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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慢性尿路感染為臨床多發且難治性的疾病，經查閱文獻及臨床實踐，總結出扶正透邪法

可用於治療本病。其中扶正主以培補脾腎、大補元氣，升陽舉陷；透邪重在托毒透膿，於疾病不

同時期可選用「補透」、「清透」、「宣透」等法，常用方有透膿散與薏苡附子敗醬散等，臨床

均取得較好療效。 

 

[關鍵詞] 慢性尿路感染；扶正透邪；透膿散；薏苡附子敗醬散 

尿路感染是臨床常見病、多發病，多見於育齡期女性。它是指病原體侵犯尿路粘膜或組織

引起的尿路炎症。慢性尿路感染臨床常表現為反復發作的、難治性的尿頻、尿急、尿痛、血尿，

恥骨上區及會陰不適，下腹墜脹感，嚴重影響患者的生活品質。中醫認為，患者反復、長時間感

染，一方面邪氣不斷攻伐正氣，另一方面正氣漸虛亦無力煨膿、托毒外出。故扶正透邪法當為此

病的治療大法，本文就扶正透邪法在慢性尿路感染治療中的應用作一簡述。 

 

1 扶正透邪法的理論依據 

中醫學理法博大精深，然大道至簡，不外乎「邪正」二字。中醫認為，疾病的發生是正氣

虛弱，邪氣內侵所致。所有疾病均處於正邪交爭的過程，正勝則病退，邪勝則病進。因此，扶正

祛邪並舉為治病的總則。此理於古籍中多有論及，簡述於下： 

1.1 《內經》中的邪正觀 

中醫的邪正觀備述於《黃帝內經》。《素問‧評熱論》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素

問‧刺法論》云：「帝曰：余聞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不施救療，如何可

得不相移易者？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氣存內，邪不可干。」；《靈樞‧百病始生》云：「此必

因虛邪之風，與其身形，兩虛相得，乃客其形。」可見正氣虛弱是疾病發生的主要原因。正氣存

內，固有邪來，不能染之；正氣不足，易引邪至，兩虛相得，疾乃成也。故《素問‧疏五過論》

云：「治病之道，氣內為寶。」，闡明扶正為治病之要務。由此可見，無論病邪盛衰與否，維護

正氣是根本，需貫穿疾病治療始終。 

1.2 《傷寒論》中扶正祛邪的應用 

 《傷寒論》奠定了中醫學的辨證論治基礎，其繼承了內經中的邪正觀，將扶正祛邪這一治

則具體應用到方藥中。傷寒論為治療當時外感熱病而設，凡113方中扶正祛邪並施之複方近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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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下攻邪之方亦中病即止，方後注中多備如「得下，餘勿服」、「得快吐者，止後服」、「強人

服一錢匕，羸人服半錢」等，可見其祛邪之餘對正氣的固護。仲景開創了辨證論治外感疾病的先

河，對於後世治療時病、感染性疾病運用扶正祛邪法亦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實踐基礎。 

1.3 何為透邪 

祛邪有多種方法，其目的均在於給邪以出路，將其驅出體外。除邪氣勢急力猛需逆勢而折

外，其剽悍者，按而收之；其實者，散而瀉之。一般因邪的特性運用「因勢利導」法，如《素問‧

陰陽應象大論》云：「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滿者，瀉之於內。其有邪者，

漬形以為汗；其在皮者，汗而發之」；《素問‧六元正紀大論》云：「木鬱達之，火鬱發之，土

鬱奪之，金鬱泄之，水鬱折之」。一般所講的透邪法即引申自「火鬱發之」。火鬱，即邪熱伏於

體內；發之，即將其性趨上之火邪順勢透發於表。後世溫病學派將此種透邪法更具體地付諸於理

論與實踐中。葉天士在《外感溫熱論》中有云：「入營猶可透熱轉氣」，意為溫熱之邪深入營分

時，可宣暢氣機，透達出轉氣分而解。具體用藥據邪氣性質及部位而設：「如從風熱陷入者，用

犀角、竹葉之屬；如從濕熱陷入者，犀角、花露之品」，其後吳鞠通所創清營湯、清宮湯、青蒿

鱉甲湯等也都體現了天士的透邪思想。然而透邪的運用不止於此。透，有透達、透散、透發之意，

有順勢而透和由裏出表兩層意思。本文所闡述之透邪法即為後者。除外感溫熱表邪需順勢而「透」

外，將潛藏或深匿於體內的邪氣慢慢透達出表也可稱之為透邪法。天士「入營猶可透熱轉氣」也

有此層意義在內。邪氣初入人體且正氣較強的情況下邪毒一般處於較為表淺的位置，此時可據其

性質及態勢給以出路，但若正氣不足，邪氣易直中入裏，加之正氣無力排邪，使邪毒久戀，深匿

蟄伏於內，此時因勢利導已不可為，非「透」不能出表。而由深至淺透達的基礎，正是在於正氣

的培補，才可達托毒之力；相應地，將潛伏之邪慢慢透達出表，正氣才能得到更好的固護。因此

扶正透邪二者相輔相成，密不可分，治療中缺一不可。 

 

2 基於扶正透邪對尿路感染的認識 

尿路感染屬於中醫「淋證」的範疇，多因外感濕熱、飲食不節、情志失調、稟賦不足或勞

傷久病所致，主要病機為濕熱蘊結下焦，腎與膀胱氣化不利。臨床表現為小便頻數，淋瀝澀痛，

伴小腹拘急隱痛。若久淋不愈，濕熱留戀膀胱，由腑及臟，繼則由腎及脾，脾腎受損，正虛邪弱

之慢性反復發作性尿路感染，則為「勞淋」。臨床中勞淋常現虛實夾雜之象，既有遇勞即發、腰

膝酸軟、神疲乏力、舌淡脈弱等虛象，又因正虛不得透邪或正虛不能禦邪而致邪氣反復侵犯之尿

頻急澀痛、小便混濁或夾有砂石、小腹脹急、苔白或黃膩或舌下脈絡迂曲等實象。特因正氣虛弱，

與邪交爭不劇而實象並不顯著。治療當以扶正透邪法為主，務求培補正氣、托毒排膿，以透邪外

出。 

2.1.1 扶正重在培補脾腎 

人身之正氣主要來自於先天之本腎與後天之本脾，培補正氣當重在補益脾腎。 

《素問‧上古天真論》云：「腎者主水，受五臟六腑之精而藏之。」腎主水，司全身水液的

氣化、輸布與代謝；且腎為先天之本，內藏元陰元陽，五臟六腑之精氣全賴腎中先天之元的資助。

腎氣充足，則水液可正常氣化，五臟六腑可得元陰元陽之助而行使正常功能活動；反之，不僅水

液氣化不利，出現淋證的一系列症狀，還會牽及全身，諸臟虛損並見。況各型淋證主要病位均在



腎與膀胱，正如《諸病源候論‧淋證諸侯》所說：「諸淋者，由腎虛而膀胱熱故也。」，而勞淋

因久病不愈必然由腑及臟，故以腎虛為主。由此可見補益腎氣在勞淋治療中的重要性。若腎陽不

足，見虛寒之象，常用附子、淫羊藿、仙茅、菟絲子、巴戟天、肉蓯蓉等溫益腎陽；若腎陰虛衰，

內生虛熱，常用藥物有熟地、鹿角膠、麥冬、女貞子、旱蓮草、枸杞子等以滋陰清熱。 

脾為先天之本，氣血生化之源。《素問‧經脈別論》云：「飲入於胃，遊溢精氣，上輸於脾，

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胃受納水穀，脾則將水

穀轉化為精微，輸送至人體各部；同時水液也有賴於脾的運化與輸布。脾氣健旺，則「水精四布，

五經並行」；脾氣不足，則飲入之水穀無以運化，後天之氣無從生化。至於勞淋而言，《靈樞‧

口問》云：「中氣不足，溲便為之變」；《雜病源流犀燭‧淋濁》云：「勞淋者，多思慮，負重

遠行，勞於脾也」。因此補脾亦為治療勞淋之重，常用藥物有黃芪、人參、炙甘草、大棗、白術、

茯苓等。 

況脾腎先後二天當相互資助、相互促進，脾運化水穀精微的功能有賴於腎中元陰元陽的資

助和推動，而腎先天之精亦有賴於脾胃後天不斷化生的精微充養。腎病及脾，脾病及腎，各型虛

證後期均涉及脾腎二者不足，但治療上應有側重。臨證當如清代程國彭所論：「脾弱而腎不虛者，

則補脾為亟；腎弱而脾不虛者，則補腎為先；若脾腎兩虛，則並補之。」 

2.1.2 扶正重在大補元氣，升陽舉陷 

從臟腑角度而言，扶正貴在培補脾腎；若為達到更好「透」邪的目的，治療中還應着眼於

大補元氣，升陽舉陷。《壽世寶元‧諸論》曰：「一論下淋久不止，乃元氣下陷故也，宜補中益

氣湯。」，正氣不足，無力鼓邪外出，導致邪氣深匿，故亟需大補元氣，升陽舉陷，從而向上向

外透達邪毒。從氣血的關係言，《醫學新悟‧醫門八法》曰：「有形之血，不能速生，無形之氣，

所當急固。」，因氣為無形之物，易補易固；況元氣為一身生命活動之原動力，氣能運行，亦可

運化，如領兵之帥能速集兵力，速決方向，速戰強敵。此將領之位極其重要且無可替代，故罹患

勞淋之虛人亟宜大補。於大隊補氣藥中，黃芪一味尤佳。陶弘景《本草經集注》論黃芪：「味甘，

微溫，無毒。主治癰疽，久敗瘡，排膿止痛…婦人子藏風邪氣，逐五臟間惡血，補丈夫虛損，五

勞羸瘦…益氣，利陰氣」，芪不僅可大補元氣，療五勞虛損，亦能托毒生肌，逐深藏之邪；李中

梓雲黃芪能「內托已潰瘡瘍，生肌收口，外固表虛盜汗，腠理充盈」，能內托，能固表，意即能

補氣，亦能升氣，將氣達之於表，可謂扶正透邪之良藥。除此之外，大劑量黃芪還有利尿退腫之

功，為治療勞淋之君藥，當之無愧。臨證時應據病人元氣虛損程度調整劑量，由30克起，大至

150克或以上，以補足元氣，力可透邪為准。若病人氣虛嚴重，還可生黃芪、炙黃芪同用，或加

大補元氣之人參。引補中益氣湯之意，方中加入升麻、柴胡等升陽之藥，更能鼓舞正氣向外托透

潛藏之邪。 

2.2 透邪重在托毒透膿 

慢性感染性疾病邪毒內陷，毒已不盛但膿成未出，需深入病灶潰膿排邪，以防邪氣進一步

入裏伐傷正氣。病邪深入，何藥能達？蒲輔周認為透邪「非風藥不能達之」，且久病入絡，當用

搜風剔絡之藥。李中梓雲穿山甲「味甘鹹，性微寒，有毒…能陸能水，其性喜穿山，故其用亦主

潰癰疽，通血脈」，其能穿山，可見無深不達；又能陸能水，足見無處不及。以毒攻毒，藥效方

顯。皂角刺亦為潰毒排膿之要藥。汪昂雲皂角刺「搜風殺蟲，能直達患處，潰散癰疽」；李中梓

認為「其未潰者能發散，其已潰者能排膿」，恰合深達病灶潰膿排膿之意。常用之排膿托毒藥物



還有白芷、桔梗、薏苡仁、敗醬草等，不一而足。臨證時還需根據濕、熱、瘀邪的不同及淋證特

點加減用藥。如濕邪偏盛加蒼術、草果、藿香、佩蘭等；熱毒偏盛加金銀花、蒲公英、半枝蓮、

白花蛇舌草、野菊花等；血瘀阻絡用丹參、三七、澤蘭、益母草、五靈脂、蒲黃炭等；引藥加如

牛膝等以達下焦。 

 

3 驗案舉隅 

柳某，女，60歲，2018年01月12日初診。反復尿路感染10餘年，加重1年來診。2017年住

院做膀胱鏡示腺性膀胱炎，病理示腺性膀胱炎，淋巴濾泡形成，給予微創手術治療。2017-12-09

泌尿系彩超示左腎上極小錯構瘤，雙腎多發小囊腫。刻症：尿頻、尿急、尿不盡，口乾口苦，腰

脹，腳後跟易抽筋，怕冷，大便一天多次，量少，排便無力，眠差，舌暗，苔黃厚膩，舌下脈絡

迂曲，脈細。既往史：無特殊。辨證為脾腎陽虛，濕熱瘀阻，治以扶正透邪，方藥：透膿散加減：

黃芪60g，炙黃芪60g，金錢草30g，白術15g，防風10g，穿山甲5g，白芷10g，半枝蓮30g，

蒲公英15g，重樓10g，淫羊藿15g，仙茅15g，水煎內服，共7劑。  

2018年01月26日二診：訴尿頻尿急明顯改善，無口乾口苦，時有噁心欲嘔，仍有尿不盡，

怕冷，左腳後跟抽筋，疲倦，肢體困重，小腹酸脹引下肢，小便偶渾濁，大便一天3次，量少，

排便通暢，眠差，需服用安眠藥維持。舌暗，苔微黃膩，舌下脈路迂曲，脈細。檢查結果：體查：

P 89 次/分, BP126/81mmHg。復查尿常規：2018-01-18比重1.005，餘未見異常；2018-01-25

比重1.013，leu1+，bld +-，rbc20/ul，wbc 26/ul，考慮邪實已緩，正氣仍虛，且氣機鬱滯，擬

上方合四逆散加減：黃芪60g，炙黃芪60g，穿山甲5g，白芷10g，蒲公英30g，淫羊藿15g，柴

胡10g，枳殼10g，赤芍30g，炙甘草10g，皂角刺10g，琥珀末1.5g，沉香10g，野菊花15g，7

劑，煎服法同前。 

2018年02月14日三診：小腹酸脹引下肢較前改善，噁心欲嘔改善，大便一日2-3次，排便通

暢，舌暗邊尖紅，餘症同前。2018-02-01尿常規：比重1.013，bld+，rbc18/ul，餘未見異常。

2018-02-13尿常規：比重1.01，bld：+-，考慮邪已較前透達，氣滯亦有緩解，續以扶正，加強

溫補腎元之力，上方去皂角刺、野菊花，加牛膝30g、巴戟天15g，7劑，煎服法同前。 

2018年03月05日四診：疲倦較前改善，時有尿頻尿急，尿不盡、噁心欲嘔，苔薄白膩，餘症

同前。檢查結果：2018年03月05日尿常規：比重：1.011，bld：+，考慮正始復原，但邪亦未清，

上方去琥珀末、牛膝，加皂角刺10g，加交泰丸肉桂5g，黃連5g交通心腎，改善睡眠。後隨訪表

示已無明顯不適，尿常規檢查wbc均為陰性。囑定期復查，不適隨診。 

按：本例患者屬本虛標實，辨證為脾腎陽虛，濕熱瘀阻。因患者反復、長時間感染，一方

面邪氣不斷攻伐正氣，另一方面正氣漸虛亦無力煨膿、托毒外出。故治療總則為扶正托透，師選

透膿散為底進行加減。此方出自明代醫家陳實功的《外科正宗》，為托毒潰膿之劑，主治正虛不

能托毒、內已成膿、外不易潰、漫腫無頭之癰瘍，為外科托法中的著名方劑。方中以黃芪為君，

益氣托毒，當為瘡家聖藥；川芎、當歸活血和營，穿山甲氣腥而竄，搜風通絡；再合皂角刺搜風

化痰，共奏軟堅潰膿、去腐生新之功。本案用藥方面，根據標本緩急的不同，治療早期急則治標，

以大隊清熱利濕藥如金錢草、半枝蓮、蒲公英、七葉一枝花攻濕熱之邪，並以玉屏風散益氣固表，

培養正氣防邪複入；輔以二仙丹溫補腎陽；中期考慮標症已有緩解，但尿檢結果仍有反復，且仍



感疲倦、怕冷、時有噁心欲嘔，故適當減弱清熱之力，主以溫陽益氣、疏肝健脾、托毒排膿；後

期則在繼續清熱排膿基礎上重點固護脾腎，主在治本，正所謂正氣存內，邪不可干，以期穩效。 

 

4 討論 

4.1 不同透邪法在疾病不同階段的應用探討 

有感於現代醫家劉氏於溫病的不同階段分別運用宣透、涼透、清透及養透法分別治療新感

溫病、伏邪溫病、邪入營血及溫病後期正虛邪戀[1]，本文所述扶正透邪法亦可依據邪毒之深淺、

正氣之強弱而具體應用不同的透邪方法。慢性尿路感染病人來診時一般處於正虛邪戀狀態，見有

反復尿頻、尿急、尿痛、小腹脹急；怕冷、疲倦較甚，或有腰膝酸軟乏力，或伴納呆眠差，舌淡

脈細弱。此時應以補透為主，補宜力大，攻宜深入，可於透膿散基礎上加大劑補脾益腎藥物。若

因表虛不固，邪氣複侵，導致慢性疾病急性發作，膀胱刺激征明顯且苔白或黃厚膩，脈轉弦急時，

宜急則治其標，先用清透法將濕熱之邪祛除，補宜暫緩，攻宜力專，選用如四妙散、三仁湯等清

熱祛濕方，俟症轉緩，苔轉薄時複用補透法。若經時治療正氣復原，邪氣已慢慢達於表時，可中

病即止，改用宣透法，即選用輕清宣透之品，如蟬蛻、薄荷、桑葉、荷葉等，攻補均宜輕，宣邪

出表，以免病輕藥重。然而臨證之時病情難免複雜，正邪強弱一時常難以準確把握，或可先試投

一法， 

以藥測證，待病人復診回饋及時調整處方，於不斷調補中取得一定的療效。 

4.2 常用扶正透邪經典方的現代研究及臨床運用概要 

透膿散於現代臨床中的運用十分廣泛，一般被用於治療外癰、內癰及雜病。外癰包括慢性

潰瘍、肛旁膿腫、耳前瘺道感染、化膿性扁桃體炎及深度燒傷等；內癰包括肝膿腫、肺膿瘍、淋

巴瘤、闌尾周圍膿腫、卵巢囊腫、慢性附件炎性包塊、乳腺炎、前列腺炎等[2]；還有臨床報導用

於治療膽結石、糖尿病周圍神經病變、產後缺乳、小兒久瀉[3]等。目前尚無報導用於治療慢性尿

路感染之驗案或研究。 

現代研究認為，透膿散可促進成纖維細胞的增生和肉芽組織的生長，從而縮短創面癒合的

時間，提高創面癒合率[4]。還有研究表明透膿散可通過調節血清中炎症因數的表達起到抗腫瘤的

作用[5]。其優化成纖維細胞功能還被證實可阻止慢性胃潰瘍病理性瘢痕的形成[6-7]。 

與透膿散同以扶正托透為則之薏苡附子敗醬散在臨床中也有許多應用。此方原載於仲景之

傷寒論，本治腸癰之膿已成而未出，現代臨床亦擴展運用於潰瘍性結腸炎、腎膿腫、口腔潰瘍、

支氣管擴張、慢性前列腺炎、慢性盆腔炎、慢性濕疹等、慢性鼻竇炎、慢性腹瀉[8]等疾病的治療。

現代藥理研究證實此方具有調節免疫、鎮痛消炎的功效[9]。有一臨床報導運用薏苡附子敗醬散加

減治療勞淋28例，全部獲愈[10]。 

由此可見，扶正透邪法於現代臨床中多用於治療慢性感染性疾病，實驗研究也證實此類經

典方在修復創面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此外，根據中醫辨證論治還可將其運用至其他雜病的治療

中，體現了中醫異病同治的思想。而對於此法在慢性尿路感染治療中的應用臨床報導較少，有待

今後更全面深入的臨床實踐與實驗研究。 

綜上所述，慢性尿路感染為臨床多發且難治性的疾病，扶正透邪法於此病的治療中發揮着

巨大的作用，亦可擴展運用於其他慢性感染性疾病及雜病的治療中。還望今後於臨床中繼續探索、



應用，並結合現代科學研究，使古法、古方於難治性疾病中發揮更大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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