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年 7 月 12 日
科别：中医内科
姓名：马 XX 性别：男 年龄：61 岁 职业：退休工人
主诉：头晕头痛反复发作 18 年，加剧 2 天
病史：患者 1972 年起经常头晕头痛，曾在该厂医务室及我院门诊测量血压，一直在
180/105mm/Hg 左右，服用“复方罗布麻”、
“尼群地平”等，疗效欠佳。近两日来，自觉头
晕头痛加剧，伴头目发胀，口苦咽干，烦躁失眠，腰膝酸软无力，夜尿多。食纳尚可。
体查：T37.6C，P81 次/分，R19 次/分，BP 195/120mmHg
面色稍红，唇赤。双肺正常。心尖搏动向左下移位，心浊音界稍向左扩大。心率每分钟 81
次，率齐，无杂音。舌质红，舌苔薄黄，脉弦。
实验室检查：心电图：左心室增大。
此乃肝肾阴虚，肝阳上亢，肝火上炎所致。
诊断：中医诊断：晕眩病（阴虚阳亢证）
西医诊断：高血压病（II 期）
处理：平肝泻火，滋养肝肾。天麻钩藤饮加减。
天麻 10 克
钩藤 10 克 黄芪 10 克 山栀子 10 克
牛膝 15 克
杜仲 15 克 茯神 10 克 桑寄生 15 克
石决明 15 克 茺蔚子 15 克 甘草 3 克
水煎服，每日一剂，共 5 剂。
医嘱：全休七天；戒烟戒酒；低盐低脂饮食

复方罗布麻片 I 使用说明书
药品名称
通 用 名：复方罗布麻片 I
英 文 名：Compound Kendir Lenves Tablets I
汉语拼音：Fufang Luobuma Pian I
本品为复方制剂，其组分为每 1000 片含：罗布麻叶 218.5g、
野菊花 171.0 克、防已 184.4g、三硅酸镁 15.0g、硫酸双肼屈嗪 1.6g、氢氯噻嗪 1.6g、盐酸异丙嗪 1.05g、
维生素 B10.5、维生素 B60.5g、泛酸钙 0.25g。
适 应 症：用于高血压病
用法用量：口服，一次 2 片，一日 3 次。维持量：一日 2 片。
不良反应：尚未发现有关不良反应报道。
禁

忌：对本品过敏者禁用。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32022692
适应症：抗高血压，钙离子拮抗剂。
用法用量：口服，成人常用量：开始一次口服 10mg（1 片）
，
一日 1 次，以后可根据情况调整为每次 20mg，一日 2 次。
注意：个别病例因血管扩张，偶尔出现轻度头痛，颜面潮红，

口干，不需停药，可自行消失。

July 12th 1990, Chinese internal medicine
Name: Ma Sex: male Age: 61 Job: retired worker
Main Description: always been faint and headache in last 18 years and more serious than before
these two days.
Medical History: The patient’s blood pressure always kept between 180 and 105mm/Hg. The
patient had taken Compound Kendir Lenves Tablets I and Nitrendipine Tablets, but the curative effect was
not distinct. Last two days, the patient felt dizziness and headache more seriously, with the tumid
feeling in head and eyes, bitter taste and dry throat, sleeplessness, weakness of loins and knees,
high frequent nocturia and normal appetite.
Body Examination: T36.6℃, 195/120mm/Hg
Cause: Kidney and liver Yin deficiency, liver fire and Yang hyperactivity
Diagnose of TCM: Syndrome of Yin deficiency and Yang hyperactivity .
Diagnose of Western Medicine: Hypertension(II)
Therapy of TCM: To nourish the liver and kidney and reduce the liver fire.
Prescription: 天麻钩藤饮加减。
天麻 10 克
钩藤 10 克 黄芪 10 克 山栀子 10 克
牛膝 15 克
杜仲 15 克 茯神 10 克 桑寄生 15 克
石决明 15 克 茺蔚子 15 克 甘草 3 克
水煎服，每日一剂，共 5 剂。
Doctor’s Suggestion: Rest for a week, low fat low salt foo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