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次脾胃虚寒模型大鼠以制模第 3 d 开始, 出

现体温下降、体重减轻, 且畏寒、蜷缩、竖毛、精神萎

靡、完谷不化呈逐渐加重趋势, 这些客观表现与脾胃

虚寒证的临床表现相似。由于目前临床上关于脾胃

虚寒实质的指标有数十种, 均受诸多因素影响, 并且

同一指标可以在许多疾病中出现, 故都不能作为

脾胃虚寒的特异性指标。本实验中选择的观察指标

除体温、体重等生理变化外, 另外还选择了运化水谷

实验 (胃排空实验、胃黏膜血流量)、扶正固本实验

(耐寒、耐乏氧)等, 尤其是胃排空实验和胃黏膜血流

量的测定能够体现胃黏膜血流量是参与复杂胃适应

因素之一〔5〕; 胃黏膜对重复应激性刺激产生适应性,

与人类病因、病理变化更接近〔6〕。同时选用治疗脾胃

虚寒的基础方附子理中丸从生理角度加以反证〔7〕。

慢性乙酸法所致胃溃疡的病理形态特点与修复

过程类似人类消化性溃疡, 同时溃疡发生率可达

100% , 溃疡在胃肠的任何部位均可出现, 且持续时

间长, 自愈约需 60～ 100 d。因此可以认为, 采用饮食

失节与改良O kabe 法所制脾胃虚寒型胃溃疡模型

不是简单证与病的结合, 而是一种既符合中医的病

因病机, 又与现代医学的溃疡病病理改变相似的模

型, 可重复性高, 值得进一步验证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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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宫牛黄丸抢救脑出血高热 26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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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余占明 (1950 ) , 男 (汉族) ,

山西省阳泉市人, 副主任医师。

　　对 1999 年 8 月—2002 年 10 月入院

26 例高血压脑出血中枢性高热患者采

用安宫牛黄丸进行降温治疗, 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1. 1　一般资料: 26 例患者均经头颅 CT

证实脑出血男 18 例, 女 8 例; 年龄 38～

77 岁, 平均 (5910±813) 岁; 住院时间

2～ 95 d, 平均 (2110±1113) d。基底节出

血 18 例, 脑干出血 6 例, 丘脑 2 例。

1. 2　治疗方法: 用生理盐水 30 m l 将安

宫牛黄丸 (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制药厂, 3 gö丸) 1 丸溶化后, 根据

病情采用 3 种给药方法: ①昏迷、呕吐、

有呼吸障碍者采用灌肠法。将药液吸入

50 m l 注射器中, 接一次性导尿管。患者

左侧卧位, 双腿屈曲, 导尿管涂液体石蜡

后经肛门插入 20 cm 左右, 将药液缓缓

注入, 无菌敷料按压肛门, 拔出导尿管,

停 20～ 30 m in 后松手撤去敷料。患者取

平卧位。②昏迷、无呕吐、呼吸正常者采

用胃管直接注入法。③有意识、会吞咽者

采用口服法。

1. 3　结果: 治疗后体温降至正常时间

2～ 6 d, 平均 (4100±2143) d。抢救成功

22 例 (占 83% ) , 死亡 4 例 (占 16% ) , 用

药量最少 4 丸, 最多 12 丸。

2　讨　论

脑出血所致的中枢性高热, 用任何

药物都效果不佳, 是临床上的一大治疗

难题。我们在使用冰帽、冰袋等物理降温

的同时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 用安宫

牛黄丸灌肠、经胃管注入或口服给药, 收

到很好效果, 抢救成功率达 84% , 挽救

了患者的生命。治疗中我们体会到, 灌肠

法效果最好, 患者易接受, 药物接收好;

经口给药, 如果患者发生呕吐, 将会造成

药物丢失, 降低血药浓度, 影响疗效。安

宫牛黄丸具有清热开窍、豁痰解毒之功

效, 用于热邪内陷心包, 痰热壅闭心窍,

对于高热神昏之症效果尤佳〔1〕。采用安

宫牛黄丸抢救脑出血高热不退, 具有操

作简单, 吸收好, 患者易接收的优点, 效

果良好, 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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