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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科 1991 年 1 月～ 1993 年 12 月共收治危重型病

毒性脑炎患儿 62 例, 采用中西医结合疗法治疗 42 例,

临床疗效满意。报告如下。

1　病例与方法

111　病例: 62 例均系住院患儿, 随机分为 2 组。治疗组

42 例中男 25 例, 女 17 例; 年龄:～ 1 岁 22 例,～ 3 岁 8

例,～ 7 岁 6 例,～ 12 岁 6 例。浅昏迷 20 例, 中度昏迷

18 例, 重度昏迷 4 例。

对照组 20 例中男 12 例, 女 8 例; 年龄:～ 1 岁 8

例,～ 3 岁 4 例,～ 7 岁 3 例,～ 12 岁 5 例。浅昏迷 14

例, 中度昏迷 3 例, 重度昏迷 3 例。

诊断标准: 根据起病方式、临床特征、脑脊液常规、

实验室检查, 结合脑电图、脑CT 检查诊断, 均符合卫生

部颁布的病毒性脑炎诊断标准, 排除其它神经系统疾

病。危重度和昏迷诊断: 按危重病例评分法试行方案〔1〕

及格拉斯哥昏迷评分标准确诊。

发病呈散发性, 以秋冬季节为多。病前都有呼吸道

或消化道前驱症状, 所有患儿均有脑实质损害症状, 包

括头痛、呕吐、惊厥、昏迷、瘫痪。危重度评分: 62 例急性

脑水肿评分均≥6 分。2 组患儿入院前病情及病程比较

无差异, 一般条件具有可比性。

112　治疗方法: 2 组均给予病毒唑、干扰素、激素、脱

水、降颅压、吸氧、吸痰、降温、解痉、抗生素预防或控制

感染及其它对症支持综合治疗。治疗组在综合疗法的

基础上给予口服安宫牛黄丸 (每丸重 315 g, 溶于 10～

15 m l 温开水中, 不能口服者给予鼻饲) , 每次 015～ 110

丸, 每日 2 次, 连用 3～ 7 日为 1 个疗程。

113　疗效标准: 意识由昏迷转为清醒, 智能、记忆力明

显好转, 体温转为正常, 症状、体征消失, 脑脊液检查结

果恢复正常为治愈。

2　治疗结果

治疗组 42 例中痊愈 40 例, 死亡 2 例, 治愈率

95124% , 病死率 4176% ; 对照组 20 例中痊愈 14 例, 死

亡 6 例, 治愈率 70100% , 病死率 30100%。2 组疗效经

统计学处理, 治疗组的治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两者有

显著性差异 (P < 0101)。治疗组平均住院天数 (11132±

1117)日, 平均退热时间 (3±1) 日。对照组平均住院天

数 (19121±1125) 日, 平均退热时间 (5±1) 日, 2 组平均

住院时间和平均退热时间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 (P 均

< 0101)。

3　讨　论

病毒性脑炎是因病毒感染而引起的脑实质炎症

(本组患儿非经虫媒传播的原发性病毒性脑炎) , 至今

尚无特异疗法。绝大多数患者为儿童, 尤其是危重型,

多有高热、抽搐、昏迷, 病情进展快, 病死率高, 故探索

新的治疗手段, 对降低病死率、防止多脏器损害有着非

常积极的意义。安宫牛黄丸〔2〕由牛黄、郁金、犀角、黄芩、

黄连、雄黄、山栀、朱砂、冰片、麝香、珍珠研极细末, 炼

蜜为丸, 金箔为衣, 蜡护而成, 有清心醒脑开窍、保护脑

细胞和促醒功效。牛黄清心解毒、豁痰开窍, 还有促进

红细胞生成作用; 犀角清心、凉血; 麝香醒脑开窍, 可扩

张脑血管, 增加脑血流量, 提高对缺氧的耐受力; 冰片、

郁金等芳香开窍, 营养神经, 刺激大脑皮质, 使其兴奋、

清醒, 改善昏迷, 促进苏醒, 亦有助于甘露醇和地塞米

松清除脑内自由基, 使脑细胞和微循环得到改善, 有助

于神经症状、体征的恢复; 牛黄、犀角、朱砂有重镇安神

作用, 可选择性抑制皮质下中枢, 有中枢性镇静作用,

可抗惊解痉。临床上单用西药治疗本病, 对控制高热、

抽搐, 兴奋呼吸中枢和促进苏醒往往难以奏效, 而安宫

牛黄丸与西药互为补充、协调, 对控制上述症状有明显

效果。

脑水肿和颅内压增高, 单用中药难以控制, 必须及

时使用脱水剂、降低颅内压和改善脑细胞代谢药物。

干扰素是一种广谱、无耐药性产生的抗病毒活性

蛋白, 主要是使宿主细胞产生抗病毒蛋白, 抑制病毒的

RNA 传递作用, 干扰病毒在细胞内的繁殖和复制, 并

增强巨噬细胞及自然杀伤细胞的功能, 清除病毒, 对危

重型病毒性脑炎有效。

通过本组患儿临床观察体会到, 在现代医学救治

方法基础上加用安宫牛黄丸治疗危重型病毒性脑炎,

对缩短病程、控制症状、提高治愈率和降低病死率等确

有独特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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