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 15 g, 杭白芍 12 g, 酸枣仁 30 g, 生赭石 18 g,

龙眼肉 9 g, 茵陈 3 g, 甘草 6 g, 远志 415 g。并

口服阿米替林 25 m g, 一日 3 次。对照组单用阿米

替林, 服法同治疗组。两组维持治疗 6 周。

3　评定方法

每周末进行一次评定。所用量表为: 汉密顿

抑 郁 量 表 (HAM D )〔1〕, 汉 密 顿 焦 虑 量 表

(HAM D )〔2〕计分。临床疗效分为治愈、显著好转、

好转、无效 4 级。治疗过程中定期作心电图、血

常规、肝功能等检查。

4　结果分析　见表 1:

表 1　两组疗效比较

n 治愈 显著好转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 )

治疗组 45 20 16 7 2 9516

对照组 43 14 5 3 11 7414

　　经统计学处理, u= 2188, 故 P< 0101, 两组

有显著性的差异。

5　讨论

老年抑郁症大多因多病、退休、力不从心使

其对生活失去信心而致睡眠差, 故临床上老年抑

郁症多伴不寐。病人多年逾半百, 肝肾阴亏, 虚

阳浮动。人之睡时, 魂藏于肝, 今因肝血虚, 火

升魂不能藏而致不寐。故上方重用赭石以镇肝, 其

色赤质重, 能入心中引心阳下降以成寐。方中赭

石与山药并用, 能使胃中之气化息息下行, 上焦

之气化皆可因之而下行, 则患者精神好, 从而加

快抑郁病其他症状的改善。较单用西药效果好, 且

副作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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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宫牛黄丸在颅脑损伤中的应用

申万忠, 魏宝君

(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人民医院　730060)

　　关键词: 脑损伤; 安宫牛黄丸; 中西医结合疗法

分类号: R 651·15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426852 (1999) 02225201

　　我科自 1990 年以来, 应用安宫牛黄丸对颅脑

损伤患者进行催醒治疗共 24 例, 收到了较好的效

果, 现总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1　一般资料　诊断标准按照 1974 年英国

Glasgon 神经科学研究所南方医院神经外科

T easda le 和 Jennet t 制定的昏迷记分表, 用以测

定病人昏迷程度, 其主要指标为: ①睁眼活动; ②

运动功能; ③语言活动。简称 GCS 法。其中男 18

例, 女性 6 例, 年龄 8～ 56 岁, 合并腹部损伤者

5 例, 四肢骨折者 9 例。以 Glasgon 计分, 5 分者

2 例, 8 分者 4 例, 9～ 12 分者 15 例, 13 分以上

者 3 例。

112　治疗和观察方法　24 例均应用安宫牛黄丸

口服, 对昏迷而不能口服者通过鼻胃管将药丸用

开水溶化成糊状后注入胃内, 成人每次 1～ 2 丸,

一日 1 次, 小儿每次半丸, 一日 1 次。7 天为一疗

程, 根据病情用药 1～ 3 个疗程。治疗中以神经营

养药能量合剂、胞二磷胆碱或降低颅内压药物甘

露醇为辅助。疗效评定根据 GL asgon 结局评定

法。

113　结果　经治疗后, 对于其昏迷程度的减轻和

苏醒作用有较好的疗效。有效率: 睁眼活动为

87% , 运动功能为 8517% , 语言功能为 8313%。

无效 3 例, 本组无死亡。未发现毒副作用。其中

对合并腹部、四肢损伤患者都进行了手术和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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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2　讨论

祖国医学认为昏迷为神昏窍闭之证, 我们在

治疗过程中应用安宫牛黄丸进行治疗, 并辅以西

药取得了较好疗效。

安宫牛黄丸是一芳香化秽浊而利诸窍、咸寒

保肾水而安心体、苦寒通火腑而泻心用的方剂。其

中牛黄得日月之精, 通心主之神, 能清心、化痰、

镇惊; 犀角入心, 清热解毒; 珍珠得太阳之精, 而

通神明, 能镇惊、养心、安神, 合犀角可以补水

救火。郁金是草本中具有香气的药物, 梅片是由

木本中炼制而成具有香气的药物, 雄黄是石类药

中具有香气的药物, 麝香是精血有情动物药中具

有香气的药物, 四种芳香药品, 能使闭锢于手厥

阴心包的邪热蕴毒, 一齐从内向外透解, 邪热秽

浊一清, 则神明自可恢复。黄连泻心火, 栀子泻

心与三焦之火, 黄芩泻胆肺之火。朱砂补心体之

阴, 泻心火之用, 能入心安神, 合金箔能豁痰而

增强镇定的作用, 再合珍珠、犀角成为督战的主

帅, 可使其他药物能更好地发挥其祛邪作用。

在颅脑损伤中应用安宫牛黄丸并辅以其它西

药进行治疗可取得较好催醒作用, 它具有简便安

全, 无毒副作用, 疗效持久有效等优点, 在临床

应用中有广阔前景。
(收稿日期　1998212208)

扶正女贞素治疗肝硬化 40 例疗效观察

于晓辉, 张玲芳, 余西林

(兰州军区总医院　730050)

关键词: 肝硬化; 扶正女贞素; 中医治法

分类号: R 25614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00426852 (1999) 02226201

　　我们随机选择 40 例肝硬化患者在常规治疗

基础上加服扶正女贞素, 以提高机体免疫力, 改

善肝功和临床症状, 收到满意疗效, 现将临床资

料总结分析如下。

1　临床资料

所有病例为我科住院病人, 均经临床症状、B

超、血生化及体查确诊为肝硬化失代偿期, 随机

分为治疗、对照两组。治疗组为 40 例, 男 38 例,

女 2 例。其中病毒性肝硬化 31 例, 酒精性肝硬化

4 例, 放射性肝硬化 1 例, 原因不明肝硬化 4 例。

临床血生化检查均有肝功异常。对照组 20 例, 男

17 例, 女 3 例。其中病毒性 15 例, 酒精性 2 例,

放射性 1 例, 不明原因 2 例。两组病人年龄为 38

～ 70 岁, 病程 5～ 15 年。

2　治疗方法

治疗组 40 例除给予利尿剂、肌苷、维生素C、

肝得健外, 再给予扶正女贞素 60 m g, 3 次ö日, 疗

程 1～ 2 个月。对照组 20 例只给予利尿剂及肌苷、

维生素C 和肝得健常规治疗。

3　治疗效果

疗效制定标准: 临床症状消失或基本消失, 肝

功化验正常为显效; 临床症状较治疗前明显减轻,

肝功化验明显改善为好转; 症状无改善或加重, 肝

功化验无改善或恶化为无效。

治疗结果对比

分　组 例数 显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40 22 10 8 80%

对照组 20 4 9 7 65%

4　讨论

通过本组 40 例肝硬化失代偿肝功异常患者

服用扶正女贞素疗效观察可以看出: 扶正女贞素

能增强机体免疫力, 促进细胞免疫功能的恢复, 使

肝功损害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有一定的抗H IV 的

作用。同时, 本品无明显副作用, 多数患者服药

后一般状况好转, 尤其是肝功有损害的患者, 能

在较短时期内得到恢复, 可以说是临床上比较理

想的生物反应调节剂, 对于肝硬化失代偿期伴肝

功损害的患者, 在保肝利尿的同时, 再服用扶正

女贞素, 能更快更有效地改善症状, 恢复肝功。
(收稿日期　1998212227)

62 《甘肃中医》1999 年第 12 卷第 2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