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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王氏内科流派论治水肿经验撷萃
邓勇，王键

（安徽中医药大学，合肥  230038）

摘要：“新安王氏医学”又称“富堨王氏内科”，为新安医学流派重要组成部分。《黄帝内经》以降，历代

医家通过长期临床实践，逐步发展完善了对水肿病的认识，积累了丰富的临床治疗方法和用药经验。新安医家常

以肺脾肾为切入点，重视三脏在水肿病治疗中的重要地位；治法上常以宣泄为用，以期“应机则昌”；处方用药

务求切合病情，灵活运用单方与复方，时方与经方，强调“药性专长”，并善用药对，每获佳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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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of Xin’an WANGs’ internal medicine school in treatment of ed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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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Xin’an WANGs, medicine’ called as ‘Fu’e WANGs, internal medicine’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Xin’an 
medicine. Since Huangdi Neijing, through long-term clinical practice, ancient physicians gradually developed the understanding 

of edema and accumulated rich clinical treatment methods and experience. Xin’an doctors took the lung, spleen and kidney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and took them seriously as the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edema. The methods of dispersing and 

purgation were applied in treating edema, which was in accordance with pathogenesis of edema. They stressed that drug must be 

in line with disease, flexibly using single and compound prescriptions, current and classic prescriptions. They also emphasized 

different speciality of each medicine and were good at applying couplet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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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深入了解其医学思想与成就，更对今日之中医学教育多有

启发。

参  考  文  献

[1] 清·徐大椿.洄溪府君自序.徐氏宗谱(吴江徐氏十一世孙徐

书诚修).清抄本.上海图书馆藏,1

[2] 张瑞麟.历代注释《难经》的概况(下).湖南中医学院学报, 

1999,19(1):58-61

[3] 清·永瑢等.题《难经》.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五子部医家

类.北京.中华书局,1965:878

[4 赵晶,刘姝.从《难经经释》看徐大椿的治学特点.江西中医药, 

2007,11:11-12

[5] 清·徐大椿.六十自寿.洄溪道情.清刻本:25

[6] 清·徐大椿.题山庄耕读园. 洄溪道情.清刻本:31

[7] 辟邪丸:“雄黃一两,丹参、鬼箭羽、赤小豆各二两,为末蜜丸

桐子大,空心温水下五丸”.见:明·李中梓.医宗必读.卷六.明

崇祯十年刻本:257

[8] 清·徐大椿.徐评临证指南医案.卷二徐评.北京:人民卫生出

版社,995:27

[9] 清·永瑢等.题《神农本草经百种录》.四库全书总目.卷

一百五子部医家类.北京.中华书局,1965:896

[10] 清·徐大椿.医学源流论自序.徐大椿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

医药出版社,1999:113

[11] 清·徐大椿.祭大司寇秦味经先生.洄溪道情.清刻本:48

[12] 徐世昌.果堂学案.清儒学案.卷六十一.北京:中华书局, 

2013:2527

[13] 清·蒋光焴.刻许辛木农部札.洄溪医案卷末附录徐大椿医

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400

[14] 清·徐大椿.兰台轨范凡例.徐大椿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

药出版社,1999:207

（收稿日期：2015年11月28日）



• 1756 • 中华中医药杂志(原中国医药学报)2016年5月第31卷第5期 CJTCMP , May 2016, Vol . 31, No. 5

歙县“新安王氏医学”又称“富堨王氏内科”。起源于1820

年，其始祖为新安歙县王家宅人王学健（名履中），履中公尝学

医于冯塘程思敏先生，其后父子相袭、兄弟相授、祖孙相承，

至今相传六代，传承“新安王氏医学”之衣钵，创新发展家学理

论之精髓。“新安王氏医学”流派为新安医学流派重要组成部

分，在学术上善取诸家之长，自成一家之论；在临证上各擅其

长，既有师承影响，又有自身探索。注重理论创新，注重临床疗

效，注重辨证调理，注重中医药文化传承，注重中医药学术传

承与发展。

新安王氏内科流派水肿病特色理论

水肿多因感受外邪，饮食失调，或劳倦过度等，使肺失宣

降通调，脾失健运，肾失开合，膀胱气化失常，导致体内水液潴

留，泛滥肌肤，以头面、眼睑、四肢、腹背，甚至全身浮肿为临床

特征的一类病证。现代医学中急慢性肾小球肾炎、肾病综合征、

充血性心力衰竭、内分泌失调以及营养障碍等疾病所出现的肿

胀均可按水肿进行辨证论治[1]。

自《黄帝内经》奠定水肿之病因病机及相关基本理论，

《金匮要略》提出水肿分类与治疗原则为始，历代医家逐步发

展和完善了对水肿病的相关理论认识，积累了丰富的临床治

疗方法与用药经验。新安医家常以肺脾肾为切入点，重视三脏

在水肿病治疗中的重要地位；治法上常予宣泄，以期“应机则

昌”；用药上务求切合病情，或以单方参入复方，或时方、经方

并蓄，强调“药性专长”。

1. 重视肺脾肾 《素问·水热穴论篇》指出：“故其本在

肾，其末在肺”。《素问·至真要大论篇》又指出：“诸湿肿满，

皆属于脾”。在《黄帝内经》时期，对水肿病的发病已认识到与

肺、脾、肾有关，脾为中心环节。《景岳全书·肿胀》所云：“凡

水肿等证，乃肺脾肾三脏相干之病。盖水为至阴，故其本在肾；

水化于气，故其标在肺；水唯畏土，故其制在脾。今肺虚则气

不化精而化水，脾虚则土不制水而反克，肾虚则水无所主而妄

行”。王氏医家常以肺脾肾为切入点治疗水肿病，重视三脏在

水肿病治疗中的重要地位，尤为提倡运用健脾化湿法治疗临床

水肿为病。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健脾化湿药能促进胃肠蠕动，

改善小肠消化功能，促进水液重吸收等[2]。

2. 重视宣泄之法 王氏医家认为，湿邪阻滞，清阳不宣，

三焦失其决渎而成水肿。水液的运行，有赖于气的推动，即有

赖于脾气的升化转输，肺气的宣降通调，心气的推动，肾气的蒸

化开合。这些脏腑功能正常，则三焦发挥决渎作用，膀胱气化

畅行，小便通利，可维持正常的水液代谢。反之，若因外感风寒

湿热之邪，水湿浸渍，疮毒浸淫，饮食劳倦，久病体虚等导致上

述脏腑功能失调，三焦决渎失司，膀胱气化不利，体内水液潴

留，泛滥肌肤，即可发为水肿。故而采取宣泄之法，以期“应机

则昌”。

3. 强调“药性专长” 王氏医家制方，务求切合病情，注

意选择具有针对性药物，或以单方参入复方，或时方、经方并

蓄[3]。急慢性肾炎所致水肿，王氏医家善从脾肾论治，认为本病

多责之于脾、肾两脏。脾失转输，肾失开合，膀胱气化失常，导

致体内水液潴留，泛滥肌肤。在发病机制上，脾、肾两脏相互

联系，如脾之病水肿，久必及肾，导致肾虚而使水肿加重；肾阳

虚衰，火不暖土，则脾阳也虚，土不制水，则使水肿更甚。故而

每以补肾健脾，利水消肿为治。

新安王氏内科流派水肿病临床用药特色

新安王氏医家在治疗水肿病中善用对药，每获佳效，主要

有川桂枝与天仙藤，桑白皮与茯苓，以及淮山药、潞党参与黄

芪。或通阳活血、化气行水，或健脾行气、利水消肿，或补中益

气、消肿解毒。遣方用药，似平淡无奇而治效卓著，屡起沉疴。

1. 川桂枝与天仙藤 川桂枝，辛、甘、温，入心、肺、膀胱经，

具有发汗解表，温通经脉，通阳化气的功效。《本经疏证》曰：

“和营、通阳、利水、下气、行气、补中，为桂枝六大功效”。天仙

藤，苦，温，归肝、脾、肾经，行气活血，通络止痛。二药相合，功

能通阳活血，化气行水，为王氏医家治肢体水肿之常用药对。

2. 桑白皮与茯苓 茯苓，甘、淡，平，归心、肺、脾、肾经，功

能利水渗湿，健脾宁心，《本草纲目》谓其“气味淡而渗，其性上

行，生津液，开腠理，滋水源而下降，利小便”；桑白皮，甘、寒，

专入肺经，能降肺气，通调水道而利水消肿，《药品化义》谓之

“治皮里膜外水气浮肿及肌肤邪热，浮风燥痒，悉能去之”。二

者相须为用，共奏健脾行气，利水消肿之效。

3. 淮山药、潞党参、黄芪 王氏医家治疗急、慢性肾炎，浮

肿，蛋白尿等，常用淮山药、潞党参、黄芪等，以收补中益气，

健脾利湿，消肿解毒之效。淮山药，味甘，性平。归脾，肺，肾

经，功能补脾养胃，生津益肺，补肾涩精，又兼清热之功。《本

草纲目》认为山药能“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毛

皮”。潞党参，甘，平，归脾、肺经，补中，益气，生津。《本经逢

原》曰：“清肺。上党人参，虽无甘温峻补之功，却有甘平清肺

之力，亦不似沙参之性寒专泄肺气也”。黄芪，甘，微温，归肺、

脾、肝、肾经。《本草汇言》曰：“补肺健脾，实卫敛汗，驱风运

毒之药也”。

新安王氏内科流派水肿病临床验案举隅

1. 王仲奇水肿案 患者某，初诊：6月6日，湿着气阻，清阳

失其展舒，三焦决渎不行，肿自上而下，已及遍身，阴器亦肿，喉

间殊欠爽适，卧起则浮于上，坐立则坠于下，脉弦。速以宣化、

分利。麻黄（泡去沫炙）1.8g，川桂枝6g，茯苓15g，北细辛1.2g，

五加皮15g，洗腹皮15g，白蔻壳4.5g，佩兰9g，制川朴4.5g，陈皮

6g，陈姜衣1.8g，路路通（去刺）6枚。二诊：左，水气壅逆，窜注

皮肤络膜之间，气化不行，下为跗肿大腹，上为喘呼不得卧，且

咳唾血膜，阴囊光肿，病深且恶，概可想见。姑拟宣泄一法，应

机则昌。麻黄（泡去沫炙），北细辛，制川朴，甜葶苈（隔纸炒），

马兜铃（炙），射干，杏仁（去皮尖），桑白皮（炙），木防己，川

桂枝，野茯苓，法半夏，鼠粘子（白芥子同杵），冬瓜皮，陈大麦

杆。三诊：左，肺居膈上，乃三焦气化总司。跗浮、足麻而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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喉痛，喜呻吟，讵非肺气失利之据乎？茯苓皮，冬瓜皮，大力子

（炒），生薏苡仁，桑白皮（炙），白前，杏仁（去皮尖），射干，

橘红衣，川萆薢，通草。

按：王氏医家善用宣泄之法治疗水肿之症。该例患者属于

湿邪阻滞，清阳不宣，三焦失其决渎，故成水肿。王仲奇先生

认为“肺居膈上，乃三焦气化总司。跗浮、足麻而兼见喉痛，喜

呻吟，讵非肺气失利之据乎?”故而采取宣泄之法，以期“应机

则昌”。麻黄与桂枝均能治水气证，麻黄重在渗利，桂枝重在温

化、气化，麻黄性猛重在祛邪，桂枝性缓兼通兼补；茯苓，洗腹

皮，陈皮，陈姜衣，实为五皮饮加减化裁，功能行气化湿，利水

消肿，用治全身水肿，胸腹胀满，小便不利等症；路路通行气利

水宽中；五加皮祛风湿，可治水肿诸疾；北细辛，既可佐麻黄治

喉间殊欠爽适，又可助陈姜衣化饮之功；佩兰为芳香化湿之要

药；白蔻壳功能化湿畅中、清利湿热；制川朴，与陈皮同用，可

除湿满。二诊、三诊，继续守原法加减。

2. 王任之水肿案 患者某，男，27岁。初诊：1980年6月7

日。1965年有急性肾炎病史，1970年又曾发作，近来肢、指微

浮，尿常规检查有微量蛋白，脉濡弦。姑从脾、肾论治。用药：

潞党参10g，淮山药10g，黄芪10g，楮实子10g，鱼腥草12g，石韦

10g，白茅根15g，陈赤豆15g，生白术6g，茯苓10g，川桂枝4.5g，

天仙藤6g，土茯苓15g。二诊：1980年6月21日，肢、指微浮已不

明显，尿常规检查蛋白转阴。守原加减。上方减川桂枝、天仙

藤，加平地木30g，半枝莲15g。

按：王氏医家善从脾肾论治急慢性肾炎所致水肿。本病

多责之于脾、肾两脏，脾失转输，肾失开合，膀胱气化失常，导

致体内水液潴留，泛滥肌肤。在发病机制上，脾、肾两脏相互

联系，如脾之病水肿，久必及肾，导致肾虚而使水肿加重；肾

阳虚衰，火不暖土，则脾阳也虚，土不制水，则使水肿更甚。

故而王任之先生每以补肾健脾，利水消肿为治。潞党参、淮山

药、黄芪，为王氏医家常用药对，治疗急、慢性肾炎，浮肿，蛋

白尿等，以收益气健脾，利湿消肿之效；川桂枝、天仙藤，通阳

活血，化气行水，用治肢体水肿；楮实子、陈赤豆，既有补肾强

筋骨之效，又可利尿消肿；白茅根配鱼腥草利尿通淋，配伍石

韦，兼可凉血；生白术、茯苓，补气健脾，利水渗湿；土茯苓利

湿，化浊，解毒。综观全方，标本同治，处方精当，故二诊时诸

证均见明显减轻。再守原方出入，以固其效。

3. 王乐匋水肿案 患者某，女，19岁，为公交车售票员。初

诊：1971年4月6日。患者咳嗽气逆，目窠及面部下肢均肿，其肿

势颇盛，夜卧不安，面色晦滞，而血压不高，尿检有红白细胞及

蛋白，有时红细胞多至（+++），蛋白亦常在（++），舌苔白腻，脉

沉细。此水气壅逆，肺气不能肃降，而脾肾之阳受困，益使水气

泛滥横溢也，拟麻附五皮饮出入。处方：净麻黄6g，熟附片（先煎）

10g，青皮6g，陈皮6g，淡姜衣4g，川椒目4g，带皮茯苓18g，大腹

皮10g，炒怀牛膝12g，冬瓜皮15g，莱菔子10g，陈葫芦瓢15g，6

剂。二诊：1971年4月12日。患者浮肿见退，气急渐平，前方去莱

菔子，加五加皮10g，汉防己10g，6剂。三诊：1971年4月18日。患

者浮肿续有减退，犹然咳嗽气逆，舌苔亦退，脉仍沉细，乃于

原方嘱续服6剂，以观进退。四诊：1971年4月24日。患者肿势仍

甚，诸证大体如前，因思患者尚系在急性期，何妨一用攻逐，以

挫其势，能得水气一退，然后予以健脾肾而利气之法。在麻附

五皮饮基础上酌加攻逐。处方：炙麻黄6g，熟附片（先煎）10g，淡

姜衣4g，汉防己10g，五加皮10g，煨甘遂6g，炒黑丑6g，大腹皮

10g，陈葫芦瓢15g，带皮茯苓18g，杜赤豆30g，4剂。五诊：1971

年4月28日。上方服后，肿势十退六七，于是上方再加川桂枝6g，

嘱再服4剂。六诊：1971年5月6日。肿势十退八九，乃从原第一

方加桂枝6g，生白术10g，接服10剂，浮肿基本消退，尿检亦基

本正常，乃以参苓白术散以巩固疗效。

按：此为三焦失职，水泛为肿之症。主水者肾，制水者脾，

肺为水之上源。若肾命气化不及，脾胃运输无权，肺气宣降失

常，三脏同病，津凝为水，停于体表，遂呈水肿。上气喘满知为

肺气宣降失调，舌淡苔白知为肾命气化不及，中焦为津气升降

之轴，上下齐病中焦鲜有无恙。故而王乐匋先生采用麻附五皮

饮加减化裁，以宣上温下，三焦并调。净麻黄宣发上焦，肺卫宣

通，则水从汗泄，肺气肃降，则水道通调，此宣上法；熟附片温

暖下元，助肾命阳气，阳气旺盛，则水津四布，五经并行，此温

下法；淡姜衣温胃散水，青皮和陈皮醒脾化湿，令中原有主，则

水有所制，此调中法；大腹皮、带皮茯苓淡渗利水，通调水道，

是于调理三脏功能以外，祛除已停积水；大腹皮、青皮和陈皮

醒脾利气，于流通津液以外，未忘行气；川椒目利水消肿，祛痰

平喘；怀牛膝、冬瓜皮、陈葫芦瓢，祛湿利尿通淋；莱菔子降气

化痰。诸药合用，体现三焦同治，宣上温下，津气并调之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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