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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拟出血性中风1、2号方治疗急性出血性中风疗效评价
张超，潘平康，吴宗涛，杨甲平，王晓虎，唐勇，陈亮，王晓玲

安康市中医医院脑病科，陕西 安康 725000

【摘要】 目的 探究自拟出血性中风1、2号方治疗急性出血性中风的效果及其对患者C反应蛋白(CRP)及肿

瘤坏死因子(TNF)水平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于安康市中医医院治疗的161例急性

出血性中风患者的临床资料，按治疗方式不同将其分为观察组 81例和对照组 80例，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西药治

疗，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自拟出血性中风1、2号方治疗，分别在入组时、发病第7天、第21天测定

并比较两组患者的血肿体积、水肿带面积、炎症因子、格拉斯哥昏迷(GCS)评分及神经功能缺损(NIHSS)评分，并比

较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血肿体积和水肿带面积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第7天和第21天时，观察组患者的水肿带面积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两组患

者的血肿体积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前两组患者的CRP及TNF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第21天时观察组患者的TNF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而治疗第7天和第21天时，观察组患者的CRP水平

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前及治疗第7天时，两组患者的NIHSS及GCS评分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第21天时，观察组患者的GCS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NIHSS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期间各类不良反应总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口服

出血性中风1、2号方联合西医治疗急性出血性中风有利于促进患者周围水肿带吸收，降低炎症反应，减轻神经功能

缺损，临床治疗效果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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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self-designed hemorrhagic stroke prescriptions No.1 and No.2 in

the treatment of acute hemorrhagic stroke and their effects on C-reactive protein (CRP) and tumor necrosis factor (TNF)

levels of patients.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161 patients with acute hemorrhagic stroke treated in Ankang Tradi-

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8 to June 2019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an observation group (n=81) and a control group (n=80) according to different treatment methods. The control group re-

ceived conventional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self-designed hemorrhagic

stroke prescriptions No.1 and No. 2 on the basis of control group. Hematoma volume, edema zone area, inflammatory

factors, Glasgow coma (GCS) score, and neurological impairment (NIHSS) score were measur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t the time of enrollment, on day 7 and 21 of onset, respectively. The incidences of adverse reac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hematoma volume and edema

zone area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 (P>0.05); On day 7 and 21 after treatment, the area of edema zon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

cant (P<0.05). However,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hematoma volum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CRP and TNF level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 (P>0.05).

The TNF level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on day 21, and the CRP

level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on day 7 and 21,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Before treatment and on day 7 after treatmen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NI-

HSS and GCS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On day 21 of treatment, the GCS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NIHSS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

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total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The self-designed hemorrhagic stroke prescriptions

No.1 and No. 2 combined with western medicine in the treatment of acute hemorrhagic stroke can promote the absorp-

tion of edema zone in the patients, reduce the inflammatory response, and relieve the neurological impairment, with sig-

nificant clinical treatment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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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对我国 6 省市脑卒中流行病学进行了调

查，结果显示脑卒中发病率为 2.03%，是导致我国居

民死亡的三大疾病之一[1-3]。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显

现，脑卒中已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4-5]。出

血性中风占脑卒中的 20%~30%，虽发病率较低，但

致残率和死亡率较高，且预后往往较差，因而临床上

建议及早实施干预 [6-7]。祖国传统医学对脑卒中的

治疗历史较为悠久，最早在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

中既有记载，卒中在中医属于“中风”范畴，中医认为

中风的病机为阴阳失调导致气血逆乱，进而生痰浊、

阻血脉，治疗应从清热风、化瘀毒入手，在风、热、

痰、毒方面加以改善，进而提高患者预后 [8-9]。我院

近年来采用口服出血性中风 1、2 号方联合西医治疗

急性出血性中风患者取得较好的临床治疗效果，现

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 2018年 1月至 2019

年6月于安康市中医医院治疗且符合以下纳入和排除

标准的 161例急性出血性中风患者的临床资料，按治

疗方式将其分为观察组81例和对照组80例。纳入标

准：①均经CT或MRI检查确诊为出急性出血性中风；

②符合急性出血性中风诊断标准[10]；③符合中医药管

理局指定的《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中的中医中风

病-出血性中风，风火上扰证诊断标准[11]；④病历资料

齐全；⑤首次发病。排除标准：①既往脑卒中史者；②

由脑肿瘤、外伤、脑血管畸形等非血管因素引发的脑

卒中者。

1.2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入院后均接受相同的

护理干预，包括降压处理、血糖处理等，依据脑卒中治

疗指南给予西医基础治疗，包括卧床、控制血压、脱

水、降颅压、维持水电解质平衡以及防治并发症，同时

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出血性脑卒中药物干预，具体方

法：静脉注射乌拉地尔，首先将25 mg加入10 mL生理

盐水，缓慢静脉注射12.5 mg，监测血压变化，若仍不达

标，5 min后可重复静脉注射12.5 mg，待血压下降后改

为微量输液泵持续泵入，1次/d，连续 21 d。观察组患

者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自拟出血性中风1、2号方

进行治疗，具体方法：出血性中风 1号方组成：水牛角

15 g、钩藤 15 g、牛膝 10 g、生大黄 6 g、栀子 10 g，中药

免煎颗粒剂(广东一方制药有限公司)，日一剂，水冲

400 mL，分2~3次温服。出血性中风2号方组成：天麻

15 g、赤芍 12 g、三七 6 g、益母草 15 g、竹茹 10 g，中药

免煎颗粒剂(广东一方制药有限公司)，日一剂，水冲

400 mL，分 2~3 次温服。发病 7 d 内口服出血性 1 号

方，8~21 d口服出血性2号方，连续治疗21 d。

1.3 观察指标与检测 (评价)方法 (1)观察并

计算血肿体积及水肿带面积：于治疗前、治疗第 7 天

和治疗第 21 天时对两组患者进行 CT 扫描，由 CT 室

医师单盲情况下分别计算CT片上血肿体积(mL) [血

肿最大层面上(血肿的长×宽×血肿的层面数×π/6)]和

最大层面上血肿周围的水肿带面积(cm2) [水肿带外

径的长×宽-水肿带内径的长×宽]。(2)检测C反应蛋白

(CRP)及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水平：分别于治疗

前、治疗第7天和治疗第21天时采集两组患者的空腹

静脉血5 mL，使用离心机以3 000 r/min的速率离心后，

留血清备用，置于-20℃条件下保存，待标本采集完毕

后统一实施检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

CRP及TNF水平 。(3)神经功能缺损评分(NHISS)及血

压及格拉斯哥评分(GCS)评分：分别于治疗前、治疗第

7天和治疗第 21天时使用NIHSS量表和GCS 量表对

两组患者的病情进行评估，NIHSS 量表共包含 15 个

项目，3个维度，评测时间为 2 min，总分为 42分，得分

>16分的患者死亡率较高，<6分的患者恢复较好，其中

0~1 分为正常，1~4 分为轻度卒中，5~15 分为中度卒

中，15~20分为中-重度卒中，21~24分为重度卒中[11]；

GCS量表是临床上评估受试者昏迷程度的工具，包括

睁眼反应、语言反应和肢体运动三个维度，量表最高

分为15分，得分3~7分代表受试者昏迷，得分3分以下

代表重度昏迷或预后较差[12]。(4)不良反应：统计两组

患者治疗 21 d内各种不良反应(如恶心呕吐、耳鸣、头

晕、眼痛等)的发生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20.0 软件进行数据

分析。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以均数±标准差(x-±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 t检验，组内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的一

般临床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

可比性，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x-±s)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χ2值

P值

例数

81

80

男/女(例)

56/25

46/34

2.347

0.126

平均年龄(岁)

64.46±8.79

63.75±10.09

0.476

0.635

平均体重(kg)

67.89±3.21

68.11±2.87

0.458

0.648

BMI (kg/m2)

23.01±2.33

22.97±2.41

0.107

0.915

收缩压(mmHg)

144.97±4.45

145.01±4.51

0.057

0.955

舒张压(mmHg)

93.27±3.29

93.18±3.44

0.17

0.865

平均病程(h)

3.32±1.20

3.41±1.02

0.512

0.609

注：1 mmHg=0.133 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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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血肿体积及水肿带面

积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血肿体积和水肿带面积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第7天和第

21天时，观察组患者的水肿带面积明显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两组患者的血肿体积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血肿体积及水肿带面积比较(x-±s)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81

80

治疗前

11.30±5.71

12.13±6.65

0.85

0.397

治疗第7天

10.64±6.12a

10.50±6.32a

0.143

0.886

治疗第21天

2.85±4.07a

3.88±3.52a

1.717

0.088

治疗前

2.31±1.37

2.62±1.43

1.405

0.162

治疗第7天

4.42±2.75a

5.33±2.77a

2.092

0.038

治疗第21天

1.29±1.46a

1.87±1.48a

2.503

0.013

血肿体积( mL) 水肿带面积(cm2)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aP<0.05。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 CRP 及 TNF 水平比

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CRP及TNF水平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治疗第 21天时的

TNF水平低于对照组，且在治疗第 7天和第 21天时，

观察组患者的CRP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3。

2.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NIHSS及GCS评分比

较 治疗前及治疗第 7 天时，两组患者的 NIHSS 及

GCS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第

21 天时，观察组患者的 GCS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患

者，NIHSS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4。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CRP及TNF水平比较(x-±s)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81

80

治疗前

7.25±3.65

7.29±3.25

0.073

0.942

治疗第7天

3.46±2.22a

4.30±2.94a

2.044

0.043

治疗第21天

1.43±0.73a

1.73±0.95a

2.245

0.026

治疗前

400.29±157.61

411.10±111.66

0.503

0.616

治疗第7天

378.03±151.16a

388.93±108.31a

0.526

0.600

治疗第21天

330.50±112.23a

368.56±104.54a

2.226

0.027

CRP (mg/L) TNF (pmol/L)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aP<0.05。

表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NIHSS及GC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81

80

治疗前

7.49±4.56

8.34±4.08

1.246

0.215

治疗第7天

5.10±4.30a

6.16±4.12a

1.597

0.112

治疗第21天

2.63±3.47a

3.66±3.02a

2.008

0.046

治疗前

9.28±2.19

9.19±2.23

0.258

0.797

治疗第7天

11.29±1.21a

11.31±1.22a

0.104

0.917

治疗第21天

13.01±0.31a

12.02±0.21a

23.694

0.001

NIHSS GCS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aP<0.05。

2.5 两组患者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比较 两组

患者治疗期间的各类不良反应总发生率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5。

3 讨论

流行病学显示：随着居民生活方式及饮食习惯的改

变，我国脑卒中发病率约以每年8.7%的速率上升[14]，随着

年龄的增长，出血性中风发病率呈现快速增加趋势，

55 岁以上人群每 10 年发病率上升一倍 [15-16]。临床实

践发现，急性期出血性中风致死率可达 30%~40%，位

居急性脑血管病中首位[17-18]。现代医学研究认为，出

血性中风病因较为复杂，诸如高血压、动脉瘤、脑动脉

炎等均会提高该病的发病率，患者发病后会因脑出血

而导致颅内血肿、水肿、炎症反应等病理性改变，主张

通过外科手术、应用脱水药物、钙通道阻滞剂等进行

干预治疗。

祖国传统医学对脑血管疾病的认识和探究已有

近千年历史，但关于中风的记载中并未将该病区分为

缺血性和出血性，中医认为：出血性中风病的发生是

由于肾阴不足，水不涵木，肝阳暴涨，气血逆乱，络破

血溢，瘀血阻滞脑络所致，继之瘀血酝酿化生火毒，火

毒弥漫脏腑、三焦，导致心、肺、胃、肾等多脏腑功能的

继发损害[19]。现代中医对出血性卒中的研究则更为深

入，出血性中风病病位在脑，但与个体的脾胃关系密

切，多数中风患者存在大便秘结、腹胀、舌苔黄腻等表

现，其机理为中风导致风火痰瘀郁结于体，痰热互结

导致浊气上扰，使患者出现神志不清、意识障碍，可通

表5 两组患者治疗中的不良反应比较(例)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χ2值

P值

例数

81

80

恶心呕吐

2

3

耳鸣

1

1

头晕

1

2

眼痛

2

1

总发生率(%)

6.17

8.75

0.098

0.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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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通腹泻浊来进行治疗，还有研究提出毒损脑络中风

病机假说，指出脏腑功能虚损导致邪盛成毒，进而犯

脑损络[20]。本研究作者认为出血性中风病在出血第一

期即风火痰瘀闭窍期：出血性中风发病后第一周患者

多见面红身热、躁动不宁、呕吐频作、呼吸急促、喉中

痰鸣，甚则昏不识人，四肢抽搐等风火痰瘀闭窍证。

第二期即痰瘀痹阻期：一周后随着颅内压的控制或血

肿清除，患者阳热之证渐退，但亢逆之肝阳尚未完全

平复，而痰瘀阻滞脑脉，气血运行不畅，肢体僵硬、活

动不灵等痰瘀痹阻证就开始突出表现出来；即于发病

一周内口服有平肝熄风，清热凉血，化痰之功的出血

性中风1号方；第二周至第三周口服有平肝潜阳、活血

化瘀之功的出血性中风2号方。体现了唐容川血证治

疗“止血”与“消瘀”两大原则。

本研究结果显示，相比于单纯使用西药治疗的

对照组患者，加用自拟中药方的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第7天和第21天时水肿带面积明显较小，提示中药方

的加入加快了出血性中风患者术后水肿消退。有研究

指出，颅内血肿和水肿是出血性中风患者常见病理变

化，且血肿是导致患者病情进一步恶化的首要原因，血

肿多为破裂血管的持续性出血，因血肿释放的细胞毒

性物质影响了周边细胞代谢，导致细胞凋亡或水肿[21]。

本研究中应用的中药方剂中含有多种活血化瘀药物，

如三七具有破血散瘀、消炎镇痛、止血等功效，益母草

具有活血消肿、清热解毒等功效，应用后能够起到较好

的改善局部脑血流量作用，同时现代药理研究证实药

方中多味药材有杀菌消炎的功能，对缓解出血性中风

后发生的炎症状态效果明显。文研究结果显示，观察

组患者治疗第21天时的TNF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且

在治疗第7天和第21天时，观察组患者的CRP水平明

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这一结

果进一步印证了该论据，表明中药方剂的应用可加快

出血性中风患者炎症转归进程。本研究进一步就中药

方剂对出血性中风患者术后神经功能的影响进行了分

析，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术后NIHSS评分明显低于对

照组，GCS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其治疗原因与中药方剂中的水牛角、钩藤、

牛膝、天麻、赤芍等药物均具有息风止痉、祛风通络、清

热解毒、息风定惊等功效有关，联合施治下能显著改善

中风患者意识障碍和神经功能缺损，进而改善其量表

评分。本研究结果还显示中药方剂的加用并未增加治

疗中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提示其治疗安全性较好。

综上所述，口服出血性中风 1，2号方联合西医治

疗急性出血性中风能促进患者周围水肿带吸收，降低

炎症反应，减轻神经功能缺损，临床疗效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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