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总有效率为 6912%。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对

照组 ( P < 0105)。

2. 2 　MMSE评分 　治疗组治疗前为 ( 18168 ±

3184)分 ,治疗后为 (22185 ±4103)分 ( P < 0101) ;

对照组治疗前为 ( 18160 ±4101 ) 分 , 治疗后为

(20124 ±4197)分 ,两组治疗后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 P < 0105) ,治疗组 MMSE评分优于对照组。

2. 3　脑电地形图 　治疗组显效 5例 ,有效 14例 ,

无效 10例 ,总有效率为 6515% ;对照组共检测 26

例 ,显效 1例 ,有效 8例 ,无效 17例 ,总有效率为

3416% , 2组总有效率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 P <

0105)。表明治疗组在改善 VD患者脑电地形图的

波形疗效方面优于对照组。

3　讨论

血管性痴呆的患者绝大多数是继发于中风之

后 ,故其病机表现与中风产生的病理产物瘀血密

切相关。王清任提出血瘀阻窍是本病发生的重要

病理机转 ,瘀血阻窍 ,气血凝滞 ,使脑气不能与脏

气相接 ,而致发病。当代学者颜德磐等根据“脑髓

纯者灵 ,杂者钝 ”的病机 ,指出清灵之府由于瘀血

内阻 ,使脑气不能与脏气相接 ,气血无法上注于

头 ,脑失所养 ,日久则精髓逐渐枯萎 ,故而发病且

呈进行性加剧。治疗本病尤忌妄补 ,张景岳曰 :

“瘀血有所留脏 ,病久至赢。似乎不足 ,不知病本

未除 ,还当治本 ”。瘀血不去 ,一味盲目进补 ,反招

气血壅滞 ,加重其害。当治以疏通脉道 ,祛除瘀

血 ,待气血畅通 ,脑得其养 ,脑窍清纯 ,则灵机恢

复。因此 ,活血化瘀为本病治疗的主要方法。现

代研究也提示 ,痴呆病患者大脑呈单个或多发腔

隙性脑梗死灶 ;多表现为弥漫性脑萎缩 ,脑回变

窄 ,脑沟加宽 ,神经细胞内脂褐质增多 ,神经纤维

缠结和颗粒空泡变性 ,这可能均与“瘀血 ”有关。

通窍活血汤出自《医林改错 》[ 3 ] ,以川芎、赤芍为君

药活血祛瘀 ;桃仁、红花破血行滞而为臣 ;麝香少

许芳香走窜 ,不仅开窍 ,亦善活血通络 ,使瘀血消

散、脉络通畅 ;红枣养血益气 ,令瘀祛而不伤正 ,共

为佐药 ;葱白引诸药直达病所为引经使药。诸药

合用共起活血祛瘀开窍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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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对妊娠高血压综合征干预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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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妊娠高血压综合征是妇产科危重疾病之一 ,

严重影响母婴生命安全。妊娠高血压综合征属于

中医“子晕”“子肿 ”“子痫 ”的范畴。近年来 ,我们

采用中药方 ,随症加减 ,治疗 52例妊娠高血压综合

征患者 ,疗效显著 ,报告如下 :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52例患者均为妊娠 20周后出现
症状 ,全部符合妊娠高血压综合征诊断标准 [ 1 ]。

其中年龄在 23～27岁 18例 , 27～31 岁 35 例 ,

31～35岁 9例。伴下肢水肿 5例 ,合并有蛋白尿

11例。其中初产妇 33例 ,经产妇 19例 ,孕 20～35

周 ,平均 ( 26175 ±3162)周。临床表现 ,有不同程

度的头痛、头晕、目眩、视物模糊、五心烦热、面浮

肢肿、口干、失眠、舌红、苔少、脉弦细数、严重者伴

有水肿、蛋白尿。7例患者眼底动脉痉挛。

1. 2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预测方法 　采用妊娠期高

血压疾病监测系统 , (北京易思医疗器械有限责任

公司生产 )预测阳性标准 ;波形系数 K > 014,外周

阻力 TPR > 112,心脏指术 C I < 215,平均动脉压 ≥

75171mm Hg为预测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分界

线 [ 2 ]
,于妊娠 20周开始 ,每 4周进行一次。

113　治疗方法 　①中药基本方 :熟地 20g, 沙参

12g,枸杞子 15g,麦冬 12g,川楝子 10g,桑寄生

15g,白芍 20g,石决明 30g,丹参 12g。②基本方加

减 ; 头昏、头痛者加钩藤 12g,龟板 30g,生牡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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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g,珍珠母 30g。恶心、烦热者加竹茹 12g,栀子

10g,水肿甚者加黑豆衣 10g,前草 12g,白术 15g,云

苓皮 10g。服药后症状缓解迟缓者加服止抽胶囊 5

粒 ,止抽胶囊药物 :羚羊角粉 115g,地龙 30g,天竹

黄 12g,琥珀 9g,研面装胶囊。③服用方法 :以中药

基本方随症加减处方 ,每日 1剂 ,水煎 30m in分 2

次早晚空腹温服 ,视患者情况 ,一般以血压下降 10

～20mm Hg、水肿缓解、蛋白尿消失 ,停止服药。若

血压下降缓慢者加服止抽胶囊 5粒 ,每日 1次。

2　结果

52例患者血压下降至正常 21例 ,收缩压下降

20～30mm Hg,舒张压下降 10～20mm Hg以上 14

例 ,血压下降缓慢配服止抽胶囊 17例 ,服药最长

72d,最短 25d,水肿消退 ,蛋白尿消失 ,症状改善 ,

无 1例发生子痫。足月顺利分娩。

3　讨论

妊娠高血压综合征 ,属妇产科重症之一 ,正确

地早期治疗预后大多良好。否则病情会进一步加

重。妊娠高血压综合征属于中医妇科“妊娠眩

晕 ”、“妊娠子痫 ”的范畴 ,其基本病机为肝肾阴虚 ,

精血不足 ,阳气偏亢。因此防治该病应滋补肝肾 ,

益精血。以平衡妊娠后机体所发生的阴阳平衡失

调。基本方重用熟地 ,滋肾阴益精血 ,辅以沙参、

麦冬、枸杞子滋肝养阴 ,肝体得养则风火自平 ,在

大量养阴品中加川楝子 ,以调达肝气。妊娠后期 ,

胎儿逐渐增大 ,以致气机升降不利 ,呈胸闷不舒等

气滞血瘀证侯 ,故方中加丹参活血化瘀 ,服药后血

压下降缓慢者加服止抽胶囊 ,以平肝熄风 ,清心化

痰 ,以防子痫发生。

对于妊娠高血压疾病的早期预测及诊断。中

医目前尚无科学方法 ,而西医通过科学的预测方

法 ,可筛查出防治对象 ,经笔者统计 ,采用妊娠高

血压疾病预测系统及中心静脉压结合预测妊娠期

高血压疾病倾向符合率为 84171%
[ 3 ]

,为妊娠高血

压患者提供早期诊断。现代医学对妊娠高血压综

合征 ,所采用防治措施 ,有关的病因众多学说范围

小 ,而且由于西药的不良反应 ,限制了西药的用药

时间及药量 ,而中医治病从整体观念出发 ,且所用

药物经观察 ,无不良反应 ,可较长时间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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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绞痛是临床常见病 ,多发病。自 2003年 6

月 - 2007年 6月我们采用二冬宁心汤配合西药治

疗心绞痛 192例 ,治疗满意 ,报告如下 :

1　资料与方法

111　资料 　382例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

组。治疗组 192例 ,男 136例 ,女 56例 ;年龄 32～

76岁 ,平均年龄 (4118 ±1219)岁 ;病程 2～28年 ,

平均 ( 12 ±115)年 ;稳定性心绞痛 118例 ,不稳定

型心绞痛 74例 ;合并高血压者 129例 ;血脂异常者

99例 ,肥胖 103例 ,糖尿病 46例。对照组 190例 ,

男 128例 ,女 62例 ;年龄 35～77岁 ,平均年龄 ( 42

±1316)岁 ;病程 118～28年 ,平均 ( 1211 ±211 )

年 ;稳定性心绞痛 113例 ,不稳定型心绞痛 77例 ;

合并高血压者 125例 ;血脂异常者 94例 ,糖尿病

43例。两组性别、年龄、病情、病程、经统计学处理
( P > 0105) 无显著差异 ,具有可比性。

112　诊断标准 　参照美国心脏病学院 (ACC) /美

国心脏病学会 (AHA )制定的《慢性稳定性心绞痛

诊疗指南 (1999年 ) 》及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

会 2000年制定的《不稳定型心绞痛诊断和治疗建

议 》,具有典型心绞痛症状 ,冠脉造影所示冠脉主

支狭窄程度 ≥50%者 ,均属明确的心绞痛 [ 1 ]。中

医病证诊断标准 :根据《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

则 》中冠心病心阴亏虚证诊断标准 [ 2 ]。

113　治疗方法 　对照组发作时舌下含化硝酸甘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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