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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痰浊与瘀血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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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瘀血!痰浊之形成!来源!致病特点来探讨二者之关系" 认为痰浊!瘀血既是疾病过程中形成的病理产物#又是加重病
情!引起新的病证的致病因素" 在形成过程中不仅有着共同来源#而且互为因果#在致病时相互为用#致病特点相似" $ 怪病多
痰% $ 怪病从瘀% 之说#提示疑难病证都与痰浊!瘀血相关#尤其是痰瘀同病#痰瘀交阻致使病证更加复杂怪异!多变#诊治困难"
故在诊断疑难病证时要见痰勿忘瘀#见瘀勿忘痰#治疗时要痰瘀并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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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麻木#甚则半身不遂$ 留滞于脏腑#则阻滞脏腑气机#导致

)!瘀血和痰浊的形成
瘀血是指体内血液运行迟缓或血液运行不畅#停滞于经

气机升降失常#脏腑功能失调$ 例如痰浊停聚于心#心脉痹

脉或脏腑组织内的血液#以及体内瘀积的离经之血$ 其成因

阻#气血运行不畅或停滞#出现胸闷%心悸%心痛等症$ 瘀血亦

除外伤外#均由各种病因作用于人体导致气血功能失调#气血

为有形之邪#停积体内#不仅丧失了血液的濡养作用#而且常

运行不利而形成$ 瘀血不仅丧失了血液的功能#而且可作用

阻滞气机#引起全身或局部气血运行不畅#出现血瘀气滞%气

于人体#引起新的病理变化#继发新的病变$ 痰浊是人体水液

滞血瘀之恶性循环$ 例如瘀阻心脉%心脉痹阻#出现胸痛%心

代谢障碍所形成的病理产物#它不仅失去了津液的功能变成

悸%心痛等症$

了一种异物#而且作用于人体可引起新的病变#成了致病因

'(
&!导致神志异常!痰为浊物#而心神性清净$ 故痰浊为

素$ 其成因是各种病因作用于人体#导致脏腑功能失调#气

病#随气上逆#最易蒙蔽清窍#扰乱心神#使心神受损#致神气

机%气化失常#水液代谢障碍#水湿停聚而形成$ 瘀血和痰浊

不足$ 或痰浊上犯与风%火相合#蒙蔽心窍#扰乱心神#出现神

同是病理产物#又都是继发新的病变的致病因素$ 实验研究

昏谵妄或引起癫%狂%痫等疾病$ ) 伤寒论* 太阳蓄血可因瘀

发现#二者对血液流变学的影响%血液生化学的改变以及与自

血上扰少阴#轻则心神不安%烦躁#重则其人如狂$

由基的关系等方面都很相似$

'(
'!致病广泛#病证繁多#变幻多端!痰浊随气流行#内而五

&!痰瘀同源"互为因果

脏六腑#外而四肢百骸#肌肤腠理#可停滞而致多种疾病$ 由

瘀血源于血液#痰浊源于津液$ 津和血均由饮食水谷精

于其致病面广#发病部位不一#且又易于兼邪致病#因而在临

微所化生$ 其作用都具有滋润濡养作用$ 津液又是血液的重

床上形成的病证繁多#症状复杂多变$ 故有& 百病多由痰作

要组成部分#津液进入脉中与营气相合化生成血液$ 血液中

祟' 之说$ 痰浊停滞于体内#特别是无形之痰#其病变 的 发

的津液与营气分离而渗出脉外便成津液$ 脉中脉外%有进有

展#可伤阳化寒%可郁而发热%可化燥伤阴#可挟风%挟热#可上

出%有分有合$ 故有& 津血同源' %& 津血转化' 之说$ 在病理

犯清窍#下注足膝等#使病证错综复杂%变幻多端$ ) 病因脉

情况下#瘀血形成过程中常同时出现水液代谢障碍而导致水

治+痰证论* 说(& 痰之发病变化百出' $ 加之痰浊致病#病势

湿停聚成痰$ 在水液代谢障碍时亦可导致气血失调#运行不

缠绵#病程迁延#故有& 怪病多痰' 之说$ 血液运行于全身#内

利而形成瘀血$ 例如(气滞可致血瘀#亦可引起水湿不行#聚

至脏腑#外达肢节#周而复始#无处不到#为脏腑%经络%形体%

而成痰$ 再如火郁则蒸湿炼液为痰#火郁亦可耗损津液导致

孔窍的生理活动提供营养$ 瘀血形成后不仅丧失了血液的营

血行瘀滞不畅而成血瘀$ 瘀血%痰浊均为有形之邪#停滞在脏

养濡润作用#且阻滞正常气血之运行$ 由于阻滞的部位不同#

腑经络组织之中#必然会阻滞气血之正常运行#影响津液之输

形成原因各异以及兼邪不同#其病理表现也就不同#故致病广

布%排泄$ 故瘀可生痰#痰可生瘀#二者互为因果$ 朱丹溪倡

泛#病证繁多%复杂#且久病入络%久病成瘀#故亦有& 久病必

窠囊之说#他认为& 痰和瘀均为阴邪#同气相求#既可因痰生

有瘀#怪病必有瘀' 之说$

瘀#亦可因瘀生痰#形成痰瘀同病' $ 他提出& 自气成积#自积

$!痰瘀交阻是疑难病证的主要病理基础
疑难病证#病因多端或不清#病位广泛#症状复杂怪异#邪

成痰#痰挟瘀血#遂成窠囊' 的论点$
'!痰瘀致病特点相似

正混乱#虚实并见#寒热夹杂#疑似难辨#病情迁延%难治$ 其

'(
)!阻滞气血运行!痰浊为有形之邪#可随气机流窜全身无

特点是(!病因相互交错,"病机错综复杂#痰浊%瘀血并见,

处不到$ 流注于经络则经络气机阻滞#气血运行不畅#出现肢

#病情多变#诊治困难$ 由于辨证不清#论治不当#导致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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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延漫长#病邪深伏体内#或病变广泛#多脏器受损#多系统失

浊%瘀血既是肺心病过程中的病理产物#又是致病因素#痰浊

调,$生命物质耗损#功能及代谢失常#如气机失调#气血失

与瘀血互为因果#胶融凝聚$ ) 丹溪心法+咳嗽* 曰& 肺胀而

和#津液生成%输布%排泄障碍#均会产生痰浊%瘀血等病理产

咳#--此痰挟瘀血碍气而病' $ '多发性硬化是一种神经

物,%症状复杂怪异#诸多症状交互出现,&诊断不易#治疗困

脱髓鞘疾病#中医认为本病是肾虚与痰浊%瘀血并存#肾虚为

难,'由于病程较长#初始病邪大都减弱或消除#而主要是病

本#痰瘀为标#年轻病人标证更为明显$ 故治疗中祛瘀化痰尤

理变化难以修复#病理产物如痰浊%瘀血等难以清除$ 而这些

为重要#且贯穿始终$ (0+%0 病程中#疫毒具有热毒湿之性

病理产物堆集%停聚#不断作用于人体导致新的病理变化#产

质和致病特点#疫毒从口鼻而入#首先犯肺#肺失宣降#通调水

生新的病证$ 从疑难病证以上特点可以看出#痰浊%瘀血的形

道失常#必生痰浊#痰浊阻络及疫毒波及营血必致血瘀$ 正如

成#停聚瘀阻#相互为用#共同作用于人体#使病情加重或造成

王清任所说& 瘟毒在内烧炼其血#血受烧炼#其血必凝' $ 故

新的病理变化#产生新的病证$ 加之停滞瘀阻部位不同#使病

0+%0 起病 ) 1' 天即可在 2线片上出现片状浸润性阴影$

证广泛而怪异$ 所谓& 怪病多痰' %& 怪病从瘀' %& 久病多瘀' #

随着病情发展#痰瘀交阻#使阴影逐步增大#且肺部阴影吸收

故痰瘀同病%痰瘀交阻是疑难病证之主要病理基础$

缓慢#常晚于症状消失#故主张化瘀祛痰在肺部阴影出现后立

#!痰瘀并治

肺部充血%出血%水肿#促进肺部炎症的吸收#减轻肺泡损害#

且具有重要意义$ 在痰的概念上亦逐渐泛化#特别是无形之

防止肺间质纤维化#减少后遗症#有利于病人全面康复$ )王

痰#包含诸多病理性产物#可能远远超出津液停滞生痰的概

清任用活血化痰法治疗癫狂病#方用癫狂梦醒汤#活血药与化

念#使痰瘀同源%痰瘀相关的论点得到了更多的支持$ !高脂

痰药同用$ 方中重用桃仁逐瘀通经#柴胡%香附疏肝解郁#赤

蛋白血症与血液粘稠度呈正相关#而血清总胆固醇%甘油三

芍%木通活血通络#半夏%青皮%陈皮%桑皮%苏子%大腹皮利气

脂%低密度脂蛋白升高具有痰浊的主要特征和生化物质基础$

化痰#甘草调和诸药#全方具有疏肝解郁%化痰逐瘀的作用,朱

而高脂血症又是血瘀的一种实验室表现#它常与全血粘度增

丹溪治病常主张痰瘀同治#如论治痰瘀肺胀#用四物汤加桃

高%血浆粘度增高%血沉方程 /值增大%红细胞比容增高呈显

仁%诃子%青皮%竹沥%姜汁等$ 治痰瘀身痛胁痛用控涎丹加桃

著的相关性$ 在治疗方面如降脂减肥汤#药用荷叶%泽泻%半

仁泥丸$ 再如论中风#丹溪曰(& 中风大卒主血虚有痰#治痰

夏%生莱菔子%茯苓%丹参%山楂%大黄痰瘀并治$ "动脉粥样

为先#次养血治血' $ 对中风偏瘫#他主张& 以四物汤加桃仁%

硬化产生的首要因素是高脂血症#高脂血症属& 痰浊' & 痰瘀'

红花%竹沥%姜汁' 治之$ 这一认识对后世医家治疗中风影响

范畴$ 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是动脉内膜先有脂质沉积#继而

很大$ 再如治疗肿块#朱丹溪认为#凡人体内外所生肿块#皆

纤维组织增殖形成粥样斑块#也即中医所说的痰浊粘滞于动

是痰浊死血积聚而成#因为 & 气不能作块成聚#块乃有形之

脉之内#留而不去#凝结成块的过程$ 继而导致动脉管腔狭

物#痰与食积死血而成也' $ 方用血块丸#用桃仁%红花%五灵

窄#气血运行受阻#而发生瘀血$ 故治疗时要痰瘀并治$ #冠

脂%三棱%莪术%浮海石等破血化痰散结#治疗积聚成块#择其

心病心绞痛是一种由冠状动脉供血不足而致的短暂的%发作

痰瘀多寡而治#开创了痰瘀致病#痰瘀并治之说$

性的胸骨后疼痛$ 常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所致管腔狭窄的基

3!结语

础上引起心肌缺血而发病#属中医的胸痹%心脉痹阻$ 其病机

痰浊%瘀血都是疾病过程中所形成的病理产物$ 这些病

为本虚标实#本虚为心阳不振%运血无力#标实为血瘀%痰浊等

理产物形成后#又属致病因素#其能作用于人体#干扰机体的

邪气痹阻心脉而发病#故治疗常以活血兼祛痰#常用补阳还五

正常功能#使病理变化加重或产生新的病理变化#二者关系密

汤合瓜蒌薤白半夏汤治疗$ 前者益气活血通络#后者宽胸祛

切#有着共同来源#在形成过程中常互为因果#在致病时又相

痰#临床常获较好疗效$ $周围血管病最主要表现为气血失

互为用#特点相似#故有& 怪病多痰' & 怪病从瘀' 之法#所谓怪

调#气血瘀滞$ 而在周围血管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痰又无时

病#即疑难病证$ 故笔者认为痰瘀同病%痰瘀交阻常是疑难重

无处不在$ 痰瘀交阻形成各种病理变化#病情之轻重#预后之

病之主要病理基础#治疗时一定要治痰勿忘瘀#治瘀勿忘痰#

好坏常与痰浊%瘀血的新久%部位%程度%大小%深浅%内外%脏

痰瘀并治方可取得满意疗效$

腑等不同而不同$ %血管性痴呆#多属本虚标实$ 本虚为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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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用#并贯彻始终$ 实践证明#活血化瘀%祛痰通络#可减轻

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血瘀病机在诸多疾病中广泛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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