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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补肾阳汤”方义与应用体会

吕泽康 李翊森

【摘要】 久病不愈的病症，往往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肾阴、肾阳或阴阳皆衰的征象，国医大师朱

良春教授在注重调补脾肾的指导思想下，根据治疗久病不愈的疑难杂症经验及“命门”学说，自拟出

“培补肾阳汤”一方。培补肾阳汤以淫羊藿、仙茅、淮山药、枸杞子、紫河车、甘草，三大药对为主体，

藉由学习和体会朱老运用此方临床病案，笔者通过临证实践，成功治愈头部不自主摇动和不育两例

患者，体现了“肾中真阳”是人体生化之源，机体生命运化的根本动力的思想，也是治疗久病不愈的

理论根据。透过本文介绍其方义和随证加减，并介绍朱老和笔者在临床上的应用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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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医大师朱良春教授( 下尊称“朱老”) 熟谙中医经典，

通晓中医理论，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精于临证，医术超群，运

用中医药治疗各种疑难重症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其组方用

药独具匠心，通过七十多年临床反复验证，总结了不少有效

且廉的处方，亦创制了大量的实用中药处方，临床疗效显著，

且这些方药在临床应用过程中又不断的得到补充实践，学术

不断完臻。国医大师朱良春教授认为临床实践要灵活辨证

论治，找到“证”的本质，并辨“疑”不惑，治“难”不乱，自可得

心应手。疑难杂症一般病程较长，某种程度上导致患者体气

偏虚，更甚者致命门火衰，尤其是久治不愈的情况下，患者每

多出现不同程度的肾阴、肾阳或阴阳皆衰的征象，笔者在临

床运用朱老“培补肾阳汤”后，得心应手，效果良好，故举例

述之，以飧同道。

1 浅析“培补肾阳汤”方义

“培补肾阳汤”为朱老 70 多年临床反复验证，临床对虚

性高血压、顽固失眠、哮喘、月经不调及其他疑难杂症，皆有

满意的疗效［1］，兹谨整理有关资料，对其药物组成顺序及增

减等作一浅析，藉以展示其临证思维和学术精粹。
培补肾阳汤组成为淫羊藿 15 g、仙茅 10 g、淮山药 15 g、

枸杞子 10 g、紫河车 6 g、甘草 5 g。其中含三大药对，淫羊

藿、仙茅为对，山药、枸杞子为对，紫河车、甘草为对。淫羊

藿，味辛甘，性温，入肝肾二经，功擅补肾壮阳，祛风除湿。朱

老常谓此药温而不燥，为燮理阴阳之佳品［2］。仙茅［3］，味

辛，性温，入肝肾二经，温肾阳，壮筋骨，治阳痿精冷，小便失

禁。山药色白入肺，味甘归脾，液浓益肾，能滋润血脉，固摄

气化，宁嗽定喘，强志育神，性平可以常服多服［4］。枸杞子，

味甘微辛，气温，可升可降，阴中有阳，故能补气，所以滋阴而

不致阴衰，助阳而能使阳旺［5］。而且朱老认为［6］，山药、枸

杞子二者同用，有育阴以涵阳之妙，故毋需虑二仙温壮助阳

之峻。紫河车，甘咸温，入心、脾、肾三经，是古方补天丸、大
造丸主药，《本草经疏》称其“乃补阴阳两虚之药，有反本还

元之功”。甘草，性味甘平，入脾、胃、肺经，和中缓急，润肺，

解毒，调和诸药。综合各药，皆护及五脏，尤注重后天脾及先

天肾，立方之理论体现中医之本，而补脾肾乃中医学之主旨。

脾脏运化功能，必须依赖肾阳的温煦、蒸化来维持。《医门

棒喝》中说:“脾胃之能生化者，实由肾中元阳之鼓舞。”藉由

先天之肾，温养后天之脾胃，运化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使胃能

受纳和腐熟食物，脾能输布水谷精微，起到供养全身的作用。
清代郑钦安在《医理真传》曰: “水土合德，世界大成矣。”而

“命门”学说对此方影响尤深，因其乃人体一切机能活动的

动力，可保持五脏六腑的功能得以正常运转。由此可知，朱

老根据“命门”学说，并注重调补脾肾的指导思想下而创立

此方。朱老指出，肾阴不足者，加生地黄、熟地黄各 15 g、女

贞子 10 g、川百合 12 g; 肝肾阴虚者，加生白芍、沙苑子各

10 g; 脾肾阳虚而大便溏泄者，加补骨脂、益智仁、鹿角霜、炒
白术各 10 g。

2 国医大师朱良春教授验案举例

朱老曾在《医学微言》书内有一验案用培补肾阳汤治疗

58 岁高血压患者，疗效显著，兹介绍于此。患者血压偏高已

3 年有余，迭治未瘥，刻下: 血压 190 /115 mmHg，头眩胀，健

忘，检查确诊为中心性视网膜炎，神疲困倦，心悸失眠，腰酸

早泄，怯冷便溏，舌淡红而胖、苔薄，脉虚弦而细数，两尺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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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肾阴阳俱虚之咎。一诊基本方加沙苑子、生白芍、菟丝

子各 10 g，炒酸枣仁 18 g，服 5 剂。二诊患者自觉颇舒，周身

有温暖感，胸闷心悸较平，腰酸亦减，便溏转实，尺脉略起。
上方去菟丝子、生白芍，加熟地黄 12 g( 砂仁 3 g 同拌) ，肥玉

竹12 g，再服 5 剂。三诊血压显降( 150 /100 mmHg) ，基本方

加沙苑子、夜明砂、密蒙花各 10 g、炒酸枣仁 18 g，15 剂。四

诊血压下降在 122 ～ 118 /88 ～ 78 mmHg 之间［7］。
按 高血压是现代常见的文明病，临床中医师看到血压

数据如此之高，一般都会困于肝阳上亢的迷失，忘了中医的

精髓在辨证论治。此病案经朱老的辨证为肾阴阳俱虚，故采

用培补肾阳汤再加入沙苑子、生白芍等滋肝肾阴之品，成效

卓越。

3 个人临床实际应用“培补肾阳汤”医案举例

案 1 患者，女，45 岁，英国人，职业为会计师，2013 年 9
月就诊。主诉: 头不自主摇动。每逢看电视或坐下工作( 对

电脑) ，头便会摇动，不能自控。已试过多种不同治疗，如催

眠、自然疗法及现代医学。刻下有盗汗、口干、晚间身发热。
通过问诊后发现患者胃口比正常偏多，易梦，二便正常，脉弦

( 右尺微) ，舌偏红有裂痕，无苔。笔者初用滋阴药效果不

显，患者告知摇头轻微改善约 15%，而盗汗、口干及身发热

则愈，但主诉始终是头摇，影响患者工作。后笔者反复思考，

患者虽然一派阴虚症状，但阴虚太久必损及阳，张景岳说:

“善补阴者，当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源泉不竭。”故改

用朱老“培补肾阳汤”，因英国缺乏紫河车，故去之，另加入

熟地黄、黄精各 30 g，太子参、合欢皮、菊花、赤白芍各 15 g，麦

冬 12 g，怀牛膝 10 g，石菖蒲、五味子、莲子芯各 5 g，远志3 g
及肉桂后下3 g。服药 1 周后患者反馈头摇症状已大减，坐下

对着电视或电脑约 40 分钟后虽还会轻微摇动，但已可自我

控制。药既奏效，毋庸更张，继服 15 剂( 行经期停服) 。药

后头摇症状完全消失，可正常工作。停药 5 周后覆诊，未见

复发。
按 患者症状偏似更年期综合症，一派“上热下寒”之

症状，乃肾水不足，导致乙木失去涵养，病源在肾，故用“二

仙汤”为本的“培补肾阳汤”来治疗，理法皆合。由于患者易

梦，加上头摇不能自控，故治疗上必须加入安神清心之品，如

合欢皮、远志、莲子芯等。另外，陈士铎［8］曰: “凡心窍之闭，

非石菖蒲不能开……人参必得菖蒲以成功……盖两相须而

两成，实为药中不可无之物也。”因此方内加入二药以增加

疗效。
案 2 患者，男，43 岁，日本人，电脑程序员，2013 年 9 月

就诊。主诉: 不育 3 年伴早泄，畸形精子数超过 45% 及精液

不液化( 未出示报告) 。刻下: 患者自觉经常疲倦，口淡，腰

骶酸痛，未交即泄，胃纳可，睡眠佳，二便正常，舌淡白无苔伴

舌边有齿痕，脉沉缓，两尺微。初诊给予 7 剂“培补肾阳汤”
( 缺紫河车) ，加入黄芪、菟丝子、熟地黄各 30 g、炒白术、蛇床

子、威灵仙 15 g，山茱萸、五倍子各 10 g、五味子、莲子芯各5 g。

二诊患者自述除早泄外，其余症状缓解。而患者要到香港及

日本三个月，故嘱其到香港时自购紫河车加入方内，原方继

服。2 月后患者来电早泄症状改善( 可维持约 10 分钟) ，并

通过血检确诊其妻怀孕。
按 案 2 患者则表现一派肾阳虚之象，故在“培补肾阳

汤”基础上，再加入菟丝子、黄芪及蛇床子三味药治疗早泄，

乃同样出自陈士铎医书，笔者屡用屡验。另外，朱老指出

“对无精子、少精子症或精子活力低的治疗，大法以补肾填

精、振奋肾阳为主……血瘀则兼以疏化，而威灵仙宣导经络，

瘀者能开”。
二例皆见疗效，乃治疗上注重治本，始终坎卦是由二阴

爻夹着一阳爻，阳长则阴长，治疗上自然奏效殊速。正如朱

老常告诫后学: “久 病 入 络，证 候 错 杂，虚 实 夹 杂，穷 必 及

肾。”［9］所以，若辨证正确，运用“培补肾阳汤”治疗诸多疑难

杂症，具有显著疗效。

4 结语

通过对“培补肾阳汤”的分析及临床实际应用，笔者有

如下体会: ( 1 ) 重在临床检验，辨证切合病机。“培补肾阳

汤”从创始至今，从方名到选药，体现了名老中医在临床中

不断摸索，细致推敲，临证思维不断转换，辨证准确，择药精

当，终而收取良效。( 2 ) 总结科研经验，深入认识疾病。一

首好的验方，往往是一个医家多年潜心钻研的结果，“培补

肾阳汤”亦不例外，所不同之处在临床随证加减用药之法。
朱老拟方的思路主要根据“阳生阴生”的规律，“命门真火”
的盛衰，对机体发病、疗愈及生殖、发育、成长、衰老等过程，

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与密切的关系。朱老更指出，“肾中真

阳”是人体生化之源，机体生命运化的根本动力，对生命和

健康的维护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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