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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眩晕证治。方法: 临床经验结合中医理论进行论述。结论: 眩晕病因

病机为痰湿中阻, 肝阳上亢, 肾精不足, 气血亏虚。辨证论治依病因病机进行, 列

出方药并列举临床验案。

　　主题词: 眩晕ö中医病机　眩晕ö诊断　辨证分型

　　眩晕是以头晕, 眼花, 视物浮动为主症。眩即

眼花, 晕是头晕, 两者常同时并见, 故统称“眩晕”。

其轻者闭目可止, 重者如坐车船, 旋转不定, 不能

站立, 或伴有恶心、呕吐、汗出、面色苍白等症。

现代医学认为眩晕是由于平衡器官 (内耳、听

神经、脑干及小脑内前庭核及其联系通路、眼) 病

变或功能紊乱所导致的一种异常的旋转运动感

觉, 并通常伴有平衡功能的丧失。临床表现为: 患

者视物旋转或感觉自身旋转, 不敢睁眼, 同时可伴

有步态不稳, 不能直线行走等共济失调症状以及

恶心、呕吐, 不同程度的耳鸣、眼球震颤等[ 1 ]。

眩晕在临床上分为真性眩晕和一般性眩晕两

种。真性眩晕是耳源性眩晕和周围性眩晕, 指由前

庭神经或内耳迷路所引起的自身旋转或外周景物

旋转的感觉。多见于梅尼埃病、晕车晕船、耳部其

他疾病。一般性眩晕是脑源性眩晕和中枢性眩晕,

有眩晕样平衡障碍的感觉, 却无外周景物旋转的

感觉。多见于高血压病、脑动脉硬化症、椎- 基底

动脉供血不足症、脑外伤后遗症、颅内肿瘤、癫痫

等, 还可见于其他疾病, 如贫血、神经衰弱症、自主

神经功能紊乱症、低血压、药物中毒等。

1　历代医家对眩晕的论述　眩晕病证, 历代

医籍记载颇多。《内经》对其脏腑、病性归属方面均

有记述, 如《素问·至真要大论》认为:“诸风掉眩,

皆属于肝”, 指出眩晕与肝脏关系密切。《灵枢·卫

气》认为:“上虚则眩”,《灵枢·口问篇》也指出“上

气不足, 脑为之不满, 耳为之苦鸣, 头为之苦倾, 目

为之眩”,《灵枢·海论》认为“髓海不足, 则脑转耳

鸣”均属因虚致眩。总之,《内经》认为眩晕乃巅顶

之疾, 这些论述皆为后世论述眩晕的主要理论依

据。汉张仲景对眩晕的病因病理上的认识, 以及辨

证论治, 是在《内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并且有

了进一步的发展,《金匮·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

篇》中有“心下有支饮, 其人苦冒眩, 泽泻汤主之”

和“卒呕吐, 心下痞, 膈间有水, 眩悸者, 小半夏加

茯苓汤主之”。这些关于痰饮致病的理论和治疗方

法, 为后世“无痰不作眩”的论述, 提供了理论依

据, 开辟了“因痰致眩”及其治疗的先河。直到现在

仍有效的指导着临床。迄至金元, 刘河间则认为肝

风木旺, 系金衰, 风火属阳, 以从风火立论, 故有眩

晕而呕吐者, 风热甚故也。朱丹溪则以痰饮立论,

曰:“无痰不作眩”。明代张景岳则以虚立论, 主张

“无虚不作眩”。认为“眩晕一证, 虚者居其八九, 而

兼火兼痰者不过十中一二耳。”总之, 眩晕一证, 多

以《内经》“诸风掉眩皆属于肝”和“髓海不足”为

据, 后世主火、主痰、主虚诸说, 各有所侧重, 临证

不可偏执。清代陈修园则综合各家之说, 阐明上述

几个因素的相互关系, 立论比较全面, 认为眩晕应

以虚实立论,“其虚者, 言其病根, 其实者, 言其病

象”可以作为本病从源到流发展状况的概括。

2　病因病机 辨证论治　对于眩晕的病因病

机, 纵观前人的论述和临床实际的认识, 有的主

风、有的主痰、有的主火、有的主虚等说法, 然眩晕

之证中医以虚实立论, 虚则有阴阳气血之分, 实乃

有痰、涎、风、火之辨。在临床上往往以虚实互见、

下虚上实为基本特征, 而下虚不外气与血, 上实不

外风、痰、火; 下虚是本, 上实是标。虚中挟实者为

多见, 纯虚证者比较少见。虚中挟实者, 又以虚多

实少为多。其中大致病机可分为以下几种。

2. 1　痰湿中阻　嗜酒肥甘, 饮食劳倦, 伤于

脾胃, 健运失司, 以致水谷不化精微, 聚湿中阻, 则

清阳不升, 浊阴不降, 引起眩晕; 症见头晕头昏, 头

重如蒙, 肢体倦怠, 食后脘胀, 恶心呕吐, 舌苔滑

腻, 脉象弦滑。治当化痰清空, 和胃降逆, 浊阴得

降, 胃和自安。方取半夏白术天麻汤加生龙骨、生

牡蛎、决明子等化裁。“无痰不作眩”的论点, 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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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临床的依据, 痰因气滞, 理气则痰自消, 气和

则风痰自熄。但临证还需细分寒热, 偏于寒者当以

温化, 热变则宜清而化之。前者取半夏白术天麻之

意, 后者用温胆汤清化痰热、和胃降逆之旨, 则病

去体安。

2. 2　肝阳上亢　素体阳盛, 肝阳上亢, 发为

眩晕; 或因长期恼怒, 气郁化火, 使肝阴暗耗, 风阳

升动, 上扰清空发为眩晕, 或肾阴素亏, 肝失所养,

以致肝阴不足, 肝阳上亢发为眩晕; 病见头晕且

痛, 面部潮红, 急躁易怒, 少寐多梦, 口干苦, 重者

晕而欲仆, 舌红、苔黄, 脉弦或兼细数。此乃水火失

济, 本虚标实之证, 方用天麻钩藤饮化裁, 较为切

体。方取天麻、钩藤、杭菊花、白蒺藜以清窍熄风,

凡虚风内作非天麻、钩藤之不能定; 配以桑寄生、

枸杞、白芍、生地、珍珠母、代赭石、夜交藤柔养肝

木, 重镇潜阳; 并以牛膝引诸药而入下。在临证时,

如辨证准确, 用之每获良效。

2. 3　肾精不足　肾为先天之本, 藏精生髓,

若先天不足, 肾阴不充或老年肾亏, 或久病伤肾或

房劳过度, 导致肾精亏耗, 不能生髓, 而脑为髓之

海, 上下俱虚, 发为眩晕; 症见头晕日久, 精神萎

靡, 耳鸣健忘, 腰膝酸软, 遗精阳痿, 舌质淡红, 脉

象沉细。此所谓《灵枢·海论》云“髓海不足, 则脑

转耳鸣, 胫酸眩冒, 目无所见, 懈怠安卧”。治宜补

肾填精, 充养脑髓。方取河车大造丸化裁。方中党

参、茯苓、熟地、麦冬补益气血, 滋肾养阴; 杜仲、牛

膝补肾益精; 紫河车、龟版填精补髓, 共奏补益髓

海之功, 髓海充足, 则脑转耳鸣自消。

2. 4　气血亏虚　久病不愈, 耗伤气血, 或失

血之后, 虚而不复, 或脾胃虚弱, 不能健运水谷, 生

化气血, 以致气血两虚, 气虚则清阳不展, 血虚则

脑失所养, 皆能发生眩晕; 症见头晕目眩, 神疲懒

言, 饮食少进, 面色少泽, 心悸少寐, 动则加重, 舌

淡苔薄, 脉象细弱等症。如《灵枢·口问篇》所载:

“故上气不足, 脑为之不满, 耳为之苦鸣, 头为之苦

倾, 目为之眩。”。治用人参养荣汤化裁, 同补五脏,

取下治上, 以收全功。正如薛立斋所云:“气血两

虚, 而变现诸证, 莫论名状, 勿论其病, 勿论其脉,

但用此汤, 诸症悉退。”说明此方具补益气血, 调养

五脏之功, 所谓能统治诸病, 其要则归于养荣。

然眩晕偏于气虚者, 此乃中气不足, 致使清阳

不升, 浊阴不降而发病。症见头晕喜卧, 倦怠懒言,

少气无力, 面白少华, 纳减便溏, 舌淡、苔薄, 脉象

虚缓。治用补中益气汤最为合适, 药以党参、黄芪

补中益气; 白术健脾燥湿; 佐以当归和血养阴; 升

麻、柴胡并升清气, 使阳升则万物生, 清阳升则阴

浊降; 以陈皮调理气机, 并使参芪补而不滞; 而甘

草协调诸药, 可见全方配伍精当, 紧扣病机, 升清

降浊眩晕得除。

其病因病机虽如上述, 但往往彼此影响。故图

本为主, 辅以治标, 是治疗本病的基本原则。

3　临床验案举隅　①痰湿中阻型　张某,

女, 46 岁, 教师。2004 年 10 月 16 日就诊。主诉:

间断发作性眩晕 4 年, 加重伴恶心、呕吐 2d。患者

4 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头晕, 伴有视物旋转及恶

心感, 于体位变化时较明显, 间断门诊治疗, 时好

时坏。近半年来上症发作频繁, 每月发作 2～ 3 次,

曾在当地县医院就诊, 诊断为: 椎- 基底动脉供血

不足。治疗予以西比灵、非那根口服及静点丹参有

所缓解。2d 前因劳累上症再作, 且较前加重, 遂来

就诊。现症: 患者头晕目眩, 视物旋转, 不敢睁眼,

站立不稳, 恶心呕吐, 胸闷, 神疲乏力。查体: BP:

14ö10kPa, 神志清楚, 眼球水平样震颤, 心、肺、腹

查体未见明显阳性体征。舌淡黯、苔白腻略黄, 脉

弦滑。辅助检查: 拍 X 线颈椎片示: 颈椎曲度变

直, 查颅脑M R I 及心电图检查均无异常。TCD

示: ①双侧大脑中动脉血流速度明显增快。②双侧

大脑前后动脉、左侧椎动脉血流速度增快。血脂在

正常范围内。血流变测试结果: 高粘血症倾向。西

医诊断: 椎- 基底动脉供血不足。中医诊断: 眩晕

(痰浊中阻)。治以健脾化痰, 降浊定眩。方用半夏

白术天麻汤加减: 半夏 9g, 白术、茯苓、泽泻各

10g, 天麻 15g, 枳实、竹茹各 8g, 草决明、葛根各

12g, 生龙骨、生牡蛎各 30g, 丹参 15g。3 剂, 每日 1

剂, 水煎服, 分早晚两次。二诊: 服用 3 剂后, 症状

明显缓解, 恶心呕吐消失, 头可以转动, 但多动时

仍感头晕, 睡眠尚差, 去枳实、竹茹加酸枣仁、夜交

藤各 30g, 之后再服用 4 剂。三诊: 药后症状明显

缓解, 头晕减轻, 睡眠良好, 守方再进 7 剂, 前后共

服用 14 剂, 诸症消失。为巩固疗效, 嘱病人原方服

用 1 疗程 7 剂。随访半年未复发。

②气血亏虚型　赵某, 男, 14 岁, 学生。2003

年 11 月 13 日就诊。反复头晕、头昏 1 年, 加重

3d。患者于 1 年前因学习压力过大, 经常出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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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 头部隐痛不适, 神疲乏力, 纳差, 失眠等。曾在

诊所间断治疗, 予以维生素B 1、B 6、谷维素口服,

并予以静脉点滴丹参注射液、胞二磷胆碱注射液

改善脑血循环, 营养神经等治疗, 有所改善, 但经

常反复。3d 前患者自感头晕, 较前加重, 前来就

诊。现症: 头晕, 伴见头昏, 倦怠乏力, 不思饮食, 记

忆力减退, 眠差, 大便稀软。查体: BP: 15ö9. 5kPa,

神志清楚, 无眼球震颤, 心、肺、腹查体未见明显阳

性体征。舌淡、苔薄, 脉虚缓。辅助检查: 血常规、

拍X 线颈椎片无异常。TCD 示: 双侧椎动脉血流

速度增快。西医诊断: 椎- 基底动脉供血不足。中

医诊断: 眩晕 (脾气亏虚)。治以健脾益气, 升清降

浊定眩。方用补中益气汤加减: 黄芪 20g, 党参

15g, 当归、白术、陈皮、焦三仙、山药、薏苡仁、柴胡

各 10g, 升麻 6g, 葛根 12g, 甘草 5g。服 4 剂, 水煎

服, 分早晚 2 次。二诊: 服用 4 剂后, 眩晕症状明显

缓解, 精神、食欲好转, 睡眠质量提高, 大便正常,

去山药、薏苡仁、焦三仙, 之后再服 7 剂。三诊: 药

后头晕基本消失, 饮食, 睡眠良好, 守方再进 7 剂,

前后共服用 18 剂, 诸症消失。为巩固疗效, 嘱病人

原方服用 6 剂。随访半年未复发。

4　体　会　总之, 眩晕病因病机复杂, 眩晕

的性质又有虚实之不同, 以上仅为临床常见眩晕

之证治概要。清代陈修园将眩晕病因病机概括为

风、火、痰、虚。古人有“诸风掉眩, 皆属于肝”,“无

虚不作眩”,“无痰不作眩”之说。临床治疗中我们

认为: 辨证当分清虚实, 紧扣病机。治疗当分清标

本缓急, 治本有益气、养血、补肾、养肝、健脾等; 治

标有化痰、平肝、潜阳、熄风、除湿、通络等。并且随

着现代医学的不断发展, 临床检查方法日益增多,

也将大大有助于提高我们对疾病的诊疗水平。如

TCD 提示椎- 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所引起的眩晕,

以及脑动脉硬化症引起的眩晕, 这些检查不仅弥

补中医诊断手段的不足, 而且为中医辨证、分析病

机提供了客观参数和辨证内容, 以便我们达到审

证求因, 药及病位, 克邪制胜之功。总之, 在辨证的

基础上, 标本同治, 疗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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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心肾化痰瘀治疗冠心病初探

郭晓华　山东省莱芜市妇幼保健院 (271100)

王宜芳　山东省莱芜市莱城区人民医院 (271100)

　　摘　要: 目的: 探讨补心肾, 化痰瘀治疗冠心病的机理及方法。方法: 从临床实践出发, 结

合中医理论, 对命题进行阐述发挥。结论: 痰浊、瘀血与冠心病的发生发展密切

相关, 心脏气血的亏虚根本在于肾气的亏虚; 补肾是治疗冠心病的基本方法, 早

期控制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是防治冠心病的关键, 具有补肾养心、活血化

痰等功效的中药, 具有良好的治疗作用。

　　主题词: 冠状动脉疾病ö中医药疗法　肾虚ö中医药疗法　血瘀ö中医药疗法　补肾药ö
治疗应用　活血祛瘀药ö治疗应用　化痰药 (中药) ö治疗应用

　　冠心病属中医“胸痹”、“心痛”等范畴。其基本

病机为“本虚标实”。本虚, 乃五脏六腑之虚。心为

“五脏六腑之大主”, 肾为人身元气之根本, 其本虚

主要是心肾亏虚。标实是由于心气不足、肾气衰微

而导致的瘀血、痰浊内生, 进而阻滞心脉。因此, 补

心肾、化痰瘀应为冠心病的主要治疗方法。

1　对冠心病病机的认识　心为阳脏, 主阳

气, 主血脉, 心脏功能正常则推动气血在脉管内运

行, 周流不息。如各种致病因素引起心阳虚衰, 不

能温暖血脉, 鼓动气血运行, 都可使清阳失展, 血

流不畅, 心脉滞涩不通而为病。思虑过度, 心阴暗

耗, 阴虚日久, 阴损及阳, 使心阳愈虚, 则易于滋生

痰浊、瘀血, 闭阻心脉, 发为冠心病。

冠心病, 以中医理论虽病位在心, 但病理不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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