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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医痰病学》治痰药物临床运用要点
曹维娟，袁思成
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江苏 南京 210029
摘要：朱曾柏教授著《中医痰病学》，系统地介绍了中医痰病方面的理论和临床运用，其中第七章
“治痰药物串解”为其精华，朱教授结合古代本草知识与多年临床经验，凝练出了临床常用治痰药物的
运用特点。笔者在学习与运用后深感其有效性与前瞻性，现结合当今的临床研究与运用进展，对其内容
进行整理与分析，以求更加客观地呈现其中的精华，加深对中医痰邪学说的理解，进一步扩大其临床影
响与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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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Analysis on Main Points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Medicine for Treating Phlegm in Zhong Yi Tan
Bing Xue
CAO Wei-juan, YUAN Si-cheng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TCM, Nanjing 210029, China)
Abstract: The book of Zhong Yi Tan Bing Xue by Professor Zhu Zengbai, systimatically introduces the
theory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phlegm diseases in TCM, among which, the seventh chapter “Comprehensive
Explanation of Phlegm Drugs” is the essence. In this chapter, Professor Zhu combined ancient herbal knowledge
and years of clinical experience to condense the applic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ommonly used clinical phlegm
drugs. After learning and application, the authors have deeply understood the effectiveness and prospectiveness
of the drugs. Now, combining with current clinical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progress, the authors sorted out and
analyzed the contents of the book, in order to present the essence more objectively with pictures,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CM phlegm theory, and further expand its clinical influence and application.
Key words: Zhong Yi Tan Bing Xue; phlegm drugs; treatment rules; Zhu Zengb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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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翻阅细读后，对书中的精华第七章“治痰药

中医学家、“怪医”朱曾柏教授所著，是其 60 余年

物串解” [1] 收获甚多，在把握作者治痰的总体原则

经验、研究熔炼的精华，蕴含其丰富的临床经验与

下，按照不同性质的痰邪进行分类整理，以明确临

独特的学术思想。朱老在现代医学和现代科学技术

床运用要点，使之更加精练与清晰，更有利于指导

的基础上，以“痰病学”为核心，治疗了众多疑难

临床与教学。

杂症与危急重症，更是在治疗乙型肝炎及多种恶性

1 《中医痰病学》治痰原则

肿瘤方面富有独创性。《中医痰病学》已面世 30 余

1.1 非以“温化”为主

年，对现今中医药临床诊疗仍具有参考与指导意义。

《金匮要略》提出治疗痰饮病“温药和之”及
“痰为阴邪，非温不化”等，对后世痰饮病的治疗影

基金项目：江苏省中医药局中医重点学科项目（K2013XKO3）

响巨大[2]，也为温阳、扶阳一派提供了有力论证。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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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只言其一端，且主要为饮病的处理原则，只适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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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气虚衰之痰病，广义痰病的治疗不可拘泥其中。

及，津液可聚生寒痰。不同之状态，应分补气、行

1.2 治痰当多法论治

气、温气等，这是重要的治痰之法，但须辨明虚

治痰当分析痰之寒热虚实郁燥火，参考其病程

实，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囿于理气化痰之说，

长短和部位（深处、浅表、膜里等）而立法。使用

这与已故名老中医岳景林所持观点一致[12]。

行气、解郁、软坚、通络、温阳、清热、泻火之

1.7 见痰休治痰

法，同时注重泻饮除痰、去脂杜痰、润肺化痰等治

中医治病在于治本，治疗痰病同样如此，不可

则的灵活运用，正如朱丹溪对于痰病与气血郁之间

与西药直接化痰抗炎相提并论，不可“见痰治

[3]

的全面理解 ，多法论治，在后世的运用中成为一
[4]

个重要的原则 。还可使用上以吐之、中以化之、
[5]

痰”，应把现代医学的“有形”之痰包含其中，据
痰之虚实寒热而选药立方，同时从整体上调整津液

下以泻之等法则，其中吐法力捷效速 ，但目前临

痰饮代谢，临床诊治也可见未用化痰之药而痰自消的

床应用渐少，实乃损失。

表现，如现代临床从痰治消渴之症，则是无形之痰论

1.3 顽痰死血应化痰逐瘀并用

治的代表[13]，并在众多疑难杂症中运用越发广泛。

朱老认为久治难愈的疑难杂症多为痰邪作祟，

1.8 摒弃愈发狭隘的治痰药物教学观

痰瘀夹杂，特别是顽痰死血胶固而成结肿积聚，如颅

中药治痰药物在《本草纲目》中记载颇多[14]。

脑中枢疾病[6]、心血管疾病[7]与肿瘤恶性病症等[8]，

但是在现代医学的影响下，中药运用“狭窄化”，

当在化痰逐瘀基础上配合搜透血脉，用土鳖虫、鳖

中药教学趋近“书本化”与脱离“临床化”，导致

甲、莪术、王不留行等峻猛逐瘀之药，配合麝香、

治痰药物的教学与临床应用越发狭隘，对进一步发

水蛭以开窍豁痰，往往可取得意想不到的疗效，这

掘整理治痰中药极其不利，比如龙骨、牡蛎、全

[9]

与当代许多名医教授的治疗经验一致 ，并逐渐成

蝎、蜈蚣等，已然成为镇静熄风的要药，少有谈论

为目前中西医结合研究的热点，将在未来进行更深

其祛痰之功。而古人早已明言，龙骨、牡蛎实乃祛

[10]

。

痰佳品，全蝎、蜈蚣化痰涎之功同样甚好，国医大

1.4 注重病患基础情况的辨析

师朱良春即有使用虫类药物治疗痰饮病的记载[15]，

层次的研究

除辨析病情外，当注重病患之年龄、性别、体

值得临床更广泛地运用。

质条件和工作环境等基础条件而立法遣药。如体力

2 《中医痰病学》治痰药物分类及应用要点

劳动者、年轻者、体质壮实者，可用下法而攻逐痰

2.1 治痰之性质分类

浊，并配合外用之药，外消内逐，促痰病速痊。若

第七章“治痰药物串解”重点解析了 45 种临床

为年老体弱或脑力劳动者，则应兼健脾、疏肝、养

常用的治痰中药，笔者根据所治之痰的性质将其分

肾，不可妄施峻剂。

为 9 类，以便临床更好地区分与应用（见表 1）。

1.5 久痰可从肾论治

从中可见，治疗热痰的药物最多，也可反映出痰邪

至于久病之痰，不可只作脾湿生痰，盖久病不

与热邪之间最多的夹杂，热灼津液，化而为痰，痰

愈，未有不肾水亏损者，非肾水上泛为痰，即肾火

生而堵经络、气机，故又易生热，二者相辅相成，

沸腾为痰，即虚火炼液为痰，此痰当补肾。后世有

当兼而治之。气痰药物次之，气与痰之间联系紧

肥人多痰，多气虚也，虚则气不能运，故痰生，则

密，调气治痰之法仍是关键。除此两者，其他如湿、

须补气，兼消其痰。然补气又不可纯补脾胃之土，

饮、寒、风、瘀、食等导致痰饮，理应仔细辨析。

当补其命门之火，盖火能生土，而土自生气，气足

2.2 治痰之力道分类

而痰自消，不治痰而治痰也，这在后世的研究中也
逐渐被验证

[11]

书中所列药物在治痰力道方面也有所差异。部

。肾虚之痰，当把握肾中阴阳，掌握

分药物药效峻猛，可治痰结重症；部分轻灵平和之

滋阴降痰化瘀温阳摄痰之法，不可陷入“地黄生

药可调诸虚。治疗选药应根据患者实际基础状态而

痰”的机械论。

选择，力道太过易损正气，变生他证，药力不及，

1.6 不可拘泥于“行气化痰”

则又疗效平平，当仔细辨析。表 2 为峻猛治痰药物

气虚、气实、气滞均可生痰。多痰之症，不可
单单祛湿，当以调气为先，配以消痰之品。气滞之
时，津液可聚而成痰；如若阳气虚衰，水液温化不

及其特点描述。
2.3 治痰之部位分类
痰邪随气而行，无处不在，有形与无形之痰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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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诸身，治疗时选择具有归经及部位代表性的治痰

部位或脏腑的偏向，可在辨证准确的基础上，给予

药物尤其重要。书中所列治痰药物，部分有典型的

“精确化”治疗，以提高临床疗效。详见表 3。

表 1 《中医痰病学》治痰药物分类
分类
热痰

数量（%）

中药名称

23（51.1）

旋覆花、大黄、莱菔子、礞石、瓜蒌、海藻、昆布、牡蛎、海蛤壳、夏枯草、连翘、玄参、玄明粉、枇杷叶、竹茹、车前
子、泽泻、冬瓜子、贝母、胆南星、前胡、桔梗、黄药子

气痰

15（33.3）

湿痰

8（17.8）

旋覆花、厚朴、威灵仙、车前子、茯苓、薏苡仁、半夏、石菖蒲

饮痰

8（17.8）

旋覆花、大黄、泽泻、冬瓜子、白矾、远志、焦山楂、石菖蒲

顽痰

8（17.8）

蜈蚣、皂荚、礞石、海藻、海蛤壳、玄明粉、枇杷叶、白矾

冷痰/寒痰

7（15.6）

旋覆花、厚朴、猫爪草、薤白、半夏、桔梗、白芥子

食积痰

6（13.3）

旋覆花、枳实、莱菔子、山楂（炒焦）、炒麦芽、神曲

瘀痰

5（11.1）

大黄、蜈蚣、威灵仙、焦山楂、郁金

风痰

4（ 8.9）

蜈蚣、威灵仙、胆南星、白芥子

厚朴、枳实、槟榔、橘红、紫苏子、莱菔子、海藻、枇杷叶、杏仁、前胡、远志、炒麦芽、神曲、郁金、石菖蒲

表 2 《中医痰病学》峻猛治痰中药及其描述
中药名称

功效

中药名称

功效

枳实

冲墙倒壁、滑窍泄气

礞石

专治顽痰、老痰胶结

槟榔

破散痰积

竹茹

痰热重症

大黄

逐泄痰热、攻坚破积

玄明粉

清泄痰热、病止即止

莱菔子

推墙倒壁之功

白矾

收罗而扫荡

皂荚

祛痰涤垢之力强

黄药子

疮毒痰火

表 3 《中医痰病学》治痰中药部位或脏腑偏向
中药名称

部位或脏腑偏向

中药名称

部位或脏腑偏向

礞石

善治头颅脑腔之顽痰、老痰

杏仁

善理肺肠痰气

胆南星

惊风癫痫之痰

前胡、桔梗

降肺气、升清气

远志

善豁心中之痰

夏枯草

宣泄肝胆痰火

石菖蒲

豁心中之痰湿

炒麦芽

肝郁脾陷诸痰

连翘

上焦心肺之痰火

竹茹

胆热挟痰

瓜蒌、薤白

导心胸之痰下行

大黄、玄明粉

清泄阳明肠腑之痰

贝母

心胸郁结之痰气

枳实

专泄胃实

枇杷叶

降肺化痰

玄参

退肾中无根浮游之火

冬瓜子

润肺化痰

猫爪草

颈项及皮下痰核

紫苏子

消降胸脘之痰

白芥子

皮里膜外之痰

皂荚

肠胃与上焦之痰浊

蜈蚣

周身内外停聚之痰涎

旋覆花

消膈上结痰、心胁痰水

2.4 治痰之要点分类

治痰药物的临床运用要点，进行详细描述，对临床

在第七章“治痰药物串解”所列 45 种治痰药物
中，朱老结合自身丰富的临床经验，紧紧抓住各类

中医诊疗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表 4 为其中重点药
物运用要点。

表 4 《中医痰病学》治痰重点药物运用要点
中药名称

运用要点

中药名称

运用要点

旋覆花

痰病变症，虚实寒热，随症加入

礞石

气惊不平易生痰，可平惊悸与祛痰

枳实

痰滞腑气，脘腹不适，浑身困胀不适，特别是心前区憋闷

威灵仙

走而不守，主治风、湿、痰壅滞经络

大黄

用量 30 g/d，酒浸之

昆布

海藻药力较缓，昆布药力强，且可滑利痰涎、降脂减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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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中药名称

运用要点

中药名称

运用要点

紫苏子

痰气下降、化散郁痰皆可用

夏枯草

清化少阳之痰结

蜈蚣

走窜化痰涎，开闭通膈，泌尿系结石为痰瘀聚结者亦可用

玄明粉

热痰闭塞而成的急性病，据体质强弱、病情缓急而定

竹茹

中风痰闭、昏迷等痰热闭“心”危重症

海藻

瘰疬瘿瘤顽痰胶结之症

茯苓

实不耐补、虚不耐攻之各种痰症

牡蛎

软坚散结化痰

半夏

生半夏优于法半夏，以温水淘洗 3 次，加等量鲜生姜可解毒 海蛤壳

治热痰黏稠不易咳出

胆南星

“七制”“九制”等佳品治痰效佳

连翘

热痰聚结或热痰化毒

白矾

力猛，可装胶囊，空腹吞服 1 g

枇杷叶

断痰丝，化顽痰

神曲

散气调中、温胃化痰、逐水消滞

泽泻

泄湿热，行痰饮

石菖蒲

化痰开窍、祛秽理气；芳香之品，入丸、散中服疗效佳

薏苡仁

久服、重剂无妨

厚朴

温中下气，开寒痰凝结

贝母

川贝母润肺化痰宁心，治虚热痰嗽；浙贝母治痰火郁结、硬结肿痛

槟榔

破滞气，开郁气，下痰气

白芥子

寒痰阻滞所致之心腹疼痛、痛痹、阴疽、流痰等

橘红

橘红横行而散，枳实则破而降

山楂

痰瘀相兼之症最宜，炒焦入药

莱菔子

散服或包煮服，下气消谷去痰癖

郁金

治内痰郁生，配合丁香疗效更佳

皂荚

重剂单行，多有胃肠道反应，可配合大枣

黄药子

不可过量久服，可研末和提炼后外用

瓜蒌＋薤白 逐润痰热下渗，从大便出。二药同用，疗效更佳

大黄之药对[23]。对于毒性明显的化痰药，书中代表

3 讨论
痰病在现代临床中常见，痰邪作为一种多变而

为黄药子，作为治疗热毒疮毒的要药，对各类痰聚

性质不定的病理产物，可成为众多疾病的主要或次

火毒的肿物疗效明显，特别是甲状腺肿瘤、骨转移

要病理因素。各种治痰药物具有独有的特点，根据

瘤方面的运用[24]。现代中医肿瘤专家孙秉严教授擅

药性可针对不同人群、不同体质、不同部位与方向

长运用黄药子治疗各类肿瘤，且用量较大，可用至

的痰邪，具有“精确化”医学的特点。随着中医现

60～90 g，疗效显著[25]。

代化进程的推进，治痰药物的临床疗效得到了更多
的验证，而其中的机制也逐渐清晰。

治痰药物种类繁多，书中介绍的仅是朱教授临
床验证的一部分常用药物，具有较高的可读性与临

其中旋覆花置于第七章“治痰药物串解”开篇

床实践性。中医痰病学及其方剂、用药博大精深，

首位，可见其运用之广泛，如治疗肺部疾病的金沸

也是治疗现代疑难杂症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可进一

草散与治疗眩晕呃逆腹胀等疾病的旋覆代赭汤

[16]

，

步挖掘古籍中的相关内容，结合临床运用，通过临

旋覆花的化痰作用在其中不可忽视。此外，独具特

床对照研究，明确相关药物的最佳用量与配伍。对

色的是蜈蚣在治疗顽痰死血中的运用，特别是在痰

于有毒与不良反应较大的药物，切忌因畏惧与追求

瘀胶结而又夹杂风邪时，与国医大师周仲瑛在肿瘤

“安全平稳”而弃之不用，可在实验室研究的基础

方面的治疗经验相似，可见其临床有效性

[17-18]

。在

上，使其在临床应用中发挥疗效的最大化。

众多的常用药物中，还有数种峻猛化痰药，其中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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