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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觀察鎮肝熄風湯治療陰虛風動兼血瘀證缺血性急性中風患者的臨床療效。 方法 將60例陰虛風
動兼血瘀證急性缺血性中風病患者分為治療組30例和對照組30例，兩組均給予常規治療，治療組加用鎮肝熄風
湯，療程7-14天，療程結束後評價臨床療效。 結果 治療組臨床症狀改善程度有效率優於對照組（p＜ 0.05）；
治療組總有效率優於對照組（p＜0.05）；治療組神經功能缺損評分低於對照組（p ＜ 0.05）。 結論 鎮肝
熄風湯治療陰虛風動兼血瘀證急性中風病療效確切，且明顯優於單純西醫治療，且安全可靠。 
 

[關鍵詞] 陰虛風動兼血瘀；鎮肝熄風湯；急性缺血性中風 
隨着經濟的發展，人們生活水準的提高，以及生活節奏的加快，中風患者逐漸年輕化，且發病率、致殘率

較高，威脅患者的生活品質以及生命健康，因此進行及時有效的治療有重要意義。鎮肝熄風湯是中醫治療中風
病的常用方，本研究觀察了鎮肝熄風湯聯合西藥治療陰虛風動夾瘀證急性中風病的療效，現報告如下： 

 

1 臨床資料 
1.1 一般資料 
60例患者均來源於2017年1月至2019年12月亳州市中醫醫院腦病科患者。男性40例，女性20例，年齡 40—83

歲，平均（60.2±8.1）歲，分為治療組30例，對照組30例。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無統計學差異，P＞0.05，具有
可比性，本研究獲准我院倫理委員會批准。 

1.2 診斷標準 
西 醫 診 斷 標 準 參 照 《 各 類 腦 血 管 疾 病 診 斷 要 點 》 [ 1 ] 

①多在安靜狀態下發病；②大多數無明顯頭痛與嘔吐；③發病可較緩慢，多逐漸進展，或呈階段性進行發作；
④一般發病1~2天內意識清楚或僅有輕度障礙；⑤有頸內動脈系統和（或）椎—基底動脈系統症狀和體征；⑥
CT或MRI檢查發現腦梗死部位。 

中醫診斷參考《中風診斷與療效評定標準》[2]採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腦病急症科研協作組起草制訂的《中
風診斷療效評定標準》（試行）：①主症：偏癱，神識昏蒙，言語謇澀或不語，偏身感覺異常、舌歪斜；②次
症：半身不遂，口舌喎斜，言語蹇澀或不語，感覺減退或消失，眩暈耳鳴，手足心熱，咽乾口燥，舌質紅瘦，
少苔或無苔，脈弦細數；③急性起病：病發多有誘因，常有先兆症狀；④發病年齡多在40歲以上。具有主症2
個以上，或主症1個，次症2個，結合起病誘因、先兆症狀、年齡、舌脈即可確診。 

1.3 納入標準 
①符合中西醫診斷標準，經CT或者MRI檢查確診；②發病在0-72h內。 

1.4 排除標準 
①既往患腦血管疾病者；②合併心、肝、腎等嚴重疾病者；③拒絕配合或者不能堅持按照試驗方案治療和

評估者。④排除腦外傷、中毒、癲癇後狀態、瘤卒中、高血壓腦病、血糖異常、腦炎及軀體重要臟器功能嚴重
障礙等引起的腦部病變。 

 



2 方法 
2.1 治療方法 
所有入選病例患者按照急性腦血管病治療原則進行治療，積極控制高危因素，治療原發疾病，適度控制血

壓，脫水降顱壓、清除氧自由基，預防應激性潰瘍，若出現感染，及時控制，調整水電解質平衡。治療組在此
基礎上加用鎮肝熄風湯：方藥如下：                                                                                                           

白芍15g，天冬15g，玄參15g，枸杞子12g，生龍骨先煎15g， 生牡蠣先煎15g，龜板先煎15g，代赭石先煎20g，
牛膝12g，當歸12g。      

2.2 觀察指標 
臨床症狀改善療效評分：參考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卒中量表（ NIH Stroke Scale，NIHSS ）[3]。 
神經功能缺損評分：參考《北京市卒中患者臨床療效評定標準》[4]安全性指標檢測：檢測兩組患者的心電

圖、血、尿、大便常規和肝腎功能以及電解質，必要時心肌酶。 
2.3 療效評價標準 
基本痊癒：神經功能缺損評分降低90%，病殘程度4級；顯著進步：神經功能缺損評分降低46%-89%，病

殘程度1-3級；進步：神經功能缺損評分降低18%-45%；無變化：神經功能缺損評分降低或提升至多18%；惡
化：神經功能缺損評分提升至少18%。 

2.4 統計學處理 
計量資料用（x±s）表示，用t檢驗；計數資料用率表示，用χ2檢驗。採用SPSS21.0，檢驗水準 α=0.05。 
 

3 結果 
3.1 兩組臨床療效比較 
治療組的總有效率高於對照組（P＜0.05），見表1。 

表1 兩組臨床療效比較n（%）（P﹤0.011）P﹤0.052）） 

組別 

 

基本痊癒 

 

顯效 

 

有效 

 

 無效 

 

總有效率 

 

治療組 

 

4 

 

15 

 

9 

 

2 

 

8（93.33）△ 

 

對照組 

 

2 

 

11 

 

6 

 

11 

 

19（63.33） 

 

與對照組比較，△ P ＜ 0.05 

 
3.2 兩組神經功能缺損評分比較 
治療前兩組患者的神經功能缺損評分之間的差異不顯著（P>0.05）；治療後兩組患者的神經功能缺損評分

均低於治療前（P＜ 0.05）；治療後治療組的神經功能缺損評分低於對照組（P ＜ 0.05），見表 2。 

表2 兩組神經功能缺損評分比較（分） 

組別 

 

治療前 

 

治療後 

 

對照組 

 

22.83±7.91 

 

11.70±2.88** △ 

 

治療組 

 

23.80±8.51 

 

08.00±2.73* 

 



 

與本組治療前比較，*P＜0.05，**P＜0.01與對照組比較，△ P＜0.05 
3.3 不良反應 
兩組用藥後均無嚴重不良反應。 
 

4 討論及問題 
西醫認為急性缺血性中風的發生是由於各種原因引起的腦血管壁增厚、管腔狹窄、血液粘稠度增加和血流

緩慢，造成腦血管閉塞，使腦的相應區域供血不足，形成腦梗死。中醫學認為中風病的發病多由於積損正衰，
加之飲食不節，情志所傷，或飲酒飽食，或外邪侵襲，引起臟腑陰陽失調，血隨氣逆，肝陽爆張，內風旋動，
夾痰夾火，橫竄經脈，蒙蔽神明，發生突然昏仆、半身不遂等症。本研究選用陰虛風動兼血瘀證缺血性急性中
風患者，在西醫常規治療的基礎上，加用了鎮肝熄風湯。本研究採用兩種治療方法治療陰虛風動兼血瘀證中風
病，通過療效的對比分析表明，治療組與對照組均有明顯療效，但治療組明顯優於對照組。說明中西醫結合治
療陰虛風動兼血瘀證中風病療效確切，較單純西醫治療中風病明顯提高了療效，是一 種比較理想的治療方法，
值得推廣。 

但目前存在尚需解決的問題：1、僅有臨床研究，缺少動物實驗指標支持，機理不清楚，更無法闡述；
2、樣本量不夠大，另外患者飲食習慣、情緒甚至家族史等多種影響因素沒有綜合考慮；3、觀察週期不夠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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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patients with ischemic acute stroke who Yin Xu 

wind movement and blood stasis in the treatment of  ZhenGan XiFeng Tang. Methods: 60 cases of Yin Xu 
wind movement and blood stasis of acute ischemic strok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 30 
cases and control group 30 cases, both groups were given conventional treatment, treatment group with the 
use of ZhenGan XiFeng Tang, treatment 7-14 days, after the end of the treatment to evaluate clinical efficacy. 
Results: The improvement degree of clinical symptom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and the score of neural function defect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Conclusion: The treatment of ZhenGan XiFeng Tang is accurate in the treatment of the dark wind 
and blood evidence acute stroke disease, and is obviously better than the simple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and safe and rel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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