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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解表药 
 

第一节 发散风寒药 

 

麻黄 

【性味归经】辛、微苦，温。归肺、膀胱经。 

【功效】发汗解表，宣肺平喘，利水消肿。 

【经验辑要】 

麻黄，味苦温无毒。主治中风伤寒头痛，温疟，发表出汗，去邪热气，止咳逆上气，除寒热，破癥坚积聚，

一名龙沙。（《神农本草经》） 

治身上毒风顽痹，皮肉不仁。（《药性本草》） 

治鼻窍闭塞不通，香臭不闻。（《滇南本草》） 

麻黄治温病无汗，煎汤服，发汗差。（《东医宝鉴•杂病篇•卷六》） 

周仲瑛：麻黄为哮喘用药之首，临床特别要注意掌握其禁忌证：①头额汗出清冷，心悸喘促，气息短促微

弱，有喘脱征象者；②痰少而黏，不易咳出，咽干，手足心热，舌红，苔少或光剥，脉细数等真阴亏损者：

③平素肝阳上亢者。（《中医医案医话》） 

刘燮明：临证凡风寒表实、咳喘、水肿、风湿痹痛、阴疽诸证不分季节均可在相应方药中加用麻黄。个人

浅见，以上诸证只要掌握舌不干红、苔不光剥、身无汗出三要点即可放心使用。（《南方医话》） 

章真如：在哮喘发作时，用他药不易控制，选麻黄可立竿见影。在水肿无尿时，它药无效，麻黄可很快利

尿消肿。当然，无论定喘或利尿均应在复方中使用，不宜单味煎服。（《中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集第 1卷》） 

陈瑞春：临床用麻黄治咳嗽药量宜轻不宜重。余毕生喜欢用麻黄治咳嗽，尤其是冬春两季咳嗽，麻黄是必

用药。夏秋也不忌用麻黄，但用量都很轻。（《豫章医萃——名老中医临床经验精选》） 

龚志贤：麻黄根有止汗之功，可治寒湿身痛有汗之证。用其止汗，其用量可大于麻黄一两倍，虚人可用麻

黄根 30g 左右炖肉汤服，可平喘止汗。（《龚志贤临床经验集》） 

朱进忠：曾记得在北洋军阀混战初期，当时遇伤寒病，开麻黄汤后没有一例发汗者，初开麻黄 6g，后开 9g，

最后开至 18g，服法遵仲景法，一例也未发汗。反复诊视均为“太阳病，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

恶风无汗而喘者”或“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的典型证候，

久久不得其解。及至到数个药铺一看，才稍有所悟。因地处雁北，麻黄满山遍野皆是，患者用药均用自采

者，药铺所存者均为数年至十几年的陈货，陈久者辛温发散之功已减，甚至已消失殆尽，所以前开之麻黄

汤均无发汗之功。乃嘱患者一律改为新鲜麻黄 9g（干品），果然服后效如桴鼓，汗后病愈。自此以后，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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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麻黄汤、大青龙汤发汗解表者，一律应用麻黄采后 1年之内者。（《黄河医话》） 

雷仕卓：曾亲见一处方，方中麻黄生用量达 50g，询其曰该方为祖上所传，专治风寒湿痹，麻黄一药用量

曾达 100g 之多，闻者咋舌，然其方确乎神效。（上海中医药杂志，1995（3）：35.） 

王豪：用单味生麻黄治疗睡中遗尿，效果极为理想，但对白天不能控制小便而自遗者则无效。方法：按年

龄取生麻黄（5-7岁 3g，8-15岁 8g，16岁以上 10g），用冷水浸泡 1小时，然后煎 2次，将 2次所得药汁

合并，睡前顿服，连服 1个月。一般有效病例服药 1-3次即可见效。（浙江中医杂志，1995（1）：34.） 

米伯让：在治疗急性肾炎中，均以麻黄为君药，用量多在 14～28g，小儿也用至 17. 5g。在治疗慢性肾炎

中，均以附子为君药，用量多在 28～70g。（天津中医，1988（2）：5.） 

甄绍先：近年来在治疗湿温、鼓胀等病，属湿浊久羁不去者，常加麻黄，屡收桴鼓之功，从中略受启迪。

（河南中医药学刊，1994，9（4）：34.） 

汪渭忠：麻黄用于治疗疔疮，首见于《外科正宗》的七星剑方中，主治疗疮走黄。临床见疔毒根深坚硬，

肿势剧增，掀红灼热，周围浸润明显，发热烦躁，头昏头痛，口渴喜饮，尿赤便结，舌红苔灰黄，脉数等

气分热炽时，即于大剂清热解毒剂中，佐入少量麻黄，取其辛散，使毛孔开，毒邪随汗外泄。（《杏林医选·江

西名老中医经验选编》） 

邓全四：麻黄有通便之功，与其他药配伍可治疗便秘症。特别是老年体虚，肺失宣降，气化不足，津液不

能润大肠，泻下之药不可用。使用此方每能获效。（中医杂志，1992（4）：9.） 

蔡抗四：常单独运用麻黄，治疗顽癣、痹证、功能性不射精症，获效显著。我单独运用麻黄，剂量成人一

般 15～50g。冬季量宜偏大，夏季量宜小。武火煎煮，沸后 5 分钟即服，日服 2 次，冬季宜温复取汗。素

有鼻衄及高血压者忌用。只要辨证准确，我临床运用 30余年，未曾偾事。（中医杂志，1992（4）：5-6.） 

孙润斋：我们在临床上遇有喘息患者，兼有高血压或睡眠欠佳的，是麻黄在所当禁，此时应摒弃麻黄而另

选它药。余遇此症常以地龙代麻黄，效果令人满意。本品又能降低血压，驰缓小肠的紧张性，且有抗组胺

及解热镇痉作用。以地龙代麻黄治疗喘息兼有高血压及发热患者，自属丝丝入扣，余于临床用之屡矣，效

果稳妥可靠，故特志之。（《孙润斋医案医话》） 

治疗顽癣：麻黄 15克，加清水 1小碗，武火煎沸 5分钟，温服。每日 2次，连服 10剂。治疗 42例，全部

痊愈。（中医杂志，1992，4：5） 

治疗小儿遗尿：用生麻黄 3~10克（5~7 岁儿 3克，8~15 岁 5克，16岁以上 10克），以冷水浸药 1小时，

煎取汁 2次，合并药汁，临睡顿服。连用 1个月。（浙江中医杂志，1995，1：34） 

 

1.目翳 

1968 年，余遇一位李姓老人，因患目翳前来门诊求治。自诉：20 年前，在四川患过此病，经某
医投大剂麻黄内服而速愈，深信麻黄治翳之功。看过几家医院，请求开麻黄，都被拒绝，再次请求
我开麻黄给他内服。言词肯切，不可不信。经查看眼部，翳色深沉，白睛暗赤紫胀，且伴有畏冷、
头痛、身痛、脉沉等症状，确为宜用麻黄发散之寒翳。当即选四味大发散加归尾、赤芍以活血；蝉
蜕、木贼以退翳。投以常量，麻黄用 9g，连服 3 剂，无不良反应。仍投前方麻黄，增量到 15g，又
服 3 剂，仍无不良反应，且自觉疼痛减轻。查看翳障较前缩小，白睛暗赤大减。仍投前方，麻黄增
量到 24g，连服 2 剂，患者自觉胸中有些不舒，头稍昏，但畏冷、头痛、身疼等症已消失。翳障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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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白睛黯赤基本消退，再减量为常量，连服 5 剂，除黑睛中有薄翳外，其他病状全部消失。（湖
北中医杂志，1986；（1）） 

 

2.胃痛 

曾治一虚寒胃病患者，始投小建中汤加减治之，其效甚微。患者遇寒辄重，无奈之际，加入炙
麻黄 6g 试用。3 剂后疼痛大缓，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之后多次验证，均有明显疗效。证明麻黄不
仅有解除支气管痉挛作用，而且有解除胃痉挛的作用，从而达到止痛效果。（中医杂志，1992；（3）：

4~5） 

 

3.便秘 

董某，男性，80 岁。10 年来大便秘结，每次服用西药果导才能缓解。近期服用多种中西药，效
不显，食欲减退，脉大无力，舌红苔薄白水滑。药用：麻黄 25g，白术 20g，杏仁 15g，甘草 5g，每
日 1 剂，水煎服。服 3 剂，大便通畅。每次便秘，投用此方即效。白术、杏仁、甘草 3 味药虽能治
便秘，但在临床中不用麻黄，只用这 3 味药，疗效不显著，有个别患者还出现胸闷感。特别是老年
体虚，肺失宣肃，气化不足，津液不能润大肠，泻下之药不可用，使用此方每能获效。笔者长期用
于临床未见一例汗出不止，确为实践经验。（中医杂志，1992；（4）：9） 

 

4.遗尿 

陈某，男，15 岁。1983 年 10 月 5 日来诊。睡中遗尿多年，久治未效。纳谷不香，疲乏无力，
常易感冒，学习成绩不好，动则自汗，舌胖，苔白，脉弱。辨证为脾虚气弱，膀胱失约。拟补中益
气，敛汗缩泉。用药：生黄芪 15g，白术、陈皮、炒山药、山楂各 10g，党参、生龙牡各 15g，升
麻、柴胡各 3g，当归、乌药各 6g。药服 30 剂，精神、体力好转，饮食改善，学习成绩也好转。惟
遗尿不能解除，在原方中加入麻黄 6g，服药 30 余剂，不再遗尿。（《千家妙方》） 

 

5.尿失禁 

蔡某，女，68 岁，1967 年 10 月间就诊。患者被戴高帽游街时尿失禁，此后一天失禁 2~5 次，
已经 10 天。诊时面色苍白，舌淡脉虚，予麻黄、白术、当归各 9g，升麻 6g，党参、黄芪各 24g，水
煎服。次日无尿失禁，而头昏心悸，谓一夜难以入眠。去麻黄再予 3 剂，仍 1 天尿失禁 2~3 次，再
加麻黄 4.5g，2 剂症状减轻，5 剂后不再尿失禁。再服 7 剂停药，至 2 年后去世，没有再发生尿失
禁。（江苏中医，1997；（10）：9） 

 

6.不射精 

刘某，28 岁，1986 年 12 月 7 日初诊。婚后 3 年不育，性交不能射精。检查：外阴发育正常。
性生活尚可，10 天左右遗精 1 次，脉弦细。余用麻黄 3g 研末敷脐中，用麝香虎骨膏 1 张贴上，每晚
临睡用，连用 7 日，性交可射精。4 个月后其妻怀孕，近年用此法治愈 62 例不射精患者。（中医杂
志，199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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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阳痿 

傅某，男，38 岁，个体户。1987 年始患阳痿，尔后到处就医，服中药百余剂，同时还采用针
灸、理疗等多种方法，均未奏效。几年来精神负担加重，对治疗已失去信心。1990 年 11 月底，患者
一次重感冒，恶寒怕冷，咳嗽痰多，喉痒，投麻黄解表之类药，3 剂后，表症解，数年阳痿之症奇
迹般地有了转机。后又服壮阳养阴之品以巩固疗效，结果适得其反，随之又服上述感冒药 3 剂，阳
痿之症又见好转。之后在滋阴养阳之品中加入麻黄 5g，服 5 剂，功效倍增，阳痿之症消除。观察月
余，疗效平稳。（中医杂志，1992；（4）：9） 

 

8.痹症 

笔者 1 年前曾见一处方，方中麻黄生用量达 50g。询其曰：该方为祖上所传，专治风寒湿痹，麻
黄一药用量曾达 100g 之多。闻者咋舌，然其方确乎神效，故附于后。患者魏某，男，52 岁。主诉下
肢痿软，无力行走，多拄杖勉而行之，时感疼痛，尤以阴雨天为甚，病程缠绵达 2 年之久。该医者
遂拟方：麻黄 50g，桂枝 50g，血竭 5g，白芷 10g，制二乌各 10g，川牛膝 10g，熟地 10g，制乳没各
10g，黄芩 10g，当归 10g，威灵仙 10g，每日 1 剂，研末吞服，早晚各 1 次。服药 10 余剂后，患者
即愈。现随访 1 年，行如常，疼痛全无，且工作多月。（雷仕卓）（雷仕卓. 麻黄大剂治愈风寒湿痹[J]. 上

海中医药杂志, 1995(03): 35.） 

 

9.肢痛 

王某，男，28 岁，1976 年 2 月 10 日初诊。病者于半月前，在风雪、冰冻之际，徒步行走 45 华
里回家过年，第二天，双下肢开始疼痛，初不介意。3 天后疼痛加剧，不能下床行走，到医疗站就
医，先后服安乃近、独活寄生汤等，疼痛渐减，但双下肢沉重，不能行走，肌肉不仁，遇热稍舒，
微肿，脉沉紧，舌质淡，苔白。余用麻黄 50g，清水一大碗，武火煎沸 5 分钟，乘热服之，日服两
次，温覆取汗。3 剂后，双下肢沉重感大减，可扶杖而走，再服 3 剂痊愈。（中医杂志，1992；（4）：5） 

 

10.雷诺氏病 

曾于 1979 年冬治一女性雷诺氏病患者，前医投当归四逆汤加减，先后服药 20 余剂，疗效不
著，转诊于余。测血压发现仅为 85/55mmHg，忖思再三，遂以前方加黄芪 30g，5 剂后仍不尽人
意，血压无明显改变，肢端寒凉如冰。忽然想起麻黄升压，且善祛大寒，即以上方加生麻黄 6g，投
药 3 剂，肢体末梢转温，血压见升。又投 5 剂，血压升至 105/70mmHg。病去大半，之后屡用效果
均佳。看来麻黄收缩血管与西药升压机理殊也。尽管收缩末梢血管，也不因此而恶化微循环功能。
（中医杂志，1992；（3）：4~5） 

 

11.顽癣 

李某，男，32 岁。1983 年 7 月 18 日初诊。自诉两大腿内侧患顽癣 3 年，每于夏月盛暑奇痒尤
甚，须用癣药水外搽患处，可缓解片刻。曾服清热、疏风、解毒剂，少效，至秋冬渐愈，夏季又复
发。余用麻黄 15g，清水一小碗，武火煎沸后 5 分钟，温服，日服 2 次，3 剂后痒大减，连服 10
剂，痒止，遂停服，未见任何副作用。服药 10 分钟后，仅见汗出周身，擦干汗后，无任何不适，随
访 3 年，未见复发。近几年先后用此法治愈 42 例顽癣患者。（中医杂志，199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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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发散风寒药 

 

 

麻黄 

【性味归经】辛、微苦，温。归肺、膀胱经。 

【功效】发汗解表，宣肺平喘，利水消肿。 

【配伍辑要】 

麻黄、杏仁 

杏仁汤：麻黄八分（去节）、杏仁四十枚（去尖）。上切。以水一升，煮取七合，去滓分服。主治咳嗽上气。

百日小儿患热气急不得服；小便赤黄，服之甚良。（《外台》卷三十六引《备急》） 

二物汤：麻黄一斤（去节），杏仁一百枚。上各为散。上气发时，服方寸匕，可至三方寸匕。以气下为候，

不必常服。治上气兼咳。按：本方麻黄、杰仁二物合用，故名“二物汤”。乃麻黄汤去桂枝、甘草而成，要

在降气平喘，微散肺寒，而不在发汗解表也。《外台》引《备急》本方用治小儿喘咳，名“杏仁汤”，亦可

见所重在杏仁，而不在麻黄也。（《外台》卷十引范汪方》） 

 

麻黄、茵陈 

续命汤：山茵陈一两（拣择净）、麻黄（去节）四两。上为粗末。每服十钱匕，水三盏，煎至二盏，入好酒

一盏半，更煎三五沸，去滓服尽。不得离卧床上，避风三七日，须服六十一日，乃无后患也。寝室须是不

透风，仍从十月后，二月以前，可用此法治之，过此时，热难用也。主治瘫痪风。（《圣济总录》卷七） 

麻黄茵陈醇酒汤：麻黄、茵陈。用无灰好酒煎服。主治黄疸，表实无汗。（《金鉴》卷四十二） 

 

麻黄、酒 

麻黄一大把去节，美清酒五升，煮取二升半，去滓，顿服尽。古今方云，伤寒热出发黄疸，宜汗之则愈，

冬月用酒，春宜用水煮之良。（《外台秘要•卷四•黄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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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黄、麻黄根各二两，以头生酒五壶，重汤煮三炷香，露一夜，早晚各饮三五杯，至三五日出脓成疮，十

余日脓尽，脓尽则红色褪，先黄后白而愈。（《华佗神方·卷十一·治酒渣鼻方》） 

治产后腹痛，及血下不尽。麻黄去节，杵末，酒服方寸匕，一日二三服，血下尽即止。（《子母秘录•产后》） 

张和平：用麻黄酒内服治疗酒渣鼻 18例，效佳。方法：生麻黄节、生麻黄根各 80g，白酒 1500ml。将麻黄

节、麻黄根切碎，用水冲洗干净，放入干净铝壶内，加进白酒 1500ml，加盖，武火煎 30 分钟后，置于阴

凉处 3小时，用纱布过滤装入瓶内备用，早、晚各服 25ml，10天为 1个疗程。一般服药 5-8天后，患部出

现黄白色分泌物，随后分泌物结痂，脱落，局部变成红色。20~30 天后，皮肤逐渐变为正常，其他症状随

之消失。（湖北中医杂志，1991（3）：13.） 

 

麻黄、甘草 

甘草麻黄汤：甘草二两、麻黄四两。以水五升，先煮麻黄，去上沫，纳甘草，煮取三升，温服一升。重覆

汗出，不汗再服。主治里水，一身面目黄肿，其脉沉，小便不利。宜忌：①《金匮》：慎风寒。②《外台》：

忌海藻、菘菜。（《金匮》卷中） 

《备急》葛氏疗卒上气，鸣息便欲绝方。又方，麻黄去节，甘草（炙）各二两，上二味切，以水三升，煮

取一升半，分三服。《古今录验》用水八升，煮取三升八合。差后，欲令不发者，更取二味，并熬杏仁五十

枚，捣筛密和丸，服四五丸，日三。（《外台秘要•卷十•卒上气方》） 

洪广祥：少数病例服用麻黄后，可能会出现心率加快或轻微兴奋感。遇见这种情况时，不必停用麻黄，在

方中酌加生甘草 10～15g，即可以消除这种不良反应。（《豫章医萃一名老中医临床经验精选》） 

刘惠纯：用麻黄、甘草两味药为主，治肺感风寒，微热恶风，咳嗽上气，胸满不畅之证，甘草用量不应超

过麻黄用量的 1/2或 1/3，则疗效很好。若两者等量或甘草多于麻黄，则疗效明显降低。（《广州市中医医院名

医临证精要》？） 

刘韵远：余治疗小儿哮喘，一般不用生麻黄，多采用炙麻黄，因小儿哮喘发作之际，常有自汗出，炙麻黄

不仅可减轻发汗之功，相对可增强止咳平喘之力。若与炙甘草相配，除有助于止咳平喘解痉作用外，具有

减轻麻黄之毒及辛散之功，更可避免心悸之弊，从而增强止咳平喘的作用而提高疗效。（《燕山医话》） 

 

其他 

廖家兴：王琦（胥山老人）在张隐庵（志聪）《侣山堂类辨》跋云：“张隐庵治粮道某患癃闭，诸医妄效，

张以补中益气汤投之，一剂而愈。又卢晋公（复）治粮道某溺闭甚亟，诸医束手，卢以人参、麻黄各一两

投之，不踰时而溺。”卢张同为清朝康熙时武林人，故事又同一粮道（粮官），均用升补而效。是否传闻溢

美，卢张分得其功？然升补治疗溺闭，可为法外之法。特别是人参、麻黄配伍尤为得宜。余常则于化石通

淋药中加入麻黄一味，舒张平滑肌，扩张输尿管，利尿解痉，用治尿路结石，每获良效。治结石余还喜加

入木贼草 30克至 40克，体会到木贼草既有明目退翳的作用，也有溶解结石的作用。麻黄扩张输尿管，利

尿有利于结石排出，木贼草功能溶解结石，二者配伍，相得益彰。（《杏林医选》第 98页） 

白秀璞：治疗梅核气惯用麻黄配半夏。（《津门医萃·第 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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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小儿疹子，当解散热邪，以此同杏仁发表清肺，大有功效。（《药品化义》） 

于己百：治疗小儿遗尿，考虑患儿常有睡后不易叫醒而尿床的实际情况，同时受到麻黄汤兴阳不睡副作用、

别称“还魂汤”的启发。所以治疗小儿遗尿时，在辨证处方的前提下，常常加入麻黄汤之主药麻黄 10g，

桂枝 10g，以充心阳，健元神，往往能取得非常显著的临床效果。（《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于己百》） 

人参佐麻黄，表实无汗者，一服即效……麻黄无葱汗不发。（《东医宝鉴·杂病篇•卷一》） 

治疗小儿腹泻：麻黄 2~4克，前胡 4~8克，水煎成 30毫升左右，稍加白糖频服，每日 1剂。共治 138例，

均每日泻下黄色、黄青色稀水样或蛋花样大便 5~15次。（中西医结合杂志，1988，6：351） 

高玲宗：炙麻黄、白糖各 1两，将麻黄水煎 2次，其澄清药液混合在一起，然后加入白糖，待冷后频频饮

服，每日 1 剂，分 6-8 次服完，治疗小儿支气管哮喘。如果伴有感染者，应配合抗生素治疗。（赤脚医生杂

志，1978（3）：13.） 

段富津：笔者恒以麻黄 20g配生石膏 40g治疗风水，不但未曾有烦者，且疗效甚佳。（《北方医话》） 

治疗肾绞痛：麻黄、细辛各 6克，附子 15克。武火急煎，煎药时间不宜长，去上沫，候温顿服。若不效，

半小时后再煎服。痛势越急、越重者，效果越快、越好。（浙江中医杂志，1988，6：247） 

李兰舫：少数患者，长期服用或重用麻黄，药后有一时性口燥和夜眠不适感，前者逾时自解；后者可于治

疗方中加入酸枣仁、首乌藤等药。（中医杂志，1992（4）：7.） 

陈家璋：余认为还具有醒脾之功，我用于纳呆腹胀，取得桴鼓之效。临床常见有的患者纳呆腹胀，医者用

广木香、厚朴、砂仁、炒白术、炒三仙等行气健脾、开胃之药月余而效不显，余在辨证用药基础上加上麻

黄配菖蒲，起到醒脾、消胀、开胃之效。如系湿阻中焦而痞满者，麻黄配苍术，以燥湿散湿，引湿出表。

在治疗痞满时，但见舌苔腻为据，均可在辨证用药的基础上加麻黄，达中焦转枢之用，药后出现打嗝、转

矢气，其痞塞满闷感顿时消除。用量 3～15g。（中医杂志，1992（3）：7.） 

肖国士： 1968年春，肖氏遇一李姓老人，因患目翳前来门诊求治。自诉：20年前，在四川患过此病，经

某医投大剂麻黄内服而速愈，深信麻黄治翳之功。看过几家医院，请求开麻黄都被拒绝，再次请求开麻黄

内服。言词恳切，不可不信。经查看眼部，翳色深沉，白睛暗赤紫胀，且伴有畏冷、头痛、身痛、脉沉等

症状，确为宜用麻黄发散之寒翳。当即选四味大发散加当归尾、赤芍以活血；蝉蜕、木贼以退翳。投以常

量，麻黄用 9g。连服 3剂，无不良反应。仍投前方麻黄增量到 15g，又服 3剂，仍无不良反应，自觉疼痛

减轻，查看翳障较前缩小，白睛暗赤大减。仍投前方，麻黄增量到 24g，连服 2 剂，患者自觉胸中有些不

舒，头稍昏，但畏冷、头痛、身痛等症状已消失，翳障继续缩小，白睛暗赤基本消退。再减为常量，连服

5 剂。除黑睛留有薄翳外，其他症状全部消失。风寒目翳，以高寒地带和山区农村多见，城镇亦偶见之，

为陈寒内伏传肝，郁而化火生翳。只有用辛温发散之剂，祛其陈寒，则目翳自退。若误以为热，施用寒凉

药物，则愈治愈剧矣，肖氏常用四味大发散加味治之，屡收良效。四味大发散，原载《眼科奇书》，以善于

宣肺气、开腠理、透毛窍、散风寒的麻黄为君，以善于发散风寒、通窍止痛的细辛为臣。《神农本草经》载：

“久服明目，利九窍。”《秘传眼科龙木总论·七十二证方论》，共选方 150首，而用细辛的有 82首，可见

眼科运用之广。本方还以善于发表散寒、祛风胜湿的藁本为佐；以善于疏散风邪、清利头目的蔓荆子为使，

在此基础上再酌情加味，可通治眼部风寒湿证，不局限于风寒目翳也。原书所载药味的用量很重，现临床

眼科医师多不敢用，究竟用多大剂量为佳，肖氏用递增法以探其宜。这种由少到多的配量法，胆大心细，

安全可靠，亦可作为选用其他燥烈药和毒性药时参考。（湖北中医杂志，1986（1）：35.） 

郝现军：笔者临床发现麻黄具有显著的补益作用，在大队补益药中加小剂量麻黄（一般在 10g以下），能助

补益之力。麻黄系空心走表，能助长黄芪、人参、肉桂的补气温阳作用。凡辨证属气虚证而见面色㿠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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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短乏力、气喘者，用人参、黄芪、山药配以小剂量麻黄取效更捷。小剂量麻黄同时具有升提助发中气作

用，凡气虚下陷或久泻者，用补中益气汤配以少量麻黄，其升提作用更为明显。此外，麻黄还具有健胃作

用，对脾胃虚寒者可在辨证方中加用麻黄。（上海中医药杂志，2005，39（11）：25.） 

井建梅：经过反复实践，拟定了一药少效高、易被儿童服用的止遗尿方：麻黄、益智仁、黄芪、桑螵蛸、

甘草。方中药物的用量，可按年龄大小，给一般常用剂量即可，唯麻黄的剂量应大一些，3-5岁者每剂 4g，

6-12 岁者每剂 6g，12岁以上者每剂 9g。如果方中去掉麻黄、或麻黄用量太小疗效就会明显受到影响。治

疗中未发现有出汗过多及其他不良反应。遗尿止后，每周可再给药 1-2剂，继续治疗 1个月，以巩固疗效。

（实用中医药杂志，1999，15（1）：42.） 

冯石松：麻黄、贝母（打碎）各 10g，冰糖 30g，白酒 150ml（可视患者酒量增减）。将上方中诸药同盛在

一碗内，点火燃烧，同时搅拌，待酒精含量约 15%（基本不能燃烧）为准。冷却后，去渣，1日分 3次服用

（可用菜肴同饮）。主治：风寒感冒咳嗽、寒湿咳嗽、久咳及慢性支气管炎咳嗽，尤以感冒后食用牛、羊、

狗肉等腻滞之品而致肺气失宣、久咳不止者疗效尤佳。若纯属肺热咳嗽者，须与清肺泻火药配伍。此方无

论有痰无痰皆可用之，尤适宜于嗜酒而兼咳嗽者。（四川中医，1996，14（7）：24.） 

王少华：通过多年实践，发现虚喘在辨证论治的前提下，参入一味蜜炙麻黄，确有立竿见影的近期疗效。

其中肺虚之喘，用生脉散加麻黄。我治肾虚之喘，常用贞元饮（熟地黄、当归、炙甘草）加麻黄。虚喘用

麻黄的剂量，约为治实喘的 1/2，一日量掌握在 3～6g为宜。（中医杂志，1992（3）：6.） 

朱大年：一般无汗表实者可用生麻黄，表虚有汗者用水炙麻黄，但咳喘而无表证者用蜜炙麻黄。有些哮喘

患儿用麻黄后可引起汗出及心率增快。凡素体气虚、表卫不固的患儿，除采用水炙或蜜炙麻黄外，还应避

免与桂枝同用，并在方中佐用龙骨、牡蛎敛汗固涩。对服麻黄后，容易引起心率增快者，可加用磁石及加

大甘草用量的方法，以减轻这种不良反应。据现代经验，用麻黄平喘与治疗咳嗽不同，用量可适当增大，

方能奏效，每剂用量可掌握在 9g左右，但生麻黄用量不超过 9g，婴儿、幼童可适当减量。（《长江医话》） 

邵长荣：麻黄宣肺平喘，剂量在 6～12g，为治喘良药，但是有时也会出现性躁、出汗、心悸等表现以及升

高血压的情况。避免这些副作用：①麻黄根配麻黄：麻黄根有固表止汗的作用，可收麻黄散越之性。麻黄

根能使离体心脏收缩力减弱，血压下降。②麻黄改用黄荆子：黄荆子有祛痰平喘作用，而无麻黄升高血压

和心悸的不良反应，因此对于哮喘发作较重者，常在不增加麻黄的基础上同用黄荆子；或对伴有高血压病、

心脏病的老年哮喘患者和哮喘轻度发作者，则改用黄荆子。③加重芍药、五味子用量：赤芍、白芍同用，

剂量在 15～18g、五味子 6～9g。三药不但可以防止麻黄的副作用，还可提高平喘效果。（《邵长荣肺科经验集》） 

刘渡舟：麻黄治喘，寒热咸宜，与干姜、细辛、五味子相配则治寒喘；与石膏、桑皮配伍则治热喘：与杏

仁、薏苡仁相配则治湿喘。除心、肾之虚喘必须禁用外，余则无往而不利也。（《刘渡舟临证验案精选》） 

 

1.中风 

周某，男，42 岁。一年前经某市级医院 CT 诊断为脑血管畸形，手术后出现失语，右手指
紧握不能伸屈，右足不能步履，中西医治疗均无改善。望诊：面色暗红，精神萎靡，患肢
（指）肤冷，舌质暗红，苔薄，脉沉细。治拟温通脑络法，予通脑方 7 剂（生麻黄 10g，桂枝
15g，生甘草 10g，川芎 15g），一周后复诊无效。继用上方，生麻黄增至 20g，桂枝 15g，生甘草
10g，川芎 15g，再服 7 剂。再诊时患指能自主伸屈，右下肢能小幅度上提。继用通脑方，生麻
黄增至 30g，桂枝 20g，生甘草 30g，川芎 15g，再服 7 剂。患者右掌指伸屈幅度明显加大，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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