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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用黄芪治疗气虚胃痛经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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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囊》曰黄芪“益胃气……诸痛用之”。笔者临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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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气下陷之胃痛
案例 3：患者,男,40 岁。胃脘部疼痛不适、食欲不振、疲

气(阳)虚之胃脘痛患者,重用黄芪,随证配伍,多能取得满意的
效果。现结合案例,报道如下。

倦乏力,时觉身热 1 年,反复发作,时轻时重,2 周前因劳累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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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症加重,服西药治疗不效。刻诊：胃脘坠痛,少气懒言,神疲

中焦阳气虚寒之胃痛
案例 1：患者,男,40 岁。有慢性胃溃疡病史 3 年,胃痛时

乏力,体倦肢软,饮食无味,面色白,体温 37.8 ℃,舌质淡,苔

作时止,5 d 前因饮食不调而引发胃脘部疼痛。刻诊：胃脘疼

薄白,脉虚软。上消化道钡餐透视诊断为胃下垂。辨证：脾胃

痛,绵绵不止,喜暖喜按,遇冷加重,神疲乏力,面色不华,四肢

气虚、中气下陷。治宜补中益气、升阳举陷。方用补中益气汤：

欠温,食少便溏,舌质淡嫩,苔薄白,脉沉细弱。诊断：胃脘痛。

黄芪 30 g,党参 l8 g,白术 l8 g,当归 12 g,炙甘草 12 g,陈皮

辨证：中焦阳气虚衰,阴寒内生,脉络失于温养。治宜温中健脾、

10 g,枳实 10 g,升麻 6 g,柴胡 6 g。水煎服,每日 1 剂。服药

散寒止痛。方用黄芪健中汤加味：炙黄芪 30 g,桂枝 l0 g,炒

5 剂,诸症明显好转,原方又服 5 剂,临床基本治愈,以补中益气

白芍 20 g,炙甘草 6 g,荜澄茄 6 g,高良姜 10 g,生姜 l2 g,大

丸善其后。
按：《本草正义》谓黄芪“补益中土,温养脾胃,凡中气不

枣 7 枚,饴糖 30 g。水煎服,每日 1 剂。服药 6 剂,诸症已去大
半,继以此方加减调治临床治愈。

振,脾土虚弱,清气下陷者最宜”
、
“凡饥饱劳役,脾阳下陷,气怯

按：《本草备要》言黄芪“炙用补中,益元气,温三焦,壮脾

神疲者,及疟久脾虚,清气不升,寒热不止者,授以东垣之补中益

胃”。本案重用炙黄芪益气温中、补虚止痛,伍小建中汤及荜澄

气汤,无不捷效,正以黄芪为参、术之佐,而又得升、柴以升举之,

茄、高良姜以温中散寒、缓急止痛。

则脾阳复辟,而中州之大气斡旋矣”
。本例患者重用黄芪补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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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升阳举陷、甘温除热；臣以党参、白术、炙甘草助其益气；

气虚夹瘀之胃痛
案例 2：患者,男,35 岁。胃脘疼痛 12 d,服西药(不详)及

佐以当归、陈皮补血和中,使以升麻、柴胡升阳举陷,升提下陷

元胡止痛片等不效。患有胃脘痛病史 3 年,2 年前曾做胃镜,诊

之中气,治疗中气下陷引起的胃 痛兼气虚发热疗效显著。

断为胃溃疡。刻诊：胃脘隐隐刺痛,痛处不移,夜间尤甚,体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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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力,少气懒言,手足不温,面色黯滞,舌质黯淡,舌下脉络曲

脾胃虚弱、升降失常之胃痛
案例 4：患者,女,48 岁。胃脘疼痛伴呃逆 10 d,服用中西

张、黯红,舌苔薄白,脉沉弱细涩。诊断：胃溃疡。辨证：中阳

药不效。刻诊：胃脘疼痛,呃逆,体倦,神疲乏力,不欲食,舌淡、

虚衰,气虚挟瘀。治宜温中益气、活血祛瘀、通络止痛。处方：

胖大有齿印,苔薄白,脉沉弱。胃镜诊断：糜烂性胃炎,反流性

炙黄芪 40 g,党参 20 g,莪术 10 g,炒赤芍 12 g,桂枝 10 g,炙

食管炎。辨证：脾胃虚弱、升降失常。治宜益气和中、降逆止

甘草 6 g,三七粉(冲)3 g。水煎服,每日 1 剂。服药 5 剂,病去

痛。处方：黄芪 40 g,白术 30 g,当归 12 g,蒲公英 20 g,黄连

大半,又服 6 剂,临床治愈。

3 g,升麻 6 g,竹茹 9 g,柿蒂 6 g,沉香(后下)3 g,丁香 6 g。

按：《名医别录》谓黄芪“逐五脏间恶血”,《临床中药学》
[1]
则认为黄芪“即能补气以行血,又有一定的活血之功” 。本

水煎服,每日 1 剂。服药 9 剂,诸症消失,临床治愈。
按：
《本草备要》谓黄芪“生血,生肌,排脓内托,疮痈圣药”
。

案重用炙黄芪补气以行血、活血,臣以党参、炙甘草助其行气,

本例重用黄芪补气托痈,伍蒲公英、黄连、当归消痈活血生肌以

佐以三七、莪术、炒赤芍以活血祛瘀止痛。

治糜烂,伍竹茹、沉香、丁香、柿蒂调气机升降以止痛止呃。

易入；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

热；二诊方随症转,加大清化湿热的力度,内外同治,使湿热得

而乘之”,“或遇饥饱劳碌,忧思气怒,正气被伤,邪气始得张

以泄化,外邪无所依存,故获速效。

溢”。凡治外感,如无痰浊湿热瘀滞之类,则“体若燔炭,汗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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梗清热利咽,法半夏、黄芩、黄连、陈皮、竹茹、荷叶宣化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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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胡桂枝干姜汤见于《伤寒论》第 147 条“伤寒五六日,

邪热皆伤津液,津液不下,故小便不利；津液虚少,热伤津致

已发汗而复下之,胸胁满微结、小便不利、渴而不呕、但头汗

燥,故渴而不呕；气冲于上,故但头汗出；往来寒热,为邪还

出、往来寒热、心烦者,此为未解也,柴胡桂枝干姜汤主之”
。

在半表半里；心烦,为上有热”。这些都可以作为临床辨证参

药物组成：柴胡(半斤),桂枝(去皮,三两),干姜(二两),栝蒌根

考。

(四两),黄芩(三两),牡蛎(熬,二两),甘草(炙,二两)。

糖尿病患者病机往往比较复杂,辨证非只一端。临床所见

关 于柴胡桂枝干姜汤 的方 证有很多 解释 ,如 成无己的

此类患者多有伤津的症状,表现为“口渴”、“咽干”,且糖尿病

《注解伤寒论》“小便不利而渴者,汗下后,亡津液内燥也”；

日久不愈,多合并“痰结”、“水饮内结”。笔者在近年来的临床

汪苓友于《伤寒论辨证广注·辨少阳病脉证并治法》称“小

实践中,将此方应用于糖尿病患者,常能取得满意的效果。现通

便不利者,此因汗下后三焦津液少也；惟津液少而非停饮,是

过临床验案分析,与同道共同探讨。

[1]

故渴而不呕”；胡希恕 论述为“伤寒五六日,虽已发汗。并
不解则常转入少阳柴胡证,医者不详查,而又误用下法,津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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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肾病案
案例 1：患者,男性,45 岁,2010 年 7 月 23 日就诊。患者主

甚,由阳证转化为阴证,虽胸胁满未去,但呈现微结。汗、下、

因“间断多饮、多食、多尿 3 年,双下肢浮肿 1 年入院”
。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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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一般可用至 20～30 g,重症可用至 40～60 g。

气阴两虚之胃痛
案例 5：患者,女,36 岁。胃痛 2 年。刻诊：胃脘疼痛,口

黄芪可与补气、温中、升提、活血化瘀、养阴、清热解毒

干纳差,疲乏无力,少气懒言,面黄形瘦,舌淡,少苔,脉沉细无

等多类中药配伍,用于脾胃虚寒、中气下陷、气虚挟瘀、气阴

力。胃镜检查为萎缩性胃炎。辨证：脾胃气阴两虚。治宜补气

两虚、脾胃气虚兼有热毒等多种证型胃脘痛的治疗,辨证论治

健脾、养阴益胃。处方；黄芪 30 g,党参 20 g,山药 20 g,麦

正确,组方配伍适当,可获显效。

冬 15 g,白芍 15 g,山楂 l0 g,蒲公英 20 g,甘草 6 g。水煎服,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黄芪具有良好的活血功能,能降低全

每日 1 剂。服药 10 剂诸症好转,以此方随症加减,服药 60 剂临

血比黏度和血浆比黏度,缩短红细胞电泳时间,降低红细胞压

床治愈,胃镜复查胃黏膜萎缩程度显著改善。

积,改善血液流变性,抑制血小板聚集,能明显降低凝血因子

按：本例重用黄芪,伍党参、甘草以补气健脾,伍山药、麦

[1]
Ⅷ促凝活性 。黄芪有“护胃”作用,能降低胃液与胃酸的分

冬、白芍以养阴益胃,佐山楂、蒲公英活血解毒。

泌量；有抗菌、消炎、镇痛及增强、调节机体免疫功能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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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 。

脾胃虚寒、中气下陷、痰血瘀滞之胃痛
案例 6：患者,男,40 岁。胃痛史 3 年。近 6 d 胃脘部呈间

笔者认为,黄芪治疗气虚为主要病机的各种胃痛作用机理,

歇性疼痛,饭后加重,右侧卧位痛甚,喜暖,伴有腹胀、嗳气、恶

一是能补益中气之虚,使气旺血盛,增强抗病能力,治疗因中气

心,饮食减少,舌黯淡,苔薄腻,脉沉弱细涩。胃镜检查为胃黏膜

虚衰不能荣养而产生的“不荣则痛”；二是黄芪能“通调血脉,

脱垂。辨证：脾胃虚寒、中气下陷、痰血瘀滞。治宜补气升提、

流行经络,可无碍于壅滞”(《本经逢原》),与理气、活血祛瘀

温中化痰、活血祛瘀。处方：黄芪 30 g,党参 l0 g,升麻 6 g,

药配伍能调理气机、补气活血、祛瘀生新,解除因气滞、血瘀

柴胡 6 g,枳实 10 g,肉桂 l0 g,陈皮 10 g,半夏 10,细辛 3 g,

引起的“不通则痛”；三是黄芪“主治痈疽,久败疮,排脓止痛”

三棱 l0 g,蒲黄 10 g,川芎 12 g,丹参 12 g,甘草 6 g。水煎服,

(《神农本草经》),可祛逐炎症、溃疡之痰湿恶血,从而解除炎

每日 1 剂。服药 6 剂诸症好转,以此方随症加减,服 30 剂临床

症刺激引起的疼痛；四是黄芪益胃气,可防御寒湿邪毒之气、

治愈。胃镜复查未见黏膜脱垂。

不良饮食和瘀血、痰饮等对胃的侵袭、刺激以减轻疼痛。以上

按：本例重用黄芪其义有三：一者伍党参、柴胡、升麻补

浅陋之识,意为引玉之砖,愿各位同仁共同探讨。

气升陷；二者伍三棱、蒲黄、川芎、丹参以补气活血、祛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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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会
黄芪为治气虚胃痛的要药,气虚症状明显的,重用则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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