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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总结分析张昱教授运用药对治疗慢性肾炎的经验。[方法]通过跟师临证，收集整理临证医案，查阅相关文献资料，总结张师治疗慢性肾炎的

常用药对组成、配伍特色以及常用剂量，探讨药对的临床药理机制，并附验案一则加以佐证。 [结果]张师认为
“
虚-风（内风、外风）-瘀-毒”为慢性肾炎
的病因病机，临证时以扶正与祛邪为纲，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灵活运用药对组合治疗。 对于正气不足者，常用益气固表、健脾益肾等药对扶助正气；属
于邪实者，针对风、瘀、毒不同致病因素，分别采用祛风、活血、解毒等药对以祛除邪气。 所举医案，患者辨证为气虚血瘀兼风邪热毒，张师治以益气活
血、搜风通络、祛风解毒等常用药对，收效甚佳。 [结论]张师运用药对组合治疗慢性肾炎，其方药精简，配伍合理，疗效显著，可为临床用药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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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Professor ZHANG Yu蒺s Experience in Treating Chronic Nephritis with Drug Pairs WANG Rumeng1 ， ZHANG Yu2 1.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 Beijing （100029 ）， China; 2.Xiyuan Hospital ，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ine Sciences
Abstract: [Objective] To summarize and analyze Professor ZHANG Yu蒺s experience in treating chronic nephritis with drug pairs. [Methods] Through
following the teacher in clinical work， collecting and sorting clinical cases， consulting relevant literature，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composition，
compatibi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dosage of common drug pairs of Professor ZHANG Yu i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nephritis， discussed the clinical
pharmacological mechanism of drug pairs， and presented a case to prove it. [Results] Professor ZHANG thinks “
deficiency -wind(endogenous wind，
exogenous wind)-stasis-poison” are the etiology and pathogenesis of chronic nephritis， takes strengthening the body and eliminating pathogenic factors as
the key points in clinical practice， uses drug pairs flexibly for combination therapy on the basis of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For patients
with deficiency of vital Qi， drug pairs are commonly used for benefiting Qi and strengthening exterior， tonifying the spleen and kidney to support vital
Qi; for patients with excess of pathogenic factor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pathogenic factors of wind， blood stasis and toxin， drug pairs of dispelling
the wind， activating blood circulation and detoxification should be used respectively to dispel the pathogens. In the case cited， the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patient was Qi deficiency and blood stasis with wind and hot pathogen， Professor ZHANG treated the patient with drug pairs of
invigorating Qi and activating blood circulation， searching wind and dredging collaterals， dispelling wind and detoxifying， etc， and good effect was
achieved.[Conclusion] Professor ZHANG蒺s use of drug pairs combination in treatment of chronic nephritis is simple， reasonable and effective， which can
provide a new idea for clinical medication.
Key words: chronic nephritis; etiology and pathogenesis; drug pairs; compatibility features; medical record; ZHANG Yu; experience of famous doctor

慢性肾炎以水肿、血尿、蛋白尿、高血压和肾功能
下降为临床特征，日久不愈可发展为慢性肾衰竭而危
及患者生命。 目前西医治疗慢性肾炎多采用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阻断剂、糖皮质激素以及免疫抑制剂
等，疗效不尽如人意，且副作用较多。 近年来随着中
医药的不断发展，中医药在减轻患者症状、降低尿蛋
白、延缓肾脏病进展以及减轻激素和免疫抑制剂副作
用等方面的优势日益凸显。 药对是中药配伍的基本
单位，也是方剂配伍最核心、最常见的组合形式，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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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理论的指导下，遵循四气五味的配伍规律组合而
成，其应用以具体病证为依据，方药与病证丝丝入扣，
其特点在于用药精简、配伍讲究、力专效功，可直达病
所，提高临床疗效 。
张昱教授系中国中医科学院肾病科主任医师、医 国
学博士，师从首届国医大师王绵之教授，从事中医内
科学临床、科研、教学30余载，对慢性肾炎的治疗具有 医
独特的见解和丰富的经验，尤其擅长采用合理精简的
药对治疗慢性肾炎，临床疗效良好。 笔者有幸跟师学 传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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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受益匪浅，现将张师运用药对治疗慢性肾炎的经
验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因病机
1 病
张师认为，祖国医学中虽无“慢性肾炎”的病名，
根据其发病时的不同临床表现，可将其归属为“肾风”
劳”“腰痛”“水肿”等范畴，“ 虚- 风- 瘀- 毒” 是慢
“虚
性肾炎的基本病机，脾肾虚损，风邪可兼夹他邪如湿、
瘀、毒为病，病位在肾，与心、肺、脾等脏器密切相关。
肾藏先天之精，而肾精贵藏，故称肾为“封藏之本”，生
理情况下，肾气封藏则精气充满，若肾气封藏失职，精
微物质则随小便而出；脾主升清，脾气升动，可将精微
物质上输于心、肺，若脾气虚衰，升动失常，无力升举
水谷精微，反而下泄，也可导致蛋白尿。 风为百病之
长，长者，始也，首也。 风属阳邪，其性轻扬开泄，易伤
肺脏，肺气失宣，不能通调水道，风水相搏，风助水势，
故出现周身浮肿，诚如《素问
热穴论》所言，“勇而
·水
劳甚则肾汗出，肾汗出逢于风，内不得入于脏腑，外不
得越于皮肤，客于玄府，行于皮里，传为跗肿，本之于
肾，名曰风水”；风邪伤人，无孔不入，客于足少阴肾经
时，导致肾不能正常主水，水液代谢障碍，风邪激荡犹
如风拂水面，泛起涟漪，在人体则表现为小便泡沫增
多。 慢性肾炎经久不愈，导致血液运行不畅，日久积
为瘀血而无出路，阻于肾络，瘀贯穿疾病始终，临床常
见乏力、 腰部刺痛、 口唇紫绀、 舌紫暗或舌下络脉曲
张，脉弦涩。 慢性肾炎病情易反复，缠绵难愈，随着病
情的发展，肾功能逐渐恶化，体内肌酐、尿素氮等代谢
产物堆积，瘀血阻滞，浊毒蓄积，瘀毒互结，病情进一
步恶化，临床上常出现恶心、呕吐、口中异味等症。 张
师在此病机基础上，确立了益肾健脾复其本、散风化
瘀解毒治其标的基本治疗原则。
疗慢性肾炎常用药对
2 治
益药对应用
2郾1 补
芪- 白术益气固表黄芪， 甘， 微温， 归脾、
2郾1郾1 黄
肺经，具有补气升阳、固表止汗、利水消肿、生津养血
之功 。 元代王好古所著《汤液本草》言：“黄芪，
治气虚盗汗并自汗，即皮表之药，又治肤痛，则表药可
知。 又治咯血，柔脾胃，是为中州药也。 又治伤寒尺脉
不至，又补肾脏元气，为里药。 是上中下内外三焦之
药。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黄芪能够减轻肾脏炎症反
应，防止肾脏纤维化，抑制肾系膜细胞增殖，从而能够
保护肾脏。 白术，甘、苦，温，归脾、胃经，具有健脾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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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燥湿利水等功效 。 《本草新编》言：“白术，味
甘辛，气温，可升可降，阳中阴也。 入心、脾、胃、肾、三
焦之经。 除湿消食，益气强阴，尤利腰脐之气。 ”
白术能够调节水液代谢，抑制一氧化氮（nitric oxide，
介素-6（interleukin-6，IL-6）等炎症因子的释
NO）、 白
放，发挥抗炎作用，从而保护肾功能。 张师认为，肺
脾气虚， 易感外邪， 且无力驱邪外出， 日久伏积于肾
脏， 故出现面目浮肿、 乏力等不适之症， 因此常以黄
芪、白术相须为用，使得“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二者
相伍，既能补肺脾之气，益卫固表以祛邪，有培土生金
之意；又可培补脾土而利水湿，补中有运。 张师临证
喜用生黄芪， 剂量常从60g、100g、150g 依次递增至
剂量使用黄芪可以培补元气，其势犹如破竹，
200g，大
从而直达病所，药到病除。
樱子- 芡实健脾益肾两药为水陆二仙丹
2郾1郾2 金
的药物组成。 水陆二仙丹载于《洪氏集验方》， 具有
真元，悦泽颜色”之功。 金樱子味酸涩，性平，能
“固
固精缩尿，《本草新编》言其“味甘，微涩，气平、温，无
毒。 入肾与膀胱经，能益精而不止涩精也” 。 临
床药理研究表明，金樱子能够通过下调糖尿病大鼠肾
脏中核因子-κB （nuclear factor-κB，NF-κB） 的表达，
增强抗炎、抗氧化作用，从而保护肾脏。 芡实生于水
中，味甘涩，性平，既能固肾涩精，又能健脾利水消肿。
张师认为，金樱子、芡实两药相伍，能补下元空虚，扶
正固本，收敛脾肾精气。 金劲松等通过动物实验证
实， 水陆二仙丹能够减少阿霉素肾病大鼠蛋白尿，并
能够减轻肾脏病理损伤。 张师常用此方治疗脾肾虚
精关不固、精微下泄所致的慢性肾炎蛋白尿。用量上，
常用金樱子20g、芡实
20g。
风药对应用
2郾2 祛
芥-防风祛风解表荆芥，性温，味辛苦，归
2郾2郾1 荆
肺肝经，长于解表散风，其药性缓和，性温不烈，为发
散风寒药中药性最为平和之品 。 《药鉴》言其：“能
凉血疏风， 上清头目， 辟邪毒， 宣五脏， 除劳渴， 通血
脉，除湿痹，破结气，行瘀血，解肌表。 ” 防风，甘缓
微温不峻烈，气味皆升，归膀胱、肝、脾经，为治风通用
之品 。 因其质味甘润，在祛风除湿的同时又可不
耗伤阴液。 《本草新编》记载：“防风，从各引经之药，
无所不达…… 散上下之湿， 祛阴阳之火， 皆能取
效。 ” 张师认为，慢性肾炎患者素体虚弱，外风
多兼夹他邪侵袭肌表，“其在表者，汗而发之”，故以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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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郁散，则荣卫流行而病邪解。 ” 现代药理研究
表明，泽兰能够减轻肾脏炎症反应，延缓肾脏纤维化
进展。 益母草，味苦、辛，性微寒，归肝、膀胱经，具有
活血调经、利尿消肿、 清热解毒之功 。 《 本草汇
言》谓其：“益母草，行血养血，行血而不伤新血，养血
而不滞瘀血，诚为血家之圣药也。 ” 《金匮要略》指出
“血
不利则为水”，瘀血阻滞，三焦水道不利，慢性肾炎
患者常出现水肿之症，故张师对于瘀血阻滞、水瘀互
结所致慢性肾炎，常用泽兰配伍益母草，共奏活血化
母草
瘀、行气利水之功。 用量上，常用泽兰
20g、益
20g。
七-茜草凉血止血三七， 味甘苦性温，归
2郾3郾3 三
肝胃经，功善止血，又能祛瘀 。 《 滇南本草》 载：
“三
七，生用破血，炙用补血。 ” 《玉楸药解》谓其：“和
营止血，通脉行瘀，行瘀血而敛新血…… 一切瘀血皆
破…… 一切新血皆止。 ” 三七皂苷可调节机体血流
，并
动力学，预
防
肾
脏
中
氧
自
由
基
的
形
成
且
能
够
调
节
转
化
生
长
因
子
-β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 ，TGF-β ）/细
胞因子Smad信号通路，抑制细胞外基质积聚，防止肾
脏纤维化，对肾小管上皮细胞具有保护作用。 茜草，
性味苦寒，善走血分，既能凉血止血，又能化瘀止血，
有止血而不留瘀之妙。 廖希雍称茜草为“行血凉血
之要药也”。 张师认为， 慢性肾炎患者血尿多为离经
之血，热迫血行，溢出脉外，瘀积于络脉，不能重新进
行经脉循环，血随尿而出，形成尿血，正如《医学心悟》
所言“心主血，心气热，则遗热于膀胱，阴血妄行而溺
出焉。 又肝主疏泄，肝火盛，亦令尿血” ，故以三七、
茜草凉血止血而不留瘀，活血化瘀而不伤正。 临床研
究证实，三七、茜草二者可修复损伤的肾小球毛细血
管基底膜，改善微循环。 用量上，常用三七3g、茜草
[19]742-743

[23]

[7]281-282

[24]

[7]261-262
[25]

[26]

1

1

王如梦， 等： 张昱教授运用药对治疗慢性肾炎经验总结

芥、防风散风解表，驱邪外出，同时又常与黄芪、白术
同用， 祛邪而不伤正， 固表而不留邪。 临床研究证
实， 荆芥、 防风药对配伍使用， 具有解热、 镇痛、 消
炎作用。 用量上，常用荆芥
风
10g、防
10g。
蜕-僵蚕搜风达络蝉蜕甘寒质轻， 归肺、
2郾2郾2 蝉
肝经，其气清虚、轻灵，具有疏散风热、祛风解痉、镇静
安神之功 。 《本草纲目》 记载：“ 蝉乃土木余气所
化，其气清虚，故其所主皆疗一切风热之症…… 治脏
腑经络当用蝉身，治皮肤疮疡风热当用蝉蜕。 ”
僵蚕性平味咸辛，具有息风止痉、祛风止痛、化痰散结
的功效 。 《本草新编》云：“僵蚕……升也，阴中阳
也。 逐风湿殊功。 ” 张师认为风邪是慢性肾炎的始
动或诱发因素，潜伏于肾络，伺机而发病，故常将蝉
蜕和僵蚕配合使用，既可疏散在表之风邪，又可直达
肾络以搜剔肾风。 现代研究表明，蝉蜕、僵蚕合用可
以抑制肾脏组织中Toll 样受体-4（Toll like receptor表达， 从而抑制肾小球系膜细胞增殖，
4，TLR-4） 的
减轻系膜基质沉积，减少蛋白尿。 蝉蜕、僵蚕相须为
用，使外风当散、肾风当息。 用量上，常用蝉蜕10g、
僵蚕10g。
血药对应用
2郾3 活
归- 川芎祛瘀通络当归， 味甘、 辛， 性温，
2郾3郾1 当
归肝、 心、 脾经， 功能补血活血， 素有“ 补血圣药” 之
称 。 《药鉴》言其：“气味具轻，可升可降……诸血
证皆用之……入和血药则血和， 入敛血药则血敛，入
凉血药则血凉，入行血药则血行，入败血药则血败，入
生血药则血生， 各有所归， 故名当归。 ” 当归入
肝、心、脾经，能够养心血、调脾血、行肝血。研究表明，
当归具有抗炎作用，其化学成分阿魏酸钠可改善肾脏
炎症状态，抑制系膜细胞增生，减少肾小管损伤，从而
能够保护大鼠肾脏足细胞。 川芎，性温，味辛，入肝、
胆经，功能活血行气、祛风止痛，乃血中之气药 。
草纲目》 谓其：“ 治一切气， 一切血， 破宿血， 养新
《本
血。 ” 张师认为瘀血是慢性肾炎经久不愈的重
要病理因素，故常用当归、川芎为伍，以行气活血、散
瘀通络，使邪有出路，瘀血得散，新血得生，肾络得畅。
用量上，常用当归
芎
10g、川
10g。
兰- 益母草活血利水 泽兰性微温味苦、
2郾3郾2 泽
辛，功能活血祛瘀、利水消肿 。 《神农本草经百种
录》谓其：“统治内外一切水病。 ” 《本草纲目》言：“气
香而温，味辛而散……脾气舒，则三焦通利而正气和，

1

[27]

[28]

[29]

[30]

20g。

解毒药对应用
花蛇舌草-丹参清热解毒白花蛇舌草，性
2郾4郾1 白
味甘寒，功能清热解毒、利湿通淋 ，具有抗炎、抗
菌、抗氧化以及免疫调节的作用。 现代药理研究证
实，白花蛇舌草能够降低尿蛋白和血脂水平，提高血
清白蛋白水平，减轻肾脏损伤。 丹参，性味苦寒，具
有活血祛瘀、凉血消痈之功 。 丹参治疗肾脏疾病
疗效明确，研究证实丹参能够改善肾病综合征高凝状
态，预防血栓形成，并提高肾病综合征患者的抗氧化
应激能力。 张师将炎症因子比类于中医学中的
“毒
”， 并
认为慢性肾炎患者普遍存在热邪和毒邪，
2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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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常用白花蛇舌草、 丹参以清热解毒、 活血化瘀。
用量上，常用白花蛇舌草
参
20g、丹
20g。
黄-虎杖化浊解毒大黄，性味苦寒，归脾、
2郾4郾2 大
胃、大肠、肝、心包经，具有泻下攻积、清热泻火、凉血
解毒、逐瘀通经、利湿退黄等功效 。 《神农本草经
读》云：“大黄，苦寒，下瘀血，破癥瘕积聚，荡涤肠胃，
推陈致新，安和五脏。 ” 郝洁等研究证实，大黄酸
能够促进系膜细胞凋亡，抑制系膜细胞增殖，拮抗肾
脏纤维化。 虎杖，味微苦性微寒，归肝、胆、肺经，具有
利湿退黄、清热解毒通便、散瘀止痛等功效。 虎杖入
血分，可“破留血症结” 。 张正菊等发现，虎杖
苷可下调白介素-18 （interleukin-18，IL-18）、 单核细
胞
趋
化
蛋
白
-1（monocyte chemotactic protein-1，MCP-1）
等促炎因子的表达， 减轻糖尿病肾病的免疫炎性损
伤。 张师认为“肾为胃之关”，肾脏瘀积产生的浊毒蕴
结于胃肠，损伤脾胃，导致腑气不通，升降功能失司，
胃气上逆，出现恶心、呕吐、大便不通等症，故以大黄、
虎杖通腑泄浊，使溺毒从大便分消而出。 临床药理研
究证实，大黄素、虎杖苷可防止肾小球硬化和肾间质
纤维化， 改善肾小管损伤， 对肾脏组织具有保护作
用。 用量上，常用大黄20g、虎杖
20g。
案举隅
3 病
患者，女，41岁，2016年12月
初诊。主诉：尿检
26 日
异常
余。2009年因妊娠
月体检查尿常规示蛋白
7年
2个
血3 + ， 未治疗。 妊娠5 个月时， 血压200/
3+、 潜
以引产， 引产后查尿常规蛋白3+ 、 潜血
100mmHg， 予
诊于当地医院，予黄葵胶囊、缬沙坦、肾炎康复
3+ ， 就
片等治疗。 其后复查
蛋白定量：1～2郾27g。 本次就
24h尿
诊时，24h尿蛋白定量1郾27g；尿常规：蛋白3+，潜血3+；
肾功能： 血肌酐68μmol·L ； 血压122/68mmHg。 患者
诉乏力， 腰酸， 小便泡沫多， 伴尿频、 尿急， 时有灼热
感，舌暗苔白腻，脉沉。 西医诊断：慢性肾炎；中医诊
断：肾风，辨证属气虚血瘀兼有风邪热毒证，治以益气
活血、祛风清热解毒。 处方：生黄芪
术10g，赤芍
30g，白
风10g， 穿山龙30g， 金樱子20g， 炒芡实20g， 白
20g， 防
花蛇舌草20g， 丹参20g， 川牛膝15g， 怀牛膝15g， 木香
皮12g，白茅根20g，瞿麦30g，车前草20g。 共30
10g， 陈
剂，日一剂，水煎，早晚分服。
二诊。患者诉小便泡沫较前减少，
2017 年
1月
18日
无尿频、尿急，偶有灼热感，怕冷，夜尿增多，舌暗苔白
腻，脉沉细。 24h尿蛋白定量
常规：蛋白
0郾639g；尿
+，潜
[7]146-147

[34]

[7]209-210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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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2+；肾功能：血肌酐68μmol·L ；血压117/74mmHg。
在原方基础上将生黄芪加量至60g， 加仙灵脾20g、枳
一剂，水煎，早晚分服。
，日
壳
10g。 共
30剂
三诊。患者诉小便泡沫不多，无尿
2017 年
3月
20日
频尿急，小便无灼热感，体力尚可，舌暗苔薄黄，脉沉。
蛋白定量0郾33g； 尿常规： 蛋白+ ， 潜血2+ ； 肾功
24h 尿
能：血肌酐67μmol·L ； 血压119/67mmHg。 上方去白
茅根、瞿麦、车前草，加僵蚕10g、蝉蜕10g。 共30剂，日
一剂，水煎，早晚分服。
四诊。患者小便中无泡沫，未诉其
2017 年
4月
24日
他特殊不适， 舌暗苔白， 脉沉。 24h 尿蛋白定量
常规： 蛋白-， 潜血+； 肾功能： 血肌酐
0郾3274g； 尿
守方两月不变。 后病情平稳后嘱其停
46μmol·L 。 予
药，随访半年，未见复发。
按：患者就诊时诉乏力、腰酸不适，可辨为“本（脾
肾）虚”，小便泡沫较多，为脾肾亏虚、精关不固，加之
风邪激荡，精微下泄失常，结合舌暗苔白腻，脉沉细，
可综合辨证为气虚血瘀兼有风邪热毒证，治以益气活
血、祛风清热解毒。 方中黄芪、白术益气健脾补虚、匡
扶正气，《珍珠囊补遗药性赋》谓黄芪能够“补诸虚不
足” ；肾元亏虚，精血不生，腰府失养， 不容则痛， 故
以川牛膝、怀牛膝补肾填精；肾虚不固，封藏失职，精
微下泄，故以金樱子、芡实益肾敛精，固防精微物质下
泄；风为百病之长，可直驱肾脏潜伏，扰动肾络，故出
现小便泡沫较多，以穿山龙、防风祛风通络；病程缠绵
日久，久病必有瘀，瘀积日久而化为热，故以白花蛇舌
草、丹参清热解毒、活血化瘀；热邪可循经入膀胱，导
致膀胱气化不利，故出现尿频、尿急，以白茅根、瞿麦、
车前草清热利尿，使热邪从小便分利而消；方中补益
药居多，张师为了防止整方过于滋腻，故使用木香、陈
皮，使得补而兼行，补而不滞。 患者二诊时诉怕冷，考
虑肾阳已亏，故将黄芪加至60g，以大补元气，直达肾
所；加之仙灵脾温肾暖阳，且为肾脏的引经药，可引阳
气入于肾脏；枳壳以助行气，载药循行，能使阳气温暖
周身。 考虑当时处于春季，春季风邪肆虐，故在三诊
时加用僵蚕、蝉蜕，剔除肾脏风邪，协助进一步减少蛋
白尿，这也体现了张师注重“天人合一”的整体观。
语
4 结
慢性肾炎的病因病机错综复杂， 且病程缠绵，反
复发作，迁延难愈，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张师
在治疗慢性肾炎时， 基于“ 虚- 风（ 内风、 外风） - 瘀-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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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 的复杂病机， 治疗上重视扶正祛邪并举， 标本兼
顾。 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对于正气不足者，以黄芪
白术、金樱子-芡实等药对益气固表、健脾益肾；对于
邪实者，根据风、瘀、毒等病理属性的不同，灵活运用
荆芥-防风、蝉蜕-僵蚕等药对祛风散邪，当归-川芎、
泽兰-益母草、三七-茜草等药对凉血活血、祛瘀通络
利水，白花蛇舌草-丹参、大黄-虎杖等药对清热解毒
泄浊。 此外， 张师常嘱咐患者采用优质低蛋白饮食，
注意休息，避免感染，在此基础上配合中药辨证治疗，
效如桴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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