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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伏风”探讨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防治

夏盼　 王泽颖

【摘要】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是一种隐匿发作性疾病，其潜伏性、复发性及难治性的特征，与中
医“伏风”有类似之处。 从“伏风”的角度出发，可以很好地解释该病的产生机制和发病情况，短暂性
脑缺血发作的发生过程是在正气虚衰、伏风潜匿，气血凝滞、痰瘀互结下发生的，主要病机为正气不
足，伏风内动。 同时，伏风内动是病机变化过程中的关键。 治法上应以扶正固本，再施搜风祛邪之
法进行论治。 笔者从伏风的特点出发，探讨伏风对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发病机理及有效的预防治
疗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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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ｉｓｃｈｅｍｉｃ ａｔｔａｃｋ，ＴＩＡ）是由
局灶性脑、脊髓或视网膜缺血引起的短暂的神经功能障碍，
无急性脑梗死［１］ 。 近年来研究者发现，ＴＩＡ 是中风重要的早
期预警信号，高达 ２３％的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在脑卒中前的数
小时至数天内经历了 ＴＩＡ［２］ 。 此外，ＴＩＡ 患者可出现长期认
知能力下降，这是痴呆的关键危险因素［３⁃４］ 。 然而，目前 ＴＩＡ
的实际诊断和治疗并不理想。 研究表明，中国 ＴＩＡ的诊断率
仅为 １６．０％，标准化治疗率仅 ４．０７％ ［５］ 。 为提高 ＴＩＡ 的诊断
及治疗策略，有必要寻找一种合适的理论体系来重新解释
ＴＩＡ发病特点，以便研究 ＴＩＡ 的损伤机制、病理变化和干预
措施。

ＴＩＡ应属于中医学“中风先兆”的范畴。 中风先兆之发
病，气血逆乱于上，真气未动，故经络损伤轻，症状不显著。
宋元之前，中风先兆的病因病机多由外风所致，宋元后出现
突破性的转折，即从外风转换到内风［６］ 。 明清之后，王清任
全面总结了中风先兆的症状［７］ ；叶天士又提出“肝风内动”
的病机［８］ ，中风先兆的理论建构才慢慢的更为详实。 而治
疗方面，目前仍处于“按部就班”治疗模式［９］ ，笔者认为从伏
风阐述病情进展可以为临床预防提供更多思路。

１　 伏邪理论渊源及伏风的提出

伏邪即藏伏于体内而不立即发病的病邪，伏邪理论的最

早记载见于《素问·风论篇》“久风入中，则为肠风飧泄”，形
象说明了伏邪潜伏导致的胃肠功能紊乱，可以说《黄帝内
经》为伏邪学说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之后在《难经·六
十难》记载曰“手三阳之脉，受风寒，伏留而不去，则名厥头
痛”，明确指出伏邪作祟是导致头痛的原因。 张仲景又进一
步在《伤寒杂病论》谈及“是以春伤于风，夏必飧泄”，生动诠
释春天潜伏的邪气会引起夏天的飧泻发病，此期的伏邪理论
已逐渐发展成熟。 清代时，随着叶天士、吴鞠通、吴孟英等伏
邪温病学家的崛起，使得伏邪理论在临床应用中达到鼎盛时
期，成为中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刘吉人《伏邪新书》 ［１０］１言：“夫伏邪有伏燥，有伏寒，有
伏风，有伏湿，有伏暑，有伏热。”经此，刘吉人认为六气皆可
内伏致病，突破了明代只在伏气温病范围内讨论伏邪的樊
笼，并提出“伏风”命名。

２　 伏风特性剖析

２．１　 伏风潜藏，逾期而发
伏风是伏邪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伏风具有风的特性，

又具有伏邪的特点。 伏风的产生机制多是机体在正气不足
和卫外失司的基础之上伺机潜藏，关于伏风侵入机体之后的
藏匿部位，《瘦吟医赘》作出详细论述“蕴瘀异处，无关经络、
脏腑”，异处，指部位特殊，是伏风长期藏伏的基础。 潜伏之
伏风经过蓄作有时或者说休作有时的病理演变，成为日后伏
风内动引起 ＴＩＡ的重要特征性致病因素。 休作有时之伏风
常会经久蓄积，达到一定量变的阈值后，便逾期而发，成为伏
风致病的发病形式。
２．２　 频发久发，进行加重

《读医随笔》记载曰：“且如人之一病，累愈累发，或一
年，或数年，不能根除者，当其暂愈，岂非内伏之明验耶？”说
明伏风潜伏，宿根蕴生，难以彻底清除，进而造成频发久发，
进行加重的窘境。 就如温病大师叶天士曾说：“若夫人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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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留于里，留于肺俞，故频发久发”。 这契合了 ＴＩＡ多有
反复发作的病史，每次发作时临床表现基本相似，数次发作
后卒中风险增高的临床特点。 再者，伏风致病，往往缠绵难
愈，又因伏风伏匿，结聚窠囊，与一般药力相避，最后形成宿
根，成为难以缴伐的病所，也就解释普通药物难以起效的
缘由。
２．３　 暗伤正气，深重难疗

邪气的强弱决定藏邪与否，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即如章
虚谷在《医门棒喝》提及到“邪气如烟之渐熏，水之渐积，安
可必谓其随感即病而无伏邪”，伏风的潜伏本是一个潜移默
化的过程。 伏风偷藏在机体的异处，病不发则相安于无事，
但其并不等于不损伤机体，往往暗耗人之津血并伤及正气，
风邪伏留于内，遇情志不舒、饮食不节、劳倦等新邪诱发，与
痰浊、诸郁、血瘀合而为病，引起相应的病理改变，ＴＩＡ 发生
后，可快速进展，充斥肆逆，故才深重难疗。

３　 从伏风探讨 ＴＩＡ的病因病机

《内经》载曰“春伤于风，夏必飧泻”，这是最早记载着有
关伏风导致人体致病的雏形，诠释了如若在春天感受风邪，
风邪会藏匿在人体之中，到夏天罹患飧泄病的过程。 《外台
秘要》亦曰“风邪者。 善行而数变，故其发而不自知觉也”，
风邪常为外邪的向导，引领其他外邪侵犯人体，作为复邪、合
邪侵犯病潜入体内。

由于 ＴＩＡ是在许多危险因素的基础上由诱因所引发的
常见疾病。 研究表明，颈内动脉颅外段中度至重度狭窄发生
后，在未来 ９０天内发生复发性 ＴＩＡ或卒中的风险很高，范围
从 １０％到 ２０％不等［１１］ ，一项荟萃分析发现，这些事件大多发
生在最初 ４８小时至 ７天内［１２］ ，可见其发病具有一定的隐匿
性和诊断困难性。 另外，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年龄等
均为 ＴＩＡ发病的危险因素，这些造就了伏风蕴生的病理基
础。 ＴＩＡ初期症状轻微，及时治疗能有效控制病情，不再进
展，契合邪气伏内，无外邪诱发或正气充足之时便不进展。
一旦饮食不足，劳累或情志不舒，伏风内动，ＴＩＡ 进展加快。
因此，从“伏风”出发，可以很好地解释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发
病特征。
３．１　 正气亏虚是 ＴＩＡ的发病之本

《瘟疫论》提及“以正气愈虚，邪气愈伏也”，说明了伏风
致病的基础必有正气亏虚。 《伤寒类证活人书》又提出“壮
者气行则也已，怯者着而成病”之训诫，提示 ＴＩＡ 是在正气
亏虚的基础上出现的，正气充足，便能抵抗病邪之侵入。 即
是当人体为风邪所感，风邪能否在人体中藏伏以至于日后发
展成为伏风，与人体的正气关系紧密。 一般而言，当机体的
正气充足时，机体便能御邪，风邪便会难于潜伏，只要正气亏
虚，机体的卫外能力失权，风邪便会乘机潜伏于机体，更为严
重的是，潜伏的风邪有时候与药力相抗，治疗效果不佳。 在
此基础上假若人体出现脏腑功能失衡，内风滋生，伏风和内
生之风相混，胶结互患，演化为伏风内动。 所以正气亏虚便
会导致邪风潜藏，成为 ＴＩＡ 的重要机理。 任继学亦认为，素

来正气不足，肾气不充，肾精亏虚致精不生髓，髓不能生脑，
脑髓元神受抑，不能祛邪外出，致血脉循环不畅，毒自内生，
发而为病［１３］ 。
３．２　 伏风内动是 ＴＩＡ的发病之枢

在正气不足的情况下潜伏于机体的伏风，便会出现“蕴
瘀异处”。 刘吉人在《伏邪新书》载曰：“风伏肝络，发痫厥瘛
瘲，眩晕抽搐，目睛斜视，明矾、郁金、橄榄汁为丸，缓缓治
之” ［１０］ 。 肝为风脏，主升主动，情志不舒可致肝火偏旺，阴虚
阳亢，水不涵木，继而阴不制阳，肝之阳气升动无制，形成肝
风内动，或阳亢化风，横穿络脉，风阳上扰，血随气逆，脑内络
脉瘀涩，筋络绌急。 藏伏于异处之伏风与内生之肝风相混，
在肝阳暴亢的引动下成为伏风内动，成为 ＴＩＡ的关键病机枢
纽。 此时予以药物祛邪，一般起到御邪起沉疴之效，成为预
防 ＴＩＡ发生的关键。
３．３　 痰引伏风是 ＴＩＡ的发病之标

《素问》载曰“味过于咸，大骨气劳，短肌，心气抑”，说明
饮食五味偏嗜损伤脏腑，会产生痰涎等病理产物的蓄积进而
影响机体。 东晋张湛在《养生要集》提及“酒者……故能益
人，亦能损人”，说明恣食醇酒，损伤脾胃，酿生湿热痰浊瘀
血，变症丛生，戕害人体。 《本草逢源》指出“久受烟毒，肺胃
不清”，吸用烟草最易损人脾胃，烟性热有毒灼伤阴血，耗气
生痰。 由于 ＴＩＡ的发生基础是以三高为前提，而偏嗜肥甘、
烟毒及酒醇又是三高的重要病因，所以由它们演生成痰是必
然结果，痰邪累积引动体内伏风，导致 ＴＩＡ。 《医方考》载及
“痰涎隐于内而怪症百出，夫人之所难知也”，可见风痰作病
出现诸多症状和 ＴＩＡ临床表现相一致，且风痰易扰神明，上
扰心神，出现神昏，头痛，筋惕肉瞤，肢麻震颤等。 痰浊为有
形之物，伏风夹痰可深入血分，阻滞气机而血瘀，痰瘀可结成
窠囊，伏风匿伏于内，再者痰瘀随伏风而动，难以缴伐，是成
为 ＴＩＡ的主要原因之一。

４　 基于伏风的 ＴＩＡ论治悟萃

临床应用伏风发病理论，不仅要着眼于已发之病临床症
状的缓解，还要注重发病前邪气隐伏之患［１４］ 。 ＴＩＡ 从伏风
论治，当治以扶正固本、搜风祛邪、活血化痰为要。
４．１　 扶正固本兼搜风

中医认为，人体气血充沛，卫气固密，则邪不可伤。 由于
ＴＩＡ的发生之本是正气不足，伏邪内侵，治疗时应先扶正固
卫，搜风除邪。 叶天士论风药时有言“盖邪之所凑，其气必
虚，参术益气，佐以风药，气壮托出其邪”，扶正不仅补虚还
要扶助正气以搜剔伏风之邪。 但大忌呆补，防止闭门留寇之
患。 临床多用人参、党参、黄芪、白术、茯苓、山药以健脾益
气；风邪易伏少阴，施以熟地黄、山茱萸、枸杞子、巴戟天、淫
羊藿、菟丝子、桑葚子、山药等补益肾精；如此，正气足，则邪
无以侵入机体。 然欲动宿根，必搜剔内伏之风，虫类药善走
窜，可加全蝎、僵蚕、地龙以搜风除邪。
４．２　 滋阴养血以平肝

肝肾阴虚、肝风内动为中风先兆重要病机。 阴虚引起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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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内动，与伏风相混，发展成为伏风内动，气血逆乱，上扰清
窍，发为新病。 李中梓在《医宗必读》曰“治风先治血，血行
风自灭”，治疗时法应滋阴养血以平肝，临床多用山茱萸、玄
参、天冬、麦冬等补益肝肾，滋阴生津；用枸杞子、鸡血藤、熟
地、白芍、当归、川芎养血活血，使血足而筋自荣，络通则风易
散。 这样使伏风内动得息，肝阳得平，可加防风、升麻、桔梗
等风药以助滋阴，其中以大秦艽汤为代表方剂。 王泽颖［１５］

认为大秦艽汤为治疗内风效方，可治肝血不足、肝风内动之
中风早期症状。 唐慧清等［１６］认为大秦艽汤为祛风养肝血、
化肝瘀之效方。
４．３　 化痰通络理伏风

ＴＩＡ起病过程常常伴有胰岛素抵抗、血脂异常和血液高
凝状态等，诸多因素导致脑动脉斑块硬化，脑血管异常，从而
形成瘀堵状态，渐继形成 ＴＩＡ［１７］ 。 饮食不节或嗜食肥甘厚
味等均能败伤脾胃，脾虚湿聚，渐生痰饮，与伏风相混，伏风
夹痰发而为病，治以理气健脾、息风定眩、化痰开瘀、活血通
络。 方用二陈汤、半夏白术天麻汤［１８］ 、涤痰丸等为主；药用
川芎去风气、解头风，天麻平肝息风，化痰通络，瓜蒌清肺中
之痰，半夏燥湿化痰，胆南星清火化痰，镇惊定崮，石菖蒲芳
香，可以开窍宁神，化痰祛浊，远志祛痰开窍，宁心安神。

５　 病案分析

患者，男，７２ 岁，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初诊，主诉“发作性
左侧肢体麻木无力 ２小时余”，患者于早饭后突然出现左侧
肢体麻木无力，完全不能活动，向左侧倾倒，伴言语不利，无
头晕，症状持续 ２０分钟缓解，入院前半小时再次发作，症状
相同，持续半小时。 患者发病前 ３ 天进食量减少 １ ／ ３，平素
反应迟钝，记忆力差，纳差，眠差，小便正常，大便干结。 中医
四诊：神志清，精神可，反应迟钝，语声低微，左侧肢体麻木无
力，舌淡红，苔白腻，脉弦滑。 考虑为中风先兆，痰引伏风，处
方：法半夏 １０ ｇ、茯苓 １２ ｇ、橘红 １２ ｇ、胆南星 １０ ｇ、菖蒲 １２ ｇ、
竹茹 １０ ｇ、党参 １２ ｇ、郁金 １０ ｇ、全蝎 １５ ｇ、天麻 １５ ｇ、白术
１２ ｇ、瓜蒌 ２０ ｇ、僵蚕 ２０ ｇ、甘草 ６ ｇ、防风 １２ ｇ、独活 １２ ｇ、穿
山甲 ３ ｇ、水煎 ４００ ｍＬ，分两次服，日 １剂。 嘱患者平素畅情
志，节饮食，适劳逸，慎起居。

１２月 ２８ 日二诊时患者症状改善，上方继服两周；随诊
一月，未出现病情进展。 嘱患者平素注意防护，加强锻炼以
提正气。

按　 患者平素反应迟钝，记忆力差，为正气不足之体，为
病邪潜藏提供了条件，加之年事已高，脏腑功能失调，蕴生内
风，内风与伏邪胶结，生为“伏风”。 饮食不节，影响脾主运
化之功能，水湿运化不利，聚而成痰，痰邪引动伏风，导致
“伏风内动”，发而为病。 痰引伏风停于经络，故肢体无力、
言语不利。 结合舌脉，均为伏风夹痰内阻之证。 治以健脾化
痰，搜风通络。 方中用半夏、橘红、菖蒲燥湿化痰，党参、白
术、茯苓健脾益气以绝生痰之源为君药；因虫类药善走窜，具
有无孔不入之特性，为搜剔伏风之要药，方中加全蝎、僵蚕及
穿山甲搜剔伏风通络，防风驱散外风，独活兼理伏风，共为臣

药；施以瓜蒌、胆南星、竹茹清化痰热，通腑泻热，天麻平肝息
风，郁金清热化痰开窍，五药共起清热化痰，平息内风之功为
佐药。 甘草健脾益气，调和药性以为使药。 本方配伍动静结
合，进退适宜，用于伏风内动之 ＴＩＡ ，恰合其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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