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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秀清主任医师治疗偏头痛的辨治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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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偏头痛是一种发病率高、复发率高的疾病 ,且病因病机复杂 ,临床辨证治疗有一定的困难。杨

秀清老师主要从肝火、痰热、气虚、阴虚四方面辨治 ,且抓住偏头痛乃宿疾 ,遇感即发的特点 ,应用选奇汤疏

散伏邪 ,降低复发率。其辨治思路简单明晰 ,便于临床应用 ,具有较好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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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头痛属于祖国医学的“头风”、“偏头风”、“脑

风”和“偏头痛”的范畴。中医认为头为诸阳之首 ,

脏腑精气朝会于此 ,病因复杂 ,证候不一。杨秀清

老师据其 30 余年临床经验将偏头痛从肝火、痰热、

气虚、阴虚四方面辨治。

1 　肝火头痛

肝火头痛多由于感受火热之邪 ,或肝气郁结 ,

日久化热 ,火随气逆 ,上扰清窍 ,如《金匮翼》“肝厥

头痛 ,肝火厥逆 ,上攻于头脑也 ,其痛必在巅顶 ,以

肝之脉与督脉会于巅故也”[1 ] 。其症见头痛而胀 ,

或痛在巅顶 ,或痛在两侧 ,面红目赤 ,心烦易怒 ,口

干口苦 ,便秘溲赤 ,舌红 ,苔薄黄 ,脉弦数 ,治以清肝

泻火为法 ,方用龙胆泻肝汤化裁。

案例 :陈某 ,女 ,22 岁 ,发作性头痛以两颞侧及

巅顶为著 ,伴头昏 1 年余。平素性情急躁 ,心烦 ,口

渴喜饮冷 ,时有口苦。查体 :Bp :110/ 70 mmHg ,舌

红 ,苔薄黄 ,脉弦略数而有力。辨为肝火头痛 ,治以

清肝泻火。处方 :生地 10g ,龙胆草 9g ,柴胡 10g ,黄

芩 10g ,栀子 10g ,羌活 8g ,防风 8 g ,车前子 10 g ,当

归 10g ,甘草 6g ,薄荷 6g。3 剂后患者诉头痛减轻 ,

头昏症状消失 ,守方再服 6 剂 ,诸症悉除 ,随访 3 月

未发。

2 　痰热头痛

痰热头痛多由于饮食不节 ,或肝气郁滞 ,克伐

脾土 ,或湿邪困脾 ,脾失健运 ,痰湿内生 ,郁而化热 ,

上蒙清窍发为头痛 ,如《金匮翼》“痰厥头痛者 ,病从

脾胃之也 ,夫脾主为胃行其津液 ,脾病则胃中津液

不得宣行 ,积而为痰 ,随阳明之经上攻头脑而作痛

也”。《丹溪心法·头痛》云 :“头痛多主于痰 ,痛甚者

多火”,症见头痛重胀 ,恶心呕吐痰涎 ,胸脘满闷 ,肢

重体倦 ,苔黄腻 ,脉弦滑。治宜清热化痰祛湿 ,方用

温胆汤化裁。

案例 :王某某 ,女 ,35 岁 ,头痛十年余 ,再发 3 d。

其头痛呈闷痛样如有物裹 ,发作时伴恶心无呕吐 ,

腹胀 ,不欲饮食 ,夜休差 ,便行不畅。查体 :Bp :140/

85mmHg ,舌质暗红 ,苔黄厚腻 ,脉滑。辨为痰热头

痛 ,治以清热化痰。处方 :半夏 9 g ,陈皮 10 g ,茯苓

10g ,竹茹 10g ,枳实 10g ,羌活 8g ,防风 8g ,黄芩10g ,

薄荷 6g ,远志 9g ,生牡蛎各 30g ,甘草 6g。6 剂后上

症悉减 ,再予 6 剂头痛消失 ,纳馨眠佳 ,二便调畅 ,

诸症告愈 ,随访 3 月未发。

3 　气虚头痛

气虚头痛 ,气虚之证五脏六腑皆有 ,但杨老师

独责之中焦脾胃气虚 ,脾胃后天之本 ,气血生化之

源 ,主升清阳之气 ,脾胃健旺 ,熏蒸腐熟五谷 ,化源

充足 ,五脏安和 ,九窍通利 ,则清阳之气出上窍上达

于脑。久病体弱 ,或劳累过度 ,中气耗伤 ,清阳不

升 ,清窍失于滋养而致头痛。《类证治裁·头痛》:

“头为天象 ,诸阳会为 ⋯⋯精华内痹 ,郁于空窍 ,清

阳不运 ,其痛乃作”。《杂病源流犀烛》:“经又曰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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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耳鸣 ,九窍不利 ,肠胃之所生 ,此盖以肠胃为冲门

之道路 ,气之所以往来 ,气虚不能上升于巅顶故头

痛”。症见头痛绵绵 ,时发时止 ,过劳则甚倦怠乏

力 ,神疲气短 ,乏味纳差 ,舌淡红 ,苔薄白 ,脉细无

力。治宜益气升阳 ,方用补中益气汤化裁。

案例 :黄某 ,女 ,30 岁 ,左侧颞部头痛数年加重

5d。呈隐痛样 ,每遇劳累后加重 ,自觉乏力 ,经休

息后可缓解。查体 :Bp :105/ 70 mmHg ,舌淡红边有

齿痕 ,脉沉弦无力。辨为气虚头痛 ,治以益气升阳。

处方 :太子参 10 g ,黄芪 10 g ,白术 10 g ,薄荷 6 g ,羌

活 6g ,黄芩 9g ,防风 8g ,甘草 6g ,柴胡 6g ,升麻 6g ,

当归 9g。3 剂后头痛减轻 ,随予 6 剂继服上症基本

消失 ,再予 6 剂以巩固疗效。

4 　阴虚头痛

阴虚头痛 ,热病伤及肾阴 ,或久病之后肾阴耗

伤 ,或酒色过渡 ,肾阴暗伤 ,肾精亏于下 ,不能上举

于头 ,加之阴虚生内热 ,虚热上浮 ,扰犯清窍 ,而致

头痛。《景岳全书》曰“阴虚头痛 ,即血虚之属也 ,凡

久病者多有之 ,其证多因于水亏 ,所以虚火易动则

痛 ,必兼烦热内扰等证”,《石室秘录·偏治法》:“如

人有头痛者 ,人以为风在头 ,不知非风也 ,亦肾水不

足 ,而邪火冲脑。终朝头昏 ,似头痛而非头痛也 ,若

只治风 ,则痛更甚。法当大补肾水 ,而头痛头晕自

除”[2 ] 。症见头痛而空 ,眩晕耳鸣 ,腰膝酸软 ,五心

烦热 ,遗精带下 ,舌红少苔 ,脉弦细无力。辨为阴虚

头痛 ,治宜滋补肾阴 ,方用六味地黄汤化裁。

案例 :李某某 ,男 ,41 岁 ,头痛数年余 ,加重伴

头昏耳鸣 2 月。头痛隐隐 ,伴头昏 ,无视物旋转及

恶心呕吐 ,双耳鸣响 ,双膝酸困不适。查体 : Bp :

130/ 80mmHg ,舌红少苔 ,脉弦细无力。辨证为阴虚

头痛 ,治以滋补肾阴。处方 :生地 10g ,山萸肉 10 g ,

茯苓 10g ,泽泻 10g ,丹皮 10 g ,羌活 8 g ,防风 8 g ,黄

芩 10g ,磁石 20g ,车前子 10g ,薄荷 6g。3 剂后头痛

头晕皆减 ,耳鸣仍旧 ,前方加珍珠母 20 g ,再服 6 剂

头痛头昏之症皆愈 ,唯有耳鸣未除 ,前方加生龙牡

各 20g ,再服 12 剂后耳鸣症状减轻 ,头痛未发。

5 　小结

杨老师认为 : ①偏头痛辨证虽分四型 ,但非肝

火、痰热、气虚、阴虚单独致病 ,或兼风邪而为之 ,或

多种病邪相兼而为之。故治疗中 ,兼风邪者多加入

制风之药 ,正如李东垣所说 :“头痛每以风药治者 ,

高巅之上 ,唯风可到”,风药多选羌活、防风、藁本、

蔓荆子、川芎等。多种病邪相兼为病者 ,据杨老师

多年临床观察 ,其中以肝郁气滞风火上扰 ,脑脉痹

阻之侯为多 ,治以解郁通络 ,清热止痛为法 ,用清·

陈士铎《辨证录·头痛篇》中的散偏汤加味化裁制成

头痛宁胶囊 (片) (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院内协定

处方制剂)治疗该型偏头痛 90 例 ,与正天丸对照总

有效率分别为 96. 5 %、73. 3 %[3 ] 。②擅用薄荷 ,一

则取薄荷味辛 ,其性发散 ,有疏风散邪作用 ;二则取

薄荷轻扬升浮 ,芳香通窍 ,具有清利头目 ,引药达病

所之效 ;三则取其性凉既可清热 ,又可抑制辛温药

之过。③不忘夙根巧用选奇汤。杨老师认为偏头

痛乃宿疾 ,常反复发作。宿疾必有夙根 ,夙根归之

素有风寒失治 ,或未治彻底 ,余邪郁于络脉 ,郁久化

热内伏。此成为本病反复发作的敏感源 ,所以常遇

气候变化、饮食不当、情志失调、劳累过度等触动 ,

就相引相恋而发病 ,吾师喜用选奇汤以针对其夙

根 ,常与他方合用治疗偏头痛 ,屡治屡效。选奇汤

出自《东垣试效方》[4 ] ,药只四味“羌活防风各三钱 ,

甘草三钱、黄芩一钱”,羌活其性辛温 ,气雄而散 ,发

表力强 ,主散太阳经风邪及寒湿之邪 ,故善治风寒

湿邪袭表。防风辛温发散 ,气味俱升 ,以辛为用 ,功

善疗风。本方用羌防 (常用量为各 6～10 g) 的目的

一是疏络通阳 ,使伏邪外散 ;二是取气味俱升可引

药达病所。方中加入黄芩 (8～10g) ,使伏热既可内

消又可随络脉的开通而外散 ,不再与外邪相引相

恋 ,甘草 (6g)调和诸药 ,使诸药以尽其效 ,所以常有

多年之宿疾 ,从此可以得以根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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