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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粥样硬化肾动脉狭窄(ARAS)是引起终末期肾脏病的

1.3

多虚多瘀是动脉粥样硬化肾动脉狭窄的主要病机

重要原因,它的发生、发展是一个渐进而又缓慢的过程,对其早

气血互根互用,气血失常导致气滞血瘀,气血失和,不荣经

期干预治疗以防止和延缓肾功能不全的进展是非常重要的。迄

脉,产生经脉瘀阻不通等。ARAS 多由眩晕、消渴等失治而来,

今为止,现代医学对 ARAS 尚缺乏有效的治疗措施,即使介入治

随着疾病的进展,出现靶器官损害,病理变化甚为复杂,特别是

疗也不能解决主要临床问题。中医药在防治慢性肾功能衰竭和

有肾损害的患者,随着疾病的进行性发展,肾功能不全的进行

动脉粥样硬化(AS)方面所取得的疗效已经得到医学界的认可,

性加重,病机变化为虚实夹杂,其病在血脉,根在脏腑。虚为脾

但笔者通过系统检索只发现 2 篇涉及 ARAS 领域的中医研究文

肾虚,实为水湿、湿热、湿浊、瘀血,疾病过程中多有“因虚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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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

,可见其相关中医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笔者在跟从导师

瘀”和“久病入络”的基本病机。

饶向荣临证过程中,总结了导师对 ARAS 的中医病因病机的认

各种病因引起气虚气滞,血脉凝涩成瘀,湿瘀阻滞气机,升

识,并在此基础上指导治疗,取得较好效果。现介绍如下。

降失常,痰饮流注血脉,着而不去,产生水湿、湿热、痰热、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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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瘀血等病邪,湿热痰浊瘀血互结,脉络闭阻,痰瘀梗阻,先痰

病因病机

1.1

脾肾气虚是动脉粥样硬化肾动脉狭窄发生的主要内因

后瘀,痰瘀胶结,血管堵塞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狭窄甚至闭塞,

ARAS 患者往往饮食不节,嗜好肥甘厚味。《素问·痹论》

而发生 ARAS。后渐出现脾肾受损,脾肾阳虚,阴寒内盛,痰浊易

云：“饮食自倍,肠胃乃伤。”甘性缓,缓则脾气滞,脾气匮乏,

生；肾阴不足,肝失所养,多致肝阳上亢,肝郁不达而使气滞血

不能运化水湿。水湿内停,导致气机升降失司,阳用不宣,阴霾

瘀加重,产生的痰浊、血瘀、气滞和寒凝等进一步阻塞血脉。

四布,湿浊厥逆；脾主升清降浊失常,导致脂浊入脉中成痰浊,

后期甚至脾肾衰败而出现多种内生之邪交织的复杂病机变化,

壅阻血脉,滞而为瘀,痰瘀阻滞血脉,遂成 AS。
《素问·生气通

如水瘀互结、痰凝血瘀、瘀热内生、瘀毒阻脉等。

天论》曰：“味过于甘,心气喘满。”故见 ARAS 患者常伴心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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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治原则

突发肺水肿等情况。肾为先天之本,秉赋不足、后天失养、久

临床上 ARAS 患者往往表现复杂,属虚实夹杂之证。其正虚

病耗损或年老体衰均可导致肾精亏虚。人到中年,肾元渐亏,

证型常见脾肾气虚、脾肾阳虚、脾肾衰败、气阴两虚、肝肾阴

肾气渐衰。肾阳虚衰则不能鼓动五脏之阳,血脉失于温煦,痰湿

虚、阴阳两虚 6 型；邪实证型则常见湿热证、水湿证、湿浊证、

内聚,鼓动无力而痹阻不通；若肾阴亏虚,则不能滋养五脏之阴,

痰湿证、血瘀证。但各证型之间常相互关联,相互转化,各证型

血脉失养；或虚火偏旺,灼津成痰,痰浊痹阻血脉,发为 ARAS。

互见,如湿热夹瘀、湿浊夹瘀、痰湿郁热等。中医治疗应针对

肾主元气,而元气为一身诸气之根本,《医林改错》云：“元气

ARAS 的主要发病机理,依据 ARAS 气血阴阳的失调情况、瘀血

既虚,必不能达于脉管,血管无气,必停留而瘀。”肾气虚无力驱

湿浊痰热邪气的多少、肾功能的好坏、肾动脉狭窄的情况,常

邪外出,形成瘀血,可导致 ARAS 的缓慢进展。

分为脾肾气虚型、肝肾阴虚型、脾肾阳虚型、脾肾衰败型、气

1.2

滞血瘀型、湿热互阻型、痰热互阻型、湿浊弥漫型等,采用补

痰湿、瘀血是动脉粥样硬化肾动脉狭窄发生发展的主要

病理产物
《素问·举痛论》曰：
“百病生于气。
”人到中年,气血渐
虚,阴气自半。气为血帅,气行则血行,气虚则血运不畅,脉道不

益肝脾肾、益气活血、清热利湿、利湿泄浊等治法。
3

临床用药特点
常用药物有生黄芪、太子参、党参、当归、川芎、赤白芍、

利,血脉失养,血液瘀滞；又阴虚虚火灼津,津亏液少,脉道干涩,

车前、鸡血藤、大黄等,其中生黄芪、太子参或党参益气,充达

无力营养血脉,阴虚阳亢,日久阴虚脉枯,引起缺血性肾脏病。

气血生化之源；当归、赤芍活血养血；川芎行气；茯苓、白术、

元代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中提出“痰瘀同病”,痰浊内生,

泽泻、车前利水渗湿泻浊。若呕吐者加藿香梗、紫苏梗、清半

易阻碍气机,气机不利则瘀血内生。脾阳不足,脾运失健,水谷

夏和黄芩；腹胀便秘者加枳实；皮肤瘙痒者加白鲜皮、生熟地

精微化生异常,精微物质化生不足,津液相对过剩成湿,饮食中

黄、丹参；关节疼痛、四肢抽搐者加煅龙牡；咽干口燥、腰酸

的糟粕、杂质混入营血化浊。血水同源,血脉不行,痰湿不能运

腿软选用南北沙参、女贞子、墨旱莲、生地黄等。针对慢性肾

化,痰凝气滞,痰郁化火,形成湿热、痰热。因此,《临证指南医

脏病久病正气不足为本,疾病过程中多有“因虚致瘀”和“久

案》指出：“初病湿热在经,久则瘀热入络。”

病入络”的基本病机,临床遵从《灵枢·终始》提出“阴阳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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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前期综合征(PMS)是指妇女在月经周期的后期(黄体期)
反复周期性出现涉及身体、精神和行为的症候群,多在月经来

分为以下几类,每一类都分别与相应的月经前后诸症密切联系。
1.1

肝郁气滞质

潮后自行恢复到没有任何症状,主要表现有烦躁易怒、失眠、

此型体质的女性多因工作、生活压力大,或情志不畅,性格

紧张压抑以及头痛、乳房胀痛、颜面水肿等,严重者可影响妇

内向不稳定,忧郁敏感,烦闷不乐,进食后易胃胀,舌淡红,苔薄

女的正常生理。本病根据其临床表现的不同,分属于中医妇科

白,脉弦细。经行前后常可有乳房胀痛,甚则有块；经前精神抑

“经行乳胀”、
“经行浮肿”、“经行泄泻”、“经行头痛”、“经行

郁,伴有少腹胀痛,经后缓解。此型体质患者病程日久易气郁化

身痛”、“经行感冒”、“经行情志异常”、“经行发热”、“经行

火,引起肝火旺,甚至肝肾阴虚而出现经行发热、经行头痛、经

口糜”等范畴,也被统称为经行前后诸症。诸病病因病机虽各

行情志异常等。临床常用疏肝解郁法调治,方选逍遥散、丹栀

有不同或侧重,但总体上都和女性体质及特殊生理密切相关,

逍遥散、柴胡疏肝散,常用药物有柴胡、牡丹皮、香附、青皮、

在辨证施治时宜从总体上把握。笔者现将临证辨治思路从以下

郁金、当归、白芍等。当肝郁化火时,则首推丹栀逍遥散；气

几个方面进行总结。

滞血瘀时,常用桃红四物汤、血府逐瘀汤、通窍活血汤等,药用

1

红花、桃仁、泽兰、穿山甲、鸡血藤、丹参、牛膝等。

辨证务必结合辨妇女特殊体质,使治疗更具针对性
月经前后诸症的发生发展与体质有着密切的联系,体质盛

1.2

肝肾阴虚质

壮者,或先天禀赋充足,或后天长养得当,月经调和,经期无明

此型体质的女性多有禀赋不足,或有久病、失血、多产史

显不适；体质有某种倾向者则可能出现机体不适应经期前后气

等,体型偏瘦。平素易口燥咽干,喜冷饮及清润食物,时感腰酸

血的变化,脏腑功能紊乱而出现月经前后的诸多病症,日久失

腿软,劳后明显,或面色潮红、有烘热感,双目干涩,唇红微干,

治甚至可以变生他病。根据临床实践经验,笔者将女性体质大体

皮肤干燥、易生皱纹,耳鸣,寐差,大便干燥,小便短涩,舌红少

不足,补阳则阴竭,泻阴则阳脱。如是者可将以甘药,不可饮以

小便短少,大便溏。辨证为气虚血瘀,湿浊内蕴。治以益气活血、

至剂”的理论,使用甘养通补之品,侧重于益气养血活血、利湿

利湿泻浊。处方：生黄芪 25 g,当归 15 g,白芍 20 g,黄芩 15 g,

泻浊。

鸡血藤 15 g,车前 30 g,益母草 12 g,党参 20 g,赤芍、桃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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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花各 10 g,牛膝 12 g,熟大黄 9 g,代赭石 15 g,茯苓 20 g,生

典型病例
患者,女,63 岁。有过敏性哮喘史近 50 年,高血压病史 16

龙牡各 20 g。每日 1 剂,水煎服。守方 30 剂后,患者胸闷喘憋、

年,慢性泌尿系感染史 13 年。查体：BP 180/95 mm Hg,胸廓对

水肿症状消失,头晕、头痛症状减轻。复查：血肌酐 129 µmol/L,

称,双肺呼吸音清晰,未闻及干湿啰音。心率 60 次/min,心律齐,

血尿素氮 6.6 mmol/L。守方随证略加减。再诊时患者生活自

听诊第二心音亢进,各瓣膜听诊区未闻及病理性杂音。腹平软,

理,无喘憋、水肿,偶有头晕。查：血肌酐 91 µmol/L,血尿素

无肌紧张,略有压痛,无反跳痛,肝脾肋下未触及,双肾区无叩击

氮 7.69 mmol/L,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3.17 mmol/L,余正常。

痛。腹部移动性浊音(-),双下肢轻度指凹性水肿。全血细胞分

5

结语

12
析：红细胞 3.08×10 /L,血红蛋白 99 g/L,余正常。尿常规(-)。

ARAS 的发病率逐年升高,临床上需加强该病的早期诊断

生化：
血肌酐 138 µmol/L,血尿素氮 5.7 mmol/L,尿酸 438 µmol/L,

和积极干预治疗,以保护或恢复患者的肾功能,改善预后。从临

总胆固醇 7.1 mmol/L,三酰甘油 1.9 mmol/L,余正常。头颅 CT：

床实际出发,明确 ARAS 的中医证候规律,进行缺血性肾脏病的

左侧基底节区陈旧腔隙性梗死。颈动脉超声：双侧颈动脉硬化

中医药干预研究,提高缺血性肾脏病的临床疗效,减轻现行西

伴多发斑块形成。尿蛋白 24 h 定量 4.8 mg。双肾超声：右肾

医治疗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具有非常重要的临床意义。

8.4 cm×4.7 cm,实质 1.2 cm；左肾 9.8 cm×4.1 cm,实质 1.4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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