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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动脉粥样硬化（Atherosclerosis，AS）是影响人类健康最常见的慢性血管病之一，是心脑血管疾病

的主要病理学基础，因此从中医药角度研究 AS 的治疗是一个重要领域。中医认为脾虚失健，营卫运行失

度，营气涩而不行，卫气郁而不舒，则津液不得气化，聚而成痰，痰瘀互结，脉络受阻，亦可发生胸闷、胸痛等
症状。健脾法能够调和营卫，促进线粒体能量代谢，因此基于“损其心者，调其营卫”的治则治法，采用化瘀

祛痰方调控线粒体能量代谢障碍防治 AS 值得深入探讨，也为中医药防治心脑血管疾病提供新的研究策略
和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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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心血管报告 2018》数据 显示，中国目前

治则治法，通过健脾法能够调和营卫，促进线粒体能

乡居民的第一位死因，是我国面临的重大公共卫生问

ZL200710010845.9)进行干预，挖掘和丰富了 AS 的现

[1]

约有 2.9 亿心血管病患者，心血管疾病已成为中国城
题。动脉粥样硬化（Atherosclerosis，AS）是心脑血管等

疾病的主要病理学基础，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

量 代 谢 ，应 用 团 队 的 专 利 方 — 化 瘀 祛 痰 方 (No.
代生物学机制，为“损其心者，调其营卫”指导 AS 的防

治奠定了科学基础，也为下一步课题的深入研究提供

由 AS 所致的冠心病、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支撑。

的焦点。因此如何预防 AS 的发生以及控制 AS 患者的

1 “损其心者，调其营卫”是防治 AS 的重要治则

率和病死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已成为基础和临床研究
病情发展，是医学界亟待解决的难题。中医认为脾虚

失健，营卫运行失度，营气壅塞而不行，卫气郁滞而不
舒，则津液不得气化，聚而成痰，痰瘀互结，阻滞脉道，
亦可发生胸痹等症 ，此病属于西医 AS 范畴。近年来
[2]

研究[3] 发现线粒体能量代谢失衡与 AS 的发生发展有

1.1

脾气健运是营卫和调的基础
《类经•五脏异藏虚实异病》[4]曰：
“ 营出中焦，受气

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故曰脾藏营。”
《四圣心源•杂
病解下》[5]曰：
“ 四肢，诸阳之本，营卫之所起止，而追其
根原，实秉气于脾胃。脾土左旋，水升而化血，胃土右

密切关系。本文基于《内经》
“营卫理论”，从西医“血

转，火降而化气。血藏于肝，气统于肺，而行于经络，

管”与中医“脉”具有相关性为切入点，以线粒体能量

则曰营卫。四肢之轻健而柔和者，营卫之滋荣，而即

代谢障碍为重要靶点，基于“损其心者，调其营卫”的

脾胃之灌注也”。可见营气是由中焦脾胃运化的水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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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微化生血液进入脉中，同时脉在卫气的作用下也能

黏，积久渗入脉中，为痰为饮，血为之浊”，从病理角度

够壅遏营血，起到充养血脉并维持血液在脉中运行的

阐释津血可化痰。历代医家认为本病病因主要与

作用，因此脾气在营卫之气的生成、布散、固摄等方面

“痰”、
“ 瘀”等因素密切相关，指出痰浊为本病的病理

[6]

均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苏丽香 认为营卫均为中焦脾

基础。本课题组继承创新，经过多年探索和实践，以

胃化生，
“ 中者，脾胃也，营卫生成于水谷，而水谷转输

“从脾论治”观点着手，认为胸痹的基本病机是脾气亏

于脾胃，故中气立，则营卫流行而不失其和”，说明脾

虚致使营卫失和，最终导致痰瘀互结，其病理因素为
“痰浊血瘀”。化瘀祛痰方由党参、黄芪、绞股蓝、丹

气健运，则营卫调和。

1.2 “脾失健运，营卫失调”是 AS 形成的基础

AS 在祖国医学中并无确切的病名，多归属于“胸

参、茯苓、法半夏、石菖蒲、川芎、郁金组成[10]，本方以健
脾益气扶正为本，祛痰化瘀为标，方中用党参、黄芪、

痹”、
“ 心痛”、
“ 中风”、
“ 心悸”等范畴。AS 的病位在血

茯苓以调脾胃之气，脾胃为营卫的气血生化之源，借

管，此血管与中医的“脉”作为容纳血液的组织器官，

气足之势辅以祛瘀豁痰之法，涤荡脉中留滞之邪，同

[7]

具有同一性。高尔鑫 认为营卫来源于脾胃化生的

时黄芪还可卫气实表、益气通经；丹参、川芎、郁金三

水谷精微，脾胃之气亏虚则营卫失和，疾病丛生。
《伤

药合用，行气活血化瘀；半夏、绞股蓝、石菖蒲三者并

寒论•辨脉法》明确指出：
“ 营卫不通，凝不流”，
《金匮

用，化痰浊而祛标实。诸药并用，扶正而不留邪，祛邪

要略•藏府经络先后病脉证》言：
“ 血脉相传，壅塞不

而不伤正，调和营卫，使湿无所聚、痰无由生，同时补

通”，可见脾虚失健，营卫运行失度，营气涩而不行，

中有通，通中有补，补而不壅，通而不损，标本兼治，达

卫气郁而不舒，则津液不得气化，聚而成痰，痰瘀互

到化血瘀、祛痰浊的功效。

结，脉络受阻，亦可发生胸闷、胸痛等症。肖维刚等

[8]

认为营卫循脉而行，脉络通畅则营卫和调，若脾失健
运，营卫交会生化失常，气血津液输布障碍，津凝为
痰，血滞为瘀，痰瘀胶结，阻于脉道，形成 AS。王磊
[9]

2

线粒体能量代谢障碍致血管内皮损伤是 AS 发生

发展的重要环节
线粒体是真核生物进行氧化磷酸化的主要场所，

等 亦认为营血津液行于脉，以气为帅，
“ 气虚不足以

是进行糖类、脂肪和蛋白质氧化分解、产生能量的部

推 血 ，则 血 必 有 瘀 ”。 脾 气 亏 虚 ，失 于 运 化 ，营 卫 失

位[11-12]。糖、脂肪、蛋白质这些精微物质等经过水解产

和，气滞为郁，血滞成瘀，津停痰生，痰瘀蕴结日久易

生丙酮酸和脂肪酸，在线粒体内再经过水解产生乙酰

损伤脉络导致 AS。这种痰、瘀等病理因素对脉道的
影响犹如 AS 进展过程中脂质沉积、氧化应激、血管内

皮损伤、细胞自噬和凋亡等过程，故探讨脾失健运，
营卫失和，痰瘀沉遁于脉道而成对 AS 的防治具有积
极意义。

1.3 “损其心者，调其营卫”是治疗 AS 的原则

“损其心者，调其营卫”出自《难经•十四难》，其原

文中载：
“ 二损损于血脉，血脉虚少，不能荣于五脏六
腑 ...... 损其心者，调其营卫”，可见此处之“心”指代心

—血—脉循环系统；调，有调节、调治、调养之义，体现
出中医以人为本的整体观。通过调整营卫气血，使营
卫交会生化，脉络通畅无滞，气血调达和顺，则机体气
血津液等精微物质才能正常发挥作用。因此基于“损

其心者，调其营卫”为治则指导 AS 及其相关心脑血管
疾病的防治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黄帝内经》：
“ 营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为
血……”中说明了津血同源，
《医学正传》曰：
“ 津液稠

辅 酶 A 进 入 三 羧 酸 循 环（Tricarboxylic acid cycle，
TCA）。在此过程脱下的 H 进入呼吸链最终生成 H2O

和 CO2 并 释 放 能 量（ 三 磷 酸 腺 苷 ，Adenosine
triphosphate，ATP），以维持细胞正常的生理功能。有

研究[13-15] 表明线粒体的参与是 AS 疾病进展过程中至

关重要的环节，线粒体能量代谢障碍是血管内皮功能
紊乱的早期指征之一[16]，其中 AS 病变进展过程中的线

粒体能量代谢障碍主要表现为呼吸链抑制以及能量
代谢相关基因、蛋白表达的降低等[17-18]。王英等[19]应用

PCR array 技术对 AS 巴马小型猪肝脏的 84 个与线粒体
能量代谢密切相关的基因进行检测，发现 17 个基因的

表达发生变化，其中 16 个基因分别为线粒体呼吸链复
合物 I 亚基、II 亚基、IV 亚基和 V 亚基。王志丹[20] 也在

上述模型中发现肝脏线粒体能量代谢相关的
ATP5F1、CS、IDH、Na+-K+-ATP 酶、Lonp 蛋白酶的表达

均发生变化。因此，线粒体能量代谢障碍可能是导致
AS 发生发展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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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线粒体能量代谢为“损其心者，调其营卫”防

ClpX、PHB1、SirT3 表达量明显升高 [26] ，从而改善肝脏

脂质沉积，减缓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具星等 [27]

治 AS 提供新思路
营行脉中以充养，卫行脉外以固护，两者在“心—
血—脉管”的循环系统中以气血之体作为一种无形
的能量，维持心脏搏动以推动血液循行于五脏、六腑
以及全身脉管，并通过营卫交会作用完成气血津液
的新陈代谢和物质转换。营卫交互发生物质能量转
换的过程犹如糖、脂肪、蛋白质等物质在线粒体中进
行能量代谢产生 ATP 的功能。根据“中医脾—线粒

体相关”的学说 [21] ，脾虚能够导致线粒体能量代谢障
碍 [22] ，因此利用健脾可以调和营卫，促进线粒体能量
代谢功能正常发挥（模式图见图 1）。化瘀祛痰方即
是利用其健脾益气的功效达到祛痰化瘀的目的，于

研究发现化瘀祛痰方能够通过增加三羧酸循环相关
酶及蛋白的含量来改善线粒体能量代谢，从而提高

脾虚痰浊动 AS 巴马小型猪心脏线粒体 ATP 的活性，
促进 ATP 的合成，进而达到保护线粒体和整个细胞
的结构和正常生理功能的作用。郑曲等 [28] 研究发现

化瘀祛痰方调节线粒体融合—裂解失衡，维持线粒
体 能 量 代 谢 稳 态 ，减 少 活 性 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产 生 ，对 治 疗 血 管 内 皮 功 能 障 碍 相 关
AS 具有保护作用。杨平等 [29] 研究发现化瘀祛痰方能
上调 AS 家兔心肌线粒体能量代谢 ATP 合成酶相关基

因增加 ATP 的生成，从而改善心肌线粒体能量代谢，

是本课题组围绕化瘀祛痰方改善线粒体能量代谢障

减少 ROS 生成，进而可能起到防治 AS 的作用。综上

方可以显著提高巴马小型猪心肌线粒体 ATP5F1 基

Ⅲ、Ⅳ、Ⅴ的活性及含量、增加三羧酸循环相关酶活

碍防治 AS 方面展开研究。程岩岩等 [23] 发现化瘀祛痰

因和蛋白的表达，增加 ATP 的形成，提高线粒体的能

量代谢功能；同时能从根本上改善 AS 巴马小型猪心

肌线粒体的氧化应激反应，促进抑制凋亡和调控凋
亡因子的 释放，增加心肌线粒体电子传递链上复合
物Ⅰ、Ⅱ、Ⅲ、Ⅳ、Ⅴ的活性，改善了线粒体的能量代
谢及呼吸功能，减少心肌凋亡水平。陈丝等 [24] 研究发

现化瘀祛痰方可抑制线粒体自噬，通过改善线粒体

所述，化瘀祛痰方可能通过增强呼吸链复合物Ⅰ、Ⅱ、
性，加速氧化磷酸化过程，促进 ATP 合成，抑制线粒体

自噬，调节线粒体融合—裂解失衡，进而维持线粒体
的能量代谢稳态，抑制血管内皮功能障碍，发挥防治
AS 的作用。
4

总结与展望
脾失健运，营卫交会生化失常，气血津液输布障

功能使 FFA 现氧化水平提高，以达到减少 AS 家兔肝

碍，津凝为痰，血滞为瘀，痰瘀胶结阻于脉道是 AS 形

强 AS 家兔肝脏呼吸链复合物Ⅰ、Ⅱ、Ⅲ、Ⅳ、Ⅴ的活性

指导下，基于“中医脾—线粒体相关”，通过营卫交互

[25]

脏脂质沉积的作用。陈宁等 发现化瘀祛痰方能增

成的重要前提。本文在“损其心者，调其营卫”理论的

并提高呼吸链复合物Ⅰ、Ⅱ、Ⅲ、Ⅳ、Ⅴ酶含量，进而

发生物质能量转换的过程犹如线粒体进行物质能量

提高线粒体氧化磷酸化效率，从而起到降低脂质沉

代谢的过程相似、痰瘀阻于脉道与血管内皮损伤过程

积，减缓动脉粥样硬化的发展的作用。王群等研究

相似的阐述，运用健脾方—化瘀祛痰方促进脾气健

发 现 化 瘀 祛 痰 方 可 使 AS 家 兔 肝 脏 自 噬 相 关 蛋 白

图1
2028

运，营卫和调，从而改善线粒体能量代谢障碍，抑制血

基于“损其心者，调其营卫”调控线粒体能量代谢防治 AS 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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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内皮损伤进而达到防治 AS 的目的，从微观上为中
医理论指导 AS 的防治提供了研究依据，为挖掘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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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Basis of Mitochondrial Energy Metabolism, It Is Discussed that "those who damage their heart should
adjust their mental health" to Prevent Atherosclerosis
Wang Ying，Wu Yao，Leng Xue，Du Ying，Liu Wenjun，Song Nan
(Key Laboratory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for TCM Viscera-State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Liaon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enyang 110847, China)
Abstract: Atherosclerosis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chronic vascular diseases affecting human health and the main

pathological basis of 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diseases. Therefore, it is an important field to study the
treatment of 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cin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lieves that spleen deficiency loss of

health, improper operation of ying wei, ying qi astringent but not, wei qi stagnation but not shu, the body fluid can not
gasify, gather into phlegm, phlegm and blood stasis mutual knot, vein blocked, can also occur chest tightness, chest pain
and other diseases. The method of strengthening the spleen can harmonize and promote the energy metabolism of

mitochondria. Therefore, based on the treatment of "those who damage their heart, adjust their energy metabolism", the
method of regulating mitochondrial energy metabolism disorder by removing blood stasis and removing phlegm is worthy

of in-depth discussion, which also provides a new research strategy and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diseases b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Keywords: Mitochondrial Energy Metabolism, Atheroscler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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