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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研究·

《二续名医类案》中与抑郁症相关医案的
用药规律探讨
李涛 梅妍 张鑫

汪卫东

【摘要】 目的 探讨《二续名医类案》中与现代抑郁症相关医案的病因、病位、病机以及辨证规
律。方法 以《名医类案》、《续名医类案》、《二续名医类案》中的医案为对象，采用 Excel 建立抑郁症
医案数据库，运用频数分析等方法进行总结分析抑郁症的用药规律。结果 医案中涉及的躯体症状有纳
呆、倦怠、汗出、腹胀、不寐、胁痛 6 种，占前 10 名总频次的 53.41%。涉及的治法以理气法最多。方
剂出现频率依次是逍遥散类方＞补中益气汤＞桃仁承气汤＞加味归脾汤＞温胆汤＞六君子汤＞酸枣仁汤
等。药物多数集中于柴胡＞陈皮＞白芍＞郁金＞龙骨＞当归等。结论 《二续名医类案》中抑郁症的病
因、病机以及辨证用药有一定规律可循。
【关键词】 抑郁症；古代医案；用药规律；中药频次

Study on medication rule of depressive disorder in medical records of Er Xu Ming Yi Lei An
LI Tao, MEI Yan, ZHANG Xin, WANG Wei-dong. Guanganmen Hospital,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053,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WANG Wei-dong, Email：prof_wwd@126.com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origin, position, pathogenesis and differentiation rule of depressive
disorder in ancient medical records, Er Xu Ming Yi Lei An. Methods Study medical records in ancient medical
books, Ming Yi Lei An, Xu Ming Yi Lei An, Er Xu Ming Yi Lei An. Adopt Excel to establish medical records’ database
about depressive disorder, and use frequency analysis method to summarize medication rule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for treating depressive disorder. Results Six body symptoms referred in medical records are anorexia,
lassitude, sweating, abdominal distension, insomnia, and hypochondriac pain, account 53.41% in top ten symptoms;
regulating Qi method is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treatment; The most frequently use prescriptions in a descending
order are Xiaoyaosan, Buzhong Yiqi Tang, Taoren Chengqi Tang, Modified Guipi Tang, Wendan Tang, Liujun Zi
Tang, Suanzaoren Tang, et. Most frequently applied medical herbs in a descending order are bupleurum, dried
tangerine peel, white peony alba, tumeric root tuber, fossilia ossis mastoid, and Chinese angelica, et. Conclusion
There are certain rules in the origin, pathogenesis, diagnosis and prescriptions of depressive disorder in ancient
medical records, Er Xu Ming Yi Lei An.
【Key words】 Depressive disorder；Ancient medical records；Medication rule；Application frequency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名医类案》1 全书集录明嘉靖以前历代名医

案，也收录了部分《续名医类案》成书之前未收

治案，是我国第一部以疾病分类编纂的大型医案

之医案。本文重点对与现代抑郁症有关的医案中

［ ］

［2］

专著。
《续名医类案》 成书于清，因鉴于明代《名

的病、证、症、方药进行整理分析，以期归纳出

医类案》所选资料尚多缺漏，明后新见医案颇繁，

中医治疗抑郁症的组方用药规律及思路，在了解

乃杂取近代医书及史传地志、文集说部之类编纂

古代医家宝贵经验和治疗方法的基础上，为今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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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二续名医类案》 收集了《续名医类案》

的临床和科研提供思路与方法。

成书之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初期已故的名医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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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治疗抑郁症医案的处方来源
资料源于《名医类案》、《续名医类案》、《二

续名医类案》。《名医类案》全书集录明嘉靖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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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名医的治案，按病证分类编纂，分 205 门。
《续

频次共 212 次。出现频次在前 10 位的症状合计

名医类案》成书于清，全书分 345 门。
《二续名医

频次为 176 次，占总频次的 83.02%。其中躯体

类案》收集了《续名医类案》成书之后至中华人

症状包括纳呆、倦怠、汗出、腹胀、不寐、胁痛

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已故的名医医案，及部分《续

6 种，合计频次为 94 次，占前 10 位总频次的

名医类案》成书之前未收入之医案，共收集医案

53.41%。可见医案中的症状较为集中，以躯体症

专著 200 余部，选录医案约 15000 则。

状多见。

1.1

2.4

医案的收集：选择《名医类案》、《续名医类

治疗方法分析：医案中与现代抑郁症相关的

案》和《二续名医类案》中收录的中华人民共和

医案 69 篇，其中有较具体方药记载的 44 篇，记

国建国初期以前的历代名医案中，关于“郁证”
、

载相关情志疗法的 17 篇，针刺及其他疗法 3 篇。

“怔忡”、“癫证”、“脏躁”、“百合病”、“哭病”
、

医案中的治法以理气法最多，其次为补益法、清

“神呆恍惚”、“哭笑不常”、“多梦”等数十种病

热法、化痰法、和解法等。不同病种采用治法略

证中，症状描述基本符合现代医学抑郁症（ICD-10

有不同，如郁证以理气法最为多见（22 篇），癫、

诊断标准）的相关症状表现、治法（含针灸、内

脏躁、百合证则以清热化痰法（13 篇）多见。

服外服方药或情志疗法等），记载较全面、具体的

2.5

医案。

中，出现频数在 10 次以上的只有逍遥散及其类方，

1.2

出现频数 3～10 次的有补中益气汤、桃核承气汤

数据库建立：采用 Excel 建立抑郁症病证医

方剂使用情况：有具体方药记载的 44 篇医案

案数据库，包括出处、原文、性别、年龄、症状、

和加味归脾汤。使用频率在前 6 位的依次为逍遥

诱因、发病情形、辨证、治法、用药等内容。按

散类方 12 篇、补中益气汤 4 篇、桃仁承气汤 3 篇、

证型、方药的有无，有者记为“1”，无者记为“0”。

加味归脾汤 3 篇、温胆汤 2 篇、六君子汤 2 篇，

在数据录入前对所有资料根据中医理论进行规范

还包括酸枣仁汤、甘麦大枣汤、小柴胡汤、养心

化处理。

汤等 10 余种方剂的加减。

1.3

2.6

统计学方法：采用 SPSS13.0 软件包，运用频

数分析法进行统计分析。

药物使用情况：医案中共涉及药物 173 种，

药物出现总频次频次≥10 次者为柴胡、陈皮、白
芍、郁金、龙骨、当归、半夏、茯苓、合欢皮、

2
2.1

结果

石菖蒲、远志、酸枣仁、枳实、栀子、竹茹等，

病种分布：本病证医案数据库涉及的病种有

“郁证”、“怔忡”、“癫证”、“脏躁”
、“百合病”
、

3

结语

“哭病”、
“神呆恍惚”、
“哭笑不常”、
“多梦”、
“奔

中医医案中蕴涵了众多医家的用药经验，本

豚气”等 11 种，其中以“郁证”、
“怔忡”、
“脏躁”

研究对这些医案进行整理分析总结，在研究古代

出现率较高，分别占总病案的 47.6%、16.5%、

医案资料中的用药思路、经验的同时，希望从中

14.3%。

找到治疗抑郁症的用药规律，以指导今天的临床

2.2

实践。

发病诱因：在明确记载诱因的病案中，以情

志为诱因者居多，尤其是郁证中情志诱因最为常

参

见（共 14 篇）。病后、过劳也是此类病的常见诱
因。情志诱因中以多种情志混合诱发者居多。单
一诱因中惊恐主要与癫、痫、狂有关；怒、忧、
悲、思则多与郁证、脏躁的发病有关。
2.3

症状情况分析：医案共涉及症状 34 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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