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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探索流行性乙型脑炎 (乙脑)更有效的治疗方法。治疗组 52 例乙脑患者在与对照组相同的综

合治疗及护理基础上用病毒唑 (10～ 15m g·kg- 1öd 加入 10% 葡萄糖静滴, 连用 5 天) 和安宫牛黄丸 (每

次 50～ 100m g·kg- 1, 每日 2 次或 8 小时 1 次口服, 连用 3 天) 治疗。治疗结果: 治疗组在降温 (4110±

0125 天)、脑部症状消失 (4150±0136 天)、意识转清 (4160±0142 天)、平均住院天数 (11120±0143 天)

均比对照组短, 且恶化和后遗症较少, 治愈率高 (94124% ) , 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作者认为: 中西医结合

综合疗法仍是目前治疗乙脑的有效疗法, 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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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探索流行性乙型脑炎 (乙脑)更有效的治

疗方法, 我院应用病毒唑及安宫牛黄丸治疗乙

脑患者 52 例, 取得较好的临床疗效。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1　病例选择: 103 例均为 1992 年 7 月～

1995 年 9 月住院患者, 入院后随机分为治疗组

与对照组。治疗组 52 例中男 31 例, 女 21 例, 年

龄 6 个月～ 11 岁。对照组 51 例中男 33 例, 女

18 例, 年龄 6 个月～ 12 岁。入院时平均病日: 治

疗组为 3136 天, 对照组为 3152 天。临床分型:

治疗组轻型 1 例, 中型 35 例, 重型 15 例, 暴发

型 1 例; 对照组轻型 2 例, 中型 39 例, 重型 10

例。入院前两组临床表现相似, 各项资料对比均

无显著性差异。

112　治疗方法: 两组综合常规治疗及护理相

同。治疗组加用病毒唑 10～ 15m g·kg- 1öd〔1〕加

入 10% 葡萄糖 300～ 500m l 中静滴; 安宫牛黄

丸每次 50～ 100m g·kg- 1, 每日 2 次或 8 小时

1 次口服, 不能口服者鼻饲给药, 连用 3 天。

2　结　果

211　治疗组: 体温恢复正常 4150±0125 天; 脑

部症状消失 4150±0136 天; 意识转清 4160±

0142 天; 平均住院天数 11120±0143 天; 恶化

死亡 1 例 (占 1192% ) ; 遗留后遗症 2 例 (占

3184% ) ; 痊愈 49 例 (占 94124% )。

212　对照组: 体温恢复正常 5140±0131 天; 脑

部症状消失 6180±0141 天; 意识转清 5190±

0151 天; 平均住院天数 15130±0131 天; 恶化

死亡 3 例 (占 5188% ) ; 遗留后遗症 8 例 (占

15168% ) ; 痊愈 40 例 (占 78144% )。

3　讨　论

乙脑至今尚无特效疗法, 临床仍以中西医

结合的综合疗法为主, 病死率及后遗症的发生

率均较高。据文献记载后遗症的发生率约 5%

～ 20% ; 病死率也在 5%～ 10%〔1〕。治疗组在综

合治疗基础上, 于病程早期 (发病 4 天内) 使用

病毒唑及安宫牛黄丸, 治愈率为 94124% ; 后遗

症发生率 3184% ; 病死率 1192%。与对照组比

较差异有显著性 (P < 0105)。

病毒唑是一种人工合成的广谱抗病毒药

物, 对DNA 和RNA 病毒能起抑制作用〔2, 3〕, 病

毒唑抑制病毒核酸合成, 阻止病毒复制从而达

到治疗的目的。

安宫牛黄丸由牛黄、犀角、麝香、黄连、朱

砂、郁金、冰片、栀子、黄芩、珍珠等配制而成。黄

连、黄芩、栀子可清热解毒, 镇静止呕; 牛黄可清

热定惊, 化痰开窍, 安神; 珍珠镇惊明目; 麝香开

窍定惊; 朱砂镇心安神定惊; 冰片开窍醒脑; 郁

金清心凉血。可用于高热、昏迷、肢体强直和抽

搐。乙脑属暑温病范畴。一般病例为营血型, 证

见高热、肢体强直、抽搐、昏迷等。应用安宫牛黄

丸起到清热解毒、定惊、开窍醒脑等作用, 促进

苏醒, 减少并发症和后遗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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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偏头痛疗效观察

宋承山　宋本道

　　偏头痛是一种由于血管舒缩功能障碍而引起的常

见病症, 1987～ 1994 年应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偏头

痛 132 例, 收效颇佳, 报告如下。

1　病例与方法

111　病例选择: ①所治病例都具有典型偏头痛的临床

症状, 表现为一侧头部的搏动性钻痛、钝痛或刺痛, 痛

剧者则伴有烦躁、恶心、呕吐等症状。②发病与情绪波

动、疲劳等因素有关。③发病前多有偏盲、半身麻木或

运动障碍等先兆症状。④临床检查除外颅内器质性病

变者。

所治 232 例偏头痛患者随机分为两组, 中西医结

合治疗组 (治疗组) 132 例, 单用西药治疗组 (对照组)

100 例; 治疗组 132 例患者中男 45 例, 女 87 例; 年龄 24

～ 66 岁, 平均 41 岁; 病史 1～ 21 年, 平均 215 年。对照

组 100 例患者中男 34 例, 女 66 例; 年龄 25～ 67 岁, 平

均 42 岁; 病史 1～ 22 年, 平均 216 年。两组病例在性别、

年龄和病史诸方面基本相似, 具有可比性。

112　治疗方法:

11211　治疗组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自拟方剂的药物

组成: 柴胡 15g, 羌活 12g, 黄芩 10g, 川芎 12g, 白芍

15g, 石菖蒲 12g, 生龙骨 30g (先下) , 生牡蛎 30g (先

下) , 珍珠母 30g (先下) , 甘草 6g。加减用药: 肝火旺者加

龙胆草 12g, 郁金 12g, 夏枯草 12g; 痰浊者加半夏 12g,

茯苓 12g, 陈皮 12g; 肝肾阴虚者加枸杞子 30g, 女贞子

12g, 何首乌 15g; 气血亏虚者加黄芪 15g, 党参 15g, 当

归 12g; 血瘀阻络者加桃仁 10g, 红花 10g, 丹参 15g。水

煎服, 每日 1 剂, 10 天为 1 个疗程, 最长不超过 3 个疗

程。同时给予谷维素、安定及阿斯匹林西药治疗。

11212　对照组只用西药 (谷维素、安定及阿斯匹林) 治

疗。

2　疗效标准与结果

211　疗效标准: 痊愈: 头痛及伴随症状消失, 1 年内无

复发。显效: 发病频度明显减少, 1 年内发病 1～ 2 次。好

转: 服药后头痛等症状有不同程度的减轻。无效: 连服 3

个疗程症状无改善。

212　治疗结果: 两组治疗结果见附表所示。

附表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例 (% )〕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治疗组 132 80 (60. 6) 38 (28. 8) 10 ( 7. 6) 4 ( 3. 0)

对照组 100 20 (20. 0) 22 (22. 0) 25 (25. 0) 33 (33. 0)

　　经 1～ 3 个疗程的治疗, 两组总有效率分别为

96197% 与 67100% , 差异有非常显著性 (P < 0101)。

3　讨　论

中医认为头为“诸阳之会”,“清阳之府”, 脏腑气血

皆上会于头, 故凡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邪侵袭,

阻抑清阳, 或喜、怒、忧、思、悲、惊、恐七情内伤, 致气血

逆乱, 淤阻脉络, 脑失所养等均可导致头痛。由于偏头

痛的部位多见于颞部, 隶属于足少阳经, 因此方中选用

柴胡、黄芩苦寒入胆经, 善治少阳经头痛, 功在清脑散

风; 配羌活辛苦性温, 气味雄烈, 有较强的散风胜湿作

用, 善医头痛之疾; 伍川芎辛散善走, 能收祛风行血止

痛之效; 用白芍平肝敛阴, 缓急止痛, 既可柔肝解郁除

烦, 又能防止川芎辛散太过; 石菖蒲能化浊通窍; 生龙

骨、生牡蛎、珍珠母能平肝潜阳, 有安神镇痛之功; 甘草

有缓急止痛, 调和诸药之效。诸药合用, 能散能收, 动静

相彰, 标本兼治, 临床又可根据病情辨证加减用药。中

西医结合治疗偏头痛取中西医两法之特长, 充分发挥

了中西医结合的优势, 故收到了满意的治疗效果。
(收稿: 1995 1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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