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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养阴为生津、养血、滋阴及益精诸法之总称。养阴理论为张仲景重要的学术思想，在《伤
寒杂病论》全书中充分体现。护阴调和、生阴助阳、养阴祛邪为仲景养阴思想主旨。DN 属消渴病变证
范畴，病机以阴虚为本，以热、痰、湿、毒等实邪为标。DN 的发生、发展及转归皆存在阴液损伤。因此，
临床中可基于仲景养阴理论辨治 DN，予以补虚益肾、祛邪扶正、养慎并重等多种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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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 为糖尿病常见并发症［1］。DN 病变实质为

长期处于高糖环境刺激下引起的肾脏微血管病变，
现代医学治疗手段有限，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及
预后。中医认为，DN 属消渴病变证范畴，病机属性

其影响，认为阴液充沛，阴阳平和，则疾病自愈。如
《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言“津液自和，自汗
出愈”
（49 条）及“凡病若发汗……若亡血、亡津液，
阴阳自和者，必自愈”
（58 条）。若出现“过汗”
“亡

为本虚标实，以阴虚为本，以热、痰、湿、毒等实邪为

血”
“亡津液”等阴液亏耗情况，疾病由轻变重，由表

标，其发病起于阴虚燥热，热邪、热毒为重要致病因

入里，传变加快，缠绵难愈，如《伤寒论•辨阳明病脉

素，其中热盛伤阴促进 DN 的发生发展［2］。可见，阴

证并治篇》
“太阳病，若发汗……此亡津液，胃中干

液耗伤贯穿本病始终。养阴理论是《伤寒杂病论》

燥，转属阳明”
（181 条）及《伤寒论•辨厥阴病脉证

重要学术思想，仲景在辨治疾病重视阴液，处方用

并治篇》
“此亡血，下之，死”
（347 条）。仲景认识到

药注意保存阴津，调护预后强调顾护阴液。现探讨
运用仲景养阴理论辨治 DN 的临床思路如下。
1 《伤寒杂病论》养阴思想
1.1

阴液在人体中的作用和重要性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言“阳化气，阴成形”

阴液对人体的重要性，在太阳病发汗法禁忌中明确
指出，
“疮家”
“衄家”
“淋家”
“亡血家”等阴液不足者
不可发汗，反复强调失治误治耗伤阴液可致坏病。
《伤寒论》全书虽未明确提出“养阴”二字，但顾
护阴液作为仲景重要的治疗思想体现在字里行间。

“阴在内，阳在外”。与阳相对，阴为有形、相对内在

仲景以“小便难”
“ 身疼痛”
“ 大烦渴不解”
“ 舌燥”等

的物质存在。人体血液、津液、阴精等归属阴分，统

症状及“脉迟、涩”等脉象描述阴液亏损的临床表

称为阴液，为饮食水谷精微所化，滋润、濡养机体各

现；针对不同病因病机引起的阴液损耗，运用清热

组织器官，运载全身之气，调节人体阴阳动态平衡，

养阴、利水养阴、润燥养阴、扶阳养阴、急下存阴等

是机体生命活动的基础。阴液的充足与否直接影

治法［3］。仲景创大量养阴方剂，有直接养阴的芍药

响机体阴阳平和与疾病的传变、预后及转归。

甘草汤，取白芍、甘草酸、甘之品益阴缓急；有通过

1.2

祛邪间接养阴之方剂，如针对阳明和少阴三急下证

仲景养阴思想内涵
《伤寒论》既重视阳气，也注重人体阴液盈亏及

中，热炽津竭所致的燥屎，以大承气汤泄热通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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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热以救阴，又称为急下存阴；也有针对疾病后期、
正气未复的扶正养阴之方，如竹叶石膏汤，可祛热
烦除，使正复津生。仲景用药重视顾护阴液，如桂

3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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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虚益肾，生阴助阳

DN 以肾虚为本，且阴液亏损贯穿全病程，肾虚

枝汤中白芍收敛阴液，大枣滋养中焦脾胃，甘草和

与阴亏相互影响、互为因果。故以补肾养阴为基本

中；白虎汤中加知母润燥生津，粳米、甘草养胃气、

治法，补肾则阴生，津足而肾复。
《金匮要略•消渴小

资汗阴；黄连阿胶汤中取鸡子黄、阿胶血肉有情之

便不利淋病脉证并治》言“男子消渴，小便反多……

品，滋阴养血填精。此外，预后调护也注重养阴，如

肾气丸主之”，肾气丸主治肾虚消渴引起的小便量

服桂枝汤调护法中啜热稀粥一升，充养津液以发

多，以桂枝、附子温肾助阳，生地黄、山萸肉、山药滋

汗，使汗出不伤津；五苓散取白饮调服，服十枣汤后

肾阴而益精血，佐泽泻、茯苓渗湿利水，牡丹皮清泄

嘱以糜粥自养，通过养胃以存津。清代陈修园也将
整部《伤寒论》思想概括为“保胃气，存津液”六字。
可见，养护阴液在仲景治疗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综上，养阴即保养阴液，为生津、养血、滋阴及
益精诸法之总称［4］。而仲景养阴思想内涵可概括
为：顾护阴液，以促病愈；阴生阳长，生化无穷；养阴
扶正，祛邪外出。养阴之目的在于通过护阴、存阴

虚热，
全方使阴得阳生、
阳得阴助，
合助肾气，
阴平阳

秘，
阴液自足。肾气丸有助于保护 DN 患者肾功能［6］。
3.2

扶正祛邪，邪去阴生

DN 虚实夹杂，随着病情进展，正愈虚、邪愈盛，

瘀血、水湿、瘀毒、浊毒、热毒弥漫胶着，邪结不去，

阴液难复。治以祛邪为主，阴伤轻者，邪去阴自复；
重者需佐阴柔之品以助阴复，以达祛邪存阴目的。

等方法来使脏腑和调，阴阳相顺，疾病自除。

3.2.1

2

为肾小球基底膜增厚，系膜基质扩张，结节性肾小

阴液亏损贯穿糖尿病肾病始终
中医认为，DN 发生发展建立在消渴病气阴两

虚、燥热内盛的病机基础之上。罹患消渴，久必伤

肾，如《圣济总录》言“消渴病久，肾气受伤，肾主水，
肾气虚衰，气化失常，开阖不利，能为水肿”。肾为
先天之本，内寓真阴真阳。肾中真阴为人体阴液之
源。消渴燥热日久，一则炼津液而为浊痰，二则损
阴津而为瘀血，两因相合，浊瘀互结阻于下焦，导致
肾络损伤，肾气失司，内则水液失于气化而泛溢体
内，外则精微失于封藏而流于体外。这与 DN 以水

肿、蛋白尿为主的症状表现和以肾小球肥大硬化、
肾小管间质纤维化的病理变化相符。

DN 病程发展为动态变化的过程，具有复杂性

和特殊性。肾虚络瘀毒蕴为其基本病机［5］。DN 早
期燥热偏盛，灼伤阴液，肾络失于濡养而损伤；阴液
耗损，血液黏稠；气虚无力行血，血液运行滞缓，久

活血化瘀，通络护阴：肾络瘀阻为 DN 进展期

的主要病机。DN 进展期患者肾脏特征性病理变化
球硬化，与肾络瘀阻病机本质相符。因此，活血化
瘀通络亦为 DN 的重要治法。
《金匮要略》活血化瘀

名方桂枝茯苓丸，以桂枝温通血脉，桃仁祛瘀生新，
牡丹皮化瘀清热，赤芍活血养血，佐茯苓渗湿利水。
本方加减可改善 DN 患者面浮肢肿、畏寒、腰膝酸痛
症状，减少尿中白蛋白排出量，且安全性较好［7-8］。

肾络痹阻日久，瘀血与其他邪实胶着难化，可
适当配伍水蛭、全蝎等虫类药攻逐走窜、通达肾络。
血不利则为水，瘀血易变生水肿，瘀水互结，可予当
归芍药散，方中当归、川芎、白芍理血活血，白术、茯
苓、泽泻利水渗湿，全方散瘀利水，血水并治。本方

可降低 DN 患者 SCr、BUN 等指标，调节血脂代谢［9］。
《伤寒论》桃核承气汤、抵当汤分别治疗下焦蓄

血之轻、重证。桃核承气汤中桃仁活血化瘀，配伍
桂枝通阳温络、助活血之功，大黄、芒硝泻热逐瘀散
结，甘草调和诸药，共奏泻热逐瘀之效。桃核承气

失司，精微外泄，出现蛋白尿。DN 中期，大量精微

汤加味可有效降低 DN 患者血糖、血脂水平，减少尿

物质外泄致肾精亏虚、真阴生化不足。随着病程进

通络，桃仁活血化瘀，大黄清热凉血，以破瘀泻热。

而成瘀，导致瘀阻肾络。肾主藏精，肾虚封藏之职

展，阴损及阳，致肾脾阳气虚损，脾失运化，肾不主
水，水液失于宣达通利，留蓄机体，发为水肿。DN
晚期，肾脾阳气日衰，水液代谢愈发紊乱，废水不
除，津液难生；加之瘀血、水湿、浊毒、热毒胶结，不
断耗伤肾阴肾阳，终至肾阴阳两虚，而进展至终末
期肾脏病。可见，阴液亏损贯穿 DN 病程始终。

蛋白排出量［10］。抵当汤取水蛭、虻虫之峻猛，破瘀

仝小林教授善用抵当汤加减治疗 DN，可改善患者
蛋白尿、水肿、四肢麻木症状，延缓病情进程［11］。
3.2.2

行气利水，邪去津生：水液代谢紊乱既是 DN

病情发展过程中的病理结局，又可成为新的致病因
素，进一步影响脏腑功能，生瘀蕴热。五苓散、栝楼

瞿麦丸、猪苓汤为《伤寒杂病论》中经典的治水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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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匮要略•消渴小便不利淋病脉证并治》提到，
“脉
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五苓散主之”
“ 小便
不利者，有水气，其人若渴，栝楼瞿麦丸主之”
“渴欲
饮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汤主之”。五苓散以猪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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茯苓、泽泻淡渗利水，利通小便，白术健脾燥湿，桂
枝化气行水，主治气滞水蓄；栝楼瞿麦丸中附子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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