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水宝胶囊为现代研制方， 由人工发
酵冬虫夏草菌丝粉组成， 具有益气补精，
保肺补肾的功效。 临床应用于久咳虚喘、
盗汗、 神疲乏力、 头晕目眩、 胸闷气短、
失眠健忘、 耳鸣、 腰膝酸软、 月经不调、
阳痿早泄、 慢性支气管炎等症。 近年来临
床研究， 该药辅助治疗以下疾病也有疗效。

病毒性心肌炎 用金水宝胶囊治疗病
毒性心肌患者， 效果颇佳， 每次 3 粒， 每
日 3 次， 温开水送服。 30 天为 1 个疗程，
2-3 个疗程后， 患者心慌、 胸闷、 心动过
速、 症状基本消除。 金水宝胶囊不仅对快
速性心律失常有效， 对缓慢性心律失常具
有同样效果。

性功能低下 凡年老体弱、 肥胖等原
因引起的性功能减退者， 服用金水宝胶囊
效果明显， 每次 3 粒， 每天 3 次， 连服
30 天后， 性生活质量明显提高。

神经衰弱 患有头痛、 乏力、 失眠、
耳鸣、 食欲不振、 浑身酸痛、 健忘、 注意
力不集中等神经官能症或神经衰弱的患
者， 服用金水宝胶囊， 效果满意。 用法：
每次 3 粒， 每天 3 次， 温开水送服。

肺心病 肺心病患者急性发作期， 除
使用抗菌消炎、 止喘袪痰、 强心利尿、 吸
氧等综合治疗的基础上， 再加服金水宝胶
囊， 能增加心肌血流量， 抗缺氧、 抗菌和
镇静作用。 每次 3 粒， 每天 3 次， 连用 10
个月， 能使病情明显好转稳定， 症状减轻。

李志良

����� “烂嘴角” 也就是嘴角口唇处起
疱疹， 多因感冒、 疲劳、 睡眠不足、
心情抑郁等因素致使免疫力下降而
引发。

阿昔洛韦乳膏为皮肤科用药类
非处方药 ， 主要成分为阿昔洛韦 ，
辅料为单硬脂酸甘油酯、 甘油、 白
凡士林和十二醇硫酸钠。 其中阿昔
洛韦为一种合成的嘌呤核苷类似物，
主要用于单纯疱疹病毒所致的各种
感染 ， 可用于初发或复发性皮肤 、
粘膜， 外生殖器感染等症。

阿昔洛韦对疱疹病毒有特殊的
亲和力， 因而对抗这种病毒是比较
有效的。 在疱疹初起或将要复发时，
即嘴角有轻微痛痒或出现红疹， 可
在患处局部涂抹阿昔洛韦软膏， 一
日数次， 可抑制病毒复制， 明显缩
短疗程， 减免嘴角疱疹的起泡、 破
溃和结痂的完整发病过程。 如果在
疱疹已经完全发作， 例如出现水疱
后再用药， 虽然仍可减轻症状， 但
需要更长的痊愈时间。 另外， 还要
保证充足的睡眠， 多食新鲜的蔬菜
水果， 保持心情舒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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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双胍的降糖机制
1、 二甲双胍降低血糖分别

通过作用于肝脏、 肌肉和脂肪
组织发挥作用 ； 在肝脏 ， 二甲
双胍通过抑制糖异生和糖原分
解来降低肝糖输出 ， 达到降低
空腹血糖的作用。 在脂肪组织，
二甲双胍降低游离脂肪酸水平，
以降低血糖。

2、 二甲双胍降低餐后血糖
主要是通过提高外周组织对葡萄
糖的利用， 降低小肠内的葡萄糖
吸收。

3、 在胰腺， 二甲双胍可间
接改善胰岛素敏感性 ， 改善 β
细胞对葡萄糖的应答。

4、 最新研究还发现二甲双
胍可抑制二肽激肽酶， 增加内源
性 GLP-1 (胰高血糖素样肽-1)
的水平。

总之， 二甲双胍的降糖机制
全面， 既能降低空腹血糖， 也能
降低餐后血糖， 使降糖疗效更有
保证。

如何科学服用
二甲双胍主要

在小肠吸收， 口服
后 2 小时其血药浓
度达到顶峰。 药物
聚集在肠壁， 为血
浆浓度的 10-100
倍， 肾脏、 肝脏和唾液的浓度为
血浆浓度的 2 倍以上。 不和血浆
蛋白结合， 以原形随尿液排泄，
清除半减期 1.7-4.5 小时， 12 小
时内 90%被清除 。 所以建议在
餐中或餐后进行使用。

禁忌症人群
肾功减退者； 肝功能损害者

（含乙醇肝损害者）； 处于低氧状
态者； 既往有乳酸酸中毒者； 近
期上消化道出血者； 血液系统疾
病者； 近日拟使用造影剂者； 糖
尿病急性并发症者。

服药期需定期检查
因 为 二 甲 双 胍 的 降 糖 作

用、 对肝肾功能的影响等以及
一定程度上减低体重的缘故 ，
在服用二甲双胍的同时应该注
意监测血糖 、 糖化血红蛋白 、
肝肾功能 、 酮体 、 血乳酸 、 体
重等情况变化 ， 以便更安全的
应用。

二甲双胍是一种治疗 2 型糖
尿病的有效药物。 大量的临床研
究显示， 在严格掌握适应证和禁
忌症的情况下， 使用二甲双胍药
物是安全的。 因此糖尿病患者不
必过分担忧， 但一定要在医师的
指导下正确应用降糖药物。

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内分泌科
主任医师 刘焕

������上海刘女士咨询： 我因诱发性运
动障碍， 长期服用曲莱奥卡西平 150
毫克， 每日 1片。 想问， 这种情况下
我可以要宝宝吗？ 产检能排除所有畸
形吗？

上海瑞金医院药剂科副主任药师
石浩强回复： 曲莱奥卡西平的主要成
分为奥卡西平， 用于治疗原发性全面
性强直阵挛发作和部分性发作， 伴有
或不伴有继发性全面发作。 它在美国
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的药物分级中
属于 D 级， 即对人类胎儿的危险有
肯定的证据。 尽管有害， 但对孕妇肯
定有利时， 方予应用 （如生命垂危或
严重疾病而无法应用较安全的药物或
安全药物无效时）。

事实上， 奥卡西平和其活性代谢
物 MHD 能够通过胎盘屏障， 且有确
切的证据表明奥卡西平片 （曲莱） 对
人的胚胎有危险， 但是， 药物对患病
的母亲的益处可能会大于其危险性。
所以结论有三， 1、 药物可能对胎儿
有一定影响。 2、 怀孕过程中， 停药
或减量也是不妥当的， 因为可能会影
响母亲的病情， 极端情况下母亲疾病
的情况对胎儿的影响会超过药物。 3、
孩子要不要， 只能由本人权衡考虑。
如保留则在整个孕期中到正规医院接
受规律的产检， 做好筛查检查非常重
要， 如早期唐氏筛查、 中期唐氏筛
查、 大畸形筛查等， 虽不能绝对排除
畸形， 但能够发现绝大多数的畸形儿
或缺陷儿。

■家庭用药 ABC

服降糖药二甲双胍
定期检查

长期服用奥卡西平
对胎儿有影响吗？

������叶酸是维生素 B 家族中
的一员， 又叫维生素 B9， 是
水溶性 B 族维生素， 为机体
细胞生长和繁殖必需的物
质。 其最早在临床上主要用
于各种原因引起的叶酸缺乏
及叶酸缺乏所致的巨幼红细
胞贫血。 近年来， 随着现代
医学的发展， 叶酸的作用越
来越广泛。

备孕时需要叶酸 备孕
阶段妈妈积极进补叶酸， 主
要目的是预防胎儿神经管畸
形。 育龄女性应从孕前 3 个
月开始每日补充叶酸 400 微
克， 服用的叶酸片中的叶酸
含量应该是 400 微克； 吃叶
酸最好是早饭后半小时至一
小时吃。

H 型高血压的克星 高
血压患者的血液中同型半胱
氨酸 （Hcy） ≥10umol/L （微
摩尔/升 ） ， 就可以确 诊 为
“H 型高血压”。 在我国近 8
成的高血压患者都属于 H
型高血压。 由于叶酸参与氨
基酸的代谢， 是物质间转化
的必要载体， 充足的叶酸可
以保证 Hcy 与蛋氨酸之间的
合理转化， 以维持在正常水

平。 另外， 叶酸还有一定的
抗氧化应激作用， 改善血管
内皮功能， 这在冠心病发病
机制中起到了有效的缓冲。
有研究表明： 每片降压药物
中添加的小剂量叶酸 800 微
克， 可以降低脑卒中首发风
险。

男性备孕也要补叶酸
如果男性体内叶酸水平过
低， 会导致精液浓度降低，
精子活力减弱， 与卵子结合
能力降低， 不利于受孕。 如
果缺乏叶酸， 会使精液中携
带的染色体数量要么过多、
要么过少， 卵子和这些异常
的精子结合， 可能就会引起
新生儿缺陷， 如唐氏综合征，
还会增加女性流产的几率。
此外， 叶酸在人体内能与其
他物质合成叶酸盐， 如果男
性体内缺乏叶酸盐， 还会加
大婴儿出现染色体缺陷的几
率， 使婴儿长大后患癌症的
危险性增加 。 而有研究显
示， 成年男性平均每日摄入
722-1500 微克的叶酸， 精子
危险系数会降低 20%-30%。
长沙市妇幼保健院生殖中心

姚小艳

�� ��二甲双胍是临床中最为常用的一种降糖药， 它主要用于单
纯饮食控制及体育锻炼治疗无效的 2�型糖尿病。 那么， 该如何正
确服用， 服药期间还需要注意什么呢？

金水宝胶囊
辅助疗多疾 男性备孕也要补充叶 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