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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偏头痛其病位在头 ,与肝、肾、脾密切相关 , 风、火、痰、瘀、虚为主要致病因素。杨秀清老师通过其

三十余年来的临床经验总结 ,认为风邪为偏头痛的首要致病因素 ,风、火、痰、瘀、虚诸邪皆可化热 ,热极又可生

风 ,风热上扰清窍 ,致脑脉痹阻 ,不通则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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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 igraine is located in the head, a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liver, kidney and sp leen, with wind, fire,

phlegm, stasis and deficiency as its main causes. Based on the over 30 years’ experience, director Yang believes that

pathogenic wind is the chief cause of m igraine, the pathogenic factors like wind, fire, phlegm, stasis and deficiency can

become heat, and extreme heat generates wind, wind - heat disturbs the seven orifices, which will lead to numbness and

stagnation of cerebral vessels, and the obstruction will lead to 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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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代医家对于偏头痛的病因病机论述颇多 ,杨

秀清老师通过其三十余年来的临床经验总结 ,认为

偏头痛的病因病机主要为风热上扰 ,脑脉痹阻 ,不

通则痛。

1　风邪为主要致病因素

祖国医学认为 ,偏头痛与风、火、痰、瘀、虚诸因

素有关 ,但以风邪为首。《素问 ·风论 》中指出 :

“风为百病之长 ,至其变化乃为它病 ⋯⋯。”《诸病

原候论 ·头面风候 》曰 :“头面风者 ,是体虚 ,诸阳

经脉为风所乘也 , ⋯⋯又新沐未干 ,不可以卧 ,使头

重身热 ,反得风 ,而致头风。”不但提出了头风还强

调了体虚伤于风邪是导致头痛的原因。

1. 1　外风 　风者 ,有外风、内风之分 ,外风即为外

感风邪 ,风为阳邪 ,其性轻扬、易入 ,其气易感。《素

问 ·太阴阳明论 》谓 :“伤于风者 ,上先受之 ”,“高

巅之上 ,惟风可到 ”。而头为诸阳之会 ,位居高巅 ,

三阳六腑清阳之气皆会于此 ,三阴五脏精华之血亦

皆注于此 [ 1 ]。《太平圣惠方 》有“夫偏头痛者 ,由人

气血俱虚 ,客风入于诸阳之经 ,偏伤于脑中故也 ”;

《圣济总录 》亦有“偏头痛之状 ,由风邪客于阳经 ,

其经偏虚者 ,邪气凑于一边 ,痛连额角 ”。《症因脉

治 》中指出 :“伤风头痛或半边偏痛 ,皆因风冷所

吹 ,遇风冷则发。贼风外袭 ,上犯巅顶 ,邪气稽留 ,

风邪入脑 ,清阳被扰气血不畅 ,阻遏络道 ”,成为

“头风 ”。因此 ,风邪易侵袭而致头痛。

1. 2　内风 　内风可由肝阳化风、热极生风、阴 (血 )

虚风动所致。《类证治裁 ·头风 》曰 :“风邪上干 ,

新感为头痛 ,深久则为头风。”头风病时作时止 ,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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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即发 ,与风性之善行数变相类 ,而偏头痛经久不

愈 ,符合内伤头痛之特点 ,故本病多为“内风 ”所

致。然而两者往往相互为患 ,互为因果 ,外风可引

起内风 ,临床上诸多偏头痛患者遇风则痛剧即为佐

证。引起内风主要原因是脏腑功能失调 ,尤以肝为

著。肝为风木之脏 ,肝木失和 ,内风旋动 ,故内风形

成多与肝胆有关 ,正如《素问 ·至真要大论 》云 :

“诸风掉眩 ,皆属于肝 ”。

肝胆与头风病关系密切 ,首先经脉循行为其基

础 :“肝足厥阴之脉 ⋯⋯连目系 ,上出于额 ,与督脉

会于巅 ”,“胆足少阳之脉 ⋯⋯起于目内眦 ,上抵头

角 ,下耳后 ⋯⋯”。由此可见 ,肝胆之经脉布及头部

的前额、两侧及头顶。同时 ,肝通过督脉影响于头

脑 ,如张锡纯指出 :“肝肾充足则自脊上达之 ,督脉

必然流通 ,督脉者又脑髓神经之所也。”这些内在经

脉的客观联系 ,构成了头风和肝密切联系的基础。

其次肝失疏泄为病机关键 :肝主疏泄 ,畅达全

身气血津液。《类证治裁 》中指出 :“凡上升之气 ,

皆从肝出 ”。《素问 ·宣明五气 》谓 :“肝藏魂 ”,其

机理在于肝之疏泄正常 ,气血平和 ,神有所养 ;疏泄

不及则情志抑郁 ,多疑善虑 ;疏泄太过则气有余便

是火 ,心烦易怒 [ 2 ]。刘渡舟教授提出 :“凡人七情过

极 ,五志之火内发 ;或日嗜脂甘 ,纵情酒色 ,阴气先

伤 ,阳气独盛。阳气盛则化火动风 ,或化湿生痰 ,上

冲头目 ⋯”。气机调畅 ,使气血平和而无病。若肝

胆疏泄不及则气滞血瘀 ,阻碍清阳而头痛 ,若疏泄

太过则肝气亢逆 ,化火生风 ,气血逆乱 ,上扰清窍而

头痛。而内伤杂病之火热生风证 ,主要由于肝经郁

热郁火所致 ,《中风岫诠 》提出 :“木火既旺 ,即自生

风 ,风由实热动风者 ,气粗息高 ,狂躁多怒。”《吴中

珍本医籍四种 ·柳宝诒医论医案 》认为 :“肝风之

证 ,亦有虚实两种 ,而虚者为多。木郁则化火 ,火郁

则生风 ,此实证也。血虚则木烁 ,木烁则生风 ,此虚

证也。”此外 ,阴亏血少 ,筋脉失养也可致阴虚风动、

血虚风动。

2　诸邪皆可化热

2. 1　肝郁化热 　肝郁则气滞 ,气滞则化火 ,火热上

扰脑窍则发头痛。《素问 ·至真要大论 》云 :“诸逆

冲上 ,皆属于火。”火性炎上 ,易袭阳位 ,本病之火多

属气郁化火 ,肝经风火上扰清窍 ,则头痛暴作。晋

·王叔和《临证指南医案 》指出 ,肝胆气逆是引起

头痛的重要原因之一。《圣济总录 ·肝藏门 》说 :

“夫肝实则生热 ,热则阳气盛 ”。《临证指南医案 》

也提出了“郁则气滞 ,气滞则化热 ,火性炎上 ,火邪

上扰清宫之窍而致头痛 ”,“头痛一证 ,皆由清阳不

升 ,火风乘虚上入所致 ”。说明各种原因所致的情

志内伤 ,肝郁气滞 ,肝胆火盛 ,郁久化热 ,上扰脑窍

是引起偏头痛的病因病机 [ 3 ]。

2. 2　风、寒、湿邪皆可从热化 　《东垣十书 》云 :

“风寒伤上部 ,入客经络 ,令人振寒头痛 ,或风寒之

邪 ,留伏阳经 ,为偏正头痛。”即外感寒邪入里化热 ,

熏灼脑脉 ,而致偏正头痛。《明医杂著 ·头痛 》:

“久头痛感风寒便发 ,此属瘀热 ,本热而标寒 ,世人

不识 ,卒用辛温解表之药 ,暂时得效 ,误认为寒 ,属

不知其本有瘀热 ,毛窍常疏 ,故风寒易入 ,外寒束其

内热 ,闭逆而为痛 ”外感风寒、风湿或风热之邪入侵

而致的外感头痛 ,未能及时表散或延误治疗 ,风寒、

风湿之邪伏而化热 ,又同热邪灼津成痰 ,痰热上扰 ,

清窍不利而致肝火痰热头痛 [ 4 ]。

2. 3　痰瘀化热 　《金匮翼 》云 :“痰厥头痛 ⋯⋯积

而为痰 ,上攻头脑而作痛。”痰之产生责之于脾失健

运 ,肝失疏泄 ,气机不畅 ,津液停聚而成 ,痰浊瘀久

化热 ,蒙蔽清窍 ,或风火挟痰上扰 ,则发头痛。故痰

热内伏乃偏头痛的主要病机之一。《素问 ·方盛衰

论 》篇中有“气上不下 ,头痛巅疾 ”。张锡纯称此为

“脑充血头痛 ”,认为是“脏腑之气 ,有升无降 ,而自

心注脑之血为上升之气所迫 ,遂致充塞于脑中血管

而作疼作晕也 ”。气滞、久病等致血瘀阻络 ,未及时

化解 ,久而化热。《金匮要略 》曰 :“热之所过 ,血为

之凝泣 ”。热邪壅盛 ,正邪相搏 ,则影响气血运行 ;

加之血受热煎熬 ,血热阴伤 ,以致气血运行不畅而

壅滞 ,可发为痛证。正如《丹溪心法 》所概括 :“痛

甚者火多 ”。风、寒、湿、痰、瘀之邪均可从热化 ,潜

伏机体而致偏头痛。

3　风热上扰清窍 ,脑脉痹阻 ,不通则痛

《证治准绳 》曰 :“于是天气所发 ,六淫之邪 ,人

气所变五贼之逆 ,皆能相害 ,或蔽覆清明 ,或瘀塞其

经络 ,因与其气相薄 ,郁而成热则脉满 ,满则痛。”

“凡此皆脏腑经脉之气逆上 ,乱于头之清道 ,致其不

得运行 ,壅遏经髓而痛者也。”《类证治裁 ·头痛 》

说 :“头为天象 ,诸阳会焉 ,或六淫外侵 ,精华内痹 ,

郁于空窍 ,清阳不运 ,其痛乃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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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感风寒、风湿之邪伏而化热 ;肝郁气滞 ,木不

疏土而致脾失健运 ,湿浊内停 ,痰湿内生阻遏清阳 ,

清灵失利而出现痰浊中阻 ;气滞日久加之痰热内

郁 ,日久深入血分 ,即前人所说的初病在气 ,久病入

血入络 ,出现瘀血 ;风火瘀热均易伤阴可导致肝阴

暗耗 ,肝阳偏亢 ,风热内动 [ 5 ]。风热之邪上扰清窍 ,

气血逆乱 ,络脉阻闭 ,脑脉痹阻 ,不通则痛。

4　祛风清热 ,通络止痛为主要治法

4. 1　祖国医学对偏头痛的治疗 　对偏头痛的治

疗 ,唐 ·孙思邈《千金方 ·头面风第八 》记载了治

疗头风痛 ,“用头风散附子、盐二位作散 ,沐头毕摩

顶的外治法 ”,首次提出了关于头风痛即偏头痛的

治疗用药 ,并载列了古代治偏头痛的部分效方。朱

丹溪认为头痛多主痰 ,痛甚者火多 ,其治多用吐法

和下法。明 ·张景岳认为头痛有外感 ,三阳火炽、

暂痛久痛之别 ,外感“治宜疏散 ,最忌清降 ”;三阳

火炽“治宜清降 ,最忌升散 ”;“暂痛者 ,当重邪气 ;

久痛者 ,当重元气 ,此因其大纲也。”况久痛入络 ,久

病多瘀 ,偏头痛患者病久必留瘀 ,清代叶天士治疗

头痛善用虫蚁走窜之品 ,以授剔血络 ,宣通阳气。

古今医家治疗头风者 ,也多配活血化瘀之品 ,使通

则不痛。

4. 2　杨老师临床治疗偏头痛经验总结 　杨老师认

为肝经风热上扰巅顶 ,脑脉痹阻是其主要病机。因

此 ,在临证遵循前人头无寒痛 ,腹无热痛的原则 ,常

选用柴胡、白芍、川芎、香附、蔓荆子、地龙、黄芩等

药 ,并依据肝火、痰热、气血亏虚等进行加减化裁 ,

如 :肝火上炎 ,脑中热痛 ,口苦 ,苔白黄相兼或黄腻

者用龙胆泻肝汤加杭菊、蔓荆子、地龙等药 ;风热壅

滞瘀热阻络而致的前额疼痛 ,眉棱与头顶部痛者用

清上蠲痛汤加黄芩、蔓荆子、杭菊、地龙等清热药 ;

瘀血阻滞者用血腑逐瘀汤加用生地、蔓荆子、地龙

等清热药。

5　病案举例

雷某 ,男 , 51岁 ,头痛、头昏半月余。头痛以右

侧颞部、枕部烧灼疼痛为著 ,自觉头闷、头脑不清。

查体 :血压 105 /70 mmHg,舌淡红 ,苔薄黄 ,脉细弦。

辨为风热上扰、脑脉痹阻 ,治以清热祛风 ,通络止

痛。处方 : 川芎 15 g,白芍 10 g,柴胡 10 g,香附

10 g,白芷 6 g,地龙 9 g,藁本 10 g,蔓荆子 10 g,白芥

子 6 g,黄芩 10 g,羌活 8 g,甘草 6 g。四剂 ,水煎服 ,

1剂 / d。服后患者诉头痛、头昏症状减轻 ,守方再

服 6剂 ,诸症悉除 ,随访 3月未发。

6　小结

杨老师认为 :偏头痛的论治应遵循前人头无

寒痛 ,腹无热痛的原则 ,其病位在头 ,与肝、肾、

脾密切相关 , 风、火、痰、瘀、虚为主要致病因素。

其中风邪为首要致病因素 ,诸邪皆可化热 ,热极

又可生风 ,二者上扰清窍 ,致脑脉痹阻 ,不通则

痛。治疗针对证型选方 ,配伍清热药可收到较好

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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