

常化 。有研究证实，槟榔碱能兴奋交感神经，刺激胆

碱 M 受体，促使人体唾液分泌的增加、出汗和兴奋及
胃 肠 道 蠕 动 ，有 助 于 提 高 人 体 的 消 化 功 能[53]。 孙 娟

等[48]通过氢溴酸槟榔碱对大鼠胃不同部位纵行与环行

链球菌的产酸过程。
5

毒性
临床调研发现，咀嚼槟榔可提神、降血糖和调节

平滑肌的作用研究，发现槟榔碱可以显著增加胃底、

血脂，还可治疗口臭、防止蛀牙。但长期大量咀嚼会

胃体对食物的推动力，并能加强胃窦部碾磨食糜的能

抑 制 内 皮 细 胞 生 长 ，使 口 腔 黏 膜 纤 维 化 ，造 成 口 腔

力，促进胃各部位动力效应协调。

癌[42,61-63]。台湾、海南、湖南是口腔癌的高发地区，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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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人们喜欢咀嚼槟榔有关，而槟榔碱是引发口腔癌

为，嚼食用槟榔是未成熟的槟榔果实，经碱性和刺激

的根本因素，咀嚼槟榔可降低机体免疫力，从而增加

性较强的致癌性辅料加工而成，而药用槟榔用的是成

[62]

癌症病发率 。另有文献报道，咀嚼槟榔是诱发子宫

熟果实的种子，炮制后使槟榔的毒性大大降低[4]。据

癌和食道癌的环境因子之一[64,65]。有学者认为，咀嚼

我国古代中医研究，槟榔与木香配伍可增效减毒。嚼

槟榔之所以会致癌，可能是因为槟榔中含有大量多

食槟榔致癌的根本原因在于长期直接嚼食，而且没有

酚，在碱性条件下，会产生一些致癌的含氧自由基，并

使用时间的限定。但与其他药材配伍制备中成药如

且槟榔的槟榔生物碱、槟榔鞣质具有细胞毒性、遗传

口服液、散剂或丸剂时，槟榔需经炮制，而且槟榔含量

[66]

较少，服用时间较短，毒性相对较低。槟榔或其制剂

性以及致癌性 。
[67]

长期咀嚼槟榔，还会引发吸入性哮喘 ，减少人类
[68]

精子数目，并对其产生依赖性 。

槟榔碱具有 M-胆碱反应、拟副交感神经等毒性

作用，与毒扁豆碱、毛果芸香碱和蝇蕈的毒性类似[69]。
6

药 服 用 时 间 不 会 超 过 一 周 ，因 此 也 不 会 存 在 致 癌
现象。
7

总结与展望
槟榔原产于马来西亚，在我国海南、台湾多有种

临床应用

植。在古方中主要作为驱虫药，治疗寸白虫、绦虫、蛔

临床上，槟榔碱可用于治疗绦虫、多种关节炎症，
[70]

虫，且主要作为君药使用；在理气药中，多做君药使

槟榔多酚类可用于治疗偏头痛，抗抑郁等 。利用槟

用，在理气的同时多伴有润肠通便功效；在其他药方

榔兴奋胆碱受体的作用，可以治疗青光眼。槟榔中的

中，槟榔主要有增强君药功效的作用。槟榔的主要化

[71]

儿茶素可以治疗消化功能障碍、消灭寄生虫等疾病 。

学成分有生物碱、酚类、氨基酸、多糖、矿物质、粗纤

基于其抗血栓作用，槟榔碱有望成为治疗某些心血管

维、油脂和维生素等。槟榔是常见的除咖啡、香烟、酒

疾病的新药物。利用槟榔抑菌作用，可治疗牙周炎。

外的第四大嗜好品，具有驱虫作用、对神经系统、消化

在印度，槟榔用于治疗精神病患者，可改善患者
[72]

情绪、减少疼痛 。在不丹王国的临床诊断发现，咀嚼
[73]

槟榔坚果可以减少癫痫的发作频率 。

系统、内分泌系统、心血管作用及抗氧化、抗过敏、抑
菌功效等。在槟榔毒性方面，咀嚼槟榔会造成口腔
癌、诱发子宫癌和食道癌、引发吸入性哮喘、减少人类

作为常用药材，槟榔也被用于制备中成药等方

精子数目。目前国内外多为咀嚼槟榔引发毒性的报

剂，比如四磨汤口服液、复方槟榔含漱液、蒙药槟榔十

道，并没有出现使用槟榔相关制剂出现毒性的报道。

三味丸、槟榔四消丸、越鞠保和丸等。四磨汤一般用

在临床应用上，槟榔可以治疗关节炎、偏头痛、青光

于治疗胃肠道动力不足、手术后胃肠功能障碍及胃

眼、消化功能障碍和消灭寄生虫等疾病。在中成药

[74]

[75]

瘫 和婴幼儿乳食内滞证、中老年气滞食积症 。另

中，槟榔相关方剂多用于治疗消化不良，还有抗抑郁，

有文献记载，四磨汤口服液用于治疗新生儿黄疸、功

治疗牙龈发炎等症状。

[76-78]

。槟榔碱、新弗

目前国内外对槟榔化学成分中的生物碱研究较

林、去甲异尔定为四磨汤发挥药效的的主要活性成

多，特别是槟榔碱，对其他类化学成分的研究相对较

能性消化不良、胃食管返流等症状
[75]

分 。复方槟榔含漱液用于控制菌斑和消除牙龈炎
[79]

[80]

少，这是今后需要关注的地方。在药理研究方面，主

症 。蒙药槟榔十三味丸用于慢性应激抑郁症 。槟

要集中于槟榔的杀虫、神经系统作用和毒性作用，而

榔四消丸用于治疗食积痰饮、消化不良。越鞠保和丸

在心血管方面的研究较少。作为槟榔的主要药理活

[81]

治疗消食腹泻等病症 。其有效成分均有槟榔碱

[74-81]

。

性成分，槟榔碱不但可以直接致癌和促癌，还能使机

槟榔在临床上的用药人群主要为老人与儿童，常

体免疫力下降，间接增加致癌概率。近年来，国内外

用于治疗老人和儿童的虫疾和消化不良等病症，还可

众多学者已意识到槟榔入药的安全性问题，并加大了

以治疗老年患者的关节炎等症。

对槟榔的毒理研究。但是，多数研究集中于槟榔碱的

槟榔为国家一级致癌物质，与其相关的中成药是
否致癌已成为业内热议的话题。长期嚼食槟榔会使
人致癌，药用槟榔却没有明确的致癌迹象。专家认
6

毒性，而对槟榔其他化学成分的毒性需要深入探讨和
阐释。
随着中成药的临床大量使用，含有槟榔的中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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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越来越多，但是同时存在药效持续时间短、长期

剂进行化学成分、药理作用、临床应用及毒性的深入

服用会对口腔黏膜造成损伤等问题，所以，为了能让

探讨，并开展槟榔配伍增效减毒研究，为槟榔的科学

患者更安全的合理用药，今后尚需对槟榔中成药及制

利用提供依据，保证使用者的身心健康。

参考文献

2

1

国家药典委员会 .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

28 卢丽兰, 甘炳春, 许明会 . 海南槟榔土壤养分与其养分特征及作用研

2

李习雄, 胡冠英, 张三印 . 槟榔毒性机制的研究进展 . 中国实验方剂

29 杨文强, 王红程, 王文婧, 等 . 槟榔化学成分研究 . 中药材, 2012, 35

3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30 李连闯, 赵玺, 代立梅, 等 . 槟榔的研究进展 . 科技创新与应用, 2016,

humans. Betel-quid and areca-nut chewing and some areca-nut-

31 张橡楠 . 槟榔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 生物技术世界, 2012,

4

费菲, 王光跃 . 权威专家解读汉森“致癌门”六大疑问 . 中国医药科

32 曾琪, 李忠海, 袁列江, 等 . 槟榔生物碱的研究现状及展望 . 食品与机

5

孙思邈 . 千金方 .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8: 144-145.

33 杨新全, 何明军, 卢丽兰, 等 . 酸性染料比色法测定不同种质槟榔总

出版社, 2015: 365.

学杂志, 2015, 21(19): 212-216.

Cancer. IARC monographs on the evaluation of carcinogenic risks to
derived Nitrosamines. Lyon: WHO, 2004.
学, 2013, 3(13): 4-8.

6 钱乙 . 小儿药证直诀(下卷).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6.
7 赵佶 . 圣济总录 . 北京: 人民卫生社, 1962.

8 安贤晏, 于忠学, 蒋希成 . 加味千金槟榔散治疗绦虫病 . 中医药信息,
1992, (2): 31-32.

9 田华华 . 实用中药词典(下卷).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2: 13211323.

10 谢霖崇 . 槟榔南瓜子佐用治疗牛肉绦虫病的临床研究 . 中国热带医

究进展 . 中国农学通报, 2010, 26(9): 372-376.
(3): 400-403.
(24): 64.

(7): 9-10.

械, 2006, 22(6): 158-161.

生物碱的含量 . 中国现代中药, 2014, 16(3): 199-201.

34 Huang J L, Mcleish M J.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ic

determination of the alkaloids in betel nut. J Chromatogr A, 1989, 475
(2): 447-450.

35 贾哲, 韩婷, 刘欢, 等 . 基于多元统计分析的食用槟榔及药用槟榔主

要化学成分的含量对比研究 . 中华中医药杂志(原中国医药学报),
2017, 32(11): 5158-5163.

学, 2009, 9(12): 2227-2229.

36 王明月, 罗金辉, 李建国 . HPLC 法测定槟榔中的多酚类物质 . 天然

医结合杂志, 2016, 9(9): 916-917.

37 郑仕宏, 张海德, 何双, 等 . Folin-Ciocalteus 法测定槟榔中多酚含量

11 郑东京, 许鑫, 郑伟达 . 郑伟达教授辨证论治蛔虫病经验 . 世界中西
12 肖灿星 . 槟榔安蛔散应用介绍 . 云南中医学院学报, 1979, (1): 48-49.
13 李时珍 . 本草纲目 .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4: 1829-1830.

14 赵承海 . 加减木香槟榔丸治疗牛瘤胃枳食 . 中兽医学杂志, 2008, (5):
63-63.

15 曾伟 . 中药的专利保护研究 . 烟台：烟台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3.
16 陈可冀 . 慈禧光绪医方选议 . 北京: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1.

产物研究与开发, 2011, 23(1): 101-104.

的研究 .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 2009, 29(6): 165-169.

38 Ma Y T, Hsu F L, Lan S J J, et al. Tannins from betel nuts. J Chin Chem
Soc, 1996, 43(1): 77-81.

39 Nonaka G I, Hsu F L, Nishioka I. Structures of dimeric, trimeric, and
tetrameric procyanidins from Areca catechu L. J Chem Soc, Chem
Commun, 1981, 14(15): 781-783.

17 吴有性 . 温疫论 .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1.

40 宋立人 . 现代中药学大辞典 .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1: 2305-

19 刘完素 . 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 .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5.

41 周文化, 李忠海, 张海德, 等 . 槟榔果仁油提取及其脂肪酸分析 . 中国

18 元福辑(清). 经验方 . 1777.

20 徐天成 . 基于羊水循环探究童子尿的药用依据和新价值 . 中国中医
基础医学杂志, 2015, 21(11): 1454-1456.

21 朱佐撰 . 类编朱氏集验方 .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3.

2306.

粮油学报, 2010, 25 (8): 38-41.

42 张渝渝, 杨大坚, 张毅 . 槟榔的化学及药理研究概况 . 重庆中草药研
究, 2014, 69(1): 37-41+44.

22 严用和 . 严氏济生方 .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2.

43 张兴, 梅文莉, 曾艳波, 等 . 槟榔果实中酚类成分及其抗菌活性研究 .

24 沈金鳌 . 杂病源流犀烛 .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6.

44 Saeed SA, Farnaz S, Simjee RU, et al. Triterpenes and B-sitosterol from

23 王肯堂 . 证治准绳•幼科 .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4.

25 张 春 海 , 葛 新 , 杜 文 采 . 下 肢 丹 毒 治 验 . 四 川 中 医 , 2013, 31(8):
127-128.

26 谢 龙 莲 , 张 慧 坚 , 方 佳 . 我 国 槟 榔 加 工 研 究 进 展 . 广 东 农 业 科 学 ,
2011, (4): 96-98.

27 沈瑾, 孙浩, 高学敏, 等 . 海南省槟榔产地初加工干燥设施及技术推
广建议 . 农业工程技术(农产品加工业), 2012, (7): 43-45.

热带亚热带植物学报, 2009, 17(1): 74-76.

piper betle: isolation, antiplatelet and anti-inflammatory effects.
Biochem Soc Trans, 1993, 21(4): 462S-462S.

45 Peng W, Liu Y J, Wu N, et al. Areca catechu L. (Arecaceae): a review of
its traditional uses, botany, phytochemistry, pharmacology and
toxicology. J Ethnopharmacol, 2015, 164: 340-356.

46 刘东林, 玉小莹, 杨冰, 等 . 槟榔药理毒理研究进展 . 中国中药杂志,

〔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Materia Materia-Worl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7

XXXX

第 XX 卷

第 XX 期

★Vol. XX No.XX

2013, 38(14): 2273-2275.

47 丰燕, 阮卫, 楼新进, 等 . 浙江省首例本地感染牛带绦虫的诊断和治
疗 . 中国寄生虫学和寄生虫病杂志, 2017, 35(1): 85-88.

48 孙娟, 曹立幸, 陈志强, 等 . 中药槟榔及其主要成分的药理和毒理研
究概述 .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8, 35(6): 1143-1146.

49 刘玲, 谷彦杰 . 四种中药对瞳孔作用的药理实验 . 中西医结合眼科杂
志, 1998, 16(4): 210-211.

50 张媛, 齐静贞 . 槟榔液缩瞳与降低眼压作用的临床观察 . 黑龙江医
药, 1973, (3): 79.

51 何嘉泳, 黄保, 辛志添, 等 . 槟榔种子总酚类抗抑郁作用研究 . 中药
材, 2013, 36(8): 1331-1334.

63 Lim D Y, Kim I S. Arecdine inhibits catecholamine in release from
perfused rat adrenal gland. Acta Pharm Sin, 2006, 27(1): 71-73.

64 Kaushal M, Mishar A K, Raju B S, et al. Betel quid chewing as an

environmental risk factor for breast cancer. Mutat Res, 2010, 703(2):

70 Bhandare A, Kshirsagar A, Vyawahare N, et al. Evaluation of antimigraine potential of Areca catechu to prevent nitroglycerin-induced

delayed inflammation in rat meninges: possible involvement of NOS
inhibition. J Ethnop harmacol, 2011, 136(1): 267-269.

71 Peng W, Liu Y J, Wu N, et al. Areca catechu L. (Arecaceae): A review of
its traditional uses, botany, phytochemistry, pharmacology and
toxicology. J Ethnopharmacol, 2015, 164(02): 340-356.

72 Prabha S C , Michael P C, Kate B C, et al. Prevalence and correlates of

areca nut use among psychiatric patients in India. Drug Alcohol
Pepend, 2003, 69(3): 311-316.

73 Mateen F J, Carone M, Tshering L, et al. Areca catechu (palm tree) nut

chewing and seizures: An observational study. Epilepsy & behavior ,
2017, 28(6): 76-80.

74 蒋志, 陈其城, 曹立幸, 等 . 槟榔及其活性物质的研究进展 . 中国中药
杂志, 2013, 38(11): 1684-1687.

143-148.

75 杨华, 易小兰, 谢金华, 等 . HPLC 同时测定四磨汤口服液中新弗林、

snuff, cigarette smoking and the risk of oesophageal squamous-cell

76 唐伟 . 四磨汤口服液治疗新生儿功能性消化不良 27 例临床观察 . 中

Cancer, 2012, 48(5): 655-661.

77 周赛男, 蔡光先, 万胜 . 四磨汤对肝脾气滞证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血

65 Akhtar S, Sherkh A A, Qureshi H U. Chewing areca nut, betel quid, oral
carcinoma in South Asians: a multicentre case-control study. Eur J
66 王光, 胡弼 . 槟榔碱的研究进展 . 国际病理科学与临床杂志, 2010, 30
(2): 171-175.

槟榔碱和去甲异尔定的含量 . 中医药导报, 2016, 22(2): 40-43.
医药导报, 2010, 16(10): 33-35.

清、胃底、胃窦及十二指肠中 NO、AchE、CCK、SP 的影响 . 中国中西
医结合消化杂志, 2015, 23(1): 17-20.

67 Shah SMA, Merchant A T, Luby S P, et al. Addicted schoolchildren:

78 宋健, 何效东, 赵晓雷 . 四磨汤促进腹腔镜手术后胃肠功能恢复疗效

school children in Karachi, Pakistan. J Paediatr Child Health, 2002, 38

79 文富强 . 复方槟榔含漱液控制牙龈炎与菌斑的临床研究 . 临床口腔

68 Yuan J, Yang D, Liang Y, et al. Alkaloids from Areca (Betel) nuts and

80 佟海英, 乌吉斯古冷, 白亮凤, 等 . 蒙药槟榔十三味丸对抑郁模型大

prevale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reca nut chewers among primary
(5): 507-510.

their effects on human sperm motility in vitro. Food Sci, 2012, 77(4):
70-78.

69 Senn M, Baiwog F, Winmai J, et al. Betel nut chewing during pregnancy,
Madang province, Papua New Guinea. Drug Alcohol Pepend, 2009, 105
(1-2): 126-131.

观察 . 临床外科杂志, 2011, 19(6): 431-432.
医学杂志, 2015, 21(7): 422-423.

鼠神经-内分泌-免疫功能的影响 .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2014, 20
(9): 194-198.

81 周军, 陈飞, 曲佳, 等 . HPLC 测定越鞠保和丸中槟榔碱的含量 . 天津
药学, 2017, 29(2): 26-27.

Research progress on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pharmacological effect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Areca catechu
Yang Yajiao, Kong Weijun, Sun Lan, Sun Guibo, Zhou Lidong
(Key Laboratory of Bioactive Substances and Resources Utilization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stitute of Medicinal Plant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193, China)
Abstract: As a commonly used medicinal material, Areca catechu is widely used in prescriptions. It is native to Malaysia

and is cultivated mainly in subtropical regions of China such as Hainan and Taiwan. The main chemical components of

Areca catechu are alkaloids, phenols, amino acids, polysaccharides, minerals, crude fiber, grease and vitamins, etc. In the

clinical practice, Areca catechu is not only used as insecticides, but also on various intestinal diseases, arthritis,
glaucoma and other diseases. Areca catechu medications are mostly used for children and the elderly. The mai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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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rmacological activity compound of areca catechu is arecoline, but it's reported that arecoline can not only cause

cancer, promote cancer, but also reduce the body's immunity and in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carcinogenesis. However, in
clinical practice, Areca catechu is used in combination preparations, and there are no reports of carcinogenic side effects

of Areca catechu when it is used with other medicines at regular doses.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pharmacology and research progress in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Areca catechu,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nd safe and rational use of Areca catechu.

Keywords: Areca catechu, chemical composition, pharmacological action, clin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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