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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六味地黄丸的简介 

六味地黄丸系北宋名医钱仲阳之名方，始创于其《小儿药

证直诀》，原书用以治疗小儿肾怯失音、囟开不合、神气不足、

目白睛多、面色㿠白以及肾疳、骨疳、筋疳及肝疳等证。名六

味者，其由六味药组成：熟地黄、山萸肉、山药、泽泻、牡丹

皮、茯苓。“酸苦甘辛咸淡，六味之名以此，曰地黄者，重补

肾也”(《王旭高医书六种》)。六味地黄丸是中医滋阴补肾的

代表方剂，但“地黄丸”家族庞大，六味地黄丸只是其中之一。

其实，很多同名为“地黄丸”的药物 ，药物成分并不尽相同，

使用前需仔细察看，不要错用。很多人喜欢自行服用六味地黄

丸补肾；一些中老年男性，更是把它当作补肾壮阳的保健品长

年服用；此外，许多女性听说六味地黄丸有美容保健的功效，

也会经常服用以延缓衰老。六味地黄丸确实是一味好药，但也

不宜滥用错用。 

2   六味地黄丸的组方及其功效应用 

2.1 六味地黄丸的组方    

六味地黄丸由熟地黄、山萸肉、山药、泽泻、牡丹皮、茯

苓组成。方中重用熟地黄为君药，有滋阴补肾、填精益髓、大

补真阴的功效；用补肝养肾而涩精的山萸肉和健脾固肾而固精

的山药为臣药，三味补药相配伍有滋肾、养肝、益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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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三阴并补，故为“三补”。佐以泽泻利水渗湿，泻肾水、

防熟地之滋腻恋邪，牡丹皮清泄相火，凉肝而泻阴中伏火，制

山萸肉之温涩；茯苓渗湿健脾，既助山药补脾，又助泽泻利水，

且防熟地滋腻有碍运化，故称“三泻”。全方为三补三泻，补

中有泻，寓泻于补，相辅相成。诸药合用，滋而不寒，温而不

燥，三补治本，三泻治标，标本兼顾，滋补而不留邪，降泄而

不伤正，实乃滋阴补肾之名药。《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0

年版所用计量为：熟地黄 160 g，山茱萸 80 g，牡丹皮 60 g，

山药 80 g，茯苓 60 g，泽泻 60 g，粉碎成细粉，每 100 g 粉末

加炼蜜 35～50 g，制成水蜜丸，或者加炼蜜 80～110 g，制成

小蜜丸或大蜜丸。小蜜丸和大蜜丸每次口服 9 g。 

2.2 六味地黄丸的功效应用  

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用于肝肾阴亏所致的头目眩晕，耳

鸣耳聋，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遗精，消渴，是治疗肾阴

虚的经典名方。口服，水蜜丸 6 g/d，小蜜丸 9 g/次，大蜜丸 1

丸/次，2 次/d，服后无腹胀便溏为合适。 

3   六味地黄丸的现代临床应用  

3.1 治疗糖尿病   

六味地黄丸 9 g/次，2～3 次/d，治疗轻型糖尿病效果良好，

对重型糖尿病也有一定疗效。 

3.2 治疗更年期综合征   

本病常伴有潮红、潮热、出汗、焦虑、心悸、急躁、失眠、

记忆力减退等。六味地黄丸 6～9 g/次，2～3 次/d，连续服 3

个月，可明显改善上述症状。 

3.3 治疗五更泄泻   

六味地黄丸 10 g/次，3 次/d，一般服 1 个月可痊愈。 

3.4 治疗复发性口疮   

六味地黄丸 6～9 g/次，2～3 次/d，一般 3～5 d 可见效，

且愈后很少复发。如复发再服本药仍有效。 

3.5 治疗牙周脓肿   

六味地黄丸 10 g/次，3 次/d，3～5 d 可减轻症状。 

3.6 治疗慢性鼻炎   

六味地黄丸 9 g/次，早晚各服 1 次，连服 2～3 个月，可有

明显疗效。 

4   六味地黄丸的加减配伍 

六味地黄丸常用于肝肾阴亏所致各种疾病。本方为补阴的

代表方，后世很多滋补肝肾方剂都从此方加减化裁而成。本方

加知母、黄柏，名知柏地黄丸，其滋阴降火之力更大，用于阴

虚火旺所至的骨蒸潮热、盗汗等症；若加入枸杞子、菊花，名

杞菊地黄丸，着重滋补肝肾以明目，用于肝肾不足所至的视物

不清及目睛涩痛等症；若加五味子，名都气丸，用于肾虚气喘、

呃逆等证；若加麦冬、五味子，名麦味地黄丸，用于肺肾阴虚

所至咳嗽咯血、潮热盗汗等证。近年来医务工作者将其引申治

疗多种慢性疾病和疑难病取得良好效果。 

4.1 杞菊地黄丸  

该药是在六味地黄丸的基础上，加入枸杞子和菊花，用于

治疗肝肾阴虚所致的眩晕、耳鸣、视物模糊、眼睛干涩疼痛等。 

4.2 归芍地黄丸  

在六味地黄丸基础上加入当归和白芍，对血虚所致的头晕

等症状，疗效显著。 

4.3 知柏地黄丸  

在六味地黄丸基础上加入知母、黄柏而成，对肝肾阴虚火

旺所致的腰膝酸软、五心烦热、遗精等病证有治疗作用。但是

知母、黄柏性寒，脾胃虚弱者慎用，以免伤害脾胃。 

4.4 桂附地黄丸  

在六味地黄丸基础上加入肉桂和附子，适用于肾阴虚所致

四肢厥冷、脘腹冷痛、小便清长或阳痿、滑精等。中医认为阳

气亏损时必有的虚寒证候，出现腰膝冷痛、咳喘浮肿、尿频腹

泻等寒症。桂附地黄丸是地黄丸系列中唯一适于阴阳两虚者服

用的中成药，例如肾阴虚合并肾阳虚症的腰肌劳损、慢性气管

炎、糖尿病肾病性水肿患者等，但阴虚生内热者忌用。桂附地

黄丸是阴阳平补的药，肾阳虚者可，阴盛者不宜。阴盛当泻阴，

宜用纯阳的四逆辈，丸药宜附子理中丸燥土制水。 

4.5 麦味地黄丸  

在六味地黄丸基础上加入五味子和麦冬，以增强六味地黄

丸养阴生津的功效，此方专治肺肾阴虚所致的肺痨、咳喘、遗

精等。 

5   各种地黄丸的应用特点 

5.1 肾阴虚服用六味地黄丸 

肾阴虚者既有发热盗汗、口燥咽干等热证，又有眩晕耳鸣、

腰膝酸软、失眠、遗精等虚证。六味地黄丸六药合用、三补三

泄，适于出现上述症状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以及化疗期

的肿瘤等患者，但脾肾阳虚者不可服用。 

5.2 阴虚火旺服用知柏地黄丸 

中医认为阴虚生内火，除肾阴虚证外还出现形体消瘦、两

颧发红、五心烦热等虚热证候。知柏地黄丸适于出现此证的结

核病、更年期综合征、慢性咽炎、神经性耳聋等患者，但阳虚

寒证、实热证者忌服。知柏地黄丸滋阴降火，用于阴虚火旺，

潮热盗汗，口干咽痛，耳鸣遗精，小便短赤。适用于肾阴不足

兼舌苔黄腻或小便短赤者。 

5.3 肺肾阴虚服用麦味地黄丸 

麦味地黄丸滋肾养肺，用于肺肾阴亏，潮热盗汗，咽干咳

血，眩晕耳鸣，腰膝酸软，消渴。用于肾阴虚兼肺阴虚者，兼

有潮热盗汗、咽干咳血症状。麦味地黄丸用于治疗肺肾阴虚的

肺结核、糖尿病、肺心病等患者，但感冒患者慎用。 

5.4 阴虚血虚服用归芍地黄丸 

阴虚火旺者除肾阴虚症外还出现出血色红、月经不调等血

热症。归芍地黄丸适于阴虚血热的高血压、神经衰弱、月经失

调、功能性子宫出血等患者，同样阳虚血寒证忌用。归芍地黄

丸滋肝肾，补阴血，清虚热。用于肝肾两亏，阴虚血少，头晕

目眩，耳鸣咽干，午后潮热，腰腿酸痛，脚跟疼痛。临床常用

于肝肾阴虚之月经不调等病。 

5.5 肝肾阴虚服用杞菊地黄丸 

肝肾阴虚除肾阴虚症外还出现头晕目眩、耳聋眼花等症。

杞菊地黄丸除适用于高血压、高血脂外，还用于有肝肾阴虚证

的白内障、视神经萎缩、干眼症患者；但实火引起的头晕、目

眩、耳鸣慎用。杞菊地黄丸滋肾养肝。用于肝肾阴亏，眩晕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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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羞明畏光，迎风流泪，视物昏花。同上用于肾阴虚兼肝阴

虚者。高血压有阴虚阳亢时较常用。相同功效的还有明目地黄

丸、石斛夜光丸 

6   阴亏目疾服用明目地黄丸 

适用于肝肾阴亏所致的眼病，如视神经炎、视网膜黄斑退

行性病变、角膜结膜干燥症等，但肝火上扰导致的眼病不宜服

用。 

6.1 金匮肾气丸  

温补肾阳。用于肾阳不足诸证，腰痛脚软，下半身常有冷

感，小腹拘急，小便不利，或小便繁多，以及脚气、痰饮、消

渴等。本方为治疗肾阳虚的千年名方，服后无口干、大便干结

者为合适。 

6.2 左归丸  

滋阴补肾，填精益髓。用于真阴不足，头晕目眩，腰酸腿

软，遗精滑泄，自汗盗汗，口燥咽干，是治疗肾阴虚的常用方。

因是纯补之剂，久服常用易滞脾碍胃，影响食欲。 

6.3 河车大造丸  

滋阴清热，补肾益肺。用于肺肾两亏，虚劳咳嗽，骨蒸潮

热，盗汗遗精，腰膝酸软。用于肾阴虚兼肺阴虚者，但补力较

麦味地黄丸强。 

6.4 七味都气丸  

补肾纳气，涩精止遗。用于肾虚不能纳气，呼多吸少，喘

促胸闷，久咳咽干气短，遗精盗汗，小便频数。肾阴虚引起的

气喘、咳嗽、呃逆等。外感咳嗽引起的气喘忌服。 

6.5 大补阴丸  

滋阴降火，用于阴虚火旺，潮热盗汗，咳嗽，咯血，耳鸣

遗精。针对阴虚火旺者而设，滋阴降火并用，而以滋阴为主。 

6.6 二至丸  

补益肝肾，滋阴止血。用于肝肾阴虚，眩晕耳鸣，咽干鼻

燥，腰膝酸痛，月经量多。临常用于妇科血虚证病人。便溏者

忌用。 

6.7 右归丸  

温补肾阳，填精补血。用于年老或久病气衰神疲，畏寒肢

冷，腰膝软弱，阳痿遗精，或阳衰无子，或饮食减少，大便不

实，或小便自遗。本方温补肾阳之力较金匮肾气丸更强。高血

压患者慎用。 

6.8 济生肾气丸  

温肾化气，利水消肿。用于肾虚水肿，腰膝酸重，小便不

利，痰饮喘咳。适用于肾之阳气不足而兼有水肿症状者。 

6.9 五子衍宗丸  

补肾益精。用于肾虚腰痛，尿后余沥，遗精早泄，阳痿不

育。用于肾中精气阴阳不足之证，兼有收涩之功。 

6.10 龟鹿补肾丸  

壮筋骨，益气血，补肾壮阳。用于身体虚弱，精神疲乏，

腰腿酸软，头晕目眩，肾亏精冷，性欲减退，夜多小便，健忘

失眠。具有补益气血阴阳之功，而以补肾阳为主。 

7   不宜服用六味地黄丸的几种人  

7.1 健康人群   

对于正常人群，如果没有明显肾阴虚的症状，笔者认为不

适宜于自行长期服用六味地黄丸。 

7.2 明显是阳虚（包括肾阳虚、脾阳虚）的人   

肾阳虚的人面色偏白，体质虚弱，喜夏不喜冬，这样的人

不适于吃六味地黄丸。许多因肾阳不足引起的肾功能障碍患

者，还一味地服用六味地黄丸，病症就会“雪上加霜”。 

7.3 肾阴虚但脾胃功能不好的人   

六味地黄丸是偏于补阴的药，配方中阴柔的药多一些，吃

了后会妨碍消化功能。中老年人一般脾胃功能不强，服用更要

谨慎。间断吃，影响不大；长期连续服用的话，就不可取了。 

8   服用六味地黄丸的注意事项  

①服药之前应该先去咨询医生：有没有肾虚，是肾阳虚，

还是肾阴虚？该不该服用六味地黄丸？服多长时间？尽量避

免由于盲目用药而造成的身体不适。②服药期间应忌辛辣食

物。不宜在服药期间服感冒药。③服药期间出现食欲不振，胃

部不适，大便稀，腹痛等症状时，应去医院就诊。④按照用法

用量服用，孕妇、小儿应在医师指导下服用。儿童必须在成人

的监护下使用。⑤药品性状发生改变时应禁止服用。服药 2 周

后症状未改善，应去医院就诊。如正在服用其他药品，需同时

服用本药前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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