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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论著·

何庆勇运用酸枣仁汤治疗顽固性失眠经验
周光春
失眠为临床常见病症，长期失眠严重影响人

欲摄血自养，虽睡眠时脑部仍虚性充血，故虚烦
［4］

体健康。失眠属中医“不寐”范畴，最早见于《难

不得眠。当代经方家黄煌

亦认为酸枣仁汤的方

经•六十四难》
“卧而不寐”
；汉代医圣张仲景《伤

证是体质虚弱者症见睡眠障碍，心悸、多汗、脉

寒论》《金匮要略》将失眠归为“不得眠”“不得

细数者。

卧”
，以酸枣仁汤、栀子豉汤、黄连阿胶汤等治疗。

酸枣仁汤组方遵肝虚治则“夫肝之病，补用

何庆勇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心内科副主

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药调之”
。方中酸枣仁

任医师，酷爱伤寒，笃尊经方，常重剂起沉疴，

味酸甘，归心肝经，养肝血、益心阴，故重用；

颇有临床心得。笔者有幸跟随何老师学习，观察

知母苦甘寒，归脾胃肾经，滋阴清虚热而清心除

何老师运用酸枣仁汤治疗顽固性失眠，得心应手，

烦安神；茯苓甘淡平，归心脾肾经，健脾宁心安

效如桴鼓。现仅就其运用酸枣仁汤经验介绍如下，

神；甘草甘平，归心脾肾经，健脾培中养心；川

以飨同道。

芎辛温，归肝经，通畅气血。本方用药动静结合、
补中有散，共奏养肝血宁心神、清内热除虚烦之

1

酸枣仁汤方证

功。

酸枣仁汤出自《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并
治第六》
“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主之”
，由 5

2

味药物组成：酸枣仁二升、甘草一两、知母二两、

2.1

茯苓二两、川芎二两，用于治疗肝血不足、虚热

核心要点之一是注重方证辨证，主张“有是证用

［1］

酸枣仁汤临证经验
注重方证辨证：何老师临床运用酸枣仁汤最

扰神所致失眠。尤怡《金匮要略心典》 说：“人

是方”
，诗云“世医皆羡神仙术，不悟仙术藏经书；

寤则魂寓于目，寐则魂藏于肝。虚劳之人，肝气

我得仲景平易法，方证辨证百病除”5 。方即所用

不荣，则魂不得藏，魂不藏故不得眠。
”明确指出

药方，证即患者所表现的证候，有酸枣仁汤方证

肝气不荣、肝不藏魂能导致失眠。岭南著名伤寒

才能以酸枣仁汤原方治疗，
《金匮要略》所论症状

［2］

［ ］

派医家陈伯坛《读过金匮卷十九》 说“本证实觉

为“虚劳虚烦不得眠”，文字简洁，却点出了酸枣

心气之不足，则虚有其眠也，偏多烦状以随形。”

仁汤的方证，即虚劳的人出现心烦、失眠就可使

认为不得眠是因心气不足所致。近代医家陆渊雷

用本方。仲景之书，重在字字珠玑，对于“虚劳”

［ ］

《金匮要略今释》3 从神经血管方面进行释注，认

的理解，细读原文“夫男子平人，脉大为劳，极

为正常人卧位时血液流向下部、脑部较贫血就能

虚亦为劳”指出虚劳的脉象：有外无内、按之豁

入睡，虚劳之人因营养不足而神经衰弱、神经常

然中空、脉跳动无力；
“男子面色薄者，主渴及亡
血，卒喘悸，脉浮者，里虚也”指面色苍白无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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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口渴、有出血、气喘、心悸、脉有外无内都
是里虚的表现；
“男子脉虚沉弦，无寒热，短气里
急，小便不利，面色白，时目瞑，兼衄，少腹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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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劳使之然”指出气短、腹部拘急、尿不畅、

痹阻，表现为胸闷、胸痛及背、气短，则叠用瓜

精神不振总想睡觉、鼻出血等都是虚劳的表现；

蒌薤白半夏汤（瓜蒌、清半夏、薤白等）
；若兼见

“劳之为病，其脉浮大，手足烦，春夏剧，秋冬

痰热壅肺，表现为咳嗽咳痰、痰黄黏稠、脉浮滑，

瘥，阴寒精自出，酸削不能行”虚劳亦表现为：

则叠用《千金要方》苇茎汤（芦根、薏苡仁、桃

手足心烦热、遗精、体瘦、动则身酸等。何老师

仁、冬瓜仁等）
；若兼见肝郁气滞，表现为性情急

通过多年临床实践，体会到酸枣仁汤的方证为：

躁、两胁胀满、恶心、食欲不振、口苦、咽干，

失眠，心烦，体瘦，面色苍白，情绪不稳，易疲

则叠用小柴胡汤（柴胡、黄芩、清半夏、党参、

劳，心悸，手足心烦热，口渴，咽干，舌淡红、

生姜、甘草、大枣等）
；若兼见太阳经输不利，表

苔少或有裂纹、脉细弱或脉细等；最核心方证是

现为颈肩发紧、怕风、无汗、上肢麻木，则叠用

失眠、心烦、易疲劳、情绪不稳及脉细。凡是遇

葛根汤（葛根、麻黄、桂枝、白芍、甘草、生姜

上述方证者，用酸枣仁汤，恒有佳效。尤其老年

等）；若兼见阴伤水停，表现为口干口渴、小便不

人或妇人，前者因年老阴气自半，长期慢性病消

利或尿频量少，则叠用猪苓汤（猪苓、泽泻、滑

耗，阴血亏虚而失眠，后者因有经、孕、产、乳

石块、阿胶珠等）。

等生理特点，易致肝血不足而失眠，这两类人临
床使用酸枣仁汤多有效验。
2.2

另外，何老师运用酸枣仁汤讲究服药方法，
为保证药中有效成分在夜间发挥作用，常嘱咐患

用经方原剂量：何老师临床运用酸枣仁汤另

者分别于 17：00、20：00 服用，药后少思少虑、

一个核心要点是方中酸枣仁的用量。何老师认为

勿剧烈活动，稍有困意，则卧床待眠，方可见佳

酸枣仁治疗失眠需用仲景本源剂量，其用量必须

效。

大于 90 g，量少则疗效锐减或无效。明代《本草
［ ］

汇言》6 谓其“敛气安神，荣筋养髓，和胃运脾”
。

3

典型案例

何老师亦认为酸枣仁味酸入肝、养肝血安心神为

患者，女性，62 岁，2013 年 11 月 18 日初诊。

方中主药。2002 年《卫生部关于进一步规范保健

主诉：失眠 2 年。现病史：2 年前患者因家事心情

食品原料管理的通知》将酸枣仁列入《既是食品

不畅，出现心烦、失眠，影响白天生活，后每晚

［7］

服用 1～2 片劳拉西泮至今。刻下症见：心烦，失

［8］

酸枣仁一升折算为

眠，每晚服用 1 片劳拉西泮方可入睡，仅能睡 4～

现代用量为 112 g、二升则为 224 g；另有学者考

5 h，噩梦连连、眠不解乏，不服药时彻夜难眠，

证经方一两折合 13.75～15.6 g，最符合仲景用量

伴阵发头晕、头痛、头昏如裹，颈肩部发紧发木、

又是药品的物品名单》之中
用酸枣仁是安全的。据考证

。故本方大剂量运

［7］

的原貌

。何老师临床上运用经方常取 13～15 g

局部无汗，口干口苦，易疲劳，时有烘热汗出，

为一两，考虑现代用药常煎取 2 袋分早晚服用，

时有恶心，纳一般、食后无腹胀，小便可，大便

酸枣仁汤常用量为酸枣仁 90～224 g、炙甘草 10～

偏干。舌黯红、苔黄腻，脉沉弦。既往高血压病

15 g、知母 12～30 g、茯苓 12～30 g、川芎 15～

史 8 年、颈椎病病史 20 余年、2 型糖尿病 1 年。

30 g。

中医诊断：顽固性失眠。证属肝血不足、虚热扰

2.3 擅长经方叠用：张仲景《伤寒论•辨太阳病脉

神、太阳经输不利。治宜补养肝血、舒肝理气、

证并治上第五》说“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

清热安神、解肌舒经。遂投以酸枣仁汤合小柴胡

治之”
，指出辨证论治的方法。何老师常根据患者

汤合葛根汤，处方：酸枣仁 120 g、川芎 20 g、茯

伴随症状辨证加减，擅长叠用经方。若兼见痰浊

苓 15 g、知母 12 g、生甘草 10 g、葛根 90 g、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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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10 g、桂枝 15 g、赤芍 15 g、柴胡 12 g、黄芩

肝理气；
《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第六》
“太

12 g、清半夏 12 g、党参 20 g、生姜 12 g、大枣

阳病，项背强几几，无汗恶风，葛根汤主之。
”本

20 g、石苇 18 g，水煎服，日 1 剂，晚饭前后各

患者颈肩部发紧发木、局部无汗，此乃葛根汤方

1.5 h 服用。3 剂后，患者诉失眠好转，睡前困意

证，故用之以解肌舒经；故治疗本患者以酸枣仁

明显，服用 1/4 片劳拉西泮，偶有伤心的梦境，头

汤合用小柴胡汤、葛根汤以疏解少阳、解肌舒经。

晕、头痛好转 70%，颈肩部发紧发木好转 60%，

三方合用，方证对应，疗效甚佳。

无口干口苦，无恶心，无明显烘热汗出，二便调；
参

治疗将前方酸枣仁增至 180 g，再服 3 剂，患者诉
失眠进一步好转，服用 1/4 片劳拉西泮，可睡 5～

［1］

6 h，无噩梦，头晕、颈部不适好转 90%；遂将酸
枣仁增至 224 g，并嘱停服劳拉西泮，继服 3 剂，

按语：本案以失眠、心烦为主要表现，兼有
易疲劳等，正合酸枣仁汤“虚劳虚烦不得眠”方
证，故投以酸枣仁汤补肝血、清虚热、宁心安神；
《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第六》曰“伤寒五

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
”本案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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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有头晕头痛、恶心、心烦、口干口苦，时烘热

（收稿日期：2014-01-07）

汗出、脉沉弦，此乃小柴胡汤方证，故用之以疏

（本文编辑：张琪）

论方药的配伍与临床功效
石卫东
方药的组成是通过药物的配伍实现的，不同

1

中药的几种配伍方法

功效的药物配合使用，或药量增减及所处方剂的

1.1

相同功效药物配伍：功效相同、相似的药物

不同，将产生不同的临床功效。现结合个人体会

配合使用可产生协同作用，增加药物疗效。如羌

谈药物的几种配伍方法及影响药物功效的因素。

活、独活皆为祛风胜湿药物，羌活散表浅风湿而
行上身、独活祛里伏风湿而走下身，二者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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祛上下里外之风湿，除筋骨肌肉之痹痛；知母配
黄柏，润肺滋肾、泻虚火而坚肾阴，二者合用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