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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六经辨证是《伤寒论》中提出的辨证方法，在临床中不仅指导外感病的治疗，也广泛应

用于内伤杂病的治疗。六经辨证分为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其中包含了经络、脏腑、
气化和八纲的内容，辨证比较全面。本文选择辨证属于太阳阳明合病、少阳太阴合病、少阴太阴合病、
太阳太阴合病的四则干燥综合征有效病案，阐释了以六经辨证治疗本病的辨证和选方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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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辨证是汉代张仲景根据外感病发病传变

个月。现病史：患者 3 年前开始口干眼干，未予

特点提出的辨证体系，六经分为太阳经、阳明经、

重视，1 年前因口干眼干加重，腮腺肿大，在外院

少阳经、太阴经、少阴经、厥阴经。历代医家对

查抗 SSA 抗体(++)，ESR 为 45 mm/h。西医诊断：

六经实质提出多种学术观点，笔者认同伤寒名家

SS。给予醋酸泼尼松 5 m g、每日 1 次，硫酸羟氯

刘渡舟教授的观点，认为六经和经络、脏腑、气

喹 0.2 g、每日 2 次，白芍总苷 0.6 g、每日 2 次，

化有关，也包含了八纲辨证。六经辨证中三阳证

有所改善，后逐渐加重，眼干无泪，口干，进食

多表现为实证，主要与六腑有关；三阴证多表现

干燥食物需用水送服。近 3 个月病情再次加重。

为虚证，主要和五脏相关。六经辨证不仅指导外

刻下：眼干明显，须使用人工泪液，口干严重，

感病的治疗，对内伤杂病也具有良好的指导意义，

饮水不能缓解，晨起眼睑肿，双手小关节疼痛，

清代名医柯琴在《伤寒来苏集》中说道：
“仲景之

心烦失眠，反复口角炎，牙龈肿痛，小便不利，

六经，为百病立法，不专为伤寒一科，伤寒杂病，

大便常。舌质红、有裂纹、少苔，寸脉浮大数，

治无二理，咸归六经之节制。”

尺脉沉滑。中医诊断：燥痹。辨证：太阳阳明合

干燥综合征(sjögren syndrome, SS)是一种以

病，风湿相搏、湿热阴伤。治法：开太阳、清阳

淋巴细胞增殖和进行性外分泌腺损伤为特征的慢

明，解表清热、利湿养阴。予越婢汤合猪苓汤：

性、系统性自身免疫病，除涎腺、泪腺功能受损

生麻黄 6 g、生石膏 30 g、生姜 10 g、大枣 10 g、

[1]

外，可出现多脏器多系统受累 ，对干燥、疲乏、
[2]

炙甘草 6 g、猪苓 10 g、滑石 10 g、茯苓 10 g、泽

疼痛或内脏器官损害均尚无满意的治疗措施 。近

泻 10 g、阿胶珠 10 g。14 剂，水煎至 400 ml，于

年来，不断有使用中医药治疗 SS 有效的临床报道，

早晚餐后 0.5 h 服用。5 月 26 日二诊，口干眼干明

笔者在实践中发现以六经辨证治疗本病常可取得

显改善，口角炎及牙龈肿痛明显减轻，小便不利

较好效果，现总结经验如下。

及失眠改善。舌红有裂纹、少苔，寸脉浮数、尺
脉沉。前方继服 14 剂，煎服法同前。6 月 9 日三

1

病案四则

诊，病情明显改善，轻度眼干，口干基本缓解，

太阳阳明合病案：患者，女性，70 岁。2020

口角炎和牙龈肿痛均消失，睡眠正常，小便通畅。

年 5 月 12 日初诊，主诉：口干眼干 3 年，加重 3

舌淡红、少量薄白苔，裂纹较前改善，脉弦略数。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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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方：生麻黄 3 g、生石膏 15 g、生姜 10 g、大枣

燥痹。辨证：少阳太阴合病，胆热脾寒，血瘀水

10 g、炙甘草 6 g、猪苓 10 g、滑石 10 g、茯苓 10 g、

停阴伤。治法：疏少阳、温太阴，活血利水养阴。

泽泻 10 g、阿胶珠 10 g。28 剂，煎服法同前。2020

予柴胡桂枝干姜汤合当归芍药散加减：柴胡 15 g、

年 10 月 8 日随访，病情稳定，轻度眼干，其余症

黄芩 10 g、天花粉 15 g、北沙参 15 g、桂枝 9 g、

状消失。

干姜 6 g、炙甘草 6 g、煅牡蛎 12 g、白芍 20 g、

按语：《素问•灵兰秘典论篇》言“膀胱者，
[3]

当归 9 g、川芎 12 g、泽泻 12 g、茯苓 12 g、白术

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 。足太阳

12 g。14 剂，水煎至 400 ml，于早晚餐后 0.5 h 服

膀胱经和腑的功能异常可导致津液输布异常，与

用。5 月 29 日二诊，口干眼干改善，关节疼痛显

SS 密切相关。本案患者手关节疼痛、晨起眼睑肿

著缓解，饮食改善，口稍苦，情绪食欲改善，大

此为太阳风湿相搏，津液输布异常之证。营卫郁

便略成形，仍有失眠乏力。查：舌质黯、有瘀斑，

闭，气机不畅，邪郁阳明而化热，灼伤阴液，则

舌前无苔，津液增多，舌根薄白腻，脉弦细。前

口干眼干、口角生疮、牙龈肿痛、寸脉浮大而数。

方柴胡减量为 12 g、加麦冬 15 g、五味子 10 g。

膀胱湿热蕴结则气化不利，故小便不畅且耗伤阴

14 剂，煎服法同前。6 月 12 日三诊，口干眼干明

液，故尺脉沉滑。四诊合参，本患者属太阳阳明

显改善，失眠乏力改善，可不用人工泪液，关节

合病，风湿相搏于外，热盛阴伤于内，湿热蕴结

不痛，进食改善，睡眠基本正常，二便正常。予

于下。选用越婢汤和猪苓汤合方，越婢汤中生麻

二诊方 14 剂，煎服法同前。6 月 26 日四诊，患者

黄辛温，宣发太阳阳气，石膏辛寒，清热阳明郁

的 SS 症状显著缓解，关节疼痛已不明显，予逍遥

火，生姜、大枣、炙甘草调和营卫，顾护中焦，

颗粒 8 g/次、2 次/d，以及西苑医院院内制剂生脉

恢复脾胃运化；
《伤寒论·辨阳明病脉证并治第五》

二号口服液(由人参须、党参、麦冬、五味子组

曰：“若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汤主之。”

成)10 ml/次，3 次/d，服用 3 个月。2019 年 12 月

[4]

(223 条) 猪苓汤中猪苓、茯苓、泽泻、滑石清利
湿热而不伤阴，膀胱湿热既除，则气化功能恢复，

10 日随访，病情稳定，有时轻度眼干，余无不适。
按语：
《伤寒论》中少阳病提纲证“少阳之为
[ ]

阿胶为血肉有情之品，可养阴润燥。两方合用，

病，口苦咽干目眩也” 4 。患者口干眼干，伴有口

开太阳、清阳明，解表清热、利湿养阴，而诸症

苦咽干、情绪抑郁、食欲不佳，此为少阳郁热表

缓解。

现；同时患者畏寒喜暖、大便不成形，食凉则泻，

1.2

少阳太阴合病案：患者，女性，65 岁。2019

此为太阴虚寒之证；中焦虚运化失司则生水湿，

年 5 月 15 日初诊，主诉：眼干口干 8 年，加重 2

故小便不利，大便溏稀，舌根白厚腻；久病入络，

个月。现病史：患者眼干口干伴关节疼痛 8 年，

血脉瘀滞，则舌质紫黯瘀斑。故先用柴胡桂枝干

曾在外院就诊，查抗 SSA 抗体(+)，类风湿因子明

姜汤合当归芍药散，方中柴胡、黄芩和解少阳、

显升高。西医诊断：SS。不规律服用硫酸羟氯喹、

清宣郁热，桂枝、干姜温煦中焦、助阳化气，天

来氟米特、茴三硫等药物，病情时有反复。近 2

花粉、煅牡蛎清热生津、止渴化饮，赤芍、当归、

个月加重。刻下：口干眼干，欲哭无泪，食用干

川芎养血活血，白术、茯苓、泽泻健脾利水。全

燥食物需要水送，双手关节疼痛，畏寒喜暖，情

方合用，气、血、水同治，疏少阳、温太阴，活

绪抑郁，失眠心烦，乏力，食欲不佳，口苦咽干，

血利水、生津止渴。二诊考虑失眠乏力，加麦冬、

小便欠畅，大便不成形，食凉则腹泻。舌质黯瘀

五味子，仿生脉散之意，益气养阴安神，减少柴

斑、舌前无苔、舌根白厚腻，脉弦细。中医诊断：

胡，以防伤阴。病情改善后，为方便服药，予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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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颗粒配合生脉二号口服液巩固，收获良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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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养阴、收敛元气；小剂量的附子、干姜、炙甘

少阴太阴合病案：患者，女性，75 岁。2018

草温煦脾肾、助阳化气，二者同用则阴阳双补，

年 8 月 6 日初诊。主诉：口干眼干 20 余年，加重

恢复人体气化功能。三诊患者有牙龈肿痛，为虚

1 年。现病史：20 余年前患者出现眼干口干，反

火上炎，仿潜阳丹之意，给予龟甲，减少四逆汤

复腮腺肿痛，逐渐加重，出现猖獗龋齿，间断服

剂量。稳定后给予桂附地黄丸和生脉二号口服液，

用醋酸泼尼松、硫酸羟氯喹、茴三硫等，效果不

方便长期口服巩固，桂附地黄丸滋补肝肾之阴，

佳。近 1 年症状加重，眼干，欲哭无泪，视物模

并加小剂量肉桂、附子温阳，以少火生气，配合

糊，须使用人工泪液，口干，乏力气短，怕冷，

生脉二号口服液，乃得阴中求阳，阳中求阴之妙。

饮水不多，食欲不佳，大便不成形，体型消瘦，

1.4

精神倦怠，腰膝疼痛。舌瘦无苔，脉弱无力。西

年 3 月 1 日初诊，主诉：口干 2 年。现病史：患

医诊断：SS。中医诊断：燥痹。辨证：少阴太阴

者近 2 年来出现口干，开始未予重视，近半年逐

合病，阴阳两虚。治以温少阴、补太阴，阴阳双

渐加重，在外院查血糖正常，抗核抗体(ANA)1∶

补。予生脉饮合四逆汤加减：红参 10 g、北沙参

320，IgG 为 24 g/L，抗 SSA 抗体阳性。西医诊断：

15 g、麦冬 15 g、五味子 10 g、黑顺片 4 g、干姜

SS。口服硫酸羟氯喹和白芍总苷改善不明显。遂

6 g、炙甘草 8 g。14 剂，水煎至 400 ml，于早晚

来求诊中医。刻下：口干喜饮，不能解渴，越喝

餐后 0.5 h 服用。8 月 20 日二诊，口干改善，眼干

越渴，眼干不明显，无腮腺肿大，饮食睡眠常，

同前，乏力气短和精神状态明显改善，饮食睡眠

头发出油，脱发明显，小便欠畅，大便黏，双足

改善，二便基本正常。舌瘦无苔，脉弱无力，较

易冷，手晨僵。体型肥胖，舌胖、苔白腻、少津，

前改善。初诊方加山萸肉 10 g，继服 14 剂，煎服

脉滑。中医诊断：燥痹。辨证：太阳太阴合病，

法同前。9 月 3 日三诊，口干眼干均改善，精神状

水湿内停、气化不利。治以开太阳、补太阴，温

态好，饮食睡眠二便可，牙龈肿痛。予二诊方黑

阳化气利水。予五苓散加减：桂枝 6 g、泽泻 15 g、

顺片减至 3 g，干姜减至 4 g，炙甘草减至 6 g，再

白术 10 g、茯苓 10 g、猪苓 10 g。28 剂，水煎至

加龟甲 15 g 滋阴潜阳。14 剂，煎服法同前。9 月

400 ml，于早晚餐后 0.5 h 服用。3 月 29 日二诊，

17 日四诊，口干眼干明显改善，精神状态好，牙

口干明显缓解，小便通畅，大便不黏，自觉仍有

龈肿痛消失。舌质淡红、苔少，脉细。予桂附地

双足冷。前方以肉桂换桂枝，余不变。28 剂，煎

黄丸 6 g/次，2 次/d，生脉二号口服液 10 ml/次，

服法同前。4 月 27 日三诊，足冷基本缓解，口干

3 次/d，服用 3 个月。2019 年 2 月 1 日随访，病情

不明显，饮食睡眠大小便均正常，肥胖明显改善，

稳定，自觉体质明显改善，轻度眼干。

脱发基本恢复。复查 IgG 为 16.5 g/L。处方：肉桂

1.3

太阳太阴合病案：患者，女性，45 岁。2018

按语：患者高龄体弱，病史达 20 年，形体消

2 g、泽泻 5 g、白术 3 g、茯苓 3 g、猪苓 3 g。60

瘦，乏力气短，精神倦怠，脉弱无力，舌瘦小无

剂，颗粒剂，水冲服，早晚各 1 袋。2018 年 9 月

苔。《伤寒论》少阴病提纲言“少阴病，脉微细，

3 日随访，病情稳定，无不适。

[4]

但欲寐也” ，该患者符合少阴病提纲证。该患者

按语：患者以口干眼干为主诉，根据其体型

具有阳虚的畏寒、便溏、脉弱无力，又有体型消

肥胖、头发出油、脂溢脱发、小便不利、大便黏、

瘦、舌红无痰的阴虚表现，故属于阴阳两虚证。

舌胖苔厚腻、晨起双手关节发僵，可辨为太阳、

食少便溏亦为太阴虚寒证表现。故予生脉散和四

太阴阳气不足、气化无力、水湿内停之证。
《金匮

逆汤加味，方中红参、北沙参、麦冬、五味子益

要略•消渴小便不利淋病》：
“脉浮，小便不利，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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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热消渴者，宜利小便发汗，五苓散主之。” 5 五苓

现血小板减少、紫癜。而在慢性迁延期，多以三

散具有表里同治，祛除停水，助阳化气，通畅三

阴三阳错杂出现，常表现为寒热错杂证、虚证。

焦水道之功效，对于体型胖、舌体胖、舌苔腻的

根据不同的证候特点判断证型，实际是以六经为

患者尤为适宜。方中桂枝温阳化气，茯苓、白术

纲，串联八纲辨证、脏腑辨证、经络辨证、气血

健脾祛湿，泽泻、猪苓利水渗湿，祛除邪水。后

津液辨证，再给予相应方剂治疗，常可取得意想

续去桂枝，加肉桂增加温阳之力，口干消失，体

不到的效果，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

重明显减轻，脂溢性脱发消失，体质改善。
利益冲突申明

除基金项目支持外，本文全体作者未接受过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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