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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气营血辨证理论由清代温病学家叶天士创

立，叶天士依据温病病机演变的规律性，病程发展的

阶段性特点，将卫气营血理论引申发挥，形成了卫气

营血辨证学说，总结出了温病传变的一般规律。 对

于中风病的病机，自古以来就有外风与内风致病之

争，近代以来，众医家更加倾向于内风学说，故而中

风病的论治多从脏腑辨治。 近年来在临床治疗中风

病的过程中，发现中风病与卫气营血理论在症状、病

理基础、传变规律等方面存在着相似性，因此，本文

试将中风病与卫气营血辨证进行分析比较，以探讨

用卫气营血理论辨治中风病的可行性。
1 症状

1.1 风证与卫分证 中风病往往发病急，变化快，
合乎“风”的特点；在发病的过程中病情复杂多变、并

发症多，具有“数变”的特点；临床中风患者出现的突

然昏仆、头晕、头昏、抽搐、拘急、肢体麻木、颤动等症

状等都归于风的范畴。 临床上发现，很多中风患者

发病前有外感诱因，或在中风急性期伴有发热、恶

风、流涕等卫分证的症状。 周玉兰［1］通过观察 446 例

脑梗死患者体温变化与病情进展的关系，发现体温

升高组缺血性卒中患者更容易进展，且体温升高水

平与卒中进展率呈计量反应关系，轻度体温升高即

可加重卒中进展，体温升高动态变化越明显，卒中进

展的危险性越大，由此认为脑梗死急性期体温升高

与进展性缺血性卒中密切相关。
1.2 痰热腑实证与气分证 痰热互结、腑气不通是

中风常见的证候，常伴随头痛眩晕、心烦易怒、身热

汗出、面赤口干、气粗鼻鼾、便秘溲黄、舌红苔黄、脉

弦滑而数等症状。 清代薛生白《湿热病篇》有“热邪

闭结肠胃”，以致“发痉”、“神昏，大便不通”的记述，
热结腑实是中风与温病的常见证候，中风痰热腑实

证与温病气分证的热炽阳明、热结肠腑证有相似之

处。 中风热结甚者可见躁扰不宁、肌肤发斑、舌质绛

红等，类似温病的气营两燔证，治疗均可应用清热开

窍、攻下腑实之法，如桃核承气汤、牛黄承气汤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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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每获良效。 中风病急性期常发生腑气不通，而

腑气不通反过来又进一步加重病情、延缓康复进程。
临床上也发现相当一部分患者由于大便秘结，用力

大便时突然中风病发作，说明大便不通是诱发脑卒

中的一个常见原因。
1.3 痰火瘀闭证与营分证 痰火瘀闭证属中风闭

证之中脏者，证见突然昏仆，不省人事，牙关紧闭，肢

体强痉，面赤身热，躁扰不宁，舌红绛等，与温病热入

心营之神昏谵语，或昏聩不语，身热肢厥，舌謇等症

状类似，临床常应用清热开窍、凉血熄风之剂，如“三

宝”，或羚角钩藤汤。
1.4 血瘀证与血分证 血瘀证是中风最基本的证

候之一。 对于中风来说，缺血性中风是指脑之脉络

气血运行不畅，血液停滞而成瘀；出血性中风是指血

溢于脉外，不能消散，血不归经，“离经之血，虽是清

血、鲜血，亦是瘀血”。 无论脑脉瘀阻，还是血溢脑脉

之外，都有瘀血存在，二者都可以导致脑神失养，神

明失控，而出现半身不遂、言语謇涩、偏身麻木等病

变。 温病过程中，瘀血也是较为多见的一种病理变

化，与以下因素有关：邪热深入血分后损伤血络，血

溢脉外成瘀；邪热煎熬阴血成瘀；阴血耗伤后脉络涸

涩血行不畅；脏器虚衰致血行无力等。 可见，血瘀证

与血分证之病因无外乎血行不畅和血溢脉外两种，
辨证治疗时均应适当应用活血化瘀之品。
1.5 中风脱证与温病变证之心阳虚衰 中风有闭

脱之分，脱证多由闭证演变而来，风阳痰火炽盛，耗

灼阴精，阴虚及阳，阴竭阳亡，阴阳离绝出现脱证，表

现为突然目合口张，手撒肢冷，汗出不止，脉微欲绝

等；温病热入心营若得不到及时治疗，有时会出现发

热骤退，汗出不止，面色苍白，四肢厥冷等心阳虚衰、
气脱亡阳之危候，此时均应急以参附汤回阳救逆。
1.6 转归与后遗症 中风病恢复期多属正虚与痰

瘀并存，如阴虚风动，气虚血瘀，见手足颤动、肢体拘

急等症状；温病后期热退而阴分受损，以阴虚为主，
病前阴虚，病后伤阴，中风与温病经过各自的病理

演变，又出现相同的病理特点。 温病后期可遗有语

謇、肢瘫或神智障碍等症状，与中风后遗症之言语不

利、偏瘫、痴呆等相似。 临床上治疗中风阴虚风动证

常用的大定风珠、加减复脉汤、三甲复脉汤等方剂亦

出自《温病条辨》，原方亦用来治疗温病后期热盛阴

伤风动证。

2 病机

肝肾阴虚是中风病与温病易感的共同病机。 七

版《中医内科学》曰：“中风的病理基础为肝肾阴虚。”
叶天士言：“因精血衰耗，水不涵木，木少滋荣，故肝

阳偏亢，内风时起。”同样，阴虚也是温病的病理基

础，《温病条辨》曰：“温病之人，下焦精气久之不固。”
说明素体肝肾阴亏的人易感温邪。 可见二者病机均

与肝肾阴虚有关。
3 传变规律

温病传变有顺逆之别，顺者卫、气、营、血，逆者

由卫分直入营血、心包；中风发病，有中络、中经、中

腑、中脏之分，而四者又相互关联、相互转化。 由中

络、中经渐至中腑、中脏，与温病顺传相似；中风起病

即伴神志障碍者则与温病逆传心包相类，两种起病

形式均为临床常见。 中风之中络、中经、中腑、中脏

与温病之在卫、到气、入营、入血，虽然表述的内容不

同，但在各自所揭示的病位深浅、病情轻重缓急、病

机进退变化等方面却是一致的。 王顺道等 ［2］建立了

证候诊断软件，通过查阅历代文献和现代中医学对

中风辨证的论述，对 298 例中风患者进行逐级线性

回归分析，筛选出证候因子 121 个，设立回归方程，
进 行 统 计 学 处 理，认 为 初 发 病 时，以 风 证 为 主，占

86.16%；火热证在发病 3 d 后其均值和发生概率上

升为第 2 位，并保持至终，在急性期逐阶存在概率平

均为 76.92%，新生概率平均为 9.32%。 火热证作为

主证候贯穿整个急性期，是辨证论治的关键［3］。
温病与中风虽属两类性质不同的病变，但在其

发展过程中，却出现以上诸多相同或相似的病机与

证候，临床上用温病方治疗中风也每获良效，如安宫

牛黄丸、桃仁承气汤、大定风珠等。 温病学有着独特

的理论体系和较为完善的论治方法，因此，在中风病

尤其是进展性中风的治疗中，可以尝试借鉴卫气营

血理论与经验，来提高中风病的防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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