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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与方法·

镇肝熄风汤与天麻钩藤饮功能主治异同刍议
李睿

章洁淳

镇肝熄风汤出自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天麻钩

故降气之余必合用牛膝引血下行、补益肝肾；风木生热，

藤饮出自胡光慈《中医内科杂病证治新义》(1958 年出版)。

阳亢化热，热又能动风，故热不去则风不平，以川楝子、

这 2 首方剂均被收录于中国中医药院校高等教育《方剂学》

茵陈清肝热，玄参、天门冬滋肺肾阴，兼清肺肾虚火，龟

教材，足见其临床应用广泛且效用显著。2 首方剂均用于

板养血补心；风木克脾土，且金石介类等药碍胃，故以麦

高血压、急性脑血管病变等，所谓“肝阳上亢、阳亢化风、

芽消食降胃气，炙甘草补中升清阳，以助土运 2-3 ，至此，

风阳上扰”等的治疗。2 首方剂功效、主治看似相近，目

五脏皆有顾及。肝体阴用阳，故滋肝肾之阴补其体以涵肝

前临床运用时常混为一用，但其主治病机有别，值得探讨。

阳，为“肝肾阴虚所致肝阳上亢”之治本之法；风阳上扰，

镇肝熄风汤、天麻钩藤饮主治病位在“肝”。肝的生
[1]

[

]

善行而数变，以金石药潜镇亢逆之气治标以缓肝之“用”
。

理功能为主疏泄、主藏血，即“肝体阴用阳” ；根据五

但若潜镇太过势必影响肝气条达之性，致使肝郁，甚则郁

行理论：肝木病则克脾土、子盗母气，肝木亢则反侮肺金；

而疏泄，反使病情加重。张锡纯认为，“肝为将军之官，

[1]

肝木亢则心火旺而子母同病 。故肝病之用药，除作用于

其性刚果，若但用药强制，或转激发其反动之力” 4 ，所

肝本身外，还应调整其余四脏以顾护整体。以下从肝的生

以调理肝气之疏泄与收敛的平衡对于控制病情及恢复肝

理病理机制出发探讨 2 首方剂主治病机的异同。

的生理功能尤为重要。镇肝熄风汤以川楝子、麦芽、茵陈

[ ]

疏肝理气，以防“抑郁”，川楝子、茵陈为肝经本药，用
1
1.1

镇肝熄风汤与天麻钩藤饮组方特点
镇肝熄风汤：镇肝熄风汤主治“类中风”，症见头目

麦芽者，疏肝气而不逆胃气以护脾土，用药甚为讲究。于
此，全方组方严谨，照顾全面，方理深刻，用药讲究，大

眩晕、头部热痛、面色如醉、心中烦热、时常噫气，或肢

家风采可见一斑。

体渐觉不利、口眼喎斜，或眩晕颠仆、昏不知人，脉弦长

1.2

而硬。其病机为肝阳上亢，病理基础为肝肾阴虚，病理变

证之头痛、眩晕，失眠多梦，口苦面红，舌红苔黄，脉弦

[2]

天麻钩藤饮：天麻钩藤饮方主治肝阳偏亢、肝风上扰

化为风阳上扰 。肝阳亢盛，疏泄太过即为风，风木生火，

或数。其病理本质为肝阳上亢，病理基础为肝肾不足，病

阳亢化火，合而致心肝火旺，子母同病，故出现目胀耳鸣、

理变化为生风化热 2 。肝肾不足，肝阳不潜，阳亢化风，

面色如醉、心中烦热；肝亢而上逆，肺胃之气必随之上逆

风木生内热，致心肝火旺，故眩晕、失眠多梦。治应补益

则常噫气；木气疏泄生风，必克脾土，脾运失司，胃降受

肝肾、平肝熄风、清热安神并引血下行。故以天麻、钩藤

阻亦常噫气；脉弦长而硬为胃气衰减之佐证。

平肝熄风，石决明平肝潜阳以治标；杜仲、桑寄生补肝肾

按照标本缓急之治则，治疗首当清热平肝潜阳，其次

[ ]

以培其本；热不去则风不平，故以栀子、黄芩、石决明、

滋水涵木，并调降心肺，调理脾土。上亢之风阳治之以潜

朱砂(朱茯神)清降心肝之火热；首乌藤、朱茯神清心安神；

阳熄风，故用代赭石重镇降肝肺胃之逆，配龙骨、牡蛎平

血随气逆，故以牛膝引血下行以助气降 2 。全方与镇肝熄

肝潜阳；然阳之下潜必水充足，始能收藏阳气，故以龟板、

风汤方相比，未重用金石介类药物，或因肝木克脾不甚，

白芍、天冬滋水涵木、养血敛阴；阳气上亢血必随之上冲，

而无顾护脾胃之药；肺肾虚热症状不显而无清滋肺肾药；

[ ]

全方无重镇潜阳及疏肝助气之药，熄风之力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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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肝熄风汤与天麻钩藤饮组方理法的异同
天麻钩藤饮的药物构成与镇肝熄风汤看似相近，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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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以清热平肝潜阳、补益肝肾为大法，但同中有异：镇肝

饮与镇肝熄风汤之“下虚”有所不同。李可 8 认为，肾为

熄风汤以肝肾阴虚为病理基础，故以白芍、龟板等滋阴潜

水火之脏，统一身气化。若水亏于下，火失其制，则相火

阳以培本；天麻钩藤饮则以杜仲、桑寄生等甘温之品培补

离位上奔；或肾水极寒，逼相火浮游于上，成火不归原，

[5]

[ ]

肝肾不足 ，从用药看，其病理基础是不同的，如果说天

而见头痛头晕、鼻衄、面赤如醉、心悸、口舌生疮等症。

麻钩藤饮的主治病机为单纯肝经热盛，只需清肝凉血熄

镇肝熄风汤适用于肝肾阴虚、肝阳上亢之证，即“壮水之

风，方用羚角钩藤汤类即可，加用杜仲则会助热。所以天

主，以制阳光”；天麻钩藤饮适用于肾阳(气)不足，肝阳

麻钩藤饮主治病机的根本不是肝经实热，也不(仅)是肝肾

上亢证。若患者除肝阳上亢外，还存在双膝独冷、热势由

阴虚，很可能以肾阳(气)虚为主。

脚底上攻头面而无外感、不渴、尿多或渴喜热饮等症，则

肾为水藏，水能潜藏火气，若水少而阳气不潜，则龙

[ ]
[ ]
可按肾阳不足论治 8 。李可 9 曾治愈 1 例阳虚型高血压患

雷之火上僭，即肝肾阴虚所致肝阳不潜，此即镇肝熄风汤

者：肾性高血压 5 年，低压常在 110～120 mmHg(1 mmHg＝

之主治病机的本质，所谓“水浅不养龙”；若水寒而火气

0.133kPa)之间，曾服镇肝熄风汤、羚角钩藤汤近百剂，不

衰少，则逼虚阳上越，此同类(气)相求之理：阴阳交合之

仅无效，反增食少便溏、头晕畏寒、呕逆腹胀、足膝冰冷、

根本在于阴阳互藏，若水寒而无火，如同纯阴而无阳，纯

腰困如折等症，“常起口疮，头面轰轰发热，每日中午面

阴沉静，纯阳直上，如何能与阳气交合而化生万物？所谓

赤如醉，舌淡胖，脉洪不任按”。李可辨证为“清阳不升，

[1，6-7]

，即肾阳(气)不足所致肝阳上越，此

浊阴不降，下寒是真，上热是假。命门火衰，不主温煦，

即天麻钩藤饮主治病机的本质。故“水”之能潜藏阳气，

故怯寒肢冷；火不生土，中阳失运，故食少便溏。复加误

一方面，水分必须充足，金水相滋；另一方面，水气必温，

用寒剂，更损元阳，阴盛于下，逼浮阳上越，故见上热假

“水寒不藏龙”

[8]

君火下济，才能收引阳气。著名老中医李可 认为，治疗

象”。方用温氏奔豚汤加吴茱萸、山萸肉、三石等益火之

高血压的分型论治有四：“一曰藏阳，二曰镇冲，三曰透

源，以消阴翳。可见阳虚型高血压不宜过多用镇肝熄风汤

邪，四曰引导”，其中“藏阳”即用“四逆汤或潜阳丹(砂

等滋阴清热熄风药，以免损伤肾阳。对于肾阳(气)不足、

仁、附子、龟板、炙甘草)，于子午二时冷服，令浮阳归

肝阳上亢证，宜温补肾阳、引火下行治本，佐少量清热药

宅”，温阳以敛阳；
“镇冲”即“脉不安于下，以温氏奔豚

以治标。与上述方药相比，天麻钩藤饮虽有杜仲等温补肾

汤(附子、肉桂、红参、沉香、砂仁、山药、茯苓、泽泻、

阳药，然力不逮，其清热安神药味不少，若用以肾阳不足

牛膝、炙甘草)加三石(龙骨、牡蛎、磁石)、煅紫石英治

为主兼肝阳上亢证，则需根据实际情况斟酌加减。

之”，此方温阳潜镇，以“三石”、紫石英镇冲平肝潜阳，

天麻钩藤饮在组方上与镇肝熄风汤相比，照顾不够全

附子、肉桂、沉香温阳补肾散其寒，合牛膝寓引火归元之

面。笔者认为，临床应用天麻钩藤饮时可作出如下调整：

意，此与天麻钩藤饮组方之义有相似之处。

①天麻钩藤平肝熄风力量较弱，若头痛、眩晕等肝阳上亢

综上所述，天麻钩藤饮所主肝肾不足的病理基础为

表现明显者，当以潜镇为要；②若治肾阳(气)虚为主、兼

“水寒”，
“水寒”故肺胃之火逆症状不明显；水不藏火故

有肝阳上亢之证，温补药味较少，只有杜仲一味，且无补

君火不下济，肝阳不藏则上亢，可致心肝火旺，其心火旺

肾阴之药，肾为水火之脏，肾中阴阳互根，肾不足者虽有

症状较镇肝熄风汤证突出，用药也多有侧重。故治以温补

侧重，但总体还是阴阳俱损，且“善补阳者，必阴中求阳”，

肝肾为本，杜仲温暖肾水，此“水寒”若用药辛猛反而逼

补肾阳加补肾阴之药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1 。③应加顾以护

尽阳气。水寒则木郁而生风，风木生内热，内热伤阴津，

脾胃之药，肝木病则克脾土，水寒则“釜底无薪”，脾虚

[7]

[ ]

津伤则风更动。寒不去风不息，热不去风更不息 ，治宜

则易痰湿夹杂为患，所谓“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

寒温并用，以温水寒为主，清火热为辅。

脾”“先安未受邪之地” 10 ，此外脾升胃降有助于调降肝
[

]

气，促其恢复平衡状态；④肝生理功能的正常，取决于其
3

镇肝熄风汤与天麻钩藤饮主治异同
两首方剂主治病机均为“上实下虚”证，但天麻钩藤

疏泄与敛藏的平衡，故用药应注意双向调节，潜藏肝阳应
稍加疏肝之药，勿令其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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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病同治用于骨质疏松症及动脉硬化的治疗思路
田琳 杨戈 王淑丽

贾莉 李相乐 朱建贵

“异病同治”是指“不同的疾病，若促使发病的病机
[1]

治疗肾气亏虚气化不利的脚气、虚劳腰痛、痰饮、消渴及

相同，可用同一种方法治疗” ，“同”指的是治法相同，

妇人转胞 5 种病症，为后世之典范。后人归纳为 3 种情况：

“异”指的是疾病相异。异病同治的基础是证同治亦同，

①不同疾病，同一病因，治法相同；②不同疾病，同一病

证是决定治疗方法的关键。骨质疏松症、动脉硬化均是衰

机，治法相同；③不同疾病，同一病位，治法相同 2 。3 种

老相关性疾病，发病率随年龄增长而上升，二者在病变发

情况究其根本仍为“证同治同”。最早明确提出“异病同

展过程中出现相同病机肾虚血瘀，故治疗时根据“异病同

治”者是清代的陈士铎，其《石室秘录》中定义为“同治

治”的原则，均可应用补肾活血法获效。

者，同是一方而治数病也”。并给予了具体举例说明：
“如

[ ]

四物汤可治吐血，又可治下血；逍遥散可治木郁，又可治
1

“异病同治”的理论渊源

数种郁；六君子汤可治饮食之伤，又可治痰气之积” 2 。
[ ]

《黄帝内经》有关于“同病异治”的记载：“西北之
气散而寒之，东南之气收而温之。所谓同病异治也。”后

2

人根据这一思想结合临床治疗实际提出了与之相对应的

2.1

“异病同治”理论。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在辨证治疗方

生长发育、强劲衰弱与肾精盛衰密切相关，肾中精气充足，

法的运用上充分体现了“异病同治”思想，如应用肾气丸

则骨髓生化有源，骨得髓养而强健有力。《素问·四时刺

骨质疏松症与动脉硬化“异病同治”的理论基础
骨质疏松症的主要病机：中医学认为，肾主骨，骨的

逆从论篇》曰：
“肾主身之骨髓”
“肾藏精，主骨生髓，其
DOI: 10.3760/cma.j.issn.1673-4246.2017.06.019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1303015)；人事部留学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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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在骨。”肾中精气亏虚，则骨髓生化乏源，骨骼失养而
痿弱无力。可见肾精亏虚是骨质疏松症发病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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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患者形气虚衰、因虚致瘀、脉络瘀滞。肾虚元气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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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运行无力，虚而成滞。临床所见腰背疼痛、固定不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