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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宫牛黄丸治疗急性脑梗塞昏迷 30 例效果观察
丘

仁

吴兴裕

广西陆川县中医院 ( 537700)

随着脑梗塞发病率日益增高, 重型脑梗塞致昏

加入低分子右旋糖酐 500m l 中静滴, 每日一次, 连用

迷在临床上也较为常见, 并成为影响康复的重要因

14 天。胞二磷胆碱 0175 克加入液体中静滴, 每日一

素, 为此, 我科自 1998 年 10 月至 2002 年 10 月对 30

次, 连用 14 天。治疗组则在此基础上加服 ( 插胃管鼻

例急性脑梗塞伴昏迷病人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 加

饲) 安宫牛黄丸, 每日 1 丸, 连续 5 天。所有病便根据

用鼻饲安宫牛黄丸治疗, 并与 30 例常规治疗作对

颅高压情况酌情予以静脉滴注 20% 甘露醇, 对有高

照, 现报告如下。

血压、肺部感染者则作相应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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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和方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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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选择: 选取 72 小时内发病的急性脑梗塞

伴神志改变病人 60 例, 均为首次发病, 随机分为安
宫牛黄丸治疗组 30 例和普通药物对照组 30 例。 所
有病例的西医诊断符合 1995 年全国第四次脑血管
会议通过的《急性脑血管病诊断标准》[1 ]。 诊断为颈
动脉脑梗塞急性期, 伴有不同程度意识障碍。 头颅
CT 可见相应的病灶。 并根据 G la sgow 昏迷量表记

分, 得分均少于 8 分, 属昏迷状态, 中医诊断标准则
参考 1993 年卫生部制定的《中药新药治疗中风的临
床研究指导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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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

治疗和方法

全部病例均用丹参注射液 20m l
表2

组别
治疗组
对照组

根据卫生部制定的《中药新药临床

研究指导原则》中有关中风的疗效评定标准执行。意
识障碍改变程度采用 G la sgow 昏迷量表评分, 治疗
前最高分不超过 8 分, 其疗效评定采用尼莫地平法,
基本痊愈≥ 85% , 显效≥ 50% , 有效≥ 20% , 无效 <
20% 。

2

结果
本结果见表 1 和表 2。

表 1 安宫牛黄组与普通药物治疗组治疗前一般情
况 ( xθ ± s )
神经功能 发病到治疗
例数 发病年龄
( 岁)
缺损 ( 分) 时间 ( 小时)
安宫牛黄丸组 30 62±1012 29±819
17±1314
普通药物组 30 63±1513 28±1017
18±1511
组别

安宫牛黄丸, 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制药厂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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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效评定

两组治疗前后实验室检查结果 (xθ ± s)

红细胞压积
治疗前
治疗后

纤维蛋白原
治疗前
治疗后

血液粘度
治疗前

治疗后

4811+ 3178

42125+ 3185

412+ 015

2127+ 0129

1172+ 0110

1161+ 0120

48129+ 3177

45139+ 4104

4113+ 0149

3188+ 0166

1169+ 0123

1165+ 0132

注: 同组治疗前后比较① P < 0101, 两组间治疗后比较② P < 0101

3

讨论
急性脑梗塞在祖医学属“中风”范畴, 伴意识障

碍者辨证分型为中脏腑闭症。 其发病多为心肝肾三

功。现代医学认为, 急性脑梗塞的发生, 是动脉硬化,
红细胞和血小板的粘附性及聚集性增高, 血粘度增
高造成血液动力学改变而形成脑血栓。 当病灶影响

脏阴阳失调, 加之七情, 六淫饮食房事等诱因, 致气

到脑干网状结构上行激活系统或大脑皮层时即出现

血不畅, 脏腑失养, 风火痰瘀蒙蔽清窍, 痹阻脑络致

意识障碍。治疗除超早期溶栓外, 早期“半暗带”脑细

阴阳互不维系, 故治疗重在开窍醒神、清火豁痰通

胞保护及侧支循环建立尤为重要。药理研究表明, 方

络。 我们选用安宫牛黄丸以达清火豁痰开窍醒神之

中麝香能增强脑细胞对缺氧的耐受能力, 在中枢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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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的情况下, 麝香能明显延长脑电波的存在时间。黄
连、黄芩等能抑制血小板聚集, 阻止血栓形成, 及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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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而不乱, 利于患者早日康复。

制霉菌素片与威力碘消毒液联合治疗霉菌性阴道炎
伍月琼
广东封开县江口镇卫生院 ( 536500)

1

行阴道内灌洗, 再用制霉菌素片 2 # 塞阴g
晚, 连用 7

一般资料
霉菌性阴道炎是妇科常见病, 约 80%～ 90% 是

白色含珠菌引起。 笔者在 2001 年 1 月至 12 月在门

天。

3

诊收治 68 例经查白带确诊为念珠菌患者, 采用制霉
菌素、威力碘消毒液合用治疗念珠菌阴道炎疗效满
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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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观察
68 例患者停药 7 天复查白带, 62 例患者检验结

果念珠菌阴性, 有效率 9112% 。

4

临床症状

讨论
制霉菌素是一种广谱抗真菌药, 对白色念珠菌

①月经前一周外阴瘙痒甚至奇痒, 白带增多呈

和新隐球菌均有抑制作用, 威力碘是一种外用消毒

豆腐渣样或凝乳状。②阴道粘膜红肿、小阴唇水肿更

剂, 行阴道灌洗有清洁、治疗炎症作用, 二者合用是

明显或尿频、尿急等刺激症状、阴道内有烧灼感。

一种疗效肯定的方法, 且有治疗方法简单、价格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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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副作用小、药源丰富的优点, 在临床上值得推广

治疗方法

消除诱因, 治疗有关疾病如糖尿

病, 口腔和肠道内霉菌, 合理使用广谱抗生素和糖皮

应用。

质激素, 保持局部清洁, 用威力碘消毒液稀释 15 倍,

( 2003- 06- 20 收稿)

剖腹产术后镇痛体会
尤美琳
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医院 ( 362600)

术后疼痛是伤害性刺激, 严重损害病人的身心
健康, 可引起恶心、呕吐、肠蠕动减慢、肌肉痉挛、血
栓形成、心肺并发症及器官功能恢复延迟等不良后
果, 因此, 人们日益重视应用麻醉技术和镇痛药物给

病人以有效的术后镇痛, 使病人早日康复。

1

资料与方法
足月妊娠剖腹产病人 60 例, 年龄 22～ 38 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