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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供参考。方法

应用数据挖掘技术分析《丹溪心法》治疗脾胃病方剂用药特点，为临床治疗脾胃病提
以《丹溪心法》为检索源，采集朱丹溪治疗脾胃病的相关方剂，按照统一标准加以人工

干预和规范处理。利用频数统计确定治疗脾胃病的常用药物。通过建立共现矩阵、聚类和网络可视化分
析常用药物的配伍特点和相互关系。结果

共纳入处方 105 首，涉及中药 150 种。炙甘草、陈皮、白

术、人参、茯苓等 17 种中药是治疗脾胃病的常用药物。结论

朱丹溪在治疗脾胃疾病时重视补益脾

胃，尤其重视清养脾胃，养胃气，益阴精；用药主要以甘温补气为主，辅以辛、苦之药以行气祛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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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Medication Features in the Treatment of Spleen-stomach Disorders in Dan Xi Xin 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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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medication features in the treatment of spleen-stomach disorders in
Dan Xi Xin Fa;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relevant diseases. Methods Dan Xi Xin Fa
was set as retrieval source. The prescriptions about treating spleen-stomach disorders in the book of Dan Xi Xin
Fa was retrieved, which were under standardized artificial intervention and process. The frequency statistics was
adopted to analyze the highly-used medicines, and co-occurrence matrix, clustering and network visualization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compatibility features and relationship among the medicines. Results 105 prescriptions
were collected, and 150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were involved. 17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including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Citri Reticulatae Pericarpium, Atractylodis Macrocephalae Rhizoma, Ginseng
Radix et Rhizoma and Poria were commonly used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in the treatment of spleenstomach disorders. Conclusion Zhu Danxi laid his emphasis on tonifying spleen and stomach in the treatment of
spleen-stomach disorders, especially on clearing the spleen and stomach, nourishing stomach qi and tonifying
yin essence. It is Zhu Danxi’s medication features in the treatment of spleen-stomach disorders to tonify qi with
sweetish taste and warm medicines, and promote qi circulation and eliminate dampness by hot and bitter taste ones.
Key words: Dan Xi Xin Fa; spleen-stomach disorder; medication feature; data analysis
朱丹溪对于脾胃病的论治有独到的见解，其论

法张仲景、李东垣之脾胃病治法，并对其中理论加

治理论值得现代中医研究者的深思和挖掘。丹溪取

以继承发展，较东垣只重视脾阳又深化了一步，可
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而这一重视脾胃的学术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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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溪治疗疾病所应用的方剂。分析《丹溪心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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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脾胃病的方药，可以理清朱丹溪治疗脾胃病的

用频率极低。研究医家的治疗思路主要是观察其方

理法规律和组方用药特点。

中的主体部分，即在同类方剂中的常用中药。因此

数据挖掘是从大量的、不完全的、有噪声的、

选择在方剂中出现频次＞10%的中药作为常用药

模糊的、随机的实际应用数据中，提取隐含在其中

物，共 17 种，只占全部中药的 11.33%（17/150），

[2]

的但又是潜在有用的信息和知识的过程 。应用数

但累计出现频次已经达到 47.94%（337/703）。详见

据挖掘技术分析中医个体化诊疗信息特征，提炼出

表 1。

其中蕴藏的新理论、新方法，可实现中医药经验的
[3]

有效总结与传承 。本文应用数据挖掘技术分析

表 1 《丹溪心法》治疗脾胃病方剂的常用中药
序号 中药名称 出现频次 占方剂百分比/% 占总频次（703）百分比/%

《丹溪心法》中治疗脾胃病方剂的用药特点，为临

1

炙甘草

35

33.33

4.98

床治疗脾胃病提供参考。

2

陈皮

33

31.43

4.69

1 资料与方法

3

白术

31

29.52

4.41

4

人参

30

28.57

4.27

5

茯苓

25

23.81

3.56

学》 中对脾胃病的定义，筛选出《丹溪心法》中

6

生姜

24

22.86

3.41

的痢、泄泻、燥结、吐血、呕吐、恶心、咳逆、翻

7

半夏

20

19.05

2.84

胃、吞酸、痞、嘈杂、伤食、内伤、积聚、心脾

8

甘草

17

16.19

2.42

痛、腹痛、脾胃章节中有明确药物组成的口服方

9

干姜

16

15.24

2.28

剂，且剂量准确、主治明确、非固定单一证型的治

10

当归

15

14.29

2.13

疗方剂。重复出现的方剂只计 1 次。

11

木香

15

14.29

2.13

12

厚朴

15

14.29

2.13

13

大黄

14

13.33

1.99

加以人工干预和规范处理。例如，将熟芐统一为熟

14

黄连

14

13.33

1.99

地黄，肉从蓉统一为肉苁蓉等。《丹溪心法》中对半

15

苍术

11

10.48

1.56

夏的描述有半夏、法半夏、炮半夏等，统计时分开

16

砂仁

11

10.48

1.56

讨论。将采集的信息和原始资料进行二次核对，确

17

枳实

11

10.48

1.56

1.1 数据来源与收录标准
[4]

以《丹溪心法》 为检索源，依据《中医内科
[5]

1.2 数据清洗
对收集到的方剂及组成中药按照《中药学》

[6]

保信息无误后录入 Excel 表，建立数据集。
1.3 数据分析
1.3.1

2.2 《丹溪心法》治疗脾胃病方剂常用中药的类别
对《丹溪心法》治疗脾胃病的 17 种常用中药进

中药的数据抽取和频数统计

应用书目信息

行分类，分属 9 个类别，共出现了 337 次，包括补

共现挖掘系统（BICOMB），对方剂数据集里的中药

虚药、理气药、化湿药、利水渗湿药、解表药、化痰

数据进行提取和统计，按出现频次从高到低排列，

止咳平喘药、温里药、泻下药、清热药，见表 2。

取高频应用的中药作为朱丹溪治疗脾胃病的常用中

《丹溪心法》治疗脾胃病用药以补虚为主，其次是

药。并按照《中药学》的中药性味和分类，对常用

理气、化湿。

中药进行性味和分类统计，找出其用药的性味和分
类特点。

表 2 《丹溪心法》治疗脾胃病方剂常用中药类别
类别

出现频次

应用 BICOMB 软件将常

补虚药

128

37.98

用中药按在方剂中共同出现的频次建立共现矩阵；

理气药

59

17.51

应用 NetDraw 社会网络软件建立聚类和网络可视化

化湿药

37

10.98

分析常用药物的配伍特点和相互关系。

利水渗湿药

25

7.42

2 结果

解表药

24

7.12

2.1 《丹溪心法》治疗脾胃病方剂的常用中药

化痰止咳平喘

20

5.93

《丹溪心法》中符合本研究要求的方剂共 105

温里药

16

4.75

首，涉及中药 150 种，合计出现 703 次。虽然这些

泻下药

14

4.15

中药对于治疗脾胃病都有作用，但是有些中药的应

清热药

14

4.15

1.3.2

中药的共词分析

占总频次（337）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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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丹溪心法》治疗脾胃病方剂常用中药的性味

损有直接关系。朱氏在其《格致余论》中提出“因

《丹溪心法》常用中药药性共出现了 337 次，

纵口味，五味之过，疾病蜂起，病之成也”。而脾

药味共出现了 534 次，其性味的构成比详见表 3 和

胃受损的原因，可以归纳为“谋虑神劳，动作形

表 4。其中温热药排在第一位，性味平和药次之，

苦，嗜欲无节，思想不遂，饮食失宜，药饵违法，

寒凉药多为专症和相佐使用。在药味上，苦、辛、

皆能致伤”。脾胃为人身“中宫”，脾主升清，胃

甘 3 种药味的中药使用最多。

主降浊，脾胃升降是人体生理代谢的重要环节，一

表 3 《丹溪心法》治疗脾胃病常用中药药性

旦饮食失宜、七情内伤、动作劳苦等，长期侵袭人

药性

出现频次

占总频次（337）百分比/%

体，都可使脾土受损，转运失职。胃虽受谷，不能

温

232

68.84

运化，从而不能吸收水谷精微，元气不足，导致诸

平

77

22.85

身虚证。很多疾病的发病机理都是由于脾胃受损，

寒

28

8.31

因此朱丹溪在治疗疾病和保健上尤其重视脾胃。

凉

0

0

3.2 治疗脾胃病以补益为主

热

0

0

表 4 《丹溪心法》治疗脾胃病常用中药药味
药味

出现频次

占总频次（534）百分比/%

苦

174

32.58

辛

171

32.02

甘

153

28.65

淡

25

4.68

酸

11

2.06

咸

0

0

涩

0

0

从养生和治疗方面，丹溪认为“补肾不如补
脾，脾得温则易化而食味进，下虽暂虚，亦可少
回”。丹溪晚年若有不爽，便自调脾胃以养之。把
保养脾胃和调理脾胃提高到“上工治未病”的高度
来认识。说明朱丹溪对脾胃的补益十分看重，也是
其治疗脾胃病用药的特点，这从表 2 中补益药的分
量之大可见一斑。
3.3 清养胃气
丹溪首先提出脾阴之说，认为“脾有坤静之
德，有乾健之运”，人体健康取决于胃气，而胃气

2.4 《丹溪心法》治疗脾胃病常用中药的共词分析

取决于清和之气，“夫胃气者，清纯冲和之气，人

对《丹溪心法》治疗脾胃病的 17 种常用中药进

之所赖以为生者也”。临证十分重视对胃气的保

行共词分析，获得共现次数较高的药对，依次为：

护，无论邪气强弱，一旦胃气虚弱，必当先补胃

人参-炙甘草（19），白术-人参（18），炙甘草-白术

气。他认为，得一分胃气则生，失胃气则死。临证

（15），白术-陈皮（15），白术-茯苓（13）等。从常

用药当顾护胃气，勿过用辛香燥热、寒凉生冷之

用中药联合应用的特点分析，治疗脾胃病的方剂主

药，以免损伤胃气。用药当用清和之品，健运脾

要是以六君子汤（人参、白术、茯苓、甘草、陈

胃，助脾胃升清降浊。从而提出“味，阴也，气，

皮、半夏）为基础原型，进行加减，见图 1。

阳也。补精以阴求其本也，故补之以味。若甘草、
白术、地黄、泽泻、人参之类，皆味之厚者也”。
所以丹溪在临证上常选人参、白术健脾补气，茯
苓、苍术健脾祛湿，配合厚朴、陈皮行气燥湿。从
图 1 也可以看出人参、甘草以及白术与其他药联系
最为广泛，其中人参养气，白术运脾，甘草从中调
和，符合朱丹溪思想。由此观之，朱丹溪在治疗脾
胃病用药中注重清养脾胃，养阴兼顾养气。
3.4 甘温益气补脾扶正
在治疗脾胃病的方剂中，温药用量非常大。因

图 1 《丹溪心法》治疗脾胃病常用中药共词分析网络图谱

为丹溪对大量痰病进行反复研究和验证后，认为

3 讨论

“痰之为物，随气升降，无处不到” [7] 。而温燥可

3.1 重视脾胃在健康中的作用

祛湿病，湿得温燥则豁然可收，因此采用温燥之药

从致病角度，朱丹溪认为疾病的生成与脾胃受

祛痰化湿，甘温之药燥湿健脾。同时认为“温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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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夫劳倦所伤，温者，养也。温存以养，使气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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