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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较大的进步。 

4．6 数理模型具有可操作性 ，不同个体具有不同的 

能量曲线 ，同一个体不同时间的能量曲线特点不 同。 

同一个体的能量曲线变化具有规律性，探索规律性 

的同时就是治病 的过程 。当患者的能量接近临界值 

时，医师可得到提示讯号 。通过绘制心血管系统的谐 

振能量 曲线 ，并借助能量曲线控制病情 的进展在急 

救医学中将具有重要意义。借助能量 曲线控制病情 

可能是今后治疗疾病的一个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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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L秋季腹泻系轮状病毒侵入肠道 

而引起的腹泻病。轮状病毒是呈车轮样、 

直 径 为 70 m 的 双股 RNA 结构 ，由于 

RNA基因组常发生突变，故重复感染多 

见 。病变部位 主要位 于十二指 肠和空肠 ， 

仅少数可累及回肠和结肠。病毒侵入肠 

道后，在小肠绒毛顶端和柱状上皮细胞 

复制。使细胞发生空泡样变性、坏死，其 

绒毛肿胀 、不规则和 变短 ，肠黏膜上皮 细 

胞脱落，遗留不规则的裸露病变，固有层 

可见淋 巴细胞浸润 。因此 ，小肠黏膜 回吸 

收水分和 电解质能力受损 ，形成腹 泻。临 

床上早期可出现呕吐，伴上呼吸道症状， 

渐至腹泻，每日10余次，量多，呈黄或浅 

黄色，水样或蛋花样，无腥臭味；常伴脱 

水酸中毒；舌质胖淡或嫩，苔白腻，脉络 

青 暗；病程约 3～8 d，少数更长 。现代 医 

学认为是自限性疾病，治疗以支持、饮食 

疗法为主 。亦有报 道用叶酸及西咪替 

丁治疗 取得 了一定效 果 ，但 未大 范 围使 

用。我们对收治的6O例患儿采用四逆汤 

加减治疗 ，报告 如下 。 

1 临床资料 

1．1 病例：6O例患儿年龄 6～24个月； 

作者简介：奠怀山(1972一)，男(黎族)， 

贵州镇宁人，主治医师。 

其中男 43例，女 1 7例。出现上呼吸道症 

状后约 1～3 d出现消化道症状，以下利 

蛋花样便或清水便为主；18例有中等度 

发 热 ，42例无发热 。 

1．2 治疗方 法 ：给予 四逆汤 加藿 香、陈 

皮、五倍子 、石榴皮等治疗 。其 中制 附片 

3 g，炙甘草 3 g，干姜、藿香、五倍子、陈 

皮 、石 榴皮 、茯苓各 5 g，水 煎200 ml。根 

据脱水情况，以煎液内溶解 口服补液盐 

(按补 液盐配 制浓度 要求配制 )，多 次喂 

服 。食粥 ，禁食脂肪 ，未断奶者 仍可给予 

母乳喂养。 

1．3 结果：治愈 4O例，疗程 3～5 d；有 

效 1 6例 ，疗 程 4～ 9 d；无 效 4例 ，疗 程 

4～9 d；总有效率 93．33 。 

2 讨 论 

本病病因为感受寒邪，由表传里，或 

直中两种情况，主症为“下利”。有论云： 
“

⋯ ⋯ 要之至病重者，则直中，传变，症治 

无二，俱皆以脉微细沉，心烦欲寐，自利 

而渴 (此渴为津脱之故 。程 氏谓 上热 ，误 

矣 )，厥冷外 热 等，为 其正 症。”而 四逆汤 

以温经回阳，实系对治。四逆汤中以制附 

片、干姜为主，为大辛大热之物，少阴利 

乃因里 寒甚 而湿乘之故 0 。又经云 ：“外 

感六淫，欲传人里，三阴实而不受，逆于 

胸中，天分、气分窒塞不通。而或哕或呕， 

所谓壅塞也 。三阴者 ，脾 也。故必破气，要 

如姜、陈皮、藿香之类 ，泻其壅塞。”” 故 

方选用四逆汤加藿香、茯苓、陈皮、五倍 

子、石榴皮等。诸药合用，能散寒、除湿、 

回阳 、止泻等 。现代药理学研 究认为 ：附 

片具 有增强免 疫功能 、增 加 T细胞转 化 

率，从而起到抗病毒的作用；干姜能促进 

消化液分 泌并 抑制肠 内异 常发 酵 ；藿 香 

含黄酮类物质，具有抗病毒作用；五倍子 

对病毒有抑制作用，同时能减轻肠道炎 

症，而其收敛作用又可止泻 。复方制剂 

对该 病 的治疗作 用，一 方面 来 自于药物 

对病 变局 部的治疗 作用 ，另 一方 面也来 

自于对机体整体的调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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