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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因子分析研究新安医家王任之治疗不寐用药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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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系统归纳新安王氏医家王任之治疗不寐的学术思想，挖掘其在不寐治疗、处方用药方面的规律和特色。方法  从《王任之医案》
中选取王氏治疗不寐的有效处方 93 首，利用 Office 2010 处理数据，建立数据库，所用药物应用数据分析软件 IBM SPSS Modeler 18.0 和 SPSS 
22.0 分别对用药频数、分类、性味归经、药物组合等进行分析，并建立数据库矩阵。结果  用药频次 ≥11 次的药物有酸枣仁、远志、茯神等 28
味，常用二项药对包括茯神、酸枣仁，远志、酸枣仁等。药类及性味归经频数分析反映共使用安神药、补虚药、平肝熄风药等 17 类药，其中
安神药总用药频次最多。因子分析得到五味子、玉竹，蒺藜、牡蛎、夏枯草，酸枣仁、茯神、龙齿、珍珠母等 9 组药物组合。结论  王任之辨
治不寐重视心、肝、脾、肾四脏的论治，法以宁心安神为主，并佐通阳和腑，治以养心、宁神、清脑、强肾之剂，不寐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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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王任之先生，安徽歙县人，当代著名中医，新安王氏医学第五

世传人。其高祖王履中、曾祖王心如、祖父王养涵、伯父王仲奇、父
王殿人均为新安名医 [1]，民国《歙县志》载：“远近求医者咸归之，
称‘新安王氏医学’。”21 世纪社会飞速发展，生活的压力使不寐
一病成为人们常见且多发的疾病之一。不寐多为情志所伤、饮食
不节、劳逸失调、思虑过度、久病体虚等因素引起脏腑紊乱，阴阳失
调，阳盛不得入于阴而发病 [2]。为发挥现代中医药在不寐治疗中
的作用，深入探讨和学习王氏临床经验，本文选取王氏论治不寐的
93 首处方进行整理，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其辨治不寐的临床用药
特色进行分析与总结。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93 例医案均来自 1998 年 12 月出版的《王任之医案》中“不寐”
一门，将王氏治疗不寐的 93 例处方用药（除去复方，如大菟丝饼、
琥珀养心丹等）进行整理和筛选，共得到 144 种药物。
1.2   中医诊断标准

参照《中医内科学》[3] 里中风诊断标准。①轻者入寐困难或
寐而易醒，醒后不寐，连续 3 周以上，重者彻夜难眠。②常伴有头
痛、头昏、心悸、健忘、神疲乏力、心神不宁、多梦等症。③常因饮食
不节，情志失常，劳倦、思虑过度，病后体虚而发病。
1.3   纳入标准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所选医案临床明确诊断为不寐病；②所选医案明
确为处方有效；③处方所用药物剂型统一为汤剂。依据“十三五”
教材《中医内科学》中不寐病证的分类标准，及医案中包含的基本
症状信息，对满足以上条件的医案的处方用药、症状信息进行整
理。排除标准：①医案记录为疗效不确切者；②处方用药不全，或
药物剂型不明确者；③所选医案明确提出处方无效者。   
1.4   数据录入及规范化

①数据的录入及统一：根据数据规范化的要求将《王任之医
案》中不寐病的处方用药录入 Office 2010 中，建立数据库。为保
证数据的质量，两人分批录入，第三人审核。第三人通过查阅医案
对前两人所录数据进行审核，之后统一进行合库。②数据库的锁
定：数据库审核完成，即禁止以任何方式进行修改。

依据 2015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4] 对处方药物名称进
行规范，其中包括药物别称、炮制方法的不同、取用药部，如左牡蛎
统一为牡蛎，朱茯神统一为茯神，吉林参须统一为人参等。药物的
四气五味、归经及分类依据“十三五”教材《中药学》[5] 进行归纳。
1.5   统计学方法

①描述性分析：运用“新安医学数据信息应用平台”计算数据
库中药、二项药对的出现频率，探寻治疗不寐中高频药物的分布规
律。统计常用中药分类种类、使用频次，并根据药物的性味归经，
归纳总结治法。②因子分析：采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药物因子分
析。因子分析的基本 目的是用少数几个因子去描述多数药物之间
的联系，即将相关比较密切的几个药物归在同一类，每一类药物就

成为一个因子，以较少的几个因子反映处方用药的大部分信息。

2   结果
2.1   常用药物频数分析

本研究筛选王任之治疗不寐的医案 93 例，使用中药 144 味，
总用药频次 1282 次，在 93 首处方中，用药频次最高的是酸枣仁，
其次为远志、茯神、龙齿等，频次 11 次及以上的药物详见表 1。

表 1  王任之治疗不寐 93 张处方高频中药频率情况 ( 频次 ≥11 次 )

中药 频次 频率（%） 中药 频次 频率（%）

酸枣仁 82 88.17 夏枯草 22 23.66

远志 73 78.49 蒺藜 19 20.43

茯神 72 77.42 枸杞子 17 18.28

龙齿 64 68.82 人参 16 17.20

夜交藤 46 49.46 丹参 16 17.20

牡蛎 43 46.24 生地黄 14 15.05

磁石 42 45.16 女贞子 14 15.05

合欢花 39 41.94 龟甲 13 13.98

珍珠母 38 40.86 砂仁 12 12.90

五味子 38 40.86 白芍 12 12.90

玉竹 32 34.41 益智仁 11 11.83

麦冬 28 30.11 续断 11 11.83

柏子仁 25 26.88 半夏 11 11.83

黄芪 24 25.81 白术 11 11.83

2.2   高频药对分析
王任之治疗不寐的处方中常用二项药对前几位分别为茯神、

酸枣仁，远志、酸枣仁，茯神、远志，龙齿、茯神，龙齿、酸枣仁。药对
使用频次为 32 次及以上的分析详见表 2。

表 2  王任之治疗不寐高频药对频数分析情况

药对 频次 频率（%） 药对 频次 频率（%）

茯神  酸枣仁 69 74.19 牡蛎  酸枣仁 38 40.86

远志  酸枣仁 68 73.12 龙齿  夜交藤 38 40.86

茯神  远志 62 66.67 龙齿  牡蛎 38 40.86

龙齿  茯神 62 66.67 珍珠母  茯神 37 39.78

龙齿  酸枣仁 62 66.67 酸枣仁  合欢花 36 38.71

龙齿  远志 58 62.37 珍珠母  酸枣仁 36 38.71

远志  夜交藤 42 45.16 茯神  磁石 35 37.63

酸枣仁  夜交藤 42 45.16 远志  五味子 35 37.63

茯神  夜交藤 40 43.01 远志  合欢花 35 37.63

牡蛎  茯神 40 43.01 酸枣仁  五味子 34 36.56

远志  磁石 39 41.94 龙齿  磁石 34 36.56

酸枣仁  磁石 39 41.94 茯神  合欢花 33 35.48

牡蛎  远志 38 40.86 珍珠母  龙齿 32 3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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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常用中药分类及性味归经分析
统计药物的分类，以及每类药中用药频次前四位药物的性味

归经，发现常用药类为七大类（如表 3）：补虚药、清热药、理气药、
平肝熄风药、解表药、安神药、活血化瘀药，以安神药、补虚药用药
频次最多，药味以甘、苦居多，药性寒、温均衡，归经多归心、肾经。

表 3  常用中药分类种数、使用频次及性味归经

药类药物种数 

及总用药频次
药名

使用

频次
性味 归经

补虚药 35 种 玉竹 32 甘，微寒 肺，胃

287 次 麦冬 28 甘，微苦，微寒 心，肺，胃

黄芪 24 甘，微温 肺，脾

枸杞子 17 甘，平 肝，肾

清热药 14 种 夏枯草 22 辛，苦，寒 肝，胆

71 次 生地黄 14 甘，寒 心，肝，肾

牡丹皮 5 苦，辛，微寒 心，肝，肾

功劳叶 5 苦，凉 肝，肾

理气药 14 种 枳壳 9 苦，辛，酸，微寒 脾，胃

49 次 木香 7 辛，苦，温
脾，胃，大肠，

三焦，胆
陈皮 7 苦，辛，温 肺，脾

香附 5
辛，微苦，

微甘，平
肝，脾，三焦

平肝熄风药 12 种 牡蛎 43 咸，微寒 肝，胆，肾

152 次 珍珠母 38 咸，寒 肝，心

蒺藜 19
苦，辛，微温，

有小毒
肝

天麻 9 甘，平， 肝

解表药 11 种 蔓荆子 8 辛，苦，微寒 膀胱，肝，胃

45 次 羌活 7 辛，苦，温 膀胱，肾

葛根 6 甘，辛，凉 脾，胃

细辛 5 辛，温 心，肺，肾

安神药 10 种 酸枣仁 82 甘，酸，平 肝，胆，心

378 次
远志 73 苦，辛，温 心，肾，肺

龙齿 64 甘，涩，平，无毒 心，肝，肾，大肠

夜交藤 46 甘，平 心，肝

活血化瘀药 9 种 丹参 16 苦，微寒 心，肝

43 次 牛膝 6 苦，甘，酸，平 肝，肾

郁金 4 辛，苦，寒 肝，心，肺

五灵脂 4 苦，甘，温 肝，脾

2.4   因子分析
采用 SPSS 22.0 软件实现药物因子分析 ,Kaiser-Meyer-Olkin

值为 0.552，Bartlett 检验：χ2=1193.013，df=406，表示可进行因子分

析，显著性为 0.000，具备统计学的统计意义。将特征值 - 变量形
成图像，得到碎石图详见图 1。选取载荷系数 >0.5 的药物变量，对
29 味药物进行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共得到 9 个公因子。图 2
中可看出药物在空间结构上的分布情况 , 图中空间上距离较近的
点代表某一相同因子，如 F1五味子、玉竹在空间上距离较近归为
同一类，F2蒺藜、牡蛎、夏枯草在空间上距离较近归为同一类。

表 4  王任之治疗不寐处方用药因子分析

公因子 药物组合 主要功效

F1 五味子、玉竹 养阴生津

F2 蒺藜、牡蛎、夏枯草 清痰火、平肝阳

F3 酸枣仁、茯神、龙齿、珍珠母 镇惊安神

F4 人参、白术、麦冬 健脾益肺，养阴生津

F5 柏子仁、生地黄 生津止渴

F6 黄芪、枸杞子 补气升阳、养血安神

F7 合欢花 解郁安神

F8 女贞子 滋补肝肾

F9 龟甲 滋阴潜阳、养血补心

3   讨论
不寐的病机总属阳盛阴衰，阴阳失交，在《内经》中 不 寐 称

为“目不瞑”、“卧不安”、“不得卧”，《素问·逆调论》有云：“胃不和
则卧不安。”现代中医认为，不寐病位主要在心，与肝、脾、肾密切
相关，心主神明，神安则寐，神不安则不寐 [6]。从药物使用频数统
计结果来看，王氏使用频数最多的药物是酸枣仁，使用频率高达
88%，酸枣仁为养心安神药，性味甘，入心、肝经，功在养心益肝、宁
心安神，因滋养心肝阴血而有安神之效 [7]，《本草经疏》云：“酸枣
仁，实酸平，仁则兼甘。专补肝胆，亦复醒脾。……母子之气相通，
故亦主虚烦、烦心不得眠。”从表 2 高频药对频数分析来看，王任
之常以酸枣仁、茯神、远志、龙齿等药配伍使用，酸枣仁伍远志以养
血安神，可治心肾阴亏，阴血亏虚之失眠、健忘、咽干口燥者；远志
苦辛性温，善宣泄通达，入心、肺、肾经，既能祛痰利心而宁心安神，
又能通肾气而安神益智，与龙齿、茯神等药配伍使用以镇惊安神，
可治心肾不交之失眠、心神不宁等症 [8]，《药品化义》曰：“以此豁
痰利窍，使心气开通，则神魄自宁也。”通过表 3 来看，在新安医家
王任之治疗不寐所用的 144 种中药中，列举 7 种常用药类，其中安
神药、补虚药、平肝熄风药最常用。以法组方，遣方用药，王氏常用
药类的使用，印证了其治疗不寐养心、平肝、强肾的治法。肝郁化
火，或痰热内扰，则心神动摇，神不安宅；心胆气虚，或心脾两虚，或
心肾不交，则心神失养，神不安宁 [9]，故治以宁心安神为主，辅以通
阳、滋肾、运脾、益脑兼筹并顾。王氏常用中药性味以甘为主，多归
心、肾、肝经，甘能补、能和，酸甘能化阴，生津止渴，甘涩能镇心，
定惊安神，证药既合，寤寐安之。

图 1  王任之治疗不寐处方用药因子分析碎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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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图 2 因子分析得到王氏治疗不寐的 9 组相关药物组合，
F1：五味子、玉竹，功在养阴生津，可治阴血亏损之失眠多梦；F2：
蒺藜、牡蛎、夏枯草，清痰火、平抑肝阳，夏枯草和阴阳、调营卫，为
治疗不寐之佳品，适用于痰火郁结所致失眠；F3：酸枣仁、茯神、龙
齿、珍珠母，功在宁心安神，配伍治疗惊悸失眠、心神不宁等症；F4：
人参、白术、麦冬，补脾益肺，生津养血，安神益智，人参与麦冬等配
伍，方如天王补心丹，治心肾不足，心悸健忘 [10]，人参与白术及 F3
中的酸枣仁等配伍，方如归脾汤，可治心脾两虚；F5：柏子仁、生地
黄，养血安神，养阴生津，柏子仁与人参、白术、五味子配伍，方如柏
子丸，或与茯神、酸枣仁等共用，方如养心汤，可治心经阴血亏少，
心神失养之心烦失眠，柏子仁与麦冬配伍，以收养心补肾之效，方
如柏子养心丸，可治心肾不交之心烦少寐 [11]；F6：黄芪、枸杞子，黄
芪性微温、味甘，有补气固表、止汗、利尿的功效，枸杞子性平味甘，
有补肾益精，养肝明目，补血安神，生津止渴的功效，两者合用可
用于治疗肝肾不足，气虚乏力所致睡眠质量不佳、失眠 [12]；F7：合
欢花，性味甘平，归心、肝经，功在解郁安神，与肉桂、夜交藤伍用，
可治疗心肾不交之失眠；F8：女贞子，甘苦性凉质润，善补肝肾之
阴，属清补之品，可治疗肝肾阴虚导致的失眠多梦；F9：龟甲，甘咸
微寒，入肝、肾、心经，乃滋阴益肾、滋阴潜阳之佳品，入肝肾经，能
滋补肝肾之阴，治阴虚风动所致神倦，或能益肾滋阴养血，治肾虚
[13]，龟甲如入心经，与龙齿、远志等配伍，可补血养心而安神，治阴
血不足，心肾失养之失眠。

通过对王任之不寐病案的处方用药进行因子分析，可以看出
王氏治疗不寐从病因病机出发，临证圆机活法，对心、肝、肾等脏腑
加以辨证，或从心、脾论治，重视痰热扰神，或从心、肾论治，重视调
节阴阳，或从肝、肾论治，重视调护精神，或从脑论治，重视补肾填
髓 [14]，立法以宁心安神为主，兼之通阳、滋肾、运脾、益脑等，处方

用药常以安神药为主，补虚药、平肝熄风药佐之。不寐的发生与人
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此次利用因子分析方法，整理分析王任之治
疗不寐的处方用药规律，以传承王氏内科临床经验，对现代中医药
治疗不寐起到了良好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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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旋转空间中的元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