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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也越来越快，人

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下产生焦虑症的几率也逐渐升高。在我国现有

医疗技术中，对焦虑症的诊断及治疗有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目前

治疗焦虑症的治疗，在西医治疗中最常见的现象就是，停药后焦

虑症便会复发。这是西医治疗最大的弊病无法使忧郁症断根，关

于我国中医对忧郁症研究中发现中医对忧郁症有比较好的治疗效

果。本文主要通过中医近些年的研究经验对忧郁症的发病病机、

焦虑症典型的治疗方法、中西医结合治疗，等角度对忧郁症的治

疗作出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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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 pace of people's life is getting 
faster and faster, and the incidence of anxiety disorders is also increasing.In China's 
existing medical technology,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anxiety disorders have 
been more in-depth research, the current treatment of anxiety disorders, in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the most common phenomenon is that anxiety will recur after 
drug withdrawal.this is the biggest malady of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can not 
make melancholia root, about our countr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o melancholia 
research found tha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o melancholia has a better treatment 
effect.based on the research experi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makes a brief analysis on the pathogenesis of depression, typical treatment 
methods of anxiety, integrated trea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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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所谓焦虑症，是恐惧和焦虑引起的神经性疾

病，产生这种病状的主要原因是生活节奏的加快，

比如说工作压力太大、以及家庭矛盾、和日常的

人际关系等多方面因素引起焦虑症，从我国现今

天的生活节奏来看。此病在我国大城市的发病率

也越来越高。严重的影响人们的生命健康，同时

还对人们的生活质量造成一定影响，在我国近些

年对忧虑症的研究中，对此病的治疗缺乏断根的

治疗。但在中医的治疗中效果比较显著。

一、诱发焦虑症的病因

从焦虑症在中医治疗的历史来看，在传统中

医典型病例中并没有“焦虑症”这种病例。但是

从焦虑症的发病症状来看。焦虑症属于中医的常

见病症，焦虑症的症状表现主要涉及“郁证”、“惊

悸怔忡”、“奔豚”、“不寐”、“脏躁”、“卑

惵”、“百合病”等众多病症范畴。从中医的基

本治疗理论来看，焦虑症属于疾病。诱发焦虑症

的病因主要是思虑劳倦。内伤心脾，而造成心肾

不交的现象。焦虑症在中医学的《黄帝内经》中，

有明显的表述焦虑症的诱发，我们可以了解到“人

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在《素

问·举痛论》中对焦虑症的介绍有“思则心有所存 , 
身有所归 , 正气留而不行 , 故气结矣”。从而导

致焦虑症，因为患者个人情绪的忧郁而造成忧郁

症状的产生。在《古今医统大全·郁证门》也对

忧虑症有过论述导致忧郁症的原因是由于“郁为

七情不舒 , 遂成郁结 , 既郁之久 , 变病多端。”从

这些医学书籍对忧郁症的记载，表明了忧郁症的

产生与脏腑有着灭密切的关系。

二、中医常见的治疗方法

在我国中医对忧郁症的治疗研究中，常见的

治疗主要有以下几种治疗方法。

1、以气论治

在中医对焦虑症的治疗研究中，最常见的是

以气论的研究治疗方法，这种治疗方法的研究学

者主要有学者魏洪波，他认为中医对忧郁症的治

疗中。 气机郁滞是忧郁症治疗的关键，通过中医

对忧郁症进行治疗时，应该以理气调气最为主要

的治疗措施。魏洪波在以气论的实验研究中，在

实验案例设计时，选择 66 为焦虑症患者，将这

些患者为 2 组进行实验对比，在中医实验治疗组，

所采用的治疗措施是通过，栀子厚朴汤对焦虑症

进行治疗，空白实验对照组，通过西医的艾司唑

仑片对焦虑症进行治疗，在治疗时间的设置上设

置为 1 个月，通过 1 个月后的对比实验发现，中

医治疗和对比实验治疗的评分分别为 90.90% 和

97.00%，中医治疗方法高于西医分别为 51.50%
和 84.80%。

2、以心论治

除了上述的以气论治外，还有一部分医学家

主张以心论治，比如说司维对焦虑症的治疗通过

《黄帝内经》中“心主神明”理论，来对焦虑症

进行治疗，“心主神明”的治疗理论，对疾病的

治疗主要考虑的是心。在从“心”论治焦虑的研

究中，在对临床患者进行治疗时主要是通过天王

补心丹对焦虑症进行治疗，天王补心丹的主要治

理疗效在于，能够对患者进行清热安神，这种治

疗方法在临床治疗中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

3、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治疗方法

近年来，为了对焦虑症进行根本性治疗，许

多学者考虑到将中西相结合对焦虑症进行治疗，

中西结合的这种治疗方法在临床治疗中取得了良

好的治疗效果。中西结合的治疗方法主要是通过，

中医辨病和西医辨病相结合的治疗模式，将中西

相互协同的治疗方法，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在

中西相互结合的治疗实验中，宋桂华对这种治疗

方法进行实验，在实验设置中，将 50 为焦虑症

患者为 2 组，空白实验组的患者服用丁螺环酮片

进行治疗， 而中西结合的治疗组。通过安神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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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方进行治疗 ( 酸枣仁、茯神、菖蒲、郁金、当归、

白芍、生地黄、远志、柴胡、白术、钩藤、甘草 ) 
与西药丁螺环酮相互协作进行治疗，实验的治疗

周期分为 6 周，通过最后的治疗结果显示，治疗

组的治疗率为 28.00%、52.00%，空白实验组为

4.00%、24.00%,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三、总结

通过上述讨论我们了解到，针对焦虑症的治

疗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但这些治疗方法主要的缺

点在于，如果停药后焦虑症便会复发，在我国中

医对焦虑症的治疗研究中，运用辩证的治疗观融

入到焦虑症的治疗中，使中医的治疗取得瞩目的

治疗效果，这也体现了我国中医的治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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