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orld Latest Medicine Information (Electronic Version) 2018 Vo1.18 No.76

投稿邮箱 ：sjzxyx88@126.com

 190

作者简介 ：第一作者 ：王佳琳 - 山东中医药大学， 1992-，女，汉族，

山东聊城人，硕士研究生，2016 级在校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医妇

科学。第二作者 ：马慧 - 山东中医药大学 ；通讯作者 * ：马宏博，山

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中医科。

0   引言
中医称围绝经期综合征为“妇女经断前后诸证”，是指妇

女于 45~55 岁，即绝经前后，出现烘热汗出、失眠健忘、情绪
不宁、腰膝酸软、手足心热、头痛、耳鸣等与绝经有关的症状，
程度轻重各不相同，持续时间长短不一。诸症状中以情绪不
宁、失眠、汗出常见，有文献报道，情绪不宁在围绝经期症状
中的发生率为 74.23%[1]，失眠的发生率为 53%[2]，汗出潮热的
发生率为 36.56%[3]。中医学认为，本病的病因病机责之于肾，
绝经前后肾气渐衰，天癸将竭，冲任亏损，精血不足，导致阴
阳平衡失调，肾的阴阳平衡失调，又导致心、肝、脾等多脏的
病理改变。现探析经方辨治情绪不宁、失眠、汗出等症状的
理法方药，并简析如下。

1   甘麦大枣汤——养心安神，调畅肝气
《金匮要略·妇人杂病脉证并治》云：“妇人脏躁，善悲伤

欲哭，如神灵所作，数欠伸，甘麦大枣汤主之。”，此条文论述
心阴不足，肝气失和，心神失宁所致脏躁的病症。妇女年近
老境，冲任气血亏虚，心肝失养，若逢肝气郁而不舒，则五志
化火，营阴暗耗，神魂不安，发为脏躁，方用甘麦大枣汤。妇
科大家朱南孙教授 [4] 认为甘麦大枣汤有养心安神、调畅肝气
之效，可用以治疗围绝经期综合征的情绪不宁、精神恍惚、喜
悲伤欲哭等症状。并指出烦热明显，伴有口干舌燥，手脚心
热，舌质红，舌苔薄少者，可用生甘草，补虚的同时兼能清热；
精神疲惫；乏力倦怠明显者，可用炙甘草，着重于温补脾胃，
益气和中；阴虚盗汗严重者，可用浮小麦，益气除热之余还可
以敛汗、止汗。

2   百合知母汤——清热养阴，除烦润燥
《金匮要略·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证并治》曰：“百合病，发

汗后者，百合知母汤主之。”，百合病是指以精神恍惚、情绪不
宁、饮食、行为、感觉失常等为主要表现的情志病，其主要的病
机是心肺阴虚内热。条文本是论述百合病发汗后所用的方剂，
然而发汗之后有何病症，经文未有提示，但把百合病误作外感
表证，辛温发汗，使阴液更伤、燥热更甚，故治以清热养阴，方
用百合知母汤。方中以百合为君药，配知母以养阴清热，除烦
润燥，临床上用此方治疗围绝经期患者因心肺阴虚内热而见
情绪不宁、烘热汗出、心烦失眠等症状，疗效较佳。

3   酸枣仁汤 ---养血安神，清热除烦   
《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第六》曰：“虚劳虚烦不

得眠，酸枣仁场主之。”，此条文论述心肝阴血亏虚，心神失养

而不得眠的病症。女子以血为本，以肝为先天，围绝经期女
性经历了经、孕、产、乳等数伤其血之后，阴血素亏，若恰逢虚
火内扰，则心神不得安，以致烦而不得眠、惊悸。治以养血安
神、清热除烦，方用酸枣仁汤。方中酸枣仁养血补肝，宁心安
神，重用为君；川芎之辛散，可调肝血、疏肝气，两药相伍，寓
散于收，补中有行；知母清虚热；茯苓宁心安神。诸药合用，
可养肝之血、畅肝之气，恰适肝性，疗效较佳。

4   栀子豉汤——清宣郁热，除烦安神
《伤寒论》云：“发汗吐下后，虚烦不得眠，剧者，必反复颠

倒，心中懊恼，栀子豉汤主之。”，此条文论述无形邪热蕴郁心
胸，扰于胸膈而致心胸烦乱不得眠。围绝经期女性大多处于
肩负家庭和社会各种压力的阶段，七情怫郁，肝气郁结，郁而
化热，若热郁心胸，则扰于胸膈，以致心胸烦乱，似热不热、似
饥不饥、似痛非痛，莫名可状，甚者彻夜难眠。治以清宣郁热，
除烦安神，方用栀子豉汤。方中栀子性寒味苦，气薄味厚，轻
清上行，不敛且利二便；淡豆豉气味皆轻，可清表宣热，又可
和胃降气。二药相伍，共奏清宣郁热、除烦安眠之效。

5    黄连阿胶汤——滋阴降火，交通心肾
《伤寒论》云：“少阴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烦，不得

卧，黄连阿胶汤主之。”，此条文论述少阴病阴虚阳亢，心肾不
交而失眠，若肾阴不足，不能上奉于心，水不济火，心阳独亢，
扰及神明，则夜寐不安。围绝经期女性处于“年四十而阴气
自半”的阶段，肾气渐衰，天癸将竭，精血亏虚，虚火内生，以
致心肾不交，多表现为失眠，可伴有口燥咽干，五心烦热等症
状。方用黄连阿胶汤，以滋阴降火，交通心肾。方中芩连直
折心火；鸡子黄与芩连相伍，泻心火补心血；阿胶补肾滋阴；
芍药佐阿胶，可于补阴中敛阴气。此五药合用，可滋肾水之
不足，泻心火之有余，使水升火降，水火既济，则心肾相交。

6   小柴胡汤——和解少阳，疏肝解郁
《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第 96 条“伤寒五六日中风，

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嘿嘿不欲饮食，心烦喜呕……小柴胡汤
主之。”文中“胸胁苦满，嘿嘿不欲饮食”为情绪不宁的表现。
且 101 条“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
故治以小柴胡汤疏肝解郁，调达升降之机。方中柴胡透泄少
阳之邪、黄芩清泄少阳之热，二药相伍一散一清，恰入少阳，
以解少阳之邪；佐以人参、大枣扶正祛邪，又可益气以御邪内
传；又佐以半夏干姜以和胃，纵观全方，升降并用，邪正兼顾。

7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和解清热，镇惊安神
《伤寒论》第 107 条“伤寒八九日，下之，胸满烦，惊，小

便不利，谵语，一身尽重，不可转侧者，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主
之。”原文论述此证是因伤寒表证误下，表邪入里，正邪交争
郁于少阳，致表里、上下之气不相和谐而发，治以通阳泻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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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镇安神，方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因该证兼有痰热，且见
谵语，故在小柴胡汤基础上加大黄泻热，茯苓利水而化痰，桂
枝通阳和表，龙骨、牡蛎镇心安神。诸药合用，使少阳邪除，
阴阳平衡，则诸恙自除。

8   桂枝汤——和营卫，调阴阳
《伤寒论》曰“病常自汗出者，此为荣气和，荣气和者，外

不谐，以卫气不共荣气谐和故尔。以荣行脉中，卫行脉外，复
发其汗，荣卫和则愈，宜桂枝汤”；“病人脏无他病，时发热自
汗出而不愈者，此卫气不和也。先其时发汗则愈，宜桂枝汤”。
桂枝汤具有调和营卫、阴阳之功，徐彬《金匮要略论注》言：

“桂枝汤，外证得之，解肌和营卫；内证得之，化气调阴阳。”围
绝经期女性，天癸将竭，阴阳俱虚，营卫失和，腠理不固，迫津
外泄，可表现为局部或全身的非正常汗出。方用桂枝汤，复
发其汗，以达和营卫、调阴阳之效。柯琴 [5] 在《伤寒附翼》称
桂枝汤为“仲景群方之冠，乃滋阴和阳，调和营卫之总方”。
方中桂枝助卫阳，通经络，固卫而善走阴；芍药益阴敛营，兼通
阳之机；桂、芍等量相配，既营卫同治，邪正兼顾，相辅相成由
散中有收，汗中寓补，相反相成；甘草合桂枝辛甘化阳以实卫，
甘草配芍药酸甘化阴以益营，姜枣相配益脾和胃。药虽五味，
但配伍严谨，发中有补，散中有收，营卫同治，阴阳并调。

9   小结
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肩负的压力越来越大，进入围绝

经期的年龄逐渐提前。有关资料表明 [6]，我国超过 50% 的妇
女可被诊断患有围绝经期综合征，其中至少 60% 的患者会出
现典型的围绝经期综合征的相关症状。因此，如何帮助患者
平稳渡过绝经期、提高绝经期的生活质量，受到广大医疗工
作者的广泛关注。中医治疗本病重视辨证论治，东汉张仲景，
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著成《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为传世
之作，书中之方，组方严谨，用药精当，疗效卓越，仍被后世沿
用。《伤寒杂病论》不仅是中医内科学、中医外感病学的奠基
之作，亦是指导中医妇科临床实践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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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老年多发性脑梗死的发生，会直接影响到患者的生存质

量。相关研究人员表示，及时采用适宜的检查方法处理，可
为临床治疗提供有利参照，所以可很好的改善患者预后 [2]。
一般情况下，脑梗死患者经典型神经系统症状、体征，即可实
行诊断。但是，不能对多发性脑梗死患者的病情进行全面评
估。由此可见，实行影像学检查极其关键。CT、MRI，均属于
常用的影像学检查方法，两者各有利弊 [3]。本次研究结果显
示，两组在脑梗死检出率、病灶数量、病灶大小、检查时间、发
病 ~ 检查时间、额叶检出率、顶叶检出率、基底节区检出率、
丘脑检出率方面比较，甲组均明显优于乙组，P<0.05。说明，
MRI 诊断多发性脑梗死的检出率更高，可准确记录脑细胞核
氢元素、脑细胞共振成像情况，进而能清晰的显示脑细胞活
动状况 [4]。与此同时，MRI 可在早期明确脑梗死病灶，及时
采取适宜的措施处理，以此减轻患者的损伤。针对不同梗死

位置异常情况来讲，MRI 可检出梗死在 <8mm 微小病灶，进
而能确保诊断结果的准确性。

总而言之，MRI 对老年多发性脑梗死患者进行检查，可
提高脑梗死检出率，保证诊断结果的可信度，为老年多发性
脑梗死患者赢取更多治疗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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