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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金匮要略》 妙用黄芪益气及对后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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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金匮要略》 中运用黄芪入方共 8 首，张仲景巧妙地应用了黄芪的益气作用，以之固表和营、利水消肿、祛湿通痹、
温中升阳，对后世灵活运用黄芪影响较大，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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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芪为豆科草本植物蒙古黄芪、膜荚黄芪的根，产于内蒙
古、山西、甘肃、黑龙江等地，味甘，性微温，归脾、肺经。

汗出可使衣服沾在身上，汗或黄色。
若黄汗病久不愈，汗出过多，必耗损阳气，损伤阴液，而

其入药历史悠久，为临床中最为常用的中药之一，本草文献首

出现第 29 条所述之症状：“黄汗之病，两胫自冷；若汗出

载于 《神农本草经》，谓黄芪“治痈疽，久败疮，排脓止痛，

已，反发热者，久久其身必甲错；发热不止者，必生恶疮；若

大风癞疾，五痔，鼠瘘，补虚，小儿百病，生山谷”。 黄芪

身重汗出已，辄轻者，久久必身瞤，瞤即胸中痛，又从腰以上

于 《金匮要略》 中共入方 8 次，主治湿病、中风病、历节病、

必汗出，下无汗，腰髋弛痛，如有物在皮中状，剧者不能食，

血痹病、虚劳病、水气病、黄汗病等疾病，均是通过“益气”

身疼重，烦躁，小便不利，此为黄汗，桂枝加黄芪汤主之。”

而达到治疗作用，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由于汗出阳气外发，营阴外泄，营卫不和之时，水气乘虚而

[1]

1

益气固表，调和营卫
《金匮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 第 28 条：“黄汗之为病，

身体肿，发热出而渴，状如风水，黄汗沾衣，色正黄如柏汁。

入，阴湿积于下焦，卫阳虚弱，固有两胫自冷，腰以下无汗，
腰髋弛痛，如有物在皮中状，剧则不能食，小便不利等症状。
芪芍桂酒汤与桂枝加黄芪汤方中均用黄芪，仲景用黄芪取

脉自沉何以得之？师曰：以汗出入水中，浴水从汗孔入得之，

其走表祛湿之性，益气固表，补益脾肺之气，又可温行卫阳，

宜黄芪芍药桂枝苦酒汤主之。”此因汗出入水中，寒水从汗孔

固表敛阴。清代医家邹澍在 《本经疏证》 提及“黄芪利营卫之

侵入，郁遏汗液，水湿留于肌肉经脉，阻碍营卫的运行，故可

气，故凡营卫间阻滞，无不尽通”。 [2]再借桂枝温阳行水，入

见其证之一为身体肿，从“状如风水”句，可见其浮肿是全身

营驱其水湿之邪之功，从而达到益气固表，调和营卫之功效，

性的；营郁而热，淤积发热，故其证之二为出汗，汗出量多，

湿邪祛，卫阳固，则营卫和。 《张氏医通》 谓：“黄汗皆由荣

［收稿日期］ 2014-10-30
［作者简介］ 赵君谊 （1990-），女，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药药性与临床运用研究。
［通讯作者］ 陈仁寿，E-mail：njcrs@126.com。

新中医 2015 年 3 月第 47 卷第 3 期
JOURNAL OF NEW CHINESE MEDICINE

·290·

气不和，水气乘虚袭入……观其所治，咸以桂芍和荣散邪，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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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不仁”之痹，活血通阳。

兼黄芪司开合之权杜邪复入之路也。”

《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 第 10 条：“病历节

[3]

黄汗病相当于现代医学之臭汗症、痛风性肾病。临床并不

不可屈伸疼痛，乌头汤主之。”又云：“乌头汤方，治脚气疼

多见，其病理为表虚之人，水湿之气将汗孔阻塞，汗不得排

痛，不可屈伸。”附方 《千金方》 三黄汤：“中风手足拘急，

泄，郁久成热，水热互蒸而成，属于中医学黄汗范畴。治疗多

”[8]
百节疼痛，烦热心乱，恶寒，经日不欲饮食，三黄汤主之。

遵循仲景旨意，益气固表，调和营卫，疗效颇佳。后世医家将

方中取黄芪益气扶正，以补卫虚，与乌头、麻黄、芍药、甘草

其益气固表，调和营卫的效果扩大应用到气虚症及与其有关的

同用，以增强温经散寒、除湿、益痹解痛之功。两方均为麻黄

病证。明代医家倪朱谟云：“阳虚之人，自汗频来，乃表虚而

和黄芪同用，都有手足拘急、骨节疼痛的症状，可见黄芪和麻

腠理不密也，黄芪可以实卫而敛汗”。 如 《丹溪心法》 的玉

黄同用，治疗关节疼痛。

[4]

现代医学所谓之类风湿性关节炎、雷诺氏病、坐骨神经

屏风散加减治疗体虚感冒，黄芪配伍白术、防风治疗气虚容易
感冒者，即是健脾益气补虚，以提高机体抗病能力。
2

痛、肩周炎等，属于中医痹证范畴，治疗多按仲景治疗经验，

[5]

均用黄芪益气扶正，血痹配伍调营和血之桂、芍，寒痹配伍温

益气健脾，利水消肿
《金匮要略·痉湿暍病脉证治》 第 22 条：“风湿，脉浮

经散寒麻、乌，以增强黄芪益气固表，祛湿通痹之功效。 《本

身重，汗出恶风者，防己黄芪汤主之。” 《素问·评热病论》

草述钩元》 载黄芪“主益肺气，温分肉，通和阳气，利阴气，

云：“邪之所凑，其气必虚。” 汗出恶风者，表虚也。 《金

中风着痹挛鹤膝风”。[10]清初名医陈士铎，也有大剂黄芪治疗

匮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 第 24 条：“皮水为病，四肢肿，

鹤膝风的特效方，在其 《石室秘录》 曾载一案：“黄芪八两，

水气在皮肤中，四肢聶聶动者，防己茯苓汤主之。
”风邪入卫，

肉桂三钱，薏仁四两，茯苓二两，白术二两、防风五钱。水十

阳气虚滞，故四肢浮肿；水气在皮中，阳气被郁而不达，故肌

余碗，煎二碗，分作二服，上午一服，临睡一服，一服可也，

肉轻微跳动，治宜表里分消。 《药征全书》 载：“黄芪主治肌

不必再服。此方妙在黄芪补气，盖两足之所以能动而举步者，

[6]

表之水也，故能治黄汗、盗汗、皮水，又旁治身体重，或不仁

气以行之也。今鹤膝之病，则人之气虚不能周到，行步自然艰

者。”[7]张锡纯提出：“黄芪之性，又善利小便。”方中黄芪可

难。今用黄芪半斤，则气旺极矣，又佐之肉桂以通其气，又佐

助防己走表祛湿，又可助桂枝温阳化气。黄芪实表以固卫气，

之防风以散其邪，始相恶而相济，又佐之白术，薏仁以去其寒

卫气实则风湿无所容而自散矣。张景岳认为，水肿应以肾为

湿之气，邪气去则正气自固，此所以速成也。若以为人不能

本，肺为标，其制在脾。脾虚是水肿病的共性，因此调补脾

受，畏而不用，则反害之矣。”[11]此方黄芪为君药，如此大剂

气，保持脾气的健运，是治疗水肿的最为关键环节。黄芪功在

用之，效亦卓然，可资借鉴。

补脾肺之气，运化水液，通调水道，故重用黄芪。此外，方中

4

益气健脾，温中补虚

茯苓、白术、甘草均入脾肺经，健脾益肺，诸药合用，共奏益

《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 第 14 条：“虚劳里

气健脾，利水消肿之功。后人据此以黄芪组方治疗水肿，如

急，诸不足，黄芪建中汤主之。”虚劳属气血两虚， 《难经》

《千金要方》 之麻黄煎，治疗风水，通身肿欲裂，利小便。

[8]

云：“气主煦之，血主濡之，则气能统血，而阳生阴长。” [12]

现代主要运用于心性水肿、营养不良性水肿、肾性水肿等气虚

吴鹤皋 《名医方论》 解说：“黄芪补气者也，今黄芪多数倍而

不固、水湿郁滞者。

云补血者，以有形之血不能自生，生于无形之气故也。经言：

3

阳生阴长是之谓耳”
。[13]气为血之帅，气虚则血少，此血脱者，

益气固表，祛湿通痹
《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 第 2 条：“血痹，阴

必先益气也。方中用黄芪甘温益气，缓补脾胃之虚，增强温中

阳俱微，寸口、关上微，尺中小紧，外证身体不仁，如风痹

补虚之功，气旺则血旺，故建中汤加黄芪以实卫气，治疗中焦

状，黄芪桂枝五物汤主之”；“血痹病从何得之？师曰：尊荣

虚寒，阴血不足者。

人骨弱肌肤盛，重因疲劳汗出，卧不时动摇加被微风遂得之”
。

虚劳病相当于现代慢性功能减退为特征的病证，如胃及十

原文中尊荣人指其人养尊处优，缺少运动，肌肉松软无力，故

二指肠溃疡、神经衰弱、再生障碍性贫血、功能性发热、慢性

称骨弱；肌肤盛指肥胖。 《素问·五脏生成》 篇：“卧出而风

肝炎等。久病其气必虚，经言虚者补之，但补品多为滋腻之

吹之，血凝于肤者为痹；凝于脉者为涩；凝于足者为厥。此三

品，所以临床上经常会遇到虚不受补的问题，脾胃虚弱是虚不

者，血行而不得反其空，故为痹厥也。” 张景岳注：“卧出

受补的主要原因，脾胃功能衰败，则导致人体气血阴阳亏虚，

之际，若玄府未闭，魄汗未藏者，为风所吹，则血凝于肤，或

运化无权。小建中汤温补脾胃，以滋生化之源，加黄芪可振奋

致麻木，或生疼痛而病为痹。”“风寒外袭，血凝于脉，则脉

元气，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从而才能真正达到补益的疗效。

[6]

道涩滞而为病矣。” 由此可知，血痹的基本病机是阳气亏虚，
[9]

黄芪作为补气的上品，历史悠久，有“中药之长”之称。

外感风邪，肌肤脉络血行不畅而致。方中桂枝、生姜辛温而温

黄芪之益气固表，利水消肿，祛湿痛痹等作用，是通过补益元

经散寒，黄芪一可益气补“阴阳俱微”，二可配桂枝、生姜行

气，振奋衰惫之脏腑功能实现的，相当于现在临床上通过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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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和汤出自 《外科证治全生集》，为治阴疽第一方，后世

1

熟地黄为君

医家临床之用屡见奇效，被誉为“阴疽活命丹”。王洪绪所制

张秉成是认为熟地黄为君的代表人物，在 《成方便读》 中

此方，组方严谨，用药精当，临床上，更是被广泛应用于各

其解析阳和汤云：“夫阴疽流注之属于阴寒者，人皆知用温散

种疾病引起的阴寒证。后世医家对阳和汤做过许多分析，各

之法矣，然痰凝血滞之证，若正气充足者，自可运行无阻。所

有所得。虽整体的方药分析，可使后人从中一窥其精妙，然

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故其所虚之处，即受邪之处，病因于

对其君药的议论，却并无定见。目前存在有关阳和汤君药的

血分者，仍必从血而求之，故以熟地黄大补阴血之药为君；恐

三种看法，不尽相同。现结合各家观点，就阳和汤的君药略作

草木无情，力难充足，又以鹿角胶有形精血之属以赞助之；但

探讨。

既虚且寒，又非平补之性可收速效，再以炮姜之温中散寒，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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