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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军教授从血瘀论治便秘经验介绍
袁有才

(陕西中医学院 ,陕西 咸阳 712046)

摘　要:李军教授从事中医临床 30余年 , 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 , 不仅善于常见病的诊治 , 而且善于诊
治疑难杂症怪病 , 临床疗效显著。便秘一症临床常见 , 李军教授创立从血瘀论治 ,具体采用行气活血 、益气活血 、

养阴活血等方法 , 疗效颇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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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LiJun'sExperienceofTreatingConstipationfrom
thePerspectiveofBloodStasis

YuanYoucai
(ShaanxiUniversityofChineseMedicine, Xianyang, Shaanxi, 712046)

Abstract:Prof.LiJunhasengagedinclinicalChinesemedicineforover30years, andaccumulatedrichclinicalex-

perience.Heisnotonlyskilledinthediagnosisandtreatmentofcommondiseasesbutalsodifficultandcomplicatedca-

ses, andtheclinicalefficacyismarked.Prof.LiJuntreatsconstipation, acommonclinicalsymptom, fromtheperspec-
tiveofbloodstasiswithmethodslikepromotingqiandbloodcirculation, reinforcingqiandactivatingbloodcirculation,

andnourishingyinandpromotingbloodcirculation.Andtheeffectsareexcel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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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辨证审因　求因论治
便秘是指大便秘结不通 ,排便时间延长或欲便

而艰涩不畅的一种症状
[ 1]
。便滞是便秘的特殊类

型 ,表现为排便不畅或排便无力难下 ,但大便并不
干燥。清代沈金鳌著 《杂病源流犀烛 》才出现 “便
秘 ”这个名词。血瘀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血

瘀是指血液运行不畅而停滞;广义的血瘀是指因多
种病因导致血液流行不畅 ,或形成血栓 ,以及导致
血液相关系统异常使血液功能 、性质 、成分发生改
变者

[ 2]
。中医传统观点认为便秘多由肠胃燥热 、津

液耗伤 、情志影响 、气机郁滞劳倦内伤 、年老体弱 、
气血不足等导致大肠传导功能失常

[ 3]
所致 ,与脾 、

肺 、肾 、肝关系密切 ,却较少涉及血瘀导致便秘 -便
滞之说 。

而李军教授在多年的临床实践中发现 ,多数顽
固性便秘 -便滞在上述因素作用下 ,随着疾病的发
生发展最终会导致血瘀的产生 ,血瘀形成后又可以
直接或间接加重便秘 -便滞的病情 。有学者指出
血瘀与便秘二者关系密切 , 瘀血阻于肠道则成便
秘 ,便秘日久又可伴随血瘀 ,两者形成一种恶性循
环

[ 4]
。故临证时要高度重视血瘀在便秘发病中的

作用 ,积极根据不同病因采用相应的活血化瘀治
疗 ,确能提高疗效 。

2　辨证分型　血瘀有别
2.1　气滞血瘀便秘　大便秘结较久 ,欲便不得 ,嗳
气 ,胸胁痞满疼痛 ,甚者下腹部结块刺痛不适 ,舌暗
红或紫黯 ,舌下可见瘀丝瘀点 ,苔白 ,脉弦 。

治法:疏肝解郁 ,行气活血。
方药:少腹逐瘀汤化裁 。常用药有:柴胡 、枳

壳 、延胡索 、当归 、丹参 、川芎 、赤芍 、蒲黄 、五灵脂 、
全瓜蒌等。重点在于重用枳壳 、全瓜蒌 、丹参 ,理气
活血以解顽秘。
2.2　气虚血瘀便滞　神疲气短 ,临厕努挣乏力自
汗 ,大便质软却艰涩难下 ,甚者下腹隐痛 ,喜按 ,面
色晄白 ,爪甲暗红 ,舌暗红或紫黯 ,舌下可见瘀点瘀
丝 ,苔白 ,脉涩。

治法:益气活血通便。

方药:补阳还五汤化裁 。常用药有:黄芪 、桃仁
泥 、红花 、当归 、地龙 、赤芍 。重点在于重用黄芪和
桃仁。黄芪大补元气 ,桃仁泥活血通便 ,为治血瘀
便秘要药。
2.3　阴虚血瘀便秘　口干咽燥 ,焦渴善饮 ,大便秘
结如羊矢 ,艰涩难下 ,小便短少 ,舌红瘦 ,少苔或苔
薄而干 ,舌质紫暗或有瘀斑 ,脉细涩。

治法:养阴活血通便。
方药:增液汤和桃核承气汤化裁。常用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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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参 、麦冬 、生地黄 、桃仁泥 、当归 、丹参等 ,重点在
于重用元参 、桃仁泥 。元参养阴增液 ,有增水活血
行舟之意 ,桃仁泥既能活血又能润下通便 ,故为要
药 。
2.4　阳虚血瘀便秘　形寒肢冷 ,面色 白 ,大便秘
结难下 ,或大便涩滞难排 ,腹痛隐隐 ,喜热喜按 ,舌
质淡紫或有瘀斑瘀点 ,脉沉涩或缓。

治法:温阳活血通便。
方药:温阳活血汤化裁 。常用药有:制附片 、干

姜 、肉桂 、淫羊藿 、仙茅 、红花 、川芎 、赤芍 、白术 、当
归 、桃仁泥。重点在于重用淫羊藿 、白术 、红花 、桃
仁 ,以温补脾肾阳气活血通便 ,并于大队温热药中
酌加麦冬滋阴 ,以期阴中求阳。
2.5　痰滞血瘀便秘　形体胖盛 ,大便滞涩难解 ,多
夹粘液 ,数日一行 ,甚则十余日一行 ,脘腹胀满 ,痰
涎较多 ,舌质暗紫苔白厚 ,舌下散布瘀丝瘀点 ,脉滑
或涩。

治法:化痰活血通便。
方药:温胆汤合桃红四物汤化裁。常用药有:

姜半夏 、陈皮 、枳实 、竹茹 、杏仁泥 、桃仁 、红花 、川
芎 、赤芍 、当归等 。重点在于杏仁泥的应用 ,杏仁泥
降气行痰 、润肠通便。
2.6　肝热血瘀便秘　平素性情急躁 ,大便秘结难
下 ,季肋胀闷不适 ,面红 ,或伴目赤 ,舌红 (边尖为
著),舌下可见瘀点瘀丝 ,苔少 ,脉弦。

治法:清肝活血通便。
方药:清肝活血通便汤化裁。常用药有:草决

明 、元参 、生山楂 、川芎 、赤芍 、丹参 、陈皮等 ,重点在
于重用草决明 ,一般 30g以上 ,草决明清肝明目 ,润
肠通便 。
2.7　胃热血瘀便秘　胃脘灼热嘈杂日久 ,痞闷或
疼痛不适 ,喜凉饮 ,大便干燥难下 ,数日一行 ,舌红 ,
舌下可见瘀点瘀丝 ,苔白或微黄 ,脉弦数。

治法:清热和中 ,活血通便 。
方药:黄连温胆汤合桃红四物汤化裁 。常用药

有:黄连 、蒲公英 、大黄 、姜半夏 、陈皮 、枳实 、竹茹 、
桃仁 、丹参 、红花 、川芎 、赤芍 、当归等。重点在于应
用蒲公英 、大黄 、丹参以清解胃肠瘀热 。
2.8　血虚血瘀便秘　头晕目眩 ,面色萎黄或无华 ,
大便秘结 ,唇舌色淡 ,舌下可见瘀点瘀丝 ,苔少 ,脉
细弱。

治法:养血活血通便。
方药:当归补血汤化裁。黄芪 、白术 、当归 、阿

胶 、熟地 、山药 、丹参 、桃仁 、赤芍等 。本法的重点在
于黄芪 、当归的应用 ,重用当归补血和血 ,并有通便
之功。
2.9　毒滞血瘀便秘　大便秘结日久 ,小便黄赤;面
部重发座疮 、粉刺 ,或反复咽喉肿痛 、口舌生疮;或
皮肤疖肿疮疡此起彼伏等 ,伴口干口苦 ,舌质红赤
或红绛 ,苔薄黄 ,脉弦数。

治法:清热解毒 ,活血通便 。

方药:解毒活血汤化裁 , 常用药物有连翘 、元
参 、苦参 、生地 、葛根 、丹参 、桃仁泥 、红花 、当归 、赤
芍 、柴胡 、枳壳 、甘草等。用药在于重用连翘 、元参
清热解毒 ,常用至 30g以上 ,桃仁泥活血通便有良
效 。
3　讨论
便秘 -便滞是多种疾病的一种症状 ,顽固性便

秘 -便滞更是困扰患者的唯一症状 ,尤其对老年人
会造成更大的痛苦 。便秘阻隔消化道糟粕排出不

畅 ,形成 “不通畅 ”的特点而造成人体不适。李军
教授指出本病早在 《伤寒杂病论 》中就以 “阳结” 、
“阴结”命名 。阳结实际指的是大便干结不下 ,阴

结指大便软但难下者 ,实际指便滞。血瘀便秘因体
质因素或兼夹他邪之不同可表现为阳结或阴结 。
应根据形成病因分型治疗 ,特别应注意血瘀的作
用 ,只有紧扣血瘀便滞这一关键因素 ,才能解决根

本问题 ,提高疗效 。若临床辨证不明 ,动辄即用大
黄 、芒硝等竣猛攻下之品 ,则耗气伤血 、损阴竭阳更
甚 ,以致变证丛生 。临床中更多见的是各种血瘀便
秘 -便滞证型夹杂或混合出现 ,使临床辨治更为复

杂 ,如常见的混合证型有:气虚痰瘀交结证 、气血双
虚血瘀证 、肝胃瘀热交阻证 、气滞痰凝血瘀证等 ,应
根据兼夹证型运用益气活血化痰通便法 、益气养血
活血法 、清肝和胃活血法 、行气化痰活血法灵活运

用 ,体现中医个体化治疗特色 ,方能彰显辨证论治
之功效 ,突出疗效 。
4　典型病案
陈某 ,男 , 68岁。便秘便滞 3年 ,加重 2月 。 3

年前中风后出现临厕努挣大便不爽难下 ,神疲乏
力 ,脘腹胀满 ,易吐痰涎 ,间断应用多种通便药物乏
效 。近 2月来明显加重 ,自服 “黄连上清丸 ”、“槟

榔四消丸”、“麻仁丸 ”、“番泻叶茶饮 ”等日益解便
困难 ,大便十数日一行 ,费力难解 ,粘滞不下。唇舌
紫黯 ,舌边有齿痕 ,苔灰白厚腻 ,舌下可见瘀点瘀
丝 ,脉沉涩。中医辨证诊断:气虚痰瘀交结证 。处

方:黄芪 30g,白术 15g,桃仁泥 10g,红花 12g,当
归 12g,水蛭 6g,地龙 10g,赤芍 12g,枳壳 18g,姜
半夏 12g,陈皮 15g,杏仁泥 10g。 6剂后患者自觉

大便较前爽利 , 2 ～ 3d一行 ,守上方加减 2月而愈 。

半年后随访排便顺畅 , 1 ～ 2d一行无复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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