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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 黄

丛生如麻，色黄

生长在北方：

干燥高地、干枯的河床、沙漠等地

麻黄性味辛温

具有发汗、平喘、利水的功效

被誉为伤寒发表之第一要药

（陶弘景《本草经集注》）

平喘之圣药

宣利水湿的重要药物



麻黄简介

《神农本草经》将麻黄记录为中品。“麻黄：味苦温，主中风、伤寒、头痛、温疟，

发表，出汗，去邪热气，止咳逆上气，除寒热，破症坚积聚。又名龙沙、卑相、卑坚。”

《中药大辞典》：辛、苦，温。入肺、膀胱经。

【功能主治】发汗，平喘，利水，治伤寒表实，发热恶寒，无汗，头痛鼻塞，骨节疼痛；

咳嗽气喘；风水浮肿，小便不利；风邪顽痹，皮肤不仁，风疹瘙痒。

【剂量】2-10g 。煎汤，宜先煎去水面浮沫。

【药用种类】草麻黄、木贼麻黄、中麻黄，

【药用形式】生麻黄、炙麻黄、麻黄绒。切寸段，加开水微泡后，蒸上汽，捣成绒，阴干。



麻黄

1.麻黄含有生物碱和挥发油，是发汗平喘利尿的主要成分，同时也具有类似苯丙胺的兴奋剂作用：

①引起烦躁、心慌

②失眠

③血压升高

④尿检呈阳性

⑤麻黄在作为减肥食品的滥用后，导致不良后果，甚至死亡。

2.现在多个国家已经严格控制其作为食品使用，在美国已有14个州限制麻黄制剂的销售。

3.在加拿大对含麻黄处方的使用，也需要申请备案。虽然有限制，但是中医师仍然是可以使用的。

4.麻黄的炮制及服法：

①去节：麻黄碱主要存在于茎髓部，它的毒性，可引起惊厥现象，去节使用可降低毒性。

②久煎：挥发油物质经久煎以后，适当减少其成分，缓和减少药性的副作用。

③去上沫：上沫的主要成分是多种生物碱，去掉后使发汗不致太过



麻黄汤

•张仲景创立了27首以“麻黄”为主药组成的方剂。

•《伤寒论》14首，《金匮要略》13首

• 麻黄汤是最基础的

•来源最早方剂专著商代《汤液经法》（伊尹）



麻黄八证：

35条:“太阳病，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麻黄汤主之。”

其中描述了八个症状，我们称作麻黄八证。

八个症状归纳有三个方面：

1. 寒热；

2. 诸痛（头、身、腰、骨节）；

3.无汗而喘。



麻黄汤证

麻黄汤证是以麻黄汤为主要方剂治疗的一类病证。

【条文】

1条：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

3条：太阳病，或以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曰伤寒。

6条：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

麻黄汤证：

麻黄八证（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

鼻塞、口不渴

苔薄白、脉浮紧



1.麻黄汤

【组成】

麻黄三两去节，桂枝二两去皮，杏仁七十个去皮尖，甘草一两炙。

【用法】

上四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二升

半，去滓，温服八合。

覆取微似汗，不须啜粥，余如桂枝法将息。

【主治】

外感风寒表实证。



麻黄汤方义特点

• 方义，有以下特点：

1. 每个功能只有一味药，四味药不仅分别具有自己的功能，同时互相辅佐增效，帮助其它药物共同达

到整个方剂的作用，君臣佐使，配伍简练而且精当，堪称组方的经典模范方。

2. 麻黄+桂枝性辛温散寒以胜风邪，麻黄+杏仁性苦温下利肺气以平喘，甘草性甘缓药性以防太过。

3. 麻：桂：草比例分别是3：2：1，全方药性比例以辛温为主，苦甘为辅，发汗解表，兼以平喘，治疗

外感风寒表实证。若改变比例，例如甘草比重增大，则会减弱其发汗功能。

4. 古代都是用新鲜药物，用量较大，为防止药物毒性必须先煮、去上沫，减少不良反应。现在鲜有使

用新鲜中药，用量极少，毒付作用没有古代大，但仍要强调先煮、去上沫。尤其是量大于9g者。



麻黄汤与营卫



麻黄汤辨证要点：

①有汗和无汗

太阳表实证——无汗——麻黄汤

太阳表虚证——有汗——桂枝汤

②体质虚实

虚——指经常容易出汗，卫气不固的体质。感受风寒后，卫外不固，营阴容易外泄，出现有汗，身疼，脉浮缓，为太阳表虚证，即桂

枝汤证；

实——气血相对较足，不易出汗，身体强壮，感邪以后寒邪郁闭肌表，营阴凝滞，体痛无汗，脉浮紧，为太阳表实证，即麻黄汤证。

③寒热有先后：

太阳表证都有恶寒发热，麻黄汤证，因为寒邪郁闭肌表，最先出现的症状是明显的怕冷，然后阳气郁积到一定程度才发热，所以麻黄

汤证是，先有明显恶寒，后才发热，相反，太阳表虚证的桂枝汤证是腠理疏松，卫气浮盛于外，正邪交争先出现发热，后因营阴不能

内守而外泄，后见汗出恶风（寒）先发热汗出后恶风（寒）。



麻黄汤类方

• 麻黄汤变方的三大类方——都是以麻黄汤为基础方的变方

• 首先是解表发汗类的麻黄汤、大青龙汤、麻黄附子甘草汤、麻黄附子细辛汤；

• 解表平喘类的麻杏石甘汤、小青龙汤、小青龙加石膏汤；

• 解表祛湿利水类的麻黄加术汤、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越婢加术汤、麻黄附子汤。



2. 大青龙汤

38条： 太阳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大青龙汤主之。

若脉微弱，汗出恶风者，不可服之，服之则厥逆，筋惕肉瞤，此为逆也。

39条： 伤寒脉浮缓，身不疼，但重，乍有轻时，无少阴证者，大青龙汤主之。

【组成】麻黄六两(去节) 桂枝二两(去皮) 甘草二两(炙) 杏仁四十枚(去皮尖) 生姜三两(切) 大枣十枚(擘)

石膏如鸡子大(碎)

【用法】上七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取微
似汗。

汗出多者，温粉粉之。一服汗者，停后服；若复服，汗多亡阳，遂虚，恶风、烦躁、不得眠也。

【治则】外散风寒，内清郁热

大青龙汤=麻黄汤倍麻黄+石膏、生姜、甘草。



大青龙汤方义特点

① 麻黄与桂枝相配伍，发汗力才强：

《本草正义》中讲：“麻黄与桂枝并行，乃为散寒之用。若不与桂枝并行，其不专主散寒发汗也。” 

② 麻黄而无桂枝相伍，其发汗作用都不太强，如麻杏石甘汤、麻黄附子甘草汤、麻黄附子细辛汤等等，离开桂枝都是

微发汗剂。302条：“少阴病，得之二三日，麻黄附子甘草汤微发汗，……”强调一个“微”字，说明麻黄无桂枝则发

汗力弱。

两个强发汗方比较：

麻黄汤——专治寒邪束表，营阴凝滞的发热恶寒、身痛无汗；

大青龙汤——专治外有表寒，内有郁热的表里俱实之烦躁无汗之证，故有清热除烦的石膏，又不减发汗之功效，所以倍用麻黄。方中以麻黄

汤外散风寒，石膏内清郁热，同时加草枣和中，以资助汗源，同时大枣甘温护胃，甘草缓和药性，共奏表里双解之功。从仲景用药的精思巧设

中可以看到，仲景一旦用石膏，都会有相应药物如甘味的大枣甘草粳米等和缓护胃。

注意事项：

① 麻黄配桂枝后发汗力大，一服汗者，停后服，中病即止，不可久服，否则汗多亡阳。



葛根汤

【条文】 31条：“太阳病，项背强几几，无汗，恶风，葛根汤主之。

【组成】葛根四两麻黄三两，去节桂枝二两，去皮生姜三两，切甘草二两，炙芍药二

两大枣十二枚，擘

（【用法】上七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葛根，减二升。去白沫，内诸药，煮取三升，

去滓，温服一升。覆取微似汗。余如桂枝法将息及禁忌，诸汤皆仿此。）

从组成上可以看出，葛根汤的构成是桂枝汤减桂枝芍药的量，再加麻黄葛根，也是治疗

太阳风寒表实证，但兼有项背强几几。



麻黄汤类方发汗麻桂配伍比例表
麻

麻黄汤 大青龙汤 葛根汤

组成 麻黄3两、桂枝2两、炙甘

草1两、杏仁70个

麻黄6两、桂枝2两、炙甘

草2两、

杏仁40枚、石膏如鸡子大

（40克）生姜3两、大枣十

枚

麻黄3两、桂枝2两、炙甘

草2两、芍药2两、葛根4两、

生姜3两、大枣12枚

治疗原则 发汗解表，宣肺平喘 发汗解表，宣郁除烦 发汗解表，升津舒经

麻桂比例 3：2 3：1 3：2

条文 36条 38、39条 31条



麻黄九禁

条文 83条 84条 85条 86条 87条 88条 89条 49条 50条

内容
咽喉干
燥

淋家 疮家 衄家
亡 血
家

汗家
胃 中
冷

尺中脉微
（阳虚）

尺中脉迟
（营血虚）



3、表寒里虚发汗方——麻黄附子甘草汤、麻黄附子细辛汤

【条文】 7条：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

281条：少阴之为病，脉微细，但欲寐也。

301条：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麻黄附子细辛汤主之。

302条：少阴病，得之二三日，麻黄附子甘草汤微发汗，以二三日无里证，故微发汗也。

【组成】：

麻黄附子甘草汤（缓汗剂）：麻黄二两去节，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瓣，甘草二两炙

麻黄附子细辛汤（急汗剂）：麻黄二两去节，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瓣，细辛二两

【服法】：水一斗，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纳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主治】：少阴病兼外感。



麻黄附子甘草汤、麻黄附子细辛汤

这也是一种表寒证，表寒未解，里阳亏虚，阳气沉微，水气不化，水饮内停，凡内有水饮脉都沉，津血不足

则脉细；阳衰水旺则善寐（黄元御），所以见“脉微细而但欲寐”。

当里阳不足，阳气不能奋力抗邪，必见恶寒明显，很少发热，若反而出现发热症状，是寒邪束于肌表，这时

若没有出现阳气衰微的表现，尚属少阴表证初起，用麻黄附子甘草汤或麻黄附子细辛汤发其汗为宜。

二者都是温经散寒发表的麻黄汤类方，方中麻黄解表散寒，附子温经助阳，前方用甘草缓和诸药，缓缓汗出。

后方用甘草换作细辛，更能通阳，协助麻附驱寒解表，增加温散功能，发汗力略强于前者，所以说麻黄附子

甘草汤是缓汗剂，麻黄附子细辛汤是急汗剂。

但从整体来看，因方中没有加桂枝，所以此时的麻黄发汗力量仍然不大，只是微发汗，临床中使用这两个方

剂时，往往患者会感受不到出汗，只是使汗出于无形。但值得强调的一点，这两个方子仅适用于少阴病兼外

感的初期，一旦出现阳气衰微，见有下利清谷、手足厥逆的情况，一定不能发汗，反而应该用四逆汤回阳救

逆。

此两方在临床中治疗阳虚感冒者，十分有效。



（二）麻黄汤类方平喘代表方：

代表方剂：麻杏石甘汤

小青龙汤

小青龙加石膏汤为主



1、麻杏石甘汤

【条文】63条：发汗后，不可更行桂枝汤。汗出而喘，无大热者，

可与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主之。

【组成】麻黄4两去节，杏仁50个去皮尖，甘草2两炙，石膏半斤碎绵裹，

右4味，以水7升，煮麻黄减2升，去上沫纳诸药，煮取2升，去滓温服1升。

【治则】清热透邪，宣肺平喘



麻杏石甘汤方义特点
① 关键点之一，汗出而喘：前面所说麻黄汤发汗解表专治无汗而喘的表实证，而63条提出汗出而喘，那么这个喘证首先要与18条汗出而喘桂

枝加厚朴杏子汤相鉴别。二者虽然都是汗出而喘，但病机完全不同。首先，桂枝加厚朴杏子汤是营血不足，脉弱，要么是常出汗之人，要

么微微有汗，所出的汗稀薄无味；而麻杏石甘汤的汗出量多、粘稠、汗味很重，因为痰热壅肺、肺有郁热迫汗外出所致。

② 关键点二：无大热：痰热壅肺，说明有热，只是不像阳明病那种里热熏蒸很重的阳明经证发热，也无胃家实的腑实大热，仅为邪热壅肺的

上焦实热。

③ 刚才讲到的麻黄九禁，内有湿热的体质不能用辛温发表的麻黄汤类方以发汗，患者既然是邪热壅肺作喘的表实证，既要用麻黄平喘，就将

麻黄汤内桂枝去掉，减轻发汗的力量，再加用石膏，以制约麻黄之辛温发汗之药性，而保留麻黄的宣肺平喘之功能。

④ 石膏这味药上次杨殿兴教授曾专门在我们世界伤寒研究会的群里做过讲座，根据《本草经》石膏它不是大寒，而是辛微寒的一个药，（近

代很多中医名家持有这个观点）。张锡纯在《衷中参西录》写道：“多用石膏，不惟治外感之热，且以解方中药性之热也，为有石膏以监

制麻黄”，所以凡是内伤外感兼有热症，无论上、中、下焦的热病，都常常加上石膏。不仅麻杏石甘汤，小青龙加石膏汤中也凸显了石膏

对麻黄的监制作用。

⑤ 麻杏石甘汤是外寒里热的大青龙汤发展而来，表邪未解，里热进一步郁积，热邪迫肺就导致肺热而咳的麻杏石甘汤证。麻杏石甘汤和大青

龙汤都有石膏，二者所治不同，麻杏石甘汤是表症轻而邪热壅肺较重，见汗出而喘，石膏要用半斤。而大青龙汤是以外邪较重，内热较轻，

所以石膏仅用鸡子大约2两。



三方的演变的病机

大青龙汤——麻杏石甘汤——白虎汤

从三方的病机演变可以看出外感疾病传经的规律。

太阳为一身之藩篱,外感风寒，寒邪束于肌表，卫气被郁，而恶寒发热无汗；营阴凝滞，不通则痛，出

现全身各种疼痛；肺主皮毛，肺气失于宣降，见喘咳，此时处于太阳表实麻黄汤证阶段；

若外邪不解，寒邪郁表化热，不汗出而高热烦躁，就到了表寒里热的大青龙汤阶段；

外邪未解，邪热壅肺，热迫汗出，出现外感症状变轻，而喘咳症状加重，无汗而喘者，是麻杏石甘汤阶

段。

若病邪传里，出现大热、大渴 、大汗、脉洪大的里热证，就变成了阳明经证白虎汤阶段。

所以柯韵伯说“麻杏石甘汤是大青龙汤之变局，白虎汤之先着”点明三者的关系。



由表传里的病机传变规律，影响组方变化规律：

麻黄汤—大青龙汤—麻杏石甘汤—白虎汤

发热恶寒、无汗—→ 麻黄、桂枝、杏仁、甘草（麻黄汤）

表寒不解、无汗烦燥—→倍麻黄-去发汗的桂枝+石膏、生姜、甘草（大青龙汤）

汗出而喘、无大热—→ 去发汗的桂枝+石膏，抑制麻黄的热性，保留其平喘效果

（麻杏石甘汤）

大热烦渴、脉洪大—→ 去麻、桂、杏之辛温发表药，改用石膏、知母、粳米，

清热生津（白虎汤）。



2、小青龙汤（小青龙加石膏汤）。

【条文】 40条：伤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气，干呕，发热而咳，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满，或喘者，

小青龙汤主之。

《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至第七》：肺胀咳而上气，烦躁而喘，脉浮者，心下有水，小青龙加石膏汤主之。

【组成】小青龙汤：麻黄（去节）芍药细辛干姜甘草（炙）桂枝各三两（去皮）五味子半升半夏半升(汤洗）。

【组成】小青龙加石膏汤：就是小青龙汤加石膏二两。小青龙解表化饮，宣肺平喘，也是以麻黄汤变通而来。

久病咳喘之人必有脾胃中虚，水饮内停。本方取麻黄汤和桂枝汤两方的方义，加温肺化饮药而成。

其中全方有八味药，分为四组：

①麻桂的宣散；

②姜辛的温散；

③半夏的温降；

④芍味的酸收。

共同组成发中有守，攻中有守，专治外有表寒，内有水饮寒饮宿肺之咳喘证。



大小青龙汤的比较

大青龙汤 小青龙汤

组
成

麻黄六两(去节) 桂枝二两(去皮) 甘草二两(炙)
杏仁四十枚(去皮尖) 生姜三两(切) 大枣十 枚
(擘)

石膏如鸡子大(碎)

麻黄（去节）芍药细辛干姜甘草（炙）
桂枝各三两（去皮）五味子半升半夏半升
(汤洗）。

主
治 表寒郁热证 表寒里饮证

条
文

38条、39条 40条



麻黄石膏之比：

麻杏石甘汤 小青龙加石膏汤 大青龙汤 越婢加术汤

麻黄石膏剂量（两）四:八 三:二 六:二（鸡子大） 六:八

麻黄：石膏比例 1：2 3：2 3:1 3:4

治则 表寒肺热内壅 表寒里饮化热 表寒里热 发热行水，兼清内热

条文 63条/162条 七 38条 七



（三）麻黄汤类方第三个作用利水祛湿：

《金匮要略》中对水肿湿痹早就提出总的治则：

“湿家……当发汗为宜，慎不可以火攻之”

“湿痹之候，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但当利其小便”

“诸有水者，腰以下肿，当利小便;腰以上肿，当发汗乃愈”

临床中此类疾病经常发汗与利水同时并用，根据症状，而有所侧重。

主要代表方剂有麻黄加术汤、麻杏薏苡甘草汤、越婢加术汤、麻黄附子汤。



1. 表寒兼湿

《金匮要略·痉湿暍病脉证第二》：

“湿家，身烦疼，可以麻黄加术汤发其汗为宜”

“病者一身尽疼，发热，日晡所剧者，名风湿。此病伤于汗出当风，或久伤取冷所致也，

可与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



方义特点：

1. 治湿以小发汗

2. 麻黄+白术

麻黄利水，得白术只微微发汗，白术加麻黄行肌肉与表里之湿。

《成方便读》曰：方中用麻黄汤祛风以发表，即以白术除湿而固里，且麻黄汤内有白术，则虽发汗而不至多汗，而

术得麻黄并可以行表里之湿，即两味足以治病。况又有桂枝和营达卫，助麻黄以发表；杏仁疏肺降气，导白术以宣

中；更加甘草协和表里，使行者行，守者守，并行不悖。



麻黄剂治疗
湿痹

麻黄加术汤 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

组成
麻黄3两去节，桂枝2两去皮，
甘草1两炙，杏仁70个去皮尖，
白术4两

麻黄去节半两汤泡，甘草1两炙，
薏苡仁半两，杏仁10个去皮尖，
炒

功效 发汗解表祛湿 轻清宣化，解表祛湿

条文 《金匮要略·痉湿暍脉证第二》



2. 表寒兼水肿

《金匮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第十四》：

“里水者，一身面目黄肿，其脉沉，小便不利，故令病水。……越婢加术汤主之。”

（右六位，以水六升，先煮麻黄，去上沫，內诸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恶风加附子一枚炮。）

“水之为病，其脉沉小属少阴；浮者为风，无水虚胀者，为气。水，发其汗即已。脉沉者，

宜麻黄附子汤。”



麻黄类方治
疗水肿

越婢加术汤 麻黄附子汤

组成 麻黄6两，石膏半斤，生姜
3两，甘草2两，白术4两，
大枣15枚

麻黄3两，甘草2两附子一
枚炮

功效 发汗行水，兼清内热 助阳发汗，宣上温下

条文 《金匮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第十四》



【例一】咳喘案

Sara女，31岁，未婚

首诊：Apr22, 2022 远程诊疗，这是个新冠病人。

主诉： 反复喘咳30年,又发20天。

病史和症状：

30年前，幼时患哮喘病，每年季节变化时就发作，曾反复用过抗菌素、支气管扩张剂、平喘喷雾剂，病证时好时坏。近5年来又增加鼻敏感症状，每次在季节

变化时反复发作，喷嚏、流清涕、喘咳，长期自己备有平喘喷雾剂，几乎一周用5-7天平喘喷雾剂。20天前感染新冠病毒，发低烧轻度咳嗽，未服用药物，西

医告知在家休息，症状有所缓解，但嗅觉味觉没有恢复。几天前因为天气变化，清涕喷嚏频发，喘憋，乃至嗅觉完全消失。

目前证状见：体温正常，不咳嗽，主要以喘气为主、鼻阻鼻塞，胸憋闷，出气很困难，打喷嚏，流清涕，嗅觉或味觉都消失，闻不到任何味道，吃东西时完全

品尝不出咸、酸、甜味，有痰不多，纳食减少（以往食欲很好）。情绪不高，无精打采。自述胸脘部都不舒服，口不干，大便正常，舌质红，中间无苔，两侧

双黄苔薄少，脉78次/分（远程）。

既往史： 腰椎间盘突出病史14年；抑郁症6年，服用抗抑郁药一年；支气管哮喘病史30年，长期使用平喘剂3年以上，有吸烟、吸电子烟历史，青霉素过敏。

诊断: 1.喘证 2.寒湿疫后遗症（西医诊断:新冠后遗症味觉嗅觉缺失）

中医辨证: 风寒束表，水饮内停化热

治则: 疏风解表，清热化饮通窍

方药：小青龙汤加石膏

麻黄5g(先煎)、细辛3g、桂枝9、白芍9、

干姜9、姜半夏9、五味子9、甘草9、石膏15g，

先煎麻黄20分钟，去上沫，加其它药，又煎20分钟，一天一剂，一天服两次，共两副。监测心率，超过90次/分，请告知。



【例二】续页

二诊：Apr25, 2022 3pm远程 （上方效好）

两副药后症状明显好转，鼻阻有所通畅，喷嚏减少，嗅觉与味觉有所恢复，能嗅到食物香味并品尝出味道，纳食有所增加，能够接受中药治疗

(这个病人以往拒绝吃中药的)，未述舌象，脉搏70次/分，有痰。

中医诊断辨证治则:同前

治疗有效，再服四付

三诊：Apr27,2022/3:30pm

又服四副后，今天早晨起床后鼻子完全通了，也不喘了，未再用平喘剂喷剂。查鼻涕有点发黄，口微渴（没有前天晚上服药太晚的时候渴），

有痰，大便偏干能解出。胃口也很好，舌尖偏红，舌尖短缩，苔双黄，微腻，脉率70次/分。

诊断：1、喘证——内停水饮；

2、郁证——痰湿蒙蔽神明

辨证：肝郁气滞，痰湿內盛

治疗：疏肝解郁，化痰祛湿，

方药：逍遥散+温胆汤

枳壳20g竹茹20g陈皮20g姜半夏14g茯苓20g甘草20g白术20g白芍20g

当归20g柴胡12g薄荷20g党参20g石菖蒲20g郁金20g一包吃两天，4付后诸证消失。

分析：新冠病毒感染，中医称作寒湿疫。该患者感染寒湿疫引动内饮，外有寒邪束表，内有饮邪郁而化热，加之素有郁证，胆胃积热，痰湿蒙

蔽清阳，精神不振，多眠，先以小青龙加石膏汤外以解表散寒，内化水饮，间以石膏清热除烦，使患者新冠后遗症的嗅觉味觉得以恢复，然后，

以逍遥散加温胆汤理气化痰解郁，用药后患者情绪变佳，随后能出外旅行。



前后舌象



【例三】水肿案

荣xx，男，88岁

初诊：Jun04，2019

主诉：反复咳嗽60年，复发伴气紧水肿3个月。

现病史：60年前，冬季受寒，反复咳嗽，诊为慢性支气管炎，以后每年冬季发作。3个月前因再次发作咳嗽喘息，心率变慢，45-47次/分，西

医诊断为“慢阻肺、肺性脑病”抢救后苏醒。现仍有微咳晨起有痰，胸闷气紧，气喘，鼻塞流清涕，近日常受凉感冒，周身疼痛，手足冷，便

稀溏，面部微肿，双下肢凹陷性水肿（Ⅲ°），舌质淡瘀，苔薄白多津，舌质嫩，脉缓，结代。

诊断：1、肺胀

2、心悸

辩证：肺失宣降，心阳不足，阳虚水湿停滞，

治则：宣肺止咳，温阳利水

方药：麻黄附子细辛汤+真武汤

炙麻黄5g(先煎半小时去上沫)、制附子9g(先煎半小时)

细辛3g、桂枝10g、白术15g、茯苓15g、五加皮10g

白芍10克、炙甘草10g、丹参10g、地龙10g、神曲10g、生姜三大片（后下）

二诊：两副药后，双下肢水肿减轻成Ⅰ°，鼻塞减轻，身痛也减轻。

又加五味子10g、山茱萸10g，温阳补肾，敛肺止咳。每日一副，共三付，因为家属嫌煎药时间长，将三副药同时煎煮，先煎麻黄去上沫，服用

三天，每日三次，三天后，水肿及咳嗽、身痛完全消失。

体会：该患者心力衰竭血瘀水停，肺肾两虚。少阴外感，诱发咳嗽；阳虚不能化气行水，见周身水肿以下肢为甚。所以首选麻黄附子细辛汤加

真武汤，通阳解表，温阳利水，止咳平喘。因久咳肺气耗散而不能收，故表解后加五味子、山茱萸酸性补肾阴，收敛肺气。该病例体现了金匮

要略水气病篇中“腰以上中当发其汗，腰以下肿当利小便”的原则。因麻黄得术发汗力并不强，且术得麻黄行皮里之间，祛表里之湿。



【例三】痹证案
Anna 女，60岁， 护士。

首诊：2017.4.5

主诉：左侧腰腿痛2天。

现病史与证状：2天前，中午在家行走时突然感到腰痛，腰部活动受限，不能扭转屈伸，用热水袋敷后略见缓解，但当夜因症状加剧，通过911进入急诊，

Xray显示：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注射吗啡后疼痛有所缓解，今日被朋友介绍来我诊所求治。患者痛证，按常规应給予针灸止痛治疗，但患者拒绝针

灸，要求中药治疗。刻诊见：腰痛牵扯，不能俯仰转侧，疼痛放射至左侧臀部及大小腿外侧，左大腿麻木。右腿正常，昨天下午尚能勉强行走，今日完

全不能转动。口微干，口苦，怕冷，纳可，睡眠可，平素易出汗，头晕目眩，平卧则眩晕，如坐舟车，右颊紧痛（TMD颞下颌关节紊乱综合症），口腔

仅能张一半，大便干结，5日未解，因长期便秘，自己常服通便药，舌质淡瘀，苔薄白，脉关浮弦紧，尺脉沉迟，60次/分。曾尝试自己在家外敷药物止

痛，但因过敏，而停止外敷。

既往史：有美尼尔氏综合征、有颞下颌关节紊乱综合征（TMD）、有椎间盘突出等病史。

诊断：痹证

辨证：风寒束表，经络瘀阻

治则：通阳解痹，祛风解痉止痛

用药：麻黄附子细辛汤+桂枝汤+祛风解痉止痛药

麻黄4克、制附片10克（先煎2个小时）、细辛2克、肉桂4克（后下）

桂枝9克、白芍24克、甘草6克、熟地24克、

红花6克、槐花10克、枳壳10克、鹿角胶10克（炀）

地龙6克、全蝎6克、蜈蚣一条（先煎2个小时）

先煎蜈蚣2小时、麻黄半小时，去上沫，纳诸药，又煎半小时，两煎混合，分两次服，共两剂。

二诊：2017.4.10述一副药服后，疼痛减半，服完两副后，左小腿麻木消失，腰已基本不痛，但体位变化时仍觉背僵有牵扯感，仍头晕目眩，大便干，

又服上方两付腰痛痊愈，头晕颊痛诸证也都得到缓解，随后以苓桂剂调理，后眩晕消失。



例三续

• 【按语】患者平素营虚血少、阳气不足，怕冷脉迟，此次发病，突然外感风寒，太阳经脉郁滞，气血

不畅，筋脉拘挛而痛，此属阳虚外感少阴表证，方中麻黄附子细辛汤温阳散寒、桂枝汤和营解肌，加

虫类药以祛风解痉，病证快速去除。

• 从以上病例可以看出，患者发病从来都不是按着书本上的症状而来，病情复杂；针灸对痛症疗效显著，

但这位患者要求服药，拒绝针灸治疗，所以我们医生要掌握的手段就不仅仅是一种，换句话说解决某

一种疾病的手段可以有多样选择。在临床中只要是遇到外感风寒急性痹证的属于偏阳虚的中老年人，

如肩周炎、腰腿关节疼痛等，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加祛风解痉止痛药，疗效很好，若有营血不足者加桂

枝、白芍，同时加槐花凉血消肿止痛，制约麻黄桂枝的辛温之性，以免发汗太过，屡用效验。

•



结语

以上是我学习伤寒杂病论，将麻黄类方应用于临床的一点初步体会，与同道分享，共同交流，互相学习，

希望大家提出宝贵意见。借此机会，再次感谢马寿椿老师和马蕾会长建立起的这个平台，感谢群里的诸

位专家顾问，专家们的高水平的讲座，使我收获很多；也感谢大力支持我们的田海河会长、魏辉院长。

希望今后在这个平台，在研究班中，在马老师的带领下继续深入学习伤寒，研究经典，推广并映证于临

床，争取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再次谢谢大家！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