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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沈其霖教授擅长诊治慢性咳嗽、过敏性哮喘、肺间质纤维化等肺系疾病。沈教授认为，慢性
咳嗽的常见病因为寒邪挟风邪，治以温肺祛风，可加用清热化痰药。过敏性哮喘本虚在肺、脾、肾，标
实是风痰，病位在肺，咽喉亦是该病症状最明显之处，治以祛风化痰，固护肺、脾、肾。肺痿以本虚为
主，标实为次，治疗应扶正虚、行气滞、化痰浊、祛血瘀，并应加强消散肿结之药，不仅祛邪滞，还可
防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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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Professor Shen Qilin’s Experience in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of Lung Diseases
JI Liang, Instructor: SHEN Qi-lin, GAO Ye, CHEN Cong, HE Qi-ying
(Mianyang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Sichuan Li Kongding Lung Disease Classic Inheritance Center,
Mianyang 621000, China)
Abstract: Professor Shen Qilin is good at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chronic cough, allergic asthma,
pulmonary fibrosis and other lung diseases. Professor Shen thinks: the common cause of chronic cough is cold
evil with wind evil; therefore, the method of warming the lung and dispelling wind should be used, and
medicines with the efficacy of clearing heat and resolving phlegm can be added at the same time. The deficiency
of allergic asthma lies in the lung, spleen and kidney, and the excess is wind phlegm; the disease location is at
the lung, and the throat shows the most obvious symptoms of the disease. Therefore, the treatment should be
dispelling wind and resolving phlegm, and protecting lung, spleen, and kidney. Pulmonary fibrosis is mainly
deficiency in root, accompanied with excess in symptoms. Therefore, the treatment should be strengthening the
vital qi, regulating qi, and removing phlegm and blood stasi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medicines to dissipate
swelling and knot should be strengthened, which can not only remove pathogenic stagnation, but also prevent
cancer.
Key words: Shen Qilin; chronic cough; allergic asthma; 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 experience of
famous doctors
沈其霖教授是成都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导

1 慢性咳嗽

师，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

慢性咳嗽指咳嗽时间≥8 周，以咳嗽为主要或

导老师，跟随四川省首届十大名中医李孔定教授学

唯一症状，胸部 X 线片无明显异常者[1]。其就诊人

习多年，学术精湛，擅长诊治肺系疾病，如咳嗽、

数占肺病科门诊的大部分。慢性咳嗽属中医学“内

过敏性哮喘、特发性肺间质纤维化等，临床经验丰

伤咳嗽”“久咳”“五脏咳”范畴。有些医者认

富。笔者师承沈教授，将其辨治肺病经验举例如

为，慢性咳嗽时间长，外邪已不存在，早已在体内

下。

转化为热、痰等病理产物，故临证使用清热止咳化
痰方法，但效果不佳。张景岳指出，内伤咳嗽“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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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来有渐，或因酒色，或因劳伤，必先有微咳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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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以甚，其征则或为夜热、潮热，或为形容瘦减，

咽痒消失，喉间痰鸣明显减轻，咽喉稍干燥，咽部充

或颧常赤，或气短喉干”（《景岳全书》）。首

血缓解，舌红苔薄黄，脉滑。予原方加射干 15 g、

先，内伤咳嗽虽然病已入里，但是由于外邪未能及

木蝴蝶 10 g，3 剂，水煎服，每日 1 剂。后随访患

时祛除或误治导致邪气陷里，且仍有外邪存在，故

者，症状均已消失。嘱其勿受凉，防感冒。

可用解表宣肺透邪药物。其次，肺开窍于皮毛，皮

按语：该患者为年轻女性，既往无慢性呼吸道

毛先受邪气，邪气容易袭肺。胃摄入寒凉饮食，寒

疾病史。此次有外感受凉史，风邪兼夹寒邪侵袭人

邪循肺脉上肺导致肺寒。肺寒而受到内外邪气侵

体，肺卫受损，肺失宣肃，气逆于上，发为咳嗽。

扰，发为肺咳。《景岳全书》云：“外感之嗽，无

风邪袭咽，故咽痒。肺通调水道功能失调，水液聚

论四时，必皆因于寒邪。”因而外邪中导致慢性咳

而为痰，可见咳痰。日久邪气入里化热，痰热互

嗽的主要因素是寒邪，麻黄、细辛等温肺药物可用

结，痰气搏结，发于咽喉，闻及喉间痰鸣。方中麻

于临床中多数慢性咳嗽，尤其对反复应用抗生素或

黄解表散寒、宣肺止咳，牛蒡子宣肺利咽止咳，蝉

反复服用苦寒清热药物效果不佳的患者，给予辛温

蜕祛风利咽，三药共用可解表，祛除外感邪气，并

之品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沈教授认为，应重视

具宣肺利咽止咳之功。苦杏仁、紫菀、白前均可肃

风邪的致病特征。风邪善行数变，人体上部、肌表

降肺气，使气机条畅，化痰止咳。久咳伤阴，故用

容易被侵犯。肺为华盖，易受风邪而致肺气不宣，

制百部、款冬花润肺燥，化痰止咳。久咳宜防止气

出现咽痒咳嗽，可进展为慢性咳嗽。另外，风邪作

阴损耗加剧，用五味子收敛止咳、益气生津。痰热

为外感病因的先导，其他邪气常合并侵犯人体，故

互结，用黄芩泄上焦湿热。3 剂后患者病情改善，

称“风为百病之长”。风邪兼夹其他邪气侵犯机体

复诊有咽干症状，故维持原方，并加用射干、木蝴

形成慢性咳嗽，故需用祛风止咳药。慢性咳嗽病程

蝶清热利咽。

较长，易耗伤肺阴，可加用养肺阴、润肺燥药物。

2 过敏性哮喘

久咳肺虚，可适当加用收敛止咳药，防止气阴损伤

过敏性哮喘是由过敏原引起的一类哮喘，主要

加剧。肺通调水道、主治节，若肺宣肃失常，津液

受 Th2 免疫反应驱动，发病机制涉及特应质、过敏

不行，可凝而成痰，痰在体内随气升降，阻于肺，

反应或变态反应。据统计，我国约有 3 000 万哮喘

肺气上逆则出现咳嗽。刘河间称“治嗽当先治

患者，过敏性哮喘占成人哮喘一半以上，占儿童哮

痰”，治疗时可加用清热化痰药物。《丹溪心法》

喘 80%以上[2]。过敏性哮喘属中医学“哮病”“喘

又谓“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气顺一身之津液

证”范畴。沈教授认为，过敏性哮喘主要是人体自

亦随气而行”，予以宣肃并用以协调气机通畅而止

身虚弱，再受到外界尤其是风邪侵袭，出现痰饮伏

咳。

肺，进而导致喘息、气紧、喉间痰鸣。过敏性哮喘
验案：患者，女，24 岁，2018 年 10 月 19 日初

本虚在肺、脾、肾，标实主要是风、痰。病位除肺

诊。主诉：咳嗽 2 月余。患者既往无特殊病史，无

以外，咽喉亦是该病症状最明显之处。《重楼玉

烟酒史。症状：2 月余前患者受凉后出现咳嗽，白

钥》卷上“喉者空虚，主气息出入呼吸，为肺之

天明显，咽痒即咳，咳少量白色泡沫痰，不易咯

系，乃肺气之通道也”，指出咽喉是呼吸的门户，

出，自诉可闻及喉间痰鸣音，无胸闷气紧。院外曾

又是经脉循行交会之处，百节之关。五脏六腑病变

口服头孢类抗生素等，后用抗生素（具体不详）等

多反映于咽喉，过敏性哮喘发作时即可表现为咽喉

静脉滴注，无效。刻下：神清神可，咽部充血明

哮吼痰鸣。风邪为六淫之首，其性轻扬，容易合并

显，未闻及哮鸣音及湿啰音。纳眠可，二便调。舌

他邪侵袭人体肌肤腠理、鼻咽等部位。外邪入里，

红苔薄黄，脉滑。中医辨证为风寒化热证，予宣肺

肺先受之，宣肃失常，气机失调，水道不通，津聚

止咳、清热利咽、化痰平喘。方用麻黄 10 g，苦杏

成痰，进而痰气搏结，引起哮喘。所以祛风化痰亦

仁 15 g，紫菀 15 g，款冬花 15 g，制百部 15 g，白

是治疗哮喘之必要手段。故用药时常用蝉蜕利咽祛

前 15 g，牛蒡子 15 g，蝉蜕 10 g，五味子 10 g，黄

风。另外，辨治该病时，除需祛除过敏原以外，要

芩 30 g，甘草 6 g，紫苏子 15 g，桔梗 15 g，仙鹤草

考虑自身正气虚弱，“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治

30 g。3 剂，水煎服，每日 1 剂。2018 年 10 月 23

疗中要注重固护肺、脾、肾。

日二诊：患者诉服药后咳嗽明显减少，偶有咳痰，

验案：患者，女，50 岁，2020 年 4 月 17 日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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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主诉：反复咳嗽、气紧 10 余年，复发加重伴面

原》“石韦，主治劳热邪气者，劳热在骨，邪气在

部红疹 5 d。患者诉既往每年冬、春季出现呼吸困

皮，肺肾之所主也……石韦助肺肾之精气，上下相

难，春季面部易出红疹，曾在外院诊断为过敏性哮

交，水精上濡，则上窍外窍皆通，肺气下化，则水

喘、过敏性皮炎。此次无明显诱因出现咳嗽，气

道行而小便利矣”。熟地黄补肾养阴填精。甘草止

紧，咽痒，喉间痰鸣，不易咯出痰，面部起红疹，

咳祛痰。全方肺脾肾俱补以治本虚，降气化痰、祛

瘙痒，纳眠可，二便调。舌红苔白腻微黄，脉弦

风止痒、止咳平喘以治其标，共达标本兼顾之效。

滑。查体：双肺闻及少量散在哮鸣音。绵阳市中医

二诊患者症状明显好转，诉咽部有分泌物附着，加

医院 2019 年 9 月 6 日胸部 CT 示：双肺纹理增多；

用桔梗、射干加强利咽化痰功效。

扫及肝脏左叶外侧段见结节状低密度灶。中医辨证

3 特发性肺间质纤维化

为风痰袭肺证，治以祛风止咳、化痰平喘、敛肺补

特发性肺间质纤维化是一种病因不明、慢性进

肾。方用炙麻黄 10 g，钩藤（后下）30 g，葶苈子

行性纤维化性间质性肺炎，病变局限在肺脏，好发

30 g，乌梅 10 g，蝉蜕 10 g，石韦 30 g，甘草 6 g，

于中老年男性人群，主要表现为进行性加重的呼吸

地龙 12 g，紫苏子 30 g，桑白皮 15 g，黄芩 30 g，

困难，伴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和气体交换障碍，导

苦杏仁 15 g，熟地黄 30 g。5 剂，水煎服，2 日 1

致低氧血症，甚至呼吸衰竭，预后差[3]。该病属中医

剂。2020 年 4 月 28 日二诊，患者脸上红疹消失，

学“肺痿”范畴，现代医学尚无特异性治疗药物[4]，

无瘙痒，气紧好转，咳嗽消失，咽痒，咽部有分泌

而中医药能够改善患者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减轻

物附着，舌红苔白微黄，脉弦滑。守方并加桔梗

痛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沈教授认为，肺痿多以

15 g、射干 15 g，7 剂，水煎服，2 日 1 剂。后电话

本虚为主，标实为次。由于肺脏的慢性虚损，肺气

随访患者，症状已消失。嘱其锻炼身体，增强体质。

阴亏虚，宣发肃降功能受损，气机不畅，人体之气

按语：本案患者病程长，病情反复，素体虚

升降失调，脾运化功能亦受影响，水谷精气与自然

弱，肺脾肾多脏器亏虚，使患者皮肤易受外界刺激

清气不足，致肾纳气减少；且肺阴受损，肺金不能

发生过敏性皮疹。患者每于冬春季发病，与季节性

生肾水，日久母病及子，出现肾气阴亏虚。肾为一

风寒邪兼夹侵袭肌腠、肺卫受损有关。此次患者发

身阴阳之本，进一步影响全身多脏器阴阳受损虚

病是在本虚基础上受季节影响，风邪侵袭肌体，肺

衰。肺气虚损，体内气机不畅，易发生气滞，肺通

主皮毛，肺卫受损，肺气无法宣发肃降，上逆发为

调水道失职，水液输布失衡，凝聚成痰，痰液阻塞

咳嗽。肺气不利，通调水道不畅，津液失布，凝而

气道，加重气滞，气滞无法推动血液循脉而行，出

成痰，痰气阻滞，气机升降失调，致使气紧。痰气

现血瘀。气滞痰浊血瘀日久化热，灼耗阴液，人体

搏结于喉间，可闻及痰鸣有声。邪郁化热，与气滞

内脏虚损更甚，如此往复，形成正虚邪实的恶性循

郁于皮肤，发为皮疹。炙麻黄辛温升散，能透发风

环，导致肺痿日渐加重。故治疗此病时，应扶正

寒邪气外出肌表，使肺气宣畅，内能肃降上逆之气

虚、行气滞、化痰浊、祛血瘀。西医认为，部分特

而平喘，是治疗肺气壅遏引起喘咳的常用药。配伍

发性肺间质纤维化患者后期可进展为肺癌，与中医

桑白皮、苦杏仁降气平喘。方中使用钩藤，《本草

认为气滞血瘀，痰凝壅堵，留滞不去，日久成结相

汇言》云“祛风化痰之药也。钱仲阳先生曰：钩

似，故应加强消散肿结之药，不仅可祛邪滞，还可

藤，温、平、无毒，其性捷利，祛风痰，开气

防癌变。

闭……同麻、桂发内伏之寒……祛风邪而不燥，至

验案：患者，男，55 岁，2020 年 8 月 25 日初

中至和之品”，《本草新编》“钩藤，去风甚速，

诊。2 年前因咳嗽、气紧在绵阳市中心医院住院行

有风症者必宜用之”。葶苈子、紫苏子配伍，降气

胸部 CT、免疫全套指标、皮肌炎指标等检查后诊断

祛痰平喘。蝉蜕祛风止痒、宣肺清热，并具有清利

为特发性肺间质纤维化。主诉：咳嗽，气紧 1 周。

咽喉功能，使气机上下通畅，直达病位，解急缓

症状：患者 1 周前吹空调后出现咳嗽，以干咳为

痛。地龙祛风止痒。黄芩善清上焦热毒。乌梅归肺

主，咽痛，少痰，气紧，胸闷，无发热，无咯血，

脾经，可敛肺生津，《本草经疏》“乌梅味酸，能

纳眠可，二便调。患者院外使用感冒药、止咳药等

敛浮热，能吸气归元，故主下气，除热烦满及安心

效果不佳。查体：咽充血，双肺呼吸音粗，未闻及

也”。石韦清肺化痰，治疗痰热咳喘，《本草崇

明显干湿啰音。舌黯红苔黄厚，脉弦滑。中医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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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气阴亏虚兼夹瘀滞证，治以清热止咳、行气化

气，善开郁结，消胀满，除时气烦热”。鱼腥草清

痰、养阴益气、活血消癥。方用南沙参 30 g，黄精

热解毒、排脓消痈。薤白、瓜蒌皮两药合用，共清

30 g，黄芩 30 g，连翘 30 g，赤芍 30 g，枳壳

肺部痰浊热邪，通畅一身气机，消散体内壅结瘀

15 g，浙贝母 15 g，甘草 10 g，鱼腥草 30 g，薤白

滞。金荞麦清热解毒、活血消痈。木蝴蝶润肺定

15 g，瓜蒌皮 15 g，金荞麦 30 g，木蝴蝶 10 g，土

喘，入肝经协助疏泄，调达气机。土鳖虫活血散

鳖虫 15 g，山慈菇 15 g。5 剂，水煎服，2 日 1 剂。

瘀、消肿散结。山慈菇清热解毒、消肿散结，《本

2020 年 9 月 4 日二诊：患者诉服药后咳嗽减少，胸

草新编》云其“可治怪病。大约怪病多起于痰，山

闷、气紧较前缓解，咽痛好转，爬楼后有疲乏感，

慈姑正消痰之药，治痰而怪病自除也。或疑山慈姑

纳可，大便干燥。舌黯红苔黄，脉弦滑。予以原方

非消痰之药，乃散毒之药也。不知毒之未成者为

加桃仁 15 g，3 剂，水煎服，2 日 1 剂。2020 年 9

痰，而痰之已结者为毒，是痰与毒，正未可二视

月 11 日三诊：患者诉咳嗽明显减少，偶有干咳，仍

也”。全方益气养阴，扶正固本，止咳化痰、清热

觉少许胸闷，气紧缓解，咽部微痒不痛，口微苦，大

解毒、行气活血相辅以祛邪实，尤数味药物兼具消

便稍干燥。舌黯红苔黄，脉弦滑。在二诊方基础上加

肿散结之效，一方面可散体内气滞血瘀痰浊之壅

用徐长卿 30 g、麦冬 30 g。

塞，另一方面防治壅堵日久癌变。二诊患者症状好

按语：该患者患病 2 年，予中药缓解症状，以

转，诉大便干，守原方加桃仁润肠通便，且能消瘀

延缓病情进展，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患者此次来

积。三诊患者症状已明显好转，在二诊方基础上加

诊，是本虚基础上受到外邪影响出现标实症状。方

徐长卿祛风止痒，治咽部微痒不痛；加麦冬养阴润

中南沙参、黄精可养阴益气，尤补肺脾肾之阴，润

肺，以解口苦之患。

肺止咳，如《本草正义》提到“沙参专主上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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