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서    론

    1978년 알마아타의 선언 이후 1차 보건 의료에 있어 통 의

료가 담당할 수 있는 역할이 강조됨에 따라 많은 국가들이 정책

으로 난치성 질환 치료제 개발을 하여 많은 연구비와 인력

을 투여하고 있다. 이  糖尿病은 癌, 高血壓과 더불어 3  

병의 하나로 난치성 질환으로 간주되고 있다. 우리나라 경우 이

환율이 체 인구의 약 2-3% 정도로 추정되며, 선진국의 경우 

체 인구의 5% 정도로 보고되고 있다. 이에 따라 糖尿病 치료제 

시장도 1985년 135억 달러에서 2025년 300억 달러로 성장할 것으

로 상되고 있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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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ed on the theories and clinical data of oriental medicine, traditional medicinal prescriptions known to be 

effective to diabetic nephropathy were collected. The prescriptions were carefully examined and analyzed in order to 

be used as fundamental material for experiments and in clinicals. More than 40 publications related to diabetes were 

arranged and analyzed. Of the complications, diabetic nephropathy part of the publications were specifically focused 

during analysis. Data were analyzed and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the quantity, prescription, differentiation of symptoms, 

signs and addition and subtraction of each medicine. Frequently used medicine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prescription was Yukmigihwang-tang(六味地黃湯) based medicine and prescriptions of its addition and 

subtraction, which was 15% of the total prescriptions cited.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medicine was Astragali Radix, 

mentioned 192 times in the prescriptions. Hoelen was next with 180 citations, followed by Dioscoreae Rhizoma with 

147 times, Rehmanniae Radix with 140, Corni Fructus with 131, Salviae Miltiorrhizae Radix with 106, Angelicae 

Gigantis Radix with 101, Alismatis Rhizoma with 95, Rhei Rhizoma with 90, Atractylodis Rhizoma Alba with 84, 

Rehmanniae Radix Preparata with 78, Leonuri Herba with 74, Moutan Cortex Radicis with 66, Aconiti Lateralis 

Preparata Radix with 66 Cnidii Rhizoma with 65, Pseudostellaria heterophylla with 62, Liriopis Tuber with 55, Lycii 

Fructus with 52,  Rhei Rhizoma with 49, Codonopsis Pilosulae Radix with 44, Paeoniae Radix Rubra with 44, 

Schisandrae Fructus with 42, Polyporus with 42, Achyranthis Radix with 41 and Euryales Semen with 40. Medicines 

prescribed more than 30 grams a day included Astragali Radix, Imperatae Rhizoma, Benincasae Pericarpium, Leonuri 

Herba, Dioscoreae Rhizoma, Plantaginis Semen, Polyporus, Hoelen, Halloysitum Rubrum, Achyranthis Radix, Arecae 

Pericarpium, Phaseoli Angularis Semen, Coicis Semen, Rhei Rhizoma, Salviae Miltiorrhizae Radix, Sargassum, 

Ostreae Concha, Pseudostellaria heterophylla, Epimedii Herba, Rehmanniae Radix, Scrophulariae Radix and 

Polygonati Rhizoma. No scientific reports on the traditional medicinal aspects of diabetic nephropathy was searched. 

This analysis report would be able to provide the basis of developing new drug candidates for the treatment of diabetic 

nephropathy, as well as securing the EBM for the traditional medicines already being prescribed to the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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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특히 糖尿病性 腎病證은 액 투석이나 복막 투석을 받고 

있는 말기 신부 증의 3  원인  하나로, 糖尿病 발생율이 증

가 추세에 있어 사회 으로 문제시 되고 있다. 새로 투석을 받는 

환자의 약 1/3～1/2은 糖尿病性 腎病證에 의한 腎不全症이며, 

糖尿病이 있는 경우 투석  사망률이 糖尿病이 없는 경우에 비

해 50% 이상 높기 때문에 糖尿病性 腎病證의 방  치료는 매

우 요하다.

    糖尿病性 腎病證은 한의서에서 문 인 용어로는 찾을 수 

없으나, 蛋白尿를 주 증으로 한다는 에서 ‘精氣下泄’, ‘虛損’ 등

의 범주에 속하고, 多飮, 多食, 多尿, 消瘦 등의 증상은  ‘消渴’, 

‘腎消’ 범주에, 水腫은 ‘虛勞’ ‘水腫’, ‘關格’ 등의 범주에 속한다. 

糖尿病과 마찬가지로 이 역시 五臟虛損, 飮食不節, 勞倦內傷, 失

治 誤治 등이 주 병인으로 인식되고 있다. 病位로는 腎臟과 脾臟, 

肺臟  肝臟과 한 계가 있으며, 血, 水濕, 痰濁이 병발

함으로써 病症을 악화시키는 것으로 보고되고 있다. 주요 病機로

는 공통 으로 消渴이 장기 으로 진행됨에 따라 津液 虧損이 

심해지거나, 久病에 다양한 원인에 의해 燥熱이 內生하고, 津液

이 부족한 상태에서 濕熱과 血이 倂發되어 발생하는 것으로 

인식되고 있다. 初期에는 正虛邪實 형태이나, 終期에는 邪盛正虛 

형태로 변형되며, 血이 시종 발생함으로써 虛實錯雜證인 난치

성 질환으로 유도된다. 

    이러한 의학 인 문제로 인하여 糖尿病性 腎病證에 한 연

구는 다각 인 연구가 필요하나, 정확한 이해 부족으로 재 한

의학에서 이에 한 문헌  실험  연구는 무한 상태이다. 

    따라서 본 연구에서는 糖尿病性 腎病證 치료 물질 개발과 

임상 활용을 한 문헌 연구로써 한의학  이론  임상 결과

에 하여 糖尿病性 腎病證에 유효한 한방 처방을 수집한 후 

이를 정리․분석함으로써 실험  임상의 기  자료를 제공하

고자 하 다.

내용  방법

    최근 국에서 발행된 41종의 糖尿病 련 서 을 심으로 

해석 정리하 으며, 糖尿病 기술  합병증 부분에서 糖尿病 腎

病證에 한 부분을 발췌하여 정리 분석하 다. 최근 서 에 과

거 모든 처방이 인용되어 있어 이를 분석함으로써 고서 과 

복을 피하고자 하 다. 국내 糖尿病 문 련 한의학서는 3종에 

불가하여 이를 심으로 정리하되, 기존의 처방집에서 유 한 부

분을 발췌 정리 분석하 다. 본 연구는 실험 연구를 한 기  

연구로, 다용약물, 처방, 변증, 증상  가감법 등으로 나 어 정

리 기술하 으며, 이를 심으로 다용 빈도 약물을 통계 처리하

다. 복된 43개의 처방은 1회 표기를 원칙으로 하 다. 처방

명이 없는 경우에는 ‘無名方’으로 표기하 으며, 치법이 있는 경

우에는 치법 끝에‘방’자를 붙여 표기하 다. 치법이 없는 경우에

는 공란으로 표시하 다. 각각의 참고 서 의 형식이 일정치 않

아 처방, 변증, 증상  가감법 등의 부분에서 없는 경우에는 공

란으로 처리하 다. 한약명은  한의과 학 본 학 공통 교재의 

한약명에 하여 표기하 다.

결    과

1. 糖尿病 신병의 서의학  정의

    糖尿病性 腎病證(Diabetic nephropathy)은 1형 糖尿病의 

30-40%, 2형 糖尿病의 15 -20%에서 발생한다. 미세  합병증  

가장 나 에 발 되지만 결국 慢性 腎不全症으로 투석 치료나 

신장 이식을 필요로 한다. 액 투석이나 복막 투석을 받고 있는 

末期 腎不全症의 3  원인  하나로 되어 있으며, 糖尿病이 차

지하는 비율이 증가 추세에 있어 사회 으로 문제시 되고 있다. 

새로 투석을 받는 환자의 약 1/3~1/2은 糖尿病性 腎病證에 의한 

腎不全症이며, 糖尿病이 있는 경우 투석  사망률이 糖尿病이 

없는 경우에 비해 50% 이상 높기 때문에 糖尿病性 腎病證의 

방  치료가 더욱 요하다. 糖尿病性 腎病證의 기 소견은 소

변에 미량의 알부민이 빠져나가는 미세 알부민뇨 단계이다. 제 1

형 糖尿病에서 미세 알부민뇨의 출 은 다음 단계의 腎證으로 

진행하는 가장 확실한 측 방법이며, 제2형 糖尿病에서도 다른 

인자들이 작용하지만 역시 蛋白尿  단계로 미세 알부민뇨가 

나타난다. 한 미세 알부민뇨는 糖尿病의  합병증을 측

 하는 요한 지표이다. 

    이를 다시 기수별로 나 어 기술하면 제1기(early 

hypertrophy & hyperfunction)에는 신장 크기가 20% 증가하며,  

gFR, 신 류량, 압 등이 증가한다. 제 1형 DM 糖尿病 환자는 

糖尿病 진단시 거의 모든 환자가 이미 제1기로 평가된다. 제 2기

(renal lesion without clinical sign)는 糖尿病 진단 후 2～3년 뒤 

사구체 모세  기 막(gBM)이 비후되고, mesan gial cell 증식

하나, 임상 소견은 제1기와 비슷하다. 제3기(incipient 

nephropathy, "microalbuminuria")는 糖尿病 진단 후 10～15년 

뒤 발생 (25～40% 의 환자에서)하며, glomerular filtration 

barrier의 손상이 오기 시작한다. HTN 환자에서는 심 계 

험 증가와 명백한 련성이 있다. 이 단계까지는 당 조 로 정

상화될 수 있다(reversible). 제4기(clincal nephropathy, "overt 

proteinuria")는 microalbumin uria 시기 후 1～5년 뒤 발생하며, 

부종(NS)과 HTN의 발생이 증가하며, 당 조 만으로는 신기능

의 하를 지연시키지 못한다. 제 4기 이 후에 발견되는 환자의 

경우 diabetic nephropathy는 반드시 다른 기 의 vasculopathy

와 동시에 진행하므로 사구체 손상이 당뇨에 의한 것인지 확인

하기 하여는 안  검사를 하여 retinopathy를 확인하는 것이 

단에 도움이 된다. 제5기(CRF, ESRD)는 부종과 HTN 악화, 다

량의 proteinuria 지속(->hypoalbuminemia)되며, 최소한 75%의 

환자가 10년 이내에 ESRD로 진행한다. 거의 모든 환자에서 

retinopathy 동반되고, 신장에서의 insulin 사 감소로 인해 

당이 발생하기 쉽다. 

2. 한의학  변증과 활용 처방

    한의학에서 처방 활용은 변증에 근거하여 이루어지는 까닭

에, 본 증은 크게 ‘氣陰兩虛’, ‘腎陰虛’, ‘脾腎陽虛’, ‘肝腎陰虛’, ‘陰

陽兩虛’, ‘血 氣滯’, ‘肺胃燥熱證’으로 크게 별하여 처방의 운

용이 이루어졌으며, 이들이 상호 복합되어 다양한 辨證(표 4)으



糖尿病性腎病證의 활용 처방  약물에 한 연구

- 1367 -

로 처방이 작방되었다. 약물 가미는 표 3에 나타난 바와 같이 辨

證과 증상에 따라 나 어 정리 기술함으로써 임상에 있어 매우 

요한 자료가 될 것으로 기 된다. 아래에 기술되는 모든 처방

은 辨證에 따라 기본방으로 활용되었고, 증상에 따라 다양한 가

감이 이루어졌다. 가장 빈도수가 많은 활용 처방은 ≪ 兒藥證直

決≫의 六味地黃湯1)을 기본방으로 한 가감방(芪蟬地黃湯, 蔘芪

地黃湯, 歸藥地黃湯, 濟生腎氣丸, 降糖補腎湯 등등)으로 체 인

용 처방  15%를 차지하 다. 이는 蛋白尿와 水腫을 주 증으로 

‘精氣下泄’, ‘虛損’ ‘虛勞’ ‘水腫’, ‘關格’ 등의 범주로 인식되는 까

닭에 地黃湯이 기본방으로 다용된다고 볼 수 있으며, 糖尿病 치

료 처방에서도 地黃湯이 다용된다는 에서 큰 차이가 없었다. 

특히 辨證에 있어 ‘氣陰兩虛證’이 가장 많이 나타나는 것으로 

악되어, ≪內外傷辨惑論≫의 ‘生脈散’2)을 비롯하여 ‘蔘苓白朮散’, 

‘六君子湯’, ‘玉女煎’ 등이 地黃湯과 合方하여 다용되었으며, 증상

에 따라 표 3에 나타난 바와 같이 가감이 이루어졌다. 이는 앞서 

언 한 바와 같이 결국 糖尿病性 腎病證의 환자에게서 ‘虛損’과 

‘虛勞’의 다양한 증상이 발 된다는 을 의미한다.

    水腫의 病機를 ‘脾腎陽虛證’ ‘陽虛水泛證’으로 인식하여 ≪

傷寒論≫의 ‘眞武湯’3)을 기본으로 ≪重訂嚴氏濟生方≫의 ‘實脾

飮’4), ≪濟生方≫의 ‘濟生腎氣丸’5)을 심으로 다양한 가감이 이

루어졌다. ‘肝腎陰虛證’인 경우에는 ≪丹溪心法≫의 ‘大補陰丸’6)

과 ≪續名醫類案≫의 ‘一貫煎’ 등이 地黃湯과 합방하여 사용되었

으며, 이 밖에 ≪症因脈治≫의 ‘當芍地黃湯’7) 등이 응용되었다. 

‘陰陽兩虛證’인 경우에는 ≪金匱要略≫의 ‘金匱腎氣丸’8), ≪景岳

全書≫의 ‘大補元煎’9)이 기본방으로 사용되었다. ‘血 氣滯證’인 

경우에는 ≪醫林改錯≫의 ‘血府逐 湯’10)과 ‘補陽還五湯’11)이 기

본방으로 타 처방  약물과 병용되어 응용되었다. 마지막으로 

實證性으로 나타나는 肺胃燥熱證’은 ≪傷寒論≫의 ‘白虎加人蔘

湯’12), ≪景岳全書≫의 ‘玉女煎’13), ≪金匱要略≫의 ‘麥門冬湯’14), 

≪溫病條辨≫의 ‘沙蔘麥門冬湯’15)이 기본방으로 응용되었다. 加

減法은 기본 으로 기존의 韓醫學的, 本草學的 이론에 의해 이루

어졌으나, 상기한 바와 같이 환자의 다양한 증상에 따라 수 종의 

 1) 熟地黃 20 g, 山藥 12 g, 山茱萸 12 g, 澤瀉 10 g, 白茯苓 15 g, 牧丹皮 10 g

 2) 人蔘 10 g(別煎), 麥門冬 10 g, 五味子 10 g  

 3) 白茯苓 12 g, 白芍藥 12 g, 白朮 15 g, 附子 10 g, 生薑 9 g, 甘草 6 g 

 4) 白茯苓 12 g, 白芍藥 12 g, 白朮 15 g, 附子 10 g, 生薑 9 g, 厚朴 10 

g, 木瓜 10 g, 木香 9 g, 草果 9 g, 檳榔 9 g, 乾薑 12 g, 甘草 6 g, 

大腹皮 10 g, 大棗 10 g

 5) 附片 9 g, 白茯苓 12 g, 澤瀉 12 g, 山茱萸 12 g, 山藥 15 g, 車前子 

12 g, 牧丹皮 10 g, 肉桂 3 g, 川牛膝 12 g, 熟地黃 18 g 

 6) 熟地黃 18 g, 黃柏 12 g, 鱉甲 18 g, 知母 12 g

 7) 當歸 12 g, 白芍藥 12 g, 熟地黃 12 g, 山茱萸 9 g, 山藥 15 g, 澤瀉 

10 g, 牧丹皮 12 g 

 8) 附子 10 g, 肉桂 5 g, 熟地黃 20 g, 山藥 15 g, 山茱萸 12 g, 澤瀉 10 

g, 白茯苓 12 g, 牧丹皮 12 g

 9) 人蔘 10 g, 炒山藥 15 g, 熟地黃 18 g, 杜冲 10 g, 枸杞子 15 g, 當歸 

10 g, 山茱萸 12 g, 灸甘草 6 g 

10) 桃仁 12 g, 紅花 9 g, 當歸 9 g, 生地黃 9 g, 川芎 5 g, 赤芍藥 6 g, 

牛膝 9 g, 桔梗 5 g, 柴胡 3 g, 枳殼 6 g, 甘草 3 g  

11) 黃芪 120 g, 當歸尾 3 g, 赤芍藥 5 g, 地龍 3 g, 川芎 3 g, 紅花 3 g, 桃仁 3 g  

12) 生石膏 50 g, 知母 10 g, 甘草 6 g, 粳米 20 g, 人蔘 9 g 

13) 生石膏 50 g, 知母 10 g, 熟地黃 15 g, 玄蔘 15 g, 麥門冬 15 g, 懷牛膝 15 g 

14) 麥門冬 15 g, 半夏 9 g, 人蔘 10 g, 甘草 6 g, 粳米 20 g, 大棗 10 g

15) 麥門冬 15 g, 沙蔘 15 g, 扁豆 10 g, 甘草 6 g, 桑葉 10 g, 天花粉 15 g 

가감이 이루어져 임상에 활용도가 높을 것으로 사료된다.

표 1. 활용처방명

芪蟬地黃湯, 香砂六君子湯, 蔘芪地黃湯, 大補元煎加減, 歸藥地黃湯, 
建領湯加減, 四君子湯, 濟生腎氣加減, 吳茱萸湯, 半夏加白茯苓湯, 
溫膽湯加減, 甘露消毒丹加減, 桂枝白茯苓丸, 桃仁四物湯加減, 八珍
湯合, 生脈湯加減, 杞菊地黃丸合駐景丸加減, 龍膽瀉肝湯加減, 丹梔
逍遙散加減, 清氣化痰湯加減, 補中益氣湯加減, 糖腎靈, 澤黃顆粒, 腎
病康湯, 保腎康, 保腎湯, 保元排毒丸, 保元排毒丸, 糖腎平湯, 補腎活
血方, 補腎養陰活血方, 補陽還五湯, 蔘芪黃顆粒劑, 濟生腎氣丸, 降糖
補腎湯, 益氣活血方, 丹氏補腎降糖湯, 糖腎湯, 杞菊地黃湯加減, 滋腎
固精湯, 複方牛蒡子合劑, 活血利水方, 血府逐 湯, 活血化 湯, 藿朴
夏苓湯, 當歸補血湯, 地黃湯, 健脾舒腎湯, 健脾固腎湯, 降糖補腎湯, 
解毒通絡補腎丸, 荊防蔘芪湯, 龍膽瀉肝湯加減, 麥地消渴湯, 培本活
血湯, 芡芪合劑, 桑皮降氣湯, 疏風活血化 湯, 舒糖愈腎飮, 糖腎方, 
糖腎健湯, 固精排濁方, 溫脾湯, 降糖益腎湯, 益腎合劑, 益腎活血方, 
加味鹿茸丸, 補元春澤湯, 消渴益腎湯, 活血淸利方, 腎衰顆粒, 糖腎降
膠囊, 大黃化 湯, 瓜蔕瞿麥湯, 糖腎益泰湯, 芪蟬地黃湯, 益氣活血利
水湯, 加味玉液湯, 溫腎活血湯, 三仁湯加味, 愼柔養眞湯, 金匱腎氣丸
加味, 香砂六君子湯加味, 五苓散合二仙湯加減, 黃芪地黃湯, 六味地
黃湯加味, 水陸二仙丹, 眞武湯加味, 桂附地黃湯加味, 左歸飮加減, 大
黃蟅蟲丸加減, 蔘苓白朮散合玉屛風散加減, 桂附理中丸加減, 生脈飮
合杞菊地黃湯, 齋生腎氣丸合實脾飮, 四君子湯合大黃附子湯加減, 蔘
芪地黃湯合補陽還五湯加減, 濟生腎氣丸, 糖通脈胶囊, 糖腎康胶囊, 
三黃茅益湯, 大黃化 湯, 養陰降濁湯, 蔘芪地黃湯加減, 脾腎氣虛型
方, 陰陽兩虛型方, 金匱腎氣丸加味, 杞菊地黃湯加味, 四物五藤湯加
味, 益氣固本湯, 知栢地黃湯加味, 芪蛭二黃湯, 蔘芪附黃湯, 濟生腎氣
丸加減, 人蔘歸脾湯加減, 六君子湯合六味地黃湯加減, 杞菊地黃湯加
減, 實脾飮加減, 大黃附子湯加味, 加味地黃湯, 白虎人蔘湯加味, 生脈
散合六味地黃湯加減, 腎氣丸加減, 眞武湯合二陳湯加減, 地栢地黃丸
加減, 生脈散加減, 二仙丹合補中益氣湯加減, 金匱腎氣丸加減,糖兩潤
燥飮, 蔘苓白朮散加減, 育飮冷散湯, 芪蛭二黃湯, 蔘芪附黃湯, 濟生腎
氣丸加減, 蔘芪地黃湯加減, 水陸二仙丹合芡實合劑加減, 白虎人蔘湯
加味, 生脈散合六味地黃湯加減, 眞武湯合二鑛湯加滅, 人蔘歸脾湯加
滅, 六君予湯合六味地黃湯加滅, 杞菊地黃湯加減, 實脾飮加減, 苓桂
朮甘湯合眞武湯加滅, 大黃附子湯加味, 羚羊鉤藤湯加滅, 金匱腎氣丸
加味, 杞菊地黃丸加減, 二仙湯合五苓散加減, 當歸補血湯合濟生腎氣
丸加減, 己椒藶黃丸加減, 旋復代赭湯加減, 合香丸加味, 龜鹿二膠
丸, 蔘桂鹿茸丸, 滋補肝腎丸, 丹蔘歸脾湯, 滋腎建脾化 方, 消益腎飮, 
調腎湯, 益氣補腎方, 益腎湯, 消蛋白湯, 腎夏湯, 滋腎消渴湯, 糖腎方, 
加減黃芪地黃湯, 滋腎化 湯, 濕腎降浊湯, 益腎活血方, 自拔降糖腎
方, 通絡益腎合劑, 二地苦靑湯, 止消通脈宁, 蔘芪地黃湯, 補腎固精湯, 
丹嗜保腎降糖湯, 培本活血湯, 舒糖愈腎飮, 通絡補腎湯, 降糖益腎湯, 
補腎湯, 補陽還五湯, 刺五加合黃芪注 液, 蜂 化 方, 藿朴夏苓湯, 
降糖益腎湯, 康腎湯, 白虎加人蔘湯, 玉女煎, 消渴湯, 加減復脈湯, 生
脈散, 玉女煎合生脈散, 氣陰固本湯, 益氣滋腎化 湯, 玉液湯, 蔘芪地
黃湯,固腎方, 一貫煎合六味地黃丸, 當歸地黃湯, 溫腎活血湯, 柴苓湯, 
降糖活血方, 血府逐 湯, 桂枝白茯苓丸, 五苓散合血府逐 湯, 大黃
附子湯, 腎氣丸加減, 杞菊地黃湯加味, 知栢地黃丸加減, 生脈散加減, 
補脾補腎方, 益胃湯加減, 人蔘歸脾湯加減, 六君子湯合六味地黃湯加
減, 杞菊地黃湯加減, 實脾飮加減, 苓桂朮甘湯合眞武湯加減, 大黃附
子湯加味, 羚羊鉤藤湯加減, 消渴方加減, 生脈散合玉女煎加減, 六昧
地黃丸合桃紅四物湯加減, 真武湯合五皮飲, 大補元煎, 桂附地黃湯, 
濟生腎氣湯, 實脾飮, 黃蓮溫膽湯, 葉黃蓮湯, 半夏加白茯苓湯, 補
肺湯, 益胃湯, 六君子湯, 苓桂朮甘湯, 大黃附子湯, 羚角鉤膝湯, 芪蛭
二黃湯, 蔘芪附黃湯, 蔘芪丹鷄地黃湯加減, 四五湯, 六味地黃丸合
二至丸, 生脈飮合五苓散加減, 六味地黃湯合四物湯加減, 金匱腎氣丸
合防己黃芪湯加減, 一貫煎合桃紅四物湯加減, 辰武湯合血腑逐 湯加
減, 杞菊地黃丸合桃紅四物湯加減, 二陳湯合桃紅四物湯加減, 複方丹
芎片,黃連羊肝丸, 五苓散加減, 防己黃芪湯加減, 腎氣丸加減, 眞武湯
合苓桂出甘湯加減, 桂枝白茯苓丸合黃芪建中湯加減, 吳茱萸湯合 半
夏白茯苓湯加減, 葶藶大棗瀉肺湯合己椒藶黃丸加減, 蔘芪地黃湯加味, 
水陸二仙丹 或芡實合劑, 眞武湯加味, 桂附地黃湯 或 濟生腎氣湯加
味, 化濁解毒扶正飮加減, 淸心蓮子飮加減, 蔘苓白朮散加減, 蔘芪地
黃湯, 補腎益氣湯或濟生腎氣湯加減, 五苓散合五皮飮加減, 淸肺益腎
降濁湯, 養心益神腎降濁湯, 加味柴胡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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표 2. 활용 처방  구성 약물 

처 방 명 처 방 구 성

肝腎氣陰兩虛方
山茱萸 10 g, 枸杞子 10 g, 穀精草 10 g, 生黃芪 10 g, 
太子蔘 15 g, 生地黃 15 g, 何首烏 15 g, 麥門冬 10 g

脾腎氣陰兩虛方
蒼朮 10 g, 枳實 15 g, 金櫻子 15 g, 黃芪 15 g, 黃精 15 
g, 生地黃 15 g, 豬苓 30 g, 陳皮 10 g, 厚朴 10 g, 砂仁 
10 g

肝腎氣血陰虛方
山茱萸 10 g, 枸杞子 10 g, 生地黃 10 g, 熟地黃 10 g, 
生黃芪 30 g, 白芍藥 15 g, 川芎 15 g, 當歸 10 g, 大黃 
6 g, 芡實 15 g, 金櫻子 15 g

脾腎氣血兩虛方
仙茅 15 g, 仙靈脾 15 g, 白朮 15 g, 芡實 15 g, 金櫻子 
15 g, 豬苓 30 g, 白茯苓 30 g, 生黃芪 30 g, 當歸 10 g, 
陳皮 10 g, 砂仁 10 g, 制附片 10 g

心肺脾腎氣血陰
陽俱虛方

生黃芪 30 g, 太子蔘 15 g, 麥門冬 10 g, 五味子 10 g, 
山茱萸 10 g, 桂枝 10 g, 豬苓 30 g, 白茯苓 30 g, 白朮 
10 g, 澤瀉 15 g, 葶藶子 30 g, 大棗 5枚

香砂六君子湯, 
蔘芪地黃湯, 
大補元煎加減

黃芪 30 g, 黨蔘 15 g, 白茯苓 20 g 白朮 15 g, 陳皮 9 g 
制半夏 9 g, 厚朴 10 g, 山藥 15 g, 薄荷 9 g, 當歸 15 g, 
山茱萸 12 g, 枸杞子 12 g, 杜冲 15 g, 玄蔘 15 g

無名方
太子蔘 15 g, 生地黃 20 g, 葛根 15 g, 玄蔘 20 g, 麥門
冬 20 g, 山茱萸 15 g, 桑椹子 12 g, 川芎 6 g, 丹蔘 20 
g, 白茯苓 20 g, 澤瀉 10 g

無名方
生地黃, 熟地黃 各 20 g, 山藥, 山茱萸 各 12 g, 牧丹皮, 
枸杞子 各 15 g, 白茯苓, 澤瀉, 菊花, 黃柏, 知母 各 10 
g, 烏梅, 冬瓜仁 各 30 g, 丹蔘 20 g, 廣木香 6 g

芪蟬地黃湯
黃芪 30 g, 蟬蛻 15 g, 熟地黃 15 g, 山茱萸 10 g, 白茯
苓 15 g, 益母草 15 g, 地龍 10 g, 白茅根 30 g

無名方

生地黃, 熟地黃 各 12 g, 生山藥 60 g, 太子蔘 15 g, 生
黃芪 30 g, 蒼朮 12 g, 玄蔘 15 g, 麥門冬 15 g, 澤蘭 12 
g, 益母草 30 g, 車前子 30 g(包煎), 白茅根 30 g, 牛膝 
15 g

歸藥地黃湯, 
建領湯加減

生地黃 15 g, 熟地黃 15 g, 山茱萸 10 g, 枸杞子 15 g, 
天麻 10 g(先煎), 山藥 15 g, 白芍藥 12 g, 當歸 15 g, 黃
芪 20 g, 生赤石30 g, 生牡螃 30 g, 釣鉤藤 30 g(後入), 
玄蔘 15 g, 牧丹皮 9 g, 麥門冬 20 g

無名方

熟附子 15 g(先煎), 乾薑 12 g, 黃芪 30 g, 五味子 9 g, 
草果 10 g, 蒼朮 15 g, 白朮15 g, 白茯苓 30 g, 木香 9 g, 
木果 15 g, 大腹皮 30 g, 厚朴 9 g, 牛膝 30 g, 赤 豆30 
g, 當歸 15 g, 雄蠶蛾 9 g

四君子湯, 
濟生腎氣加減

黃芪 30 g, 黨蔘 20 g, 白朮 15 g, 白茯苓 10 g, 乾薑 10 
g, 桂皮 9 g, 枸杞子 12 g, 山茱萸 12 g, 山藥 15 g, 澤瀉 
12 g, 生地黃15 g, 熟地黃 12 g, 薏苡仁 10 g, 大腹皮30 
g, 車前子 30 g(包前), 牧丹皮 9 g, 赤芍藥 15 g

吳茱萸湯, 
半夏加白茯苓
湯, 溫膽湯加減

薑半夏 10 g, 吳茱萸 10 g, 生薑 3片, 白茯苓 30 g, 陳皮 
9 g, 白朮 15 g, 黃芪 30 g, 黨蔘 20 g, 枳實 9 g, 大腹皮 
30 g, 石菖蒲9 g, 澤瀉 15 g, 薄荷 10 g, 車前子 30 g(包
前), 生薏苡仁 30 g, 鬼葥羽 15 g

甘露消毒丹加減

茵蔯 20 g, 黃柏 12 g, 黃連 9 g, 黃芩 10 g , 連翹 15 g, 
滑石 30 g, 甘草 9 g, 木通 9 g , 藿香 9 g, 白蒄仁 12 g, 
砂仁 9 g, 厚朴 9 g, 制半夏 9 g, 石菖蒲 9 g, 澤瀉 12 g, 
豬苓 30 g, 大腹皮 30 g, 車前子 30 g(包前), 丹蔘 30 g

桂枝白茯苓丸, 
桃仁四物湯加減

桂皮 10 g, 白茯皮 各30 g, 赤芍 15 g, 桃仁10 g, 紅花 9 
g, 益母草 30 g, 川芎 15 g, 當歸 15 g, 木香 9 g, 陳皮 9 
g, 鬱金 15 g, 牧丹皮 9 g, 黃芪 30 g, 白朮 12 g, 牛膝 
30 g, 桑白皮 30 g, 大腹皮 30 g, 鬼葥羽 15 g, 水紅花子 
15 g

肝腎陰虛型方
黃精、生地黃黃、何首烏、黃連、山茱萸, 牛膝、赤芍、
丹參

肺腎陰虛型方
沙參、麥冬、玄參、生地黃黃、山萊萸、地骨皮、黃連、
牡丹皮、丹參

陰陽氣虛型方
黨參、當歸、金樓子、旱蓮草、女貞子、生地黃、黃連、
丹參

脾腎陽虛型方
黃芪、蒼朮、當歸、猪苓、木香、砂仁、厚朴、金櫻子、
肉桂、黃連、川芎、山植

肺腎氣虛方
沙參、當歸、桑白皮、麥冬、五味子、桃仁、苦杏仁、陳
皮、熟大黃、冬蟲夏草 等

心腎氣虛方
太子參、麥冬、五味子、當歸、川芎、丹參、澤瀉、葶藶
子、熟大黃 等

처 방 명 처 방 구 성

八珍湯合
生脈湯加減

黃芪 25 g，黨參 l5 g，熟地黃 l5 g，黃精15 g，當歸 20 
g，白芍藥 15 g，麥門冬 25 g，玄參 l5 g，知母 l5 g，炒
白朮 10 g，白茯苓 20 g，五味子 10 g，枸杞子 l5 g，丹
參 20 g，谷精草 l5 g，菊花 l5 g，木賊草 l0 g

杞菊地黃丸合
駐景丸加減

生地黃 20 g，熱地黃 20 g，山茱萸 l5 g， 枸杞子 l5 g，
菟絲子25 g， 五味子 l0 g，山藥 l5 g，白茯神 l5 g，澤
瀉 10 g，牧丹皮10 g，菊花 l0 g，當歸 20 g，茺蔚子 l5 
g，青葙子 l5 g，決明子 l5 g，玄參 15 g，麥門冬 20 g

龍膽瀉肝湯
加減

龍膽草 15 g，黃芩 l5 g，山梔子 10 g, 柴胡 10 g，鬱金 
l5 g， 澤瀉 10 g，當歸 l5 g，牧丹皮 10 g，赤芍藥 l5 
g，牛膝 l5 g，大黃炭 30 g，生地黃炭 l5 g，白茅根 30

丹梔逍遙散
加減

當歸 l5 g，炒白芍 l5 g，牧丹皮 10 g，柴胡 10 g，鬱金 
l5 g，山梔子 l5 g，生地黃20 g，白朮 10 g，白茯苓 l5 
g，炙甘草 5 g

清氣化痰湯
加減

黃芪 l5 g，黃連 10 g，川貝母 10 g，炒杏仁 10 g，膽南
星 10 g，石富蒲 l0 g，竹茹 15 g，枳實 l0 g，澤瀉 15 
g，制半夏 l0 g，白茯苓 15 g，海藻 30 g，澤蘭 l5 g，陳
皮 10 g，
菊花 l5 g，谷精草 10 g，車前子 l5 g

補中益氣湯
加減

黃芪 30 g，人蔘 10 g，炒白朮 l5 g，白茯苓 l5 g，肉桂 
10 g，熟附子 10 g， 補骨脂15 g， 山萊英 15 g，五味子 
10 g，豬苓 l5 g 乾薑 10 g 當歸 15 g，柴胡 10 g，石菖
蒲 10 g，陳皮 10 g，谷精草 l5 g，密蒙花 l5 g，紅花 l0 
g

糖腎靈
當歸, 生地黃, 川芎, 丹蔘, 鬱金, 黃芪, 人蔘, 桑白皮, 知母, 
天花粉.

澤黃顆粒 黃芪, 澤蘭.

腎病康湯
人蔘, 黃芪, 黃精, 山茱萸, 葛根, 山藥, 牧丹皮, 澤瀉, 白茯
苓, 當歸, 牛膝, 益母草, 丹蔘, 大黃,  毛冬靑

保腎康 川芎提取物

保腎湯
生地黃, 山茱萸, 白茯苓, 山藥, 丹蔘, 大黃, 白朮, 金櫻子, 
拘杞子, 川芎, 牛膝, 黃芪, 益母草, 蜈蚣

保元排毒丸 生曬蔘, 黃芪, 丹蔘, 大黃, 黃精, 陳皮, 毛冬靑

糖腎平湯
太子蔘, 黃芪, 山茱萸, 生地黃, 山藥, 桑螵帩, 金櫻子, 玉米
鬚, 白茯苓, 彊蠶, 川芎, 鬼箭羽, 水蛭

補腎活血方
黃芪, 丹蔘, 熟地黃, 山藥, 山茱萸, 川芎, 白芍藥, 益母草, 
當歸, 水蛭, 菟絲子

補腎養陰活血方
太子蔘, 生地黃, 山藥, 丹蔘, 金櫻子, 山茱萸, 牧丹皮, 赤芍
藥

補陽還五湯 黃芪, 當歸, 赤芍藥, 川芎, 丹蔘, 桃仁, 紅花, 地龍

蔘芪黃顆粒劑 黃芪, 太子蔘, 大黃, 生地黃, 石斛, 鬼箭羽, 水蛭

濟生腎氣丸
附子, 肉桂, 熟大黃, 生地黃, 山藥, 山茱萸, 白茯苓, 豬苓, 
澤蘭, 益母草, 葶藶子, 冬瓜皮, 桑白皮, 牛膝, 車前子, 大棗 

降糖補腎湯
黃芪, 山藥, 丹蔘, 葛根, 附子, 益智仁, 桑螵帩, 益母草, 車
前子, 白茯苓, 蒼朮, 大黃

益氣活血方 
黃芪, 人蔘, 生地黃, 枸杞子, 知母, 玉竹, 地骨皮, 大黃, 益
母草, 丹蔘, 榛花

丹芪保腎降糖湯
丹蔘, 黃芪, 太子蔘, 芡實, 桑螵帩, 金櫻子, 石決明, 大黃, 
水蛭, 山茱萸, 澤瀉, 川芎, 山藥, 黃精, 淫羊藿, 白茯苓, 白
朮, 肉縱蓉

糖腎湯
黃芪, 太子蔘, 生地黃, 白茯苓, 芡實, 金櫻子, 丹蔘, 紅花, 
大黃

金匱腎氣丸
合水陸二仙丹

熟地黃, 山茱萸, 山藥, 澤瀉, 豬苓, 白茯苓, 芡實, 金櫻子, 
桂枝, 附子, 丹蔘

益腎湯
黃芪, 熟地黃, 山茱萸, 山藥, 白茯苓, 澤瀉, 牧丹皮, 丹蔘, 
玄蔘, 益母草

杞菊地黃湯
加減

生地黃, 丹蔘, 蒼朮, 白朮, 白茯苓, 枸杞子, 山茱萸, 牧丹
皮, 澤瀉, 菊花, 黃芪, 芡實, 金櫻子

滋腎固精湯
生地黃, 枸杞子, 黃柏, 山藥, 金櫻子, 覆盆子, 芡實, 益智
仁, 丹蔘, 紅花, 水蛭, 黃芪

復方牛蒡子合劑 牛蒡子 黃芪醇提取物

血府逐 湯
桃仁, 生地黃, 紅花, 赤芍, 川芎, 牛膝, 水蛭, 地龍, 當歸, 
丹蔘

活血化 湯 生大黃, 水蛭, 丹蔘, 紅花, 當歸, 川芎, 赤芍, 地龍, 益母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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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生腎氣丸
附子, 肉桂, 牛膝, 車前子, 熟大黃, 生地黃, 山藥, 山茱萸, 
白茯苓, 澤瀉, 牧丹皮

藿朴夏苓湯
藿香, 厚朴, 半夏, 白茯苓, 砂仁, 淡豆豉, 丹蔘, 益母草, 
白花蛇 草, 酒大黃

當歸補血湯 黃芪, 當歸, 川芎, 丹蔘, 拘杞子, 白茯苓

地黃湯
黃芪, 黨蔘, 山茱萸, 熟地黃, 山藥, 牧丹皮, 白茯苓, 澤瀉, 
澤蘭, 丹蔘, 大黃

健脾固腎湯
黨蔘, 芡實, 白茯苓, 丹蔘, 白朮, 金櫻子, 女貞子, 旱蓮草, 
山藥, 益母草, 黃芪, 甘草

健脾舒腎湯
淫羊藿, 黃芪, 渣葉, 益母草, 白茯苓, 山茱萸, 杜冲, 牛
膝, 丹蔘

降糖保腎湯 
黃芪, 蒼朮, 女貞子, 生地黃, 益母草, 蟬蛻, 三七, 黃連, 大
黃

解毒通絡保腎丸 榛花, 大黃, 黃連, 丹蔘, 黃芪, 生地黃, 枸杞子

荊防蔘芪湯
荊芥, 防風, 羌活, 獨活, 黃芪, 丹蔘, 川芎, 益母草, 澤蘭, 
澤瀉, 牧丹皮

龍膽瀉肝湯加減 龍膽草, 梔子, 黃芩, 生地黃, 山茱萸, 大黃, 丹蔘

麥地消渴湯
熟地黃, 麥門冬, 山茱萸, 白茯苓, 赤芍藥, 女貞子, 鷄血
藤, 黃芪, 西洋蔘, 五味子, 山藥

培本活血湯
黨蔘, 菟絲子, 黃芪, 益母草, 生地黃, 山茱萸, 白茯苓, 山
藥, 葛根, 川芎, 水蛭

芡芪合劑
芡實, 黃芪, 黨蔘, 白茯苓, 山藥, 菟絲子, 山茱萸, 葛根, 
大黃, 丹蔘, 水蛭, 山査肉

桑皮降氣湯 桑白皮, 大黃, 牡蠣, 蒲公英, 附子

疏風凉血
化 湯

荊芥炭, 防風, 蠶繭, 地楡, 炒槐花, 茜草, 赤芍藥, 牧丹皮, 
蘆根, 白茅根, 鬼箭羽, 大黃

舒糖愈腎飮
人蔘精晶 量, 黃芪, 知母, 當歸, 生地黃, 川芎, 丹蔘, 桑
白皮, 天花粉

糖腎方 黃芪, 太子蔘, 生地黃, 疆蠶, 大黃, 石斛, 鬼箭羽, 水蛭, 萆薢
糖腎健湯

黃芪, 丹蔘, 鷄血藤, 天花粉, 山藥, 益母草, 太子蔘, 澤蘭, 
大黃, 地龍, 麥門冬

通絡補腎湯
水蛭 3~10 g, 當歸 20 g, 紅花 10 g, 牡蠣30 g, 生地黃 
15 g, 女貞子 10 g, 山茱萸 10 g, 天花粉 10 g, 黃芪 15 
g, 西洋蔘 10 g 或 太子蔘 30 g, 砂仁 10 g

固精泌濁方
黃芪 30 g, 白朮 10 g, 生地黃, 熟地黃 各 15 g, 黃精, 
女貞子, 土茯苓, 薺菜花 各 30 g, 萆薢 10 g, 桑螵帩 15 
g, 益智仁 10 g

溫脾湯 附子 18 g, 牡蠣 36 g, 大黃, 蒲公英 各 18 g 甘草 9 g

益氣活血
補腎固澁方

炙黃芪 30 g, 葛根 30 g, 山藥 30 g, 杜冲15 g, 丹蔘 30 
g, 益母草 30 g, 益智仁 10 g, 桑螵帩 10 g

降糖益腎湯
黃芪 30 g, 太子蔘 15 g, 丹蔘 15 g, 山茱萸15 g, 山藥 
15 g, 天花粉 15 g, 赤芍藥 15 g, 益母草 15 g, 澤瀉 15 
g, 白茯苓 15 g, 當歸20 g, 桃仁 10 g

益腎合劑
黃芪, 菟絲子, 白朮 各30 g, 生地黃, 女貞子, 枳實, 丹蔘, 
益母草 各15 g, 大黃, 川芎, 白芥子 各10 g

益腎活血方
黃芪 30 g, 薏苡仁 30 g, 丹蔘 30 g, 益母草30 g, 赤芍 
15 g, 白茯苓 15 g, 澤瀉 15 g, 白朮 10 g, 當歸 10 g

加味鹿茸丸

鹿茸片, 麥門冬, 玄蔘, 鷄內金, 茺蔚子, 巴戟天, 肉蓯蓉 
各9 g, 破故紙, 生地黃, 菟絲子, 黑大豆, 牛膝各 12 g, 黃
芪, 人蔘, 白茯苓, 地骨皮 各30 g, 山茱萸, 澤蘭 各15 g, 
五味子 3 g

補元春澤湯
人蔘, 黃芪 各9 g, 白朮, 桂枝, 猪苓, 澤瀉, 白茯苓 各10 
g, 川芎 12 g, 地龍, 劉寄奴 各10 g, 生牡蠣 30 g, 肉桂 
2 g, 甘草 3 g

消渴益腎湯

熟附子 6 g, 淫羊藿 30 g, 山藥 30 g, 白朮15 g, 黃芪 40 
g, 丹蔘 30 g, 川芎 30 g, 赤芍藥 15 g, 益母草 30 g, 生
地黃 15 g, 熟地黃 15 g, 山茱萸 20 g, 枸杞子 20 g, 芡
實30 g, 大腹皮 10 g, 猪苓 20 g

活血淸利方

太子蔘 15 g, 生黃芪 15~30 g, 生地黃10~15 g, 牧丹皮 
10 g, 山藥 10 g, 白茯苓1-~30 g, 澤瀉 15~30 g, 天花
粉 15 g, 黃連6~10 g, 丹蔘 15~30 g, 澤蘭 10 g, 益母
草15~30 g, 白茅根 15~30 g, 黃精 10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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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衰顆粒 生大黃 8 g, 生水蛭 5 g, 冬蟲夏草 3 g

糖腎康膠囊
黃芪 2分, 當歸, 桃紅, 赤芍, 川芎 各1分, 丹蔘, 益母草各 
1.5分

大黃化於湯 大黃 10 g, 川芎 15 g, 丹蔘 15 g, 坤草 15 g, 水蛭 2 g

瓜蒂瞿麥湯 瓜蔕根, 山藥, 白茯苓 各60 g, 瞿麥 30 g, 附子 10 g

糖腎益泰湯

黃芪 30 g, 山藥 30 g, 丹蔘 30 g, 天花粉30 g, 地骨皮 
20 g, 生地黃 20 g, 玄蔘 20 g, 猪苓 20 g, 白茯苓 20 g, 
當歸 15 g, 蒼朮15 g, 川芎 12 g, 葛根 12 g, 仙靈脾 
10~30 g, 補骨脂 10~30 g, 制首烏 10~30 g, 枸杞子 
10~30 g

芪蟬地黃湯
黃芪, 白茅根 各30 g, 蟬蛻, 熟地黃, 白茯苓, 益母草 各
15 g, 山茱萸, 地龍 各10 g

益氣活血利
水湯

黃芪, 白茯苓 各15 g, 黨蔘10 g, 桃仁, 紅花, 當歸, 澤蘭, 
鬱金 各12 g, 鬼箭羽 20 g, 白茅根, 益母草 各30 g, 陳
皮 9 g

加味玉液湯
生地黃, 生黃芪, 麥冬, 玄蔘 各15 g, 葛根20 g, 天花粉 9 
g, 淮山藥, 太子蔘, 丹蔘 各 30 g, 仙靈脾 10 g, 五味子, 
知母, 山茱萸肉, 鷄內金 各10 g

溫腎活血湯
仙茅 10 g, 淫羊藿 10 g, 補骨脂 10 g, 生地黃 10 g, 猪
苓 15 g, 益母草 15 g, 當歸 15 g, 丹蔘 15 g, 葛根 15 
g, 熟地黃 15 g, 黃芪 10 g, 山茱萸 10 g, 淮山藥 15 g

三仁湯加味
杏仁 10 g, 生薏苡仁 30 g, 白荳蔲仁 10 g, 半夏 10 g, 
竹葉 10 g, 厚朴 10 g, 萆薢 30 g, 石葦 10 g, 車前子 15 
g, 旱蓮草 10 g, 滑石 10 g

愼柔養眞湯
潞黨蔘 15 g, 生黃芪 30 g, 懷山藥 15 g, 猪苓 15 g, 白
扁豆 15 g, 黑大豆 15 g, 白芍藥15 g, 丹蔘 30 g, 葛根 15 g

金匱腎氣丸
加味

制附片 10 g, 肉桂 6 g, 熟地黃 10 g, 白茯苓 30 g, 山
茱萸 10 g, 懷山藥 15 g, 牧丹皮10 g, 澤瀉 10 g, 補骨
脂 10 g, 肉蓯蓉 15 g, 車前子 10 g( 包), 澤蘭葉 10 g

香砂六君子湯
加味

廣木香 10 g, 砂仁 10 g, 黨蔘 10 g, 炒白朮10 g, 云白
茯苓 15 g, 陳皮 10 g, 醋制川軍15 g, 黃連 10 g, 澤瀉 
10 g, 益母草 25 g, 甘草 6 g

五苓散合
二仙湯加減

黃芪 30 g, 黨蔘 15 g, 白朮 10 g, 猪茯 各30 g, 澤蘭 
各 15 g, 仙茅 10 g, 仙靈脾 30 g, 木瓜 10 g, 丹蔘 30 
g, 益母草 30 g, 玉米鬚 30 g

黃芪地黃湯
黨蔘 15 g, 生黃芪 15 g, 生地黃 15 g, 山藥15 g, 山茱
萸 10 g, 牧丹皮 10 g, 白茯苓10 g, 澤瀉 10 g, 黃連 6 
g, 芡實 12 g, 金櫻子 12 g

無名方
菟絲子 10 g, 覆盆子 10 g, 枸杞子 10 g, 五味子 10 g, 
車前子 10 g, 黨蔘 15 g, 黃芪15 g

地黃湯加味
生地黃 10 g, 山茱萸 10 g, 山藥 10 g, 杜冲10 g, 當歸 
10 g, 枸杞子 10 g, 黨蔘 15 g, 白芍 20 g, 炙甘草 6 g

六味地黃丸
生地黃 30 g, 玄蔘 30 g, 丹蔘 30 g, 天花粉30 g, 枸杞
子 10 g, 太子蔘 10 g, 山茱萸10 g, 當歸 10 g, 葛根 12 
g, 山藥 12 g, 白茯苓 12 g, 女貞子 20 g, 旱蓮草 20 g

水陸二仙丹
金櫻子 12 g, 芡實 12 g, 白朮 10 g, 白茯苓 10 g, 山藥 
10 g, 菟絲子 10 g, 黃精 10 g, 百合 10 g, 枇杷葉 10 g

眞武湯加味
炮附子 6 g, 白茯苓 15 g, 白朮 15 g, 白芍藥 15 g, 黨
蔘 15 g, 黃芪 15 g, 肉桂 6 g, 生薑 10 g

濟生腎氣湯
或桂附地黃湯
加味 

生地黃 10 g, 山藥 10 g, 山茱萸 10 g, 牧丹皮 10 g, 白
茯苓 10 g, 澤瀉 10 g, 車前子10 g, 牛膝 12 g, 炮附子 8 
g, 肉桂 5 g

左歸飮加減
山藥 10 g, 熟地黃15 g, 枸杞子 15 g, 白茯苓 10 g, 甘
草 3 g, 川牛膝 15 g, 黃芪 20 g

左歸丸加減
山藥 10 g, 熟地黃 15 g, 山茱萸 10 g, 枸杞子 15 g, 天
牛膝 15 g, 菟絲子 15 g, 龜甲膠10 g, 黃精 10 g

大黃蟅蟲丸加減 大黃 3 g, 蟅蟲 10 g, 黃芪 15 g, 白芍藥10 g, 桃仁 10 
g, 生地黃 10 g, 杏仁 6 g, 虻蟲 10 g, 水蛭 10 g, 天牛
膝 15 g

蔘苓白朮散合
玉屛風散加減

太子蔘 20 g, 白茯苓 15 g, 白朮 10 g, 扁豆10 g, 陳皮 
10 g, 蓮米 10 g, 甘草 3 g, 山藥10 g, 薏苡仁 15 g, 黃
芪 20 g, 防風 10 g, 浮 麥 15 g

桂附理中丸加減
桂枝 10 g, 制附子 6 g, 紅蔘 10 g, 白朮15 g, 乾薑 5 g, 
黃芪 15 g, 菟絲子 15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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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脈飮合
枸杞地黃湯加減

太子蔘, 麥門冬, 五味子, 生地黃, 枸杞子, 山茱萸, 黃精, 
澤瀉, 白茯苓, 天花粉, 益母草, 猪苓

濟生腎氣丸合
實脾飮加減

黃芪, 附子, 淫羊藿, 山藥, 山茱萸, 白茯苓皮, 澤瀉, 丹蔘, 
大腹皮, 生地黃, 白朮, 坤草, 冬瓜皮

四君子湯合
大黃附子湯加減

大黃, 附子, 白朮, 黨蔘, 白茯苓, 紫 葉, 陳皮, 白蔲仁, 
薏苡仁, 砂仁, 鷄內金, 仙人頭, 佩蘭

蔘芪地黃湯合
補陽還五湯加減

黃芪, 熟地黃, 山茱萸, 澤瀉, 桃仁, 紅花, 當歸, 水蛭, 益
母草, 制附子, 車前子

濟生腎氣丸
熟地黃, 山茱萸, 山藥, 附子, 肉桂, 車前子, 澤瀉, 白茯苓, 
丹皮, 牛膝

糖通脈胶囊 生地黃, 黃花, 活血化 藥 等

糖腎康胶囊
黃芪 2分, 當歸, 桃仁, 赤芍藥, 川芎 各1分, 丹蔘, 益母草 
各1.5分

三黃茅益湯
黃芪, 生地黃, 黃精, 白茅根 各30 g, 益母草, 丹蔘 各20 
g, 太子蔘 25 g, 赤芍藥 15 g

大黃化 湯 大黃 10 g, 川芎, 丹蔘, 益母草 各 15 g, 水蛭 2 g

養陰降濁湯
葛根, 北沙蔘, 麥門冬, 玄蔘 各12 g, 烏梅 15 g, 半夏 10 
g, 黃連 3 g

蔘芪地黃湯
加減

太子蔘, 生黃芪, 生地黃黃 各 15 g, 山藥, 山茱萸 各 10 
g, 白茯苓20 g, 牧丹皮 6 g

脾腎氣虛型方
金櫻子, 芡實, 白朮 各 15 g, 白茯苓 20 g, 山藥 10 g, 
黃精 30 g, 兎絲子 20 g, 百合, 枇杷葉 各 10 g. 補中益
氣湯加 金櫻子, 補骨脂, 兎絲子

陰陽兩虛型方
黨蔘, 熟地黃 各 15 g, 山茱萸, 山藥, 杜冲, 當歸, 枸杞子 
各 10 g, 仙茅, 淫羊藿 各 15 g,  炙甘草 6 g

金匱腎氣丸
加味

附子 8 g, 桂枝 8 g, 生地黃 15 g, 山茱萸 15 g, 白茯苓 
10 g, 山藥 20 g, 牧丹皮 10 g, 澤瀉 10 g, 黃芪 20 g, 
蒼朮 15 g, 牛膝 10 g, 白茅根 30 g. 六味地黃湯 加 黃
芪20 g, 蒼朮 15 g, 黃精 15 g, 石斛 10 g, 玉竹 10 g, 
天花粉 10 g, 沙蔘 15 g

杞菊地黃湯
加味

枸杞子 10 g, 菊花 10 g, 生地黃15 g, 熟地黃 15 g, 山茱
萸 15 g, 牧丹皮 10 g, 山藥20 g, 白茯苓 10 g, 蒼朮 10 g

四物五藤湯
加味

熟地黃, 當歸, 白芍藥, 川芎, 鷄血藤, 絡石藤, 忍冬藤, 釣
鉤藤

益氣固本湯
黃芪 20 g, 蒼朮 15 g, 生地黃 15 g, 熟地黃15 g, 山藥 
20 g, 白茯苓 10 g, 牡蠣 20 g, 五倍子 10 g, 何首烏 15 
g, 黃精 15 g, 麥門冬 10 g, 葛根 10 g

知栢地黃湯
加味

黃柏 10 g, 知母 10 g, 生地黃 10 g, 山茱萸10 g, 澤瀉 
10 g, 白茯苓 10 g, 牧丹皮 10 g, 山藥 15 g, 茅根 30 g, 
牛膝 10 g, 杜冲 10 g

芪蛭二黃湯
黃芪, 水蛭, 大黃, 黃連, 玉米 , 黃精, 山茱萸, 太子蔘, 
天花粉, 麥門冬, 地骨皮, 益母草

蔘芪附黃湯
人蔘, 黃芪, 附子, 大黃, 玉米 , 白茯苓, 肉桂, 水蛭, 益
母草, 當歸

濟生腎氣丸加減
車前子, 牛膝, 熟地黃, 山茱萸, 澤瀉, 山藥, 豬苓, 白茯苓, 
附子, 川練子, 玉米 ,益母草, 澤蘭, 丹蔘

肺胃氣陰兩虛方
太子蔘 10 g, 黃芪 15 g, 生地黃 12 g, 五味子 10 g, 桑
白皮 12 g, 北沙蔘, 麥門冬, 玉竹 各 10 g

人蔘歸脾湯加減
黨蔘, 炒白朮 各10 g, 黃芪 20 g, 遠志 10 g, 炒酸棗仁 12 g, 
白茯神 15 g, 龍眼肉12 g, 木香 10 g, 甘草 6 g, 當歸 10 g

六君子湯 合 
六味地黃湯加減

黨蔘, 炒白朮 各10 g, 白茯苓, 薏苡仁, 山藥 各12 g, 山
茱萸 10 g, 熟地黃 12 g, 大復皮 15 g, 炙甘草 10 g, 炒
白扁豆 12 g, 半夏10 g, 陳皮 6 g

杞菊地黃湯加減
枸杞子, 菊花 各10 g, 生地黃, 山藥 12 g, 白茯苓15 g, 
山茱萸, 丹皮, 澤瀉 各10 g, 石決明, 磁石 各20 g

實脾飮加減
白茯苓 15 g, 白朮, 蒼朮 各10 g, 大復皮15 g, 草頭寇, 
厚朴, 桂枝, 木香 各10 g, 豬苓 15 g, 附子 6 g, 木瓜 10 g

大黃附子湯加味
附子, 生大黃, 半夏 各 10 g, 生薑, 砂仁 各 6 g, 藿香, 
木香, 蒼朮, 厚朴 各 10 g

加味地黃湯
熟地黃, 山藥, 山茱萸, 兎絲子, 生黃芪, 葛根, 五味子, 玄
蔘, 赤芍藥, 丹蔘, 益母草

無名方
黃芪, 山藥, 生地黃, 山茱萸, 白茯苓, 牧丹皮, 枸杞子, 桃
仁, 川芎, 當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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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名方
黃芪, 山藥, 生地黃, 山茱萸, 白茯苓, 澤瀉, 牛膝, 車前子, 
桃仁

白虎人蔘湯加味
石膏 15 g, 知母 15 g, 太子蔘 15 g, 沙蔘15 g, 麥門冬 
12 g, 生地黃12 g, 玄蔘 15 g, 玉竹 12 g, 天花粉 15 g, 
桃仁 10 g, 毛冬靑15 g, 大黃6 g

生脈散合
六味地黃湯加減

太子蔘 30 g, 麥門冬 15 g, 五味子 12 g, 生地黃 15 g, 
山茱萸 15 g, 山藥 15 g, 丹蔘20 g, 桃仁 12 g, 黃精 15 
g, 澤蘭 15 g

腎氣丸加減
熟附子 12 g, 肉桂 12 g, 山茱萸 12 g, 山藥15 g, 黃芪 
15 g, 白朮 15 g, 澤瀉 15 g, 白茯苓 15 g, 桃仁 10 g, 
益母草 15 g

眞武湯合
二陳湯加減

熟附子 12 g, 白朮 12 g, 白茯苓 20 g, 淫羊藿 15 g, 陳
皮 6 g, 法半夏 12 g, 大黃 6 g, 桃仁 10 g, 澤瀉 15 g, 
何首烏 15 g, 益母草15 g, 肉桂 2 g

地栢地黃丸
加減

知母 9 g, 黃柏 10 g, 生地黃 20 g, 山藥15 g, 白茯苓 15 
g, 牧丹皮 15 g, 澤瀉 18 g, 山茱萸 20 g

生脈散加減
黨蔘 12 g, 麥門冬 12 g, 五味子 10 g, 黃芪10 g, 玄蔘 12 
g, 生地黃 15 g, 赤芍藥 12 g, 山藥 12 g, 山茱萸 10 g

二仙丹合 
補中益氣湯加減

金櫻子 15 g, 芡實 15 g, 黃芪 10 g, 白朮15 g, 黨蔘 10 
g, 陳皮 5 g, 當歸 10 g, 白茯苓 20 g, 山藥 10 g

金匱腎氣丸
加減

附子 10 g, 肉桂 6 g, 熟地黃 12 g, 澤瀉12 g, 山茱萸 10 
g, 白茯苓 15 g, 山藥 15 g

肝腎陰虛方
熟地黃, 山茱萸, 山藥, 丹蔘, 澤瀉, 白茯苓, 知母, 杜冲, 
絲瓜落, 西洋蔘, 麥門冬, 五味子, 元蔘, 地骨皮

氣陰陽虛方
黃芪, 太子蔘, 山藥, 山茱萸, 地黃, 地骨皮, 丹皮, 玄蔘, 
麥門冬

陰陽兩虛方
仙靈脾, 巴戟天, 生地黃, 熟地黃, 山藥, 山茱萸, 白茯苓, 
杜冲, 兎絲子, 知母

無名方
蒼朮, 扁豆, 薏苡仁, 白朮, 黃連, 黃柏, 大黃, 茵蔯, 半夏, 
車前子, 澤瀉, 豬苓, 丹蔘, 紅花, 赤芍藥, 川芎, 益母草, 
三七, 水蛭

無名方
黃芪, 太子蔘, 西洋蔘, 山藥, 山茱萸, 芡實, 金櫻子, 桑螵帩, 玄蔘, 麥門冬, 天花粉, 石斛, 沙蔘

肝腎陰虛方
熟地黃, 山茱萸, 黃芪, 當歸, 丹蔘, 益母草, 何首烏, 枸杞
子, 太子蔘(補腎活血), 仙茅, 仙靈脾, 補骨脂, 生黃芪, 山
茱萸, 益母草, 丹蔘, 川芎, 赤芍藥, 熟附片(溫腎活血)

氣陰兩虛方
西洋蔘, 枸杞子, 黃芪, 生地黃, 益母草, 丹蔘, 地龍, 大黃, 
黃連

糖兩潤燥飮
生地黃, 玄蔘, 麥門冬, 天花粉, 山藥 各 30 g, 玉竹, 沙
蔘, 黃芪, 丹蔘, 金銀花 各 15 g

六味地黃湯加感 六味地黃湯加 白薇 15 g, 丹蔘, 王不留行 各10 g

 育飮冷散湯
生地黃, 白及, 夏枯草, 金銀花, 炒酒草 各12 g, 山藥, 沙
蔘, 黃芩炭, 炒山梔子, 白芨, 阿膠 各10 g, 牧丹皮 6 g, 
赤芍藥, 大黃炭 各5 g, 三七粉 1.2 g, 女貞子 各30 g

芪蛭二黃湯
黃芪, 水疾, 大黃, 黃連, 玉米鬚, 黃精, 山茱萸, 太子蔘, 
天花粉, 麥門冬, 地骨皮, 益母草

蔘芪附黃湯
人蔘, 黃芪, 附子, 大黃, 玉米鬚, 白茯苓, 蠶絹, 肉桂, 水
蛭, 益母草, 當歸

濟生腎氣丸
加減

車前子, 牛膝, 熟地黃, 山茱萸, 澤瀉, 山藥, 猪苓, 白茯苓, 
附子, 蠶絹, 川椒, 玉米鬚, 益母草, 澤蘭, 丹蔘

無名方 狗脊, 川椒, 枸杞子, 生黃芪, 生地黃, 鬼情

無名方 仙芽, 芡實, 金櫻子, 猪苓, 白茯苓, 木香, 砂仁

無名方
太子蔘, 麥門冬, 五味子, 香據皮, 佛手, 桑白皮, 葶藶子, 
猪苓. 熟地黃

無名方
熟地黃, 山藥, 山茱萸, 兎絲子, 生黃芪, 葛根, 五味子, 玄
蔘, 赤芍藥, 紫丹參, 益母草

蔘芪地黃湯
加減

太子參, 生黃芪, 生地黃 各15 g, 山藥, 山茱萸 各9 g, 白
茯苓 20 g, 牧丹皮 6 g

水陸二仙丹合芡
實合劑加減 

金櫻子, 芡實, 白朮 各15 g, 白茯苓 20 g, 山藥 10 g, 黃
精 30 g, 兎絲子 20 g, 百合, 枇杷葉 各10 g

加味地黃湯
黃芪, 山藥, 生地黃, 山茱萸, 白茯苓, 牧丹皮, 枸杞子, 桃
仁, 川芎, 當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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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味地黃湯
黃芪, 山藥, 生地黃, 山茱萸, 白茯苓, 澤瀉, 懷牛膝, 車前
子, 桃仁, 淡附片

白虎人蔘湯加味
石膏, 知母, 太子蔘, 沙蔘, 玄蔘, 天花粉, 毛冬靑 各 15 
g, 麥門冬, 生地黃, 玉竹 12 g, 桃仁 10 g, 大黃 6 g

生脈散合
六味地黃湯加減

太子參 30 g, 麥門冬 15 g, 五味子 12 g, 熟地黃 15 g, 
山茱萸 15 g, 山藥 15 g, 丹蔘20 g, 桃仁 12 g, 黃精 15 
g, 澤蘭 15 g

金匱腎氣丸
加減

熟附子 12 g, 肉桂 12 g, 山茱萸 12 g, 山藥 15 g, 黃芪 
15 g, 白朮 15 g, 澤瀉 15 g, 白茯苓 15 g, 石葦 15 g, 
桃仁 10 g, 益母草15 g

眞武湯合
二鑛湯加滅

熟附子12 g, 白朮 12 g, 白茯苓 20 g, 淫羊藿 15 g, 陳
皮 6 g, 法半夏 12 g, 大黃 6 g, 桃仁 10 g, 澤瀉 15 g, 
何首烏 15 g, 益母草15 g, 肉桂 2 g

無名方
太子蔘 10 g, 生黃芪 15 g, 生地黃 12 g, 五味子 10 g, 
桑白皮 12 g, 北沙參. 麥冬. 玉竹 各10 g

人蔘歸脾湯
加滅.

黨蔘, 炒白朮 各 10 g, 生黃芪 20 g, 遠志 10 g, 炒棗仁 
12 g, 白茯神 15 g, 龍眼肉12 g, 木香 10 g, 甘草 6 g, 
當歸 10 g

六君予湯合
六味地黃湯加滅

黨蔘, 炒白朮 各 10 g, 白茯苓, 薏苡仁, 山藥 各12 g, 山
茱萸 10 g 熟地黃 12 g, 大腹皮 15 g, 炙甘草 10 g, 炒
扁豆 12 g, 半夏10 g, 陳皮 6 g

杞菊地黃湯
加減

枸杞子, 菊花 各10 g, 生地黃, 山菊 各12 g, 白茯苓 15 
g, 山茱萸, 杜冲, 牧丹皮, 澤瀉 各10 g, 石決明, 靈磁石 
各 20 g

實脾飮加減
白茯苓 15 g, 白朮 10 g, 大腹皮 15 g, 草豆蔲, 厚朴, 桂
枝, 木香 各10 g, 釣鉤藤 15 g, 制附子 6 g, 木瓜 10 g

苓桂朮甘湯合
眞武湯加滅

附子 10 g, 肉桂 6 g, 黨蔘, 葶藶子 各10 g, 白茯苓 15 
g, 澤瀉 10 g, 大腹皮 15 g, 五加皮, 白朮 各10 g, 生姜, 
炙甘草 各 6 g

大黃附子湯
加味

附子, 生大黃, 半夏 各10 g, 生姜, 砂仁 各 6 g, 藿香, 木
香, 巷米, 厚朴 各 10 g

羚羊鉤藤湯
加滅

羚羊角 1 g (硏沖), 生地黃, 釣鉤藤 各15 g, 牧丹皮 10 
g, 石決明 20 g, 菊花 10 g,鱉甲. 白茯神 各15 g, 白芍藥, 
玄蔘 各 10 g, 全蝎 6 g

金匱腎氣丸
加味

附片 8 g, 桂枝 8 g, 生地黃 15 g, 山茱萸15 g, 白茯苓 
10 g, 山藥 20 g, 牧丹皮 10 g, 澤瀉 10 g, 黃芪 20 g, 
懷牛膝 10 g, 毛根30 g, 蒼朮 15 g

杞菊地黃丸
加減

枸杞子 10 g, 山茱萸 10 g, 澤瀉 10 g, 生地黃 30 g, 玄
蔘 20 g, 葛根 10 g, 天花粉 15 g, 丹蔘 30 g, 當歸 10 
g, 黃精 15 g, 山藥 15 g

二仙湯合
五苓散加減

仙茅 10 g, 仙靈脾 15 g, 芡實 15 g, 金櫻子 15 g, 黨蔘 
15 g, 黃芪 30 g, 猪苓 30 g, 白茯苓 30 g, 澤瀉 15 g, 
澤蘭 15 g, 丹蔘 30 g, 益母草 30 g, 木瓜 30 g

當歸補血湯合
濟生腎氣丸加減

黃芪 30 g, 當歸 15 g, 生地黃 15 g, 澤瀉 10 g, 山藥 15 
g, 猪苓 30 g, 白茯苓 30 g, 附片 6 g, 益母草 30 g, 山
茱萸 10 g, 車前子 10 g, 牛膝 12 g, 丹蔘 30 g

己椒藶黃丸
加減

防己 12 g, 葶藶子 30 g, 大腹皮 30 g, 車前草 30 g, 桑
白皮 30 g, 椒目 9 g, 大黃 6 g

旋復代赭湯
加減

旋覆花 15 g, 法半夏 15 g, 代赭石 30 g, 人蔘 6 g, 生
薑 6 g, 黃連 6 g, 吳茱萸 6 g, 竹茹 9 g, 叶 9 g, 藿
梗 9 g, 梗 9 g

合香丸加味
石菖蒲 30 g, 白芍藥 30 g, 全栝萎 30 g, 土茯苓 30 g, 
珍珠母 30 g, 生龍骨 30 g, 生牡蠣 30 g, 广鬱金 15 g, 
法半夏 15 g, 山楂 15 g, 生大黃 6 g, 合香丸 6 g

濟生腎氣丸
熟地黃, 山茱肉, 附子, 肉桂, 車前子, 澤瀉, 白茯苓, 牧丹
皮, 牛膝

龜鹿二膠丸
龜膠, 鹿角膠, 熟地黃, 山茱肉, 山藥, 澤瀉, 白茯苓, 牧丹
皮, 附片, 肉桂, 巴戟天, 枸杞子, 麥冬, 當歸, 白藥, 川斷, 
杜仲, 補骨脂, 五味子, 芡實

蔘桂鹿茸丸
人蔘, 肉桂, 炙黃芪, 川斷, 枸杞子, 鹿茸, 肉蓯蓉, 炒白藥, 
熟地黃, 白茯苓, 黨蔘, 當歸, 炙甘草

滋補肝腎丸
北沙蔘, 麥冬, 當歸, 何首烏, 川斷, 女貞子, 旱蓮草, 熟地
黃, 陳皮, 五味子, 浮 麥

丹蔘歸脾湯
丹蔘 30 g, 黃芪 30 g, 當歸 15 g, 白朮 30 g, 白茯苓 15 
g, 遠志 9 g, 黃精 15 g, 酸棗仁 15 g, 木香 6 g, 生地黃 
30 g, 蒼朮20 g, 鷄內金 12 g, 甘草 6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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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腎建脾化 方
山茱萸10 g, 蕤仁肉 10 g, 生地黃 20 g, 石決明 20 g, 
黃芪 30 g, 葛根 30 g, 乾漆 6 g, 乳香 10 g, 山査肉 10 
g, 白殭蠶 10 g

消益腎飮
生黃芪 15 g, 丹蔘 20 g, 芡實 10 g, 金櫻子10 g, 生地
黃 15 g, 牛膝 15 g, 山茱萸 10 g,狗脊 10 g, 黃連 5 g

調腎湯
丹蔘 12 g, 黃芪 12 g, 生地黃 12 g, 山藥12 g, 山茱萸 
12 g, 白茯苓 12 g, 薊 12 g, 益母草20 g, 赤 豆20 g

益氣補腎方
龜板 20 g, 鱉甲 20 g, 白茯苓 20 g, 太子蔘15 g, 黃芪 
20 g, 牛大力 15 g, 陳皮 8 g, 薏苡仁 20 g, 山藥 10 g, 
麥門冬 10 g, 丹蔘10 g, 黃精 10 g

益腎湯

黃芪 18 g, 黨蔘 12 g, 白朮 12 g, 白茅根18 g, 牡蠣 15 
g, 山茱萸 12 g, 杜冲 12 g, 桑寄生 12 g, 丹蔘 18 g, 益
母草 18 g, 萆薢12 g, 金櫻子 9 g, 大薊 12 g, 薊 12 
g, 白茯苓 12 g, 生甘草 6 g

消蛋白湯
黃芪 15 g, 玉米  30 g, 山藥 30 g, 茯苓皮 15 g, 薏苡
仁 30 g

腎夏湯
紫河車 12 g, 黃芪 30 g, 黨蔘 15 g, 白朮12 g, 當歸 9 
g, 白芍藥 12 g, 黃精 12 g, 山藥 15 g, 玉竹 12 g, 桑椹
子 12 g, 何首烏12 g, 桑寄生 12 g

滋腎消渴湯
黃芪 30 g, 丹蔘 30 g, 山藥 15 g, 天花粉15 g, 黃柏 12 
g, 白朮 10 g, 玄蔘 10 g, 蒼朮 10 g, 槐花 10 g, 薊 
10 g, 杜冲 10 g, 生大黃 8 g, 生甘草8 g

糖腎方
生黃芪30 g, 丹蔘 30 g, 生大黃 6 g, 天花粉15 g, 熟黃
精 15 g, 葛根 15 g, 金雀根 30 g

加減黃芪
地黃湯

生地黃 20 g, 山藥 15 g, 益母草 15 g, 山茱萸 12 g, 白
茯苓 12 g, 澤瀉 10 g, 紅花 10 g, 牧丹皮 10 g, 生黃芪 
30 g, 太子蔘30 g, 白茅根 30 g, 丹蔘 30 g

滋腎化 湯

生黃芪 30 g, 太子蔘 30 g, 黃精 30 g, 丹蔘30 g, 益母
草 30 g, 白茅根 30 g, 熟地黃15 g, 山茱萸 15 g, 澤瀉 
15 g, 白茯苓 15 g, 五味子 15 g, 山藥 10 g, 川芎 10 g, 
澤蘭10 g

濕腎降浊湯
人蔘 6 g, 甘草 9 g, 大黃 15 g, 半夏 12 g, 紫 葉 15 
g, 丹蔘 50 g, 黃連 9 g, 紅花15 g, 當歸 20 g, 益母草 
50 g, 黃柏 20 g

益腎活血方
生黃芪 30 g, 太子蔘 30 g, 山藥 30 g, 生地黃 12~20 g, 
玄蔘 12 g, 葛根 30 g, 絲瓜絡10 g, 桑枝 30 g, 赤芍藥 
10 g, 桃仁 6~12 g, 白芍藥 20 g, 川牛膝 15 g

自拔降糖腎方
山茱萸 15 g, 山藥 15 g, 仙鶴草 15 g, 生黃芪 30 g, 熟
地黃 10 g, 五倍子 10 g, 白茯苓10 g, 大黃(后下)10 g, 
淫羊藿 10 g, 丹蔘10 g

通絡益腎合劑
大黃 10 g, 丹蔘 30 g, 白芍藥 15 g, 益母草15 g, 牛膝 
10 g, 黨蔘 12 g, 兎絲子 15 g, 何首烏 12 g

二地苦靑湯

地綿草 10 g, 地骨皮 15 g, 苦蔘 10 g, 靑黛6 g, 白殭蠶 
12 g, 澤瀉 12 g, 黃芪 30 g, 白朮 15 g, 白茯苓 15 g, 
山藥 15 g, 仙靈脾10 g, 仙茅 10 g, 芡實 10 g, 金櫻子 
10 g

止消通脈宁
人蔘 10 g, 生地黃 15 g, 沙蔘 15 g, 莪朮10 g, 生大黃 
10 g, 三七根 10 g

蔘芪地黃湯

黨蔘 30 g, 黃芪 30 g, 熟地黃 15 g, 山茱萸10 g, 山藥 
15 g, 牧丹皮 15 g, 澤瀉 10 g, 白茯苓 12 g, 丹蔘 10 g, 
澤蘭 10 g, 王不留行 10 g, 車前子 15 g(包煎), 天花粉 
12 g

補腎固精湯
桑寄生 20 g, 桑螵帩 30 g, 芡實 10 g, 金櫻子 10 g, 兎
絲子 10 g, 山藥 10 g, 益智仁10 g, 生黃芪 20 g

丹嗜保
腎降糖湯

丹蔘, 黃芪, 太子蔘, 芡實, 桑螵帩, 金櫻子, 石決明(先煎) 
各30 g, 生大黃(后下) 6 g, 水蛭 3 g, 山茱萸, 澤瀉, 川芎 
各10 g, 山藥, 黃精, 淫羊藿 各15 g, 白茯苓, 白朮, 肉從
蓉 各12 g

培本活血湯
黨蔘, 兎絲子 各10 g, 黃芪, 益母草 各 30 g, 生地黃 9 
g, 山茱萸, 白茯苓, 山藥, 葛根 各12 g, 川芎 15 g, 水蛭 
6 g

通絡補腎湯
水蛭 3~10 g, 當歸 20 g, 紅花 10 g, 牡蠣30 g, 生地黃 
15 g, 女貞子 10 g, 山茱萸10 g, 芡實 10 g, 天花粉 10 
g, 黃芪 15 g, 西洋蔘 10 g, 砂仁 10 g. 

舒糖愈腎飮
人蔘, 黃芪 15 g, 知母 12 g, 當歸, 生地黃, 川芎, 丹蔘, 
桑白皮 各9 g, 天花粉 6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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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糖益腎湯
生黃芪 30 g, 太子蔘 15 g, 丹蔘 15 g, 山茱萸 15 g, 山
藥 15 g, 天花粉 15 g, 赤芍藥15 g, 益母草 15 g, 澤瀉 
15 g, 白茯苓 15 g, 當歸 20 g, 桃仁 10 g

補腎湯
枸杞子 18 g, 山茱萸 12 g, 牧丹 皮 15 g, 大黃 10 g, 
生地黃 12 g, 川芎 12 g, 益母草15 g, 澤瀉 10 g, 葫
巴 15 g

補陽還五湯
黃芪 20 g, 白朮, 法半夏 各10 g, 當歸尾6 g, 赤芍藥 5 
g, 地龍, 川芎, 紅花, 桃仁 各 3 g, 黃芪 初用量 30~60 
g, 增加劑量至120 g

刺五加合
黃芪注 液

刺五加, 黃芪. 刺五加注 液60ml, 黃芪注 液40ml 加入
0.9%注 液250ml 靜脈適注, 매일 1차

蜂 化 方
黃芪 18 g, 黃精 15 g, 丹蔘 20 g, 葛根 15 g, 浙貝母 10 
g, 生地黃 12 g, 兎絲子24 g, 蜂蜜 12 g

藿朴夏苓湯
藿香 12 g, 厚朴 6 g, 薑半夏 9 g, 豬苓 9 g, 薏苡仁 30 
g, 白寇仁 6 g, 淡豆豉 9 g, 杏仁12 g, 赤芍藥 18 g, 澤
瀉 9 g, 防風 15 g, 生黃芪 30 g, 白朮 15 g

降糖益腎湯
生地黃, 熟地黃, 生黃芪, 太子蔘, 丹蔘 白茯苓, 山藥 各
20 g, 山茱萸, 拘杞子, 兎絲子 各15 g, 豬苓, 澤瀉, 木香, 
砂仁(后下), 木瓜, 車前子(包煎) 各12 g

康腎湯
冬蟲夏草袍子粉 6 g, 黃芪, 太子蔘, 玉米  各30 g, 桑
椹子 20 g, 當歸, 丹蔘 各15 g, 大黃, 川芎 各10 g

白虎加人蔘湯 生石膏 50 g, 知母 10 g, 甘草 6 g, 粳米 20 g, 人蔘 9 g

玉女煎
生石膏 50 g, 知母 10 g, 熟地黃 15 g, 玄蔘 15 g, 麥門
冬 15 g, 牛膝 15 g

消渴湯 天花粉 15 g, 黃連 10 g, 生地黃 12 g

加減復脈湯
炙甘草 18 g, 乾地黃 18 g, 白芍藥 18 g, 麥門冬 15 g, 
阿膠 9 g, 火麻仁 9 g

生脈散 人蔘 10 g 麥門冬 10 g 五味子 10 g

玉女煎合
 生脈散

人蔘 10 g 麥門冬 10 g 五味子 10 g 生石膏 30 g 熟地
黃 15 g 知母 10 g 牛膝 15 g

氣陰固本湯
黃芪 20 g, 山藥 20 g, 熟地黃 15 g, 生地黃 15 g, 麥門
冬 10 g, 五味子 8 g, 五倍子 8 g, 生杜冲 20 g, 白茯苓 
10 g, 天花粉 15 g, 葛根 10 g, 吳茱萸 10 g

益氣滋腎化 湯
黨蔘 15 g, 黃芪 15 g, 當歸 10, g 赤芍藥 15 g, 川芎 10 
g, 生地黃 10 g, 女貞子 10 g, 旱蓮草 10 g, 石葦 30 g, 
白花蛇 草 30 g, 白茅根 30 g, 桑奇生 15 g

玉液湯
生山藥 30 g, 生地黃 15 g, 知母 18 g, 鷄內金 6 g, 葛
根 5 g, 五味子 9 g, 天花粉 9 g

蔘芪地黃湯
太子蔘 20 g, 生地黃 30 g, 熟地黃 15 g, 生山藥 30 g, 
川牛膝 30 g, 吳茱萸 15 g, 當歸 12 g, 五味子 12 g, 枸
杞子 20 g, 益母草 30 g, 川厚朴 10 g, 豬苓 30 g

六味地黃湯
熟地黃 20 g, 山藥 12 g, 吳茱萸 12 g, 白茯苓 15 g, 牧
丹皮 10 g

固腎方
黃精 30 g, 熟地黃 15 g, 細辛 3 g, 大薊 30 g, 石葦 
30 g, 益母草 30 g, 杜冲 15 g, 補骨脂 15 g, 覆盆子 30 g

一貫煎合
 六味地黃丸

生地黃 15 g, 沙蔘 15 g, 麥門冬 15 g, 拘杞子 15 g, 當
歸 12 g, 川鍊子 6 g, 山茱萸 6 g, 山藥 15 g, 熟地黃 
15 g, 白茯苓 15 g, 牧丹皮 12 g

當歸地黃湯
當歸 12 g, 白芍藥 12 g, 熟地黃 12 g, 山茱萸 9 g, 山
藥 15 g, 牧丹皮 12 g

金匱腎氣丸
附子片 10 g, 肉桂 5 g, 熟地黃 20 g, 山藥 15 g, 吳茱
萸 12 g, 白茯苓 10 g, 牧丹皮 12 g

溫腎活血湯
人蔘 10 g, 炒山藥 15 g, 熟地黃 18 g, 杜冲 10 g, 拘杞
子 15 g, 當歸 10 g, 吳茱萸 12 g, 炙甘草 6 g

柴苓湯
柴胡 15 g, 黃芩 10 g, 人蔘 9 g, 甘草 6 g, 半夏 12 g, 
生薑 5편, 大棗 7개, 白朮 12 g, 白茯苓 15 g, 桂枝 12 g

降糖活血方
丹蔘 18 g, 川芎 10 g, 益母草 18 g, 當歸 10 g, 白芍藥 
12 g, 木香 10 g, 葛根 30 g

血府逐 湯
桃仁 12 g, 紅花 9 g, 當歸 9 g, 生地黃 9 g, 川芎 5 g, 
赤芍藥 6 g, 牛膝 9 g, 桔梗 5 g, 柴胡 3 g, 枳殼 6 g, 
甘草 3 g

桂枝白茯苓丸
桂枝 10 g, 白茯苓 12 g, 牧丹皮 12 g, 桃仁 12 g, 赤芍
藥 15 g, 丹蔘 15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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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苓散合
血府逐 湯

豬苓 15 g, 丹蔘 20 g, 白茯苓 15 g, 桂枝 10 g, 桃仁 20 
g, 紅花 15 g, 當歸 10 g, 熟地黃 10 g, 川芎 10 g, 桔梗 
10 g, 柴胡 10 g, 枳殼 10 g, 甘草 10 g, 黃芪 20 g, 牛膝 
15 g, 赤芍藥 15 g, 玉尾鬚 15 g

溫脾湯 附子 6 g, 人蔘 10 g, 大黃 10 g, 甘草 6 g, 乾薑 6 g

大黃附子湯
大黃 15-30 g, 附子 10 g, 陳皮 10 g, 厚朴 10 g, 法半夏 10 g, 
白茯苓 10 g, 生杜冲 30 g, 當蔘 15-30 g, 生薑 3편, 甘草 5 g

無名方
太子蔘, 黃芪, 生地黃 各15 g, 山藥, 山茱萸 各10 g, 白茯
苓 20 g, 牧丹皮 6 g

無名方
金櫻子, 芡實, 白朮 各 15 g, 白茯苓 20 g, 山藥 10 g, 黃
精 30 g, 菟絲子 20 g, 百合, 枇杷 各 10 g

無名方
女貞子, 當歸 各 10 g, 赤芍藥, 生地黃 各15 g, 山藥, 牧丹
皮, 山茱萸 各 10 g, 白茯苓 15 g, 地骨皮 20 g

腎氣丸加減
附子 8 g, 桂枝 8 g, 生地黃 15 g, 山茱萸 15 g, 白茯苓
10 g, 山藥 20 g, 牧丹皮 10 g, 澤瀉 10 g, 黃芪 20 g, 蒼
朮 15 g, 牛膝 10 g, 茅根 30 g

杞菊地黃湯加味
枸杞子 10 g, 菊花 10 g, 生地黃 15 g, 熟地黃 15 g, 山茱
萸 15 g, 牧丹皮 10 g, 山藥 20 g, 白茯苓 10 g, 蒼朮 10 g

無名方
黃柏 10 g, 知母 10 g, 生地黃 10 g, 山茱萸 10 g, 澤瀉 
10 g, 白茯苓 10 g, 牧丹皮 10 g, 山藥 15 g, 茅根 30 g, 
牛膝 10 g, 杜冲 10 g

知栢地黃丸加減
知母 9 g, 黃柏 10 g, 生地黃 20 g, 山藥 15 g, 白茯苓 15 
g, 丹皮 15 g, 澤瀉 18 g, 山茱萸 20 g

生脈散加減
黨蔘 12 g, 麥門冬12 g, 五味子 10 g, 黃芪 10 g, 玄蔘 12 
g, 生地黃 15 g, 赤芍藥 12 g, 山藥 12 g, 山茱萸 10 g

補脾補腎方
金櫻子 15 g, 芡實 15 g, 黃芪 10 g, 白朮 15 g, 黨蔘 10 
g, 陳皮 5 g, 當歸 10 g, 白茯苓 20 g, 山藥 10 g

金匱腎氣丸加減
附子 10 g, 肉桂 6 g, 熟地黃 12 g, 澤瀉 12 g, 山茱萸 
10 g, 白茯苓 15 g, 山藥 15 g

益胃湯加減
太子蔘 10 g, 生黃芪 15 g, 五味子 10 g, 桑白皮 12 g, 
北沙蔘, 麥冬, 玉竹 各 10 g

人蔘歸脾湯加減
黨蔘, 炒白朮 各 10 g, 黃芪 20 g, 遠志 10 g, 炒棗仁 12 g, 
茯神 15 g, 雄膽 12 g, 木香 10 g, 甘草 6 g, 當歸 10 g

六君子湯合
六味地黃湯加減

黨蔘, 炒白朮 各 10 g, 白茯苓, 薏苡仁, 山藥 各 12 g, 山
茱萸 10 g, 熟地黃 12 g, 大腹皮 15 g, 炙甘草 10 g, 炒
扁豆 12 g, 半夏 10 g, 陳皮 6 g

杞菊地黃湯加減
枸杞子, 菊花 各 10 g, 生地黃, 山藥 各 12 g, 白茯苓 15 
g, 山茱萸, 牧丹皮, 澤瀉 各 10 g, 石決明, 磁石 各 20 g

實脾飮加減
白茯苓 15 g, 白朮, 蒼朮 各 10 g, 大腹皮 15 g, 肉荳蔲, 
厚朴, 桂枝, 木香 各 10 g, 猪苓 15 g, 附子 6 g, 木瓜 10 

苓桂朮甘湯合
眞武湯加減

附子 10 g, 肉桂 6 g, 黨蔘, 葶藶子 各 10 g, 白茯苓 15 
g, 澤瀉 10 g, 大腹皮 15 g, 五加皮, 白朮 各 10 g, 生薑, 
炙甘草 各 6 g

大黃附子湯加味
附子, 生大黃, 半夏 各 10 g, 生薑, 砂仁 各 6 g, 藿香, 
木香, 蒼朮, 厚朴 各 10 g

羚羊鉤藤湯加減
羚羊角 1 g, 生地黃, 鉤藤 各 15 g, 牧丹皮 10 g, 石決明 
20 g, 菊花 10 g, 鱉甲, 白茯神 各 15 g, 白芍藥, 玄蔘 各
10 g, 全蝎 6 g

消渴方加減
生地黃 15 g, 黃連 6 g, 天花粉 15 g, 知母12 g, 生石倒 
20 g, 沙參 15 g, 玉竹 15 g, 太子蔘 20 g, 桑白皮 15 g

生脈散合
玉女煎加減

太子蔘 30 g, 麥門冬 10 g, 五味子 10 g, 生石膏 20 g, 
生地黃 15 g, 知母 10 g, 葛根20 g, 牧丹皮 12 g, 夜苓 
20 g, 山藥 30 g

六昧地黃丸合
桃紅四物湯加減

真武湯合五皮飲

大補元煎 人蔘, 山藥, 熟地黃, 杜仲, 枸杞子, 當歸, 山茱萸, 炙甘草

桂附地黃湯 附子, 肉桂, 生地黃, 山藥, 山茱萸肉, 白茯苓, 澤瀉, 牧丹皮

濟生腎氣湯

實脾飮
附子, 薑姜, 白朮, 甘草, 厚朴, 木香, 草果, 檳榔, 木瓜, 
生薑, 大棗, 白茯苓

黃蓮溫膽湯,  
葉黃蓮湯

半夏加白茯苓
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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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肺湯 人蔘, 黃芪, 熟地黃, 五味子, 紫菀, 桑白皮
益胃湯 沙蔘, 麥冬, 生地黃, 玉竹

六君子湯 人蔘, 炙甘草, 白茯苓, 陳皮, 半夏

六味地黃湯 生地黃, 山藥, 山茱萸, 白茯苓, 澤瀉, 牧丹皮

杞菊地黃湯
枸杞子, 菊花, 生地黃, 山藥, 山茱萸, 白茯苓, 澤瀉, 牧丹
皮

實脾飮
附子, 薑姜, 白朮, 甘草, 厚朴, 木香, 草果, 檳榔, 木瓜, 
生薑, 大棗, 白茯苓

苓桂朮甘湯 白茯苓, 桂枝, 白朮, 甘草

眞武湯 炮附子, 白朮, 白茯苓, 白芍藥, 生薑

大黃附子湯 大黃, 附子, 細辛

羚角銶膝湯
羚羊角, 桑葉, 川貝, 生地黃, 銶膝, 菊花, 白芍藥, 生甘草, 
竹茹, 白茯神

活血去
三七根, 丹蔘, 益母草, 大黃, 澤蘭, 水蛭, 紅花, 當歸, 赤
芍, 桃仁

氣血兩虛方
黃芪, 山藥, 生地黃, 山茱萸, 白茯苓, 牧丹皮, 枸杞子, 桃
仁, 川芎, 當歸

脾腎兩虛方
黃芪, 山藥, 生地黃, 山茱萸, 白茯苓, 澤瀉, 牛膝, 車前子, 
桃仁, 淡附片

肝腎陰虛方 知母, 黃柏, 生地黃, 山藥, 白茯苓, 牧丹皮, 澤瀉, 山茱萸

氣陰兩虛方
黨蔘, 麥門冬, 五味子, 黃芪, 玄蔘, 生地黃, 赤芍藥, 山藥, 
山茱萸

脾腎氣虛方 金櫻子, 芡實, 黃芪, 白朮, 黨蔘, 陳皮, 當歸, 白茯苓, 山藥

陰陽兩虛方 制附子, 肉桂, 熟地黃, 澤瀉, 山茱萸, 白茯苓, 山藥

芪蛭二黃湯
黃芪, 水蛭, 大黃, 黃蓮, 玉米鬚, 黃精, 山茱萸, 太子蔘, 
天花粉, 麥門冬, 地骨皮 , 益母草

蔘芪附黃湯
人蔘, 黃芪, 附子, 大黃, 玉米鬚, 白茯苓, 蠶茧, 桂枝, 水
蛭, 益母草, 當歸

無名方
車前子, 牛膝, 熟地黃, 山茱萸, 澤瀉, 山藥, 猪苓, 白茯苓, 
附子, 蠶茧, 川斷, 玉米鬚, 澤蘭, 丹蔘

無名方
人蔘, 黃芪, 附子, 肉桂, 川斷, 芡實, 白花蛇 草, 白朮, 
白茯苓, 猪苓, 玉米鬚, 澤瀉, 澤蘭, 葶藶子

無名方
熟地黃, 山茱萸, 山藥, 丹蔘, 牧丹皮, 澤瀉, 白茯苓, 知母, 
頭仲, 絲瓜絡

無名方
黃芪, 太子蔘, 山藥, 山茱萸, 熟地黃, 地骨皮, 牧丹皮, 玄
蔘, 麥門冬

無名方
仙靈脾, 巴戟天, 生地黃, 熟地黃, 山藥, 山茱萸, 白茯苓, 
頭仲, 菟絲子, 知母

無名方 黃蓮, 天花粉, 生地黃, 薑汁, 生石膏, 知母, 人蔘, 牛膝

無名方
蒼朮, 白扁豆, 薏苡仁, 白朮, 黃蓮, 黃柏, 大黃, 茵蔯, 半
夏, 車前子, 澤瀉, 白茯苓, 丹蔘, 紅花, 赤芍藥, 川芎, 益
母草, 三七根, 水蛭

蔘芪丹鷄地黃湯
 加減

西洋蔘 3-6ｇ, 生黃芪 ,30ｇ, 丹蔘 30ｇ, 鷄血藤 30ｇ, 熟
地黃 9ｇ, 山茱萸 9ｇ, 白茯苓 30ｇ, 澤蘭 30ｇ, 澤瀉 30
ｇ, 益母草 15ｇ, 桑白皮 30ｇ, 桑螵帩 30ｇ, 金櫻子 30
ｇ, 水蛭 9ｇ, 生大黃 3-6ｇ

無名方
生晒蔘 5ｇ, 生黃芪 30ｇ, 生地黃 15ｇ, 山茱萸 15ｇ, 淮
山藥 15ｇ, 粉葛根 15ｇ, 枸杞子 15ｇ, 制女貞子15ｇ, 菟
絲子 15ｇ, 金櫻子 15ｇ, 玉米鬚 15ｇ, 米仁根 30ｇ

四五湯
柴胡, 黃芩, 半夏, 人蔘, 甘草, 桂枝, 白朮, 白茯苓, 澤瀉, 
生地黃, 白芍藥, 當歸, 川芎

無名方
太子蔘 20ｇ(或紅蔘5ｇ 配黃蓮), 猪苓 20ｇ, 白朮 6ｇ, 
炙甘草 6ｇ, 當歸 10ｇ,  川芎 10ｇ, 白芍藥 30ｇ, 生地黃 
30ｇ, 牛膝 30ｇ, 熟大黃 10ｇ, 元明粉 3ｇ, 生大黃 8ｇ

無名方
黃芪 30ｇ, 當歸 10ｇ, 白芍藥 20ｇ, 熟地黃 15ｇ, 紅蔘 
6ｇ, 蒼朮 6ｇ, 黃蓮 6ｇ, 黃柏 10ｇ, 猪苓 20ｇ, 牛膝 
20ｇ, 山梔 10ｇ

無名方

生黃芪 20ｇ, 當歸 10ｇ, 紅蔘 5ｇ, 猪苓 9ｇ, 蒼朮 10
ｇ, 生甘草 6ｇ, 川芎 15ｇ, 熟地黃 15ｇ, 砂仁 15ｇ, 赤
芍藥 15ｇ, 白芍藥 15ｇ, 附片 5ｇ(或冬忠夏草2ｇ), 熟大
黃 8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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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名方
熟地黃, 山茱萸, 生黃芪, 當歸, 丹蔘, 益母草, 何首烏, 枸
杞子, 太子蔘

無名方
仙茅, 仙靈脾, 補骨脂, 生黃芪, 山茱萸,  益母草, 丹蔘, 
川芎, 赤芍藥, 熟附片

無名方
生黃芪, 當歸, 川芎, 赤芍藥, 生地黃, 澤蘭葉, 桃仁, 炒牛
膝, 熟地黃, 玄蔘

無名方
生黃芪, 生地黃, 牧丹皮, 山藥, 白茯苓, 澤瀉, 天花粉, 黃
蓮, 丹蔘, 澤蘭, 益母草, 白茅根, 黃精, 紅花

六味地黃丸合
二至丸

生地黃 30 g, 熟地黃 30 g,  山茱萸 10 g, 山藥 15 g, 
牧丹皮 10 g, 麥門冬 10 g, 丹蔘30 g, 枸杞子 15 g, 牛
膝 15 g, 女貞子 15 g

無名方
熟地黃 15 g, 白茯苓 15 g, 山藥 15 g, 山茱萸 12 g, 牧丹
皮6 g, 澤瀉 10 g, 車前子 15 g, 牛膝 12 g, 制附子 6 g

生脈飮合
五苓散加減

人蔘 10 g, 麥門冬 15 g, 五味子 10 g, 豬苓30 g, 白茯
苓 30 g, 丹蔘 30 g, 葶藶子 15 g, 桂枝 6 g, 澤瀉 10 g, 
澤蘭 10 g, 桑白皮10 g, 車前子 15 g

生脈飮, 
六味地黃湯合
四物湯加減

太子蔘, 麥冬, 五味子, 生地黃黃, 丹皮, 白茯苓, 澤瀉, 山
茱萸, 山藥, 當歸, 川芎, 芍藥

金匱腎氣丸合
防己黃芪湯加減

桂枝, 附子, 生地黃, 牧丹皮, 白茯苓, 澤瀉, 山茱萸, 山藥, 
黃芪, 防己, 白朮, 甘草, 丹蔘, 葛根

一貫煎合
桃紅四物湯加減

生地黃, 沙蔘, 枸杞子, 麥冬, 當歸, 川楝子, 桃仁, 紅花, 
川芎, 赤芍藥

辰武湯合
血腑逐 湯加減

附子, 生薑, 白朮, 白芍藥, 白茯苓, 當歸,生地黃, 紅花, 枳
實, 牛膝, 川芎, 柴胡, 桔梗

杞菊地黃丸合
桃紅四物湯加減

枸杞子, 菊花, 生地黃, 牧丹皮, 白茯苓, 澤瀉, 山茱萸, 山
藥, 桃仁, 紅花, 當歸, 川芎, 赤芍藥

生脈飮, 
二陳湯合

桃紅四物湯加減

太子蔘, 麥門冬, 五味子, 陳皮, 半夏, 白茯苓, 桃仁, 紅花, 
當歸, 川芎, 赤芍藥, 生地黃

複方丹芎片 桃仁, 紅花, 丹蔘, 川芎 每服5片, 每日3次

黃連羊肝丸
鮮羊肝, 龍膽草, 石決明, 密蒙花, 決明子. 每服 6 g, 每日
2次

五苓散加減
白茯苓 15 g, 白朮 12 g, 澤瀉 10 g, 桂枝5 g, 豬苓 10 
g, 澤蘭 15 g, 黃芪 30 g

防己黃芪湯
加減

黃芪 50 g, 防己 12 g, 白朮 15 g, 甘草 6 g, 生薑 4片, 
大棗1枚(擘), 陳皮 6 g, 白茯苓10 g, 太子蔘 12 g, 車前
子 15 g(包煎), 白扁豆 10 g, 麥芽 15 g

腎氣丸加減
制附子 10 g(先煎), 桂枝 3 g, 生地黃15 g, 白茯苓 15 g, 
牧丹皮 10 g, 山藥 30 g, 山茱肉 10 g, 澤瀉 10 g, 黃芪 
30 g, 桑螵帩 15 g

眞武湯合
苓桂出甘湯加減

制附子 10 g(先煎), 白芍藥 12 g, 白朮 30 g, 桂枝 6 g, 
白茯苓 15 g, 牧丹皮 10 g, 山藥 30 g, 黃芪 30 g

桂枝白茯苓丸合
黃芪建中湯加減

桂枝 10 g, 白茯苓 15 g, 牧丹皮 10 g, 桃仁10 g, 黃芪 
50 g, 白芍藥 30 g, 甘草 12 g, 鷄血藤 30 g

吳茱萸湯合 半
夏白茯苓湯加減

吳茱萸 6 g, 人蔘 9 g, 大棗12枚 (擘), 生薑 18 g, 半夏 
15 g, 甘草 6 g, 白茯苓 15 g, 紫  30 g, 陳皮 10 g

葶藶大棗瀉肺湯
合己椒藶黃丸加減 葶藶子 30 g, 大棗 12枚, 防己 15 g, 椒目15 g, 大黃 10 

g, 澤蘭 10 g, 白朮 12 g, 太子蔘 10 g

蔘芪地黃湯加味
黨蔘, 生黃芪, 生地黃, 山藥 各15 g, 山茱肉, 牧丹皮, 白
茯苓, 澤瀉 各10 g, 黃連 6 g, 金櫻子, 芡實 各12 g

六味地黃丸
(湯)加味

生地黃, 玄蔘, 天花粉, 丹蔘 各30 g, 枸杞, 山茱肉, 太子
蔘, 當歸 各10 g, 葛根, 山藥, 白茯苓 各12 g, 女貞子, 旱
蓮草 各20 g

水陸二仙丹
或芡實合劑

金櫻子, 芡實 各12 g, 白朮, 白茯苓, 山藥, 兎絲子, 黃精, 
百合, 枇杷葉 各10 g, 或用補中益氣湯加金櫻子, 補骨脂, 
兎絲子 等

眞武湯加味
炮附子 6 g, 白茯苓, 白朮, 白芍 各15 g, 生薑 10 g, 黨
蔘, 黃芪 各15 g, 肉桂 6 g

養心益神腎
降濁湯(驗方)

太子蔘 30 g, 當歸 10 g, 麥門冬 10 g, 五味子 10 g, 丹
蔘 30 g, 川芎 15 g, 澤瀉 20 g, 葶藶子 20 g, 大棗 5枚¸

桂附地黃湯 或
濟生腎氣湯加味

生地黃15 g, 山藥, 山茱肉, 牧丹皮, 白茯苓, 澤瀉, 車前子 
各10 g, 肉桂 5 g, 炮附子 8 g, 牛膝 12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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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濁解毒
扶正飮加減

黃連 10 g, 蒼朮 15 g, 衛茅 15 g, 佩蘭 10 g, 生地黃 25 
g, 生黃芪 25 g, 木瓜 20 g, 荔枝核 10 g, 薏苡仁 25 g, 
丹蔘 20 g, 葛根20 g, 何首烏 25 g, 白茯苓 20 g

白茯苓
或 淸心蓮子飮

加減

白茯苓 15 g, 天花粉 30 g, 黃連 10 g, 萆薢15 g, 太子
蔘 25 g, 玄蔘 20 g, 蓮子 15 g, 熟地黃 25 g, 覆盆子 20 
g, 石斛 20 g, 蛇床子 15 g, 鷄內金 20 g, 磁石 25 g

蔘苓白朮散
加減

人蔘 20 g, 白茯苓 25 g, 白朮 20 g, 扁豆15 g, 陳皮 15 
g, 山藥 25 g, 甘草 10 g, 蓮子 15 g, 砂仁 10 g, 薏苡仁 
25 g, 桔梗 15 g, 生黃芪 20 g

蔘芪地黃湯
太子蔘 20 g, 生黃芪 25 g, 生地黃 30 g, 山茱萸 15 g, 
山藥 15 g, 白茯苓 15 g, 牧丹皮15 g, 澤瀉 15 g, 玄蔘 
20 g, 白朮 15 g

補腎益氣湯或
濟生腎氣湯加減

熟附子 8 g, 肉桂 8 g, 山藥 15 g, 山茱萸20 g, 白茯苓 
30 g, 黃芪 60 g, 黨蔘 15 g, 黃精 15 g, 當歸 30 g, 車
前子(包) 30 g, 丹蔘 15 g, 牛膝 15 g

五苓散合
五皮飮加減

白朮 15 g, 澤瀉 30 g, 豬苓 30 g, 桂皮 8 g, 陳皮 15 g, 
茯苓皮 30 g, 生薑皮 15 g, 桑白皮 30 g, 大腹皮 30 g, 
黃芪 30 g, 丹蔘 30 g, 牛膝 15 g

無名方

太子蔘 20 g(或 紅蔘 5 g), 黃連 10 g, 豬苓20 g, 白朮 6 
g, 當歸 10 g, 川芎 10 g, 白芍藥 30 g, 生地黃 30 g, 牛
膝 30 g, 熟大黃10 g, 玄明粉 3 g, 生大黃 8 g (另包后
下, 便溏后減量)

無名方

生黃芪 20 g, 當歸 10 g, 紅蔘 5 g, 豬苓 9 g, 蒼朮 10 
g, 生甘草 6 g, 川芎15 g, 熟地黃 15 g, 砂仁 15 g, 赤芍
藥 15 g, 白芍藥15 g, 附片5 g (或冬虫夏草 2 g), 熟大
黃 8 g

無名方
黃芪 30 g, 當歸 10 g, 白芍藥 20 g, 熟地黃 15 g, 紅蔘 
6 g, 蒼朮 6 g, 黃柏 10 g, 豬苓 20 g, 牛膝 20 g, 山梔
子 10 g

淸肺益腎
降濁湯
(驗方)

桑白皮 20 g, 沙蔘 20 g, 黃芪 10 g, 麥門冬10 g, 五味
子 10 g, 當歸 10 g, 陳皮 10 g, 桃仁 10 g, 杏仁 10 g, 
熟大黃 10 g, 冬虫夏草 3 g

無名方
黃芪 45 g, 川芎 15 g, 葛根, 黃精, 山茱萸各20 g, 陰陽
藿, 巴戟天 各15 g, 靈芝 30 g, 當歸 12 g, 太子蔘30 g, 
蠶螢 各20 g, 牛蒡子 30 g, 制大黃12 g

加味柴胡湯
柴胡 9 g, 黃芩, 白朮 各12 g, 白芍藥 20 g, 枸杞子 15 
g, 菊花 12 g, 紫  20 g, 川黃連6 g, 半夏 10 g, 砂仁 6 
g, 六月雪 30 g, 制大黃 12 g

표 3. 가감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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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芪桂枝
五物湯加味

• 尿蛋白無變化 - 加用牛蒡子粉冲服

肺胃燥熱方
• 口乾, 口渴, 尿頻量多, 紅 津, 脈滑數 - 加 生石
膏 30 g, 知母 10 g, 葛根 10 g, 天花粉 30 g 等

肝鬱氣滯方
• 口苦咽乾, 胸脇苦滿, 情志抑鬱, 暗苔黃, 脈沈弦 
   - 加 柴胡 10 g, 枳殼 10 g, 枳實 10 g, 赤芍藥 15 
g, 白芍藥 15 g, 佛手 10 g, 香櫞 10 g 等

絡脈 結方
• 口脣色暗, 黯, 斑 点, 脈沈澁 
 - 加 丹蔘 10 g, 川芎 10 g, 莪朮 10 g, 益母草 10 g 
等

濕熱中阻方
• 胸脘腹脹, 飮食不香, 時有惡心, 苔黃膩或白膩  - 加 
藿佩 各 10 g, 蒼朮 10 g, 陳皮 10 g, 半夏 10 g, 竹茹 
10 g, 黃連 6 g

腑實便秘方
• 大便乾結, 數日不行, 暗, 苔黃燥 - 加 大黃 10 g, 
瓜蔞 30 g, 枳實 10 g, 生地黃 30 g

外感熱毒方 • 發熱, 惡寒, 咽喉腫痛, 脈浮數 - 合用銀翹散加減

膀胱濕熱方
• 尿頻急熱痛, 腹墜脹, 苔黃膩 - 加 石葦 30 g, 
生地楡 15 g, 土茯笭 15 g, 車前子 15 g

濁毒傷血方
• 鼻衄, 齒衄, 肌衄 等 -加 水牛角 30 g, 三七粉 3 g
(冲), 生地黃 15 g

肝陽上亢方
• 頭暈, 頭痛, 口苦, 目眩, 脈弦有力 -加 天麻 10 g, 鉤
藤 15 g, 杜仲 15 g, 牛膝 15 g

기본처방 가 감 법

血虛生風方
• 震顫, 轉筋, 四肢酸痛 - 加 黃芪 30 g, 當歸 10 g, 白
芍藥 30 g, 甘草 6 g, 苡米 30 g, 木瓜 30 g

腎病康湯

• 陰虛甚 - 加 鱉甲, 女貞子 
• 浮腫甚  - 加 冬瓜皮, 豬苓
• 蛋白尿 - 加 金櫻子, 拘杞子
• 陽虛甚 -加 附子, 乾薑
• 血壓高  - 天麻, 鉤藤, 菊花, 牡蠣 

保腎湯

• 水腫明濕 -加 澤蘭, 澤瀉
• 腎陽虛 - 淫羊藿 巴戟天 
• 陰虛 - 加 知母 黃柏
• 血虛 - 加 當歸 阿膠

補陽還五湯
• 肝氣陰兩虛夾 型 - 加 拘杞子, 生地黃 
• 脾氣陰兩虛夾 型 - 加 茯笭, 太子蔘

金匱腎氣丸合
水陸二仙丹

• 燥熱 - 加 石膏, 知母
• 失眠 - 加 夜交藤, 酸棗仁, 百合

益腎湯
• 偏重于氣陰虛 - 加 黨蔘, 麥門冬, 五味子
• 陰虛重 - 加 生地黃, 南沙蔘
• 陽虛重 - 加 仙芽, 淫羊藿 

濟生腎氣丸
• 氣虛明濕 - 加 黨蔘, 黃芪
• 血虛明濕 - 加 當歸, 川芎
• 兼濕熱  - 加 滑石 玉米鬚

健脾固腎湯 • 濕熱 - 加 半枝蓮, 黃芩, 白花蛇 草

降糖保腎湯 
• 水腫 - 加 澤瀉, 豬苓
• 四肢痲木發凉 - 加 桑枝, 細辛

培本活血湯
• 倦怠乏力明濕 - 加 白朮, 大黃, 黃芪 用量至60 g
• 水腫明 - 加 澤瀉, 豬苓, 桂枝
• 濕熱重 - 加 蒲公英 薏苡仁

芡芪合劑
• 脾腎陽虛 - 加 附子, 乾薑
• 下肢水腫明濕 -加 澤瀉 豬苓

補元春澤湯
• 若服藥前便乾不暢, 口苦澁, 或服藥後 水腫明顯消 , 
   而血糖不降 - 加大黃, 黃連

消渴益腎湯

• 口渴甚 - 加 地骨皮 30 g,                  
• 胸悶不適 -加 淡頭豉 6 g, 降香 10 g, 
• 血壓偏高, 頭暈頭脹 - 加 珍珠母30克, 豬薟草 30 g, 
• 有 斑或 質紫黯 - 加 水蛭粉

大黃化 湯

• 氣陰兩虛 - 加 黨蔘, 麥門冬, 黃芪 各10 g   
• 陰虛重 - 加 生地 30 g, 沙蔘 10 g
• 陽虛重 - 加 仙茅, 仙靈脾, 淫羊藿 各10 g   
• 水腫明顯 - 加 澤瀉, 桑白皮, 車前子 各10 g

活血淸利方

• 氣虛明顯 - 重用生黃芪, 幷改用黨蔘       
• 陰虛甚  -  重用生地, 黃精, 幷加石斛, 麥冬等 
• 夾水濕 - 加牛膝, 車前子, 漢防己, 赤 豆, 冬瓜皮
• 水腫重 - 實脾飮 或 濟生腎氣湯加減 
• 水氣上 , 水凌心肺 - 苓桂朮甘湯合葶藶大棗瀉肺湯加減 
• 濕熱下注 - 加 滑石, 石葦, 萆薢
• 血甚 - 加 桃仁, 紅花, 川芎 等 
• 夾濕濁 - 加 陳皮, 法夏, 竹茹 等          
• 濕濁上 , 口中尿臭明顯 -加 大黃, 或 加大黃灌湯等 
• 癰疽 - 加 金銀花, 浦公英, 野菊花 等      
• 尿有酮体 -加 黃芩, 黃柏 等 
• 幷發周圍神經病變 - 加 當歸, 地龍, 鷄血藤 等 

糖腎益泰湯

• 氣陰俱虛, 痰 交結, 自汗怕冷, 四肢不溫, 夜尿頻多,  
便溏不爽, 胖脈遲 - 仙靈脾, 
   補骨脂加大劑量, 首烏, 拘杞 宜減 劑量  
• 氣陰俱虛, 惡心煩熱, 咽燥口乾, 紅脈數 - 何首烏, 
   枸杞子加大劑量, 仙靈脾, 補骨脂減 劑量

芪蟬地黃湯

• 肝腎陰虛 - 加 生地, 枸杞子 各15 g, 知母, 牧丹皮, 
菊花  各10 g
• 脾腎陽虛 - 加 鹿角霜 30 g, 淫羊藿 20 g, 附片 10 g 
• 水腫 - 加 椒目, 猪苓 各10 g, 大腹皮 15 g
• 便澁通不利 - 加 車前子15 g, 滑石 30 g    
• 腰痛 - 加 丹蔘 30 g, 三稜, 田三七 各10 g
• 大便乾結 - 加 大黃 10 g
• 脘悶納呆 - 去 熟地, 加 半夏, 厚朴 各10 g, 麥芽 30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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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味玉液湯

• 三多症狀明顯 - 加 生石膏, 寒水石 
• 便秘 - 加 大黃, 枳實
• 氣虛 - 加人蔘, 白朮
• 雙目乾澁 - 加石斛夜光丸 
• 腰膝酸痛, 四肢痲木 - 加 牛膝, 全蝎, 烏梢蛇
• 尿頻尿急 - 加 薊, 茜草, 滑石

溫腎活血湯

• 虛寒甚 - 加 巴戟天 10 g, 龜板, 鱉甲各15 g  
• 氣虛甚 - 重用 黃芪 30 g, 加 黨蔘 15 g     
• 腰酸 - 加 杜仲, 川斷 各10 g
• 血  - 加 全蝎, 蜈蚣 各2條, 地龍 10 g     
• 水腫 - 加 防己 10 g, 車前子 30 g

三仁湯化裁
• 口乾, 口苦 - 加 黃芩 10 g, 柴胡 10 g       
• 口黏膩不爽 - 加 藿香 10 g, 佩蘭 10 g
• 下肢浮腫 - 加 防己 10 g, 雲茯苓 15~30 g

愼柔養眞湯
加減

• 腰痛 - 加 川續斷 15 g, 桑寄生 25 g
• 蛋白尿 - 重用生黃芪 50~60 g, 或加 懷山藥 30 g, 
益母草25 g, 白花蛇 草30 g
• 尿血, 鏡檢滿視野爲紅細胞 - 加 生荷葉, 生側柏葉, 
生艾葉 各10 g, 地楡 15~30 g
• 尿 水腫 - 加 車前子 10 g, 旱蓮草 10 g, 或 加 川
萆薢  15~30 g, 石葦 10 g
• 血壓高 - 加 桑寄生 25 g, 夏枯草 10 g       
• 腹脹 - 加 香附 10 g, 烏藥 10 g

金匱腎氣丸
加減

• 尿  - 加 血餘炭 10 g, 韭菜子 10 g(同 包)
• 貧血 - 加 生黃芪 30 g, 當歸 10 g, 或 加 仙鶴草 25 
g, 阿膠 10 g(烊化)
• 大便稀薄 - 加 白扁豆 15 g, 薏苡仁 30 g
• 便渾濁, 泡沫多 - 加 芡實米 10 g, 金櫻子10 g 或 
加  覆盆子10 g, 車前子10 g

香砂六君子湯
加減

• 嘔吐 - 加 姜半夏 10 g, 姜竹茹 10 g 或 取生姜汁
3~5 滴滴入藥液之中
• 納呆, 不欲飮食 - 加 石菖蒲 10 g, 佩蘭葉 10 g

左歸飮加減

• 因氣爲陽之浙, 氣損極卽爲陽虛, 故本病久   可伴腎
陽不足, 而出現淸寒之象, 皮膚不溫 - 加 肉桂粉 3 g, 或
加 桂枝 6 g
• 乏力顯著而萎靡 - 加 紅蔘 15 g            
• 夜尿顯著增多而不減 - 加 益智仁 10 g, 補骨脂10 g
• 腰膝酸軟 - 加 杜冲 10 g, 桑寄生 10 g       
• 陽痿 - 加 淫羊藿 10 g, 仙茅 10 g
• 女性性功能下降 - 加 蛇床子 10 g, 菟絲子15 g, 
• 排便不暢 - 加 枳殼 15 g
• 如便質乾燥 - 加 火麻仁 15 g, 郁李仁 15 g

左歸丸加減

• 女患 乏力突出 - 加 黃芪 20 g, 太子蔘 20 g  
• 精力下降 - 加 紅蔘 10 g
• 夜尿增多宜助化氣 - 加 鹿角膠 10 g               
• 有條件 - 可用鹿茸 0.5 g, 如無熱象可佐肉桂 1 g     
• 口乾  - 加葛根 15 g, 根 15 g

大黃蟅蟲丸
加減

• 夜尿多 - 加 益母草 15 g                  
• 下腹脹滿是因 而鬱 - 加 枳殼 15 g
• 如同時大便乾燥 - 加 三稜 15 g            
• 排尿不暢 - 加 穿山甲 10 g, 黃柏 10 g
• 皮膚針刺而痛 - 加 延胡索 10 g            
• 腰部酸脹 - 加 川牛膝 15 g

蔘苓白朮散合
玉屛風散加減

• 氣虛重, 乏力困倦顯著 - 紅蔘 10 g          
• 純虛無實 而出汗 - 加 糯稻根  15 g
• 食 納差 - 加 鷄內金 10 g                
• 飮食不香 - 加 佩蘭 10 g                  
• 芳香開味 - 加 黃連 3 g
• 語聲低弱 - 加 桔梗 10 g                  
• 大便溏泄 - 加 澤瀉 10 g            
• 若氣損及陽, 四肢欠溫 - 加 桂枝 10 g, 細辛 3 g
• 若陽氣已虛 - 加 熟附子 6 g, 肉桂 6 g
• 如汗出過多傷陰 - 加 麥門冬 10 g, 五味子10 g, 
   或改作生脈散加減.

桂附理中丸
加減

• 如同時腎精虧損亦顯著 - 加 枸杞子10 g, 熟地黃 15 g
• 如苔薄白而偏膩, 是陽虛不散水氣 - 加 蒼朮 6 g, 陳皮 6 g
• 便淸冷 - 去 桂枝 加 肉桂粉 3 g         
• 大便溏泄 - 加 茯苓 15 g, 薏苡仁 15 g
• 若屬純虛 - 加 灶心土 20 g, 赤石脂 20 g    
• 食 納差 - 加 砂仁 6 g, 白荳蔲 6 g
• 故尙應注意適當補血 - 加 當歸 6 g, 重  可加 阿膠 10 g

濕濁犯胃方
• 惡心, 嘔吐, 口臭明顯, 苔黃膩 
   - 方用溫膽湯合 葉黃連湯加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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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虛血 方

• 尿 浮腫, 肢冷, 心悸氣短, 胸悶胸痛 - 眞武湯合苓桂
朮甘湯加減; 
• 若浮腫明顯 - 加 冬瓜皮, 赤 豆, 玉米鬚;   
• 蛋白尿明顯 - 加 黃芪, 金櫻子, 蟬蛻, 蛋蛹, 白花蛇 草 
• 便多 - 加 芡實, 金櫻子, 桑螵蛸, 五倍子  
• 頭暈耳鳴 - 加 菊花, 鉤藤, 天麻, 珍珠母    
• 口乾口渴明顯 - 加天花粉, 麥門冬, 石斛    
• 易飮多食 - 加 黃連, 石膏, 知母           
• 合倂泌尿係感染 - 加 白茅根, 石韋, 滑石, 車前子

• 水腫 - 加 牛膝 10 g, 車前子(包煎), 防己 各 30 g

知栢地黃湯加味

• 男子尿道刺痛 - 加 通草, 忍冬藤, 炒山梔
• 女子外陰搔痒, 腹脹 帶下赤白 - 龍膽瀉肝湯과 外
燻洗制 
  (麻黃 15 g, 苦蔘 20 g, 桔更 10 g, 黃連 15 g)를 끓여
서 매일 외음에 3회 훈세한다.

脾腎陽虛方 • 偏于脾虛 - 以蔘苓白朮散合水陸二仙丹加減

白虎人蔘湯加味
• 口苦, 大便乾結 - 加 大黃用量 10 g까지, 黃芩 15 g, 
厚朴 12 g.

腎氣丸加減
• 大便唐泄  - 加 炒扁豆 15 g, 炒薏苡仁 15 g,
• 失眠  - 加 白子仁 12 g, 炒酸棗仁 15 g, 

地栢地黃丸加減
• 尿頻, 尿急 - 加 赤 豆 30 g, 白茅根 20 g, 淡竹葉 10 g
• 頭暈 - 加 菊花 10 g, 釣鉤藤15 g, 決明子15 g

生脈散加減

• 口渴 - 加 天花粉 30 g
• 多尿 - 加 木瓜 9 g
• 尿酸 - 加 杜冲 12 g, 牛膝 10 g
• 內熱 - 加 知母 10 g, 生石膏 20 g

二仙丹 合 
補中益氣湯加減

• 感冒 - 加 防風9 g

金匱腎氣丸加減
• 腎陽虛甚 - 加 仙靈脾 15 g, 補骨脂 15 g, 兎絲子 10 g
• 水腫甚 - 加 車前子 30 g, 大腹皮 30 g 或 大黃 10 g
• 血重 - 加 益母草 30 g, 川芎 10 g, 紅花 10 g

• 蛋白尿 重用 生黃芪 50 g, 再加 山藥, 益母草, 白茅
根, 白花蛇 草
• 血壓高 - 加 牛膝, 桑寄生, 夏枯草, 黃芩, 或 杞菊地
黃湯
• 貧血, 面色蒼白 - 蔘芪四物湯加制首烏, 女貞子, 枸杞
子, 桑椹子, 白術, 仙鶴草
• 嘔吐, 不能食 , 口中尿臭味, 苔厚膩 - 香砂六君子湯 
加 菖蒲, 佩蘭, 竹茹, 旋覆花

二仙湯合
五苓散加減

• 胸悶心悸, 胖苔膩, 痰濕阻滯 - 加 栝萎, 薤白, 陳
皮, 半夏各 10 g, 或 加 冠心 合丸; 
• 畏寒肢冷 - 可 四神丸 或 附子理中丸      
• 腹墮脹 或 排尿不通 - 加 石葦 30 g, 橘核, 荔枝核
各 15 g, 烏藥 10 g, 石菖蒲 10 g, 
• 腎陽虧虛, 氣化失調, 尿液瀦留 - 金匱腎氣丸 幷配合
針刺 三陰交, 陰陵泉, 灸氣海, 關元 ; 
• 腰膝酸軟, 四肢麻疼 - 加狗脊 15 g, 木瓜 30 g, 川斷, 
全蝎 各10 g

當歸補血湯合
濟生腎氣丸加減

• 若濁毒中阻, 胃失和降, 症見惡心嘔吐, 食慾不振, 
胖苔厚膩 
   - 治宜和胃降濁, 加 陳皮, 半夏, 竹茹, 藿香, 佩蘭 各
10 g; 若胃腸結滯, 
• 腹實便秘 - 加 枳實 10 g, 栝萎 15 g, 生大黃 10 g 

己椒藶黃丸加減
• 氣短乏力 - 加 生黃芪, 茯苓各 30 g, 白朮 9 g, 
• 口脣發紺 - 加 川芎 12 g, 桃仁 9 g
• 四肢厥冷, 汗出淋瀝 - 加 淡附片, 人蔘 各 9 g, 山茱
肉 30 g

旋復代赭湯加減
• 大便不通 - 加 枳實 15 g, 黑丑, 白丑 各9 g, 生大黃 6 g
• 嘔吐 - 生薑汁爲引; 以下關格爲主症 , 方用眞武湯合
五苓散加減

合香丸加味
• 四肢抽畜 - 加 全蝎 9 g, 蜈蚣 4條 ;     
• 喉中痰鳴 - 加 制南星 9 g, 陳皮 15 g,         
• 胸悶泛惡 - 加 藿梗, 叶, 梗 各9 g

• 濕重苔膩 - 加 厚朴;
• 倦怠乏力明顯 - 加 黨蔘, 黃 以補脾氣;    
• 眼底有出血 - 加用補中益氣湯以益氣攝血.

消益腎飮
• 口乾口渴明顯 - 加 葛根, 天花粉           
• 紅苔黃,口 乾燥,飮不解渴 - 加 生石膏, 黃連, 生大黃
• 口苦, 尿黃, 尿 , 苔黃, 脈數 - 茵蔯, 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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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腎湯
• 煩渴引飮, 消欲善飢 - 加 生石膏, 知母, 天花粉     
• 心煩易怒 - 加 山梔子, 牧丹皮             
• 失眠多夢 - 加 酸棗仁炒, 丹蔘

益氣補腎方
• 雙下肢浮腫 - 加 豬苓, 澤瀉, 大腹皮
• 腰酸 - 加 杜冲, 兎絲子, 桑寄生

益腎湯
• 濕熱邪毒內盛 - 加 金銀花, 蒲公英, 黃芩, 蚤休
• 水腫不 , 便短  - 加 大腹皮, 木香, 車前子 
• 腎陽不足 - 加 仙茅, 仙靈脾, 兎絲子 

消蛋白湯
• 氣虛甚 - 加重黃芪用量
• 水腫重 - 加 桑白皮, 牛膝, 澤瀉

腎夏湯
• 陽虛水泛 - 去黃精, 玉竹, 桑椹子, 加補骨脂, 巴戟天, 
兎絲子, 茯笭皮, 澤瀉

滋腎消渴湯
• 口渴引飮 - 加 知母,玉竹
• 肝陽上亢 - 加 葛根                      
• 胃氣上  - 加薑半夏, 陳皮

糖腎方
• 氣虛明顯 - 加 西洋蔘, 黨蔘               
• 陰虛明顯 - 加 生地, 知母, 地骨皮        
• 血 明顯 - 加 益母草, 鷄血藤

加減黃 地黃湯
• 脾虛濕困 - 加 蒼朮, 白朮, 砂仁
• 燥熱 - 加 生石膏, 知母, 地骨皮
• 水腫 - 加 澤瀉

濕腎降浊湯
• 苔白膩濕重 - 加 蒼朮, 藿香;            
• 四肢不溫, 便淸長 - 加 巴戟天, 肉桂, 附子

益腎活血方 • 陽虛浮腫明顯 - 加 附子, 仙靈脾, 豬苓, 茯笭, 澤瀉

自拔降糖腎方
• 發冠心病 - 加 川芎 10 g, 降香 5 g,         
• 發眼病 - 加 枸杞子, 菊花 各15 g,

通絡益腎合劑
• 血明顯 - 加 三七, 桃仁, 紅花
• 陰虛明顯 - 加 知母, 玉竹, 黃柏, 龜板

二地苦靑湯 • 四肢不溫 - 減 苦蔘, 靑黛用量

止消通脈宁 • 目乾澁, 五心煩熱, 口乾喜飮 - 加 枸杞子, 菊花, 生石膏

補腎固精湯
• 血  - 加 益母草 30 g, 丹蔘 30 g
• 水腫 - 加 茯笭 20 g, 澤蘭 10 g

丹嗜保腎降糖湯
• 高血壓 - 加 釣鉤藤(后下) 15 g, 天麻 10 g   
• 高血脂 - 加 山査, 何首烏 各 15 g,       

培本活血湯 • 倦怠乏力明顯 - 加 黃 用量至 60 g,

舒糖愈腎飮
• 氣陰兩虛 - 加 太子蔘, 枸杞子, 山茱萸 各 9 g
• 脾腎陽虛 - 去 黃芪, 丹蔘, 加 黨蔘 12 g, 肉桂 9 g,  
覆盆子, 桑螵帩 各 6 g.

通絡補腎湯
• 血尿重 - 加 白茅根, 炒蒲黃                 
• 尿 水停浮腫甚 - 加 大腹皮, 車前子

降糖益腎湯
• 肝腎陰虛 - 加 生地, 玄蔘, 葛根;             
• 脾腎氣陰兩虛 - 加 生地, 白朮, 木瓜

補陽還五湯
• 偏寒 - 加 附子,肉桂
• 氣虛重 - 加 黨蔘

藿朴夏苓湯
• 大便乾結 - 加 大黃
• 心悸氣短 - 加 西洋蔘, 麥門冬, 五味子

康腎湯
• 濕熱偏重 - 加 溫膽湯, 二妙散; 便量 ,    
• 浮腫明顯 - 加 茯笭, 豬苓, 澤瀉, 大腹皮

白虎加人蔘湯
• 熱甚 - 重用生石膏, 加 黃蓮 生地黃 
• 口渴甚 - 加 生地 麥門冬 玄蔘 石斛 天花粉
• 食慾不振 - 加 藿香 薏苡仁

玉女煎 • 口渴甚 - 加 生地, 石斛, 天花粉

加減復脈湯
• 口渴甚 - 加 生地黃, 花粉, 知母, 玄蔘      
• 消穀甚 - 加 黃連, 石斛
• 大便秘結 - 加 生地黃, 玄蔘, 火麻仁

生脈散
• 神疲無力 - 加 黃芪, 太子蔘
• 五心煩熱 - 加 地骨皮, 玄蔘, 麥門冬

玉女煎 合 
生脈散

• 氣短, 自汗 - 加 黃芪, 杜冲, 麻黃根

氣陰固本湯
• 口渴 - 加 石斛, 烏梅 
• 便量多 - 加 桑螵帩

益氣滋腎化 湯
• 心悸怔忡 - 加 麥門冬, 五味子, 酸棗仁, 柏子仁
• 便靑長 - 兎絲子, 覆盆子

기본처방 가 감 법

玉液湯
• 氣虛甚 - 加 人蔘
• 便頻數 - 加 山茱萸

六味地黃湯

• 腰膝酸軟, 頭暈, 目眩 - 加 菊花, 拘杞子    
• 陰虛火盛 - 加 知母, 黃柏
• 骨燻烝燥熱盜汗 - 加 鱉甲, 阿膠, 知母, 桑螵帩
• 四肢痲木 - 加 當歸, 川芎, 白芍藥, 牛膝
• 下肢浮腫 - 可車前子, 牛膝

固腎方 • 肺脾氣虛 腹脹滿 - 加 升麻 當蔘

一貫煎 合 
六味地黃丸

• 血 - 加 益母草
• 虛火 - 加 知母, 黃柏

當歸地黃湯 • 血 - 加 丹蔘, 益母草

金匱腎氣丸

• 水腫, 便不利 - 加 大腹皮 陳皮 車前子 防己 冬瓜皮
• 腰膝酸軟 - 加 杜冲, 桑寄生
• 五心煩熱, 咽喉口燥 - 加 生地黃, 麥門冬, 石斛, 玄
蔘,  知母, 附子, 肉桂

降糖活血方
• 陰虛陽亢 - 加 麥門冬, 天門冬, 杜冲, 石菖蒲, 天麻
• 便量多, 夜尿 - 加 金櫻子

血府逐 湯
• 血 - 乳香, 沒藥
• 氣陽兩虛 - 黨蔘, 麥門冬, 五味子

桂枝茯笭丸
• 腰膝酸痛, 神疲無力, 手足心熱, 畏風寒 - 加 黨蔘, 黃
芪, 生地黃, 旱蓮草, 女貞子, 玄蔘

五苓散合
血府逐 湯

• 氣虛 - 加 黃芪, 西洋蔘
• 陰虛 - 加 知母, 玉竹, 地骨皮
• 水腫 - 加 車前子, 大腹皮
• 血  - 加 三七, 鷄血藤
• 陽虛 - 加 熟附子, 巴戟天, 肉桂

溫脾湯 • 嘔吐甚 - 加 吳茱萸湯

• 男性尿道刺痛 - 加 通草, 生草, 忍冬藤, 炒梔子
• 女性外陰瘙痒, 腹脹滿, 帶下赤白 - 加 熊膽, 干, 
   配合外熏洗劑 : 麻黃 15 g, 苦蔘 20 g, 蛇床子 15 g, 
黃蓮 15 g

消渴方加減

• 尿蛋白多 - 加 黃英、山萊英, 蒼朮          
• 尿糖不消 - 加 蠶繭、五俏子               
• 多食善饑 - 加 熟地，並重用 黃連
• 夜尿多 - 加 益智仁、覆盆子、黃精

生脈散合
玉女煎加減

• 面色無華, 神疲乏力 -加 當歸
• 心慌, 氣短 - 加 炒棗仁、夜苓     
• 口渴甚 - 加 烏梅、天花粉
• 大便幹結 - 加 火麻仁、 奎、首烏 

六昧地黃丸合
桃紅四物湯
加減

• 骨蒸潮熱 - 加知母、黃柏
• 頭暈目眩 - 加 菊花, 拘把子、珍珠母
• 肌膚甲錯 - 加 水握、應蟲、制大黃 

丁真武湯
合五皮飲

• 食欲不振 - 加 炒山植, 葉, 荷葉          
• 胸水腹水伴胸悶氣急 - 加事茄子、高麗蔘、肉桂、炒
黑白醜
• 腰膝冷痛 - 加 炒杜仲、桑寄生  
• 惡心欲吐 - 加圳竹茹, 半夏

半夏加
茯笭湯

• 口渴 - 加 天花粉, 石斛, 麥冬, 五味子
• 飢餓感  - 加 黃蓮, 生地, 知母, 生石膏
• 癰疽  - 加 金銀花, 公英, 野菊花, 天葵
• 尿多 - 加 合 玉鎖丹(生龍骨, 茯笭, 五倍子) 或 加  
覆盆子, 金櫻子, 
• 尿有酮体 - 加 黃芩, 黃蓮, 黃柏

• 氣虛倦怠甚 - 加 人蔘
• 惡心煩熱, 夜間甚 - 加 龜版, 鱉甲
• 口渴多飮 苔黃 - 加 天花粉 生石膏
• 便頻數, 夜間甚  - 加 金櫻子 烏梅
• 便頻急, 淋漓熱痛 - 加 蒲公英, 萹蓄, 魚腥草

• 五更瀉 - 加 吳茱萸, 肉荳蔲, 補骨脂, 五味子
• 便秘 - 加 肉從蓉, 當歸 
• 口渴 - 加 天花粉
• 苔白膩, 口黏 - 加 蒼朮, 藿香
• 皮膚瘙痒 - 加 紫草, 刺蒺藜,
• 肌衄 - 加 仙鶴草

• 尿頻 尿急 - 加 赤 豆, 白茅根, 淡竹葉
• 頭暈甚 - 加 菊花, 鉤膝, 決明子

• 口渴 - 加 花粉 • 多尿 - 加 木瓜 
• 腰酸 - 加 杜仲 牛膝 • 內熱 - 加 知母 生石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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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腎陽虛甚 - 加 仙靈脾 補骨脂 菟絲子 
• 水腫甚 - 加 車前子 大腹皮 或 大黃

• 陽虛症狀 -加 附子, 肉桂

濟生腎氣湯

• 脾陽虛 - 防己黃芪湯加味(黃芪 30 g 黨蔘1 5 g 豬苓 
30 g, 白茯笭 30 g 丹蔘 30 g 木瓜 10 g 細生地 20 g 
葛根 10 g,仙靈脾 10 g 澤瀉 10 g 澤蘭 10 g 當歸 10 g 
防己 10 g)

生脈飮, 
六味地黃湯合
四物湯加減

• 肢體痲木 - 加 跧蝎, 水蛭                 
• 腰膝酸軟 - 加 桑寄生, 杜冲.

金櫃腎氣丸合
防己黃芪湯加減

• 肢體疼痛 - 加 貴箭羽, 細辛     
• 水重 - 加 大腹皮, 冬瓜皮                 
• 食慾不振 - 加 木香, 佩蘭

一貫煎合
桃紅四物湯加減

• 水腫嚴重 - 加 豬苓, 赤 豆               
• 皮膚搔痒 - 加 白鮮皮, 紫草

辰武湯合
血腑逐 湯加減.

• 大便不暢 - 加 大黃 
• 惡心, 嘔吐 - 加 陳皮, 半夏, 竹茹
• 水腫 - 益母草, 車前子

五笭散加減

• 下肢浮腫明顯 - 加 車前子, 牛膝           
• 乏力 - 加 當歸, 黨蔘
• 納呆腹脹 - 加 神曲, 炒山楂, 枳殼, 陳皮    
• 尿蛋白明顯 - 加 蟬蛻, 葉, 白花蛇 草。

防己黃芪湯加減

• 胃中不和 - 加 芍藥                       
• 乏力明顯 - 加 太子蔘 易人蔘 或 西洋蔘    
• 尿濁或泡沫多 - 加 芡實, 金櫻子, 萆薢, 山藥 
• 大便不暢 - 加 肉蓯蓉, 枳實

腎氣丸加減

• 便不利明顯 - 加 車前子, 牛膝, 玉米鬚    
• 夜尿多 - 加 桑螵帩, 鷄內金, 芡實, 五味子
• 陽痿 - 加 仙靈脾, 仙茅, 陽起石
• 腰痠痛 - 加 狗脊, 杜冲, 鷄血藤。

眞武湯合
笭桂出甘湯
加減

• 浮腫明顯 -加 澤蘭, 澤瀉, 車前子           
• 納呆明顯 - 加 鷄內金, 焦三仙             
• 反復感冒 - 加 防風 或 合用薯蕷丸         
• 皮膚瘙痒 - 加 地膚子, 白蒺藜, 蛇床子

桂枝茯笭丸合
黃芪建中湯加減

• 下肢腫痛明顯 - 加 鑽地風, 千年健, 水蛭 或 合抵當湯 
• 乏力倦怠明顯 - 加 太子蔘, 黃精;           
• 胸悶胸痛明顯 - 加 三七粉, 降香, 桔梗      
• 下肢浮腫明顯 - 當歸芍藥散合黃芪建中湯加減。

吳茱萸湯合
半夏茯笭湯
加減

• 腹脹尿  - 加 厚朴, 蟋蟀, 澤瀉

蔘芪地黃湯
加味

• 偏于氣虛 - 五子衍宗丸加蔘芪, 固攝腎氣(兎絲子, 五味
子, 枸杞子, 覆盆子, 車前子 各10 g, 黨蔘, 生黃芪 各15 g
• 偏陰虛 - 可選大補元煎加味(生地, 山茱肉, 山藥, 杜冲, 
當歸, 枸杞子 各10 g, 黨蔘15 g, 炙甘草8 g, 白芍20 g) 

眞武湯加味
• 夾有痰濕中阻, 伴有惡心嘔吐 - 加 半夏, 旋覆花 
• 兼有胸悶心悸, 苔白膩 - 加 瓜蔞, 薤白, 桔梗¸

• 如夾 血 - 可在扶正方中酌 加 丹蔘, 鷄血藤, 澤蘭, 
桃仁, 紅花, 川芎

• 夾水濕 - 可在扶正方中 加 牛膝, 車前子, 防己, 赤
豆, 冬瓜皮

• 如水濕重 - 可服濕陽利水之實脾飮, 濟生腎氣丸 或 
健脾利水之 防己黃芪湯合防己茯笭湯,  
• 幷於利水方中酌加行氣藥如木香, 陳皮, 檳榔, 沈香

• 夾濕澤上 , 見惡心 嘔吐, 苔黃膩 - 在扶正方中 加黃
連, 竹茹, 甚  先擬淸熱化濕, 黃連溫膽湯或或 葉黃連
湯化裁¸

• 如濕濁上 , 口中尿味明顯 - 可在扶正方基礎上 加大
黃 或用大黃灌腸, 使濕濁外泄¸

補腎益氣湯 或
濟生腎氣湯加減

• 水腫 - 加 澤瀉, 豬苓                     
• 視網膜病變 或 冠心病 - 加 丹蔘 30 g¸

化濁解毒
扶正飮加減

• 兼尿黃赤 - 加 萆薢, 土茯笭, 白花蛇 草  ̧   
• 兼有血尿 - 加 旱蓮草, 白茅根, 牧丹皮, 大 薊, 茜草
• 尿中多泡沫, 蛋白量多 - 加 芡實, 黃柏, 覆盆子
• 兼大便乾燥 - 加 熟大黃
• 顔面 或 肢體浮腫 - 加 仙靈脾, 豬苓, 車前子, 或以 
   豬苓湯合二至丸化裁¸

기본처방 가 감 법

淸心蓮子飮加減

• 腰酸痛甚而乏力 - 加 女貞子, 旱蓮草 
• 兼有 血 - 加 益母草, 丹蔘, 川芎         
• 兼大量蛋白尿 - 加 金櫻子, 芡實, 山茱萸  
• 兼肝陽上亢 -  加 石決明, 夏枯草, 磁石, 生牡蠣

蔘笭白朮散加減

• 氣虛甚 - 加 大白朮, 山藥, 太子蔘 等劑量  或加黃芪
以增加健脾氣攝納之力   
• 胃腕滿悶 - 加 陳皮, 枳殼, 佩蘭           
• 便溏甚 - 加 補骨脂, 仙靈脾               
• 兼 血 - 加 丹蔘, 川芎, 赤芍             
• 兼有痰濕 - 加 蒼朮, 佩蘭, 海蛤殼

蔘芪地黃湯化裁

• 局部浮腫 - 加 五加皮, 大復皮, 澤蘭, 黨蔘
• 兼有血尿 - 加 阿膠, 當歸, 仙鶴草, 三七粉  
• 尿中泡沫多 或 有尿蛋白 - 加 金櫻子, 白花蛇 草
• 腰膝酸痛 -  加 川續斷, 桑寄生, 狗脊
• 兼 血 有 癍 - 加 丹蔘, 桃仁, 川芎     
• 兼大便乾燥 - 加 首烏, 麻子仁             
• 腹脹便稀薄 - 加 仙靈脾, 薏苡仁, 砂仁

五笭散合五皮飮
加減

• 惡心嘔吐, 頭暈頭痛, 煩燥嗜睡
  - 加 葉15 g, 黃連12 g¸

표 4. 변증  해당 증상

변  증 증    상

脾腎陽虛, 
水濕內停

面浮肢腫, 神疲乏力, 腰酸重滯, 陽虛則外寒, 故畏寒肢冷, 
陽虛氣弱, 血氣阻滯, 故 暗紅, 有齒印, 脈沈細無力

腎陽虛

以夜尿明顯增多, 便淸長, 排尿乏力, 平時易于困倦疲
勞, 精神欠佳爲主症, 可伴腰膝酸軟, 衣着增多, 男性或有
輕重不等的陽痿, 女性性欲缺乏, 排大便時間延長. 質淡
或顯胖嫩, 苔薄白, 脈多沈細而弱

腎陰養兩虛
以腰酸膝軟, 筋骨不 , 易于閃挫骨折, 發落齒搖, 下肢無
力, 疲乏易困, 精力不同程度下降爲主要表現, 可見夜尿增
多, 不喜陽事, 口乾, 消瘦等. 質淡, 苔薄

血
以夜尿 多, 常有下腹脹感, 平時排尿欠暢, 或有皮膚針刺感, 
質暗紅或有紫絡暗紋或 點爲主症, 可伴腰酸腰脹, 有時大
便乾燥. 質暗或有 點或靑紫絡脈, 苔薄, 脈弦澁

脾肺氣虛
以呼吸乏力, 易于喘促, 易于感冒, 四肢無力, 喜坐懶動, 
動則易出汗, 爲主症. 可見食 納差, 飮食不香, 語聲低弱, 
大便溏泄, 質淡, 苔白, 脈弱爲主症

脾腎兩虛
以尿量不多, 四肢欠溫, 喜多衣被, 暑天不覺熱, 喜熱食而
惡冷飮, 質淡, 苔薄白, 脈沈細爲主症. 加伴下肢輕度水
腫, 便淸冷, 大便溏泄, 神情消沈, 食 納差, 面色蒼白

肝腎不足
神疲乏力, 氣懶 , 口咽乾燥, 腰膝酸軟, 頭暈耳鳴, 目
澁視昏, 面足微腫, 便混濁量多, 質暗紅, 脈沈弦細

脾腎陽虛
面足浮腫, 畏寒肢冷, 神疲乏力, 腰膝酸軟, 食 便溏, 夜
尿頻多, 質淡暗, 體胖大有齒痕, 脈沈細無力

濕濁犯胃
倦怠懶 , 神疲乏力, 面色萎黃, 納呆腹脹, 惡心嘔吐, 口
中黏膩, 甚則口臭, 肢體浮腫, 苔厚膩, 脈濡緩無力

腎虛血
面色晦暗, 形體消瘦, 口乾不欲飮, 倦怠乏力, 腰膝酸軟, 
全身浮腫, 下腫尤甚, 便量 或肢體麻木, 疼痛, 肢端發
凉, 質紫暗或有 斑, 点, 脈沈澁無力

水氣不化證
便不利, 周身重脹不適, 或下肢浮腫. 質淡, 苔薄白, 
脈細弱

氣虛濕阻證
倦怠乏力, 身面浮腫, 便不利, 身重不爽, 納谷不香, 腕
腹脹悶。 質暗淡, 苔薄白膩, 脈細或濡

氣虛血 證
口渴乏力, 脣暗不澤, 精神萎麻, 心煩不安, 胸悶胸痛, 肢
體浮腫或兼有痛脹不適, 質暗淡或靑紫, 或見 点 斑, 
太薄白, 脈細澁

濁毒犯胃證
惡心嘔吐, 納谷不香, 喜溫畏寒, 腕腹悶脹, 尿 不脹, 倦
怠乏力, 周身浮腫, 暗淡, 白膩, 脈濡緩。

陰邪泛濫證
胸悶氣喘, 腹脹腹大, 全身浮腫, 口渴乏力, 精神萎麻, 
質暗淡, 太薄白, 脈沈細

氣陰陽虛證
神疲乏力, 自汗氣短, 淡齒痕等氣虛症狀, 幷可有手足心
熱, 咽乾口燥, 苦渴飮水, 大便燥結等陰虛症狀, 紅 苔, 
體胖大有齒痕, 脈沈細

肝腎陰虛證
双目乾澁, 惡心煩熱, 口乾苦飮, 腰酸腰痛, 大便乾結, 
紅 苔  ̧ 兼陽亢 , 可見頭痛, 頭脹, 眩暈, 耳鳴等, 脈沈
細而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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변  증 증    상

脾腎氣虛證
短乏力, 納 腹脹, 四肢不溫, 腰膝酸軟, 夜尿淸長, 體
胖大, 質淡齒痕, 脈虛弱

脾腎陽虛證
神疲乏力, 畏寒肢冷, 氣懶 , 或有水腫, 面色光白, 腰背
冷痛, 口淡不渴, 或便溏, 胖嫩潤, 質淡齒痕等, 脈沈弱

陰陽兩虛證
面色光白, 畏寒肢冷, 腰膝酸痛, 口乾欲飮, 或水腫, 大便
或乾或稀, 胖而質紅, 脈沈細弱

脾腎不足, 
濁毒內蘊

身重乏力, 夜尿頻繁, 尿多混濁多泡沫, 乏力納呆, 心煩寐
差, 口乾不欲飮, 口苦或黏或苦, 大便乾燥或不爽, 或伴外
陰瘙痒, 疔瘡腫痛  ̧ 暗紅或紫嫩, 苔黃而乾或黃膩, 脈沈
滑或濡

心腎不交

腰膝痠痛, 咽乾口燥, 惡心煩熱, 頭暈耳鳴, 或便秘口苦, 
或目澁而暗, 或尿赤濁不暢, 或失眠健忘  ̧ 質多暗紅, 或
紫淡而嫩, 苔多薄黃而乾, 或薄白 津, 甚或 津無苔, 脈
弦細或細弱而數

脾虛不攝
面色光白, 倦怠乏力, 動則尤甚, 尿頻量 , 納呆緩慢, 或
大便不暢或溏薄, 淡或胖嫩, 有齒痕, 苔白滑或膩, 脈細
無力或沈細

氣陰兩虛
神疲乏力, 自汗盜汗, 咽乾口燥, 心悸氣短, 頭暈肢麻¸或腰
膝痠痛, 或腹脹便溏, 便淡黃而  ̧ 淡紅邊有齒痕, 
苔, 或 質淡嫩, 苔綠脫, 脈沈細, 或數或細濡

脾腎兩虛, 
氣血虧虛

面色無華, 肢倦乏力, 食納呆, 多呆健忘, 失眠多夢, 形
寒陽痿, 多尿口乾  ̧ 視見面目, 下肢微腫  ̧ 或見心悸氣短, 
視物不淸, 膚燥時痒, 淡或淡暗, 苔, 脈沈細無力¸尿蛋
白陽性

脾胃虛弱, 
水濕停聚

目窠水腫, 肢體腫脹, 按之凹陷不起, 面色光白或倦白無
澤, 多寐納呆, 肢倦乏力, 便溏泄瀉, 甚而見惡心嘔吐, 頭
暈頭痛, 煩燥不安, 或嗜睡  ̧ 部分病人伴眼底出血¸ 淡暗, 
苔白, 脈濡緩¸見蛋白尿, 血尿素氮, 肌酐濕著增高

氣血陰虛
(肝腎氣血陰虛), 
濁毒內停

疲乏無力, 面色蒼黃, 頭暈目眩, 怕熱, 乾, 肢體偏瘦, 
質淡紅, 苔黃, 脈弦細數

氣血陰虛
(肝腎氣血陰虛), 
濁毒內停

神疲乏力, 面足浮腫, 外寒肢冷, 膚色蒼黃, 粗糙, 時有惡
心, 胖暗淡, 邊有齒印, 苔白, 脈細

肝脾腎氣血陰陽
俱虛, 濁毒內停

不耐寒熱, 面足浮腫, 膚色蒼黃, 肌膚甲錯, 時有惡心, 
胖有齒印, 苔薄白, 大便乾稀無常, 脈象弦滑

肺腎氣血
陰陽俱虛, 
濁毒內停

腰背酸痛, 胸悶咳嗽, 心悸氣短, 神疲乏力, 不耐寒熱, 大
便乾稀無常, 口脣 暗淡, 脈滑數

心腎氣血
陰陽俱虛, 
濁毒內停

胸背腰腹酸脹, 神疲乏力, 心悸氣短, 時有心痛, 全身浮腫
不能平臥, 納谷不馨, 口脣 質紫暗, 脈數

脾腎兩虛, 
氣虛血

周身水腫, 神疲乏力, 難以平臥, 胸悶憋氣, 納差, 偶有惡
心嘔吐, 四肢肌肉疼痛, 大量蛋白尿, 口脣紫暗, 脈澁

脾腎兩虛, 
濕熱內蘊

周身水腫, 神疲乏力, 惡心嘔吐, 納呆腹脹, 口乾口苦, 尿
中大量蛋白, 苔薄膩或黃膩, 脈細或細數

血 氣滯症
口渴引欲, 口渴不欲飮, 消穀善飢, 便頻數多量, 身體消
瘦, 胸中刺痛, 胸筋脹滿 半身不遂 頭昏耳鳴 心悸健忘多
夢 紫暗

陽虛水泛, 
濁陰上 症

惡心 嘔吐 便不利 或 短 色靑 面色暗 畏寒 苔白滑

腎氣休虛證
便不利或夜尿頻繁, 外寒肢冷, 乏力神疲, 腰膝酸軟, 或
女子月經不調, 男子陽痿, 質暗淡, 苔薄白, 脈沈細

脾腎陽虛證
倦怠乏力, 神疲氣短, 腰膝酸軟, 下肢浮腫, 夜尿頻多, 納
呆, 反復感冒, 質淡胖, 苔薄白, 脈沈細無力

腎氣陰兩虛
近3年來 患  體重減輕, 神疲乏力, 腰膝酸軟, 食慾減 , 
眼瞼及双下肢水腫, 口干 燥, 飮水不多, 暗淡紅, 苔薄
白, 脈沈無力

肝腎氣陰兩虛, 
絡脈 阻

口干欲飮, 腰膝酸軟, 倦怠無力, 視物不淸, 双下肢浮腫, 双足痲木疼痛, 時有眩暈耳鳴, 溲赤便秘, 暗紅 苔, 
有裂紋, 脈細數

肝腎陰虛
兼夾濕熱

顔面潮紅, 體瘦便結, 夜尿 5~7次, 視物昏花, 腰膝酸軟, 
暗紅 津, 苔薄黃膩, 脈弦細數

氣陰虛損, 
腎元不固, 
水交滯

食欲減 , 口渴而不喜飮, 全身水腫, 腰酸困乏力, 溲不
利, 便調, 質暗紅, 苔薄微黃, 脈沈細而數

변  증 증    상

肝腎氣陰兩虛
腰膝酸軟, 疲乏無力, 頭暈目眩, 怕熱, 便乾, 双目乾澁, 視
物模糊, 紅苔黃或白, 脈弦細數

脾腎氣陰兩虛
腰膝酸軟, 疲乏無力, 體重倦怠, 納呆腹脹, 面足微腫, 口
乾, 便乾, 手足心熱, 胖苔白, 脈沈緩

肝腎氣血陰虛
腰膝酸疼, 神疲乏力, 面色萎黃, 頭暈目眩, 耳鳴耳聾, 視
物模糊, 双目乾澁, 便秘, 淡紅, 苔白或黃, 脈沈細

脾腎氣血兩虛
腰膝酸疼, 神疲乏力, 面色萎黃, 納 腹脹, 面足水腫, 畏
寒肢冷, 大便溏, 夜尿多, 胖淡有齒印, 脈沈細無力

心肺脾腎氣血陰
陽俱虛

腰膝酸疼, 神疲乏力, 心悸氣短, 甚則喘憋不能平臥, 尿
水腫, 納穀不香, 脣 淡暗無華, 脈沈細

肺胃氣陰兩虛
胃脘脹滿, 氣短懶 , 倦怠乏力, 咽乾口燥, 淡紅苔薄, 
脈虛細

心脾氣陰兩虛 失眠多夢, 心悸氣短, 神疲乏力, 四肢酸軟, 淡, 脈濡細

脾腎氣陰兩虛
胃脘脹滿, 納食不香, 肢倦乏力, 面色萎黃, 面目四肢浮腫, 
大便唐薄, 淡苔薄白, 脈虛細

肝腎陰虛
(腎性高血壓)

急躁易怒, 面紅目赤, 頭暈目眩, 五心煩熱, 紅苔薄黃, 
脈弦細數

脾腎陰虛
腰膝以下腫, 按之凹陷不起, 腰痛酸重, 尿 不暢, 惡寒肢
冷, 體胖大 淡或暗淡苔白膩, 脈濡細

濁毒 阻
胸悶泛惡, 納呆身重, 便不利, 面目肢體浮腫, 神志不淸, 
惡心嘔吐

肺胃燥熱症 消渴, 消谷善肌, 便頻數量多, 尿色黃, 紅台 , 脈滑數

氣陰兩虛症
형체가 마르고 面色이 黃黑하고 피곤하며 땀을 많이 
흘린다. 口渴이 있으며 心悸 氣短, 頭暈 腰膝酸軟이 있
다. 大便秘結 紅 苔搏白 脈細數이 보인다.

肝腎兩虛症
頭暈耳鳴, 腰膝酸軟, 多夢遺精, 尿量頻多, 尿色黃, 五心
煩熱, 紅台博 , 脈細弦數

陰陽兩虛症
腰膝酸軟이 심하고 간혹 神疲無力 畏寒枝冷 五心煩熱 
水腫 便頻數 는 尿量短  台白이 나타난다.

氣血陽虛
(肺腎氣血陽虛), 
濁毒內停

神疲乏力, 面足浮腫, 畏寒肢冷, 膚色蒼黃, 粗糙, 時有惡
心, 胖暗淡, 邊有齒痕, 苔白, 脈細

3. 다용 약물 빈도수

    가장 다용된 처방이 六味地黃湯인 까닭에 地黃湯 구성 약물

이 다용되었으나, 가장 많이 사용된 약물은 黃芪로 192회 언 되

었다. 다음으로 白茯苓이 180회, 山藥이 147회, 生地黃이 140회, 

山茱萸가 131회, 丹蔘이 106회, 當歸가 101회, 澤瀉가 95, 大黃이 

90, 白朮이 84, 熟地黃이 78회, 益母草가 74회, 牧丹皮가 66회, 附

子가 66회, 川芎이 65회, 太子蔘이 62회, 麥門冬이 55회, 枸杞子

가 52회, 大黃이 49회, 黨蔘이 44회, 赤芍藥이 44회, 五味子가 42

회, 豬苓이 42회, 牛膝이 41회, 芡實이 40회 언 되었다(표 5). 하

루 사용된 용량이 30 g 이상인 약물은 黃芪, 白茅根, 冬瓜仁, 益

母草, 山藥, 車前子, 豬苓, 白茯苓, 生赤石, 牛膝, 大腹皮, 赤 豆, 

薏苡仁, 大黃(炭), 丹蔘, 海藻, 牡礪, 太子蔘, 淫羊藿, 生地黃, 玄蔘, 

黃精 등으로 나타났다(표 6). 이 같은 약물의 사용 횟수와 용량은 

상기한 처방의 사용 횟수와 련이 있으며, 향 후 실험  임상

에서의 활용가치가 높을 것으로 보인다. 이미 糖尿病에서 다용되

는 약물은 많은 실험과 임상 연구를 통하여 보고되었으나, 신병

증에 한 다용 약물의 빈도에 한 빈도는 무한 상태로 향 후 

이들의 복합 구성은 신 개념의 치료 처방으로 연결될 수 있을 것

으로 보인다. 일례로 ≪中華藥海≫에서는 “山藥配黃芪, 甘溫, 固

表益衛 補中益氣, 升提中焦淸氣, 補氣升血, 利水消腫, 二藥配用, 

補脾之陰陽, 糖尿病, 腎炎水腫有效, 主治消渴水腫”이라 하여 

상호 배합에 따른 시 지 효과를 기술한 바가 있다. 따라서 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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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임상 연구에 기  자료로써 활용될 수 있을 것으로 사료된

다. 특히 상기한 약물 가감법(표 3)은 임상에서 유용한 자료로 응

용될 수 있을 것으로 사료된다.

표 5. 다용 약물 빈도수

頻度數 韓藥名 生 藥 名

120회 이상

黃  芪 Astra gali Radix

白茯苓 Hoelen

山  藥 Dioscoreae Rhizoma

生地黃 Rehmanniae Radix

山茱萸 Corni Fructus

100회 
- 119회

丹  蔘 Salviae Miltiorrhizae Radix

當  歸 An gelicae  gi gantis Radix

80회
 - 99회

澤  瀉 Alismatis Rhizoma

大  黃 Rhei Rhizoma

白  朮 Atractylodis Rhizoma Alba

60회 
- 79회

熟地黃 Rehmanniae Radix Preparata

益母草 Leonuri Herba

牧丹皮 Moutan Cortex Radicis

附  子 Aconiti Lateralis Preparata Radix

川  芎 Cnidii Rhizoma

太子蔘 Pseudostellaria heterophylla

40회 
- 59회

麥門冬 Liriopis Tuber

枸杞子 Lycii Fructus

大  黃 Rhei Rhizoma

黨  蔘 Codonopsis Pilosulae Radix

赤芍藥 Paeoniae Radix Rubra

五味子 Schisandrae Fructus

豬  苓 Polyporus

牛  膝 Achyranthis Radix

芡  實 Euryales Semen

20회 - 39회

金櫻子 Rosae Laevi gatae Fructus

黃  精 Poly gonati Rhizoma

葛  根 Puerariae Radix

蒼  朮 Atractylodis Rhizoma

車前子 Planta ginis Semen

陳  皮 Citri Pericarpium

甘  草  glycyrrhizae Radix

水  蛭 Hirudo

人  蔘  ginsen g Radix

澤  蘭 Lycopi Herba

紅  花 Carthami Flos

頻度數 韓藥名 生 藥 名

20회 - 39회

黃  連 Coptidis Rhizoma

白芍藥 Paeoniae Radix Alba

半  夏 Pinelliae Rhizoma

玄  蔘 Scrophulariae Radix

桂  枝 Cinnamomi Ramulus

知  母 Anemarrhenae Rhizoma

木  香 Aucklandiae Radix

厚  朴 Ma gnoliae Cortex

砂  仁 Amomi Fructus

20회 미만 黃柏 외 82종 Phellodendri Cortex 외 82종

표 6. 다량 복용 약물 (1일 30 g 이상 복용 표기 약물)

韓 藥 名 生 藥 名

黃  芪 Astra gali Radix

白茅根 Imperatae Rhizoma

冬瓜仁 Benincasae Pericarpium

益母草 Leonuri Herba 

山  藥 Dioscoreae Rhizoma

車前子 Planta ginis Semen 

豬  苓 Polyporus

白茯苓 Hoelen

生赤石 Halloysitum Rubrum

牛  膝 Achyranthis Radix 

大腹皮 Arecae Pericarpium 

赤 豆 Phaseoli An gularis Semen

薏苡仁 Coicis Semen

大黃 (炭) Rhei Rhizoma

丹  蔘 Salviae Miltiorrhizae Radix

海  藻 Sar gassum

牡  礪 Ostreae Concha

太子蔘 Pseudostellaria heterophylla

淫羊藿 Epimedii Herba

生地黃 Rehmanniae Radix

玄  蔘 Scrophulariae Radix

黃  精 Poly gonati Rhizoma

결    론

    본 증은 크게 ‘氣陰兩虛’, ‘腎陰虛’, ‘脾腎陽虛’, ‘肝腎陰虛’, 

‘陰陽兩虛’, ‘血 氣滯’, ‘肺胃燥熱證’으로 크게 별되었으며, ‘氣

陰兩虛證’이 가장 많이 기술되었다. 가장 빈도수가 많은 활용 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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방은 六味地黃湯을 기본방으로 한 가감방으로 체 인용 처방 

 15%를 차지하 다. 가장 많이 사용된 처방이 六味地黃湯인 

까닭에 地黃湯 구성 약물이 바교  다용되었으나, 가장 많이 사

용된 약물은 黃芪로 192회 언 되었다. 다음으로 白茯苓이 180

회, 山藥이 147회, 生地黃이 140회, 山茱萸가 131회, 丹蔘이 106

회, 當歸가 101회, 澤瀉가 95, 大黃이 90, 白朮이 84, 熟地黃이 78

회, 益母草가 74회, 牧丹皮가 66회, 附子가 66회, 川芎이 65회, 太

子蔘이 62회, 麥門冬이 55회, 枸杞子가 52회, 大黃이 49회, 黨蔘

이 44회, 赤芍藥이 44회, 五味子가 42회, 豬苓이 42회, 牛膝이 41

회, 芡實이 40회 순으로 언 되었다. 하루 사용된 용량이 30 g 이

상인 약물은 黃芪, 白茅根, 冬瓜仁, 益母草, 山藥, 車前子, 豬苓, 

白茯苓, 生赤石, 牛膝, 大腹皮, 赤 豆, 薏苡仁, 大黃(炭), 丹蔘, 海

藻, 牡礪, 太子蔘, 淫羊藿, 生地黃, 玄蔘, 黃精 등으로 나타났다. 

    糖尿病性 腎病證과 련된 한의학  기  문헌 연구 조사는 

무한 편으로, 본 DB는 재 진행 인 糖尿病 치료제 개발을 

한 기본 자료를 제공함과 동시에 이미 임상 으로 안정성을 

확보하고 있는 한방 처방의 EBM을 구축에 일조할 것으로 보인

다. 다용 약물의 통계 자료는 실험을 한 기  자료로 활용될 

수 있을 것으로 기 되며, 加減法  辨證과 治法은 임상에 있어 

처방 구성의 기  자료를 제공할 것으로 사료된다. 한 이러한 

통계  문헌 조사는 다양한 糖尿病 합병증 자료 조사시 동일하

게 운용될 수 있음으로써 약물 운용에 한 비교 고찰이 가능할 

것으로 보인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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