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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狼疮性肾炎病位主要在肝脾肾，病机总属本虚标实，本虚以肾虚为主，标实乃热毒、瘀

血、湿浊互结，促使狼疮活动，其中以热毒为要。疾病后期热邪灼血伤阴，致肝肾阴虚；病情日久，阴
损及阳，致脾肾阳虚。治疗上应先分期，后辨证；活动期以祛邪为主兼补肾，缓解期以补虚为主兼清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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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统 性 红 斑 狼 疮 (systemic

lupus

则水道运化不利，水液充斥于肌肤而致浮肿；肾

erythematosus, SLE)是一种可累及多系统多脏器

主蛰，封藏之本，肾精亏损，则封藏不固，精气

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狼疮性肾炎(lupus nephritis,

外泄而致蛋白尿的产生。

LN)是由 SLE 导致的免疫复合物诱导性肾炎，临

1.2

床表现多种多样，若早期未积极干预，使狼疮一
[1]

热毒、瘀血、湿浊相互搏结
LN 在疾病活动期即可表现为一派热毒炽盛
[ ]

直处于活动期，病情会逐渐加重直至终末期肾病 。

之象 9 。临床中发现，LN 患者素体多热，加之外

根据蝶形红斑、关节炎、水肿、乏力等症状，LN

因诱导如环境气候因素或服药不当等，导致人体

[2]

属中医“水肿”
“痹证”
“虚劳”
“悬饮”等范畴 ，

阴阳失调，火热毒邪郁于脏腑经络；热毒炎灼，

中医药治疗可改善应用激素等产生的不良反应，

动血耗血，血溢脉外，攻于下焦出现血尿，上攻

并减少复发。现介绍辨治经验如下。

头面出现蝶形红斑；火热内蕴，炎灼津液，酿血
生瘀，导致气血运行障碍，经脉闭塞不通。肾脏

1

病因病机

功能失司，水液代谢失常而蕴结于内，化为湿浊。

有学者指出，LN 的发病与先天禀赋不足、肝
肾亏虚、淫邪入侵等因素有关，瘀血是导致疾病
[3]

发生的关键 ；还有人认为，肾虚是 LN 发病之本，
[

]

热毒内侵、瘀血停滞贯穿于整个病程 4-5 ；也有医
[6-8]

者认为风湿扰肾是 LN 的一大病机

。笔者认为，

1.3

后期以虚为要
肝肾同源互化。随着疾病进展，热邪燔灼津
[ ]

液，加之激素等“阳刚温燥之品” 8 的使用，LN
患者肝肾精血亏耗；肾脾分别为先后天之本，肾
阳亏损，则无法资助脾阳；脾阳虚衰，则不可充

本病病机主要在于以下几方面。

养肾精，久之脾肾阳虚；久病不愈，伤津耗气，

正气亏虚，肾精不足

正气亏虚，阴液匮乏，机体表现气阴两虚之证 10 。

1.1

[

]

《灵枢•百病始生》云：“风雨寒热不得虚，

综上所述，本病病位主要在肝脾肾，病机总

邪不能独伤人，卒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盖无

属本虚标实，本虚以肾虚为主，随疾病进展出现

虚。”本病多因先天禀赋不足，肾精亏虚而发病，

脾肾两虚、气阴亏损等，标实乃热毒、瘀血、湿

其病位在肾，涉及肝脾。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

浊互结，以热毒为要，三者互为因果，搏结于体

天之源，肾气亏虚，则脾气不足，脾肾功能失常，

内，促使狼疮活动。活动期多因先天禀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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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精亏虚加之感受外邪而发病；后期热邪灼血伤

补肾养肝，兼以活血祛瘀解毒，方选知柏地黄汤

阴，致肝肾阴虚，内生虚火；病情日久，阴损及

合二至丸：药用黄柏、牡丹皮、女贞子、金樱子、

阳，致脾肾阳虚，而湿热瘀留恋于内，缠绵难愈。

白花蛇舌草、连翘各 12 g，生地黄、山萸肉、茯
苓、墨旱莲、麸炒芡实、半枝莲各 15 g，知母、

2

分期辨证，随证施治

赤芍各 9 g，山药、蒲公英各 24 g。方中知母、黄

LN 治疗应先分期、再辨证。狼疮急性活动期

柏滋阴降火；生地黄甘寒养阴，苦寒泄热，入肾

应以西药为主，中药为辅。西药可迅速控制炎症

经而清虚火，滋阴液而泄伏热；山药、山萸肉肝

反应，遏制疾病的活动状态，此时因疾病本身特

脾肾并补；牡丹皮清热凉血、活血祛瘀，可清泄

点加之用药因素，机体多呈热毒炽盛之象；疾病

相火；茯苓可淡渗脾湿，助山药健脾胃；墨旱莲、

缓解期因热毒瘀浊长期留恋于内，燔灼阴液，机

女贞子入肝肾二经，滋补肝肾且凉血；芡实、金

体可呈阴虚火旺之象；阴阳互生，阴精匮乏，阳

樱子固精缩尿；辅以白花蛇舌草、半枝莲、赤芍

气亦损，继而出现脾肾阳虚之征；病程日久，耗

等清热解毒活血散余邪。全方攻补兼施，既滋肝

[11]

气伤津，气阴双亏，则表现气阴两虚之候

。

肾之阴，又清瘀毒虚火，使补而不滞，滋而不腻。

活动期重在祛邪，兼以补肾

2.2.2

LN 活动期疾病发展迅速，需用糖皮质激素和

量减少，机体内部气血阴阳也发生变化。激素作

免疫抑制剂等控制疾病进展，此期应以西药治疗

为“阳刚温燥之品”，其使用量的减少，致体外阳

为主，中药为辅。此阶段机体热毒炽盛，煎灼津

气的输入逐渐减少，但患者自身的肾上腺皮质激

液，炼液成瘀，瘀毒互结，加之西药的使用，使

素分泌功能还未恢复 14 ，且病程日久，耗气伤津，

体内一派热毒瘀血之证，且患者先天不足，故治

故此时机体由阴虚火热之证向气阴两虚转换，此

以清热解毒、活血化瘀为大法，兼以滋补肾精，

时应益气养阴、活血解毒，方选参芪地黄汤化裁：

自拟清热活血方加减：玄参、半枝莲各 12 g，生

太子参 15 g 、黄芪 30 g、茯苓 12 g、山药 15 g、

地黄、白花蛇舌草、茯苓、苍术、白术、当归、

山萸肉 15 g、白术 15 g、墨旱莲 15 g、女贞子 12 g、

山萸肉各 15 g，牡丹皮、赤芍、郁金各 9 g，山药

白花蛇舌草 12 g、川芎 12 g、川牛膝 15 g、枸杞

24 g。方中玄参清热凉血、泻火解毒，既可清血中

子 12 g。方中太子参、黄芪均可补气健脾，二者

之热，又可活血而不伤正，与生地黄配伍，增其

相配更增益气之效，佐以茯苓，三者相配，可中

清热凉血之功；半枝莲、白花蛇舌草清解体内瘀

气得补，湿浊可化；山药、山萸肉平补脾肾；墨

毒；牡丹皮、赤芍、郁金、当归增强活血行瘀之

旱莲、女贞子二药滋补肝肾，以充肾精；与枸杞

功；
“血不利则为水”，故祛瘀同时要利水，即“调

相配，增强滋补之力；白花蛇舌草清热解毒；川

血利水”，故方中加茯苓利水渗湿，佐以白术、苍

芎、川牛膝活血行气，通达气血。全方消补兼施，

术健脾燥湿，从而运化湿浊；山药、山萸肉补肾

以补为要，使补不留邪，消不伤正。

2.1

[12]

益精，先天得充，邪气乃去

。全方以祛邪为主，

补肾为辅，使热毒得清，瘀血得散而不伤正气。
2.2
2.2.1

缓解期补虚为要，佐以清热
阴虚内热证：疾病后期，机体瘀热互结，

湿毒留恋，使得阴精耗伤

[13]

气阴两虚证：随着疾病趋于缓解，西药用

[

2.2.3

]

肝肾阴虚证：LN 多发人群为育龄期女性，

该时期女子中医体质多为平和质，但产后易伤津
耗血而致肝血不足，且产后女子本身肾精匮乏，
乙癸同源，久之可致肝肾阴虚。此时多有腰膝酸

。肾主精，肝藏血，

软、两目干涩、躁烦、失眠、舌红少苔、脉细数

乙癸同源，此时肝肾之阴亏损，治宜滋阴清热、

等阴虚之象，治宜补肝益肾、凉血祛瘀，方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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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丸合六味地黄丸加减：生地黄、熟地黄、金银

地黄 15 g、金银花 12 g、连翘 12 g。14 剂，每日

花各 24 g，山药 20 g，山萸肉、茯苓、墨旱莲、

1 剂，水煎至 200 ml，分早晚 2 次温服。6 月 28

连翘、半枝莲、当归各 15 g，牡丹皮、女贞子、

日出院时改口服甲泼尼龙片 40 mg、1 次/d，后患

白花蛇舌草、川芎各 12 g，赤芍 9 g。方中重用生

者先后入院行环磷酰胺冲击治疗，环磷酰胺累积

熟地，主归肾经，填精益髓；墨旱莲、女贞子及

用量 8 g。

山萸肉入肝肾二经，肝肾同补，精血同调；山药

2011 年 1 月 6 日二诊，患者关节红肿消失，

补益脾阴，补后天而滋先天；茯苓淡渗利水，助

面部灼热减退，手足心发热，腰酸腰痛，心中烦

山药健运脾气，牡丹皮、赤芍凉血祛瘀；金银花、

热，脱发，盗汗，纳可，眠一般，入睡困难，小

连翘及白花蛇舌草清解余毒；当归补血活血，使

便伴泡沫，大便每日 1 次，排解通畅、成形、质

“活血而不伤正”；川芎行气活血，增祛瘀之力。

可。舌红苔白，脉细数。甲泼尼龙片减至 12 mg、

诸药合用，使肝肾之阴同补，虚火瘀毒乃散。

1 次/d，复查抗核抗体(ANA)定量为 1∶320，抗
双链 DNA 抗体(dsDNA)定量为 136.5 IU/ml，24 h

3

验案举隅
患者，女性，25 岁，2010 年 5 月 27 日初诊，

尿蛋白定量为 0.5 g/24 h。中医诊断：尿浊病阴虚
内热证。中药处方改用知柏地黄汤加减：生地黄

主诉：双下肢水肿 1 月余，外院诊断为肾病综合

24 g、山药 15 g、山萸肉 12 g、牡丹皮 12 g、泽泻

征。2010 年 4 月 10 日，因感冒后双下肢水肿于当

10 g、茯苓 10 g、知母 10 g、黄柏 10 g、川牛膝

地医院就诊，查尿蛋白(3+)，潜血(2+)，ESR 为

10 g、白芍 12 g、白花蛇舌草 15 g、半枝莲 15 g、

30 mm/h，血白蛋白 23 g/L，诊为肾病综合征，予

玄参 15 g、女贞子 15 g、麦冬 15 g、墨旱莲 12 g。

口服醋酸泼尼松片 30 mg、每日 1 次。同年 5 月我

14 剂，煎服法同前。

院就诊，查示抗核抗体(ANA)定量为 1∶1 000；

2011 年 2 月起共复诊 5 次，中药随症化裁，

补体 C3 为 0.79 g/L，补体 C4 为 90 g/L；ESR 为

患者偶感头痛，双下肢乏力，口干，尿频尿热，

55 mm/h；血白蛋白为 26 g/L，SCr 为 45 µmol/L；

24 h 尿蛋白定量波动于：0.3～0.35 g/24 h，中药予

24 h 尿蛋白定量：4.5 g/24 h；尿常规：蛋白 2+，

上方加土茯苓 30 g，瞿麦、连翘、白术各 15 g，

潜血 2+，红细胞 66 p/µl。排除禁忌后于 2010 年 6

金银花 24 g。煎服法同前。

月 10 日行肾穿刺活检术，病理示 LN(WHO Ⅳ型；

2012 年 3 月 20 日八诊，患者鼻塞，流浊涕，

活动指数 12 分，慢性化指数 2 分)，予甲泼尼龙

咽痛，不咳嗽，口干口苦，小便色黄，大便干。

琥珀酸钠 0.5 g×3 d 冲击治疗联合环磷酰胺等抗

舌红苔薄黄，脉滑。此时复查 ESR 为 35 mm/h，

炎抑制免疫治疗，环磷酰胺现累积 1.2 g。既往体

24 h 尿蛋白定量为 0.58 g/24 h，血白蛋白为 40 g/L，

健，无手术史，有青霉素、先锋过敏史。刻下：

SCr 为 43 µmol/L，抗双链 DNA 抗体(dsDNA)定

面部红肿发热，蝶形红斑，腰酸腰痛，疲乏，双

量为 25 IU/ml，补体等免疫指标正常。中医诊断：

下肢无力，关节红肿不适，纳眠可，小便伴泡沫，

风热感冒。方选桑菊饮加减：桑叶 15 g、菊花 15 g、

夜尿 1 次，大便每日 1 次，排解通畅，成形、质

桔梗 12 g、黄芩 10 g、柴胡 12 g、金银花 12 g、

可。中医诊断：尿浊病，热毒内盛证。方选清热

连翘 15 g、芦根 20 g、苦杏仁 9 g、川贝母 10 g、

凉血方加减：玄参 12 g、半枝莲 12 g、牡丹皮 9 g、

瓜蒌 15 g、薄荷(后下)10 g。10 剂，煎服法同前。

赤芍 9 g、白花蛇舌草 15 g、茯苓 15 g、麸炒苍术

2012 年 4 月－2014 年 8 月复诊 6 次，患者偶

15 g、麸炒白术 15 g、山药 24 g、山萸肉 15 g、生

有腰酸腰痛，乏力，头痛，常感冒，纳眠可，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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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伴泡沫，夜尿无，大便每日 1 次，质可。舌红、

当，扶正为主，祛邪为辅，气阴双补、活血解毒。

苔薄白，脉弱无力。中医诊断：虚劳，气阴两虚
证。方选知柏地黄汤加减，以二诊方去茯苓、泽

利益冲突申明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声明 韩晶：酝酿和设计、实施研究、采集/分析/解释数

泻、白芍、川牛膝，加黄芪 30 g、防风 12 g、白

据、起草文章、对文章的知识性内容作批评性审阅、统计分析、

术 15 g。煎服法同前。24 h 尿蛋白定量波动于 0.1～

指导、支持性贡献；米杰：行政和技术或材料支持

0.2 g/24 h，免疫指标均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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