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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苓汤是张仲景针对阴虚水热互结的病机而设。
随着临床与药理研究的广泛开展，人们对猪苓汤的证

治又有了许多新的认识。作者就近十年来关于猪苓汤

的临床应用、实验研究进行综述，以期从中找出本方

的证治规律及研究方向。
1 出处

猪苓汤最早见于《伤寒杂病论》，涉及到猪苓汤的

条文有四处：一是《伤寒论》原文223条“若脉浮，发

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汤主之”；二是319
条“少阴病，下利六七日，咳而呕、渴，心烦不得眠

者，猪苓汤主之”；三是《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

脉证第一》的第17条“夫诸病在脏，欲攻之，当随其

所得而攻之，如渴者，与猪苓汤，余皆仿此”； 四是

《金匮要略·消渴小便不利淋病脉证并治第十三》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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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Zhuling decoction comes from Shanghan Lun which is aimed at pathogenesis of water and heat dued to yin deficiency
phlegm by Zhang Zhongjing. With the research of experimental sduty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pepole 's understanding about Zhuling
decoction is broader.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experimental research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Zhuling decoction in recent 10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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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条“ 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猪苓汤主

之”。
2 临床表现

在 《伤寒杂病论》中临床表现有：脉浮，发热，

渴欲饮水，小便不利，咳而呕、渴，心烦不得安眠。
笔者以“猪苓汤”为检索词在知网、维普、万方数据

库检索了2005年以后的文献，去除无对照组文献后发

现：在《伤寒杂病论》与检索中共有的病症是：发热[1]，

下利 [2]，小便不利 [3]；未找到的病症是：心烦不得眠，

咳嗽，呕吐；新出现的病症有:颅脑外伤[4]，干眼症[5]，中耳

炎[6]，阴道炎[7]，羊水过多[8]。
3 临床应用

3.1 泌尿系统疾病

3.1.1 肾病综合征 党永隆[9]将100例患者随机分为2组，

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口服猪苓汤，结果表明猪苓

汤对肾病综合征有较好疗效。
3.1.2 泌尿系感染 赵波[10]将64例采用加味猪苓汤（猪苓、
茯苓、泽泻、滑石、阿胶、牛膝、生黄芪、麦冬、甘

草） 的治疗组和50例服用氟哌酸的对照组对比，结果

表明加味猪苓汤对反复性泌尿系感染有明显疗效。
3.1.3 术后排尿困难 董慧贤 [11] 将120例患者随机分为2
组，治疗组予猪苓汤加味 （猪苓、茯苓、泽泻、阿胶、
滑石、车前子、瞿麦、萹蓄、栀子、甘草、大黄、金

钱草），对照组给予条件反射、局部热敷、加压按摩、
及呼吸调息传统物理方法。结果示治疗组显效80%，

明显优于对照组20%，表明猪苓汤对术后排尿困难疗

效显著。
3.1.4 慢性肾炎 赵萌[12]将124例患者随机分为2组，治疗

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予猪苓汤加味 （猪苓、茯苓、泽

泻、阿胶、滑石、生地黄、山萸肉、山药、党参、黄

芪） 结果表明加味猪苓汤可有效缓解慢性肾炎的临床

症状。
3.1.5 慢性肾小球肾炎 苏修辉[13]将60例患者随机分成2
组，均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对照组给予阿魏酸哌嗪

片联合硝苯地平控释片治疗，治疗组给予猪苓汤加味

（猪苓、茯苓、泽泻、阿胶、滑石、生黄芪、芡实、菟

丝子、生地黄、地榆、钩藤、川牛膝、甘草） 结果治

疗组总有效率为86．7%高于对照组的60．0%，治疗组治

疗后中医证候积分及治疗前后差值明显优于对照组，

猪苓汤加味配合西医常规治疗慢性肾炎阴虚水热互结

证疗效肯定。
3.1.5 肾癌尿血 李军体[14]将60例患者随机分为2组，中

药组在西药组的基础上采用猪苓汤加味 （猪苓、茯苓、
泽泻、滑石、阿胶） 结果表明猪苓汤加味可明显改善

肾癌尿血患者的生活质量。

3.1.6 尿路结石 赵伟东[15]将92例病人随机分为两组，治

疗组采用猪苓汤加减 （猪苓、茯苓、泽泻、滑石、阿

胶、金钱草、海金沙、鸡内金、麻黄、龙胆草） 对照

组予尿石通丸加654-2针剂穴位注射，结果表明猪苓汤

加味对复发性尿路结石有较好的疗效。
3.1.7 老年性阴道炎尿道炎 李淑萍[8]将30例患者口服猪

苓汤配合苦参碱栓阴塞，用药前后自身对照研究。结

果用药后阴道炎尿道炎显著改善，且停药后4周疗效稳

定。本方法滋阴利水升津，清热燥湿止痒治疗复发性

老年性阴道炎尿道炎疗效显著。
3.2 脑外伤 张洪清[5]将48例颅脑损伤患者随机分为2组，

治疗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内服猪苓汤加减，结果表明

猪苓汤治疗颅脑损伤疗效满意。
3.3 小儿轮状病毒性肠炎 张炜[16]将154例患儿随机分为

两组， 治疗组用猪苓汤加味，对照组静滴利巴韦林、
口服思密达和金双歧片。结果治疗组72 h内疗效显著

优于对照组 (P<0.01) 表明猪苓汤作为治疗泄泻的有效

方剂是对中医儿科泄泻理论的补充和完善。
3.4 小儿急性腹泻病 张炜[2]将治疗组205例在对照组179
例治疗方法基础上去掉肠蠕动抑制剂、肠道分泌抑制

剂加用猪苓汤加味；结果示①治疗组3日内治愈率、总

有效率、睡眠障碍改善方面优于对照组，表明猪苓汤

是中医治疗小儿阴虚型急性腹泻病有效的新方法、新

思路。
3.5 肝硬化腹水 沈杰[17]将82例患者随机分为2组，观察

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猪苓汤，结果示观察组

临床总有效率显著优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血清ALT、
AST等肝功能指标及治疗与对照组同期比较改善显著；

观察组患者腹水平均消退时间显著短于对照组。表明

猪苓汤联合西药治疗乙型肝炎后肝硬化腹水的疗效确

切。
3.6 渗出性中耳炎 李雪生[7]将90例患儿随机分为2组，治

疗组用猪苓汤加味 (猪苓、阿胶、滑石、茯苓、黄芪、
石韦、益母草、赤芍、桑白皮、葶苈子、白术、黄芩、
仙鹤草) 对照组采用血管收缩剂滴鼻，咽鼓管吹张，

鼓膜穿刺抽液，口服强的松、抗菌素等综合治疗。结

果示治疗组显效34例，有效23例，无效3例，对照组显

效14例，有效8例，无效8例。
3.7 干眼症 马春霞[6]将120例患者随机分为3组，A组:杞
菊地黄汤合猪苓汤超声雾化喷眼治疗组；B组:杞菊地

黄汤组；C组:人工泪眼+维生素A胶囊组。结果示A组治

疗效果明显优于其它两组。表明杞菊地黄汤合猪苓汤

超声雾化喷眼能更有效治疗干眼症。
3.8 癌性腹水 张红[1]将80例恶性肿瘤晚期患者随机分为

两组，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同时予猪苓汤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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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结果表明猪苓汤加味治疗癌性腹水疗效较好。
3.9 慢性羊水过多 蔡亮[9]将70例病人分为2组，治疗组

予柴胡干姜桂枝汤加减 （猪苓、茯苓皮、滑石、泽泻、
阿胶、柴胡、黄芩、生牡蛎、桂枝、生姜片、生甘草）

对照组予健脾利水药 （猪苓、茯苓皮、泽泻、白术、
生姜皮、大腹皮、桂枝、菟丝子、黄芩） 结果示治疗

组总有效率、治疗前后羊水指数差值及临床体征改善

均优于对照组，猪苓汤合柴胡桂枝干姜汤疏通三焦，

养阴化水对羊水过多有良好的疗效。
4 实验研究

4.1 利尿作用 徐文峰[18]将造模成功后的61只模型大鼠

随机分为模型组、猪苓汤组、呋塞米组，留取血液、
尿液、肾脏标本，检测大鼠生化指标、AQP2 mRNA表

达和AQP2蛋白表达，观察肾脏病理改变。结果 (1) 猪

苓汤组平均尿量高于模型组 (2) 模型组AQP2 mRNA平

均表达量高于空白组，猪苓汤组AQP2 mRNA平均表达

量低于模型组 (3) 模型组AQP2蛋白平均表达量高于空

白组，猪苓汤组AQP2蛋白平均表达量低于模型组，表

明猪苓汤的利尿作用可能通过下调AQP2 mRNA 和蛋白

表达而实现。
4.2 抗癌作用 邵玉英[19]以不同浓度含药血清孵育体外

培养人肿瘤细胞系，检测不同浓度血清药物组对肿瘤

转移抑制基因的表达情况。发现猪苓汤含药血清与正

常组比较可显著提高肺癌高转移株PG肿瘤转移抑制基

因的表达，与顺铂+正常血清组相比也有显著性差异，

白血病细胞株k562猪苓汤含药血清对nm23基因表达影

响不大，与正常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表明猪苓汤对

高转移肺癌的转移属性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可抑制

肿瘤转移改善肿瘤预后。
4.3 抑制肾结石形成作用 Chou-huang Tsai[20]将35只大鼠

随机分为4组，1组为正常组，2组给予安慰剂和0.75%

乙二醇诱石剂，3组给予0.75%乙二醇诱石剂和少量

（305 mg/kg） 猪苓汤，4组给予0.75%乙二醇诱石剂和

量 （915 mg/kg） 的猪苓汤，做生物化学分析，发现猪

苓汤组减少结晶沉淀明显优于安慰剂组，与控制组将

比较少量猪苓汤组和安慰剂组血浆磷浓度明显降低，

安慰剂组发育迟缓，与正常组相较体重增加缓慢，结

论猪苓汤能有效缓解草酸钙结晶，减缓体重的下降，

猪苓汤能有效预防肾结石。
4.4 消炎作用 张喜奎[21]将40只大鼠造模后随机分为四

组，检测各组大鼠血液生化指标和肾组织中α-SMA和

TGF-β1的表达方法，发现模型组α-SMA和TGF-β1表达

水平与空白组相较明显升高，猪苓汤组和猪苓汤合健

脾益气药组与模型组相较明显降低α-SMA和TGF-β1表

达水平，且两组α-SMA和TGF-β1比较均有统计学差异，

显示猪苓汤合健脾益气药可能是通过减少肾组织α-
SMA和TGF-β1的表达对系膜增生性肾炎产生治疗作用，

而且其作用优于单纯用猪苓汤。
5 问题及展望

猪苓汤作为滋阴清热利水的方药，主要应用于泌

尿系统的疾病如肾病综合征、肾炎、尿血、尿道炎、
尿路感染、肾结石等，各医家在前人药理临床或实验

研究的基础上又应用于脑外伤、干眼症、中耳炎等并

取得了明显的疗效，但对于《伤寒论》中所提及的心

烦不得眠、咳嗽、呕吐等病症尚未见有临床研究报道；

目前的研究多为猪苓汤复方，因药物加减变化不一又

缺乏统一的标准，很难进行标准化研究；另外，方剂

药效物质基础研究尚显不足，这都为今后的研究提供

了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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