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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肾互赞”理论在阿尔茨海默病治疗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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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阿尔兹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临床表现为记忆丧失、认知功能障碍、注意力散漫、情感

障碍和人格变化等，属于老年痴呆中的一种类型，中医上属于“健忘”“
、虚劳”“
、呆病”等疾病的范畴，病变部

位在脑。肾虚精亏为该病主要病因病机，脾肾与 AD 密切相关。本文提出从脾肾同治的角度论述治疗阿尔

兹海默症的思路，分别从中医传统理论基础及现代实验室基础等方面，阐述“脾肾互赞”该理论的应用情况，
为临床治疗该病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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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兹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作为一种

不可修复的神经性退行性疾病，政府用来改善 AD 的

治疗资金数目高达千亿美元，几乎超过某些小国家的
[1]

国内年均生产总值 ，被公认为是“为之付出代价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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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府，神明之主，是主宰人精神、意识、思维活动

的疾病”之一。根据美国的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结果
情况：在 30 年后，患有 AD 的患者数目经统计将要达

的重要器官。人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脑生

粉样蛋白假说、Tau 蛋白假说、神经胆碱能递质假说、

传统医学上来看，脾肾恰好是人体的先后天之本，主

到一亿人的趋势 。针对 AD 的机理假说分别有：β-淀
[2]

炎症假说、糖基化假说、金属离子紊乱假说和自噬假

理功能的正常发挥离不开五脏的支持作用。从
管 生 命 之 机 ，可 见 ，脑 脾 肾 三 者 之 间 是 有 联 系 存 在

说等 。该病的临床特点主要有进行性记忆缺失、认

的[7]。因此，笔者试从脾肾的角度，分别论述脾肾与脑

知功能出现异常、注意力散乱和人格异常等[4]。诊断

的关系，并从脾肾同治理论的基础研究及脾肾同调治

[3]

根据分别有：脑淀粉样斑块（β 淀粉样蛋白的胞外聚合

物 Aβ 斑块）和神经纤维的缠结、小胶质细胞数目变

多、星形胶质细胞增生、神经突变和渐进性的脑萎缩
等表现[5]。针对 AD 的治疗，临床上常用的药物分类主
要有：抗淀粉样蛋白类、抗氧化类和自由基清除类、胆

碱能抑制剂类、抗感染类、增强脑代谢类及中药组合
[6]

类等多种分类 。然而，目前尚无西医药物可以彻底
治愈该病。因此，AD 的治疗和预防便成为如今中医

疗 AD 的 现 状 ，为 临 床 寻 找 治 疗 AD 的 新 靶 点 提 供
思路。
1
1.1

脾肾论治的理论基础
脾肾与脑的理论基础研究
“脾肾互赞”理论最早源自《内经》，在宋元时期及

明清时期得到了大力发展。该理论分别从脾肾在生
理、病理及病机上的关系来进行阐述，分别表现于先

传统医学及现代医学研究的热门话题。AD 的临床症

后天理论在五行生克中水土相助的生理基础应用、肾

状多表现为认知障碍、行动障碍及记忆丧失等，而脑

为元气之本和脾为谷气之本相资相生互助的生理应

为元神

用以及脾肾分别温煦中焦与下焦的生理作用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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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 AD 临床症状多为认知障碍、记忆丧失及行

顺通畅行，脏腑功能才能正常的发挥，在此基础上神

动障碍等，而脑被认为是“元神之府”，与人体的髓海

志才能维持正常状态。又因气血可由脾胃化生，因

相应，统领着人的思维活动以及行动等。很多在神志

此，足阳明胃经能发挥生化、储藏及调控的作用。借

和意志方面出现问题是因为脑部发生了相应的病变。

此来补充本条经脉及其他经脉的气血[13]来保证脑和全

根据《医述》中所述：
“ 脑为髓海”因而“聪明焉”，且脑

身气血的正常运转，保证机体意识思维足够清晰，记

担任着人体最高的指挥司令官，脑髓清则人思维敏

忆不会减退；另一方面，脾不仅与神志有密切的联系，

捷，记忆力益增。而这些能量来自脾，因脾主运化水

与情志病亦密切相关，脾主运化，产生的物质即是情

谷、升主阳气，而清阳之气上升于脑。脾脏所化生的

志活动的能量来源。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
“ 人有

精微物质，作为脏腑活动的来源，只有精微物质充足，

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14]，由此来看，只有保证

脑髓得到滋养，学习思维能力才能加强。如若脾虚且

作为物质来源的气血充足，输布顺畅，情志活动才能

无以化生，老年人阴精阴血耗损不足，最终致髓减脑

够正常。而脾属中土，土作为万物之长，即能化生所

消，神机失用，最后发展为痴呆。脾胃被称作为“后天

有，精气血津液等精微物质皆由脾所化生。因此，精

之本”当脾生理功能出现异常时，人体各脏腑也不能

气血津液可否充盛，可否正常运行与脾胃的功能状态

正 常 的 运 转 ，以 至 于 机 体 机 能 会 出 现 下 降 ，开 始 患

密不可分，故情志与脾胃密切相关。中医上相关著作

病。 脾主运化，主气血津液的输布，如果脾胃受损，功

都有所提及，脾胃与疾病关系的研究，其中对中医基

能异常，则水湿输布异常，致痰湿而生，因为痰湿易停

础和临床诊疗等方面篇幅很大，以李中梓及罗天益这

滞阻碍气血运行，致使痰湿停滞于组织间则生为淤

些名家作为主要人物，对于脾胃的研究做出了很大的

血，痰淤长时留置于脑窍，则易发为 AD 。脾与脑建
[8]

贡献[15-17]。在脾胃受损的情况下，李东垣认为人的身

立联系在生理上体现在多个方面，在于脾运化水谷精

体会百病丛生。并在此基础上创新性的提出，脾胃属

微，为气血生化之源，气血可充盈脑部补益气血。当

于机体气机升降的枢纽[18]。他的观点在于，与机体相

脾在提升清阳方面出现异常时，大脑各部位失于滋

关的气体有营气、卫气以及先天之气-元气，三者异名

养，继而出现头晕眼花，伴见记忆力减退、耳鸣等症

却同作为脾胃化生的物质来源；罗天益认为“卫为阳”

[9]

状，治疗上当予以健脾助运化，升提阳气 。脑部的病

和“荣为阴”的原理，主张当荣卫出现病理不足时，可

变不仅与脾的生理、病理功能有密切的联系，与全身

将辛甘之味药物相结合补益脾胃，进而通畅调理脾

分布的经络系统也有密切的关联；从经络上看，足太

胃[19]。
《灵枢·本神》也提到：
“ 肾藏精，精舍志”，充分体

阴脾经与足阳明经对于脑病在经络系统中治疗意义

现了肾精的充盛情况与人的精神思维密切相连。
“肾

[10]

的探究具有独特的意义 。
《灵枢·经脉》提出：
“ 经脉

主骨”进而“通于脑”，论述了肾脏与髓海所建立的密

者，所以能决死生”的治疗纲领以及“处百病，调虚实”

切关联，且在肾精的滋养下，机体活动才能正常。肾

[11]

用之以“不可不通”的治疗运用方法 ，这些经络之间

是先后天之精的贮藏之地，为脏腑气血之基。
《素问》

建立的关联在《灵枢·动输》中也论述到“胃气上注于

中提到：肾气旺盛时出现“齿更发长”以及肾气衰弱时

肺”易导致“悍气上冲头者”，最终“循眼系，入络脑”基

“八八，则齿发去”论述了肾气对于人体“生长壮老已”

于此可知，在脾胃与脑的关系上，考虑经络的循行分

对基本生命过程的影响，肾气足则身体强盛，若肾气

布，是一个好的角度。有论述“病至则恶人与火”的现

日衰，则身体衰老，行动迟缓，记忆力减退，恰恰出现

象、
“ 闻木声则惕然而惊”以及严重情况下会出现“上

痴呆的症状，因此可以认为肾与痴呆的密切的联系。

高歌，弃衣走”的病理现象，以上皆是胃经经脉出现异

崔远武通过明确肾、脑和髓三者之间的相关性，提出

常的病候现象。因此，神志病在胃经上出现相应的症

了“肾-脑系统”，认为肾精是否充盈与人体思维记忆

状，说明经络可以被看作一个体现神志与脾关系的载

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人至老年，肾虚精亏，以致不能化

体，对于研究脑与脾之间的关系打下基础；同时《荀

髓，故而发为痴呆[20]。AD 多由肾精亏损、脑髓失充所

子·天论》又言：
“ 职既立，形具而神生”，为神的依附创

致，随之脑主生命活动也减退，可表现为神明呆滞、腰

造了物质来源，而气血作为“神志”的主要物质来源，

膝酸软和头晕目眩记忆力减退等痴呆症状[21]。因此不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2]。气血被机体固摄住，气机才能

论是在证型辩证上还是在疾病治疗和预后上以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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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都是互资互助甚至密不可分的状态，也是“脾肾互

法与之相呼应：
“ 人能养慎”不至于使“邪风干忤”而出

赞”理论的具体应用。这个思路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

现“病入腠理”的理论看法。更有“所谓治未病者，见

针对阿尔兹海默病的诊治可以考虑从脾胃与肾互助

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实其脾气，无令得受肝之邪”，这

的角度分析。

个思路恰与现代医学的免疫系统对机体的保护防御

1.2

机能有相似之处。在此基础上，有研究者指出可以建

脾肾同治的各家学说
李中粹 在《证治汇补》论述：
“ 脾肾交通，则水谷

立肠道菌群-免疫系统-疾病”[25] 关系轴与中医学理论

自化”，
“ 土为万物之母，有象之基，二脏安和，一身皆

“脾治未病”相呼应。这些理论研究不仅为“脾肾互

治”，从这些理论看出，李东垣将脾肾视为所有虚性疾

赞”理论做了很好的补充解释，也为临床诊疗疾病提

病的源头，在此源头的基础上，提倡治疗时需多从温

供 一 定 的 理 论 指 导 意 义 ，为 下 一 步 临 床 实 践 做 了

补的角度考虑，因此才建立脾肾双补学说或叫温补脾

铺垫。

[22]

肾学说；
“ 水土刚强”因则出现，
“ 肤腠闭封”，
“ 血气充
实”最终希望达到“外邪不能伤”的情况，这些理论是
在《医门法律》中提出的，与李氏对此的看法相得益
彰；从病理上来看，脾肾互济失调是导致疾病的原因。

2
2.1

脾肾论治的临床应用现状
中药应用
基于“脾肾互赞”理论，中医上研究多以中药治疗

肾脏主封藏，能够使先天之气藏于肾，此所藏之气能

为主，张珊珊等人[26] 研究探究了以五子衍宗丸合洗心

够产生全身之气；脾主生化，所生之气即为后天之气，

汤加减温补脾肾，从脾肾互助的角度分析治疗阿尔兹

可见气与先天肾后天脾，三者均为人身存在的基本物

海默症的思路；刘元等人[27] 分析了千斤脑康宁胶囊治

质，也充分阐释了脾肾二者同助在整个机体的发展过

疗脾肾两虚型痴呆的药效学研究，可进一步提高药物

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价值作用。机体气血发生逆乱

的疗效，做相应的理论指导的作用。补肾方法可治疗

时，可能与多个脏器有关，但脾肾与全身气血阴阳的

痴呆学习记忆方面障碍[28]。章颖[29]认为肾气丸同丹参

生成调节有关。“五脏之伤，穷必归肾”与“脾胃之

片相配合医治患有老年痴呆病的患者, 临床治疗效果

伤，诸病生焉”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临床对疾病治疗

较好，几乎无副作用。司金侠等[30] 课题组采用补肾活

时，李东垣极其看重阳气在人体中发挥的应用，认为
“人之命，俱以阳为本”。在此基础上，仍有许多医家

血方配合西药针对患有老年痴呆症的人治疗 2 个月，
实验得出的临床效果优于单独服用一种药物，其中用

对先天肾与后天脾的论述，虽是对先前医家的传承，

到的方剂出自“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麻黄

但也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日臻完善。

附子细辛主之”[31]，该条文属于《伤寒论》，麻黄附子细

1.3

病”

脾 肾 同 治 治 疗 AD 新 思 路 -“ 治 病 求 本 ”
“治未

疾病诊疗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整体观念、正邪观
念以及“急治标，缓治本”等观念起着极其重要的作
用，
“肾乃脏腑本”及“呼吸本”。当人体食用食物以后

辛汤被认为是寒热互助之方, 其中附子大辛大热，既
能够除太阳之邪气，又能够补益肾中阳气，麻黄和细
辛均能辅助附子的功效发挥。张仲景取微发汗以散
邪, 实以交阴阳也，阴阳相融，邪自立解。对于 AD 的

治疗，不仅有中药的研究，针药结合的手法也有研究，

全身的精气互散布于五脏六腑，进而通调全身气血，

蔡霞英[32]等研究表明中医可以采用针刺结合补肾健脾

使机体得以正常运转，不至于出现任何异常情况，这

汤治疗痉挛型小儿脑瘫取得较好的疗效，采用针药结

[23]

些都说明治病求本应重视脾与肾 。李中梓在该书中

合的手法治疗脑部疾病，为从脾肾角度治疗脑病提供

还提到：
“ 脾具土德, 脾安则土为金母，金实水源”，且

了典型的案例。

土不凌水，水安其位，故脾安则肾愈安也”，
“ 肾兼水
火，肾安则水不挟肝上犯而凌土湿，火能益土运行而

2.2

针灸及其他治疗方法应用
不仅有中药治疗，临床上关于脾肾同治的实践应

化精微，故肾安则脾愈安也” ；AD 治疗也可以考虑该

用也有一些其他的干预方法，例如张志安[33] 利用药灸

冰提出，表达了欲要疾病痊愈，保持健康的体魄，当需

瘫，采用了 76 例患儿进行疗效观察，最终得出两种方

[24]

思路，与“济羸劣以获安”的观点相映，此观点是由王
使自身强壮，才能应对病邪。对此，张仲景主张的看

与穴位注射相结合的方法治疗脾肾两虚型的小儿脑
法结合的治疗方法相对于单纯一种方法具有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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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性，体现了脾肾论治在小儿脑瘫治疗方法中的应
[34]

基于以上临床应用情况，可以看出脾肾同治理论已被

用。林卓婷 通过温和灸对脑瘫患者慢性腹泻的肠道

较好地运用在疾病的诊疗上了。因此，基于“脾肾互

菌群调节进行疗效观察，实验结果得出观察组肠道双

赞理论”在临床上的实践情况，有助于“脾肾互赞理

歧杆菌、乳酸杆菌、肠杆菌和肠球菌菌落数均优于对

论”指导阿尔兹海默病治疗。

照组，该团队研究的慢性腹泻是脏腑功能紊乱的表
现，体现出脾肾同治在慢性腹泻的调节中有一定的治

3

脾肾论治的实验研究进展

疗意义。赖圆根[35] 抽取针灸科治疗的 82 例骨质疏松

3.1

组，分别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其中对照组患者予以西

低、心血管疾病、中风、头部外伤及生活方式如吸烟和

症患者，均属脾肾阳虚型；将以上的患者随机分为两
药干预, 而观察组患者予以补脾益肾药物再配合针灸
推拿治疗，实验结果得出补脾益肾法配合针灸推拿优
于单纯的西药治疗，说明从脾肾同治的角度治疗脾肾
阳虚型骨质疏松症患者有重要的临床意义。从以上

从炎症角度认识脾肾论治
AD 主要危险因素是年龄的增加、教育水平的降

酗酒、精神疾病等[39]。根据当前的研究，对于 AD 疾病

机制分析，大部分研究都是处于摸索前进的过程中，
有研究发现炎症损伤是 AD 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病

理过程[40]，甚至有人将慢性神经炎症列为老年斑和神

多个临床案例总结来看，不论是针灸治疗或是药物治

经原纤维缠结以外，隶属于经典型病理特征中的一

疗，都是通过各种手法建立的脾肾与脑之间的连接，

种[41]。因此，当大脑发生炎性改变时，作为外周免疫器

不论是加强抑或是减弱干预的手法都是对三者关系

官的脾脏也可产生相对应的炎性改变[42]。通过将成年

上的辅助，都是为了进一步改善病情，以期病情向好

大鼠大脑内移植人的骨髓间充质基质细胞，最终干细

的方向发展。

胞通过淋巴管回到脾脏，证实了干细胞从大脑向外周

2.3

专家对脾肾同治思想的应用

的迁移，脾是卒中后引起周围炎症的重要器官，提出

脾肾同治思想治疗疾病的应用很广泛，不仅在普

了利用淋巴系统动员干细胞隔离外周炎症作为大脑

通研究运用中可见，很多老专家在指导用药时也都会

修复策略的新概念[43]。沈敏[44] 实验课题组经研究得

运用该思想，举例如下：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出，对于那些患有自身炎症疾病的人，他们体内存在

脑病三科田金洲教授的分期治疗痴呆经验重在培补

的巨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所参与的固有免疫反应被

先天之肾精和后天之脾气，其中所用到的多宗还少丹

激活时，能够激活相关组织的炎症改变，进而诱导靶

方主要成分为熟地、白术、菟丝子、酸枣仁、远志、牛

组织损伤；在这些患病患者中，组织出现炎症损伤主

[36]

膝、五味子等多味药物 ，可见田老师的针对痴呆的治

要在于其自身抗原的耐受性破坏，进而导致抗原产生

疗思想及方子的运用了脾肾思想。李方玲先生在治

相应的抗体，产生的抗体作用于机体，可以产生相关

疗老年痴呆方面也有一些自己的思考及独特见解，李

受攻击的记忆，产生防御机能的保护作用，可以使免

方玲先生认为痴呆患者临床多见善忘，智力减退和性

疫系统充分地发挥保护作用。于蓓蓓团队[45]研究苓桂

情改变等表现。该病主要是痰淤造成，尤在心肾，病
机为心肾功能减退，治法当以补益心肾、涤痰开窍为
[37]

术甘汤通过影响 Aβ 致使机体产生炎性改变，进而探

讨阿尔兹海默病与脾虚饮停关联性。脾脏作为外周

主，再加以健脾的药物 ，取得较好的临床效果，成为

免疫器官，有研究表明中医脾的功能与现代医学研究

了李老师灵活使用了脾肾同治理论的经典案例；北京

的各大系统有极大的关联。经研究发现，与趋化因子

名老中医孙伯扬老师多从脾肾同调的角度治疗一些
内科杂病，在遣方用药上，孙老极其重视先后天理论
[38]

在临床上的应用 。比如尿潴留，口疮以及血虚案例，
临床疗效较好。关于从脾肾同治理论治疗癌症方面
也有人研究，朱玉虎试从脾肾角度治疗胃癌，他将“脾

相关的基因存在于人类记忆 CD8 T 细胞中，使得 CD8
T 记忆细胞能发挥保护相关免疫信号并在循环细胞上
识别一些易于进行免疫监测的作用，且有助于预测疫
苗效力的细胞[46]，对于记忆 CD8 T 细胞的这一作用恰

与“治未病”的研究不谋而合，体现了脾肾同治在阿尔

肾互赞”理论应用到治疗经放疗化疗中晚期患有胃癌

兹海默病预防疾病方面的作用；经多次实验后，在肿

经验的患者，不断地从临床实践经验总结得出脾肾同

瘤、结节、肝脏病变、正常人体肾脏及经碳酸银染色的

时治疗该病的，目的在于固护一身之正气，抵抗邪气。

淋巴滤泡中发现了吞噬细胞，他们认为神经系统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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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噬作用是小胶质细胞的功能。有研究者指出巨噬

道菌群组成与功能的良好修饰是预防和治疗慢性肾

细胞在形态和功能上与神经系统的小胶质细胞相似

病的一个有吸引力的治疗靶点[53]。进一步研究可以知

且小胶质细胞是网状内皮系统的成员[47]。而 Belezky[48]

道生活在肠道的微生物能够利用微生物-内脏-脑轴

又发现脾脏中存在的网状内皮细胞类似于小胶质细

对宿主的脑功能和行为进行实时的调控，涉及机体活

胞；而同时存在于脾和肾的小胶质细胞在大脑中起着

动状况及认知能力等。通过使用抗生素、益生菌及改

重要的平衡作用，其中神经炎症和吞噬机制尤为重

变进食方式可以改善肠道菌群有关肠道生理及宿主

要；当 AD 患者病变时，小胶质细胞还能够发挥其改善

认知行为异常等情况。另一方面，一些压力性疾病，

感染的炎症反应。小胶质细胞被认为占据几个独立

如自闭症以及神经退行性疾病如帕金森病、AD 等能

免疫环境的功能，从而调节大脑发育，介导对损伤和

的功能状态，传统上被称为 M1、M2 和 M0 型，分别对应

如抑郁、焦虑和肠易激综合症、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
够引起肠道菌群紊乱，使肠和血脑屏障的通透性增

于促炎、抗炎或监测活动[49]。研究表明小胶质细胞是

加，致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发病率随之升高。由此分

骨髓来源的髓系细胞，散布于整个中枢神经系统，约

析，肠道微生物代谢物及其对宿主神经化学变化的影

骨髓迁移到脑，并最终成为小胶质细胞，大脑中这种

增加 AD 的发病风险，以上理论提示 AD 可能源于肠

占总中枢神经细胞的 15%。在早期发育中，髓细胞从

响可能增加或减少 AD 的风险。病原微生物感染也会

细胞的更替是有限的[50]，紊乱的大脑免疫相互作用是

道，并与肠道菌群失调密切相关。通过个性化饮食或

多种神经和精神疾病的基础，包括缺血性脑损伤、癫
痫持续状态、神经退行性疾病如阿尔茨海默病和帕金

有益菌群干预调节肠道菌群可能成为治疗 AD 的新方

法[54]，也有研究者通过对慢性肾病患者进行脑磁共振

森病等。中枢神经系统和周围免疫系统之间的相互

成像后发现会出现脑室萎缩、小脑沟萎缩、内侧颞叶

作用是通过体液因子、神经纤维和细胞在非炎症和炎

萎缩和脑白质等影像表现，以此证实认知功能障碍情

症条件下的相互作用实现的[51]。免疫系统和大脑之间

况病情状况与脑部的脑白质病变程度和脑萎缩情况

是双向沟通的，免疫系统为应对其病理改变，而做出
激活免疫系统、产生相关免疫因子的反应是至关重要

有密切联系[55]。同时脑与肾不仅都可以分泌肾素，如
炎症分子、活性氧和血管紧张素 II 等这些物质[56]，相

的，然而，机体及细胞的老化可能会改变这种重要的

反，这些生物分子水平增加都可能导致肾脏与大脑的

体出现免疫系统紊乱的现象，外周也会随着中枢出现

的关系。AD 患者使用抗氧化药物，恰恰说明了，氧化

联系，在这个病理基础上，说明在 AD 患者患病时，机

免疫紊乱的现象，在外周器官如脾肾机能退化的过程
中，免疫系统所担任的保护和防御作用逐渐的失控，
可以由此作为治疗 AD 的切入点，为临床从脾肾出发
治疗中枢炎症提供了直接的理论证据。
3.2

从肠道微生物环境角度论脾肾同治 AD 的实验研

究进展

脾肾与脑的关系不仅体现在免疫炎症方面，在微

生物代谢方面也有着密切的关联，Yang T 等人[52] 通过

实验证实慢性肾病经肠道中的微生物群激活并进入
循环，与脑建立相应联系，从肠道菌群的角度研究脑肠-肾的关系，其中肠道微生物群通过体液代谢、炎症
以及神经信号通路的作用可以导致慢性全身性炎症、
蛋白尿、高血压、糖尿病和肾脏疾病产生全身性疾病，
沟通肾脏、脾脏、心血管以及内分泌系统之间的联系。
可见肠道菌群只是其中关系的一个纽带，不仅建立了
脾肾等器官与脑部病变并发症之间的间接联系，对肠

相互作用，氧化应激与大脑和肾脏功能障碍也有密切
应激在肾脏和大脑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可能发挥作用。
在人类身上，病毒或细菌感染极有可能是引发 AD 的

原因之一。研究发现，AD 患者易受幽门螺杆菌感染，
进而触发炎症介质的释放[57]，临床上为了应对相关细

菌的感染而使用抗生素，这是通过由肠道菌群建立的
脾-肾-肾上腺-内分泌轴与脑之间的联系。但是最终
对于脾肾的治疗是起到了抗炎还是抗菌的作用，尚无
定论，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的探究[58]。在这个病理表现
的基础上，由脾肾入手作为治疗 AD 的切入点有利于

提高临床治愈率。由此说明，脾肾与脑之间在生物研

究基础方面，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恰是为临床治疗 AD
提供思路。因此，以上分别从炎症与肠道菌群来认识

脾肾与脑之间的关系，是分别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认识
脾肾与脑之间的关系，为下一步从脾肾同治的角度研
究脑病的治疗方法做铺垫。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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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女，67 岁，患有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 10 年余，

近一年间内频繁出现头晕耳鸣，腰膝酸软。现头晕耳
鸣情况更甚，状态较差，严重时会出现神志恍惚，认知

炎症蛋白，促进小胶质细胞向促吞噬 M2 型极化，强化

清除 Aβ 的能力，改善 AD 模型小鼠脑内炎症微环境，
进而提高其学习记忆能力。这条思路是建立在脑与

会出现障碍，记忆力逐渐变差，步行逐渐困难，遂来就

督脉的联系上的，督脉在经络上统领着全身的阳经，

诊。患者就诊时双目无神，形体消瘦，皮肤粗糙无弹

因而被称为“阳脉之海”，针刺治疗刺激该经脉上的穴

性，食欲不振，言语无力，复述时出现偏差记忆力很

位，恰是激发全身阳气发挥它的潜能，使全身的阳气

差，舌红苔淡白，脉细弱无力，CT 扫描结果显示为轻微

兴奋起来，保护全身的正气来抵抗邪气。中医上，脑

脑萎缩，经医院诊断为老年性痴呆，证型分析：脾肾亏

与督脉、脾肾都关系密切，在此基础上探讨与在炎症

虚，髓海失养。治疗上：温补脾肾，滋养脑髓。当以熟

环境下探讨脑与脾肾的关系，恰是对其思路的补充[59]。

地 20g，山药 12g，枸杞子 15g，黄精 15g，山茱萸 15g，菟

丝子 15g，猪脊髓 6g（冲服），茯苓 15g，白术 15g，酸枣仁

12g，牛膝 12g，杜仲 12g，丹参 15g。每日 1 剂，水煎服。
嘱咐患者需要注意生活习惯，清淡饮食，嘱咐家人注
意患者的精神状况，给予足量的关心，守方连进 2 个月

本文考虑到脾肾作为人体的先后天之机，掌管着人体
的命脉，作为先后天之本的脾肾能够滋养脑髓，同时
也受到督脉的滋养，因此本文试从脾肾论治“脾肾互
赞”理论在中医临床实践及现代研究理论基础上的应
用，将脾胃与人体的免疫系统及肠道菌群代谢系统相

后，患者精神转佳，记忆力有所加强，步态变稳，思维

结合理论作为切入点，分别对从督脉及其他的角度研

状已较之前的情况明显改善，生活稍能自理，随访 1 年

基础渊源做指导，具有重要的意义。论述时从脾肾角

较前敏捷，睡眠安宁，效不更方，继服 1 个月后，上述症
后患者患病情况得到明显改善。
5

究该病提供了新的理解思路，为临床探索 AD 的理论

度干预的多种治疗方法如：针灸推拿、穴位注射等不
过就是治疗手段，蕴含在其中的是脾肾作为先后天之

讨论

本的中医思维。因此，脾肾与脑在生物学基础上的联

阿尔兹海默病作为全球难以治疗的疾病之一，临

系，借由小胶质细胞及免疫系统所建立的脑与脾肾之

床上对该病的重视度也很高，尽管有大量的研究资金

间的联系，恰是来治疗阿尔兹海默病的思路；同时也

被用于开发这类治疗方法。近些年，对于 AD 的研究，

说明无论哪种角度认识此种关系，都有证据表明从脾

从预防保健以及治疗甚至到更深层次的机制研究的

肾论治可以治疗阿尔兹海默病，但是具体的临床疗效

研究热度都很高，但是许多因素却限制了该病的进一

的评价问题还需要临床对该病做进一步的探究及实

步研究，包括对疾病发病的分子机制以及治疗方法的

践。具体理论是否可靠性，还需要临床大数据进一步

探究都是困难重重。越来越多的研究团队试从多个

统计分析验证。虽然，脾肾与脑存在密切的关系，但

维度来考虑治疗 AD 的方法，进而找到一个研究治愈

是仍需要进一步的探究脾肾与脑关于神经系统、内分

用“通督启神”针法治疗阿尔兹海默病，并在临床治疗

指导临床实践。

AD 的突破口。因此，基于之前的研究，本团队决定运

泌系统以及免疫系统等方面的具体关系，以便更好地

的基础上开始进行深入探究其机制。通过调控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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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of“mutual praise of spleen and kidney”in the treatment of Alzheimers disease
Yang Jiayi，Zhao Jun，Tian Huiling，Ren Jingyu，Wang Zidong，Liu Hao，Li Zhigang＊＊

(School of Acupuncture-Moxibustion and Tuina, Beij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bstract: Alzheimer's disease is characterized by memory loss, cognitive dysfunction, distraction, affective disorder and

personality changes, which belongs to one of the types of senile dementia.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t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forgetfulness", "fatigue" and "dementia". The lesion is located in the brain, previous studies have

considered that kidney deficiency and essence deficiency is the main etiology and pathogenesis of the disease, but more
and more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spleen and kidney are closely related to AD.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dea of treating

Alzheimer's diseas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simultaneous treatment of spleen and kidney, and expound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of "mutual praise of spleen and kidney" from the aspec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ory and modern
laboratory basis, so as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clinical treatment of the disease.

Keywords: Alzheimer's disease, spleen and kidney praise each other, spleen, kidney,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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