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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古人云“针所不为，灸之所宜”。艾灸在防病治病方面疗效显著，具有温经散寒、行气通络、扶阳

固脱等作用。然而，目前对其安全性尚有疑问，特别是艾烟。本文通过总结近二十年来学者对艾烟的研究
成果，对其化学成分、作用以及安全性进行系统的综述，为艾灸技术的推广提供依据。同时，引发思考如何
建立艾柱的质量标准，选取高质量的艾柱，提高全民对传统热敏灸的信服度，为全民艾灸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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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灸与中草药、针灸并驾齐驱，为中医传统疗法

艾灸的许多应用与艾烟成分密切相关，许多学者

之一，已有 3000 多年的历史。与针穿刺相比，艾灸的

对其成分进行了分析。洪宗国等[4-5] 研究发现艾烟的

应用大多为非侵入性的，因而更易被人们所接受。一

主要化学成分为芳烃、萜烯和长链脂肪烃，认为艾烟

方面，作为中医的主要疗法之一，艾灸对许多疾病都

主要由艾叶的挥发油成分及其氧化产物以及其他成

有疗效，在慢性疾病的治疗、疾病预防、保健、改善机

分的燃烧产物组成。并将其分为轻组分(低沸点易挥

体的免疫功能等方面都有应用。另一方面，随着艾灸

发组分)和重组分(高沸点难挥发组分)。据此，有学者

使用的增加引起了人们对有关艾烟影响的关注。在

推测高浓度的艾烟会对人体产生一些不良反应的原

临床使用上，艾灸有吸烟灸法与无烟灸法之分，根据

因，可能与艾在燃烧的过程中产生的物质有关。

长期的临床实践，大多数有经验的中医认为，前者比
后者更有效。但也有部分患者接触艾烟后感到不舒
服，甚至引起明显的不适症状，如流泪和咳嗽，使得部
分患者拒绝使用艾灸，即使使用也会选择无烟艾灸。
此外，艾烟中含有有害成分，如单芳香碳氢化合物和
甲醛，由此引起艾灸使用者、医院管理者及国内外学
者对艾烟的安全性、艾灸治疗的安全性提出质疑，阻
碍艾灸的推广与发展[1-3]。因此，本文对艾烟的化学成
分、作用、安全性评价等方面的有关研究进行了综述，
以供参考。
1

周次利等[6]运用 GC-MS 技术对三年陈靳艾艾烟进

行了化学成分分析，检测出烷烃、酯、烯烃、醇、酮、酸、
芳香烃类物质，具体见表 1。

现代研究显示，艾挥发油及艾烟的某些成分，如

α-侧柏酮[7] 又名守萜酮，对神经系统具有一定的副作
用，大量服用会引起癫痛样惊厥。艾燃烧过程中会产
生焦油、甲苯、二甲苯、苯甲醛、苯酚、2,4-二甲基苯酚

等芳香烃物质[8]，而芳香烃物质是一类具有一定毒性
的物质，其中以苯对中枢神经系统以及血液的作用最
强，稠环芳烃具有致癌作用。Matsumoto T 等[9]认为，即

使未经任何化学添加剂处理的木材在燃烧时也会产

艾烟的化学成分

生有害物质，天然艾叶在燃烧过程中会释放出一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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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种类

烷烃类

32

0.107-2.274 25.939

24

0.116-1.617 17.151

烯烃类
醇类
酮类
醛类
单环芳香烃
稠环芳香烃

32
18
10
6
1
4

含量/%

占

分类

酯类

2.2

三年陈靳艾艾烟化学成分
举例

比/%

十一烷、十五烷
丁基异丁酸酯、丁酸丁酯

0.109-2.873 14.071

二十烷醇、L-松香芹醇

0.167-0.889

0.169

0.187-0.463

6.154

响，发现艾烟可提高大鼠的精子浓度，促进精子的运

侧柏酮、松油酮

阳气的作用。在中国哲学中，
“ 阳”指的是两种对立的

2.609 2-乙基-己醛、紫薇乙缩醛
-

1.286

征)，创造性的能量分裂为两种宇宙力量，宇宙力量与
物质的融合形成现象世界[18-19]。肾脏是位于腰椎的一

正常的临床治疗过程中，艾燃烧释放的有害物质量低
于最大水平（有害浓度），因此对患者和医生都是安全
的。为了确保苯等有害物质在安全浓度范围内，可以
在每次治疗后安装通风设备或对房间进行足够的人
工通风，以降低每次治疗开始时室内空气中有害物质
的浓度。

泌尿功能，对骨髓状况、大脑活动、听觉和呼吸系统的
吸气功能也有直接的影响。根据中医理论，阳能量(或
热)能够激活身体不同系统的功能，促进新陈代谢。
2.3

抗菌、抗病毒作用
大量的研究证实了艾烟的抗菌和消毒作用。具

有抑制和杀死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β 链球菌和
蓝脓杆菌的作用。陈勤等[20]报道，使用艾条熏蒸 30 分

钟后进行 30 次采样空气检测，三级环境满意度达到
外线照射法的平均菌落计数无显著差异。对于屏障

不能被紫外线穿透的小面积区域，艾条熏蒸可以减少

抗衰老作用
艾烟在临床上具有很多应用，有学者认为艾烟可

以通过不同的途径起到抗衰老作用。Sakagami H 等

[10]

用牛红细胞 SOD 标准品进行标定，计算出艾烟的超氧

阴离子清除活性为 24.4 SOD U/mg，这个值略高于部分
纯化的艾提取物和碱木素,但低于抗坏血酸钠、没食子
酸和儿茶素[11]，进一步证实了艾烟的双氧(抗氧化和促

氧化)作用。由于动物体内 SOD 活性与寿命有关[12-13]，
因此艾烟可延缓衰老进程。孟笑男等[14] 认为，艾燃烧

生成物可延长快速老化模型小鼠被动逃避试验的潜
伏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老化模型小鼠的学习记忆功
[15]

通过艾烟对快速老化模型小

（SAMP8 ）脑内氨基酸类神经递质的影响，认为艾烟干

预可降低 SAMP8 脑内过高的谷氨酸、天冬氨酸含量，
升高过低的 γ-氨基丁酸含量，通过调整脑内氨基酸的
[16]

异常代谢达到抗衰老效应。黄畅等 通过测试艾灸及
艾烟对载脂蛋白 E 基因敲除小鼠血清 MDA、SOD 水

平，结果显示艾烟可以通过抗氧化作用，有效对抗机

2

对器官，储存着生命的精华，改善生长、发育、生殖和

100.0%，二级环境满意度达到 93.3%，艾条熏蒸法与紫

艾烟的作用

体衰老。

宇宙力量中的阳刚的、积极的(以光、热、干、动等为特

萘、联苯

些物质浓度超过标准时，就会对人体产生伤害。而在

能。崔莹雪等

动。从中医的角度解释，艾烟具有补肾阳、刺激全身

戊苯

异。当艾条燃烧释放出的甲苯、二甲苯、甲醛和苯这

2.1

过实验探讨艾烟对不孕不育是有益的还是不利的影

5-乙基-1-壬烯、石竹烯

害物质，但总体含量微少，其物质种类和含量也有差

2

大多数学者主要探讨了艾烟对呼吸系统和神经

系统的影响，对生殖系统的报道甚少。Wang L 等[17]通

0.212-5.855 22.981

0.227-1.538

对生殖系统的作用

菌落数量。因此，艾条熏蒸适用于客流量大并且紫外
线检测不足的基层医院。马惠兰等[21]选用艾条熏蒸与

紫外线照射 30 分钟进行消毒比较，实验结果证明艾条
熏蒸与紫外线照射都具有一定的杀菌效果，但艾条熏

蒸效果明显优于紫外线照射。同时紫外线对人体会
产生一定的副作用，艾条相对更加安全，其缺点是用
艾条熏蒸费时更长，需要进一步改进。
2.4

其他
除上述作用外，刘耀萌等[22] 通过实验测定小鼠血

清肿瘤坏死因子 α、超敏 C 反应蛋白和血管假性血友
病因子的含量，认为艾烟可以改善动脉粥样硬化。黄

玉海等[23] 采用体外实验方法，认为艾烟 PM10 能诱导

A549 细 胞 凋 亡 、提 高 A549 细 胞 内 钙 离 子 水 平 。
Matsumoto H 等[24] 研 究 了 艾 烟 对 小 鼠 巨 噬 细 胞 样 原
264.7 细胞产生一氧化氮(NO)的影响，发现艾烟不能刺
激原 264.7 细胞产生可检测到的 NO，而是抑制了脂多
糖(LPS)激活的原 264.7 细胞产生 NO。艾烟对 NO 产生

的抑制作用可能与抑制 iNOS 表达及清除自由基活性
有关，实验结果认为，艾烟具有一定的抗炎作用，刘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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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25]、哈略[26] 等也通过实验证实了这一观点。此外 Li

Sakagami H 等[36]通过研究表明艾烟具有较低的细胞毒

收和瘢痕形成，仅留下轻微的疱疹后神经痛。徐双凤

鼠肺间质静脉有充血，而无烟艾灸组和空白对照组小

XW 等[27] 发现艾烟熏蒸可加快带状疱疹患者的液体吸
[28]

等 发现，艾烟熏蒸联合西药治疗能够缩短疗程，在缓
解疱疹后神经痛方面效果较好。这为艾烟用于常见
的化脓性炎症、创伤性感染、皮肤细菌损伤、带状疱疹
[29]

和上呼吸道感染提供了实验依据 。
3
3.1

性和肿瘤特异性细胞毒性。骆文郁等[37]报道艾灸组小

鼠肺间质静脉无充血，表明艾灸烟雾可影响肺血液循
环。兰蕾等[38] 选用了 SPF 级大鼠进行了急性毒理实

验，首先对艾条燃烧的基本参数进行测定包括艾条含
水率、艾条燃烧的灰烬以及艾条烟气生成率。在急毒
实验过程中，通过不同浓度的艾烟来分别记录大鼠的

艾烟的安全性研究

死亡时间。大鼠在染毒过程中，通过表征并未发现比
较明显的变化，染毒死亡后通过尸检能明显观察到皮

艾烟不良反应的报道
部分临床观察表明，艾烟对患者的呼吸系统、神

毛变黄变粗，肺部出血，胃粘膜、肠粘膜有损伤、变薄。

经系统以及眼鼻等均有影响。Li BQ 等 报道称艾灸

在染毒的初始过程中，大鼠出现活动能力变差，嗜睡

塞改变，这可能与艾烟有关。Ying X 等 通过将 24 名

后导致呼吸衰竭而死亡。通过实验研究，将艾烟的毒

前后的 HRV 参数来比较艾烟吸入前后人体心率(HR)

本文认为在艾烟的一般毒性研究中要避免由于

[30]

可降低大气道阻力，增加肺活量，引起小气道收缩，闭
[31]

健康志愿者暴露于艾烟烟雾中，测量其吸入艾烟烟雾

等症状，严重的鼻部有出血的现象，呼吸急促甚至最
性分级为微毒。

和心率变异性(HRV)的变化，探讨艾烟对人体自主神

以下原因导致动物出现死亡的情况。第一，是收集艾

经系统的影响，结果表明健康志愿者暴露在艾烟环境

烟的方式，要精准计算每一根艾柱燃烧所需要的氧

下，HR 明显降低，HRV 参数也有明显变化。故艾烟能

气，使环境内的氧气足够支持艾柱燃烧，避免艾柱在

一定的抑制作用。Xiang W 等 以针灸从业人员为研

碳可以代替氧在血液中与血红蛋白结合，形成稳定的

针灸从业人员。纳入标准为年龄在 20-60 岁之间且愿

发现艾柱燃烧产生的一氧化碳最可能集中在燃烧发

改善自主神经系统的活动，艾烟的吸入会对人体产生
[32]

燃烧的过程中因为燃烧不充分产生一氧化碳，一氧化

究对象，研究对象为长期从事艾灸工作 2 个月以上的

碳氧血红蛋白，造成动物死亡。Han Li 等[39] 通过实验

意参与并能够理解研究问卷的个体。结果表明 856 名

生的炉内，而不是实验发生的暴露室。在其研究过程

痰 (14.69%)、45 人 患 有 哮 喘 (5.24%)、70 人 呼 吸 困 难

一氧化碳的量应该是有限的。虽然在实验过程中未

人眼睛发痒(17.13%)、132 人眼痛(15.38%)、283 人有撕

很有可能是因为一氧化碳引起的。第二，艾柱燃烧的

受访者中，186 人有咳嗽的症状(21.68%)，126 人喉咙有

中，艾柱是在通风良好的条件下燃烧的，这说明产生

(8.16%)、64 人气短(7.46%)、244 人干眼症(28.44%)、147

监测到艾烟的浓度，但存在急性毒性，急性毒性效应

裂(32.98%)、235 人干鼻子(27.39%)、77 人鼻塞(8.97%)、

环境与动物染毒的环境要保证环境内气体的流通，避

82 人流鼻涕(9.56%)，还有 131 人打喷嚏(15.27%)。最

免染毒环境内艾烟占据了空气的体积，使动物造成缺

常见的四种症状是流泪、眼干、鼻干和咳嗽；最不常见

氧死亡，造成实验误差。因此，设计一个合理的染毒

的三种症状是哮喘、呼吸短促和呼吸困难。眼症状的

的装置是必要的。

平均发生率明显高于鼻症状和呼吸症状的发生率。
在艾灸期间或之后，甚至接触艾烟雾环境可能出现过
敏反应的罕见病例，过敏症状可在停止使用艾灸或远
离环境后缓解。这说明艾烟可能引起过敏反应。因
此，观察患者在艾灸过程中的反应对于减少不良反
应，提高治疗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3.2

[33-35]

。

3.3

艾烟的特殊毒性研究
早在 1995 年就有学者对艾烟的燃烧物进行致突

变的研究，用 Ames 和 SCE 方法检测抽提物的致突变

性，Ames 实验中各受试浓度均未产生阳性的致突变反

应，而 SCE 率与对照组相比较，均有显著意义的增加，
呈现明显的剂量效应关系，认为艾烟很有可能具有诱

艾烟的一般毒性研究

变作用，长期处于艾条燃烧的烟雾中，可能对健康有

有关艾烟不良反应的报道大都来自临床试验，与

害。顾正华等[40]通过对艾条燃烧烟雾抽提物的致畸变

之不同的是艾烟的一般毒性试验基本是动物试验。

性进行研究，发现艾烟提取物可引起外周血淋巴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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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染色单体互换增加，并且随着剂量的增大变化愈

应，而是在高浓度下会出现死亡的现象。这说明艾烟

加明显，但其机制尚不清楚。同时，可以提高小鼠骨

的毒性与其浓度密切相关。特殊毒性结果提示，艾烟

髓嗜多染红细胞的微核率。这说明艾烟提取物可能

的遗传毒性与剂量相关，高浓度的艾烟为染色体断裂

是一种染色体畸变刺或变形剂，说明医学专业人员和

剂，有潜在的遗传毒性[42-43]。

医生长期接触艾烟可能会发生遗传毒理学变化。然
[41]

本文认为一定浓度的艾烟对人体是有益的，可以

而，阎灿霞等 认为，艾灸可能不会增加小鼠骨髓嗜多

治疗疾病，对人的身体起到一定的调理作用；而高浓

染红细胞的微核率。因此，艾烟的安全性需要进一步

度的艾烟会导致人的呼吸系统、神经系统等出现一系

深入研究。

列的不良反应。因此，在每次治疗后安装通风设备或

4

对房间进行足够的人工通风，通过把握好艾烟的安全

总结与展望

剂量使患者和从业人员的健康得到保障。市面上艾

随着艾灸技术的推广，艾烟不良反应的报道也逐

柱的品牌多种多样，且质量参差不齐，通过对多种艾

渐增多，从而引起了人们对艾烟的安全性的质疑，制

柱品牌的艾烟进行化学成分分析，发现所含有的挥发

约着艾灸技术的推广应用。因此，对艾烟的安全性分

性物质种类和含量都各有差异。本文认为艾烟的安

析变得更加重要。通过对艾烟的化学成分进行分析，

全性可能因不同品牌艾柱的成分不同，对人体的毒性

发现艾烟中既含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也含有对人体

也不同。如何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讨

不利的物质，像一些二甲苯、侧柏酮等物质，人体长期

艾烟及相关物质成分对人体作用机理，以焦油为例，

接触或者浓度过高都会对人体产生一定的毒性。故

有文献报道[44]艾条在燃烧过程中产生的焦油含有万分

阐明艾烟的安全性浓度变得至关重要。大量的古籍

之二的苯并芘，为强致癌物质。因此，计算出每克艾

中关于艾烟的记载多为防病治病方面，现代文献中也

绒燃烧产生的苯并芘含量对临床控制艾灸室内艾烟

大量报道艾烟具有消毒空气、抑菌杀菌、清除自由基、

浓度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可以对市面上不同品牌的

提高抗氧化能力、延缓衰老、抗炎、调整细胞的分化等

艾柱进行共有成分分析，确立其功效成分，使艾柱在

作用。也有吸入艾烟引起扁桃体肿大、哮喘、呼吸短

使用的过程中安全有效、质量可控。综上所述，建立

促和呼吸困难等不良反应报道。一般毒性实验多指

不同艾柱的质量标准是必要的，可以为艾灸的发展与

在不同浓度下观察实验动物所出现的症状，实验结果

推广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表明在低浓度下艾烟对 SPF 级大鼠并未出现不良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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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Moxa Smoke*

Xu Xiaoyu1,2 ，Shan Si1,2 ，Liu Hongning1,2＊＊
(1. Jiangxi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of TCM Etiopathogenisis, Nanchang 330004, China；2.Research Center for
Differenti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CM Basic Theory of Jiangx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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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chang 330004, China)
Abstract: As the saying goes, "what the needle does not do, the moxibustion should be done". Moxibustion was effective

in preventing ang treating diseases. It had the functions of warming meridians, dispersing cold, activating qi to clear

collaterals and supporting Yang to remove solids. However, there were still some questions about its safety, especially for
moxa smoke. The purpose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on moxa smoke

produced in the process of moxibustion, in terms of its chemical compositions, applications as well as the safety

assessment, for providing certain scientific basis of the popularization of moxibustion.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consider how to set up the quality standard of moxa cone, select high-quality of it, improve the peoples, confidence in the
traditionally thermal moxibustion and provide moxibustion protection for the whole people.
Keywords: Moxa Smoke, chemical composition, application,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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