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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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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阳痿属于中医的优势病种，熊继柏国医大师学验俱丰，强调中医的生命力在于临床，善于灵活运用经

典指导诊疗过程并遣方用药，临床治疗阳痿的经验丰富。文章从阳痿源流、主症、辨治要领、辨治经验4个角度

系统阐释了国医大师熊继柏辨治阳痿的学术思想和独到经验。熊老认为阳痿的发病与肾、肝、心、脾功能失调及

情志异常有关。熊教授治疗阳痿的个人独到经验有3点：①明辨虚实，分清寒热；②洞晓病源，知其所犯；③动

物入药，攻补兼施。并列举了4则验案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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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s unique advantages in the treatment of impotence. XIONG Ji-bo, national 

medical master, emphasizes that the vital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lies in clinical practice. He is good at using the classic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lexibly, guiding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process and dispatching prescriptions and drugs. He 

has rich experience in clinical treatment of impotenc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ounds professor XIONG Ji-bo’s academic 

thought and unique experience in the treatment of impotence from four aspects: origin of impotence, main symptoms, essentials 

of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and experience of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Professor XIONG believes that the incidence of 

impotence is related to dysfunction of kidney, liver, heart and spleen and abnormal mood. Professor XIONG’s unique experience 

in the treatment of impotence has three points: ①To distinguish between deficiency and reality, to distinguish between cold and 

heat. ②To know the origin of disease and which organs it encroaches on. ③To use animal medicines to improve the physique at 

the same time of treatment. Four cases were cited for readers' bene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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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痿，现代医学称为勃起功能障碍（erect i le 

dysfunction，ED）是指阴茎持续不能实现或保持充

分的勃起以完成理想的性生活，发病超过3个月可满

足ED诊断[1]。ED不在危急重症之列，但对于患者的

身心健康、家庭和谐都有很大影响，同时ED也是许

多疾病的早期表征。国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2]，ED

的发病率一直呈现上升趋势，疾病的程度也逐年升

高。关于ED患者中医体质调查结果显示，各类体质

的人群均可罹患此病，湿热质及复合型偏颇体质的

人群罹患此病的倾向较大[3]。自古以来中医药治疗此

病疗效确切，而在前辈的基础上，现代中医人利用动

物试验、临床观察和统计分析等手段对本病的理论

及诊治方法进行挖掘、整合与创新，并已获得较多 

成果[4-7]。

熊继柏教授（以下尊称“熊老”）是第三届国医

大师，国家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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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熊老关于阳痿的证治经验整理成文，以供学习

及探讨。
阳痿源流

“阳痿”作为病名最初记载于明《周慎斋遗书》，

关于此病在《黄帝内经》早有记载，多称其为“阴

痿”“阴器不用”“阴痿不用”和“筋痿”。《黄帝内

经》关于阳痿病因的论述较为全面，有责之于气虚过

甚：“气大衰而不起不用”；有归于寒热所伤：“伤于

寒则阴缩入，伤于热则纵挺不收”；可由悲、恐、多思

等负面情绪所致：“悲哀动中”“恐惧而不解”“思想

无穷，所愿不得”；亦可归于房劳：“入房太甚”。《诸

病源候论·虚劳阴痿候》指出过劳会伤肾，肾精不能

营养外肾可致阳痿。《济生方·虚损论治》则认为真

阳过于衰惫能导致阳痿，以血肉有情的腽肭脐丸治

之。《明医杂著·男子阴痿》认为非但命门火衰、郁火

过甚皆可致阳事不用。及至《景岳全书》所设立《阳

痿》篇，全面而详细地阐明其病因病机和辨治方法。
阳痿的主症

ED的主要症状有阴茎不能勃起、勃起硬度下降

或勃起后逐渐痿软而至难以顺利完成性生活。阳痿

常伴有遗精、早泄、少弱精症；肾精不足者常见精力

欠佳、腰膝乏力、头昏耳鸣等症状；肾阳虚者多见畏

寒肢冷，阴囊冰冷潮湿，阴茎短缩，小便清白、频多

等症；因血瘀、湿热等实证所致阳痿者，多有会阴胀

痛，小便涩痛、不畅等症。历代医家对于阳痿一病的

论述既全面而又具体，其治疗经验相当丰富，限于时

代及患者群体不同，各家的证治思路又各有侧重。
病因病机

阳痿的发病与肾、肝、心、脾功能失调及情志异

常有关。究其病因病机，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1. 情志所伤 情志所伤所致阳痿机制有所不

同。情志不遂可致肝气郁滞，进而导致阳痿，《素

问·痿论》曰：“思想无穷，所愿不得……宗筋弛纵，

发为筋痿”。清代沈金鳌认为有志难舒，则肝气难以

条达舒畅，可能导致阳器不用。《顾松园医镜》亦有

记载：“阳痿有因志意不遂所致者”。有所求而不可

得，有志难舒，郁而不解等情绪，最终可致肝疏泄不

及，气机失于条畅，宗筋废弛而病阳痿。

情志所伤亦可导致肾精亏损从而病阳痿，《灵

枢·本神》认为悲伤、哀痛过度而伤魂，魂为肝之所

藏，子盗母气则耗伤肾精，而后子母同病以致肝肾

不足，从而“阴缩而挛筋”；《灵枢·本神》：“恐惧而

不解则伤精，精伤则骨酸痿厥，精时自下”。《类证治

裁》亦云：“阴之痿……或恐惧伤肾”。《景岳全书》

有言：“凡惊恐不释者，亦致阳痿。经曰：恐伤肾。即

此谓也……忽有惊恐，则阳道立萎”。突遇恐怖之事，

肾精耗伤严重，茎失所主，痿软不用。

2. 湿热伤筋 《景岳全书》：“有湿热炽盛，以

致宗筋弛缓而萎弱者”。《类证治裁》谓：“湿热下

注，宗筋弛纵而致阳痿”。或因外感、或因饮食不节，

皆可致湿热内蕴，湿性趋下，挟热而流注于下焦，宗

筋伤于湿热而致阴茎废弛而病不举。 

3. 寒热所伤 《灵枢·本神》曰：“足厥阴之

经……结于阴器”，据《灵枢》所载，足厥阴伤则阳

事不兴，足厥阴肝经伤于寒热之邪，或由内生之寒热

致精血亏损而不能濡养宗筋而致阳痿，或伤于寒邪

而致阴茎挛缩，或伤于热邪而致宗筋废弛。《顾松园

医镜·卷一·草部》有记载：“知母……阴寒之品。久

服则令人泄。故肾虚阳痿……皆不可用”，“乌头……

令阳痿，不可误服辛热”。久用、滥用苦寒药物可致

阳痿，误用辛热，阴、血耗散过度而使宗筋失养，进

而致阳事不兴。

4. 心脾两伤 《景岳全书》指出：“凡思虑焦劳

忧郁太过者，多致阳痿。盖阳明总宗筋之会……若以

忧思太过，抑损心脾，则病及阳明冲脉……气血亏而

阳道斯不振矣”。《类证治裁》亦云：“阳痿……或思

虑伤脾”。忧思伤脾，胃纳欠佳，饮食运化不利，精微

输布不畅，不能下养于茎，用脑过度，想虑过多，情

志难以顺遂，心脾之气血暗耗，日久则心虚而神难守

舍，阳不煦于外肾，中土不运，终致阳事不举。

5. 脾胃不足 《临证指南医案》云：“阳明虚则

宗筋纵”。叶天士对于阳痿的病因病机论述源于《素

问·经脉别论》：“食气入胃，散精于肝，淫气于筋。

食气入胃，浊气归心，淫精于脉”。中土虚损，运化失

常，不能正常纳食消化，所生气血不足，输送布散不

利，宗筋势必失之濡养，终令阳事难兴。

6. 色欲过度 此证或因青少年时手淫频繁，或

因房事不节、纵欲过度，以致戕伐肾气，命火虚惫，

难以温养宗筋而致。《素问·痿论》云：“入房太甚，

宗筋弛纵，发为筋痿”。耽于手淫，沉湎房事而无度、

旦旦而伐，或致肾气虚损，命火衰微，或肾阴损伤太

过，或命火亢盛而阴液干涸，筋失濡养，皆可导致阴

茎痿软不用。
辨证论治

1. 肝气郁结 肝气郁结阳事不起或痿软不坚，

心烦多怒或抑郁难疏，胸肋胀闷，脘腹不适，胃纳欠

佳，大便溏薄，苔薄，脉弦。既往易为情志所伤。治当

疏肝解郁。方用逍遥散加减。

2. 心肾惊恐 心肾惊恐阳痿不举，或举而不坚，

凡有临近房事则心悸怔忡，并有苦闷不舒，素有多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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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怯懦，寐差多梦，腰膝酸软乏力，舌淡苔薄白，脉弦

细或细弱无力。治当滋肾养肝宁神。方用当归芍药散

合二仙汤加减治疗。

3. 湿热伤筋 阳事难起，或阴茎易举而不坚，

会阴潮湿，下肢乏而困重，体倦无力，大便溏、便后不

爽，溲短而赤，舌红，苔黄腻，脉滑数或沉滑。治法宜

清热利湿。方用龙胆泻肝汤加减，若湿热下注兼有下

元虚寒，可用萆薢分清饮加黄柏化裁。

4.  肾阳亏虚 阳事不举，精少清冷，会阴部湿冷，

甚则阴茎短缩，腰膝乏力，畏寒肢冷，头晕耳鸣，精力

不济，面色㿠白，舌淡，苔薄白，脉沉细，右尺尤甚。治

法宜温补肾阳，益肾填精。方用右归丸、赞育丹、二仙

丹加减。

5. 肾阴亏虚 阴茎勃起不坚、不久，可渐至痿软

不举，伴腰膝酸软，头晕作眩，寐差多梦，遗精，形羸

体瘦，舌红少津，脉细数。治法宜滋阴补肾。方用左

归丸化裁，亦可用二地鳖甲煎加减。

6. 心脾两虚 阴茎临房不举，或举而不坚、不

久，伴心悸不宁，精神不振，夜寐多梦，纳食不香，疲

倦无力，面部少华，舌淡，苔薄白，脉细。治法宜补益

心脾。方用归脾汤加减。

7. 脾虚胃弱 阴茎勃起而不坚，纳差，脘腹胀

闷，身体倦怠，四肢乏力，面色萎黄，舌淡，苔薄，脉

沉弱。治法宜补脾益胃。方用参苓白术散加减。
熊老辨治阳痿重要经验

1. 明辨虚实，分清寒热 本病需辨清虚实，肝郁

气滞、湿热伤筋等多属实证；心神惊恐、命火衰惫等

则为虚证。年轻或素体强健之人，以实证居多；年老

或先天禀赋羸弱之人，多有虚证或虚实夹杂证。本

病证型繁多，复杂多变，其寒热性质不尽相同。热邪

属阳可伤精耗血，且常挟湿而犯肝经，临床多兼见会

阴部潮湿，舌苔黄腻。寒为阴邪，性收引凝聚，易折

损阳气，可导致阴囊湿冷，少腹拘急，亦有寒邪客于

肝经，可致阴茎萎缩而显短小，遇冷则愈加短小。此

外，阳痿尚有虚寒和虚热证，但临床以虚寒证居多，

《景岳全书·阳痿》记载：“火衰者十居七八，火盛者

仅有之耳”。虚寒证型之患者，多兼见畏寒而腰膝乏

力，小溲清长，夜尿频多，舌淡，脉沉细迟。

2. 洞晓病源，知其所犯 病因不同，阳痿的病位

也有不同。因情志不畅、发怒等情绪障碍，病位多在

肝；突遇惊吓、持续恐惧之人，多病在心、肾；湿邪挟

热而入，多犯肝经；饮食积聚、运化不及而至湿热内

生者，往往先犯脾，后侮肝；沉湎房事而不知节，则

病多在肾，甚则阴阳俱损。从临证看，多脏同病较为

多见，单一因素致病者少见。

3. 动物入药，攻补兼施 熊老在阳痿治疗中多

用动物药，尤以海龙、海马、鹿筋、蜈蚣为最常用。海

马、鹿筋等可峻补精血，海龙、蜈蚣等有疏通走窜之

力，使肝气条畅，也可令补而不滞。熊老认为阳痿发

病难见单纯虚证或者实证，多数患者可见肾（命门）

的虚损与肝气失于条畅，在熊老的医案里可以看出，

阳痿实证都以攻补兼施之法。肾主生殖、司前后二

阴，人体一切生殖活动都与肾密切相关，张介宾提出

命门是“水火之宅”“元气之根”的说法，认为五脏

阴阳根于肾中阴阳；肝主疏泄、主宗筋，肝木不能疏

达、肝血不能正常输布、宗筋不得濡养，亦可致阴痿

不起，《医述阳痿》引《明医杂著·男子阴痿》按语中

谓：“阴茎属肝之经络。盖肝者木也，如木得湛露则

森立，遇酷热则萎悴”。
验案举隅

案1 患者某，男，39岁，2004年12月3日初诊。诉

近1年来性功能下降，曾服用大量温肾壮阳药，亦曾

外用促进性功能的药物，疗效均不显，经朋友介绍，

前来就诊。刻下有心烦，易怒。舌苔薄黄，脉弦细。西

医诊断：ED。中医诊断：阳痿。

辨证分析：《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肝生

筋”。清代沈金鳌云：“又有失志之人，抑郁伤肝，肝

木不能疏达，亦致阴痿不起”。此阴痿即阳痿。阴茎

为宗筋之汇，若情难顺遂，忧思太甚，郁怒过激，肝

气不能条达舒畅，可致阳痿。

治疗：疏肝解郁。方用逍遥散加减：当归10g，白

芍10g，柴胡10g，茯苓15g，炒白术10g，甘草6g，炒麦

芽20g，小海龙10g。15剂，日1剂，水煎分2次服。

二诊（2005年1月12日）诉性功能略有改善，心烦

亦减。舌苔薄黄，脉弦细。拟原方化裁，去炒麦芽，加

仙茅20g、淫羊藿10g、杭巴戟20g、蛇床子10g，再进15

剂，煎服法同前。

三诊（2005年2月1日）诉性功能大有改善，余症

皆不显。舌苔薄黄，脉弦细。拟原方丸料1剂，巩固疗

效。处方：当归40g，白芍40g，柴胡40g，茯苓40g，炒

白术40g，甘草20g，海马80g，仙茅50g，淫羊藿50g，

巴戟天50g，蛇床子50g。合碾细末，以炼蜜成丸，如

黄豆大，早、晚各服30粒。服后痊愈。

按：本案心烦、易怒等皆属肝郁不舒之候，取逍

遥散使肝气调达，阳痿自愈。汤者荡也，益获速效，

故先以汤药治之，为患者树立信心，再以丸药巩固疗

效而收全功。传统剂型在当下应用最多的就是汤剂，

但长期慢性病可酌情考虑使用丸、散、膏等剂型，方

便患者坚持服药。

案2 患者某，男，45岁，2005年4月22日初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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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阳痿。既往有遗精、滑精史。刻下症：疲乏，尿黄。

舌苔薄黄腻，脉细。西医诊断：ED。中医诊断：阳痿。

辨证分析：此阳痿见疲乏，尿黄，舌苔薄黄腻，

脉细，显为精亏气弱而兼相火内炽。

治疗：补精血，益肾气。方用二仙丹合四斤丸加

减：菟丝子20g，熟地黄10g，杜仲10g，炒鹿筋15g，

西洋参片10g，黄芪20g，仙茅20g，淫羊藿15g，苁蓉

20g，巴戟天20g，黄柏6g，怀牛膝15g，小海龙15g。15

剂，日1剂，水煎分2次服。病愈。

按：此案虚实夹杂，若单用补益之品恐使内热更

盛，故少佐黄柏以清热，标本兼顾以防偏温热的补益

药助邪。当下临床上单纯虚证较少，多有虚实夹杂，

不可见虚即补。

案3 患者某，男，20岁，2005年11月20日初诊。

诉阴茎短小，遇天冷则阴茎收缩，伴轻度阳痿。查阴

茎较痿弱。现症：尿中有白浊，尿色黄。舌苔薄黄，脉

细数。西医诊断：ED。中医诊断：阳痿。

辨证分析：肾为元阴元阳之本。阴茎萎缩，且天

冷则阴缩，又兼阳痿，下元虚寒也；然尿色黄，舌苔薄

黄，脉细数，下焦湿热也。《素问·标本病传论》云：

“谨察间甚，以意调之，间者并行，甚者独行”。此案

扶正祛邪可并行不悖。

治疗：清利湿热，兼以温补下元。方用萆薢分清

饮化裁，并加黄柏、仙茅、炒鹿筋：萆薢15g，石菖蒲

10g，乌药10g，益智仁15g，薏苡仁20g，仙茅15g，黄柏

6g，炒鹿筋15g，甘草10g。15剂，日1剂，水煎分2次服。

二诊（2005年12月17日）诉阴缩明显减轻，白浊略减，

仍见阳痿。舌苔薄黄，脉细。拟原方化裁再加海龙合

二仙丹：萆薢15g，石菖蒲15g，黄柏6g，滑石15g，石

韦10g，仙茅15g，淫羊藿10g，杭巴戟15g，海龙10g。15

剂，煎服法同前。三诊（2006年1月3日）诉尿中白浊

全止，尿色转清，但仍有轻度阳痿，阴茎短小未见增

长。舌苔薄白，脉细。改拟斑龙丸加减：炒鹿筋15g，

熟地黄10g，菟丝子15g，补骨脂15g，仙茅10g，淫羊

藿10g，海龙10g，鹿角胶（磨粉冲服）15g。15剂，煎服法同

前。四诊（2006年1月20日）诉阳痿明显好转，遇天冷

时亦无明显阴缩，尿色正常，自觉阴茎短小略有改

观，舌脉如前。守方继进，共30剂，以收全功。

按：此案邪盛正衰，故初诊以萆薢分清饮化裁加

味，祛邪为主辅以温补下元；二诊明显邪退正复，在

一诊处方基础上再添补益之品以扶正祛邪；三诊邪

已尽去而仍有正虚，以斑龙丸加减补肾填精，病已去

大半，末诊守方再进30剂以巩固疗效。纵观整个诊

疗过程，处方严格根据正邪盛衰而变化，对祛邪与扶

正比例的把握到位，故能有此疗效。

案4 患者某，男，39岁，2006年4月21日初诊。诉

1年前因突受恐吓而阳痿。现症：疲乏，腰酸，尿黄。

舌淡红，苔薄，脉细略数。西医诊断：ED。中医诊断：

阳痿。

辨证分析：《灵枢·本神》云：“恐惧而不解则伤

精”。《景岳全书·阳痿》中谓：“凡惊恐不释者，亦致

阳痿。经曰恐伤肾，即此谓也”。此案阳痿由受恐吓而

起，且症见神疲，舌淡，脉细，显为肾精虚损。又肝之

经脉绕阴器，肝主筋，符合肝肾精气亏虚的症状。治

取加味当归芍药散养血补肝，二仙丹补肾填精。

治疗：补阴血，益精气。方用加味当归芍药散合

二仙丹：当归15g，白芍15g，蜈蚣（去头足）1只，甘

草10g，仙茅20g，淫羊藿10g，巴戟天20g，黄柏6g，

韭菜子15g，海马10g，海龙10g。20剂，日1剂，水煎分 

2次服。

二诊（2006年6月21日）诉阳痿显著改善，但射

精无力，精神疲乏。舌淡红，苔薄，脉细。原方加减

以收全功：当归15g，白芍15g，蜈蚣（去头足）1只，甘

草10g，仙茅20g，淫羊藿10g，海马10g，海龙10g，黄芪

15g，巴戟天20g，韭菜子15g。15剂，煎服法同前。服

药后患者病愈。

按：此案致病因素为七情之“恐”，而后母病及

子，肝肾不足，针对病因病证选方遣药精到，故药到

病除，服后病愈。
小结

名老中医是当代中医药“宝库”精华的集大成

者，而国医大师更是其中的佼佼者。我们应该继承学

习国医大师的知识与经验，在前贤打下的坚实基础

上做好中医药的创新，更好地为人类健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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