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伦忠教授补肾填精法治疗中老年郁证经验

邹云涛1 张伦忠2△

摘要: 张伦忠教授认为中老年郁证其病本在于年老肾精减少，病机是由肾精亏虚，志意不存，同时水不涵木，致肝失濡养，气机

郁滞。在治疗方面，以补肾填精为大法，同时配合疏肝理气药物，肝肾同治，滋水涵木，在临床应用中皆多见效。列举验案 2 则以说

明疗效及治疗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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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fessor Zhang Lunzhong believes that the pathogenesis of depression syndrome in middle-aged and old people lies in the decrease
of kidney essence in old age． The pathogenesis of depression is the process of deficiency of kidney essence and the absence of ambition． At
the same time，water does not contain wood，resulting in loss of liver nourishment and stagnation of qi． In the treatment of kidney-tonifying
and essence-filling，kidney-tonifying and essence-filling combined with Liver-soothing and qi-regulating drugs，liver-kidney treatment，water-
nourishing culvert are effective in clinical application． 2 cases were list to illustrat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and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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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

郁证是由于情志不疏、气机郁滞所致，以心情抑

郁、情绪不宁、胸部满闷、胁肋胀痛，或易怒喜哭，或咽

中如有异物梗塞等症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类病症［1］。
《黄帝内经》中虽无郁证病名，但记载了五气之郁及其

治法，“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

郁折之”。在《金匮要略·妇人杂病脉证并治》中记载

了属于郁证的脏燥及梅核气两种病症，且提出多发于

女性。《四圣心源》中黄元御提出:“人之少壮，清升而

浊降，故上虚而下实，人之衰老，清陷而浊逆，故下虚而

上实。”张伦忠教授通过对医籍医案的研究及结合多

年的临床经验认为，人之衰老，所起诸症，皆不离下虚

所致，故关于中老年郁证，以补肾填精法为主治则，配

合疏肝理气药物，临床多皆见效。张伦忠教授，全国名

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山东省名中医药专家，

鸢都学者，从医 30 余载，研读《黄帝内经》《伤寒论》等

中医经典著作，擅长中医药治疗脑系病症及各种疑难

杂症，临床中应用补肾填精法治疗中老年郁证屡获奇

效，现将其治疗经验总结如下。

1 病因病机

现代对于郁证的研究，多认为由情志所伤，致肝失

调达，疏泄失常，以气机郁滞为主，治疗主要从肝论治，

其次涉及心脾，治法大则以疏解肝郁为主。
张伦忠教授经过多年临床经验总结，认为中老

年郁证，其病本在于肾精亏虚。《素问·六节藏象论》
中言:“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肾主藏精，

为先天之本，具有主生长发育及脏腑气化的生理机

能。《素问·宣明五气》云:“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

脾藏意，肾藏志。”志是人的精神意识活动在肾的表

达，《素问·宝命全形论》云: “慎守勿失，深浅在志。”
认为志可以调节、控制各种心理活动和行为活动，志

集中体现了人体的精神活动［2］。郁证外因主要为情

志所伤，肾在七情中为恐，恐既可以致肾疾病，又可

因肾精变化而引起情志改变，如《灵枢·本神》中载

“恐惧者，神荡惮而不收。”故《医方集解》载: “人之

精与志皆 藏 于 肾，肾 精 不 足 则 志 气 衰，不 能 上 通 于

心，故迷惑善忘也。”《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记载了肾

气逐渐充盛、由充盛至衰少的过程，提示了人每一个

生长阶段的生理病理，都与肾精及肾气的盛衰有密

切的关系。肾和肝之间的关系，素有“乙癸同源”“肝

肾同源”之称。肝藏血，肾藏精，精血皆由水谷之精

化生和充养，两者相互滋生，同源互化。肝主疏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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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主藏精，相反相成，两者相互为用，相互制约。《素

问·五行运大论》: “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咸，咸生

肾，肾生骨髓，髓生肝”。揭示了肾为肝之母，肾水涵

养肝木。若肾精亏虚，肾水不能涵养肝木，导致木气

失荣，肝失疏泄，以致患者出现情绪异常。
2 治则治法

对于郁证的治疗，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提出了

“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

之。”但水郁折之并非妄泄之意，而是根据具体虚实变

换进行调整。《景岳全书·郁证》中提出:“初病而气结

为滞者，宜顺宜开。久病而损及中气者，宜修宜补。然

以情病者非情不解。”［3］张景岳认为郁证根据病情的

不同阶段，初病气机郁滞，治法宜用理气开郁，调畅郁

结。日久耗伤正气，治疗在疏解的同时应当注意补益

中气。因情感所伤者需找出郁结之源头，方可得解郁

之法。《证治汇补·郁证》言: “郁病虽多，皆因气不周

流，法当顺气为先，开提为次，至于降火、化痰、消积，尤

当分多少治之。”指出郁证的治疗，以理气解郁为大

法，根据郁证不同的临床证治分型，具体的对因治疗。
《医林改错·血府逐瘀汤所治之症目》［4］中对于郁证中

有较多记载:“瞀闷，即小事不能开展，即是血瘀”“急

躁，平素和平，有病急躁，是血瘀”“俗言肝气病，无故

爱生气，是血府血瘀”。王清任认为诸情志异常，皆为

有血瘀所致，治疗以活血化瘀为法。《类证治裁·郁

证》中认为: “七情内起之郁，始而伤气，继必及血，终

乃成劳。主治宜苦辛凉润宣通。”［5］提出郁证治疗应

重视调节气血。
现代治疗郁证，以理气开郁、条畅气机、怡情易性

为基本原则。再根据病情虚实，实证者可配合采用活

血、降火、祛痰、化湿等治疗方法，虚证则根据不同脏腑

及气血亏虚情况进行补益治疗。
张伦忠教授认为，中老年人因肾气虚衰，天癸衰

少，因肾经亏虚而致郁证，故治疗上采用补肾填精法，

填补肾精，肾水充足，志意至，则神不乱。在补肾填精

的基础上，配合疏肝理气，标本同治，治疗过程中往往

事半功倍。
3 典型病案

3. 1 医案 1 患者女性，56 岁。2018 年 8 月 23 日初

诊。患者诉其失眠伴周身麻木不适 2 月余。望诊: 患

者精神不振，形容憔悴，目睛少神，发型凌乱，肢体振

摇，舌黯，苔厚腻。闻诊: 未闻及明显异味。问诊: 患者

近 2 个月失眠，入睡困难，睡眠浅易醒，周身转移性麻

木不适，胃脘疼痛，反酸嗳气，口苦，小便调，大便干。
切诊: 脉弦细。患者家属诉患者喜怒无常，时有悲伤自

泣，不欲饮食，不欲与人交流。予补肾填精，疏肝解郁

之品。处方: 熟地黄 30 g，炒山药 20 g，山萸肉 10 g，茯

苓 20 g，牡丹皮 15 g，续断 12 g，枸杞子 15 g，槲寄生

12 g，柴胡 15 g，香附 12 g，木香 10 g，郁金 15 g，炒苍

术 20 g，生龙骨( 先煎) 30 g，生牡蛎( 先煎) 30 g，炙甘

草 10 g。7 剂，水煎服，早晚温服。8 月 30 日二诊，仍

患者家属陪伴，精神状态较前好转，发型整洁，睡眠时

间较前延长，仍有肢体震颤，心烦，胃脘部不适，口苦便

干，舌黯苔黄厚，于上方加炒栀子 10 g，佩兰 15 g，玄参

15 g。7 剂，水煎服。9 月 6 日三诊，患者自行就诊，精

神如常人，心烦消失，肢体震颤减轻，舌黯红，苔薄白，

纳眠可，二便调。8 月 30 日方去栀子，加黄芩 10 g。7
剂，水煎服。9 月 13 日四诊，患者诸症皆解，唯肢体震

颤，腹胀不适，予熟地黄 30 g，炒山药 20 g，山萸肉

10 g，茯苓 20 g，牡丹皮 15 g，槲寄生 12 g，柴胡 15 g，

香附 12 g，木香 10 g，郁金 15 g，生龙骨( 先煎) 30 g，生

牡蛎( 先煎) 30 g，砂仁( 后下) 10 g，厚朴 10 g，炒白术

15 g，炙甘草 10 g。7 剂，水煎服，早晚温服。
按: 患者为妇人，精神恍惚，心神不宁，喜怒无常，

悲伤喜哭，症状多变，张教授认为本患者为妇人脏燥，

《金匮要略》中提及: “妇人脏燥，喜悲伤欲哭，象如神

灵所作，数欠伸。”其舌黯，苔厚腻，脉弦细，此因肾精

亏虚，水不涵木，肝气郁滞，肝郁抑脾，郁而生热，所致

患者肢体振摇，喜怒无常，纳眠皆差等症。张教授以补

肾填精为治则，用熟地黄、炒山药、山萸肉三补补益肝

肾，续断、枸杞子、槲寄生助三补补益肾精之功，配以疏

肝理气柴胡、香附、木香、郁金、炒苍术之品，患者睡眠

障碍，眠浅易醒，加重镇安神之生龙骨、生牡蛎，起镇静

安神之效，治其标，如此组方，即填肾精亏虚之本，又治

肝气不疏之标，达标本兼奏之功。故二诊患者郁证表

现较前大有改观，后复诊，患者仍有郁热，方药随证加

减，使患者病情好转，身体康复。
3. 2 医案 2 患者女性，55 岁。2018 年 9 月 13 日初

诊。患者家属诉其健忘失眠 2 年余，加重 3 个月。望

诊: 患者目光呆滞，精神不振，默默不言，舌红，苔薄白。
闻诊: 未闻及明显异味。问诊: 患者默默不欲言语，回

答不切题，不能正确回答提问。切诊: 脉细弱。患者家

属诉患者自老家迁入潍坊后 20 余年很少外出，不欲与

外人交流接触，时哭时笑，睡眠差，饮食可，二便调。近

2 年出现健忘、失眠，近 3 个月尤重。处方: 桑叶 10 g，

黑芝麻 20 g，熟地黄 30 g，茯苓 20 g，牡丹皮 15 g，炒山

药 20 g，山萸肉 15 g，枸杞子 20 g，牛膝 20 g，柴胡

12 g，炒白芍 15 g，川芎 15 g，香附 15 g，益智仁 20 g，

九节石菖蒲 10 g，胆南星 10 g，甘草 6 g。9 月 20 日复

诊，患者家属诉患者上述症状仍在，睡眠较前好转，问

( 下转第 15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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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 CＲP、TNF 和 IL-6 的水平比较 ( 例，珋x ± s)

组别 例数
CＲP( p /mg·L －1 ) TNF( p /μg·L －1 ) IL-6( p /μg·L －1 )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32 49. 89 ± 13. 28 27. 90 ± 8. 861) 4. 91 ± 1. 42 2. 28 ± 1. 371) 149. 76 ± 28. 53 104. 76 ± 17. 281)

观察组 32 53. 80 ± 14. 17 19. 46 ± 5. 631) 4. 68 ± 1. 16 1. 09 ± 0. 641) 143. 52 ± 25. 68 71. 43 ± 14. 691)

t 值 1. 139 4. 548 0. 710 4. 452 0. 920 8. 313

P 值 0. 259 ＜ 0. 001 0. 481 ＜ 0. 001 0. 361 ＜ 0. 001

注: 与同组治疗前对比，1) P ＜ 0. 05

3 讨论

骨折不愈合属于骨科疾病中较难治疗的一种疾

病。经有关数据表明骨折不愈合占所闭合骨折中有发

生率的 5% ～10%，针对不同的不愈合骨折，有学者研

究表示不但需要外科治疗方式，术后还可配合口服中

药活血接骨汤治疗，更能有效的改善骨折端局部微循

环，促进恢复［3］。
有中医认为，骨折不愈合主要是因为“瘀血”［4］。

其内治之法必须活血祛瘀为先，血不活则瘀不祛，瘀不

祛则骨不接，故采取活血接骨汤可起到活血化瘀、续筋

接骨的作用。当患者术后体内发生炎症反应时，机体

会产生出 IL-6 和 CＲP 两种反应细胞，而 TNF-α 具有

促炎活性以及调节免疫等广泛的生物活性，TNF-α 以

及 IL-6 可对病理损伤有协同作用，属于反映机体的应

激性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5］。结合本研究发现治疗

后，2 组患者炎症细胞因子指标均降低，且观察组血清

CＲP、TNF 和 IL-6 的水平低于对照组，证实活血接骨汤

联合微创植骨治疗时，可使机体血管扩张、血管壁的通

透性增大，扩张微动脉，降低炎症因子。
综上所述，活血接骨汤联合微创植骨治疗胫骨中

下段骨折不愈合患者疗效确切，配合好围术期的治疗

及教育，可有效降低术后炎症反应，促进患者康复，值

得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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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患者言语较初诊增多，回答部分正确切题，提及患者

信仰后患者面露笑容，家属补诉患者丈夫脾气暴躁，酒

后打骂，患者性格内向，悲伤隐忍。于 9 月 13 日方加

用槲寄生 15 g，续断 15 g。
按: 患者主症虽为健忘失眠，看似与郁证相去甚远，

但经张教授细细审查，虽与患者交流困难，通过其家属

对其病情有详细的了解，确定其病本在于郁。张景岳在

《景岳全书》中提出了郁证既可因郁致病，又可因病致

郁。原文道:“凡五气之郁，则诸病皆有，此因病而郁也，

至若情志之郁，则总由于心，此因郁致病也”“郁者，结聚

不得发越也，当升不升，当降不降，当变化不得变化，故

传话失常而郁病作矣。大抵诸病多有兼郁者，或郁久而

生病，或病久而生郁，或用药杂乱而成郁，故凡并必参治

郁。”本患者即是因郁而致病。张教授指出，患者年过半

百，肾气衰退，加之终日居家不外出，丈夫脾气暴躁，终

致患者情绪不舒，郁郁不欲言，渐而成病。于是张教授

应用桑麻地黄汤补其肾精亏虚，合用柴胡疏肝散疏解肝

郁，初起见效。患者复诊时脉仍细弱，加槲寄生、续断，

培其先天之本，以期本固标解。
病案中两位患者主症均不是以情志不舒，抑郁为

主，然经张师细细诊查，脉症合参，发现患者病本所在，

用药直抵病处，方达药到病除之功。张伦忠教授应用

补肾填精法治疗中老年郁证，在临床中取得了较好的

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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