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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华，贾春华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摘

北京

100029）

要：赤丸方出自《金匮要略·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治》，原文症状描述唯“寒气厥逆者”五字而已；药

物或五味或六味或七味不一；
“一方用桂”说明出注者参考别本；
“《千金》作人参”说明孙思邈另据他本；方后
“真朱”不知何物？
《备急千金要方》
“更有射罔……”的射罔是什么？本文基于以上之种种疑问，以《金匮要略
校注》为线索，比对各版本记载的优劣，考证赤丸方药物组成，明确真朱的药物本原，探求现已淡出医家视野
的射罔，追问赤丸方与神丹的可能性关系，为赤丸方的安全应用提供文献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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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二两，炮，去皮 射罔一枚，如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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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急千金要方卷第十六·胃腑·痼冷积热》
“茯苓

何任主编的《金匮要略校注》，是现今学习研究

桂心各四两，细辛一两，乌头 附子各二两，射罔如大枣

《金匮要略》主要的参考书。其中《腹满寒疝宿食病脉

一枚。右六味，末之，纳真朱为色，蜜丸，如麻子，空腹

证治》赤丸方“茯苓四两，半夏四两，洗，一方用桂 乌头

酒服一丸，日再夜一服，不知，加至二丸，以知为度。

二两，炮 细辛一两，
《千金》作人参。右六味，末之，纳

一方用半夏四两，而不用桂。”
《金匮要略校注》
“细辛

真朱为色，炼蜜丸，如麻子大，先食酒饮下三丸，日再

一两，
《千金》作人参”而《备急千金要方》无人参。

夜一服；不知，稍增之，以知为度。”赵开美本煎服法为

如此，则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探讨：其一，诸版本

“右四味……”。何任对此条的校注，以元代仿宋刻本

记载赤丸或五味，或六味，或七味。赤丸方的组成是

《新编金匮方论》
（邓珍本）为底本，以《仲景全书·金匮

什么？其二，真朱是什么药物？它在赤丸方中的功用

要略方论》
（赵开美本）和江户医学影印北宋本《备急

是什么？其三，射罔是什么？其四，
《金匮要略校注》

千金要方》为参考依据。
1

“《千金方》……更有射罔加大枣一枚”应如何理解？

赤丸于其他方书中所录
明吴迁抄本《金匮要略方·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

治》
“茯苓四两 半夏四两，洗，一方用桂 细辛一两，
《千
金》作人参 乌头二两，炮，去皮 附子二两，炮，去皮 射
罔一枚，如枣大。右六味，末之，内真朱为色，炼蜜和
丸如麻子大，先食酒饮服一丸，日再夜一服。不知，二

丸为度。”此书 2007 年发现于上海图书馆，经段逸山等
人整理，发现其较《金匮要略校注》多出的药味为“附

其五，
《备急千金要方卷第九·伤寒上·发汗丸》神丹丸
方后孙奇方后注“《要略》用细辛，不用人参，别有射罔
枣大一枚，名赤丸，主寒气厥逆。”则需要澄清赤丸与
神丹有怎样的关系。
2

赤丸方的组成
仔细比较《金匮要略》的各个版本，如邓珍本、赵

开美本、吴迁抄本等，参考《脉经》
《备急千金要方》
《外
台秘要方》等书的校注本等，发现《脉经》无此条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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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各版本描述均为“寒气厥逆者，赤丸主之。”共同的

当时的条件下，方士们还不能把它们加以区分，因此

药物组成为“茯苓四两 半夏四两，洗，一方用桂 乌头

两者常发生混淆是很可以理解的，而且在此后很长的

二两，炮 细辛一两，
《千金》作人参 真朱”。

一段时期中，不少方士把人工合成的氧化汞误作丹砂

《备急千金要方卷第九·伤寒上·发汗丸》神丹丸，
孙奇方后注“《要略》用细辛，不用人参，别有射罔枣大

（天然硫化汞）。对于汉晋时期升炼所得的“丹砂”，是
不可拘泥为氧化汞的。

一枚，名赤丸，主寒气厥逆。”可知孙奇等人校正的《金
匮要略方论》有“附子、射罔”，邓珍本和赵开美本无此
药味。吴迁抄本的药物记载有“附子、射罔”，与《备急
[1]

张仲景时代，朱砂作为药物使用，非常普遍，如

《颅囟经·疳痢证治》，有 6 个丸散剂使用了朱砂。由于

疏忽不辨，同为红色粉末的人工合成的氧化汞入药后

千金要方》孙奇校注吻合。据段逸山 考证，吴迁抄本

导致中毒。
“ 用思精微”的张仲景，为避免误用朱砂伪

《金匮要略方》源自北宋绍圣三年刊印的小字本。由

品中毒，使用“真朱”之名，以提醒赤丸方的使用者注

此可以知道，吴迁抄本较好地保存孙奇校正《金匮要

意辨别朱砂真伪。因此真朱与朱砂实为异名同药，所

略方论》赤丸方的全貌。
需要注意的是，
《金匮要略校注》
“《千金方》……
更有射罔加大枣一枚”，此处“射罔加大枣一枚”，若理
解为“射罔、加大枣一枚”，则射罔的剂量不清。所依
江户医学影印北宋本《备急千金要方》并未校注。
《备
急千金要方》四库本、后藤本均作“如大枣一枚”，吴迁
抄本作“射罔一枚，如枣大。”，说明此处只有射罔，无
歧义。
3
3.1

不同处，只药物性状而已。
3.2

真朱功用
仲景前后的本草书籍，如《神农本草经·丹沙》
“丹

沙味甘，微寒。主身体五脏百病，养精神，安魂魄，益
气，明目，杀精魁邪恶鬼。久服，通神明，不老。”
《吴普
本草》
“丹沙，神农：甘；黄帝：苦，有毒；扁鹊：苦；李氏：
大寒，或生武陵，采无时，能化未成水银，畏磁石，恶咸
水。”
《名医别录·卷第一》
“丹砂无毒。主通血脉，止烦

赤丸方真朱
真朱药物基原
《神农本草经·丹沙》
“味甘，微寒。主身体五脏百

病，养精神，安魂魄，益气，明目，杀精魁邪恶鬼。久
服，通神明，不老。能化为汞，生山谷。”是最早记载丹
沙的中药学古籍。真朱之名，首见于张仲景《金匮要
略》赤丸方中，其后被葛洪《肘后备急方》多次记载。
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丹砂》
“丹砂……作末名真朱。”
苏敬《新修本草》反驳弘景“岂有一物以全末殊名乎？”
孙启明[2]认为，由于历史的变迁，古代用药名实常

满，消渴，益精神，悦泽人面，除中恶、腹痛、毒气、疥
瘘、诸疮。久服轻身神仙。作末名真朱，光色如云母，
可析者良。生符陵，采无时。
（恶磁石，畏咸水。
）”结合
《金匮要略》原文描述，可知①朱砂“益气”
“ 通血脉”可
开通“厥逆”。②朱砂其性“微寒”
“ 大寒”，可制约半
夏、细辛、乌头、附子、射罔等“大热”
“ 温”的猛烈药性。
③《肘后备急方·卷七·治卒中诸药毒救解方》
“附方胜
金方，治一切毒。以胆子矾，为末。用糯米糊，丸如鸡

头实大，以朱砂衣。常以朱砂养之，冷水化一丸，服，
立瘥。”则说明朱砂入解毒剂。仲景时代，伤寒流行，

极混乱，同名异物，同物异名，比比皆是，真朱亦然。

赤丸方的症状亦表现的十分剧烈或危急，故或可用朱

张仲景《金匮要略》赤丸方中虽有“真朱”之名，但不见

砂“杀精魅邪恶鬼”
“除中恶、腹痛、毒气、疥瘘、诸疮。”

于《神农本草经》。因此，陶弘景将真朱释名“丹砂作

高志伟[5] 认为，古人对丹砂的认识和利用也早在

末为真朱”，实出当时需要。沈澍农[3] 认为，朱砂药用

新石器时代就已开始，通常在人骨周围撤有朱砂，到

中常有伪品，而作末入药者更容易掺假，因此方书中

战国以后使用于墓底。李零[6] 认为，古人应用朱砂从

自然特别强调入药当取真朱（丹）沙，省称则为“真朱”

死人防腐，逐渐发展为活人防腐，应当考虑古人关于

“真丹”。
“ 真朱”一名中的“真”是相对于伪品而言的，

朱砂的防腐知识或防腐意识。古代医家从“朱砂用于

唐代以及更早时期的人们普遍将珍珠写成为“真珠”。

活人防腐，使之不坏。”类推至“朱砂可能用于药物防

[4]

赵匡华等 认为在炼丹术的初期，烧炼水银是常有的
事。水银在空气中以文火（低于 350℃）加热，表面就
会生成一层红色的氧化汞，色貌与天然丹砂相似，在
2

腐，使之不坏。”在储备救急的丸散剂时，如果保存不
当，则急用时乏效或无效，因此必定会考虑到药物的
防腐。同时期的医家张仲景，或可用真朱防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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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真朱毒性的认识与控制

“日煎”，是因为古人发现了水煎后毒性的下降。
）乌头

历史上，中医药学对朱砂的毒性认识，经历了一

个从“无毒”至“有毒”的变化过程，从《神农本草经》
“久服，通神明，不老”到清代有医家明确指出“多服令

的根或茎叶，放置日久后，浓缩的粘稠或膏状部分，毒
性巨大，使用时要有“不知，稍增之，以知为度”之谨慎
小心。

人痴呆”
“ 独用多用，令人呆闷”。现代研究对朱砂或
[7]

射罔淡出医家视野，正是由于其巨大的毒性，临

真朱的毒性成分的确定，有不同的观点：刘竹兰 认

床使用风险极高。李时珍[14] 认为“草乌头、射罔，乃至

为，硫化汞是朱砂的有效成分。朱砂中硫化汞的作

毒之药。非若川乌头、附子，人所栽种，加以酿制，杀

用，一方面是控制汞离子在人体中的浓度足够小，使

其毒性之比。自非风顽急疾，不可轻投……此类止能

其足以起作用但不致引起中毒；另一方面是在体内酸

搜风胜湿，开顽痰，治顽疮，以毒攻毒而已……机曰，

效应和络合效应影响下不断解离，源源不断地提供被

乌喙形如乌嘴，其气锋锐。宜其通经络，利关节，寻蹊

蛋白质等生物分子因络合作用而消耗掉的汞离子，使

达径，而直抵病所。煎为射罔，能杀禽兽。非气之锋

[8]

其维持药效必须的浓度。史立 认为，朱砂中可以让

锐 捷 利 ，能 如 是 乎 ？”有 助 于 对 射 罔 功 用 和 毒 性 的

细胞凋亡的并非是目前公认的硫化汞或汞离子，朱砂

认识。

在体内的蓄积，并以此导致的肾脏中毒问题，亦并非
是硫化汞或汞离子，其中共存成分的影响是不可忽视
的。建议改进朱砂的炮制方法，在朱砂的炮制过程
中，尽量除去硝酸根、氯离子、镁离子等不必要的共存
离子，提高临床用药的安全性和制剂的安全性。
[9]

[10]

张同领 、潘永 等认为朱砂内服要严格把握用

5
5.1

赤丸与神丹的可能性关系
神丹的出处
《伤寒论卷第二·伤寒例》载“夫如是，则神丹安可

以误发，甘遂何可以妄攻……而执迷妄意者，乃云神
丹甘遂，合而服之，且解其外，又除其内，言巧似是于

量，不宜大量久服，以防蓄积中毒。且禁止加热，加热

理实违。”对《伤寒论卷第二·伤寒例》，医家如方有执、

则析出汞蒸气，引起汞中毒。进入体内的汞，主要分

喻嘉言、张志聪、徐大椿等怀疑是王叔和所作[15]。

布在肝肾，而引起肝肾损害，并可透过血脑屏障，直接
损害中枢神经系统。临床对于朱砂的运用应建议外
用，如果需要内服，应将剂量控制在 0.1-0.5 g。以冲服

法给药，可防止朱砂药物沉淀，降低用药成本，保证药
物疗效，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
4

《备急千金要方卷第九·伤寒上·伤寒例》
“王叔和
曰……夫如是则神丹安可以误发，甘遂何可以妄攻？”
与《外台秘要方卷第一·诸论伤寒八家合一十六首》
“王叔和曰……夫如是则神丹不可以误发（神丹丸在
此卷崔氏部中六味者是也。查《外台秘要方卷第一·
崔氏方一十五首》
‘六味者’有两首，孙奇等人所言即

赤丸方射罔

为‘发汗神丹丸方’。
）甘遂何可以妄攻。”相同点都为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医书，射罔的出处主要有

三：①《神农本草经校注》“乌头味辛，温。主治中风，
[11]

恶风洗洗，出汗，除寒湿痹，咳逆上气，破积聚，寒热。
其汁：煎之名射罔，杀禽兽。”②《本草经集注》“射罔，
[12]

“王叔和曰”。若历史上无篡改事件，则可以确定，
《伤
寒论》
“神丹”方名出自王叔和而非张仲景。
5.2

赤丸与神丹的关系
三国两晋时代与“神丹”
“ 赤丸”相关文献，如《备

味苦，有大毒。治尸疰癥坚，及头中风，痹痛……今采

急千金要方卷第九·伤寒上·伤寒例》
“华佗曰……发

用四月乌头与附子同根，春时茎初生有脑形似乌鸟之

汗法，冬及始春大寒时，宜服神丹丸。”与张仲景同时

头，故谓之乌头，有两岐共蒂，状如牛角，名乌喙，喙即

期的华佗有华佗赤散传世，可以看到，赤丸与神丹之

鸟之口也。亦以八月采，捣榨茎取汁，日煎为射罔，猎

名在当时常见。

人以傅箭射禽兽，中人亦死，宜速解之。”③《名医别
[13]

《备急千金要方卷第九·伤寒上·发汗丸》
“神丹丸

录》“ 射 罔 味 苦 ，有 大 毒 。 治 尸 疰 癥 坚 ，及 头 中 风

治伤寒敕濇，恶寒发热，体疼者方。附子 乌头各四两

痹痛。”

人参 茯苓 半夏各五两 朱砂一两。上六味，末之，蜜

根据以上文献，结合《金匮要略》
“射罔一枚，如枣

丸，以真丹为色。先食服如大豆二丸，生姜汤下，日

大。”的论述，射罔应当为挤压（此处不用水煎，而用

三，须臾，进热粥二升许，重覆，出汗止。若不得汗，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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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不解，复服如前法。若得汗足，应解而不解者，当服

方》赤丸组成的时候，凭借记忆，将组成十分相似的神

桂枝汤。此药多毒，热者令饮水，寒者温饮解之。治

丹方的药物混入《金匮玉函要略方论》的赤丸方的校

疟，先发服二丸。
《要略》用细辛，不用人参，别有射罔

注中，由此造成了误会。

枣大一枚，名赤丸，主寒气厥逆。”
《外台秘要方卷第一·崔氏方一十五首》亦有如下

5.3

赤丸方的应用
赤丸方的拓展应用研究主要为以下两个方面：韩

记载：
“ 疗伤寒敕色恶寒，发热体疼，发汗神丹丸方。

佳桐[17] 认为《金匮要略》赤丸方有乌头(附子)半夏反药

人参五分，乌头四分，炮，半夏洗五分，茯苓五分，朱砂

药对。使用目的主要在相反相激、上下分治，亦有减

一分，研，附子四分，炮。上六味，捣为末，蜜和，丸如

毒、引经、缓和药性等辅助作用。刘登义[18]分析赤丸治

大豆，每服三丸，生姜汤下，发汗出，令体中濈濈然，如

疗卵巢癌阳虚阴结证的方证，总结使用乌头、半夏相

汗未出，更以热粥投之，令汗出。若汗少不解，复如前

反药对配伍应用的临床体会，认为临床用乌头（或附

法，若得汗足不解，当服桂枝汤。此药多毒，饮水解其

子）配伍半夏治疗恶性肿瘤，疗效突出。
关于“寒气厥逆”，
《伤寒论》
“厥者，手足逆冷者是

热愈。周护军子期自说天行用之甚良，故记之。忌猪

也”
“ 厥逆”一般表达为“手足厥逆”，义为手足冷，
“寒

羊肉大酢生血等物。
《删繁》范汪同。兼主天行。”
[16]

《影印南朝秘本敦煌秘卷<伤寒论>校注考证》 神

气”为自觉或他觉的温度低于正常，结合《金匮要略方

丹圆“朱砂一两，细研，水飞过，附子一两半，炮裂，去

论·卷中·水气病脉证并治第十四》
“寒气不足，则手足

皮脐，川乌头一两半，炮裂，去皮脐，半夏一两，汤洗七

逆冷”，可知“寒气厥逆”意在表达病人手足冷之严重。
基于神丹与赤丸方方剂构成的相似性，用神丹的

遍，去滑，赤茯苓一两，人参一两，右件药，捣罗为末，
炼蜜和圆，如梧桐子大，每服以生姜汤下五丸，良久啜

相关文献补赤丸方研究的不足。如①两方共有的药

热粥一盏投之，以得汗为度。”

物为“乌头、半夏、茯苓、朱砂、附子”，南朝秘本敦煌秘

《备急千金要方》
《外台秘要方》
《影印南朝秘本敦
煌秘卷<伤寒论>校注考证》均记载了神丹，基本药物
组成为“人参、乌头、半夏、茯苓、朱砂、附子。”对照赤
丸方的药物组成“茯苓、半夏，一方用桂。细辛、乌头、
附子、射罔、真朱”，可以看出两方共有的药物为“乌

卷《伤寒论》朱砂与其他药物的比例大约为 1:1。
《外台

秘要方》和《备急千金要方》朱砂与其他药物的比例为
1:5-1:4，考虑到朱砂的毒性，选用 1:5 作为朱砂的用量
参考，则赤丸方中真朱为“一两”；②神丹“误发、解其

外”
“ 发汗”，其主要功效为发汗解表。治“伤寒敕濇，

头、半夏、茯苓、朱砂、附子”
《备急千金要方卷第九·伤

恶寒发热，体疼者。”
《外台秘要方卷第一·杂疗伤寒汤

寒上·发汗丸》神丹丸方后孙奇方后注“《要略》用细

散丸方八首》
“又六味青散，疗伤寒敕色恶寒者方。
“敕

辛，不用人参，别有射罔枣大一枚，名赤丸，主寒气厥

通作赤”则“敕濇”或“敕色”也就是“赤色”。
“ 生姜汤

逆。”指出了赤丸与神丹的组成差异，从中也可以看出

下，日三，须臾，进热粥二升许，重覆，出汗止。若不得

他已经发现两首方子的相似性。由此或许可以理解

汗，汗少不解，复服如前法。若得汗足，应解而不解

《金匮要略校注》
“细辛一两，
《千金》作人参”与《备急

者，当服桂枝汤。此药多毒，热者令饮水，寒者温饮解

千金要方》无“人参”之间的不一致性了。最好的解释

之。”分别指出了功用、适应症、服用方法、取效标准和

是校正医书局因工作繁重，在没有查明《备急千金要

中毒处理等五个方面，可资赤丸方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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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the Pills of Chiwan in the Golden Chamber
Liu Qinghua, Jia Chunhua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Red pills prescription from the"Golden Chamber, the belly of the cold hernia disease vein syndrome", the

original symptom description is only"cold and reverse"five words,drugs or schisandra or six taste or seven taste different,
"one side with GUI"to explain the note of the person reference,""thousands of gold"as ginseng"explanation sun Simiao
another according to him; Fang"true Zhu"do not know what? What is the shooting disregard of"more in the air"and

the"more shooting disregard..."?Based on all the above questions,this paper takes"golden Chamber proofreading"as the

clue,compared with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each version,examines the composition of the drug in the red
pills prescription,clarifies the origin of the drug of the real Zhu,explores the possi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d pills
prescription and the Shintan,and provides documentary support for the safety application of the red pills prescription.
Keywords: Golden chamber, Ming wuqian manuscript, Red pills prescription, God Dan, true Zhu, shooting disreg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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