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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证与非辨证使用中药注射剂治疗

急性期脑梗死的对比观察

王平平，高 利，李 宁，刘 倩，刘 萍，罗玉敏，宋珏娴，薛素芳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北京100053)

【摘要】 目的 探讨辨证与非辨证使用中药注射剂治疗急性期脑梗死的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发生率。方

法将符合研究标准的急性期脑梗死患者85例随机分为辨证用药组(45例)和非辨证用药组(40例)。辨证用

药组兼热象者29例，给予丹参注射液治疗，无热象者16例给予川芎嗪注射液治疗，非辨证用药组随机抽签分

别给予丹参注射液或川芎嗪注射液。疗程为2周，于治疗后3个月进行随访并分析比较。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

院卒中量表(NIHSS)、简明精神状态量表(MMSE)、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量表(MBI)及中医证候学综合评价两组

疗效。结果 与治疗当日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NIHSS评分显著降低，MMSE、MBI评分显著升高，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均<o．01)，但组问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o．05)。辨证用药组患者在神经功能好转的

同时中医证候一并好转，而非辨证用药组虽然神经功能好转，但出现不良反应者较多。结论辨证与非辨证使

用中药注射剂治疗急性期脑梗死虽在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上无显著差异，但辨证用药对中医证候改善具有

良性趋势，提示中药注射剂的使用要遵循辨证施治的原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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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0bjective To compare the clinical effects and side-effec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injection for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with differentiation method and non-

differentiation method．Methods Eighty—five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at acute seizure phase targeted

to the inclusion criteria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l differentiation group(45 cases)and non—

differentiation group(40 cases)．In the differentiation group，Danshen injection(丹参注射液)was given to

29 patients with heat syndrome(热象)and Chuanxiongqin injection(川芎嗪注射液)was given tO 16 patients

without heat syndrome．In the non-differentiation group，Danshen injection and Chuanxiongqin injection were

randomly given tO the patients．The course of treatment was 2 weeks．After treatment for 3 months，the

clinical effects were comprehensively measured in both groups by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

(NIHSS)，Mini 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MBI)and TCM syndrome

evaluation．Resuits At the end of the 14th day and the 3rd month after treatment。NIHs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while MMSE and MBl were markedly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the treatment in both the differentiation

group and non-differentiation group(all P<0．01)，but no differences being foun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ll P>0．05)．In the differentiation group。there was improvement in neurological functions，and

simultaneously als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manifestations of the TCM syndrome．Furthermore，although the

non—differentiation group showed improvement in neurological function，it experienced more side—effects．

Conclusion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CM syndrome improvem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lthough similar trend appeared in the neurological dysfunction improvement．This clinical test indicates that

we should obey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principle in using TCM injection．

[Key words]differential diagnosis；treatment；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jection；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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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各级医院治疗急性脑梗死使用的静脉

输注药物多数为中药注射剂，如何使用的问题已成

为当前新的研究焦点。按照循证医学要求，遵循传统

中医学辨证用药的原则研究中药注射液的使用已成

为必然。本实验中以丹参注射液与川芎嗪注射液作

为两种不同证候的代表药物，对比分析其治疗急性

期脑梗死的临床疗效，旨在进一步阐明辨证使用中

药注射液的实际意义，现将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病例选择

1．1．1病例来源：选择2005年12月一2007年1月

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住院的急性期脑梗死患者

共85例；其中男60例，女25例；年龄35～79岁，平

均(62．3±10．6)岁。

1．1．2诊断与入选标准：诊断符合1995年中华医

学会第四次全国脑血管病会议修订的急性脑血管病

诊断标准n’；入院时患者经头颅CT或磁共振成像

(MRI)检查证实为急性期脑梗死。入选标准为发病

1周内，年龄35～79岁，性别不限，入院时采用美国

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进行神经功能缺

损程度评分为7～25分；符合以单纯使用中药注射

荆治疗为主，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1．3排除标准：>80岁、<35岁者；发病3～6 h

内符合溶栓条件者；发病超过1周；经检查证实由脑

肿瘤、脑外伤、血液病等引起的卒中者；短暂性脑缺

血发作(TIA)、混合型及出血性卒中者；既往有卒中

病史且遗留严重后遗症影响本次疗效判定者；合并

心、肝、肾、造血系统等严重疾病及精神病患者。

1．1．4剔除与脱落标准：不符合纳入标准而被误入

者；未按规定用药或资料不全等影响评价者；疗程中

患者因各种原因自行退出者；治疗中发生明显不良

事件不宜继续治疗者。

1．1．5脱落处理：分析脱落病例终止研究的主要原

因。发生不良反应者计入不良反应的统计；治疗时间

超过1／2疗程因无效而自行退出者计入疗效分析。

1．2研究方法

1．2．1 病例分组及治疗：对符合条件者行NIHSS

评分，按中医学方法辨证后用抽签法将患者随机分

为辨证用药组(45例)和非辨证用药组(40例)。经统

计学分析比较，两组患者年龄、性别、烟酒嗜好、体

型、基础疾病、家族史和NIHSS评分等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尸均>0．05)，有可比性。

辨证用药组中兼热象者29例，给予丹参注射液

(冻干粉，每支400 mg)400 mg加入250 ml生理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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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静脉滴注，每日1次；无热象者16例，给予川芎

嗪注射液(每支120 mg)120 mg加入250 ml生理盐

水液中静脉滴注，每日1次。非辨证用药组中兼热象

者26例、无热象者14例，按随机抽签法给予指定的

中药注射液(丹参或川芎嗪)静脉滴注，用药剂量不

变。各组患者均可对症加用相关西药，但禁用抗凝、

抗血小板聚集等治疗；两组均予规范护理和康复治

疗，2周为1个疗程。

1．2．2观察时间及指标：于治疗当日、2周及3个

月对两组患者分别进行NIHSS、简明精神状态量表

(MMSE)、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量表(MBI)测评；同时

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中医脑病急症科研协作

组制定的《中风病辨证诊断标准》。1，于治疗当日、

1周和2周进行中医证候评分。

1．3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 11．0统计软件包进行

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土标准差(z士5)表示，

采用配对t检验和方差分析(ANoVA)，PG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各项评分指标比较(表1)：

两组治疗后NIHSS评分下降，MMSE、MBI评分上

升，与治疗当日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

0．01)，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

0．05)。

裹1两组患者治疗前后NIHSS、MMSE

和MBI评分比较(；士s) 分

注：与本组治疗当日比较，“P<o。01；与本组治疗2周比较，

cP<O．01

2．2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中医证候学变化(表2)：两

组患者治疗后中医证候学评分较治疗当日均有所下

降，其中风证、火热证、痰证、瘀证治疗前后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G0．05或PG0．01)。虽然各证候

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但辨

证组治疗2周时，火热证、痰证P值较治疗前下降

的程度比风证、瘀证、气虚证、阴虚阳亢证更明显，说

明辨证用药对中医证候的改善具有良性趋势。

2．3不良反应及剔除病例：辨证组患者均未发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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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2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中医证候学变化比较(；士s) 分

注：与本组治疗当日比较，1尸<o．05，6P<O．Ol

良反应；由于病情呈进行性加重脱落4例；因确诊为

局灶性脑炎剔除1例。非辨证组发生不良反应4例；

由于病情呈进行性加重脱落3例；1例因住院期间

行全脑血管造影检查(DSA)发现多发颅内外血管狭

窄行血管内支架术并予抗血小板药物，故被剔除。

3讨论

现代医学和传统中医学对疾病的认识、治疗手

段和疗效评价均不甚相同。前者使用各种手段(包括

用药)的目的是治病；而后者的治疗在于协调脏腑、

平衡阴阳，通过全身各系统功能的好转达到治病的

目的，患者整体状况的提高是评价疗效的重要指标。

有研究发现，经相应治疗后辨证组与非辨证组

患者在神经功能缺损、智力状况、生活能力改善方面

都出现好转，组间比较未出现统计学差异。分析原因

可能有：①丹参注射液与川芎嗪注射液均为在临床

使用多年的临床疗效确切的活血化瘀药物，在一般

情况下不易出现明显的疗效差异；②据药典记载，丹

参性寒，川芎嗪性温，但二者均非大寒大热之品。3；

③非辨证组亦存在部分证药符合的病例，这对结果

的影响权数不能忽视；④因患者出院后的不可控性，

未能对其证候学变化进行动态监测及多时间段比

较；⑤对于此类性质的研究而言，本研究中所收录的

病例样本量较少，这些可能都是导致两组患者在疗

效上的差异未出现统计学意义的主要原因。

研究还发现，辨证组患者在神经功能好转的同

时中医证候改善出现良性趋势，未出现不良反应病

例。而非辨证组患者虽然神经功能出现好转，但出现

了4例不良反应病例，其中1例非热象患者使用丹

参注射液后出现口淡不渴、手足不温、周身沉重、倦

怠嗜卧等不适，3例热象患者经川芎嗪注射液治疗

出现不同程度面赤、口干多饮、口中异味、烦躁易怒、

失眠、小便短赤，大便秘结等不适，换用寒凉之品后

好转，这足以体现出中药注射剂药性的客观存在。

从理论上讲，现代医学的症状学和传统中医学

的证候学具有质的不同，前者指某种疾病的外在表

现“3，后者却包含了某种疾病的外在表现和素体体

质状况两种含义邙3。因此，相同疾病作用于不同的体

质就会出现不同的证候表现，若用药与证候特点不

符，则会出现副作用，而这种副作用不应仅仅视为常

规意义上的副作用，用药以后出现的所有异常反应

(包括上述用药后出现的口干多饮、口中异味、烦躁

易怒、失眠、二便变化等)均应重视“川，但由于患者

的这些主观不适往往缺乏客观的“指标”支持，又容

易被患者的神经功能如语言、运动、感觉的好转所掩

盖，往往使临床医生容易忽视患者这些“微不足道”

的不适，这是临床工作中应该特别加以注意的问题，

否则，患者整体状况的好转只能是一句空话。

在药性的论述方面，南梁陶弘景在《本草经集

注》写到：“甘苦之味可略，有毒无毒易知，唯冷热须

明。”明朝李中梓又日：“寒热温凉，一匕之谬，覆水难

收。巩8’这足以说明历代医家对药性理论的极度重视

及其在临床上的重要地位。提示临证必须辨别疾病

性质，熟练掌握中药的四气五味，使理法方药融为一

体，才能获得最佳的治疗效果。本研究结果显示，辨

证组患者在神经功能好转的同时中医证候改善也出

现良性趋势，且无不良反应病例，这恰恰显示出临床

治疗用药应重视药物寒热温凉属性的现实意义，也

是遵循辨证用药原则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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