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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医大师余瀛鳌用通治方治疗慢性肾小球肾炎经验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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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医大师余瀛鳌教授认为，
“ 凡病必有主证，临证必有主方”，提出以“通治方”治疗疾病
的方法，常获佳效。余老认为，慢性肾小球肾炎病因与肾、脾、肺三脏密切相关，临证尤重脾肾，以健脾
益肾、通络利水为基本治法，自拟通治方益肾健脾通络汤随症加减治疗，常获佳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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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肾小球肾炎临床表现主要有蛋白尿、血

入点，认为本病与脾、肾、肺关系密切，尤其是脾肾，

尿、高血压和不同程度的水肿，起病方式各有不同，

病机多为“脾阳虚惫，肾火不温，肾阴不足，肺气不

病情较迁延，病变缓慢进展，随着病情发展可有不

［6］
充”
。脾阳虚惫则失其健运，不能制水；肾阴虚则

同程度肾功能减退，最终发展为慢性肾衰竭［1］。慢

阳无以化，肾中命门火衰，则不能蒸动关门，关门不

性肾小球肾炎根据其主要症状表现，属中医“腰痛”

利聚水而从其类；
肺气不充则治节有亏，
水道通调不

［2］

“水肿”
“尿血”
“虚劳”等范畴 。
余瀛鳌教授为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第四届
国医大师，全国首批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
工作指导老师，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
员。余老出生于世医家庭［3］，坚持中医文献研究与
临床诊疗实践相结合，从事科研和临床工作 60 余

年，在内、妇、儿、男科等方面均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余老在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相结合的基础上，提出
“凡病必有主证，临证必有主方”，认为各病均有其
最根本的病因病机，而切合疾病最基本病因病机，
用于解决疾病最主要矛盾的方药便为通治方，具有
药物组成相对固定、性味相对平和的特点［4］，临床
疗效较好，且便于推广应用［5］。本文介绍余老用通
治方治疗慢性肾小球肾炎的经验心得。
1

病因病机分析

利，
水液代谢失常。如《景岳全书•肿胀》言水肿等证
“乃肺脾肾三脏相干之病，
盖水为至阴，
故其本在肾；
水化于气，
故其标在肺；
水唯畏土，
故其制在脾”
。
2

治疗思路及方法
余老治疗慢性肾小球肾炎时重在脾肾之治，基

本治法为健脾益肾、通络利水，依法拟定通治方益
肾健脾通络汤，药用生地黄 15 g、熟地黄 15 g、山萸
肉 10 g、山药 20 g、牡丹皮 12 g、茯苓 15 g、车前子
15 g、芡实 15 g、丹参 15 g。方中生地黄、熟地黄、山

萸肉滋阴补肾，山药、茯苓、芡实健脾渗湿，车前子
利水消肿，丹参、牡丹皮凉血通络。若患者伴有其
他症状且程度较重时，则随症加减，不拘泥于成方。
若蛋白尿较严重，加黄芪、白茅根、土茯苓以清肾、
益气，且可降低尿蛋白指标；若伴尿血，可加小蓟、
石韦、盐黄柏、盐知母、灯心草、冬葵果等清热利尿、

余老治疗慢性肾小球肾炎时多以“水肿”为切

凉血止血，而因熟地黄性偏热，可从通治方中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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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生地黄剂量［7］；尿频加金樱子、覆盆子、桑螵蛸
固肾缩尿；若久病出现体虚乏力，加党参、黄芪补中
益气；紫癜肾加紫草、丹参凉血清热。
本病部分患者在“肿势消减，尿量增多，食欲转
佳”阶段，会出现顽固性、局限性水肿。余老认为，
该阶段的治疗应在助阳扶正、健脾渗湿的同时重视
分部位选药。若头面水肿，加防风、羌活等祛风药
配白术、猪苓、泽泻等利水药，如效果不佳，则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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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g、车前草 30 g、炮附片（先煎）24 g、补骨脂 40 g、
肉桂 18 g、牛膝 45 g、丹参 50 g、益母草 40 g。上药

共研细末，炼蜜为丸，丸重 10 g（药房制备），嘱每服

1 丸，每日 2 次，温开水送服。患者先后服用上述蜜

丸 2 个月，2019 年 7 月 15 日随访，水肿及腰痛消失。
当日尿液检验：尿蛋白（-），颗粒管型（-）。血液检

验：RBC 为 4.4×1012/L，血红蛋白 143 g/L，血压正常。
按语：余老认为，此案患者中医病机主要为肾

炙桑白皮配党参、黄芪；若腹部水肿，选用大腹皮、

阳衰惫，累及脾阳，脾阳虚弱，脾土不能制水，水液

茯苓皮、陈皮等行气利水消肿；若腰部水肿，则用通

代谢失常，发为水肿；阳气衰微，水湿停聚，寒湿困

治方益肾健脾通络汤合五苓散加杜仲、续断；若足

于腰部，不通则痛，发为腰痛。乙癸同源，肾精不足

胫部水肿，可加大车前子剂量，配防己、薏苡仁、牛

累及肝血不充，导致血虚，血虚又进一步导致阴不

膝等。此阶段若肾阳虚明显，加肉桂、炮附片扶阳。

能制阳，从而引发肝阳上亢，表现为高血压、贫血、

慢性肾小球肾炎多有反复发作、迁延不愈的特

绝经等病症。因此，余老在使用益肾健脾通络汤的

点，需坚持治疗。余老认为，待患者症状基本消除

基础上，加入炮附片、杜仲等辛温药以加大补肾扶

之后，不宜急于停药，可将汤剂改为（蜜）丸剂，这样

阳力度；加入当归、桑椹、夏枯草、石决明等养血通

既可巩固疗效又能方便患者服药。
3

络、平肝降压。治疗 1 个月，待症状基本消除、贫血
改善、血压基本恢复正常时，余老基于前方加减，改

验案举隅

病案一：患者，女性，46 岁。2019 年 4 月 15 日

汤剂为蜜丸，取“丸者缓也”之意，巩固疗效。

病案二：患者，男性，59 岁。2019 年 2 月 16 日

初 诊 ，主 诉 ：双 下 肢 水 肿 伴 腰 痛 8 个 月 余 。 患 者

初诊，主诉：右下肢水肿，腰痛，咳嗽有痰。患者

加重遂来就诊。刻下：双下肢水肿，胫踝部按之深

炎，口服甲基强的松龙、氢氯噻嗪常规治疗，水肿消

2018 年 8 月发觉双下肢水肿，并未在意。近日水肿

陷不起。自述身感疲乏，偶头晕，腰痛、腰际发冷，
夜尿频数（起夜 4～5 次）。舌边齿痕、苔薄微腻，脉

沉 濡 、尺 弱 。 血 压 为 174/106 mmHg（1 mmHg=
0.133 kPa）。尿液检验：尿蛋白（+++），隐血（±），颗
粒管型（++）。血液检验：RBC 为 2.6×1012/L，血红蛋

白 86 g/L。末次月经 2019 年 2 月 24 日。西医诊断：
慢性肾小球肾炎，2 级高血压病，中度贫血。中医
诊断：水肿，腰痛。辨证：脾肾两虚，肝血不足，水湿

泛滥。治法：益肾健脾、消肿扶阳、养血通络、平肝
降压。处方：熟地黄 30 g、山萸肉 10 g、山药 20 g、茯
苓 20 g、车前子 12 g、炙黄芪 50 g、陈皮 6 g、车前草

12 g、当归 12 g、芡实 12 g、桑椹 12 g、炮附片（先煎）
8 g、丹参 15 g、石决明（先煎）12 g、夏枯草 10 g、杜仲
12 g。18 剂，每日 1 剂，水煎早晚分服。

2019 年 5 月 15 日二诊，初诊方尽剂后，肿势消

2013 年因腿部水肿、腰痛住院，诊断慢性肾小球肾
退、腰痛减轻。后每逢阴雨或寒冷天气仍腰痛，仅
热敷缓解。1 周前因天气变化感受风寒。刻下：咳
嗽、痰白质稀，乏力，腰酸痛，右下肢水肿。舌边齿

痕、苔微腻，脉沉小、尺弱。检查：尿酸 459 μmol/L，
血 糖 为 8.67 mmol/L，BUN 为 15.09 mmol/L，SCr 为

277.3 μmol/L，血压正常。X 线胸片：双肺纹理增多。
B 超检查：右肾囊肿，直径 8.32 cm。西医诊断：慢性

肾功能不全伴右肾囊肿，
急性支气管炎。中医诊断：
水肿，腰痛，咳嗽。辨证：脾肾阳虚，风寒犯肺。治

法：
益肾健脾、宣肺止咳。处方：
生地黄 15 g、熟地黄

15 g、山萸肉 10 g、牡丹皮 12 g、山药 20 g、陈皮 6 g、
芡实 12 g、枸杞子 12 g、桑寄生 15 g、黄芩 10 g、北沙
参 12 g、紫菀 12 g、紫苏叶 9 g、麻黄 6 g、黄芪 30 g、炙
甘草 6 g。18 剂，每日 1 剂，水煎早晚分服。

2019 年 3 月 9 日二诊，患者自诉近日乏力、精

减殆尽，腰痛除，血压基本恢复正常，体力转佳。尿

神不佳，腰痛略减轻，但久行后腰痛仍明显，右胫部

液检验：尿蛋白（±），颗粒管型转（-）。血液检验：

微肿，大便偏稀，胃部不适，餐后疼痛、恶心，时有虚

RBC 为 4.0×10 /L，血红蛋白 107 g/L。根据症状采
12

汗出。舌边浅齿痕、苔白腻，脉势沉、微伏，尺弱。

用补肾扶阳、健脾通络法以巩固疗效，汤药改用蜜

SCr 为 194 μmol/L，BUN 为 13.74 mmol/L。治宜益肾

药 45 g、牡丹皮 40 g、车前子 30 g、茯苓 60 g、芡实

地黄 15 g、熟地黄 15 g、山萸肉 10 g、山药 20 g、茯苓

丸。处方：生地黄 40 g、熟地黄 40 g、山萸肉 36 g、山

健脾、消癥通络、和胃止痛。处方：生黄芪 30 g、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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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g、车前子 10 g、牡丹皮 12 g、皂角刺 8 g、鸡血藤

能衰竭）。患者来诊时，除水肿、腰痛外尚有咳痰、

前草 10 g、玄参 15 g。24 剂，煎服法同前。

虚标实，且病程日久，首先需固本以扶正，兼祛外

15 g、紫苏梗 10 g、陈皮 6 g、清半夏 6 g、续断 15 g、车

2019 年 4 月 13 日三诊，尽剂后精神明显好转，

胃痛及恶心基本好转，受凉或劳累后易腰痛，舌边
齿痕、薄腻苔，脉濡缓。SCr 为 199 μmol/L，BUN 为

13.29 mmol/L，尿酸正常。治宜益肾通络，兼以和中
健脾。处方：黄芪 24 g、生地黄 15 g、熟地黄 15 g、山
萸肉 10 g、牡丹皮 12 g、山药 20 g、茯苓 24 g、丹参

15 g、
皂角刺 8 g、
鸡血藤 15 g、
紫苏梗 10 g、
木香 6 g、
清

半夏 6 g、
桑寄生 15 g、
莲子 12 g。24剂，
煎服法同前。
2019 年 5 月 18 日四诊，水肿基本减退，近日寐

差，腹泻较严重，偶有腰酸楚，微咳。舌苔腻，脉沉、
尺弱。SCr 为 174 μmol/L，BUN 为 12.56 mmol/L。宗
前法。处方：
黄芪 30 g、
生地黄 15 g、
熟地黄 15 g、
山萸

肉 10 g、牡丹皮 12 g、山药 20 g、茯苓 20 g、麸炒白术

20 g、丹参 15 g、桃仁 10 g、苦杏仁 10 g、皂角刺 8 g、

路 路 通 10 g、续 断 15 g、厚 朴 5 g、炒 酸 枣 仁 20 g。
24 剂，煎服法同前。

乏力等症。余老认为，其素体虚弱，又感风寒，属本
邪，遂用通治方益肾健脾通络汤补肾健脾以固本，
在原方基础上加大剂量黄芪扶助正气，佐以紫菀、
紫苏叶等宣肺止咳，治其急性支气管炎等兼有病
症。待患者肾阳渐复，正气渐充，精神好转，外邪祛
除后，着重治疗慢性肾功能衰竭引起的其他病症。
仍以益肾健脾通络汤为基础方，用车前子、车前草
等利水消肿，以桃仁、皂角刺等活血通络、消癥之品

治疗肾囊肿。经 9 个多月的坚持治疗，病情好转，
囊肿变小，各项指标恢复正常。余老认为，不必过

分担心治疗期间夹杂他症，在用通治方补肾健脾的
基础上根据兼症施治即可，针对这类病情迁延日
久、易于反复的慢性肾小球肾炎引起的慢性肾功能
衰竭病症，治疗大法不离扶正为主、祛邪为辅。
4

结语
脾肾虚衰，发为水肿。余瀛鳌教授认为，慢性

2019 年 6 月 22 日五诊，腹泻减轻，睡眠改善，余

肾小球肾炎基本治疗方法当以健脾益肾为主、利水

BUN 为 11.08 mmol/L。予金匮肾气丸加减，
兼治肾囊

和消除蛋白尿、血尿。故其在基本治法之上还应用

15 g、
牡丹皮 10 g、
芡实 15 g、
桑椹 15 g、
续断 15 g、
肉桂

即包含治疗慢性肾小球肾炎的基本方法和其他常

仁20 g、
皂角刺10 g、
路路通10 g。24剂，
煎服法同前。

余老总结个人经验形成的学术成果，可作为治疗慢

改服三诊方至本次复诊。服药期间检查示：7 月，

利益冲突

无明显不适。舌苔微腻，
脉沉缓。SCr为 160 μmol/L，

为辅。余老还指出，慢性肾病的治疗关键在于控制

肿。处方：熟地黄 30 g、山萸肉 10 g、山药 20 g、茯苓

清肾、泄浊、通络等常法。通治方益肾健脾通络汤

5 g、炮附片（先煎）6 g、苍术 10 g、白术 10 g、麸炒薏苡

法，又可根据患者临床症状随证化裁、灵活应用，为

2019 年 11 月 16 日六诊，五诊方尽剂后，患者

SCr 为 155 μmol/L，BUN 为 9.67 mmol/L；9 月，SCr 为

126 μmol/L，BUN 为 8.05 mmol/L。 11 月 16 日 ，SCr

为 102 μmol/L，BUN 为 6.2 mmol/L。余指标均正常。

性肾小球肾炎的基础方。
除基金项目支持外，本文全体作者未接受过第三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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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酸楚减轻，大便正常。舌白腻，脉沉缓。治宜益

肾通络、健脾益气。处方：黄芪 30 g、生地黄 15 g、
熟地黄 15 g、山萸肉 10 g、牡丹皮 12 g、山药 20 g、茯
苓 24 g、枸杞子 12 g、桃仁 10 g、苦杏仁 10 g、丹参

15 g、补骨脂 10 g、苍术 10 g、白术 10 g、桑寄生 15 g、
麸炒薏苡仁 20 g。24 剂，煎服法同前。嘱好转后注

意饮食起居，期间反馈自身健康情况，1 年后复查。
2020 年 10 月随访，患者精神面貌良好。检查

SCr 为 90 μmol/L，BUN 为 4.1 mmol/L；B 超显示右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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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肿直径 3.10 cm。腰痛、水肿等症状未复发。

[5]

医常规疗法治愈出院，但因素体虚弱、复感外邪，导

[6]
[7]

按语：本案患者曾患慢性肾小球肾炎，后经西

致病情复发，并发展为慢性肾功能不全（慢性肾功

考

文

献

葛均波,徐永健 . 内科学(第 8 版)[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473.
余小萍,方祝元 . 中医内科学(第 3 版)[M]. 上海:上海科学技
术出版社,2018:261.
卢祥之,肖永芝 . 胸负凌云万丈才 五世大医余瀛鳌[N]. 中国
中医药报,2021-07-16(6).
李鸿涛,李敬华,于琦,等 . 余瀛鳌临证思维浅析[J]. 中医杂志,
2017, 58(9): 733-736. DOI: 10.13288/j. 11-2166/
r.2017.09.004.
陶晓华 . 余瀛鳌临证经验拾零[J]. 中医杂志,1995,36(4):
216-217. DOI:10.13288/j.11-2166/r.1995.04.014.
余瀛鳌 . 未病斋医述[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272.
张卫 . 余氏学验及其通治方研究[M].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
社,2019: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