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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瘀理论在医学研究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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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中医学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对世界文明在医学与哲学方面的重大贡献。痰瘀理论是中医学的

重要组成部分，不但在临床诊疗工作中发挥了指导性作用，而且也为相关疾病的基础研究提供了关键思路。
近年，淋巴管系统的研究在医学基础研究中逐渐成为热点，尤其在脑部淋巴管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及脑相关
疾病的研究中。施杞教授项目组深入探讨痰瘀理论指导骨伤科临床治疗的现代生物学基础，发现关节旁淋
巴管系统对于关节病的治疗康复具有关键作用，阐释了痰瘀型关节病的主要病理机制及有效治疗方剂加味
牛蒡子汤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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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医临床研究中，痰瘀证常见于疑难杂症与怪

本有久瘀血，故令喜忘。”并创立了大黄牡丹汤等治疗

病，所以很早就得到了古代中医学家的高度重视，逐

痰瘀证候的方剂。隋代巢元方在《诸病源侯论》中指

渐形成的痰瘀理论起源于先秦时期，并且在随后的历

出“诸痰者，此由血脉雍塞，饮水结聚而不消散，故能

史时期中经过诸多医家的努力积淀得到了传承与

痰也”，阐释了瘀血化痰的病理过程：瘀血阻脉，脉络

发展。

不通，气不布津，聚而为痰。及至宋金元时期，百家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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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对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医理

痰瘀理论的来源

论体系趋于完备，严用和在《济生方》提出“人之气道

《灵枢·痈疽》曰：
“ 津液和调，变化而赤为血”；
《灵

贵乎顺，顺则津液流通，决无痰饮之患。调摄失宜，气

枢·百病始生》曰：
“ 温气不行，凝血蕴里而不散，津液

道闭塞，水饮停于胸脯，结而成痰，其为病也”指出治

涩渗，著而不去而积成矣”津液化血的生理过程与病

痰病以“顺气为先”。杨仁斋在《直指方》中提出“盖气

变为瘀血的病理进程，被先秦时期的医家载入于中国

为血帅也，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滞”指出疗瘀血需调

最早的医学典籍，其在诊疗工作中认识到了痰和瘀致

理气机的基本治则。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中首次提

病的本质属性，随着中医的蓬勃发展，逐渐出现了针

出“痰挟瘀血”——痰瘀互结的病理机制，痰瘀同病，

对痰和瘀作为病理产物或者关键因素致病的方药和

需 要 痰 瘀 同 治 ，对 于 痰 瘀 理 论 的 形 成 与 发 展 影 响

治法，东汉医圣张仲景首先提出了“痰饮”和“瘀血”的

深远。

病名，
《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十二》曰“病痰
饮者，当以温药和之”；
《伤寒论·辨阳明病脉证并治
法》曰：
“ 阳明证，其人喜忘者，必有畜血。所以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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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瘀理论的内涵
不同于现代医学对于痰作为呼吸道粘膜分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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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知，传统医学认识到人体内水液代谢异常可以产

注疗法，但接受急诊冠状动脉(冠脉)介入诊疗术后容

生痰和饮两种病理产物或者致病因素，痰证即体内水

易发生冠脉微循环障碍，这一现象的持续存在影响患

液代谢异常产生的证候。
《赤水玄珠·痰饮门》曰：
“胶

者术后症状的缓解、增加心力衰竭、再梗死和死亡等

固稠黏者痰也，清而稀薄者饮也，痰饮为病，所感不

心血管事件发生率，严重影响冠脉介入治疗对患者的

同。”与痰产生最密切的是脾、肾、肝：脾主湿，湿动则

治疗效果。因此，冠脉微循环功能对于冠心病临床治

为痰；肾主水，水泛亦为痰；肝主疏泄，津液输布有赖

疗非常重要。寻找疏通血管阻塞的基因或蛋白是研

于肝的正常疏泄，所以肝的疏泄功能异常也会生痰。

究 热 点 ，如 发 现 肿 瘤 坏 死 因 子 相 关 凋 亡 诱 导 配 体

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都认为，血具有营养与维持人体
正常生理功能的作用；而在血行失常的病理状态下，
脉络不利，瘀积不行而致血瘀于络，引起疼痛，肿块，
出血，舌紫，脉涩等为主要表现的血瘀证候。
痰和瘀血在病理上是互相影响的，痰浊源于津
液，瘀血源于血液，是津血不归正化的结果，津液和血
液在生理上的同源性，构成了“痰瘀相关”的必然性。

（TRAIL）可以在早期影响斑块形成[6]，APOC3 基因变

体可以降低的循环 apoC-III 水平从而加速血液循环中
甘油三酯的清除[7]。但是，淋巴管作为微循环的一部
分，并未引起足够的认识，直到 2015 年 Riley 教授发现

心肌梗塞可显著促进心脏的淋巴管生成，而且通过

VEGF-C 治疗增强心脏淋巴管生成，明显改善心脏功

能[8]。从而，确定了淋巴管在促进损伤后心脏修复的

脉络之血津，渗出于脉外，聚而为痰，挟脉内之瘀，相

作用。
《继志堂医案》曰：
“ 胸痛彻背，是胸痹，此病不惟

互交阻；或痰浊停滞压抑脉络，致津血互渗交换之道

痰浊，且有瘀血交阻膈间。”中医辨证此病为痰瘀兼化

被阻，致血停为瘀，痰瘀交夹。
《金匮要略》曰：
“ 血不利

致病，脏腑气化功能失调，水液运化失常，停滞体内，

则 为 水 。”
《素 问·调 经 论》曰 ：
“ 孙 络 水 溢 ，则 经 有 留

聚湿成痰，痰阻则血难行，血凝则痰难化，张伯礼院士

血。”
《血证论》曰：
“ 痰亦可化为瘀”
“ 血积既久，亦能化

基于多年临床经验，认为冠心病多见兼夹证候，尤多

为痰水。”
《诸病源候论•诸痰候》曰：
“ 诸痰者，此由血

见以瘀为病理基础兼夹转化为湿浊[9]。因此，在中医

脉壅塞，饮水积聚而不消散，故成痰也。”
《丹溪心法》

痰瘀理论指导下，利用逐痰祛瘀法促进包括淋巴管系

曰：
“ 痰挟瘀血，遂成窠囊。”痰瘀既是病理产物，也是

统在内的心脏微循环功能治疗冠心病具有较大的研

致病因素，痰停体内，久必成瘀，瘀血内阻，久必生痰，

究意义。

二者在病变过程中互为因果而同病，痰瘀互夹是痰证
或血瘀证病理发展的必然结果。
3

缺血性脑卒中（脑梗死）占据了中风 87% 的比例。

目前，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溶栓治疗和血栓切除治疗
的临床治疗策略，因其狭窄的治疗窗而受到限制。国

痰瘀理论在临床诊疗中的应用

医大师任继学教授认为，
“ 脑中血海”之血脉，络脉，毛

痰瘀证型大多在内科及骨伤科等疾病病程的中

脉受损造成血络，血道循环障碍，轻则血失气煦，血为

后期有体现，如消化科的高脂血症性胰腺炎，痰浊内

之凝，凝则为瘀，血瘀痰生，热结，毒生，脑络脉瘀塞，

盛引起高血脂阻滞胰液分泌，损伤胰腺细胞，导致胰

损伤脑之神机，神经失治而生缺血性中风[10]。一直以

腺微循环障碍而发病，逐渐形成痰瘀互结的证候[1]；又

来，研究者的认知是中枢神经系统中不存在淋巴系

如呼吸科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 哮喘专主于痰”，慢

统，故大脑如何清除代谢废物这一疑问始终未知。近

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病程迁延日久，致肺脏亏虚，累

来的研究发现，注入脑脊液中的荧光示踪剂经一段时

及脾肾，最后导致肺脾肾三脏俱虚，水湿、痰饮停聚于

间后会出现于颈深淋巴结，提示脑脊液与淋巴系统的

肺而加重病情，肺病日久累及心，血行不畅又影响肺
[2]

的宣发和肃降，病久必瘀，痰瘀壅肺，病情积重 。中

风 和 缺 血 性 心 脏 病 是 2017 年 中 国 人 的 十 大 死 亡 原
[3]

因 。冠心病的发病机制是高血糖、高胆固醇或高血
压等因素导致冠状动脉被胆固醇或血凝块阻塞，以致
不能供应足够的氧气和营养素给心肌细胞，引起心绞
痛等心脏供血不足症状
2

[4-5]

。其现代治疗核心是再灌

相关性。2012 年，美国罗切斯特大学 Iliff 教授发现，大

脑中伴随血管走行有一种独特的血管旁路，沿着该旁
路脑组织间质液和脑脊液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物质交

换 ，Iliff 教 授 率 先 将 其 命 名 为“glymphatic”系 统[11]。
2015 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 Louveau 教授研究发现

了位于硬脑膜上的淋巴管，其穿过颅骨底孔进入颈深
淋巴结，将大脑循环与淋巴系统紧密连接。在解剖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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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上，脑膜淋巴管与外周淋巴管有很多相似的属性，

络顽疾浊邪。助以辛苦之秦艽，辛散苦泄，是为治风

但是因其位处大脑这样特殊的环境，所以也有部分不

湿痹症药中之润剂，
《神农本草经》曰“主寒热邪气，寒

同于外周淋巴管的特征，如脑膜淋巴管的解剖结构中

湿风痹，肢节痛，下水，利小便”；辛温之独活，祛风止

没有瓣膜和平滑肌细胞，管的直径小于外周淋巴管。

痛解表，舒筋和血，通达周身，透阳明之温热，理少阴

在功能上，脑膜淋巴管具有引流脑脊液并清理代谢产

之伏风；辛温之半夏，燥湿化痰，消痞散结而和胃，是

物，迁移免疫细胞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在人到 40 岁以
[12]

为治痰之要药，
《主治秘要》曰“燥胃湿，化痰，益脾胃

后，其功能水平也会逐渐降低 。脑膜淋巴管功能的

气，消肿散结，除胸中痰涎”。黄芪性甘，微温，善入脾

降低或异常则很有可能增加代谢产物的积聚，加大脑

胃，是为补气之要药，善于补气，以推动血瘀运行，
《本

中风的可能性，故行气活血、逐痰祛瘀、疏通经脉促进

草汇言》曰“补肺健脾，实卫敛汗，驱风运毒之药也”；

脑膜淋巴管系统功能防治脑中风具有极好的临床应

配以甘温之三七，善化瘀止血，活血止痛，具有化瘀生

用前景。

新的特点，
《本草求真》曰“气味苦温，能于血分化其血

施杞教授认为，关节病的起因不外乎气血津液的

瘀”。全方宣达气血，开痰破结，导其壅滞，使痰瘀去，

损伤，一旦气机受阻，则必然影响到津液与血的运行，

筋骨健。施杞教授在临床上采用加味牛蒡子汤治疗

凝滞成痰瘀，痰瘀可致气机失畅，易促成恶性循环，痰

痰瘀互结型类风湿关节炎患者疗效确切。

瘀作为病机变化的物质基础可以旁生出病机衍变各
阶段不同的证候，如气滞、湿热或是后期瘀留伤正、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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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瘀理论指导关节炎防治的基础研究

虚邪恋等，又如痰瘀型类风湿关节炎。由于痰和瘀可

施杞教授项目组以痰瘀理论为指导，在逐痰祛瘀

以相互转化、相互胶结、互为因果，故该病具有反复发

法调控淋巴循环系统回流功能治疗关节炎基础研究

作、缠绵难愈的特点。痰湿入络可由损伤引起，更多

方面做了深入的工作[17]。既往解剖学对于淋巴系统的

是积劳所致。更甚者反复损伤，气血阻滞，痰瘀交凝，

认识，其可以维持组织间体液平衡，输送免疫细胞，具

筋损失用，缠绵难已，出现疼痛、肿胀、关节拘挛，屈伸

有免疫监视功能。本课题组发现，分布在关节滑膜中

不利，肌肉萎弱等临床症状。
《素问·至真要大论》中指

的淋巴循环系统具有回流关节滑液的功能，而且此功

出“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痰是津液的病理

能对于是关节炎病程的发展非常关键，利用近红外成

产物，瘀是血的病理形成，溯其本源，阴精阳气失其常

像技术[18]，本研究发现在类风湿关节炎急性炎症阶段，

度，则津熬为痰，血滞为瘀，故痰瘀实为同源。人之形

淋巴回流功能增强，有利于快速排除关节内的炎症因

体百骸，活动自如皆以气为充；而血之濡筋，成髓养骨

子等病理产物，但是在慢性炎症阶段，由于炎症因子

也是以气为主导作用，鉴于“痰夹瘀血碍气而病”是伤

的长期刺激，淋巴管的生理功能明显下降，淋巴回流

科疾病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石氏伤科提出理伤应

功能降低，而且可能出现淋巴液从管中渗出产生局部

气血兼顾且“以气为主”，损伤瘀阻络道，妨碍气行当

肿胀的现象[19-20]。通过小动物超声关节腔体积成像技

“以血为先”，因此在临床上十分重视痰瘀理论在临床

术检测，发现炎症关节腔液体积增加，滑膜血流量增

工作中的应用，治疗取法上经常以逐痰化瘀法，随症

加[21]。在炎症关节滑膜中，具有收缩功能的成熟淋巴

施治，灵活运用[13-14]。
“ 加味牛蒡子汤”是施杞教授在总

管数量显著减少，血管数量显著增加[22]。为了明确淋

结上海石氏伤科经验方“牛蒡子汤”的基础上加以施

巴管循环系统的关键作用，本课题组利用抑制淋巴管

杞教授的临床经验总结的经验方

[15-16]

。
“ 加味牛蒡子

生成的生物制剂干预炎性关节炎小鼠，结果加重了关

汤”主要成分包括炒牛蒡子、僵蚕、三七、黄芪、独活、

节炎的严重程度[23]，相反地，利用促进淋巴管生成的生

秦艽、姜半夏。方中牛蒡子性苦寒，归肺胃经，善祛痰

物制剂干预炎性关节炎小鼠，减轻了关节炎的严重程

除风，消肿化毒，可通行周身十二经络，
《药性论》曰

度[24]。深入探究关节炎淋巴管结构与功能的病理改

“除诸风，利脚腰，又散诸结节筋骨烦热毒”；僵蚕性辛

变，发现了慢性关节炎症淋巴回流功能下降的分子机

平，归肝肺胃经，善祛风解痉，化痰散结，为厥阴肝经

制是：炎症状态下的淋巴管内皮细胞表达诱导型一氧

之药，
《本草求真》曰“祛风散寒，燥湿化痰，温利血脉

化氮合酶，产生一氧化氮，损伤淋巴管平滑肌细胞，使

之品”。两味药合而为用是为主药，宣滞破结，善搜筋

其失去正常表型和收缩功能，导致淋巴回流障碍[25]；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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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明确了逐痰祛瘀法调控淋巴循环系统防治关节炎

统出现回流功能障碍，关节内炎症因子和炎性细胞聚

的机理：加味牛蒡子汤促进关节炎小鼠关节淋巴回流

集在关节局部无法被淋巴循环系统排除，加重关节炎

功能，改善关节腔微环境，减少关节炎症滑膜面积和
[26]

骨缺损，延缓关节炎退变 ；而且中药三七有效成分三
七总皂苷刺激淋巴管内皮细胞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C 表

症；而且上游淋巴结被 B 细胞堵塞，进而造成回流淋巴
结萎缩，淋巴回流功能更加被抑制，甚至阻断，关节炎

症也会更加严重[28]。关节炎局部淋巴管与其上游淋巴

达，促进淋巴管生成，改善关节炎模型小鼠淋巴回流

结的病理改变与中医“痰瘀证型”表现极为相似：
“ 痰”

功能，减轻关节炎模型小鼠关节炎症滑膜面积、骨和

“瘀”两种病理产物形成停聚是“痹证”发生的关键，

软骨组织损伤以及 TRAP 阳性染色的破骨细胞面积，
[27]

改善关节炎模型小鼠的关节炎症 。

综上所述，关节淋巴循环系统参与了关节炎的发
生发展过程：在关节炎发展过程中，关节淋巴循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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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a major contribu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o world civilization in

terms of medicine and philosophy. The theory of phlegm and blood stasi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t not only played important role in the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but also provided key ideas to basic

research. The research of lymphatic system has gradually become a hot spot in recent basic medical research, especially
in the research of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brain lymphatic system and brain-related diseases. Professor Shi Qi's
team explored the modern biological basis of phlegm and blood stasis theory to guide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orthopedics, and found that the para-articular lymphatic system has a key role in the treatment and rehabilitation of

arthropathy, and illustrated the main pathogenic changes of phlegm and blood stasis type arthropathy, and effective
mechanism of JWNBZ Decoction.

Keywords: The theory of phlegm and blood stasis, lymphatic vessel system, microcirculation, basic research, clinical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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