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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景辩治 便不利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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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suria has been mentioned several times in “Treatise on cold” and “Golden Chamber” of Zhang Zhong-jing in Han Dynasty. This 

article makes a detailed discussion of etiology, pathogenesis, treatment and prescription of Dysuria from three periods that is Han and 

Tang Dynasty, Song and Yuan Dynasty, Ming and Qing Dynasty. It has demonstrated the inheritanc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academic ideas of later physicians from Zhang Zhong-jing, which enriched and developed the theory of Zhong-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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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緖論

小便不利为病症名, 伤寒杂病论字词句大辞典 定义为“或言
小便排出不畅, 或言小便量少, 或言二者并见”1)即是小便量减
少, 排出困难的统称. 张仲景“小便不利”的涵义进行了界定. 认
为小便不利并非单指尿液减少, 凡是小便排出困难, 不能如常
通利, 或有频数, 或为尿少, 皆可以小便不利名之. 癃闭, 淋证
等亦可以出现小便不利, 但癃闭, 淋证等为病名, 特点转归自成
一体, 与“小便不利”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张仲景关于“小便不利”的因, 机, 证, 治系统总结, 为后文奠
定了基础. 病因多为感受外邪, 情志失调, 湿热发黄, 脏腑失调, 
误治失治等所致. 病机有水邪内蓄, 水热互结, 津液损伤, 枢机
不利, 湿热蕴结, 寒湿郁阻, 水谷不分, 阳虚水停之不同. 总结
主要治法有化气利水, 清热滋阴, 疏畅气机, 清热除湿, 宣肺化
饮, 清热利水, 温阳化气, 温肾补益. 代表方剂有五苓散, 猪苓
汤, 茵陈蒿汤, 真武汤, 金匮肾气丸, 四逆散, 甘草附子汤, 小
青龙汤, 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等. 

Ⅱ. 本论
 
以“小便不利”为关键词检索, 选出具有代表性的医家著作论述, 

对其内容进行分析, 整理, 总结出后世医学对小便不利的病因病
机与治疗治则. 

 
1. 汉隋唐时期

汉隋唐时期, 医家对小便不利的阐释以外因为主, 病机多为
湿热. 汉代华佗在著作 中藏经 中进一步指出酒热所伤, 色
欲过度等是引起小便不利, 淋证的原因, 如“诸淋与小便不利者, 
皆由五脏不通, 六腑不和, 三焦痞涩, 荣卫耗失, 胃热饮酒, 过
醉入房, 竭散精神, 劳伤气血, 或因女色兴, 而败精不出, 或迷
宠不已而真髓多输. 或惊惶不定, 或忧思不宁, 或饥饱过时, 或
奔驰不定, 或隐忍大小便, 或发泄久兴, 或寒入膀胱, 或暑中胞
囊.”2)

隋代巢元方在 诸病源候论ㆍ小便诸候3)中提出小便不通与

1) 王付. 伤寒杂病论字词句大辞典, 学院出版社. 2005: 712.
2) 李聪甫主编. 中藏经校注.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0: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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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便难的病因都是由于肾和膀胱有热. 但说明由于热的程度不同, 
而导致小便不通和小便难的区别, 并阐述了肾与膀胱在淋证小便
不利发病的关系, 认为“诸淋者, 由肾虚而膀胱热故也.”

唐代王焘在著作 外台秘要4)中认为导致小便不利的病机为肾
阳虚, 气化不利, 或湿热壅滞, 少阴气机不利, 或水邪凝结, 或
误汗后枢机不利, 或伤寒热盛, 并提供了治疗原则和方药. 肾阳
虚引起气化不利导致小便不利, 当以温肾阳利水法, 用真武汤; 
湿热壅滞导致小便不利, 当以除湿清热法, 用茵陈汤; 少阴阳郁
气滞, 疏达解郁, 使气机宣畅, 当用四逆散加茯苓; 水邪凝结导
致小便不利, 当以健脾行水化饮, 用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 误
汗后枢机不利导致小便不利, 当以和解少阳, 用小柴胡桂姜汤; 
伤寒热盛者, 当以清热利水, 用滑石汤和瞿麦汤. 

 
2. 宋金元时期

宋金元时期对小便不利的认识多从内因出发, 病理因素也更
为广泛, 如虚劳, 血虚, 风闭等皆可导致小便不利, 不只局限于
湿热. 

宋ㆍ太平圣惠方5)认为小便不利以虚劳为主. 提出方药有八
种. 虚劳骨节疼痛, 小便不利者宜服泽泻散; 虚劳, 心神烦热, 
小便不利者宜服蘧麦散; 虚劳下焦气滞, 导致小便不利者宜服
紫苏散; 虚劳腹痛者, 宜用赤茯苓散; 虚劳烦热, 阴肿疼痛导致
小便不利者宜服石苇散; 虚劳而下焦有热者, 宜用赤芍药散; 虚
劳而腹胁满闷, 四肢烦疼者宜用大黄丸; 虚劳而中焦虚寒者, 宜
用大麻仁丸. 

金代李东垣在著作 兰室秘藏 中指出了小便不利的上, 下
焦之分及其治法. 如“渴而小便不利者, 是热在上焦肺之分, 故
渴而小便不利也. ……如不渴而小便不通者, 热在下焦血分, 故
不渴而小便不通也.”6)李氏提出4类方药, 如治不渴而小便闭, 热
在下焦血分也, 用通关丸; 如治渴而小便闭涩不利, 邪热在上焦
气分, 用清肺饮子; 如治小便闭塞不通, 乃血涩致气不通而窍涩
也, 用导气除燥汤; 如治肾疸目黄, 甚至浑身黄, 小便赤涩, 用
肾疸汤. 

元代罗天益在著作 卫生宝鉴7)中认为导致小便不利的病机
有三类：一为津液偏渗于肠胃, 二为热搏下焦津液, 三为脾胃
气涩引起导致小便不利. 津液偏渗于肠胃, 大便泄泻, 而小便赤
少, 宜分利而已. 热搏下焦津液, 则热湿而不行, 必渗泄则愈. 
脾胃气涩, 不能通利水道下输膀胱而气化. 湿热内蓄, 膀胱气化
不利者, 用茯苓琥珀汤. 

元代朱丹溪在著作 丹溪心法ㆍ小便不通 中8)认为导致小

便不利有气虚, 血虚, 有痰, 风闭, 实热等不同原因, 并开探吐
一法. 譬如滴水之器, 闭其上窍, 则下窍不通, 开其上窍, 则下
窍必利. 心身有热, 小便不利, 用草蜜汤, 蒲黄汤.

 
3. 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 伤寒论杂病论 理论与临床研究都有长足的发展, 
在小便不利的论治方面, 明清医家们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仲景学说, 完善了治法方药, 从虚, 实, 心, 
肝, 脾, 肾等角度论治, 可谓既丰富多彩, 又系统完整. 明清时
期对小便不利的病因病机更全面. 对六经辨证有很大的发展. 

明ㆍ症因脉治9)认为导致小便不利的病机分为外感与内伤. 
外感有运气, 伤寒 (热结膀胱, 湿热发黄, 汗下亡津), 阴寒湿
内结. 内伤分实, 虚两类. 热结, 水液偏渗, 元气素虚或汗下太
过均会引起气化不及, 真阴不足诸症. 运气小便不利以阳明燥热
导致者, 用知母石膏汤, 清燥汤; 少阴君火者, 用导赤各半汤; 
太阴湿生者, 用苍术防风汤. 伤寒热结膀胱者, 用仲景五苓散, 
羌活木通汤; 阳明湿热, 用茵陈汤, 平胃四苓散, 猪苓汤; 脉虚
亡津液, 用生脉散合当归补血汤; 里热二便俱闭者, 用八正散; 
温热病者, 小便不利, 用猪苓汤, 导赤各半汤. 太阴寒湿者, 用
甘草附子汤, 术附汤; 少阴水气者, 用真武汤; 少阴阴寒者, 用
四逆汤. 内伤肺经有热者, 用清肺饮, 黄芩泻白散; 大肠有热者, 
黄连枳壳汤; 胃热不清者, 清胃汤; 心经有热者, 泻心汤; 小肠
有热, 导赤各半汤; 肾经有火, 知柏地黄丸; 膀胱结热, 车前木
通汤. 偏渗胃有痰饮者, 二陈平胃散; 胃火不清者, 清胃汤; 脾
胃寒者, 理中汤; 肺气不足者, 生脉散; 中气不足者, 补中益气
汤; 膀胱气弱, 不及州都者, 人参车前汤. 肺阴不足者, 生脉散, 
人参固本丸; 肝阴不足, 海藏四物汤; 肾阴不足, 知柏天地煎加
玄武胶. 肝肾两虚者, 用 金匱要略 肾气丸, 八味丸. 

明ㆍ医宗必读10)按 内经 分肝与督脉, 三焦与膀胱四
经. 而提出妊娠小便不通, 产后小便不通. 若肺燥不能生水, 则
气化不及州都, 法当清金润肺; 脾湿不运, 而不上升, 故脾不能
生水, 法当燥脾健胃; 肾水燥热, 膀胱不利, 法当滋肾涤热. 孕
妇胎满压胞, 多致妊娠小便不利, 宜升举其气, 用补中益气汤, 

3) 丁光迪. 诸病源候论校注.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1: 95.
4) 唐ㆍ王焘. 外台秘要.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55: 92-93.
5) 宋ㆍ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5: 122-156.
6) 金ㆍ李东垣. 兰室秘藏.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1: 97-99.
7) 元ㆍ罗天益. 卫生宝鉴.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7: 218-219.
8) 元ㆍ朱丹溪. 丹溪心法.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5: 144-145.
9) 明ㆍ秦景明. 症因脉治.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8: 322.
10) 明ㆍ李中梓. 医宗必读.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5: 353-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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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味丸. 产后小便不通者, 多因气虚, 热气入腹内即通. 
明ㆍ万病回春 提出清肺饮子治疗小便不利证. “清肺饮子, 

治渴而小便不利者, 是热邪在上焦肺之分, 故不利也. 若肺中有
热, 不能生水, 是绝其水源. 治宜淡渗之剂, 以清肺之气, 泄其
火邪, 滋水之上源也.”11)

清ㆍ伤寒大白 说导致小便不利为热结, 风湿相搏, 阳气不
足, 津液损伤导致, “太阳热结, 小便不利, 仲景用五苓散, 家秘
用羌独木通汤. 阳明热结, 小便不利, 仲景用猪苓汤, 木通汤, 
六一散. 另有风湿相搏, 身肿身痛, 小便不利, 用通苓散, 羌活
胜湿汤. 有肠胃热结, 大便闭涩, 小便不利, 用八正散.”12)如少
阴心火旺而小便不利者, 用导赤各半汤, 治热极. 少阴肾经火旺
而小便不利者, 用知柏六味丸, 治水虚; 少阴肾火衰而小便不利
者, 用金匱肾气丸, 治火虚; 真阳气不足用金匱肾气丸; 中阳气
不足用补中气汤; 误汗后津液损伤导致小便不利者, 用生脉益
气汤; 误下后津液损伤导致小便不利者, 用生脉建中汤.

清ㆍ伤寒恒论 认为阳明热盛, 津液亏虚, 阳明中寒, 阳明
湿热, 水湿内郁, 遏热亏津, 气机不畅均可导致小便不利.  阳
明热盛, 津液亏虚者用猪苓汤利小便以泻热. “若渴欲饮水, 小
便不利者, 是阳明饮热并盛, 津液不得下通, 猪苓汤利小便, 以
泻下焦之热也. 故郑氏曰：原文变换太冗, 俱宜按病治去.”13)
阳明中寒者认为“按中寒故不能食, 不食则中宫气衰, 转输失职, 
故小便不利.”可选用理中汤加砂仁, 阳明湿热者用茵陈蒿汤. 认
为“小便不利者, 邪不得下泄”, “阳明病没有汗出, 是湿热不能
外散; 小便不利, 凡水湿不能下行”; 阳明被火, 热邪无从下泄, 
遏热津亏者用 子柏皮汤以清热利湿. 气机不畅小便不利者用
大承气汤. “如郑氏所说总缘燥屎不行, 隔塞于中, 各经气机不
得舒畅所致. 用大承气汤内攻燥屎, 燥屎除则诸证自愈.” 14)

清ㆍ医法圆通：“小便不利一证, 有阳虚, 阴虚, 心移热于
小肠, 与太阳腑证中之蓄尿, 蓄热, 蓄血, 窿闭诸证.”15)阳虚小
便不利者, 用桂苓术甘汤以扶阳. 阴虚小便不利者, 用四苓滑石
阿胶汤, 益元散. 心移热于小肠致小便不利者, 用黄连解毒汤. 

清ㆍ伤寒指掌 提出小便不利的禁利小便法和利小便法. “小
便不利, 有可利者二. 热结膀胱宜利, 湿热发黄宜利. 若大病后, 
汗下后, 津液内竭, 故不利. 若强利之, 则水愈涸, 必纯用养阴
生津之品, 则津液复而水道行矣, 痢亦然.”, “是以汗多津亏, 禁
利小便”16) 

清ㆍ伤寒论纲目 认为小便不利因被下, 汗, 亡津液, 热郁, 
寒邪, 湿热内蒸所致. “苏颂曰：小便不利有数种, 有因被下者, 
津液耗于内也. 有因汗者, 津液亡于外也. 有因发黄与痞及热病
者, 热郁所致, 风湿相搏, 与夫阳明中风, 其小便不利, 寒邪所
乘”, “若小便不利, 则湿热内蒸于脏腑者, 因黄色外见于皮肤, 

而发黄矣.”17)治疗方法提出阴虚火动者加炙柏, 木通, 生地; 内
热盛者, 用八正散.

清ㆍ医学心悟 认为导致小便不利为津液不足, 郁热内蓄, 
寒邪, 气虚. 曰“小便不利, 有数种. 因汗下而小便不利者, 津液
不足也. 黄疸热病, 小便不利者, 郁热内蓄也. 风湿相搏, 与夫
阳明中风而小便不利者, 寒气所乘也. 更有气虚而小便不利者, 
宜详辨之.”18)

清ㆍ医学衷中参西录 强调三焦气化. 认为人之水饮, 由三
焦而达膀胱, 三焦者非阳气不能宣通, 上焦阳虚者, 水饮停于膈
上, 中焦用虚者, 水饮停于脾胃. 下焦阳虚者, 水饮停于膀胱; 
又认为水饮必随气血流行, 而后达于膀胱, 出为小便. 张氏以气
血流行解释三焦气化, 其意在于认为气弱血亏, 以及因寒因热, 
气血流行不畅, 皆能影响三焦气化, 而致小便不利. 其病因病机
认为阳分虚损, 气弱不能宜通, 致小便不利; 阴分虚损, 血亏不
能濡润, 致小便不利; 因热膨胀, 困凉凝滞, 三焦水道闭塞, 致
小便不利. 并认为风水是由于风袭人之皮肤, 由太阳经传至太
阳腑膀胱, 气化失司而成, 常用滑石易石膏, 取汗以通三焦用
气, 使水饮下达膀胱, 出为小便, 有其独到之处. 还引 内经 ; 
“肝热病者小便先黄.”认为肝与小便也大有关系 对臌胀的治疗
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张锡纯治疗小便不利必审阴阳虚实. 如治
阳分虚损, 气弱不能宣通, 致小便不利, 用宣阳汤方; 治阴分虚
损, 血亏不能濡润, 致小便不利, 用白茅根汤;; 治阴虚不能化
阳, 小便不利, 用济阴汤; 升麻黄芪汤, 用虚者．气分亏损, 可
单用, 重用黄芪; 阴虚者 其血分枯耗, 宜重用滋阴之药, 兼取
阳生阴长之义, 而以黄芪辅之; 至阴用两虚者, 黄芪与滋阴之
药, 可参半用之. 治疗小便不利, 法当通利, 通法各异, 凡医多
以利水为通. 张氏认为“利水之药非不可用, 然贵深究其病因, 而
为根本之调治, 利水之药, 不过用作向导而已.”19)“阴虚者, 多
用补水之药则伤阴; 阳虚者, 多用利水之药亦伤阳.”“盖病至成
水肿, 即病因实者, 其气血至此, 亦有亏损, 猛悍药, 或一再用
犹 可, 若不得已而用至数次, 亦宜以补气血之药辅之.”重视治
病求本, 调气和血.

11) 明ㆍ龚廷贤. 万病回春.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 238.
12) 清ㆍ秦之桢. 伤寒大白.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2: 241.
13) 清ㆍ郑钦安. 伤寒恒论.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9: 63.
14) 清ㆍ郑钦安. 伤寒恒论.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9: 65
15) 清ㆍ郑寿全. 医法圆通. 学苑出版社, 2009: 50-51.
16) 清ㆍ吴坤安. 伤寒指掌. 上海卫生出版社, 2006: 37.
17) 清ㆍ沈金鳌. 伤寒论纲目. 上海科学技术出社, 1958: 169.
18) 清ㆍ程国彭. 医学心悟.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7: 114.
19) 清ㆍ张锡纯. 医学衷中参西录.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9: 4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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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结论
对历代名医名著中对小便不利的病因, 病机及证治, 方药等

进行了详细的疏理和论述, 展现了后世医家对张仲景辨治小便不
利学术思想的继承, 发展与创新, 汉隋唐时期对小便不利的阐释
以外因为主, 病机多为湿热. 宋金元时期对小便不利的认识多
从内因出发, 病理因素也更为广泛, 如虚劳, 血虚, 风闭等皆可
导致小便不利, 不只局限于湿热明清时期, 在小便不利的论治
方面, 明清医家们在总结 前人经验的基础上, 进一步丰富和发
展了仲景学说, 对小便不利的病因病机更全面, 对六经辨证有
很大的发展, 完善了治法方药, 从虚, 实, 心, 肝, 脾, 肾等角
度论治, 可谓既丰富多彩, 又系统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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