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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后意识障碍者在临床并不少 

， 见。患者可因合并急性呼吸系统炎症或 

急性胃黏膜损伤导致上消化道出血等致 

病情迅速恶化甚至死亡。 

现代医学对缺血性脑卒中有溶栓、 

抗凝、降纤、扩容、抗血小板聚集 、抗 自由 

基损伤等诸多的治疗方法；对出血性脑 

卒中有微创吸除血肿等治疗手段；但对 

因脑卒中导致的意识障碍目前尚无针对 

性的有效药物或疗法 。 

现代医学借助先进的设备对脑卒中 

意识障碍有明确的诊断方法及标准。传 

统 中医学把“阴阳”概念引入 了病因学、 

病理生理学及治疗学等领域 ，认为在人 

体的生理活动中“阳”是促进各系统功能 

活动的动力，是大脑皮质认知功能和脑 

干网状上行激动系统正常传导的原动 

力；“阴”是脑组织结构，也是维持各系统 

功能活动的物质基础。在“阴阳”这对矛 

盾 中，“阳”主悟，“阴”主寐；“阳”主动， 

“阴”主静，从而成为了维持人体醒觉的 

两大要素。 

无论是缺血性病灶还是 出血性病 

灶，或是由此引发的脑水肿，对大脑皮质 

和脑干网状上行激动系统以及“阴阳”这 

对矛盾中任何一个环节的破坏 ，均可导 

致意识障碍。 

实践证明，对疾病宏观或微观的认 

识方法都无法全面解决临床问题 ，但结 

合医学方法弥补了上述不足 。为阐述 

其优势，用病例分析的形式论述如下。 

1 病例分析 

1．1 例 1：患者女性，47岁 ，日本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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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出血术后昏迷 2个月，既往有高血压 

病史，服药后病情控制尚满意。查体：中 

度昏迷，面色少华，颈部可见气管套管置 

留，双眼球可见不 自主活动，口中有较稀 

分泌物，颅神经无明显瘫痪，刺激四肢可 

动，四肢腱反射及肌张力偏低，无病理反 

射，留置尿管，生命体征平稳，格拉斯哥 

昏迷评分(GCS)5分，舌质淡，苔薄白， 

脉象沉弱。头颅磁共振成像(MRI)示 ：小 

脑出血术后表现，颅内无明显血液残 留 

及缺血灶，左侧脑室轻度扩张。脑电图 

(EEG)示：广泛轻度异常。正电子发射计 

算机体层显影(PET)示：①小脑中部偏 

左葡萄糖代谢减低(可能与小脑出血及 

手术有关)；②左丘脑代谢减低(左侧脑 

室扩大压迫所致)，左侧额叶、双侧顶叶 

轻中度葡萄糖代谢减低(可能与局部脑 

血流减少有关)。血生化检查：低密度脂 

蛋 白(LDL)1．34 g／L。 

病例分析：患者为中年女性 ，小脑出 

血术后昏迷 2个月，病史明确。既往除有 

高血压病史外，无特殊病史 ，术前身体状 

况良好，术中无呼吸暂停及麻醉意外，术 

后未合并感染 根据患者意识障碍、PET 

结果，以及四肢肌张力偏低、无明显病理 

反射等 ，病灶定位于小脑及脑干的网状 

结构。根据患者既往有高血压病史多年， 

加上小脑出血后血压升高及凝血功能启 

动等应激反应 ，血肿对脑干局部产生急 

性机械性压迫，以及压迫造成 的急性脑 

脊液循环障碍和手术局部损伤等综合原 

因导致脑干缺血性损害，影响了脑干网 

状上行激动系统的有效传导。 

传统中医学认为 ：脑为诸阳之首，诸 

神之源；肾者先天之本，主骨生髓 ，脑为 

髓之海。出血及手术损伤导致髓海受损， 

伤及元阳使脑干网状上行激动系统传导 

失职；先天之本动力不足，无以化生阴精 

以充脑髓 ；肾阳亏损不足以鼓动后天脾 

胃转化水谷之精微以疏布周身，并使水 

液代谢紊乱而生湿生痰。精血不足则神 

明失养 ；元阳受损则神明失聪；痰湿之邪 

滞于经络 ，故肢体萎弱少动 影响气血则 

面色少华；蒙蔽脑窍则昏不识人。 

综合诊断 ：小脑出血术后意识障碍； 

中风病(元阳受损，脾肾亏虚型)。 

治疗：入院后用支持疗法以保持水、 

电解质、酸碱平衡及热量供应；静脉滴注 

(静滴)血栓通注射液以改善脑部血循 

环 鼻饲补益脾肾、化浊开窍中药汤剂以 

固本充精；并予相应的护理和肢体被动 

活动。患者住院 2周后，气色转润，口中 

黏液减少，刺激肢体可见活动较以前幅 

度增大。表明脾肾渐充，病势转佳。故将 

血栓通注射液改为复方麝香注射液，加 

大开窍醒神中药用量，家属 白天进行亲 

情抚摸和耳边呼唤；l周后，患者逐渐觉 

醒，可用眼神进行交流；住院 1个月后四 

肢有 自主活动；在上述治疗基础上加大 

活血通络、开窍醒神中药用量，并加强康 

复治疗；患者住院 2个月后能 口服少量 

糊状食物，搀扶行走，被动堵住气管套管 

可说简单词句，经韦氏成人智力量表检 

测大脑认知功能正常而出院。 

1．2 例 2：患者男性，45岁，中国籍 ，突 

发神 昏谵妄伴右侧肢体活动减退 1 d 

入院。既往有高血压病史，未正规服药。 

查体：体胖，面色发红；神昏谵妄，双眼向 

左侧凝视 ，左侧眼球结膜充血，右侧鼻唇 

沟变浅 ，右侧肢体肌力 3级，腱反射偏 

低，右侧巴宾斯基征阳性；口臭，舌质暗 

红，苔黄厚、少津；脉象有力，血压(BP) 

160／100 ITlm Hg(1 ITlm Hg=0．133 kPa)： 

头颅 CT示左颞叶脑出血(约 30 m1)，周 

围有明显水肿带。 

病例分析：患者为中年男性 ，根据病 

史、体征及影像学检查结果，脑出血诊断 

明确。血肿、水肿对颞叶皮质脑组织及其 

联系纤维的破坏，以及出血后各种原 因 

造成的局部脑组织血流量下降等综合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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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导致了大脑皮质功能障碍。患者平素 

喜食高粱厚昧，贪食生冷，体胖少动，腹 

中蓄湿化热，故舌苔黄厚少津，气粗 口 

臭；痰热浊气壅塞脉道，热迫血行致血溢 

脉外造成脑卒中；痰热浊气蒙蔽清窍故 

神昏谵妄。 

综合诊断 ：高血压脑 出血；中风病 

(痰火扰心 型)。 

治疗：基础治疗 ，脱水降颅压；鼻饲 

中药痰火汤调安宫牛黄丸以清热化痰、 

清心开窍，治疗 3 d后解恶臭便 1次，意 

识转清。查体 ：心烦，能正确回答问题，右 

侧肢体活动无力，BP 140／90 mm Hg，舌 

苔无变化，诉右偏头痛。考虑头痛为瘀血 

所致，在原治疗基础上加用血栓通注射 

液静滴。住院 7 d后头痛、心烦减轻，球 

结膜充血 消失，可与 人正 常交流，BP 

130／90 mm Hg，右侧肢体肌力渐佳 ，舌 

苔转薄，可见少许白苔；加强康复治疗， 

住院 24 d后症状基本消失 ，能 自行走 

路，舌苔转为正常，头颅 CT示左颞叶脑 

出血血肿基本吸收而出院。 

1．3 例 3：患者男性，56岁，主因左大脑 

中动脉支架置入术后 1周出现右半身活 

动不灵，急诊行溶栓治疗未能成功且出 

现意识障碍转入我院。既往有高脂血症 

病史。查体：面色少华，意识朦胧，口臭； 

双侧瞳孔等大、等圆，左侧瞳孔对光反射 

略迟钝，右侧鼻唇沟浅，右侧肢体 中枢性 

偏瘫 ，近 端 肌力 2～3级，远 端 肌 力 

O～1级，右侧巴宾斯基征阳性；舌苔黄 

白而厚腻 ，舌质暗；左下腹可触及粪石包 

块；头颅 CT显示左大脑 中动脉供血区 

大面 积脑梗死 。 

病例分析 ：因高脂血症等综合原因 

造成脑血管狭窄、脑供血不足；血管内支 

架置入术在解决了脑血管局部狭窄问题 

的同时，也造成了局部血管内皮受损。高 

脂血症属中医“痰浊”范畴，在局部血管 

· 消 息 · 

内皮受损的前提下，支架作为异物与血 

中痰浊互为因果，加速了血 中有形成分 

在病变血管局部的淤积 ，迅速导致局部 

血管狭窄并闭塞。根据面色及既往史可 

知患者平素有脾虚痰阻，痰浊壅塞脉道 

可致血管闭塞；阻塞经络则肢体失用；蒙 

蔽清窍则意识朦胧，滞留腹部可致肠道 

气机紊乱，淤而化热故口臭、便秘、腹胀。 

综 合 诊 断：急性 脑 梗 死；中风病 

(痰热内闭型)。 

治疗 ：基础治疗并加用半量甘露醇 

脱水，口服自拟中药痰火汤、三琥散以清 

热化痰、通腹开闭、利水安神。3 d后患者 

腹气通，黄苔减少，意识转清；继用原法 

治疗 1周后将痰火汤改为半量，并加血 

栓通注射液静滴及康复治疗；3周后能 

说少量单词，4周后在他人帮助下可在 

平地行走数步，转康复科进一步治疗。 

2 体 会 

有否意识障碍决定患者预后，临床 

应认真分析原 因，准确定性、定位；确定 

脏腑阴阳受损部位及性质，采用相应措 

施保护大脑皮质功能及维持脑干网状上 

行激动系统有效传导是治疗关键。 

脑卒中引起的意识障碍常出现虚实 

夹杂的表现0 ，应予详审。若临床出现虚 

证为主，应先补虚以固真元；若肾精不足 

而过早行开窍醒神治疗，非但不能促醒， 

还恐香散之品会耗伤正气“ 。在脑出血 

急性期，开窍之品对于未完全固闭的破 

裂血管愈合是不利的；而大面积脑梗死 

在急性期因水肿较明显，血管壁及脑细 

胞膜通透性相对较高，香燥之品及破瘀 

中药均不适宜，恐有造成病灶处渗血的 

可能0 。对于痰热型脑卒中意识障碍者， 

可用清凉开窍之品，如安宫牛黄丸等；痰 

湿所致的脑卒中意识障碍则应芳香化浊 

开窍醒神，可用苏合香丸等。对于脑卒中 

后意识障碍数 日不排便者，临床医师应 

予高度重视，这种属于痰热腹实型的脑 

卒中，只要排便问题不解决 ，意识就不易 

转清，腹气一通，患者便会很快苏醒 。 

若用中药汤剂，煎药之水可取翻滚 

的清泉之水，取其灵性。《本草备要》一书 

对水的分类极细，如急流水、逆流洄澜 

水、井泉水、百沸汤等0 。更有古文记载： 

“饮是以上池之水三十 日，当知物也。”。 

虽都为水，但有其不同的药理特性。若临 

床以中药汤剂施治，则应根据疾病不同 

的证候特点选用相应的水煎煮药物，收 

效会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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