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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宫牛黄丸治疗热闭心神型晚期肺癌高热患者 25例

熊春荣 (南昌市塑料八厂卫生所 ,江西 南昌 330001)

摘要 :目的 　观察安宫牛黄丸治疗晚期肺癌高热患者的疗效。方法 　选择确诊的晚期肺癌患者 50例 ,随机分成治疗组

和对照组各 25例。治疗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服安宫牛黄丸 ,对照组仅常规治疗 ,连续观察 1周 ,对两组疗效进行比较

分析。结果 　治疗组显效 10例 (40. 0% ) ,有效 12例 (48. 0% ) ,无效 3例 (12. 0% ) ,总有效率 88. 0% ;对照组显效 7例

(28. 0% ) ,有效 9例 (36. 0% ) ,无效 9例 (36. 0% ) ,总有效率为 64. 0%。两组间疗效有显著性差异 ( P < 0. 05)。结论 　

安宫牛黄丸对晚期肺癌高热患者有减轻痛苦、改善症状等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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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发现晚期恶性肿瘤患者易并发发热等症状 ,且处理起

来较为棘手 ,可能是非感染性因素在恶性肿瘤发热病因中占主

导地位的缘故。我们 2001年 1月 ～2005年 10月应用安宫牛

黄丸治疗晚期肺癌热闭心神型高热患者 25例 ,疗效满意 ,报告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我院内科住院部确诊的 50例晚期肺癌患者分

成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25例 ,两组肺癌患者在年龄、病程等方面

经统计学处理 ,具有可比性 ( P > 0. 05)。

1. 2　诊断标准 　 ( 1)肺癌的西医诊断标准 :见参考文献 [ 1 ]。

(2)热闭心神证证候 [ 2 ] :高热 ,烦躁不宁 ,甚或神昏谵语 ,舌红 ,

苔黄 ,脉滑数。符合上述两标准者纳入本研究。

1. 3　治疗方法 　 (1)治疗组 : ①物理降温 :对突然高热不退、神

志昏迷病人 ,用酒精、冰块、清凉水等擦洗头部、腹股沟及全身 ,

冷盐水灌肠等。过高热者应在大血管浅表部位 (颈部、腋下、腹

股沟等处 )放置冰袋。②药物降温 :复方氨基比林 2m l,肌肉注

射。③抗感染 ,补液 ,保持水、电解质平衡 ,吸氧等综合措施。

④给予安宫牛黄丸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制药厂 ,

国药准字 Z11020076) 1粒 ,溶于 50m l 0. 9% NaCl注射液中 ,调

成稀湖状鼻饲 (神志清醒者给予口服 ) ,对体温仍不降且神志无

改变者 , 24h后再给 1粒 ,方法同上。 (2)对照组 :同治疗组 ①～

③。各组均连续观察 1周 ,试验期间两组停用其他治疗高热的

药物或治疗方法。

1. 4　观察指标 　计算并比较两组临床疗效和平均退热时间。

1. 5　疗效判断标准 [ 3 ] 　 (1)临床控制 :治疗 24小时内 ,体温恢

复正常 ,且无反复 ,主要症状明显好转。 (2)显效 :治疗 24小时

内 ,体温降低 1. 5℃以上 ,主要症状减轻。 (3)有效 :治疗 24小

时内 ,体温降低 0. 5～1. 5℃,主要症状可有减轻。 (4)无效 :治

疗 24小时内 ,体温降低不足 0. 5℃,症状无明显改善。

1. 6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10. 0统计学软件 ,计量资料采用

t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χ2 检验 , P < 0. 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见附表。两组总有效率经χ2 检验有

显著差异 (χ2 = 3. 94, P = 0. 043)。

附表　治疗组与对照组临床疗效比较 [ n ( % ) ]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 % )

治疗组 25 10 (40. 0) 12 (48. 0) 3 (12. 0) 88. 0

对照组 25 7 (28. 0) 9 (36. 0) 9 (36. 0) 64. 0

2. 2　退热时间 　治疗组平均退热时间 10. 36 ±2. 07小时 ,对照

组为 13. 18 ±2. 64小时。两组比较有极显著差异 ( t = 3. 944, P

< 0. 01)。

3　讨论

3. 1　晚期肺癌发热机理 　晚期肺癌患者往往有不同程度的发

热。现代医学认为其常见原因有 : (1)由于肿瘤细胞的浸润 ,造

成血浆中游离原胆烷醇酮的增高而激活白细胞释放致热原 ;

(2)由于癌肿组织变性坏死的代谢产物所致 ; (3)放、化疗对造

血系统的抑制 ,白细胞减少 ,且多处于恶液质状态 ,故极易感染

而引起发热 ; (4)肿瘤坏死易造成溃疡和感染。故治疗癌性发

热 ,若单纯使用解热镇痛剂 ,常疗效不佳 ,且复发率高 ,易引起

消化道出血。中医学认为 ,肺癌高热是由于机体阴阳失调、毒

瘤内蕴 ,或经过放、化疗后正气虚弱 ,易感六淫之邪侵袭 ,结果

造成热入血分 ,导致热闭心神之证。

3. 2　安宫牛黄丸组方分析 　该方始于《温病条辨 》,能主治温

热病、热邪内陷心包、痰热蒙闭心窍的高热烦躁、神昏谵语以及

中风昏迷、小儿惊厥等症。本方以牛黄清心解毒、豁痰开窍 ,麝

香开窍安神 ,共为君药 ;臣以犀角清心凉血解毒 ,黄芩、黄连、山

栀清热泻火解毒 ,助牛黄清心包之火 ,冰片、郁金芳香辟秽、通

闭开窍 ,以加强麝香开窍醒神 ;佐以朱砂、珍珠、金箔衣镇心安

神 ,以除烦躁不安 ,雄黄助牛黄以豁痰解毒 ;使以蜂蜜和胃调

中。诸药合用 ,有清热开窍、豁痰解毒之功 ,故可治疗热闭心神

所致诸症。

3. 3　临床疗效分析 　通过本临床观察 ,初步证实在常规退热

治疗基础上加服安宫牛黄丸 ,一方面能提高总体疗效 ,另外一

方面能有效缩短发热时间 ,减轻病人痛苦和消耗 ,提高患者生

存质量。所以 ,安宫牛黄丸对晚期肺癌高热患者有减轻痛苦、

改善症状、提高患者生存质量等功效 ,值得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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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探心肝的生痰机理

黄友发 (萍乡市第三人民医院 ,江西 萍乡 337000)

摘要 :学习历代文献并结合临床体会 ,对心、肝两脏生痰的机理予以初步探讨 ,与同道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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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痰是由外感六淫或饮食不节、七情内伤 ,使五脏功能失调

而形成的一种病理产物。痰生之后 ,无处不到 ,或停于脏腑经

络 ,或积于皮里膜外 ,或聚于关节髓内 ,从而变生多病 ,故后世

有“百病皆因痰作祟 ”、“痰生百病 ”之说。纵观古今文献 ,论及

痰之生成多责之于肺、脾、肾三脏 ,而心、肝两脏亦能生痰则少

有论及或论之不明。究其原因 ,其一为痰本水也、湿也 ,肺、脾、

肾三脏与水湿之运行、消长有直接关系 ,而心、肝二脏则不然。

如《景岳全书 》谓 :“五脏之病 ,虽俱能生痰 ,然无不由于脾、肾 ”。

其二即使心、肝二脏所生之痰 ,亦认为是它脏所生之痰停于该

脏 ,如“痰迷心窍 ”、“痰郁于肝 ”等 ,且受现代工业医学理论对痰

的认识之影响 ,人们对心、肝二脏能生痰似难以理解 ,也缺乏足

够的认识。有鉴于此 ,笔者就学习历代文献及临床的体会 ,拟

对心、肝二脏生痰的机理予以初步探讨 ,管窥之见 ,谬误难免 ,

祈望同道斧正。

1　心生痰

1. 1　心阴虚生火 ,或心火不降而独亢 ,灼津成痰 　火为痰之

因 ,“夫阴火之炽盛 ,由心生凝滞 ,七情不安故也 ”(《东垣十

书 》)。心属火 ,主神志 ,思虑过度 ,或热病之后 ,心阴内伤 ,虚火

内生 ,灼津成痰。“水火升降 ,脾胃调和 ,痰从何生 ”(《医学入

门 》) ,我以为其水火升降 ,不尽指肾水亏不能制火 ,也包括别脏

在内 ,当然心就在其中之一 ,同时“水火升降 ”又是言心、肾功能

的关系 ,即心火不降于肾 ,肾水上济于心 ,若心火不降而独亢 ,

则亦能灼津成痰。

1. 2　心气虚或心阳不振 ,津不行聚而成痰 　《圣济总录 》谓 :

“三焦气涩 ,脉道闭塞 ,则水饮停滞 ,不得宣通 ,聚而成痰 ⋯⋯盖

疗此者 ,要以宣通气脉为先。”《诸病源候论 》曰 :“诸痰者 ,此由

血脉壅塞 ,饮水聚而不消散 ,故成痰也 ”。心的一个重要功能是

主血脉 ,推动血液在脉道中运行 ,且津血同源 ,津能化血 ,血中

有津。由于心气不足或心阳不振 ,推动血行不利 ,则脉道闭塞

不畅 ,津液不得宣散而聚成痰浊 ,宣通气脉就是指宣通心阳 ,心

阳宣则脉道通畅而痰浊消。同时血行不利则成淤 ,痰淤同源 ,

则瘀血转化成痰。《医学入门 》又谓 :“痰乃津血所成 ,随气升

降 ,气血调和则流行不聚 ,内外感伤则壅逆为患 ”,心气足 ,心阳

振则气血调和流行不聚 ,反之则壅逆为痰。

1. 3　临床应用例证 　《金匮要略 ·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并治

篇 》之枳实薤白桂枝汤、瓜蒌薤白半夏汤 ,就明确指出适应于胸

阳不宣 ,痰阻心窍之证 ,心阳不宣生痰后痹阻心脉而致病 ,桂枝

宣通心阳 ,心阳宣则痰浊易化。特别是现代治疗一些心脏疾病

时 ,多采用化痰法而取效 ,如用化痰法治疗冠心病已为大家常

用 ,还有《痰与心脏疾病 》(《南京中医学院学报 》1986. 1)一文

综述了与痰有关及用化痰法治疗的心脏病 ,包括心律失常、心

力衰竭、肺心病、心肌病、心肌炎、心包炎等。以上例证就是通

过解除心生痰的病理变化、恢复正常生理机能而得到治疗。

2　肝生痰

2. 1　升发不及 ,肝气郁结 ,气血津液运行受阻 ,郁而成痰 　“为

痰为积本七情 ”(《医学入门 》) ;“肝主虑 ,久虑而不决 ,则饮气

不行 ”(《儒门事亲 》) ;“气结则生痰 ,痰盛则气愈结 ”(《直指

方 》) ,从以上这些论述不难看出 ,肝之生痰主要责之于七情内

伤 ,肝气郁结。肝主疏泄 ,体阴而用阳 ,是调畅全身气机 ,推动

血和津液运行的一个重要环节 ,对人的精神情志起调节作用 ,

情志或其它原因影响肝气的条达舒畅而郁结 ,使气血津液运行

受阻郁而成痰 ,或郁久化火 ,炼液成痰。

2. 2　升发太过 ,肝气横逆 ,气血津液逆乱 ,搅而成痰 　《明医杂

著 》云 :“人之一身 ,气血清顺 ,则津液流通 ,何痰之有 ,惟夫气血

浊逆 ,则津液不清 ,薰蒸成聚而变为痰焉。”说明肝气不顺 ,气血

浊逆 ,津液不清薰蒸而成痰。《灵枢 》曰 :“若内伤于忧怒则气上

逆 ,气上逆则六输不通 ,温气不行 ,凝血蕴里而不散 ,津液涩渗 ,

着而不去 ,而积皆成矣 ”,“积皆成 ”包括血瘀和痰凝 ,忧怒伤肝

而肝气上逆 ,津液涩渗流行不畅搅而成痰。《丹溪心法 》谓 :“善

治痰者 ,不治痰而治气 ,气顺则一身之津液亦随气而顺矣 ”,此

“气顺 ”二字不但指肺气 ,还指肝气。可见肝之生痰只是未直接

言明罢了。

2. 3　临床应用例证 　《金匮要略 》用半夏厚朴汤治疗梅核气 ,

就不只用疏肝理气而必用化痰之品 ,其痰的来源就是肝郁而

生。治疗抑郁之类病症 ,除疏泄调气外 ,佐用化痰药效果就不

同。越鞠丸治六郁证 ,以气郁为先 ,气郁 (肝气郁 )再致痰郁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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