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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麻木；钩藤味甘性凉，具有和缓的熄风止痉的作
用，除心热，主肝风相火之病。 风静火息，则惊痫、眩
晕、斑疹诸症自平。 葛根与鸡血藤、钩藤三药合用，
既能熄风舒筋、活血通络，又能平肝补肾，标本兼治。
眩晕患者病史较长，久病入络，常需配伍虫类药逐瘀
通络，地龙、蜈蚣具有良好的逐瘀通络止痛作用。 《医
学衷中参西录》谓：“蜈蚣味微辛，性微温。 走窜之力
最速，内而脏腑，外而经络，凡气血凝聚之处皆能开
之。”《本经逢原》谓：“蚯蚓在物应土德，在星为轸水。
体虽卑伏，而性善穴窜，专杀蛇蛊三虫，伏尸诸毒，解
湿热，疗黄疸，利小便，通经络。”

所治案 1属实证，痰浊中阻，以葛根二藤汤基础
上配伍半夏白术天麻汤加减。 《本草分经》云：“天麻
辛温。 入肝经气分。 通血脉，疏痰气，治诸风掉眩”；
“半夏辛温，体滑性燥。 和胃健脾，兼行胆经。 发表开
郁，下气止呕，除湿痰，利二便，能行水气以润肾燥，
和胃气而通阴阳。治一切脾湿之症”。 《本草求真》云：
“白术味苦而甘，既能燥湿实脾，复能缓脾生津，湿燥
则脾实，脾缓则津生。”佐桃仁、红花活血祛瘀，通经
止痛。 《本草纲目》曰：“羌活、独活皆能逐风胜湿，透
关利节”。 《本草分经》谓：“木香辛、苦，温。 三焦气分
之药。能升降诸气，泄肺气，疏肝气，和脾气。”甘草为
使，调和诸药。 二诊患者诸症缓解，睡眠仍较差，原
方基础上加用酸枣仁宁心安神。 案 2 患者属虚证，
治宜滋养肝肾，益精填髓，在葛根二藤汤底方上配伍
补益肝肾，兼用活血之品，使补而不滞。 《本草备要》
谓“熟地平补肝肾，养血滋阴”；《本经逢原》谓“鹿角
胶生用则散热行血，消肿辟邪，熬胶则益阳补肾，强
精活血，总不出通督脉补命门之用”。 《景岳全书》谓
“枸杞子味甘微辛，气温，可升可降。 味重而纯，故能
补阴；阴中有阳，故能补气，所以滋阴而不致阴衰，助
阳而能使阳旺”。 《本草经疏》曰：“牛膝君禀地中阳
气以生，气则兼乎木火之化也，故其味苦酸平无毒。
味厚气薄，走而能补，性善下行，故入肝肾”。 川芎归
肝、胆、心包经。 功可活血行气止痛，《医学衷中参西
录》曰：“味辛、微苦、微甘，气香窜，性温。 温窜相并，
其力上升、下降、外达、内透无所不至。”能够“上行头
目”，祛风止痛为治头痛之要药；佐以甘草既能缓急
止痛，又能调和诸药。二诊患者症状较前好转，加用
二至丸（女贞子、旱莲草）补虚损，暖腰膝，壮筋骨，补
益肝肾，以加强补益之力。 防止滋补过腻，并加入当
归，《医学衷中参西录》云：“当归味甘微辛，气香，液
浓，性温”，为生血、活血之主药，而又能宣通气分，使
气血各有所归。 其力能升能降，内润脏腑，外达肌
表。 根据“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原则，临床应用
葛根二藤汤随证加减，辨证识机，治疗椎动脉型颈椎
病疗效甚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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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枣仁汤原名酸枣汤，最早记载该方的典籍是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其述：“虚劳，虚烦不得眠，酸
枣汤主之”（《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第六》
第 17条）。 后来清朝俞嘉言在《医门法律》将其更名
为酸枣仁汤。 酸枣仁汤是治疗虚劳、不寐的专方，药
物组成为酸枣仁二升、甘草一两、知母二两、茯苓二
两、川芎二两。 上五味，以水八升煮酸枣仁得六升，纳
诸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1 整理经方医案的思考

整理历代医家应用经方的医案，我们不难从中
发现，众多名医撰写的医书中记录有关酸枣仁汤原
方原帖医案的数量相较于其他经方医案可谓是凤毛
麟角，其中一些较为成功的治疗失眠、不寐案中，遣
方用药时虽然涵盖酸枣仁汤的主要方药，但增加的
药味较多，药量比例也较酸枣仁汤原方有很大变化，
处方的配伍与酸枣仁汤原方相去甚远，很难体现出
酸枣仁在整个方剂中作为君药的重要地位。 历代医
家对酸枣仁汤的疗效都不太有信心，这和《伤寒论》
和《金匮要略》中所载其他经方效如桴鼓、覆杯而愈
的医学神话完全不同，应该如何来解释呢？

酸枣始载于《神农本草经》，被列为上品。 按照
《名医别录》的记载，酸枣仁的功用为“补中，益肝气，
坚筋骨，助阴气，能令人肥健”。 从古至今，众多医家
对酸枣仁汤中酸枣仁功用的解读都不尽相同，对于
其用量和炮制方法更是争论不休，那么影响整个方
剂药效的会不会就是这些因素呢？
2 酸枣仁汤中酸枣仁用量的讨论

《中国药典》2010 年版中，酸枣仁的用量规定为
9～15 g。 翻阅中医药院校目前正在使用的教科书，
酸枣仁较为常见的用量为 10～25 g，最多的也不超
过 30 g。 从临床效果来分析，这个药量明显不足。 按
照《金匮要略》酸枣仁汤原方，酸枣仁用量为“二升”，
考东汉末年“一升”当为现代 200 mL，用量杯实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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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mL的酸枣仁重量为 250 g 左右。 这一剂量远远
超过现今的习惯用量。 目前也没有研究表明酸枣仁
大量使用会产生毒性或不良反应。

以善用酸枣仁著名的名老中医刘惠民曾谈到：
“结合本人多年来用药的实践经验，认为‘酸枣仁用
至五十粒即有中毒’的说法不足为凭。 一般来说，酸
枣仁为治疗神经衰弱必用之品，一般成人一次用量
多在 30 g 以上，甚至可多达 75～90 g 者，用量五六
倍于他人。 余之经验，在神经衰弱的治疗中，如能根
据病情和体质酌情应用重剂酸枣仁，实乃取得良好
效果的关键。 反之墨守成规，迷于用多中毒之说，则
常因病重药轻，杯水车薪，乃延误病情”（《名老中医
医话》）。

娄卫东 ［1］发表的“重用主药酸枣仁汤对脑血栓
患者失眠 182例疗效观察”中，重用酸枣仁至 150 g，
总有效率超过 90%。 重用酸枣仁是该方治疗取效的
关键。 封硕［2］在硕士学位论文“酸枣仁汤君臣佐使配
伍的药效学研究”中，运用拆方的方法，分成酸枣仁
汤原方组、酸枣仁汤去酸枣仁组、酸枣仁汤去川芎
组、酸枣仁汤去茯苓组、酸枣仁汤去知母组、酸枣仁
汤去甘草组，通过镇静催眠实验观察酸枣仁汤不同
配伍对实验小鼠自主活动的影响，研究结论是：酸枣
仁汤有明显镇静、催眠作用。 在酸枣仁汤的镇静催
眠作用中，君药酸枣仁的贡献最大，臣药茯苓次之，
其最佳配方比为：酸枣仁 90 g，茯苓 30 g，川芎 6 g，
甘草 15 g，知母 25 g。 可见，酸枣仁的用量是该方能
否取效的关键因素。
3 酸枣仁汤验案

案 1：男，58 岁，失眠史 15 年，每月周期性失眠
四五天，表现为无法入睡，到午夜二三点钟才可以入
睡，略烦躁，述系因多年前工作压力大、生气所造成。
有慢性丙型肝炎病史，2005 年行胆结石手术。 刻诊
肝区疼痛不舒。 查舌质紫暗，苔白而干，脉弦。 拟酸
枣仁汤方处治，药用：酸枣仁 70 g，知母 10 g，茯苓
10 g，川芎 10 g，甘草 5 g。服 1 剂肝区疼痛止，5剂后
睡眠佳，入睡容易。

按：患者素禀阴虚体质，营血不足，肝失所养，肝
血虚而魂失所依，虚阳上扰空窍造成烦躁，宜养血柔
肝，今以大剂酸枣仁汤而取效。

案 2：男，32 岁，主诉血压高，80/150 mmHg，目
干目痛数年，脱发，工作压力大，容易急躁，工作劳累
时身体感觉不适，血压明显升高，平时血压稳定正
常，以前体检尿酸高，多梦，梦境多为着急、厮打、追
赶等。 舌质红，苔白，脉沉弦滑。 拟酸枣仁汤方处治，

药用：酸枣仁 70 g，知母 10 g，茯苓 10 g，川芎 10 g，
甘草 5 g。 服 5剂，睡眠明显转好，急躁减少，感觉体
力比较好。 嘱原方再服 7剂以巩固疗效。

按：患者为肝血不足的虚劳证，肝血不足而致目
痛目干，肝血不足不藏魂造成多梦，虚火上炎表现为
脱发，急躁，血压升高。 方中重用酸枣仁滋阴清热、
宁心安神，川芎理血疏肝，知母养阴清热，甘草缓急
调和诸药。

案 3：男，40 岁，因生意失败而致抑郁，失眠，多
梦，打呼噜，每天服用镇静药方能入睡，平时易烦躁、
上火，口气重，无口疮，食欲强，食量大，白天嗜睡，早
上困倦明显，易疲劳，小便黄，大便黏，偶有心口痛、
胸闷，痰白黏稠，转头时头晕目眩。 舌暗胖，苔薄，舌
尖红，脉沉弦。 初先拟黄连阿胶汤处治，服 5 剂后头
晕止，睡眠略转好，有轻微腹泻。 后以酸枣仁汤处治，
药用：酸枣仁 70 g，知母 10 g，茯苓 10 g，川芎 10 g，
甘草 5 g。 连服 15剂，睡眠明显转好，不需服用镇静
药 30 min 内即可入睡，中间基本不醒，体力有所恢
复，心情平和不烦躁，排气多。

按：患者因为生意失败而致情志抑郁，郁而化
火，阴虚不能敛阳而造成虚火上炎，虚火上扰清窍，
故头晕目眩，虚阳外越，阳不入阴，故无法入睡。 先
投黄连阿胶汤以清心火，滋心阴，交通心肾，止其目
眩。 又患者为七情所伤，因惊恐思虑过度耗伤肝血，
肝血不藏魂而造成睡眠障碍，以酸枣仁汤方滋阴清
热，宁心定志，滋肝血收虚火，诸药调和，诸症豁然而
解。
4 小议

现代研究证明，酸枣仁汤对于阴虚内热的失眠、
盗汗、惊悸、精神抑郁等病症均有较好的疗效。 清代
张秉成《成方便读》中有云：“夫肝藏魂，有相火内寄。
烦自心生，心火动则相火随之，内火扰乱，则魂无所
归。 故凡有夜卧魂梦不安之证，无不皆以治肝为主。
欲藏其魂，则必先去其邪。”酸枣仁汤方中酸枣仁以
为君，滋养肝之阴血，收敛耗散之魂，知母清解相火，
茯苓淡渗湿邪，川芎行气走血，甘草调和诸药。 本方
之妙，在于重用酸枣仁以收肝敛魂。 医家多谓经方
的不传之秘在于用量，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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