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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培土生金法是依据五行相生的理论，通过培补脾土达到治疗肺脏亏虚目的的治疗方法。合方是由两首及两
首以上固有方剂相合而构成的新方剂。在临床上，培土生金法则大多是通过单方的方式实现的。依据培土生金法则，
探讨培土生金合方在临床上的运用。结果发现，
按照培土生金法则进行合方，可以弥补单方在治疗时的不足，不仅可
以增强单方疗效、
还可以产生单方基础上的新疗效。五行生克的法则，
不仅在中医藏象、诊断等理论中具有重要作用，
在方剂的合方使用过程中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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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方，是一类特殊的方剂，它是由两首或两首
以上固有方剂相合而构成的新方剂，又可以理解为
方剂加减变化的特殊方式。合方的动机与目的是为
寻求更好的临床效果，同时也是基于其相合方剂已
经前人验证，
或者合方者对已知相合方剂的信任。
治法源于辨证，辨证必赖于证候。合方的依据
除参考治法外，经常还是依据先于治法而存在的证
候与病机[1]。
只有辨证明确，才能恰当选方。张仲景经典的
主要用方原则为“有是证，
用是方”
。从中医学发展
史上看，
临床上也大多采用一证一方的形式。但是
随着社会的发展，病种日趋复杂，并发症以及多种
疾病共存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造成中医证型错综
复杂，
也就是有人所说的
“复合证”
。有研究指出，
在
对住院的 680 份病例进行回顾性调查分析，发现单
一证仅 230 例，
而复合证达到 450 例[2]。故于临床治
疗中，单一的经方或时方在难以满足疗效的情况
下，
合方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基于五行相生相克理论构建的合方，在临床上
不断地被有意或者无意的应用，然少有对其进行理
论探讨者。文章将以中医五行相生治则中的培土生
金合方为例，
初步探讨五行视阈下的合方在临床上
的运用。
1 培土生金概述
1.1 培土生金的概念及来源 培土生金是根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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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五行相生的理论确定的临床治疗原则。补脾益肺
是狭义的培土生金，广义的培土生金则是应用调理
脾胃的方法来改善肺肠功能的一种治法[3]。《难经·
六十九难》曰：
“虚者补其母，
实者泻其子。”
肺属金，
脾胃属土，
土生金，所以从五行治则来看，补母主要
适用于母子关系失调的虚证。但是在医疗实践中，
凡病位在肺，
不论虚实，都可以采用培土生金之法，
以治脾为主，补脾而治肺，即凡肺脏或与肺脏相关
联的疾病所涉及到脾脏的，
都可采用本法论治。
1.2 培土生金的生理、
病理基础 从生理上方面来
看，
首先，在水液运行上，
《黄帝内经素问·经脉别论
篇第二十一》曰：
“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
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
布，五经并行。”
水液的正常代谢，
需要脾肺等其他
脏腑功能正常才能完成。脾胃属土，
肺属金，
两者是
母子相生关系，肺主气而脾益气，肺所主之气来源
于脾。脾胃主受纳、腐熟水谷，
为气血生化之源，但
气血的运行亦有赖于肺气的推动，必先上注于肺，
才能流注于十二经脉，
营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其
次，从脾肺的经络关系来看，
《灵枢·经脉第十》曰：
“肺手太阴之脉，起于中焦，下络大肠”
，而“行气
血”。故经络上，
中焦与肺经相连接。
从病理方面来讲，
“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
器”
。若脾失健运、气不化水，则湿聚成痰，停留于
肺，
临床可见咳喘、
痰多清稀等肺系病证。同时因肺
虚而脾弱，
故又可见脾虚之食欲减退、大便溏薄、四
肢乏力，
甚至水肿及舌质淡苔白、
脉濡细弱等症。
肺脾气虚，多因久病咳喘肺虚及脾；或饮食不
节，
劳倦伤脾，
脾病及肺所致。在治疗肺系及与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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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疾病时,应注意调理中焦脾胃的功能，通过

主，
但当某些病情较为严重药效不达或再加治肺药

健脾益肺，培补脾胃，充实后天，故采用培土生金
治法。

无效时，
则通过培土之地黄以加强方剂的疗效。
2.2 人参五味子汤治疗久咳 人参五味子汤出自

2 培土生金合方概念及其应用举要
培土生金合方是指构成合方的方剂中包含有

《幼幼集成》，书中云此书乃是治疗久咳脾虚，中气
怯弱，面白怯弱之神方。此方可以看作是四君子与

培土生金的方剂或者两方或多方相合体现了培土
生金的思维。

生脉散的合方。生脉散首见于《医学启源》，主要治
疗肺中元气不足。吴仪洛在《成方切用》对生脉散方

李东垣认为，
“脾胃一虚，
肺气先绝”
，对于肺脾
虚寒之症，可用甘温培土生金法，代表方如黄芪建

名进行了解释“盖心主脉，
而百脉皆朝于肺，
补肺清
心，则气充而脉复，故曰复脉”
，所以生脉散虽然名

中汤和补中益气汤及其合方。除甘温健脾益气之
外，依据培土生金法之方剂的药性不同，还可分为
宜用
甘平、甘凉几种[4]。如对于肺脾同虚的气虚证，
甘平培土生金法。对于肺胃阴虚而有虚热之症，宜

为生脉，但是其治疗的根本在肺，是通过调肺而治
心。四君子汤出自《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治荣卫气

选用甘凉培土生金法。下将以苏子煎、人参五味子
汤详细论述培土生金法在临床中的应用。
2.1 苏子煎治疗阴虚燥咳 古代方书之中名为苏
子煎者不在少数，文章所探讨的苏子煎载于《外台
秘要·卷十七·咳嗽上气方七首》。条文记载如下：
“《深师》疗上气咳嗽。苏子煎方。”
其组成为苏子（二
升）、
生姜（汁二升）、白蜜（二升）、生地黄（汁二升）、
杏仁（二升）。从原文记载可以知道此方治疗咳嗽，
病位在肺金。观其药物组成，
主要以滋养肺阴为主，
所以更倾向认为此方乃是以治疗肺阴虚之燥咳为
主。另外，在《外台秘要·卷第九·疗咳方一十四首》
记载的崔氏疗咳方中，其药物组成为
“杏仁（一升去
尖、
皮、
两仁，熬）、苏子（汁五合）、
生姜汁（五合煎）、
蜜（五合煎令沫尽）”
。与前方对比来看，
仅比前方少
生地一味。从目前对药物的认识来看，地黄一味乃
补肾阴之品，是通过补肾阴达到加强对肺脏阴虚咳
嗽的治疗作用。但这种看法并不准确，原因在于忽
略了当时的背景和用药习惯。有唐宋医方研究者[5]
认为，地黄在唐宋的用药习惯中在养阴清热之外，
补土健胃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备急千金要方》
中载有地黄散一方，其仅生地一味药，其方的功效
为“主益气调中补绝，令人嗜食除热”
，这里可以拆
成两个部分来看，一是主益气调中补绝的功效，二
为地黄散可以用来治疗发热的症状。虽然在唐宋的
许多方中都可以看地黄的存在，但其多在复方之
中。且关于唐宋医方的记载中少有对其方剂架构进
行解释，因而单方的存在是我们对唐宋组方用药习
惯认识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在理解苏子煎时，可以
把其看成为崔氏疗咳方与地黄散的合方，其合方的
依据便是培土生金。崔氏疗咳方主要以滋阴润燥为

子汤主要治疗的是脾胃虚弱所导致的食少、便溏、
腹胀等症状，并未涉及到肺脏的疾病。而在久咳伤
脾的情况下，生脉饮与四君子汤两方分而治之均力
有不逮，在相合的情况下，
突破了生脉饮治肺、四君
子汤补脾各自的局限，产生了治疗脾虚久咳的新功
效，
而这正是通过培土生金的原则实现的。进一步
延伸，人参五味子汤的治疗的症状可以概括为为脾
咳，
脾咳如《素问·咳论》所言，
“脾咳之状，
咳则右胁
下痛，阴阳引肩背，甚则不可以动，
动则咳剧”，以上
关于脾咳症状的描述可以作为人参五味子汤培土
生金治疗范围的一个延伸。
2.3 枳术二陈汤治疗胸膈不利 在进行下一步的
探讨之前，需要对五行相生之培土生金概念的迁延
做一个简要的说明。两个合方苏子煎与人参五味子
汤皆体现了培土生金的原始概念。所谓的原始概念
就是指对于“培”和“生”两个字都是关于“补”这个
字概念的外延而出现的 ，
更进一步的来说代表甘阴
培土生金合方苏子煎与甘平培土生金合方人参五
味子汤所治疗疾病范围的核心在于肺脾（胃）的虚
弱。人体生理病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变化，如果仅
靠五行生克的两种关系的原始概念是很难对其进
行解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则需要扩大原始概念的
外延。这一点则在《素问·藏气法时论》中已有所体
现“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
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用咸补之，甘泻之……脾欲
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泻之，甘补之……肺欲收，
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补之，
辛泻之……肾欲坚，急食
苦以坚之，用苦补之，
咸泻之”
。此处的补泻已经不
是针对虚实之意，已经被延伸为顺其性为补，逆其
性为泻。如果将此处的用法映射到中医五行的生克

虚,藏腑怯弱,心腹胀满,全不思食,肠鸣泄泻,呕哕吐
逆,大宜服之”
，
从原书记载的主治中可以知道，四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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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特别是文章所探讨的培土生金合方这个方
面，那么此处的“培”与“生”也不仅仅有补的意思，
还应有顺其性或者说是恢复其本来功能的意思。下

应。如上面的 3 个例子：
第 1 例，
崔氏疗咳方合地黄

散之合方苏子煎，
此合方的重点是通过培土的功效
以增强对肺金药物治疗的功效，
弥补了单个方剂力

面以枳术二陈汤来论述。
《古今医统大全》谓枳术二陈汤治疗“脾胃痰

量不强的缺陷，
即增效之意。第 2 例，
生脉散合四君
子之合方人参五味子汤，弥补了单个方剂无法应对

饮，
胸膈不利”
，此方可以看作是《金匮要略》枳术汤
与《局方》二陈汤的合方。二陈汤原方主治为
“治痰

复杂病症的缺陷，充分发挥合方在临床的新效应。
第 3 例，枳术二陈汤治疗胸膈不利，体现了培土生

饮为患，或呕吐恶心，或头眩心悸，或中不快，或发
为寒热，
或因食生冷，脾胃不和”
。可以发现原书主

金之合方不仅仅局限于补虚之方，在广义上来说，
在合方的概念的范围之内，凡是能恢复脾脏、肺脏

治的痰饮主要集中在脾胃。枳术汤主要治疗的是心
下的水饮结实，如原文所述“心下坚，大如盘，边如

功能的方剂相合，皆可以称为培土生金的合方，这
也是五行理论增强解释力的一个重要体现。

旋盘，水饮所作，枳术汤主之”
。正常水液在人体运
行的方式如《黄帝内经素问·经脉别论篇第二十一》

综上所述，通过培土生金的合方之法，可以充
分发挥合方的优势，弥补单首方剂的不足，使得方

所说的由胃到脾再到肺，再由肺通调下输到膀胱，
现今水饮结于心下，心下一般有两解，一指心的下
面；
二指胃中，
但因原文中未对胃部症状有描述，所
以此处更倾向于第一种解释。而枳术汤枳实重用七
枚其目的，也是通过速降肺气来将阻隔在水道中的
水下输到膀胱。这样再看枳术二陈汤的合方所治疗
的胸膈不利，其实是通过枳术汤来肃降水液，合二
陈汤加强源头对水湿的清理作用。枳术二陈汤的培
土生金之意则是调理脾胃源头对水湿的治理来帮
助肺金的通调之功。
3 小结
以五行治疗原则指导合方在临床上的应用，弥
补了单一方剂在临床上应用的局限性，通过五行相
生的法则，可以发现，新的合方具有新效、增效的效

与方之间有机结合，相辅相成，解决了错综复杂的
病情，
体现了新效和增效的作用。五行生克的法则，
不仅在中医藏象、诊断等理论中具有重要作用，在
方剂的合方使用过程中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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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application of the compound prescription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strengthening earth to generate metal
QIU Chun鄄hua, JIA Chun鄄hua

渊月藻蚤j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冤

Abstract: The principle of strengthening earth to generate metal i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he five elements. It is a method of reinforcing
the spleen to benefit the lung and to treat the lung deficiency. The compound prescription is a kind of special prescription, which is a new

formula form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two inherent prescriptions. Based on the above principle, we discuss how to use the combined

prescription for clinical treatment. The results found tha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strengthening earth to generate metal can not
only make unilaterally a full play to its advantages, but also emerge with a new effect and efficiency. The rules of five element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not only in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viscera and diagnosis but also in compound prescription.
Key words: strengthening earth to generate metal; compound prescription; new effect; increase eff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