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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耳 鸣 治 
耳呜治心的方法与实践 

● 王永钦 

摘 要 耳呜是临床常见病症，发病率逐年增加，目前中西医尚无有效治疗方法。本文对于耳呜提 

出了“神不内守”的发病学说，并对“耳呜治心”之法做 了介绍。 

关键词 耳呜 治法 心 安神 

耳呜，指外界本无其声，而耳 

中有其响者。本病既是I临床常见 

病症，又是一种比较难治的顽症。 

近年来，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生 

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的增加， 

耳呜发病有逐年增多的趋势。根 

据耳呜的发病特点，本人从辨证论 

治人手，重点采用调心、调神之法， 

从“心”论治耳呜，取得良好效果。 

现就笔者论治之法，结合验案论述 

如下，以飨同道。 

l 生理病理学基础 

1．1 耳与心有相似的生理特性 

心藏神，为五脏六腑、全身诸器官、 

诸官窍之大主；耳主听觉，司位觉， 

而听觉、位觉亦属于神的活动范 

畴，其功能的发挥亦是在心神的主 

持下而产生的。正如《类经 ·五癃 

津液别》中所云：“心总五藏六府， 

为精神之主，故耳、目、肺、肝、脾、 

肾皆听命于心，是以耳之听，目之 

视，无不由乎心也”。心藏神，主神 

明；耳藏听神，主听觉；心神、听神 

均有喜静谧而恶躁动，喜内守而恶 

外越的特点。心神失守，外越、躁 

动，则心烦不安、失眠多梦；耳神失 

守，外越、躁动则耳呜有声，听觉不 

聪，故耳神与心神有着相似的生理 

特性，两者皆以静谧、内守为特点。 

然两者之间，心神为耳神之主，惟 

有心神静谧内守，使于听神，则听 

觉清聪灵敏，静谧听声，无 自呜之 

响。(有关心与耳窍的关系参见 

《中医药通报》2006年 4期，笔者 

所撰写的“论心开窍于耳”一文，此 

不详述。) 

1．2 耳鸣是神不内守的表现 耳 

鸣发生多数与精神、情志失调或思 

虑劳神过度等因素有关，其病机往 

往是先伤心神，致心神失守，再病 

及耳神，使耳失静谧而发生耳鸣， 

故耳鸣发生与心神失守有关，是 

“神不内守”在耳窍的表现。如心 

神内守，则耳聪不呜，心神失守，躁 

动不宁，则听神易难安宁而发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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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古今医统大全 ·耳病门》亦 

日：“忧愁思虑则伤心，心虚血耗必 

致耳鸣耳聋”。心虚血耗，则心神 

失养，神不内守，故可发生耳鸣耳 

聋。不但心血亏虚可引发耳鸣，大 

凡心血、心气、心阴、心阳、心脉等 

的虚实变化，均可以影响耳窍而导 

致耳鸣的产生。正如《严氏济生方 
· 耳门》中所日：“风寒暑湿燥热得 

之于外，应乎肾；忧愁思虑得之于 

内，系乎心。心气不平，上逆于耳， 

亦致聋聩、耳呜”。严氏所日的“心 

气不平”，不单单指心气，而是对心 

脏功能失调所产生的寒热虚实变 

化的概括。 

心主血脉，耳为宗脉之所聚， 

血脉均以通畅为用。心主血脉充 

盛，则耳脉通畅，听觉灵敏。若心 

脉瘀阻，则耳脉不畅，亦可发为耳 

鸣等，故《灵枢 ·邪气脏腑病形》： 

“心脉⋯⋯微涩，为血溢、维厥、耳 

鸣、颠疾”。微涩，为心经血脉运行 

不畅之脉象也。 

2 耳鸣治心的方法与应用 

耳呜发生与心神关系密切，是 

神失内守的表现，故采用治心调神 

之法，使心平神安内守，则耳鸣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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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严氏济生方》亦日：“六淫伤 

之调乎肾，七情所感治乎心。医疗 

之法，宁心顺气，欲其气顺心宁，则 

耳为之聪矣”。宁心，即为调神，使 

神安内守；气顺，即心脏寒热虚实 

平复；气顺心宁则耳神清静内守、 

耳聪呜止 。 

引起神失内守的原因甚多，凡 

心脏功能失调所引起的虚实寒热 

变化，如心火上炎、痰热、痰火扰 

心、心脉瘀阻、心血亏虚、心阴不 

足，阴虚火旺、心气、心阳虚弱，以 

及脏腑之间病理变化对心所产生 

的相互影响，如心脾两虚、心肝郁 

热、心肾不交等均可导致耳呜的发 

生，故临证治心、调神治疗耳呜亦 

要根据心病之寒热虚实而进行应 

用。笔者在实践中，将“耳鸣治心” 

归纳为以下 卜法。 

2．1 清心安神 适用于七情失调 

或过激，气郁化火，心火上炎，扰 

乱听神所致之耳鸣。表现为耳鸣 

啃杂，鸣声较大，心烦失眠，性情 

急躁，心烦时耳鸣尤甚，口苦，或 

口舌生疮，小便黄赤，舌尖红 ，苔 

黄，脉实有力等。此证之发，因由 

心火，治宜清心泻火，俾使火清心 

静神宁而呜自息矣。方药用清心 

熄呜汤 (经验方：栀子，黄连，竹 

叶，莲子心，生地，水牛角，合欢 

皮，甘草)或黄连泻心汤、朱砂安 

神丸加减。 

病案：杨某，女，32岁，长期精 

神紧张，易于激动烦躁，以致病发 

右耳耳呜，逾月不愈，心情烦躁时 

尤甚，夜卧不安，口苦，小便黄赤， 

尿道口灼热时痛，舌尖红，苔薄黄， 

两脉有力，寸脉独盛。观其脉症， 

辨属心火上扰，遂以清心泻火，安 

神熄鸣为治，投以清心熄呜汤加 

减 药用 ：栀 子 10克 ，黄连 6克， 

竹叶 10克，莲子心 3克，生地 12 

克，水牛角丝20克，合欢皮 15克， 

通草 6克，瞿麦 15克，甘草 6克。 

煎服 6剂，心烦耳鸣得减，溲清无 

痛，眠安。药减瞿麦、通草，服用 3 

周，耳呜渐去。嘱其注意调神，适 

当运动，呜疾未再发作。 

2．2 养血安神 心血上注，濡养 

耳窍，则听觉聪敏，若思虑用脑、劳 

神过度，耗伤心血，心血亏虚，不能 

上奉，则心神、听神失养而发耳呜。 

其症多见呜声细小，昼轻夜甚，日 

久不愈，面色不华 ，心悸，健忘，失 

眠多梦，舌淡，苔薄 白，脉细弱等。 

治宜养血补心，安神熄呜。方药用 

四物汤合酸枣仁汤加减。 

病案：张某，男，40岁，因职业 

因素，长期喜欢夜间工作 ，用脑思 

虑过度，遂发耳鸣，年余不愈，健 

忘失眠明显，舌淡 ，苔薄 白，脉细 

无力。据症辨为心血不足，血不 

养神。治疗以四物汤合酸枣仁汤 

加减，药用：熟地黄 30克，炒白芍 

20克，川I芎 10克，当归 15克，炒 

枣仁30克，龙眼肉 30克，莲子肉 

30克，甘草 6克。嘱其减少夜问 

劳神 ，适量运动。服用 6剂，睡眠 

改善 ，耳鸣减小。效不更方，继服 

50余剂，睡眠基本正常，耳鸣逐渐 

消失。 

2．3 滋阴安神 用于素体阴虚， 

七情失调，心血亏虚失治等日久耗 

及心阴，致使心阴亏虚，阴不制阳， 

虚火扰心所致之耳呜。表现为耳 

呜声细而尖，入夜尤甚，虚烦失眠， 

手足心热，或午后潮热，口干，心悸 

不安，舌红少苔，脉沉细或细数等。 

治宜滋养心阴，降火安神，方药用 

天王补心丹加减。 

病案：李某，女 ，48岁。耳呜 

3月，声如蝉呜，入夜尤甚 ，时有头 

晕，心悸不安，烦躁失眠，阵阵潮 

热出汗，手足心热 ，夜间明显，口 

于，大便数 日一次，月经数月不 

至，舌红少苔，脉沉细。观其症， 

属阴虚火旺，虚火扰心。遂 以滋 

阴降火，安神熄呜为法治之，投以 

天王补心丹加知母 15克、黄柏 10 

克、旱莲草 15克、怀牛膝 15克、 

生龙牡各 20克。服用 12剂，耳 

呜少减，潮热、心悸、睡眠明显改 

善，大便通畅。加减出入，服药两 

月余，耳呜、心悸、烦躁消失，睡眠 

良好，潮热明显减少。后以天王 

补心丸、知柏地黄丸交替服用，耳 

鸣未曾再发。 

2．4 交通心肾 适用于肾阴亏 

虚，心火旺盛，阴阳不济，水火失 

调，心肾不交所致之耳呜。常表 

现为耳呜较甚，经久不愈，或有听 

力减退，长期失眠，口舌干燥，腰 

膝酸软，五心烦热，多梦遗精，头 

晕头痛，小便短赤 涩少，舌红少 

苔，脉细数。治宜育阴清心，交通 

心肾。方药用黄连阿胶汤合交泰 

丸加减。 

病案：罗某，男，42岁，未婚。 

耳呜半年余，服用中西药不愈。长 

期睡眠不佳，夜卧烦躁不安，入睡 

后多梦，且常常梦交遗精，晨起口 

舌干燥，喜饮，小便黄赤，精神不 

振，时觉头晕 目眩，腰膝酸软，舌尖 

红，少苔，脉细弱。证属肾阴亏虚， 

心火独旺，心肾不交。治疗以交通 

心肾为法，投用黄连阿胶汤合交泰 

丸加减。药用：黄连 l0克，阿胶珠 

12克，白芍 15克，肉桂 3克，枣仁 

20克，夜交藤 15克，天麦冬各 15 

克。每日1剂，并嘱其晚饭后缓步 

运动 1小时。睡前 30分钟服用鸡 

蛋水(鸡蛋一个，搅烂，加入开水 

200毫升，白糖适量)，如此服药两 

周，耳呜减轻，睡眠改善，诸症顺 

减。遂去肉桂，减黄连为 6克，加 

减出入，治逾 3月，诸症渐失，精神 

复振，眠安鸣息。 

2．5 清心疏肝 适用于七情所 

伤，肝气郁结 ，气郁化火，肝火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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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致使心肝郁热，上扰耳窍而发 

生耳鸣。症见心烦，急躁易怒，或 

抑郁寡欢，闷闷不乐，耳鸣遇心情 

烦躁或心情欠佳时加重，夜卧不 

安，胸胁闷胀，舌边尖红，苔薄白 

或薄黄，脉弦。治用清心疏肝，解 

郁安神，方药用丹栀逍遥散加减。 

病案：李某 ，女，34岁，长期心 

情欠佳，抑郁寡欢，一年前发生耳 

鸣，时轻时重，心烦急躁，两胁胀 

痛，经期尤甚，情志不佳时耳鸣更 

甚，纳呆，面容忧郁，晨起口苦，睡 

眠不安，多恶梦，舌尖红，苔薄黄。 

观其证，辨属心肝郁热，上扰 心 

神。遂投以清心疏肝安神之法， 

药用：丹皮20克，栀子 l2克，醋 

柴胡 I2克，当归 6克，白术 l5 

克，茯苓神30克，白芍 30克，薄 

荷 3克，合欢 花 12克，郁 金 12 

克，麦芽 l5克，甘草 6克。嘱其 

增加户外运动。服药一周，心烦 

急躁减轻，口苦消失，睡眠改善， 

耳鸣稍减。去薄 荷，加远 志 12 

克，服药一月，耳鸣大减，肝郁诸 

证明显改善。随后加减出入，治 

疗3月多，耳鸣逐渐消失。 

2．6 补益心脾 适用于思虑过 

度，耗伤心血，或劳倦过度，损伤脾 

气所致之心脾两虚者。证见耳鸣 

不止，鸣声细小，思虑劳倦则加重， 

或蹲下站立时自觉头空耳虚，耳鸣 

加重，身倦乏力，心悸，健忘，失眠， 

纳差便溏，舌质淡，苔薄白，脉缓弱 

或细弱。治宜补益心脾，养血安 

神，方药用归脾汤加减。 

病案：刘某，女，l8岁，因学习 

紧张、作息不周，寝食失调而发生 

耳鸣 2月多，鸣声细小，思虑过度 

或疲劳时耳鸣尤甚，失眠多梦，身 

倦，饮食乏味，时有心悸不安，面色 

不华，月经量少色淡，舌淡红，苔薄 

白，脉细弱。观其证 ，确属心脾两 

虚，治以补益心脾，安神息鸣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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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用归脾汤加减。药用：炙黄芪 

15克，党参 15克，当归 12克，炒白 

术 l2克，龙眼肉30克，炒枣仁 l5 

克，茯神 20克，远志 10克，炒神曲 

15克，灵磁石 20克，淮小麦30克， 

大枣 6枚，生姜 3克，日 1剂，煎 

服，并嘱其调整作息，注意营养。 

服药 2周，耳鸣减轻，睡眠、身倦、 

心悸明显改善。加减出入，服药 2 

个多月，耳鸣消失，余证皆愈。 

2．7 活血通脉 心主血脉，耳为 

宗脉之所聚，若七情失调，气郁血 

瘀，或耳鸣久治不愈，久病人络生 

瘀，或外伤伤脉，瘀阻气血，均可致 

心脉瘀阻，耳脉不畅而引发耳鸣。 

表现为耳鸣久治不愈，胸闷胁痛， 

时有心悸、头痛，或耳内刺痛，夜间 

易发，或外伤后耳呜不止，耳聋失 

聪，舌质暗红，或有瘀点，或舌下青 

筋紫暗怒张，脉细或细涩。治宜活 

血化瘀，通脉熄鸣。方用通窍活血 

汤或血府逐瘀汤加减。 

病案：杨某，男，39岁，意外头 

部受伤后耳鸣3月多，伴有轻度 

听力下降，经西医治疗 2月效果 

不佳。现症见耳鸣不止，头痛头 

昏，经常耳内刺痛，睡眠欠佳，恶 

梦多，舌质淡红，舌下青筋怒张， 

脉沉细。证属外伤损伤脉络，耳 

脉不畅，瘀阻耳窍所致。治宜活 

血通脉，宁心息鸣。方用血府逐 

瘀汤加减。药用：当归 l2克，生 

地 15克，桃仁 l5克，红花 12克， 

柴胡 15克，川芎 l2克，川牛膝 10 

克，赤芍 15克，丹参 30克，全蝎 

l0克，路路通 30克，合欢皮 15 

克，远志 l2克，枣仁 15克，甘草 6 

克。每日 1剂，水煎服。服药 1 

周，耳内刺痛、头痛消失，耳鸣小 

减。效不更方，继服 6周 ，耳鸣消 

失，听力基本恢复正常。 

2．8 重镇安神 适用于惊恐所 

伤，七情过激，致使神不守舍，心神 

不宁所致之惊悸不安，烦躁失眠， 

耳鸣嘈杂，夜卧惊起，胸中烦热，舌 

红苔黄，脉弦或结代者，治宜镇心 

安神，方药用琥珀安神丸(琥珀、生 

地、玄参、天门冬、丹参、当归、龙 

骨、人参、茯苓、大枣、甘草、柏子 

仁、五味子、酸枣仁、远志、合欢、桔 

梗)加减。或朱砂安神丸合磁朱丸 

加减。惊悸不安者，加龙齿、枣仁， 

以助镇心安神之力。 

病案：王某，女，32岁，耳鸣 2 

月余，多方治疗不效。患者 目睹一 

场车祸后，惊恐不安，夜卧不宁，以 

致发生耳鸣，并常有幻听，烦躁，胸 

中烦热，口干 口苦，惊悸，纳呆，小 

便黄赤，舌尖红，苔黄，脉弦，时有 

结代。观其病发于惊吓，证由心神 

不宁，神不守舍所致，遂投以镇心 

安神之法，方用琥珀安神丸去当 

归、人参，药用：琥珀粉 3克 (冲 

服)、生地 20克，天门冬 30克，丹 

参 l5克，茯苓神 30克，柏子仁 l5 

克，五昧子 15克，枣仁 30克，龙齿 

30克，远志l2克，合欢皮l5克，黄 

连 6克，竹叶 l0克，磁石 30克，甘 

草 6克，大枣 5枚。3剂，水煎服， 

每日1剂。3剂药尽，烦躁、烦热 

明显减轻，夜卧安宁，惊悸减少。 

原方减琥珀粉为 1．5克，磁石为20 

克，继服 l0剂，耳鸣减轻，幻听消 

失，余症均有明显改善。以上方加 

减出入，继服30余剂，耳鸣及诸症 

逐渐消失。 

2．9 清心化痰 用于痰热或痰火 

扰心所致之耳鸣，心烦失眠，口苦， 

神情亢奋，或有咯痰黄稠，大便干 

燥，小便黄浊，舌红或舌尖红，苔黄 

腻，脉滑数等。治宜清心化痰，安 

神息鸣。方药用黄连温胆汤，或牛 

黄清心丸加减。若大便秘结，舌苔 

黄腻者，可先服礞石滚痰丸 6～9 

克下其痰热，便通即止。尔后再以 

黄连温胆汤调治。痰火扰心，烦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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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眠明显，耳鸣夜甚者，可加服牛 光)白或灰暗不华，怕冷，舌淡或淡 耳呜消失。 

黄清心丸 1丸，以助清心化痰，安 暗，苔A，脉细弱。治宜益气养心， ，， ，上 、 

神息呜之力。 温阳通脉。方药用养心汤(黄芪、 ，口 

病案：杨某，女，42岁。因母 茯苓、茯神、人参、当归、川I芎、肉 以上仅就“耳呜治心”结合个 

病故，悲伤过度，突发耳呜3周，经 桂 、远志、五味子、炙甘草、枣仁、柏 人经验做了扼要论述，其目的在于 

西医药治疗效果不佳。现症见耳 子仁、半夏)加减。心阳虚弱者，可 明示耳窍与心有着密切的关系，耳 

呜嘈杂，心烦口苦，数 日昼夜难眠， 合用真武汤加减。 呜发生往往亦属心之“神不内守” 

即使服用西药镇静药亦难安好入 病案：张某，女，57岁。素有 的病变表现之一。从本人的临床 

眠，或人眠后短暂即醒，心烦，口干 哮喘旧疾，身体虚弱，常有喘息、心 实践中体会到，耳鸣治心确是治疗 

口苦，大便于结，数 日未行，小便黄 悸发作，近来出现两侧耳呜，逐渐 耳呜的有效方法之一，临床若能根 

赤灼热，纳呆，舌尖红，苔黄厚腻， 加重，虽经中西药治疗，至今已有 据辨证加以合理应用往往能够收 

脉滑偏数。观其症，辨属痰火扰心 3月未愈。现证见：耳呜如蚊飞之 到比较好的疗效。但并非所有耳 

之证。遂以黄连温胆汤加服礞石 声，嘤嘤不止，气短懒言，神情倦 呜皆能从心论治，临证尚应根据耳 

滚痰丸治疗。药用：黄连 l0克，清 怠，面色灰白，略有浮肿，下肢沉 呜的表现，辨明五脏六腑之属加以 

半夏l2克，胆南星 10克，茯苓 l5 重，按之微凹，肢寒怕冷，小便清 论治。 

克，陈皮l5克，竹茹20克，枳实 l5 长，饮食不馨，舌淡暗，苔白，脉沉 根据本人体会，在应用耳呜治 

克，枣仁 30克，合欢皮 30克，生大 细弱，时有结代。观其证，当属心 心法则时，一般应注意掌握以下几 

黄6克(后下)，甘草6克。加用礞 气不足，心阳虚弱，遂以益气养心， 个要点。在病因发面，耳呜发生一 

石滚痰丸，首次 12克，以后每次 6 温阳通脉之法治之，投以养心汤合 般有明显的情志、劳神因素，多因 

克，日服 2次。3剂药后复诊，患 真武汤加减。药用：黄芪 30克，茯 七情失调、思虑劳神过度等所引 

者欣喜告 日，第一次服药后 2小 苓30克，茯神 30克，猪苓 l5克， 发。在临床表现方面，多有神不守 

时，大便 1次，烦躁感顿减，并安然 当归 l5克，川I芎 l2克，红参 l0克 舍的表现，如失眠、睡眠不佳、多 

入睡 l0个小时，醒后即感耳呜大 (炖服)，制附子 6克，肉桂 6克，五 梦，心烦等，其中尤以失眠、心烦为 

减，精神、食欲明显改善。二诊减 味子 l5克，炒枣仁 l5克，远志 l2 重要依据。治法选用方面，除了按 

去礞石滚痰丸，以温胆汤合丹栀逍 克，炙甘草 l0克，磁石 l5克，煅龙 照辨证论治、以证定法，以法选方 

遥散加减，调治 3周，耳呜消失， 骨 l5克，焦神曲 l5克。服药 6 的基本原则外，配合“安神”之法甚 

眠、食复常。 剂，精神振，自觉身轻神爽、喘定， 为重要，安神往往可以缓解、减轻 

2．10 益气养心 用于久病体弱， 面、足虚肿大减。饮食倍增。效不 耳呜。药物应用方面注意选用具 

心气、心阳虚弱，耳失温煦所致之 更方，继服两周，耳呜大减，虚肿消 有安神功效之药物，如枣仁、合欢 

耳呜。表现为耳呜细小，久呜不 失，肢冷转暖。去猪苓、肉桂 ，减茯 皮、夜交藤、远志、磁石等，以收标 

止，神倦乏力，神情不振，面色(白 苓为 l5克，红参 6克，续服 1月， 本兼治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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