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神经系统的损害 ,被认为是阻碍 r 氨基丁酸的功能 ,降低细

胞色素的浓度 ,加速多巴胺的释放。引起各种行为和神经效

应改变。可使平滑肌痉挛。可使横纹肌内磷酸肌酸再合成受

阻 ,引起瘫痪。汞盐在消化道的吸收率为 10 % ,汞离子易与

巯基结合 ,使与疏基有关的细胞色素氧化物失去活性。汞还

与氨基、羧基、磷酸基结合而影响功能基因的活性。由于这些

酶和功能基因活性受影响 ,阻碍了细胞生物活性和正常代谢 ;

最终导致细胞变性坏死。本文所报 3 例均有口服铅氧化物和

汞化合物病史 ,故诊断成立。3 例患者均以腹部绞痛、恶心呕

吐、麻痹性肠梗阻为主要表现 ,由于汞在消化道吸收率较低 ,

故临证对 3 例患者均未采取针对汞中毒治疗。云南白药以三

七为主药 ,有活血、止血、消肿定痛之功 ,内含多种三萜皂甙、

黄酮甙及生物碱 ,分析对铅汞化合物引起的肠道损伤有直接

的治疗作用。芒硝为清热泻火 ,软坚泻下之品 ,其主要成分为

硫酸钠以及少量的氯化钠、硫酸镁 ,硫酸钠在肠道不易被吸

收 ,易形成高渗性盐溶液 ,使肠腔保持水分 ,引起机械性刺激 ,

促进肠蠕动而致泻 ,二者合用对解除铅汞中毒所致肠痉挛、恢

复肠道功能收效良好。由于云南白药组成欠详 ,其作用机理

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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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丹参及安宫牛黄丸治疗肺性脑病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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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对 1994 年 10 月～1997 年 5 月收治的 60 例肺脑病

患者 ,随机选择 (单纯随机抽样法) 30 例作为治疗组 ,在常规

治疗的基础上 ,应用大剂量复方丹参注射液 ,安宫牛黄丸治

疗 ;另 30 例作为对照组 ,按常规治疗。结果提示治疗组较对

照组病死率有明显下降。

1 　临床资料

治疗组 30 例 ,男 12 例 ,女 18 例。对照组 30 例 ,男 14 例 ,

女 16 例。所有的病例均以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为

其原发病 ,诱因均为肺内感染加重。

临床分型 ;两组病例均按“1980 年全国第三次肺心病专

业会议”肺性脑病分型标准 ,分为轻型、中型、重型 ,见表 1。

表 1 　两组病情分组情况

分　组 轻　型 中　型 重　型
治疗组 10 12 8
对照组 12 11 7

　　治疗方法。

对照组 :积极抗感染治疗 ,首选青霉素 ,链霉素联合用药 ,

效果不佳时应用氨苄青霉素或先锋 Ⅴ、先锋 Ⅵ;应用呼吸兴奋

剂 ,将尼可刹米 ,山梗菜碱交替使用 ;降低颅内压 ,常用药物有

甘露醇以及 50 %葡萄糖液 ,激素和利尿剂等 ;应持续低流量

鼻导管给氧。并根据病情 ,注意纠正酸碱失衡及水电解质紊

乱 ,控制心衰等。治疗组除按上述方法治疗外 ,加用复方丹参

注射液 20ml 加入 10 %葡萄糖 500ml 内静脉滴入 ;口服安宫牛

黄丸 1 丸 ,每日 2～3 次。

治疗结果 :按上述治疗方法 ,治疗组与对照组总的病死率

及三型病死率见表 2。

统计学处理后 ,只是两组中“轻型”者病死率差异不明显 ,

可能与病情较轻或资料样本较小有关 ,但对中型和重型应用

复方丹参注射液和安宫牛黄丸治疗 ,对降低病死率有重要意

义。

2 　讨论

慢性肺心病患者由于长期慢性缺氧和二氧化碳潴留 ,产

生一系列病理生理改变。可出现继发性红细胞增多 ,细胞表

面电荷密度降低 ,导致红细胞和血小板聚集 ,血液中纤维蛋白

原增加 ,血液凝固性增高 ,血液凝聚性的增加 ,导致血液流动

性下降 ,血流受阻 ,与中医学“血瘀”较相符。复方丹参注射液

为活血化瘀之剂 ,每毫升相当于丹参、降香各 1g。丹参通行

血脉 ,可破宿血 ,生新血 ,活血通心包络 ;降香通十经 ,有散邪

行气破滞 ,行瘀滞之血之功。近年来 ,许多研究表明 ,丹参能

降低血管脆性 ,降低血管通透性 ,减轻红细胞瘀滞 ,聚集 ,降低

血液高凝状态 ,改善心、脑、肺、肾等重要器官的微循环 ,调节

组织修复与再生 ,增强机体的代偿能力。丹参还可改善血液

流变性 ,降低右心后负荷和加强心肌收缩力 ,具有流通血脉的

作用。肺性脑病患者临床表现有嗜睡、意识朦胧、昏迷、躁动、

抽搐及呼吸急促 ,喉有痰声 ,舌质紫暗 ,苔黄腻 ,脉滑数等。属

中医“痰浊蔽窍”“痰火扰心”“肝风内动”的范畴 ,可用具有涤

痰开窍、平肝息风作用的安宫牛黄丸治疗。它同时具有清热

解毒 ,镇静止痉之功效 ,可促进神智恢复 ,并具有明显的抗炎

作用 ,还能提高机体对缺氧的耐受性。鉴于上述药理作用 ,在

基础治疗原则下 ,此二者合用对治疗肺性脑病有一定疗效。

表 2 　两组病死率比较( %)

分组
轻 　型

死亡 缓解

中 　型

死亡 缓解

重 　型

死亡 缓解

合 　计

死亡 缓解

治疗组 1 (10. 0) 9 (90. 0) 2 (16. 7) 10 (83. 3) 3 (37. 5) 5 (62. 5) 6 (20. 0) 24 (80. 0)

对照组 1 (8. 3) 11 (91. 7) 8 (72. 7) 3 (27. 3) 7 (10. 0) 0 (0) 16 (53. 3) 14 (46. 7)

P值 P > 0. 05 P < 0. 05 P < 0. 05 0. 01 < P <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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