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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液经法图”系列研究之一：汤液经法图的来
历、内容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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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是梁·陶弘景所著的中医方书，由民间中医张大昌于 20 世纪 70 年代捐

赠于中国中医科学院后，经王雪苔、钱超尘等专家的抢救式整理并公开的遗书，目前所见均为手抄本。
《辅行

诀五脏用药法要》转引了已遗汉代之前方书《汤液经法》的诸多内容，并附有一张关键原理图，即“汤液经法
图”。该图在脏腑虚实理论框架下，描述了脏腑虚实辨证，以及由辛、咸、甘、酸、苦五味配伍及五味合化配伍
而进行组方治疗的原理，又称为“五味补泻体用图”。全图结构工整对称，搭配巧妙，其逻辑性和严谨性强于
《黄帝内经》
“藏气法时论”记载的相关内容，能够基本准确地解释《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中所载大小补泻诸
方和《处方正范》中所载十二神方的配伍原理，并且与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经方具有密切联系。本文介绍
“汤液经法图”的历史渊源与来历，详细剖析其组成结构和内涵含义，并以大小补泻诸方和十二神方为例，分
析其组方配伍的应用方式，为开展“汤液经法图”的全面研究与复原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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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药性理论是中医药基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

已遗失，但是其中的关键内容“汤液经法图”通过《辅

分，明确四气五味的内涵，科学认识寒热冲突、苦温并

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的转引而保留下来。本文就“汤

用和辛开苦降等临床药性认知的内涵，对合理使用中

液经法图”的出现历程、内容与应用进行详细介绍，分

药和中成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在所有中药药

析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抛砖引玉。

性研究中，关于《汤液经法》和“汤液经法图”仍未有系
统探索与阐释。
《汤液经法》相传是汉代以前所作的一

1 《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与“汤液经法图”

本以黄老道家思想为指导，关注服食补益和方药配伍

“汤液经法图”相传是《汤液经法》这本书里面的

的中医著作。原作已遗失，但据考证，本书对汉·张仲

配图，由于原书已遗失，目前看到的“汤液经法图”，都

景《伤寒杂病论》、唐·孙思邈《千金翼方》，以及梁·陶

是从《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转引过来的。据考证，

弘 景《辅 行 诀 五 脏 用 药 法 要》都 有 重 要 且 深 远 的 影
响

[1-2]

。在《辅行诀》这本书中，不仅记载了诸多中药方

剂，而且收录有一幅“汤液经法图”。原文有言，陶隐
居（陶弘景）曰：此图乃《汤液经法》尽要之妙，学者能
熟悉之，医道毕矣。由此可知，虽然《汤液经法》原作

《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为梁·陶弘景所著，原本藏于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于 1918 年由守洞道士王圆箓卖

于军医张偓南，并传于其孙张大昌。20 世纪 70 年代。
张大昌将其手抄本捐赠给中国中医科学院后，经过多

年努力，得以重现于世[3]。由于原卷被毁，目前能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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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都是追忆本和手抄本。根据王雪苔、钱超尘等专

方，还有这样两段文字：阳进为补，其数七；阴退为泻，

家的整理追踪，目前从张大昌先生的徒弟及乡人处得

其数六。配合文字旁边的箭头可知，五边形顺时针方

到的《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手抄本有 21 种之多[3]。
不同手抄本之间的内容有所不同，但不同的内容主要

在于张大昌先生及弟子在研习《辅行诀五脏用药法

向为“阳进”方向，与五脏补法有关；五边形逆时针方
向为“阴退”方向，与五脏泻法有关。

“汤液经法图”用这 5 方面的信息，采用极为均衡

要》时，会根据临床心得或古籍文献进行修润、解读或

的分布与配合模型，构成了完整的“病性-病位-药性-

增补。这些修润、解读和增补的内容，主要围绕着书

配伍”的临床诊断用药链条，回答了“在什么脏腑、有

中记载的诸方加减和临床应用展开，而基本不涉及其

什么样的疾病，就用哪种药性的中药、采用什么样的

中收载的“汤液经法图”。同时，
“ 汤液经法图”本身具

配伍方式进行治疗”的基本问题。全图的五味排列对

有很强的规律性和逻辑性，某些局部的缺失可由其他

仗工整、规范严谨，每一个脏腑的体味、用味和化味都

文字推演补齐，自稳定性较强。因此，一般认为，目前

不相同，但五脏合在一起，便形成了顺时针分布的三

所见的《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中收载的“汤液经法

个相同的“辛-咸-甘-酸-苦”循环。从内容上看，
《黄

图”，基本保持了原貌，也就是梁朝陶弘景所看到的

帝内经》在“藏气法时论”章节也有五脏五味补泻的相

《汤液经法》这本书中的配图。
2 “汤液经法图”的基本内容

关记载，其中有些内容与“汤液经法图”相同，有些内
容不同。例如，在肝病论治中，二者均记载为“肝苦
急，急食甘以缓之，用辛补之，酸泻之”；而在肺病论治

“汤液经法图”又称为“五味补泻体用图”，描述了

中，
《黄帝内经》记载“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泄之，用

在脏腑辨证框架下，辛、咸、甘、酸、苦五味对各脏腑疾

酸补之，辛泻之”，这与“汤液经法图”所示酸补肺、咸

病的补泻作用，以及组方结构与配伍原则。全图呈五

泻肺、辛散肺的原则不同。如果从五脏补泻药味循环

边形分布（图 1），各边和内边外都有文字。纵观整个

的角度，则“藏气法时论”中按照肝心脾肺肾五脏顺

伍转化信息。五味为辛、咸、甘、酸、苦 5 种属性，五味

甘-苦”，急食之味为“辛-甘-酸-苦-苦”，三者之间不

辛、苦甘化咸 5 种配伍转化方式。
（2）五脏配五行信息。

五味补泻理论可能更为准确。

土、肺配金、肾配水。
（3）五味对五脏的体用补泻信息。

与当前一般认识也有所不同[5]。目前的中医基本理

在“汤液经法图”中，五味入五脏并不是一一对应的，

论认为，酸味对应肝、苦味对应心、甘味对应脾、辛味

而是三对一的形式，也就是三种“味”对应一脏。这三

对应肺、咸味对应肾。但是从“汤液经法图”的观点来

种味分别是作为这个脏腑的“体”
（能泻）、
“ 用”
（能补）

看，酸为肝的“体”味、苦为心的“体”味，但甘为脾的

和“化”
（能调或者前两者的化合）而出现的。例如，酸

“用”味，而辛又为肺的“化”味、咸为肾的“化”味，这就

为肝之体、辛为肝之用、辛酸化甘，苦为心之体、咸为

造成了杂乱与不工整。如果都以“体”味标识，则应为

心之用，咸苦化酸，辛为脾之体、甘为脾之用、甘辛化

肝酸、心苦、脾辛、肺咸和肾甘；如果都以“用”味标识，

苦，咸为肺之体、酸为肺之用、酸咸化辛，甘为肾之体、

则应为肝辛、心咸、脾甘、肺酸和肾苦；如果都以“化”

苦为肾之用、苦甘化咸。
（4）五味配伍的功效信息。五

味标识，则应为肝甘、心酸、脾苦、肺辛和肾咸。所以，

味配伍的功效信息包含两方面，一方面是前面所讲的

本文认为，
“ 汤液经法图”的五味五脏配属，很可能是

五味对五脏的补泻，另一方面是另外记载在“汤液经

更为本源和真实的五味理论原貌，而目前看到的五味

法图”五边形顶点的五味配伍后形成的功效，分别为

入五脏的理论，则很可能是后世传承时出现了一些丢

辛苦除痞、咸辛除滞、甘咸除燥、酸甘除逆、苦酸除烦。

失和错简而演变形成的。

图文，主要包含了 5 方面的信息：
（1）五味属性及其配

序，补味为“辛-咸-甘-酸-苦”，泻味为“辛-咸-酸-

配伍转化是指辛酸化甘、咸苦化酸、甘辛化苦、酸咸化

统一。所以，有学者[4]认为，
“ 汤液经法图”中描述的

五脏为肝、心、脾、肺、肾，五行为肝配木、心配火、脾配

另外，
“ 汤液经法图”所载五脏五味的配属关系，

实 际 上 ，5 味 属 性 的 两 两 配 伍 只 有 10 种 形 式

（C 25 = 10），其中 5 种形式为五味化合，另外 5 种形式就

是图形顶点记载的这 5 个功效。
（5）在五边形图文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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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和“化味药”
（调五脏或补泻之味合化）的药物数目
和重量的比例（见表 1 和表 2）。

结果显示，这些大小补泻汤在选药用药、数目比

例、重量分布方面，完全是同一种组方格式在不同情
景下的应用，遵循相同的组方原则，具有极高的相似
性。这些原则包括：
（1）治法上，符合“虚则补为主”、
“ 实则泻为主”的
治疗原则。大小补汤都是治疗对应脏腑虚证的方剂，
用药以补味药为主；大小泻汤都是治疗对应脏腑实证
的方剂，用药以泻味药为主。例如，小补肝汤组方中，
以辛味补肝药为主；小泻肝汤组方中，以酸味泻肝药
为主。
（2）治法上，符合“小虚补本脏，大虚补其子”、
“小
实泻本脏，大实泻其母”的治疗原则。这个原则与《难
经》中提到的“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不同，但与
图1

汤液经法图（又称五味补泻体用图）

“子能令母实，母能令子虚”基本相同。例如，小补脾
汤组方中，使用的均为本脏用药，其中人参和甘草味

3 “汤液经法图”的应用

甘补脾，干姜味辛泻脾，白术味苦燥脾；而大补脾汤在

前已述及，
“ 汤液经法图”是脏腑辨证框架内，基

此基础上，还增加了治肺（金为土之子）的麦门冬、五

于五味配伍方式的组方原理图。那么，这个原理图怎

味子和旋覆花。小泻脾汤组方中，使用的均为本脏用

样运用？怎样从这个原理图一步一步组成复方？这

药，其中附子和干姜味辛泻脾，甘草味甘补脾；而大泻

些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本文通过对现有已知与“汤

脾汤在此基础上，还增加了治心（火为土之母）的黄

液经法图”关系密切的方剂进行组方原理分析，尝试

芩、大黄和芍药。

对“汤液经法图”的临床应用方式方法进行解读。根

（3）配比上，除了大、小补泻心汤中的部分组方之

据目前掌握的资料，这些关系密切的方剂，一部分是

外，其余各脏腑大小补泻汤的组方格式是完全相同

《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中的诸方，例如各脏腑的大小

的 ，均 符 合“ 小 泻 321，小 补 4211。 大 泻 6321，大 补

整理汇编的《汤液经法拟补》一书中记载的十二神方。

括 2 个泻味药和 1 个补味药；小补汤由 4 个中药组成，

补泻汤 20 首、各类救误汤等；另一部分是张大昌先生
3.1 “汤液经法图”与五脏大小补泻汤

《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记载的 20 首大小补泻汤

完全符合五脏虚实补泻的治疗思路，其组方工整、原

理清楚，最适合作为“汤液经法图”的具体应用案例进

行研究。本文根据《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中关于 25

7421”的组方原则。其中，小泻汤由 3 个中药组成，包

包括 2 个补味药、1 个泻味药和 1 个化味药；大泻汤由 6
个中药组成，包括 3 个泻味药、2 个补味药和 1 个化味

药；大补汤由 7 个中药组成，包括 4 个补味药、2 个泻味
药和 1 个化味药。

（4）用量上，除因使用非重量的计量单位和大小

味药精的五行五味记载，对这 20 首大小补泻汤的组方

补心汤之外，其余各脏腑的大小补泻汤均满足“补方

范志良抄本为主，并参考其他抄本[3]、
《辅行诀五脏用

方中，酸味药重量占比最高；大补肺汤组方中，酸味药

药物的补泻属性进行标注（组方中药的药味以 1965 年

药法要药性探真》[6]和其他文献[7]对个别中药的药味

补为主，泻方泻为主”的组方原则。例如，小补肺汤组
和苦味药的重量占比最高。小泻肺汤组方中，咸味药

给予定义和更新，包括：将麦门冬标示为味酸、将薤白

重量占比最高；大泻肺汤组方中，咸味药和辛味药的

标示为味苦、将栝楼标示为味甘、将升麻标示为味甘、

重量占比最高。

将苦参标示为味苦、将代赭石标示为味苦）。在此基

（5）用量上，等量组方常见，且本脏用药的量比子

础上，分别计算了“泻味药”
（泻五脏）、
“ 补味药”
（补五

母脏用药的量大。例如，小泻肝汤的枳实、芍药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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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中 12 首大小补汤的配伍原理分析
泻味药：
泻味药
：补味
药：化味药

组方用药的补泻属性

名称

（组方采用 1965 年范志良抄本
年范志良抄本）
）

数目
比例

小泻肝汤 芍药三两（酸泻肝）、枳实三两（酸泻肝）、生姜三两（辛补肝）
大泻肝汤
小泻心汤

芍药三两（酸泻肝）、枳实三两（酸泻肝）、生姜三两（辛补肝）、黄芩一两（苦补肾）、甘草一两（甘泻肾）、大黄一两（咸润
肾）
黄连三两（苦泻心）、黄芩三两（苦泻心）、大黄三两（咸补心）
龙胆草三两（苦泻心）、栀子三两（苦泻心）、戎盐如杏子大三枚*（咸补心）
黄连三两（苦泻心）、黄芩三两（苦泻心）、大黄三两（咸补心）、芍药一两（酸泻肝）、干姜一两（辛补肝）、甘草一两（甘缓

大泻心汤

肝）
龙胆草三两（苦泻心）、栀子三两（苦泻心）、戎盐如杏子大三枚*（咸补心）、苦参二两（苦泻心）、升麻二两（甘缓肝）、豉
半升*（酸泻肝）

小泻脾汤 附子一枚*（辛泻脾）、干姜三两（辛泻脾）、甘草三两（甘补脾）
大泻脾汤

附子一枚*（辛泻脾）、生姜三两（辛泻脾）、甘草三两（甘补脾）、黄芩一两（苦泻心）、大黄一两（咸补心）、芍药一两（酸收
心）

小泻肺汤 葶苈子三两（咸泻肺）、大黄三两（咸泻肺）、芍药三两（酸补肺）
大泻肺汤

葶苈子三两（咸泻肺）、大黄三两（咸泻肺）、芍药三两（酸补肺）、干姜一两（辛泻脾）、甘草一两（甘补脾）、黄芩一两（苦
燥脾）

小泻肾汤 茯苓三两（甘泻肾）、甘草（甘泻肾）三两、黄芩三两（苦补肾）
大泻肾汤

茯苓三两（甘泻肾）、甘草三两（甘泻肾）、黄芩三两（苦补肾）、大黄一两（咸泻肺）、芍药一两（酸补肺）、干姜一两（辛散
肺）

重量比例

2:1:0

6:3:0

3:2:1

7:4:1

2:1:0

6:3:0

3:2:1

7:4:1

2:1:0 无法计算

4:1:1 无法计算
2:1:0 无法计算
3:2:1 无法计算
2:1:0

6:3:0

3:2:1

7:4:1

2:1:0

6:3:0

3:2:1

7:4:1

注：*注：有些组方因带有如杏子大、一枚、半升等计量单位而暂时无法计算重量占比。

姜均为三两，大泻肝汤在此基础上增加的治肾（水为

根据结果可知，从单方、小方到大方，十二神方的

木之母）之药黄芩、甘草和大黄的用量均为一两。又

组方配伍思路与五味补泻原理具有良好的对应性。

如，小补脾汤的人参、甘草和干姜均为三两，大补脾汤

其一，从正方的组方来看，能够祛实解表的轻剂（麻黄

在此基础上增加的治肺（金为土之子）之药麦门冬、五

汤）是辛补肝的代表性方剂，能够已耗养阴的收剂（白

味子和旋覆花的用量均为一两。

虎汤）是酸补肺的代表性方剂，能够清热滋枯的滋剂

3.2 “汤液经法图”与十二神方

张大昌先生认为“商代伊尹以元圣之才，仰观天

文，俯察地理，远求诸物，近求诸身，撰用《神农本草
经》，准次阴阳之道，参伍之变，错综其事，引而伸之，
触类以专之，化为《汤液经法》”，并通过模仿这种组方
格式，以十方、十二剂为框架，尝试还原《汤液经法》中
描述的一百二十首中品方（
“中品中药为疗疾祛邪之

（朱雀汤）是咸补心的代表性方剂，能够渗湿利水的渗
剂（玄武汤）是苦补肾的代表性方剂，符合四方四象之
应。其二，除了暂未明确“酸泻肝”的方剂，十二神方
覆盖了五味补泻五脏的其余所有情况，证明二者之间
关系密切。例如，用于祛郁的宣剂是典型的泻脾之
方、用于祛壅的泻剂是典型的泻肺之方、用于祛怯的

方，亦百二十首”
）[8]。其中，十方为单方、小方、急方、

重剂是典型的补心之方，用于扶弱的补剂是典型的补

轻剂、宣剂、清剂、滋剂、滑剂、泄剂、重剂、收剂、温剂、

的补泻提供了更多样的组方形式。以宣剂为例，围绕

渗剂、涩剂和补剂，也称为“十二神方”。由此可以看

着泻脾的作用，既可以使用单个辛味药生姜，也可以

出，十二神方与“汤液经法图”同宗同源，可以视为其

使用辛味药生姜配伍咸味药半夏的形式（泻脾同时泻

临床应用。本文通过摘录十二神方里单方、小方和正

肺），还可以使用咸味药半夏配伍酸味药橘皮（酸咸化

方的组方药味，配以五味补泻原理的初步分析，可以

辛）再加上辛味药生姜、桂心的形式，功能主治也从简

正方、主方、复方、大方、缓方、变方和通方，十二剂为

得到如下结果（见表 3）。
4

脾之方。其三，十方十二剂的形式，实际上为各脏腑

单的“止呕、祛痰”增加到“胸胁气满、干呕哕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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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中 12 首大小泻汤的配伍原理分析
泻味药：
泻味药
：补味
药：化味药

组方用药的补泻属性

名称

（组方采用 1965 年范志良抄本
年范志良抄本）
）

数目
比例

小补肝汤 桂枝三两（辛补肝）、干姜三两（辛补肝）、五味子三两（酸泻肝）、大枣十二枚*（甘缓肝）
大补肝汤
小补心汤

桂枝三两（辛补肝）、干姜三两（辛补肝）、五味子三两（酸泻肝）、大枣十二枚*（甘缓肝）、竹叶一两（苦泻心）、代赭石一
两（苦泻心）、旋覆花一两（咸补心）
代赭石二两（苦泻心）、竹叶二两（苦泻心）、旋覆花二两（咸补心）、豉一两（酸收心）
瓜蒌一枚*+薤白八两（甘苦化咸补心）、半夏半升*（咸补心）
代赭石三两（苦泻心）、旋覆花三两（咸补心）、竹叶三两（苦泻心）、豉一两（酸收心）、人参一两（甘补脾）、甘草一两（甘

大补心汤

补脾）、干姜一两（辛泻脾）
瓜蒌一枚*+薤白八两（甘苦化咸补心）、半夏半升*（咸补心）、枳实二两（酸收心）、厚朴二两（咸补心）、桂枝一两（辛泻
脾）、生姜二两（辛泻脾）

小补脾汤 人参三两（甘补脾）、甘草三两（甘补脾）、干姜三两（辛泻脾）、术一两（苦燥脾）
大补脾汤

人参三两（甘补脾）、甘草三两（甘补脾）、干姜三两（辛泻脾）、术一两（苦燥脾）、麦门冬一两（酸补肺）、五味子一两（酸
补肺）、旋覆花一两（咸泻肺）

小补肺汤 麦门冬三两（酸补肺）、五味子三两（酸补肺）、旋覆花三两（咸泻肺）、细辛一两（辛散肺）
大补肺汤

麦门冬三两（酸补肺）、五味子三两（酸补肺）、旋覆花三两（咸泻肺）、细辛一两（辛散肺）、地黄一两（苦补肾）、竹叶一两
（苦补肾）、甘草一两（甘泻肾）

小补肾汤 地黄三两（苦补肾）、竹叶三两（苦补肾）、甘草三两（甘泻肾）、泽泻一两（咸润肾）
大补肾汤

地黄三两（苦补肾）、竹叶三两（苦补肾）、甘草三两（甘泻肾）、泽泻一两（咸润肾）、桂枝一两（辛补肝）、干姜一两（辛补
肝）、五味子一两（酸泻肝）

重量比例

1:2:1 无法计算
3:3:1 无法计算
2:1:1

4:2:1

3:3:1

7:5:1

0:3:0 无法计算

2:4:1 无法计算
1:2:1

3:6:1

2:4:1

4:8:1

1:2:1

3:6:1

2:4:1

4:8:1

1:2:1

3:6:1

2:4:1

4:8:1

注：*注：有些组方因带有如杏子大、一枚、半升等计量单位而暂时无法计算重量占比。

表3

十二神方的五味补泻原理分析

十二神方

功效

单方

小方

轻剂

轻可祛实

麻黄

麻黄四两、甘草二两

麻黄三两、甘草二两、杏仁六十枚、桂枝三两

宣剂

宣可祛郁

生姜

生姜半斤、半夏一升

生姜六两、半夏六两、橘皮六两、桂心三两

辛泻脾，酸咸化辛

清剂

清可祛热

黄芩

黄芩三两、大枣十二枚

黄芩三两、甘草二两、芍药三两、大枣十二枚

苦泻心，苦甘化咸

滋剂

滋可去枯

阿胶

阿胶五两、鸡子黄二枚

阿胶三两、鸡子黄二枚、黄连三两、黄芩三两

甘补脾，苦甘化咸

泻剂

泻可祛壅

厚朴

厚朴半斤、大黄四两

厚朴八两、大黄四两、甘草三两、枳实五枚

咸泻肺，酸补肺

滑剂

滑可祛著

榆白皮

榆皮一升、葵子一升

榆皮二两、葵子二两、黄芩一两、滑石二两

甘泻肾，苦补肾

收剂

收可已耗

石膏

石膏一斤、粳米六合

石膏一斤、粳米六合、甘草二两、知母六两

酸补肺，咸酸化辛

重剂

重可祛怯

牡蛎

牡蛎三两、龙骨三两

牡蛎四两、龙骨四两、滑石三两、赤石脂三两

温剂

温可祛寒

桂心

桂枝四两、甘草三两

桂枝三两、甘草二两、大枣十二枚、生姜三两

渗剂

渗可祛湿

白术

白术四两、茯苓四两

白术三两、茯苓四两、甘草二两、桂心三两

补剂

补可扶弱

甘草

甘草四两、干姜二两

甘草四两、干姜三两、人参三两、大枣十二枚

甘补脾，辛泻脾

涩剂

涩可固脱

赤石脂

赤石脂一斤、干姜一两

赤石脂一斤、干姜一两、粳米一升、禹粮石二两

甘补脾，辛泻脾

4

讨论

正方

五味补泻原理分析
辛补肝，甘缓肝

咸补心，甘补脾
辛补肝，甘缓肝
苦补肾，辛甘化苦

辨证，而不强调寒热表里和气血津液；另一方面，与目

4.1 “汤液经法图”展示了不同的组方配伍体系

前在已知经方、时方或药对的基础上再行灵活加减的

不同的组方配伍体系。这个组方配伍体系与现有临

五味与五脏、五味与功效的联系以及固定配伍格式。

床常见的辨证选药方法相比，它自上而下都表现出与

从《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中收录的大小补泻汤和《汤

众不同的独特性。一方面，与目前临床多种辨证方法

液经法拟补》收录的十二神方来看，基于这种独特的

杂处的现状不同，
“ 汤液经法图”独尊脏腑辨证和虚实

组方配伍体系进行选药用药和配伍组方，不仅行之有

显而易见，本文所述的“汤液经法图”展示了一个

组方方法不同，
“ 汤液经法图”展示了极其严密规整的

〔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Materia Materia-Worl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5

XXXX

第 XX 卷

第 XX 期

★Vol. XX No.XX

效，而且一目了然。

4.2 “汤液经法图”很可能是更为早期和接近本原的
中药配伍组方原理

研究[3,9]发现，五脏大小补泻汤中，有不少与《伤
寒杂病论》中的经方十分相似，例如小补脾汤与理中

的中药方剂则都是这个配伍原理的应用，符合度高的
成为临床有用的经方、验方和效方，符合度低的则被
自然淘汰。

4.3 “汤液经法图”值得深入研究

客观地讲，目前的中医临床组方用药呈现出较多

汤、小泻心汤与大黄黄连黄芩泻心汤、小补心汤与瓜

的灵活性，而缺少规范性。这种缺少规范性的灵活

蒌薤白半夏汤等，而其余大小补泻汤也能看到经方的

性，最终将可能成为一种变相的随意性，不利于中医

影子。同时，文献考据也发现，张仲景在撰写《伤寒杂

临床精准治疗。从中医理论“天人相应”的整体观角

病论》时，参考了《汤液经法》。陶弘景曾说“汉晋以

度看，从五行、五脏、五味、五方、五运的严密对应性角

还，诸名医辈，张机、卫汜、华元化、吴普、皇甫玄晏、支

度来看，中医药理论似乎应该以确定性为主，而“汤液

法师、葛稚川、范将军等，皆当代名贤，咸师式此《汤液

经法图”符合这样的思维定位，值得深入研究探索。

经法》，愍救疾苦，造福含灵”，就是这个意思。因此，

在中医药研究不断西化的当下，追根溯源，推古验今，

本文有理由认为，
《汤 液 经 法》中 收 录 的“ 汤 液 经 法

重新认识“汤液经法图”的学术价值和真正身份，梳理

图”，代表了更为早期、更为接近本原的中药组方配

分析中药复方药效临床与基础研究的是非曲直，调整

伍，应属于“先圣遗奥”的范畴。而后世衍生发展出来

发展思路，可能是更为明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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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Tang-Ye-Jing-Fa Map”research (1): the origin, content and application of the Tang-Ye-Jing-Fa perspective*
Jin Rui＊＊

(Department of Pharmacy and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Bio-characteristic profiling for Evaluation of Rational
Drug Use, Beijing Shijitan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100038, Beijing China)
Abstract: Fu Xingjue is a lost book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prescription written by Tao Hongjing of

Liang dynasty. After being donated to th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in the 1970s by zhang dachang, a
TCM folk doctor, it was salvaged and published by experts such as Wang Xuetai and Qian Chaochen. All versions at

present is the manuscript. Fu Xingjue referred to many contents of the Tang Ye Jing Fa written before the Han dynasty,
and is accompanied by a key schematic diagram, that is, the "Tang-Ye-Jing-Fa Map".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Zang-Fu Xu-Shi theory, the "Tang-Ye-Jing-Fa Map" described the composition principle of TCM and the treatment

methodology based on the Five Wei theory including Pungent, Salty, Sweet, Sour, Bitter and their cooperation according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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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It is also called the diagram of five Wei filling and purging body. The structure of the
whole diagram is neat and symmetrical. Its logic and rigor are better than the relevant contents recorded in the "theory on

the method of storing qi" in the Huang Di Nei Jing. The formula in Fu Xingjue and the twelve prescriptions in Chu Fang
Zheng Fan were able to explained accurately by this diagram, which is also closely related with Shang Han Za Bing Lun
of Zhang Zhongjing.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historical origin and composition structure of the "Tang-Ye-Jing-Fa

Map", analyzed its application mode by taking the formula in Fu Xingjue and the twelve prescriptions in Chu Fang
Zheng Fan as an example, laying a foundation for the comprehensive research and recovery.

Keywords: Tang-Ye-Jing-Fa Map, Fu xingjue, Tao hongjing, The five wei theory, Compatibil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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