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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失眠症中医辨证论治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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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眠,中医称之为“不寐”、“不得眠”等,是指不能获得正

常见类型。

常睡眠,以睡眠时间、深度及消除疲劳作用不足为主的一种病

[5]
陈氏等 根据临床上影响中老年人生理改变和睡眠结构

证。老年失眠症是指特发于老年期的原发性失眠,是困扰老年

发生紊乱的因素,采用自拟养心安寐汤治疗心脾两虚证失眠,

人的常见病症,长期的失眠严重影响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加

其重点在于益气补血、健脾养心,使脾气健旺而后天有源,心气

[1]

重和诱发老年人的躯体疾病,并常伴有情绪、心理的改变 。

[6]
心血充足,神明得以供养,心脏藏神,神内守而寐。黄氏等 对

现代医学常用的安眠镇静类药物(如苯二氮卓类)往往容易产

气血亏虚、心脾不足型老年失眠症,治以补脾益气、养血安神,

生成瘾性和耐药性,且不良反应较多,甚至损害患者的认知功

[7]
方选归脾汤加减。王氏 认为,老年人肾气衰,火不生土,血液

能,停药后又易出现戒断症状。相对而言,中医药对老年失眠症

化源不足,常出现心脾两虚,神不守舍而失眠不寐,故治以益心

的病因病机具有独特的认识,采用辨证论治方药治疗老年失眠

脾、调营血、补气安神,方用自拟安卧如神汤,收到良好效果。

症临床疗效显著。笔者现就近年来中医辨证论治老年失眠症的

3

情志失常,暴受惊恐,易导致心虚胆怯,决断无权,神魂不

相关研究综述如下。
1

心胆气虚证

安,夜不能寐。程国彭《医学心悟·不得卧》云：
“有惊恐不安

心血不足证
《灵枢·营卫生会》对“老人之不夜暝者”的病因病机论

卧者,其人梦中惊跳怵惕是也,安神定志丸主之。”沈金鳌《沈

述为“老者之气血衰,其肌肉枯,气道涩,五脏之气相搏,其营气

氏尊生书·不寐》云：
“心胆俱怯,触事易惊,梦多不祥,虚烦不

衰少而卫气内伐,故昼不精,夜不瞑”
。《难经·四十六难》曰：

[8]
眠。”王氏 认为,心胆气虚证多表现为不寐易醒,胆怯心悸,触

“老人卧而不寐,少壮寐而不寤者,何也？经言少壮者,血气盛,

事易惊,气短自汗,倦怠乏力,舌淡,脉弦细。治宜镇惊安神、补

肌肉滑,气道通,荣卫之行不失于常,故昼夜精,夜不寤也。老人

益气血。药用龙齿 20 g,茯神 15 g,人参 15 g,石菖蒲 5 g,茯

血气衰,肌肉不滑,荣卫之道涩,故昼夜不能精,夜不得寐也。
”

苓 10 g,酸枣仁 15 g,川芎 10 g,知母 10 g。若惊动不安重者

清• 张景岳《景岳全书》言：“无邪而不寐者,必营血之不足也。

加龙骨 5 g、牡蛎 5 g。临床收到较好疗效。

营主血,血虚则无以养心,心虚则神不守舍。”张璐《张氏医

4

通·不得卧》有“年高心血衰不寐”之说。由此可见,营血不
足、心失所养、神魂不安是导致老年失眠症的重要因素。

心肾不交证
老年人多有肾阴不足,阴衰于下,不能上奉于心,水火失济,

心火独亢,火盛神动,心肾不交,神志不宁以致失眠。《景岳全

[2]
李氏 认为,老年体衰,阴亏血少,闲而多思,劳伤心神,血

书》云：“真阴精血不足,阴阳不交,而神有不安其室耳。”《辨

不养心,神无所依易致失眠,治以《石室秘录》中的安寐丹随证

证录》曰：
“人有昼夜不能寐,心甚躁烦,此心肾不交也,盖日不

[3]

加减,使心血自生,心神遂安。张氏等 认为,老年人不寐多由

能寐者,乃肾不交于心；夜不能寐者,乃心不交于肾。今日夜俱

年迈血少,心血不足,心失所养而致,以丹参注射液合加味柏子

不寐,乃心肾两不相交耳。夫心肾之所以不交者,心过于热,而

养心汤益阴血、补心营,心有所养,神有所归,则能安寐。谭氏

肾过于寒也。
”《冯氏锦囊·杂证·方脉不寐合参》认为：
“壮

[4]

等 认为,本病主要病变在心,因营血亏虚,心失所养而致,治

年人肾阴强盛,则睡沉熟而长,老年人阴气衰弱,则睡轻微易

疗上以育阴养血、安神开郁为法,又兼顾补肾,予以黄连、阿胶、

知”。

青龙齿、炒酸枣仁、琥珀粉、青皮、郁金、茯苓、枸杞子、生

[9]
叶氏等 认为,老年人因其特殊的生理状态,脏腑功能逐

地黄、龟甲、山药组方治疗,疗效颇佳。

渐衰退,肾气渐衰,肾精不足,真阴不升,真阳不降,易致水火不

2

济,心火内扰而神不守舍,故其不寐好发且多见虚证,治疗上宜

心脾两虚证
张景岳《景岳全书·不寐》云：
“劳倦、思虑太过者,必致

采用补肾填精法,方用地黄饮子合交泰丸去附子。刘氏

[10]

也认

血液耗亡,神魂无主,所以不眠。”林佩琴《类证治裁·不寐》

为,老年人肾精亏虚,心肾不交,阴虚生内热,热扰心神而失眠,

认为“思虑伤脾,脾血亏损,经年不寐”。可见,老年人本已脏腑

方用六味地黄汤加味治疗。另有杨氏

虚损,功能娇脆,稍逢劳逸失调或思虑过度,更易损伤心脾,脾

证加减化裁,温补肾阳、滋补肾阴、调理阴阳平衡,治疗肾阴阳

虚气弱,运化不健,致使气血乏源,不能上奉于心,心神失养而

失衡之老年不寐；刘氏等

致失眠。因此,心脾两虚、心神失养也是老年失眠患者的临床

养阴清热、潜阳宁神,治疗老年失眠之心肾不交证；朱氏

[11]

[12]

以二仙汤为基本方,随

采用名老中医的经验用方珍枣胶囊,
[13]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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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拟百合知母安神汤辨证治疗,均获良好疗效。

西药结合治疗。王氏

5

衰、精血亏损、虚实夹杂、起病隐匿、易感外邪、多病相兼等

痰热扰心证
饮食不节,宿食停滞,脾胃受损,酿生痰热,壅遏于中,痰热

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有元气日

发病特点,情绪波动、思虑劳倦、饮食不节等均可成为诱因而

上扰,胃气失和,则不得安寐；若情志郁结,气郁痰凝,蕴久生热,

影响脏腑功能和营卫之气的运行,使卫阳营阴失于交合,阴阳

胆失疏泄,胃失和降,痰热内扰,神魂不宁,亦可致不寐。《素

失交,阳不入阴而不寐,治当以桂枝加龙骨牡蛎汤为基本方,调

问·逆调论》有“胃不和则卧不安”。《证治要诀》曰：
“不寐

和营卫、和阴益阳、镇心安神,并分别予天王补心丹、黄连阿

有二种,有病后虚弱及年高人阳衰不寐,有痰在胆经、神不归舍,

胶汤、归脾汤、安神定志丸加减化裁治疗相关证型。

亦会不寐。”《医宗必读·不得卧》认为失眠病因及治疗包括：

8

虚实错杂证

“一曰痰滞,温胆汤加南星、酸枣仁、雄黄末……一曰胃不和,

《灵枢·邪客》对“目不瞑”强调辨证求因、审因论治的

橘红、甘草、石斛、茯苓、半夏、神曲、山楂之类。”《张氏医

原则,并提出了治疗方药。《灵枢·邪客》有“补其不足,泻其

通·不得卧》云：“脉滑数有力不得卧者,中有宿滞痰火,此为

有余,调其虚实,以通其道而去其邪,饮半夏汤一剂,阴阳已通,

胃不和则卧不安也。”《医学心悟》提出：“有胃不和卧不安者,

其卧立至”。老年人因生理功能日渐衰退,脏腑机能渐趋低下,

胃中胀闷疼痛,此食积也,保和汤主之……有痰湿壅遏神不安

运化功能不足,易致病理产物滋生,在“以虚为主”的基础上,

者,其症呕恶气闷,胸膈不利,用二陈汤导去其痰,其卧立安。”

多夹杂痰、热、瘀等实邪而成虚实错杂证。

[6]

[17]

黄氏等 对老年失眠之痰热内盛、上扰心神者,治以清热

赵氏等

采用自拟活血安神方为基础方进行加减治疗。认

化痰、清心安神,方用温胆汤加味治疗；对食滞中脘、胃失和

为正气亏虚是老年人的病机特点,然虚久必瘀,人在衰老过程

[7]

中存在着潜在的血瘀证,“血瘀”既可成为老年失眠的致病因

对痰浊留中者,治以化痰浊、降心火、清心安神,方用自拟涤痰

素,又可成为其病理产物；活血化瘀法是治疗老年失眠的重要

安神汤,临床获良效。

法则,无论是以活血化瘀药物为主辨证配合其他药物,或以辨

6

证施治为主配合活血化瘀药物治疗老年失眠均可获得较好疗

降者,治以消食导滞、降逆和胃,方选保和汤加味治疗。王氏

肝火扰心证
老年人情志不遂,郁怒伤肝,气郁化火,肝火扰动心神,神

效。

魂不宁,以致不寐；或因情志所伤,肝郁乘脾,导致脾运不健而

徐氏

[18]

采用自拟健脾补肾通络汤治疗气血两虚、肾阴不
[19]

认为,

生湿热,湿热侵犯肝经而出现失眠。
《景岳全书·不寐》曰：“寐

足、痰瘀阻滞心脉之老年失眠症,效果显著。谭氏等

本乎阴,神其主也,神安则寐,神不安则不寐。其所以不安者,

大凡老年不寐之证既久者,病位主要在心,痰、热、瘀、虚为其

一由邪气之扰,一由营气之不足耳。”并在治疗方面提出“有邪

主要的致病因素,用自拟益气活血安神汤补气血之不足、调阴

而不寐者,去其邪而神自安也”。

阳之盛衰、通气道之涩滞治疗虚实夹杂之老年失眠,疗效满

曹氏等

[14]

根据临床观察,认为老年失眠者多因情志所伤,

郁怒伤肝,肝郁乘脾,导致脾运不健而生湿热,湿热侵犯肝经,
郁火扰心,而致失眠,故治疗上采用清热利湿、养血益阴为法,
[7]

意。
9

展望
综上所述,老年人具有脏气衰退、气血衰少、阴阳失济的

方用《医方集解》龙胆泻肝汤加减治疗,效果显著。王氏 认

病机特点,每因饮食不节、情志失常、劳逸失调、病后体虚等

为,血虚肝旺,魂不守舍,亦是老年人失眠的因素之一,患者常

因素,导致心神不安,神不守舍；不能由动转静,阳盛阴衰,阴阳

表现为难以入睡,即使入睡,也多梦易惊,化热者急躁易怒,无

失交而致失眠,多以虚为主,虚实夹杂,证见心血不足、心脾两

热者清醒而不得寐,治以疏肝气、化郁热、养血安神,方用自拟

虚、心胆气虚、心肾不交、痰热扰心、肝火扰心、营卫不和、

调肝养血安神汤。

虚实错杂等。中医药通过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采取相应的治疗

7

方法,疗效肯定,具有较大优势。但在该病的临床研究中,尚存

营卫不和证
《灵枢·口问》提出了睡眠的生理：
“卫气昼行于阳,夜半

在很多不足之处,如临床观察所采用的疗效标准、病例选择标

则行于阴。阴者主夜,夜主卧……阳气尽,阴气盛则目瞑；阴气

准、样本量、对照组设立及用药等尚不完全统一,缺乏符合循

尽而阳气盛,则寤矣。”《灵枢·大惑论》曰：“卫气不得入于阴,

证医学原则的大样本、随机、对照、双盲临床研究。此外,应

常留于阳。留于阳则气满,阳气满则阳跷盛,不得入于阴则阴气

用中医辨证论治方法治疗老年失眠症的具体作用机制不明,对

虚,故目不瞑矣。”《诸病源候论》全书涉及睡眠病症的论述散

药物明确的作用靶点、环节、途径,以及作用后的病理生理改

在于十多卷中,在许多证候中也兼有睡眠障碍,并认为脏腑功

变,相关文献涉及者较少；若能应用现代技术研究进一步探讨,

能失调与营卫不和是失眠的主要病机。

将能更充分地展示中医药辨证论治的优势,进一步提高中医药

张氏

[15]

认为,年老体衰,营卫之气衰少,运行失常,气血阴

治疗老年失眠症的临床疗效。

阳相对平衡失调,神志不宁,是发生老人不寐的基本病机,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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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辨证论治体系是中医理论的核心,是中医临床医学

[1]
要素的应用优势而言,证候要素又有如下特征 ：①降维降阶,

的精髓。证候是中医学认识疾病和辨证论治的主要依据,是带

使证候界面有限化；②升阶,使证候构成因素之间相关关系定

动中医药基础理论取得突破、促进中医药现代化的关键问题之

性和定量化；③升维,全面把握证候的个性特征。

[1]
一 。将复杂的证候系统分解为数量相对局限、内容相对清晰

2

证候要素的提取

的证候要素,再通过各证候要素间的组合、证候要素与其他传

[5]
王氏等 根据症状、体征及发病态势提取严重急性呼吸综

统辨证方法系统的组合等不同应证组合方式,很可能形成一个

合征(SARS)的证候要素及其演变规律为疫疠毒火、液耗津亏,

能够体现中医证候临床复杂多变情况的多维多阶的非线性辨

湿浊、瘀血致气伤,进而亡阳,导致厥、脱；证候要素靶位及演

[2]

证方法新体系 。目前,证候要素的理论日益得到重视,为了更

变规律为：口鼻→肺(络脉、膜原、玄府)→心络。这是最传统

好地借鉴已取得的研究经验,继续探求证候要素的应用价值,

和直观的确定证候要素的人工判别方法,准确度高低与研究者

笔者特将证候要素理论与临床应用进展综述如下。

理论水平相关,客观性不足,一般仅作为证候要素概念的示范

1

性说明而应用。相对而言,利用现代数据挖掘技术对证候要素

证候要素理论的基本特征及优势
传统中医以证候作为辨识疾病的基本分类,这一分类具有
[3]

进行的机器判别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尤其是无监督的数据分析

“内实外虚”、“动态时空”和“多维界面”的特征 。现有的

方法更能为说明证候的客观存在提供依据,常用分析法有聚类

分类体系不能全面而具体地体现这一特征,在临床应用和研究

及对应分析、因子分析、Logistic 回归分析、复杂系统熵聚

方面遇到很多障碍,证候要素正是为解决这一问题应运而生的

[6]
堆等。如金氏等 运用聚类及因子分析法对 1 000 例功能失调

[4]
概念。从宏观范畴讲,证候要素具有以下特征 ：①组成证候

性子宫出血患者的四诊信息进行证候要素分析,得出的功能失

的最小单元；②每一证候要素都有不同于其他要素的特异性症

调性子宫出血证候要素与经验辨证及临床基本相符,表明聚类

状；③临床所见的所有证候都可由证候要素组合而成。从证候

及因子分析方法具有一定科学性,可以用来客观地支持临床诊
[7]
断。王氏等 对 424 例冠心病患者临床资料进行二值 Log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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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提取了冠心病心绞痛 8 个主要证候要素,并发现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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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随冠脉病变程度的加重有一定规律,对完善证候演变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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