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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肝活血汤配合
星状神经阻滞治疗偏头痛临床观察

张玉勤

摘要: 目的: 观察疏肝活血汤配合星状神经阻滞治疗偏头痛的疗效。方法: 治疗组 48 例用疏肝活血汤配合星状神经节阻

滞。对照组 48 例单用星状神经节阻滞。结果: 治疗组优 35 例, 良 7 例, 减轻 3 例, 无效 3 例, 总有效率 93. 75%。对照组优 23

例, 良 8 例, 减轻 10 例, 无效 7 例, 总有效率 85. 42%。两组总有效率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P > 0. 05)。两组优良率分别为 87.

50%、64. 58% , 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P < 0. 05)。治疗组 1 年未复发 31 例, 未复发率 68. 89% ; 对照组 1 年未复发 19 例, 未

复发率 46. 34% , 两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P < 0. 05)。结论: 两种治疗方法对偏头痛均有较好疗效, 但疏肝活血汤联合星状神

经节阻滞对偏头痛的治疗效果优于单纯星状神节阻滞, 且能降低复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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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从 2002 年 4 月至 2004 年 4 月采用我院陶根鱼教

授经验方疏肝活血汤联合星状神经节阻滞治疗偏头痛 48

例, 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 1　一般资料: 选择偏头痛患者 96 例, 随机分为两组。治

疗组 48 例, 男 16 例, 女 32 例; 年龄 16～ 62 岁; 病程 6 天～

5 年; 偏侧头痛 29 例, 全头痛 19 例。对照组 48 例, 男 13 例,

女 35 例; 年龄 17～ 58 岁; 病程 5 天～ 6 年; 偏侧头痛 27 例,

全头痛 21 例。

1. 2 诊断及纳入标准: 诊断依据国际头痛协会 1988 年制订

的偏头痛诊断标准[1 ]。除外偏瘫型偏头痛、眼肌麻痹型偏头

痛、精神错乱型偏头痛、儿童型偏头痛以及拒绝星状神经节

阻滞的患者。

2　治疗方法

2. 1　治疗组: 内服陶根鱼教授经验方联合星状神经节阻

滞。疏肝活血汤药用: 川芎、白芍各 15 g, 柴胡、元胡、丹参各

12 g, 细辛 6 g。热象重、口渴欲饮、舌红少津者加用生地、丹

皮、栀子各 9 g, 紫草 6 g; 月经期发作者加当归 10 g, 香附 6

g; 恶心欲吐、舌苔厚腻者加苏梗、陈皮、白术各 9 g; 烦躁少

眠者, 加酸枣仁 9 g。每日 1 剂, 水煎服, 10 剂 1 个疗程, 服

药 1～ 3 个疗程。

星状神经节阻滞方法: 星状神经节阻滞均采用前外侧

入路法[1 ], 患者取仰卧位, 肩下垫一薄枕, 令患者微张口。在

胸锁关节上方 2. 5 cm , 正中线外侧 1. 5 cm 处, 相当于第 6

颈椎横突所在, 其尾侧 1. 3 cm 为穿刺点。先用左手食指和

中指在胸锁乳突肌内缘, 把颈总动脉和胸锁乳突肌推向外

侧与气管分开, 在穿刺点处用 7 号穿刺针垂直刺入 2～ 3

cm , 触及骨质, 退针 0. 2～ 0. 4 cm 后, 固定针头, 回吸无血

和脑脊液即可注入 1% 利多卡因 10 mL , 出现震纳征为阻

滞成功。单侧偏头痛隔日阻滞 1 次, 10 次为 1 疗程。全头痛

每日 1 次, 双侧交替阻滞, 10 次为 1 个疗程。根据病情, 最

多 3 个疗程。

2. 2　对照组: 星状神经节阻滞方法及用药同治疗组。

3　疗效观察

3. 1　观察指标: 根据头痛的严重程度及对日常活动的影响

分 4 级。É 级: 无痛; Ê 级: 轻度痛但不影响活动; Ë 级: 中度

疼痛但尚能参加活动; Ì 级: 重度痛, 不能参加活动。疼痛评

估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 计 0～ 10 分 (visual analogue pain

scale , VA PS) , 0～ 2 分为无疼痛, 3～ 5 分为轻度痛, 6～ 7

分为中等痛, 8～ 10 分为重度痛。

3. 2　疗效判定标准: 根据头痛发作频率及头痛改善情况进

行疗效判定[2 ]。优: 头痛完全控制达É 级; 良: 头痛明显减轻

达Ê 级, 发作频率减少 75% 以上; 减轻: 头痛有改善, 由Ë

级减少为Ê 级或由Ì 级减少为Ë 级, 发作频率减少 50% 以

上; 无效: 治疗后症状不减轻。两组有效病例均于 6 个月和

1 年进行电话或书信随访。

3. 3　治疗结果: 见表 1、表 2。

表 1　两组疗效比较

组别 n 优 良 减轻 无效 优良率 (% ) 总有效率 (% )

治疗组 48 35 7 3 3 87. 501) 93. 75

对照组 48 23 8 10 7 64. 58　 85. 42

注: 1)与对照组比较, ς2 = 511813, P < 0. 05。

表 2　有效病例随访结果

组别 n 半年未复发 (% ) 1 年未复发 (% )

治疗组 45 35 (77. 78) 31 (68. 89) 1)

对照组 41 29 (70. 73) 19 (46. 34) 　

注: 1)与对照组比较, ς2 = 510617, P < 0. 05。

4　讨论

偏头痛是一种发作性疾病, 间歇期无任何症状, 该病反

复发作, 多数患者有家族史。多种因素可诱发, 如紧张、焦

虑、月经来潮、口服避孕药、饥饿、睡眠少、体力过劳等。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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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可引起血小板聚集异常以及 52羟色胺、缓激肽, 前列

腺素 E 增加等, 使动脉收缩, 刺激大脑中枢产生某些自主

神经功能紊乱[3 ]。由于病因病理不清, 现多以血管源学说和

神经源学说解释[4 ]。

祖国医学认为, 头为“诸阳之会”、“清阳之府”, 又为髓

海所在, 内伤诸疾, 导致气血迸乱, 瘀阻经络, 脑失所养, 而

引发头痛, 而脑与肝的关系非常密切, 脑的濡养依赖于肝

肾。肝主升发, 而肝气最易抑郁, 郁而化火, 上扰清窍而为头

痛或因火盛伤阴, 肝失濡养, 肝阳上亢而引发头痛; 肝主疏

泄, 肝之疏泄异常可致气滞、血瘀引发头痛。

所以, 陶根鱼教授拟用疏肝理气、活血止痛之法。方中

重用川芎活血行气。现代研究证明, 川芎中的川芎嗪能增加

脑及肢体血流量, 降低血小板表面活性, 抑制血小板聚集,

对免疫系统有一定调节作用。柴胡疏肝解郁, 升阳举陷, 有

镇静、安定、镇痛等作用, 能增强免疫力。丹参活血化瘀, 理

气止痛, 安神, 能舒张动脉, 降低血小板凝集。丹参与细辛合

用能升正气上济于头, 散经气之郁而止痛。

星状神经节阻滞后, 节前和节后神经功能受到了抑制,

通过下丘脑对机体的自主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

统功能进行调节, 从而维持机体内环境的稳定, 抑制血小板

聚集, 减少前列腺素 E 释放。

疏肝活血汤联合星状神经节阻滞局部治疗协同作用,

能提高偏头痛优良率, 降低复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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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胆汤出自《备急千金要方》, 为胆虚痰热上扰虚烦不

得眠而设。笔者在临床实践中, 常用此方治疗多种疑难杂

证, 并取得良好疗效, 现列举验案 2 则。

1　抽动症

徐某某, 女, 12 岁, 2002 年 6 月 20 日初诊。

患者形体肥胖, 嗜食甜食及肉类, 于 2 年前出现不自主

挤眉弄眼, 继而腹部及大腿也不自主抽动, 曾做脑电图、头

部CT 等检查, 均无异常, 确诊为抽动症。患者现有烦躁易

怒、口渴、痰多, 舌红、苔黄腻, 脉弦滑。证属痰火上扰, 蒙蔽

清窍所致。治以清热化痰宁神。以温胆汤加减治疗。药用:

半夏、陈皮、钩藤 (后下)、石菖蒲、郁金、僵蚕各 10 g, 云苓、

枳实、竹茹各 15 g, 甘草、全蝎各 5 g, 胆星 715 g。每日 1 剂,

水煎服, 7 剂后患者症状明显减轻, 效不更方, 略做加减继

服 1 个月后症状基本消失, 为巩固疗效上方加生地、麦冬各

10 g 为蜜丸, 继服 2 个月, 随访 1 年, 未再复发。

按: 本例患者, 平素嗜食肥甘厚味易生痰, 性情急躁, 气

逆生火, 痰火上扰, 阳气独盛, 痰蒙清窍, 故致抽动。治当以

温胆汤清热化痰宁神。方中加石菖蒲、郁金、胆星、僵蚕以加

强其清热化痰开窍之功; 钩藤、全蝎、僵蚕平肝熄风以制其

阳盛风动。诸药合用可使火降、痰消、风熄、抽动自止也。

2　久咳

林某, 男, 14 岁, 2003 年 8 月 12 日初诊。

反复咳嗽、咳痰不止 1 年半, 遇外感后加重, 经常用抗

生素治疗, 时好时坏, 始终未痊愈。今求助于中医治疗。刻

诊: 晨起后咳嗽, 必咳出大量黄而粘之痰方缓解, 伴胸闷、气

短、咽干、口渴、咽中如梗, 舌红、苔黄腻, 脉滑数。证属宿痰

壅肺, 痰热胶结, 宣降失常所致。治以清热化痰, 宣畅气机。

方用温胆汤加减。药用: 半夏、陈皮、枳实、竹茹、桔梗、葶苈

子各 10 g, 茯苓、海蛤壳、海浮石、炙杷叶、二冬各 15 g, 川贝

715 g, 瓜蒌 20 g, 甘草 5 g。7 剂, 每日 1 剂, 水煎服。二诊患

者咳嗽明显减轻, 痰量减少, 无胸闷、气短及咽中梗塞感, 仍

咽干、口渴, 上方加花粉 10 g, 继服 2 周, 咳止痰消。

按: 本例患者由于滥用抗生素, 造成菌群失调, 使疾病

潜隐, 久之组织损伤不能修复, 支气管黏膜分泌功能紊乱,

同时痰液的积聚又为细菌的生长创造了条件, 故反复感染

迁延不愈。其病机为宿痰内壅, 日久化热, 痰热胶结灼金炼

肺, 肺失宣降。所以治疗的关键在于祛除肺中之宿痰。方中

温胆汤以清化肺中之痰热, 使痰祛气顺, 加瓜蒌、川贝祛痰

宽胸下气, 同时瓜蒌又兼通大便以泻胸热, 葶苈子开痰结、

降肺气, 海浮石、海蛤壳最能剔除胶结之痰, 枳实、桔梗一升

一降, 调畅气机, 二冬清热化痰。本方集清、宣、通、降、养阴

于一体, 重在清肺祛痰, 不温不燥, 对久咳确有独到的疗效。
(收稿日期: 2005203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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