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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亚辉运用子午流注纳支法治疗原发性失眠验案二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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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失眠是一种常见的睡眠障碍性疾病，长期失眠可导致生活质量下降。贺亚辉认为可以按照不
同证型、不同症状，运用子午流注纳支法治疗原发性失眠，以补虚泻实、调整阴阳为原则，辨证取穴，
按时取穴。本病病情反复，病程较长，应徐徐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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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Medical Cases of He Yahui in Treating Primary Insomnia by Ziwuliuzhu Nazhi Method
ZHAO Xin-yu1, Instructor: HE Ya-hui2
(1.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sha 410208, China; 2. Hengyang Hospital Affiliated to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Hengyang 421000, China)
Abstract: Insomnia is a common sleep disorder, and long-time insomnia can cause the decline of people’s
quality of life. He Yahui believes that primary insomnia can be treated with Ziwuliuzhu Nazhi Metho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syndromes and symptoms. The treatment principle should be tonifying deficiency and reducing
excess, regulating yin and yang. Acupoints are selected according to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on time. The
disease is recurrent and has a long course, which should be treated slowly and gradually.
Key words: He Yahui; Ziwuliuzhu Nazhi Method; primary insomnia; acupuncture therapy
失眠，中医又称“不寐”“不得眠”，最早出

据十二时辰经气流行顺序而采取的“补母泻子”治

现于《难经•四十六难》“老人卧而不寐，少壮寐而

疗方法。在《针灸大成•论子午流注法》中论到：

不寤者，何也”，其病因主要为情志失调、饮食不

“子午流注者，谓刚柔相配，阴阳相合，气血循

节、劳倦失调、病后体虚，基本病机为阴盛阳衰，

环，时穴开阖也。何以子午言之？曰：‘子时一

阴阳失交。失眠按照不同表现分为肝火扰心、痰热

刻，乃一阳之生；至午时一刻，乃一阴之生，故以

扰心、心脾两虚、心肾不交、阴虚火旺、心胆气虚

子午分之而得乎中也。’流者，往也。注者，住

[1]

6 种证型 。贺亚辉认为失眠主要是由于人们长期作

也。” [2] 而纳支指的是地支，地支依次为子丑寅卯

息不规律，导致人体气血运行紊乱，阴阳不能按时

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对应的脏腑为胆、肝、肺、大

消长导致，临床中运用子午流注纳支法，顺应人体

肠、胃、脾、心、小肠、膀胱、肾、心包、三焦。

气血流注规律，按时取穴治疗失眠，疗效显著。本

子时代表 23:00－1:00 的时间段，此时胆经气血旺

人侍诊在侧，受益良多，本文细述贺师运用子午流

盛；1:00 过后，气血便流注于肝经。气血依时流

注纳支法治疗原发性失眠的经验，以供参考。

注，日复一日。子午流注纳支取穴法是根据十二经

1 子午流注纳支法

脉循行顺序与气血流注规律，按时取穴，例如：当

子午流注纳支法是子午流注法中的一种，是根

辨证为心脾两虚证时，依据气血流注十二经脉顺
序，得知巳时脾经气血旺盛，午时心经气血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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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可在巳时刺激脾经的穴位，午时刺激心经的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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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以求激发气血，达到最佳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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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典型案例

• 61 •

土，故取心经的井穴少冲穴与脾经的荥穴大都穴，

案例 1：患者，女，52 岁，2019 年 2 月 20 日

行补法刺激，以补益心脾。依据子午流注理论巳时

初诊。主诉：失眠 3 个月，加重 5 d。患者 3 个月前

与午时分别是脾经与心经气血运行最旺盛之时，按

无明显诱因出现难以入睡，睡眠质量差，多梦易

时刺激以上四穴，顺应自然规律调节气血运行，更

醒，至当地医院就诊，予服用安定药物后稍有改

能激发心脏与脾脏之生理功能，补益气血亏虚，以

善，自行停药。后症状反复，患者自行间断服用安

助睡眠。

定等安眠药物，未见明显改善。5 d 前上述症状加

案例 2：患者，女，45 岁，2019 年 3 月 20 日

重，每日夜间睡眠仅 3～4 h，期间醒来 2～3 次，醒

初诊。主诉：失眠 1 年，加重 2 周。患者诉平素工

后难以入睡，甚整夜无眠。伴精神疲惫，偶有心

作压力大，经常熬夜，常于凌晨入睡，1 年前出现

悸、头晕目眩，自述近来健忘，胃口不佳，易腹胀

入睡困难，夜间睡眠时间约 2～3 h，夜间多梦，甚

便溏。舌诊：舌质淡，苔薄。脉诊：脉细无力。西

则彻夜不眠，曾自行间断服用抗焦虑药物，睡眠未

医诊断：失眠。中医诊断：不寐，心脾两虚型。治

见好转，常感心烦心悸，午后易发热，伴头晕耳

法：补益心脾、养血安神。按照子午流注纳支法取

鸣，口干口苦，易便秘，二三日一行，小便较黄。

穴：9:00－11:00（巳时）取双侧太白、大都，针

月经尚调。舌诊：舌质红，苔少。脉诊：脉细偏

刺，行捻转补法；11:00－13:00（午时）取双侧神

数。西医诊断：失眠。中医诊断：不寐，心肾不交

门、少冲，针刺，行捻转补法。均留针 30 min，留

型。治法：滋阴降火、交通心肾。按照子午流注纳

针期间每 10 min 行针捻转 1 次，1 次/d，2 组穴位交

支法取穴：11:00－13:00（午时）取双侧神门、少

替使用，10 d 为 1 个疗程。嘱患者规律作息，避免

府，针刺，行捻转泻法；次日 17:00－19:00（酉时）

熬夜。治疗 1 个疗程后，患者睡眠仍差，但能入睡

取双侧太溪、复溜，针刺，行捻转补法；均留针

4～5 h，期间醒来 1～2 次，醒后 30 min 能继续入

30 min，留针期间每 10 min 行针捻转 1 次，1 次/d，

睡。按上述方法再次治疗 2 个疗程后，患者睡眠大

2 组穴位交替使用，10 d 为 1 个疗程。嘱患者放松

致恢复正常，夜间能入睡 7～8 h，偶有醒来，醒后

心情，规律作息。治疗 1 个疗程后，患者睡眠稍有

可快速入睡，精神较好，无心悸、头晕目眩，胃口

改善，每日夜间约入睡 3～4 h，眠浅，夜间多梦，

转佳，二便正常。

偶有心烦心悸、头晕耳鸣，但较前明显减轻。按上

按语：患者年龄 52 岁，正气亏虚，脾胃虚弱，

述方法再次治疗 3 个疗程后，患者睡眠明显好转，

脾统血，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虚血亏，

夜间能入睡 5～6 h，偶有做梦，无心烦心悸、头晕

无法温养心神。《医效秘传•不得眠》记载，“心藏

耳鸣、口干口苦，午后未见发热，大便每日 1 次，

神，大汗后则阳气虚，故不眠；心主血，大下后则

小便正常。

[3]

阴气弱，故不眠” 。心主神志，心神失养，致使

按语：患者年龄 45 岁，《素问•上古天真论

失眠多梦，难以入睡。《灵枢•九针十二原》曰：

篇》曰：“女子……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

“五脏有疾，当取之十二原。”此患者辨证为心脾

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指女性 49 岁

两虚型，故分别取心经与脾经之原穴神门、太白进

时任脉虚，太冲脉衰少，生理机能可能会出现下

行补法刺激，以补益心脾。《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

降，此时肾阴不足为主要表现。心在上焦，属火；

时》亦曰：“病时间时甚者，取之输。”同时神

肾在下焦，属水。正常情况下，心火下降于肾，以

门、太白穴也为心经与脾经的输穴，输穴为经脉气

资肾阳，助肾阳温肾水；肾水上交于心，以助心

血所灌注之处，刺激神门、太白穴，有利于心脾两

阴，使心阳不亢，从而达到水火既济、脏腑平衡的

经气血运行旺盛。再依据子午流注纳支法中的“子

状态。而患者长时间生活作息紊乱，且接近七七之

母补泻”法作为取穴依据，根据经脉与五输穴的五

际，肾阴耗伤，无法上交于心，使心火偏旺；心火

行属性，推算子母关系，以“虚则补其母，实则泻

旺盛，无法下降于肾，水火不济，心肾失交，神志

其子”为原则取心、脾二经的母穴。《难经•六十四

不宁。周衡 [5] 认为，肾为水火之宅，寓真阴而涵真

难》论及“阴井木，阳井金；阴荥火，阳荥水；阴

阳，若肾阴不足，心火独亢，肾阴亏于下，心火蒸

俞土，阳俞木；阴经金，阳经火；阴合水，阳合

灼肾阴，久之阴虚火旺，从而导致阴阳失衡，引起

[4]

土” 。心、脾两经均为阴经，其中心属火，脾属

不寐。神门穴是心经的输穴和原穴，从五行来说，

• 62 •

Chinese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eb. 2021

Vol. 45

No. 1

神门穴属土，为心经本经之子穴。少府穴为心经之

经、肾经、心包经、三焦经、胆经，至肝经而终；

荥穴，属火，为心经之本穴，依据子午流注理论中

复由肝经传于肺经，流注不息，周而复始，如环无

的“子母补泻”原则，在气血流注心经之时，也就

端。子午流注理论的运用基于“天人合一”的观

是午时对心经之子穴和本穴行泻法，以泻偏亢之心

点，疗效佳、操作方便、无副作用，更易于被广大

火。太溪穴为肾经之输穴、原穴，为肾经之气血聚

群众接受。贺师在临床中根据患者具体脏腑的偏盛

留之处，出自《灵枢•九针十二原》“阴中之太阴，

偏衰，按时对不同穴位行补泻手法，达阴平阳秘、

肾也，其原出于太溪，太溪二”。复溜穴为肾经的

脏腑平衡的状态，以改善患者的睡眠质量，值得推

经穴，属金，为肾经的母穴，在酉时对肾经气血聚

广运用。

留之处太溪穴和肾经之母穴复溜穴行补法，此时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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