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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覆盆子具有补肾益精的功效，其在古籍中常用于养生及治疗肾虚、肾气不足、肝虚寒、肝气不足等多种疾病，并且通过

其与其他药物的配伍规律得出“ 益精” 是覆盆子应用的思想本源。 覆盆子在现代药理研究中有调控下丘脑⁃垂体⁃性腺轴、改善性
功能、抗氧化、抗骨质疏松以及心肌和肝脏保护等诸多作用，结合其益精理论，为覆盆子正确及更为广泛的应用于临床提供重要
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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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覆盆子的中医功效审视

覆盆子，指蔷薇科植物华东覆盆子 Ｒｕｂｕｓ ｃｈｉｎｇｉｉ

早在汉唐时期就有应用覆盆子的古方来治疗疾

Ｈｕ 的干燥果实，甘、酸、温，具有补肾益精缩尿，补肝

病，但并不多见，且较局限，而后随着人们对覆盆子认

明目的功效
本草经》

［２］

［１］

，但其最早是以蓬蘽之名记载于《 神农

，云：“ 蓬蘽，味酸，平，主安五脏，益精气，

识的增多，在古方中应用覆盆子也越来越广泛。
１．１

治疗虚劳及养生

虚劳多伤肾，《 华佗神方》 ［３］

长阴令坚，强志倍力，有子。 久服轻身不老。 一名覆

卷二十一中用华佗大黄芪丸（ 黄芪、柏子仁、覆盆子

盆。” 可见，覆盆子最早也是因其突出的益精功效而

等药组成） 治疗虚劳百病，其中的华佗柏子仁丸（ 柏

被记载于古籍中。 从狭义上说，益精的精指生殖之

子仁、蛇床子、菟丝子、覆盆子等药组成） 久服能强记

精；从广义上说，益精的精则指精气。 精气是构成人

不忘。 方中覆盆子安五脏，益精气。

体生长发育及各种功能活动的物质基础，而精气藏于

１．２

肾中，故而补肾益精成为治疗许多因肾虚、肾气不足

肝气不足则气血不荣。 《 太平圣惠方》 ［４］ 中的补肝柏

而导致的疾病的基本原则。 探析覆盆子的现代药理

治疗肝虚寒、肝气不足

肝虚寒则苦胁下坚胀，

子仁丸（ 柏子仁、黄芪、覆盆子、五味子等） 治疗肝虚

作用及在古方中的益精思想对于更好地将覆盆子应

寒引起的面色青黄、胸胁胀满、筋脉不利以及背膊酸

用于临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疼；覆盆子丸（ 覆盆子、细辛、当归、五味子、人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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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肝气不足所致的两目昏暗、热气冲上、泪出、两胁

云散（ 覆盆子、五味子、菟丝子等） 治疗阳气不足、阴

虚胀以及筋脉不利。 《 圣济总录校注》

中的鹿茸丸

萎；《 御药院方》 ［１９］ 中用乌银丸（ 牛膝、覆盆子、巨胜

（ 鹿茸、黄芪、熟干地黄、覆盆子等） 治疗肝元气虚所

子、熟干地黄等） 壮阳气，益子精。 方中覆盆子添精

［５］

致的腹胁胀满、饮食减少。 方中覆盆子补肝益气。
１．３

治疗肾虚、肾气不足

补髓，梳利肾气。
从运用覆盆子复方治疗的病证来看，其涉及到

肾气虚弱则足少阴之经

不利，阴气有余，阳气不足。 《 太平圣惠方》

［６］

中的补

肝、脾、肺、肾等脏腑，而不论是哪种病证，覆盆子在复

肾肾沥汤方（ 牛膝、人参、五味子、熟干地黄、覆盆子

方中都主要起着补肾益精的作用。 机体五脏之间关

等） 用来治疗肾气虚 所 致 的 腰 胯 脚 膝 无 力、 四 肢 酸

系密切，肝藏血，肾藏精，精血同源，肝肾相生；肾为先

［７］

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先天生后天，后天养先天，二

疼、手足逆冷、小腹急痛等；《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中的菟丝子丸 （ 菟丝子、 熟干地黄、 五味子、 覆盆子

者相互滋生；肺主呼气，肾主纳气，肺肾结合，呼吸通

等） 用来治疗肾气虚损所致的少腹拘急、四肢酸疼、

畅；肾精充盛，肝、脾、肺才能运作正常。 这里的精，主

目暗耳鸣、心腹胀满等。 方中覆盆子补肾益气。

要是指精气，其中也包括生殖之精。 故而覆盆子复方

１．４

治眼疾

肝气虚及血气虚竭，致风邪入于目，

《 奇效良方》 ［８］ 卷五十七中的槐子丸 （ 槐子仁、 酸枣
仁、覆盆子等） 用来治疗肝虚风邪所致的目偏视；《 世
医得效方》 ［９］ 中用密蒙花散 （ 密蒙花、 人参、 覆盆子
等） 治疗多年昏暗等目疾。 方中覆盆子养肝明目。

１．５

治消渴、小便滑数

肝肾阴虚，致阴津亏损，燥

热偏盛，小 便 频 数。 《 圣 济 总 录》 ［１０］ 中 用 酸 枣 仁 丸

（ 酸枣仁、醋石榴子、覆盆子等） 治疗消渴、口干舌燥；

在临床应用中不论治疗何种病证，“ 益精” 是其本源。

２

覆盆子的组方规律及内涵
在当前的覆盆子复方众多，明析覆盆子与其他药

物的配伍规律以及服用方法对于正确应用覆盆子以
及推广应用有着重要意义。
２．１

以覆盆子为君药的组方

覆盆子与五味子、菟

《 仁斋直指方论精要》 ［１１］ 中用双补丸（ 鹿角胶、沉香、

丝子配伍，用来治疗肝气不足，丈夫阳气不足、阴萎以

燥渴劳倦，《 严氏济生方》 ［１２］ 中用韭子丸（ 韭子、覆盆

与菟丝子均能补肾固精，三者相配，覆盆子补肝益肾

覆盆子、人参、熟地黄、菟丝子、五味子、当归等） 治疗
子等） 用 来 治 疗 小 便 白 浊 滑 数。 方 中 覆 盆 子 固 涩
缩尿。
１．６

治妇人无子、妊娠胎动不安

肾气虚衰，致精血

及妇人胎动不安，覆盆子补肝益肾，滋补肾阴，五味子
之功更甚。
２．２

以覆盆子为臣药的组方

覆盆子常与人参、黄

芪、当归、熟地、菟丝子、五味子、巴戟天等药配伍。 根

不足，冲任脉虚，胞脉失养。 《 妇人大全良方》 ［１３］ 中用

据其所治病证，这些组方不仅发挥了覆盆子自身的益

等） 治疗妇人血虚气惫，久不妊娠；《 普济方》 ［１４］ 中用

芪配伍时，覆盆子能增强组方补脾益肺的功效；当与

养真丸（ 鹿茸、当归、菟丝子、覆盆子、五味子、熟地黄
育胎饮子（ 覆盆子、阿胶、当归、人参等） 治疗胎动不

精功效，而且能提高整方作用的效果。 当与人参、黄
当归配伍时，能增强组方补血活血的功效；当与熟地、

安。 方中覆盆子滋养肾阴，补肾益气。

菟丝子、五味子、巴戟天配伍时，又能增强组方补肾益

１．７

精的功效。

治肺气喘急

肺肾气虚者，上焦不通。 《 杨氏家

藏方》 ［１５］ 中用杏苏饮子（ 紫苏叶、五味子、杏仁、覆盆

２．３

子等） 治疗咳嗽声重、胸满气喘；《 圣济总录》 ［１６］ 中用

汤剂的少之又少，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有人就发现

水蓼散（ 水蓼、覆盆子、五味子等） 治疗喘急气短。 方
中覆盆子补虚益气，上焦得通。
１．８

治脾劳

所谓脾劳，即饮食劳倦伤脾，脾伤则喜

噫欲卧，不得咽唾，治宜补益肺气，肺旺则感脾。 《 太

覆盆子剂型

覆盆子复方大多为丸散剂，用之

覆盆子用之汤剂效果更甚，如《 本草新编》 ［２０］ 中所说
“ 谁知覆盆子用之汤剂，更效应如响，其功不亚于肉
桂” 。 既然汤剂效果更甚，为何众多医家又喜欢用丸
散剂呢？ 丸散剂的一个优点就是服用方便，患者依从

平圣惠方》 ［１７］ 中用黄芪丸（ 黄芪、覆盆子、五味子、人

性较高，对于需要长期服药的患者来说更容易接受。

参、熟干地黄等） 治疗脾胃虚劳羸瘦。 方中覆盆子补

而从覆盆子复方所治的病证来看，都不是短期内能够

肾益气。

治愈的病证，故而推论，众多医家喜用丸散剂多于汤

１．９

治丈夫阳气不足、阴萎、少精、梦遗失精

则阳气不足，不能藏于精。 《 鸡峰普济方》

［１８］

肾虚
中用庆

剂。 但因汤剂效果更甚，在临床应用中，用汤剂则疗
效更为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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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４

覆盆子的现代药理研究

３．１

覆盆子益精内涵及应用探析

覆盆子中富含黄酮

肾与脑、骨、心、肝关系密切。 肾藏精，精生髓，髓

类、萜类、生物碱、香豆素类、有机酸、酚酸类、甾体等

冲脑，脑为髓海，髓由精化，“ 在下为肾，在上为脑，虚

覆盆子的主要化学成分

多种生物活性成分，其中黄酮类主要有黄酮苷和黄酮
苷元，萜类主要有二萜、三萜，生物碱主要有喹啉、异

则皆虚” （ 医碥·卷四） ；肾主骨生髓，骨髓充实，则骨
骼强壮；心火下降于肾，助肾阳以温肾水，肾水上济于

喹啉、吲哚类碱，香豆素类主要有七叶内酯、欧前胡内

心，使心阳不亢；肾藏精，肝藏血，肝血依赖肾精的滋

酯以及喷鼻豆酸二十六醇酯，有机酸主要有硬脂酸、

养，肾精又需肝血的化生。 覆盆子从最早应用于增强

三十二烷酸等，酚酸类主要有莽草酸、对羟基间甲氧

男子性功能到目前应用于全身多个系统疾病，临床应

基苯甲酸、对羟基苯甲酸等
３．２

［２１］

。

用范围越来越广，且疗效显著，其治疗的一个重要理

调控下丘脑⁃垂体⁃性腺轴，改善肾脏及睾丸的病

变以及性功能障碍

覆盆子的主要功效是治疗生殖

系统疾病。 陈坤华等

［２２］

通过覆盆子水提液对 ＳＤ 大

论基础来源于覆盆子的“ 益精” 理论，也体现了中医
的整体观念。

覆盆子 “ 益精” 功效在与其他药物正确配伍时能

鼠下丘脑和胸腺的促黄体激素释放激素（ ｌｕｔｅｉｎｉｚｉｎｇ

发挥更大作用。 当覆盆子与人参、当归、黄芪配伍时，

黄体生成 素 （ ｌｕｔｅｉｎｉｚｉｎｇ ｈｏｒｍｏｎｅ， ＬＨ） 、 卵 泡 刺 激 素

子、巴戟天等补肾益精药配伍时，整方补肾益精之功

醇（ Ｅ ２ ） 、睾酮（ Ｔ） 含量的研究，得出覆盆子可通过调

大了治疗范围，故而要想更好地应用覆盆子，掌握其

ｈｏｒｍｏｎｅ 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 ｈｏｒｍｏｎｅ， ＬＨＲＨ） 、 垂 体 和 血 液 促

能增强补脾益肺及补血活血；当与熟地、菟丝子、五味

（ 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ｈｏｒｍｏｎｅ， ＦＳＨ） 以及血液中雌二

效更甚。 覆盆子这种配伍既增强了药物的疗效，又扩

控下丘脑⁃垂体⁃性腺轴而达到补肾益精的作用。 籍

配伍应用是关键。

艳秋

［２３］

对覆盆子补肾活性成分的研究则得出覆盆子

对肾阳虚所致的肾脏及睾丸病变有一定的改善作用。
向德军 ［２４］ 通过掌叶覆盆子提取物对大鼠肾阳虚模型

中国古代医家长期临床实践中得出的覆盆子的
“ 益精” 理论及配伍规律对于其在临床上的广泛应用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诸多功效也被现代药理研究

的干预实验，得出覆盆子能够改善大鼠的性功能。

所证实，如其抗衰老的养身作用，并且鲜果味道甘甜，

３．３

过量自由基能够导致癌症、衰老

在越来越重视生活质量的现代社会中，其所制成的各

以及诸多疾病，因此抗氧化也成为保健的研究方向之

种食材的应用前景也被人们所重视，但如治疗呼吸系

一。 田甜等 ［２５］ 与朱会霞 ［２６］ 在覆盆子抗氧化活性的

统疾病及女性不育等疾病方面的现代药理研究缺乏，

成分的实验研究中发现覆盆子提取物中的糖蛋白及

这也限制了覆盆子在呼吸系统疾病及女性不育方面

黄酮具有抗氧化作用。 吴峰华等 ［２７］ 的实验则发现覆

的应用。

抗氧化作用

盆子提取物中的总酚也具有抗氧化作用，且要强于黄
酮的抗氧化作用。 可见，覆盆子中有多种活性成分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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