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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风病是以猝然昏仆，不省人事，半身不遂，口眼
歪斜，言语不利为主证的病症［1］。本文就中风病的病因
病机特点，结合风药的作用特点及配伍，试分析风药治
疗中风病的作用机制。
1 中风病的病因病机

中风的形成虽有诸多原因，但基本病机总属阴阳失
调，气血逆乱，终致风、火、痰、气、瘀、虚六端。唐
宋以前中风致病学说以“外风”为主，唐宋以后，逐渐
发展为以“内风”为主，并沿用至今［1］。 《丹溪心法》
云：“东南之人，多是湿土生痰，痰生热，热生风也”。
赵曼丽［2］温习古今医家对中风病因病机的认识，重新认
识“外风”致病的病因，甚至提出了内外风相召致病的
病因病机。黄燕［3］统计了 4077 例缺血性中风的患者，
发现在急性期，痰证所占比率为 62.8%。可见对于中风
病的病因病机虽有诸多分析，但其致病因素均离不开
痰，治痰为治疗中风的关键。

2 风药
2.1 风药的定义 风药一词首见于 《东垣医集》，载为：
“味之薄者，清风药是也，此助春夏之升浮也”［4］，早在
金代张元素就提出：“药类法象”理论，将“味之薄者，
阴中之阳，味薄则通，酸苦咸平是也”归为“风升生”，
收载防风、羌活、升麻、柴胡、葛根、威灵仙、细辛、独
活、鼠粘子、桔梗、藁本、川芎、蔓荆子、秦艽、天麻、
麻黄、荆芥、薄荷、前胡等 20 味中药［5］。此后“风药”
一词得广泛应用，包含药味逐渐增多，至清代徐大椿认为
“凡药之质轻而气盛者，皆属风药。”陈学勤［6］总结前人，
将风药定义为：其一，指能祛除外感风邪的一类药物，即
祛风药。其二，指能祛除外风、平熄内风的一类药物，主
要用治各种内、外风证，可称为治风药。包括《中药学》
分类中的清热解表药、祛风化湿药、活血祛瘀药、平肝熄
风药、理气药、虫类药等。张磊［7］认为形浮质轻如风者、
气轻扬升散者、辛味四散如风者皆为风药。诸医家对风药
的定义虽不尽相同，但至少包含了辛温、辛凉两类解表药
物，本文中将此类药物称为风药。
2.2 风药的作用机制 风药，性味辛温，正如肝木之性，具

风药治疗中风病作用机理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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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中风病的病因病机分析，认为痰为主要致病因素，治疗中风病的关键在于治痰。前人对风药的定义不尽相同，
但至少包含了辛温、辛凉两类解表药物。风药可升阳、行气以胜湿，通过胜湿化痰以达到治疗中风的目的。且风药配伍灵活，能
协同增效治疗中风。存在问题：尽管众医家对于风药做了诸多总结研究，但其定义尚未形成共识；目前研究多为风药与其他药
物的配伍研究，而少有单类风药对中风病作用的研究。因此，尽快明确风药的内涵和外延，完善风药治疗中风的作用机制将是
今后研究的目标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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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etiology and pathogenesis of stroke, it is considered that phlegm is the main cause of stroke.
So, treatment of phlegm is the key to the treatment of stroke. Predecessors have different definitions of Wind medicine. But they all
contain two types of medicine at least, xinwen and xinliang. The wind medicine can raise the yang qi, and promote the gas to win the
wetness. And the purpose of treating the stroke can be achieved by treating the phlegm and wetness. The combination of wind
medicine is flexible and can synergistically treat stroke. There are following problems: Although many doctors have done a lot of
research on wind medicine, the definition has not yet reached a consensus. The current research is mostly the compatibility study of
wind medicine and other drugs, and there is little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single type of wind medicine on stroke. Therefore, to
clarify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wind medicine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to improve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of wind medicine
to treat stroke will be the goal and direction of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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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升发疏风除湿功能。多数研究者［8-9］认为风药具有开
郁、升发脾阳、胜湿、引药上行等作用，除此之外还有
学者［10-11］分析风药有活血化瘀、收敛阳气、扶正祛邪、
发散郁火之功。吕方舟［12］认为使用升发、开散，即能伸
达阳气、气味轻薄、其性活泼的药物可治疗痰湿、气郁、
寒闭。张远哲［13］认为风药通过升发脾胃阳气、调理三
焦气机、开玄府透邪及通利血脉治疗湿病。崔淑兰［14］

认为湿为阴邪，得温燥则消，风药走表可助湿邪外散。
蒋军林［15］亦认为风药味辛，能化水湿，且能行能散，可
疏导气机，气化则湿亦化。可见风药作用广泛，且能升阳
行气以化水湿，即“风能胜湿”，故可通过胜湿化痰达到
治疗中风的目的。
3 风药方剂
3.1 小续命汤 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把小续命汤置于治
风剂之首，“治猝中风欲死，身体缓急口目不正，舌强不
能语，神情闷乱”，由麻黄、防风、生姜等风药配伍温阳益
气药物，主治阳气不足，风中经络［16］。崔金涛［17］从小续命
汤的组方等角度出发，认为其以辛温之性，开玄府，透伏
邪，宣发阳气以治疗中风病。陈坤飞［18］从缺血性中风病因
病机分析续命汤的配伍原则、现代药理、临症经验，认为
续命汤加减治疗缺血性中风确有良好疗效。周叶［19］将 90
例急性缺血性中风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
加用小续命汤，结果治疗组 NIHSS评分降低及中医证候积
分改善均优于对照组，显示小续命汤能有效改善神经功能
缺损，对中医证候的缓解亦有疗效。李欣［20］认为小续命
汤可显著降低血液高凝状态、改善微循环障碍、改善血管
内皮功能。桂华清［21］认为小续命汤加减能够明显改善患
者的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实验研究［22］表明小续命
汤活性成分能减轻脑缺血模型（MCAO） 大鼠的能量代谢
紊乱，保护脑线粒体损伤，改善线粒体功能。
3.2 大秦艽汤 大秦艽汤出自 《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
为治疗“风邪初中经络证”的代表方剂，用于治疗中
风之“口眼歪斜，舌强不能言语，手足不能运动”，主
治“外无六经之形证，内无便溺之阻格”。由白芷、细
辛、羌活、防风等风药配伍养血活血类药物，取其
“治风先治血”，治疗气血痹阻，筋脉失养所致中风［16］。
鲁赛等［23］经过对风邪中经络的真中风与类中风进行比
较，提出大秦艽汤所治病证与脑血管意外具有密切联系。
认为大秦艽汤不仅为治疗外风证的名方，更是治疗“外
风”引动“内风”的代表方剂。现代临床研究［24-25］证实
大秦艽汤具有降低血液黏、聚及凝状态、改善微循环及
脑血流量，降低血清炎症因子表达水平，改善上肢痉挛
等作用，疗效显著。
3.3 侯氏黑散 侯氏黑散载于《金匮要略》中，言其“治
大风，四肢烦重，心中恶寒不足者。”全方由细辛、防
风、桔梗、桂枝等风药等 14 味中药组成，《医门法律》

言其“颛主补虚以熄其风”。韩艳秋［26］通过随机对照试
验，认为侯氏黑散在有效率、中医疗效、日常生活能
力、低密度脂蛋白改善方面均有效，说明侯氏黑散加减
对缺血性脑卒中治疗与二级预防具有一定疗效。实验研
究［27-28］表明侯氏黑散可能通过对脑缺血大鼠轴突生长抑
制信号通路 Nogo-A/RhoA/Rock2 的调节、神经导向因子
Netrin-1/DCC 和分子开关 Rac1/Cdc42/RhoA 的调节促
进脑缺血后神经功能的修复。
4 小结

历代医家对中风病的病因病机虽有诸多认识，但痰
为其主要致病因素，所以治痰成为治疗中风病的关键；
前人对风药定义不尽相同，但至少包含辛温、辛凉两类
解表药物；风药作用广泛，可升阳、行气以胜湿，通过
胜湿化痰以治疗中风。且风药配伍灵活，能协同增效，
如配伍温阳类药物（小续命汤） 治疗阳气不足，风中经
络之中风，配伍补血活血类（大秦艽汤） 治疗气血痹阻，
筋脉失养之中风，配伍补虚类药物（侯氏黑散） 补虚以
熄风。存在问题：（1） 尽管众医家对于风药做了诸多总
结研究，但其定义尚未形成共识；（2） 目前研究多为风
药与其他药物的配伍研究，如风药配伍温阳类、补血活
血类、补虚类，但少有单类风药对中风病作用的研究。
因此，尽快明确风药的内涵和外延，完善风药治疗中风
的作用机制将是今后研究的目标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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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脑卒中发病率上升并趋于年轻化，
51%~78% 的患者会出现吞咽障碍［1］。而吞咽障碍又会引

起误吸、肺部感染、脱水、营养不良等问题［2］，影响患
者生活质量及康复。现代康复疗法治疗脑卒中后吞咽障
碍多用电刺激训练、手法训练、导管球囊扩张术、感知
觉刺激训练等；而中医康复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以整
体康复、辨证康复为原则的传统康复疗法，其讲究“形
神合一，形与神俱”，强调“天人合一，顺应自然”［3］。
中医康复疗法融合了传统物理康复法、传统作业疗法、

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的中医康复疗法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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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采用“中医康复”“吞咽障碍”“脑卒中后”“deglutition disorders”“dysphagia”“rehabilitation”等关键词对中国知网、
pubmed等数据库进行检索，总结了近 5年来中医康复疗法对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的研究进展，发现针灸治疗、中药内服、中药
外用法、穴位按摩、穴位注射等具有中医特色的治疗方法在治疗脑卒中后吞咽障碍中通过不同的作用机制改善了吞咽肌群的
运动，提高与吞咽功能相关的神经肌肉的兴奋性，促进受损神经功能的恢复，提高吞咽肌肉的力量、耐力和协调性，缓解废用
性肌萎缩，改善其功能及咽部血流，实现吞咽反射弧的恢复与重建，从而提高吞咽摄食能力，为临床中医康复疗法治疗脑卒中
后吞咽障碍提供了理论依据及新方法。
关键词：中医疗法；吞咽障碍；康复；中风；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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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habilitation Therapy for Dysphagia after Stroke

LU Yongbao1, LI Yanjie2

(1.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School, Hen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nan Province, Zhengzhou 450002, China;
2. Rehabilitation Department, Henan Province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nan Province, Zhengzhou 450002,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s the "rehabilit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 e medicine", "swallowing disorder", "poststroke", "deglutition
disorders", "rehabilitation" and "dysphagia" as keywords for China 's knowledge, such as pubmed database retrieval, summarized the
rehabilitation therap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nearly five years to review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swallowing disorder after
stroke, and found that acupuncture, oral administration and external applic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usage, acupuncture point massage, acupuncture point injection therapy with TCM characteristics method in the treatment of
swallowing disorders after stroke through different mechanisms to improve the increase swallowing muscle movement, improve the
excitability of nerve muscles related to deglutition function, promote the recovery of damaged nerve function, improve the strength,
endurance and coordination of deglutition muscle, alleviate the waste muscle atrophy, improve its function and pharyngeal blood flow,
and achieve the recovery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reflex arc of deglutition, thus improving the swallowing feeding ability. It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a new method for the treatment of dysphagia after stroke.
Keywords: therap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ysphagia; rehabilitation;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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