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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所刊处方、治法应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乡医加油站乡医加油站

□ 刘德玉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 郭俊田 河南省西华县人民医院

□ 陈全新 陈秀华 李 颖
广东省中医院

赏析

中医对膝骨关节炎的认识

肝肾亏虚、精血不足为本 膝骨关节
炎在中医学中隶属于“膝痹”“骨痹”范畴，病
位在筋骨，其本在肝肾。《素问·阴阳应象大
论》说：“肝藏血，主筋，肝者罢极之本，其华
在爪，其充在筋。”“肾藏精，主骨生髓，其华
在发，其充在骨。”肝藏血而肾藏精，肾精化
肝血。清·张璐《张氏医通》云：“气不耗，归
精于肾而为精；精不泄，归精于肝而化清
血。”即说肝肾同源、精血同源。精血充足，
筋骨得其养，使得筋强骨健。该病好发于中
老年人，且发病率较高，因中老年人随着年
龄增长，肝肾亏虚，精血衰少，使筋骨失于濡
养而不用，筋骨失养，筋不束骨，关节失稳，
屈伸不利，骨质不充，软骨退化，骨质增生，
筋骨结构发生退变而引发膝骨性关节炎。

《张氏医通》云：“膝为筋之府，膝痛无有不因
肝肾虚者，虚则风寒湿气袭之。”所以正气虚
是其发病基础，在此基础上才易感受风寒湿
外邪，故笔者认为，膝骨性关节炎本属虚，肝
肾亏虚为本，而风寒湿侵袭是发病的诱发因
素。

瘀血阻痹为标 瘀血多是指气血失
和、脏腑失调而无力推动血液运行，血液运
行不畅而停滞于血脉之中或外邪入侵、跌打

损伤致使血液离经叛道，溢于脉外，停留于
体内而致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元气虚
则推动血运行之气不足或无力统血，从而导
致血流迟缓或溢于脉外，阻滞经络，形成瘀
血，痹阻关节。《类症制裁·痹症》云：“由营卫
先虚，腠理不密，风寒湿乘虚内袭，正气为邪
所阻，不能宣行，因而留滞，气血凝涩，久而
成痹。”指出正气亏虚，无力抵御外邪入侵，
导致气血凝滞阻塞脉络，久而成痹。《灵枢·
营卫生会》曰：“老者之气血衰其肌肉枯，气
道涩。”瘀血即成，脉络不通，关节失气血滋
养，发为“骨痹”。由此可见，瘀血痹阻是骨
关节炎形成的关键因素。王清任认为痹为
瘀血所致。《医林改错》曰：“痹有瘀血。”高士
宗亦曰：“痹，闭也，血气凝涩则不行也。”早
在《内经》就提出衰老与血瘀的关节，瘀血能
加速人体生理性衰老，而膝骨性关节炎以肝
肾虚弱、筋萎骨衰为本，年龄与发病密切相
关，且随年龄增长，发病率增加，可见膝骨性
关节炎发病机制与血瘀密切相关。

此外，在膝骨性关节炎发生发展的过
程中，跌打闪挫、风寒湿等六淫邪气、七情内
伤、劳逸失度、饮食失调、气候突变等都会导
致瘀血痹阻。

膝骨关节炎中医治则

膝骨关节炎的病因病机特点是肝肾亏

虚与瘀血痹阻并存，属于本虚标实，肝肾亏
虚为膝骨性关节炎发病的根本，瘀血痹阻
为其发病的关键。外因为风寒湿等邪气、
跌打损伤等都是诱发其发病的重要因素。

膝骨性关节炎发病根本原因是中老
年内在的肝肾亏虚，精血不足，运化无力，
筋骨失养。而瘀血既是主要的病理产物，
又是其致病因素。无论是气血亏虚，无力
运行，还是外邪痹阻，都会引起气血运行
不畅，导致瘀血产生。中老年人虚越重，
瘀越重，反之，瘀又会致虚，两者相互联
系，互相影响，形成恶性循环，因此刘老提
出“虚”和“瘀”并存的观点，共同构成了膝
骨性关节炎的病因病机，体现本病的“本
虚标实”。

根据“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思
想，膝骨性关节炎治疗当以补益肝肾、活血
祛瘀、通络止痛为其治则，再根据外邪性质
不同，应用相应的祛风、散寒、除湿等方
法。笔者临床自拟补肾蠲痹汤：黄芪、熟地
黄、白芍、淫羊藿、骨碎补、木瓜、怀牛膝、当
归、丹参、土鳖虫、鸡血藤、三七、甘草，加减
用药，疗效满意。主要取其补肝肾强筋骨，
益气养血，活血通络之功，共奏补虚祛瘀之
效。若偏热者加益母草、蒲公英；偏寒者加
桂枝、肉桂；偏湿者加薏苡仁、苍术、黄柏；
偏阴虚者加枸杞子、山药；偏阳虚者加鹿角
胶、巴戟天；偏血虚者加阿胶；肝气郁结，久

郁化火者加合欢皮、郁金、茯神等解郁安
神。

典型病案

鲁某，男，68 岁，2015 年 3 月 10 日来
诊。诉：双膝关节疼痛活动受限 10 年余，
加重1年。患者10年前开始反复出现双膝
关节疼痛，疼痛较轻，未予重视。1年前双
膝关节疼痛加重，活动时疼痛加重，并伴有
膝软欲跌现象，休息后症状稍减，确诊为

“双膝骨性关节炎”。患者乏力、懒言，出汗
畏风寒，失眠，面色少华，痛苦面容，舌质暗
淡，苔薄白，舌下脉络瘀曲，脉细涩。

辨证属肝肾亏虚，瘀血痹阻。治宜补
益肝肾，活血止痛，祛瘀通络。选用自拟补
肾蠲痹汤加减：黄芪 30g，熟地黄 15g，白芍
15g，淫羊藿 12g，肉苁蓉 12g，黑附片 6g（先
煎），木瓜 15g，骨碎补 12g，怀牛膝 15g，当
归 12g，丹参 15g，土鳖虫 12g，延胡索 12g，
鸡血藤 15g，夜交藤 15g，合欢皮 12g，三七
10g（冲服），茯苓 12g，甘草 10g。14 剂，水
煎服，分早晚温服。

3月24日复诊：双膝关节疼痛明显减
轻，双膝肿胀已消，畏风寒、乏力、失眠等症
状改善，根据效不更方原则，继续服用上
方。

患者年老体弱，肝肾亏虚，肾精虚弱，

无力化肝血，致使血不荣筋骨，不荣则痛，
出现膝关节疼痛、筋脉拘挛、屈伸不利、
活动受限等；气血不足，累积日久，运行
失常，致气滞血瘀，痹阻关节，不通则痛，
故见关节疼痛拒按、面色无华、少气懒
言、舌质暗淡、舌下脉络瘀曲、脉细涩等；
血不利则为水，可见关节肿胀。方中重
用黄芪取其补气健脾、升阳举陷，其善入
脾胃经，补气之圣药，取“气为血之帅”

“气行则血行”之意，间接起到祛瘀止痛
的效果，熟地黄归肝肾经，补血益精、补
肾填髓，两药共为君药，共奏补肝益肾，
祛瘀生新；淫羊藿、肉苁蓉、骨碎补补益
肝肾，强筋健骨，怀牛膝补益肝肾、强壮
筋骨、活血化瘀，引药下行，助君药补肝
益肾、筋坚骨强之功；痹病日久，肝肾亏
虚，日久气血不足，无力鼓动血脉，停留
于骨关节局部，形成瘀血，不能濡养筋骨
脉络，不通、不荣而痛，以当归、丹参、土
鳖虫、延胡索等补血养血，活血通络，祛
瘀止痛，三七具有化瘀不伤正的优点；木
瓜、鸡血藤尤专入肝益筋走血，舒筋活
络，7 药共为佐药，寓“通则不痛”“荣则不
痛”之理，同时还寓“治风先治血，血行风
自灭”之意；黑附片散寒止痛，补火助阳
以驱寒；茯苓利水消肿；夜交藤、合欢皮
解郁安神利睡眠；白芍养血敛阴，柔肝止
痛，与甘草相配缓急止痛，甘草还具有调
和诸药功能。诸药合用，既着眼于补益
肝肾以治其本，又着眼于活血化瘀、通络
止痛以治其标，并兼顾祛风散寒，除痹
痛。标本同治，补通结合，补而不滞，通
不伤正，补益肝肾而益精髓，活血化瘀而
通血脉，使精血旺盛而筋骨强健，瘀血得
去而新血得生，共奏补益肝肾、活血逐
瘀、通络止痛之功。

膝骨性关节炎当从虚、从瘀论治

闭症与脱症在中医内科文
献中大部分都是在中风后病，
情严重时提出，必须辨闭症与
脱症。

在临床实践中，闭症与脱
症不但在中风症中有闭症和脱
症，而在其他病中也有闭症和
脱症。笔者认为闭症属实，如
温病髙热神志昏迷、牙关紧闭、
四肢抽搐等。癫痫发作时神志
不清、牙关紧闭、四肢抽搐等。

脱症属虚，在其他严重疾
病中也有脱症。如髙热、出汗
过多，或急性肠炎脱水、急性中
毒性痢疾、失血等，均会造成脱
症。

闭症

闭症是中风中的危候，有阳
闭、阴闭之分。不论阴闭或阳闭，均属实证，症
状为突然晕倒；轻者轻度昏迷，呈朦胧嗜睡状
态。重者；深度昏迷，鼾睡不知人事。因邪深病
重，此型病情危笃，死亡率高，应时刻观察病情，
中西医结合积极抢救。

阳闭：邪气内陷，脏腑功能不通而出现神志
深度昏迷、牙关紧闭、两手握固、痰涎壅盛、二便
不通等，或面赤身热、烦躁不安、脉弦数有力等，
或弦洪数，舌苔黄腻。治疗：宜辛凉开窍，清肝
息风，选用至宝丹，每次1粒灌服。

阴闭：痰湿重浊而难化，痰邪湿浊蒙蔽清窍
而致神志昏迷，轻者轻度昏迷，呈朦胧嗜睡状
态；重者重度昏迷、鼾睡呼之不应、静而不烦、四
肢不温、痰涎壅盛、舌苔白腻、脉沉缓等。治疗：
宜辛温开窍，除痰息风，首选苏合香丸，每次1~2
丸，研细温开水送服。

脱症

为虚症。中风脱症为暴脱、大汗淋漓、汗出
如油、四肢厥冷、撒手遗尿（尿失禁）、脉沉细如丝
等。但是脱症并不只限于中风，其他疾病也能导
致脱症，如久病虚损、气、血、精、津、液大泄，精气
受损，即将消亡，气息似微，以达阴阳离决，精气
乃绝的地步，出现大汗淋漓，脉细似无等。治疗：
宜回阳固脱，参附汤加味。处方：人参50g，黑附
子30g，鲜生姜15g，黄芪60g，山萸肉30g，水煎，
少量频频灌服。人参大补气血；黄芪、山萸肉，既
补气又补血；黑附子、生姜，温通十二经以温中回
阳。有条件的地方可用参附注射液静滴。

闭
症
与
脱
症
的
治
疗

中医对失眠的认识

失眠属于中医学“不寐”的范畴。关
于它的病因，历代医家论述,各有所长。
具有代表性的是明代张介宾在《景岳全
书·卷十八·不寐》中所云:“一由邪气之扰,
一由营气不足耳……”张氏之论较为确切
实用,“心受外邪侵袭，失去对其他脏腑的
指挥能力，继而出现不寐。营气不足(大
病、久病、温热病、恶性病心营暗耗)减弱
了与其他脏腑交通互助功能，主导功能继
而无权，以致不寐。《内经》有“目不瞑”“不
得卧”“不得眠”“多卧”等别名。

岭南陈氏针法在治疗失眠的理论
目前对失眠的治疗方面，临床上还是

主要的选择西医药物治疗，特别是在基层
医疗单位，由于顾及西药的副作用，同时
许多医生常对失眠不作处理，这样做会造
成不利的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认知功
能明显受损，且和抑郁症、创伤后应激障
碍以及其他许多疾病的发生有关，但服用
西医常用的安眠催眠药物，可导致明显的
临床副作用。而中医方面具有确切的疗
效，副作用小，特别是针刺治疗，如“岭南
陈氏针法”，在继承传统针刺的基础上，在
手法上实现无痛、准确、快速进针、防止污
染等效果，从而让患者大大提高依从性；
在补泻上创造出分级补泻法，让不同体质
失眠患者实现补泻的量化操作；同时针刺
时采用导气手法，飞经走气，气至病所，从
而大大提高临床疗效。因此只要充分掌
握岭南陈氏针法的针刺要领和相关的辨
证理论体系，其疗效比其他疗法具有较明
显优势，因此是一项值得基层医院推广的
中医特色诊疗技术。

案例1

罗某，女，20岁，因“入睡困难 2年，
加重1月”就诊。患者近因受惊后出现心
悸，遇事善惊，气短倦怠，睡不宁加重，梦
多，易于惊醒，小便清长，舌淡，苔薄白，脉
细。

诊断：不寐（心胆气虚型）。
治则：益气镇惊，安神定志。
主穴：神门（左）、安眠（左）、内关

（右）、三阴交（左）、足临泣（右）。
治法：内关（右）、足临泣（右）用补法，

进针得气后，运针以慢按轻提为主，配合
小角度捻针；余穴用平补平泻法。留针
20分钟，足临泣（右）照磁灯，在留针期间
每隔 10 分中运针催气，以加强经络气血

调和。
耳穴贴压：心、胆、神门穴，以王不留

行籽贴压。嘱患者自行按压穴位，每日
5~6次，每次 10~15分钟，睡前宜久按压。
每天治疗1次。

第2日二诊：患者入睡困难明显好
转，多梦较前减少，易惊减轻，每晚可睡
5~6小时，舌质淡，舌苔薄白，脉细。

取穴：百会、安眠（右）、神门（右）、内
关（左）、足临泣（左）。针刺足临泣（左）
时，进针得气后，运针以慢按轻提为主，配
合小角度捻针。余穴刺法，平补平泻。留
针20分钟，足临泣左照红外线灯。

3~6诊（分别是3~6日）：患者面露喜
色，诉眠佳，每晚可睡 6~7小时，舌淡红，
苔薄白，脉缓。辨证交替选神门、内关、安
眠、足临泣、心俞、胆俞、肝俞。

7~10诊（分别是7~10日）：患者神清
气爽，喜诉夜可宁睡，神疲、心悸、善惊改
善，舌脉平。为巩固疗效，仍旨原意，隔日
1次，再经1疗程针治后，诸症平。

患者本次发病是因受惊致心、胆经气
失调，心虚则神不内守，胆虚则少阳之气
失于升发，故遇事易惊，神魂不安，导致失
眠加重。治疗以益气镇惊，安神定志为原
则。神门为心经原穴，针刺之可益气镇
惊，安神定志；三阴交为足三阴经交会穴，
可调理脾肾气机，使三阴之经得以平衡而
协调阴阳，如《针灸甲乙经》说：“惊不得眠
……三阴交主之”；内关为心包经之络穴，
具有宁心安神之效；安眠为经外奇穴，具
有宁心安神之效。足临泣为胆经俞穴，具
有镇惊之功效，辨证交替选配有关背俞，
诸穴合用，可收安神益智之效。治疗期间
嘱患者注意调理神志，合理生活作息，增
加户外运动，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案例2

梁某，男，27岁，因“入睡困难 4年，
加重1周”就诊。诉于1周前因工作劳累，
出现入睡困难、多梦易醒、每晚可睡 3~4
小时、醒后自觉头部胀痛、神疲肢倦、纳
呆、舌质淡、舌苔薄腻、脉稍数。

诊断：不寐（心脾两虚型）。
治则：健脾益气、养心安神。
主穴：神门（左）、三阴交(右)、安眠、

足三里(左)、内关(右)。
治法：三阴交右、足三里左、内关右用

补法，进针得气后，运针以慢按轻提为主，
配合小角度捻针；余穴用平补平泻法。留
针20分钟，足三里左照神灯，在留针期间
每隔 10 分钟运针催气，以加强经络气血
调和。左右交替取穴，连续针刺3次，日1
次。耳穴贴压：心、脾、神门穴，以王不留
行籽贴压。嘱患者自行按压穴位，每日

5~6次，每次10~15分钟，睡前宜久按压。
第2日二诊：患者入睡困难明显好

转，每晚可睡 6~7 小时，舌质淡，舌苔薄
白，脉细。取穴：百会、安眠右、神门右、内
关右、照海左（用补法）、阴陵泉右。针刺
照海左时，进针得气后，运针以慢按轻提
为主，配合小角度捻针。余穴刺法，平补
平泻。留针20分钟，照海左照神灯。

第3日三诊：患者神情舒缓，面露喜
色，眠佳，每晚可睡 7~8小时，舌质淡红，
舌苔薄白，脉缓。取穴：安眠左、足三里左
（用补法）、三阴交右。针刺足三里左时，
进针得气后，运针以慢按轻提为主，配合
小角度捻针。余穴刺法，平补平泻，留针
20分钟。

第4日四诊：患者神清气爽，喜诉夜
可宁睡，舌脉平。为巩固疗效，仍旨原意，
隔日1次，续治疗3次后，诸症平，病愈矣。

患者本次发病是因劳倦太过伤脾，脾
气虚弱，运化失调，气血生化乏源，不能上
奉于心，心神失养而致不寐。脾虚运化功
能减弱则出现纳呆。治疗以健脾益气，宁
心安神为原则。神门为心经原穴，针刺之
可益气镇惊，安神定志；三阴交为足三阴
经交会穴，可调理脾肾气机，使三阴之经
得以平衡而协调阴阳，如《针灸甲乙经》
云：“惊不得眠……三阴交主之。”安眠穴
为经外奇穴，具有宁心安神之效。辨证交
替选用上穴，可收安神益智之效。治疗期
间嘱患者注意调理神志，合理生活作息，
增加户外运动，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案例3

李某，女，45 岁，因“反复出现入睡
困难2年，加重3月”就诊。病始于工作劳
倦后渐现入睡困难、睡后易醒、多梦等，伴
神疲、心悸、夜尿频、腰酸耳鸣、劳累或思
虑过度时加重，每晚仅睡 2~3小时，舌边

尖红，少苔，脉细数。
诊断：不寐（心肾不交）。
治则：滋阴降火，交通心肾。
主穴：三阴交（左）、内关（右）、安眠

（左）、太溪（左）、照海（右）。
治法：三阴交、内关、安眠用平补平泻

法；太溪、照海用补法，每日 1次，每次留
针 20 分钟，10 次为 1 疗程。耳穴取：心、
肝、肾、神门，左右交替取穴，以王不留行
籽贴压。嘱患者自行按压穴位，每日 5~6
次，每次3~5分钟。

第2日二诊：患者入睡困难、多梦、口
干等症状好转；纳可、大便干、尿频减，舌
质淡，舌苔薄白，脉细。按前治则选三阴
交（右）、安眠（右），加心俞、肾俞，以加强
降心火、滋肾阴的作用。

3~6日三到六诊：患者神情舒缓，眠
可，尚多梦，每晚可睡 7~8 小时，五心烦
热、口干等阴虚症状续改善，舌质淡红，舌
苔薄白，脉细。论治合度，按首诊辨证选
穴。

7~10日七到十诊：患者神清气爽，喜
诉夜寐良好，五心烦热、口干等症状明显
改善。

休息一周后继续按原治则交替选穴，
隔日1次，从第2疗程后，诸症平，病愈矣。

病始于过度劳倦，加之更年期将至，
肾阴耗伤，阴衰于下，不能上奉于心，水火
不济，心肾失交而不寐。治以滋阴降火，
交通心肾为主。内关为八脉交会穴，通于
阴维脉，可泻心火，宁心安神；安眠为经外
奇穴，为治疗失眠的经验穴；三阴交，为
肝、脾、肾三经交会穴，可调理肝、脾、肾；
太溪、照海，太溪为肾之原穴，照海为八脉
交会穴，通阴跷脉，起滋阴降火的作用，心
肾得通，阴阳调和，故病可愈。在施治期
间，嘱患者注意劳逸结合，作适当户外活
动，饮食宜清淡，勿食辛辣。

“岭南陈氏针法”治失眠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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