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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案参考目录  

 类别或病名 适用方药 页码 类别或病名 适用方药 页码 

一、外感与传染病类 
空调症 藿香正气散 60 

大青龙得失案  32 

高 热 升降散 74    

高 热 香薷散 61    

乙脑高热 小承气汤 93 
二、头面咽喉类 

术后高热 蒿芩清胆汤 136 

持续高热 达原饮 67 神经性头痛 附子泻心汤 164 

暑月高热 麻黄细辛附子汤 44 偏头痛 蒿芩清胆汤 136 

病毒感染性高热 达原饮 67 扁桃体炎 升降散 74 

上呼吸道感染高热 柴葛解肌汤 82 急性扁桃体炎 柴葛解肌汤 83 

急性发热 小柴胡汤 131  小柴胡汤 131 

外感热病 柴葛解肌汤 81 急性扁桃体炎 大柴胡汤 141 

发热不退 蒿芩清胆汤 136 小儿急性扁桃体炎 凉膈散 96 

夏季热 蒿芩清胆汤 136 散发性脑炎 防风通圣散 142 

 新加香薷饮 62 流行性腮腺炎 小柴胡汤 131 

发热头痛呕吐 蒿芩清胆汤 136 慢性化脓性腮腺炎 人参败毒散 56 

功能性低热 蒿芩清胆汤 136 咽痛欲绝 三物白散 117 

阳明热毒 升麻葛根汤 86 急性腮腺炎 柴葛解肌汤 82 

阳明实热 大承气汤 92 急性结膜炎 防风通圣散 142 

重感冒 常用感冒方 58 流行性腮腺炎 升降散 74 

 大青龙汤 31 咽喉肿痛 防风通圣散 142 

流行性感冒 麻黄汤 20 风寒咽痛 小青龙加石膏汤 39 

 桂枝汤 25 慢性咽炎 麻黄细辛附子汤 44 

风寒感冒 九味羌活汤 51 暴 喑 麻黄细辛附子汤 42 

风热感冒 银翘散 71 复发性口腔溃疡 半夏泻心汤 162 

风湿性感冒 麻杏薏甘汤 21  甘草泻心汤 163 

伤风谵狂 桂枝汤 25 涕泪时出不止 麻黄细辛附子汤 44 

H1N1 流感 达原饮 68 上额窦炎 柴葛解肌汤 83 

伤寒副伤寒 葛根黄芩黄连汤 149 牙 痛 葛根汤 26 

时行瘟病 人参败毒散 55   凉膈散 96 

流行性出血热 三物白散 117 头顶灼热病 柴胡桂枝汤 133 

 增液承气汤 98 舌冷症 麻黄细辛附子汤 45 

沙门氏菌感染 柴葛解肌汤 81 脱发 黑逍遥散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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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别或病名 适用方药 页码 类别或病名 适用方药 页码 

疱疹性神经节综合症 升降散 74 过敏性紫癜 桂枝汤 25 

慢性鼻炎 再造散 46   羌活胜湿汤 52 

     大黄牡丹汤 105 

   胃肠型过敏性紫癜 藿香正气散 59 

三、皮肤类 
紫癜性肾炎 桃仁承气汤 102 

过敏性紫癜性肾炎 升降散 74 

风 疹 银翘散 71 斑 秃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 146 

急性湿疹 大承气汤 93 皮肤搔痒症 桂枝汤 26 

头面湿疹 升麻葛根汤 86 病后无汗症 大青龙汤 31 

猩红热烂喉痧 银翘散 72 半身无汗 桂枝汤 26 

 桂枝汤 25 表虚漏汗 桂枝加附子汤 28 

多发性疣 麻杏薏甘汤 21 过汗足挛曲 桂枝加附子汤 28 

扁平疣 麻杏薏甘汤 21 黄汗治案 桂枝加黄芪汤 28 

  防风通圣散 142 寅时汗出 麻黄细辛附子汤 43 

急性荨麻疹 麻杏石甘汤 79 手汗如雨 藿朴夏苓汤 64 

荨麻疹 麻黄加术汤 21 盗 汗 蒿芩清胆汤 137 

 桂枝汤 27 无汗症 麻黄细辛附子汤 42 

 葛根汤 27    

  桂枝加葛根汤 27    

  桂枝加大黄汤 27 
四、水液代谢类（腹水见肝胆类） 

 再造散 46 

 九味羌活汤 51 浮肿腹满 大青龙汤 31 

  藿香正气散 59 四肢肿胀酸痛 大青龙汤 31 

  柴葛解肌汤 82 全身肿胀 越婢加术汤 79 

寒冷性荨麻疹 麻黄汤 21 水肿二便不通 三物备急丸 117 

带状疱疹 升麻葛根汤 86 特发性水肿 小青龙汤 38 

疮 疡 凉膈散 96  麻杏石甘汤 79 

黧黑斑 逍遥散 156 肾炎水肿 藿朴夏苓汤 64 

颜面色素沉着 大黄庶
虫虫丸 173 肾病综合症 银翘散 71 

牛皮癣 大黄庶
虫虫丸 173 风 水 越婢加术汤 79 

  羌活胜湿汤 53 咳喘面浮下肢肿 小青龙汤 38 

寒冷性多形红斑 桂枝汤 25 渗出性胸膜炎 柴胡桂枝干姜汤 132 

结节性红斑 柴葛解肌汤 82  小陷胸汤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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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性渗出性胸膜炎 小青龙汤 39 老年哮喘 越婢加半夏汤 80 

结核性胸模炎 甘遂硝黄散 109 顽固性支气管哮喘 小青龙汤 38 

结核性胸腔积液 三物白散 117 咳喘（肺心病） 小陷胸汤 110 

胸腔积液 十枣汤 122 表邪失宣养阴致喘 小青龙汤 38 

 己椒苈黄丸 123 汗后水灌致喘 小青龙汤 38 

急性腹膜炎 甘遂硝黄散 109 肺气肿 小青龙加石膏汤 39 

留 饮 甘遂半夏汤 125 肺脓肿 三物白散 117 

痰 饮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 147 肺气肿肺心病 泽漆汤 40 

肾积水 甘遂半夏汤 125  皂荚丸 40 

结胸症 大陷胸汤 109 支气管哮喘 射干麻黄汤 39 

寒实结胸 三物白散 117  厚朴麻黄汤 39 

   支气管炎 越婢加半夏汤 80 

   百日咳 麻杏石甘汤 78 

五、心肺类 
 越婢加半夏汤 80 

肾 咳 麻黄细辛附子汤 42 

   喘满咳嗽 厚朴麻黄汤 40 

慢性心率失常 麻黄汤 20 戒毒（毒品） 麻黄细辛附子汤 42 

胆源性心率失常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 146 胸 痹 麻黄细辛附子汤 42 

窦性心动过速 柴胡桂枝干姜汤 132 热痞阳虚证 附子泻心汤 163 

老年性室性早搏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 146    

风心病心悸 麻黄细辛附子汤 43    

高原性心动过缓 麻黄细辛附子汤 43 
六、脾胃大小肠类 

变异性心绞痛 三物备急丸 117 

卒 中 三物备急丸 117 呕 逆 小承气汤 94 

病毒性心肌炎 黄连汤 166 呕 吐 羌活胜湿汤 52 

肺 炎 小青龙汤 39 呕 吐 黄连汤 165 

支气管肺炎 大青龙汤 31 长期呕吐兼低烧 小柴胡汤 131 

喘息性支气管炎 射干麻黄汤 39 胃脘痛 小承气汤 94 

 小青龙加石膏汤 39 四逆腹痛 四逆散 152 

大叶性肺炎 大承气汤 92 痞硬腹痛 大黄附子细辛汤 113 

 凉膈散 96 疹出不顺腹痛 桂枝加大黄汤 27 

肺炎咳喘 柴胡桂枝汤 133 受凉脘闷 厚朴七物汤 144 

过敏性哮喘 麻杏石甘汤 78 胃窦胃炎 半夏泻心汤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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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胃炎 甘草泻心汤 163 肠易激综合症 甘草泻心汤 163 

 生姜泻心汤 162 泄 泻 黄连汤 165 

胃下坠 生姜泻心汤 162 痰饮泄泻 小青龙汤 38 

胃扩张 生姜泻心汤 162 疹收高热腹泻 桂枝人参汤 141 

胆汁返流性胃炎 小柴胡汤 131 急性肠炎 半夏泻心汤 162 

 蒿芩清胆汤 136 急性出血性坏死性肠炎 大黄黄连泻心汤 163 

 四逆散 153 菌 痢 桂枝加芍药汤 28 

急性糜烂性胃炎 小陷胸汤 110 痢 疾 人参败毒散 57 

 生姜泻心汤 162 阴虚顽痢 大承气汤 92 

食 滞 三物备急丸 117 痢疾 小承气汤 93 

胃酸过多症 十枣汤 122 伤寒协热痢 小承气汤 93 

上消化道穿孔 大陷胸汤 109 季节性赤白痢 大承气汤 93 

消化性溃疡 四逆散 152 细菌性痢疾 升麻葛根汤 86 

顽固性非溃疡消化不良 半夏泻心汤 162 急性菌痢 葛根黄芩黄连汤 148 

上消化道出血 半夏泻心汤 162 小儿急性湿热泻 葛根黄芩黄连汤 148 

反流性食管炎 半夏泻心汤 162 肠梗阻 大陷胸汤 109 

反流性食管粘膜炎 黄连汤 166 急性肠梗阻 三物备急丸 117 

胃炎胃痛剧烈呕吐 黄连汤 165  甘遂硝黄散 109 

不全性幽门梗阻 己椒苈黄丸 123  大黄附子细辛汤 113 

 生姜泻心汤 163 粘连性肠梗阻 黄龙汤 98 

急性胰腺炎 大承气汤 92  黄连汤 165 

急性胰腺炎 大陷胸汤 109 蛔虫性肠梗阻 调胃承气汤 94 

 大柴胡汤 140 改善术后肠功能 小承气汤 94 

慢性胰腺炎 薏苡附子败酱散 105 单纯肥胖 防风通圣散 142 

阑尾炎 大黄牡丹汤 104 腹壁脂肪增多症 甘遂半夏汤 125 

急慢性阑尾炎 大柴胡汤 140 高血脂症 大黄庶
虫虫丸 173 

急性阑尾炎 蒿芩清胆汤 136 肛 裂 增液承气汤 98 

急性化脓性阑尾炎 薏苡附子败酱散 105 血栓性外痔 大黄牡丹皮汤 105 

慢性结肠炎 大黄附子细辛汤 113 伤寒阳明腑实症 小承气汤 93 

十二指肠球部溃疡 桂枝加芍药汤 28    

十二指肠壅积症 半夏泻心汤 162    

溃疡性结肠炎 半夏泻心汤 162    

 痛泻要方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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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别或病名 适用方药 页码 类别或病名 适用方药 页码 

七、肝胆类 
伤寒发黄胸腹满 小陷胸汤 109 

胆道蛔虫症 大柴胡汤 141 

利胆排石效果 大柴胡汤 140  四逆散 153 

急慢性肝炎 大柴胡汤 140 小儿胆道蛔虫症 小承气汤 94 

慢性乙肝 小柴胡汤 132 肠功能紊乱之腹大腹胀 己椒苈黄丸 123 

慢性活动性肝炎 大黄庶
虫虫丸 172    

病毒性肝炎 小承气汤 94    

急性病毒性肝炎 人参败毒散 56 
八、肾与膀胱生殖类 

急性黄疸型肝炎 三仁汤 64 

小儿急性传染性肝炎 甘露消毒丹 68 慢性肾功能不全 附子泻心汤 164 

丙型肝炎 小柴胡汤 132 慢性肾功能衰竭 大黄附子细辛汤 114 

肝脓肿 薏苡附子败酱散 105 出血热急性肾衰 大承气汤 93 

阿米巴肝脓肿 大黄附子细辛汤 113 急性肾炎 麻黄甘草汤 80 

细菌性肝脓肿 小柴胡汤 132 急性肾小球肾炎 麻杏石甘汤 79 

早期肝硬化 大黄庶
虫虫丸 172 肾病综合症 银翘散 72 

 葛根汤 26 肾盂肾炎 三仁汤 63 

肝硬化腹水 十枣汤 122 阳 痿 四逆散 153 

 甘遂半夏汤 125  麻黄细辛附子汤 44 

 大黄庶
虫虫丸 172 不射精 麻黄细辛附子汤 44 

脂肪肝 大柴胡汤 141 阴缩症 麻黄细辛附子汤 44 

血吸虫病腹水 十枣汤 122 睾丸疼痛 桂枝汤 25 

血吸虫病肝脾肿大 鳖甲煎丸 172 房事时茎痛 柴胡桂枝干姜汤 133 

肺心病腹水 甘遂半夏汤 125 膀胱炎 麻杏石甘汤 79 

慢性胆囊炎 痛泻要方 157 结石肾绞痛 大承气汤 93 

 大柴胡汤 140 小便后畏寒 桂枝汤 26 

 小柴胡汤 132    

胆绞痛 大柴胡汤 140    

胆石症 大柴胡汤 140 
九、妇科与性病类 

急性胆囊炎合并胆石症 大柴胡汤 140 

胆囊炎 蒿芩清胆汤 137 热入血室 小柴胡汤 131 

 黄连汤 166 崩漏 羌活胜湿汤 53 

胆道疾患（胆囊炎等） 甘遂硝黄散 109 经漏 厚朴七物汤 143 

胆道疾患（胆石症等） 大陷胸汤 109 月经不调 逍遥散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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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流术后经闭 柴胡桂枝汤 134 
十、儿科类 

闭经（干血痨） 抵当汤 102 

血瘀经闭 大黄牡丹皮汤 104 麻疹 升降散 74 

闭经腹膨隆 大黄甘遂汤 111 水痘 达原饮 67 

经前期紧张综合症 逍遥丸 155   银翘散 71 

顽固性带下 薏苡附子败酱散 106 小儿麻毒内陷 麻杏石甘汤 78 

宫外孕 桃仁承气汤 101 小儿发热 麻黄汤 20 

慢性盆腔炎 薏苡附子败酱散 105  麻杏石甘汤 79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 147 小儿外感发热 人参败毒散 56 

盆腔包块 抵当汤 102 小儿时疫感冒 甘露消毒丹 66 

 大黄庶
虫虫丸 172 小儿咳嗽 甘露消毒丹 66 

卵巢囊肿 薏苡附子败酱散 106 小儿肺炎 银翘散 71 

输卵管结扎后心悸怔忡 柴胡桂枝汤 134 小儿夏季感冒 新加香薷饮 61 

乳痈 四逆散 153 小儿麻痹症 葛根黄芩黄连汤 149 

急性乳腺炎 麻黄汤 20 小儿病毒性脑炎 凉膈散 96 

乳腺瘤 逍遥散 155 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 人参败毒散 56 

乳腺良性肿瘤 柴胡桂枝干姜汤 133 小儿食积 达原饮 67 

产后拘挛 柴胡桂枝汤 133 儿童视神经萎缩 逍遥丸 156 

妊娠恶阻 藿香正气散 60    

重症恶阻 半夏泻心汤 162    

妇产科腹部术后 黄龙汤 98 
十一、精神神经类 

产后尿潴留 大黄甘遂汤 111 

难产后腹大如鼓 大黄甘遂汤 111 梅尼埃病 大黄附子细辛汤 114 

交肠（大便前阴出） 大黄牡丹皮汤 105 蓄血发狂 抵当汤 102 

淋症 蒿芩清胆汤 137 瘀血攻心发狂 抵当汤 102 

 大黄甘遂汤 111 精神分裂症 桃仁承气汤 102 

淋病、尖锐湿疣 

 

 

甘草泻心汤 163 癫痫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 145 

慢性泌尿系感染 

 

小柴胡汤 132 恚怒卒倒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 145 

妊产经期诸疾 桂枝汤 26 舞踏病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 145 

   奔豚病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 145 

   恐惧症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 145 

   帕金森综合症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 145 

   不语症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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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郁症 逍遥散 155 
十四、肿瘤与自身免疫类 

懊忄农 怫郁 调胃承气汤 94 

眩晕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 146 颈淋巴小囊瘤 银翘散 72 

高血压眩晕 麻黄细辛附子汤 42 巨大淋巴结增生 薏苡附子败酱散 105 

嗜卧 麻黄细辛附子汤 45 单纯性甲状腺肿大 逍遥散 155 

失眠 藿香正气散 59 皮肌炎 截疟七宝饮 168 

   红斑狼疮合并多发性肌炎 截疟七宝饮 168 

      

十一、精神神经类 十五、疟疾类 

伤寒背强 桂枝加葛根汤 27 疟疾 截疟七宝饮 168 

颈椎病 桂枝加葛根汤 27 三日疟 鳖甲饮 172 

偏颈 桂枝加葛根汤 27    

颈部肌筋膜炎 桂枝加葛根汤 27    

坐骨神经痛 桂枝加葛根汤 28    

中风后遗症 蒿芩清胆汤 137 

 

腰腿痛 麻黄细辛附子汤 42 

重症肌无力 藿朴夏苓汤 64 

多发性大动脉炎 麻黄细辛附子汤 43 

十指疼痛 桂枝加附子汤 28 

手凉如冰 麻黄加附子细辛汤 21 

一身烦疼 麻黄加术汤 21 

三叉神经痛 柴葛解肌汤 82 

热厥 凉膈散 96 

痉病 大承气汤 92 

僵人综合症 桂枝汤 26 

   

   

十三、血症类 

伤寒吐血 麻黄汤 20 

咯血 

 

 

麻黄细辛附子汤 43 

鼻衄 桂枝加附子汤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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