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中医急症 2010年 l0月第 19卷第 l0期 JETCM．Oct．2010，Vo1．19，No．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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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肺与大肠相表里”是中医基础理论之一，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人们对“肺与大肠相表里”的中医 

理论认识也 日趋深入。本文试图通过对古今有关“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及机理研究的综述，加深对其理论与 

临床研究探讨，以期对该理论有一个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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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跟随张淑文教授治疗重症感染性疾病的学 

习中，发现肺部重症感染常合并肠道功能异常，而严重 

的肠道功能异常，又可以导致肺脏损害，尤其是重症脓 

毒症临床上表现为急性肺损伤、ARDS和急性胃肠功 

能不全、衰竭，二者相互关联、相互传变、恶性循环。肺 

与肠道二者有何联系?从目前的现代医学观点出发， 

很难理解他们之间有功能方面的关联。张淑文教授则 

多以“肺与大肠相表里”论治，认为肠病可以及肺，肺病 

可以及肠。据此，中医治则应为肺病治肠、肠病治肺。 

“肺与大肠相表里”是中医藏象学说中脏腑相关理 

论的核心内容之一，但如何真正认识和把握这一理论， 

使之对呼吸系统疾病和胃肠道疾病的临床治疗产生有 

广泛的指导意义，需要进行研究探讨，因此我们试图对 

此进行回顾性总结，以期对其有所认知。 

1 中医传统理论对肺与大肠相表里的认识 

1．1 源于经络理论，是脏腑关系的高度概括 《黄帝 

内经 ·灵枢 ·本输》言“肺合大肠，大肠者，传道之府”； 

《灵枢 ·经脉》日“肺手太阴之脉起于中焦，下络大肠， 

还行胃口，上膈属肺”，而“大肠手阳明之脉，起于大指 

次指之端⋯⋯下人缺盆络肺，下膈属大肠”；《灵枢 ·本 

藏》也指出“肺合大肠，大肠者，皮其应”。这表明肺与 

大肠在经脉上存在着互络互属关系，这是肺与大肠相 

表里关系的生理基础，也是有关肺与大肠相表里的最 

早的理论基础来源。中医理论认为，肺主气，司呼吸， 

主宣发肃降，通调水道，为水之上源，治节出焉；大肠主 

津，传化糟粕，为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肺为大肠之脏， 

大肠为肺之腑，脏主里，腑主表，肺与大肠因此建立了 

脏腑表里关系。肺气的宣发肃降，有助于大肠的传导 

功能，反之，大肠传导功能正常，亦有助于肺的肃降宣 

发。肺气宣发肃降与大肠传导功能之间存在着相互依 

存的关系。正如唐宗海 《中西汇通医经精义 -脏腑之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北京 100050) 

· 证 治 探 讨 · 

官》所言“大肠之所以能传导者，以其为肺之腑，肺气下 

达，故能传导”。 

1．2 用于解释病理病证，指导诊断 肺与大肠不仅 

在生理上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在病理上亦可相互 

影响。经云“肺咳不已，则大肠受之”。中医理论认为肺 

与大肠相表里，肺热壅盛，则大肠燥结；肺阴不足，则肠 

枯便秘；肺气不足，则大肠虚秘；肺气上逆，则大肠气 

秘；肺失通调，则大肠泄泻。盖肺热邪实，则移热于大 

肠；肺气壅塞，则失于肃降；或气不下行，或津不下达， 

故致腑气不通，疏泄失常。唐容川《血证论》在论及肺 

与大肠相表里时即指出 “肺遗热于大肠则便结；肺津不 

润则便结；肺气不降则便结”。若大肠实热，传导不畅，腑 

气阻滞，也可导致肺失宣降，出现咳喘之证。《灵枢 ·四 

时气》记载“腹中肠鸣，气上冲胸，喘不能久立，邪在大 

肠”；《素问 ·五脏生成》篇云“咳嗽上气，厥在胸中，过 

在手阳明、太阴”，即指出大肠之气闭塞不通，上逆可为 

咳嗽气喘。孙思邈在注《华佗神方》时亦言“肺与大肠 

相表里，肺疾则大肠之力不足，故便不畅，或便后失 

力。上无感，下不应也。若大肠过疾，则肺之鼓动力受 

阻，故气常不舒，或增咳嗽。干不强，枝亦弱也”。 

1．3 用于阐释治则，指导临床实践 肺与大肠相表 

里，皆以通降为顺。清朱祖怡在校注费伯雄《医醇媵义 · 

大肠燥》时指出“肺与大肠相表里，补其脏必兼疏其腑， 

泻其腑必兼顾其脏，此脏腑相连，不可分割之定理 

也”。因此在治疗上，善理大便必须调肺气，而通腑气 

则可以泻肺实。肃肺与通腑并用，可使肺气肃而腑气 

通，痰热自除。清 ·沈金鳌《要药分剂》云“肺与大肠相 

表里，肺金清，则大肠亦清矣”，指出 “脏清则腑热亦 

除”。沈金鳌在《经验麻科》进一步阐明“肺与大肠相表 

里，毒从大肠出者为贵。经云毒因利减，此之谓也”。清 

柳宝诒亦谓“邪人于藏，必借所合之腑为出路”。肺与 

大肠相表里的理论为临床治疗呼吸道与肠道疾病提供 

了指导方针，为上病下治、下病上治、脏病腑治、腑病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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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脏腑同治提供了理论依据。 

2 肺与大肠相表里现代研究 

2．1 实验研究 现代研究表明，从胚胎发育的角度， 

肺、气管由肠的前肠发展而来，呼吸道上皮和腺体由原 

肠内胚层分化而成L11。肺、气管与肠的结构来源是相同 

的，这可能成为肺与大肠相表里这一理论的结构基础。 

周东浩等 1 认为肺与大肠相表里其实讲的就是通过黏 

膜免疫细胞的迁徙而使公共黏膜免疫系统中和外界接 

触最多、黏膜面积最大的最重要的两大组成部分——消 

化道黏膜和呼吸道黏膜在免疫过程中生理上相互影 

响，病理上彼此传变的关系。现代医学所谓的公共黏膜 

免疫系统就是中医脏腑表里理论的物质基础。近些年研 

究认为肺与大肠在生理上的相互关联是通过神经、体 

液、激素等对肺和大肠的调节作用实现的口J。就神经调 

节而言，肺部组织、支气管的分泌收缩功能和肠道的分 

泌收缩功能均受到迷走神经调节，且肺的呼吸活动和 

肠道的收缩功能均受到大脑皮层和扣带回区的调节控 

制M】。就体液调节而言，肠道内气体依靠肠壁血液循环 

吸收再由肺部排出的量，较由肛门排泄的量高出20多 

倍 。就内分泌激素调节而言，已证实肺不单是一个呼 

吸器官，还是一个内分泌器官，如肺合成的血管活性肠 

肽(wP)可影响肠中的血管舒张，并且哮喘的发作及气 

道的反应性均与VIP含量减少有关，VIP含量降低与气 

道阻力呈负相关 。】。由回肠结肠H细胞分泌的VIP，能 

刺激呼吸和松弛气管平滑肌，诱发肺通气过度  ̈等等。 

这些研究证明肺与大肠相表里是客观存在的，有其理 

论基础。 

2．2 临床研究 冯维斌 观察到91例肺心病伴有呼 

衰者腹胀、便秘发生率 40．9％，较无呼衰者发生率 

22．2％为高。说明肺脏功能越差就越容易出现肠道功 

能的紊乱。张元兵 [91观察到6O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COPD)急性发作期患者 86．7％有大便异常表现。刘 

刚 刚̈观察到肺气肿患者当下利或便秘时气喘即发 

作。易向明⋯l通过对 101例支气管哮喘发作期患者的 

观察发现，有71例 (70．3％)患者有大便异常，其中泄 

泻下利型占30．69％，大便干结型占39．6％。认为出现 

腹泻与便秘的不同症情改变及部分病例不出现大便异 

常，责之于不同的体质对致病因子所产生的病变类型 

不尽相同有关，治疗上不能单纯治肺，应肺肠并治。王 

今达等  ̈ 在临床实践中发现许多有严重肠道功能异 

常的患者，如各种病因的麻痹性肠梗阻、肠扭转以及坏 

死性肠炎等常伴发急性呼吸衰竭，更多见的是伴发成 

人型呼吸窘迫综合征 (ARDS)。陈海龙  ̈1等发现严重 

的排便障碍，会导致肠道细菌移位，引发肠外器官感 

染，而且引发肺感染的几率最高。王今达等 。̈ 通过对 

48例 ARDS进行临床分析，阐明了“肺与大肠相表里” 

学说对有严重肠道功能异常的急性呼吸衰竭患者确有 

指导临床诊断及治疗的科学价值。大量的临床报道认 

为，严重的肠道功能紊乱可能导致肺脏损害；同理，改 

善肠道功能，可能促使肺脏损害修复。 

2．3 临床应用 张氏等 I等根据“肺与大肠相表里” 

理论与 “痰瘀伏肺，气道壅塞”学术思想，采用涤痰行 

痹、利气除壅、通腑平喘法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COPD)急性加重发作期患者 30例，结果治疗后患者 

主要症状和体征、血气分析和肺功能均有显著改善。 

汪丙柱 【l 也从肺与大肠相表里论治采用补肺通腑治疗 

稳定期 COPD患者 32例，同样可改善其肺功能，降低急 

性加重发作次数和急性加重天数，提高患者的生活质 

量，从而达到防治 COPD进展的效果。辽宁中医药大学 

附属第二医院呼吸内科  ̈以 “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 

为指导，分别采用脏病脏治、脏腑同治原则组方，分组 

干预治疗中医辨证属痰热郁肺的 COPD患者各 36例， 

结果脏腑同治组疗效明显优于脏病脏治组。1981年 

王宝恩等 [161运用中西医结合诊治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ARDS)临床研究发现每例 ARDS患者均存在不同程度 

的腹胀、肠呜音减弱及大便不通，且凡此症状显著不易 

纠正者预后差。ARDS早期给予通腑治疗后，腑胀、便秘 

可减轻或消失，肠鸣音增强。患者由躁动转为安静，呼吸 

困难减轻，有助于改善肺换气功能以及纠正微循环障 

碍，提高ARDS的抢救成功率。刘福成等n 观察到油酸 

复制呼吸窘迫综合征模型的大鼠在灌人大承气汤后，肺 

水肿、肺出血病变减轻。因此，腹胀便秘等症状的出现对 

呼吸衰竭的病者而言，无疑会加重病情，通里攻下的运 

用宜早不宜迟 引。李风森口 研究认为肺与大肠两者的 

物质联系很可能与氧化 一抗氧化系统的平衡有关。哈木 

拉提 ·吾甫尔等 [2o1认为肺与大肠组织中氧化 一抗氧化 

的有关相关性指标可做为肺与大肠功能是否正常或者 

是肺、大肠疾病好转或恶化的一个判断标准，以指导临 

床治疗以及具体用药，值得今后研究。 

3 讨 论 

关于“肺与大肠相表里”的解剖、生理、病理基础仍 

存在许多争论。笔者认为，经络的联络功能是形成脏腑 

相合理论的关键所在，肺合大肠理论的确立基础。中医 

藏象学说虽然有一定的解剖学基础，但又超越其本质， 

是在整体观、取类比象、内观研究等方法的基础上建立 

的。虽然目前还不被现代医学所认知，但已经有愈来愈 

多的证据表明其客观存在，绝不能以僵化形式的观点 

去理解中医理论，而是要看到中医脏腑表里理论在形 

式背后的东西，那就是古人以另一套语言阐述的人体 

脏腑之间的联系的事实，这才是最重要的，同时也需要 

我们发展和完善。 

从中医学观点出发，远自黄帝《内经》，近至近代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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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多种论著，不论是“经络”学说还是“脏腑”学说，均 

认为肺与大肠有关，互为表里。但肺与大肠表里关系目 

前仍较难用现代医学解释说明，尚缺乏循证医学的支 

持。今后对肺与大肠之间的相互影响，应展开大规模循 

证医学研究，及对肺与大肠相表里实质的探索，深化对 

肺与大肠之间表里升降功能的认识，提升其临床应用 

价值，带动中医脏腑相关理论研究深入发展，为临床重 

大疾病的防治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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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病变为其病理基础。临床上早期表现为微量蛋白 

尿，随后出现持续性蛋白尿、高血压及进行性肾功能下 

降，最终发展为终末期肾衰竭。在糖尿病肾病开始形成 

的早期通过正确的治疗尚可使之逆转，一旦成为临床 

糖尿病肾病则无法根治。目前，对于糖尿病肾病的治疗 

多采用降血糖、降血压、服用 ACEI类药物等综合治 

疗，但疗效并不满意。糖尿病属中医学“消渴”、“水肿”、 

“虚劳”等范畴，早期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的进一步发 

展，其基本病因病机为脾失健运，湿热内蕴，津液不化， 

聚留为水，水邪渍肾而产生水肿；或病久劳伤、水邪泛 

滥；或失治误治伤及肾脏，水湿内停，泛于肌肤[51。治当 

清热利湿为要。黄葵胶囊主要成分为黄蜀葵花，其性味 

甘、寒、滑，人心、肾、膀胱三经，功效利水通淋、清热解 

毒，与糖尿病肾病病机颇为吻合。本观察表明，黄葵胶 

囊治疗糖尿病肾病，不仅能很好改善症状，还能明显降 

低尿微量白蛋白排泄，延缓临床期糖尿病肾病及尿毒 

症的发生；同时患者血总胆固醇 (TC)、甘油三酯 (TG) 

亦得到良好改善，且未发现毒副作用，使用安全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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