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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兴荣从有证求之、无证求之论治肺结节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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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影像技术的发展，肺结节检出率明显提高。但本病早期患者一般无症状，由于无证可
辨，不能及早有效干预。唐兴荣教授认为肺结节属于中医顽痰积聚，影像学异常即提示患者体内环境已
经紊乱，提出治当遵循有证求之、无证求之的原则，即针对有证者当辨证论治，对于无证者可按阴阳分
类，从体质、一般情况、舌脉及微观辨证等综合全面求证论治，有证求之与无证求之结合可以弥补无症
状患者辨治的不足，发挥中医治未病的特色，有效阻断病程进展，为临床论治肺结节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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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 Xingrong’s Experience in Treating Pulmonary Nodul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Seeking with
Syndrome and Seeking Without Syndrome
SHI Yong-xing1, XING Shuang-jie1, ZUO Wan-li2*, Instructor: TANG Xing-rong3
(1. Hu’n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angsha 410006, China; 2. Jiangmen Central Hospital,
Jiangmen 529000, China; 3. Jiangmen Wuyi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iangmen 5290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maging technology, the detection rate of pulmonary nodules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However, patients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disease are generally asymptomatic, which
makes clinicians fall into the situation of no evidence to identify, and can not intervene the disease effectively as
soon as possible. Professor Tang Xingrong believes that pulmonary nodule belongs to the accumulation of
stubborn phlegm in TCM. Abnormal imaging indicates that the internal environment of patients has been
disordered. Professor Tang proposes that the treatment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seeking with syndrome and
seeking without syndrome, that is, the patients with syndrome should be treated based o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the patients without syndrome can be divided into yin and yang, and should be comprehensively
treated based on the constitution, general situation, tongue and pulse and micro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The
combination of seeking with syndrome and seeking without syndrome can make up for the deficiency of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of asymptomatic patients,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TCM treatment of
disease prevention, and effectively block the progress of the disease course,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linical treatment of pulmonary nodules.
Key words: pulmonary nodules; experience of famous doctors; Tang Xingrong; TCM
肺结节（pulmonary nodule）是指肺内直径≤3 cm

的阴影，边界清晰或不清晰的病灶。肺结节多是慢

的类圆形或不规则形病灶，影像学表现为密度增高

性炎症肉芽肿、腺瘤样增生或肺肿瘤等，现代医学
一般无内科治疗方法，肺结节以长期复查胸部 CT

第一作者：史永兴，E-mail: 1434696844@qq.com

随访为主，发现其增长和变化尽早手术切除 [1] 。随

*通讯作者：左万里，E-mail: JMzwl2020@126.com

着影像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螺旋 CT 的广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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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大部分无症状人群在体检中发现肺结节。文献

“治病必求于本”，阴阳辨证是中医辨治的总纲。

显示，东亚人群肺结节发病率约为 35.5%，其中肺

唐教授认为，有证求之、无证求之，即立根于阴阳

[2]

癌比例仅为 0.54% ，良性肺结节占绝大多数。由于

两方面，全面搜集患者的疾病信息，动态综合诊

肺结节多无症状表现，良性居多，且现代医学尚无

治，尤其针对无症状患者的辨治有“无中生有”之

特效治疗方法，为中医探索有效治疗肺结节提供了

妙。根据体质及一般情况、舌脉、微观辨证等，可

现实需要。

将无症状及有症状肺结节患者大体分为阴阳两类。

肺结节属于中医的顽痰积聚，可归于“肺积”

2.1 体质及一般情况

“痰核”等范畴。《难经•论五脏积病》始称“肺之

依据体质及一般情况辨病即依据偏颇体质辨病。

积，名曰息贲”。其中“息贲”指肺积，形容呼吸

偏颇体质可以反映人体内部气血阴阳的平衡状态，

急促、气逆上奔的症状，但临床肺结节患者少见此

有助于整体论治稳定状态偏失、无症可辨的疾病[5]。

症，而“痰核”指的是湿痰凝聚而成的结块，更为

结合肺结节多发患者体质进行分析，偏向阳

符合本病特征，正是顽痰凝聚成实为核。唐兴荣教

者，多表现为阳热之征，有热毒质：患者多体格壮

授师从国医大师熊继柏教授，临床经验丰富，尤其

实，食欲较好，易出现痤疮、口腔溃疡，多伴有口

对于肺结节的诊治有独特体会。笔者有幸跟从唐教

臭、便秘等；有湿热质：患者多体型肥胖，嗜好酒

授学习，兹结合医案，介绍其治疗经验如下。

肉肥腻，易大便黏腻、口干口黏；有气郁质：患者

1 有证求之、无证求之的理论内涵

多情绪忧郁，体型偏瘦，胃口较差，容易胸闷、腹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精髓，对于有明显症状的

胀、乏力等；有阴虚质：阴虚则热，患者多偏瘦，

肺结节患者，辨证论治有确切疗效。但临床肺结节

一般多有口干、盗汗、烦躁、失眠、顽固性便秘

患者大多早期无症状，疾病处在隐性阶段，属中医

等。偏向阴者，多表现为阴寒之征，有阳虚质：多

的隐疾、潜病、未病范畴。现代医学主要以定期随

见于中老年人，体型中等或略胖，一般有明显怕

访处理，中医面对此类患者也常常无证可辨。唐教

冷、易外感、易腹泻等特点；有气虚质：亦多见于

授结合临床经验发现，影像学检查异常，患者虽然

中老年人，以乏力、多汗、易外感为主；有寒湿

无典型不适症状，但其舌脉可能已显示病态，提示

质：多为体力劳动者，一般有腰腿关节疼痛、怕

其体内环境已出现紊乱，脏腑阴阳已有失调之征，

冷、腹泻等；有瘀血质：以中老年人为多，多伴有

此时干预可以在“亚健康”状态截断病程，阻止疾

长期肢体疼痛或麻木闷胀、面部大量色斑沉着，既

病恶化。如不尽早干预，易错过恶性疾病的黄金治

往伴有冠心病、糖尿病等心脑血管疾病。

疗期。此时应“无证求之”，即从患者体质、一般

肺结节多发患者总体以偏阴体质较为多见，且

情况、舌脉及微观辨证等方面，全面搜集信息，整

以阳虚质患者恶性结节检出率高，病情缠绵。如陆

体考量疾病所处阶段及病机特点。姜良铎教授提出

玉娟等[6]研究 180 例肺结节患者发现，其中阳虚质

无症状疾病可从状态论治，即全面、动态、综合辨

患者恶性结节检出率最高，达 29%。偏颇体质的辨

证，把握患者目前的综合状态及核心病机，进一步

识有利于肺结节患者的早期诊断及干预。但由于阴

[3]

指导处方用药 。有证求之结合无证求之，不仅可

阳互根互用，相互转化，阴阳体质的划分并不绝

以调理体质，对于良性疾病稳定疾病状态，进而可

对，临床治疗时应以辨证为主。

以动态长期观察及干预疾病，也可以及时阻断恶性

2.2 舌脉

疾病的进展。微观辨证不仅弥补了宏观辨证对无症

曹洪欣教授认为，治疗肺结节疾病在无证可辨

状疾病诊治的不足，且结合现代辅助检查，可以较

时，要注意舌脉的变化，才能抓住病机 [7] 。唐教授

早明确病变性质、范围、程度等 [4] ，动态监测疾病

在临床中也十分注重舌诊与脉诊，并指出在临床中

的进展，更好地指导中医无证论治，在疾病早期有

可将其分为阴阳两类。偏于阴：如出现舌淡提示脾

效截断病程，体现中医治未病的特色，发挥中西医

虚气虚，舌黯提示瘀血阻滞，舌苔白腻提示寒湿凝

结合治疗的优势。

滞，齿痕舌为脾虚水泛征兆，舌体偏大为水盛阳

2 有证求之、无证求之的辨治特色

微，舌体瘦小为气血不足；脉沉主肾阳不足，脉细

《素问•生气通天论篇》云：“夫自古通天者，

为气血不荣。偏于阳：如舌红、苔黄腻提示湿热蕴

生之本，本于阴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有

结；脉弦主水饮停滞或气机郁滞，脉滑为痰食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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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阳化气，阴成形”，偏于阴者，阳气受损，

患，肺结节多为散在的实性或部分实性结节，进展

邪易稽留。唐教授结合临床经验认为，无症状肺结

较快，咳嗽反复，病程长，痰黏，舌黯，苔白腻，

节患者以舌淡黯、苔白腻、脉沉居多。

脉弦涩，可选用苓甘五味姜辛汤合桃红四物汤加

2.3 微观辨证

减；肺脾气虚证临床特征为肺结节多为散在的毛玻

随着现代医学的日新月异，新的检查技术令临

璃样或实性结节，进展较慢，咳嗽气喘，痰偏少，

床思维随之发生改变，由模糊到精准，由宏观到微

言语无力，舌淡，脉弱，可选用陈夏四君子汤加减。

观，使许多尚在雏形的疾病被及早发现及治疗，尤

2.5 用药特色

其在辅助中医诊疗方面，可以弥补“司外揣内”的

唐教授治疗肺结节病常在基础方上加用特色专

不足，准确达到“见微知著”，现代医学检查技术

药，效果明显，特详述之。但专药为辨证论治基础方

[8]

也是中医辨治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 。根据肺部 CT

的辅佐，不可以其为君，喧宾夺主。且除丝瓜络外，

提示结节灶的密度、大小及形态等分析病因病机，

皆为燥烈之品，易伤及脾胃气血，不可过量久用。

以此辨识患者气血阴阳失调程度。病邪性质及凝结

2.5.1

积聚程度不同，结节性质亦不同。痰热蕴结或痰湿

专，擅治痰核瘰疬，有攻城拔寨之功；细辛辛温，

阻滞等以痰湿为主，多表现为纯磨玻璃样结节，病

可通行十二经之阳气。二者共为温阳散浊之主帅。

情轻浅；实性结节多由痰瘀互结且瘀血严重所致，

因药性峻猛，若病轻体弱者，二者不可重用，且白

但一般痰多于瘀，病情相对较重。若见高密度实性

附子有毒，须用炮制品，宜从小剂量 4～8 g 用起，

[9]

制白附子-细辛

白附子辛温燥烈，性锐力

成分增多则提示结节恶性风险增高 ，反映痰瘀阻

不可长期大剂量使用。

结的范围增大、程度加重。结节大小及性质变化可

2.5.2

以反映病邪凝结轻重情况，结节增大或变实可认为

品，利气、化痰、止咳功倍于它药……其功效愈陈

邪气凝滞愈深，湿、痰、瘀等邪稽留愈重愈久、病

愈良”。化橘红为岭南道地药材，有“南方人参”

[10]

之称，为化州柚未成熟果实，其性未熟则峻猛刚

研究发现，肺结节恶性浸润范围增大，中医的痰瘀

燥，周身布满茸毛，如人体之皮毛，正合入肺脾两

证候表现也更加突出，二者具有一定的关联性。若

经，辛温芳香，化痰如神。芥子温肺豁痰，专散痰

肺部 CT 见结节分叶、毛刺、空泡、血管穿行、胸

结肿核。二者伍用，共逐顽痰。

膜牵拉等恶性征象，则提示肺癌风险增高，需要高

2.5.3

情愈缠绵，且结节可能化毒恶变为癌。如林圣乐

[11]

化橘红-芥子

《本草纲目》记载“橘红佳

丝瓜络-浙贝母

丝瓜络色白入肺，体轻入

。治疗时以微观

上焦，脉络交互，同类相从，可畅通肺络，且药力

辨证为据，痰热者应清热化痰，痰湿者应燥湿化

平和；浙贝母色白亦入肺经，软坚散结，善治瘤痈

痰，热毒者应清热解毒化痰，气郁者应通郁化痰，

积聚。二者合用，以通络散结为长。

瘀结者应化瘀破结，阴虚者应滋阴化痰，阳虚者应

2.5.4

温阳散结化痰，气虚者应益气健脾化痰。

品稍显不足，必以血肉有情之品以动治静，催动顽

2.4 辨证论治及证型分析

积。五灵脂乃寒号虫所遗，腥臭异常，功擅以浊引

度警惕，结节多已凝积化毒成癌

辨证论治主要针对“有证者”。从阴阳角度分

五灵脂-地龙

肺结节病顽固隐匿，草木之

浊，兼以化瘀；地龙灵动走窜，善导浊通瘀，性味

析，属于阳证以阳、热居多：痰热蕴结证临床特征

咸寒可防群药燥烈之弊，二者共主利浊化瘀。

是肺结节多为单独的毛玻璃样或实性结节，早期治

2.5.5

疗效果较好，多伴咳嗽，痰黄黏稠，舌红，脉滑

功专软坚除癥，《雷公炮制药性解》认为鳖甲“主骨

数，可选用千金苇茎汤加减；瘀热互结证肺结节多

蒸劳热，积聚癥瘕”。土鳖虫又名䗪虫，《金匮要

为单独的毛玻璃样或实性结节，多有咳嗽气急，大

略》大黄䗪虫丸以䗪虫除“干血劳”，性走窜，活血

便秘结，舌黯，脉数，可选用大柴胡汤合桂枝茯苓

力强，亦入血分，破血逐瘀。二者伍用，散结破血。

丸加减。属于阴证以阴、寒为多：痰浊阻滞证肺结

2.5.6

节多为散在的实性或部分实性结节，进展较慢，多

活血破血，莪术重在行气化瘀。张锡纯认为，适当

咳嗽痰多，色白清稀，舌苔白腻，脉偏滑，可选用

剂量的三棱、莪术不仅无伤气血之弊，而且“有瘀

陈夏四君子汤合五子定喘汤加减；痰瘀互结证者，

者可徐消，即无瘀者亦可借其流通之力，以行补药之

痰为湿聚，瘀因血结，二者俱为阴邪，常胶结为

滞，而补药之力愈大也”[12]。扶正益气时佐少量三

鳖甲-土鳖虫

三棱-莪术

鳖甲乃有情之品，入血分，

二者均可活血调气，三棱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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棱、莪术消导中焦之气，畅中行滞，化瘀而不殒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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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结
目前肺结节的诊断主要依靠胸部 CT 检查，患

患者，女，56 岁，2019 年 9 月 11 日初诊，主

者多无症状表现，多以 CT 定期检查随访观察。中

诉：发现肺结节 1 周。1 周前于江门市中心医院体

医治疗既可以促进炎性、纤维增生性等良性结节的

检，胸部 CT 示：1.左上肺陈旧性肺结核灶；2.多发

吸收，又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恶性结节的进展，截

性肺结节（硬结灶，最大约 0.8 cm）。刻下：形体

断病程[13]。但目前中医针对肺结节论述较少，临床

偏瘦，精神一般，无咳嗽咳痰、心慌胸闷等不适，胃

常无证可辨，亦无确切统一的病名、病机、证候分

纳可，睡眠较差，大便偏稀，小便可，诉喜食瓜果冷

类及治则。“有证求之，无证求之”是中医辨证论

饮，常年以鱼腥草煲汤，舌淡苔白稍腻，脉沉细

治基础的延伸，不仅为诊治肺结节提供了新思路，

滑。既往高血压病史 10 余年，平素血压控制可，否

也为解决临床无症状疾病提供一定借鉴。但在辨治

认冠心病、糖尿病等病史，否认药物、食物过敏史。

肺结节时，一定要详细询问患者病史，参考影像学诊

西医诊断：肺结节。中医诊断：肺积。辨证：脾虚

断，排除高危恶性疾病，长期随访，以免贻误病情。

痰凝证。治则治法：健脾益气，化痰散结。方用陈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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