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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本文的目的是对小建中汤的应用取得更深、更丰富的理解，并厘清其方证表现。其

主要途径一个是通过回顾古代与现代的文献，另一个是分析黄煌教授和笔者个人的临床医

案。由于虚劳是本方适用的主要临床表现之一，本文将在附录中对这一概念、其发病机制

和临床相关性作全面的分析与介绍，以期展现小建中汤适用的广阔范围。关于小建中汤已

经有了多篇论文，但本文是第一篇以研究和分析黄煌教授如何应用小建中汤这一方式展开

的，其基础是通过全面分析黄煌教授的 467 例个人病案以及笔者的病案，希望藉此明确并

完整地展示小建中汤的方证。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厘清小建中汤的方证。 

本文将通过探讨三个主要问题以达到这个目的。这三个问题关系到黄煌教授建立的 

“方”、“病‖、―人”诊疗模型，即（1）小建中汤治疗的主要疾病有哪些？（2）小建中汤

针对的主要症状、体征有哪些？（3）小建中汤治疗何种体质状态？ 

对笔者在加拿大诊所的个人医案进行分析，是为了提供此方用于西方病人的独特视

角，并深入考察该方起效的多个层面。由于西方的各种因素，使得许多病人表现出慢性、

顽固的病情，这可以用虚劳的概念看待，也因此小建中汤成为极其适用的方剂。 

方法：对小建中汤的概述将介绍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的有关原文以及探索本方多种

类、多层面的应用。从汉代至今的大量文献回顾展示了本方的应用概况和发展历程。另外，

通过对 467 例黄煌教授和 35 例笔者个人的医案中主要病种、症状、证候、年龄组、性别

和体重的分析，将清楚阐明本方的方证，并将其应用扩展到复杂疾病的广泛组合中。 

结果：小建中汤方证中患者体质特点和疾病谱如下：（1）症状谱：便秘，失眠，腹痛，烦

躁，喜食甜食，疲劳，腹胀，易饥，怕冷，食欲不振；（2）疾病谱：便秘、肠炎、胃十二

指肠溃肠、胃炎、胃痛、胃胀、胃癌、食欲不振、乙肝、乳房胀痛、产后调理、备孕、闭

经、痛经、月经失调、失眠、眩晕、头痛、抑郁；（3）体质调理：体质治疗、手术后治疗、

预防治疗、消瘦、体弱易病；（4）适用人群特征：女性多见，以 0-10 岁和 31-40 岁年龄段

多见。体型为体瘦。舌质红、淡红、淡、暗红。舌苔薄、厚、白。脉弱、脉弦、脉缓。肤

白、肤干。面黄、面红。唇红、唇暗。腹诊以脐跳、脐下痛。 

结论：通过对黄煌教授和笔者 500 余例医案的深入分析和研究，首次确定了小建中汤的适

用人群、适用病症和适用症状。通过对小建中汤医案的分析和探讨，明确了小建中汤方证

与《伤寒杂病论》条文的相关性，并扩展了小建中汤的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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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objective of this paper is to gain a deeper and ric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usage of Xiao Jian 

Zhong Tang (Minor Center Fortifying Decoction) and clearly present the formula presentation by reviewing 

both ancient and modern literature, and analyzing cases by both Professor Huang Huang and the author.  As 

deficiency taxation is one of the key presentations this formula is used for, a thorough analysis and 

presentation of the concept, pathogenesis and clinical relevancy will be presented in the appendix of the paper, 

in order to show the wide applications this formula can be used for.  A few papers have been written on Xiao 

Jian Zhong Tang (Minor Center Fortifying Decoction) but this will be the first to conduct a study and analysis 

on the ways in which Professor Huang Huang uses this formula based on a thorough analysis on 467 cases of 

his personal cases, including the authors cases, in hopes to clearly and thoroughly present the formula 

presentation of Xiao Jian Zhong Tang (Minor Center Fortifying Decoction). 

The main objective of determining the formula presentation of Xiao Jian Zhong Tang (Minor Center Fortifying 

Decoction) will be by exploring three main questions. These three questions correlate with the triangular 

model created by Professor Huang Huang, which includes the ―formula‖, ―disease‖, and ―person.‖ （1）What 

are the main diseases that this formula treats? （2）What are the main symptoms and signs that this formula 

treats? （3）What kind of constitutional state does this formula treat? 

Analysis of personal cases used in the author’s clinic in Canada, will aim to offer a separate view and 

insight into the multifaceted conditions this formula is effective for, in patients presenting in the West. Due to 

various factors in the West, many patients present with many chronic, deep-seated conditions that can be 

viewed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deficiency taxation concept, thus making Xiao Jian Zhong Tang (Minor Center 

Fortifying Decoction) a highly applicable formula.  

Methods：An overview of the formula will be presented by introducing the formula through its origin in the 

writings of Zhang Zhong-Jing in the Shang Han Za Bing Lun, and exploring the various and multifaceted uses 

of the formula. Extensive literature review of the formulas use from the Han Dynasty to the present will 

provide an overview of its use and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analysis of the main diseases, symptoms, patterns, 

age group, sex and weight of 467 of Professor Huang Huang’s cases and 35 of the authors, will clearly 

elucidate the formula presentaion and expand the formulas usage into a wide array of disease complexes.  

Results：The list of the patient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formula presentation of Xiao Jian Zhong Tang 

(Minor Center Fortifying Decoction) is as follows:（1）Symptoms: Constipation, Insomnia, Abdominal Pain, 

Vexation, Desire for sweet foods, Fatigue, Abdominal distention, Easily Hungry, Fear of Cold, Poor Appetite.

（2）List of Conditions: Constipation, Enteritis, Duodenal Ulcer, Gastritis, Stomach Pain, Stomach Distention, 

Stomach Cancer, Poor Appetite, Hepatitis B, Breast Hyperplasia, Post-Partum Treatment, Infertility, 

Amenorrhea, Dysmenorrhea, Menstrual Irregularities, Insomnia, Dizziness, Headaches, Anxiet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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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itutional Regulation: Constitutional Treatment, Post-Surgical Treatment, Preventative Treatment, 

Malnourishment, Treatment for Susceptibility to Disease. （4）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Females are more 

commonly seen. Most common age group is 0-10 years and 31-40 years.  Body type：Thin or underweight. 

Tongue bodies: Red, Pale red, Pale, or Dark red. Tongue Coatings: Thin, Thick, White. Pulse signs：Weak 

pulse, Wiry pulse, Moderate pulse. Skin Color: Pale, Dry. Complexion：Yellow. Lips：Red, Dark. Abdominal 

Signs：Umbilical pulsations, Peri-Umbilical pain. 

Conclusion: For the first time, the representative population, suitable disease and suitable symptoms of Xiao 

Jian Zhong Tang (Minor Center Fortifying Decoction) were identified using a thorough analysis and study of 

over 500 cases of Professor Huang Huang and the authors. Through this study we were able to find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formula presentation of Xiao Jian Zhong Tang (Minor Center Fortifying Decoction) 

and the original lines of the Shang Han Za Bing Lun, and in addition, discover some new and expanded uses of 

the formula based on this analysis.  

Keywords： Xiao Jian Zhong Tang (Minor Center Fortifying Decoction); deficiency taxation; formula 

presentation; JingFang; applicable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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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小建中汤出自《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其组成有桂枝、芍药、生姜、大枣、炙甘

草和饴糖。该方被描述为用于治疗腹痛、心悸、烦躁、黄疸、产后腹痛和虚劳。主要证候

表现为“虚劳里急，悸，衄，腹中痛，梦失精，四肢酸痛，手足烦热，咽干口燥”。后世

有称此为“建中八证”。 

根据现代教材，小建中汤被认为是温中补虚、和里缓急的方剂，但根据其大量应用于

广泛的病种，其功效应较此更为全面。传统上，小建中汤被认为是用来补益阴阳气血，并

且是虚劳证的标准治疗方法。虚劳是一种中医临床非常常见的证候，表现出广泛的各种症

状和体征。其主症涉及五脏亏虚和气血阴阳不足，并常见于许多慢性病的晚期阶段。虽然

虚劳这一古老的概念出现于两千多年之前，但其理念与临床应用在现今仍然非常有益。近

些年来，由于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压力和现代社会的高速生活方式，加上随之而来的情感

代价，许多人由于身体各种生理机制的不平衡而遭受病痛的折磨。当这种情况持续过久失

于治疗时，就会表现出各样慢性、顽固的疾病，症似虚劳，使得小建中汤成为现今高度适

用的方剂。因此我认为本方极为重要并应当进一步研究。 

关于本方已有多篇论文，但很少有探讨其方证的，也没有文章是从分析我的导师黄煌

教授如何运用本方的角度完成的。 

本论文的第一章会回顾有关小建中汤应用的文献，探讨多年来本方在中国和日本是如

何使用的。第二章会讨论本文在医案分析中使用的研究方法。而第三章会展示分析结果及

其讨论。 

为了进一步扩展第一章有关本方的介绍和概述，最后的第四章会探讨本方治疗的每个

虚劳症状，并提供一些新的理解，以从更广的角度看待本方并希望藉此进一步扩展本方的

应用范围和深度。之后，会讨论方中的每味药，包括药物间的特殊组合与方剂的化裁。探

讨小建中汤证的病机与本方的功效是为了理解本方相关疾病的病机以及在本方组成药物

性味选择之后的思考过程。再之后是本方的方证，其根据是本文进行的医案分析与研究，

主要是对黄煌教授病案与笔者医案的分析。最后是有关本方应用扩展的简要探讨，其主要

依据是病案分析的结果。另外，会有一节列出历史上相似的方剂，以及在附录中会全面回

顾虚劳的概念、发病机制和其它临床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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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小建中汤的文献综述 

为了理解小建中汤的方证，有必要回顾历史上对该方的解释与临床应用。 

1. 小建中汤的来源 

小建中汤最早见于《伤寒杂病论》，其源头可追溯至伊尹的《汤液经法》。该书虽已

流失，但仍可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中见到其残余。我们知道张仲景熟谙经典，并在

完成其著作时参考了它们，如其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说：“„„勤求古训，博采众方，

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

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1]西晋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序中说：“伊尹以亚圣

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2] 

小建中汤原文见于《伤寒论》和《金匮要略》： 

《伤寒论》100 条：“伤寒阳脉涩，阴脉弦，法当腹中急痛，先与小建中汤不差者，

小柴胡汤主之。” 

《伤寒论》102 条：“伤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烦者，小建中汤主之。” 

《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第六》：“虚劳里急，悸，衄，腹中痛，梦失精，四

肢酸痛，手足烦热，咽干口燥，小建中汤主之。” 

《金匮要略·黄疸病脉证并治第十五》第二十二条：“男子黄，小便自利，当以虚劳

小建中汤。” 

《金匮要略·妇人产后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二》第十八条：“妇人腹中痛，小建中汤主

之。” 

小建中汤原方组成： 

桂枝三两（去皮）、甘草二两（炙）、大枣十二枚（掰）、芍药六两、生姜三两（切）、

胶饴一升。 

上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纳饴，更上微火消解。温服一升，日三服。呕

家不可用建中汤，以甜故也。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金匮要略》中炙甘草的剂量是三两，而其它药的剂量相同。

张仲景没有指出这种剂量差别的原因，但可以假设，因为《金匮要略》中该方的适应证是

虚劳，增加炙甘草的剂量也许因为其甘味有益于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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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建中汤的历代论述 

因小建中汤在各种情况下大量并广泛地应用，上千年来历代医家探讨了多种虚劳症状

以及小建中汤适用的不同病症和临床应用。许多人对这个概念和方剂针对什么以及在哪里

适用有其个人信念。从跟踪历代方剂使用轨迹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此方的应用非常广

泛，而且许多作者坚持其针对此证之特定病机的理解。 

大多数现代方剂学教材记录的小建中汤功效为:温中补虚，缓急止痛；而主治是脾胃

虚寒所致的脘腹挛痛、喜得温按，或虚劳发热、食减、面色无华、舌质淡、脉弦涩[3] 。

在《伤寒杂病论》原文中，小建中汤主要用于四个证候： 

(1) 伤寒，《伤寒论》第 100 条、第 102 条 

(2) 虚劳，《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 

(3) 黄疸，《金匮要略·黄疸病》 

(4) 妇人杂病腹痛，《金匮要略·妇人产后病》 

根据过去一千八百多年中众多注家和作者的说法，一些症状被增加进小建中汤证内，

这是其应用如此广泛、适应疾病谱特别宽的众多原因之一。下列是小建中汤适用的基本证

候： 

(1) 心气血虚的悸证 

(2) 脾气血虚证 

(3) 气血虚的内热证 

(4) 气血虚的发黄证 

(5) 心脾气血俱虚证 

(6) 妇人气血虚的腹痛证 

从上可见，此方证的主要方面涉及心脾，还有气血虚。但是，关于虚劳的病机，通常

认为其基本机制是阴阳气血皆虚。本文的第四部分会进一步讨论病机，以期揭示比上面所

述更加庞杂的小建中汤背后应用机制。 

研究与总结历代医家运用小建中汤的经验有重要的意义，这使得我们得以管窥其思考

过程及使用经验，并因此能扩展本方的应用。下表是部分小建中汤的历代使用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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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小建中汤的历代经验总结 

朝代 作者 原文 

汉代 张仲景 《伤寒论》“伤寒阳脉涩，阴脉弦，法当腹中急痛，先与小建中汤不差者，小

柴胡汤主之。” 

《伤寒论》“伤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烦者，小建中汤主之。” 

《金匮要略》“虚劳里急，悸，衄，腹中痛，梦失精，四肢酸痛，手足烦热，

咽干口燥，小建中汤主之。” 

《金匮要略》“男子黄，小便自利，当以虚劳小建中汤。” 

《金匮要略》“妇人腹中痛，小建中汤主之。” 

 

唐代 孙思邈 《千金方》“治男女因积劳虚损，或大病后不复常苦四肢沉滞，骨肉酸疼，吸

吸少气，行动喘 ，或小腹拘急，腰背强痛，心中虚悸，咽干唇燥，面体少色，

或饮食无味，阴阳废弱，悲忧惨戚，多卧少起，久者积年，轻者百日，渐至

瘦削，五脏气竭，则难可复振治之之方。” 

 

金代 李东垣 《脾胃论》“桂枝汤治表虚，小建中汤治里虚.”[4]
 

宋代 庞安时 《伤寒总病论》“诸动气在心腹上下左右。不可发汗，⋯⋯宜小建中汤。”[5]
 

朱肱 “小建中汤，兼治汗后身疼，脉沉而迟者。”[6]
 

元代 罗天益 “劳役形体，饮食失节，脾胃中州，变寒走痛而发黄，治用小建中汤。”[7]
 

王好古 《汤液本草》“阳脉涩、阴脉弦，法当腹中急痛，制小建中汤方：芍药，味

酸寒，主收，补中，本乎地者亲下，故芍药为君，桂、甘草佐之。一则治表

虚，一则治里虚，各言其主用也。后之用古方者，触类而长之，不致差误矣。”
[8]

 

赵以德 《金匮方论衍义》“故用是汤补中伐木，通阴行阳也.”[9]
 

明代 汪石山 《医学原理》“治伤寒腹中急痛。此乃里有虚寒„„用胶饴，大枣，甘草诸甘，

健脾以缓里„„用官桂之辛热，以散中寒„„用芍药之酸，扶阴寒而止腹痛。” 
[10]

 

方有执 《伤寒论条辩》“小建中者，桂枝汤倍芍药而加胶饴也。桂枝汤扶阳而固卫，

卫固则荣和，倍芍药者，酸以收阴，阴收则阳归附也，加胶饴者，甘以润土，

土润则万物生也。” 
[11]

 

万密斋 《伤寒摘锦》“太阳病身若痒者，责其不能得汗也，故用各半汤。此阳明病身

痒如虫行者，责其胃虚不能作汗也，宜小建中汤。”[12]
 

李时珍 《奇经八脉考》“动气在左不可发汗，汗之则头眩汗不止，筋惕肉，此为难治。

或先用防风白术牡蛎汤，次用小建中汤。”[13]
 

李时珍又曰：“动气在下，不可发汗，汗之则无汗，心中大烦，骨节疼，头痛，

目运，恶寒吐谷。先服大陈皮汤，次服小建中汤.”[13]
 

张景岳 《景岳全书》将之运用 （小建中汤）于痘疹腹痛，“痘疹腹痛，寒气犯胃，

或食生冷而呕恶，吐泻，腹无胀满而但有疼痛者；误饮冷水凉菜，寒湿留中，

小水不利而腹痛者。”[14]
 

汪机 “少阳恶寒，手足踡而温。伤寒三日，心中悸而烦。”[15]
 

清代 

 

汪昂 “邪气入里，与正相搏，则腹痛。涩者血不足也，弦者木克土也„„肠鸣泄

泻而痛者，里虚有寒也，宜小建中汤，温中散寒。”[16]
 

“小建中汤芍药多，桂姜甘草大枣和。更加饴糖补中藏，虚劳腹冷服之差。”
[17]

 

张志聪 《金匮要略注》“若因劳伤而阳虚精绝者，宜小建中汤，建立其中宫，以资补

营卫津液。”[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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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接 “建中者，建中气也。名之日小者，酸甘缓中，仅能建中焦营气也。前桂枝

汤是芍药佐桂枝，今建中汤是桂枝佐芍药，义偏重于酸甘，专和血脉之阴。

芍药、甘草有戊己相须之妙，饴糖为稼穑之甘，桂枝为阳木，有甲己化土之

义，使以姜、枣助脾与胃行津液者，血脉中之柔阳，皆出于胃也。”[19]
 

柯韵伯 《伤寒来苏集》“厥阴为阖，外伤于寒，肝气不舒，热郁于下，致伤中气，故

制此方以主之。”[20]
 

又说 “此肝火上逼于心脾，于桂枝加芍药汤中更加饴糖，取酸苦以平肝脏之

火，辛甘以调脾家之急，又资其谷气以和中也。此方安内攘外，泻中兼补，

故名日建。”[21]
 

徐忠可 《金匮要略论注》“谓虚劳者，元阳之气不能内统精血，则营枯而虚，里气用

急，为悸，为衄，为腹中痛，梦失精；元阳之气不能外充四肢之因，则阳虚

而燥，为四肢酸疼，为手足烦，为咽干口燥„„故以桂、芍、甘、姜、枣和

其营卫，而加饴糖一味，以建中气。”[22]
 

吴  谦 《医宗金鉴》“伤寒二三日，未经汗下，即心悸而烦，必其人中气素虚„„盖

心悸阳已微，心烦阴已弱，故以小建中汤先建其中，兼调营卫也。”[23]
 

徐灵胎 

 

《兰台轨范》“此方治阴寒阳衰之虚劳，正与阴虚火旺之病相反，庸医误用，

害人甚多。此咽干口燥，乃津液少，非有火也。”[24]
 

《伤寒论类方》“中气虚馁，表受寒邪，则遏郁不解，木夹相火为患，故烦而

且悸，为建中汤证。”[25]
 

吉益東洞 “小建中汤治腹痛急痛，或拘挛者。”[26]
 

吴鞠通 《温病条辨》将之运用于温病愈后的调理，治疗“温病愈后，面色萎黄，舌

淡不欲饮水，脉迟而弦，不食者”。[27]
 

黄元御 “此以中气虚败，风木下陷，而相火上逆也。小建中汤，胶饴、甘、枣，补

脾精而缓里急，姜、桂、芍药，达木郁而清风火也。”[28]
 

陈元犀 《金匮方歌括》“虚劳里急者，里虚脉急也；诸不足者，五脏阴精阳气俱不足

也。经云：阴阳俱不足，补阴则阳脱，泻阳则阴竭，如是者，当调以甘药。

又云：针药所莫及，调以甘药，故用小建中汤。君以饴糖、甘草，本稼稽作

甘之味，以建立中气，即內经所谓‘精不足者，补之以味’是也。”[29]
 

庆云阁 小建中汤 “按肝胆合邪，风火郁发，中气被贼，势难延缓，故用胶饴、甘、

枣补脾经。而缓急痛，姜、桂、芍药达木郁而清风火也。”[30] 

 

近现代 曹颖甫 《伤寒发微》“本汤功能补虚安中，缓急止痛。汤名建中者，建者立也，因

中气不足，以此重立之也。”[31]
 

“此证但用桂枝汤，不能发肌理汗，必加饴糖以补脾脏之虚，然后太阳标本

内陷者，乃能从肌理外达而为汗，此用小建中汤之旨。”[32]
 

祝味菊 《伤寒方解》“„„其适用标准在中气不足，血行障碍，腹痛心悸而烦者„„

芍药和血，饴糖温培中气，姜，桂，草，枣以通阳益胃也。”[33]
 

刘渡舟 “小建中汤在补益脾胃之中兼能平肝胆之气，又能缓解筋脉之拘急，用于本

案正中其机。”[34]
 

胡希恕 “中焦虚寒，胃络失煦而疼痛。治宜温中寒，缓里急„„用之乏效。惟小建

中汤辛甘化阳而温里，酸甘化阴而缓急，正中病机，故投之痛已。”[34]
 

从上表可以看到，一些医家是如何按张仲景的方式使用小建中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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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建中汤在日本的应用  

在日本，处方中经常用到小建中汤，广泛用于急慢性的多种疾病。其在慢性病和改善

虚弱体质，尤其是针对儿童，受到特别重视。据龙野一雄 [ 35 ]的说法，其日文名称

“Shokenchuto”中，“ken”（建）的字义表达了这样概念：“挺起腰板稳健地行走”；他进

一步指出，“建中”的含义是指处方通过补脾胃以使一个人“强壮有力”。 

据山田业广的说法，小建中汤用于治疗下腹痛，换句话说，即下焦的腹痛。如果是这

样，“建中”的“中”不能仅仅理解为是指“中焦”。他进一步指出，参照《伤寒论》和《金

匮要略》，小建中汤是用于治疗“腹中痛”这种一般状况。他坚信其含义是重建腹部而非

仅指中焦。[36]
 

据黄煌教授的说法，在日本，小建中汤通常用于治疗儿童的胃肠道功能失调，特别是

那些具有内向性格的小孩，因为对上学感到焦虑而出现晨起胃痛。 

大塚敬节指出，小建中汤适于身体虚弱容易疲劳的病人，或者通常身体强健但因为重

重困难而极度消耗者。他多用于小儿，并称对患感冒、麻疹、肺炎的儿童患者伴有突发腹

痛时，小建中汤是很好的方子。 

对于关键方证，汤本求真[37]曾说：“虚劳者，病名也。 古人命名，无一不取者于证„„

劳者，疲也。血不荣肉，精不守其骨，则虚热内入骨髓，而手足心热、四肢酸软、夜梦出

精、手足瘦削、不能远行，故名曰劳。”他认为此方证涉及的所有症状源于下焦之虚。 

许多汉方医师处方时的一个关键特征是腹诊。大塚敬节[38]也认为小建中汤有两种腹部

表现。其一是腹壁薄，腹肌浮在表面且紧张。另一个是腹部松弛，肠蠕动增加并在腹壁下

肉眼可见。他又说，小建中汤适于多种情况，包括遗尿、腹股沟疝、儿童异常哭闹、改善

儿童整体体质、胃炎、感冒、麻疹、肺炎、以及伴有急性腹痛的其它进行性疾病如结核、

慢性腹膜炎、焦虑症、胃下垂、哮喘、紫癜等。 

日本传统医学的汉方教材中小建中汤的几个适应症如下： 

(1) 唇干的体弱儿童可能会出现小建中汤的症状。 

(2) 用于消化不良的腹泻。 

(3) 脉象沉、弱、缓是小建中汤的适应症。 

(4) 用于脐周痛和下腹痛。 

(5) 适于体弱或严重腹痛的病人。 

(6) 用于上下肢有烧灼感的虚证病人，他们容易疲劳、腹部无力或腹直肌紧张。 

(7) 用于病人患有与压力相关的胃部疾患，以及如肠易激综合征患者那样体重不能增

加。腹部检查显示，腹直肌的肌张力增高。 

(8) 对虚弱病人改善体质有效，他们还有唇干、鼻衄、及瘙痒倾向。 

通过研究和理解日本人使用小建中汤的方式，我们可以扩展该方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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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建中汤现代临床研究 

4.1 儿科 

刘家磊[39]用本方化裁治疗小儿反复发作性腹痛，颇见成效，有效率 98.1％。 

另有报告[40]以小建中汤治疗具有夜间遗尿、虚弱、易疲劳、腹直肌紧张或过敏症状

的患儿 7 例，2~3 日获良效者 3 例，2 周内痊愈者 4 例。 

徐震等[41]用小建中汤治疗虚寒型小儿肠痉挛症，治愈率 73.9%，总有效率 89.5%。 

何映等[42]用小建中汤合理中汤治疗脾胃虚寒型小儿肠系膜淋巴结炎 43 例，总有效率

93.02%。 

杨鸿[43]用小建中汤加味调理小儿虚弱体质取得良效。 

4.2 胃肠道疾病 

由李子木等[44]人完成的一个 2017 年小建中汤治疗消化性溃疡的元分析包括了 842 例

消化性溃疡（实验组 467 例，对照组 375 例），与西药对比，小建中汤可以明显改善临床

疗效并具有统计学意义[OR=3.34，95% CI（2.12，5.27），P<0.000 01]。 

另一个周桂玲的研究显示了治疗消化性溃疡的极高的成功率[45]。这说明小建中汤的

临床效果明显且负面反应少，是治疗消化性溃疡的理想选择。 

在治疗慢性胃炎方面，牛玉生[46]观察小建中汤加减治疗萎缩性胃炎 96 例，治疗结果

显示，痊愈 66 例，显效 8 例，有效 12 例，无效 10 例。有效率为 89.5%。 

杨军等[47]的研究显示，小建中汤化裁治疗肠易激综合征 36 例，结果总有效率 88.9%。 

杨树明等[48]观察小建中汤治疗慢性非特异性溃疡性结肠炎 89 例，结果显示：经治后，

治愈（临床症状及体征消失，大便常规正常，纤维结肠镜检查肠黏膜病变消失）51 例;好

转（临床症状改善，纤维结肠镜检查肠黏膜病变好转）43 例；无效（临床症状及纤维结

肠镜检查肠黏膜病变无改善）4 例，总有效率为 95.94%。 

张莉等[49]用小建中汤结合穴位贴敷治疗 76 例老年人体虚便秘，总有效率 94.7%。 

一个包括 979 位病人的元分析[50]发现，对慢性萎缩性胃炎，在改善症状体征方面，

黄芪建中汤比西药更有效。该研究还发现，黄芪建中汤与西药配合使用在增加 Hp 清除率

及改善胃镜表现方面比单独使用西药有更好的整体效果。 

潘海燕[51]用小建中汤加味治疗脾气虚证功能性消化不良疗效确切，总有效率为 92%，

总体疗效明显优于吗丁啉对照组。 

文黛薇等[52]研究小建中汤对慢性腹泻的治疗作用，共收集 50 例患者。结果显示，治

疗组治愈 18 例，好转 6 例，未愈 2 例，总有效率 92.3%。 

4.3 肝病 

刘红书等[53]用小建中汤治疗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合并胃黏膜病变 46 例，结果有效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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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4.4 心血管疾病 

陈娟[54]用小建中汤加减治疗慢性低血压 86 例，结果显效 66 例 （76.7%），有效 20

例 （23.3%）。 

程林江[55]加味小建中汤治疗病毒性心肌炎所致心律失常 120 例，其中房性心律失常

总有效率 83.05%，室性心律失常总有效率 88.57%，房室传导阻滞总有效率 67.92。 

刘涛[56]治疗 60 例室性早搏患者，成功率达 90.6%。 

4.5 呼吸系统疾病 

徐金诚[57]用小建中汤合止嗽散加减治疗感冒误治后咳嗽取得满意效果。 

4.6 免疫与炎症 

刘茜等[58]发现小建中汤通过降低 IL-6 含量，提高 GAS 含量，对脾胃虚寒大鼠起到抗

炎、保护胃黏膜的作用。 

另一个沈祥春[59]的研究显示，小建中汤有大量的抗炎和增强免疫效果。 

4.7 精神疾病 

张玉莲等[60]用小建中汤治疗焦虑症 33 例，结果总有效率 95%，且不良反应少。 

日本学者尾崎哲[61]对 65 岁以上诊断为重度抑郁症的 12 例患者用小建中汤治疗，结果

服药 12 周后见效，且无困倦、乏力等不良反应。 

另外，尾崎哲[62]还利用小建中汤治疗普通的焦虑症。 

4.8 妇科病 

小建中汤加味[63]可以治疗痛经。 

李娟[64]用小建中汤加减治疗白塞氏综合征、痛经，更年期综合征、产后发热等取得满

意效果。 

5. 小建中汤中各味中药的药理研究 

5.1 桂枝 

【现代药理研究】 

(1) 桂枝对中枢神经系统有抑制作用，以其所含成分桂皮醛作用最强。[65]
 

(2) 桂枝煎剂及其所含桂皮醛有降温解热、抗惊厥作用。[66]
 

(3) 桂枝挥发油被吸收后，经肺排泄，可稀释其分泌液的粘稠度，产生祛痰、止咳作

用。[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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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桂枝有利尿作用。[67]
 

(5) 桂枝有抗炎、免疫抑制作用。[67]
 

(6) 桂枝有扩张血管作用，可明显增加冠脉循环，并对外周血管有扩张作用，增强血

液循环。[38] 

(7) 桂枝有保护心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作用。[68]
 

(8) 桂枝还有健胃、促进汗腺分泌的作用。 [38]
 

(9) 桂枝可以改善结肠健康并减低结肠癌风险。[69]
 

(10) 桂枝有凝血作用并防止出血。[70]
 

5.2 芍药 

【现代药理研究】 

(1) 白芍能调节机体免疫系统。[71]
 

(2) 白芍有镇静、抗惊厥、镇痛、降温作用。[72]
 

(3) 白芍对肝脏有保护作用，对胃液分泌有抑制作用。[73]
 

(4) 白芍能显著增加小鼠心肌营养血流量，有升高血压和增强心音作用。[43]
 

(5) 白芍可抑制血小板聚集和血栓的形成。[74]
 

(6) 白芍有抗炎作用，可抑制肉芽肿增生。[75]
 

(7) 白芍有耐缺氧、耐高温、滋补、强壮作用。[76]
 

(8) 白芍有较好的抗菌作用及直接抗病毒作用。[48]
 

(9) 白芍有较好的解痉作用。[45]
 

5.3 生姜 

【现代药理研究】 

(1) 生姜有镇静、催眠、抗惊厥作用。[77]
 

(2) 生姜有解热、镇痛作用。[78]
 

(3) 生姜对消化系统的作用：①生姜有抗溃疡作用，其所含姜烯具有保护胃粘膜细胞

的作用。②生姜对胃肠运动有作用。其所含姜油酮可使肠管松弛，蠕动减少。

另一方面，生姜对消化道有轻度刺激作用，可使肠张力、节律及蠕动增加。③

生姜对消化酶有影响，可使胃蛋白酶作用减弱，脂肪分解酶作用增强；对胰酶

有显著抑制作用，对植物和微生物来源的淀粉酶和唾液酶也有抑制作用。[79]
 

(4) 生姜有保肝利胆作用。生姜丙醇提取物具有利胆作用。姜酚、姜醇等对四氯化碳

所致肝细胞损害呈剂量依赖性抑制作用。[80]
 

(5) 生姜有兴奋循环和呼吸系统的作用。[81]生姜醇提取物可兴奋麻醉猫的血管运动中

枢及呼吸中枢，并直接兴奋心脏。[82]
 

(6) 生姜有降血脂作用。[83]
 

(7) 生姜有抗氧化作用。[84]
 

(8) 生姜有抗血小板聚集作用。[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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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生姜影响血压，6-姜烯酮可使大鼠产生一过性降压、明显升压和持续性降压的三

相性作用，并呈量效关系。[86]
 

(10) 生姜还有抗 5-羟色胺，抑制亚硝酸胺合成、抗肿瘤、抗过敏作用。[87]
 

(11) 生姜有降血糖作用。[88] 

5.4 甘草 

【现代药理研究】 

(1) 甘草具有很强的抗胃溃疡作用。[89]
 

(2) 甘草有突触后抑制作用，对胃肠平滑肌具有解痉作用。[61]
 

(3) 甘草对肝脏有明显的保护作用，还有抗脂质氧化作用，因此预防氟烷性肝炎是有

益的，甘草不能促进胰腺分泌。[61]
 

(4) 甘草有抗过敏作用。[90]
 

(5) 甘草有糖皮质激素样作用，并可通过抑制盐皮质激素在肝脏内的代谢而间接发挥

盐皮质激素样作用。[61]
 

(6) 甘草有明显的抗炎作用。[91]
 

(7) 甘草有镇静、解热、镇痛作用。[92]
 

(8) 甘草对心脏有兴奋作用，增大心脏收缩幅度，还有抗心率失常及降血脂作用。从

甘草中分离出的 3-芳香香豆素衍生物 GU-7 对血小板聚集有明显抑制作用。[93]
 

(9) 甘草有明显的抗菌、抗病毒作用，对艾滋病毒具有破坏和抑制其增生的作用。[94]
 

(10) 甘草有抗肿瘤、抗氧化及抗衰老作用。[95]
 

(11) 甘草对某些药物、食物、体内代谢产物及其细菌毒素所致的中毒都有一定的解毒

作用。同时还有解毒增效作用。[64]
 

(12) 甘草在方药组合、配方、免疫中均具有双向调节作用。[96]
 

5.5 大枣 

【现代药理研究】 

(1) 大枣有一定的抗肿瘤作用。[97]
 

(2) 大枣有镇静、降压、抗惊厥作用。[69]
 

(3) 大枣能使动物体重增加，肌力增强。[98]
 

(4) 大枣有较好的保护肝脏的作用。[69]
 

(5) 大枣对非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有较好的治疗作用。[99]
 

(6) 大枣有一定的抗衰老作用。[69]
 

(7) 大枣有抗疲劳、促生长及增加四氯化碳中毒的组织血流作用。[100]
 

(8) 大枣有增加白细胞内 cAMP 的作用。[101] 

(9) 大枣对浓氨水致咳的小鼠有镇咳作用。[69]
 

(10) 大枣树皮的 75% 乙醇回流提取液可治疗慢性气管炎。[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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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方法 

1. 资料收集与纳入标准 

本论文的资料搜集标准如下所述。 

1.1.黄煌教授医案收集与纳入标准 

多年来，几乎所有黄煌教授的临床医案都由其学生记录并保存为电子病历。本文主要

参考笔者收集到的黄煌教授运用小建中汤的门诊医案。 

搜集了自 2010 年至 2018 年 4 月间所有标记为“小建中汤”的医案，共 467 例。纳入

与排除的标准如下： 

（1）初诊时单独使用了本方的医案会被分析； 

（2）复诊时单独使用本方或仅有少量添加（不多于 3 味药）的医案，会被用于分析

处方化裁、服用剂数及服法； 

（3）初诊时使用小建中汤但有 3 味以上药的调整或合并有其它完整方剂的医案会被

排除在外，但会在另外的章节讨论有关该方的变方。 

初诊中单独使用小建中汤的共保留了 335 例（占全部医案的 71.7%）。这 335 例中共

记录有 575 次就诊。这些医案被认为有效，因为在后续治疗中继续使用了小建中汤而仅有

轻微调整，这意味着初诊适应证正确。在所有这些医案中，黄煌教授保留了全部 6 味药的

原始组成，只是用麦芽代替了饴糖。 

另外 132 例（占全部医案的 28.3%）或者有 3 味以上药物变化或者合并其它方剂的医

案被用于另外的分析。 

为了保持数字的一致性，对疾病、症状、舌质／舌苔、脉象、面色、皮肤色、体形、

唇色、腹象的分析会采用 335 例初诊医案。只是在讨论化裁、合方、服用剂数及服法时，

会分析和探讨相关的 575 次就诊。 

所有初诊医案中女性 231 例，男性 104 例，年龄自最小 1 岁至最老 79 岁。 

1.2 笔者医案收集与纳入标准 

搜集了笔者自己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温哥华地区，从 2016 年至 2018 年间的

临床实践中使用小建中汤作为基础方的医案 35 例。其中部分医案处方有化裁，但由于总

例数较少，故予以保留并会加以分析和讨论。 

1.3 处方组成标准 

医案处方必须含有小建中汤原方：桂枝（或肉桂），芍药（或白芍），生姜（或干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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炙甘草，大枣（或红枣），饴糖（或麦芽糖或麦芽）。 

由于其它处方中含有相似组成，如桂枝加芍药汤，桂枝加黄芪汤等含有六味核心药物

桂枝（包括肉桂），白芍（包括赤芍），生姜（包括干姜），红枣（包括大枣），甘草（包括

炙甘草），饴糖（包括麦芽糖或麦芽）也按小建中汤纳入并予以分析。使用六味基本组成

而加入药味不多于三味的变方也被纳入。在结果部分会另外有讨论变方的章节。 

偶尔地，黄煌教授会用生麦芽代替饴糖。由于这两个成分的相似药理活性，这些医案

被保存在主要组。由于麦芽是大麦种子的芽，饴糖或麦芽糖是大麦糖，两者之间有许多相

似之处，而许多治疗师用这种替代方式已成为常情，因此纳入了使用生麦芽的医案。 

许多医案中包括了桂枝与肉桂两个药，其中的原因会在讨论部分作深入的剖析。 

在我个人的医案中，由于通常使用的中药方剂形式为免煎颗粒剂型，所有医案中均使

用的是生麦芽，其原因如下： 

（1）依从性与易用性。病人觉得整个方剂可以直接服用比还需加入额外成分更加方

便。而由于饴糖没有免煎颗粒剂型，根据黄煌教授的使用经验，麦芽是最好的替代品； 

（2）大多数西方病人对服用和忍受大剂量过甜的饴糖感到困难，处方不易服用，也

会降低病人依从性； 

（3）由于温哥华气候的潮湿特点，许多病人或者存在各种形式的水湿停聚或者对其

易感，因此为防止这种情形恶化，使用生麦芽代饴糖。 

2. 资料收集项目 

医案收集的项目包括：西医病名（疾病）、主症状、舌质/舌苔、脉象、腹象、年龄、

性别、体形、面色、皮肤、唇色、药味、应用服法。 

3. 资料整理 

医案录入为 WORD 文档以便提取数据，并存入 EXCEL 电子表格以组织、分析。医

案按上述方式分入各自的组并呈现出来。提取和分析了医案的下列重要方面和特征。 

3.1 疾病谱 

包括了对初诊时使用小建中汤的所有疾病的分析。如果初诊时使用的是一个特定症状

而不是疾病名称，相关信息会依据专科或其它方面归类。更深入的分析将在整体呈现的症

状群与个体特征中强调，因此不会讨论每种疾病表现的特定数字，而是只会包括在一个疾

病类别中看到的临床出现次数。这样做的原因是由于许多病人的初次表现仅仅是一个症状

而非一种疾病。 

各疾病类别中包括的临床表现如下： 



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3 

（1）消化系统疾病：上腹不适、乙肝、便秘、先天肠道息肉、克罗恩病、十二指肠

球部溃疡、厌油腻、厌食、反复口腔溃疡、口气、口臭、回肠溃疡、小腹不适、少腹疼痛、

左上腹胀痛、急性胰腺炎、慢性肝炎、慢性胃炎、易感食欲不振、易饥、浅表性胃炎、消

瘦胃脘不适、痔腹痛肛坠阑尾炎、糜烂性胃炎、肚脐周疼痛、肛裂、肝损、肝癌、肝癌胃

转移、肝硬化腹痛、肠炎、肠痉挛、肠胃不适、肠胃功能不佳、胃下垂、胃不适、胃不适

心律不齐、胃十二指肠溃疡、胃多发性息肉、胃溃疡、胃炎、胃疼、胃病、胆结石、胃痛、

胃癌、胃胀、胃胀坠烧灼痛胃炎、胃脘不适、胆囊摘除术后、胆汁淤积性肝硬化、胰体尾

腺癌术后、胰腺癌、胸痛、胸闷、胸闷心慌、脊髓脱髓鞘、腹痛、腹胀满、萎缩性胃炎、

非特异性小肠炎、顽固性便秘、食欲不佳、食欲不振。 

（2）妇科疾病:不孕、两乳结节、乳房小叶增生、乳房肿块、乳腺小叶增生、乳腺癌、

乳腺纤维瘤、产后调理、备孕、多囊卵巢、卵巢囊肿停经、子宫内膜癌、子宫肌瘤小产、

闭经、左乳肿瘤术后、月经不调、月经稀发、月经量少血块多、痛经、乳房胀痛、排卵期

出血、褐带。 

（3）循环系统疾病:心律失常、心慌气短、心肌炎。 

（4）皮肤病:好发荨麻疹、慢性荨麻疹、湿疹、痤疮烦躁唇干泛酸、痤疮、皮疹、紫

癜、荨麻疹、银屑病眼睑肿浮肿、阴囊湿疹、肤痒、白色糠疹。 

（5）呼吸系统疾病:咳喘、过敏性哮喘、过敏性咳嗽、肺结核、易感冒咳嗽、支哮、

哮喘咳嗽鼻涕、咳嗽痰鸣、咳嗽、变异性哮喘。  

（6）儿科疾病:小儿咳嗽、个子小、小儿抽动症、小儿癫痫、小儿腹痛、小儿频尿、

幼儿甲减。 

（7）耳鼻喉科疾病：耳鸣、眼周背湿疹、眼干涩、眼痒、鼻炎、鼻衄、过敏性鼻炎、

疱疹性咽颊炎、腺样体肥大鼻炎、扁桃体炎、咽痛。 

（8）精神神经系统疾病:失眠、失眠入睡困难多梦、失眠手冷、失眠汗多、头晕（眩

晕）、头痛、抑郁、抽动症、癫痫、睡眠障碍失眠、睡觉不好、自闭症。 

（9）术后治疗与调理:骶尾部卵黄囊瘤术后、贲门癌术后、胃癌术后调理、肾癌术后、

直肠癌术后、甲状腺癌术后、淋巴瘤放疗后、术后调理、右肾母细胞瘤术后。 

（10）口腔科疾病:白细胞偏低牙周炎、牙龈出血、口腔溃疡。 

（11）血液科疾病:混合型过敏性紫癜、血小板减少性紫癜、血小板增多症、血糖不

稳定、过敏性紫癜、高胰岛素血症。 

（12） 泌尿系统疾病:遗尿、肾小球肾炎、尿频。 

（13）四肢症状:手脚冰凉、手足心热、周身关节酸痛、小腿肌肉酸痛。 

（14）其它:疲劳、生长迟缓、生长激素分泌滞后、消瘦纳差、消瘦挑食、易感体质、

怕冷、体瘦、体弱易生病、低体重、不定愁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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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症状 

为了掌控分析而使用了术语标准化，因此使用不同名称而具有相同含义的体征与症状

被归到一起。此列表包含在医案记录中记录症状的各种方式。具体如下： 

3.2.1 躯体症状： 

腹胀：胃脘饱胀、脘痞、心下痞满、心下痞、腹胀、腹胀软、腹胀满、腹膨隆胀满、

进食后易腹胀、进食后腹胀 

腹痛：心下痛、胃脘痛、胃脘不适、胃痛、腹痛、上腹痛、小腹痛、小腹疼、少腹疼

痛、下腹痛、痉挛性痛、肠痉挛痛  

怕冷：畏寒、寒战、战栗、怕冷、恶寒 

疲劳：神疲、周身乏力、倦怠懒言、乏力、疲乏、全身倦怠感、四肢无力、肢体困倦 

焦虑：抑郁悲观、健忘、神昏、精神倦怠 

烦躁：急躁、焦躁、心慌、心慌不安 

眩晕：头昏、头晕、晕眩、头眩、昏眩 

头痛：头疼、头重 

失眠：眠不安、睡眠不好、眠时差、睡觉差、睡不安稳、入睡困难、早醒、多梦、寐

欠安、寐差、难寐、醒后难寐 

口渴：口干、烦渴、口苦、烦渴多饮、渴饮无度 

咽干：咽喉干、咽干燥 

心悸：心悸怔忡、心率快、心率慢 

胸闷：胸满、胸胀、胸满闷 

胸痛：心痛、胸痛、胸痹 

食欲不振：饮食不节、食欲欠佳、食欲佳、不思饮食、不思食、纳谷不香、纳谷欠佳、

纳差、纳呆、食少不欲食、饮食减少、不能进食、食欲不好、纳少、易饱、

饥饿感减轻、无饥饿感、胃口差  

易饥：容易饿 

关节疼痛：关节不适、关节炎、关节疼、关节痛、关节酸痛 

手足烦热：手心热、手心发热、手足心热、手热、四肢烦热、手脚烦热、手脚心热、

手脚发热 

发热：怕热 

喜食甜食：喜甜、喜欢甜食 

出汗：容易出汗、盗汗、自汗、夜间有汗、多汗、夜汗 

恶心呕吐：恶心、呕吐、呕恶、欲呕、干呕、呕逆、喜呕、食入即吐、水入则吐、饮

水则吐 

肢冷：肢冷、手足凉、手足冷、四肢冰冷、下肢冷、手足凉、四肢冷、四肢发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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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冰凉、手脚冷、手脚凉、手脚冰凉、手脚怕冷  

便秘：大便不通、不畅、干结、干粗、偏干、数日未行、不大便 

腹泻：稀、溏、泻（泄）、痢（利）、大便不成形 

3.2.2 月经症状: 

闭经：月经不潮、月经未至、月经未来潮、 

月经血块：经块 

月经量多：月经量增加、月经来潮、月经正常来潮、 

月经量少：月经量减少、月经量不大、 

痛经：经痛 

带下：带下量多、带下色白、带下异味、阴吹、带下色黄 

3.2.3 其它症状： 

乳房胀痛：乳胀、乳痛、经前乳房胀 

鼻炎：过敏性鼻炎 

尿频：夜尿多、遗尿、尿急 

咳嗽：咳、嗽、干咳 

出血：血尿、鼻衄、牙龈出血、齿衄、肛门出血、皮肤出血（包括四肢出血、下肢出

血、身上出血 

3.3 体征 

3.3.1 面色: 

面白：面色白、面色无华、面色苍白、面色白无华、脸色白、脸白 

面黄：面色黄、面暗黄、黄无华、面色稍黄、脸色黄、脸黄 

面暗：面色暗、脸色暗、脸暗 

面红：面色红、面暗红、脸色红、脸红 

3.3.2 皮肤: 

皮肤白：肤白 

皮肤干：肤干 

皮肤黄：肤黄 

皮肤光滑：肤光滑 

皮肤瘙痒：肤瘙痒、肤痒、皮肤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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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舌象: 

舌红：舌质红、舌绛、舌质暗红、紫红、鲜红 

舌淡：舌白、舌质淡嫩、舌淡嫩 

舌胖：舌偏胖 

舌苔白：苔白、薄白、白腻、白滑、白厚 

舌苔黄：薄黄、黄腻、黄滑 

舌苔少：苔干、少苔 

3.3.4 脉象: 

脉弱：无力、重按无力、脉弱无力、弱脉 

脉缓：缓脉 

脉虚弦：脉弦虚 

脉沉：沉脉 

3.3.5 唇（单独搜素了下列每个术语）： 

唇淡、唇红、唇润红、唇色淡、唇暗、唇周色暗、唇黑、口唇暗、口唇紫暗、唇干、

唇肿、唇色黯、唇淡红 

3.3.6 体形: 

体瘦：偏瘦、消瘦、瘦小 

体中：形中 

体胖：形体偏胖、体略胖 

3.3.7 腹诊： 

脐跳、腹壁肌肉坚紧、脐周时有痉挛、右下腹压痛（包括右少腹压痛）、左下腹压痛

（包括左少腹压痛）、少腹轻压痛、脐下痛（包括脐下疼痛、脐部压痛、脐周痛、脐周疼

痛、脐周隐痛、脐周时疼）。 

4. 统计研究方法 

在最初接到 467 例病案时，将它们录入 EXCEL 电子表格并进一步分为两张表。如前

面选取标准所述，所有初诊就使用小建中汤的归入其独立的表格，而其它被本文当作变方

的医案归入另一表格。 

接下来每个表又细分为几个部分。包括：疾病、症状、年龄、性别、体质特征（包括

舌象、脉象、腹诊、唇色、皮肤色、面色、体形）同时使用的方剂以及化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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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建立了这些，就在每个部分中进行搜索以提取相关的数据和资料。输入 EXCEL

表格，建立数据库，采用次数统计方法进行统计。按照前面提到的指引，任何不相关的信

息及搜索结果为 0 的都会被删除。笔者个人的医案也使用相同的统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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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结果与分析 

1. 黄煌教授病案的分析 

本文搜集了自 2010年至 2018年 4月间黄煌教授在其多个诊所中使用小建中汤的医案

467 例。那些初诊时小建中汤的组成中有三味以上药物变更或合并有其它完整方剂的病案

被移除，但会在本章的后面单独讨论。 

由于本文的目的是研究和展示小建中汤的方证，分析会专注于初诊时单独使用小建中

汤的医案。同时还会分析在复诊过程中有少量加味（少于 3 味药）的医案。 

共保留了 335 例（71.7%）初诊时单独使用小建中汤的医案。在这 335 例之中，有 575

次复诊。另外在初诊时使用小建中汤的 132 例（28.3%）保留医案，有超过 3 味以上药物

加味或合并其它完整方剂。这些会在本章后面作为小建中汤变方医案另外讨论。因此，这

里的分析集中在 335 例病案上，其中 231 例为女性，104 例男性。年龄范围自最年轻的 1

岁至最老的 79 岁。后面各个表格展示了这些医案中更详细的发现。 

1.1 黄煌教授小建中汤原方医案分析 

1.1.1 建中汤的剂量 

黄煌教授的推荐处方： 

桂枝 15g、生白芍 30g、生甘草 10g、生姜 15g、红枣 30g、饴糖 30g 

以水 1100ml，煮沸后调至文火再煎煮 40 分钟，取汤液 300ml，将饴糖溶入药液，分

2~3 次温服。1
 

上面为黄煌教授处方时的标准剂量，在临床上需要时可以稍加调适。在分析的黄煌教

授 335 例病案和 575 次复诊中，一些较大的改变包括： 

生姜仅使用了 15 次，其它时间均用干姜。由于药房常常不准备生姜，因此也减少了

病人获取和准备生姜的额外工作。这一改变提高了病人的整体依从性。 

加入赤芍 17 次。这用在病人表现出诸如皮肤干燥、癌症、脾肿大、疼痛、舌和皮肤

色黯等血瘀征象时以及术后的病人。在所有这些医案中同时使用了白芍，两者的剂量相同，

为 1:1（各 15 克）。 

肉桂与桂枝合用 297 次（占总医案的 51.6%）。这一点会在讨论部分深究。 

1.1.2 小建中汤临床应用疾病种类统计 

下表展示了黄煌教授初诊使用小建中汤 335 例的主要疾病类别。如之前在第二部分提

 
1
黄煌主编.黄煌经方使用手册第 2版[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5.0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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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在几种情况下，每个病种的单一表现不会包括在内，主诉是一个普通症状而不是病

名。因此本章的后部会着重于表现的症状。 

表 3-1 疾病统计 

疾病分类疾病 频次 百分比 

消化系统疾病 98 29.26% 

体质调理（包含体质治疗预防治疗，调理等） 65 19.41% 

妇科疾病 49 14.63% 

神经精神系统疾病 24 7.17% 

皮肤科病 20 5.97% 

耳鼻喉科疾病 17 5.08% 

呼吸系统疾病 16 4.78% 

术后治疗与调理 12 3.58% 

血液科疾病 12 3.58% 

儿科疾病 8 2.38% 

泌尿系统疾病 4 1.19% 

四肢症状 4 1.19% 

循环系统疾病 3 0.89% 

口腔科疾病 3 0.89% 

总计 335 100% 

由上可见，主要疾病类别为消化系统疾病，出现 98 次（29.2%），其后依次为：体质

调理，包含体质治疗、预防治疗、调理等 65 次（19.4%）；妇科疾病 49 次（14.6%）；神

经精神系统疾病 24 次（7.17%）；皮肤科病 20 次（5.97%）；耳鼻喉科疾病 17 次（5.08%）；

呼吸系统疾病 16 次（4.78%）；术后治疗与调理 12 次（3.58%）；血液科疾病 12 次（3.58%）；

儿科疾病 8 次（2.38%）；泌尿系统疾病 4 次（1.19%）；四肢症状 4 次（1.19%）；口腔科

疾病 3 次（0.89%）；循环系统疾病 3 次（0.89%）。因此，黄煌教授应用此方于多种疾病，

主要针对消化系统疾病、妇科疾病以及特别在病人消瘦或主诉过度体重减轻时调理体质。

这里注意到一个有趣的地方，有大比例的病人使用此方为了预防疾病或调理身体，这说明

此方可以极好地调整病人的整体体质并有很强的免疫调节效果，这在本文提及的多项研究

中得到确认。这个理念关系到《金匮要略》第一章第一段的著名引言“上工治未病‖。 

1.1.3 小建中汤临床应用主治症状频次统计 

本文分析的 335 例病案中记录了下列症状。为了明确显示何时何地使用本方，仅记录

了首诊中出现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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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小建中汤临床应用主治症状 

症状 频次 百分比 症状 频次 百分比 

便秘 175 52.23% 恶心呕吐 27 8.05% 

失眠 141 42.08% 胸闷 27 8.05% 

腹痛 137 40.89% 出血 23 6.86% 

烦躁 81 24.17% 手足发热 22 6.56% 

喜食甜食 79 23.58% 关节疼痛 18 5.37% 

疲劳 78 23.28% 头痛 18 5.37% 

腹胀 72 21.49% 月经血块 17 5.07% 

易饥 65 19.40% 心悸 15 4.47% 

怕冷 62 18.50% 发热 11 3.28% 

食欲不振 61 18.20% 尿频 11 3.28% 

乳房胀痛 58 17.31% 容易感冒 11 3.28% 

咳嗽  56 16.71% 闭经 11 3.28% 

出汗  55 16.41% 月经量多 11 3.28% 

腹泻 51 15.22% 遗尿 6 1.79% 

口渴 43 12.83% 咽干 5 1.49% 

鼻炎 37 11.04% 带下 5 1.49% 

眩晕 36 10.74% 焦虑 4 1.19% 

月经量少 33 9.85% 胸痛 4 1.19% 

痛经 33 9.85% 月经推迟 3 0.89% 

肢冷 32 9.55% 月经不调 3 0.89% 

从上表可以看出，黄煌教授应用小建中汤于非常多样的症状，清楚显示了该方的广泛

应用范围。可以看到，所有医案中最常见的症状是便秘出现 175 次、失眠出现 141 次、腹

痛出现 137 次。这三个症状出现于超过半数的病人中，并且显然是本方最重要的适应症。

另外，下列症状出现次数也很高，依次为：烦躁 81 次、喜食甜食 79 次、疲劳 78 次、腹

胀 72 次、易饥 65 次、怕冷 62 次、食欲不振 61 次。这些被认为是小建中汤的虚劳症状特

征，并显示了消化功能不良和几个表现之间的关系。此外，下列症状和体征也出现了较高

次数：乳房胀痛 58 次、咳嗽 56 次、出汗 55 次、腹泻 51 次、口渴 43 次、鼻炎 37 次、眩

晕 36 次。最后，其它出现的症状有：月经量少 33 次、痛经 33 次、肢冷 32 次、恶心呕吐

27 次、胸闷 27 次、出血 23 次、手足发热 22 次、关节疼痛 18 次、头痛 18 次、月经血块

17 次、心悸 15 次、发热 11 次、尿频 11 次、容易感冒 11 次、闭经 11 次、月经量多 11

次、遗尿 6 次、咽干 5 次、带下 5 次、焦虑 4 次、胸痛 4 次、月经推迟 3 次、月经不调 3

次。总之，小建中汤的应用范围很广，可以用于很多状态，最主要的是由于中气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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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小建中汤临床应用年龄分布情况 

下面是初诊 335 例病人年龄组的详细分布。 

表 3-3 年龄统计 

年龄 人数 百分比 

0~10 103 30.7% 

11~20 26 7.8% 

21~30 38 11.3% 

31~40 71 21.1% 

41~50 47 14.1% 

51~60 23 6.9% 

61~70 18 5.4% 

71~79 9 2.7% 

80+ 0 0% 

从上述分析可见，最多应用小建中汤的年龄组是 0~10 岁，共 103 次（30.7%），清楚

地表明黄煌教授使用本方作为主要儿科方剂。之后依次为 31~40 年龄组 71 次（21.1%）、

41~50 年龄组 47 次（14.1%）、21~30 年龄组 38 次（11.3%）、11~20 组 26 次（7.8%）、51~60

组 23 次（6.9%）。然后是 61~70 年龄组 18 次（5.4%）以及 71~79 组 9 次（2.7%）。从这

些数据可以看到，本方不常单独用于老年患者。 

1.1.5 小建中汤临床应用男女比例统计 

下表显示了患者性别的特定数字。 

表 3-4 性别统计 

性别 例数 百分比 

女 231 68.9% 

男 104 31.1% 

此医案分析的数据清楚显示黄煌教授使用小建中汤于更大比例的女性患者，即所有医

案中的 231 例（68.9%），而男性仅占 104 例（31.1%）。然而，由于通常看黄煌教授的女

性病人更多，这个数据不一定显示小建中汤更适用于女性。 

1.1.6 舌象统计 

在初诊的 335 例病案中仅 291 例提及了舌象，占总数的 86.8%。具体舌象表现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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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舌象统计 

舌质舌苔 表现与数次 百分比 

舌质 红 71 24.39% 

淡红 34 11.68% 

淡 29 9.96% 

暗红 26 8.93% 

暗 24 8.24% 

淡嫩 13 4.46% 

淡暗 8 

 

2.74% 

舌苔 薄 37 12.71% 

厚 26 8.93% 

白 11 3.78% 

黄 4 1.37% 

腻 2 0.68% 

干 2 0.68% 

白腻 2 0.68% 

黄腻 2 0.68% 

从上表可见，最常见的舌质为红舌出现 71 次，接下来为淡红 34 次、淡 29 次、暗红

26 次、暗 24 次、淡嫩 13 次和淡暗 8 次。舌苔方面，最常见的为薄苔 37 次，其次为厚苔

26 次、白苔 11 次、黄苔 4 次、白腻 2 次、黄腻 2 次、腻苔 2 次和干苔 2 次。 

1.1.7 脉象统计 

所分析的 335 例中仅 157 例有脉象记录。下表按脉体，脉质，脉位编排。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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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脉象统计 

脉象 频次 百分比 

脉弱 93 59.23% 

脉弦 11 7.00% 

脉缓 10 6.36% 

脉浮弱 8 5.09% 

脉细弦 5 3.18% 

脉沉弱 5 3.18% 

脉虚弦 4 2.54% 

脉细 4 2.54% 

脉细弱 4 2.54% 

脉滑 3 1.91% 

脉浮弦 2 1.27% 

脉细滑 1 0.63% 

脉软 1 0.63% 

脉浮大中空 1 0.63% 

脉沉 1 0.63% 

脉沉缓 1 0.63% 

从上表可见，最常见的脉象为脉弱，出现 93 次而占 59.23%，为典型的中虚脉。其次

依次为脉弦出现 11 次、脉缓 10 次、脉浮弱 8 次、脉细弦 5 次、脉沉弱 5 次、脉细 4 次、

脉细弱 4 次、脉虚弦 4 次、脉滑 3 次、脉细软 2 次、以及脉细弦、脉细滑、脉软、脉浮大

中空、脉沉和脉沉缓各一次。 

1.1.8 面色与肤色统计 

335 例中仅 139 例记录了面色，90 例记录了肤色。具体数字如下。 



第三章 研究结果与分析 

24 

表 3-7 面色与肤色统计 

  频次 百分比 

面色 面黄 92 66.19% 

 面红 18 12.95% 

 面暗 17 12.23% 

 面白 12 8.63% 

 总计 139 

 

100% 

皮肤 肤白 52 57.78% 

 皮肤干 30 33.34% 

 皮肤瘙痒 5 5.55% 

 皮肤光滑 2 2.22% 

 皮肤黄 1 1.11% 

 总计 90 100% 

从上表可见，最常见的面色为面黄，出现 92 次而占 66.19%。其次依次为面红出现

18 次，面暗 17 次，面白 12 次。最常见的肤色为肤白，出现 52 次占 57.78%。其次依次

为皮肤干 30 次，皮肤瘙痒 5 次，皮肤光滑 2 次，皮肤黄 1 次。 

1.1.9 体形统计 

所有分析的 335 例病案中，有 319 例记录了患者的体形，分为三种，即体瘦、体中、

体胖。具体分析见下面表 3-8。 

表 3-8 体形统计 

体形 频次 百分比 

体瘦 246 77.1% 

适中 68 21.3% 

体胖 5 1.6% 

 

总共有 246 位患者偏瘦，68 位适中或正常体重，仅 5 位过重。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小建中汤更适合于瘦小或体重不足的患者，而极少用于超重者。 

1.1.10 唇色统计 

335 例中仅有 72 例有唇色记录，如下面表 3-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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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唇色统计 

唇色 频次 百分比 

唇红 39 54.19% 

唇暗 14 19.47% 

唇干 5 6.96% 

唇暗红 3 4.16% 

唇黑 2 2.77% 

唇色暗 2 2.77% 

唇肿 2 2.77% 

唇淡 1 1.38% 

唇色黯 1 1.38% 

唇色暗淡 1 1.38% 

唇淡红 1 1.38% 

唇紫暗 1 1.38% 

如上表所见，最常见的唇色为唇红 39 次（54.19%），其次为唇暗 14 次（19.47%）、

唇干 5 次（6.96%）、唇暗红 3 次（4.16%）、唇黑、唇色暗、唇肿各 2 次（2.77%），其它

如唇淡、唇色黯、唇色暗淡、唇淡红、唇紫暗各仅见 1 次（1.38%）。 

1.1.11 腹诊统计 

335 例中有腹诊记录的仅 72 例。 

表 3-10 腹诊统计 

腹象 次数 百分比 

脐跳 41 57% 

脐下痛 16 22.3% 

左下腹压痛／左少腹压痛 8 11.2% 

右下腹压痛 4 5.6% 

腹壁肌肉坚紧 1 1.3% 

脐周时有痉挛 1 1.3% 

少腹轻压痛 1 1.3% 

如上所见，脐跳是最常见的腹证，共出现 41 次占全部腹诊记录的 56.9%。其次为脐

下痛 16 次（22.3%）、左下腹压痛 8 次（11.2%）、右下腹压痛 4 次（5.6%），其余腹象如

腹壁肌肉坚紧、脐周时有痉挛、少腹轻压痛各仅见 1 次（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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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方剂交替用法统计 

在所有分析的 335 例病案和 575 此复诊中，黄煌教授同时处方两个方剂让病人分别服

用的有 39 次。这个方法被记录为“方一‖、―方二”，特别是在有处方丸剂和膏剂时，它们

会与汤剂原方一起使用。这些处方一般会隔天交替服用。下表显示了同时给予的处方、次

数及其用途后所含的一般原则。 

表 3-11 方剂交替用法统计 

方剂 次数 原因 

薯蓣丸 18 合用于癌症病人 

温经膏 10 月经没来，月经量少，经色暗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 2 夜寐梦话，喜梦，夜寐多梦 

除烦汤 2 结膜炎，经前烦躁，痤疮 

黄连汤 1 腹痛，上腹饱胀 

炙甘草汤 1 体瘦调理，血压偏低，子宫摘除术后 

解郁汤 1 经前烦躁 

柴归汤 1 月经第一天痛经 

八味活血汤 1 失眠多梦，彻夜不眠，精神亢奋 

生血汤 1 术后调理 

小青龙汤 1 感冒时不易发烧，流清水鼻涕 

如上所见，黄煌教授使用交替方仅 39 次。其中最常用的是薯蓣丸 18 次。这些处方

主要是用于癌症病人。黄煌教授在治疗癌症时，薯蓣丸是经常用到的常用方以提供整体的

补益。其它如下： 

温经膏使用 10 次主要用于治疗月经没来，月经量少，经色暗。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有 2 次用于夜寐梦话，喜梦，夜寐多梦。 

除烦汤是黄煌教授的经验方，由栀子、黄芩、连翘、枳壳、制半夏、茯苓、厚朴、

紫苏梗组成。共用 2 次于结膜炎、经前烦躁、痤疮。 

黄连汤用 1 次于腹痛、上腹饱胀。 

炙甘草汤 1 次用于体瘦调理、血压偏低、子宫摘除术后。 

解郁汤是黄煌教授的经验方，由柴胡、白芍、枳壳、生甘草、姜制半夏、厚朴、茯

苓、苏梗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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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归汤是黄煌教授的经验方，是小柴胡汤与当归芍药散的合方。 

八味活血汤是黄煌教授的经验方，由柴胡、白芍或赤芍、枳壳、生甘草、当归、川

芎、桃仁、红花组成。有 1 次用于失眠多梦、彻夜不眠、精神亢奋，于晚间睡前服。 

生血汤是黄煌教授的经验方，由白芍、甘草、女贞子、墨旱莲、枸杞子、山药、阿

胶、生地、麦冬组成。有 1 次用于术后调理。 

小青龙汤 1 次用于感冒时不易发烧、流清水鼻涕。 

1.1.13 加味药物统计 

根据先前提到的纳入标准，下列的药物加味仅在所有 335 例病案分析的复诊（共 575

次）中出现。值得注意的是，下表中如当归或黄芪这样的药味如果使用就将处方转化为当

归建中汤或黄芪建中汤。但如前所述，如果这些处方在初诊时就有使用，它们会被包括在

这个后面的变方讨论中。下表中包括的这些加味，是因为在初次单独使用小建中汤后加入。

只包括了使用至少 3 次的药味。 

黄煌教授会在小建中汤加入的药味、使用次数和原因如下表。 

表 3-12 加味药物统计 

药品 次数 应用 

当归 57 主要用于有月经问题的女性 

龙骨 41 失眠、多梦 

牡蛎 40 失眠、多梦 

山药 40 与龙骨、牡蛎同用以护胃 

党参 35 脉弱、消瘦、口干 

黄芪 7 易饥 

枳壳 7 腹胀 

川芎 6 与当归一起用于月经少、月经多、闭经 

陈皮 5 痞胀、胃胀 

细辛 4 腹痛、关节痛、怕冷、脉细弱 

枸杞子 3 肝炎 

从上表可见，黄煌教授在调整处方时使用最多的是当归共 57 次。当女性伴有小建中

汤典型症状体征而有月经周期的相关问题时会加入此药。使用龙骨 41 次以及牡蛎 40 次，

失眠和多梦是使用两者的关键因素。在所有使用这些药的医案中有一个例外，同时使用山

药是为了帮助消化这两个矿物药以护胃。党参使用 35 次，用于脉弱、消瘦、口干。黄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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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次，主要因为患者易饥的表现。枳壳 7 次于腹胀时。在 6 例中川芎与当归同用以治疗各

种月经问题。陈皮有 5 次用于痞胀和胃胀。细辛 4 次用于腹痛、关节痛、怕冷、脉细弱。

而枸杞子在肝炎医案使用 3 次。 

1.1.14 黄煌教授应用小建中汤的服法分析: 

黄煌教授使用本方的常用复发是所谓“5:2 服法‖，即服用 5 天后停服 2 天。此法用于

预防长期服用的潜在药物毒性。其它可能的原因还有为了病人的方便以保持依从性、防止

处方耐受等。 

在所有分析的 335 例（包括 575 次复诊）中，黄煌教授用此法 170 次。 

另外，黄煌教授有时会以二分之一服法使用此方，即一剂药煎煮和服用两天。黄煌教

授也会记为每剂 2 天。这个方法出现 50 次，通常记录为“慢性病的调理：一副药服两天”。 

黄煌教授通常使用的又一个方法是“隔天服‖或―隔日一剂‖。此法在 335 个原始医案、

包括 575 次复诊中使用 49 次。这个方法及前面的方法通常也会在病人整体情况好转后使

用以保持疗效而不需每天服药。 

黄煌教授在使用多种方剂时还有一个方法“3/2 服法”，但在这里仅使用了 13 次。 

由此可见 5/2 服法是本方的最常见服法，这是由于小建中汤典型适用于长期虚弱病

人，而因此要长期服用。 

在所有 335 例原始病案和 575 次复诊中，记录处方剂数的有 563 次。黄煌教授最常开

具的剂数如下： 

图 3-1 黄煌教授处方的剂数 

 

 



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9 

上图所见，最常用的处方剂数在 11-15 剂之间，共 331；其次为 6-10 剂 141 次、16-20

剂 74 次。通常开具这些是在方证清晰的情况下，但需要在 3-4 周复诊以确保解决潜在问

题。21-30 剂开具了 12 次，主要是因为患者方证清楚但需要长期治疗。最后，处方 1-5

剂仅 2 次。 

1.2 小建中汤加味或合方的医案统计与分析 

黄煌教授通常仅使用小建中汤，但有时在复杂失调时会合并其它方剂。在搜集的原始

467 例中，有 132 例属于变方。在前面章节讨论时这些病案入选标准是只有那些在原方基

础上加入 3 味以上药物的或原方合并其它完整方剂的初诊者。这些作为变方病案列入下

表。 

表 3-13 常用合方及加味药物 

处方 频次 百分比 

小建中汤+桂枝加龙骨牡蛎汤 38 28.7% 

小建中汤+3 味以上药物 37 28% 

小建中汤+小柴胡汤 21 16% 

大小建中汤 18 13.7% 

当归建中汤 12 9.1% 

黄芪建中汤 6 4.5% 

综上所见，黄煌教授最常使用的合方是小建中汤＋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共使用 38 次

（28.7%）。这个合方用于任何主要特征表现为失眠、多梦、遗精或其它精神-心理症状的

病人，包括两三例自闭症。 

小建中汤加味 3 味或以上药物的有 37 次（28%）。许多药物与前面提到的相似。 

小建中汤加小柴胡汤使用 21 次（16%），主要用于涉及淋巴结肿大、结肠炎、溃疡性

结肠炎、小儿免疫力低下、结肠癌术后肝转移、肺炎、恶心、肝炎、肝癌、咳嗽以及各种

调理医案。 

小建中汤加大建中汤（或称大小建中汤）使用 18 次（13.7%），通常用于治疗腹痛和

腹泻，特别是患有肠粘连、肠梗阻、或慢性胃炎胃溃肠、克罗恩氏病等的病人。 

当归建中汤使用 12 次（9.1%），主要用于涉及痛经和其它月经问题以及产后调理和

绝经的病人。 

黄芪建中汤使用 6 次（4.5%），用于诸如过敏性紫癜性肾炎、慢性萎缩性胃炎、返流

性食管炎，病人表现极度疲劳和水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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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笔者病案分析 

2.1 主治症状统计与分析 

下表列出了笔者个人临床中 35 例病案的特定症状包括症状、出现频次、所占百分比。 

表 3-14 主要症状统计 

症状 次数 百分比  症状 次数 百分比 

容易出汗 25 71.42%  烦躁 4 11.42% 

疲劳 23 65.71%  腹满 4 11.42% 

头晕 17 48.57%  湿疹 4 11.42% 

心悸 17 48.57%  气短 4 11.42% 

手足发凉 17 48.57%  胃口不好 4 11.42% 

喜食甜食 15 42.85%  腹泻 4 11.42% 

腹痛 10 28.57%  不孕 3 8.57% 

焦虑 10 28.57%  免疫低下 2 5.71% 

便秘 9 25.71%  手足酸疼 2 5.71% 

四肢疼痛 9 25.71%  水肿 2 5.71% 

口干咽干 9 25.71%  记忆不好 2 5.71% 

失眠 7 20%  亡血 1 2.85% 

头疼 7 20%  手足烦热 1 2.85% 

发热 6 17.14%  咳嗽 1 2.85% 

怕冷 6 17.14%  经闭 1 2.85% 

过敏 5 14.28%  皮肤干 1 2.85% 

四肢拘挛 5 14.28%  胸闷 1 2.85% 

口渴 5 14.28%     

如上，最常出现的两个症状是易汗 25 次和疲劳 23 次。这两个在小建中汤病人中非常

常见，许多人认为是本方证的特征症状。头晕、心悸、手足发凉各出现 17 次，也是该方

证非常常见的症状。嗜甜食被黄煌教授认为是使用本方的重要症状依据，这里出现 15 次。

另一个关键症状腹痛出现 10 次。至于焦虑、便秘、四肢疼痛、口干咽干各出现 9 次。失

眠和头疼各 7 次。发热和怕冷各 6 次。过敏、四肢拘挛、口渴各 5 次。烦躁、腹满、湿疹、

气短、胃口不好、腹泻各 4 次。不孕 3 次。免疫低下、手足酸疼、水肿、记忆不好各 2

次。亡血、手足烦热、咳嗽、经闭、皮肤干、胸闷各仅见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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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性别统计 

下表列出了个人 35 例病案的病人性别。 

表 3-15 性别统计 

性别 例数 百分比 

男 3 8.5% 

女 32 91.5% 

如上，处方小建中汤的主要病人为女性，共 32 例，仅 3 例为男性。虽然这个数据可

能显示小建中汤更适于女性，但我发现在西方，寻求中医治疗的病人很大比例是女性，这

也可能在全球都有相似性。例如，在 2018 年一月间，在我诊所连续就诊的 200 位病人中

137（68.5%）为女性，63（31.5%）为男性，明显展示了诊所中女性比例高于男性。 

2.3 年龄统计 

下表为使用本方的病人年龄组情况。 

表 3-16 年龄统计 

年龄 例数 百分比 

0~10 2 5.7% 

11~20 3 8.6% 

21~35 10 28.6% 

36~50 14 40% 

50~65 4 11.4% 

66+ 2 5.7% 

上表所见，我诊所使用小建中汤最常见的年龄组群为 36~50 岁组共 14 例（40%），以

及 21~35 岁组 10 例（28.6%）。0~10 岁组 2 例（5.7%）、11~20 岁组 3 例（8.6%）、50~65

岁组 4 例（11.4%）、以及 66 岁以上组 2 例（5.7%）。由此可见，我诊所中使用本方的病

人在 21~65 岁的占总数的 80%。 

2.4 体形统计 

表 3-17 体形统计 

体形 例数 百分比 

体瘦 23 65.7% 

适中 10 28.5% 

体胖 2 5.8% 

上表所见最大比例服用小建中汤的病人为体重不足者，共 23 例占总数的 65.7%。体

形适中的有 10 例（28.5%），仅 2 例（5.8%）超重者。这清楚提示小建中汤适用者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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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形为体重不足或营养不良。 

2.5 应用药味加减 

下表展示了 35 例个人病案中使用的处方和加味。 

表 3-18 应用药味加减 

方剂与加味 次数 百分比 

小建中汤＋黄芪 10 28.6% 

小建中汤＋黄芪、当归 6 17.2% 

小建中汤单用 5 14.3% 

小建中汤＋当归 4 11.4% 

小建中汤＋白术、茯苓 4 11.4% 

小建中汤＋黄芪、龙骨 2 5.7% 

小建中汤＋龙骨、牡蛎 1 2.85% 

小建中汤＋黄芪、川芎、葛根 1 2.85% 

小建中汤＋葛根、川芎 1 2.85% 

小建中汤＋桂枝茯苓丸 1 2.85% 

上表中，黄芪建中汤使用最多，共 10 次，该方在病人表现极度疲劳、大量出汗、或

通常更易消耗时使用。黄芪当归建中汤使用 6 次，与上述原因相似且病人表现任何下列的

如月经问题、明显细脉或产后有过度出汗或产乳不足的血虚征象时。单独使用小建中汤 5

次于表现为主要症状无需加减时。当归建中汤主要用于产后的女性。小建中汤加白术茯苓

使用 4 次，用于病人有包括水肿、便溏或舌苔水滑的水湿征象时。小建中汤加黄芪龙骨使

用 2 次，针对过度出汗。小建中汤加龙骨牡蛎 1 次用于有严重失眠的病人。小建中汤加黄

芪川芎葛根用于手臂无力、腰膝痛并脱发的病人 1 次。小建中汤加葛根川芎使用 1 次于严

重头痛的病人。最后，小建中汤加桂枝茯苓丸使用 1 次，针对一位多次流产、月经周期异

常、关节痛并有双腿干燥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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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讨论 

1. 小建中汤应用指征的分析与新解 

1.1 虚劳病 

《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虚劳里急、悸、衄、腹中痛、梦失精、四肢酸

痛、手足烦热、咽干口燥、小建中汤主之。‖ 

上述症状：里急、悸、衄、腹中痛、梦失精、四肢酸痛、手足烦热、咽干口燥，被后

世称为“建中八证”。此建中八证是小建中汤证的标志性症状和体征，因此会详细探讨每

一个的病机和潜在的新增解释与补充理解，以此来展现本方的广泛应用。有关虚劳病之历

史、病因、病机的概览与探讨会在后面附录中展开。 

1.2 腹中痛与里急 

1.2.1 腹中痛 

在《伤寒杂病论》有关小建中汤的条文有三次提到“腹中痛。” 

《伤寒论》102 条：“法当腹中急痛，先与小建中汤。” 

《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虚劳„„腹中痛„„小建中汤主之。” 

《金匮·妇人产后病脉证并治》：“妇人腹中痛，小建中汤主之。” 

据黄元御[102]的说法，当木气郁于下，则生风，因而横行犯脾土导致腹痛。而白芍柔

肝止痛，桂枝助肝气升发，肝气能正常运行则不再生风。 

《医方考》：“伤寒腹中急痛者，此方主之。腹中急痛，则阴阳乖于中，而脾气不足矣，

故立建中汤。”[103]
 

《脾胃论》：“阳脉涩，阴脉弦，法当腹中急痛。以芍药之酸于土中泻木为君。”[104]
 

孙大志和魏品康分享了其依本方原文中的此条治疗腹痛的经验，他们是从病位与性质

的角度出发： 

他们认为应关注腹痛的位置是在脐周。如果腹痛是在腹的下象限，那是因为肾中的虚

与寒，则不应用此方治疗。 

他们继而说疼痛的性质是在刚刚受压时感到疼痛，而压力继续增加时并不甚剧烈。[105]
 

据刘渡舟和傅士垣[106]的经验，本条所言证候在临床上可见到或者是腹痛或者是胁下

胀痛，两者皆适于本条讨论的治疗方法。 

关于“法当腹中急痛”，聂惠民[107]提供了临床经验以理解本条的“急痛”一词。她写

道，“急痛”是腹部抽筋并疼痛。它既可以是主观感觉，也可以被其他人观察到。当疼痛

剧烈时，腹部可能触诊腹壁肌肉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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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后，女性因虚而俯卧，气血不足以温煦濡养于内，导致腹部张力过高和腹痛。通

过温中和滋养，小建中汤可以治疗产后腹痛。 

根据对黄煌教授小建中汤病案的分析，共 137 次（40.89%）用于主症是腹痛的病人，

这清楚地显示了本方与治疗此症的关联性。在笔者病案分析中，小建中汤也有 10 次

（28.57%）用于腹中痛。黄煌教授常说：“小建中汤是治疗腹中痛的效方。” 

1.2.2 腹满 

虽然不是在小建中汤的原始条文中，腹满确实出现在《伤寒论》的桂枝加芍药汤下，

而小建中汤正是在该方基础上建立的。原文为：“因尔腹满时痛者，属太阴也，桂枝加芍

药汤主之。”很多患者对其腹痛的典型描述是腹满，这可能是因为虽然有不适表现，但并

没有实质性疼痛。因此，似乎有必要简单地探讨一下这个常见症状。腹满指胃部的胀满，

又叫胃胀，常常伴有胸部压迫感、腹胀、上腹痞满。 

《黄帝内经素问·五藏生成篇》云：“腹满胀„„过在足太阴，阳明。”[108]此段明确提

示我们，腹部胀满与足太阴与足阳明两经的病理变化明确相关。脾胃虚寒则无法运化水谷

精微而生胀满。如果脾气不升、胃气不降，则气滞中焦，表现出包括腹部胀满在内的各种

消化症状。 

《黄帝内经·灵枢》又云：“胃中寒，则腹胀。”[109]《金匮要略·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治》

云：“病者腹满，按之不痛为虚。”巢元方在其《诸病源候论》中回答了腹满的根本病机是

虚与寒凝的结果。他说：“虚劳损伤，血气皆虚，复为寒邪所乘，脏腑之气不宣发于外，

停积在里，故令心腹痞满也。”[110]
 

黄煌教授常说桂枝体质的病人常常一吃就胀，不能多吃。 

在现代临床实践中，腹部胀满可以出现在许多情况下。胃和十二指肠溃疡是很常见的

表现出上腹胀满的情形。小建中汤是针对这种情况临床效果非常好的一张方子，被用于多

种病案并有很多研究。已知 90%的十二指肠溃疡和 70%的胃溃疡由幽门螺旋杆菌引起。[111] 

[112]大量研究发现黄芪建中汤在治疗幽门螺旋杆菌及其诱发症状方面非常有效。[113]
 

据对黄煌教授病案的分析，腹满放在腹胀项内，小建中汤使用了 72 次（21.49%）。 

1.2.3 里急 

最常见的对此复合术语的解释是指一种抽筋或高张力的腹内不适感甚或是疼痛。《伤

寒论》说：“太阳病，小便利者，以饮水多，必心下悸、小便少者，必苦里急也。”这里指

的就是小腹的高张力。 

据陈修园[114]的《金匮要略浅注》，“里”指一种虚脉，而“急”是包括眩晕、心悸、

气喘、口渴、遗精、亡血和腹痛的多种症状，这扩展了此术语的用途。 

《难经》二十九难云：“冲之为病，逆气而里急。”[115]冲脉自关元行至咽喉，因此该

条文意味着冲脉的病变、症状可见于从小腹到咽喉的各处，确认了陈修园扩展里急症状的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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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益東洞[116]简单地称小建中汤证为“里急”。 

根据《诸病源候论》，里急属七伤之一：―七伤者„„三曰里急。‖
[117]

 

南京中医药大学的王忠山教授认为，里急在男子可以指前列腺的不适和病变，而在女

子则为卵巢，由此将“里急‖的使用扩展到男科和妇科病。 

对‘急’的其它定义有“气恼”、“发怒”、“急躁”和“着急”，同样涉及情绪。由于

这个字是“心”字底，可以说这个字表达了一种扰人心烦的感觉（神志）。虽然对“里急”

的平常看法是间断性腹痛，但我认为这个词的概念要大很多，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普通的

理解，即腹痛；其二是表示一种内在的烦恼，代表多种心理-情感症状。通常“急”可以

被理解为着急、焦虑、不安、紧张、一种危机状态等等，所有这些都属于一种情绪对立状

态。因此我断言这种理解可能是对小建中汤在治疗情感状态的有效性的另一种解释。据黄

煌教授所言，小建中汤证可出现急躁。 

针对里急的病机，彭子益在《圆运动的古中医学》中说：“胆木不降，则肝木不升，

郁而不舒，冲击作痛也。”[118]尤在经的《金匮要略心典》云：“若阳病不能与阴和则阴以

其寒独行，为里急，为腹中痛。”[119]
 

1.2.4 里急与腹诊的关系 

按日本汉方医师的说法，里急是一种特殊的腹象，被描述为腹肌的痉挛伴有牵拉和收

缩的感觉。这可能痛也可能不痛，通常不痛。在腹诊时，腹直肌痉挛、抽动或如条索。可

以是整个肌腹或只是其中一部分紧张。据《腹证奇览》的描述，腹部的皮肤紧绷，感觉像

是被许多绳索从横向与纵向拉紧。在触诊时，腹部没有松弛感。可以用拉（紧）弓弦比拟

[120]
 

大塚敬节[121]也认为小建中汤有两种腹部表现。第一个是腹壁薄，腹肌如浮在表面，

并且紧张；第二个是腹壁松弛，蠕动增加，并可在腹壁下看到。 

张志聪说：“里急者，中气虚也。”[122]因此这个症状的腹象可能表现为一个高张的腹

壁或腹直肌紧张，表现为实证而其实是虚证，必须用芍药、甘草这类药和小建中汤这类方

剂来缓急止痛。 

据黄煌教授[123]讲：“腹直肌痉挛常被作为使用小建中汤的重要腹证。” 

据对黄煌教授医案的分析研究，最常见的表现（有记录的全部腹诊发现中的 57%）

是脐跳，被描述为脐周搏动感或可触及腹主动脉。这可以见于包括桂枝、茯苓、龙骨、牡

蛎、黄连的几个方剂中，并且是典型桂枝体质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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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 小建中汤的腹诊 
124

 

 

1.3 四肢酸疼与手足烦热 

1.3.1 四肢酸疼 

“肝主筋”是中医熟知的说法，据黄元御的观点，当木气生发失控时，筋不得伸而四

肢疼痛。 

我认为“四肢酸疼”的一个可能解释而且许多病人表现出的常见感觉是四肢无力和沉

重。如《素问·太阴阳明论》云：“四肢皆禀气于胃，而不得至经，„„今脾病不能为胃行

其津液，四肢不得禀水谷气。„„筋骨肌肉，皆无气以生，故不用焉。”[125]这也可以引申

理解为肌腱、韧带和筋膜的痛和痠。 

《济阴济阳纲目》云：“建中汤治内虚，霍乱转筋。”[126]
 

《金匮要略·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治》 云：“两胠疼痛，此虚寒从下上也，当以温药

服之。”因此我们可知此症是内寒上升的结果，如小建中汤的那些药物正好对症。 

《素问·经脉别论》日：“食气入胃，散精于肝，淫气于筋。”[127]此段提示疼痛的来源

在脾胃，因脾胃自食物生成精气转输于肝以养全身之筋。所以，通过以甘味药补益脾胃根

本，而以酸味敛筋则可以治疗多种筋肉异常。 

虽然此症原在虚劳条，而据对黄煌教授病案的分析，本方仅使用了 18 次（占 5.37%）。 

1.3.2 手足烦热 

此症不仅仅可视为四肢的烦热，还可理解为肢体烦痛。虽然原文中没有这样记载，但

四肢烦疼是太阴病的症状，由于本方与其它许多方剂一样可用于太阴病，这样理解应当是

可以的。 

柯韵伯在《伤寒来苏集》中说：“风为阳邪，四肢为诸阳之本，脾主四肢。脾气衰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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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两阳相搏，故烦痛。”[128]
 

关于此症病机最常见的理解是阴阳两虚，阴阳偏盛偏衰，阴虚而阳浮生热所致。 

彭子益[118]对此有另外的解释，他说：―甲木不降，心包相火逆行，故手心热.‖ 他又说：

―肝木不升，下陷于肾水„„故足心热。‖ 

与四肢酸痛的表现相似，作为原文中提到的一个症状，在黄煌教授病案的分析中仅使

用小建中汤22次 （6.56%）。 

1.4 悸与烦 

悸仅见于《金匮要略》的虚劳篇，而在《伤寒论》中则是悸与烦同时出现。 

《伤寒论》105 条：“伤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烦者，小建中汤主之。” 

由于悸与烦的相近关系以及其对一个人的情绪影响常常导致心悸，两者在此一并讨

论。 

成无己[129]说：“心中悸而烦，是非邪气搏所致。”他又说：“心悸者，气虚也；烦者血

虚也。” 

尤在泾[130]的说法略有不同：“里虚则悸，邪扰则烦，二三日„„正虚不足，而邪欲入

内也。” 

成氏的理解最可靠，因为这是伤寒二、三日，说明疾病自表入里涉及心脏，开始消耗

气血并扰乱心神。然而考虑到病毒性心肌炎由病毒侵入引起，尤在泾的说法也可以成立。 

《灵枢·经脉》云：“脾足太阴之脉„„属脾，络胃„„其支者，复从胃，别上膈，注

心中。”[131]
 

此循经展示了心与脾之间通过脉的直接联系，因此可以更清楚地理解悸与烦。 

我认为烦的概念可以扩展到多种心理-情感症状。营血虚弱则不能上濡心神，这会产

生一大堆情绪方面的症状和体征。按黄煌教授的看法，烦可以扩展到包括睡眠异常、情绪

不稳定以及工作效率低下等表现。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思虑过度，脾气郁结，久则伤正，运化失常，出现食

少纳呆，胸脘痞满，腹胀便溏等症。”[132]
 

思虑过度很容易伤脾，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思伤脾”，从而导致中焦脾胃

的升降功能失常，其结果是整个气机受到影响，引发相火升腾、继而胸中热，表现出烦躁。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又云：“怒胜思”，即愤怒可以克服或战胜思虑过度。我的理

解，这不仅指过度思虑被愤怒所克服，还有过度思虑总是导致愤怒，即烦躁的一种表现。 

张介宾[133]说：“脾志为思，过则伤脾。怒胜思。怒为肝木之志，故胜脾土之思。怒则

不思，是其证也。” 

即使原文有两三处提到“悸”，但按照前面的病案分析，这不是黄煌教授处方小建中

汤的关键症状。它仅出现 15 次（4.47%），而烦躁有 81 次（2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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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衄与亡血 

1.5.1 衄 

《伤寒论》中“衄”的原意是指流鼻血，但现在理解为包括鼻血、牙龈出血、皮肤出

血等在内的各种形式出血。该字在《伤寒论》中出现多次，其典型病机为阳热伤于阳络，

使血液不循常道，上出清窍所致。但在小建中汤的条文中，我理解有这样几个导致衄的机

制：第一，脾气虚弱，统摄无权，血不归经，可致血液外溢，血脱妄行；第二，阴虚内热，

虚热灼脉络所致，据彭子[118]认为是“胆木不降，相火逆行，肺金被刑，不能收敛”的结

果。鼻为肺窍，体内之火上犯肺气使其不得收敛而致鼻衄。 

在临床实践中，本方不仅可以用于治疗鼻子、牙龈、皮肤出血，还可以扩展到各种月

经不调及其它出血性病变。虽然，小建中汤可能有悠久的治疗出血史，但黄煌教授病案的

分析中仅出现 23 次（6.86%）用于各种出血症。 

1.5.2 亡血 

在现代教材中，这个词组被用来指严重的失血，但在《伤寒杂病论》中只是简单地指

失血。 

脾功能障碍的病人存在毛细血管的脆性增加，他们更容易发生毛细血管破裂导致内部

瘀伤。[134]小建中汤使脾恢复正常、健康的功能可能是该方治疗特发性血小板减少（ITP）

及其它血液异常效果突出的解释之一。 

我认为从这个术语中可以推测出贫血的概念，因为众所周知，当血中铁蛋白水平下降

时，或者因为出血或者因为消化功能不良，导致了贫血。使用小建中汤以建中补血，可以

使血液水平恢复正常，这可能是该方对包括贫血在内的多种血液疾病效果良好的一个机

制。小建中汤加当归的变方又叫当归建中汤，常用于产后的妇女，原文说“治妇人产后虚

羸不足„„”，该方的使用对象强调补益可能在生产过程中丢失的津血，这是对亡血的另

一种理解。 

1.6 咽干口燥 

由于小建中汤证中的一个主要层面是阴津不足，这会导致干燥，在这里表现为咽干口

燥。《圆运动的古中医学》中说：“甲木不降，风热耗伤肺液也。”[135]当生理之火不能循正

常途径而逆行向上时，它易于犯肺伤肺，导致系统性津液耗伤，表现出身体各处的干燥症

状，如咽干口燥、便秘、衄、唇干、口渴、干咳等。这些都适于小建中汤。但据徐灵胎[136]

的观点，口咽干燥是津液不足与火失其用的表现。津液不足不是单独的特征，是由于阳虚

不能转化和上承津液。 

据对黄煌教授病案的分析，小建中汤针对此症使用 43 次（1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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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梦失精 

又称梦遗。指入睡后精液流失。这也是典型阴阳两虚所致虚劳证的特征。这里的病机

是阴虚火扰，阳虚阴不内守所致。当阴阳两虚、心肾不交时，会出现一系列的症状包括心

烦、失眠、多梦、心悸、失精等，非常接近小建中汤证的症状和体征。此虚火上扰是相火

上扰的一种形式，在虚劳章中描述为“男子失精，女子夢交。”在本论文的病案分析中，

这个症状从来没出现。 

1.8 其它表现 

下述症状体征虽不是来自虚劳的条文，但对全面理解小建中汤的治疗效果非常重要。 

1.8.1 黄 

《金匮·黄疸病》：“男子黄，小便自利，当以虚劳小建中汤。” 

通常发黄是由于内生的湿热，但这里却是脾胃虚寒的结果。因此，这类发黄可能伴随

疲劳、短气、纳差、腹痛和腹泻。 

许多当代医生认为本方在黄疸的恢复期表现出脾胃虚寒的症状和体征时效果极佳。 

喻嘉言在《医门法律》中说：“男子发黄，而小便自利，是其里无湿热，惟以人房数

扰其阳，致虚阳上泛为黄耳。”[137]这里可见喻嘉言对病机有不同的认识，认为皮肤黄是阳

浮体表的结果。他又说治疗时应“不治其黄，但和营卫以收拾其阳，听其黄之自去。” 

现代认为，黄疸出现在多种情况下，包括急慢性肝炎、肝硬化、系统性红斑狼疮（SLE）、

各种恶性肿瘤、溶血性贫血等。因此，当这些状态表现出属于脾胃虚寒时，小建中汤是适

宜的治疗选择。这显示了该方的扩展应用。 

1.8.2 汗出 

虽然这个症状没有在任何小建中汤条文中直接写明，但这却是该方治疗效果极佳的一

个症状。据黄煌教授的观点，容易出汗是该方的一个特征性症状。小建中汤是治虚劳的主

方，可以治疗该病的各种表现，而据《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言：“男子平人，脉虚弱细

微者，喜盗汗也。”小建中汤可用于此。黄元御解释此条汗出的发病说：“脉虚弱细微者，

里阴盛而表阳虚，寐时卫气不交，阴分外泄而不敛，故喜盗汗。”在临床中，黄芪建中汤

常用于治疗小建中汤证的严重汗出。这在对黄煌教授病案的分析中可见到使用了 55 次

（16.41%）。桂枝体质的病人常见容易汗出。 

1.8.3 脉象 

“阳脉涩，阴脉弦。” 

“阳脉涩”可指寸脉，提示相火郁于上而不得降。“阴脉弦”可指尺脉，提示厥阴木

郁于下不得升发。厥阴木不升则总是克土表现出腹痛和消化道正常工作的全面瓦解。因此，

芍药特别用于平复厥阴木而止痛，并能清少阳相火。138如前面讨论过的，所有脏腑需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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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以保持系统的生理状态。脾升、胃降、肝升、肺降。因此，许多人认为，小建中汤证

的病机是太阴脾虚，厥阴不升，少阳不降。[139]
 

很多学者认为这里的“阳”是指在脉上施加轻的压力（浅），而“阴”指重按（深）。 

姜建国、李树沛[140]断言是指远端和近端的位置。 

中国中医研究院的著名医生赵锡武[141]认为“左脉涩，右脉弦”是肝乘脾的典型脉象。 

《脉经·卷第一》说：“脉小弱而涩谓之久病。”[142]提示慢性久病表现为涩脉。这与虚

劳概念中病情迁延日久而营血受损一致。因此，中医理论认为津液不足导致涩脉。 

《注解伤寒论》云：“脉浮而涩，浮则胃虚，涩则脾寒，脾胃虚寒，则谷不消。”[143]
 

胡希恕认为“阳脉涩”是指浅层脉涩。阳指表，脉浮而涩，而稍重按则弦。脉的弦象

是在上下两层。涩脉提示血虚。合起来，此类脉象提示寒于里而血虚于表，中焦虚寒，而

营卫不足于表。[144]
 

另外，许多文章认为这是太阴和少阳两者皆病，先以小建中汤治疗太阴再用小柴胡汤

解少阳，以恢复气机。 

这是《伤寒杂病论》中仅有的关于小建中汤脉象的条文。但是，由于小建中汤是治疗

虚劳的主方，适于其多种表现，另外小建中汤证的表现很广泛其治疗机理复杂，可以被用

在其它没有给出处方的虚劳条文中。因此《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篇》中不伴处方的其它

脉象表现也可适用于小建中汤，这包括： 

“脉弦而大，弦而为减，大则为芤” 

“脉大为劳，极虚亦为劳” 

“脉浮者，里虚也” 

“男子脉虚沉弦” 

“劳之为病，其脉浮大” 

“男子脉浮弱而涩” 

“脉虚弱细微者” 

“其病脉大者„„皆为劳得之” 

“脉沉小迟”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与虚劳证有关的脉象有多种，提示此证与此方的应用范围很

广。许多这样的脉象可见于黄煌教授的病案。据黄煌教授病案的分析，最常见的脉象表现

为脉弱，占有脉象记录病案的 59.23%。这是标准的虚脉，本方的主要使用对象。 

1.8.4 舌象 

虽然《伤寒杂病论》与小建中汤相关的条文没有提及舌象，但大多数注家都认为，因

为此证多样并涉及阴阳气血皆虚，舌象会有多种可能的表现，最常见的是舌淡、苔薄白。

对黄煌教授病案的分析显示，最常见的舌象是舌红、舌淡和舌暗红，舌苔薄白也最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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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建中汤的药物分析 

2.1 单味药物 

2.1.1 桂枝（包括肉桂） 

《神农本草经》云：“味辛温。主治上气咳逆、结气，喉痹吐吸，利关节，补中益气。”

[145]
 

《名医别录》云：“味甘、辛、大热、有毒。主温中、利肝肺气、⼼心腹寒热、冷疾、

霍乱、转筋、头痛、腰痛、出汗、止烦、止唾、咳嗽、鼻，能堕胎、坚骨节，通血脉、理

疏不足、宣导百药，无所畏。”[146]。 

《药征》云：“主治冲逆也，旁治奔豚头痛、发热恶风、汗出身痛。”[147]
 

桂枝的主要功效是因其辛温的性味以动木而生火，这又可以强心而将身体各部分的热

移向体外。因此说，桂枝能壮心阳。 

桂枝的主要特征是其治疗“上气”、“冲逆”的效果。这表现出多样的症状和体征。它

可以是咽喉和胸或腹前一种伴有压迫或胀痛的向上顶的主观感受、短气或呼吸困难、心悸、

恐惧、或者心烦。另外，这种上逆可以是一种表现为腹诊时常见的腹部或脐的脉搏样悸动。

治疗这种悸动的两个主要药物是桂枝与甘草。《伤寒论》云：“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

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汤主之。” 

2.1.2 用肉桂代替桂枝 

关于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使用的是肉桂还是桂枝这一点，存在着许多争议和讨

论，多数讨论集中在汉代时该植物的哪个部分更多被使用。所有汉以前的文献包括《五十

二病方》与《黄帝内经》都在提到该植物时用简单的“桂”字。[148]《神农本草经》描述了

两种桂，木桂与箘桂。根据大多数研究者的意见，这是同一植物但在不同时间采摘和使用

不同的炮制方法。两者都是用小枝上除去粗糙外表的皮。木桂是干燥的外皮，制成板状，

稍稍卷起或弯曲；而箘桂是卷成管状的干燥皮。陶弘景认为两者简称都是“桂。”邹澍在

《本经疏证》中云：“桂之本根去心而留皮者象之，今所谓肉桂是也。”[149]这些说法提示，

由于《伤寒杂病论》的许多方中，通常都特别去了皮，则实际上使用的是肉桂。 

肉桂的部分主要用途是用于脘腹冷痛、寒湿痹痛、腹痛，以及血分有寒之淤滞经闭和

痛经等症。也能通血脉，用于气滞血瘀所致的痛症。[150]
 

吴昆[151]在《医方考》中曰：“小建中汤，宜用肉桂，枝则味薄，故用以解表。肉则味

厚，故用之以建中。” 

李东垣[152]曰：“以桂枝易肉桂，为治感寒腹痛之神药。” 

虽然使用的究竟是桂枝还是肉桂，有许多人坚信是肉桂，但许叔微认为应当用桂枝，

他说 “仲景论用桂枝者，盖取桂枝轻薄者耳，非肉桂之肉厚也。”[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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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煌教授[154]认为张仲景用肉桂代替桂枝因为肉桂更强、更香。 

在处方小建中汤时，黄煌教授常以2:1的比例合用桂枝和肉桂，既避免了使用哪个的疑

惑，又为患者节省了花费，因为肉桂通常比桂枝更贵。 

什么情况下以及为什么用肉桂替代桂枝？小结如下： 

（1） 更贴近历史。 

（2）腹中冷痛（比桂枝更有力）：因为通常认为肉桂热于桂枝并更擅治痛。在有实

质性腹中冷痛的医案中应当使用肉桂。 

（3）常见的下腹症状。邹澍在《本经疏证》[155]中云：“仲景书用桂而不云枝者二处，

一桂枝加桂汤，一理中丸去术加桂。一主脐下悸，一主脐下筑，皆在下之病。” 

（4）高血糖/胰岛素抵抗。[156]
 

（5）肉桂通常比桂枝更贵，虽然黄煌教授在处方时使用，但多与桂枝合用，以替患

者节省开支。 

2.1.3 芍药 

《神农本草经》云：“味苦。主治邪气腹痛，除血痹，破坚积寒热疝瘕，止痛，利小

便，益气。”[157]
 

《本草》使用“芍药”，直至南北朝的陶弘景才开始区分白芍和赤芍。通常一致认为

《伤寒杂病论》中用的是白芍。 

《名医别录》云:“味酸，微寒，有小毒。主通顺血脉，缓中，散恶血，逐贼血，去水

气，利膀胱，大小肠，消痈肿，时行寒热，中恶，腹痛，腰痛。”[158]
 

《药征》云：“主治结实而拘挛也。旁治腹痛头痛、身体不仁、疼痛腹满、咳逆下利

肿脓。”[159]
 

《汤夜本草》云：“气微寒，味酸而苦。气薄味厚，阴也，降也。阴中之阳，有小毒。

入手，足太阴经。”[160]
 

小建中汤证可见便秘和大便干，而芍药有很好的通便作用。如黄煌教授所说：“芍药

俗称小大黄，量大能动大便。”[161]
 

2.1.4 生姜（包括干姜） 

《神农本草经》云：“干姜，味辛温。主治胸满咳逆上气，温中，止血，出汗，逐风

湿痹，肠澼下利，生者尤良。”[162]
 

《名医别录》云：“干姜：大热，无毒。主治寒冷腹痛，中恶，霍乱，胀满，风邪诸

毒，皮肤间结气，止唾血。生姜，味辛，微温。主治伤寒头痛、鼻塞，咳逆上气，止呕吐。”

又云“生姜，微温，辛，归五脏。去痰，下气，止呕吐，除风邪寒热。”[163]
 

《药征》云：“主治结滞水毒也。旁治呕吐嗽、下利厥冷、烦躁腹痛、胸痛腰痛。”[164]
 

姜的主要功效是保护中焦。通过其辛温的性味，它能生风而产生健康的生理之热。一

旦有了适当的温热，君主之心强则能治疗病理性的气上逆。通过补中和产生适当的温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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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不再为湿所困从而恢复统辖血与津液的功能。 

2.1.5 大枣（包括红枣） 

《神农本草经》云：“味甘平。主治心腹邪气，安中养脾，助十二经，平胃气，通九

窍，补少气少津液，身中不足，大惊，四肢重。和百药。”[165]
 

《名医别录》云：“无毒。补中益气，强力，除烦闷，治心下悬、肠澼。”[166]
 

《药征》云：“主治挛引强急也。旁治咳嗽、奔豚、烦躁、身疼、胁痛、腹中痛。”[167]
 

《日华子本草》：“润心肺，止嗽，补五藏。治虚劳，损，除肠胃癖气，和光粉烧，治

疳痢。牙齿有病人切忌啖之。凡枣亦不宜合生葱食。”[168]
 

果实大枣内黄（土）而外红（火），因此能养脾土从而为心（血）提供原材料。据吉

益东洞言，大枣“主治挛引强急。”这在腹诊中表现为“绳”状腹，如细线在腹内经过。

这通常是营血缺失的结果并导致干燥，组织因此干枯。 

2.1.6 甘草 

味甘，性平。归心、肺、脾、胃经。功效生甘草补脾益气、清热解毒、祛痰止咳、调

和诸药；蜜炙甘草补脾和胃、缓急止痛、益气复脉。临床用名有甘草、蜜炙甘草。 

《神农本草经》云：“味甘平。主治五臟六腑寒热邪气，坚筋骨，长肌肉，倍力，⾦

金创，尰，解毒，久服輕身延年。生川谷。”[169]
 

《名医别录》云：“无毒。主温中，下气，烦满，短气，伤脏，咳嗽，止渴，通经脉，

利血气，解百药毒为九土之精，安和七十二种石，一千二百种草。”[170]
 

《药征》云：“无论急迫，其他曰痛、曰厥、曰烦、曰悸、曰咳、曰上逆、曰惊狂、

曰悲伤、曰痞硬、曰利下，皆甘草所主。”[171]
 

甘草体现了土的和缓，并能防止木克。因此甘草用于腹痛、痉挛极佳，特别是与芍药

同用时，以芍药的酸味抑制木犯土。甘草可补脾土可防木克。 

2.1.7 饴糖 

味甘，性温。归脾、胃、肺经。功效补脾益气、缓急止痛、润肺止咳。临床用名有饴

糖、胶饴。 

《名医别录》云：“味甘，微温。主补虚乏，止渴，去血。”[172]
 

《本草衍义》：“多食动脾风。不思食人少食之，亦使脾胃气和。”[173]
 

《汤液本草》：“气温，味甘，无毒。入足太阴经药。”[174]
 

《本草发挥》成聊摄云：“《内经》曰：‘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胶饴、大枣之

甘，以缓中也。”[175]
 

《本草约言》称饴糖为“阳中之阴，可升可降。”[176]
 

据现代中医教材以及一些现代中医师的观点，饴糖甜润能补血滋阴。[177]黄元御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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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药解》中说：“胶饴„„补脾精„„化胃气，生津„„养血。”[178]但是历代的大多数注

家都认为此物因甘温而补气。汉代末期，许多人食物不足，并因此损伤脾胃、消瘦。这是

张仲景在此健脾胃的方中加饴糖的一个原因。许多重点都放在了饴糖滋阴的作用上，但根

据用与不用饴糖的小建中汤治疗脾虚的研究，两者具有非常相似的结果。[179]这提示不用

饴糖不会减少该方的温中作用，也没有明显的滋阴效果。 

2.1.8 生麦芽 

别称：大麦芽、大麦蘖、麦蘖 

《药性论》：“味甘，无毒。消化宿食，破冷气，去心腹胀满。”[180]
 

《本草纲目》：“消导米、面、诸果食积。观造饧者用之，可以类推矣。但有积者能

消化，无积而久服，则消人元气也，不可不知。若久服者，须同白术药兼用，则无害矣。”

[181]
 

《景岳全书》：“味甘微咸，气温。善于化食和中，破冷气，消一切米面诸果食积，

去心腹胀满，止霍乱，除烦热，消痰饮，破癥结，宽肠下气。病久不食者，可借此谷气以

开胃；元气中虚者，毋多用此以消肾。亦善催生落胎。单用二两，能消乳肿。其耗散血气

如此，而脾胃虚弱、饮食不消方中，每多用之何也？故妇有胎妊者，不宜多服。”[182]
 

在临床实践中，黄煌教授常在使用小建中汤时会加入生麦芽，有时用来代替饴糖，或

与之同用。按黄煌教授的说法，在生麦芽的其它作用之外，有两个主要原因用之替代饴糖：

1）用于儿童强健消化系统；2）用于有小建中汤证而伴乳胀的妇女。另外，当患者有糖尿

病时，常去饴糖而用生麦芽代之。但是，生麦芽不具备饴糖的甘味滋补特性。建中汤的类

方被用来增加患者的体重。按黄煌教授的说法，一个桂枝汤体质的人已经体瘦甚至可能极

度消瘦，这就是用大量甘味来滋补的原因。设想一个这样的人又经历了劳倦，这将对其脆

弱而易于中风的体质造成何种影响？他们会更虚弱，也就需要更多的甘味，因此，张仲景

加入饴糖。麦芽是用于食积的药物，但并不真的帮助增加体重。 

2.2 小建中汤内的对药 

小建中汤是桂枝汤的变方：倍芍药、增炙甘草、再加入大量饴糖。强调酸甘的味，以

化阴生津。 

小建中汤内有下列关键药对： 

2.2.1 桂枝＋甘草 

体现了《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的“气味辛甘发散为阳”亦即“辛甘化阳。” 

它们合用可补益心阳、上焦和卫气。 

用于治疗： 

1）汗出过多。 

2）心下悸，欲得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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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叉手自冒心。 

《伤寒论》第 64 条说：“发汗过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

汤主之。” 

2.2.2 芍药＋甘草 

此组合又称为芍药甘草汤，体现“酸甘化阴”的概念。合用可软筋、舒肝、养营。它

们可以缓急止痛用于治疗肌肉紧缩的疼痛，包括腹痛、肠绞痛、小腿抽筋等。由于可以治

疗挛痛，《朱氏集验方》称此方为去杖汤。[183]
 

2.2.3 生姜+大枣+甘草 

由于张仲景总是注意中焦的强健，这个组合常常用到。它们可以保护、调理和补益中

气与津液。这些药可以暖胃、和胃并补益胃中阳气。 

2.2.4 桂枝+芍药+甘草 

这一组合用于治疗： 

 自汗 

 气上冲 

 中焦虚弱的腹痛 

 虚劳瘪瘦 

 悸动 

 弱脉 

另外，桂枝+芍药能促肠道功能恢复。因桂枝扩张痉挛之血管，使肠蠕动增强。 

2.2.5 甘草＋大枣＋饴糖 

此甘味组合用于建中缓急，以镇静和滋养神经，从而安神助眠。 

张机特别加入饴糖并倍增芍药，如此明显注重甘味的原因是什么呢？这种应用关系到

肝脏特性与药食味道之间的联系，以及肝胆（木）和脾（土）间的关系。 

《黄帝内经·素问》之《藏气法时论篇第二十二》云:“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184]

又说“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写之。”[185]
 

通过学习这种关系，特别是深入理解了肝脾之间的关系，张机说:“夫治未病者，见肝

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因此利用饴糖、炙甘草和大枣强大的甘味，不仅能补脾气

（土）以御肝胆相乘，还能疏利肝胆（木）。 

但是如何解释小建中汤用大剂芍药治疗中焦虚弱引起的腹痛？樊天徒认为，这些都可

以用芍药活血化瘀的功效来解释。“血瘀”是局部的血液循环阻塞，这种阻塞导致血液停

滞于一处而同时另一处出现血供不足。在瘀滞的部位确实会出现实性的疼痛表现为受压加

重，而在血液不足的部位表现出痉挛和虚性疼痛。由于芍药可以“恢复正常血运”，它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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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消除局部循环异常。 

在解除局部血液循环异常后，不仅表现出受压后加重的实性疼痛得到缓解，因虚而起

的痉挛与疼痛也会消失。通过这个机制和解释我们可看到，虽然小建中汤证中大多腹痛表

现为受压缓解的虚痛，但确有一些受压后加重者，此时可能应当用赤芍替换白芍。[186]
 

2.3 加味药物分析 

2.3.1 古代与现代的加味 

孙思邈《千金要方》：“建中汤治虚劳内伤，寒热，呕吐，吐血，即本方加半夏三两。”

[187]
 

李东垣在《脾胃论》中曰：“如中热腹痛，去桂，加黄芩。”[188]
 

“腹中窄狭，须用苍术。若肥人自觉腹中窄狭，乃是湿热流灌脏腑，不升降，燥饮用

苍术，行气用香附。如瘦人自觉腹中窄狭，乃是热气熏蒸脏腑，宜黄连，苍术。”[189]
 

《古今录验》：“治虚劳里急，小腹急痛，气引胸胁，或心痛短气，以干姜代生姜，

加当归。”[190]
 

喻嘉言《医门法律》曰：“但呕家不可用建中之甘，即服甘药，微觉气阻气滞„„今

人中满，早用橘皮，砂仁以行之可也。”[191]
 

《济阴济阳纲目》云：“如吐泻转筋，胁下痛，脉弦者，加木瓜，柴胡各一钱。如„„

四肢厥冷，脉微缓者，加附子，当归。”[192]
 

张路玉在《张氏医通》中曰：“形寒，饮冷，咳嗽，兼腹痛，脉弦者，小建中汤加桔

梗„„寒热自汗加黄芪。”[193]
 

《续名家选方》：“喘急，塞迫欲死者，小建中汤加薤白，熟附子。”[194]
 

尤怡《金匮翼》卷三《虚劳统论》云：“《必效方》治虚劳失精，加龙骨、白蔹各一两。”
[195]。 

吉益东洞说：“心悸，或肉瞤筋惕，或头眩者„„茯苓建中汤主之。”（本方内加茯苓

四分五厘）[196]。 

《治病法轨》：“脾阳不运，胃痛呕吐，右脉虚，加陈皮用之。”[197]
 

2.3.2 黄煌教授的常用加味 

下面是根据黄煌教授的演讲、书籍以及本文的医案分析整理的一些它个人常用的加

减。 

面黄、肌萎、水肿、易饥，+黄芪。 

瘦弱妇女痛经、腹肌痉挛紧张的儿童或产后恢复，+ 当归。 

实证出血，+生地黄、阿胶。 

突发实痛、月经不调，+川芎。 

小儿消化弱，+生麦芽。 



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47 

乳房胀，+生麦芽。 

失眠，+龙骨、牡蛎。 

在使用如龙骨、牡蛎等不易消化的草药或矿物药时，为保护胃气，+山药。 

脉弱、消瘦、口干，+党参。 

腹胀，+枳壳。 

痞胀、胃胀，+陈皮。 

腹痛、关节痛、怕冷、脉细弱，+细辛。 

肝炎，+枸杞子。 

由上可见，本方的化裁方式众多，并藉此进一步扩展了其效果。 

临床中，黄煌教授偶尔也会将本方与其它完整方剂合并使用。根据本文所做的病案分

析，最常与小建中汤合用的是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占所有化裁方病案的28.7%。该方用于

病人除小建中汤证之外还有失眠多梦、遗精、心理-情感症状或自闭症。小柴胡汤也常被使

用（占16%），主要用于淋巴结肿大、结肠炎、溃肠性结肠炎及其它情况。大建中汤也有用

到（占13.7%），用于严重腹痛和腹泻的病人，特别是肠粘连、肠梗阻、或慢性胃炎胃溃肠、

克罗恩氏病者。 

3.小建中汤针对的病机及其功效 

3.1 小建中汤针对的病机 

我认为，小建中汤适应症广泛并是虚劳的主方，这是因为其广泛用于这样几种病机。 

对本方所治疾病的一个常见理解是阴阳失和导致各走极端而表现出寒热混杂。显然，

这时不宜单用寒药治疗与热有关的症状和体征或单用温热药治疗与寒有关的症状体征。此

时宜用甘温药重建中焦之气。 

中焦即脾胃。脾胃为营卫之气的来源。当脾胃不能运化水谷精微，则阴阳不能得水谷

之养。小建中汤是燥土之方，即病人基本上无法吸收足够的营养进入自身。而太阴主开，

即营养物质被细胞与肌肉吸收以利生长的功能有一定程度的损失。这是虚劳概念的核心。 

对小建中汤针对的病机，有一个理解是从升降理论、经络运行和六经的运气角度。这

涉及到太阴脾虚、少阳不降和厥阴不升。太阴脾虚则厥阴风木被郁而不得升，而少阳相火

受郁则不得降。因此，用饴糖、甘草、大枣以补脾恢复气机之升降。腹痛是肝木克脾土的

典型表现，故以芍药平肝、止痛而清少阳。正因如此，许多作者认为小建中汤治疗的不是

严格意义的太阴病，还有少阳病。此方治疗的黄疸与少阳病有关[198]据《伤寒论》第102条

言：“寒阴脉涩，阴脉弦，法当腹中急痛，先与小建中汤不差者，小柴胡汤主之。”其中心

中悸而烦、手足烦热、咽干口燥和其它表现很难符合太阴虚寒的诊断。因此上面的理解模

式有助于建立分析这些症状的基础。 

另外，在太阴篇中，张仲景说：“太阴为病，脉弱，其人续自便利，设当行大黄、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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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者，宜减之，以其人胃气弱，易动故也。”意即由于胃气弱省去芍药。在真武汤证后的

加减中又说：“下利者去芍药，加干姜二两。”脾阳败而去芍药。因此，若小建中汤是治疗

严格意义的中焦虚寒，仲景在方中不会倍用芍药。 

中焦脾胃是生理气机升降的枢纽。脾升而胃降，同时肝升肺降。脾的升发是肝升的动

力，当太阴脾虚时，厥阴风木郁滞而不得升，则少阳相火不降。由此观之，小建中汤证的

病机不仅有太阴脾虚还有厥阴不升和少阳不降。 

孙大志[199]认为小建中汤针对的病机是脾胃阳虚，中气不足，元阳不振，以及阴阳水火

升降失调所致的脾胃虚寒证。 

无论本方针对的整体病机如何，其后机制可以简单归结为脾胃不足。这是一种功能性

失调，也可以是指阳气不足。这可以参见李东垣[200]所言“脾胃不足之源，乃阳气不足。”

他认为阳虚是脾胃不足的主要原因。另外，他还认为从气机上承下受的角度，脾阳不足则

清阳不升而元气虚陷是脾胃内伤发病的主要病机。 

叶天士[201]认为小建中汤证的病机有四个因素：1）营卫交损，表虚不固；2）脾胃虚衰，

土不生金；3）上损及中；4）下损及中，虚劳案。 

小建中汤证的主要特征是干燥，典型表现是便秘。其病机是脾胃虚寒的气机不利。通

常调节气机升降，气升则津降而肠润。我们知道气为水母，故气机结滞、升降失常、津液

失布，乃生便秘。 

综上，小建中汤证的病机有多种观点。我认为保持对各种可能的开放态度有助于扩展

本方的应用。 

3.2 建中之法 

“建者，复也。中者，中焦脾胃也。建中者，建立、强建中焦脾胃之气也。”此法包

括三个代表方剂：小建中汤、黄芪建中汤和大建中汤。[202]这是中医八法中的温法。此法

主要用于脾胃虚弱，以补益、强健和恢复中气之根本。因此在建中补虚时，里得和而急得

缓。 

此法源于《黄帝内经》而由张仲景阐发。《黄帝内经素问·经脉别论》云：“饮入于胃，

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
[203]，此段引文彰显了脾胃健康对确保生命强健的重要性。 

清代医家尤在泾[204]在《金匮要略心典》中云：“欲求阴阳之和者，必于中气，求中气

之立者，必以建中也。” 

成无己[205]于《伤寒明理论》言：“此汤温建中脏，是以建中名焉。” 

3.3 甘温的应用 

3.3.1 甘温建中 

《金匮要略·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治》云：“腹满时减，复如故，此为寒，当与温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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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显示了小建中汤证的突出表现是腹满，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为了治疗阵发性腹满，必须使

用温热药。 

《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说：“劳者，温之‖，―急者，缓之。”通过使用甘温的

药物以温阳补中，则气血得以生成输布，虚损得到补益。[206]通过以温法对应本证的虚寒，

则里急和腹痛得到治疗。 

这个理念进一步示范了《黄帝内经灵枢·邪气脏腑病》所言：“阴阳形气俱不足，勿取

以针，而调以甘药也。” 

《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甘生脾。”[207]意为用甘味来生脾，即恢复其功

能。《素问·脏气法时论》云：“脾欲缓，急以甘以缓之，用苦泻之，甘补之。”[208]因此，

在脾实证中用苦味药泻，而虚证用甘味药补，这在本方通过使用炙甘草、大枣和饴糖实现。 

小建中汤证原文中提到的一个常见症是四肢酸疼，可以理解为整条手臂或下肢的不

适、疼痛、痠痛或无力。《金匮要略·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治》云：“两胠疼痛，此虚寒从

下上也，当以温药服之。”本条虽然没有给出特定处方，但因为建议使用温药以应对“虚

寒从下上”含有温药与甘缓药的小建中汤非常适于使用。 

3.3.2 甘温扶阳 

甘温扶阳的概念首见于《黄帝内经·素问》：“形不足者，温之以气‖ 又说―劳者温之。”

根据“甘与辛合而生阳”的理论，此法当使用性温味甘或辛的药物，恰如小建中汤的成分。 

寒邪盛时会损害身体的阳气，导致其自然衰落，不可避免地引起阴邪的进一步增强。

此时为了扶阳，必须使用小建中汤这种甘温扶阳的方剂。成无己[209]的《注解伤寒论》说:

“与小建中汤，温中散寒。” 

3.3.3 甘温除热 

使用甘温除热是中医常见的方法。《内经》说：“温能除大热。”[210]本法以甘温药补益

脾胃元气。张仲景在他的多个方剂中使用了这个理念，而一千年后的李东垣使之流行起来，

他在其著作《脾胃论》和《内外伤辩惑论》中提出了“甘温除热”的术语以及其代表方“补

中益气汤。” 

李东垣认为大热背后的机理是内伤而不是外感发热。这是一种燥热，偶然由身体下部

的阴火上涌引起。他认为要治疗这种由于脾胃内伤元气虚弱引发的热证必须使用甘温药，

以补益中气。他的代表方是补中益气汤。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包含的药味与药性都见于小建

中汤和黄芪建中汤，我们可以预计后两方也能达到相同的效果。 

3.4 甘温与酸甘合用 

张仲景常用的一个方法是将补益生阳的甘温药物与收敛化阴的酸甘药物合用。这正是

小建中汤和黄芪建中汤内含的策略，以调和并补益阴阳。建中汤类方用甘温培中土助元气，

这样脾胃的阳气得到补益并养气生血。甘能生土，其机制如下：甘味→保护和补益→中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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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固→脾胃运化→五脏受到保护和增强。 

方中用芍药的酸味，酸甘相合能养阴固津。方有执在《伤寒论条辩》中说：“酸以收

阴，阴收则阳归附也。”[211]为了补阳壮阳，必须使阴归其源，因此使用酸甘可以同时兼顾

滋养与固护。 

脾胃通过运化水谷精微（营养）可以加强全身的生理状态，补益全身的结果是疾病的

康复。 

3.5 调和木土 

《黄帝内经》的《藏气法时论篇第二十二》云：“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又云：“肝

欲散„„用辛补之，酸写之。”[212]
 

张仲景用芍药治疗腹痛是原则的体现之一，如桂枝加芍药汤治腹满痛、小柴胡汤加减

中的―腹中痛者，去黄芩，加芍药‖等。《神农本草经》云：“芍药:味酸，微寒„„缓中。”

芍药扶金克木以制木之克土。此药的主要作用是调和木土以止腹痛。 

肝脾的紧密联系以及针对两者间不平衡的治疗方法见于《金匮要略》的序章，张仲景

继承和发展了 《难经》中的概念：“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与脾，故先实其脾气。”[213]

另外，《难经》对肝木与脾土关系的说明，特别指出是虚证的治疗：“损其肝者，缓其中。”
[214]这里“缓其中”是指为了缓和的目的，治疗的方法必须通过使用甘温药来调和。而“中”

是指中气，即脾胃之气。当肝气郁阻不能循正常途径输布时，就会横逆乘脾犯胃。因此这

时使用甘温药以缓和中气，通过生金达到制木的目的。[215]除甘温药之外，芍药也有缓中

的功效。故此，小建中汤是针对这一特殊病机的极好方剂。 

3.6 调和营卫 

术语“营卫不和”是指营卫之间的失衡。 

《难经》曰：“血为营，气为卫。”[216]
 

《素问·调经论》说：“营气病当补血调脉，卫气病当补气调卫。” 

营为阴气行于脉内营养全身。卫为阳气，行于脉外，保护身体不受外邪。营卫调和则

身体康健不易生病，而汗出也正常。因此，小建中汤和黄芪建中汤都用于多汗。 

关于桂枝汤的调和营卫，王好古[217]说：“汗多用桂枝者，以之调和营卫，则邪从汗出

而汗自止，非桂枝能闭汗孔也。” 

《难经》云：“心者血，肺者气，血为营，气为卫，相随上下，调之营卫，通行经络，

营调于外。”[218]心主血脉，由于营行脉内卫行脉外，营卫失衡会导致心脉异常。因此通过

使用以桂枝为底的方剂如小建中汤或黄芪建中汤来调和营卫，就可以控制和促进脉管内外

的流通并治疗血脉的异常。 

张仲景有多个方子使用调和营卫的概念，对调理脾胃功能有特殊效果，这些方剂如桂

枝人参汤、桂枝加芍药汤、桂枝加大黄汤，当然还有小建中汤和黄芪建中汤。 

《本草发挥》中有一个有趣的调和营卫方法，成聊摄[219]云：“姜、枣味辛、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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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主为胃行其津液，姜、枣之用，专行脾之津液，而和荣卫者也。” 

4. 基于―方－病－人‖模式论小建中汤方证 

4.1 方证的概念与“方－病－人”思维模式 

按黄煌教授的说法，欲理解方证并更精通方剂的使用以及扩展其临床研究，需使用一

个由方、病、人构成的三角形模型。这包括方及其构成、该方治疗的疾病以及该方最适合

的病人。 

 

 

图 4-2. 方-病-人的三角模型 

 

4.1.1 方证的概念 

“方证相应”或称“方证对应”，是一种存在于草药、方剂和病证之间的理论模型。

它针对的是关于疾病治疗的目标。方证是存在于如何选择方剂后面的指导原则。 

证是证据、证明、结果或效验以及症状。 

因此，综合所有这些定义，方证是指一个方剂的关键表现或该方展示出的主要治疗功

效或治疗结果的实例。在现今的中国，许多人认为最早记录方证概念的是《五十二病方》，

但许多人相信直到张仲景的著作此概念才真正成立，并为后世历代医家发展。 

方证相应之义首见《伤寒论》第 317 条：“病皆与方相应者，乃服之。”此条提供了最

简单的方证解释和定义，说明所有疾病都有其对应的方剂，即一个方证。《伤寒论》还特

别指出了“药证”，如“柴胡证”、“桂枝证”等。另外，《伤寒论》第 16 条说：“观其的脉

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伤寒杂病论》可能是第一部文献首先记录了不仅是方证还有

后来被称为“辨证论治”的原则。这不仅是简单地理解一个方治疗那些征象，同时更重要

的是清楚地明白其后的病机。一旦清楚地明白了证，就可以选择正确的方。据黄煌教授的

观点，当清楚地识别了方证之后，不仅可以安全地使用该方，而且治疗也会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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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景之后的医家，如孙思邈、朱弘、徐灵胎、柯琴、喻嘉言等人对以方类证派或辨

证派有很大的影响。按“方证同条”的概念，朱肱[220]指方证就是“药证。”他说：“所谓

药证者，药方„„前有证也，如某方治某病是也。”日本医家吉益东洞则严格按照张仲景

给出的模型，是主要的日本古方派贡献者。 

虽然许多医家坚持方证模型，但其落实方证的总体方式和方法有些差别。例如，柯琴
[221]说：“证从经分，以方名证。”是指六经。而徐灵胎[222]说：“以方类证，方不分经。”虽

然两者都用方证模型来选方，柯琴[223]依据的是《伤寒杂病论》的六经理论的症状体征来

确定方剂，徐灵胎反而更依靠证本身确定方剂。 

归根到底，方证可以归结为经验，数千年来药材与方剂的使用经验。 

4.1.2 “病”的概念 

“病”的概念这里是指代表方剂治疗的症状与疾病。不仅包括古代治疗的疾病，还有

今日的现代生物医学疾病。本文更关注于黄煌教授和笔者的病案内小建中汤所适用的现代

病。这将在后面 4.2 的章节中作进一步分析。 

4.1.3 体质（“人”）的概念 

三角模型中的“人”是指与方相关的特定体质。体质是个体稳定的生理和功能特征的

总和，包括（a）生理特征，如体形、体重、肌肉硬度、皮肤及颜面的色泽；（b）功能特

征，如生理力量（肌肉力量）、消化能力；（c）心理特征，如强势或性格安静。体质由先

天因素和后天因素如生长阶段、饮食、生活方式和疾病等决定。体质不是出生后不可改变

的，它会在生命过程中变化，但不是发生在一天之内。中医对体质认识的意义在于能够将

外在可见的特征与功能特征联系起来。在与病人的第一次接触中，医生就能看到身体的大

小和形状、肌肉的硬度和皮肤的颜色。这些外在的体质指标告诉了医生病人可能会有什么

功能上的强项和弱点，可能会有什么问题发生在其身上，以及其病理情况可能会怎样发展。

中医认为疾病是由外部原因和内部失衡引起的。这两个因素并不是完全分离的，因为身体

内部的平衡决定了每个人对外部致病因素的反应。因此，体质不平衡在疾病的发展中起着

决定性的作用，也是为了确保治疗成功而需要重点考虑的一个因素。黄煌教授认为这些因

素可以转化为一个特定药物能治疗的典型症状体征，称之为“药人。” 

“药人”，就是适合长期服用某种药物及其类方的体质类型。这种体质，服用这种药

及其类方，往往起效快，而且相对安全。 

4.2 小建中汤的适用病症 

上面的分析展示了小建中汤“方”的组方结构及其临床用途。本节将展示其主症和该

方的最主要适用症状和疾病（“病”）。另外，在扩展应用部分还会说明本方适用但不在原

始条文中的新病症。其后的一节是有关“人”的讨论，即本方的适用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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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小建中汤主治病症 

4.2.1.1 小建中汤主治症状: 

按照对黄煌教授与笔者病案的分析，小建中汤最常见的适应症状如下： 

便秘：由于干燥可以是该方证的关键症状，有许多病人表现出便秘。在黄煌教授的

病案中，便秘出现 152 次（52.23%）。这个症状会在 4.2.2.4 节中讨论。 

失眠：这是非常常见的症状，医案分析中出现了 141 次（42.08%）。会在 4.2.2.3 节

中进一步讨论。 

腹痛：这是本方证的一个非常常见的症状，在黄煌教授的病案分析中出现 137 次

（40.89%）。大部分这样的病人表现出腹痛喜温喜按，并出现在饥饿时。 

烦躁：另一个在本文分析的医案中常见的症状，出现 81 次（24.17%）。进一步的讨

论见 4.2.2.2 节。 

喜欢吃甜：本症不见于任何原始条文，黄煌教授发现许多小建中汤的适用病人表现

出此症。在医案分析中出现 79 次（23.58%）。这也许是由于这些病人需要从甜食中获得

营养，因此寻求并喜欢这类食物，在生理与心理上都感到舒适。甜食可以舒缓并在生理与

心理上使人放松，还可以为虚弱者滋补核心营养与津液。 

疲劳：这是最常见的脾胃气虚的特征性症状，本方常用于此证。此疲劳的一个特色

是病人感到无力与疲乏，希望躺倒或入睡。根据对我个人医案的分析和临床实践，病人很

少将这种疲劳描述为沉重，那与典型的湿邪表现关系更密切。此症在黄煌教授的病案分析

中出现 78 次（23.28%）。 

腹胀：本症在分析中出现 72 次（21.49%）。与前面的腹痛不同，本症出现时或没有

腹痛或与腹痛同时，被描述为膨胀或饱满感，尤其是在饭后。这是脾胃虚弱不能正常消化

吸收食物的表现，食物停留引起腹胀，使用本方效果很好。 

易饥:这是一个与本方有关的非常有趣的症状。在黄煌教授的病案分析中出现 65 次

（19.40%）。这些病人通常容易饥饿，特别是在压力下，还常有典型的烦躁表现伴随饥

饿感。 

怕冷：这是桂枝体质的典型症状，是指或者对寒冷敏感或者完全地恶寒。病人难以

感到暖和，必须在温暖的室内或多穿衣物才舒服。本症出现 62 次（18.50%）。 

食欲不佳：在病案分析中与食欲不佳有关的症状包括不思饮食、纳差、饮食减少等。

有趣的是注意到在这里本症与易饥都出现了 61 次（18.20%），提示一个小建中汤“人”

可能会经历二者之一。 

4.2.1.2 小建中汤主治疾病: 

根据对黄煌教授和笔者医案的分析，小建中汤最常用于的疾病有： 

消化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占全部病种的 29.26%，适用本方的情况包括：上腹不适、

乙肝、便秘、先天肠道息肉、克罗恩病、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厌油腻、厌食、反复口腔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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疡、口气、口臭、回肠溃疡、小腹不适、少腹疼痛、左上腹胀痛、急性胰腺炎、慢性肝炎、

慢性胃炎、易感食欲不振、易饥、浅表性胃炎、消瘦胃脘不适、痔痛肛坠、阑尾炎、糜烂

性胃炎、肚脐周疼痛、肛裂、肝损害、肝癌、肝癌胃转移、肝硬化腹痛、肠炎、肠痉挛、

肠胃不适、肠胃功能不佳、胃下垂、胃不适、胃不适心律不齐、胃及十二指肠溃疡、胃多

发性息肉、胃溃疡、胃炎、胃疼、胃病、胆结石、胃痛、胃癌、胃胀、胃胀坠烧灼痛、胃

脘不适、胆囊摘除术后、胆汁淤积性肝硬化、胰体尾腺癌术后、胰腺癌、腹痛、腹胀满、

萎缩性胃炎、非特异性小肠炎、顽固性便秘、食欲不佳。 

在所有这些之中，主要的特征表现是腹痛。小建中汤是治疗各种腹痛证的高效方剂，

特别是表现为喜温喜按的虚寒腹痛。黄煌教授指出许多病人疼痛出现在饥饿时，而妇女则

在经期。桂枝体质的一个常见特征是食后腹胀。其可能病机为脾胃气虚不能正常消化吸收

食物，而导致积存腹中引起不适和疼痛。此时的治疗目的不应当急于消除食物积滞，而是

要强化脾土使之恢复正常吸收与运化食积的能力。这是中医治疗的一个关键特征之一，强

调通过生理调节以辅助系统功能自我恢复正常。 

体质调理：据对黄煌教授病案的分析，下列情况常用到本方，这不是针对某个特定

种类的疾病，而是为了体质调理，即用于调整一个虚弱的身体状况或为了预防疾病发生或

在某种严重疾病后恢复身体。在对黄煌教授的病案分析中，这种情况有 65 次（19.41%）。

许多这类病人表现为体重下降或无法增加、大病后体弱、产后调理、肿瘤治疗期间等。这

是中医治疗的另一个主要特点，关心生理而非病理，以确保一个人全身生理和脏腑系统正

常，从而达到养生防病或从之前的治疗中恢复的目的。 

妇科疾病：此类情况占 14.63%。包括的症状诸如：乳房胀痛（17.31%）、月经量少

（9.85%）、月经血块（5.07%）、闭经（3.28%）、月经量多（3.28%）、带下（1.49%）

及月经不调（0.89%）。因此可见，在处方得当时，小建中汤可以用于多种妇科疾或症状。 

精神神经系统疾病：这些占 7.17%主要用于治疗的症状有：失眠、眩晕、头痛、抑郁、

抽动症、癫痫、自闭症。 

皮肤病：在本文分析的医案中占 5.97%主要表现包括：好发荨麻疹、慢性荨麻疹、湿

疹、痤疮、皮疹、紫癜、荨麻疹、银屑病、阴囊湿疹、肤痒、白色糠疹。 

4.2.2 小建中汤的扩展应用 

下列情况不在任何该方的原始条文中，但在使用小建中汤的许多医案中有出现，并且

疗效明确，为该方提供了扩展应用。 

4.2.2.1 头晕 

头晕虽然没有出现在任何原始条文中，但这却是使用小建中汤时常见的一个症状，且

效果很好。在黄煌教授的病案中，有 36（10.74%）例表现头晕并使用了小建中汤，在我

个人的 35 例病案中有 17 例（48.57%）头晕者。小建中汤证中的头晕病机是由于脾气不

升。如前面讨论脾气虚弱时所言，脾不能升清，水谷精微不能上养于头目，清阳不能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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窍，则见眩晕头痛。《证治汇补·眩晕》[224]云：“脾为中州，升腾心肺之阳„„若劳倦过度，

汗多亡阳，元气不陷，清阳不升者，此眩晕出于中气不足也。”本段清楚解释了小建中汤

证中眩晕的病机。 

4.2.2.2 小建中汤在情绪失常中的使用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思伤脾。”过度的担忧、思虑以及这种情况长时间持续

不变都会影响脾的功能。一旦这种干扰发生了，就会出现小建中汤证的表现。在抑郁的病

人中消化不良非常常见。他们中的许多表现出肠易激综合征以及多种其它消化问题。由于

思想、情绪与脾之间的固有联系，提示了用小建中汤治疗情绪、心理问题的思路。 

 大脑的活动取决于正常的营养、气（能量）、血、以及阴阳。在气血充足、脾胃功能

正常时，大脑可以正常工作。 

当一个人饥饿时，会出现烦躁，这可以是小建中汤的一个适应症，强调本方类型的病

人不耐饥饿。黄煌教授常说小建中汤病人容易烦躁，容易激惹，特别在饥饿时。易饥是本

方的主要适用症状，在 335 例病案中出现 65 次（19.4%），而烦躁出现 81（24.17%）。 

为了进一步支持本方可以用于情绪问题，让我们看看黄煌教授描述的桂枝汤证。该证

中―上冲感‖ 与衰弱或过度活跃的神经系统有关。黄煌教授指出此现象可以表现为多种症

状和体征，包括：头晕、烘热、面红、失眠、多梦、胸腹上逆感、或脐周悸动。这些症状

可以与不同的情绪异常有关，如焦虑症、恐慌症以及一般性抑郁症。 

《灵枢·本神》曰：“脾愁忧而不解则伤意，意伤则悗乱，四支不举，毛悴色夭，死于

春。”[225]，指出了情志所伤引起的脾胃病。 

根据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的第五版，除了焦虑和过度担

心的感觉，还需要三个（或更多）的以下症状以诊断焦虑症，儿童则只需一项： 

烦躁不安或感觉紧张或急切。 

容易疲劳。 

难以专注或头脑空白。 

易怒。 

肌肉紧张。 

睡眠障碍（难以入睡或持续清醒、不安、对睡眠效果不满意）。[226]
 

从上述症状可见，许多与小建中汤方证的关键症状体征非常接近。 

4.2.2.3 小建中汤用于失眠  

失眠是另一个未见于任何原始条文的症状，而用本方治疗有效。在黄煌教授的 335

例病案中，失眠出现 141 次（42%）。在我个人的 35 例病案中也有 7 次（20%）。失眠与

一般性睡眠障碍是焦虑症的常见症状，从上面的讨论以及其在本文的医案分析中出现的频

次看，小建中汤非常适宜治疗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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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4 小建中汤用于治疗便秘与腹泻 

便秘没有在任何有关小建中汤的原始条文中被提及，但使用效果非常好。在黄煌教授

的 335 例病案中，便秘出现 175 次（52.23%），在我个人医案中出现 9 次（25.71%）。黄

煌教授认为便秘在本方证中的典型表现是大便干而且每次仅排出如栗子大的一小块。小建

中汤治疗便秘的机理是通过缓急、生津和益气。脾气提供了增加肠蠕动的动力。脾气虚则

肠蠕动乏力。小建中汤内甘草、大枣、饴糖补中气。而大剂的白芍增加津液提供必要的润

滑。黄煌教授常说芍药俗称小大黄，量大能动大便。另外，小建中汤证表现出内在的收缩，

而芍药能缓急放松肠道。一旦大肠的张力下降其内大便的移动会较容易。所以便秘是本方

证的主要表现。 

但是，小建中汤也善治腹泻。这在黄煌教授的医案中出现 51 次（15.22%），我的医

案中有 4 次（11.42%）。当小建中痛是治疗便秘的主方时，如何理解它又可用于腹泻？其

机理是这样的，脾气衰弱不能运化水谷，脾为阳气之根，脾阳助脾的运化功能，保证了正

常的消化、吸收和水谷的输送。脾阳虚不能温煦，运化失常，水谷不化，清浊不分，可致

泄泻，大便溏稀.《圣济总录·脾脏虚冷泄痢》曰：“水谷入胃，脾为行之。今脾胃气虚，冷

气乘之，则水谷不化，清浊不分，移寒入于大肠，大肠得冷，则不能固敛，故为泄痢。”

[227]
 

4.2.2.5 小建中汤用于调理 

中医的一个主要特征是调生理防病理。治疗手段在许多病症的早期介入以预防疾病进

展或截断之。这在中医称为“调理。”在黄煌教授的医案分析中有 65 例（19.41%）属于

这个概念的运用。这些病人中，有的没有特别问题或任何疾病迹象而只是感觉不适，治疗

是基于预防疾病的发生。这与《金匮要略》第一章所言“上工治未病”密切相关。黄煌教

授曾说，当一个方剂根据体质而正确使用，即针对“方剂的人”时，我们可以处理许多状

况，而不必直接治疗疾病，这是体质调整，从而为疾病的存在制造了不利的环境。 

4.3 小建中汤的适用人群 

为了理解方剂适用的“人”，对与方剂相关的体质展开讨论是有必要的。黄煌教授认

为小建中汤针对的体质是典型的“桂枝体质”，而我认为本方的适应范围包含了两种体质，

即“桂枝体质”和“芍药体质。”下面是进一步的探讨。 

4.3.1 适用桂枝的人群特征 

黄煌教授在其多本著作中对桂枝体质做了大量描述。其显著特征如下：体型偏瘦、皮

肤比较白、纹理比较细、肌肉较硬、肌表湿润、腹部多偏平、腹肌比较紧张、目有神气、

唇淡红或暗、脉象常浮大、轻按即得、舌面润、舌体柔软淡红或暗淡、舌苔薄白。“桂枝

人”[228]容易出汗、或自汗、或盗汗、或手足出汗、对寒冷、疼痛及心理刺激敏感、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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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风感冒、容易腹痛、容易心动悸、睡眠浅或多梦、容易便秘、容易肌肉痉挛等。 

4.3.2 芍药的体质 

虽然黄煌教授认为小建中汤的适应范围属于桂枝体质，但基于该方中芍药的剂量两倍

于作为桂枝代表方的桂枝汤中的芍药，我认为其中一定存在芍药体质的因素。但是，这在

临床实践中如何体现呢？ 

为了理解芍药体质，有必要考察芍药的适应症与应用方剂以理解何时何地可以使用此

药。 

4.3.2.1 芍药的主要适应症 

足、腿、腹部和平滑肌的张力增高表现。芍药因其酸味可以舒缓张力。黄煌教授指出

其可以治疗身体表现的多种紧张和痉挛，如膈肌痉挛、胃痉挛、肠痉挛，尿道痉挛、阴道

痉挛、脏器平滑肌痉挛，面肌痉挛、支气管痉挛等。[229]《伤寒论》（29）：“脚挛急„„

芍药甘草汤与之，其脚即伸。” 

腹痛和腹胀。张仲景喜欢在方中用芍药治疗腹痛。除小建中汤之外，还有各种含芍药

的处方用于腹痛和腹胀。如：《金匮要略》的《妇人产后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一》第5条：

“产后腹痛，烦满不得卧，枳实芍药散主之”；《伤寒论》（279）：“本太阳病，医反

下之，因尔腹满时痛者，属太阴也，桂枝加芍药汤主之”；（279）又说：“大实痛者，

桂枝加大黄汤主之。”在一些其它方剂的加减中也用芍药针对腹痛的情况，这包括：小柴

胡汤加减（96）“若腹中痛者，去黄芩加白芍三两”；通脉四逆汤（317）“腹中痛者，

去葱加芍药二两”；在《金匮要略·痉湿喝病脉证治第二十二》防己黄芪汤的加减中说：

“胃中不和者加芍药三分。” 

从五行来看，芍药酸为补金而抑木。木被抑则不能犯土，从而解决了多种消化症状，

包括腹痛。这也是为什么《神农本草》说芍药可以“缓中”而治腹痛的主要原因。 

小便不利。《神农本草经》言：“芍药„„利小便。”《名医别录》云：“去水气，

利膀胱。”芍药不是主要的利尿药，但可以通过减少木对土的克犯而扶土以帮助利水。土

的一个关键特性是能控制水。现实中，芍药通过其解痉作用以助通利。无论是在膀胱、子

宫、尿道等的哪个地方，当通道松开了，水流自然更畅顺。这也使得芍药治疗痉挛有很好

的效果。 

多汗。张仲景用芍药敛营而止多汗。 

便秘。《药征》云：“主治结实。”[230]芍药可以治疗实性便秘，表现出大黄适应症那

样的无排出的便秘。但其作用是通过放松肠道。一旦肠道放松，则大便的出。芍药主要用

于便秘，而《伤寒论》一些条文中在出现腹泻时芍药或者被去除或者要减量。如真武汤条：

“若下利者，去芍药。”这里去除芍药的说法并不是很清楚，因为原证中已有腹泻表现。

有一个说法是在腹泻重症时去除芍药。其它如大柴胡汤、四逆散、黄芩汤等含有芍药也用

于腹泻，由此可知在有一般腹泻表现时芍药是可以安全应用的，而腹泻严重时则应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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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280）：“其人续自便利，没当行大黄，芍药者，宜减之，以其人胃气弱。”

这说明在治疗腹泻时芍药需减量。 

4.3.2.2 适用芍药的人群特征: 

这种体质更象是干燥，表现为组织的收缩与干枯。出现疼痛、痉挛、紧张、收缩等。

病人大多消瘦，肌肉干硬，特别是在腹部。 

从我个人的经验看，许多需要服用芍药的病人还有情绪上的紧张，个性强硬，偏内向

且性格紧张。这种情况可以经常见于比较瘦小的儿童，他们在家庭或学校承受巨大的压力，

因而表现出腹痛和便秘。另外，马拉松选手和各种类型的运动员可以见到典型的芍药体质，

其肌肉瘦削而腹肌特别坚硬。由于芍药体质可以类似于桂枝体质表现出多种相似的症状、

体征，我认为区分两者的最主要鉴别症状是较强的腹痛与便秘更多见于芍药体质。 

4.3.3 小建中汤适用人群总结 

根据上面列出的因素以及病理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小建中汤证的几个方面： 

小建中汤适于各种年龄段，而在黄煌教授的医案中，最常见的是 0~10 岁和 31~40 岁。 

小建中汤更多用于女性，黄煌教授的医案中女性与男性之比为 231:104，而我的医案

中为 32:3。 

小建中汤是典型的治虚劳方，用于由于体质倾向或因长期慢性病而减重的体重不足病

人。小建中汤也常用于虚弱和久病的病人，以及产后虚弱或身体虚弱者。 在黄煌教授的

病人中可见有许多是为了调理或增重以及整体免疫。 

小建中汤证可能表现出纳差或易饥两种相反的症状，前者由于脾胃弱；后者特别出现

在压力下，这通常会导致饥饿时烦躁。许多病人特别喜欢甜食。另一个反应中气虚的关键

特征是病人在饥饿时容易出现腹痛。 

这些病人对寒冷敏感并怕冷。 

小建中汤可以见到几种面色，如面红、面白、面暗等。据对黄煌教授病案的分析，面

红最常见。 

小建中汤病人的典型舌象是舌红可以是暗红或淡红。另外还有舌淡或舌暗，这反应了

桂枝体质的特征。 

最常见的脉象是脉弱，印证了病人的虚象。 

在腹诊方面，病人的典型表现是脐跳，伴随紧张坚硬的腹直肌。许多病人还有下腹的

按压痛，包括伴牵拉和收缩感的腹肌的痉挛，可以伴随或不伴随疼痛，通常是不痛。在腹

部触诊时，腹直肌痉挛、激惹或有绳索感。 

该方的适应症状很庞杂，本文分析的许多病人表现出了各种症状，最常见的如：便秘、

失眠、腹痛、烦躁、喜食甜食、疲劳、腹胀、易饥、 怕冷、纳差、乳房胀痛、咳嗽、出

汗、腹泻、口渴、鼻炎、眩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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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建中汤的禁忌症 

欲正确应用这个方剂，我们必须清楚地了解该方的方证、适应疾病和对应体质。在列

明所有这些方面后，我们就可以安全有效地运用此方。但是，我们也必须了解不适合应用

本方的方面。 

关于这一点，《伤寒论》有明确记载：“呕家不可用建中汤，以甜故也。”特别是在使

用非常甜的药物时，它们容易引起中焦阻滞并导致胃气上逆而呕吐。因此，本方传统上不

用于易于呕吐的病人。但根据本文对黄煌教授病案的分析，本方有偶尔用于恶心的病人

27 次（8.05%），特别是在去饴糖加生麦芽后。 

沈明宗曰：“呕家乃因湿热素盛，建中之药，甘能助满，故不可用。”[231]这里呕吐是

由于湿热素盛，这是本方的绝对禁忌证。 

按照传统的经验，小建中汤不用于阴虚有火以及有中焦阻滞特征的情况。 

按黄煌教授[232]的说法，“对肥满之人，或发热恶寒无汗者，或发热烦躁、口渴引饮、

舌红、苔干或黄腻者，当忌用或慎用。” 

6. 历史上与小建中汤有相似组成的方剂 

下列方剂与小建中汤相似，有些甚至完全重叠仅有细微的适应症差别和剂量调整。 

6.1 黄芪建中汤（出自《金匮要略》） 

黄芪建中汤为东汉著名医家张仲景所创，原载于《金匮要略》第二十五篇《辨血痹虚

劳病脉证并治》中，原文为：“虚劳里急，诸不足者，黄芪建中汤主之。” 

即前方小建中加黄芪一两半。气短，胸满者，加生姜一两；腹满者，去大枣，加茯苓

一两半；肺气虚损者，加半夏三两。 

原方七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纳胶饴，更上微火消解，温服一升，日三服。 

本方与小建中汤有共同的适应症。但原文有“诸不足者”之说，这里特别意味着阴阳

气血俱虚。我们可以理解为张仲景加黄芪是为了突出补中益气。这意味这本方可以治疗多

种其它的症状体征包括气虚的代表症状自汗、疲劳、恶风、脉弱、短气以及麻木不仁。 

《理虚元鉴》云：“夫劳倦虚劳之症，气血既亏，中外失守，上气不下，下气不上，

左不维右，右不维左，得黄芪益气甘温之品，主宰中州，中央旌帜一建，而五方失位之师

各就其列。”233
 

6.2《千金》内补当归建中汤（出自《千金要方》） 

《千金要方》[234]曰“治产后虚羸不足，腹中刺痛不止，吸吸少气，或苦小腹拘急，痛引

腰背，不能饮食，产后一月，日得服四五剂为善。令人丁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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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归四两、桂枝三两、芍药六两、生姜六两、甘草二两、大枣十枚。” 

“上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分为三服，一日令尽。若大虚，加饴糖六两作汤成，

内之于火上暖，令饴糖消。若去血过多，崩伤内衄不止，加地黄六两，阿胶二两，合八味，

汤成内阿胶。若无当归，以芎藭代之。若无生姜，以干姜代之。” 

本方是小建中汤加当归。分娩的典型结果是气血两虚。当中焦强健时，气血恢复迅速。

而中焦虚寒则气血更虚不能濡养脏腑经脉。其结果是腹部急痛或小腹中拘急，痛引腰背。

林礼丰[235]认为‖痛引腰背是由于厥阴病伴血瘀，而当归可养血活血。 由于影响了脾胃功

能故而有气短不能食。 

6.3 大建中汤 （出自《金匮要略》） 

《金匮要略》曰：“心胸中大寒痛，呕不能饮食，腹中寒，上冲皮起，出现有头足，上下

痛而不可触近，大建中汤主之。” 

“蜀椒（去汗）二合，干姜四两，人参二两。” 

“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内胶饴一升，微火煮取一升半，分温再服，如一炊顷，

可饮粥二升，后更服，当一日食糜粥，温覆之。” 

大建中汤证的病机是心胸中大寒痛，由于中阳虚，损及胸阳，阴寒之气内盛而得以乘之，

寒凝气不通腹中寒，呕不能饮食。阴寒袭胃致浊阴不降，犯脾而失运化。―上冲皮起，出见

有头足，上下痛而不可触近‖ 是腹中寒逆攻冲的表现。 

《金匮要略释义》曰：“《本草经》谓蜀椒主邪气，温中，逐痹痛，下气。夫大寒乃邪

气也。心胸中大寒痛，呕而不能食，法当温中。寒气上冲皮起，出见有头足，又宜下气，

故舍蜀椒莫与，从而可知中不受温，痛痹之不必下气者，则非蜀椒所宜矣。干姜亦温中之

品，此证沉寒痼冷之在中者，性动而猖，其势向上，因用蜀椒复佐以干姜，镇以静而抑之

使平。有谓附子驱寒止痛，何以舍而不用？曰：夫向上者，阴中有阳，实中有虚，何则？

呕为实而有火之证，呕而不能饮食，中气大伤，自不得以附子攻也。爱用人参、饴糖补其

虚乏。方名大建中汤者，宜矣。”[236]
 

《医方集解》：“此足太阴阳明药也，蜀椒辛热，入肺散寒，入脾暖胃，入肾命补火；

干姜辛热通心，助阳逐冷散逆；人参甘温，大补脾肺之气；饴糖甘能补土，缓可和中。盖

人之一身，以中气为主，用辛辣甘热之药，温健其中脏，以大祛下焦之阴，而复其上焦之

阳也。”[237]
 

《医方论》：“非人参不能大补心脾，非姜、椒不能大祛寒气，故曰大建中。又有饴糖

之甘缓以杀姜、椒之辛燥。非圣于医者，不辨有此。”[238]
 

6.4 阳旦汤（出自《金匮要略·妇人产后病脉证治》） 

《伤寒论》“问曰：证象阳旦，按法治之而增剧，厥逆，咽中干，两胫拘急而讝语。

师曰：言夜半手足当温，两脚当伸，后如师言。何以知此？荅曰：寸口脉浮而大，浮则为

风，大则为虚，风则生微热，虚则两胫挛。病证象桂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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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匮要略》“产后中风，续续十数日不解，头痛、恶寒、时时有热、心下闷、干呕，

汗出虽久，阳旦证续在者，可与阳旦汤。” 

历史上很多学者与医家包括王叔和、林亿、孙思邈和成无己都认为阳旦汤是桂枝汤的

别名。这很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事实，即《辅行诀》的小阳旦汤就是桂枝汤。 

成无己说阳旦是桂枝的别名。 

喻嘉言认为本方是桂枝汤加黄芩。 

魏念庭认为本方是桂枝汤加附子，因为是用来治风，而且可能是根据《伤寒论》第30

条：“问曰：证象阳旦„„因加附子参其间，增桂令汗出，附子温经，亡阳故也。” 

陈修园坚持认为本方是桂枝汤加量桂枝，再加附子。 

而陶弘景[239]相信是柴胡汤，升阳的方剂。 

根据这些说法和意见，可以肯定地认为阳旦汤或者是桂枝汤或者非常接近。 

6.5 建中补脾汤（出自《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 

这是《汤液经》（《辅行诀》）[240]版的建中补脾汤。组成如下： 

“桂枝二两、芍药六两、炙甘草二两、生姜三两、大枣十二枚、饴糖一升。” 

这个版本与《伤寒杂病论》中的方子唯一区别在于后者桂枝是三两。 

原文为：“建中补脾汤 治脾虚 肉极，赢瘦如柴，腹中拘急，四肢无力方。” 

从方名可见，其主要功效是建中补脾（气）。 

6.6 小阳旦汤 （出自《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 

《辅行决》[241]曰：“治天行，发热，自汗出而恶风，鼻鸣干呕者。” 

“桂枝（三两）、芍药（三两）、生姜（二两，切）、甘草（炙，二两）、大枣（十二枚）。” 

“上方，以水七升，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服已，即啜热粥饭一器，以助药力。稍稍

令汗出，不可大汗流漓，[大汗之]则病不除也。若不汗出，可随服之，取瘥止。日三服。

若加饴一升，为正阳旦汤。” 

这里可见，小阳旦汤基本上是桂枝汤，并且适用于相同的症状体征。 

6.7 正阳旦汤（出自《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 

《辅行决》[242]曰：“若治虚劳里急者，正阳旦汤主之。” 

其方由小阳旦汤加饴糖一升组成。 

6.8 大阳旦汤（出自《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 

《辅行决》[243]曰：“治凡病汗出不止，气息慑慑，身劳力怯，恶风凉，腹中拘急，不

欲饮食，皆宜此方。若脉虚大者，为更切证也。” 

其方由黄芪五两，人参、桂枝、生姜各三两、甘草（炙）二两、芍药六两、大枣十二

枚、饴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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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是小建中汤加黄芪、人参，用于“外感天行。” 

6.9 桂枝加芍药汤（出自《伤寒论》） 

《伤寒论》曰：“本太阳病，医反下之，因尔腹满时痛者，属太阴也，桂枝加芍药汤

主之。” 

刘渡舟与博士垣发现桂枝加芍药汤治疗的症状与小建中汤的症状之间彼此相似。前者

的病情较后者的缓和。如果这条描述的病情继续加重导致进一步脾气虚并出现腹痛、心悸、

面色苍白和脉弱，则可以使用小建中汤。[244]
 

黄煌教授认为本方更适合有小建中证而不喜欢甜食、不宜摄入甜食的病人，或其疾病

相对更急性并伴有更重的腹痛。 

6.10 桂枝加黄芪汤（出自《金匮要略》） 

《金匮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第十四》第二十九条：曰：“黄汗之病，两胫自冷，假

令发热，此属历节；食已汗出，又身常暮盗汗出者，此劳气也；若汗出已反发热者，久久

其身必甲错；发热不止者，必生恶疮。若身重，汗出已辄轻者，久久必身润颤，明即胸中

痛，又从腰以上必汗出，下无汗，腰髋弛痛，如有物在皮中状，剧者不能食，身疼重，烦

躁，小便不利，此为黄汗，桂枝加黄芪汤主之。” 

这里出现的术语“劳气”未见于《金匮要略》的任何其它地方，因此被视为虚劳。但

本方用于黄汗病，并明显地区别于历节病和劳气病。 

6.11 前胡建中汤（出自《千金要方》） 

《千金要方》[245]曰：“治大劳虚劣，寒热，呕逆；下焦虚热，小便赤痛；客热上熏，

头痛目疼，骨肉痛，口干。” 

“前胡二两、黄耆、芍药、当归、茯苓、桂心各二两、甘草一两、人参、半夏各六分、

白糖六两、生姜八两。” 

孙思邈的这个方内含小建中汤，去大枣，加前胡、当归、茯苓、人参、白糖、半夏和

黄芪。本方用于大虚劳，伴随症见原文。 

6.12 坚中汤（出自《千金方》） 

“治虚劳内伤，寒热，呕逆，吐血方。” 

“糖三斤、芍药、半夏、生姜、甘草各三两、桂心二两、大枣五十枚。” 

与小建中汤非常象，但剂量有细微差别，加半夏用于呕逆。 

6.13 芍药汤 （出自《千金要方》） 

《千金方》[246]中治“产后苦少腹痛，芍药汤。” 

“芍药六两、桂心三两、甘草二两、胶饴八两、生姜三两、大枣十二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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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思邈用芍药汤治产后少腹痛，与小建中汤相同。 

6.14 建中汤（出自《千金要方》） 

《千金要方》[247]曰：“治虚损少气，腹胀内急，拘引少腹至冷不得屈伸，不能饮食，

寒热头痛，手足逆冷，大小便难，或复下痢，口干，梦中泄精，或时吐逆，恍惚，面色枯

瘁，又复微肿，百节疼酸。” 

“人参、甘草、桂心、茯苓、当归各二两、黄耆、龙骨、麦门冬各三两、大枣三十枚、

芍药四两、附子一两、生地黄一斤、生姜六两、厚朴一两、饴糖八两。” 

这是孙思邈的建中汤方的另一版本，与小建中汤有一些共同的适应症并有很广泛的应

用。这里有几个加味，但包括了小建中汤的所有六味药，仅有剂量调整。 

6.15 深师黄芪汤（出自《外台秘要》） 

《外台秘要》[248]曰：“疗大虚不足，少腹里急，劳寒拘引，脐气上冲胸，短气，言

语谬误，不能食，吸吸气乏，闷乱者方。” 

“黄芪三两、半夏一升（洗）、大枣二十枚（擘）、生姜四两，桂心四两、芍药四两、

人参二两、甘草二两（炙）。” 

本方与小建中汤相似，但去掉饴糖加入人参、半夏。另外，桂枝、芍药的剂量相等。 

原文又说：“若手足冷，加附子一两。” 

6.16 黄芪汤（出自《小品方》卷第三） 

见于东晋陈延之的《小品方》（或《经方小品》）中治虚劳诸方一节。[249] 

“黄芪汤治虚劳，胸中客热，冷癖痞满，宿食不消，吐噫，胁间水气，或流饮肠鸣，

不生肌肉，头痛，上重下轻，目视䀮䀮 ，惚惚志损，常躁热，卧不得安，少腹急，小便

赤余沥，临事不起，阴下湿，或小便白浊，伤多方。” 

“黄芪（三两）、人参（一两）、芍药（二两）、生姜（半斤）、肉桂（三两）、大

枣（十四枚）、当归（一两）、甘草（一两，炙）。” 

“上八味，切，以水一斗，煮取四升，分四服。有寒加浓朴二两。忌生葱、海藻、菘

菜。” 

由上可见，本方是黄芪建中汤和当归建中汤的合方，其中白芍减量，并加入人参。 

6.17 桂心汤 （出自《圣济总录》） 

《圣济总录》[250]曰：“主治产后虚热，状似劳气，瘦瘁无力。” 

组成：桂（去皮）一两、黄芪（锉）一两半、川芎一两、当归（切，焙）二两、赤芍

药（锉）一两半、甘草（炙）、人参各一两、附子（炮裂，去皮脐）半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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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血虚，体质衰弱，容易出现似痨疾的虚热反应。本方是黄芪建中汤的化裁，去大

枣和生姜，桂枝减量，用更小量的赤芍代替白芍，另加当归、川芎、人参和附子。本方的

主要应用目的是养血活血、健脾开胃、补肾固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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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小建中汤出自《伤寒论》和 《金匮要略》，原本用于虚损性疾病，是一张极为流行与

有效的方剂，有广泛的应用范围。我希望通过深入回顾自汉代至现今的的文献，并仔细全

面地分析我的导师黄煌教授的病案以及笔者个人的病案，从而全面反映并清楚地理解本方

的方证。 

我的研究结果总结如下： 

1、小建中汤的功效：建中，扶阳，调和木土，调和营卫，温养心脾，调补气血。 

2、小建中汤证的病机：非常复杂，涉及多种因素，而众多注家也有各种见解，包括：

阴阳不和、太阴脾虚、少阳不降、厥阴不升、脾胃阳虚、中气不足、元阳不振、脾胃虚寒。 

3、小建中汤病人的体质: 本文认为小建中汤适应病人的体质包括了桂枝体质和芍药

体质两者。具体有如下特征： 

（1）从小儿到老人可适用，不过常用于 0~10 岁和 31~40 岁年龄段。 

（2） 患者以女性为多见。 

（3） 常见体型消瘦。 

（4）病人表现出肌肉坚硬紧张，尤其是腹部。这种肌肉特点不是力量的反应，而是

由于没有充足的营养或虚证导致的组织收缩； 

（5）舌质多为红色或淡红。 

（6）舌苔可以是薄或厚。 

（7）脉象多为脉弱。 

（8）面黄最常见，也可见面红，但不如前者多。 

（9） 皮肤多为白色或干燥。 

（10）腹象通常表现为伴有牵拉和收缩感的腹肌痉挛，可以伴有或没有疼痛，通常没

有。腹部触诊可发现腹直肌痉挛、激惹或如绳状的感觉。另外，本方证的典型表现还有脐

跳，被描述为脐周搏动感或可触及腹主动脉。 

（11）根据医案分析，最常见的症状有：便秘、失眠、腹痛、烦躁、喜食甜食、疲劳、

腹胀、易饥、怕冷、食欲不振。 

（12）医案分析显示，最常用于治疗的疾病种类包括：消化系统疾病、体质调理、妇

科疾病、精神神经系统疾病、皮肤科病。 

从上述讨论可以发现，虽然黄煌教授是依据《伤寒杂病论》的原文使用小建中汤的，

但他应用的范围很广泛，还用于特定的体质调整，有些症状并未见于原文，它们包括：便

秘、失眠、喜食甜食、疲劳、怕冷等。由于这些原因，本文展示的小建中汤扩展应用非常

宽泛，而且可以安全有效地用于《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原文未提及的许多疾病与症状，

还可以按病人体质使用。 



结  论 

66 

虽然我在本文中希望揭示小建中汤扩展应用的新要素，但此研究也存在缺陷。例如，

由于明显的原因没有使用标准化的医学术语，因为许多病人会对一个特定症状有不同描

述。与西方病人相比，东方病人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虽然努力尝试将病人的症状

相似性与描述因素刻画出来，但仍不可能做到完全一致。有关疾病的术语也是如此，许多

疾病之间存在各样的重叠，偶尔医生们也会对一个患者有不同的诊断，特别是基于功能表

现而不是人体物理状态的诊断，物理状态可以用多种生物医学技术和工具测量。医案分析

使用了门诊病人的记录，无法严格区分特定状态，有时还遗漏了西医情况，这也增加了潜

在的不足。不是所有的脉象、舌象、腹象、面色以及其它特殊体征都有记录在案，因此减

少了记录的总数，也影响了总体分析。另外，在一篇文章内不可能详细讨论本方有效的每

一个病情或症状，而本文焦点集中在黄煌教授的“方病人（体质）”三角形模型上。

我希望今后能有进一步的研究以更加扩大本方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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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点 

1、本研究显示了小建中汤方证不仅反映了适用桂枝的体质，而且还反映了适用白芍

的体质。根据历代文献中白芍的典型适应证，确定了适用白芍的体质。 

2、确定了小建中汤方证的具体内容，包括小建中汤的适用人群、主治症状和主治疾

病。 

3、讨论了关于小建中汤的《伤寒杂病论》条文中未提出但在小建中汤医案中被高效

治疗的常见症状和疾病。 

4、讨论了小建中汤在预防疾病、调节免疫系统和调理体质方面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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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虚劳的讨论与探索 

由于“虚劳”一词被大量、广泛地用于各种各样的状态，多年来历代医家对其整体病

理、临床应用、表现等持多种理论。许多人对这个概念在什么时候或何处运用以及其处方

的使用秉持个人信念。一个例子就是： 

徐灵胎[251]在《兰台轨范》中说：“此方治阴寒阳衰之虚劳，正与阴虚火旺之病相反，

庸医误用，害人甚多。” 

2. 虚劳之名的起源： 

虚劳的理论首先由《黄帝内经》引出并记录，后续在《难经》中发展，《金匮要略》介

绍了其症状、脉象和治疗。进一步的发展和细化，包括病机、证候的讨论见于《诸病源候

论》。《黄帝内经》引入了有关―虚‖、“劳”、“损”和“五虚”等的概念与理论。“虚劳病”

一词至张仲景的《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才出现，而小建中汤的条文中始见“虚”与“劳”

并用。原文如下： 

“虚劳里急、悸、衄、腹中痛、梦失精、四肢酸疼、手足烦热、咽干口燥，小建中汤

主之。” 

3. 虚劳的观念： 

虚劳是中医临床常见的一个证候，表出广泛的症状体征。其主证涉及五脏俱虚还有气、

血、阴、阳皆虚，常见于许多病的晚期。 

《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云：“夫男子平人„„极虚亦为劳。”本条提示，一旦一个人

达到极度虚弱的程度，即被称为“劳。”黄元御[252]说：“极虚者，里阳亏乏而内空。” 

有多个其它术语可与虚劳交换理解，包括：劳损、劳伤、五劳、劳怯。 

4. 虚劳病因病机 

现今在东西方，虚劳都是很常见的证候，出现于多种疾病。虽然虚劳是两千年前引入

的古老术语，但其概念在当代仍有极高的临床应用价值。近年来，由于经济发展带来的生

活压力以及现代社会的快速生活方式，加之伴随而来的情感代价，许多人因身体各种机制

的失衡而遭受着病痛。当长时间得不到治疗时就表现为各种慢性顽固性疾病，其症有如虚

劳。通过清楚地研究分析虚劳的概念与治疗，许多这样的病人在其它方法无效的情况下得

到了治疗。因此虚劳在现今这个时代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其治疗是临床高度适用的方法。 

虽然有许多因素导致虚证，但虚劳的主要致病原因与病机可以分为下述五个层面： 

1) 禀赋不足。导致禀赋不足的原因很多，例如：双亲不健康或怀孕时年龄过小、多次妊

娠、胎儿营养不良、孕期虚弱、产后喂养不力或缺乏适当营养等都会导致先天精气缺

失而发生禀赋不足，易于罹患疾病，并在病后易于形成久病不复的状态，使脏腑气

血阴阳亏虚日甚而成虚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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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过劳或七情过度伤及五脏。过劳包括身体与精神两方面。一般情况下，正常生活

的人是健康的。但过度工作会损害健康引发虚证，甚至最终成为虚劳。正如《景

岳全书·虚损》[253]说；“劳倦不顾者，多成劳损。”而早在《素问·宣明五气篇》

即指出：“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是谓五劳所

伤。”[254]而七情过度是指情绪过度和纵欲过度。如忧郁思虑、积思不解、过思、

所欲未遂等劳神过度的情况。这容易导致心神失养、脾失健运，产生心脾两虚、

气血不足，一旦持续过久就会发展为虚劳。纵欲过度包括成婚过早、生育过多以

及房事不节、手淫过度。这些都会损耗肾精、肾气，最终引起虚劳。另一个在汉

代很可能不常见而今日非常普通的因素是过多的聚会，使用大量如咖啡、各种毒

品等刺激品，并缺少睡眠，最终导致水（阴）和土中储存的阳大量消耗，虚火浮

跃于上，快速消耗命门之火。水土中的阳是存于营气或阴精之类的阴性物质之中，

冷静和缓和，燃烧缓慢帮助阴性物质的代谢，维持阴阳、水火微妙的平衡。如果

火炎于上，生理之火成为病理之火，导致阳与阴液的快速消耗，形成典型的阴阳

两虚及气血双亏的情形，即虚劳的特征。 

3) 饮食不节，损伤脾胃。饮食过度和就餐不规律、食物成瘾、营养不足和饮酒过度

都会损伤脾胃，导致其不能将饮食中的精华运化生成，气血之源不足，从而剥夺

了脏腑经络的营养，最终发生虚劳。《难经》十四难[255]云：“损其脾者，调其饮

食”不仅强调适营养的重要，更强调食物滋养支持人体系统的能力。 

4) 大病久病，失于调理。如《景岳全书·虚损》说：“疾病误治及失于调理者，病后

多成虚损。”[253]在大病之后，或者有邪气强盛，或者是脏腑之气受损，正气虚弱

而恢复困难。这会导致虚劳。若果病邪羁留体内过久，就会产生虚证。无论是一

个持久的病症还是虚劳，疾病的性质会有不同，因为气血阴阳的损害不同。例如，

热病日久会耗伤阴与血；而寒病过久则伤气与阳；长期的瘀结会阻碍产生新血；

而任何慢性久病都会损伤精气；如果大病之后一个人不能有效恢复，脏气就无法

复原。 所有这些都会导致虚劳。 

5) 误治失治，损耗精气。医疗实践中，如果辨证不准或使用药物不当都会导致精气

的损伤。例如，如果过度使用苦寒药物，就会损伤脾胃和阳气；而大量运用燥热

药则会伤及津液；宣散攻伐过度会导致阴津与阳气同时受损；而不适当地过度补

充液体，又或者无意间拖延治疗，这会引起阴精与阳气的损失而且难以恢复。这

些都可导致虚劳。现代的临床实践中，过度使用各种化学制药以及接触有害物质

都会伤及阴精、气、血，导致各种虚劳病。 

虚劳的概念、理论和治疗策略都经历了多种变化，产生了众多理念。下表列出了最常

见的说法，它们形成并发展了虚劳的概念和治疗。 



附表：虚劳发展过程 

80 

附表：虚劳发展过程 

朝代 来源 内容 

秦汉 

以前 

《黄帝内经》 引入了“虚‖、―劳‖、―损‖、―五劳‖的概念。 

《难经》 探讨了“五损‖和各种虚损脉。 

东汉 《金匮要略》 提出了虚劳病名、病机，重视阴阳两虚。 

《中藏经》 ―劳伤”的章节和讨论，以及特定脏腑损伤的主要原因 . 

晋唐 《肘后备急方》 探讨了虚损的概念，是由于七情、劳倦、饮食、酒色、或病后失

调理而导致伤及阴阳、 气血、五脏。 

 

《诸病源候论》 讨论和解释了“六极‖、―七伤‖，并探讨了发病和虚劳的各种形式，

但未记录治疗。 

 

《备急千金要方》 

《千金翼方》 

各种虚劳的大量探讨与治疗，包括介绍了方剂如内补当归建中汤 

用于产后不足 伴腹痛、吸吸少气、小腹中拘急、痛引腰背、不能

饮食，以及多种小建中汤的衍生方剂与类方。 

 

《外台秘要》 有关“五脏劳‖以及“五劳、六极、七伤‖的大量探讨。 

《医心方》 日本书，讨论了“五劳、七伤‖的概念和治疗。 

宋代 《济生方》 五劳应五极。 

《太平惠民和劑局方》 讨论41种虚劳的症状体征，包括治疗选择。介绍了几个著名方剂

并使用了当归建中汤。 

 

《博济方》 有“劳证 ‖一章，以及几个方剂选择。 

《圣剂总录》 讨论虚劳的症状和治疗，包括几种脏劳的类型，以及有关脏腑的

六极。 

金元代 《脾胃论》 

《内外伤辩感论》 

李东垣的著作，讨论虚劳的治理，重视脾胃，强调运用甘温补中

包括使用补中益气汤等方剂。 

 

《丹溪心法》 讨论虚劳及其治疗。 

《十药神书》 元代葛可久的著作，讨论虚劳和各种治疗方剂。 

明代 《证治要诀》 论劳，重视心肾，介绍了十全大补汤、双和散、养荣汤、七珍散、

乐令建中汤等方剂。 

 

《医学入门》 提出了五脏虚损之常方，提出心虚宜人参固本丸、天王补心丹、

朱子读书丸，肝虚宜天麻丸、鹿茸四斤丸„„脾虚宜参苓白术散、

橘皮煎丸、苍术膏、白术膏、参苓造化膏、太和羹„„肺虚宜单

人参膏、单五味子膏，肾虚宜小菟丝子丸、元兔固本丸、三味安

肾丸、太极丸，并认为―形不足者，温之以气‖是―温存以养，使气

自充，非温药峻补‖，―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其中味是天地自然之

味，非膏粱厚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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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斋遗书》 周之干著，鉴别虚损和劳伤，认为前者是脾脏病变，后者是肾脏

病变。他接着讨论了包括体征和症状在内的各种病理机制。 

《医学正传》 讨论“劳极‖。 

清代 《医门法律》 喻昌著，包括 “虚劳门‖一章，讨论了脉法、用药、方证。 

《理虚元鉴》 汪绮石著，讨论虚劳的脉法、 病因、症状和治疗。 

《何氏虚劳心传》 专论虚劳证治，指出虚劳无外邪，阴血亏虚多见，阳气不足少见，

五脏虚劳各有本症，虚劳之治当根据五脏辨证，详审标本传变，

治虚有补肾水、培脾土、慎调摄之三要，又有引火归元、理中温

补、参芪助火、苦寒泻火、二陈消痰、辛剂发散、治疗过时之七

误。 

 

《吴鞠通医案》 论虚劳以阳虚为本，吴鞠通提出治虚劳宜调养脾胃、甘温补中、

顾护胃气以治虚劳，建中可久服，补中益气断不可久服。 

 

《虚劳要旨》 张国华著，整体分析和归纳，探赜其对虚劳病证的认知及其诊疗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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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博期间发表论文著作 

Even，Eran，Treatment Methods in the Shang Han Lun According to Ren Ying-Qiu，Part 1 [J]，

Register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Journal，London，England，2016 （13）:2: 5-12 

Even，Eran，Treatment Methods in the Shang Han Lun According to Ren Ying-Qiu，Part 2 [J]，

Register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Journal，London，England，2017 （14）:1: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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