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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秉秀治疗妇科血证（虚证类）常用药对举隅
冯恩敏 1，杨正望 2，指导：杨秉秀 2
1.湖南中医药大学，湖南 长沙 410208；2.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湖南 长沙 410007
摘要：杨秉秀教授治疗妇科血证注重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在辨证选方基础上针对病因或基本病机选用药对，
屡获佳效。本文整理杨教授治疗妇科血证（虚证类）的用药经验，分析其药对组成、配伍特点等，并结合案例
加以说明，可为临床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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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ly Used Medicinal Pairs of Yang Bingxiu in Treatment of
Gynecological Blood Syndrome (Deficiency Syndrome)
FENG Enmin1, YANG Zhengwang2, Instructor: YANG Bingxiu2
1.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sha 410208, China;
2. The First Hospit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sha 410007, China
Abstract: Professor Yang Bingxiu’s treatment of gynecological blood syndrome focuses on combining disease
differentiation with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On the basis of prescription selection of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she
has chosen the medicinal pairs for the cause or basic pathogenesis of the disease, with satisfying efficacy. This article
sorted out Professor Yang Bingxiu’s medication experience in treating gynecological blood syndrome (deficiency
syndrome), analyzed its composition and compatibi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presented proven clinical case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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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对是以中医理论为指导，以理、法、方、药为

于子宫虚冷、崩漏带下、男子遗泄等，《本草便读》

基础形成或增进药效或降低毒性的特定药物组合。湖

有“如精血不足，而可受腻补，则用胶；若仅阳虚而

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杨秉秀教授是

不受滋腻者，则用霜可也”，故妇科血证而见阳虚者

第四批全国老中医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最为合拍。选用鹿角霜与鹿衔草组合相须为用，是加

从事中医妇科临床 50 余年，擅长治疗妇科疾病，尤

强温阳止血之功，杨教授认为，此温阳主要是温冲任，

其月经病、不孕症方面经验丰富。现将杨教授治疗妇

可用于绝经前后及青春期异常子宫出血等虚证而见

科血证（虚证类）常用药对经验总结如下。

舌淡红苔薄白、脉细缓或迟，以及或无明显热象者。

1

1.2

1.1

常用药对
鹿角霜-鹿衔草

荆芥炭-藕节炭
荆芥炭性微温，味辛、涩，归肺、脾、胃经，功

鹿角霜性温，味咸、涩，归肝、肾经，功效温肾

效收敛止血，临床常用于便血、崩漏等。华佗取荆芥

助阳、收敛止血，临床多用于脾肾阳虚之白带过多、

炭一味，命名为“愈风散”，治产后血晕[1]。用于妇人

遗尿尿频、崩漏下血、疮疡不敛等；鹿衔草性温，味

病者，历代医家喜用荆芥穗，因其不仅解表，且入血

甘、苦，归肝、肾经，功效祛风湿、强筋骨、止血、

分，有引血归经之功，于出血类疾病效果尤良。藕节

止咳，多用于肾虚腰痛、吐衄崩漏、外伤出血等。古

性平，味甘、涩，归肝、肺、胃经。本品味涩质黏而

法炮制的鹿角霜功同鹿角胶，有补虚、壮阳之功，用

性收敛，既收敛止血，又兼化瘀，有止血而不留瘀特
点，适用于各种出血证。藕节炒炭与荆芥炭相合而用，

基金项目：地方高校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有引血归经、止血消瘀之功，对于经期延长、崩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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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科血证之血瘀证或虚寒证，效果最佳。杨教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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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妇科血证（虚证类），藕节炭较藕节优；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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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芥穗与荆芥炭药效相近，若有荆芥穗者可不必炒

坚散结、收敛固涩、制酸止痛，临床用于惊悸失眠、

炭，以免因炒制而有不必要的损耗。当然，荆芥穗炒

瘰疬痰核、自汗盗汗、遗精滑精、崩漏带下等。煅牡

炭止血效果最佳。荆芥穗本入肺、肝二经，能祛风、

蛎与海螵蛸同为介类，出于海域，性味咸涩，相须为

解表、理血，炒炭后则专入冲任二经血分，去辛散解

用，收涩止血功效明显，用于妇科血证（虚证类）短

表之性却保留入血引血而止血之用，因而理血止血之

期取效必不可少；又因其同时有安神、止带、止痛之

力较未炒炭有所加强。

功，故还可用于妇科痛证、带下病、情志病等。

1.3

2

熟地黄-续断炭
熟地黄性微温，味甘，归肝、肾经，功效补血养

典型病例
患者，女，24 岁，2019 年 10 月 17 日初诊。3 个

阴、填精益髓，临床多用于血虚证及肾虚证：常与当

月前开始每次月经来潮约 20 d 干净，量较多、色淡红。

归、川芎、白芍配伍，如四物汤，治血虚萎黄、眩晕

末次月经 2019 年 10 月 11 日，第 1～4 日经量偏多，

失眠、月经不调等；与山萸肉、山药配伍，如六味地

之后减少，每日 1～2 片护垫即可，经色淡红、夹杂小

黄汤，治肾阴虚之腰膝酸软、遗精盗汗、耳鸣、耳聋

血块，伴轻腰酸感，无腹痛及乳房胀痛等不适。少量

等。续断性微温，味辛、苦，归肝、肾经，功效补肝

白带、无明显颜色及异味，近日精神较差，自觉疲乏

肾、强筋骨、续折伤、调冲任、固本安胎、止崩漏，

肢冷，纳眠可，大便质稀、每日 1～2 次，小便正常，

临床上多配伍杜仲治疗胎漏、胎动不安、滑胎，或肝

舌淡红、有齿痕，苔薄白稍腻，脉沉细。经阴道彩超

肾不足所致腰膝酸软、风湿痹痛等。两者配伍既加强

示“子宫后位，大小 40 mm×34 mm×40 mm，形态正

补肾之功，又增进止血之用，使补肾与止血相契合，

常，表面光滑，宫颈长 30 mm，肌壁实质回声中等，光

多用于妇科血证之肾虚者。

点细密，分布不均匀，宫内膜清晰，居中，厚约 6.2 mm；

1.4

益智仁-芡实

附件左卵巢 32 mm×26 mm，右卵巢 33 mm×20 mm；

益智仁性温，味辛，归脾、肾经，可暖肾固精缩

子宫及双侧卵巢未见明显异常血流信号”
。辨证：脾肾

尿，温脾止泻摄唾；芡实性平，味甘、涩，归脾、肾

阳虚，冲任不固。治以温补脾肾、固冲止血。方以安

经，功效益肾固精、补脾止泻、除湿止带。两药有许

冲调经汤加减：山药 20 g，土炒白术 9 g，黄芪 15 g，

多共性，既补脾肾，又有收敛之性，两药相合有安定

党参 15 g，陈皮 6 g，煅牡蛎（先煎）15 g，海螵蛸 10 g，

心脾之功，同时借益智仁微温之性，助温补脾肾、收

黄柏炭 5 g，藕节炭 10 g，鹿角霜 10 g，鹿衔草 10 g，

敛止血。杨教授临床常合土炒白术、山药，配成四联

熟地黄 15 g，荆芥炭 5 g，三七粉（冲服）6 g，炙甘草

药对，用于妇科血证见脾肾阳虚、气不摄血者，证见

3 g。7 剂，每日 1 剂，水煎，早晚温服。

经期延长、经量多而淋漓不止，或非时崩下、量多势

2019 年 10 月 24 日二诊：出血明显减少，近日更

急、淋漓不止、色淡质稀，神疲肢倦，纳少便溏，伴

换卫生巾仅可见少量淡红色血丝，精神好转，倦乏感

白带量多、色白清稀，舌淡红，苔白多津，脉沉细等。

改善，大便偏稀、每日 1 次，小便可，舌淡红，苔薄

1.5

鹿衔草-仙鹤草

白，脉弦细。守方改熟地黄为 20 g，去陈皮、黄柏炭，

鹿衔草性温，味甘、苦，功效温阳止血，其虽有

加芡实 10 g、益智仁 10 g。继服 7 剂。

微温之性，但药性平缓，能升能降，可清可补，寒热

2019 年 10 月 31 日三诊：出血已止，气色佳，二

虚实皆可酌情配伍使用；仙鹤草性平，味苦、涩，归

便正常，舌淡红，苔薄白，脉弦细。守方去鹿角霜﹑

心、肝经，功擅收敛止血，且有补虚之效，临床广泛

荆芥炭、煅牡蛎、海螵蛸，继服 7 剂善后。

用于出血症，又因其药性平和，故大凡出血而无明显
瘀滞者，寒热虚实皆可用之。两药同为补虚止血之品，
[2]

按：本案病机以脾肾阳虚、冲任不固为主，治当
温补脾肾、固冲止血，药用安冲调经汤加减。方中以

皆取用于四草汤 中偏补者，又因其药性和缓平常，

山药为君，与黄芪、党参、白术、炙甘草相合以健脾

久服可令人强壮，故尤宜体虚瘦弱者，临床多以大剂

益气，顾护中州，益脾胃而固冲任；熟地黄益肾止血；

取胜，平剂以 30～60 g 为佳，重剂则 80～100 g。

鹿角霜、鹿衔草温阳止血；煅牡蛎、海螵蛸固涩止血；

1.6

海螵蛸-煅牡蛎

荆芥炭、藕节炭化瘀止血，引血归经；伍以三七粉加

海螵蛸性温，味咸、涩，归脾、肾经，能涩精止带、

强活血化瘀之力，以防止血太过而留瘀；黄柏炭燥湿

制酸止痛、收湿敛疮，尤以收敛止血最为擅长，临床可

止带，陈皮健脾理气，为佐使药。二诊时加芡实、益

用于吐血衄血、崩漏便血、外伤出血等；煅牡蛎性微寒，

智仁温补脾肾，收敛止血。全方总体特点为平补脾肾、

味咸，归肝、胆、肾经，功效潜阳补阴、重镇安神、软

补而不燥，祛瘀止血而又不伤正、不留瘀。又因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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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腔窍理论、功能带理论、护阳散邪思想、本神化郁思想、调筋解结思想五方面对国家级老中
医吴中朝教授辨治痹证学术思想进行梳理，以期为现代中医痹证诊治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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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Wu Zhongchao’s Academic Thoughts o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of Bi Syndrome
TIAN Shaolei1, HUANG Yan1, LI Jinghua1, ZHU Ling1, LIU Xinyuan1,
WANG Yinghui1, Instructor: WU Zhongchao2
1. Information Institut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2. Hospital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Institute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sorted out the national TCM master Professor Wu Zhongchao’s academic thoughts on the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of Bi syndrome from five aspects of cavity orifice theory, function belt theory,
thought of protecting yang and dispelling pathogen, thought of deifying depression, thought of keeping the spirit and
alleviating regulating tendons and relieving stasi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Bi
syndrome in modern TCM.
Keywords: experience of famous doctors; Wu Zhongchao; Bi syndrome; academic thoughts

痹证主要是指风、寒、湿等外邪侵袭，致经脉闭

阻、气血不畅的一类病证，临床以皮肉、筋骨、关节
酸痛、麻木、重着等为主要表现[1]，具有较高发病率

基金项目：中医药行业科研专项（201407001-10）；中国中医

和致残率，目前尚缺乏特异性治疗方法。吴中朝教授

科学院基本科研业务费自主选题项目（ZZ130302、ZZ110327）

师承我国著名针灸学家、澄江学派重要代表人邱茂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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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是第五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

精神较差，疲乏肢冷，遂予大剂气血双补之品；而出

及虚、瘀等多方面关系。杨教授根据病情缓急及出血

血时间较长，当以止血为主，故所用多为止血之品。

时间长短，本着“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原则，

三诊时患者出血明显好转，遂守方去部分止血药，巩

在体会“塞流、澄源、复旧”等治血古法基础上，结

固疗效。总之，本案乃平补脾肾，脾肾之气充足方能

合多年临床经验，巧用止血或调补药对，临床疗效明

有“脾主统血、肾主闭藏”之力，祛瘀止血，调经固

显，其中精义奥妙，值得学习。

冲，调补兼施，标本兼顾，气血调和而经水自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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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临床上，药对使用得当可使药物之间相互制约或

互相协同，又各司其职，并可产生与原药不同的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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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适应较复杂的疾病。妇科血证（虚证类）病机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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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临证须结合病机特点，顾及脾、肝、肾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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