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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is a disorder 
that develops in patients with no history of 
heavy drinking or daily alcohol intake < 20 g 
and is characterized by fatty degeneration in 
liver parenchymal cells and adipose accumula-
tion. Western drugs for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are often associated with unsatisfactory 
curative effect and significant toxicity or adverse 
reactions. Numerous pharmacological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many single or com-
pound preparations of Chinese medicine can 
achieve satisfactory curative effect and possess 
unique advantages in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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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非酒精性脂肪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是一种无过量饮酒史, 或每日
酒精摄入量<20 g, 以肝脏实质细胞脂肪变性
及脂肪蓄积为主要特征的临床病理综合征. 现
有西药疗效单一, 存在不同毒性和不良反应. 
中医药防治NAFLD研究日益深入, 大量实验
药理研究及临床疗效观察证实, 很多单味中药
及中药复方疗效显著, 治疗机制逐渐清晰, 中
医药在防治NAFLD方面有良好疗效和独特的
优势, 并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 

© 2013年版权归Baishideng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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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随着非酒精性脂肪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发病率日渐上升, 各国

专家学者对本病的防治研究的不断深入. 大量实

验药理研究及临床疗效观察证实, 中医药在防治

NAFLD方面有良好疗效和独特的优势, 并展现出

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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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非酒精性脂肪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发病率日渐上升, 各国专家学

者对本病的防治研究也不断深入. 现有西药疗

效单一, 存在不同毒性和不良反应, 而大量实验

药理研究及临床疗效观察证实, 中医药在防治

NAFLD方面有良好疗效和独特的优势, 并展现

出广阔的发展前景. 

1  中药单味药研究

丹参: 郭建利等[1]实验表明丹参的不同组分总酮

■背景资料
非酒精性脂肪肝
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是21世
纪全球重要的公
共健康问题之一, 
亦是我国愈来愈
重视的慢性肝病
问题. 现有西药疗
效 单 一 ,  存 在 不
同毒性和不良反
应 .  中 医 药 防 治
NAFLD优势日益
突出.

■同行评议者
刘长征 ,  副教授 , 
中国医学科学院
基础医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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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总酚酸均能通过促进脂质代谢及抗脂质过氧

化作用达到治疗NAFLD的作用. 而总体疗效上

丹参总酚酸优于丹参总酮. 路帅等[2]实验证实丹

参能显著降低NAFLD大鼠血脂、转氨酶, 并降

低肝组织中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 TC)、甘

油三酯(triglyceride, TG)、丙二醛(malondialde-
hyde, MDA)的含量或活性, 升高肝组织中过氧

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mutase, SOD)的活性, 
改善肝脏组织脂变性程度. 

木贼: 姜秀娟等[3]实验表明木贼水煎剂可以

通过抑制肝细胞凋亡, 改善肝细胞损伤而起到

治疗NAFLD的作用. 
乌药: 曹宁等[4]实验证实乌药提取物乌药叶

总黄酮对NAFLD有良好治疗作用, 主要机制可

能与其能改善肝细胞脂肪变性, 降低血脂有关. 
余甘子: 朱炜等[5]通过研究证实余甘子能够

有效的抑制NAFLD形成过程中炎症因子的表

达, 还能够改善肝脏的损伤和纤维化水平. 
玉郎伞: 陈丽等[6]实验表明玉郎伞提取物对

NAFLD大鼠肝脏损伤有较好的修复作用, 并能

明显减轻肝脏脂肪变性及炎症坏死程度. 
姜黄: 周玲玲等 [7]实验证实姜黄素能显著

降低NAFLD家兔血清TG、TC、低密度脂蛋白

(low density lipoprotein-cholesterol, LDL-C)水
平, 改善胰岛素抵抗, 并显著升高PPAR-γ蛋白表

达, 而降低肝脏脂质合成及聚积, 达到对NAFLD
的治疗作用. 赵志光等[8]实验表明姜黄素能明

显抑制NAFLD家兔肝组织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表达, 从而有效改善肝

脏炎症活动及纤维化程度. 
黄皮叶: 张荣等[9]实验表明黄皮叶能有效改

善NAFLD肝组织能量代谢障碍, 从而保护肝功

能, 作用机制可能与提升NAFLD大鼠肝组织三

磷酸腺苷、二磷酸腺苷的含量有关. 
枳椇子: 徐晶莹等[10]实验证实枳椇子能显著

降低NAFLD大鼠血清TNF-α、白介素(interleu-
kin, IL)-6、IL-8水平, 这可能是其防治NAFLD进

展的重要机制之一. 
沙棘 :  李迎春等 [ 1 1 ]临床观察沙棘治疗

NAFLD44例, 3 mo后患者血脂、谷丙转氨酶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和肝脾CT比值水

平明显改善, 亦不会导致肾功能和血糖代谢异

常. 沙棘降低血脂, 改善TG在肝脏的蓄积、肝脏

微循环, 并减轻肝纤维化的作用可能是其防治

NAFLD的机制之一. 

2  中药复方研究

很多医家结合临床辨证制定方剂, 通过实验药

理研究及临床疗效观察证实许多中药复方对

NAFLD均有良好疗效. 
2.1 实验研究 丹苘软胶囊: 由丹参和苘麻子2
味药物组成 ,  刘锐等 [12]实验证实该药能改善

NAFLD大鼠瘦素及胰岛素抵抗从而达到治疗的

目的, 另一作用机制[13]可能与其下调NAFLD大

鼠肝脏细胞因子信号转导抑制因子-3 mRNA的

表达水平有关. 
通便玉蓉丸: 由肉苁蓉、芒硝、当归等组

成. 闫曙光等[14]实验表明本药能降低NAFLD大

鼠血清和肝脏组织的胆固醇和甘油三脂含量, 
并增加肝脏内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 而发挥保

护肝细胞的作用. 
茵陈蒿汤: 钟成等[15]实验表明茵陈蒿汤能通

过改善胰岛素抵抗和脂质代谢紊乱, 抑制氧化

应激反应和肝脏损伤而起到改善和治疗NAFLD
的作用. 

脂易消: 由泽泻、荷叶、半夏、枳壳、决

明子、鼠麹草等组成. 陈玉翠等[16]实验证实该

药有良好防治NAFLD的作用, 作用机制可以与

其能明显降低NAFLD大鼠肝脏组织细胞色素

P4502E1 mRNA的表达水平有关.  
补肾化浊方 :  由女贞子、枸杞子、败酱

草、茯苓、黄精、炒山药、决明子、泽泻、茵

陈、薏苡仁、冬瓜仁、芦根等组成. 孙建光等[17]

实验表明该药能明显改善NAFLD大鼠血清瘦素

及胰岛素抵抗, 发挥保肝调脂的作用. 
复方首乌降脂颗粒: 由制首乌、制大黄、

郁金、山楂、白芥子、泽泻、垂盆草组成. 钱
斐等[18]实验证实该药能够有效降低NAFLD小鼠

体质量、肝湿质量及血脂, 其作用途径之一可

能是增加脂联素受体2的表达从而抑制了小鼠

肝脂质的沉积. 
柔肝泻脂方: 由生地、何首乌、丹参、泽

泻、枸杞子、生山楂组成. 陈琼等[19]实验证实该

方能显著增高血清及肝脏SOD水平, 降低MDA
含量, 提高血清和肝组织的抗氧化能力, 进而达

到预防和治疗脂肪肝的目的. 
利湿保肝健脾汤: 由白术、姜黄、橘皮、

山楂、茵陈蒿、柴胡、泽泻组成. 王春田等[20]实

验表明该药能明显降低NAFLD大鼠血清甘油三

酯和总胆固醇含量, 并显著改善肝脏组织脂肪

变性. 
祛痰活血汤 :  由茯苓、陈皮、泽泻、苍

■研发前沿
中 医 药 防 治
NAFLD研究日益
深入, 大量实验药
理研究及临床疗
效 观 察 证 实 ,  很
多单味中药及中
药复方疗效显著, 
治疗机制逐渐清
晰, 中医药在防治
NAFLD方面有良
好疗效和独特的
优势, 并展现出广
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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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姜半夏、郁金、佛手、薏苡仁、山楂、白

术、丹参、香附、甘草组成. 肖剑等[21]实验证实

该药能改善NAFLD大鼠肝功能, 调节脂质代谢

紊乱, 显著降低肝组织脂肪变性程度, 并降低组

织细胞凋亡指数, 从而达到防治NAFLD的目的. 
2.2 临床观察 消脂方: 由陈皮、茯苓、夏枯草、

薏苡仁、丹参、女贞子、青皮、生山楂、贝

母、党参、草果、灵芝组成. 刘素英等[22]对80例
NAFLD患者治疗3 mo临床观察, 治疗组总有效

率达90%, 明显优于护肝片对照组(P <0.05). 
脂肪肝合剂 :  由八月札、白术、赤芍

药、桃仁组成. 李文彦等[23]观察该药治疗83例
NAFLD患者3 mo后的临床疗效, 患者血脂明显

降低, 脂质代谢得到改善, 总有效率84.4%. 
安络化纤丸: 由地黄、鸡内金、水蛭、地

龙、大黄、僵蚕、瓦楞子、白术、牛黄、丹

皮、生麦芽、三七、郁金、水牛角组成. 王丽

华[24]临床治疗NAFLD患者197例, 从治疗前后的

肝功能、血脂及彩超结果分析, 该药不仅能改

善脂质代谢还能有效防治疾病进展为肝纤维化. 
柴胡温胆汤: 由柴胡、陈皮、姜半夏、竹

茹、虎杖、枳实、黄芩、茯苓、泽泻、大枣、

生姜组成. 胡洪涛等[25]从肝功能、血脂及彩超积

分观察100例NAFLD患者临床治疗3及6 mo, 治疗

组较易善复对照组各指标均明显降低(P<0.05). 
清脂汤: 由丹参、荷叶、白术、茯苓、决

明子、泽兰、赤芍、红花、生山楂、泽泻组成. 
田凌云[26]自拟清脂汤治疗NAFLD临床观察58
例, 表明本方具有改善肝功能、保肝降脂的作

用, 临床治疗总有效率91.38%. 
运脾化浊冲剂: 由薤白、清半夏、黄芩、

丹参、三七、薏苡仁、郁金、决明子、白芍、

川芎、党参、黄连等组成. 路波等[27]与盐酸二

甲双胍片对照治疗NAFLD患者55例, 从患者症

状、体征及血清生化、肝脏影像学评价疗效, 
治疗组各指标明显优于对照组(P <0.05). 

调脂汤: 由五加皮、苍术、白术、赤芍、

川芎、黄芪、丹参、鸡内金、金钱草、山楂、

郁金、麦芽组成. 应续芹[28]在常规西医治疗基

础上加服该药治疗NAFLD, 2个疗程后治疗组

总有效率为83.3%, 明显优于单纯西医治疗组

(P <0.05). 
亚虎保肝汤: 由虎杖、白芍、白术、北沙

参、亚贡、柴胡、当归、茯苓、甘草组成. 朱
熔等[29]临床观察该药治疗NAFLD 80例, 证实其

能有效改善肝功能和调节脂质代谢, 总有效率

为95.0%. 
疏肝活血降脂汤: 由柴胡、甘草、香附、

丹参、焦山楂、郁金、薏苡仁 、白术、山药、

莪术、泽泻、虎杖、三棱组成. 陈刚俊[30]与辛伐

他丁对照治疗NAFLD, 该药总有效率为99%, 明
显优于对照组的75%. 

运消汤: 由苍术、绞股蓝、陈皮、白术、

法半夏、茯苓、丹参、川楝子、姜黄、生山

楂、生麦芽、泽泻、炮甲片组成. 张莉等[31]以易

善复胶囊对照治疗NAFLD, 证实本药不仅能很

好的改善患者症状、体征, 对生化及肝脏影像

学改善亦显著, 总有效率88.37%. 
橘黄降脂汤: 橘红、天竺黄、姜黄、决明

子、丹参、何首乌、泽泻、酒大黄、郁金、全

瓜蒌、生山楂、茯苓、枳壳、三七粉、胆南星

组成. 崔凯[32]与东宝肝泰片对照观察该药治疗

NAFLD的临床疗效. 结果显示: 治疗组有效率

为93.10%, 明显优于对照组的72.50%, 治疗疗效

满意. 
健脾升清祛浊汤 :  生黄芪、山栀子、党

参、五味子、生山楂、苍术、荷叶、白术、葛

根、茵陈、丹参、柴胡、茯苓、佩兰组成. 王
小强[33]临床观察该药治疗NAFLD患者135例, 对
照组给予葡醛内酯、B族维生素、维生素C. 证
实本药有能保肝降酶, 防止脂肪在肝脏堆积等

作用. 治疗组总有效率为85.2%, 明显优于对照

组(P <0.5). 
活血化痰方: 由丹参、海藻、山楂、泽泻

组成. 李刚等[34]临床观察本方治疗NAFLD 30例, 
治疗8 wk后患者血脂、肝功转氨酶、肝脏影像

学均有显著改善(P <0.05或P <0.01). 提示活血化

痰方治疗NAFLD疗效满意. 
化痰祛瘀汤: 由苍术、炒白术、决明子、

茯苓、郁金、丹参、山楂、枸杞子、泽泻、制

大黄、制首乌、青黛组成. 钱海青[35]临床与双

环醇片对照观察本方治疗NAFLD 55例, 治疗结

果: 治疗组总有效率89.09%, 明显优于对照组的

65.45%. 
复方沙棘胶囊: 由沙棘、泽泻、白术、山

楂、丹参、决明子组成. 黄梅等[36]与安慰剂对照

观察该药治疗NAFLD 70例临床疗效, 治疗30 d后, 
患者症状明显减轻, 肝功能、血脂显著降低, 总
有效率62.86%, 优于对照组的34.29%, 疗效显著. 

决明山楂燕麦胶囊: 由决明子、荷叶、山

楂、燕麦等组成. 杨立志等[37]在调整饮食及合

理运动的基础上, 加用该药治疗NAFLD 82例, 

■相关报道
古宁艳、杨少军
著《中医药防治
脂肪肝实验研究
进展》一文, 2012
年发表于《中国
中 医 药 信 息 杂
志》, 文中重点阐
述单味中药及中
药复方的实验研
究, 对药物的有效
成分及作用机制
分析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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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盘点
本 文 收 集 近 3 年
相关中医药防治
N A F L D 的文献 , 
总结单味中药及
中 药 复 方 的 用
药、疗效及作用
机制, 为临床指导
NAFLD的治疗提
供坚实理论基础.

3 m o后患者肝功能、血脂及临床症状均明显

改善, 总有效率81.7%. 证实其具有较好降低血

脂、保护肝功能及清除肝细胞脂肪堆积的功效. 
昆藻调脂胶囊: 由广昆布、丹参、海藻、

柴胡、泽泻、何首乌、山楂等药物组成. 杨艳

娜等[38]观察该药对128例不同证型脂肪肝的临床

疗效. 3 mo后患者肝功能、血脂、肝脏B超均有

显著改善, 其中以痰湿瘀阻组疗效最佳(P <0.01). 
降脂方: 由丹参、生山楂、决明子、荷叶

组成. 胡克晋[39]观察本方结合生活方式治疗110
例NAFLD的临床疗效. 12 mo后通过肝功能、血

脂评定疗效, 总有效率90.9%, 明显优于对照组

(P <0.05). 
祛脂涤浊汤 :  由柴胡、郁金、虎杖、白

芍、生白术、茯苓、泽泻、当归、丹参、全瓜

蒌、炒决明、生山楂、炙甘草组成. 钟骏慧等[40]

观察65例该药对NAFLD临床疗效及胰岛素抵抗

的影响. 8 wk后评价血糖及胰岛素水平, 证实该

药能有效治疗NAFLD, 改善胰岛素抵抗. 
清脂灵: 由柴胡、茯苓、大黄、半夏、白

术、何首乌、生山楂、泽泻、丹参、决明子、

白芍、甘草组成 .  姚绍琴 [41]在硫普罗宁治疗

NAFLD基础上加用该药临床观察31例, 16 wk
后在改善血脂、肝功能及肝脏影像学方面, 西
药加用清脂灵组疗效明显优于单纯西药治疗组

(P <0.05). 
化浊胶囊: 由黄柏、丹参、黄连、山楂、

鸡内金、枳壳组成. 韩胜南等[42]与还原型谷胱甘

肽片对比, 临床观察该药治疗NAFLD 90例, 3 mo
后评价肝功能、血脂、肝脏彩超及临床症状的

改善情况, 治疗组总有效率88.8%. 
加味楂曲饮: 由焦山楂、生山楂、荷叶、

丹参、神曲、茯苓、绞股蓝、枸杞子、决明

子、普洱茶组成. 周显华等[43]临床观察该药治疗

NAFLD 46例, 结果证实其保肝降酶及改善肝脏

组织学病变程度明显优于当飞利肝宁片对照组, 
其机制可能与降低血清转化生长因子-β1、升高

血清SOD水平而发挥抗炎、抗氧化作用有关. 
复方消脂安肝方 :  由柴胡、生黄芪、丹

参、泽泻、何首乌组成. 李丽萍等[44]临床观察该

药联合减量黄连素治疗NAFLD 120例, 3 mo后
患者临床症状、肝功能、血脂、肝脏彩超及血

清胰岛素抵抗改善水平均明显优于东宝肝泰片

对照组, 总有效率92.5%. 
祛湿活血中药方 :  由绞股蓝、虎杖、柴

胡、茵陈、酒大黄、荷叶、丹参组成. 刘旭东

等[45]与单纯饮食及运动对照, 临床观察该药治疗

NAFLD 40例, 3 mo后患者症状、血脂、肝功能

及肝脏影像学均有明显改善. 
二黄去脂汤: 由酒大黄、姜黄、丹参、生

山楂、茯苓、郁金、三七粉、何首乌、枳壳、

泽泻、决明子组成. 孟春月[46]与东宝肝泰片对

照, 临床观察该药治疗痰瘀内阻证NAFLD 40例, 
3 mo后治疗组有效率95%, 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

(P <0.05). 
健脾化脂汤 :  由山药、黄芪、陈皮、柴

胡、茯苓、郁金、山楂、白术、首乌、决明

子、泽泻、赤芍组成. 张玉禄等[47]采用易善复胶

囊同时服用该药治疗NAFLD 30例, 3 mo后与单

纯口服西药相比, 患者TC、TG、血清瘦素明显

降低, 总有效率90%, 作用机制可能与改善肝功

能, 调节血糖、血脂代谢, 影响瘦素水平等作用

有关. 
健脾化湿汤: 由太子参、茯苓、白术、甘

草、半夏、陈皮组成. 石燕萍等[48]以与易善复胶

囊对照, 临床观察该药治疗脾虚湿蕴证NAFLD 
53例, 3 mo后患者症状、血脂、肝功能、肝脏

CT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 <0.05). 
消脂保肝饮 :  由生黄芪、西红花、炒白

术、白茯苓、生薏苡仁、郁金、泽兰、泽泻组

成. 虞胜等[49]与易善复片、肝勃宁胶囊对照, 临
床观察该药治疗NAFLD 32例, 3 mo后患者肝功

能、血脂及肝脏影像学均有显著改善, 疗效明

显优于对照组(P <0.01). 
柴越汤: 由白芍、柴胡、川芎、香附、生

麦芽、郁金、赤芍、神曲、生山楂、茯苓、薏

苡仁、陈皮、苍术、冬瓜仁、枳壳、浙贝母、

甘草组成. 苗祥东[50]与东宝肝泰片对照, 临床观

察该药治疗NAFLD 81例, 4 wk后治疗组降血

脂及改善肝脏功能的总体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

(P <0.05). 
平脂养肝汤 :  由泽泻、茯苓、红花、柴

胡、生首乌、陈皮、生大黄、丹参、山楂、川

芎、当归、葛根、枳壳、地龙、白术、枸杞子

组成. 贾满仓[51]与脂必妥对照, 临床观察该药治

疗NAFLD 40例, 9 wk后治疗组肝功能、血脂、

肝脏B超及临床症状均得到良好改善, 疗效明显

优于对照组(P <0.05或P <0.01). 
疏肝降脂胶囊: 由泽泻、丹参、柴胡、决

明子、荷叶组成. 程小彬[52]与安慰剂对照, 临床 
观察该药治疗NAFLD 31例, 半年后患者症状及

血脂明显改善, 总有效率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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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虽然中医药在防治NAFLD方面有良好疗效和独

特优势, 但至今还存在一些问题尚需完善. 如实

验药理研究方面: 如何建立符合中医诊断标准

的动物模型; 如何体现中医药的辨证论治原则; 
中医症候、病因病机如何深入研究等. 临床疗

效观察方面: 诊断辨证、治疗用药、疗效判定

均缺乏客观而统一的标准; 报道文献缺乏大样

本, 可重复性差; 对照组药的选择缺乏说服力等. 
因此, 在今后研究中, 应充分发挥中医辨证论治

的特点, 加强临床与实验研究的结合, 力争寻找

一套有据可依, 有证可循, 行之有效的中医诊疗

标准, 才能真正科学、合理的指导临床治疗, 更
有利于中医药研究的发展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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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要点
充分发挥中医辨
证论治的特点, 加
强临床与实验研
究的结合, 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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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评价
本文针对单味中
药及复方中药制
剂 防 治 N A F L D
的相关研究进行
综 述 ,  较 全 面 的
展示了该领域内
的 研 究 进 展 ,  并
提出存在的问题, 
对于NAFLD的研
究及防治具有一
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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