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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根鱼教授辨治眩晕经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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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眩晕的病因病机、治疗原则、组方选药、随证加减方面介绍了陶根鱼教授治疗眩晕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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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根鱼教授是陕西中医学院著名中医脑病专

家 , 从事脑病临床、科研、教学工作近 40年 ,有非

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独到的学术见解。笔者有幸

待诊案侧 ,深受教诲 ,获益匪浅。现将陶老师辨治

眩晕经验介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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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睁眼等共济失调表现 ,同时可伴有

步态不稳 ,不能直线行走 ,恶心、呕吐 ,不同程度的

耳鸣及眼球震颤等 [ 1 ]。依病变部位及临床表现的

不同可分为周围性眩晕和中枢性眩晕 ,属于中医学

“眩晕 ”范畴。

1　探病机 ———痰瘀互结为致病之本

对于眩晕病因病机的认识 ,不少医者都从《内

经 》“诸风掉眩 ,皆属于肝 ”、张景岳之“无虚不作

眩 ”与朱丹溪“无痰不作眩 ”的角度考虑 ,认为其病

本虚标实 ,本虚在于肝肾 ,标实以肝阳、肝风、痰浊

为多见 ,而病日久可导致痰阻脑络、气滞血瘀之证 ,

在具体的认识上 ,又有不同之处 [ 2 ]。陶老师根据

其多年临床经验认为痰瘀互结是眩晕的根本病机。

1. 1　气虚血瘀痰阻 　气行则血行 ,血行则水行。

当人体脏腑气血不足 ,功能失调 ,气血津液运行机

制破坏 ,而出现气虚血瘀和脾虚生痰等病理改变。

朱丹溪《丹溪心法 ·头眩 》中有“无痰不作眩 ”及

“治痰为先”之说 ,说明了“痰 ”在眩晕发病中的重

要性。现代人生活方式及饮食习惯的改变 ,易致饮

食劳逸失当 ,伤于脾胃 ,或脾气呆滞 ,健运失司 ,以

致水谷不化精微 ,聚湿生痰 ,痰湿中阻 ,则清阳不

升 ,浊阴不降 ,蒙蔽清窍 ,发为眩晕。然而痰浊内阻

日久 ,气血运行不畅 ,瘀血内停 ,痰瘀阻络 ,脑失所

养致使眩晕反复发作 ,故又有人认为“无瘀不作

眩 ”。如《医学正传 》所说 :“血瘀致眩 ”。

1. 2　气滞血瘀痰阻 　除了气虚易引起血瘀痰阻

外 ,气滞亦可引起痰瘀互阻而致眩晕。《素问 ·至

真要大论 》认为 :“诸风掉眩 ,皆属于肝 ”。中医理

论认为 ,肝主疏泄 ,其疏泄功能之一是调畅气机 ,使

气的运行通利 ,气行则血行 ,气行则水行。情志失

调致肝的疏泄功能失常 ,气郁日久及血可致血瘀 ;

气滞则水行必不利 ,可致水湿潴留 ,聚而成痰。另

外 ,肝的疏泄功能失常 ,肝郁化火 ,灼伤阴液 ,致肝

肾阴虚 ,不能濡养血脉 ,也可致瘀血和痰浊内生 ,瘀

血与痰浊互结 ,阻滞血脉使血液运行不畅而致

眩晕 [ 3 ]。

1. 3　痰瘀互结 　痰浊与瘀血是两种不同的病理

产物 ,皆为气血代谢异常而致。由于生理上津血同

源、气血相关 ,从而决定了病理上痰瘀同病、交结的

格局 [ 4 ]。祖国医学早有关于“瘀血同病 ”,“痰可致

瘀 ”的认识。清 ·唐容川《血证论 》中曰“须知痰水

之雍 ,由瘀血使然 ”,“血积既久 ,亦能化为痰水 ”。

现代医学研究认为 ,高血脂和高血黏度与中医的

“痰浊 ”“瘀血 ”密切相关。高脂血症为“血中之痰

浊 ”,痰浊留滞于血脉之中是引起高脂血症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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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 5 ]。

2　论治法 ———活血化痰为治疗大法

本病病因病机复杂多样 ,临床表现各有不同 ,

但均以头晕眼花 ,视物旋转为主症 ,以痰瘀互结为

主要病机 ,治病抓主症 ,痰瘀并治意在清除病理产

物 ,祛邪以治标。然 “治病必求其本 ”,痰瘀得除

后 ,当调理气血阴阳 ,治本以善后。故陶老师主张

宜益气活血化痰为根本大法。根据不同病因分别

兼以平肝潜阳 ,滋养肝肾 ,补益气血等法。

基础方 :天麻 10 g,法半夏 10个 ,白术 12 g,仙

鹤草 30 g,泽泻 30 g,葛根 15 g。之所以选此方为基

础方 ,是因为陶老师从医多年发现眩晕患者多合并

呕吐 ,且眩晕的程度与呕吐的程度几乎成正比 ,若

呕吐得以缓解 ,眩晕亦可随之减轻。故方中用法半

夏燥湿化痰 ,降逆止呕 ;天麻平肝熄风 ,镇痉定眩 ,

两者合用 ,为治风痰眩晕之要药 ;白术、泽泻乃《金

匮要略 》治疗眩晕之名方泽泻汤 ,以健脾利水化痰

定眩。陶老师根据临床观察发现眩晕患者中 ,除痰

浊之外 ,瘀血是另一重要病理因素 ,“治风先治血 ,

血行风自灭 ”。故临床用药中西医合璧 ,应用改善

血液循环之仙鹤草、葛根。现代研究认为大剂量仙

鹤草能扩张血管 ,缓解迷路血管痉挛 ,改善毛细血

管通透性 ,调节植物神经功能 ,并有消炎、抗菌之功

效 [ 6 ]。因此临床应用后能迅速解除内耳迷路水

肿 ,从而快速控制眩晕等症状。葛根有降压 ,改善

脑循环 ,扩张冠脉 ,改善心肌功能的作用。方中诸

药共奏益气健脾 ,活血化痰 ,息风定眩之效 ,有异曲

同工 ,殊途同归之妙。

随证加减化裁 :若兼头胀痛、心烦易怒、口苦、

舌质红苔黄、脉弦加夏枯草、决明子、牛膝、龙胆草、

黄芩清肝泻火 ;若兼肢体麻木、活动不灵、舌黯红苔

厚腻、脉弦滑加丹参、水蛭、地龙搜风活络 ;若兼胸

闷纳呆、痰多加远志、菖蒲、砂仁、白豆蔻健脾化痰 ;

若兼面色萎黄、神疲乏力、舌质淡、脉细弱加党参、

茯苓、黄芪、升麻补益气血 ;若兼腰膝酸软、遗精耳

鸣、脉细无力加杜仲、续断、天竺黄、何首乌补肾填

精 ;若兼见心慌胸闷气短加丹参、檀香、瓜蒌、苏木、

赤小豆强心利水。

3　典型病案

董某 ,女 , 70岁 , 2006年 3月初诊。以“发作性

头晕 ,视物旋转 1月 ,加重 2天 ”之主诉就诊。1月

前患者无明显诱因突然出现头晕 ,视物旋转 ,伴恶

心 ,劳累及头位变化时可诱发或加重 ,休息后可缓

解。无呕吐及耳鸣耳聋。在当地住院行头颅 CT

检查未见明显异常 ; TCD示 :双侧椎 - 基底动脉供

血不足。西医诊断 :脑供血不足。曾口服“眩晕

停 ”、“养血清脑颗粒 ”、“银杏叶片 ”治疗 ,好转出

院。近 2日因劳累后眩晕发作 ,走路不稳 ,闭目后

可减轻 ,伴有心慌 ,胸闷 ,全身乏困无力 ,夜休差 ,饮

食减少 ,舌质暗红 ,苔白滑 ,脉弦滑。查体 :神经系

统未见明显异常。陶老师辨证认为此为气虚血瘀 ,

痰瘀互阻。治宜益气健脾 ,活血化痰。拟方 :天麻

12 g,法半夏 12 g,白术 12 g,仙鹤草 30 g,泽泻 30 g,

葛根 15 g,党参 12 g,丹参 15 g,牛膝 15 g,赤小豆

30 g,神曲 15 g。服 6剂后复诊 ,症状明显缓解 ,舌

质淡红苔白 ,原方去赤小豆 ,加水蛭 12 g,地龙 6 g,

以增强活血化瘀 ,通经活络之功 ,又服 6剂 ,眩晕未

再发作。随访半年 ,未复发。

按 :老年人脏腑亏虚 ,气血不足 ,日久引起多种

病理产物在体内堆积。陶老师认为本例主要是气

虚导致痰瘀互结 ,清窍失养。治疗在补气活血化痰

的基础上 ,结合患者的兼证加丹参、赤小豆改善心

肌血液供应 ,减轻心脏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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