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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清代名医王清任“五逐瘀汤”的核心活血药及制方思路，为活血化瘀法的临床运用提供借鉴。 [方法]以《医林改错》“方叙篇”和“少腹逐

瘀汤说篇”所收录的五首逐瘀汤以及全书所载 33 首方剂为研究对象，结合《内经》
《伤寒论》
《神农本草经》
《本草纲目》
《本草品汇精要》等著作中的相关
论述，对 33 首方剂及
“
五逐瘀汤”的药物运用频次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王氏
“
五逐瘀汤”以
“
川芎-当归-赤芍-五灵脂-桃仁-红花”为核心活血药，其选
取基于气血关系、药物质地、寒温属性等方面的特点，主要表现为
“
重视气血关系，喜用川芎行气活血”
“
桃仁红花相配，消表里上下之瘀滞”
“
重视寒温
并用，防止寒凝血热灼血”三个方面。“
五逐瘀汤”遵循
“
调气+活血+引经”的制方思路，借助于引经药的趋向性，带动活血药达于各处，从而发挥清除瘀
血之作用。 [结论]王清任重视气血关系，所创制的
“
五逐瘀汤”理法精妙，见解独到，重视药物引经之作用。 深入认识王氏
“
五逐瘀汤”的制方思路及其活
血化瘀思想，有利于为传统医学活血化瘀法的应用提供新的思路。
：五逐瘀汤；气血关系；活血化瘀；制方思路；医林改错；王清任；医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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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WANG Qingren蒺s “ Five-Zhuyu Decoctions ” and Its Core Medicine for Promoting Blood Circulation and Idea of Making
Prescription XU Xinyu1 ， YING Zhikang1 ， MA Huanhuan2 ， et al 1. The Third Clinical Medical College of 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 ，
Hangzhou （310053 ）， China; 2.Graduate School of Anhu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Five-Zhuyu Decoctions” and its core drugs for promoting blood circulation and idea of making prescription of WANG
Qingren， a famous doctor in Qing Dynasty，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the method of promoting blood circulation and
removing blood stasis. [Methods] Take the“Five-Zhuyu Decoctions” which were recorded on the piece of“
Fangxu” and“
Shaofu Zhuyu Decoction” and
33 prescriptions in “Correction of The Errors of Medical Work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combined with the interrelated thesis in “The Inner Canon of
Huangdi”“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s”“
Shennong蒺s Herbal Classic”“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and“
Collection of Essence of Materia Medica”，
the frequency of these prescription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Results] The “
Five-Zhuyu Decoctions” took “
Chuanxiong Rhizoma-Paeoniae Radix
Rubra -Angelicae Sinensis Radix -Trogopterori Faeces -Trogopterori Faeces -Carthami Flos” as the core drugs for promoting blood circulation， the
characteristic of selection were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Qi and blood， nature of the drug， attribute of cold and warm， mainly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such as“attaching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Qi and blood， mostly using Chuanxiong Rhizoma to promote Qi and activate blood
Trogopterori Faeces and Carthami Flos compatible with each other to remove the stasis in exterior and interior， up and down”“
attaching
circulation”“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ommon use of cold and warm drugs to prevent blood from coagulating”. And the “
Five-Zhuyu Decoctions” followed the idea of
making prescription of “
regulating Qi and promoting blood circulation accompanied with guiding drugs”， and promoted the circulation of blood
everywhere with the help of the tropism of guiding drugs， so as to play the role of removing blood stasis. [Conclusion] WANG Qingren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Qi and blood， and the“Five-Zhuyu Decoctions” created by WANG have the ingenious method and unique insight
an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ole of guiding drugs. It is helpful to provide a new idea for the application of promoting blood circulation and
removing blood stasis methods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to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idea of making prescription “
Five -Zhuyu Decoctions” and the
thoughts of promoting blood circulation and removing blood stasis.
Key words: Five -Zhuyu Decoctions; relationship between Qi and blood; promoting blood circulation and removing blood stasis; idea of making
prescription; Correction of The Errors of Medical Works; WANG Qingren; thoughts of doctors

名
家 王清任著医林改错一书阐述了多种瘀血病
证的治疗丰富了瘀血学说的理论体系王氏强调气
名血
关系并与临证实践相结合创制血府逐瘀汤通
作 窍活
血汤身痛逐瘀汤膈下逐瘀汤及少腹逐瘀汤等
研 有效方剂因临床实用价值高而且广泛应用被后
究 世总概为五逐瘀汤 有关于王氏气血理论及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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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的研究颇多， 对其学术思想的挖掘也较为深入，
但对“五逐瘀汤”核心活血药及药物消瘀内涵的论述
较少，故笔者从用药频次统计着手，逐步深入，细致挖
掘，对王氏“五逐瘀汤”的核心活血药及制方思路进行
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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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和方法
象选取《医林改错》中所收录的33首方剂为
1郾1 对
研究对象，重点研究王氏“五逐瘀汤”。
法将33首方剂及“五逐瘀汤”所包含的药物
1郾2 方
名称输入Excel 表格， 由2 人配合进行信息录入， 完成
后由
参照原文相互校对。 对药物的使用频次进行
2人
量化总结，探究其用药规律。 对
方剂的用药频次
33 首
进行统计，部分方剂的化裁部分不纳入其中， 如通经
逐瘀汤后列“大便干燥加大黄二钱……”，则频次统计
中不计入“大黄”等药物，另外频次≤2次的药物不计
入。 对“五逐瘀汤”的用药频次进行统计时， 频次≤1
次的药物不计入。 确立“五逐瘀汤”核心活血药后，对
“川
芎-当归-赤芍-五灵脂-桃仁-红花” 之间的配伍
1

频次进行统计，频次
的药物不计入。
≤1次
果
2 结
方剂用药频次统计 33 首方剂中， 用药频
2郾1 33 首
次前3位的依次是桃仁（14次），红花（13次）， 赤芍、当
归、 黄芪、 甘草（ 均为11 次）。 用药频次前8 位的药物
见表
1。
逐瘀汤”用药频次统计 “五逐瘀汤”中用川
2郾2 “ 五
芎最多，各方皆有；其次是桃仁、红花、赤芍及当归，皆
用
药频次前
的药物见表
。 用
4次
4位
2。
逐瘀汤” 核心活血药配伍频次统计 “ 五逐
2郾3 “ 五
瘀汤” 常用对药有桃仁- 红花、 桃仁- 赤芍、 川芎- 桃
仁， 常用角药为桃仁- 红花- 川芎等， 配伍频次均为4
次。 常用对药和角药配伍频次见表3。

频次

中药名称
桃仁
红花
赤芍，当归，黄芪，甘草
川芎

14
13
11
9

频次
6
5
4
3

中药名称
柴胡
没药，黄酒
香附，地龙，枳壳，党参，白术
穿山甲，连翘，皂角刺，白芍，麝香

表2 “五逐瘀汤”用药频次
频次

中药名称
川芎
桃仁，红花，赤芍，当归

5
4

频次
3
2

中药名称
五灵脂，甘草
香附，牛膝，没药，枳壳，元胡

表3 “五逐瘀汤”核心活血药物配伍频次
频次
4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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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33首方剂用药频次

对药、角药名称
桃仁-红花，桃仁-赤芍，川芎-桃仁，川芎-当归，桃仁-红花-川芎
桃仁-当归，桃仁-赤芍，桃仁-当归-赤芍，赤芍-川芎-当归，五灵脂-川芎-当归
五灵脂-赤芍，川芎-桃仁-红花-当归-赤芍，五灵脂-当归-红花-桃仁

讨论
心活血药配伍特点讨论吴建沙对《医林改
3郾1 核
错》中的33首方剂进行药物频次统计， 发现王氏组方
的基本药物多为“桃仁-红花-赤芍-当归-川芎”，并
进一步分析了这些活血药物中的对药及角药的配伍，
但对于“五逐瘀汤”的用药频次鲜有论述。从表
见，
2可
， 使
五灵脂及甘草用
用频次较高， 甘草可益气补
3次
中，亦作调和诸药用，不专于活血，故不视为核心活血
药。 笔者基于对
方剂的分析认为，当归、川芎、桃
33 首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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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红花、赤芍中两种或多种药物组合，构成了王氏活
血化瘀药的核心，但从“五逐瘀汤”来看， 五灵脂因其
甘温之性， 在温化瘀血及制约寒凉等方面皆有作用，
因此单论“ 五逐瘀汤” 的核心活血药物， 应为“ 川芎当归
芍
灵脂
仁
花”。
-赤
-五
-桃
-红
进一步分析发现，“川芎-当归-赤芍-五灵脂-桃
仁- 红花” 之间相互配伍， 每一频次之中基本上都包
外）。 这也从侧面证明，
含了各个药物（除五灵脂
＜4次
如果单纯从药物的功效、药物之间的简单配伍去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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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清任“ 五逐瘀汤” 核心活血药的作用， 显然已不合
适，因此本文从气血关系、药物寒温及质地几个方面
分析核心药的配伍。
视气血关系，喜用川芎行气活血王清任论
3郾1郾1 重
治血瘀证重视气血关系，其认识主要来源于《黄帝内
经》。 《素问
经论》言：“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
·调
邪伤之则血气不正，血气不正，故变化而百病乃生。 ”
虽然《黄帝内经》中未明言“血瘀”，但有“衃血”“恶血”
凝涩”等记载，均表明了血滞为瘀的病理状态。 王
“血
氏 言：“ 治病之要诀， 在明白气血。 无论外感内
伤……所伤者无非气血。 ”认为瘀血的形成在于气滞
与气虚，化瘀尤重补气，故善用黄芪、甘草、党参、白术
等补气活血，善用柴胡、香附、枳壳疏肝行气活血等。
而从表
知，在核心活血方药中，川芎为用药频次之
2可
最。《中药学》中记载川芎：“辛温，归肝、胆、心包经，用
治气滞血瘀诸证。 ” 川芎一药兼两用，既辛温入肝经
以行气，又可活血消瘀，较其他活血药为优。 王氏善
用川芎，其立通气散治耳聋，即以川芎配伍柴胡、香附
以达行气消瘀之效；以古开骨散治难产，于四两黄芪
中加入川芎五钱，即有补中兼行之意。
现代药理学研究证明，川芎含有生物碱、挥发油
及多糖等成分，具有抗氧化、抗衰老、抗凝、细胞保护
及改善心功能等作用。 川芎
归药对治疗脑梗死疗
-当
效显著， 其机制可能与丝裂原激活蛋白激酶（mitogen
号通路、 甲状腺激
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 信
素（thyroid hormone，TH）信号通路等相关。 川芎-赤
芍药对在改善心肌缺血、脑组织及神经功能、内皮功
能等方面效果显著，且较单药更优。 另有自制桃仁川
芎汤治疗脑出血后遗症者，方中以川芎、桃仁相配为
君药，结果提示疗效较常规药物治疗更佳。 以上研
究结果皆表明川芎及其配伍活血化瘀的高效性。
仁红花相配，消表里上下之瘀滞桃仁味苦
3郾1郾2 桃
性平，质重而趋降，《景岳全书》言其“善治瘀血血闭，
血结血燥，通血膈，破血” ，适于祛除下焦之瘀，且性
偏入里，长于破脏腑瘀血；红花味辛性温，质轻长浮，
草纲目》言其“活血，润燥” ， 能走外达上、 通达
《本
经络，善祛在经、在上之瘀血。 桃仁长于破血，质重而
攻坚，定位在里、在下，红花善浮善行，通利血脉，定位
在表、在上，故桃仁、红花相配，表里兼顾，上下皆至，
诸瘀能除。 由表2可知，五逐瘀汤中除少腹逐瘀汤未
用桃仁、红花外，其余四方皆桃红相配，《医林改错》全
[2]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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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7]

[8]

[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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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所载的33首方剂中有二药相配者高达12首。 除此
之外，王氏用助阳止痒汤、足卫和荣汤治疗小儿痘疹，
即配伍桃红少量以助消瘀；更立黄芪桃红汤治疗产后
抽风，方用黄芪、桃仁、红花3味，收效迅捷。
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桃仁- 红花药对的活血化
瘀机制与抗炎、抗凝血、改善血流动力学、调控细胞凋
亡和增殖等密切相关，并可能借助于代谢、免疫等128
种通路发挥作用。 更有网络药理学研究挖掘了桃
仁-红花药对在治疗股骨头坏死、缺血性心脏病、
心绞痛、冠心病及葡萄胎等疾病中的作用机制，
扩大了药对的运用范畴。
视寒温并用，防止寒凝血热灼血仲景制方
3郾1郾3 重
喜寒温并用，以发挥调和寒热、去性取用、双向调节等
作用。 王氏 亦言：“血受寒则凝结成块，血受热则煎
熬成块。 ”活血化瘀药本当专注消瘀，兼寒者配以温
药，兼热者配以凉药，兼毒邪者加以解毒药物等，但
对于核心活血药而言，赤芍苦、微寒，虽凉血之时兼能
活血而不致瘀结，总因其寒凉，需防久用损伤阳气，故
当配以温药，一者制约，二者调和。 川芎、红花皆为辛
温， 当归苦辛温， 五灵脂苦甘温， 故能与赤芍相互制
约，再加性平之桃仁，功在消瘀，使得不热不寒，专注
消除瘀血。 或言温热亦能烧灼阴血，为何温药用量大
于凉药。 大抵因气为阳，血为阴，气能行血，温则气血
动， 冷则气血滞， 故寒温并用而偏温， 以使血行而瘀
消。 《医林改错》的33首方剂中用赤芍11次，而用赤芍
者必兼用温性之品， 如会厌逐瘀汤和解毒活血汤中
赤芍配以桃仁、红花，甚至黄芪赤风汤中赤芍配以黄
芪等。
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赤芍具有抗炎、抗氧化、抗
菌等活性。 赤芍-川芎药对除活血化瘀外，更具有良
好的抗氧化效果，可保护血管内皮细胞、抗动脉粥样
硬化以及治疗脑梗死等；而赤芍-当归药对可以显著
改善血液流变学指标，在脑中风偏瘫、脑梗死及心脏
病的治疗中运用广泛。 对于五灵脂，相关研究认为
其具有抑制血小板聚集以及抗炎等作用，可治疗多种
血瘀证。 不过五灵脂与其他化瘀药的配伍报道较少
见，可作为今后扩展研究的方向。
逐瘀汤”组方特点讨论通过对核心活血药
3郾2 “ 五
的提炼及分析，笔者认为王氏选择活血药主要考虑气
血关系、 药物质地、 功效及寒热属性等多方面因素。
以小见大，“五逐瘀汤”的配伍亦是遵循了气血关系等
[10]

[11]

[13]

[14]

[12]

[15]

[2]26

[16]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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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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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近，故调肝气的同时也发挥引经作用。 乌药、香附
疏肝理气，引活血药入肝经横膈处，枳壳则助调一身
气机。 诸药协同，肝气得疏，膈下瘀血得化。
身痛逐瘀汤主治瘀血痹阻经络证， 如肩臂腰腿
痛、周身疼痛等。 此证为风寒湿阻滞经络而成，本有
寒邪，故当重温，因此活血药中不用赤芍之寒凉。 调
气亦在行气，香附、川芎主要发挥行气以助血行之功。
此方引经药为牛膝、地龙，可引活血药下达腰、腿部。
农本草经》认为秦艽可治“ 寒湿风痹， 肢节痛” ，
《神
《本
草品汇精要》认为羌活“主遍身百节疼痛，肌表八
风贼邪，除新旧风湿” ， 二者既可消除瘀血之病因，
又能引活血药达于上部肢节。 如此，四肢周身皆有药
力到达，故病得治。
语
4 结
现代关于活血化瘀法的研究较为广泛且深入，从
古籍、数据及临床等方面进行挖掘，使得中医瘀血理
论得到很大拓展。 王清任是瘀血理论之集大成者，用
药灵活，有所创见。 既往对王氏“五逐瘀汤”核心活血
药的提炼中，并未包含五灵脂，笔者基于五灵脂运用
的高频性，从气血关系、药物质地、寒温属性等方面出
发，将之与川芎-当归-赤芍-桃仁-红花一并论之，最
终将王氏核心活血药的运用特色归纳总结为“重视气
血关系，喜用川芎行气活血”“桃仁红花相配，消表里
上下之瘀滞”“重视寒温并用， 防止寒凝血热灼血”三
个方面。 制方特点方面，“五逐瘀汤”选取具有“调气
+
活血+引经”功效的药物，重视调理气血，并借助于引
经药使活血药力达于各部。 王氏“五逐瘀汤”的制方
思路及其活血化瘀思想，为活血消瘀方剂的临证创制
提供了理法借鉴，值得深入学习。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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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规律，尤以调气为要。 但诸药皆从胃入，何以
有各消血府、膈下、少腹、头面及四肢等不同处瘀血的
功效？ 进一步分析“五逐瘀汤”组成药物之功效，笔者
认为除了调气药及活血药的运用外，王氏每于逐瘀汤
中配入功效不同之引经药，作药引之用，引导活血药
至瘀滞处，因此“五逐瘀汤”制方思路的核心在于“调
气
血+引经”。
+活
王氏立血府逐瘀汤治疗胸中血瘀证，此证由瘀血
内阻胸部，气机郁滞而成，故以行气活血为要。 方中
活血药，包括川芎、桃仁、红花、当归、赤芍；调气即行
气，方中用柴胡、枳壳理气以活血，更有川芎行气活血
兼顾，三药共成调气之用。 肺居胸中，宣发、肃降而能
畅达胸部气机， 故胸中气机以上下运行畅通为顺，若
为瘀血阻滞， 则气机运行受阻。 方中桔梗与枳壳，一
升一降，作用在上焦，可宽胸理气，带动活血药之药力
上下运行，从而化血府之瘀滞，即发挥引经之用，是血
府逐瘀汤区别于其他汤剂的要点。
通窍活血汤主治瘀阻头面诸证， 此证诸瘀在表，
如耳、鼻、眼、牙齿及皮肤等，尚未伤及内里阴血，故不
用补血之当归，而用赤芍、川芎，桃仁及红花活血。 此
方调气亦在行气，除川芎行气外，余调气药与引经药
一致。 如生姜与大枣共用以调和营卫，能行表里之气
机，配以葱白解表，重心在表，目的在于引活血药至肌
表。 黄酒辛温，性趋于上，功在升发，可使药力上行至
头面。 《本草纲目》认为麝香“通诸窍，开经络” ，一
方面助桃红等消瘀，一方面引药达于九窍，通其经络、
祛其瘀邪。 诸药共用，重心在表，瘀则能除。
少腹逐瘀汤主治少腹寒凝血瘀证， 更能种子、安
胎，具有诸多妙用。此方活血药用五灵脂、赤芍、川芎、
当归， 因病位在下， 故不用质轻之红花， 因桃仁有小
毒，于求子不宜，故不用。 此证的形成责之寒邪客于
脉外而滞血成瘀，故此方重在清除寒邪之气，邪去则
血安， 以干姜、 肉桂、 小茴香温散寒气， 且五灵脂、 川
芎、当归可助其温，而赤芍寒凉，能制约温药，防止温
散太过。因少腹为肝经所主，故引经药重在引药入肝，
方中小茴香、肉桂等入肝经，既引活血药消少腹瘀血，
又可引干姜之温，共除肝经之寒凝。
膈下逐瘀汤主治膈下瘀血证。 膈下亦与肝经关
系密切，肝居于膈下，肝经更可上贯横膈，故膈下瘀血
亦为肝经之瘀血。 此方六味核心活血药皆用，更加元
胡、牡丹皮，化瘀力强。 其调气者重在调肝气，肝与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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