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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心性漿液性脈絡膜視網膜病變（CSC）是臨床常見眼底疾病，從伏邪論治CSC，邪伏少陰、太陰之

經，累及脾肺腎肝諸臟，痰濕、瘀血順勢阻絡犯目，臨床治以扶正祛邪為主要原則，以保護視網膜視神經上皮細

胞和色素上皮細胞，保護視力為目的，分別從補其虛臟、利水祛濕、托透伏邪、化痰散結、通絡祛瘀等方面論治

其病。 

 

[關鍵詞] 伏邪；中心性漿液性脈絡膜視網膜病變；伏邪理論；論治  
中心性漿液性脈絡膜視網膜病變（central serous chorioretinopathy，CSC）是臨床常見眼底疾病。多見於

青壯年男性，單眼或雙眼發病，臨床以患眼視力下降、視物變暗、變形、變小、變遠，並伴有中央相對暗區為

主要臨床表現[1]。該病為自限性疾病，3-6個月多能自愈，但常反復發作，初次發病一般預後良好，但對於病程

長而不能自愈的患眼，其黃斑長期漿液性脫離，視細胞外節與色素上皮細胞絨毛突觸不能恢復正常生理嵌合，

感光細胞一旦脫離色素上皮層，則會迅速產生變性，從而造成視功能不可逆性的損害[2]。針對反復多次發作的

患眼，則可能造成某種程度的永久性視力減退或視覺異常[3]。 

中醫學典籍中無「中心性漿液性脈絡膜視網膜病變」病名記載，但結合其臨床症狀、病因、病機等，可將

其歸屬於中醫眼科內障疾病「視瞻昏渺、視直為曲、視正反斜、視大為小、視瞻有色、視惑」等範疇[4]。中醫

藥在防治CSC方面有一定優勢，在減少復發、縮短病程、促進滲出吸收、保護視功能等方面取得較好療效。因

該病具有病因不明、發病隱匿、反復發作，且常因過度勞累、精神壓力、情緒波動及特異體質等因素誘發的特

點，結合中醫理論思想，我們認為其與中醫伏邪致病有相似及共通之處，本文擬從伏邪理論方面探討CSC的中

西醫結合診治，以期挖掘CSC治療的新思路、新方法。 

 

1 中醫伏邪理論的詮釋 
1.1 伏邪理論的源流 

伏邪是指藏於體內而不立即發病的病邪[5]。「伏」有隱匿潛伏的含義，「邪」指各種致病因素和各種致病

產物。伏邪理論來源於《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中載有「冬傷於寒，春必溫病；春傷於風，夏生飧泄；

夏傷於暑，秋必痎瘧；秋傷於濕，冬生咳嗽」，明確指出四時所感受的風寒暑濕之邪可潛伏在體內，當即不發

病，後可隨季節氣候變化而發病。最初伏邪理論在諸醫家中主以治療溫病等外感類疾病，直至清代醫家劉吉人

在其著作《伏邪新書》中將伏邪擴大了應用範圍：「感六淫而不即病，過後方發者總謂之曰伏邪，已發者而治

不得法，病情隱伏，亦謂之曰伏邪；有初感治不得法，正氣內傷，邪氣內陷，暫時假愈，後仍複作者，

亦謂之伏邪；有已發治癒，而未能盡除病根，遺邪內伏後又復發，亦謂之伏邪」。 

1.2 伏邪理論的現代認識 

現代任繼學[6]認為伏邪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是指伏氣溫病，廣義則指一切伏而不即發的邪氣，即指包

括情志失調、飲食失節、水飲、痰濁、瘀血等內在的致病因素。現代仝小林[7]在前人伏邪理論基礎上，亦提出

了可應用於治療風濕系統疾病、免疫相關性疾病、過敏性疾病、反復發作性疾病以及各種疑難雜病等伏邪致病

的臟腑風濕理論。伏邪理論的應用不僅局限於溫病，其病六淫者可致伏，其病或外感或內傷者亦可伏而後發，

故凡邪氣伏藏於內，待機而發者，皆可應用伏邪理論。此伏邪理論的應用為後世醫家治療內科雜病、各種疑難



病證、慢性遷延、反復發作性疾病等，提供了理論基礎。這為臨床應用伏邪理論治療csc提供了理論基礎。 

1.3 伏邪致病的特點 

伏邪從來源上可分為外邪和內邪，從性質上可分為陽邪和陰邪，從形態上可分為無形和有形。有六淫邪氣，

有痰濁、水飲、瘀血皆可伏而為邪，伺機而作。伏邪致病的特點：1）隱匿性。伏邪致病非感而即發，而是匿而

不易發，每有誘因使正邪平衡失調乃發而為病，張鑫[8]等亦指出伏邪具有「動態時空」、「隱匿」、「自我積

聚」、「潛證導向」等特徵。2）病因複雜多樣、病情反復。清代王燕昌於《王氏醫存》中言：「伏匿諸病，

六淫、諸鬱、飲食、瘀血、結痰、積氣、蓄水、諸蟲皆有之。」清代醫家劉吉人認為伏邪致病病情多樣：有感

而不即病，過後方發者，或已發者而治不得法，病情隱伏，或正氣內傷，邪氣內陷，暫時假愈，後仍複作者，

或有已發治癒，而未能盡除病根，遺邪內伏後又復發者」。3）纏綿難愈。邪藏匿體內，必影響其氣血津液，故

邪伏日久，氣血津液必然成患，在此基礎上鬱久亦必化熱，氣血津液之患與熱糾纏而使伏邪之病更加纏綿難愈。

4）正氣不足。經言「冬傷於寒，春必病温」、「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於精者，春不病溫」。清代吳鞠通亦

在《溫病條辨》一書中指出：「冬傷於寒則病溫，惟藏精者足以避之。」既有邪伏體內，正氣必然受累，其不

發病者以其正邪力量相當而假以和平共處。待或六淫邪氣由外侵襲招引內伏之濕、痰、瘀等邪，或外邪直中內

虛之臟而伏邪趁亂竄出，或情緒激動氣機逆亂引動伏邪，或其他因素觸動激發伏邪，此刻或內外相合或邪氣積

聚日久而一瞬爆發[9]，邪氣勢猛，正氣奮起抗爭，正邪劇烈相爭而發病。5）誘因引發。邪氣伏於內，外寒引動

內寒，外風引動內風，內外相合，邪氣相對亢盛而發病。《伏邪新書》言「有初感治不得法,正氣內傷,邪氣內陷,

暫時假愈,後仍複作者……有已發治癒，而未能盡除病根，遺邪內伏後又復發」。 

 

2 從伏邪理論論治中心性漿液性脈絡膜視網膜病變 
2.1 從伏邪理論論治CSC的依據 

本病發病病因目前尚未明確，有學者認為與遲發性病毒感染有關，另外有許多臨床研究表明其與體質狀態、

精神狀態如勞累、熬夜、壓力大、內分泌失調、機體應激狀態及糖皮質激素的使用等誘發因素有密切關係[10-12]。

該病為自限性疾病，發病隱蔽，且常反復發作，多次反復發作則可能造成永久性視力障礙。總之，該病不論是

由外感或內因致病，均為遲發性疾病，其發病隱蔽，難以發現直接病因，反復發作，且常伴有誘發因素，病情

表現複雜多樣，療效和預後難以判斷，從這些發病特點上看，符合中醫伏邪理論特點。 

2.2 伏邪致CSC之病因病機 

雖然CSC發病病因目前尚未清楚，但從中醫理論分析，其病因病機可能如下：1）外感內伏：伏邪多為以

風、寒、濕為主的六淫邪氣外襲而潛入於裏，土喜溫燥，易受寒水所侮，故病邪侵於黃斑區，發病時則表現為

黃斑水腫。脾土受累，水濕運化不利，痰濕循經入絡，流注入腎，伏於少陰，舍於視衣。2）七情所致：現代研

究表明[13]，A型性格、抑鬱、焦慮、精神壓力、高血壓等與CSC發病明顯相關。情志不暢可致臟腑失調，肝鬱

氣滯，脾虛肝旺，脾虛濕困。3）飲食、勞傷所致：脾主運化，飲食不當或勞傷則致運化不利而內生水飲、痰濕

等，久則累及諸臟腑，如深則累於腎，其或為致虛之處，亦為藏邪之所，故內生之物聚於少陰腎，水輪瞳神發

病，出則上犯於肺，舍於視衣，此為內生之邪伏而致病。 

CSC為病以邪氣內伏為病因，以正虛邪伏為病機，以痰濕阻絡犯目為表現體徵。1）CSC的發病或由外感

或由內生而伏於少陰腎經（瞳神）及太陰脾經（黃斑），其初感之邪多為無形之邪，如風、寒、濕或七情所傷

等，其伏於體內並導致濕、痰、瘀等有形之邪內停，並借氣血周流於四肢百骸、五官九竅等處，上犯於目竅者

則病目。2）正虛邪伏是CSC伏邪發病的主要病機特點。經言「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夫精者，身之本也。

故藏於精者，春不病溫」。清代吳鞠通亦在《溫病條辨》一書中指出：「冬傷於寒則病溫,惟藏精者足以避之。」

以上皆說明邪氣內伏與正氣是否充足在伏邪致病過程中的關鍵作用。3）以痰濕阻絡犯目為致病關鍵。CSC臨床

表現為水腫性滲出，中醫臟腑中三焦肺脾腎與水液運化排泄關係最為密切。邪氣內伏阻絡，臟腑內傷，津聚成

水濕，或氣鬱日久有化熱之機，灼濕成痰，痰瘀膠結，伏日已久，化生內毒 [14]，故而痰濁瘀毒阻於眼底目絡，



膠纏互結難分，其治之難可知，其向愈日久亦可知。 

2.3 CSC之伏邪所在 

關於邪伏隱匿和發病的部位，歷代醫家各執一詞。西晉王叔和認為寒毒之邪伏於肌膚；隋巢元方於《諸病

源候論》中提出寒毒藏於肌骨；清吳又可、俞根初等倡邪伏膜原之說[15]為後世提及最多；最為普遍接受的是由

宋龐安常提出的邪伏少陰之說，他指出「伏氣為病，謂非時有暴寒而中人，伏毒氣於少陰經，始雖不病，旬月

乃發。其後清葉天士在《三時伏氣外感篇》中指出「春溫一證，由冬令收藏未固，昔人以冬寒內伏，藏於少陰」。

清柳寶詒於《溫熱逢源》中指出「寒邪之內伏者，必因腎氣之虛而入，故其伏也每在少陰」。因此可見伏邪多

隱匿於裏。 

CSC歸屬於中醫眼科內障疾病（瞳神）範疇，另外現代病理學研究又發現，CSC是各種原因導致黃斑區脈

絡膜毛細血管擴張、滲漏,進而引起視網膜色素上皮封閉小帶損害或產生色素上皮脫離，最終導致神經上皮的漿

液性脫離[16]。可見其病變發生於眼底黃斑區，變化規律為從該區深層的脈絡膜向淺層的視網膜發展。按傳統五

輪學說考慮，首先其病位在瞳神，屬少陰腎，不過按現代中醫眼科學者的觀點瞳神內亦有五輪臟腑所屬暨「內

五輪」假說[17]，認為瞳神內黃斑區屬於脾、視網膜色素上皮層組織屬於腎。近代中醫眼科名家陳達夫[18]創眼底

六經分屬學說，就認為眼內一切色素屬少陰腎，黃斑屬太陰脾。按照我們臨床從三焦論治黃斑水腫經驗及視網

膜分層三焦臟腑所屬理念，則認為在眼底黃斑區屬於脾的基礎上，黃斑區視網膜各層又有臟腑所屬暨視網膜內

層的神經纖維層屬於中焦太陰脾經，視網膜外層無血管區的神經上皮層屬於上焦太陰肺經，視網膜色素上皮層

及脈絡膜層屬於下焦少陰腎經，其理論已有論文論述[19]。綜上所述，從中醫理論角度考慮，我們認為CSC病變

其邪伏於少陰腎經（瞳神）及太陰脾經（黃斑），其病始發於黃斑區的脈絡膜層屬於下焦少陰腎經所主，繼發

於黃斑區的神經上皮層屬於上焦太陰肺經所主。 

2.4 伏邪致CSC的臨床表現 

CSC具有發病隱匿、反復發作、遷延難愈的臨床特點。在邪伏於內未發病時一般無明顯的臨床症狀，病發

時有視力下降、視物變形、視物變色等臨床症狀，黃斑區水腫、滲出、色素紊亂等眼徵。《太平聖惠方》曰「眼

通五臟，氣貫五輪」。少陰腎經為病，則腎水不得濟於上，目竅失濡則晦暗昏花。太陰脾經為病，則運化津液

不得，水飲流溢聚於虛處，目絡受傷，視物變形。伏邪潛隱日久，久鬱化熱，灼濕成痰，而成黃斑區黃白滲出

之徵。若病起於過用，腎之陰精進一步損耗，腎陰虧耗，腎精不足，故可成視網膜色素紊亂之眼徵。若患病日

久或反復發作，痰瘀互結，病久入絡，則敗絡叢生，可見黃斑出血。 

2.5 伏邪致CSC的治療 

CSC為病本虛標實，其本虛責之於脾腎，標實責之於痰濕。其基本治則是扶正祛邪，扶正主要採用補、托

等法通過健脾、補腎達到目的；祛邪主要是通過脾、肺、腎臟腑從三焦途徑利水祛濕。另外，應根據不同的發

病時期、反復發作後的不同變證，分別採用化痰散結法及通絡祛瘀法治療變為頑疾的慢性CSC。  

2.5.1 補其虛臟 

CSC伏邪致病的主要病機特點是正虛邪伏，邪伏於少陰腎及於太陰脾。治療上當補腎之陰陽及健運脾土。

補腎之陰者，主以駐景丸或六味地黃丸加減，常予車前子、楮實子、五味子、菟絲子、枸杞子、當歸、地黃、

山萸肉等，補腎陽者，主以金匱腎氣丸加減。補脾者，健運脾土，主以四君子湯或五苓散加減化裁，常予黨參、

豬茯苓、白朮、桂枝、澤瀉、甘草等，健運脾土不可壅滯，視其時機不同而合除濕利水之法助中焦樞轉，脾以

運化樞轉為健。 

2.5.2 利水祛濕 

CSC眼底病變以漿液性滲出為主，故應從中醫津液辨證論治，宜祛其濕邪。中醫祛濕邪的方法以《傷寒論》

最為經典，分為宣肺散水，健脾化濕，溫腎利水等三種治法。從我們利用這三種治法總結的三焦臟腑論治黃斑

水腫的經驗：宣肺散水法主要適用於黃斑水腫位於視網膜外層的神經上皮層，以小青龍湯或二陳湯為主加減；

健脾化濕法主要適用於黃斑水腫位於視網膜內層的神經纖維層，以五苓散或參苓白朮散加減為主；溫腎利水法



主要適用於黃斑水腫位於脈絡膜層及色素上皮層，以真武湯豬苓湯加減為主。另外，由於CSC病發於黃斑區，

故上述三法中健脾利水消腫當為通用之法。 

2.5.3 托透伏邪 

邪氣內伏是CSC反復發作的主要原因。邪氣伏於陰經，病位之深，邪氣之詭，決定了伏邪之祛絕非簡單驅

邪外出，其藏匿深部不易被搜尋發現，故欲除之，需托透邪氣，出於深部至於淺處。托法是外科常用治法，扶

正與驅邪並重，主要運用補益扶正、托透邪出，使病邪移深就淺[20]。托法在CSC中應用，其補益之品主要是黃

芪、黨參等補氣之品，透邪之品主要是細辛、蟬蛻、荊芥、防風等風藥，以開通玄府、透邪外出。龐贊襄[21]治

療CSC的醫案中，每多黃芪、黨參、蟬蛻、木賊、荊芥、防風等扶正透邪之品。 

2.5.4 化痰散結 

CSC病情遷延或者反復發作者其黃斑區可遺留有黃白滲出，神經上皮層、黃斑區組織損傷變性等，導致視

功能損害嚴重，恢復欠佳[22]。其滲出、組織變性等病理變化中醫認為，最初黃斑水腫，存在水濕氣滯、血行不

暢之機，後鬱久化熱，熱灼水濕化而為痰，氣鬱血瘀，血行不暢成瘀，痰瘀邪氣相感互結，而成頑邪。故臨床

上治療多以陳皮、半夏、杏仁、瓜蔞、牡蠣、浙貝母、玄參等化痰散結之品，因痰瘀互相膠結，單化痰或單通

瘀效果皆欠佳，故合以化瘀通絡之品，共散頑邪結聚。  

2.5.5 通絡祛瘀 

伏邪所致CSC，其病情反復，病程纏綿，伏邪阻絡是其致病關鍵，蓋因其病日久，久病入絡，故其治需活

血通絡。莊曾淵等[23]倡「瞳神絡病」之說，認為瞳神絡病多為久病、慢性病，且其病根深伏、病情纏綿等。故

其伏邪所致之慢性CSC當從絡論治。臨床主要以桃仁、紅花、丹參、三七、地龍、土鼈蟲等活血化瘀通絡之品，

絡病病久，正氣受損，病深難解，治需緩圖，故大黃蟄蟲丸小劑可取；氣血伴行，病者感召，故多合柴胡、香

附等行氣之品；痰瘀往往同現互結，故亦需合化痰散結之品。許伊勒[24]等研究表明，複方血栓通膠囊活血化瘀

通絡治療CSC取得較好療效。陳蓉等[25]研究表明，健脾利水活血法在促進黃斑區水腫吸收、恢復視力、縮短病

程、減少復發等方面治療CSC具有明顯的優勢。 

綜上，補、利、托、化、通是治療CSC的基本治法，補是調補脾腎，適用於病變各期，但所補臟腑、所補

程度有偏重；利、托是針對邪伏致病的急性期，臨床症狀典型表現之時應用；化、通則是針對病情反復發作造

成的慢性CSC而採用。 

 

3 小結 
CSC是常見的病情反復、病程遷延的眼底疾病，治療不徹底則會造成永久性的視力損害，故臨床積極治療

至關重要。本文從伏邪致病學說論治CSC，認為邪伏少陰腎經及太陰脾經；脾肺腎肝臟腑功能障礙，痰濕、瘀

血阻絡犯目為基本病機。臨床以扶正驅邪為治則，補、利、托、化、通為基本治法，以保護視網膜視神經上皮

細胞和色素上皮細胞，保護視力為目的。但目前尚缺乏以伏邪學說指導下的CSC的臨床循證醫學研究和基礎實

驗研究，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探討，以期為中醫藥治療CSC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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