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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為溫陽定悸方劑的代表。近年來，就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抗心律失常作用的研究正

逐步開展，其臨床應用也較廣泛，本文就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抗心律失常的研究現狀作一評述。 

 

[關鍵詞] 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心律失常；研究進展 

心律失常是指心臟激動的起源、頻率、節律、傳導速度和傳導順序的異常。心律失常種類繁多，病因複雜，

臨床上常表現為自覺心中悸動不寧，驚慌不安，不能自主，呈陣發性或持續不止，可伴有胸悶、心煩易激動、

氣短乏力，甚者可見心胸疼痛、喘促、肢冷汗出、暈厥等，屬於中醫「心悸」的範疇。目前，心律失常的治療

仍以藥物治療為主，抗心律失常西藥具有作用迅速、療效確切等優點，但不論是I類、II類、III類，還是IV類，

或洋地黃類藥物，幾乎所有藥物在一定條件下均可發生致心律失常作用。其他不良反應，如胺碘酮的肺毒性、

利多卡因的神經系統毒性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抗心律失常西藥的臨床應用。近年來，中醫對心律失常的認

識不斷深化和完善，並已積累了大量的文獻資料，且實踐證明中醫治療心律失常從整體出發，辨證施治，具有

綜合作用的優勢。 

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以後簡稱桂甘龍牡湯）乃仲景治療心陽虛心悸之方，本文就桂甘龍牡湯治療心律失

常的研究進展進行綜述。 

 

1 理論研究 

桂甘龍牡湯出自《傷寒論‧辨太陽病脈證併治中第六》「火逆下之，因燒針煩躁者，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主

之」，歷代醫家對桂甘龍牡湯的病機、方解等均有闡述、發揮。病機方面，成無已認為桂甘龍牡湯證的病機為

「裏虛而為火熱所煩」，尤在涇則認為因「火氣內迫，心陽內傷」而悸，徐大椿以「以火遍汗，亡其陽中之陽」

為其發病原因，故桂甘龍牡湯證的核心病機為心陽虛。方解方面，尤在涇釋之「桂枝、甘草以復心陽之氣，牡

蠣、龍骨以安煩亂之神」，劉渡舟認為「桂枝甘草溫復心陽，龍骨牡蠣潛斂神氣而止煩躁」，故桂甘龍牡湯方

中以桂枝、甘草辛甘化陽，以溫復心中陽氣；龍骨、牡蠣重鎮安神，可收斂浮越之神氣，四藥共奏溫陽定悸之

效。綜上所述，桂甘龍牡湯宜於治療輕、中度心律失常，臨床表現為心悸、心中空虛欲得按、胸悶氣短、形寒

肢冷、面色蒼白等症狀，辨證為心陽虛證者。 

 

2 臨床應用 

按照心律失常發生時心室率的快慢，心律失常可分為快速與緩慢型心律失常。快速型心律失常包括竇性心

動過速、期前收縮、心房撲動、心房顫動、室上性心動過速、室性心動過速、心室撲動、心室顫動等；而緩慢

型心律失常則包括竇性心動過緩、竇性停搏、竇房傳導阻滯、病態竇房結綜合症、房室傳導阻滯、室內傳導阻

滯等[1]。臨床報道可見桂甘龍牡湯適用於治療包括快速型及緩慢型等多種心律失常，並且有良好的療效，現分

述如下。 

 

2.1 快速型心律失常 

研究表明，桂甘龍牡湯治療心臟早搏有效，尤其對輕、中度的心臟早搏療效更佳[2]。桂甘龍牡湯對心陽不

振型早搏患者有效，可減少早搏數量，改善患者臨床症狀，且無減慢心率等副作用[2-4]。桂甘龍牡湯對慢性房顫

的轉復有一定作用，付立功將89名慢性房顫病人隨機分組，兩組均使用西藥常規治療，實驗組使用桂甘龍牡湯



合炙甘草湯加減，對照組使用炙甘草湯原方加減，比較3周後治療效果。結果顯示，實驗組房顫消失，半年內未

再復發，心電圖恢復正常者佔42.22％，治療總有效率86.67％，明顯優於對照組（P<0.05）[5]。歸納臨床報道

可見桂甘龍牡湯治療快速型心律失常的報道以室性早搏最為常見，其次為房性早搏與房顫。 

 

2.2 緩慢型心律失常 

桂甘龍牡湯可提高緩慢型心律失常患者的心率，改善傳導阻滯。李海霞運用桂甘龍牡湯加味治療心陽不振

型心悸患者1例，該患者初診時心電圖示I度房室傳導阻滯、II度I型房室傳導阻滯、房性期前收縮，堅持服藥5

個月後諸症皆愈，心電圖恢復正常，證明桂甘龍牡湯治療心陽不振型心悸具有良好療效，同時長期服用耐受性

較好[6]。李秋鳳參考孟慶祥的病態竇房結綜合症分型，將32例病態竇房結綜合症患者分為單純竇緩型10例、竇

－房病變型12例、慢－快綜合症6例、雙結病變4例。李氏認為陽氣虧虛，心脈失養乃病態竇房結綜合症的病機，

故使用桂甘龍牡湯進行加減治療，結果顯示，除2例慢－快綜合症、2例雙結病變無效外，餘患者臨床症狀均

較前減輕、24h DCG結果較前改善、無竇性停搏及慢快綜合症出現、無暈厥發作[7]。桂甘龍牡湯治療緩慢型

心 律 失 常 的 文 獻 以 病 態 竇 房 結 綜 合 症 、 房 室 傳 導 阻 滯 為 主 ， 但 文 獻 數 量 較 少 。 

 

3 實驗研究 

桂甘龍牡湯的實驗研究主要集中在其藥效研究與抗心律失常機制研究兩方面。 

 

3.1 藥效研究 

孫彥琴[8]建立了烏頭碱致大鼠室早模型及氯仿致室顫模型，以桂甘龍牡湯為實驗組，普萘洛爾為對照組，

觀察桂甘龍牡湯及普萘洛爾對藥物誘發的室性心律失常的作用。結果表明，桂甘龍牡湯可延長烏頭碱所致大鼠

室早的出現時間，並可拮抗氯仿所致的小鼠室顫，其高劑量組、普萘洛爾組與空白組比較後有顯著差異，但桂

甘龍牡湯高劑量組與普萘洛爾組相比無顯著差異，證明桂甘龍牡湯對藥物所致的動物室性心律失常具有保護與

治療作用。而桂甘龍牡湯合黃連湯與桂甘龍牡湯合交泰丸則對上述室早、室顫模型無明顯的治療和預防入用
[9-10]。 

 

3.2 機制研究 

心律失常的發生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其中涉及到受體、離子通道、miRNA、縫隙連接蛋白及編碼通道基因等

異常改變，而其核心因素為心肌細胞離子通道電流失衡和細胞間縫隙連接蛋白下調[11]。 

3.2.1 調節離子通道 

心肌細胞膜離子通道是其電活動的基礎，各種原因所致的Na+、K+、CA2+等離子通道異常均可引起動作電位

的改變，從而導致心律失常的發生。故研究桂甘龍牡湯對動作電位的影響及對離子通道的作用或可解釋其抗心

律失常作用的機制。 

劉紅軍觀察了桂甘龍牡湯漏膏對豚鼠單個心室肌細胞動作電位的影響，桂甘龍牡湯可使心室肌細胞靜息電

位上升，動作電位幅值減小和最大上升斜率減慢，提示其對心室肌細胞興奮的傳導可能有抑制作用。其低濃度

引起復極50％的動作電位時程（APD50）縮短，提示有效不應期縮短。高濃度引起復極50％的動作電位時程（APD50）

及復極90％的動作電位時程（APD90）延長，提示不應期延長[12]。王國娟採用全細胞膜片鉗技術記錄內向整流

鉀通道（IK1），觀察不同濃度的桂甘龍牡湯浸膏粉溶液對IK1的影響。實驗表明桂甘龍牡湯浸膏粉在不同濃度

下均可使豚鼠心室肌細胞IK1通道在每一測試電壓下的電導降低。桂甘龍牡湯浸膏粉溶液對豚鼠心室肌細胞IK1

有抑制作用，相同濃度下對外向成份的抑制更強，這可能是其抗心律失常作用的機制之一[13]。 

3.2.2 改善應激狀態 

應激狀態是心律失常的常見誘因，改善應激狀態可減少心律失常的發生。機體在應激時自主神經系統活性

明顯失衡，交感神經活性顯著增高，副交感神經活性明顯降低，心室肌在交感神經興奮、兒茶酚胺大量分泌的

作用下，尤其是對存在潛在心臟病變的個體，心室肌早期後除極、復極離散度顯著增加，從而易引發惡性心律

失常[14]。與此同時，交感或迷走神經過度興奮時的應激狀態將影響縫隙連接蛋白43表達和分佈的變化，從而導



致縫隙連接蛋白43去磷酸化，促使心律失常的發生[15]。 

童瑤等分別對急性、慢性應激狀態的大鼠進行中藥干預，以觀察中藥對應激狀態內分泌的調節作用。對急

性應激大鼠予以桂甘龍牡湯等4種中藥複方灌胃，結果表明桂甘龍牡湯對絕望小鼠靜止時間、急性應激模型大鼠

曠場爬格次數、尾懸掛靜止時間、尾懸掛掙扎次數等行為指標及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都有改善作用，增強

機體應對急性應激的能力[16]；而針對慢性應激狀態大鼠，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可顯著提高應激大鼠的脾指數、

胸腺指數、降低IL-1B的含量水平（P<0.05），降低CRHmRNA、ACTHmRNA基因的表達，增強機體應對慢性應激的

能力[17]。可見桂甘龍牡湯可改善機體應對急慢性應激的能力，從而間接減少心律失常，尤其是惡性心律失常的

發生。 

 

4 藥效物質基礎研究 

桂甘龍牡湯的藥效物質基礎研究是解釋中藥複方「抗心律失常物質是甚麼」的關鍵，對於闡明其抗心律失

常機制，開展複方藥動學研究，指導臨床合理用藥，提高中醫藥臨床療效均有着重要意義。而綜合分析複方與

單味藥物藥效物質基礎，以藥效為核心，依據複方的配伍關係，尋找合適的藥物配伍的劑量與比例，可以充分

發揮中藥配伍增效減毒的優勢。目前，已有學者針對四種單味藥藥物成分、主要成分的藥理作用及桂枝－甘草、

龍骨－牡蠣藥對合煎的藥物成分實驗進行研究，而未見桂甘龍牡湯複方藥物成分的文獻報道。 

 

4.1 單味藥物 

桂枝中含有以桂皮醛、桂皮醇為主的揮發性成分，尚含有桂皮酸等有機酸類及鞣質類、糖類、甾體類、香

豆素類等成分[18]。其中主要成分桂皮醛及桂皮酸具有明顯抗血小板聚集和抗血栓的作用，桂皮醛還具有擴張外

周血管的作用[19-20]。 

甘草主要化學成分以甘草酸、甘草次酸、甘草黃酮等為主，還包括一些生物碱類及多糖類[21]。研究表明，

甘草酸、甘草次酸、甘草黃酮均具有抗心律失常作用[22-23]，甘草酸還具有抑制血小板聚集，抗血栓的作用[24]。

這些作用可能是甘草抗心律失常作用的藥理基礎。 

龍骨與牡蠣主要化學成分均為鈣鹽，並含少量微量元素，牡蠣中還含有少量氨基酸，具有鎮靜、抗驚厥作

用[25]。 

 

4.2 合煎藥物 

單味藥物合煎後或可產生新的成分，或原有成分的煎出率發生增減，這些改變可能對藥物的效應產生一定

的影響。 

 

4.2.1 桂枝甘草合煎 

李紅輝以薄層色譜法對比分析桂枝甘草配伍前後不同極性提取部位化學成分的變化。結果顯示桂枝配伍甘

草雖不產生新的物質，但甘草可促進桂枝的有效物質桂皮醛的煎出[26]。 

4.2.2 龍骨牡蠣合煎 

張永萍採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對龍骨、牡蠣的生品、鍛品及其混合品煎液中8種元素含量進行測定，結果

表明，龍骨與牡蠣合煎後，Zn、Cu、Mn、Fe、 Cd、 Na、 K等微量元素的含量較單味藥煎液大大增加，

說明了龍骨、牡蠣在方劑中配伍使用的必要性 [ 2 7 ]。  

 

5 今後研究與思考 

桂甘龍牡湯適用於治療輕、中度心律失常，辨為心陽虛證者。通過復習文獻，桂甘龍牡湯在臨床上治療室

性早搏、房顫、病態竇房結綜合症、房室傳導阻滯等多種心律失常均有一定的療效，已有學者針對其藥效、機

制進行研究，其藥效物質基礎研究仍未見報道。然而，現有的桂甘龍牡湯治療心律失常的藥效、機制研究均為

針對桂甘龍牡湯抗心律失常的「方－病」研究，並未涉及心陽虛證。中醫藥是在中醫理論的指導下，以藥性理

論為基礎，通過藥物來調整人體的機能狀態來達到治療疾病的目的，其核心是辨證論治，脫離心陽虛證而單純



進行桂甘龍牡湯抗心律失常的研究不符合中醫理論，甚至有可能與中醫理論相悖。我們在多年研究的基礎上，

基於中醫學複方整體觀、病證整體和動態觀的學術思想，認為證是一個複雜系統，中藥複方也是一個複雜系統，

複方干預人體疾病表現的證亦是一個動態的複雜系統。因此，提出基於「系統－系統」的「中醫證候系統（代

謝組學標志物－效應相關標志物）－中藥複方系統（方藥化學指紋－體內藥物代謝指紋－藥效靶標）」研究模

式，遵循整體性、動態性原則，開展病證結合，方證相應，量效相關的研究，建立系統與系統的整體動態

的中醫藥研究模式 [28]。桂甘龍牡湯的具體研究方法如下： 

 

5.1 心陽虛證系統 

辨證論治是中醫學的核心思想之一，證候是疾病發展過程中一定階段的病理變化本質，包括病因、病性、

病位、邪正盛衰關係等，故辨證是論治的前提和條件，論治是辨證的結果和目的，其最終目標是為臨床治療提

供相對科學合理的依據。心陽虛證證候研究採用宏觀、微觀研究相結合的方法，宏觀研究即在傳統四診合參的

基礎上，通過文獻挖掘、臨床研究，借助現代統計學方法，確立心陽虛證的臨床診斷標準；而微觀研究則是在

證候規範化的前提下，通過代謝組學系統評價一段時間心陽虛證患者的機體功能狀態及其變化，以尋找心陽虛

證特有的代謝標志物。綜合宏觀、微觀研究，其目的是確立心陽虛證的診斷標準及療效評價指標。 

 

5.2 桂甘龍牡湯複方系統 

桂甘龍牡湯複方研究是為了解決「抗心律失常的物質是甚麼」、「如何抗心律失常」、「如何代謝」、「療

效如何」四個關鍵問題，即進行藥效物質基礎、藥物作用機制、藥物代謝動力學（PK）、藥物效應動力學（PD）

的研究。中藥作用於人體，通過調節人體機能而發揮其藥理作用，而其中的眾多成分，只有被吸收入血者才能

產生作用，血中含有的成分才有可能是中藥體內直接作用的物質[29]，部分體外實驗中的「有效成分」有可能在

藥物的吸收代謝過程中並未入血、或成分發生了改變，故藥效物質基礎是桂甘龍牡湯複方系統研究的重要一環。

應用血清藥理學、藥物指紋圖譜等現代科學技術，明確桂甘龍牡湯複方的藥效物質基礎，進一步進行其抗心律

失常的機制研究、PK-PD研究，其目的是確定桂甘龍牡湯適於治療心律失常的類型、尋找藥物的時間－濃度－效

應曲線，從而確定桂甘龍牡湯治療心律失常的適應症，服藥劑量、頻次等，以更好的指導臨床。 

綜上所述，今後我們將以方證為核心，方證相應，充分利用現代科學技術方法，遵循系統與系統的整體動

態的中醫藥研究模式，對桂甘龍牡湯進一步深入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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