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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风相当于现代医学的急性脑血管病�该病被称之为中风�
是因其发病急骤�变化多端�与自然界善行数变之风相似�故以
“中风”命名。根据中风的发病特点�中医认为中风的病因多与
“风”有关。所谓“风”不外乎“外风”还是“内风”致病两种理论�
多数论述认为唐宋以前以“外风”主论�唐宋以后“内风”学说盛
行�发展至今天临床上多以“内风”为主导�近年来对“外风”学说
又有了新的研究。本文温习古今医家对中风病因病机的认识�
以进一步探讨内风与外风导致中风的病因病机。
1　“外风”致病学说的研究

自《内经》时代�就认为“外风”是中风病发病的重要原因。
如《灵枢·刺节真邪》篇云：“邪气者�虚风也�虚风之贼伤人也�
其中人也深�不能自去。……虚邪偏客于身半�其入深�内居荣
卫�荣卫稍衰�则真气去�邪气独留�发为偏枯”。提出了“外风”
导致中风的理论。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继续丰富了《内经》中
的外风学说�认为内虚邪中是主要的病因�提出了“正气先虚�贼
邪入中”的中风病病因说。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也记载：
“脾胃虚弱�水谷之精�润养不周�致血气偏虚�为风邪所侵�故半
身不遂也”。进一步指出中风是由于气不足�复感风邪所致�治
疗上以祛邪为主�主张“发汗身轻者可治”�“宜温卧以汗�益其不
足�损其有余”�以及补养宣导的方法治疗中风病。陈自明在《妇
人良方大全》中称“中风”为“偏风”�认为其病机“由血气衰损�为
风所客”“令血气不相周荣于肌�故会偏枯也”。到近代的张锡纯
仍坚持中风有外风因素的参与�如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说：
“中风之证�多因五内大虚�或禀赋素虚�或劳力伤神过度�风自
经络袭人�直透膜原而达脏腑�令脏腑各失其职。或猝然昏倒�
或言语謇涩�……或肢体痿废偏枯”。

随着现代医学对感染和卒中关系的认识日益加深�外风在
中风病发病中的作用重新被认识。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 ［1-3］�感
染不但可促进脑卒中急性发作�也对其重要病理基础动脉粥样
硬化的形成和发展施加影响�并且还可增加其他血管病危险因
素的作用。德国 Crau等 ［4］认为近期细菌或病毒感染是脑梗死
的一个危险因素�该研究对197例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与
197例正常对照者进行对比。患者组于发病前1周内感染及合
并发热者（≥37．5℃）明显多于对照组。现代医家也不乏推崇
外风论者�如赵锡武用小续命汤治疗脑血栓�认为其中去风药有
调节发汗中枢�改善血液循环及感觉神经末梢的功能 ［5］。姜德
波等 ［6］对247例老年人脑梗死患者的调查发现�前期感染与老
年脑梗死发病显著相关�期前感染可能是部分老年脑梗死发病
的“扳机”。刘静等 ［7］观察了祛除外风和益气活血两类方药治疗
缺血性卒中的疗效�结果祛除外风和益气活血方药对缺血性卒
中均有一定疗效。许沛虎等 ［8］研究了愈风汤对兴奋性氨基酸
（EAA）加重迟发性神经元死亡（DND）的防治作用�结果发现愈
风汤可降低实验性大鼠 DND 动物血及海马中丙二醛（MDA）含
量�增加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含量�减轻脑缺血所致病理损
害�愈风汤对 EAA 加重 DND 的作用有较好防治作用�且具有

量效关系。
2　“内风”致病学说的研究

内风学说是指中风病的内因�即是脏腑气血功能紊乱�导致
机体阴阳失调而致中风病的发生。《内经》对中风的病因病机除
认识到“外风”因素外�还考虑到了“内风”致病�如《素问·生气
通天论》篇云：“阳气者�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苑于上�使人薄厥”。
唐宋以后特别是金元时期�随着医学争鸣时代的到来�内风学说
得以逐渐盛行�主火、主气、主痰、主虚论纷纷提出。刘河间根据
“六气皆从火化”的理论阐明火热论�谓“中风者�非外来风也�乃
本气自病”；朱丹溪首先创立“痰热生风”之说�“有风病者非风
也�皆湿生痰�痰生热�热生风”。明清以后�很多医家对“中风”
病的病因病机进行了新的诠释�已完全否定“外风”致病学说�认
为该病发生是人体脏腑气血功能紊乱�纯粹是内因所致。明代
张景岳提出“内伤积损”的论点�薛己则强调肝血肾精亏损为中
风之本源；清代叶天士在此基础上认为肝肾精血亏损�水不涵木
而致肝阳鸱张�虚风内动�气血上逆而发为中风；王清任在脏腑
解剖基础上将该病定名为“半身不遂”�认为本非中风而然�“亏
损元气�是其本源”。至晚清�张伯龙、张锡纯、张山雷等又结合
现代医学并根据《内经》中“血苑于上�使人薄厥”之意�提出了
“气血冲脑”之说。至此内风在中风病病因病机中已处于主导地
位。

随着现代科学及诊疗技术的引进�人们对急性脑血管病病
因病机演变做了更进一步研究�认为其病因是“风、火、痰、瘀、气
虚、阴虚”6个方面 ［9］。徐俊峰等 ［10］对缺血性中风病证候演变模
式进行研究发现�中风病是在风、火、痰、瘀等病因相互影响下表
现出的复杂的症状体征。且随着年龄增长�中风病的发病逐渐
增多�而劳累过度、情志刺激等是其诱因�导致肝阳上亢、阳亢化
风生火、风火相煽、炼痰成瘀�气滞腑实。而肝阳暴亢是导致风、
火、痰、瘀、腑实这个级联反应的始动因子�中风病急性期治疗当
以驱邪为主 ［11］。通过对中风病不同阶段四诊资料汇总发现�将
中风病患者发病前3天四诊信息分为气虚血瘀、痰热、气阴两虚
3类；发病第28天的四诊信息分为气虚、痰湿、血瘀、痰热4类；
发病第90天的信息分为气虚血瘀、气虚、痰热、痰湿四类较为合
理 ［12］。包志兰等 ［13］对急性缺血性中风证型研究表明火热症血
中炎性因子 IL-6�TNF-X�IL-B 显著增高�因此认为火毒是急性
缺血性中风的主要致病因素。随着现代环境因素的改变�以及
中风病发病率的增高�人们逐渐认识到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的
影响。王新陆 ［14］又提出大量污染物质侵害超出了机体的自清
能力或者累积过多�必然会导致血液失去其正常状态�或丧失其
循行规律�影响生理功能�因而扰乱脏腑气机的病理现象�即血
浊状态。污染物质伏于血中�蓄积化热�耗伤阴血�且肝藏血�为
“血之府库”�肝血不足也可以引起肾精的亏损�继致肝肾阴亏�
阴不制阳引发肝阳上亢或相火偏亢�导致中风病的发生。
3　内外风共同发挥作用学说

中风病因病机发展简史中�还有很多医家没有将外风、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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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中风病两种理论完全孤立开来�认为两种理论均存在。到
唐代孙思邈在以“外风”为主基础上�注意到了“内风”�提出以五
脏主证立方的方法�认为“风中五脏六腑之俞�亦为脏腑之风”
“凡患风人多热”“凡中风多有热起”等观点�至此内风理论指导
治疗中风病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是他在临床治疗上并没有完全
抛弃外风理论。现代医家认为 ［15］�金元时期的刘完素的论点划
清了内风、外风的界限�是中风病机由外向内的重要转折点�刘
完素主张“降心火�益肾水”为中心的主火论�但是分析刘完素治
疗中风的方药�发现刘完素重视清热药的使用�但疏散外风药的
使用与唐代无异�由此推测刘完素对于中风的认识�在理论上有
所创新�而在实践上仍沿用唐代治法�并未改变以疏散外风为主
的用药习惯 ［16］。南北朝时期的著名医家僧深论治内风偏中�亦
多佳方妙剂�有主半身不遂、不能语、便失音的大八风汤�其方温
凉并用�表里俱治�养正宣邪并举�反映了古人并没有将中风绝
对的分为后世所谓的“外风”与“内风”�其思考颇为全面。《医门
法律》曰：“但内风素盛之人�偏与外风相召……乃原于血虚血
热�夹火夹痰�经络肌表之间�先以有其病根�后因感冒风寒……
随成此证”。清·吴谦也以歌诀的形式阐明内外结合产生中风
的机制：“风从外中伤肢体�痰火内发病心宫�体伤不仁与不用�
心病神昏不语言�当分中络经腑脏�更审虚实寒热痰”。张锡纯
在《医学衷中参西录·治内外中风方》也谈到�中风病的发生“多
先有中风基础�伏藏于内�后因外感而激发。是以从前医家�统
名为中风”。历史上几乎从来就没有单纯的治外风方�如外风论
者广为推崇的续命汤、愈风汤、大秦艽汤等�无一不是内外同治
之方。赵习德 ［17］研究感受外邪与中医中风理论的相关性�从炎
性反应加重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不稳定性�诱发急性脑血管病的
角度出发进行研究�发现有感染病史组与无感染病史组急性时
向蛋白均升高�但有感染病史组较无感染病史组有统计学意义�
外风可以引动内风�导致“中风”。
4　结　语

中风病的病因病机及治疗的研究中�百家争鸣�各有侧重�
经历了“外风”为主时代�以及唐宋以后的“内风”为主时代�近代
临床治疗中风几乎全以“内风”致病�基本摈弃了“外风”学说�但
是随着医学的发展人们已开始重新认识“外风”致病的病因�甚
至提出了内外风相召致病的病因病机。目前对于中风病病因病
机的研究存在几方面的问题：①虽然现代医学对外风致病学说
进行了初步的试验研究�但是缺乏大样本分析�缺乏大规模的临
床研究；②历史上几乎没有单纯的治外风方�被广为推崇的续命
汤、大秦艽汤等都是内外兼治�内外风兼治时如何因时、因地、因
人进行加减目前研究较少�且对祛风方药在临床上治疗中风病
的安全性和合理应用需要进一步研究；③“内风”与“外风”导致
中风病均有一定的临床依据及大量的验案�许多医家已认识到
两者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是缺乏内风及外风相关致病理论的
现代医学分析。把外风与内风放到同一高度进行研究�找出他
们之间的区别点与相关性�寻找外风与内风的治疗时期及配伍�

对于提高中风病的临床疗效�丰富中风病的治疗方法�完善中风
病因病机亦有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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