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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验 传 承

李军教授从痰瘀论治心脑同病经验浅析

张红燕 丁天红 指导:李 军

( 陕西中医学院，陕西 咸阳 712046)

摘 要: 随着我国人口的老龄化，心脑血管病已成为威胁我国中老年人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心脑血管病
主要包括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及动脉粥样硬化性血栓性脑梗死，现代医学研究认为其共同的发病基础是
动脉粥样硬化。导师李军教授认为“气滞、血瘀、痰阻”是其根本原因所在，虚实夹杂、痰瘀互结为其病机关键。

根据其病程长短、舌象脉象、舌下脉络、口唇颜色等将其证情的轻重分为痰瘀交滞证、痰瘀交结证、痰瘀胶结证三
型，并结合现代医学对痰瘀的认识，提示痰瘀伴随心脑同病始终，强调“见痰及瘀”、“见瘀及痰”的重要性，以活
血化瘀为基本原则，加减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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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bout Prof． Lijun＇s experience on treating
cardiocerebrovascular disease from the theory of phlegm stasis

Zhang Hongyan Ding Tianhong Guidance: Li Jun
( Shaan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Xianyang ，Shaanxi 712046)

Abstract: With the ageing of our population，cardiocerebrovascular disease has become one of the main diseases
threatening the health of elderly people，including herosclerotic cardiopathy and atherosclerotic thrombotic cerebral infarc-
tion，modern medical research found that they share common pathological basis － － － atherosclerosis． Professor Li Jun
believes that“qi stagnation，blood stasis，phlegm”is the fundamental reason，deficiency － excess complex，phlegm and
blood stasis are the key pathogenesis． According to the duration of the pulse，tongue，sublingual vein，lip color divided
the syndrome into combination of phlegm and stagnation，phlegm stagnation syndrome，phlegm and stasis cementation，

and combined with the view of modern medicine for phlegm and stasis，phlegm and stasis with cardiovascular disease has
been suggested，the phlegm and stasis go with the cardiocerebrovascular disease all along，the treatment is base on the
theory of activating blood and resolving st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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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人口的老龄化，心脑血管病已成为威

胁我国中老年人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其发病率逐

年上升，致死率、致残率居于首位。心脑血管病主

要包括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及动脉粥样硬

化性血栓性脑梗死，研究显示年龄、性别、高血压、
血脂异常、高血糖、吸烟、肥胖为其共同的危险因

素。
传统中医理论认为“脑为奇恒之腑”，有主管

精神、意识、思维活动和运动感觉等功能，但同时又

提出“心主神明”说，将脑的功能归于心，由此可见

二者在生理上息息相关。祖国医学中无“心脑同

病”的记载，但认为二者在生理病理上又存在着一

定的关系。《医学衷中参西录》云“心脑息息相通，

其神明自湛然长醒”。《灵枢·平人绝古》云: “血

脉和利，精神乃居”; 《灵枢·天年》云“黄帝曰: 何

者为神? 岐伯曰: 血气已和，荣卫已通，五脏已成，

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传统中医学认为

心脑血管病属中医“胸痹心痛”及“中风”范畴，历

代医家多分而论之。但在临床实践中，“中风”和

“胸痹”常合并发生，二者交替成为主要矛盾。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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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元神之府，心主血脉，故而心、脑、脉、血四者关系

密切，血脉为患是心脑同病的重要病机之一。
李军教授从医 30 余年，理论功底扎实，学验俱

丰，擅长诊治心脑血管病和内科疑难杂病。尤对心

脑血管病的诊治颇具经验。导师认为“中风”、“胸

痹”二者虽有病位在心、在脑之不同，但其发生发展

不外乎“气滞、血瘀、痰阻”，与心、脾、肝、肾有关，

虚实夹杂、痰瘀互结为其根本病机。并提出治疗心

脑同病当从痰瘀入手，辨其虚实而论之。
1 脑与心的关系

1． 1 脑与心的生理病理关系 吾师打破“脑为奇

恒之腑”的传统理论，认为脑具有藏精气而不泻，满

而不能实的特性，提出“脑当为脏论”［1］。指出脑

为髓海，通过经络、脑气筋等与全身密切联系，具有

主持思维、发生情感、产生智慧、控制行为、支配感

觉、统帅全身的作用［2］。
心主血脉，濡养人体四肢百骸、五官九窍，包括

脑在内。脑为人体最高主宰，藏髓，主神志。因此

脑与心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心主血脉及脑主神明两

方面。
首先，心主血脉是气血津液发挥濡养脑髓作用

的前提条件。心气充沛、脉道通利、血液充盈，脉中

血液方能运行通畅，起到濡养全身之作用。心气

足，则精神旺盛，心气不足，则血行无力，精神萎靡

不振。同时，脑对心主血脉具有协调作用，通过经

络系统的连属关系，调节心气对血液的推动作用。
心气足，脉中血液运行至脑，脑脉得以濡养，方能正

常发挥其对血液运行之调节功能; 脑之调节功能失

调，则会出现心血不足，心血瘀阻等证; 二者关系密

切，相互影响。
其次，脑主神明有统帅人体一切功能活动和主

宰生命的作用。心主血脉，不断供给血液营养脑神

之用，是人体精神活动的物质基础。只有在充足的

物质基础上，脑主神明之功能才能正常发挥出来。
《素问·八正神明论》云:“血气者，人之神”;《灵枢

·营卫生会篇》中记载: “血者，神气也”，均说明心

气旺盛，心血充盈，则神志活动正常，而思维敏锐、
反应灵活、精神充沛。若心气亏虚，血行无力，瘀血

阻络，则可出现神疲、萎靡，甚则神思恍惚、反应迟

钝、半身不遂、谵语等神志的异常。
1． 2 脑与心的共性 吾师指出脑位于颅内，为诸

阳之会，心居于胸中，为阳中之阳，二者均为纯阳之

脏，阳易亢;《会心录》载“六府清阳之气，五藏精华

之血，皆会于头，为至清至高之处……至清而不可

犯也。”《灵枢·邪客》说:“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

精神所舍也，其脏坚固，邪弗能容也。”可见脑和心

均为清灵之脏，不可受邪侵犯。故而，二者均具有

易实易虚的病理特性。
另外，心、脑通过血脉、经络密切连系。《灵枢

·邪气脏腑病形》说“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

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无论外感或内伤，均可损

伤脉络，久病必致痰瘀。清·叶桂指出“经年累月，

外邪流着，气血皆伤，其化为败血凝痰，混处经络。”
亦证明此点。故而，心、脑两脏均易受痰瘀侵犯。
2 中西医结合辨证施治

导师李军教授总结多年临床经验，提出心脑患

病虽有外感六淫、内伤七情等不同，但总的病机不

外乎脏腑阴阳失衡，气血运行受阻，血瘀痰凝所在。
认为心脑同病当从痰瘀论治。生理上津血同源，津

血留滞即为痰为瘀，痰、瘀即为病理产物又是致病

因子，病理上二者相互影响、相互转化，久病必致痰

瘀交结。吾师根据这一病理特点，提出辨治心脑同

病当据其病程长短、舌象脉象、舌下脉络、口唇颜色

等将其证情轻重分为三型，即:①痰瘀交滞证( 痰瘀

混悬状态) : 病程短，口唇色稍青紫或淡紫( + ) ，面

色黯，舌面略显青紫或正常，舌下脉络散布细小青

紫或淡紫瘀丝、瘀点，舌体胖边无齿痕，舌苔白或灰

或黄而薄腻，弦滑或细涩;②痰瘀交结证( 痰瘀黏着

状态) : 病程较长，口唇紫( + + ) ，面色晦黯，舌面

紫黯，舌下脉络较青紫迂曲，舌下散布较多青紫瘀

点、瘀丝，舌体胖边有齿痕，舌苔白或灰或黄而较厚

腻，弦滑或细涩; ③痰瘀胶结证( 死血顽痰胶结状

态) : 病程长，口唇紫黯( + + + ) ，面色黧黑，舌面

有瘀点、瘀斑，舌下脉络凸显青紫迂曲，舌下密布黑

紫瘀点、瘀丝，舌体肿胀，齿痕严重，舌苔白或灰或

黄而厚腻，弦滑硬或沉细涩。
现代医学认为，心脑血管病共同的发病基础是

动脉粥样硬化，而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以及吸

烟、肥胖等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高危因素。研究

显示，长期的高血压、血液的高粘、高凝状态及吸烟

等因素所造成的凝血异常、血管痉挛等血流变的改

变，极易导致动脉粥样硬化［3］。现代医学研究认

为，血脂的异常以及血液的高粘状态与中医的“痰

浊、瘀血”密切相关。王东升［4］、张太阳［5］研究显

示心脑血管病痰浊证者全血黏度、血浆黏度、红细

胞沉降率等均明显偏高。陈可冀院士［6］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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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瘀证与血液循环障碍、血液高黏滞状态、血小板

活化和黏附聚集以及免疫功能障碍等多种病理生

理改变有关，尤以心脑血管病为著。
李军教授结合现代医学对痰瘀的认识，认为心

脑同病无论从现代医学微观量化指标，还是从传统

中医四诊辨证都存在着有痰必有瘀，有瘀必有痰，

痰瘀互见之证。心脑同病多病史较久，痰瘀互结，

故提出心脑同病的辨治当以客观量化指标为依据，

将痰瘀同治贯穿始终，双管齐下，具体应用时根据

其痰瘀互结的程度、特点，选用不同的治法。痰瘀

交滞者即痰瘀混悬状态，痰瘀均相对较轻，病程短，

治以理气、活血、祛痰为主，兼有肝热、腑实者加以

清肝、通腑; 兼有气郁者加以疏肝解郁; 痰瘀胶结者

即死血顽痰胶结状态，病程长，顽痰瘀毒交阻脉络，

治以破血逐瘀、豁痰通络，久病脏腑功能失调，阴阳

失衡，加以益气温阳; 痰瘀交结者即痰瘀黏着状态，

介于前两者之间，多虚实夹杂，治疗当扶正祛邪，以

益气活血，化痰消浊为主。
3 谴方用药

3． 1 方药化裁 李军教授通过总结多年临床经

验，对心脑同病的治疗以活血涤痰为基本大法，以

丹参、半夏、陈皮、枳实、茯苓、地龙、水蛭、川芎、薤

白、细辛、桔梗、白芷为基础方。故有“一味丹参，功

同四物”之美称，丹参即可活血祛瘀，有可养血生

新，专入血分，为活血祛瘀之要药，半夏味辛、苦，有

燥湿化痰，消痞散结之效，为化痰要药，二者共为君

药; 陈皮主归脾经，长于理气健脾、燥湿化痰，与半

夏相须为用，加强理气化痰之效; 枳实破气除痰; 茯

苓健脾利湿，具有补而不腻，利而不猛之效，既能扶

正又可祛邪; 地龙、水蛭活血破瘀共为臣药; 川芎

为血中气药，最善化瘀止痛; 薤白、细辛宽胸理气，

温阳化痰，通络止痛为佐药; 桔梗、白芷为使引诸药

上行，直达病位; 综观全方，痰瘀同治，气血兼调，必

使痰瘀自除，脉络通利。
3． 2 加减变化 临证时应根据其兼证加减使用。
痰瘀交滞兼见肝热、腑实者可去偏热性药物，如细

辛、白芷，酌减破血之品，加用草决明、赤芍、山楂、
郁金等; 兼见气郁者加用柴胡、香附、郁金、桃仁、红
花、赤芍、山楂等; 痰瘀胶结兼见气虚阳亏可酌减破

气之品，加用黄芪、党参、白术、红景天、灵芝、桃仁、
红花、附子、桂枝、淫羊藿、仙茅、胆南星、石菖蒲、蜈
蚣、僵蚕、全蝎、郁金等; 痰瘀交结虚实夹杂可酌情

加用黄芪、党参、白术、红景天、灵芝、桃仁、红花、山

楂、桂枝等。
4 典型病案

张某某，女，65 岁，于 2010 年 3 月 23 日就诊。
主诉“发作性胸闷、胸痛伴头痛 1 月”。既往有头

晕、心慌病史 20 余年; 脑梗死病史 1 月，头颅 CT 检

查示: 右侧侧脑室体旁腔梗; 高血压病史 1 年，血压

最高 210 /116 mmHg。胸闷于劳累后明显，偶有双

下肢水肿，遂来就诊。查体: BP: 140 /80mmHg。唇

舌紫黯( + + ) ，苔黄厚腻，舌体胖边有齿痕，舌下

脉络迂曲瘀丝 ( + + ) ，脉弦滑。诊断: 心脑同病

( 痰瘀交结证) 。治则: 益气活血，化痰消浊。处

方: 红景天 15 g，灵芝 10 g，草决明 18 g，丹参 15 g，

山楂 18 g，赤芍 15 g，水蛭 6 g，姜黄 12 g，姜半夏

12 g，石菖蒲 15 g，野菊花 15 g，豨莶草 30 g，白芷

8 g，薤白 12 g，蝉蜕 8 g。上方略作加减，共服 36
剂，上述症状消失。随访 4 月患者胸痛、头痛未在

发作，偶于劳累后感胸闷，休息后消失，血压控制在

120 /80 mmHg ～130 /85 mmHg 之间。
按: 患者平素喜食肥甘厚味，久致脾失健运，痰

浊内生，气机阻滞; 加之患者年迈病久，气血亏虚，

血液无力推动，瘀血内停，日久痰瘀交阻，心脑脉

络闭阻，不通则痛，故而出现胸闷、胸痛、头痛; 肝肾

亏虚，阳气不足，水液气化不利，故表现为双下肢水

肿。患者唇舌紫黯，苔黄厚腻，舌体胖边有齿痕，

舌下脉络迂曲瘀丝 ( + + ) ，均为痰瘀交结之征。
故以益气活血，化痰消浊为法，以红景天、灵芝、丹

参、山楂、赤芍、水蛭、姜黄益气活血; 姜半夏、石菖

蒲涤痰，以蝉蜕、草决明、野菊花、豨莶草平肝潜阳，

薤白宽胸理气止痛，白芷为引，诸药相合则瘀祛痰

消，脉络通利，诸症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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