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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坤以自拟愈溃系列经验方治疗消化性溃疡验案拾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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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结合王道坤教授运用自拟愈溃系列经验方治疗消化性溃疡的验案，总结王教授在临床中运用该
系列方治疗消化性溃疡的临床经验，供同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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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of Professor WANG Dao-kun in Treatment of Peptic Ulcer Cases by Using
Self-made Yukui Series of Empirical Prescri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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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bined with Professor WANG Dao-kun’s cases of treating peptic ulcer by using self-made Yukui
series of empirical prescriptions, this article summarized Professor WANG’s clinical experience in applying the series
of prescriptions in the treatment of peptic ulcer for references of p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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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中医药大学教授王道坤主任医师系全国第

芍药六两、桂枝二两）[1]合《金匮要略》小建中汤加

三、五、六批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

减而成。王教授认为，消化道溃疡出现的脘腹胀痛、

老师，临证 50 载，对消化性溃疡的治疗积累了丰富

神疲乏力、泛吐酸水、纳呆等临床表现，其病机为中

经验，运用自拟愈溃系列方辨证治疗消化性溃疡，疗

阳虚弱，脾胃失养，故法当建其中脏，使饮食增而阴

效颇佳。笔者有幸侍诊左右，受益匪浅，兹选取王教

血旺。寒凝于胃则气机壅塞不通，不通则痛。然通不

授用愈溃系列方治疗消化性溃疡验案，以飨同道。

必以下泄为通，如虚者助之使通，寒者温之使通，调

1

气和血，亦通之之法；温法能化凝寒，宣通气机，故

1.1

愈溃系列经验方概述
温中愈溃汤

能治痛。治中阳虚弱之胃痛，用温补法可达到以补促

证见胃痛隐隐，绵绵不断，喜温喜按，空腹痛甚，

温、以温助补之目的[2]。

得食痛减，泛吐清水，遇冷加重，纳差，神疲乏力，

1.2

养阴愈溃汤

甚则手足不温，大便溏薄，舌质淡嫩、或有齿痕，苔

证见胃脘隐隐作痛，空腹时加重，不思饮食，口

薄白，脉沉细。治法：温补脾胃、抑酸止痛。药用：

干咽燥，大便干结，手足心热，舌红少苔或苔花剥，

红景天、黄芪、白芍各 15 g，桂枝、吴茱萸、黄连各

少津或裂纹，脉细弦或细数。治法：生津和胃、理气

6 g，蒲公英 15 g，海螵蛸、浙贝母各 12 g，甘草 12 g。

止痛。药用：北沙参、当归、麦冬、白芍、甘草各 12 g，

该方乃王教授根据敦煌医学古医方中的建中补脾汤

生地黄 30 g，枸杞子、黄连各 10 g，川楝子、麸炒枳

（炙甘草二两、大枣十二枚、生姜三两、黄饴一升、

壳各 12 g，浙贝母、海螵蛸、蒲公英各 15 g。《临证
指南医案•脾胃》有“知饥少纳，胃阴伤也”，胃阴亏

基金项目：敦煌医学诊疗技术与临床应用建设项目

耗，易出现咽干、便秘、舌红少苔、脉细数等。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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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认为，阴虚型消化性溃疡多因饮食辛辣、或脏腑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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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或虚热内生，耗伤胃阴，而胃腑喜润恶燥，胃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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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损，胃腑失养，不荣则痛。选用养阴愈溃汤，旨在
滋阴生津、和胃止痛。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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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止痛，最终诸症皆愈。
案例 2：患者，女，28 岁，2014 年 7 月 20 日初

化瘀愈溃汤

诊。反复胃脘灼痛 3 年余，饥饿时明显，食辛辣刺激

证见胃脘疼痛持久，痛若针刺或刀割，痛有定处

食物易呕吐，口干欲冷饮，舌红胖大，少苔，脉细数。

而拒按，食后或夜间痛甚或痛时牵涉胸背，或呕血、

2013 年 3 月 6 日外院行胃镜示“十二指肠球部多发溃

便血，舌质紫黯或有瘀斑，脉涩。治法：活血化瘀、

疡”。辨证属胃阴亏虚。治以养阴生津、和胃止痛。

敛疡止痛。药用：蒲黄、五灵脂、刘寄奴、黄芪、山

方用养阴愈溃汤加减：麦冬 12 g，北沙参 15 g，生地

药、蒲公英各 15 g，血竭（冲服）3 g，煅瓦楞子 20 g，

黄 15 g，当归 12 g，白芍 15 g，枸杞子 15 g，海螵蛸

威灵仙、枳壳各 10 g，黄连 3 g，鸡内金 6 g。王教授

40 g，浙贝母 15 g，蒲公英 15 g，黄连 6 g，白及 10 g，

认为，胃痛日久且以胃脘刺痛为主症，或有明显瘀血

煅瓦楞子（先煎）40 g，炙甘草 6 g，生姜 3 片，大枣

阻络者，治宜疏通气机、活血化瘀，通而痛止。故对

3 枚。7 剂，每日 1 剂，水煎，早晚饭后 1 h 服。嘱其

瘀血阻胃络者，化瘀即所以通，可使胃痛止。

清淡饮食，忌食辛辣刺激之品。

2

典型病例

2014 年 7 月 27 日复诊：胃脘灼痛明显减轻，偶

案例 1：患者，女，36 岁，2016 年 3 月 20 日初

有空腹时胃脘烧心，舌淡红，苔染，脉细数。守方加

诊。胃脘隐痛 6 年余，凌晨甚，食后缓解，伴脘腹冰

玄参、黄芪各 15 g 加强养阴生津、生肌敛疮之力。继

凉，泛酸，消谷善饥，自汗盗汗，眠浅梦多，口干欲

服 15 剂以巩固疗效。

热饮，排便不爽、每日 1 次，舌淡红、边有齿痕，苔

按：本案患者胃脘灼痛、口干欲冷饮、舌红少苔、

白厚，脉细。2014 年 10 月 10 日外院行胃镜示“十二

脉细数，乃一派阴虚内热之象，因其胃脘虚热明显，

指肠球部多发溃疡（A1 期），慢性萎缩性胃炎”。辨

故食辛辣刺激食物易呕吐。
《素问•调经论篇》：
“帝曰：

证：脾胃虚寒，胃失和降。治以温中补虚、和胃止痛，

阴虚生内热奈何？岐伯曰：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谷

选用温中愈溃汤加减：黄芪 15 g，红景天 15 g，制吴

气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气热，热气熏胸中，

茱萸 6 g，黄连 5 g，海螵蛸 30 g，浙贝母 15 g，蒲公

故内热。”董建华认为，只有津液来复，胃气才能下

英 12 g，桂枝 10 g，儿茶 12 g，炙甘草 6 g，麸炒白

行[3]。故治以养阴生津、和胃止痛为法，选用养阴愈

芍 15 g，刘寄奴 15 g，生姜 3 片，大枣 3 枚。14 剂，

溃汤加减治疗，投之辄效。

每日 1 剂，水煎，早晚饭后 1 h 服。嘱其清淡饮食，
忌食刺激之品，畅情志。
2016 年 7 月 24 日二诊：胃脘隐痛大为减轻，2

案例 3：患者，男，30 岁，2016 年 7 月 17 日初
诊。胃脘刺痛 4 年余，反复发作，近 1 周因食辛辣食
物诱发。时有胸骨后憋闷不适，纳呆，眠可，大便溏、

个月前因食不慎后引发胃脘绞痛，经外院治疗（具体

每日 2 次，舌淡黯、边有齿痕，苔白根厚腻，舌下静

用药不详）后好转。现仍时胃脘隐痛，口干欲热饮，

脉迂曲怒张中度，脉弦细。2014 年外院行胃镜检查示

纳可，眠浅，排便不爽、每日 1 次，舌淡红，苔白花

“胃溃疡”。辨证属瘀血阻络。治以化瘀通络、理气

剥，脉滑细。守方改黄芪为 30 g，加当归 12 g 增强益

和胃。方选化瘀愈溃汤加减：丹参 15 g，檀香 12 g，

气养血之功。继服 7 剂。

木香（后下）12 g，砂仁（后下）8 g，蒲黄（包煎）

2016 年 7 月 31 日三诊：无明显不适，纳眠可，

10 g，五灵脂（包煎）10 g，刘寄奴 12 g，黄芪 30 g，

大便调，舌淡红，苔白，脉细。守方改黄芪为 40 g、

威灵仙 12 g，枳壳 15 g，三七粉（冲）6 g，鸡内金

当归 15 g，加血余炭 15 g 以增强生肌敛疮、养血活血

10 g，瓦楞子（先煎）40 g，生姜 3 片，大枣 3 枚。7

之力。继服 21 剂善后。

剂，每日 1 剂，水煎，早晚饭后 1 h 服。嘱饮食清淡，

按：王教授认为，本案证属脾胃虚寒，胃失和降。
凌晨乃阳气来复，正邪交争明显，故胃脘隐痛甚。因

忌食刺激之品，畅情志。
2016 年 7 月 26 日二诊：胃脘刺痛显减，纳眠可，

其病久，
“阴损及阳，阳损及阴”，故现盗汗、消谷善

二便调，舌淡黯、边有齿痕，苔白偏厚，舌下静脉迂

饥等；舌淡红、边有齿痕，苔白厚，脉细，为一派脾

曲怒张轻度，脉滑。守方去檀香，加姜黄 12 g、桂枝

胃虚弱之象，故治以温中补虚、和胃止痛。方中黄芪、

10 g，改三七粉为 12 g、鸡内金 15 g 加强行气化瘀、

桂枝、红景天、制吴茱萸等益气温阳，麸炒白芍养阴，

通络止痛、消食导滞之功，继服 14 剂善后。

刘寄奴、儿茶敛疡，海螵蛸、浙贝母和胃制酸止痛，

按：本案患者胃脘刺痛日久，瘀阻胃络，
《临证

蒲公英、黄连合用清解胃中邪毒。全方温中补虚、和

指南医案•胃脘痛》云：“初病在经，久痛入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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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主气，络主血，则可知其治气治血之当然也。”血

消化性溃疡，疗效显著，值得临床借鉴。

络瘀滞，气机升降失调，故予以化瘀愈溃汤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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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胃论》有“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可见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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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的健运对人至关重要。王教授在数十年对消化性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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疡的临床治疗中重视固护胃气，调畅气机。依据对敦
煌医学的整理和挖掘，并结合自身临床经验，独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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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自拟温中愈溃汤、养阴愈溃汤、化瘀愈溃汤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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