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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評價益氣養血安神顆粒治療失眠症的臨床效果。 方法 收集96例失眠症患者隨

機分為治療組56例和對照組40例。兩組均常規治療，對照組在此基礎上口服烏靈膠囊，3粒/次，

3次/d，口服；治療組在此基礎上口服益氣養血安神顆粒，1袋/次，2次/d，溫開水沖服。兩組均

治療60d，觀察兩組臨床療效、匹茲堡睡眠質量指數（PSQI）評分及並再次評定中醫證候評分。 

結果（1）兩組綜合療效：治療組總有效率為100.00%；對照組總有效率為92.50%。治療組療效

明顥高於對照組（P<0.05）。（2）兩組患者治療後四斯堡睡眠質量指數（PSQI）和中醫證候

的積分均較治療前明顯降低，治療組治療後各指標改善明顯優於對照組（P<0.01）。 結論 益

氣養血安神顆粒可明顯改善患者臨床症狀，延長患者睡眠時間，改善睡眠質量，為中醫藥治療失

眠症的療效提供了科學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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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Yiqi Yangxue Anshen granule to treat 

insomnia. Method  96 cases of insomnia were col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 (56 cases) and control group (40 cases). The two groups were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therapy, on top of this basis the control group takes Wuling capsule, 3 capsules/time, 3 times/d, 

orally while the treatment group takes Yiqi Yangxue Anshen granule, 1bag/time, 2 times/D, 

takes with warm boiled water. The two groups were tleated for 60d,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the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 score and value their TCM symptom score again. 

Result (1) the integrated effect of two groups: the treatment group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100%; the control group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92.50%. The efficacy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p<0.05). (2)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of the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 (PSQI) integral and TCM syndrome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before treatment, each index ot the treatment group improved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1). Conclusion Yiqi Yangxue Anshen granule can 

obviously improve the clinical symptoms of patients, prolong the sleeping time of patients, 

improve sleep quality, providing scientific basis for efficacy of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treatment of insom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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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眠症是指入睡困難或維持睡眠障礙，導致睡眠時間減少或質量下降，不能滿足個體生理

需要的一種主觀體驗，是臨床常見病、多發病，長期失眠可導致焦慮、抑鬱或恐眞，精神活



動效率下降，影響患者社會功能或生活質量，目前治療上尚無長期有效的理想藥物。2012

年12月至2013年12月，筆者採用益腎養心安神顆粒治療失眠症56例，取得較好療效，

總結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河南省中醫院腦病科門診就診的失眠症患者96例，6有機分為治療組和對照組。治療組

56例，男30例，女26例；年齡平均（40.12±11.27）歲；病程平均（22.10±5.66）年。對照組40

例，男23例，女17例；年齡平均（40.56±13.82）歲；病程平均（22.16±6.17）年。兩組病例在

年齡、性別等方面經統計學分析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病例選擇標準 

1.2.1 西醫診斷標準 

按照《中華醫學會精神科分會精神障礙診斷標準（CCMD-3）》[1]中有關失眠症診斷標準。 

1.2.2 中醫診斷標準 

按照《中醫病證診斷療效標準》[2]中有關不寐的診斷標準。 

1.2.3 中醫辨證標準 

按照《中醫病證診斷療效標準》[2]中有關氣血兩虛型辨證標準。主症：睡眠不安，心煩惱依，

胸悶脘痞，神疲食少，頭暈目眩，四肢倦怠，面色少華，舌淡，苔薄，脈細或沉弱。 

1.3 試驗病例標準 

1.3.1 納入病例標準 

凡符合本病西醫診斷標準及中醫診斷標準，辨證屬氣血兩虛型者均可納入試驗病例。 

1.3.2 排除病例標準 

年齡在18歲以下或75歲以上；繼發於軀體疾病或精神疾病的失眠患者；藥物或酒精依賴性

失眠患者；妊娠或哺乳期婦女。 

1.3.3 剔除病例標準 

凡不符合納入標準，未按規定用藥，無法判定療效或資料不全等影響療效判定或安全判定

者。 

1.4 治療方法 

治療組給予益氣養血安神顆粒（由河南省中醫院製劑室生產，院內製劑批准文號：豫製藥

字Z04010470）1袋/次，2次/d，溫開水沖服。對照組給予烏靈膠囊（由浙江佐力藥業股份有限

公司生產，批號20050617），3粒/次，3次/d，口服。 

兩組均以60d為1個療程。 

1.5 益氣養血安神顆粒藥物組成及制備 

藥物組成：黃蓍18000，白朮18000g，酸棗仁60000g，黨參18000g，合歡皮18000g，茯

苓60000g，當歸60000g，遠志30000g，夜交藤60000g，龍眼肉90000g。取黃蓍、白朮、酸棗

仁，黨參，加95%的乙醇回流提取，濾出提取液另行收集；合歡皮、當歸、茯苓、遠志、夜交藤、

龍眼肉，加水煎煮3次，第1次10倍量水煮3h，第2次和第3次均加入8倍量水各煎2h；合併煎液，



濾過。將濾液濃縮至相對密度為1.3~1.4（60~65℃）的清膏，取清膏1份，加蔗糖4份製成顆粒，

乾燥、分裝成6000袋，密封。 

1.6 觀察項目 

治前進匹茲堡睡眠質指數（PSQI）評分[3]和中醫證候評分，查血尿糞常規、肝腎功能及心

電圖。60天結束後進行匹茲堡睡眠質量指數（PSQI）評分，並再次評定中醫證候評分。觀察兩

組間的不良反應發生情況，如頭暈、頭痛、惡心、納差、嘔吐、疲倦、乏力、腹痛、腹瀉以及皮

膚、黏膜、消化道出血現象。 

1.7 療效判定標準 

參照1993年《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中「中藥新藥治療失眠的臨床研究指導原則」

的療效標準評定[4]。臨床痊愈：睡眠時間恢復正常或夜間睡眠時間加至6h以上，睡眠深沉，醒後

精神充沛；顯效：睡眠明顯好轉，睡眠時間增加3h以上，睡眠深度增加；有效：症狀減輕，睡

眠時間較前增加不足3h；無效：睡眠無明顯改善或反加重者。 

中醫證候學評定根據治療前、後匹茲堡睡眠質量指數（PSQI）評分計算療效指數。計算方

法：療效指數＝（治療前評分－治療後評分）/治療前評分×100%。 

1.8 統計學方法 

採用SPSS 14.0統計分析軟件處理，計量資料採用（x±s）表示，療比較採用x2檢驗，P<0.05

為差異有顯著性。組間比較採用t檢驗，等級資料採用Ridit分析。 

 

2 結果 

2.1 兩組中醫臨床療效比較2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2.2  兩組治療前後匹斯堡睡眠質量指數（PSQI）評分對比見表2。 



 

2.3 兩組病例治療前後中醫證候評分比較（見表3）。 

 

2.4 不良反應 

在96例病例中，其中對照組有3例患者出現24小時的呼吸異常，經常規處理後緩解；治療組

有1例服用中藥後出現腹瀉，經對症處理後，症狀緩解；有0例患者出現肝功能損害，有0例患者

出現低鈉、低鈣血症。 

 

3 討論 

祖國醫學中，失眠又稱為「不寐」、「不得眠」、「不得臥」、「目不瞑」等[5]。認為本病

的病因包括情志所傷、飲食不節、病後、年邁、稟賦不足、心虛膽怯等因素，其病位主要在心，

發病與肝鬱、膽怯、脾腎虧虛、胃失和降密切相關，其病機或由心脾兩虛，氣血不足，心膽氣虛，

觸事易驚，導致心神失養所致；或為肝鬱化火，五志化火，痰熱內擾，陰虛火旺，引起心神不安

所致。 

現代醫學對失眠的研究認為其病因主要包括軀體、生理、心理、精神、藥物等五個方面（通

常用「5P」表示）：①軀體性原因（physical causes）；②生理性原因（physiological causes）；

③心理性原因（psychological causes）；④精神性原因（psychi-atric causes）；⑤藥物性原因

（pharmacological causes）。有研究認為中腦側被蓋區（VTA）DA（多巴胺）神經元及其受

體可能參與睡眠和覺醒調節作用[6]。現代醫學對本病的治療多以苯二氮卓類藥物為主，輔以抗抑

鬱藥物或抗焦慮藥物及心理干預等，療效肯定，但苯二氮卓類藥物有易形成藥物依賴、停藥反跳、



記憶力下降等缺點，導致患者藥物依從性下降，不規律用藥，失眠症反復難愈。中醫藥治療劑型

種類很多，使用劑量、方法各異，許多患者認為中藥水煎劑浪費時間，服用及携帶不方便，很多

患者因此而不能堅持服藥，降低了中藥水煎劑治療的依從性，影響臨床療效。基層醫療單位多種

聯合使用加重患者經濟負擔，造成藥源浪費和臨床用藥混亂。 

我們經過長期的臨床觀察和總結，認為該病在臨床上主要為脾腎虛弱，心脾兩虛，氣血不

和所致者多見。祖國醫學還認為，人體易疲勞及肢體無力與脾臟關係最為密切[7]，而且，脾胃功

能失調失常是失眠症發生的關鍵，究其原因為在現代快節奏的社會環境下，工作、學習和生活中

長期情緒緊張，精神壓力加大，導致思慮氣結，久則傷脾，脾為氣血化生之源，由於脾失健運，

氣血化源不足，不能奉養心神，而致心神不安，陽不入陰的不寐證在臨床中十分常見[8]。故提出

益氣養血安神法治療失眠，並依據此法研製出益氣養血安神顆粒。 

益氣養血安神顆粒由黃芪、當歸、白朮、酸棗仁、黨參、合歡皮、茯苓、遠志、夜交藤、

龍眼肉組成。方中黃芪補中益氣，現代藥理研究表明，黃蓍可以抗疲勞[9]；當歸補血活血，主要

通過刺激與造血相關的細胞、分子等作用於造血系統，從而達到「補血」的效果[10]；二者共為君藥，

奏氣血雙補之功效。白朮補脾，具有提高血液淀粉酶活性、促進腸壁吸收、調節腸道功能的顯著作用[11]；

遠 志 寧 心 ， 在 抗 癡 呆 、 腦 保 護 、 靜 、 保 護 心 腦 血 管 等 方 面 具 有 良 好 活 性 [ 1 2 ] ； 

二藥為臣藥，輔助君藥奏補益心脾之功效。夜交藤、龍眼肉寧心安神，現代藥理研究表明，夜交

藤具有調氣血，既能專入腎，益精髓，又能補肝腎，入肝腎脾經，可2日強免疫[13-14]；酸棗仁可

以有效的抑制中樞神經系統，起到鎮靜催眠的作用[15]；合歡花舒鬱、理氣、安神[16]；諸藥相伍共奏

益 氣 養 血 、 寧 心 安 神 之 功 。 

本臨床觀察表明，治療組的臨床總療效、治療後PSQI評分和中醫證候評分均優於烏靈膠囊，

提示以益氣養血，寧心安神法指導下的益氣養血安神顆粒，對失眠有較好的療效，可以明顯改善

患者臨床症狀，延長失眠患者睡眠時間，改善睡眠質量，其作用機理還有待進一步研究。益氣養

血安神顆粒治療失眠症，提供一種安全有效的中成藥之一，值得推廣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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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兩組臨床療效比較 [例（%）] 

組別 例數 治愈 顯效 改善 無效 總有效率 

治療組 56 10(17.86） 30(53.57） 16(28.57) 0(0.00) 56(100.00)* 

對照組 40 6(15.00) 19(47.50) 12(21.42) 3(7.50) 37(92.50) 

注：與對照組比較，U=7.86，P=0.038，*P<0.05。 

 
表2 兩組治療前後匹斯堡睡眠質量指數（PSQI）評分對比（分；±s） 

組別 例數 治療前 治療後 

治療組 56 13.63±2.63 3.46±1.54
**##

 

對照組 40 15.35±3.14 5.81±2.88
**
 

注：與本組治療前對比，**P<0.01，與對照組治療後對比，##P<0.01。 

 
表3 兩組病例治療前後中醫證候評分比較（±s） 

組別 例數 治療前 治療後 

治療組 56 89.21±10.26 29.35±4.36
*
 

對照組 40 87.68±9.26 27.65±5.14
**
 

注：與治療前對比，*P<0.01，與對照組治療後比較，**P>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