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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慢性萎缩性胃炎、肠易激综合征等胃肠病是内科临床常见多发病，目前西医的诊疗效果较为一般。杨霖老中医认

为脾胃虚弱、升降失常，是中医内科胃肠病的主要病机，治疗当以健脾调中为法。实践证明，该法在中医内科胃肠病的治疗中能

取得较为满意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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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gastrointestinal diseases such as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are common conditions in clinical 

internal medicine, currently, the western medicin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re not very satisfactory. Yang Lin, an experienced practic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lds that weakness of the spleen and stomach, disorder of qi movement are the main pathogenesis of TCM 

internal medicine gastrointestinal disease, therefore, the treatment should focus on invigorating spleen and regulating middle-jiao. Practice 

has proved that the method has obtained a satisfactory curative effec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of gastrointestinal diseases; 

3selected cases would be intro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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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霖副主任中医师是南通市名中医，他幼承家学，中医理

论功底深厚，从医 50 余载，学验俱丰。临床中他重视经典，

精于辨证，擅用经方治疗各科疑难杂症，对于中医脾胃病的治

疗尤有独到之处。土为万物之母，人以脾胃为本。杨老认为脾

胃虚弱、升降失序，是中医内科胃肠病的主要病机，治疗当以

健脾调中为法。笔者侍诊左右，深受教诲，现择杨老治疗胃肠

病的验案三则如下，以供同道参考。 

1   健脾和胃消痞法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 

患者甲，女，49 岁，2014 年 6 月 17 日诊。胃脘部反复胀

痛 6 年，加重 20 d。现胃脘部饱胀感呈持续性，稍进冷食或情

绪波动后加重。曾于 2014 年 2 月在某医院行胃镜并病检示：

慢性中度萎缩性胃炎伴异型增生，用维酶素、莫沙必利等药效

不显。时下胃脘部胀痛，食后尤甚，伴神疲乏力，肢倦懒言，

情绪抑郁，嗳气，纳差，便溏。舌淡，苔薄白微腻，脉左弦右

濡。证系脾虚失运，胃气痞塞。治宜健脾和胃消痞。方以香砂

六君子汤合四逆散加味，药用：炒党参 20 g，焦白术 18 g，茯

苓 12 g，炙甘草 6 g，柴胡 6 g，炒白芍 12 g，炒枳壳 10 g，姜

半夏 10 g，厚朴 10 g，陈皮 6 g，木香 6 g，砂仁 3 g（后下），

荷叶 6 g，莪术 12 g，蒲公英 15 g，石见穿 10 g。用药 6 剂，

胃脘胀痛已明显减轻。随用本方加减，调服 60 剂后诸证消失。

嘱继以香砂六君丸、胃复春片口服 1 个月，于 2014 年 11 月复

查胃镜示：浅表性胃炎，病检未见异型增生。 

按：慢性萎缩性胃炎属中医“胃脘痛”“痞证”范畴。杨老

认为本病病机错综复杂，常易现虚实相兼证候，其病程较长，脾

胃正气 为损伤，故脾胃虚弱为其本，胃气不和，气机不畅，升

降失序，气、瘀、湿诸邪壅滞为其标。本例药用六君子汤补气健

脾助运，四逆散宽中理气和胃；伍以木香、砂仁、荷叶、厚朴燮

理中焦气机，以除痞满；根据“久病必瘀”的理论，在补气药中

配以莪术行气、化瘀、消积，相须为用，补中有行，行中有补，

相得益彰。慢性萎缩性胃炎伴异型增生、肠化时与胃癌的发生尤

为密切，属癌前病变。杨老认为其多为诸邪久郁化毒之变故，临

床中可灵活选用白花蛇舌草、石见穿、蒲公英等解毒散结类药，

以取截断扭转之疗效。杨老强调中医药对于慢性萎缩性胃炎的治

疗有疗效优势，临床中我们应加以深入研究。 

2   健脾调肝止泻法治疗腹泻型肠道易激综合征 

患者乙，男，42 岁，2015 年 9 月 20 日诊。5 年前因食生

冷食物而发急性胃肠炎，经治疗，他症均愈，唯腹泻、腹痛未

得到彻底控制，每因情志刺激，饮食不慎而发作加甚。1 年前

曾行肠镜检查考虑为肠易激综合征，而叠用匹维溴安、洛哌丁

胺、双歧杆菌制剂等疗效欠佳。时下腹泻每日 3～5 次不等，

大便呈糊状夹有黏液，泻后或得矢气后腹痛减轻，平素情绪抑

郁，并神疲乏力，肢倦懒言，嗳气，纳谷不馨。查：脐周及左

下腹轻压痛。舌淡苔白，脉濡。大便常规：有少许黏液，余（－）。

证系脾气亏虚，肝脾失调。治宜健脾调肝止泻。方选东垣升阳

益胃汤加减，药用：焦白术 20 g，炒党参 15 g，炙黄芪 15 g，

炙甘草 6 g，茯苓、生熟薏苡仁各 15 g，防风 12 g，羌活 10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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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胡 6 g，泽泻 10 g，葛根 10 g，炒白芍 12 g，煨木香 6 g，炙

乌梅 10 g，黄连 6 g，徐长卿 12 g。水煎服，1 剂/ d，分 2 次口

服。6 剂后大便已基本成形，服 20 剂后，5 年痼疾幡然若失。

杨老并嘱患者要注意平素的情绪与饮食的调摄，并继调以参苓

白术丸，逍遥丸巩固之。 

按：肠道易激综合征为消化系统较常见疾病，其腹痛、腹

泻症状反复，缠绵难愈，西医药治疗疗效一般。该病属中医“泄

泻”“腹痛”范畴。杨老认为脾虚应是该病的病理基础，情志

不遂、肝脾失调是发病之关键。肝木乘脾、肝脾不调则腹痛泄

泻，泻后痛减，因郁随泻而去，移时郁又成，则腹痛泄泻又作，

故腹痛泄泻常易反复，缠绵难愈。本例药用黄芪、党参、白术、

茯苓、甘草甘温健脾益气，治脾虚之本；羌活、葛根、薏苡仁、

泽泻运脾化湿，升阳止泻；乌梅酸温止泻；黄连燥湿并调寒热；

木香、徐长卿行气调中止痛；柴胡、白芍、防风缓肝、疏肝以

达抑木扶土之功。杨老对于肠道易激综合征的中医病机分析颇

有独到之处，选方用药尤为合拍，故该患者的痼疾能得以消散

而尽收全功。 

3   健脾温中止血法治疗胃溃疡合并上消化道出血 

患者丙，男，39 岁，2014 年 12 月 30 日诊。既住有“慢

性胃病”史 6 年，上腹疼痛间作，每于秋冬季发作加甚。2014

年 11 月 12 日曾行胃镜检查，考虑胃小弯溃疡（A 期）而服用

奥美拉唑、果胶铋等药后上腹疼痛等症状缓解。此次发病缘于

1 周前负重劳作后饮用生冷食物，遂觉上腹疼痛加重，并出现

黑便 2 d，考虑为胃溃疡合并上消化道出血，建议住院，患者

拒绝，其强烈要求中医药诊疗。刻诊：胃脘部疼痛绵绵不休，

喜温喜按，得食痛减，神疲气短，肢倦乏力。舌淡边有齿痕、

苔白，脉细。查 RBC 3.0×109/L，Hb 90 g/L，大便潜血试验

（+++），B 超肝胆脾胰检查无异常。证系脾胃虚寒，气不摄血。

治宜健脾温中止血。方以黄芪建中汤合黄土汤加减，药用：炙

黄芪 30 g，炒党参 15 g，炒白术 15 g，炒白芍 18 g，炙甘草 6 g，

炮姜炭 6 g，参三七粉 6 g（分冲），当归炭 12 g，灶心黄土 50 g

（包煎），黄芩 6 g，阿胶 15 g（另烊），乌贼骨 15 g，白及 12 g，

仙鹤草 20 g。水煎每剂药取汁 400 ml，分 2 次温服，每 8 h 服

1 次。2015 年 1 月 3 日复诊诉上腹痛已明显减缓，查 RBC 3.1

×109/L，Hb 90 g/L，大便潜血试验（++）。效不更方，用原方

药 10 剂，上腹痛止，大便潜血转阴。继予黄芪建中汤加减，1

剂/ d，30 d 后改用理中丸、归脾丸交替服用 1 个月。于 2015

年 4 月复查胃镜，原胃小弯溃疡已愈合。 

按：此例胃溃疡中医辨证属脾胃虚寒，中气不足，脾不统

血。选用黄芪建中汤黄土汤合方为治。方中黄芪甘温益气升阳，

加用党参、白术益气建中之力更强，使阴生阳长，诸虚不足者

得益；配以芍药、甘草和里缓急；灶心黄土、炮姜、三七温中

止血；黄芩清热止血并有佐制作用；阿胶、当归炭养血止血；

仙鹤草补虚强壮，收敛止血；乌贼骨、白及收敛生肌止血。诸

药配合，共奏健脾益气、温中止血之功。杨老认为“脾虚”应

是溃疡病的基本内因，治用健脾益气类药，除促进溃疡修复愈

合外，尚有利于防止溃疡病的复发，增强机体的抗病能力。消

化道出血属内科急症，杨老强调中医药对各科急诊的诊治有着

深厚的理论基础作为支撑，只要我们识病辨证准确，处置果断，

实践证明中医药对于急症的治疗也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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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医内科方药历经了几千年的临床锤炼，因其疗效侧重不同，发展至今形成了不同的体系，合于中医治疗八法：

汗、吐、下、和、清、消、温、补。分为六部分：即长于解表之麻黄桂枝系，擅于和解少阳之大小柴胡系，清热下积之白虎承气

系，补气和血之四君四物系，补阴温阳之六味八味系，清热解毒之桑菊银翘系。各系方药各有所长，如中医这棵巨树上的分支，

每一系方药可提纲挈领一类大证，每一系方药中变化加减，以适应于复杂多变的临床之需。 

【关键词】中医内科；方药 

【Abstract】In accordance with clinical practice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different effects, prescriptions of TCM have developed 

different systems. The system included Han, Tu, Xia, He, Qing, Wen, Bu, and divided into the Mahuang Guizhi prescriptions, the Daxiao 

Chaihe prescriptions, the Baihu Chengqi prescriptions, the Sijun Siwu prescriptions, the Liuwei Bawei prescriptions, the Sangjue Yinqiao 

prescriptions. Each prescription was complexly adapted for good efficacy in clinic by adding and subtract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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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内科方药体系，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麻黄桂

枝系；第二部分：大小柴胡系；第三部分：白虎承气系；第四

部分：四君四物系；第五部分：六味八味系；第六部分：桑菊

银翘系。这六个体系的方药基本上包含了中医内科的全部方

剂，下面一一阐述。 

1   麻黄桂枝系 

这一系列的方药为外感风寒而专设，方药出自《伤寒杂病

论》，其变方 多，在临床上适应症广，对于内伤病的治疗也

有可靠的疗效。 

麻黄汤由麻黄、桂枝、杏仁、甘草四味药组成。该方主

要治疗风寒表实证，该证主证为：头疼、发热、恶寒、无汗、

脉浮而紧。无汗辨为表实，有汗辨为表虚，麻黄汤即为表实

证专设。以现代医学的眼光来看，麻黄汤主要治疗病毒性感

冒的重型。 

麻黄汤的主要变方有以下三张：大青龙汤、麻杏石甘汤、

小青龙汤。麻黄汤证的患者，出现烦躁，是里热的表现，麻

黄汤加入生石膏、生姜、大枣就变成了大青龙汤，故大青龙

可以治疗重感冒引起的支气管肺炎。麻杏石甘汤，其组成为：

麻黄、杏仁、生石膏、甘草；该方主证为烦，喘，渴，咳，

该方适宜治疗支气管肺炎。小青龙汤，其组成为：麻黄、白

芍、甘草、桂枝、细辛、干姜、五味子、半夏，为治疗支气

管哮喘的主要方剂。同时还可以治疗腹泻、吞咽困难，小便

不利、腹痛。有人认为，干姜、细辛、五味子、半夏之疗效

如同西药之麻黄素或阿托品，既能治疗哮喘，又对腹痛有效，

同时还能治疗腹泻。 

桂枝汤组成为：桂枝、芍药、甘草、生姜、大枣。适合于

中风，发热，恶寒，汗出，脉浮而缓者，主要治疗感冒轻证，

伤风。桂枝汤主要作用为外调营卫（即治疗外感），内安脏腑

（即治疗内脏功能不调）。 

桂枝汤为仲景《伤寒论》之代表方，体现其辨证论治思想

之精髓，其变方为《伤寒论》中 多的一组类方，在全书中发

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1]。桂枝汤对实验动物汗腺、体温、血压、

肠蠕动、免疫功能均有双向调节作用,具有抗菌、抗病毒、镇

痛、抗过敏、降血糖、增加心肌血流量、改善胃肠消化传导和

解痉止痛的药效学作用，并能防治关节炎，治疗颈椎病和慢性

胰腺炎[2]。桂枝汤具有调节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作用。“太阳中

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恶

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经文

中的修饰词反应了症状的轻重， 主要的鼻鸣干呕是肺胃之气

的上逆。肺气上逆，气管痉挛，则鼻鸣；胃气上逆，平滑肌紧

张，则干呕。以上症状属于副交感神经兴奋。桂枝汤能够抑制

副交感神经兴奋，从而改善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症状，达到调

节植物神经系统作用。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副交感神经兴奋者

十占八九，交感神经兴奋者，十之一二。 

桂枝汤的变方有以下八张：桂枝加葛根汤，桂枝加厚朴杏

子汤，小建中汤，桂枝加桂汤，桂枝加附子，桂枝甘草汤，桂

枝去芍药汤，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所有变化均指向植物神经

功能紊乱。 

西医对于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束手无策，虽有五羟色氨抑制

剂，组织氨抑制剂，赛庚啶，苯海拉明等。但由于西药药物作

用靶点过于精细，抑制了副交感神经，却又将交感神经激动起

来，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经这一对矛盾体难以同时兼顾，因此

在使用西药治疗时，难免有所偏颇。若使用中药，则没有这样

的后顾之忧，经历了数千年临床应用的考验，该系方药已成为

中医方药体系中的一大瑰宝。 

2   大小柴胡系 

这一系列的方药为少阳证而专设，方药出自《伤寒杂病

论》，在临床上可以解决一些西医抗生素不能解决的炎症问题。 

小柴胡汤组成为：柴胡、半夏、人参、甘草、黄芩、生姜、

大枣。“少阳之为病，口苦，咽干，目眩也。”“伤寒五六日中

风，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或胸中

烦而不呕，或渴，或腹中痛，或胁下痞硬，或心下悸，小便不

利，或不渴，身有微热，或咳者，小柴胡汤主之”。口苦，咽

干，目眩，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

这是柴胡七证，明示小柴胡汤可以治疗脾胃病、肝胆病、心脏

病、呼吸病。消化系统疾病多有腹痛，肝胆系统疾病多见两胁

疼痛，心悸者多有心血管病，小便不利者多有泌尿系疾病，而

咳嗽者多有呼吸系统疾病。日本人对于小柴胡汤的研究表明，

小柴胡汤可以治疗亚急性、慢性炎性综合症和亚急性、慢性反

应性综合征，如慢性咽炎，慢性胆囊炎，慢性胃炎，慢性肝炎，

慢性肠炎，慢性妇科炎症，慢性呼吸道炎症，都会出现少阳七

证。经过实验研究，小柴胡汤在体内有较好的抗感染和解热作

用, 其作用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3]。 

逍遥散由柴胡、当归、白术、白芍、茯苓、甘草、生姜、

薄荷组成；四逆散由柴胡、枳实、白芍、甘草组成。两方均属

柴胡系方之化裁，前者重在调和冲任，后者重在调和寒热。 

大柴胡汤即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枳实、大黄、白芍。其

证即在小柴胡汤证的基础之上加四个证候：郁郁而烦，腹满而

疼，大便燥结，心下痞硬。大柴胡汤治少阳阳明之合证，清阳

明燥结，散少阳郁热。 

小柴胡汤的重要变方有以下三张：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柴

胡桂枝干姜汤，柴胡桂枝汤，三方均为调节植物神经功能紊乱

的好方子。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尤善调节妇女更年期综合征。其

组成是在小柴胡汤基础上加龙骨、牡蛎、大黄、白芍、铅丹而

成。由于铅丹有毒，现已不在方剂中使用，据笔者的临床经验，

钩藤、生赭石两味药合用可以代替铅丹。柴胡桂枝干姜汤在临

床上主要治疗干性胸膜炎，其组成是在小柴胡汤中加入了桂

枝、干姜、牡蛎、天花粉。柴胡桂枝汤主证为“心下支结，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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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疼痛而烦”，治疗太阳少阳合证，桂枝汤针对太阳证，柴胡

汤针对少阳证，在临床上可以灵活运用。 

3   白虎承气系 

这一系列的方药为阳明热证而专设，方药出自《伤寒杂病

论》，其变方对于高热不退，腹内急症疗效可靠。 

白虎汤组成为：生石膏、知母、甘草、粳米；为治疗阳明

经证代表方，典型的白虎四证为：大热、大渴、大汗、脉洪大。

本方加减化裁，可治疗一切高热疾患，中医热证之首方。 

承气汤系列方剂是治疗阳明腑证代表方，大承气汤由大

黄、芒硝、厚朴、枳实组成，主证为痞、满、燥、实、热五证。

该方为一切急腹症的基础方，包括阑尾炎、胆囊炎、肠梗阻、

胰腺炎等。 

大承气汤的变方有三张：小承气汤、调味承气汤、桃仁承

气汤。大承气汤去芒硝为小承气汤，主证为痞、满、热；去厚

朴、枳实，加甘草为调味承气汤，主证为燥、实、热；调味承

气汤加桂枝、桃仁为桃仁承气汤，主证为“热结膀胱，其人如

狂”，属脓毒败血症范畴。笔者在临床曾经见到这样的患者，

患者患爆发性痢疾，下痢不止，便下脓血，正合经文所述“血

自下，下则愈”。通因通用，使用桃仁承气汤。值得关注的是，

经文的“热结膀胱”实际是“热结大肠”。 

4   四君四物系 

这一系列的方药为气血不调证而专设，方药出自《太平惠

民和剂局方》，气病多虚，血病多瘀，四君善补气，四物善调

血，是中医扶正固本，活血化瘀两大原则的代表方剂。 

四君子汤因其善于扶助正气，其性似君子而得名，由人参、

茯苓、白术、甘草组成，主治脾胃气虚证。该证特点为：颜面

微黄、食欲不振、体乏无力、少气懒言。该方为治疗脾胃虚寒

证的基础方，从西医角度讲可治疗一切胃肠道慢性疾患。 

四君子汤的变方有七张：六君子汤、香砂六君子汤、归脾

汤、补中益气汤、升阳益胃汤、健脾丸、参苓白术散。四君子

汤加入半夏、陈皮化痰，名为六君子汤，治疗脾胃虚寒，胸膈

满闷；再加入香附、砂仁行气，名为香砂六君子汤，临床主要

治疗胸脘胀满疼痛。在临床上可用木香、草寇代替香附、砂仁，

价廉物美，疗效不减。另有变方归脾汤，主治心脾两虚，即脾

气虚、心血虚合证：颜面微黄、食欲不振、体乏无力、少气懒

言、心悸健忘、失眠多梦。若在脾气虚的基础上出现了中气下

陷的症状，如眼睑下垂，内脏下垂等，则用补中益气汤。该方

提升中气的作用犹如二级火箭，第一级为柴胡，升阳气至胸膈，

第二级为升麻，升阳气至颠顶。若出现关节疼痛，则用升阳益

胃汤。若脾胃虚弱，大便溏薄，则用健脾丸。如出现脾肺气虚，

溏泄症状，则用参苓白术散。上述七方之主证均以中气虚损为

基础，各方中均含四君子汤。 

四物汤为活血化瘀基础方，且四物汤有生熟之分，生四物：

当归、赤芍、川芎、生地，以活血、化瘀、调肝为主；熟四物：

当归、白芍、川芎、熟地，以活血、补血、调肝为主。四物汤

主治营血虚损，冲任不调。肝主藏血，主冲任，故四物汤为治

疗妇科病之效方。实验证明，四物汤及其加减方的水提液及醇

沉上清液均对痛经模型小鼠体现出较强的镇痛作用[4]。 

四物汤的重要变方有四张：桃红四物、知柏四物、坎离丸、

玉镯丸。妇人月经不调，痛经，胎死腹中，胞衣不下均离不开

桃红四物汤。知柏四物汤，即在四物汤中加入知母、黄柏，炼

蜜为丸称坎离丸，八卦中坎为水，离为火，调和水火即调和阴

阳。因妇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是而阴虚火旺者多，多有骨

蒸潮热、阴虚盗汗、五心烦热之证，且无器质性病变，便用坎

离丸。若妇人大便干燥，则用四物汤加大黄、芒硝，疗效显著。 

清代王清任的《医林改错》中，血府逐瘀汤、通窍活血汤、

补阳还五汤、身痛逐瘀汤、膈下逐瘀汤，均为四物汤加味，治

疗血瘀证有效。 

5   六味八味系 

这一系列的方药为肾虚而专设，桂附八味丸出自《伤寒

论》，初名崔氏八味丸；六味地黄丸出自《小儿药证直诀》。肾

为阴阳之本，元阴元阳皆出于肾，固肾气即是固肾元，由此可

补阴阳。 

六味地黄汤（丸），由生地、山药、山萸肉、泽泻、茯苓、

牡丹皮组成，主证为头晕、眼花、耳鸣、腰酸、腿困。伴骨蒸

潮热、五心烦热、盗汗为肾阴虚；若怕冷、自汗则为肾阳虚；

前者用知柏地黄汤（丸），后者用桂附八味丸。此组方药因其

补而不滞，泻而不损，疗效稳定，作用温和而著称。 

麦味地黄汤（丸）、都气丸、左归丸，均为六味地黄汤（丸）

之加味。宗气不足者，用麦味地黄汤（丸），组成为六味地黄

汤（丸）加麦冬、五味子；其证为气短、呼吸困难。如治肺气

肿，则需使用都气丸，组成为六味地黄丸加五味子，以纳气敛

阴。纯补阴者当服左归丸，六味地黄丸去牡丹皮，加枸杞子，

杜仲，即成左归饮，该方出自张景岳的《景岳全书》。 

桂附八味丸，组成为桂枝、附子、熟地、山药、山萸肉、

泽泻、茯苓、牡丹皮，主证为头晕、眼花、耳鸣、腰酸、腿

困、形寒肢冷、自汗、尺脉弱。该方为少火生气，阴中求阳

的代表方。 

地黄饮子、济生肾气丸均为桂附八味丸变方。地黄饮子在

治疗脑动脉硬化方面疗效显著。济生肾气丸出自《济生方》，

在桂附八味丸基础上加入车前子，牛膝，主治肾阳虚不能化气

而形成的水肿之证。 

6   桑菊银翘系 

这一系列的方药为温病而专设，方药出自《温病条辨》，

温病乃疫疠之气，源于火热之毒，辨证依卫、气、营、血，治

宜清热解毒。 

桑菊饮与银翘散均治温病，又“温邪上受，首先犯肺”，

故此二方治不离肺。桑菊饮主邪在卫分，治重泻肺止咳；银翘

散主邪入气分，兼可透营转气，治重疏散风热。结合现代医学，

温病多有细菌感染，因火热之邪，传变迅速。经方中没有清热

解毒药，其方注重调节机体反应性。自从明清之后，温病学派

兴起，外感症状又合并咽喉肿痛，以细菌感染为主要矛盾，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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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清热解毒为要。 

邪热入里，热邪伤阴，清营汤主之。热入血分，出血，犀

角地黄汤主之。热入心包，神昏谵语，可用至宝丹、安宫牛黄

丸、紫雪丹；因热入心包，动血动风，神志昏沉，加入名贵药

材牛黄、麝香、犀角以清热解毒，开窍醒神，虫药解痉。现代

医学对于昏迷病人的救治技术完善，疗效确切，故上述至宝丹、

安宫牛黄丸、紫雪丹已不多在临床使用。 

中医内科方药体系是中医重要的方药体系，认真学习，可

以使我们全面掌握中医方剂的运用，在今后的工作学习中有的

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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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傅氏运用当归及川芎在防治生殖疾病尤其是产后病的用药规律，指导临床对生殖疾病（产后病）的防

治。方法：通过阅读《傅青主女科》原书及查阅相关文献，对傅氏防治生殖疾病主要是产后病应用的方剂、药物建立 EXCEL 数

据库，运用 SPSS13.0 分析当归、川芎和归、芎药对的应用频数、频率，及归芎同用的方剂中归芎之间的药量比例。结果：傅氏在

防治产后病应用当归的频数是 71，频率是 9.3%；川芎的频数是 59，频率是 7.7%；归、芎药对出现 49 次，频率约为 42.6%，且当

归的药量每多于川芎的药量。结论：在防治生殖疾病尤其是产后病的临床应用中，应重视当归和川芎的应用及归芎的用药药量，

防治产后病的方剂首推生化汤，治疗血虚证首选四物汤。 

【关键词】生殖疾病；产后病；傅青主女科；当归；川芎；药对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ule of applying prescriptions in preventing and treating the diseases of reproduction, especially 

the puerperal diseases in Fu Qingzhu Nvke, and to provide clinical guidance. Methods: After reading Fu Qingzhu Nvke and consulting the 

related literatures, a database on the prescriptions and the herbs that Fu used in preventing and treating the diseases of reproduction, 

especially the puerperal diseases, was made, the ratio, frequency and the dosage ratio of Angelica Sinensis and Ligusticum Wallichii and 

the couplet medicines of Angelica Sinensis and Ligusticum Wallichii were analyzed by using SPSS 13.0. Results: The application 

frequency of Angelica Sinensis was 71, the ratio was 9.3%. While the application frequency of Ligusticum Wallichii was 59, the ratio was 

7.7% in preventing and treating the puerperal diseases. The application of couplet medicines of Angelica Sinensis and Ligusticum Wallichii 

was 49, the ratio was 42.6%, the dose of Radix Angelica Sinennsis was more than that of Ligusticum Wallichii. Conclusion: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given to the application of Angelica Sinennsis and Ligusticum Wallichii, and the dosage of them in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to 

prevent and treat the diseases of reproduction, especially the puerperal diseases. The best prescription to prevent and treat puerperal 

diseases was Shenghua Decoction while Siwu Decoction was the best prescription in treating blood deficiency. 

【Keywords】The Diseases of reproduction; Post-natal disease; Fu Qingzhu Nuke; Angelica Sinensis; Ligusticum Wallichii; Couplet 

medicine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5.003 

 

1   中医对产后病与生殖疾病关系的认识 

产后病是妇产科临床常见病、多发病。其病迁延难治，且

症状多而杂，发病多发于新产后，病势急，多有产后危重病症，

如产后血晕、产后发热等[1]。孕产期、哺乳期、女性特有的生理

期，此时女性抵抗力较差，大大增加了患病的概率[2]。这些疾病

又往往导致女性生殖系统继发疾病，造成其生殖功能的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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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病发生的基础和内因是产后多虚多瘀的病机特点。

“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产后百节空虚”，根据产后“多虚多

瘀”的特点，治疗本着“勿拘于产后，亦勿忘于产后”的原则，

结合病情辨证论治[3]。  

中医学认为女子的生育能力与气血密切相关。冲任精血为

摄精受胎的基础，命门有摄育之权，脾肾乃胎孕之基；情志不

遂可导致气血运行不畅，冲任不充，导致不孕；饮食不当则肾

精受损，可能导致流产及新生儿畸形，而不能优生优育。治疗

上大部分医家用药多施温补，喜用甘药补脾，兼用益气行气之

品，以补益气血之源[4]。 

2   傅氏对产后病的诊疗 

《傅青主女科》理法严谨，辨证详明，用药精当，极切临

床实用，书中很多方药至今仍有效应用于临床，尤其是对妇人

产后病的预防和治疗颇有良效。傅氏主张女子以血为本，以肝

为先天，认为“凡病起于气血之衰，脾胃之虚，而产后尤甚”。

论治产后病以大补气血为先[5]，辨证治疗多从肝脾肾三脏入手，

从虚立论，扶正之中寓以祛邪，勿用耗气顺气之药，慎消导，

勿过用寒凉，戒滥攻滥补，以免恶血留内，行气破血，耗气伤

血；宜频服生化汤，随证加减[6]。诚如《叶氏女科》云“产后

气血大虚，理宜峻补，但恶露未尽，峻补须防壅滞，血能化又

能生，攻块无损元气，行中带补，方谓万全无弊。” 

纵观《傅青主女科•女科下卷》产后门 11 篇及《傅青主

女科•产后编》发现傅氏所论产后 57 病证，约 115 方，其中

产后门 11 证，约 14 方，在论治产后病时善用当归和川芎二

味药，尤善用当归，所载方剂归、芎同用约 49 首。傅氏组方

轻平纯和，气血并调，脏腑同治，补泄兼施，归、芎同用，

起病于沉疴。 

当归和川芎相使，能生血活血运血，兼以生气行气，《傅

青主女科》中当归和川芎的用药规律蕴含玄机。 

表 1  傅氏在防治产后病运用当归及川芎的频次  （n，%） 

药名 频次 频率 

当归 71 9.3 

川芎 59 7.7 

表 2  当归川芎同用方剂归芎用药比例情况 

归芎比例* 方剂数 

1︰1 6 

2︰1 19 

3︰1 19 

4︰1 4 

5︰1 1 

注：*表示包括采用四舍五入原则，归、芎比例接近此比例，且当归用量大于川芎 

3   当归、川芎药对 

3.1 傅氏运用归、芎的用药比例 

当归的用量经常倍于川芎。傅氏熟读经典，对于产后产母

气耗较多时，其营卫大虚，气血未定，多出现肿胀疮痒，心悸

怔忡的症状，根据《内经》“诸疮痛痒，皆属于心”的理论，

确立养血宁心的治则。用法有口服有外用熏洗。川芎为血中气

药，补气行气，活血止痛，当归功擅补益，和血补血，归、芎

用药比例大约为 1︰1，这样药物之气血阴阳与体内气血阴阳相

互作用，从而使体内动态阴阳趋于平衡，则心血得充，气血自

调。血生气充则精血足，正气充盈，邪不可干。 

伤血重于耗气，气血未定的情况，根据血损程度之不同，

归、芎用药比例也根据病情而不同。笔者发现傅氏应用归、芎

的比例范围多在 2︰1～5︰1，其中以 2︰1～3︰1 应用 多。 

3.2 归、芎药对研究 

有研究称[7]，归、芎药对具有调节外周血常规、增强免疫

力、改善血液循环、解痉并抑制宫缩、抗凝、抗氧化和抗血栓

形成等作用。还有报道称[8]，归、芎常以不同比例应用于许多

中医方剂和现代中药复方中，当归与川芎配伍比例不同，功效

主治也有差异。而当当归用量大于川芎时，出现的方剂数，治

疗妇科疾病的数量大于内科疾病的数量。并且认为，当归与妇

科疾病密切相关，川芎与内科疾病联系密切。二药伍用，互制

其短而展其长，气血兼顾，养血调经、行气活血、散瘀止痛之

力增强，且与当归、川芎单味药相比，归、芎药对的补血作用

有增强趋势，为临床常用补血活血药对[9]。 

笔者结合临床及文献认为，当归、川芎在妇科疾病的防治

中润燥相济、相互为用，具有养血活血，生气行气，散瘀止痛

之功效，故归、芎药对在妇科中广泛应用于血虚证。 

4   炮制之研究 

傅氏对炮制方法也多有讲究，在《产后少腹疼》篇散结定

疼汤和《产后恶寒身颤》篇十全大补汤中明确当归和川芎的炮

制均酒洗，《产后恶心呕吐》篇加味生化汤中全当归炮制为酒

洗，《类痉》篇无汗类痉者中风当归炮制为酒洗，《产后手伤胞

胎淋漓不止》篇完胞饮中当归炮制为酒炒。 

酒能宣散气血，主发散邪气，故疼痛重时，用酒炮制归、

芎增加归、芎行气止痛之功。且酒为谷物精酿，归、芎经酒炮

制后又能入脾胃，兼补后天。有研究报道[10]，当归、川芎经过

酒炙后其主要成分挥发油含量较生品降低。周献词[11]研究称，

当归炮制方法不同，其有效成分也随之变化，从而发挥的主要

作用也不相同。 

5   归、芎的药性 

归、芎均入血分，补气血、止痛，然当归作用主要在于补

血化血、化瘀生新，川芎作用主要是活血行气、祛邪止痛。同

时运用归、芎，补虚不滞邪，攻邪不伤正。 

5.1 当归善补血生气，补肝健脾 

当归有“血中之气药、血中之圣药”之称，其性甘、辛，

温，归肝、心、脾经。补血调经，活血止痛，润肠通便。质润

而腻，养血中有活血之力。《医学启源》：“当归，气温味辛，

能和血补血，尾破血，身和血。”张元素认为当归“头止血，

尾破血，身和血，全用即一破一止也”。李杲对当归的气味是

这样认识的：甘、辛，温，无毒。气厚味薄，可升可降，阳中

微阴，入手少阴、足太阴、厥阴经血分。 

5.2 川芎为“血中气药” 

川芎，辛，温，归肝、胆、心包经。活血行气，祛风止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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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入血分，又能去一切风，调一切气”。《神农本草经》中曰

川芎“主中风入脑，头痛，寒痹，筋挛，缓急，金创，妇人血

闭，无子”。临床川芎往往配伍他药用来治疗产后疾病[12]，如

治产后一切痛证、产后抑郁及产后怪症。杨富梅[13]论及川芎为

上中下三焦之药，主要体现在活血调经和活血化瘀两个方面，

川芎有温养之功。川芎的有效成分川芎嗪、阿魏酸等能缓解子

宫平滑肌痉挛，改善血液循环，其功效与川芎的剂量呈正相关。 

6   讨  论 

“肾藏精，主生殖”，人体生殖器官的发育，性功能的成

熟与维持及生殖能力等，均与肾精及肾气盛衰密切相关[14]。“五

脏六腑，心为之主，耳为之听，目为之候，肺为之相，肝为之

将，脾为之卫，肾为之主外。”脏腑之职有分工合作的相互关

系，心肺君相寓有气血的关系，肝肺将相寓有气机升泄与肃降

关系等[15]。中医理论将不育不孕的病机归为肾阴亏损、寒凝血

瘀的范畴，治以活血益肾、清热利湿、温补肾阳、滋阴养血、

调补肝肾冲任等为原则[16]。因此，生殖是以肾为根本，各个脏

腑之间有机联系才得以完成的。至于女性的生殖功能，则是脏

腑精气充盛，尤其是肾精、肾气的充盈，产生天癸，另则人体

血气充足，通过天癸、气血影响胞宫，调控女性生殖，使之能

够孕育[17]。 

傅氏认为生殖与肾、肝、脾三脏密切相关，血气充足为生

殖之基础。其治疗不孕症[18,19]审证求因，治病求本，重视补肾，

兼调五脏；注重肝、脾、肾三脏的关系；注重心肾交合；重视

气血为用。“女子以血为本”。从中医理论讲妇人产后的生理病

理为冲任气血亏空，精血不足，气随血损，气血两虚，气血运

行失常，形成多虚、多瘀的病机特点。气血虚瘀则生化失常，

生理功能紊乱，故治法上当峻补血气，然而妇人产后又有“多

瘀”的特点，综合考虑当补血化血，生气补气。在用药上要考

虑当归和川芎的药性，合理应用。中医认为“女子以肝为先天”，

肝藏血，主气机。“心为君主之官”，主神明。脾为后天之本，

主统血，且能补益先天肾精。气血的运行收藏离不开心、肝、

脾三脏的调摄，而当归、川芎与心、肝、脾密切相关。 

归、芎作为药对出现，相使为用，阴阳互生，血气和合，

使瘀而能化，虚而补之，作用于妇人产后之体，从而使产后妇

人冲任充和，体内阴阳动态平衡，达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当归用量必倍于川芎，使瘀血归于本位，离经之血化而为用，

川芎为使为佐，行于周身行气活血、止痛。 

当归、川芎是生化汤、四物汤、佛手散等的主要组成药物。

所言佛手散者，补血、化血、生气、行气、止痛。但是对于心

肾气血俱虚者，不能单用佛手散等破血药，恐散气损血伤阴，

而生变病，傅氏擅用生化汤而意蕴深长。对于产后病应防重于

治，产后妇人当服生化汤类，从而降低产后病的发病率。有研

究表明[20]，妇人产后服用生化汤从而有效预防产褥期感染，并

能促进乳汁分泌和预防产后出血，有助于子宫复旧。重用归、

芎并合理应用归、芎药对，是傅氏治疗妇科疾病的宝贵经验，

其生化汤类足以表明。在当前妇产科临床中也有意无意地重用

归、芎，其取药方便，价廉，效验，可为产科临床用于产后病

的防治之主药。目前“二孩”政策的放开，对于初产妇来说，

更需防治产后病，促进其生殖功能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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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锡纯治崩漏学术思想浅探 
Zhang Xichun academic thought in treating uterine bl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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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张锡纯认为妇人崩漏的病因病机虽错综复杂，但总与肾气不固，冲任滑脱，肝郁气冲，大气下陷三者密切相关。

在其多年的临床实践中抓住肾气不固、冲任滑脱、肝郁气冲、大气下陷之根本，采取补肾气及胸中大气以固冲任，调肝以使其正

常疏泄，使肝肾开合有度；再据临床实际辅以收敛止血之药以治其标。如此冲任得固，经血得调，则崩漏自止。 

【关键词】张锡纯；崩漏；冲任 

【Abstract】Zhang Xichun held that although the etiology and pathogenesis of women uterine bleeding were complex, they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facts that the kidney qi was not solid, Chong and Ren were slippery, the liver qi was stagnant and there was 

atmospheric subsidence. During his many years of clinical practice, he followed this theoretical basis and repaired atmospheric kidney and 

chest to solid Chong and Ren, regulated the liver to ensure their normal dispersion, finally, the liver and kidney cooperated harmoniously. 

Besides, he prescribed convergence hemostatic medicine in clinical practice to ensure that Chongren was solid, blood would increase and 

the uterine bleeding would naturally stop. 

【Keywords】Zhang Xichun; Metrorrhagia; Chongre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5.004 

 

崩漏为妇科常见病、难治病，包括崩中和漏下两种症状，

崩中即指经血非时暴下不止，漏下指月经淋漓不尽。崩与漏

虽出血表现不同，但在发病过程中两者常互相转化，如崩血

量渐少，可能转化为漏，漏势发展又可能变为崩，故临床多

以崩漏并称。清末民初的中医泰斗张锡纯先生，自幼年便研

究经学，于书无所不读，而又兼学中医学。后因科举不中，

转而专攻医学，因其思想精细，辨证精准，为人治病，往往

能立起沉疴，因而名声日隆。当时国内诸多医学刊物皆以刊

登张先生的医论为殊荣，后来张锡纯先生将其刊登的文章和

一些治病心得汇集成书，名为《医学衷中参西录》，此书乃其

毕生心血之结晶，在书中张氏对于崩漏的病因及治法提出了

自已的见解并附有医案。 

1   肾脏气化不固，冲任滑脱 

冲为血海，任主胞胎，中医学认为冲任二脉的生理功能正

常，是女子的正常月经来潮及孕育胎儿的基础。《素问•上古天

真论》曰：“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

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七七任脉虚，太

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行坏而无子也。”此段论述

说明女子的生长发育，月经的正常来潮与肾和冲任二脉有着密

切的关系。肾内蕴元阴元阳，为人体先天之根本。《素问•上古

天真论》又云：“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故五脏

盛乃能泻”。由此可知肾主藏精[1]，楼而精又为化血之源，直接

为胞宫的行经、胎孕提供物质基础，是生长、发育和生殖的根

本。女子到十四岁左右，肾气盛，通过天癸作用，促使月经的

出现，所谓“经水出诸肾”，可见肾气实为产生月经之根本。《素

问•五音五味》曰：“冲脉起于胞中”，《素问•骨空论》又云：“冲

为血海”，由此可见在冲脉和天癸的共同作用之下，脏腑之血

聚于胞中，每月有一次血海盛满，故而能“太冲脉盛，月事以

时下”。足见冲脉亦为月经之本也。任脉，起于小腹，下出于

会阴部，有阴脉之海之说，故王冰云：“谓之任脉者，女子得

之以妊养也”。因此，先贤张锡纯依据中医理论并结合自己多

年的临床经验，提出肾脏之气化不固，冲任滑脱[2]，轻则会导

致女子漏下，重则血崩。 

2   肝郁气冲 

肝为刚脏，性喜条达而恶抑郁，具有贮藏血液、调节血量

和疏泄气机的生理功能[3]，肝血下注冲脉，使血海定期蓄溢。

肝的疏泄功能正常，则全身气机调达，从而促进全身血液正常

运行；若肝脏疏泄太过，可致经血非时而下，导致崩漏[4]。《灵

枢•经脉》曰：“肝足厥阴之脉……循股阴，入毛中，过阴器，

抵小腹……”由此可见，肝经与胞宫及冲任二脉相贯通，对胞

宫的生理功能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医宗金鉴•妇科心法要

诀》云：“有暴怒伤肝，肝不藏血而血妄行者”。清代名医叶天

士也说“女子肝脏，阴性凝结，易于怫郁，郁则气滞血亦滞”。

由以上医家的论述可以看出，肝郁气滞，郁而化火可引起气机

逆乱，血热妄行，因而导致妇女崩漏的产生。因此，张锡纯在

治疗女子崩漏时十分注重调肝气养肝阴，使肝气条达，疏泄功

能正常，因而肝血能正常下注冲任二脉，使妄行之离经之血能

得到有效控制，使其应时而下，恢复月经的正常规律，从而使

崩漏得以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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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气下陷则下血不止  

大气之名由先贤张锡纯先生所首倡，张氏认为大气是积于

胸中之气，为后天人身之祯干，《内经》中所谓宗气也，如《灵

枢•五味论》云：“谷始入于胃，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两焦，

以溉五脏，别出两行；营卫之道，其大气之搏而不行者，积于

胸中，命曰气海，出于肺，循喉咽，故呼则出，吸则入”，又

如《灵枢•邪客》曰：“五谷入于胃，其糟粕、津液、宗气分为

三隧，故宗气积于胸中，出于喉咙，以贯心脉而行呼吸焉”。

更指出大气陷会出现的病状多种多样，有呼吸短气者，有心中

怔忡者，有大汗淋漓者，有寒热往来，有胸中满闷者，有二便

不禁肛门突出者，在女子有下血不止者。并结合自己多年的临

床经验创立了升陷汤、回阳升陷汤、理郁升陷汤等方剂应用于

临床，取得了良好效果。 

4   谨守病机，遣方用药严谨 

在对崩漏的治疗上，张锡纯谨守以上崩漏病机，辨证用药，

研制出了固冲汤、安冲汤两首方剂应用于临床实践，疗效神奇。

安冲汤治妇女经水行时多而且久，过期不止或不时漏下。方中

白术、黄芪能补脾气及胸中大气，使气旺而统制有权，血不妄

行而自止；龙骨味甘、平，《本经》谓之能治女子漏下。陈修

园认为龙骨能敛肝火安神降逆。汪昂谓龙骨入足少阴肾、足厥

阴肝经，能收敛浮越之正气，涩肠益肾，治吐血崩带。牡蛎味

咸、平，微寒，《本经》记载其能治女子赤白带下。陈修园认

为牡蛎味咸乃真水之味，固能入足少阴肾经而补肾，且牡蛎得

金秋之气，能平木火之流行。《本草备要》认为牡蛎味咸，为

肝肾血分之药。龙骨、牡蛎在方中能平肝火，降冲逆，养肾阴，

因而能治女子之崩漏。《本经》记载生地气味甘寒，能逐血痹，

填骨髓。叶天士认为地黄能入足少阴、太阴经，能滋脾血、益

肾气。白芍味苦、平，《本经》谓其主邪气腹疼，除血痹。张

锡纯认为白芍能滋阴养血，生肝血，益胆汁，泻肝胆之热。所

以地黄、白芍在方中能滋肾阴，补肝血，泻肝火，降冲气而止

血崩。续断性苦温，《本草备要》说其能补肝肾，破瘀血，治

腰痛胎漏，崩带遗精。茜草气味苦寒，海螵蛸性咸温，二者相

合即为《内经》所载四乌贼骨一芦茹丸，以之治伤肝之病，时

时前后血者。但张氏认为二者能固涩下焦，为治崩之主药，用

之为伍以治标。固冲汤主治妇女血崩。两方药组成相差无己，

固冲汤增加了五味子、棕榈炭以使收涩止血之力更强而已。 

综上所述，张锡纯先生认为女子崩漏的病机主要是与肾气

不固，冲任滑脱；大气下陷，血不归经；肝郁气冲，疏泄失常

三者有关。其制方也以补肝肾，补胸中大气，疏肝理气为主，

以收敛固涩止血为辅。再结合不同患者的实际，脉象偏热者加

重生地用量，凉者加附子、干姜之流。因此，在临床实战中，

往往能一两剂药使沉疴立愈。在其书《医学衷中参西录》中收

录了一些此类病案，有志者可以研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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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针对脑梗死恢复期气虚血瘀型患者运用董氏奇穴、补阳还五汤辨证加减治疗的临床疗效进行探讨。方法：

对我院 2012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收治的 80 例脑梗死恢复期气虚血瘀型患者实施临床治疗，依据随机分组法将病患分为治疗组

（42 例）与对照组（38 例）两组，对照组予西药阿司匹林肠溶片、阿托伐他丁钙胶囊、脑蛋白水解物注射液、脑心通胶囊等，并

配合降血压药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针刺董氏奇穴、补阳还五汤辨证加减治疗，对比两组患者临床治疗的效

果。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 90.5%，对照组总有效率 68.4%。治疗组患者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两组患者对比存在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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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针对脑梗死恢复期气虚血瘀型患者的临床治疗，采取针刺董氏奇穴结合补阳还五汤加减

治疗，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值得临床推广与应用。 

【关键词】董氏奇穴；补阳还五汤；脑梗死恢复期气虚血瘀型；临床观察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of Dong Qi points combined with Buyang Huanwu Decoction in 

treating Qi deficiency and blood stasis type in recovery period of cerebral infarction. Methods: 80 patients with Qi deficiency and blood 

stasis type in recovery period of cerebral infarction,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2 to December 2014,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treatment group (42 cases) and the control group (38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western medicine such as Aspirin 

enteric-coated Tablets, atorvastatin calcium capsules, Cerebroprotein Hydrolysate Injection, Naoxintong Capsule,etc. in addition to 

antihypertensive drug therapy while the treatment group received Dong Qi points combined with modified Buyang Huanwu Decoction,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of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90.5% while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68.4%, the curative effect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Dong Qi points combined with Buyang Huanwu Decoction had significant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in treating Qi deficiency and blood stasis type in recovery period of cerebral infarction and it wa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Keywords】Dong Qi points; Buyang Huanwu Decoction; Qi deficiency and blood stasis type in recovery period of cerebral 

infarction; Clinical ob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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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随着不断发展的现代医疗技术及不断提高的诊治脑

血管病水平，有效地降低了脑血管病的病死率，但是在临床治

疗当中，往往对患者恢复期的治疗造成忽视，多数脑梗死后遗

症患者的生活质量相对较低，部分患者还需长期卧床，患者的

生活不能自理，严重的增加了患者家庭的生活负担和经济负

担，同时给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1]。因此，针对脑梗死患者

的恢复期采用积极的治疗，对患者的各项功能的恢复起到促进

作用，从而可以使患者日常生活能力及生存质量得到有效的提

高。在缺血性卒中患者中，脑梗死是较为常见的类型，具有较

高的致残率与病死率，祖国传统医学中将该病划为“中风”范

畴。脑梗死的主要临床常表现为口眼斜、半身不遂、语言謇

涩、偏身麻木等症状，而以上这些症状的恢复时间相对较长[2]。

按照中医学理论进行分析，气虚、火旺、风痰、血瘀为该病的

主要病机，同时各种病机在一定条件下造成相互影响，相互作

用，从而发病[3]。该病多发于“实”，归于“虚”，在本为肝肾

阴虚，气血衰少，在标为风火相煽，痰湿阻络，气血逆乱。而

气血逆乱，上犯于脑为该病的基本病机[4]。因此益气活血，息

风化痰，通络舒筋为该病的早期治疗原则，从而对患者的后遗

症的康复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董氏奇穴乃董公景昌先生所

创，针刺木火、灵骨、大白、上九里、中九里、下九里、地宗、

肩中等穴位，对中风口眼斜、半身不遂、语言謇涩、偏身麻

木等症状有奇效[5]。出自清代王清任《医林改错》的补阳还五

汤，是治疗脑梗死恢复期气虚血瘀型的代表方，具有舒筋活络、

益气活血之功效。本文针对脑梗死恢复期采用针刺董氏奇穴合

补阳还五汤加减治疗的临床效果进行探讨，该研究就是在临床

诊治脑梗死恢复期的过程中，采用针刺董氏奇穴合补阳还五汤

加减治疗我院 2012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收治的 80 例脑梗死

恢复期气虚血瘀型患者实施临床治疗，观察两组的疗效。现报

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收集梧州市龙圩区中医院 2012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收治

的 80 例脑梗死恢复期气虚血瘀型患者，男性 42 例，女性 38

例；年龄 40～72 岁，平均年龄（61.61±7.40）岁；患者的梗

死部位为：27 例患者为基底节区梗死，11 例患者为额颞叶梗

死，10 例患者为颞顶叶梗死，12 例患者为丘脑梗死，10 例患

者为枕叶梗死，5 例患者为小脑梗死，5 例患者为脑干梗死。

本次的诊断标准为 1995 年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制定

的缺血性脑血管病诊断标准，本次纳入的患者均符合本次诊断

标准[6]，患者的发病时间 2 周～6 个月；辨证为气虚血瘀型为。

随机将患者分为两组，其中一组为治疗组，治疗组 42 例，另

对照组 38 例。两组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对比无差异行差异，

P＞0.05，无统计学意义。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予以阿托伐他丁钙胶囊 10 mg，1 次/ d；0.9%氯化

钠注射液 250 ml+脑蛋白水解物注射液 30 mg×2支，静脉注射，

600 mg/次，1 次/ d；脑心通胶囊 3 粒，3 次/ d；阿司匹林肠溶

片 50 mg，2 片/次，1 次/ d；对于高血压病、糖尿病、冠心病、

高脂血症等原发病患者，对其给予相应的治疗措施；同时还需

防治患者出现肺部感染、应激性溃疡、尿路感染，避免患者出

现褥疮。治疗组在上述治疗基础上予以针刺董氏奇穴：针刺木

火、灵骨、大白、上九里、中九里、下九里、地宗、肩中等穴

位，得气后留针 15 min 左右，每日进行针灸 1 次，以达到醒脑

开窍、温阳补气、疏风活血通络效果，15 d 为 1 个疗程，治疗

2 个疗程。合加用补阳还五汤辨证加减治疗，药物组成：黄芪

30～120 g，当归 10 g，赤芍 10 g，地龙 10 g，桃仁 10 g，川芎

10 g，红花 10 g，党参 15 g，豨莶草 30～100 g，桑枝 15～60 g，

怀牛膝 15～60 g。根据患者的不同症状给予辨证施治，对于语

言不利者，应加远志、郁金、石菖蒲，对其进行开窍化痰治疗，

对于伴有口眼斜的患者，应加全蝎、生僵蚕、白附子，对于

头晕耳鸣的患者，应加蔓荆子、菊花、石决明进行治疗。根据

患者不同的具体症状调整用药剂量。水煎服，1 剂/ d，早晚各

温服 1 次，连续治疗 2 个疗程，每个疗程为 15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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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疗效标准   

以全国第四届脑血管会议制定的《脑卒中患者临床神经功

能缺损程度评分标准》作为本次疗效判定的参考依据[7]。疗效

判定主要分为五个维度，其中功能缺损评分减少 91%～99%，

病残程度 0 级，可判定为基本痊愈；当患者的功能缺损程度评

分减少 46%～90%，病残程度 1～3 级，可判定为显著进步；

当患者的功能缺损评分减少 18%～45%可判定为进步；当患者

的功能缺损评分减少＜17%，可判定为无效；当患者的功能缺

损评分增加 18 以上，可判定为恶化。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7.0统计学软件对本文两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以（ ）表示计量资料，分别完成 t 检验、秩和检验及 x2检

验。以 P＜0.05 表示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见表 1。结果示在临床疗效对比中，治疗组优于对照组，

P＜0.05，两组对比有显著性差异。 

表 1  对比两组临床疗效  （n，%）                                                                   

组别 n 基本痊愈 显著进步 进步 无效 恶化 总有效 

治疗组 42 14 17 7 4 0 38（90.5）  

对照组 38 5 10 11 8 4 26（68.4）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3   讨  论  

祖国传统医学将脑梗死归属于“中风”范畴，恢复期的病

理机制为正气亏虚、劳倦内伤、脾失健运、痰浊阻络、脑失所

养，属虚实夹杂之证[8]。董氏奇穴：灵骨、大白温阳补气作用

极强；木火开窍强心、活血通络；上九里、中九里、下九里、

地宗、肩中疏风通络止痛；合用有温阳补气、开窍强心、活血

止痛、疏风通络、调理脏腑、舒筋利节的功效[9]。黄芪在补阳

还五汤中为君，使元气大补，从而使气旺血行，周流全身，瘀

祛络通。党参可以起到补气生津的功效，当归可以活血通络，

同时还不伤血。桃仁、红花的主要功效为活血化瘀。川芎、赤

芍、怀牛膝可以起到解瘀止痛、活血行气的功效。使用地龙、

豨莶草、桑枝可以起到搜风通络除痹等功效[10]。经过相应的药

理研究显示，黄芪还具有一定的强心作用，可以使血管内皮细

胞通透性得到有效的改善，同时可以使红细胞的变形能力得到

显著的提高，还能将自由基，抗生物氧化进行清除。而方中党

参可以使脑血流量增加。红花对血小板的聚集起到抑制作用，

从而对血栓的形成和发展进行抑制，使纤维蛋白的溶解增强。

同时桃仁可以使血流动力学得到改善，对血小板聚集起到抑制

作用，可以使血管阻力得到降低。地龙的主要作用为促纤溶以

及抗凝，同时该药物还具有一定的降压作用。当归能够使人体

的免疫功能得到提高，对红细胞膜进行保护、对血小板的聚集

起到抑制作用，而且当归与黄芪同用可以使此类作用得到提

升。川芎和赤芍合用可以使血清中 NO 水平得到提高，对血管

内皮细胞合成及释放起到促进的作用，同时也可以对血小板的

聚集起到抑制作用，降低动脉壁细胞内自由基活性。豨莶草有

抑制血栓形成的作用，可改善血液循环，能降压及舒张血管。

桑枝具有抗炎、降血脂、降血糖作用。将以上药物联合使用，

可以使微循环得到改善，抑制血小板聚集、使纤维蛋白原降低，

改变血流动力学，使血脂降低，同时对动脉硬化起到防治的作

用，对出血和渗出物的吸收起到促进的作用，可以使脑组织的

再生和修复速度提升[11]。此乃治疗本病的药理学基础。人体生

命构成的基本物质即为气血，人体生命活动正常运行便基于气

血和顺畅通。本症早期多有风、火、痰、血瘀，但气虚血滞贯

之始终，加之脑梗死多病久伤及筋脉，故用益气活血法，治本

以气旺使血行，治标以瘀祛络通，标本兼治，相得益彰，使补

气不而壅滞，活血不而伤正[12]。综上所述，针对脑梗死恢复期

患者采用针刺董氏奇穴、口服补阳还五汤进行治疗，可以使患

者的各项功能障碍得到有效的恢复，可以使其功能障碍恢复时

间缩短。 

本观察表明针刺董氏奇穴、口服补阳还五汤对脑梗死恢复

期各种功能障碍的恢复取得较好的临床疗效，且不良反应小，

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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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疏风宣肺汤治疗咳嗽变异性哮喘（CVA）风邪犯肺证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42 例辨证为风邪犯肺证的

CVA 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及对照组，两组采用相同基础用药，治疗组在基础用药同时加用疏风宣肺汤加减口服，疗程 2 周，疗程

结束后评估临床疗效及安全性。结果：中医证候疗效比较，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0.5%，对照组 57.1%，有显著性差异（P＜0.05）；

两组咳嗽频率积分、咳嗽程度积分、总积分比较，治疗组较对照组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外周血嗜酸性

粒细胞计数比较 P=0.610＞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均无严重不良反应发生。结论：疏风宣肺汤参加减参与治疗咳嗽变异性

哮喘（CVA）风邪犯肺证能显著提高临床疗效，安全可靠。 

【关键词】疏风宣肺汤；咳嗽变异性哮喘；风邪犯肺证；疗效观察 

【Abstract】Objective：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Shufeng Xuanfei Decoc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the syndrome of pathogenic 

wind attacking lung with cough variant asthma (CVA). Methods：42 patients of the syndrome of pathogenic wind attacking lung with CVA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All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therapy, and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additionally treated with Shufeng Xuanfei Decoction.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safety was evaluated 2 weeks after the 

treatment．Results: Comparison of the efficacy of TCM syndrome showed that the total efficiency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90.5% and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57.1%,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cough frequency integral, cough degree 

integral and total integral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treatment group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2 weeks,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mparison of the peripheral eosinophil count depicted that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between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P<0.05). No severe adverse effects were found during treatment. Conclusion: Shufeng Xuanfei 

Decoc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the syndrome of pathogenic wind attacking lung with CVA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it is very safe too. 

【Keywords】Shufeng Xuanfei Decoction; Cough variant asthma; Syndrome of pathogenic wind attacking lung; Clinical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5.006 

 

咳嗽变异性哮喘（Cough Variant Asthma，CVA）与典型哮

喘相似，同样存在长期的气道慢性炎症、气道高反应性和可逆

性气道阻塞，西医治疗以糖皮质激素、支气管扩张剂及白三烯

受体拮抗剂为主。临床在西医治疗基础上加用疏风宣肺汤加减

口服治疗辨证为风邪犯肺证的 CVA 患者，疗效明显提高，临

床应用安全。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所选病例均来自于我院肺病科门诊 2013 年 7 月—2014 年

2 月辨证为风邪犯肺证的 CVA 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

治疗组及对照组。其中治疗组 21 例，男性 8 例，女性 13 例，

年龄 21～77 岁，平均年龄（45.52±16.89）岁，平均病程

（10.52±13.49）个月；对照组 21 例，男性 9 例，女性 12 例，

年龄 19～65 岁，平均年龄（44.38±13.99）岁，平均病程

（6.81±5.58）个月。两组在性别构成比、年龄、病程方面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资料具有可比性。 

1.2 诊断标准 

1.2.1 CVA 西医诊断标准 

参照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制定的《咳嗽诊断

与治疗指南（2009 年版）》咳嗽变异性哮喘（CVA）的诊断标

准：①慢性咳嗽，常伴有明显的夜间刺激性咳嗽；②支气管激

发试验阳性，或呼气峰流速日间变异率＞20%，或支气管舒张

试验阳性；③支气管舒张剂治疗有效；④排除其他原因引起的

慢性咳嗽。 

1.2.2 CVA 风邪犯肺证中医证候诊断标准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医临床诊疗术语证候

部分》、《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中医内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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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诊断学》等文献，制定咳嗽变异性哮喘风邪犯肺证中医

证候诊断标准：风邪犯肺证：咳嗽或阵发性呛咳，干咳无痰或

少痰，气急胸闷，症状夜间或晨起加剧，遇冷空气、刺激性气

味等因素诱发或加重，反复性发作，舌苔薄白，脉浮或弦或紧。

主症：①咳嗽阵作；②遇冷空气、异味等因素诱发或加重。次

症：①鼻痒；②打喷嚏；③鼻塞；④流鼻涕；⑤咽痒；⑥咽痛；

⑦无痰或少痰；⑧咳嗽时伴有气急胸闷；⑨有湿疹、荨麻疹等

过敏性疾病症状。具备主症及两项（含）以上次症，同时参考

舌象、脉象，即可诊断为 CVA 风邪犯肺证。 

1.3 排除标准 

不符合上述中西医诊断标准者；合并其他严重疾病者；合

并精神类疾病患者及肝炎、结核等传染病患者；妊娠或哺乳期

妇女；不能配合完成整个疗程治疗者；对糖皮质激素、β2受体

激动剂、乳糖及牛奶中任何一种成分过敏者；对治疗组主方及

加减法中某一药物有过敏史者。 

1.4 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予西医常规治疗：沙美特罗替卡松粉吸入剂[商品

名舒利迭，葛兰素史克公司生产，批准文号：进口药品注册证

号 H20090241，规格每吸（泡）内含 50 µg 沙美特罗（昔萘酸

盐形式）和 250 µg 丙酸氟替卡松]，1 吸/次，2 次/ d；沙丁胺

醇气雾剂（混悬型）（山东京卫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 H37022817，规格：每掀含沙丁胺醇 0.10 mg），1～2

掀/次，每日≤8 掀，按需使用。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

加用疏风宣肺汤加减口服：主方：柴胡 10 g，防风 10 g，川芎

10 g，黄芩 10 g，金银花 15 g，白芍 15 g，乌梅 10 g，生甘草

6 g。加减法：气虚有汗、舌质淡者加生黄芪 15 g，当归 10 g；

咽痒咽痛者加射干 10 g，桔梗 6 g；口干口渴者加南沙参 15 g，

芦根 15 g；咳嗽有痰者加杏仁 9 g，浙贝母 10 g；鼻塞流涕者

加白芷 6 g，辛夷 6 g。用法用量：1 剂/ d，水煎 2 次后混合浓

煎约 400 ml，200 ml/次，2 次/ d，口服。治疗组与对照组均以

14 d 为 1 个疗程，1 个疗程结束时进行中医证候疗效评估。 

1.5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咳嗽频率、咳嗽程度、咳痰量、咽痒程度、

咽痛程度、鼻塞程度、气急胸闷程度；安全性指标（包括血常

规、尿常规、肝功能（ALT、AST）、肾功能（CRE、URE）、

心电图，治疗前后各检查 1 次）；观察药物不良反应。 

1.6 疗效标准 

参照《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分为痊愈、显效、好转和

无效。采用尼莫地平法进行疗效评价：中医证候积分改善率 n=

（治疗前积分—治疗后积分）/治疗前积分×l00.0%。痊愈：临

床症状、体征消失或基本消失，n≥95.0%；显效：临床症状、

体征明显改善，70.0%≤n＜95.0%；好转：临床症状、体征均

有好转，30.0%≤n＜70.0%；无效：临床症状、体征无明显改

善甚或加重，n＜30.0%。总有效率＝（痊愈例数＋显效例数＋

好转例数）/总例数×100.0%。 

1.7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9.0 统计学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首

先进行正态性检验，服从正态分布时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不

满足正态分布时采用非参数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x2检验；当 P

＜0.05 时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中医证候疗效的比较 

治疗组总有效率 90.5%，对照组总有效率 57.1%，经 x2检

验，x2=6.035，P=0.014＜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可以认为

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见表 1。 

表 1  两组中医证候疗效比较  [n（%）] 

组别 n 痊愈 显效 好转 无效 

治疗组 21 8（38.1） 10（47.6） 1（4.8） 2（9.5） 

对照组 21 4（19.0） 4（19.0） 4（19.0） 9（42.9） 

x2 - 1.867 3.857 1.014 6.035 

P - ＞0.05 ＞0.05 ＞0.05 ＜0.05 

2.2 咳嗽频率积分的比较 

治疗前，两组间咳嗽频率积分比较 P=0.179＞0.05，资料

具有可比性。治疗后，两组间咳嗽频率积分比较P=0.028＜0.05，

有统计学意义，且治疗组积分（0.90±0.995）分于对照组积分

（1.71±1.271）分，表 2。 

表 2  治疗前后两组咳嗽频率积分比较  [（ ），分]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t P 

治疗组 4.00±0.632 0.90±0.995 -5.607 ＜0.001 

对照组 4.29±0.717 1.71±1.271 -5.412 ＜0.001 

t -1.343 -2.199 - - 

P ＞0.05 ＜0.05 - - 

2.3 咳嗽程度积分的比较 

治疗前，两组间咳嗽程度积分比较 P=0.076＞0.05，资料

具有可比性。治疗后两组间咳嗽程度积分比较，P=0.041＜0.05，

有统计学意义，且治疗组积分（0.86±0.854）分于对照组积分

（1.62±1.284）分，表 3。 

表 3  治疗前后两组咳嗽程度积分比较  [（ ），分]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t P 

治疗组 4.00±0.000 0.900.86±0.854 -5.987 ＜0.001 

对照组 4.29±0.717 1.62±1.284 -5.229 ＜0.001 

t -1.776 -2.0.42 - - 

P ＞0.05 ＜0.05 - - 

2.4 总积分的比较 

治疗前，两组间总积分比较 P=0.060＞0.05，无统计学显

著差异，资料具有可比性。治疗后，两组间总积分比较 P=0.001

＜0.05，有统计学意义，且治疗组积分（2.62±3.025）分于对

照组积分（8.19±5.853）分，表 4。 

表 4  治疗前后两组总积分比较  [（ ），分]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t P 

治疗组 13.81±2.839 2.62±3.025 -5.518 ＜0.001 

对照组 15.62±3.653 8.19±5.853 -3.983 ＜0.001 

t -1.880 -3.235 - - 

P ＞0.05 ＜0.0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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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的比较 

治疗前，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比较 P=0.291＞0.05，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资料具有可比性。治疗后，外周血嗜酸性

粒细胞计数比较 P=0.610＞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5。 

表 5  治疗前后两组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比较  [（ ），109/L]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t P 

治疗组 0.62±0.124 0.26±0.062 11.890 ＜0.001 

对照组 0.58±0.127 0.25±0.064 10.614 ＜0.001 

t 1.071   0.514 - - 

P 0.291＞0.05 ＞0.05 - - 

2.6 不良反应 

两组用药过程中均未发现明显不良反应，治疗后复查血常

规、尿常规、肝功能（ALT、AST）、肾功能（CRE、URE）、

心电图，均未发现明显异常。 

3   讨  论 

    CVA 时临床慢性咳嗽的主要原因之一，目前对于 CVA 的

发病机制的认识倾向于与典型哮喘相似，与遗传因素、环境

因素、理化因素、感染、炎症、机体免疫、气道高反应性等

多因素有关，以上诸多因素引起气道内以嗜酸性粒细胞浸润

为主的过敏反应性炎症及气管重塑等病理生理改变， 终导

致 CVA 的发生。相关研究表明 CVA 患者中约有 30.0% 终

发展成为典型哮喘[1]。加强对 CVA 的中医辨证治疗方面的研

究，对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减轻患者医疗负担具有重要临床

意义。咳嗽变异性哮喘常因接触冷空气、灰尘、刺激性气味

等因素突发加重，反复阵发性发作，以刺激性干咳为主，常

伴有咽痒、鼻痒症状，符合风邪“善行而数变”“风盛则痒”

的致病特点，当属中医“风咳”范畴。其病机为风邪犯肺，

邪气郁而不解，若失治误治或其人体虚，则易致风邪伏肺，

肺气不宣， 终导致咳嗽反复发作、迁延不愈。外感之病往

往有其内伤基础，并影响着疾病的证候演变及预后转归[2]。

经云“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本

病起病多与禀赋不耐有关；“肺为多气多血之脏，气血俱盛，

久病患者，耗伤正气，而肺气不足。”[3]；“气为血帅，气

机不畅，则血行受阻而瘀血内生。”[4]；风为阳邪，风性开

泄，易耗液伤阴；上述因素导致该病反复发作，形成虚实夹

杂之证。因此，临床治疗应当疏风宣肺为主，据其内因不同

辅以疏肝解郁、敛肺养阴、益气养血、活血解毒以安其内，

内外得安则咳嗽自止。疏风宣肺汤基础方以柴胡、防风、川

芎疏风宣肺为君；黄芩、金银花清肺解毒为臣；白芍、乌梅

酸敛收风为佐；生甘草清热解毒兼调和诸药为使。方中柴胡、

黄芩配伍用以调和少阳枢机，使表里畅达，肺气易宣。白芍、

生甘草配伍功在柔肝熄风、缓痉止咳。金银花、生甘草清热

解毒、散结通络，使肺络宣畅而肺气得宣。柴胡、防风、白

芍、乌梅取祝谌予祝老过敏煎之义，以柴胡替代银柴胡加强

和解表里之力，更兼取其疏肝解郁、条畅气机、升举阳气之

功。临证根据其兼症不同再酌情加入生黄芪、当归、射干、

桔梗、南沙参、芦根、杏仁、浙贝母、白芷、辛夷诸药。生

黄芪、当归、金银花、生甘草合为周平安教授芪银三两三方，

周老认为该方加减治疗以虚实夹杂、气血亏虚、瘀毒留置为

病机的多种疑难杂症，具有一定效果[4]。现代药理研究表明，

柴胡[5]、防风[6]、金银花[7]、黄芩[8]、乌梅[9]、白芍[10]、甘草
[11]等药均具有广谱抗病原微生物、抗炎、免疫调节等作用，

川芎具有抑菌、缓解支气管平滑肌痉挛、预防肺水肿、增强

机体免疫等作用[12]，在 CVA 的治疗上，中药充分展示了多靶

点、多环节发挥作用的优势。 

4   结  论 

通过对照观察，西医基础治疗配合疏风宣肺汤加减口服治

疗 CVA 风邪犯肺证疗效显著，临床运用安全，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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芩栀鱼止咳方与连花清瘟颗粒治疗 
咳嗽痰热郁肺证对比分析 

Comparison analysis of Lianhua Qingwen granule and Qinzhiyu 

Zhike granule in treating cough and phlegm heat obstructing lung 

synd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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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究芩栀鱼止咳方治疗咳嗽痰热郁肺证的临床疗效。方法：2014 年 5 月—2015 年 6 月 120 例咳嗽痰热郁肺

证患者，随机分成两组，观察组：芩栀鱼止咳方颗粒剂进行治疗；对照组：连花清瘟颗粒治疗，比较两组疗效。结果：观察组的

治疗总有效率 98.3%，对照组的治疗总有效率 95.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咳嗽、痰量症状积分与

治疗前相比均有明显下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芩栀鱼止咳方与连花清瘟颗粒在咳嗽痰热郁肺证的治疗中疗效

相当，安全性高。 

【关键词】咳嗽痰热郁肺证；连花清瘟颗粒；芩栀鱼止咳方颗粒剂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Lianhua Qingwen granule and Qinzhiyu Zhike granule in treating cough and 

phlegm heat obstructing lung syndrome. Methods: 120 Patients with cough and phlegm heat obstructing lung syndrom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14 to June 2015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Qinzhiyu Zhike granule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Lianhua Qingwen granule. The effects of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8.3%, and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rate was 95.0%,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after treatment, cough, sputum symptom scores of both groups reduced significantly compared with that before treatment,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Qinzhiyu Zhike granule and Lianhua Qingwen granule had similar effect in treating 

cough and phlegm heat obstructing lung syndrome, both of them were of high safety. 

【Keywords】Cough and phlegm heat obstructing lung syndrome; Lianhua Qingwen granule; Qinzhiyu Zhike granul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5.007 

 

咳嗽是内科 为常见的病证之一，发病率极高，据统计慢

性咳嗽发病率为 3%～5%，老年人的发病率可达 10%～15%，其

中以寒冷地区发病 多[1]。本研究主要探究应用芩栀鱼止咳方颗

粒剂治疗和应用连花清瘟颗粒治疗的不同疗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4 年 5 月—2015 年 6 月来我院就诊的 120 例咳嗽

痰热郁肺证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均为门诊就诊。采用随机分组

的方式分成两组，各 60 例。观察组：男性 35 例，女性 25 例；

年龄 21～76 岁，平均年龄（41.2±4.5）岁。对照组：男性 21

例，女性 39 例；年龄 18～79 岁，平均年龄（40.4±6.1）岁。

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不显著（P＞0.05），

具有可比性。 

1.2 研究方法  

观察组：应用芩栀鱼止咳方颗粒剂，其中处方成分为栀子

10 g，黄芩 10 g，鱼腥草 15 g，桔梗 6 g，甘草 6 g，茯苓 10 g，

法半夏 6 g，枳壳 6 g，陈皮 6 g。主要用法：用开水 600 ml 冲

泡，3 次/d，1 剂/ d，200 ml/次，患者于餐后 1 h 开始服药。对

照组：应用连花清瘟颗粒治疗，服用方法：选择 200 ml 开水冲

泡，3 次/ d，1 包/次，餐后 1 h 服用。其中两组患者疗程均为 1

周，用药期间禁用其他药物。 

1.3 观察评定指标  

痊愈：患者症状消失，肺部检查未见异常，患者停药 1

周后未见复发。显效：患者症状基本消失，肺部检查基本正常；

有效：患者症状较治疗前有所改善缓解；无效：患者的病情未

见好转，甚至病情加重[2]。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5.0 统计学软件，计量资料用（ ）表示，

配对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n，%）表示，用 x2检验，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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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2.1 疗效  

观察组的治疗总有效率 98.3%，对照组的治疗总有效率

95.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治疗效果比较  [n（%）] 

组别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n=60） 39 14 6 1 98.3 

对照组（n=60） 31 20 6 3 95.0*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  

2.2 症状积分  

治疗后，两组患者的咳嗽、痰量症状积分与治疗前相比均

有明显下降，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症状积分比较  [（ ），分] 

咳嗽 痰量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n=60） 7.03±1.39* 1.62±1.60* 4.06±1.19* 1.81±1.88* 

对照组（n=60） 7.02±1.45 1.43±1.10 4.05±1.18 1.62±1.12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  

2.3 不良反应  

两组患者治疗期间均无过敏或其他不良反应症状，临床应

用安全，可靠性高。 

3   讨  论 

咳嗽是呼吸系统的多发疾病，对患者的日常起居生活造成

极大的困扰，因而此病的诊治受到临床的高度重视。芩栀鱼止

咳方是以二陈汤加黄芩、山栀、枳壳、鱼腥草、杏仁、桔梗构

成，在治疗咳嗽、痰黄等方面具有良好疗效。其中二陈汤以半

夏、茯苓入脾肺经，燥湿化痰；陈皮、甘草理气和中，甘草味

甘性平，入心脾肺经，泻火解毒，缓和药性，润肺止咳；茯苓

味甘性平，渗湿化痰，补益心脾；加桔梗、枳壳以宣降肺气，

其中两者一温一寒，可调畅气机；每药合用，则清肺化痰，理

气止咳，阴阳协调，全方具有健脾益气、清肺止咳的功效。莲

花颗粒的有效成分包括金银花、红景天、大黄、广藿香、炒苦

杏仁、连翘等，研究发现该药具有银翘散与麻杏石甘汤的功效，

因此，临床上广泛用于咳嗽痰热郁肺证的治疗中，发挥出较好

的作用。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的治疗总有效率 98.3%，对

照组的治疗总有效率 95.0%，且治疗后两组患者的咳嗽、痰量

症状积分比较差异不大，无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芩栀

鱼止咳方颗粒剂和连花清瘟颗粒治疗咳嗽痰热郁肺证疗效均

较为显著，且不良反应的发生率低。 

综上可知，芩栀鱼止咳方与连花清瘟颗粒在咳嗽痰热郁肺

证的治疗中均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两种药物的疗效相当，且

临床应用的安全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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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analysis of Gancao Xiexin Decoction on lung yin deficienc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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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甘草泻心汤加减治疗肺阴虚痰瘀结滞型咽炎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门诊病例 98 例，随机分为两组。

对照组 49 例，采用胖大海含化片加吗丁啉治疗；治疗组 49 例，服用甘草泻心汤加减。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87.4%，对照组

总有效率为 65.3 %。结论：甘草泻心汤加减治疗肺阴虚痰瘀结滞型咽炎疗效显著。 

【关键词】甘草泻心汤；肺阴虚痰瘀结滞型；慢性咽炎；胖大海含化片；中医中药治疗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of Gancao Xiexin Decoction on lung yin deficiency and phlegm stasis 

pharyngitis. Methods: 98 out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49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Sterculia buccal tablets 

combined with domperidone while 49 case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received Gancao Xiexin Decoction. Results: The effective rate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87.4% while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65.3%. Conclusion: Gancao Xiexin Decoction had significant curative 

effect in the treatment of lung yin deficiency and phlegm stasis pharyngitis. 

【Keywords】Gancao Xiexin Decoction; Lung yin deficiency and phlegm stasis type; Chronic pharyngitis; Sterculia buccal tablets; 

TCM treatmen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5.008 

 

慢性咽炎是种常见多发病，是指咽部黏膜及黏膜下淋巴组

织的弥漫性炎症[1]，临床主要表现为咽部异物感、痒、灼热感、

干燥或微疼感。多见于成年人，城市发病率高，尤其以教师、

歌手等居多，病程反复，顽固难愈[2]。该病属于中医学“喉痹”

范畴， 早见于《黄帝内经》，如《素问•阴阳别论》：“一阴一

阳结，谓之喉痹”，以“虚火喉痹”居多。其发病率较高，据

统计城镇居民发病率占咽部疾病的 10%～20%，农村发病虽低，

但近年有上升趋势[3]。中医中药对本病的治疗是较为有效的方

法之一。笔者在临床中运用甘草泻心汤加减治疗肺阴虚痰瘀结

滞型咽炎 98 例取得满意疗效，现将结果报导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2 年 3 月—2015 年 3 月门诊肺阴虚痰瘀结滞型咽

炎 98 例。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49 例，男性 28 例，女性 21

例；年龄 19～63 岁，平均年龄（39.6±6.12）岁；病程 4 个月～

15 年，平均病程 8.33 个月。对照组 49 例，男性 29 例，女性

20 例；年龄 18～64 岁，平均年龄（38.9±5.23）岁；病程 4

个月～18 年，平均病程 10.04 个月。两组在性别、年龄、病程

等构成上无统计学意义，提示基线一致有可比性。 

1.2 诊断标准 

1.2.1 西医诊断标准 

参照《现代内科诊疗手册》进行病例诊断。咽部不适感 3

个月以上，干燥或痒、微痛，异物感、烧灼感，干咳少痰或无

痰等；检查发现咽部黏膜慢性充血，小血管曲张，呈暗红色，

表面有少量黏稠分泌物或咽后壁多个颗粒状滤泡隆起或咽侧

索肿大增厚，咽后壁淋巴增生红肿，其血管周围有较多淋巴细

胞浸润。常有急性咽炎反复发作病史，或烟酒，辛辣，用声过

度、灰尘油烟刺激而诱发[4]。 

1.2.2 中医辨证标准 

肺阴虚痰瘀结滞型：咽部干燥，灼热疼痛不适，异物感明

显，咯吐不利，痰色白而黏，晨起较重，胃脘痞满不舒肢倦，

食后尤甚，舌红，苔腻或微黄，脉滑。咽部检查可见：黏膜暗

红增厚，甚者咽腔狭小，咽后壁淋巴滤泡增生明显，侧索增厚[5]。 

1.3 纳入标准 

诊断为慢性咽炎并符合中医辨证为肺阴虚痰瘀结滞型及

病程 3 个月以上的，均可纳入试验病例。 

1.4 排除标准 

慢性咽炎同时合并其他慢性炎症（扁桃体肥大、慢性喉炎、

哮喘、急性支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辨证不属于本型的；

经检查证实继发于其他疾病的；年龄在 18 岁以下，65 岁以上；

哺乳期、妊娠期妇女、特殊体质对本药过敏的；合并有心脑血

管后遗症，肝、肾及其他重大疾病者，精神病患者。 

1.5 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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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给予胖大海含化片，2 片/次，3 次/ d。吗丁啉饭前

口服，1 片/次，3 次/ d。治疗组给予甘草泻心汤加减治疗，方

药组成：生甘草 10 g，炙甘草 10 g，黄芩 15 g，清半夏 10 g，

黄连 6 g，党参 15 g，干姜 15 g，桔梗 10 g，木蝴蝶 6 g，当归

6 g，川芎 6 g，浙贝母 10 g，沙参 15 g，芦根 15 g，射干 10 g，

陈皮 10 g，枳实 10 g，生姜 10 g，大枣 3 枚。煎服法：上方加

水 1500 ml 冷水浸泡 30 min，文火煎煮 60 min，取汁 100 ml

饭后 2 h 服用，1 剂/ d，早晚 2 次分服。两组均治疗 14 d。 

1.6 疗效判定标准 

遵照《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6]制定疗效评价结果。治

愈：临床症状消失，咽部黏膜暗红增厚消失，侧索增厚消失，

淋巴滤泡消失。显效：临床症状减轻，咽部黏膜充血增厚减轻，

侧索增厚减轻，淋巴滤泡减少。无效：临床症状、体征无变化。 

1.7 统计方法 

数据的统计分析运用 SPSS16.0 统计学软件处理。计量资

料以（ ）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 x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对照组治疗后总有效率 65.3%，治疗组治疗后总有效率

87.8%，两组病例治疗后总有效率比较，x2 为 4.00，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P＜0.05，治疗组优于对照组。见表 1。 

表 1  慢性咽炎两组病例治疗后疗效比较  [n（%）] 

组别 n 治愈 显效 无效 总有效 

治疗组 49 19（38.8） 24（49.0） 6（12.2） 43（87.8） 

对照组 49 13（26.5） 19（38.8） 17（34.7） 32（65.3） 

3   讨  论 

3.1 慢性咽炎的病因病机   

现代医学认为，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的慢性炎症，多由屡

发急性咽炎转化而来，诱因有理化刺激，口鼻炎症引起的张口

呼吸[7]。中医学属“慢喉痹”范畴，由急喉痹发展而来的慢性

虚损性疾病，多由热病伤津，阴液不足，久咳伤肺，化学气体、

粉尘、吸烟等燥热之邪灼伤肺之阴津，咽部黏膜失润，肌膜失

养，肺金失润，宣肃失常，气机运行紊乱，影响脾胃运化，聚

湿为痰；痰热胶结，结于咽膜，阻痹经脉，形成喉痹[4,8,9]。此

型患者大多素体脾胃虚弱，或久用寒凉损伤脾胃阳气，脾胃运

化能力下降。稍用寒凉则胃脘痞满益甚。该病病程长，以肺阴

虚脾胃虚弱为本，易反复发作。温热病或劳伤后损伤肺肾阴液，

咽部黏膜失养；脾虚生痰，加阴虚虚火上炎，痰热胶结，阻滞

咽部络脉。治疗以培土生金，散结通络，养阴润肺利咽为主。 

3.2 甘草泻心汤的方解与功效   

甘草泻心汤乃《伤寒论》张仲景的名方，辛开苦降，寒热

并用，运化中焦而醒脾胃，苔腻或微黄，脉滑，乃中焦脾胃阳

气失展，湿浊阻滞，脾土失运，津液不能运化，土虚金燥。咽

乃肺之门户，肺阴虚，咽部黏膜失濡，痰热毒邪蕴结局部，形

成增生性淋巴滤泡，影响局部血运则见咽部黏膜充血肿胀，侧

索肿大。方中炙甘草与生甘草同用，生甘草偏于解毒，炙甘草

偏于健脾，且与桔梗相配，乃《伤寒论》中桔梗汤之意[10]，补

少阴而解热毒，金水相生，肾水足而金得润。另配射干、浙贝

母、木蝴蝶、当归、川芎，散郁开结软坚，解毒；黄芩、黄连、

半夏、干姜、党参、大枣、辛开苦降甘调运转脾胃；配陈皮、

枳实、增加理中焦气结；消积，化湿，气化则湿无所聚。津液

得以运行，肺金得润，配沙参、芦根、浙贝母、养阴润肺利咽，

咽部黏膜得养，土旺金充，邪无所避，则自散也。甘草泻心汤

乃半夏泻心汤加重炙甘草用量而成，重用炙甘草，并以之名方，

取其甘温补中，健脾和胃，为方中主药；佐人参、大枣，更增

其补中之力；干姜、半夏温中散寒；黄芩、黄连清热消痞，全

方久煎 60 min，药味厚入中焦之意而培土生金，脾胃健而中焦

得复，阴阳调而升降协和。咽炎合并心下痞满加生甘草等解毒

散结之品，不失仲景之意而瘳今疾。 

3.3 疗效显著值得临床推广   

笔者通过对 98 例肺阴虚痰瘀结滞性咽炎临床观察，发现

甘草泻心汤加减疗效显著。总有效率 87.8%。临床中咽炎伴有

脾胃消化不良，胃脘痞满，寒热错杂病情的很是常见，治疗往

往比较棘手，此方值得临床推广和借鉴。 

3.4 不足之处 

中药药味繁杂，煎煮时间长，服用，携带不便，一部分患

者不愿意配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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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析缬沙坦对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血清氨基末端脑钠肽前体及血、尿转化生长因子 β1水平的影响。方法：

随机抽取我院及珠海市人民医院门诊与住院部在 2015 年 1 月—2016 年 2 月诊治的 180 例血肌酐非透析性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

分为两组，一组患者未实施干预，另一组患者使用缬沙坦进行干预，对比与统计分析两组患者的 NT-proBNP 与 TGF-β1。结果：

对照组患者的血尿 TGF-β1的差异性不显著（P＞0.05）。干预组患者治疗前 12 周的血尿 TGF-β1的差异性显著（P＜0.05）。但治疗

后 12 周的血尿 TGF-β1的差异性不显著（P＞0.05）。干预组患者治疗前后的 NT-proBNP 分别是（739.6±85.6）pg/ml、（197.2±57.3）

pg/ml，对照组分别是分别是（757.7±42.1）pg/ml、（291.0±78.1）pg/ml，干预组改善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性显著（P＜0.05）。

结论：缬沙坦降低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的 NT-proBNP 与 TGF-β1，控制患者病情的发展。 

【关键词】缬沙坦；慢性肾功能衰竭；NT-proBNP；TGF-β1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valsartan on serum N-terminal pro 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 and serum and urine 

levels of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β1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renal failure. Method: 180 non dialysis chronic renal failure patients with 

serum creatinine, who were treated in the outpatient and inpatient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and Zhuhai People's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5 to February 2016,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one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no intervention while the other 

group (the intervention group) received the intervention of valsartan, NT-proBNP and TGF-β1 of patients i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statistically analyzed. Result: The difference of serum and urine levels of TGF-β1 of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not significant (P＞

0.05). The difference of serum and urine levels of TGF-β1 of patient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12 weeks before the treatment was 

significant (P＜0.05) while the difference 12 weeks after the treatment was not significant (P＞0.05). The NT-proBNP of patient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as (739.6±85.6) pg/ml and (197.2±57.3) pg/ml respectively while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757.7±42.1) pg/ml and (291.0±78.1) pg/ml respectively, the improvement of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Valsartan could effectively decrease the 

NT-proBNP and TGF-β1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renal failure and control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ease. 

【Keywords】Valsartan; chronic renal failure; NT-proBNP；TGF-β1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5.009 

  

慢性肾功能衰竭[1]（Chronic Renal Failure，CRF）患者的感

染发生率较高，主要是因为受到疾病的影响，患者的身体素质

较差，临床治疗难度高，且患者抵抗力明显下降，一旦控制效

果不理想，会威胁患者的生命安全。有文献资料[2]指出：慢性肾

衰竭会导致患者的肾脏萎缩，肾小球纤维化，尿转化生长因子 β1

（TGF-β1）有利于成纤维细胞的增长，因此肾小球纤维化病变

时，患者体内的TGF-β1表达明显增加。笔者以2015年1月—2016

年 2 月来我合作医院就诊的 180 例血肌酐非透析性慢性肾功能

衰竭患者，随机分为干预组与对照组，以统计分析缬沙坦对慢

性肾功能衰竭患者血清氨基末端脑钠肽前体及血、尿转化生长

因子 β1水平的影响，现将探究经过与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自我院门诊与住院部 2015 年 1 月—2016 年 2 月诊治

的 180 例血肌酐非透析性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均满足慢性肾

功能衰竭的临床诊断标准与分期标准，入组前，对患者存在的

水电解质紊乱、心功能衰竭严重及感染性疾病等加重肾功能损

害的可逆性因素进行纠正。排除严重高血压、妊娠期、哺乳期、

严重精神病、晚期恶性肿瘤、缬沙坦过敏、肝功能不全、胆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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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肝硬化、胆道梗阻及近半年出现急性心脑血管事件等的患

者。180 例患者随机分为干预组与对照组各 90 例，其中对照组

男性 52 例，女性 38 例；年龄 19～70 岁，平均年龄（58.6±6.4）

岁。干预组男性 47 例，女性 43 例；年龄 20～70 岁，平均年

龄（56.7±7.3）岁。统计分析与对比干预组患者与对照组的一

般资料，不存在显著差异性（P＞0.05），但有可比性。180 例

患者的原发病多为慢性肾小球肾炎、糖尿病肾病、多囊肾、高

血压性肾损害及狼疮性肾炎等。180 例患者均签订知情同意书，

以参与此次探究实验。 

1.2 研究方法   

所有研究对象在入院前 30 d，均未使用血管紧张素Ⅱ

（AngⅡ）受体拮抗剂与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等降压药物，

遵循低盐、低嘌呤饮食、低蛋白等原则实施慢性肾功能衰竭临

床治疗；对照组患者未实施干预，医务人员以患者的病情变化

为基础，给予患者钙剂、促红细胞生成素及代谢性酸中毒纠正

等对症治疗，若患者血压控制不理想，需给予患者其他降压药

物，但在治疗前 12 周，不给予患者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

与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等药物；干预组患者在治疗前 12

周就使用缬沙坦（生产企业：湖南千金湘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103521）进行干预，剂量是 80 mg/ d。后 12 周

治疗中，对照组治疗方案保持不变，干预组患者缬沙坦的使用

剂量变为 160 mg/ d。于治疗 24 周后进行血指标复查。 

1.3 观察指标   

统计分析与记录两组患者的血清氨基末端脑钠肽前体

（NT-proBNP）及血、尿转化生长因子 β1（TGF-β1）等指标。 

1.4 统计学处理   

利用版本是 SPSS17.0 的软件统计分析数据资料，计量数

据用（ ）表示，计数资料用百分数（%）表示，并分别完

成 t、x2检验，P＜0.05 说明组间比较具备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对比干预组与对照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血、尿 TGF-β1水平 

对照组患者的血尿 TGF-β1 的差异性不显著（P＞0.05）。

干预组患者治疗前 12 周的血尿 TGF-β1 的差异性显著（P＜

0.05）。详见表 1。

表 1  对比干预组与对照组治疗前后的血、尿 TGF-β1  [（ ），µg/L] 

血 TGF-β1 尿 TGF-β1 
组别 

治疗前 治疗 12 周 治疗 24 周 治疗前 治疗 12 周 治疗 24 周 

干预组（n=90） 45.32±12.34 28.40±9.22 24.59±8.64 3.90±0.67 2.04±0.46 1.77±0.20 

对照组（n=90） 44.29±13.22 39.50±9.25 40.14±11.35 3.92±0.64 3.88±0.73 3.96±0.80 

2.2 对比干预组与对照组患者的血清氨基末端脑钠肽前体干预

组患者的 NT-proBNP 改善明显优于对照组，存在显著差异性

（P＜0.05），详见表 2。 

表 2  对比干预组与对照组患者的 NT-proBNP   [（ ），pg/ml ]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n=90） 757.7±42.1 291.0±78.1 

干预组（n=90） 739.6±85.6 197.2±57.3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 

3   讨  论 

TGF-β1
[3]属于能够对细胞分化与生长进行调节的一种多

肽，共包括 25 中，其中哺乳动物中有 TGF-β1-3。NT-proBNP[4]

是由多种氨基酸组成，具备扩血管、利尿、利钠等作用。缬

沙坦[5]属于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的一种，不仅能够有效

降低患者的血压，而且能够降低患者肾小球的高灌注、内高

压及高滤过等，有效改善患者的肾功能，抑制细胞代谢，减

少细胞的耗氧量。 

本研究中研究对象为 180 例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分为两

组开展探究，缬沙坦对肾功能患者的血、尿 TGF-β1 及

NT-proBNP 的影响较为明显，与张冉等[6]的探究结果相差不大。 

综上所述，缬沙坦在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临床治疗中的应

用，极大的降低患者的 NT-proBNP 与 TGF-β1，延缓患者病情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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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早期应用通腑排毒汤保留灌肠对蝰蛇咬伤患者炎症指标和尿液指标变化的影响。方法：将 91 例蝰蛇咬

伤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 42 例采用常规的方法治疗与护理；观察组 49 例在对照组的基础上，从治疗的第 1 d 开始应用通腑

排毒汤保留灌肠；通过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炎症指标和尿液指标的变化以及根据患者的住院天数评价其治疗效果。结果：治疗

后与治疗前比较两组患者的血清超敏 C-反应蛋白（h-CRP）水平明显下降和尿量明显增多（P＜0.05），但观察组治疗后 h-CRP 水

平下降和尿量增多比对照组更明显（P＜0.05）。两组患者治疗后的尿蛋白、尿白细胞和尿红细胞阳性率明显低于治疗前（P＜0.05

和 P＜0.01），但观察组治疗后这 3 项指标阳性率更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平均住院天数比对照组缩短。结论：早期

应用通腑排毒汤对蝰蛇咬伤患者进行保留灌肠，可以起到泻火解毒等功效和起到改善炎症反应和肾功能的作用，缩短治愈时间。 

【关键词】通腑排毒汤；保留灌肠；蝰蛇咬伤；炎症指标；尿液指标 

【Abstract】Objective: To probe into the influence of earlyretention-enema with Tongfu Paidu Decoction for the changes of 

inflammatory and urinary indexes in viper bite patients. Methods: 91 cases with viper bite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with 42 cases was treated and nursed with routine methods,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ith 49 cases and was treated 

using the retention-enema with the Tongfu Paidu Decoction on the basis of control group, starting from first day of treatment. The treatment 

effects were evaluated according to the alteration of inflammatory indexes and urinary indexe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and 

hospitalization days in the two group of patients. Results: The serum high 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 (hs-CRP) level obviously decreased 

and urine volume obviously increased for both group of patients after treatment in contrast to before treatment (P<0.05). But, decrease of 

the h-CRP level and increase of urine volume was more apparent in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treatment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positive rates of urine protein, white blood cell of urine and red blood cell of urine were obviously decreased for both group 

of patients after treatment in contrast to before treatment (P<0.05 and P<0.01). However, the positive rates of 3 indexes were more 

apparently decreased in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treatment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average hospitalization days of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hor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s: The early usage of retention-enema with Tongfu Paidu 

Decoction for viper bite patients may improve the efficacy of purging fire detoxification and induce the action of improving the 

inflammatory response and renal function, as well as shortening the cure time. 

【Keywords】Tongfu Paidu Decoction; Retention-enema; Viper bite; Inflammatory index; Urinary index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5.010 
 
蝰蛇咬伤后，由于蛇毒素的作用可以使患者出现急性炎症

反应[1]。蛇毒对肾脏还有直接毒性作用，可以使肌细胞、红细

胞、神经元及肾小管上皮细胞的膜性结构直接受损，导致细胞

骨架崩解。蛇毒还会导致红细胞溶解，引起溶血性贫血和急性

肾衰竭（ARF）[2]。为了减轻蝰蛇咬伤患者的炎症反应和改善

患者的肾功能，本研究用自拟的中药“通腑排毒汤”保留灌肠

对蝰蛇咬伤患者进行早期护理干预，这一方法对蝰蛇咬伤患者

炎症指标和尿液指标的变化有较好的改善作用，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 2013 年 9 月—2015 年 8 月本院蛇伤科收治的符合诊断

标准，并愿意配合本研究护理干预的蝰蛇咬伤患者，按照毒蛇

咬伤临床病情分型中西医结合评分诊断标准[3]中的局部体征、

中毒症状等情况进行病情分型，9 分（含 9 分）以下为轻症，

10～18 分为重症，19～27 分为危重症。本研究共 91 例蝰蛇咬

伤患者，随机分为两组进行研究，对照组 42 例，其中病情是

轻症 20 例，重症 22 例；男性 28 例，女性 14 例；平均年龄（46.1

±18.8）岁；观察组 49 例，病情：轻症 23 例，重症 26 例；男

性 34 例，女性 15 例；平均年龄（47.1±15.0）岁。患者的病

情、性别及年龄在两组之间比较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与护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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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对照组 

采用常规治疗与护理方法，以中西医结合综合治疗为主，

包括局部处理和整体治疗。 

1.2.2 观察组 

在对照组常规治疗与护理方法的基础上，从治疗的第 1 d

开始应用通腑排毒汤保留灌肠，2 次/ d，直至患者出院；如果

患者住院时间长，第 1 个疗程（7 d 为 1 个疗程）结束后根据

患者肾功能指标变化进行第 2 个疗程治疗，如肾功能指标开始

下降，则通腑排毒汤保留灌肠的应用是每天 1 次，直到肾功能

指标基本降至正常水平。 

1.2.3 通腑排毒汤的组方与应用 

①通腑排毒汤组方与煎煮：大黄 30 g，槐花 15 g，败酱草

15 g。取这 3 味中药加水 300 ml 先浸泡 30 min，然后煎煮 20～

30 min 浓缩至约 100 ml，保留灌肠。②保留灌肠方法[4]：患者

排便后取左侧卧位，双膝屈曲；臀部抬高 10 cm，暴露肛门，

选择 12～16 号肛管插入肛门 15～20 cm，采用肛注法缓慢推注

药液，灌肠后嘱患者 1 h 内尽量不排便。③注意事项：由于蝰

蛇咬伤后可引起全身广泛大出血，直肠黏膜血管丰富，容易引

起出血，故为患者灌肠时药液的温度宜 37～39℃；操作过程中

注意与患者沟通，询问有无腹胀、腹痛及便意；拔管后嘱患者

抬高臀部 10 cm 平卧 1 h 以上，1 h 内尽量不排便；灌肠后定时

观察患者的症状体征、大便性状和次数。 

1.3 观察指标 

本文观察的炎症指标有血常规中的白细胞总数（WBC）和

血清超敏 C-反应蛋白（h-CRP），于治疗前 2 h 内和治疗后在出

院前抽血检测；患者入院第 1 d 和出院前 1 d 的 24 h 尿量和尿

常规检测，尿常规主要观察患者尿蛋白、尿白细胞和尿红细胞

的检测阳性率。另外，参与研究的护士将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用

药时间、疗程、住院天数、症状体征改善或消失情况和实验室

检查变化情况等记录清楚，以利评价两组疗效。 

1.4 统计学方法 

本文中计量资料以（ ）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

以 n 和百分数（%）表示，进行 x2检验。P＜0.05 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采用 SPSS21.0 统计软件包统计。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炎症指标和尿量检测结果比较 

与治疗前比较，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WBC 水平无明显变化，

h-CRP 水平明显下降和尿量明显增多（P＜0.05）。与对照组比

较，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h-CRP 水平降低更明显和尿量增多更明

显（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炎症指标和尿量检测结果比较  （ ） 

组别 n WBC（×109/L） h-CRP（mg/L） 尿量/24 h（ml）

治疗前 42 12.17±4.51 11.58±8.04 1658.4±721.0 
对照组

治疗后 42 11.64±4.03 7.67±6.19a 2482.3±986.1a 

治疗前 49 11.89±4.33 11.93±7.78 1616.6±702.3 
观察组

治疗后 49 11.46±3.96 5.26±4.23a* 2976.8±1247.9a*

注：与治疗前比较，a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尿常规检测阳性比较 

对照组患者治疗后的尿蛋白、尿白细胞和尿红细胞阳性率

明显低于治疗前（P＜0.05 和 P＜0.01），观察组治疗后这 3 项

指标阳性率亦显著低于治疗前（均为 P＜0.01）。观察组患者治

疗后这 3 项指标阳性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且 2+

以上的阳性例数也少于对照组。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尿常规检测阳性率比较  [n（%）] 

尿蛋白 尿白细胞 尿红细胞 
组别 时段 n 

+ 2+ 3+ 4+ 合计 + 2+ 3+ 4+ 合计 + 2+ 3+ 4+ 合计 

治疗前 42 3 5 14 4 26（61.9） 9 6 4 3 22（52.4） 4 4 17 3 28（66.7）

对照组 
治疗后 42 9 3 2 0 14（33.3）a 9 3 0 0 12（28.6）a 9 2 0 0 11（26.2）b

治疗前 49 4 6 17 4 31（63.3） 10 6 5 3 24（48.9） 4 5 21 3 33（67.3）
观察组 

治疗后 49 8 0 0 0 8（16.3）b 5 0 0 0 5（10.2） b* 6 1 0 0 7（14.3） b

注：与治疗前比较，aP＜0.05，bP＜0.01；与对照组比较，*P＜0.05 

2.3 两组患者住院天数比较 

对照组平均住院（5.14±3.73）d，观察组平均住院（4.38

±3.21）d，两组之间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  论 

将中药保留灌肠用于蝰蛇咬伤治疗，已有一些研究报道。

戴菊良[5]在中西医结合护理蝰蛇咬伤中使用中药制剂进行保留

灌肠，以取得通里攻下、泻热解毒的效果；且对由于蝰蛇咬伤

而导致多脏器损伤的患者采用中西医结合方法进行护理的相

关体会进行了总结，认为对蝰蛇咬伤患者进行细致周到且有针

对性的护理，可提高治愈率、降低病死率。杨海燕等[6]随机将

70 例蝰蛇咬伤患者分为西医组和中西医结合组进行治疗，中西

医结合组在西医处理基础上服用清热凉血、利尿通腑中药，另

用到大黄灌肠液（大黄、崩大碗、槐花）保留灌肠，250 ml/

次，2 次/ d，结果是两组综合疗效相近，但中西医结合组在升

高血小板和血浆纤维蛋白原、延长部分活化凝血酶原时间、缩

短疗程等方面优于西医组。 

蝰蛇蛇毒中的毒素种类多，结构复杂，主要包括出血毒素，

促凝、抗凝组分，细胞毒素，神经毒素，酶类等，作为单体各

自有不同的毒理效应，混合后又有更为复杂的协同作用[7]。所

以，被蝰蛇咬伤后患者的肾功能和凝血功能往往会发生较大的

变化[8,9]，且其出血毒素可引起出血和溶血又可导致肾脏损害，

使患者产生血尿、少尿及蛋白尿等症状。钟汉等[10]发现重度蝰

蛇蛇伤患者在毒蛇咬伤后出现酱油色尿、严重贫血，外周血红

细胞碎片阳性、血肌酸激酶（CK）、乳酸脱氢酶（LDH）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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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升高，患者随之出现急性肾功能衰竭。他们综合分析蝰蛇咬

伤患者的肾损害有以下临床特点：①发生较早，蛇伤至肾损害

中位时间为 2.5 h；②以血红蛋白尿伴蛋白尿为主要表现；③部

分（13.2%）出现 ARF，ARF 成因与蛇伤程度、就诊时间、治

疗手段等有关。因此，采用什么治疗与护理手段来减轻蝰蛇咬

伤患者的炎症反应和改善患者的肾功能，成为我们医务人员的

重要课题。笔者的做法是对蝰蛇咬伤患者从治疗的第 1 d 开始

应用通腑排毒汤保留灌肠，进行早期护理干预。 

本文结果表明，两组患者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WBC 水平

无明显变化、h-CRP 水平明显下降（P＜0.05），这与本院另一研

究结果比较符合[1]。两组患者治疗后尿量均明显增多（P＜0.05），

提示笔者对蝰蛇咬伤患者的治疗总体上均是有效的。但观察组

患者治疗后 h-CRP 水平增加和尿量增多比对照组更明显（P＜

0.05），揭示应用通腑排毒汤保留灌肠有降低 h-CRP 这一急性炎

症指标的作用和有利尿的功效。虽然两组患者治疗后的尿蛋白、

尿白细胞和尿红细胞阳性率明显低于治疗前（P＜0.05 和 P＜

0.01），但观察组患者治疗后这 3 项指标阳性率又显著低于对照

组（P＜0.05），且 2+以上的阳性例数也少于对照组，揭示应用

通腑排毒汤保留灌肠有改善肾功能的作用。两组患者住院天数

比较虽然无统计学意义，但对照组住院天数为（5.14±3.73）d，

观察组住院天数为（4.38±3.21）d，提示通腑排毒汤保留灌肠

的使用也可以缩短蝰蛇咬伤患者的住院时间。 

笔者拟方“通腑排毒汤”，其方的药物组成是大黄、槐花

和败酱草。大黄有泻火凉血、止血活血、利尿抗炎等作用，槐

花有清肠止血、清肝明目等作用，败酱草有清热解毒、活血散

瘀等作用，诸药相伍，共奏泻下通便、止血活血、清热解毒之

功。中医有“治蛇不泻，蛇毒内结”“二便不通，蛇毒内攻”

的理论。蝰蛇毒属于血循毒类，血循毒在中医称之为火毒，故

对蝰蛇咬伤患者的治疗宜泻火解毒、通利二便。本文结果表明，

早期应用通腑排毒汤对蝰蛇咬伤患者进行保留灌肠，可对蝰蛇

咬伤患者起到泻火解毒等功效和起到改善肾功能及凝血功能

的作用，缩短治愈时间。在现阶段市面上抗蝰蛇毒血清供应缺

乏的情况下，对蝰蛇咬伤患者实行通腑排毒汤保留灌肠这一疗

法会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一传统的中医医护方

法和技术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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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 

通腑消胀活血解毒汤加穴位按摩促进化脓性阑尾炎术后胃肠功能恢复的研究 

目的：探讨通腑消胀活血解毒汤加穴位按摩促进急性化脓

性阑尾炎术后胃肠功能恢复的体会。方法：将 209 例急性化脓

性阑尾炎行阑尾切除术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两组患

者术前处理、麻醉方式、手术方式相同，术后均给予禁食、补

液、抗生素等常规治疗。治疗组于术后 24 h 内开始内服通腑

消胀活血解毒汤加穴位按摩，至肛门排便时停服。对照组术后

24 h 内口服乳酶生加西沙必利，至肛门排便时停服。肛门排气

时间以术后返回病房开始计算，至第 1 次明显肛门排气、排便

为标准，以小时为计量单位，评价计分。结果：肛门首次排气

时间及首次排便时间治疗组均较对照组短，经统计学处理，均

有显著性差异（P＜0.01）。结论：通腑消胀活血解毒汤加穴位

按摩能使急性化脓性阑尾炎阑尾切除术后患者肛门首次排气

时间、首次排便时间明显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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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配合艾灸治疗支气管哮喘缓解期临床研究 
Clinical stud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combined with 

moxa-moxibustion in treating bronchial asthma in remission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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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中药配合艾灸治疗支气管哮喘缓解期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60 例支气管哮喘缓解期患者随机分为中药艾

灸组和西药组各 30 例。中药艾灸组给予艾灸配合口服补中益气丸和桂附地黄丸，西药组吸入沙美特罗 50 µg 加丙酸氟替卡松 100 

µg，疗程 3 个月。两组治疗前后及 1 年后分别观察：1 s 用力呼气量（FEV1）及最大呼气流量（PEF）改善情况。结果：中药艾

灸组和西药组治疗前后在 FEV1 和 PEF 方面均有较好的疗效且未见明显不良反应，但在 1 年后随访中药艾灸组明显优于西药组。

结论：中药配合艾灸治疗支气管哮喘缓解期疗效显著。 

【关键词】支气管哮喘；艾灸；中药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combined with moxa-moxibustion in treating 

bronchial asthma in remission stage. Methods: 60 patients with bronchial asthma in remission stag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moxa-moxibustion group and western medicine group, with 3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moxa-moxibustion group received 

moxa-moxibustion combined with oral administration of Buzhong Yiqi pills and Guifu Dihuang pills while the western medicine group 

received Shah Mette Lo 50 μg plus fluticasone propionate 100 μg, one course lasted 3 months. The improvement of 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one second (FEV1) and peak expiratory flow (PEF) were observed before and after, especially one year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Both groups had good therapeutic effects in 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one second (FEV1) and peak expiratory flow (PEF)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 and there was no obvious adverse reaction, but, the effect of the moxa-moxibus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in the follow-up one year after treatment. Conclusion: traditional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combined with 

moxa-moxibustion had significant effect in treating bronchial asthma in remission stage. 

【Keywords】Bronchial asthma; Moxa-moxibustion; Traditional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5.011 
 

支气管哮喘属于中医学“哮证”“喘证”范畴。现代医学

认为其是一种由多种炎性细胞、介质、细胞因子参与的呼吸道

非特异性炎症。炎症造成的气道高反应存在于哮喘的任何时

段，是造成哮喘反复发作，迁延难愈的主要原因。在缓解期进

行治疗，并防止其病情复发，是临床治疗支气管哮喘的主要策

略。中药配艾灸对哮喘防治有可靠的疗效，笔者通过对 30 例

哮喘缓解期患者进行治疗疗效显著。现报告如下。 

1   一般资料 

所有病例选取 2012 年 1 月—2013 年 1 月在我院呼吸科门

诊患者共 60 例，采用随机的方法分为两组，即中药艾灸组、

西药组分别为 30 例，进行临床观察。中药艾灸组 30 例中，女

性 16 例，男性 14 例；年龄 25～65 岁，平均年龄（43.40±10.25）

岁；西药组 30 例中，女性 15 例，男性 15 例；年龄 26～65 岁，

平均年龄（43.56±11.24）岁。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病程、

病情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无显著性（P＞0.05），具有可比性。 

2   诊断标准 

支气管哮喘缓解期诊断标准：参照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

会哮喘学组 2008 年颁布的《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1]中支气

管哮喘缓解期诊断标准制定：凡经治疗或未经治疗，症状、体

征消失，肺功能恢复到急性发作前水平，并维持 3 个月以上的

支气管哮喘缓解期患者纳入本观察；中医分型辨证标准中医分

型辨证标准：参照 2002 年版《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2]

结合临床实际予以确定。宿痰伏肺证：确定为哮喘急性发作缓

解后 3 个月，无症状或症状不典型，难以做出辨证诊断者。 

3   试验病例标准 

3.1 纳入标准 

①年龄 18～65 岁；②支气管哮喘缓解期患者；③无心肺

等其他并发症；④符合支气管哮喘缓解期中医辨证诊断标准；

⑤签署知情同意书的自愿受试者。 

3.2 排除标准 

①年龄在 18 岁以下或 65 岁以上；②妊娠或哺乳期妇女；

③支气管哮喘发作期患者；④合并有心脑血管、肝、肾疾病、

造血系统等严重原发疾病，或精神病患者；⑤合并支气管扩张、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心病、呼吸衰竭的患者；⑥对本药组成

成分过敏者；⑦正在参加其他临床试验的患者；⑧依从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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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交谈障碍的患者。 

4   治疗方法 

中药艾灸组：中药取补中益气丸（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制药厂，国药准字 Z11020244），每日早上饭后

30 min 口服 1 次，6 g/次；桂附地黄丸（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制药厂，国药准字 Z11020485），每晚睡前 30 min

口服 1 次，6 g/次；艾灸：嘱患者俯卧于治疗床上；取穴大椎、

风门、肺俞；将 8 段长 3.5 cm 的艾条（汉医牌温灸清纯艾条，

南阳卧龙汉医艾绒厂生产，批号 090628）一端点燃后，放入

艾灸箱内（每排均 排 4 段，均 排 2 排固定），将艾灸箱放

在针刺部位施灸，在灸箱上覆盖布，以烟雾不能直接逸出为

准，从而便于积聚热量。灸至局部皮肤均 的汗出、潮红为

度，一般需要 40～45 min，隔日 1 次。西药组：沙美特罗 50 

μg 加丙酸氟替卡松 100 μg（舒利迭，葛兰索史克公司，批准

文号 H20090242），吸入，1 吸/次，1 次/ d，吸毕以清水漱口。

两组均以 1 个月为 1 个疗程，治疗周期为 3 个疗程。治疗结

束后 1 年随访。 

5   观测指标及方法 

观察指标分别于治疗前、治疗后及随访结束时对患者进行

以下观察指标的检测：①西医疾病疗效；②肺功能：1 s 用力

呼气量（FEV1）及 大呼气流量（PEF）；③安全性指标：呼

吸、体温、血压、脉搏等。 

6   疗效判定标准 

西医疾病疗效判断标准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

则》[2]中支气管哮喘的疗效判定标准进行疗效评价。 

7   统计学方法 

两组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后收集临床资料。依据资料性质

选择适当的统计方法，计量资料采用（ ）表示，以 t 检验

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数据及统计检查输入

SPSS18.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8   结  果 

8.1 两组疗效比较 

 两组治疗疾病的疗效，中药艾灸组优于西药组。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后疗效对比  （n，%） 

组别 n 临床控制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中药艾灸组 30 20 6 3 1 96.7 

西药组 30 17 2 4 7 76.7 

注：P＜0.05，两组患者在疾病疗效方面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9   讨  论 

支气管哮喘简称哮喘，属中医学中的“哮证”“喘证”等

范畴，病理基础为宿痰伏肺，每因外邪、饮食、情志、劳倦等

诱因引动而触发，以致肺气宣降功能失常。长期反复发作，寒

痰伤及脾肾之阳，或痰热耗灼肺肾之阴，正气耗伤，在缓解期

出现肺脾肾等脏气虚弱之候。肺虚卫外不固，脾虚积湿生痰，

肾虚摄纳失常，影响肺气之升降，导致哮喘易受外邪诱发，呈

反复发作、缠绵难愈的慢性特征。故加强缓解期的治疗可减轻、

减少或控制哮喘的发作。 

在缓解期的治疗主要是恢复肺脾肾三脏的功能，同时祛除

其宿痰。《金匮要略》曾云：“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合之。”明

确指出了治疗痰饮的治疗大法。故而我们采取艾灸温肺。根据

脾升肾藏的生理特性，选择补中益气丸和桂附地黄丸，适应自

然界阳气升降的原则应用。在早上顺应脾升清的特点用补中益

气丸健脾，晚上用桂附地黄丸益肾壮阳。三者合用共奏温肺化

痰，健脾益肾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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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 

中医疗法在支气管哮喘治疗中的效果分析 

目的：总结探讨中医疗法在支气管哮喘治疗中的应用效

果。方法：选择 2012 年 6 月—2013 年 6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90

例支气管哮喘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45

例，对照组患者给予镇静、吸氧、止咳、解痉等基础治疗，观

察组患者在基础治疗上应用中医辨证治疗，观察比较两组患者

的临床疗效及用药安全性。结果：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 95.55%

明显高于对照组 77.78%，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

论：中医治疗支气管哮喘疗效确切，有助于提高肺部功能，且

用药安全，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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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尾导管行胸腔闭式引流治疗气胸的临床效果 
Clinical effect of Pigtail catheter closed thoracic drainage therapyin  

the treatment of pneumothor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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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猪尾导管行胸腔闭式引流治疗气胸的效果。方法：研究我院 2014 年 5 月—2015 年 5 月接诊的 80 例气

胸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40 例，其中对照组采用硅胶引流管做胸腔闭式引流，观察组运用猪尾导管胸腔闭式引流，而后分

析两组患者的引流治疗效果。方法：在住院时长、胸痛率、皮下气肿、堵管、胸膜反应和腹胀性肺水肿情况上，观察组均优于对

照组，P＜0.05。结论：猪尾导管行胸腔闭式引流治疗气胸可以尽快缓解患者病情，同时减少不良反应，提升治疗质量。 

【关键词】猪尾导管；胸腔闭式引流；气胸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the pigtail catheter closed thoracic drainagein the treatment of pneumothorax. 

Methods: 80 cases with pneumothorax admit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14 to May 2015 were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40 cases in each group.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silicone drainage tubes treatment using thoracic drainage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pigtail catheter using thoracic drainage. After the drainage treatment, the results between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analyzed. Result: In the long hospital stay, chest rate, subcutaneous emphysema, pleural reaction and bloating pulmonary edema,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pigtail catheter pneumothorax thoracic drainage therapy can 

alleviate the patient's condition very quickly and effectively, reducing the adverse effects and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treatment. 

【Keywords】Pigtail catheter; Closed chest drainage; Pneumothor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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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膜腔在人体结构上应属于密闭而不含有气体的腔隙组

织，而如果有气体潜入到其腔隙中所形成的积气情况则为气

胸。一般气胸的形成由医源性、外伤性与自发性形成，属于呼

吸科与胸外科的高发急症。在气胸发生时会展现出肺容积和肺

通气降低，引发低氧血症，在严重情况下回导致呼吸衰竭而威

胁生命。在治疗上一般采用胸腔闭式引流术治疗，而引流管多

样，效果也有一定差异。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我院在 2014 年 5 月—2015 年 5 月接诊的 80 例气胸患

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40 例。其中对照组男性 25 例，女

性 15 例；年龄 17～78 岁，平均年龄（43.5±3.2）岁；气胸类

型上，自发型 31 例，外伤性 9 例；部位上，左侧 19 例，右侧

21 例；合并有胸腔积液者 10 例，首发 24 例，复发性 16 例。

观察组男性 27 例，女性 13 例；年龄 16～79 岁，平均年龄

（42.3±4.5）岁；气胸类型上，自发型为 33 例，外伤性为 7

例；部位上，左侧为 17 例，右侧为 23 例；合并有胸腔积液者

为 13 例，首发为 26 例，复发性为 14 例。两组患者在基本情

况上没有显著性差异，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所有病患采用半卧位或者坐位状态，运用 X 线或 CT 进行

置管位置的评估，一般置管选择在患侧的腋下 4～5 肋间或者

在锁骨中线的第 2 肋间处，如果属于局限性的气胸则选择气胸

集中的位置做置管。在置管前应该做皮肤局部消毒，同时运用

2%利卡多因做局麻。准备好引流瓶，封管的下端应该在水封瓶

的水面之下 1～2 cm。 

观察组运用穿刺点做垂直性进针或者通过超声探头做进

针的方向的指引，当出现落空感后做回抽，当导丝有胸水和气

体后拔出针管，在扩张管做皮肤局部的扩张，将猪尾导管在导

丝的辅助下置入到胸腔中，而后将导丝有效的拔出，关闭止液

夹，将穿刺的部分做一针缝扎来让引流管做稳固，而后连接引

流设备。将其与引流瓶连接，积液患者连接一次性的引流袋，

将止液夹做有效打开。对照组运用一次性的硅胶引流管，将皮

肤切开约 1.5～2 cm，将肌层做钝性分离，在肋骨上缘部分置

入引流管，其侧孔应该置入到胸腔中的 2～3 cm，而后缝合皮

肤做做引流管稳固，连接引流瓶。 

1.3 评估观察 

评估观察住院时长、胸痛率、皮下气肿、胸膜反应、堵管

和腹胀性肺水肿情况。 

1.4 统计学分析 

将采集的数据经由 SPSS17.0 统计学软件做分析，计量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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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采用 t 做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x2做检验，同时以 P＜0.05 作

为组间数据具有统计学意义的评判标准。 

2   结  果 

表 1 两组患者在治疗后各指标上的差异  [n（%）] 

分组 胸痛 
皮下 

气肿 
堵管 

胸膜 

反应 

腹胀性

肺水肿 

住院 

时长 

对照组

（n=40） 
3（85.0） 3（80.0） 1（37.5） 5（12.5） 5（12.5） 10.5±4.7 

观察组

（n=40） 
9（22.5） 3（7.5） 1（2.5） 3（7.5） 0（0.0） 5.5±3.9 

注：两组对比，P＜0.05 

在住院时长、胸痛率、皮下气肿、胸膜反应和腹胀性肺水

肿情况上，观察组均优于对照组，P＜0.05。具体情况如表 1

所示。 

3   讨  论 

采用猪尾导管做引流术治疗气胸具有以下优势：首先，其

材质柔软，置入组织后的生物相容性好；其次，治疗创伤小，

不需要做皮肤切开，出血少，术后活动不受局限；其三，导管

需要较长时间的置入在胸膜腔中，可以进行间断性的引流、抽

取，也可以持续操作，选择空间大；其四，可以有助于给胸腔

给药，避免多次穿刺带给患者的不适感，提升治疗的便捷度和

舒适度；其五，其导管不容易产生阻塞，对组织的刺激较小，

疼痛率较低[1-3]。 

在操作中需要对特别问题引起注意，如果患者胸水中蛋白

水平高，如脓胸或者结核性胸膜炎情况，容易发生堵管，因此

置管后要做间断性的抽液，之后进行胸腔中进行尿激酶注入。

对于胸腔积液恶性患者，要做好完全性引流，但是需要患者可

以承受，而后注入化疗药物到胸腔中，这样可以避免积液的增

多。对于自发性的气胸患者，该引流方法效果显著，与外科引

流相比没有太多的差异，而对于继发性的气胸患者，该引流方

式与患者的身体情况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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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拉法辛联合小剂量阿立哌唑治疗难治性抑郁症 
疗效观察 
Effect observation of venlafaxine combined with low-dose aripiprazole in 

treating refractory depression 

 
马学银  苏金龙  王 慧 

（宁夏宁安医院，宁夏  灵武，750021） 

 

中图分类号：R256.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6）15-0027-03    证型：GBA 
 

【摘  要】目的：探讨用文拉法辛联合小剂量阿立哌唑治疗难治性抑郁症的效果、合理性和生理反应。方法：选取我院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 月收治的 80 例难治性抑郁症患者，按数字分组法随机平均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 40 例，观察组服用文拉

法辛配合阿立哌唑，对照组服用文拉法辛，两组分别用药 60 d。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 82.5%，明显高于对照组 67.5%的总有效

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针对难治性抑郁症患者，文拉法辛联合小剂量阿立哌唑疗效更佳，表现出治疗总有效

率高、不良反应少的特点，推荐使用。 

【关键词】文拉法辛；联合；阿立哌唑；抑郁症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rationality and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of venlafaxine combined with low-dose 

aripiprazole in treating refractory depression. Methods: 80 patients with refractory depression,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4 

to January 2015, were randomiz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ith 4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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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ven venlafaxine treatment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venlafaxine combined with low-dose aripiprazole. After 6 months’ 

treatment, the treatment lasted 60 days.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82.5%,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67.5%, the difference was of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 0.05). Conclusion: Venlafaxine combined with 

low-dose aripiprazole had better effect in treating refractory depression, it showed a high effective rate and little adverse reaction and it 

recommended in application. 

【Keywords】Venlafaxine; Combination; Aripiprazole;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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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治性抑郁症，指的是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作用机制不

同的药物治疗后（通常治疗时间≥6 周），结果显示疗效差，

无法达到预期目标。抑郁症是一种高患病率、高致残率及高

自杀率的严重精神疾患[1]。难治性抑郁症因其在临床上的多

发性，顽固性，一直是医学界的难题。本文对我院收治的 80

例患者进行研究，探讨了文拉法辛+小剂量阿立哌唑的用药效

果，及对患者造成的生理反应影响，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依

据，详细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为我院 2014 年 2 月—2015 年 11 月收治的难治性

抑郁症病例，共计患者 80 例。经论理委员会批准，患者及家

属同意，将 80 例患者按数字分组法随机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

每组 40 例。观察组男性 10 例，女性 30 例；年龄 18～48 岁，

平均年龄（32.1±2.14）岁；病程 2～10 年，平均病程（5.4±

2.81）年。对照组男性 15 例，女性 25 例；平均年龄（33.1±

2.92）岁；病程 3～11 年，平均病程（6.32±3.01）年，两组以

上各项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1.2 选择标准[2]   

①依据《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3）》，患

者经临床检查后确诊；②采用 2 种或 2 种以上不同作用机制的

药物治疗后症状不见好转，或进一步加重；③患者年龄 18～50

周岁；④HAMD 前 17 项评定不小于 18 分；⑤心、肾、肝功能

正常，排除药物过敏者等一切客观不稳定因素。 

1.3 治疗方法   

观察组用药为文拉法辛联合小剂量阿立哌唑，对照组用药

为文拉法辛。经过 7 d 代谢期后给以治疗，根据患者的病情，

存在睡眠障碍的患者，可以适量使用苯二氮䓬类药物，保证睡

眠质量。文拉法辛的用药方法如下：起始剂量，1 次/ d，70 mg/

次；治疗 7～10 d 后，剂量逐渐增加至每日 150～300 mg。观

察组在此基础上联合应用阿立哌唑片，患者每日晚间服用 1次，

剂量控制在 5～10 mg。两组患者的治疗时间均为 60 d，治疗期

间不使用其他药物。 

1.4 评判标准[3]    

观察患者的治疗效果，按照治疗后的 HAMD 减分率进行

评估：减分率在 75%以上为基本痊愈，50%～74%评定为有效，

25%～49%为显效，小于 25% 评定为无效。以 TESS 评价不良

生理反应，分别在用药前及用药第 15 d、30 d、50 d、60 d 评

价。评定一致性检验 Kappa=0.84。 

1.5 统计方法   

对于本次研究中，在结果处理方面采用 SPSS17.0 版本统

计软件分析，计数资料以百分数（%）表示，进行 x2检验；进

以结果 P＜0.05 表示有统计差异。 

2   结  果 

2.1 两组治疗效果比较  

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82.5%，明显高于对照组 67.5%的总有

效率，详见表 1。 

表 1  两组治疗效果对比  [n（%）] 

组别 n 基本痊愈 有效 显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 40 10（25） 15（37.5） 8（20） 7（17.5） 33（82.5） 

对照组 40 10（25） 8（20） 9（22.5） 13（32.5） 27（67.5）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 

2.2 两组不良反应比较 

观察组患者发生口干 2 例（5.0%），便秘 2 例（5.0%），恶

心呕吐、头晕 4 例（10.0%），共计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20.0%。

对照组患者发生口干 3 例（7.5%），恶心呕吐、头晕震颤 5 例

（12.5%），困倦视力模糊便秘 7 例（17.5%），共计发生率为

37.5%。患者的不良反应均为轻度，治疗 15 d 后经未特殊处理

能逐渐自行缓解。两组患者无药物不良反应出组，两组间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  论 

难治性抑郁症因其在临床上的多发性、顽固性成为精神病

领域重要困难课题。难治性抑郁症临床上有约 1/3 的患者经过

足剂量、足疗程的 2 种或 2 种以上抗抑郁药治疗基本无效。近

年来，阿立哌唑在临床上的应用越来越普遍，已经成为第三代

抗精神病药物的代表，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具有调节情感的功

效。国内学者临床研究表明，难治性抑郁症患者联合应用文拉

法辛和增效剂，治疗效果得到明显提升[4]。 

从药理学角度分析，阿立哌唑属于多巴胺分泌系统稳定

剂，作用机制是和大脑中的 5-HT2 受体、D2 受体的亲和性比

较高，能够阻断中脑—皮质多巴胺能通路，促使多巴胺释放，

对视前额皮质背内侧部和眶部突触形成兴奋作用。文拉法辛

是典型的抗抑郁药物，作用机制是抑制 5-HT、NE 的再摄取[5]。

在用药安全性上，患者用药后均出现轻度不良反应，实验室

检查未发现异常改变，对症治疗 10～15 d 后得到明显缓解。

在 TESS 评分的比较上，两组患者之间的差异不明显，没有

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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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难治性抑郁症患者使用文拉法辛联合小剂量

阿立哌唑治疗，其疗效要优于文拉法辛单独治疗，而且患者

的耐受性好，不良反应少。本研究中，观察组总有效率 82.5%，

明显高于对照组总有效率 67.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综上所述，针对难治性抑郁症患者，文拉法辛联合小

剂量阿立哌唑疗效更佳，表现出治疗有效率高、不良反应少

的特点，推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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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中西医综合疗法预防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术后再狭窄（RS）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 2013

年 4 月—2015 年 7 月我院收治的 68 例行 PCI 术后的冠心病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 34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药物治

疗，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七味三芎汤。治疗 6 个月后，比较两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再狭窄发生率。结果：观察组的再

狭窄发生率（2.9%）低于对照组（14.7%），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观察组的治疗总有效率（97.1%）高于对照组（76.4%），

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中西医综合疗法可减少 PCI 术后 RS 的发生，安全有效，值得在临床上推广使用。 

【关键词】中西医综合；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再狭窄（RS）；疗效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combined therap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on the prevention of 

restenosis (RS) after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PCI). Methods: A total of 68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HD) after PCI,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April 2013 to July 2015, were randomiz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ith 34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drug treatment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Qiwei Sanqiong decoc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treatment of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6 months’ treatment,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and the incidence of restenosis of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restenosis incidenc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2.9%) was low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14.7%), the 

difference was of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97.1%)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76.4%), the difference was of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Conclusion: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herapy could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RS after PCI, it was safe, effective, and was worthy of being popularized in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PCI); Restenosis (RS); 

Curative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5.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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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冠心病的发病率不断提高，冠心病

为临床上常见的心脏疾病[1]。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为

治疗冠心病的重要手段，但 PCI 术后冠状动脉再狭窄（RS）的

发生率较高，严重制约的 PCI 技术的发展[2]。本文选取 2013

年 4 月—2015 年 7 月我院收治的 68 例行 PCI 术后的冠心病患

者，旨在探讨中西医综合疗法预防 PCI 术后 RS 的临床疗效。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3 年 4 月—2015 年 7 月我院收治的 68 例行 PCI

术后的冠心病患者，其中男性 43 例，女性 25 例，年龄 48～78

例，平均年龄（54.7±7.3）岁。所有患者均符合世界卫生组织

关于冠心病的诊断标准。排除标准：①不能遵照医嘱服药依从

性较差的患者；②合并严重的精神疾病与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

的患者；③对本研究药物过敏的患者。将 68 例行 PCI 术后的

冠心病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 34 例，两组患

者在年龄、性别、病情等一般资料不具有统计学差异，具有可

比性（P＞0.05）。 

1.2 研究方法    

对照组依据冠心病治疗指南给予常规药物治疗，给予 100 

mg 阿司匹林，1 次/ d，20 mg 阿托伐他汀钙片，1 次/晚，75 mg

氯吡格雷，1 次/ d。以上药物服用半年。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

础上给予七味三芎汤。具体处方为：生地 12 g，三七粉 3 g（冲），

丹参 30 g，川芎 10 g，白芍 10 g，檀香 15 g，当归 6 g。水煎

服，1 剂/ d，早晚各服 150 ml，服用半年。 

1.3 观察指标与判定标准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再狭窄发生率。治疗疗效参

考《中药新药临床研究导原则》，依据积分情况分为显效、有

效、无效、加重。显效：治疗后积分降低≥70.0%；有效：治

疗后积分降低＜70.0%且≥30.0%；无效：治疗后积分降低＜

30%；加重：治疗后积分增加 30.0%。术后 6 个月后，患者行

冠动脉 CTA 判断是否出现术后再狭窄，参考《经皮冠状动脉

介入治疗指南》，冠动脉 CTA 显示支架边缘 5 mm 以内或支架

内的直径狭窄率＞50%，为发生术后再狭窄[3]。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7.0 软件统计分析研究数据，使用 x2检验比较

计数资料，使用 t 检验比较计量资料，以 P＜0.05 为具有统计

学差异。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再狭窄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的再狭窄发生率（2.9%）低于对照组（14.7%），

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详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再狭窄发生率比较  （n，%） 

组别 n 再狭窄 正常 再狭窄发生率

观察组 34 1 33 2.9 

对照组 34 5 29 14.7 

2.2 两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比较   

观察组的治疗总有效率（97.1%）高于对照组（76.4%），

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详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比较  [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加重 总有效 

观察组 34 25（73.5） 8（23.5） 1（2.9） 0（0.0） 33（97.1）

对照组 34 20（58.9） 6（17.6） 8（23.5） 0（0.0） 26（76.4）

3   讨  论  

PCI 术后发生 RS 时临床心血管疾病所关注的焦点。冠心

病患者经 PCI 治疗后出现 RS，可引起支架部位血管发生阻塞，

大大增加患者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现代医学虽给予双抗、药

物涂层支架等方法，但仍不可避免 PCI 术后发生 RS[4,5]。中医

认为本病属于“胸痹”“真心痛”等范畴。属于本虚标实，虚

实夹杂。《金匮要略·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并治》云：“阳微阴

弦，即胸痹而痛”，阳微即本虚，为心之阴阳气血的虚损，阴

弦即标实。本病多发于中老年人，中老年人脏腑功能减退，心

气不足，心主血脉失常，血液温运无力，血行瘀滞，心脉瘀阻

而致心痛[6]，故气虚血瘀为本病基本的病理基础。作者在长期

临床实践中发现，部分患者 PCI 术后易合并支架内血栓形成，

瘀阻心脉，心之脉络不通发为心痛。结合本病发病特点，在西

医基础治疗基础上，充分发挥中医辨证论治优势，自拟七味三

芎汤，由生地、三七粉、丹参、川芎、白芍、檀香、当归组成，

方中三七、川芎活血化瘀，檀香、丹参行气活血、升清降浊，

生地、当归、白芍养阴生血、柔肝止痛，使用少许行气药物，

气行则血行，瘀血则消，诸药合用，共奏益气养血、活血化瘀

的功效。现代药理研究发现，丹参可缓解形成动脉粥样硬化的

过程，溶解血栓，影响血小板聚集，抑制胆固醇水平增加，抑

制急性缺血时脂质过氧化作用的过度激活与血管平滑肌细胞

的增殖。当归可增强机体非特异性免疫功能。生地可加强心肌

收缩力，还可防止心律失常；川芎可抑制骨形成蛋白-2 与血管

紧张素 II 诱导的核转录因子激活。白芍可保护急性心肌缺血，

还可抗炎、抗缺氧与保肝[7]。 

本研究表明，观察组的再狭窄发生率（2.9%）低于对照

组（14.7%），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故中西医综合疗法

可减少 PCI 术后 RS 的发生。观察组的治疗总有效率（97.1%）

高于对照组（76.4%），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故中西医

综合疗法具有更优的治疗效果。 

综上所述，中西医综合疗法可减少 PCI 术后 RS 的发生，

安全有效，值得在临床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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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府逐瘀汤加减治疗冠心病心绞痛 70 例疗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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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ngina pecto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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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冠心病心绞痛患者采用血府逐瘀汤加减治疗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 2014 年 2 月—2016 年 2 月收治

的冠心病心绞痛患者 70 例，随机分为两组各 35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观察组采用血府逐瘀汤加减治疗，对比两组总有效率、

治疗前后冠状动脉供血情况。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观察组治疗后 QRS 波、ST 段和 T 波的

改善明显高于对照组，TC、TG、LDL-C 低于对照组，HDL-C 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结论：对冠心病心绞痛患者给

予血府逐瘀汤加减可有效提高疗效，显著改善冠状动脉供血，值得推广。 

【关键词】血府逐瘀汤；冠心病心绞痛；疗效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Modified Xuefu Zhuyu Decoction in treating 70 cases of angina pectoris. 

Methods: 70 patients with angina pectori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14 to February 2016, were randomiz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ith 35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drug treatment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Modified Xuefu Zhuyu Decoction.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and coronary artery blood supply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 

of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of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improvement of qrs.ST segment and T wav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TC, TG and LDL-C were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HDL-C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of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Conclusion: Modified Xuefu Zhuyu Decoction could 

improve the curative effect effectively in treating angina pectoris, it could promote the coronary artery blood supply, and was worthy of 

being popularized in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Xuefu Zhuyu Decoction; Angina pectoris; Curative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5.015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的改变使得冠心病

的发病率显著上升，冠心病可发展到心力衰竭、心肌梗死等严

重程度，对患者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影响[1]。而心绞痛是冠心

病的常见类型之一，主要为冠心病引发心肌供血量显著降低，

从而导致心肌出现缺血、缺氧现象，引发心绞痛[2,3]。目前对此

类患者主要可采用药物治疗，而常规西药治疗的疗效一般[4]。

在本研究中对我院收治的冠心病心绞痛患者给予血府逐瘀汤

加减治疗，对比常规治疗效果，结果示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4 年 2 月—2016 年 2 月收治的冠心病心绞痛患者

70 例，随机分为两组，各 35 例。对照组男性 19 例，女性 16

例；年龄 36～83 岁，平均年龄（56.4±6.2）岁；病程 2 个月～

36 年，平均病程（12.8±0.8）年。观察组男性 20 例，女性 15

例；年龄 35～84 岁，平均年龄（56.7±5.9）岁；病程 3 个月～

35 年，平均病程（12.5±0.9）年。两组一般资料相比，无明显

差异（P＞0.05）。 

1.2 研究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治疗，口服阿司匹林肠溶片（金陵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南京金陵制药厂，国药准字 H32023680）100 mg，

1 次/ d；皮下注射低分子肝素钙（深圳赛保尔生物药业有限公

司，国药准字 H20060190）4000～6000 U，2 次/ d；口服氯吡

格雷（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H20103577）75 mg，1 次/ d；口服阿托伐他汀钙片（北京嘉林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H20093819）20 mg，1 次/ d；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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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单硝酸异山梨酯（石药集团欧意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H10970104）20 mg，2 次/ d，在心绞痛发作时可同时给予硝酸

甘油（山东华信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H37021469）

10 mg，静脉滴注。观察组给予血府逐瘀汤加减治疗，处方：

丹参 20 g，川芎、红花、赤芍各 10 g，桃仁、牛膝、生山楂各

15 g，当归、生地黄各 9 g，枳壳、甘草、柴胡、桔梗各 6 g，

三七粉 5 g。痰浊明显者加半夏 10 g，全瓜蒌 30 g；胸痛严重

者加檀香 15 g，制乳香、制没药各 6 g。1 剂/ d，用水煎煮 2

次，取汁 400 ml，分 2 次服用。15 d 为 1 个疗程。 

1.3 评价指标  

①疗效评价[5]：显效：患者治疗后心绞痛发作次数明显减

少，疼痛持续时间显著缩短，血压、心率基本恢复正常；有效：

患者治疗后心绞痛发作次数有所降低，疼痛持续时间有所缩

短，血压、心率有所好转；无效：患者治疗后各项临床症状生

命体征无任何改善，甚至加重。②心电图的 QRS 波、ST 段和

T 波的改变。③记录两组治疗前后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

（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LDL-C）等血脂水平情况。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8.0 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用（ ）表示，行

t 检验，计数资料用[n（%）]表示，行 x2检验，P＜0.05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疗效  

观察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详见

表 1。 

表 1  两组临床疗效对比  [n（%）]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n=35） 15（42.9） 12（34.3） 8（22.9） 27（77.1） 

观察组（n=35） 18（51.4） 16（45.7） 1（2.9）* 34（97.1）*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 

2.2 心电图的 QRS 波、ST 段和 T 波的改变  

观察组治疗后 QRS 波、ST 段和 T 波的改善明显高于对照

组，差异显著（P＜0.05）。详见表 2。 

2.3 血脂水平  

观察组治疗后 TC、TG、LDL-C 低于对照组，HDL-C 高

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详见表 3。 

表 2  两组 QRS 波、ST 段和 T 波情况  （ ） 

ST 段下移 T 波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35 0.084±0.006 0.059±0.008 0.385±0.063 0.359±0.037

观察组 35 0.082±0.007 0.036±0.007* 0.386±0.067 0.310±0.038*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

表 3  两组治疗前后血脂水平对比  （ ，mmol/L） 

TC TG HDL-C HDL-C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35 6.52±0.64 5.98±0.55 2.54±0.54 2.16±0.42 0.77±0.24 0.78±0.22 1.88±0.92 1.72±0.35 

观察组 35 6.29±0.67 5.21±0.31* 2.55±0.68 1.52±0.61* 0.56±0.24 1.06±0.66* 1.92±0.91 1.50±0.91*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 

3   讨  论 

导致冠心病发生的原因有很多，主要为高血压、高脂血症

及不良生活和饮食习惯[6]。冠心病患者病死率较高，会导致患

者出现心肌发生缺血、缺氧现象，随着病情的进一步发展会导

致心肌梗死及心功能不全，对患者的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影响。

心绞痛是冠心病患者发生率较高的类型之一[7]。 

而在中医医学理论中，将冠心病心绞痛归属“胸痹”等范

畴，并且认为此病的主要病机为心气血阴阳偏虚，进而导致寒

凝、气滞，血瘀阻滞心脉， 终致病。在本研究中对我院收治

观察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说明血府

逐瘀汤加减治疗可明显提高冠心病心绞痛的临床疗效。其原因

主要为血府逐瘀汤中牛膝可有效祛瘀通脉；桃仁、红花具有活

血化瘀的作用；柴胡、甘草、赤芍等具有疏肝理气的效果。诸

味药物联合运用有效疏肝理气、活血祛瘀、止痛通脉。本研究

中，观察组治疗后 TC、TG、LDL-C 低于对照组，HDL-C 高

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与蔺志娟等[8]研究结果相似。

说明血府逐瘀汤加减治疗可显著改善患者冠状动脉供血，其原

因主要为桃仁、当归等可有效阻碍血栓产生，避免血液凝集，

改善微循环的效果；而桔梗、丹参等可有效阻碍静脉血管壁白

细胞黏附，降低红细胞聚集量。 

综上所述，对冠心病心绞痛患者给予血府逐瘀汤加减可显

著提高疗效，改善冠状动脉供务水平，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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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析冠心病患者接受综合护理干预对其生活质量的改善情况，以进一步优化冠心病护理措施。方法：将我

院 2014 年 5 月—2015 年 10 月收治的 80 例冠心病患者分两组，对照组 40 例为常规护理，观察组 40 例为综合护理干预。结果：

护理后两组 SF-36 评分较护理前有所提高，但研究组提高幅度显著较对照组高（P＜0.05）。结论：综合护理干预对冠心病患者的

生活质量提高具有积极影响，临床可行性高。 

【关键词】冠心病；综合护理干预；生活质量；影响分析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fter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order to further optimize the nursing measures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Methods: 80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14 to October 2015,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40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conventional nursing, 40 cas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Results: The SF-36 score of two 

groups were improved compared with that before the treatment, but the improvemen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had positive effect on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it was of high clinical feasibility. 

【Keywords】Coronary heart disease;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Quality of life; Effect analys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5.016 

 

据报道，截至 2000 年世界范围内因心血管疾病致死的患

者多达 1700 万，而我国心血管疾病中冠心病的死亡率不低于

67.1%[1]，据预测，至 2020 年，危害性趋至首位疾病的非心血

管疾病莫属[2]，这项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已引起了我国越来越

高的重视。因此，关注对冠心病患者的生活质量成为临床护理

的重要关注内容。本文以我院 2014 年 5 月—2015 年 10 月 80

例冠心病患者为例，对综合护理干预与常规护理的临床效果进

行了对比，现具体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对照组 40 例，男性 25 例，女性 15 例；年龄 46～81 岁，

平均年龄（63.1±3.9）岁；病程 2～9 年，平均病程（4.6±0.4）

年。观察组 40 例，男性 21 例，女性 19 例；年龄 44～79 岁，

平均年龄（64.8±2.4）岁；病程 3～11 年，平均病程（4.6±

0.9）年，组间具有可比性（P＞0. 05）。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采用冠心病临床常规护理，做好患者入院接待、

基础护理、用药指导等措施。观察组：采用患者入院至出院

的系统全面的综合护理干预，重要内容包括：①入院介绍及

评估：护理人员应在患者一入院时便对其进行住院环境、设

施设备、医护人员的经验与水平等的详细介绍，帮助患者对

医院医疗环境有大概的认识，能够无顾虑地接受后续治疗护

理；及时对患者的病情特点、生活饮食习惯及性格等进行全

面了解与评估。②服药依从性强化：首先，护理人员应分析

导致患者服药依从性不佳的影响因素，比如老年患者记忆力

不好，不能规律服药；冠心病治疗药物比较多，患者容易混

淆，且过于担心不良反应而不能坚持服药；医护人员对药物

的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讲解不清，不能为患者提供科学性的

用药指导[3]；部分患者由于家庭经济比较拮据而停药；据此

通过不断的宣教帮助患者能够比较深入地意识到药物治疗的

必要性与重要性，告诉家庭经济比较拮据的患者停药只会进

一步加重病情带给家庭更为沉重的负担，从而增加服药的依

从性。③心理护理：护理人员要友善地与患者交流沟通，了

解患者心理状况，针对患者存在的负性情绪要及时加以心理

干预。焦虑、紧张、抑郁等不良心理在冠心病患者中均比较

常见，护理人员应耐心倾听患者主诉，予以患者精神上的慰

藉与鼓励，引导患者积极正确面对疾病，学会自我调节心理

情绪，保持乐观的态度接受治疗。④生活及饮食指导：养成

良好的生活习惯需要患者戒烟酒，健康作息，养成良好的饮

食习惯需要患者摄入足够的日常营养，同时尽量不接触或少

接触会使疾病复发的食物。⑤出院指导。 

1.3 观察指标 

采用 SF-36 生命质量量表[4]分别在护理前、后对患者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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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质量进行评估。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8.0 统计软件分析处理本组数据，采用 t 和 x2

检验。 

2   结  果 

    护理后两组 SF-36 评分较护理前有所提高，但研究组提高

幅度显著较对照组高（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护理前后 SF-36 生命质量量表评分情况  [（ ），分] 

生理功能 生理职能 躯体疼痛 总体健康 
组别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n=40） 73.4±81.1 85.8±8.5 38.3±25.4 66.2±5.9 54.9±3.6 82.5±2.9 41.3±8.8 61.7±7.3 

对照组（n=40） 73.2±54.7 78.2±12.8 37.2±25.9 50.2±3.4 54.3±5.5 70.3±1.7 41.6±6.7 50.6±8.8 

接表 1  

精力 社会职能 情感职能 精神健康 
组别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n=40） 27.4±11.1 55.8±8.5 48.3±15.4 80.2±5.9 41.9±3.6 71.5±2.9 37.3±8.8 59.7±7.3 

对照组（n=40） 28.2±10.7 41.2±12.8 48.2±15.9 63.2±3.4 40.3±5.5 60.3±1.7 37.6±6.7 49.6±8.8 

3   讨  论 

冠心病亦称之为缺血性心脏病，顾名思义为冠状动脉处的

心肌供血不足，属临床常见多发慢性疾病。该病的严重程度取

决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狭窄程度及狭窄数量。冠心病的复发率

及死亡率均较高，对患者生命健康的威胁不容小觑。冠心病的

治疗是一个长时间乃至终生都需以药物维持治疗的过程，由于

各个方面的因素影响，不能坚持规律服药是冠心病患者 常见

的不良现象，这使得冠心病的复发率、致残率、病死率显著升

高。综合护理干预的护理内容比较全面系统，相对于狭窄的常

规护理来说其成效是显而易见的，可有效促进患者进行角色转

变，积极将精力投入到治疗中来，通过配合医护人员的治疗护

理，生活治疗得到显著性提高。本研究采用 SF-36 生命质量量表

对两组患者进行评价，可发现护理后观察组评分明显较对照组

高，由此反映出其生活质量的提升也更高。总之，综合护理干

预对冠心病患者的生活质量提高具有积极影响，临床可行性高。 

参考文献： 

[1]周文书.综合护理干预对冠心病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及分析[J].中国卫生

标准管理,2015,26(34):215-216. 

[2]刘春霞 .综合护理干预对冠心病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J].慢性病学杂

志,2015,05(04):586-588. 

[3]杨秀英.综合护理干预对冠心病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分析[J].中国继续医

学教育,2014,07(26):111-112. 

[4]Loring K,Stewart A,Ritter P,et al. Outcome measures for health education 

and other health care intervention[M].Thousand Osks,CA:Sage,1996: 41-44. 

 

 

编辑：赵聪   编号：EB-16011407F （修回：2016-02-01） 

 

相似文献： 

综合护理在 25 例瓣膜病合并冠心病患者术后应用价值分析 

目的：分析对瓣膜病合并冠心病术后运用综合护理模式的

价值。方法：选取 2012 年 2 月—2015 年 5 月在我院接受手术

治疗的 50 例瓣膜病合并冠心病患者作为对象，根据护理方式

差异分成传统组和综合组各 25 例。传统组患者术后护理模式

为常规模式,综合组患者术后护理模式为综合模式.对比两组患

者的护理满意度、心功能和生活质量的差异.结果:综合组护理

满意 24 例（96.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19 例（76.0%）；患者

心功能和生活质量改善明显优于传统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瓣膜病合并冠心病术后实施综合模式护理

干预，能够提高护理服务质量，有利于患者心功能和生活质量

的改善，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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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性冠心病的临床观察 

目的：观察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性冠心病（DHD）的临

床疗效。方法：将 61 例 DHD 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

治疗组（n=30）和对照组（n=31），均给与西医常规治疗，治

疗组在此基础上予以中医药治疗，疗程均为 12 周。观察两组

治疗前后中医证候、糖化血红蛋白（HbA1C）、胰岛素抵抗指

数和西雅图心绞痛量表的变化。结果：治疗组和对照组中医证

候总有效率分别为 43.3%和 19.4%（P＜0.05），治疗后，治疗

组患者的 HbA1C 水平、胰岛素抵抗指数明显下降，西雅图心

绞痛量表总积分显著升高（P＜0.05），而对照组治疗前后无显

著差异（P＞0.05）。治疗后治疗组上述指标较对照组显著改善

（P＜0.05）。结论：中西医结合治疗可有效改善 DHD 患者的

胰岛素抵抗状态和临床症状，提高其生活质量。 

作 者：王俊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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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与单纯西药对急性心肌梗死并发 
心律失常的疗效对比观察 

Comparison of curative effects of combination of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 

 and pure western medicine in treating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complicated with arrhyth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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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比较中西医结合与单纯西药治疗急性心肌梗死并发心律失常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我院 2013 年 5

月－2015 年 8 月收治的 80 例急性心肌梗死并发心律失常患者，随机分成研究组和对照组，对照组采用单纯西药治疗，用药包括

利多卡因、阿司匹林、阿托伐他汀等，研究组则增加使用中成药及中药注射剂进行治疗，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结果：研究

组患者的心律失常各症状改善情况明显由于对照组，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中西医结合对急性心肌梗死并

发心律失常的临床疗效优于单纯西药，值得在临床上推广使用。 

【关键词】中西医结合；单纯西药；急性心肌梗死；心律失常；临床疗效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and compar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combination of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 and pure western 

medicine in treating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complicated with arrhythmia. Methods: 80 patien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complicated with arrhythmia,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13 to August 2015,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research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western medicine, including lidocaine, aspirin and atorvastatin while the research 

group received Chinese patent medicine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jection,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s of patients i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relief of the arrhythmia symptoms in the research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combination of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 had 

better clinical effects than pure western medicine in treating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complicated with arrhythmia, and it wa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Keywords】 Combination of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 Pure western medicine;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rrhythmia; 

Clinical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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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心肌梗死是冠状动脉急性、持续性缺氧缺血而导致的

心肌组织局部坏死，临床表现为突发性剧烈、持久的心前区或

胸骨后压榨性疼痛，并伴有发热、呕吐、恶心等其他症状[1]。

心律失常是急性心肌梗死的常见并发症，见于 75%～95%的患

者[2]，多出现于发病早期，以房性早搏和室性早搏较为多见，

可诱发心动过速和心颤，导致心脏骤停，甚至猝死[3]。本研究

中，笔者采用中西医结合疗法治疗急性心肌梗死并发心律失

常，取得了良好的疗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3 年 5 月—2015 年 8 月收治的 80 例急性心

肌梗死并发心律失常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经心电图和

血清心肌酶检测，并参考急性心肌梗死并发心律失常的诊断标

准[4]，均为确诊病例。将 80 例患者随机分成研究组和对照组，

每组 40 例。研究组男性 21 例，女性 19 例；年龄 42～75 岁，

平均年龄（61.4±15.3）岁；发病至入院时间 0.5～23 h，平均

发病至入院时间（74.1±34.5）min；心肌梗死类型：前间壁 10

例，广泛前壁 7 例，下壁 11 例，高侧壁 6 例，下后壁 6 例。

对照组男性 18 例，女性 22 例；年龄 44～76 岁，平均年龄（60.3

±16.3）岁；发病至入院时间 0.5～24 h，平均发病至入院时间

（79.3±40.6）min；心肌梗死类型：前间壁 9 例，广泛前壁 8

例，下壁 9 例，高侧壁 7 例，下后壁 7 例。两组患者在性别、

年龄等临床资料上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

比性。 

1.2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急性期 12 h 内均保证绝对卧床休息，并采用抗

休克、吸氧、镇静等常规治疗。对照组采用单纯西药治疗，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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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氯吡格雷、阿司匹林肠溶片、低分子肝素、阿托伐他汀、ACEI、

β-受体抑制剂等进行抗栓、抗凝、稳定病情的治疗，并实时监

测心率、血压、呼吸、心律等生理指标。频发性室性早搏可给

予利多卡因治疗，频发性房性早搏则给予酒石酸美托洛尔片治

疗，心律失常反复可用胺碘酮[5]。 

研究组在对照组基础上依据中医辨证增加使用中药治疗。

心痛有寒证口服冠心苏合香丸（1 丸/次，1～2 次/ d）；心痛有

瘀证口服复方丹参滴丸（10 丸/次，3 次/ d）和通心络胶囊（每

次 2～4 粒，3 次/ d），静脉滴注丹红注射液（20～40 ml/ d）和

疏血通注射液（6 ml/ d）；心阳不振证静脉注射参麦注射液（10～

60 ml/ d）；气阴两虚证口服稳心颗粒（9 g/次，3 次/ d）和参松

养心胶囊（4 粒/次，3 次/ d）。疗程 1 个月。 

1.3 疗效评价[6] 

显效：血清心肌酶水平恢复正常，临床症状消失，心电图

ST 段恢复正常或仅保留病理性冠状 T 波和（或）Q 波，早搏

次数比治疗前 Lown 分级提高两级或减少 50.0%以上；有效：

临床症状大幅改善，心电图 ST-T 和 Q 波明显好转，早搏次数

比治疗前 Lown 分级提高一级或减少 50.0%以上；无效：临床

症状和心电图未见明显好转，早搏次数比治疗前减少低于

50.0%，甚至患者死亡。 

1.4 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的数据处理采用 SPSS19.0 软件，计量资料用

（ ）表示，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x2检验，

以 P＜0.05 为数据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研究组在频发性室性早搏、频发性房性早搏和频发性合并

早搏三类心律失常的治疗情况均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的治疗

总有效率分别为 97.5%（39/40）和 77.5%（31/40），组间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心律失常临床疗效比较  （n，%） 

频发性室性早搏 频发性房性早搏 频发性合并早搏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显效 有效 无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P 

研究组 40 7 6 1 7 7 0 6 6 0 97.5 

对照组 40 7 4 3 5 6 2 4 5 4 77.5 
＜0.05 

3   讨  论 

中医认为，心肌梗死属“心悸”“心痛”“胸痹”等范畴，

为标实本虚之证，需要辨证分型施治[7]。心肌梗死合并心律失

常的发病机制为脏腑阴阳气血虚亏，内伤七情，气血瘀滞，导

致心失所养，心脉失畅[8]。故除使用传统西药外，本研究所使

用的中药，如复方丹参滴丸、参麦注射液等均具有改善血液循

环，降低血液黏稠度的作用，诸药合用能够达到强心复脉，益

气活血，化瘀通脉的作用，改善心肌功能，对抗心律失常。 

本研究的结果显示，中西医结合在心肌梗死合并心律失常

方面具有一定的协同作用，其疗效更为显著，有利于患者的预后

及生活质量的恢复，综上所述，中西医结合对急性心肌梗死并发

心律失常的临床疗效优于单纯西药，值得在临床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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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心肌梗死发生恶性心律失常的护理体会 

目的：探讨急性心肌梗死发生恶性心律失常的护理措施，

以为护理临床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选取 2013 年 3 月—2014

年 3 月我院收治的 26 例急性心肌梗死并发恶性心律失常患者

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接受常规治疗及优质护理，观察并分

析抢救效果。结果：抢救成功率达 96.2%。结论：护理人员掌

握急性心肌梗死并发恶性心律失常病症的临床护理要点，密切

观察患者病程发展，及时处理识别危险因素，可有效提升救治

效果，降低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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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心颗粒联合西药治疗阵发性心房颤动 

84 例疗效观察  
Curative effect observation of Wenxin Granule combined with amiodarone  

in treating 102 cases of paroxysmal atrial fibril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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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心房颤动（房颤）患者应用稳心颗粒联合胺碘酮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方法：选取我院收治的急性房

颤患者 84 例为临床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成治疗组 42 例，对照组 42 例。对照组常规给予胺碘酮，治疗组应用稳心颗粒联合胺碘

酮治疗，比较两组心房颤动改善情况及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治疗 6 个月后，观察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0.05）。观察组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稳心颗粒联合胺碘酮治疗阵发性房颤临

床疗效满意，具有良好的安全性。 

【关键词】稳心颗粒；胺碘酮；心房颤动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application of Wenxin Granule combined with amiodarone in 

treating patients with atrial fibrillation (AF). Methods: 102 patients with acute atrial fibrillation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treatment group (52 cases) and the control group (50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amiodarone while 

the treatment group received Wenxin Granule combined with amiodarone, the atrial fibrillation improvement and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of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6 months after treatment,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efficacy of Wenxin Granule combined 

with amiodarone was satisfactory in treating patients with atrial fibrillation and it was with good safety. 

【Keywords】Wenxin Granule; Amiodarone; Atrial fibrill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5.018 

 

心房颤动为一种临床常见的快速房性心律失常，是高血

压、冠心病的临床表现之一，随着高血压、冠心病发病率的提

高，心房颤动的发病率也呈上升趋势[1]，且其发病率随着年龄

的增长而升高。患者房颤发作时，常出现心慌气喘，严重者出

现浮肿、心绞痛。阵发性房颤一般持续时间不超过 48 h，且在

7 d 内能自行转复为窦性心律，但常反复发作[2]。若阵发性房颤

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随着房颤病情的进展，将逐渐转变

为持续性房颤。胺碘酮被认为是治疗房颤的安全有效的药物，

但其不良反应较多，且易耐药，给临床长期应用造成了一定的

困难。笔者近年来应用稳心颗粒联合胺碘酮治疗阵发性房颤取

得了满意的治疗效果，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收集 2012 年 3 月—2015 年 3 月本院就诊患者 84 例，均

经体表心电图或 Holter 监测确诊为阵发性房颤。排除心功能 

NYHAⅢ级以上，或瓣膜性心脏病，左房内径≥55 mm；或病

窦综合征、Ⅱ度以上房室传导阻滞者及伴发肝肾功能损害或甲

状腺亢进症者。全部患者对治疗方案均知情同意。按病例尾号

将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42 例，男性 24 例，女性 18 例；

年龄 24～42 岁，平均年龄（32±1.1）岁；病程（1～6）d，平

均病程（2±0.5）d；其中属扩张性心肌病 12 例，瓣膜性心脏

病 13 例，高血压性心脏病 8 例，冠心病 9 例。对照组 42 例，

男性 28 例，女性 14 例；年龄 21～45 岁，平均年龄（33±1.2）

岁；病程 2～5 d，平均病程（3±0.4）d；其中属扩张性心肌病

9 例，瓣膜性心脏病 13 例，高血压性心脏病 15 例，冠心病 5

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病情方面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在治疗原发病基础上给予口服胺碘酮片治疗，初始

量为 0.2 g/次，3 次/ d；5 d 后减量至 0.2 g/次，2 次/ d；再过 5 

d 后改为 0.2 g/次，1 次/ d。观察组在治疗原发病基础上给予步

长稳心颗粒联合小剂量胺碘酮治疗，步长稳心颗粒 9 g/次（1

包），3 次/ d，冲服；同时给予胺碘酮片 0.1 g/次，1 次/ d。两

组患者均接受原发性疾病系统治疗，包括给予降血糖、扩血管

及降血压等治疗。对照组患者口服胺碘酮（杭州赛诺菲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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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生产，国药准字 H19993254）治疗，0.2 g/次，3 次/ d，治

疗后 1 周，改为 2 次/ d；第 3 周改为 1 次/ d 或 1 次/2 d。治疗

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稳心颗粒（山东步长制药有限公

司，国药准字 Z10950026），9 g/次，3 次/ d。两组患者治疗期

间不使用其他抗心律失常药物，均治疗 6 个月后比较疗效。  

1.3 疗效评价标准  

①痊愈：临床症状全部消失，心电图或动态心电图检查

恢复正常；②显效：心悸症状消失，心电图或动态心电图表

现明显改善，房颤发作基本控制或由频发转为偶发；③有效：

心悸症状大部分消失，心电图或动态心电图表现有所改善，

房颤发作次数较治疗前减少＞50%，持续时间较治疗前缩短

＞50%，或由频发转为多发，或由多发转为偶发；④无效：

心悸症状和心电图或动态心电图现无变化或加重[3]。总有效

率=（痊愈例数+显效例数+有效例数）/总例数×100.0%。观

察并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心室率及转复时间，并判定临床

疗效。显著改善：24 h 内阵发性房颤转为窦性心律，或偶发

时间每次＜1 h；改善：房颤未转复，患者平均心室率＜10 次

/min，临床症状明显改善；无效：房颤未转复，心室率每分

钟超过 120 次，临床症状无缓解。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8.0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采用（ ）

表示，组间对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x2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 6 个月后对临床疗效进行评价，结果显示，两组痊

愈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观察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

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两组临床疗效比较，见表 1。

表明步长稳心颗粒联合小剂量胺碘酮治疗阵发性房颤疗效更

为显著。 

表 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n（%）] 

组别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n=42） 13（31.0） 20（47.6） 6（14.3） 3（7.1） 39（92.9） 

对照组（n=42） 11（26.2） 16（38.1） 5（11.9） 10（23.8） 32（76.2） 

2.2 两组心室率及转复时间比较 

治疗组治疗前心室率为（126.43±2.36）次/min、治疗后

心室率为（81.26±3.65）次/min，转复时间为（4.21±2.11）h；

对照组治疗前心室率为（125.32±2.54）次/min、治疗后心室率

为（87.26±2.85）次/min，转复时间为（6.89±2.31）h。两组

治疗后心室率均较同组治疗前明显改善（P＜0.05），且治疗组

心室率改善情况优于对照组（P＜0.05），转复时间显著低于对

照组（P＜0.05）。  

3   小  结 

阵发性房颤不会立刻威胁生命，但因丧失房室同步及心房

辅助泵作用，持续的快速心室率会导致患者的心搏出量明显减

少，冠状动脉循环及脑供血明显减少，发生血流动力学改变，

出现乏力、胸闷、心悸等症状及血流动力学障碍，尤其是具有

明显器质性心脏病患者的心功能明显恶化，表现为心源性休

克、低血压[4]且心房颤动发生后易致心房内血栓形成，部分脱

落使体循环栓塞。阵发性房颤占初诊房颤的 35%～45%，5 年

内有 63.2%的患者复发，有 24.7%的患者发展为永久性房颤[5,6]。

临床应积极给予药物治疗。中医学认为心房颤动为虚甚或瘀血

阻滞、心脉失养而引发[7]。心房颤动属中医“怔忡”“心悸”范

畴，主要是因气阴两虚而导致患者的心脉受到瘀阻而致，因此，

治疗时主张以定悸复脉、活血化瘀及益气养阴为治疗原则[8]。

目前，药物治疗仍然是治疗大多数阵发性房颤的首选措施。胺

碘酮不仅具有维持心律，抑制心房肌的重构的作用，而且还可

延长心肌动作电位的有效不应期，使窦房结频率降低，传导速

度减慢，使阵发性房颤得到有效的转复，故被认为是治疗器质

性心脏病伴有房颤的首选药物。但其临床疗效尚不够理想，且

长期应用常会导致胃肠道、甲状腺、肺、眼睛及心脏等众多器

官的不良反应，且容易产生耐药性，故限制了其使用范围。步

长稳心颗粒是一种结合中西医理论治疗房颤的药物，主要包括

琥珀、甘松、三七、黄精、党参，方中琥珀可宁心复脉、利水

消肿，甘松和三七可醒脾、理气、通络、消肿、止痛、强心，

黄精和党参可益气养阴、健脾、益气强心、活血化瘀，诸药联

合，使稳心颗粒具有定悸复脉、益气养阴、活血化瘀之功效，

适用于气阴两虚兼心脏瘀阻所致的心悸不宁、头晕失眠、气短

乏力等症状的治疗，对阵发性房颤有良好的治疗效果。现代药

理学研究证实，党参中含有多糖、皂苷、黄芩素葡萄糖苷等，

具有降低血压，扩张外周血管，提高心输出量的作用；而甘松

中的缬草酮具有抗心律失常作用，且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对损

伤性心房颤动方面的抑制作用与奎尼丁相同[9]新的研究证明：

稳心颗粒为心房选择性钠通道阻滞药，稳心颗粒通过选择性延

长心房肌的有效不应期、降低心房的传导性和心房肌的兴奋性

等来有效终止和预防房颤[10]。本研究证明：稳心颗粒联合胺碘

酮治疗阵发性房颤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不良

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且症状较轻微，无需

特殊治疗即可自行缓解，故在安全性方面，稳心颗粒联合小剂

量胺碘酮治疗也体现了明显的优势。 

综上所述，步长稳心颗粒联合小剂量胺碘酮治疗阵发性

房颤临床疗效满意，不良反应少且较轻微，具有良好的安全

性，体现了两种药物联合治疗良好的协同作用，值得临床推

广应用。 

参考文献： 

[1]徐红娟,郭燕.稳心颗粒与普罗帕酮治疗早搏的疗效比较[J].中国实验方剂

学杂志,2013,1(10):304-307. 

（下转 40 页）  



 

中医临床研究 2016年第 8卷 第 15期                                                                            -39-

丹参通脉胶囊对心肌缺血心电图的影响 
Effect of Danshen Tongmai Capsule on electrocardiogram of 

myocardial ische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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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丹参通脉胶囊对心肌缺血患者的心电图的影响。方法：选择我院住院及门诊的心肌缺血患者 90 例，随

机分为三组，分别为丹参通脉胶囊大剂量组（100 mg/ kg），丹参通脉胶囊中剂量组（50 mg/ kg），丹参通脉胶囊小剂量组（25 mg/ 

kg），三组均治疗 20 周。记录并比较静脉注射丹参通脉胶囊后 1 周、10 周、20 周心电图 ST 段下移和 T 波的变化。结果：丹参通

脉胶囊 100 mg/ kg、50 mg/ kg 能有效对抗心电图 ST 段下移和 T 波的升高，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结论：丹参

通脉胶囊对心肌缺血有较好的保护作用。 

【关键词】丹参通脉胶囊；心肌缺血；心电图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Danshen Tongmai Capsule on electrocardiogram of myocardial ischemia. Methods: A 

total of 36 outpatients and inpatients with myocardial ischemia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high dose 

Danshen Tongmai Capsule group (100 mg/ kg), middle dose Danshen Tongmai Capsule group (50 mg/kg) and low dose Danshen Tongmai 

Capsule group (25 mg/ kg), all three groups were treated for 20 weeks, changes of ST segment and T wave in electrocardiogram 1 week, 10 

weeks and 20 weeks respectively after intravenous injection of Danshen Tongmai Capsule were recorded and compared. Results: 100 mg / 

kg and 50 mg/ kg of Danshen Tongmai Capsule could effectively work against ECG ST segment depression and T wave elevation,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mpared with that before the treatment (P<0.05). Conclusion: Danshen Tongmai Capsule had good 

protective effect on myocardial ischemia. 

【Keywords】Danshen Tongmai Capsule; Myocardial ischemia; Electrocardiogram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5.019 
 

丹参是常用的活血化瘀药，研究表明，丹参水溶性成分具

有抗心肌缺血、改善微循环、抗炎等作用[1]，其中，丹酚酸是

丹参水溶性物质中药理活性 强的成分[2]。丹参通脉胶囊在心

肌再生血管新生、逆转心室重构缺血性外周血管疾病等各个领

域均有相应的研究[3]。本研究旨在探讨丹参通脉胶囊在改善心

肌缺血患者心电图方面的疗效。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住院的心肌缺血患者 90 例，随机分为丹参通脉

胶囊大剂量组、中剂量组、小剂量组，每组 30 例。丹参通脉

胶囊大剂量组：男性 10 例，女性 20 例，平均年龄（50.2±8.5）

岁；丹参通脉胶囊中剂量组：男性 8 例，女性 22 例，平均年

龄（51.3±9.1）岁；丹参通脉胶囊小剂量组：男性 9 例，女性

21 例，平均年龄（49.4±8.9）岁。三组年龄、性别、病程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治疗方法 

每人测量体重，丹参通脉胶囊大剂量组（丹参通脉胶囊

100 mg/kg），丹参通脉胶囊中剂量组（丹参通脉胶囊 50 mg/kg），

丹参通脉胶囊小剂量组（丹参通脉胶囊 25 mg/kg）。治疗 20 周。

药物：采用自制的丹参通脉胶囊。  

1.2.2 观察指标 

记录治疗前及治疗后 1 周、10 周、20 周的心电图 ST 段

及 T 波改变。 

1.5 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比较采用成组或配对 t 检验，临床等级资料比较

采用（ ）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x2检验。所用计量资料

均用（ ）表示。所有数据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 

2   结  果 

2.1 丹参通脉胶囊对急性心肌缺血患者 T 波的影响 

经 t 检验，各时间段丹参通脉胶囊大、中剂量组都可对抗

心肌缺血引起的 T 波抬高，治疗前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

0.05），提示丹参通脉胶囊具有较好抗心肌缺血作用，并呈现一

定的量效关系，尤以大剂量组为优。见表 1。 
2.2 丹参通脉胶囊对急性心肌缺血 ST 段的影响 

经 t 检验，丹参通脉胶囊大、中剂量组治疗后 1 周、10 周、

20 周可对抗心肌缺血引起的 ST 段下移，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显

著性（P＜0.05），提示丹参通脉胶囊具有较好的抗心肌缺血作用，

并呈现一定的量效关系，尤以大剂量组为优。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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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丹参通脉胶囊对 T 波的影响  [（ ），mV] 

T 波 
组别 剂量（mg / kg） 

治疗前 1 周 10 周 20 周 

丹参通脉胶囊大剂量组 100 0.373±0.103 0.211±0.056 0.184±0.074 0.188±0.102 

丹参通脉胶囊中剂量组 50 0.381±0.112 0.274±0.084 0.253±0.079 0.208±0.067 

丹参通脉胶囊小剂量组 25 0.361±0.107 0.287±0.076 0.258±0.112 0.208±0.089 

表 2  丹参通脉胶囊对 ST 段的影响  [（ ），mV] 

ST 波 
组别 剂量（mg / kg） 

治疗前 1 周 10 周 20 周 

丹参通脉胶囊大剂量组 100 -0.22±0.009 -0.088±0.005 -0.078±0.004 -0.048±0.005 

丹参通脉胶囊中剂量组 50 -0.29±0.011 -0.138±0.007 -0.119±0.008 -0.101±0.006 

丹参通脉胶囊小剂量组 25 -0.36±0.013 -0.171±0.009 -0.159±0.016 -0.132±0.018 

 

3   讨  论 

本实验针对心肌缺血患者，观察给予 3 个剂量的丹参通脉

胶囊不同时间点心电图的影响，评价丹参通脉胶囊在心血管方

面的疗效。实验结果表明，大、中剂量丹参通脉胶囊可对抗心

肌缺血模型 ST 段的改变，抑制 T 波抬高。心电图中 T 波和 ST

段的改变可反映心肌缺血程度，梗死范围和心肌坏死的程度[4]。

患者心电图出现明显的 T 波抬高、ST 段下移，急性心肌缺血

症状明显，给予丹参通脉胶囊后心电图改变明显。丹参通脉胶

囊能对抗 ST 段的下移，抑制 T 波抬高，具有显著的抗心肌缺

血作用。 

丹参是治疗心血管疾病的常见中药，化学成分较多，其有

效成分一般分为两大类：脂溶性成分和水溶性成分。丹参对心

脑血管疾病的主要活性成分是水溶性酚酸，丹酚酸 A、丹酚酸

B 是 重要的有效活性部位，在丹参通脉胶囊的含量较高。丹

参通脉胶囊具有抗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作用，可能是通过提

高超氧化物歧化酶（SOD）的活力、对抗氧自由基，抑制缺氧

缺血所致炎症反应，减轻钙超载，改善血液流变性等途径发挥

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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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散胶囊联合语言训练治疗脑中风失语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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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脑中风失语症患者早期康复治疗的临床疗效。方法：96 例脑中风失语症早期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

治疗组。对照组 48 例，采用常规药物治疗。治疗组 48 例，口服语言散胶囊联合语言训练方法进行康复治疗，治疗前后对语言功

能进行评价和比较。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 93.8%，优于对照组的 52.1%，经统计学处理（P＜0.05）。结论：脑中风失语在患者早

期联合治疗对语言功能康复有明显疗效。 

【关键词】脑中风；失语；语言散胶囊；康复训练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early rehabilitation in treating aphasia after stroke patients. Methods: 96 

patients with aphasia after stroke at early stag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treatment group. 48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conventional drug therapy while 48 cases of the treatment group received oral administration of Yuyansan Capsule 

and language training, the patients language function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as evaluated and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93.8%,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52.1%;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fter statistics processing (P<0.05). Conclusion: The combination of Yuyansan Capsule and language training had significant 

effects on language rehabilitation in the early stage of aphasia after stroke. 

【Keywords】Stroke; Aphasia; Yuyansan Capsule;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5.020 

 

脑中风是临床常见病、多发病，75%的存活者均存在有不

同程度功能障碍。脑中风失语症患者占急性脑中风的 38%[1]，

严重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及生活质量。我们观察口服语言散胶

囊联合语言训练可有效改善患者的语言功能，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1 年 11 月—2015 年 11 月，选取 96 例急性脑中风后失

语患者，文化程度小学以上，均伴有右侧肢体运动功能障碍。

其中男性 50 例，年龄 39～69 岁；女性 46 例，年龄 47～70 岁；

中位年龄 62.3 岁，均经脑 CT 或磁共振确诊，其中脑梗死 59

例，脑出血 37 例。轻度失语者 40 例，中度失语者 48 例，重

度失语者 8 例。运动性失语（Ｂroca）40 例，感觉性失语（Ｗ

ernicke）36 例，混合性失语 20 例。均无严重意识障碍及心、

肺功能并发症。 

1.2 研究方法  

将 96 例患者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每组 48 例，两组患者

年龄、文化程度、性别、病情程度及住院天数大致相同，经统

计学处理（P＞0.1）无显著差异。 

对照组采用常规药物治疗。治疗组采用常规药物治疗基础

上加语言散胶囊，方药组成（水蛭 10 g，三七粉 15 g，牛黄 2 g，

白芷 15 g，胆南星 20 g，天竺黄 20 g，白僵蚕 15 g，藏红花 10 

g，石菖蒲 20 g，炒远志 15 g）精细加工，装胶囊，口服，4

粒/次，3 次/d。患者生命体征平稳，神智清晰，能配合治疗时，

给予早期语言功能强化训练。采用刺激促进法（schuell）进行

语言训练，Broca 失语以表达和文字阅读治疗为主；Wernicke

失语以口头和文字称呼为主；混合性失语采取综合治疗[2]，训

练场所保持安静，避免影响患者注意力。①听理解训练：治疗

师把 5～10 张图片放在桌面上，治疗师说出一个单词的名称，

患者从摆放的图片中指出相应的图片。②称呼训练是由图片引

出称呼，一张一张向患者出示图片，也可用摆放好的图片，逐

张地问患者“这是什么？”由患者回答，当回答不出或错答时，

可用描述图中的用途或词头音进行提示。③复述训练：在患者

面前摆放好图片或文字做提示，此种方法适用重症患者，轻症

患者可直接由治疗师说出由患者复述。④阅读理解：常用的方

式有词图匹配或图词匹配，具体方法词与图的匹配为摆放 5～

10 张图片，将词卡交给患者做 1/5 选择，图与词的匹配与之相

反，轻症患者可读句子或者文章，从供选择的答案之中选出正

确答案。⑤书写障碍重症患者可先由词词匹配开始或进行抄写

训练，逐步过度到看图命名书写，听写等。每次 30 min～1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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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 3～5 次，2～6 周为１个疗程。失语症 Schuell 刺激疗法的

主要原则：①强的听觉刺激；②适当的语言刺激；③多途径的

语言刺激；④反复利用感觉刺激；⑤刺激应引出反应；⑥正确

反应要强化[3]。根据患者的不同症状灵活应用。 

1.3 疗效评定标准  

疗效评定采用中国康复研究中心汉语失语症 [3]成套标

准进行评定。显效：患者语言功能提高 2 个级别以上；有效：

患者的语言功能提高 1 个级别；无效：患者的语言功能级别

无变化。 

2   结  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见表 1。 

表 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48 27 18 3 93.8 

对照组 48 12 13 23 52.1 

注：两组总有效率比较，P＜0.01 

2.2 两组治疗前后语言功能评分比较，见表 2。 

表 2  两组治疗前后语言功能评分比较  [（ ），分]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48 51.1±7.9 33.1±5.0 

对照组 48 48.8±9.8 45.8±10.6 

注：与对照组相比，治疗后 P＜0.05 

3   讨 论 

脑中风引起的语言障碍，是患者无意识功能障碍，语言表

达和理解能力受损或缺失，非听觉或视觉下降或丧失所致。能

听到语声或看到文字，不能理解言语或文字的意义；无口咽部

肌肉瘫痪、共济失调或不自主运动，不会说话或说出的话不能

表达正确的意思，难以理解[4]。失语症是脑中风患者的常见并

发症，严重影响患者身心健康、家庭生活、社交能力及日常生

活质量。通过临床观察，单纯 B roca 失语易恢复，而 B roca

区大面积损伤及其周围额顶叶广泛损伤的运动性或混合性失

语病程持久者不易恢复。语言散胶囊组方原理，水蛭、三七活

血化瘀；牛黄、白芷一寒一温芳香开窍；石菖蒲芳香开窍，清

心豁痰，活血消瘀，通经达络；活血化瘀药与胆南星、天竺黄、

白僵蚕等涤痰息风之药相伍，可增强祛除病因的功力，使病邪

消散而化解。诸药配合有活血涤痰以除病邪，芳香开窍而利诸

窍，搜内风以治病源的作用[5]。对急性脑梗死、脑出血症状均

有良好疗效。临床研究证实，语言康复训练能促进相关神经细

胞形成新的突触，反复训练使突触建立接近正常功能的新突触

链，提高神经系统的兴奋性，有效保护神经元，促进残留神经

系统及其轴突，树突发芽，再生及功能重建[6]。有利于促进语

言功能的恢复。语言康复疗程长，进入康复期多在出院后，出

院后语言训练是巩固疗效的重要措施，也是防止语言能力废退

的有效环节。住院期间做好出院健康指导，教会患者及家属掌

握必要的训练方法，让家属督促患者训练及巩固服药。本组临

床资料中，有少数病例疗效欠佳，混合性失语症患者疗效显著，

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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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风失语症病机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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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症病机认为风、痰、瘀，三者相互为因。西医学者认为失语

发生的机制可能为病变本身直接破坏了语言功能区。中风失语

症病机多认为肝肾精气亏虚、心脾痰浊壅阻是病机共性，风火

痰瘀阻滞心神之经络扰及神明，阻闭舌窍是导致中风失语症病

理因素，病变涉及五脏，而心神、肝魂、肺魄以及经脉官窍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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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芪九物汤联合康复理疗用于治疗中风后遗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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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rehabilitation therapy in treating sequelae of apople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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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黄芪九物汤联合康复理疗用于治疗中风后遗症的疗效观察，为临床工作提供指导。方法：本研究选取

2014 年 1 月—2016 年 1 月我院收治的 120 例中风后遗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60 例，给予观察组

患者服用黄芪九物汤及康复理疗方案，给予对照组患者康复理疗方案，并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临床疗效进行比较。结果：经治

疗后观察组患者的血液黏稠性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讨论：在治疗中风后遗症患者的过程中，采用黄芪九物汤联合康复理疗方案可显著提高临床治疗

效果，此法具有高安全性、高效性等特点，具有指导意义，值得临床上广泛推崇。 

【关键词】黄芪九物汤；康复理疗；中风后遗症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Huangqi Jiuwu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rehabilitation therapy in treating 

sequelae of apoplexy, and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clinical work. Methods: 120 patients with sequelae of apoplexy, admit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4 to January 2016,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objects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ith 6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Huangqi Jiuwu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rehabilitation 

therapy whil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rehabilitation therapy,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he treatment, the blood viscosity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atients, P<0.05,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of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atients, P<0.05,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scussion: In the treatment of sequelae of apoplex, Huangqi Jiuwu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rehabilitation therapy coul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clinical effect. This method had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of high security, high efficiency and so on, it was 

of guiding significance and was worthy of wide clinical promotion.  

【Keywords】Huangqi Jiuwu Decoction; Rehabilitation therapy; Sequelae of apople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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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进程的加速，中风的发病率也逐年升

高，且有低龄化的趋势。中风又称卒中，属于急性脑血管疾病，

发病急，变化过程缓慢，主要是由动脉粥样硬化引起，一般临

床表现为：眩晕、口眼斜、偏身麻木、头痛、半身不遂、一

时性的言语不利[1]。近年来，临床上对中风后遗症患者采取黄

芪九物汤联合康复理疗是常用的、 迅速有效的治疗手段[2-4]。

本研究对 60 例中风后遗症患者采用黄芪九物汤联合康复理疗

进行治疗，得到了较好的治疗效果，以下为本研究的回顾性分

析，仅供临床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选取我院于 2014 年 1 月—2016 年 1 月收治的 120

例中风后遗症患者，根据治疗方法的不同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

和对照组各 60 例，观察组男性 38 例，女性 22 例，年龄 56～

84 岁，平均年龄（65.4±4.9）岁，病程 0.5～11 个月，平均病

程（3.5±1.1）个月；对照组男性 40 例，女性 20 例，年龄 59～

80 岁，平均年龄（66.8±5.12）岁，病程 0.3～10 个月，平均

病程（3.8±0.8）个月。一般资料经统计学分析处理，在性别、

年龄、病程等方面两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治疗方法 

采用康复理疗方案治疗对照组。采用黄芪九物汤联合康复

理疗方案治疗观察组，药物组成：黄芪 9 g，甘草 6 g，桂枝 9 g，

党参 9 g，芍药 9 g，牛膝 9 g，生姜 18 g，大枣 4 枚，川芎 6 g，

党参 9 g。高血压患者去桂枝加石决明、菊花等；语言障碍严

重者，加远志。1 次/ d，水煎 2 次分服，餐后连服 4 周[5,6]。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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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配合康复理疗：①在治疗过程中心理护理显得非常重要。护

理人员应主动与患者沟通，向患者讲解中风的相关知识和预防

护理方法；与患者家属加强沟通，加强宣教，一起对患者进行

心灵上的疏导和指引，缓解患者焦虑、烦躁的情绪，积极配合

治疗；②同时在治疗过程中也应给予患者做功能恢复锻炼，对

患者家属坚强宣教，协助患者做适当的运动，如局部按摩、被

动活动关节等，尽可能的恢复原来功能[7]。 

1.3 统计学方法 

对研究数据使用 SPSS17.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1.4 护理方法 

治疗过程中护理人员要对中风后遗症患者采取相应的饮

食干预，叮嘱患者应食低脂、低盐、低糖的食物，禁食辛辣、

生冷、油腻等刺激性的食物；减少食用巧克力、咖啡、酒、茶

叶等诱发疼痛时的食物；从中医角度考虑，可以给患者进食皂

苷来补益元气；饮食宜清淡，多食水果、蔬菜等富含天然维生

素的食物[8,9]。 

2   结  果 

2.1 治疗后两组患者血液黏稠性的比较   

经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血液黏稠性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结果详见表 1。 

2.2 治疗后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以患者中风后遗症恢复情况为标准评定患者治疗后的临

床效果，具体为：①治疗结束后患者基本痊愈，评定为显效；

②治疗结束后患者出现轻度言语障碍、运动障碍，评定为有效；

③治疗结束后患者出现严重言语障碍、运动障碍、甚至生活无

法自理，评定为无效。观察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显著高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2。

表 1  治疗后两组患者血液黏稠性的比较  （ ） 

组别 n 全血高切黏度（mpa•s） 全血低切黏度（mpa•s） 血浆黏度（mpa•s） 纤维蛋白原（g/L） 

观察组 60 3.21±0.34 16.01±2.57 1.43±0.11 3.76±0.14 

对照组 60 3.67±0.15 17.32±2.02 1.81±0.14 4.43±0.12 

表 2  治疗后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P 

观察组 60 35（58.3） 18（30.0） 7（11.7） 88.3 

对照组 60 22（36.6） 19（31.7） 19（31.7） 68.3 
＜0.05 

3   讨  论 

黄芪又称棉芪，色灰白，性味甘，微温。具有保肝、降血

压、益气固表等作用。临床常用于高血压病、急性肾小球肾炎、

糖尿病、骨质疏松、中风等疾病。在治疗过程中，应配合相应

的针对性护理干预，因给予患者饮食健康指导，应食低脂、低

盐、低糖的食物，多食水果、蔬菜等富含天然维生素的食物，

并有适当的运动，加强与患者之间的沟通交流，鼓舞患者树立

战胜疾病的决心[10,11]。 

本研究对 60 例中风后遗症患者采用黄芪九物汤联合康复

理疗进行治疗，通过观察组与对照组的比较，黄芪九物汤联合

康复理疗方案效果更加显著，值得临床广泛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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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评价中医治疗脑血管意外后遗症的临床效果。方法：选择 2013 年 1 月—2015 年 5 月在我院进行治疗

的 84 例脑血管意外后遗症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42 例，对照组进行常规康复训练，观察组在此

基础上进行中医治疗，对比两组效果。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5.2%（40/42），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66.7%（28/42），两组相比，

差异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中医治疗脑血管意外后遗症的临床效果显著，具有推广应用的价值。 

【关键词】中医；脑血管意外后遗症；临床效果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and evaluated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CM in treating cerebrovascular accident sequelae. Methods: 

84 patients with cerebrovascular accident sequelae, who we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3 to May 2015,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ith 42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routine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combined with TCM,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5.2% (40/42) while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66.7% (28/42);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TCM treatment was 

remarkable in treating cerebrovascular accident sequelae, it was of the value of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Keywords】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erebrovascular accident sequelae; Clinical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5.022 

 

脑血管意外后遗症是临床常见疾病，具有较高的致死率。据

资料显示[1]，我国脑血管意外后遗症发病率逐渐上升。严重危害

患者的健康和生活质量，本次研究以我院收治的 84 例脑血管意

外后遗症患者为研究对象，分析评价中医治疗脑血管意外后遗症

的临床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3 年 1 月—2015 年 5 月在我院进行治疗的 84 例脑

血管意外后遗症患者为研究对象，所选患者均经过 CT、MRI 等

检查进行明确诊断，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42 例，

观察组：男性 25 例，女性 17 例；年龄 50～80 岁，平均年龄（63.0

±5.7）岁；病程 1 h～7 d，平均病程（2.5±0.8）d。对照组：男

性 26 例，女性 16 例；年龄 51～80 岁，平均年龄（62.5±5.5）

岁；病程 2 h～7 d，平均病程（2.9±0.9）d；两组患者的性别，

年龄等一般资料对比，P＞0.05，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具有可

比性。 

1.2 研究方法 

对照组进行常规康复训练，即语言、肢体功能、按摩、被动

肢体功能训练等[2]。观察组在此基础上进行中医治疗，包括：①

依据中医辨证分型原则、综合患者的具体症状和体征中药加减治

疗，针对肝阳上亢、脉络 阻型患者予以天麻钩藤饮加减治疗。

针对气虚血滞、脉络 阻型患者予以补阳还五汤加减治疗；②

中医针灸，包括体针疗法和头针疗法，体针主穴取人中、内关、

极泉、尺泽、足三里、三阴交等，采用规格为 0.25 mm×40 mm

毫针运用相应手法进行针刺，得气留针，留针 10 min 后起针；

头针取患者运动区、感觉区等，并针对患者的症状进行加减，

针对头晕者加取晕听区，针对言语不清、失语者加取言语区，

采用快速捻转刺激法（180 次/ min），留针 5 min 左右，1 次/ d。

两组患者均以 10 d 为 1 个疗程，持续治疗 3 个疗程。 

1.3 观察和评定指标 

观察分析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依据参照全国第二次脑血

管病学术会议疗效判断标准[3]将疗效分为临床治愈（患者肢体

功能基本恢复，生活基本自理，肌力≥4 级）；好转（肢体功能

改善，可借助外力行走，肌力≥4 级）；无效（治疗前后无变化）。

总有效率=显效率+有效率。 

1.4 统计学方法 

采取统计学软件 SPSS19.0 进行汇总数据分析和处理，计

数资料采取百分数（%）表示，采用 x2 检验，计量资料采取

（ ）表示，采用 t 检验，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1 为差异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5.2%（40/42），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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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7%（28/42），两组相比，差异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0.01），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  （n，%） 

组别 n 临床治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42 25 15 2 95.2 

对照组 42 18 10 14 66.7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1 

3   讨  论 

脑血管意外后遗症的病变部位在脑，脑主宰了人类精神、思

维、意识等活动[5]。同时，这些活动也与人类的肝肾具有密切关

系。脑血管意外急性期多以西医降颅压治疗为主。但针对稳定期

患者出现的众多后遗症，临床尚无特效治疗西药，常规疗法是通

过让患者进行主动、被动的肢体康复训练。 

根据研究结果，本次研究单纯进行肢体康复训练的对照组患

者治疗总有效率为 66.7%。可见，单纯的肢体康复训练疗效不理

想，因此，探索治疗脑血管意外后遗症的有效方法成为近年来临

床研究的热点话题。 

中医学认为，后遗症的存在根本为患者自身肝肾阴虚[6]。治

疗脑血管意外后遗症的治则在于处理患者的肝肾不足、经脉不

通、气血亏损、气虚血 等症状。因此，中医疗法着重处理脑血

管意外后遗症患者的经络、气血、肝肾，从而改善患者的机体内

部环境[7]。本次研究在传统的功能康复训练基础上，针对患者的

症状和体征进行辨证分型，针对肝阳上亢、脉络 阻型患者予以

天麻钩藤饮加减治疗。针对气虚血滞、脉络 阻型患者予以补阳

还五汤加减治疗，天麻钩藤饮出自《中医内科杂兵证治新义》，

具有平肝熄风、清热活血的疗效，主治肝阳上亢、肝风上扰证；

补阳还五汤是清代《医林改错•卷下•瘫痿论》中的活血祛 、补

气通络良方，在基本方基础上，依据患者的具体症状进行药材的

灵活加减，同时对患者施以头针疗法和提针疗法，取穴依据中医

辨证原理进行取穴并运用相应的手法，例如三阴交为足之三阴

经的交会穴、行间为肝经的荥穴，这两个穴位在针灸时运用泻

法，肝属木，泻行间（火），本质在于泻其子，也可根据患者

的症状对症取穴，以起到标本兼治的效果。 

根据研究结果，观察组患者的总有效率为 95.2%，与对照

组患者的总有效率（66.7%）相比，差异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

义（x2=11.06，P＜0.01），可见，在常规的功能康复训练基础

上，进行中医治疗，能够有效地提高脑血管意外后遗症患者的

治疗效果，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中医治疗脑血管意外后遗症的临床效果显著，

具有推广应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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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风醒脑液复方与脑血管疾病相关性研究概况 

脑血管疾病近年发病率、致残率逐年上升，严重影响患者

的生活质量。中风醒脑液（其前身为逐 化痰口服液）是由四

川省首届十名中医、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急诊科陈绍宏教

授等在长期临床实践中结合历代医家经验制定的治疗脑出血

的一种复方制剂，其治疗法则为辅元醒脑、逐 化痰、泄热息

风。临床及实验证明，中风醒脑液对脑血管病有很好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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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血管所致痴呆的中医辨证施治效果观察 

目的：观察中医辨证施治方法治疗脑血管所致痴呆患者的

临床效果。方法：选取 62 例脑血管所致痴呆患者作为研究对

象，采用医学分组方法将 62 例研究对象分成中医组和西医组。

西医组患者给予常规西医治疗，中医组患者给予中医辨证施

治，对比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药物不良反应情况和治疗

前后的日常生活能力评分（ADL）。结果：中医组患者的临床

治疗总有效率明显高于西医组患者（P＜0.05），药物不良反应

发生率明显低于西医组患者（P＜0.05），两组患者治疗前的日

常生活能力评分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治疗后中医组患

者的日常生活能力评分明显高于西医组患者（P＜0.05）。结论：

采用中医辨证施治方法治疗脑血管所致痴呆患者临床疗效确

切，安全性高，可有效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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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活血化瘀辨证施治 200 例脑血栓的临床疗效观察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observation of TCM Huoxue Huayu dialectical 

therapy in treating 200 cases of cerebral thrombosis 
 

郭玉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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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并探讨脑血栓应用中医活血化瘀辨证治疗的效果。方法：将我院 2012 年 1 月—2015 年 1 月收治的 200

例脑血栓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100 例，前者采取常规西药治疗，后者采取中医学活血化瘀辨证治疗，对比两组患者的

治疗效果和满意度。结果：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和总满意率相比于对照组均明显较高，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对脑血栓患者应用中医活血化瘀辨证治疗，大大提高了患者的治疗效果和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脑血栓；中医活血化瘀；辨证治疗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and explore the effect of TCM Huoxue Huayu dialectical therapy in treating cerebral thrombosis. 

Methods: 200 patients with cerebral thrombosis,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2 to January 2015,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ith 10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conventional western medicine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TCM Huoxue Huayu dialectical therapy, the therapeutic effect and therapeutic effect satisfaction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and the therapeutic effect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CM Huoxue Huayu dialectical 

therapy coul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and satisfaction in treating patients cerebral thrombosis, it wa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Cerebral thrombosis; TCM Huoxue Huayu; Dialectical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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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我院 2012 年 1 月—2015 年 1 月收治的 200 例脑血栓患

者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经过西医确诊为脑血栓，并且不存

在患有精神障碍、脑出血及不符合脑血栓等患者。对照组 100

例，男性 60 例，女性 40 例，年龄 46～80 岁，病程 15 d～4

年；其中有 45 例合并高血压患者，35 例合并冠心病患者，20

例合并高血脂患者。观察组 100 例患者中男性 65 例，女性 35

例，年龄 44～78 岁，病程 15 d～4 年；其中有 40 例合并高血

压患者，合并冠心病患者 35 例，合并高血脂患者 25 例。两组

患者基础资料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研究方法 

对照组采取常规西药进行治疗，采用 20% 250 ml 的甘露

醇进行静脉滴注，1 次/ d，连续治疗 3 d；同时采用 0.9% 250 ml

的氯化钠注射液加入 0.2 g 的血塞通进行静脉滴注，1 次/ d 连

续进行 20 d 的治疗作为 1 个疗程，并给予连续 2 个疗程的治疗[3]。

观察组采取中医学活血化 辨证治疗，①主要配方组成有：黄

芪 20 g，当归 15 g，丹参 12 g，红花 12 g，桃仁 12 g，赤芍 12 

g，牛膝 9 g，地龙 9 g，川芎 9 g，白术 6 g 等 10 味中药组成[4]；

②依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随证加减中药治疗，对于存在头重

头晕和舌苔薄白脉滑的患者，可以增加茯苓 12 g，半夏 12 g

进行治疗；对于存在面色萎黄和肢体软乏力的患者，并且伴有

舌暗苔白、脉细的患者，可以增加郁金 12 g，菖蒲 12 g，炙甘

草 12 g 进行治疗；对于存在面赤口干和心烦易怒的患者，并且

伴有小便赤黄、脉弦和舌红绛苔薄黄的患者，可以增加白芍 15 

g，熟地 12 g，龟板 12 g，天冬 12 g 进行治疗；③将以上的中

药加 500 ml 的水煎半个小时左右，1 剂/ d，分早晚 2 次口服，

连续服用半个月作为 1 个疗程，两组给予连续 2 个疗程的治疗[5]。 

1.3 临床指标 

显效：患者的各项症状和体征明显得到改善或者完全恢复

正常，患者的神智恢复清晰，其行走、语言及肢体等功能明显

得到改善，可以正常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有效：患者的各项

症状和体征得到一定改善，患者的神智恢复清晰，其行走、语

言及肢体等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基本可以正常的生活、

学习和工作；无效：患者的各项症状和体征没有明显变化甚至

加重，患者的神智状态、行走、语言及肢体等功能没有明显变

化甚至加重，对比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通过自行设计的满意

问卷调查，分为非常满意、满意、不满意三个级别，对比两组

患者的治疗效果满意度。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7.0 软件处理实验数据，计量资料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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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使用 x2检验。P＜0.05 为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对比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 

两组患者经过治疗，相应的体征和症状都得到改善，观察

组 100 例患者中显效 66 例（66.0%），有效 30 例（30.0%），无

效 4 例（4.0%），治疗总有效率为 96.0%；对照组 100 例患者

中显效 25 例（25.0%），有效 45 例（45.0%），无效 30 例（30.0%），

治疗总有效率为 70.0%。详见下表 1。 

2.2 对比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满意度 

观察组 100 例患者中非常满意 80 例（80.0%），满意 18

例（18.0%），不满意 2 例（2.0%），治疗效果总满意率为 98.0%；

对照组 100 例患者中非常满意 25 例（25.0%），满意 50 例

（50.0%），不满意 25 例（25.0%），治疗效果总满意率为 75.0%。

观察组患者治疗效果总满意率相比于对照组明显较高，组间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以及治疗效果满意度比较  [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观察组 100 66（66.0） 30（30.0） 4（4.0） 96.0 80（80.0） 18（18.0） 2（2.0） 98.0 

对照组 100 25（25.0） 45（45.0） 30（30.0） 70.0 25（25.0） 50（50.0） 25（25.0） 75.0 

x2 - 33.895 4.800 23.955 23.955 60.652 22.816 22.650 22.650 

P - ＜0.01 ＜0.05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3   讨  论 

本次研究，通过对脑血栓患者应用中医活血化 辨证治

疗，活血化 中药配方之中的当归起到了良好的补血活血作

用；桃仁、红花及牛膝起到了活血化 功效；赤芍起到了行

气化 的作用；川芎起到了活血行气祛风和引诸药上行脑窍

的作用；黄芪对患者进行有效的补气行气，从而达到运血的

作用；丹参起到了活血化 和养心的功效，并且该药在现代

药理学发现其具有降血脂的作用；白术起到了健脾益气、活

络之功；地龙具有祛风清热的作用，并具有抗栓和抗凝的功

效，可以促进患者的纤维溶解，对血小板聚集进行有效的抑

制作用，且有利于红细胞膜的稳定，可以使得患者的血流流

速大大增加。诸药合用从而快速而有效的消除患者血栓。研

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和治疗效果总满意

率相比于对照组均明显较高。 

 

综上所述，对脑血栓患者应用中医活血化 辨证治疗，快

速而有效地改善了患者的病情和日常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了患

者的治疗效果和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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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参川芎嗪注射液治疗脑血栓患者临床观察 

目的：探讨丹参川芎嗪注射液治疗脑血栓的临床疗效。

方法：将 2012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 60 例脑血栓

患者纳入研究，并将其随机分为中西医结合组和对照组，对

照组给予常规西药治疗，中西医结合组在对照组的治疗基础

上加用丹参川芎嗪注射液，比较两组疗效。结果：中西医结

合组治疗后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为（11.8±3.1）分，明显低

于对照组（P＜0.05）；治疗总有效率为 86.7%，明显高于对照

组的 63.3%（P＜0.05）；两组均未发生不良反应。结论：丹参

川芎嗪注射液治疗脑血栓可明显提高疗效，且不良反应少，

安全性高，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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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活血化 法辨证施治脑血栓的疗效观察 

目的：观察中医活血化 法辨证施治脑血栓的临床疗效。

方法：随机选取我院 2012 年 3 月—2013 年 3 月收治的脑血栓

患者 90 例，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45 例，观察组采用中医活

血化 辨证施治患者，对照组采用西医常规治疗患者，对比两

组患者脑血栓治愈情况。结果：观察组治疗脑血栓患者总治愈

率为 75.6%高于对照组治愈率 62.2%，两组数据差异（P＜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中医活血化 法辨证施治脑血栓患者

显著疗效，能有效改善患者病情，提高脑血栓患者的治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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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滋补肝肾潜阳方治疗高血压病的临床疗效。方法：采用随机对照双盲方法，将 72 例高血压病患者分

为两组，治疗组 36 例，对照组 36 例，治疗组脱落 2 例，对照组脱落 5 例。对照组给予西药降压药物基础治疗加配方颗粒模拟剂，

治疗组（滋补肝肾潜阳方组）给予西药降压药物基础治疗加滋补肝肾潜阳方颗粒剂。两组连续治疗 4 周后进行临床疗效评价。结

果：两组降压幅度比较，治疗组的 24 h SBP、24 h DBP 下降均优于对照组；降压有效率比较，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79.4%，对照组

总有效率为 48.4%，经统计学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两组中医证候疗效比较，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85.3%；对照组总

有效率为 45.2%。滋补肝肾潜阳方组治疗后中医证候疗效明显，差异有显著性意义。两组疗效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结

论：滋补肝肾潜阳方治疗高血压病肝肾阴虚、肝阳上亢证，可有效降低血压，改善临床症状。  

【关键词】滋补肝肾潜阳方；高血压病；临床研究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Zibu Ganshen Qianyang prescription on hypertension. Methods: 72 cases 

of hypertensiv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treatment group (36 cases) and a control groups (36 cases) by using randomized, controlled, 

double-blind method. The treatment group detached 2 cases and the control group detached 5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western medicine combined with dispensing granule of placebo, while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treated with Zibu Ganshen Qianyang  

prescription based on western medicine. After continuous 4 weeks of treatment, the clinical effects were evaluated. Results: Two groups of 

antihypertensive amplitude compared treatment group 24 hsbp, 24 hdbp were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decreased; 

antihypertensive efficiency compared,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79.4%, while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48.39%,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wo groups of TCM syndrome curative effect comparison,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85.3%;while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45.2%. After treatment, Zibu Ganshen Qianyang prescription Group has 

accurate efficacy,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Zibu 

Ganshen Qianyang prescription can treat deficiency of liver-yin and kidney-yin, hyperactivity of liver-yang type hypertension, effectively 

reducing blood pressure and improving the clinical symptoms. 

【Keywords】Zibu Ganshen Qianyang prescription; Hypertensive; Clinical research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5.024 

 

滋补肝肾潜阳方源于清代费伯雄《医醇賸义》中的“滋生

青阳汤”，由任继学教授在此方基础上加减而成。由石决明、

怀牛膝、生地、草决明等 10 味中药组成。具有滋补肝肾、平

肝潜阳功效，主要治疗高血压病，肝肾阴虚、肝阳上亢证。临

床已经应用 10 余年，疗效较好。本研究选取 72 例高血压患者，

在西药降压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分别给予模拟剂和滋补肝肾潜

阳方颗粒剂，实验结果显示滋补肝肾潜阳方组可有效降低血

压，改善临床症状，效果显著，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 72 例患者来自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心内科住院患

者和门诊患者。采用随机对照双盲试验方法，所选病证确诊为

高血压病 1 级、2 级、3 级的患者，口服降压药物，血压仍高

于正常者。根据受试者进入研究时间的先后顺序，将其按 1︰1

比例依次随机分配至治疗组和对照组。疗程为 4 周。治疗组 36

例，脱落 2 例，共 34 例，其中男性 15 例，女性 19 例，平均

年龄（52.68±8.53）岁。对照组 36 例，脱落 5 例，共 31 例，

其中男性 13 例，女性 18 例，平均年龄（51.81±8.49）岁。两

组患者一般资料经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 t 检验，其性别、平

均年龄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诊断标准 

西医诊断标准参照“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 2010”[1]中原

发高血压的诊断标准。中医证候诊断标准参照《中药新药临床

研究指导原则》[2]中阴虚阳亢证的诊断标准，主症：眩晕，头

痛，腰酸，膝软，五心烦热。次症：心悸，失眠，耳鸣，健忘，

舌红少苔，脉弦细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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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纳入标准  

符合高血压病西医诊断标准，病情相对稳定；符合中医阴

虚阳亢的辨证标准者；年龄 18～65 岁；原发性高血压病，1

周内不同日 3 次测压，血压达到诊断标准；自愿签署知情同意

书。 

1.4 排除标准 

继发性高血压；年龄在 18 岁以下或 65 岁以上；合并有心、

脑、肝、肾和造血系统等严重原发疾病，精神病患者，神经官

能症，妊娠或哺乳期，严重嗜酒者；过敏体质或对多种药物过

敏者。 

1.5 治疗方法 

1.5.1 药物及给药方法 

对照组：入组前服用 ACEI 或 ARB 类、倍他受体阻滞剂、

利尿药、钙离子阻滞剂，药物的剂量及种类不变。在此基础上，

口服配方颗粒模拟剂，1 袋/次，2 次/ d，分早晚温水调服，4

周为 1 个疗程。 

治疗组（滋补肝肾潜阳方组）：入组前服用 ACEI 或 ARB

类、倍他受体阻滞剂、利尿药、钙离子阻滞剂，药物的剂量及

种类不变。在此基础上，口服滋补肝肾潜阳方配方颗粒，1 袋/

次，2 次/ d，分早晚温水调服，4 周为 1 个疗程。 

滋补肝肾潜阳方药物组成：石决明 25 g，牛膝 30 g，生地

15 g，草决明 15 g，茵陈 15 g，天麻 10 g，钩藤 20 g，桑叶 15 g，

石斛 10 g，白芍 15 g。 

1.5.2 饮食、运动疗法 

①限制食盐的摄入，每人每天摄盐量应小于 6 g。②控制

体重：减重的目标为 BMI＜24。③戒烟限酒：限制饮酒，男性

每日饮酒的酒精量应少于 20～30 g （约合 40°白酒 1 两），女

性应少于 10～15 g （约合 40°白酒半两），或 好不饮酒，低

酒精类的啤酒也应控制。④加强体育锻炼：每周运动不少于 3

次，20 min/次，做体操或运动。 

1.6 疗效评价标准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中“中药新药治疗高

血压病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制定）。显效：舒张压下降 10 mmHg

以上，并达到正常范围；或舒张压虽末降至正常，但已下降 20 

mmHg 或以上。且眩晕，头痛，腰酸，膝软，五心烦热，心悸

等症状及体征明显改善，证候积分减少≥70%。有效：舒张压

下降不及 10 mmHg，但已达到正常范围；或舒张压较前下降

10～19 mmHg，但未达到正常范围；或收缩压较治疗前下降 30 

mmHg 以上，且眩晕，头痛，腰酸，膝软，五心烦热，心悸等

症状及体征均有好转，70%＞证候积分减少≥30%。无效：未

达到以上标准者，且临床症状及体征无明显改善，甚或加重，

证候积分减少＜30%。 

1.7 统计方法 

统计工具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x2检验，等级资料采用 Ridit 分析。 

2   结  果 

2.1 两组高血压患者治疗前后降压幅度比较   

经统计学比较，治疗后两组的 24 h SBP、24 h DBP 与治

疗前比较均有所下降。两组降压幅度比较，治疗组的 24 h SBP、

24 h DBP 下降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

见表 1。 

表 1  两组治疗前后降压幅度比较  [（ ），mmHg]    

治疗组 对照组 
血压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24hSBP 152.43±11.85 138.67±10.78*△ 148.38±11.10 142.08±10.08

24hDBP 98.61±7.63 87.75±8.42*△ 94.57±8.26 90.36±9.04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P＜0.01，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P＜0.05 

2.2 两组降压疗效比较   

治疗组临床降压总有效率为 79.4%，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48.4%，经统计学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降压疗效比较   （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34 7 20 7 79.4△  

对照组 31 2 13 16 48.4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2.3 两组中医证候疗效比较   

经统计学比较，两组中医证候疗效比较，治疗组显效 12

例，有效 17 例，无效 5 例，总有效率为 85.3%；对照组显效 3

例，有效 11 例，无效 17 例，总有效率为 45.2%。滋补肝肾潜

阳方组治疗后中医证候疗效明显，差异有显著性意义。两组疗

效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见表 3。 

表 3  两组中医证候疗效比较  （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34 12 17 5 85.3△  

对照组 31 2 12 17 45.2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3   讨  论 

高血压是临床心血管病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已成为全球范

围内的重大公共卫生课题，不仅患病率高，而且易引起心、脑、

肾并发症，是心脑血管病、肾脏病发生和死亡的主要危险因素[3]。

随着社会老龄化及生活方式不协调等因素造成发病率逐年增

高，并趋向年轻化[4]。高血压病属于中医“眩晕”“头痛”等范

畴，其病位在肝，根源在肾[5]。临床证候主要表现为阴虚阳亢、

肝火亢盛、痰湿壅盛、阴阳两虚等证型。临床以阴虚阳亢 为

常见，占 47.6%[6]。滋补肝肾潜阳方具有滋补肝肾、平肝潜阳

的作用，治疗高血压病，阴虚阳亢证。方中石决明、怀牛膝为

君药。石决明味咸性微寒，入肝、肾经，有平肝潜阳、清热明

目之作用。现代药理研究有清热、镇静、降血压、拟交感神经

的作用。怀牛膝入肝肾经，长于补益肝肾，强腰膝及活血、引

血下行[7]。《医学衷中参西录》曰：“味甘微酸，性微温，原为

补益之品，而善引气血下注，是以用药欲其下行者，恒以之为

引经” [8]。治疗血气并走于上之肝阳上亢所致眩晕。现代药理 

（下转 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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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天麻钩藤饮加减治疗脑梗塞引起眩晕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 30 例患脑梗塞头晕患者作为治疗组，观

察临床疗效。结果：天麻钩藤饮加减治疗肝阳上亢型眩晕疗效显著，且用药简单，明显减少患者住院率，且缩短住院时间。结论：

天麻钩藤饮治疗肝阳上亢型眩晕效果理想，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天麻钩藤饮；肝阳上亢；眩晕 

【Abstract】Objective：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ianma Gouteng Decoctionin the treatment of liver Yang hyperactivity type 

vertigo.Methods: 30 case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dizziness were selectedas treatment group and treated using TGD, and clinical efficacy 

was observed after the treatment course. Results: Tianma Gouteng Decoction has significant effecton liver Yang hyperactivity type vertigo 

and the medication is simple. It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rate of hospitalization of patients and shortened the hospital stays. 

Conclusion:Tianma Gouteng Decoctionhas a very good effecton liver Yang hyperactivity type vertigo, which is worthy of promotion. 

【Keywords】Tianma Gouteng Decoction; Liver Yang hyperactivity; Verti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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眩晕是临床常见病症，如脑血管病变，前庭神经病变，

颈椎病等都可见头晕，其发病机理多在于肝。早在《素问·至

真要大论篇》有“诸风掉眩皆属于肝”。随着生活质量提高，

生活节奏加速眩晕症患者越来越多，笔者应用两年时间运用

中药“天麻钩藤饮”加减治疗眩晕症收到意想不到效果，现

总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 30 例患者，男性 10 例，女性 20 例。平均年龄 50

岁。病程 1～5 年。呈季节性。本组病例有住院患者，门诊患

者。有典型临床症状，有诊断明确：脑梗死，每年冬春季节发

病都接受静滴液体治疗；因不欲接受液体治疗故要求口服中

药。有经静滴改善脑供血药物可缓解，也有不能缓解者。从中

医角度参照《中医内科学》辨证标准，证属肝阳上亢型眩晕。

症见：眩晕，时有耳鸣，呈胀痛，好发春季，面色发红，心烦，

易急躁。睡眠差，口干，口苦，小便正常，大便偏干，舌质红，

苔薄白，脉沉细弦。 

1.2 治疗方法   

以“平肝潜阳，滋养肝肾”之“天麻钩藤饮加减”。组方：

天麻 15 g，钩藤 15 g，石决明 18 g，栀子 12 g，杜仲 15 g，牛

膝 15 g，菊花 15 g，黄芩 15 g，夜交藤 15 g，茯神 15 g，益母

草 15 g。肝火偏旺者见口苦目赤，烦躁者加牡丹皮 12 g，龙胆

草 9 g；眩晕甚，手指发麻，抽搐者可加龙骨 20 g，牡蛎 20 g，

全蝎 3 g，以镇肝熄风，清热止痉；兼有血 者加川芎 15 g，

当归 15 g，以活血化 。 

1.3 疗效标准  

显效：眩晕症状及其他症状消失或明显好转。不用接受液

体治疗。有效：眩晕症状及其他临床症状较前缓解，配合液体

治疗后完全缓解。无效：眩晕未见明显缓解，其他症状缓解，

需静滴液体改善。 

2   结  果   

30 例患者中有 20 例在门诊口服治疗 5 剂后基本缓解，继

给 5 剂完全缓解。10 例口服 5 剂后症状较前缓解，患者要求同

时配合液体治疗后完全缓解。住院患者 10 例中口服中药及静

滴液体配合使用后症状迅速缓解，缩短住院时间。 

3   病案举例 

2015 年 3 月份，时值春季，伊盟独贵。患者甲，老年女

患，症见：头晕，头痛，憋胀感，双下肢发软半年余，口干，

口苦，易烦躁，精神，饮食可，二便正常。舌质红，苔薄白，

脉沉细弦。查体：生命特征正常，心肺及腹部未见明显异常。

肌力接近正常。予相关检查示：头颅 CT 示：腔隙性脑梗死；

心电图示：轻度 ST-T 改变。血脂偏高，既往有高血压病史。

当时建议患者住院治疗，但患者不接受，要求口服中药。中医

辨证为：眩晕证属于肝阳上亢型，组方天麻钩藤饮与镇肝熄风

汤合方加减：天麻 15 g，钩藤 15 g，石决明 20 g，栀子 12 g，

杜仲 15 g，牛膝 15 g，菊花 12 g，黄芩 15 g，茯神 15 g，益母

草 15 g，牡丹皮 9 g，赤芍 15 g，川芎 15 g，龙骨 20 g，牡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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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g。5 剂，水煎服。 

二次就诊后自述症状较前明显减轻，继给原方带药 5 剂。

后随访疗效明显，要求秋季继续来就诊口服中药。 

4   讨  论 

天麻钩藤饮出自《杂病证治新义》，主治肝阳偏亢、肝风

上扰之头痛、眩晕、失眠。方中天麻、钩藤平肝熄风，为君药。

石决明咸寒质重，平肝潜阳，除热明目，助君平肝熄风之力；

牛膝引血下行，兼益肝肾，并能活血利水，共为臣药。杜仲、

桑寄生补益肝肾以治本；栀子、黄芩清肝降火，以折其亢阳；

益母草合牛膝活血利水，以利平降肝阳；夜交藤、茯神宁心安

神，均为佐药。诸药合用，共奏平肝熄风清热活血，补益肝肾

之功。本方平潜补益合法，肝肾同治，以熄风为主；清热安神

相伍，心肝同治，以平肝为主。现代药理的研究：应用犬和大

鼠研究此方对脑缺血的治疗作用得出结论：能明显降低脑缺血

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脑血流降低脑缺血的血管阻力。天麻、

钩藤、杜仲、桑寄生的降压作用已得到证实，降压机理与其扩

张血管，减轻容量负荷及阻力负荷等作用有关。具有降低外周

阻力，降低血压、增加脑血流量等作用，本方具有降压、镇静、

抗痉厥、催眠及调节植物神经功能等作用，临床上治疗脑梗死

属于肝阳上亢型眩晕疗效显著，既减少因静滴液体给患者带来

经济损失、血管的损伤，又缩短住院时间。值得推广。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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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石学敏,戴锡孟,王健.中医内科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9. 

[3]金璟研.天麻钩藤饮对大鼠和犬脑血管通透性的影响[J].中华实用医药杂

志,2008,8(7):593-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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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怀牛膝所含生物碱，具有良好的降压作用。二者相须为用，

发挥补益肝肾、平肝潜阳的作用。生地、草决明为臣药。生地

清热、生津、滋阴、养血，配合怀牛膝滋养肝肾。草决明清热

明目，润肠通便。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草决明不仅具有清肝

通便等功效，其在降血压、降血脂等方面也有着一定的优势[9]，

草决明中所含的蒽醌类化合物、蛋白质均具有较好的降压作用
[10]。二药滋阴清热以达平肝潜阳之目的。钩藤既能清肝热，又

可平肝阳，辅佐君药平肝潜阳，现代药理研究其具有良好的降

压作用，主要用于治疗原发性及继发性高血压、脑神经性疾病

及脑血管疾病[11]。茵陈主要作用清热利湿，《医学衷中参西录》
[12]“善清肝胆之热……”桑叶入肺肝经，有清肝热之功能。钩

藤、茵陈、桑叶主要起清热养阴、平肝的作用，共同协助清泄

肝阳之余，调达肝气郁滞，以有利于肝阳之平降。天麻甘平，

入肝经，熄风定惊、平肝，用于肝阳上亢所致眩晕、头痛，有

良好的平肝阳功效。白芍苦酸，入肝经，平抑肝阳，养血敛阴、

柔肝止痛，对于肝阴不足，肝阳上亢所致的头胀、头痛、眩晕、

耳鸣或烦躁易怒等症，能敛阴而平抑肝阳。白芍的有效成分白

芍总苷可明显扩张冠状血管和外周血管，降低血压[13]。石斛滋

阴补虚。配合君药增加养阴平肝之效。 

本研究结果显示滋补肝肾潜阳方可有效降低血压，改善患

者眩晕，头痛，腰酸，膝软，心烦热，心悸等临床症状，服用

安全无不良反应。进一步证实了滋补肝肾潜阳方的有效性和安

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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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味脱花煎提高药物流产完全流产率 
及缩短阴道流血时间的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drug abortion rate of complete abortion and the 

duration of colporrhagia by modified Tuohua Deco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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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中药加味脱花煎对提高药物流产完全流产率及缩短阴道流血时间的临床效果。方法：60 例来我科行

药物流产术的住院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两组均给予米非司酮合米索前列醇的标准药流方案，治疗组于服用米索前列醇

2 h 后，服加减脱花煎。观察两组流产成功率及阴道流血持续时间。结果：治疗组完全流产 27 例，完全流产率为 90.0%；对照组

完全流产 23 例，完全流产率为 76.7%，两组完全流产率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平均阴道流血时间治疗组（9.73±1.93）d，

对照组（14.03±2.86）d，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结论：中药加味脱花煎配合米非司酮合米索前列醇药流方案可显著

提高完全流产率，缩短阴道流血持续时间。 

【关键词】药物流产；临床研究；中医药；脱花煎 

【Abstract】Objectives: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iency of modifie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formula Modified Tuohua 

Decoction, on abortion ratio and colporrhagia in patients with medical abortion. Methods: A total of 6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CM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Patients in both TCM and control group received standard therapy of mifepristone in combination with 

misoprostol. At 2 hours post misoprostol administration, patients in TCM group were given Chinese herb medicine, modified Tuohua 

Decoction; whereas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vehicle solution. Rate of successful abortion and duration of colporrhagia were 

observed for all subjects studied. Results: In TCM group, complete and successful abortion was observed in 27 cases (90.0%); whereas 23 

cases in control group undergone successful abortion (76.7%). Successful abortion rate in TCM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Duration of colporrhagia in TCM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9.73±1.93 days 

versus 14.03±2.86, P<0.05). Conclusions: TCM formula, Modified Tuohua Decoction is effective to improve successful abortion rate and 

colporrhagia in patients with medical abortion induced by combined therapy of mifepristone and misoprostol. 

【Keywords】Medical abortion; Clinical stud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odified Tuohua Decoc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5.026 

 

药物流产是使用药物终止早期妊娠并使胚胎排出的非手

术人工流产方法，是目前临床处理年龄在 18～40 岁自愿要求

结束妊娠的健康妇女停经在 49 d 以内的早期宫内妊娠的常用

方法。与人工手术流产方法相比，药物流产具有服药简便、病

人疼痛程度较轻及流产后并发症相对较少的优点，特别是对于

怀孕 5～7 周具有瘢痕子宫、哺乳期妊娠子宫、子宫畸形、人

流半年内及有过多次人流史等高危人流要求终止早孕的妇女，

药物流产可显著降低手术风险并达到终止妊娠的作用。目前常

用的方案是米非司酮片联合米索前列醇，前者使子宫蜕膜变性

坏死、宫颈软化，后者引起子宫兴奋、子宫收缩，促使妊娠组

织排出体外[1]。但目前药物流产的成功率在 85%～95%，有

5%～15%的药物流产患者会出现药流不全及胚胎组织残留导

致阴道持续流血、生殖系统感染等并发症[2,3]，在一定程度上限

制了药物流产这种非手术方法的临床应用。药流后阴道异常出

血的问题一直未得到根本解决，存在着阴道出血量多、出血时

间较长的缺点。桑国卫等报道药物流产后出血时间 短者 4 d，

长者达 60 d 之久，平均 16 d 左右[2]。因此，探索进一步提高

药物流产方案的完全流产率及缩短流产后阴道出血时间的研

究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药物流产后不规则阴道流血归属中医“产后恶露不绝” 

“胞衣不下”的范畴。清代《胎产新法》曰“产后恶露不止，

由于产时损其气血，虚损不足，不能收摄，或恶血不尽，则新

血难安，相并而下，日久不止”，认为该病主要病机为气虚血

。产后胞脉空虚，外邪乘虚而入，或因产留 ，胎衣胎膜残

留为 ， 血内阻，新血不得归经，以致恶露不净。因此，中

医治疗以活血祛 、行气除旧为治疗大法。我们在临床中以张

景岳名方“脱花煎”为主方，并依据岭南地区气候多热多湿，

湿热之气易与血 夹杂相合的特点，根据“因地治宜”的治则，

对脱花煎进行加减，并联合西药米非司酮片联合米索前列醇方

案进行药物流产。我们发现，中西药联合方案可显著提高药物

流产完全流产率及缩短阴道流血时间，现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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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纳入自 2014 年 4 月－2014 年 12 月于我院妇产科

住院的自愿要求终止妊娠患者 60 例。年龄 18～40 岁，按随机

数字表法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详细基线资料见表 1。 

1.2 治疗方法 

治疗组和对照组两组服用米非司酮和米索前列醇的时间、

用量及用法均相同。米非司酮 75 mg，晚 22：00 口服，连服 2 

d，于第 3 d 上午空腹顿服米索前列醇 0.6 mg。治疗组于服用米

索前列醇 2 h 后，无论有无孕囊排出，均服加减脱花煎（当归

15 g，川芎 15 g，桃仁 10 g，赤芍 15 g，红花 20 g，川牛膝 20 

g，益母草 30 g，路路通 15 g，鸡血藤 30 g，车前子 15 g，芒

硝 15 g，甘草 5 g），1 剂/ d，连服 10 d。观察两组流产成功率

及阴道出血持续时间、流血量情况。 

观察指标：①完全流产：2 周内排出完整孕囊，阴道出血

停止，B 超示宫腔内形态正常，未见孕囊。②不完全流产：孕

囊排出后，阴道出血超过 2 周，B 超示宫内组织残留。③流产

失败：用药 2 周内未见孕囊排出，阴道少量出血或无明显出血，

B 超示宫内仍有孕囊。④阴道流血持续时间：服药后阴道流血

开始至完全停止所持续的天数。 

1.3 统计分析 

所有资料采用 SPSS16.0 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分类资料

组间比较用 x2检验。计量资料组间比较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若

非正态性或方差不齐，用秩和检验。计量资料组内比较用重复

测量的方差分析，检验水平 α=0.05。 

2   结  果 

2.1 两组基线比较 

治疗组和对照组患者年龄、停经天数、孕囊直径、孕次、

产次相比，差异均无显著性（P＞0.05）。 

表 1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  （ ） 

分组 年龄（岁） 停经天数 孕囊直径（mm） 孕次 产次 

治疗组 30.57±3.19 43.27±2.75 12.97±2.11 3.13±1.25 1.67±0.99 

对照组 29.97±3.64 43.53±3.06 13.77±2.69 2.57±1.04 1.33±0.84 

2.2 两组完全流产率比较 

治疗组完全流产 27 例，完全流产率为 90.0%，药流不全

3 例，占 10%。对照组完全流产 23 例，完全流产率为 76.7%，

药流不全 5 例，占 16.7%，药流失败 2 例，占 6.7%。两者在完

全流产率上有显著性差异，治疗组优于对照组（P＜0.05）。 

2.3 两组阴道流血时间比较 

治疗组平均阴道流血时间（9.73±1.93）d，对照组平均阴

道流血时间（14.03±2.86）d，两者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 

3   典型病例 

患者甲，女，31 岁，因“停经 41 d，要求药物终止妊娠。”

于 2014 年 10 月 24 日入院。已婚，孕 2 产 1。顺产 1 女，现产

后 6 个月，人工喂养。平素月经规律，周期 30 d，经期 5 d，

经量中，色暗红，夹血块。末次月经 2014 年 9 月 13 日。查体：

舌暗红，苔白腻，脉滑。子宫前位，质软，稍大。辅助检查：

10 月 24 日 B 超：宫内早孕，孕囊大小约 12 mm×11 mm，可

见卵黄囊，未见原始心管搏动。治疗：于 10 月 24 日、10 月

25 日晚各服米非司酮 75 mg，10 月 26 日早 6 时口服米索前列

醇 0.6 mg，2 h 后口服中药加减脱花煎（当归 15 g，川芎 15 g，

桃仁 10 g，赤芍 15 g，红花 20 g，川牛膝 20 g，益母草 30 g，

路路通 15 g，鸡血藤 30 g，车前子 15 g，芒硝 15 g，甘草 5 g）

1 剂。后每日口服加减脱花煎 1 剂。11 月 1 日来院复诊，查 B

超示：子宫内膜厚度不均，未见明显组织物残留。嘱继续口服

中药原方 3 剂，1 周后返院复诊。11 月 8 日复诊，诉 11 月 4

日阴道流血停止。予复查 B 超，示：子宫内未见明显异常；内

膜厚 7 mm。 

 

4   讨  论 

米非司酮片联合米索前列醇药流方案中，米非司酮为受体

水平强抗孕激素药，具有终止早孕、抗着床、诱导月经及促进

宫颈成熟等作用，与孕酮竞争受体而达到拮抗孕酮的作用。由

于该药不能引发足够的子宫活性，单用于抗早孕时不完全流产

率较高，但其能增加子宫对前列腺素的敏感性，故加用小剂量

前列腺素后既可减少前列腺素的不良反应，又可明显增高妊娠

子宫对前列腺素的敏感性。因此，小剂量米非司酮序贯米索前

列醇，可提高排出妊娠组织的疗效；但大样本临床资料显示，

仍然有 5%～15% 的药流患者会有流产不完全及阴道不规则流

血的问题[2,3]。我们本研究结果显示，以中药脱花煎为主方的辨

证论治疗法可与米索前列醇协同作用，增加妊娠组织的排出率

与降低流产后阴道不规则出血的时间。 

对疾病病因病机及证候的正确认识是中医辨证论治的基

础。早在《灵枢•邪气脏腑病形》就有关于流产的记载，曰“有

所堕胎，恶肉留内”。《血证论· 血》有关于血 的论述，包

括“气结则血凝”“女子胞中之血，旧血为 血”，因此，由于

血行不畅，滞于血脉或脏腑亦可为 。《血证论· 血》亦有

“盖血初离经，清血也，鲜血也，然既是离经之血，虽清血，

鲜血亦是 血”的论述。因此，依据上述中医学的经典论述，

在米非司酮片联合米索前列醇药流方案中，经由米非司酮片诱

导终止早孕及抗着床后，孕妇的早期妊娠组织当为气滞血 的

离经之血。此时 当给予行气活血化 之品，以达到行气逐 、

通经散结的作用。上述病因病机的认识同时也是决定中药在米

非司酮片联合米索前列醇药流方案中给药的时间节点。在给予

米非司酮片抗孕激素后，胚胎发育终止，同时督带二脉对于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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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拟增乳汤结合乳腺按摩治疗 
产后缺乳 120 例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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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自拟增乳汤结合乳腺按摩对产后缺乳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120 例产后缺乳的产妇随机分为两组：治

疗组 60 例，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自拟增乳汤结合乳腺按摩治疗；对照组 60 例，给予常规治疗。5 d 为 1 个疗程，观察临床疗

效、血清泌乳素水平、新生儿出生后 7 d 体重增加值及不良反应。结果：两组比较，治疗后临床疗效（P＜0.01）、血清泌乳素水

平（P＜0.01）及新生儿出生后 7 d 体重增加值（P＜0.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结论：自拟增乳汤结合乳腺按摩治疗产后缺乳具

有较好疗效。 

【关键词】产后缺乳；增乳汤；乳腺按摩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self-made Zengru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breast massage in the treatment 

of postpartum hypogalactia. Methods: 120 cases with postpartum hypogalactia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6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treated with Zengru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breast massage on the 

basis of conventional treatment,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treatment. The treatment course lasted for 5 days. 

The clinical effect, serum prolactin level, neonatal weight gain of 7 days after birth and adverse reac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differences of the clinical effect (P＜0.01), serum prolactin level (P＜0.01), neonatal weight gain of 

7 days after birth (P＜0.05)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 Zengru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breast massage has good clinical 

effect on postpartum hypogalactia. 

【Keywords】Postpartum Hypogalactia; Zengru Decoction; Breast Massag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5.027 

 

哺乳期内，产妇乳汁甚少，或全无，称“缺乳”，亦称“乳

汁不行”或“乳汁不足”[1]。多发生在产后 2～3 d 至半月内，

也可以发生在整个哺乳期。临床以产后初期的缺乳 常见。目

前职业女性越来越多，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的增加、

饮食结构的改变等，产后缺乳在我国妇女，尤其是城市职业女

性中的发病率逐年上升。本病虽然不是重症，但却是影响纯母

乳喂养的关键因素。母乳是婴儿 理想的纯天然食品，提倡 6

个月纯母乳喂养。一旦发生产后缺乳，可对产妇及婴儿产生诸

多不良影响：母乳喂养率下降，婴幼儿的生长发育及身心健康

受到影响，产妇身体恢复不良，家庭经济负担加重，人口素质

提高受到影响，成年后代谢性疾病的发生概率增加等。西医对

本病无特殊的治疗方法，中医治疗本病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

验，具有方法简单、安全可靠、疗效显著的优点。笔者自 2014

年来采用自拟增乳汤口服加手法按摩治疗产后缺乳 120 例，疗

效满意，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全部 120 例患者均为我院妇产科住院及门诊治疗的患者，

均符合《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2]制定的产后缺乳诊断标准：

①产后排出的乳汁量少，甚或全无，不够喂养婴儿。②乳房检

查松软，不胀不痛，挤压乳汁点滴而出，质稀；或乳房丰满，

乳腺成块，挤压乳汁疼痛难出，质稠。③排除因乳头凹陷和乳

头皲裂造成的乳汁壅积不通，哺乳困难。所有病例采用随机数

字表，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60 例，其中顺产 46 例，剖宫产

14 例；年龄 22～37 岁，平均年龄 27.01 岁；病程 3～7 d。对

照组 60 例，其中顺产 44 例，剖宫产 16 例；年龄 21～38 岁，

平均年龄 26.15 岁；病程 3～7 d。两组病例一般资料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1.2.1 常规疗法   

①产后严格实行“三早”早吸吮、早接触、早开奶，促进

早期泌乳的建立。②指导和纠正产妇哺乳姿势，婴儿吸吮时要

含接乳头及大部分乳晕。③产妇让婴儿勤吸吮，按需哺乳，24 

h 母婴同室。如婴儿睡眠时间超过 3 h 均应唤醒喂奶，强调夜

间也要喂奶。④做好乳房保健，避免乳头皲裂，一旦发生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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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以免影响哺乳。⑤加强产妇营养和休息，多喝汤水，保

持心情愉悦。 

1.2.2 治疗组   

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服自拟增乳汤，并配合乳腺按摩。其

药物组成：穿山甲 3 g，王不留行 15 g，漏芦 15 g，天花粉 6 g，

麦冬 10 g，桔梗 15 g，通草 10 g，水煎取汁至 300～400 ml，

分早晚 2 次温用，5 d 为 1 个疗程。气血虚弱型：加生黄芪 15 g，

党参 15 g，当归 15 g，以益气养血（增乳汤 1 号）；肝郁气滞

型：加柴胡 15 g，香附 15 g，川芎 15 g，陈皮 15 g，以疏肝解

郁通络（增乳汤 2 号）。 

    乳腺按摩方法：产妇取仰卧位，心情放松，裸露胸部并以

毛巾热敷，医者双手和产妇乳房皮肤涂擦少许润滑剂，点按膻

中穴、分推胸骨柄、环揉乳房、点按双侧少泽穴、弹拨胸大肌、

五指梳抓乳房、点按双侧乳根穴、弹点乳房。30 min/次，1 次/ 

d，5 d 为 1 个疗程。 

1.2.3 对照组   

给予常规治疗。 

1.3 疗程   

两组均 5 d 为 1 个疗程，1 个疗程后统计疗效。 

1.4 疗效标准   

参照《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2]拟定。治愈：乳汁分泌

正常，能正常哺乳，能够满足婴儿的需要；好转：乳汁分泌增

多，或乳汁分泌正常，但量少不足以喂养婴儿；无效：乳汁分

泌无变化。 

1.5 观察指标  

治疗 5 d 后的临床疗效、血清泌乳素水平及新生儿出生后

7 d 体重增加值、不良反应。 

1.6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用（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百分数

（%）的比较采用 x2检验。 

2   结  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组总有效率 89.4%，对照组总有效率 43.4%。两组总

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 1）。 

表 1 两组治疗后临床疗效比较  （ ） 

组别 n 治愈 好转 无效 

治疗组 60 50 7 3 

对照组 60 35 10 15 

2.2 两组治疗前后血清泌乳素水平比较   

采血时间固定于早上哺乳后，9～1 时。结果见表 2。 

表 2 两组治疗前后血清 PRL 比较  [（ ），miu/ L]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60 8.51±0.49 14.1±1.52＊△ 

对照组 60 8.32±0.25 12.5±0.13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P＜0.01；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P＜0.01 

2.3 两组新生儿出生时及 7 d 后体重比较  

新生儿出生时体重，观察组为（3.415±0.872）kg，对照

组（3.543±1.025）kg，两组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

出生后 7 d 体重增加值，观察组为（0.134±0.087）kg，对照

组（0.124±0.023）kg，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

见表 3。 

表 3 两组治疗前后新生儿体重比较  [（ ）, kg ]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7 d 

治疗组 60 3.415±0.872＊ 3.735±0.246△ 

对照组 60 3.543±1.025 3.660±0.132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
△P＜0.05  

2.4 不良反应   

两组治疗期间均无不良反应。 

3    讨  论 

母乳是婴儿 理想的天然食品，是其他乳类产品所不能替

代的[3]。《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4]中提出，0～6 个

月婴儿纯母乳喂养率要达到 50%以上，花静等[5]报道我国中西

部地区的纯母乳喂养率为 76.8%，喂养时间达到 4 个月以上的

比例下降至 42.7%，而超过 6 个月者仅为 16.4%，平均母乳喂

养时间为 3.1 个月，这与发展纲要提出的要求相差甚远，值得

临床医生重视。 

现代医学对产后缺乳的认识，主要是下丘脑分泌催乳素抑

制激素，经垂体门脉系统作用于垂体，进而抑制了催乳素的合

成与分泌。以神经内分泌机制为基础，下丘脑—垂体—卵巢生

殖轴、甲状腺、肾上腺各种内分泌器官等均参与乳汁的合成与

分泌过程，众多因素都可以通过神经反射直接或间接地抑制催

乳素及缩宫素的分泌，进而影响乳汁的合成与分泌[6]。下丘脑

功能还与情绪有关，故泌乳受情绪的影响较大。同时，心情压

抑可以刺激肾上腺激素分泌，使乳腺血流量减少，阻碍营养物

质和有关激素进入乳房，从而使乳汁分泌减少[7]。 

祖国医学认为乳汁为血所化，赖气运行，气血来源于水谷

精微，“无气则乳无以化，无血则乳无以生”。乳头乳房分别络

属于足厥阴肝经和足阳明胃经，乳汁化生依靠脾胃，但排泄依

赖肝之条达，故生乳、排乳功能与肝胃之经关系密切。若脾胃

素弱，或分娩后摄食不足，或复因分娩时失血过多，气随血耗，

均可导致气血两虚，不能化生乳汁，因而乳汁甚少或全无。治

宜益气养血，佐以通乳。如素性抑郁，产前精神紧张，惧怕分

娩时疼痛、难产，或因分娩后角色转换不适等，导致情志抑郁，

肝失条达，气机不畅，以致经脉涩滞，阻碍乳汁运行因而缺乳。

治宜疏肝解郁、通络下乳。临床用药还需注意：气血两虚型不

可滋补太过，以免影响脾胃运化，更致乳少；肝郁气滞型用药

不可偏燥，以免耗伤阴血。 

王不留行性平，味苦，归胃经，活血通经下乳，善于通利

血脉，行而不住，走而不守，上能通乳汁，下能通经闭；穿山

甲入厥阴、阳明两经，气腥而窜，能通达经络。现代研究[8]表

明，母乳分泌受神经内分泌系统的调节，其中泌乳的发动及维

持与血清催乳素的关系极为密切，穿山甲能在机体缺乳状况下

对催乳素进行调节，从而促进乳汁的分泌。桔梗、通草通气上

达而行乳汁，漏芦有消痈散结通经下乳之功，麦冬性味甘微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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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肺、胃、心经，具有养阴生津、润肺益胃、清心除烦之功效，

天花粉味甘，性微寒，《神农本草经》谓其“补虚安中”，有清

胃祛热之功，火祛则中气安，津液复则血气和，滋阴液以化乳。

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天花粉能快速降低雌、孕激素水平，解

除对催乳素的抑制，继而达到促进乳汁分泌的目的[9]。方中党

参、黄芪、当归补气补血，党参含有皂苷、微量生物碱、糖类、

维生素 B1、B2、多种人体必需无机元素和氨基酸等，对神经系

统有兴奋作用，具有增强机体抵抗力、使家兔红细胞及血红蛋

白增加等作用。黄芪含有多种微量元素，能增强机体免疫功能，

还有促雌激素样作用和较广泛的抗菌作用[10]。柴胡疏肝解郁，

制香附疏肝理气、利三焦、解六郁，治胎前产后百病，“乃气

病之总司，女科之主帅也”。川芎上行头目，下调经水，中开

郁结，为血中气药，行气活血。陈皮理气。诸药合用，补气血、

舒肝气、调情志、行气活血通络。同时，我们采用综合方法治

疗缺乳，通过乳腺按摩，疏通经络，顺畅气血，促进乳房血液

循环，开通乳管，以达到通乳增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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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的濡养作用被阻断，此时方形成气滞血 的病机特点，因此

在此时投以活血化 的脱花煎可收到良效。因此，本研究结果

支持中药给药时间应该在在米非司酮序贯疗法后，口服米索前

列醇后 2 h 给药。 

我们在长期临床实践及总结本研究结果的基础上，体会到

中医药辅助米非司酮片联合米索前列醇药流的治疗的“分段论

治”理论。这一理论仍然是基于对药流后机体病因病机的认识。

在早孕妊娠组织排出体外后，机体证候即由血 气滞的纯实证

转为血 与气血两虚相合的虚实夹杂的证候。对于药流后气血

骤虚的认识，可参考传统中医学中关于“堕胎”“小产”的记

载。明代薛立斋指出“小产重于大产，盖大产如粟熟自脱；小

产有如生采，破其皮壳，伤其根蒂也。”女子冲为血海，任主

胞胎，脏腑气血注于冲任二脉。妊娠时期，阴血下注胞宫以养

胎，而药物流产后阴血骤虚；因此，药物流产对于冲任气血的

损伤尤为严重。但此时辨证不可过于强调早孕组织排出体外而

导致的气血虚弱，而应强调此时仍然以气滞血结的实证为主，

正如《圣济总录•妇人血积气》云：“产后尽，或因他病缚自不

行，皆致气血凝滞”。因此，治疗应遵唐容海《血证论》中“

血不去，新血难安”的论述，仍然应投以脱花煎以行气活血祛

。否则，过早使用补虚之品，则“闭门留寇”，易生产后恶

露不止等变证，正如《胎产心法》云“恶血不尽，则好血难安，

相并而下，日久不止”。本研究中治疗组患者服用米索前列醇

片后 2 h 即服中药加减脱花煎，脱花煎原方中当归、川芎、红

花、川牛膝活血祛 ，车前子滑利泻降，加桃仁、赤芍、益母

草、鸡血藤加强活血化 下胎之力，岭南地区气候湿热，故去

原方中辛燥之肉桂，加芒硝、路路通以清热利湿泻下，加甘草

调和诸药。全方共奏祛 下胎之功效。 

另外，我们总结出中医药配合米非司酮片联合米索前列醇

药流方案中，还应结合地域及气候特征，采用“因地制宜”的

原则，会收到较好的效果。我们在治疗过程中，结合岭南地区

多热多湿的特点，适当加用清热利湿之品，对于预防药流后恶

露不绝具有良好的效果。岭南地区潮湿多雨，易驻湿生湿；气

候炎热，居民喜食生冷之品，久之则易致湿停中焦；加之患者

药流术后运动减少，脾胃虚弱，不能运化水湿。因此，患者临

证常见夹湿热之证候。故我们常加入路路通、芒硝、车前子等

药物，效果甚佳。 

综上所述，我们的这一临床对照研究结果显示加减脱花煎

联合米非司酮和米索前列醇药流方案可显著提高完全流产率

及缩短流产后阴道出血时间，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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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拟通乳方治疗产后缺乳证 226 例 
Self-made Tongru Formula in treating 226 cases of postpartum deficiency  

of milk synd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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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自拟通乳方治疗产后缺乳证的临床疗效。方法：将产后缺乳证患者 226 例给予自拟通乳方治疗，5 d

为 1 个疗程，连服用 1～2 个疗程观察疗效。结果：治愈 197 例，好转 26 例，未愈 3 例，总有效率 98.7%。结论：自拟通乳方治

疗产后缺乳证临床疗效显著，值得进一步推广。 

【关键词】产后缺乳；中医药疗法；自拟通乳方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of self-made Tongru Formula in treating postpartum deficiency of milk 

syndrome. Methods: 226 cases of postpartum deficiency of milk syndrome were treated by the self-made Tongru Formula, 5 days formed a 

course of treatment, the curative effect was assessed after 1 to 2 courses. Results: 197 cases were cured, 26 cases were improved, 3 cases 

are ineffective, and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98.7%. Conclusions: Self-made Tongru Formula had significant clinical effect in treating 

postpartum deficiency of milk syndrome and it was worthy of further promotion. 

【Keywords】Postpartum deficiency of milk; Treatment of TCM; Self-made Tongru Formula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5.028 

 
近年来，由于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生活方式的改变，高

龄产妇增多，剖宫产率上升、产后出血过多、精神过度紧张等

因素，乳汁分泌不足的发病率有上升的趋势[1]。缺乳证是产后

哺乳期的常见病，影响婴儿正常哺乳。中医辨证治疗缺乳有其

独特的优势。自拟通乳方在临床实践中治疗产后缺乳证效果显

著，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产后缺乳证患者 226 例，年龄 22～41 岁。病程 3～7 d 者

89 例，8～14 d 者 68 例，14～30 d 者 36 例，30 d 以上者 33

例。 

1.2 治疗方法  

自拟通乳方基本方：党参 12 g，当归 10 g，炮穿山甲 10 g，

天花粉 12 g，王不留行 30 g，漏芦 12 g，路路通 15 g，香附 8 g。

1 剂/ d，水煎服，另配猪蹄汤为引。加减：若伴有乳房柔软，

面色无华，乏力，舌淡，脉细无力者重用当归加黄芪、炒白术，

加强补气养血健脾之力；若伴有乳房胀硬或疼痛，胁腹胀痛，

情志抑郁或急躁易怒，口苦，舌质边红或黯红，苔薄黄，脉弦

或弦数者加柴胡、黄芩、夏枯草、延胡索以加强清肝理气的作

用；若伴有不欲饮食，困倦欲寐，舌淡胖，脉濡缓者加炒白术、

陈皮、神曲以健脾助运；若伴有心烦，小便黄赤，便秘，舌尖

红，苔薄黄，脉细数者加通草、冬葵子、瓜蒌以清热通腑等。

上方服 5 d 为 1 个疗程，连服用 1～2 个疗程观察疗效。 

1.3 疗效评定标准   

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的《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

疗效评定标准[2]。治愈：乳汁分泌正常，能正常哺乳。好转：

乳汁分泌增多，或乳汁分泌正常，但量少不够喂养婴儿。未愈：

乳汁分泌无改变。 

2   结  果 

本组 228 例病例，治愈：197 例，好转：26 例，未愈：3

例，总有效率 98.7%。 

3   典型病例 

患者甲，女，26 岁，2014 年 9 月 28 日初诊：主诉：乳汁

不足半月，加重 5 d。半月前足月剖宫产一女婴，产后乳汁不

充足，5 d 前因心情不悦乳汁更少，不能满足婴儿哺乳。观其

体质较瘦，面色无华，语声较低，双乳房无胀感，饮食欠佳，

心烦，大便较干两天一行，舌质略淡苔薄白，脉弦细无力。中

医诊断：缺乳，证属气血虚弱兼肝气郁结。辨证分析：该患者

脉弦细无力，脉弦为肝郁气滞，细而无力为气血虚弱之征。因

体质较瘦，气血素亏，复因剖宫生产之后伤血耗气，致气血虚

弱，乳汁化生乏源；又因情志不遂，肝失调达，气机不畅，乳

络不通导致缺乳。治宜补气养血，理气通乳，代表方剂：自拟

通乳方加减：党参 15 g，当归 12 g，黄芪 30 g，炒白术 12 g，

天花粉 12 g，炮穿山甲 10 g，王不留行 30 g，漏芦 12 g，通草

5 g，路路通 15 g，香附 10 g，全瓜蒌 6 g，冬葵子 10 g，神曲

15 g。水煎服，另配猪蹄汤为引。医嘱：保持心情舒畅。服药 

（下转 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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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女性更年期失眠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combination of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treating 

insomnia of menopause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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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评价中西医结合治疗更年期女性失眠的临床疗效。方法：对 2015 年 6 月—2015 年 12 月接诊治疗的更

年期失眠女性患者的 76 例随机分成两组。对照组 36 例给予常规西药治疗，治疗组 40 例在对照组常规治疗的基础上配合中药逍遥

散加味进行治疗。治疗 4 周，观察两组的疗效。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达到 90.0%，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66.7%，两组对比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 < 0.01）。结论：中西医结合治疗更年期女性失眠疗效显著。 

【关键词】中西医结合；更年期女性；失眠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icacy of the combination of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treating insomnia of menopause 

women. Methods: 76 menopause women with insomnia,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15 to December 2015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36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conventional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while 40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the combination of TCM, namely modified Xiaoyao Powder and western medicine. The effects of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after 

4 weeks of treatment. Results: The effective rate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90.0% while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66.7%.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1). Conclusion: The combination of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 had significant effect 

in treating insomnia of menopause women. 

【Keywords】Integrated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Menopausal woman; Insomnia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5.029 

 

更年期对女性而言是一生之中一个非常特殊的生理阶段。

笔者于 2015 年 6 月—2015 年 12 月采用中西医结合对我院门诊

部就诊的 76 例更年期失眠女性患者给予治疗，取得较好的疗

效，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5 年 6 月—2015 年 12 月我院门诊就诊的更年期

失眠女性患者 76 例。年龄 42～59 岁，平均年龄（50.21±0.76）

岁；病程 3～24 个月。随机将患者分成两组：其中治疗组 40

例，对照组 36 例。两组在年龄及病程上均予统计学处理，其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备可比性。 

1.2 西医诊断标准 

参照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制定的《CCMD-4 中国精神

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 4 版）中失眠症的诊断标准[1]。 

1.3 中医诊断标准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制定的《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

导原则》（第一辑）中失眠的诊断标准[2]。 

2   治疗方法 

2.1 基础治疗 

①睡眠卫生教育，消除失眠恐惧，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

合理安排睡眠时间。②尽量不饮酒，午后及晚间不饮茶及含咖

啡因的饮料。治疗的第 1 d 及第 15 d 常规服用天然激素尼尔雌

醇 2 mg/次（上海华联制药有限公司产品）。 

2.2 对照组   

口服艾司唑仑（常州四药）1 mg 睡前服用，调解自主神

经功能紊乱，口服谷维素片（北京海联制药有限公司）10～30 

mg/次，3 次/ d。治疗 4 周。 

2.3 治疗组   

对照组的治疗基础上配合中药逍遥散加味。加味逍遥散方

剂药物组成[3]：柴胡、茯神、白芍、白术、炙甘草各 15 g，僵

蚕、当归、薄荷各 10 g，合欢皮、夜交藤各 20 g，生牡蛎、生

龙骨各 30 g。在此方基础上随具体症状行药物加减，如患者合

并心烦、急躁者可加竹叶心 10 g，栀子 15 g；合并潮热、盗汗

者可加入地骨皮 15 g，熟地黄 15 g 等。水煎服，1 剂/ d，睡前

30 min 服用，治疗 4 周。 

3  治疗效果 

3.1 疗效标准 

依据卫生部制定的《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中关于

失眠症的疗效评价标准：①临床痊愈：夜间睡眠时间恢复至正

常或夜间睡眠时间达到 6 h 以上，睡眠深沉，醒后精力充沛；

②显效：夜间睡眠较前好转明显，夜间睡眠时间较前增加 3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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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深度明显增加；③有效：失眠症状较前减轻，但睡眠时间

增加不足 3 h；④无效：经治疗后失眠症状改善不明显或症状

反而加重。 

3.2 统计学方法采用 x2检验。 

3.3 观察结果  

治疗 4 周后患者入睡时间和入睡质量统计，两组疗效比较

见表 1。 

表 1  两组效率比较  （n，%） 

组别 n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40 11 15 10 4 90.0 

对照组 36 5 7 12 12 66.7 

经统计学分析，两组总有效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提示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中西医结合治疗更年期女

性失眠疗效优于单纯使用西药。 

睡眠占人生 1/3 的时间，是维持机体健康的必不可少的生

理过程，只有具有良好睡眠的基础上才能更好的保证生活质

量、完成各种社会活动。失眠属祖国传统医学中的“不寐”范

畴。更年期综合征又称绝经前后诸症，是女性的卵巢功能减退

而出现的一种临床证候群。 

    女性以血为本，经怀孕、产子、哺乳几十年的耗损进入更

年期，肾气消损，精血亏虚，致阴阳失调，气血失常易出现失

眠症。女性更年期综合征的治疗多从肾着手，但本文关于女性

更年期失眠的治疗是从肝入手。因肝主藏血，有“血海”之称，

贮藏血液、调解血量及防止机体出血。血可化生濡养肝气魂，

魂由化生和濡养，若有肝血不足，血不养魂，则魂不守舍，就

会出现失眠的症状。而更年期其他症状如：急躁易怒、五心烦

热、盗汗等症状也多属肝阴虚、肝经郁热之象，所以治疗要从

肝入手，养血以柔肝，泄热以安神。逍遥散为养血调肝的代表

方，也是妇科用以调经的常用方，在原方基础上加夜交藤、合

欢皮兼以安神，合欢皮亦有解肝郁的疗效，生龙骨、生牡蛎可

镇静定志，诸药合用，可有改善睡眠的作用。 

    西医治疗失眠症常应用苯二氮类药物，这类药物可引起中

枢神经系统不同部位的抑制，但是用量不当或长期服用会出现

很多副作用，比较容易形成药物依赖、停药反应和记忆力下降。

因此，近年临床上用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抗抑郁类药物治疗失

眠症比较常见，米氮平就是较常用的一种，其可提高睡眠效率，

增加慢波睡眠，并降低觉醒期，且无其他临床相关效应。我们

用口服西药艾司唑仑片联合中药逍遥散加味治疗更年期女性

失眠症取得了非常显著的疗效。 

更年期女性失眠不仅仅是一个生理变化的问题，而且也是

一种心理问题。因此，给予更年期妇女必要的生理卫生宣教，

消除焦虑、恐惧的心理，树立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与本病的

治疗关系密切。此外良好作息习惯和家人的关心和帮助，也是

必不可少的，可以帮助患者平稳渡过更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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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剂后乳房有胀感，食增，大便畅，3 剂后乳汁明显增加，5

剂尽乳汁充足。随访月余乳汁分泌正常，能正常哺乳。 

4   体  会 

产后乳汁充足与否直接关系到母婴的身心健康，宜早期进

行治疗。产后缺乳的基本病机为气血虚弱[3]。《景岳全书•妇人

规》曰：“妇人乳汁，乃冲任气血所化生，故下则为经，上则

为乳。若产后乳迟乳少者，由气血不足而犹或无乳者，其中为

冲任之虚弱无疑也。”故自拟通乳方基本方中选：党参补气健

脾，当归补血二者相须使冲任气血充足，乳汁化生有源；炮穿

山甲、王不留行、漏芦通为通下乳汁之要药；路路通行气活血，

通络又下乳汁；天花粉生津；香附疏肝理气，气畅则乳络通。

猪蹄养血滋阴通乳脉。诸药合用达到补气养血，通络下乳之效，

再根据临床辨证加减屡用辄效。 

 

参考文献：  

[1]张改.自拟通乳方联合按需哺乳治疗产后缺乳 60 例疗效观察[J].中医临床

研究,2014,6(13):116. 

[2]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行业标准[S].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中医妇科病

证诊断疗效标准,1994:21. 

[3]谷云鹏,翟凤霞.翟凤霞教授治疗气血虚弱型产后缺乳经验[J].中医临床研

究,2014,6(7):88. 

作者简介： 

郭锦桥（1982-），男，2010 年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主治医师，擅长

中医内科及各种外治疗法。E-mail：guojinqiao523@163.com。 

 

 

编辑：白莉   编号：EB-16012909F （修回：2016-02-28）



 

中医临床研究 2016年第 8卷 第 15期                                                                            -61-

朱砂安神丸治疗血液透析睡眠障碍患者临床观察 
Efficacy observation of Zhusha Anshen pill in treating hemodialysis patients 

with sleep dis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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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朱砂安神丸治疗维持性血液透析（MHD）患者睡眠障碍临床疗效。方法：将纳入病例的 40 例 MHD

睡眠障碍患者按自评睡眠障碍量表分级分为轻度失眠组和中重度失眠组，均予以朱砂安神丸治疗，疗程均为 15 d。对两组治疗前

后临床症状评分进行比较。结果：轻度失眠组治疗后临床症状评分方面明显优于中重度失眠组（P＜0.01）。结论：朱砂安神丸能

明显改善轻度失眠 MHD 患者的临床症状，对中重度失眠 MHD 患者效果欠佳。 

【关键词】朱砂安神丸；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睡眠障碍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Zhusha Anshen pill in treating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patients with sleep 

disorders. Methods: 40 cases of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patients were included as research objects, and those MHD patients with sleep 

disorders were divided into the mild insomnia group and the moderate to severe insomnia group according to the self rating scale of sleep 

disorder, both groups received Zhusha Anshen pill and the treatment lasted 15 day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the clinical symptom scores 

of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clinical symptom scores of the mild insomnia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moderate to severe insomnia group (P＜0.01). Conclusion: Zhusha Anshen pill could significantly relieve the clinical 

symptoms of MHD patients with mild insomnia, but its effect on MHD patients with moderate to severe insomnia was not satisfactory. 

【Keywords】Zhusha Anshen pill;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patients; Sleep dis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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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Hemodialysis，HD）作为终末期肾功能衰竭

主要的治疗手段之一，在临床上已经得到广泛应用[1]。研究发现，

41%～52%的透析患者存在一种或多种睡眠障碍[2]。许多患者常

在透析时很快入睡，而夜间难以入睡或频繁醒来。久之影响患

者的认知功能，干扰其日间生活，降低其生活质量。甚至在驾

驶或高空作业时容易出现危险。本文通过对 20 例睡眠障碍透析

患者临床观察，发现朱砂安神丸疗效确切，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40例患者均为 2013年 7月—2014年 3月在我院透析室行

常规血液透析治疗，并且愿意配合接受调查的睡眠障碍患者，

男性 23 例，女性 17 例。年龄 25～78 岁，平均年龄（47.02±

14.31）岁。透析时间为 5～16 年，每周透析 3 次。  

1.2 调查方法  

自评睡眠障碍量表包括 10 个条目，每个条目均按 0、1、

2、3 四级评分，以 1 个月内每周至少出现 3 次问题才有评定价

值。如总分小于 4 分，表示无失眠；如果总分小于 4～6 分可

疑为失眠；如果总分在 6 分以上属于失眠。6～12 分属轻度失

眠，12 分以上属中重度失眠。 

2   治疗方法 

2.1 给药方法 

朱砂安神丸（北京同仁堂）大蜜丸，1 丸/次，或水蜜丸，

6 g/次，1 次/ d，睡前温开水送服。 

2.2 疗程 

2 周为 1 个疗程。此外，除试验用药外，观察期间禁止使

用其他治疗睡眠障碍的西药及与本病治疗相关的其他治疗。 

2.3 统计学方法 

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显著性。所

有数据均用 SPSS13.0 处理。 

3   结  果   

3.1 主要症状的疗效评价标准 

临床控制：疗程结束后，症状消失；显效：疗程结束后，

症状积分减少 6 分；有效：疗程结束后，症状积分减少 3 分；

无效：达不到上述标准者。   

3.2 临床症状改善 

表 1  两组疗效比较  （n，%） 

组别 n 临床控制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轻度组 20 12 4 2 2 90.0 

中重度组 20 3 5 4 8 60.0 

注：两组疗效比较，轻度失眠组疗效较显著（P＜0.01） 

4   结  论 

MHD 患者的生活质量与良好的睡眠呈正相关，睡眠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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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患者的生活质量造成严重的影响。长期的睡眠障碍会引起

不同程度的肾性脑病，给患者及家属带来莫大的痛苦，甚至造

成更大的经济负担。因此，调整患者睡眠状态，提高患者生活

质量有一定的经济及社会价值。中医认为，忧愁思虑，则火起

于心，心伤则神不安，故苦惊；心主血，心伤则血不足，故喜

忘；心愈伤则忧愁思，虑愈不能去，故夜不能寐。朱砂安神丸

方中朱砂甘寒质重，专入心经，寒能清热，重可镇怯，既能重

镇安神，又可清心火，治标之中兼能治本，是为君药。黄连苦

寒，入心经，清心泻火，以除烦热为臣。君、臣相伍，重镇以

安神，清心以除烦，以收泻火安神之功。佐以生地黄之甘苦寒，

以滋阴清热；当归之辛甘温润，以补血，合生地黄滋补阴血以

养心。使以炙甘草调药和中，以防黄连之苦寒、朱砂之质重碍

胃。合而用之，标本兼治，清中有养，使心火得清，阴血得充，

心神得养，则神志安定。本研究发现，朱砂安神丸能明显改善

轻度失眠 MHD 患者的临床症状，对中重度失眠 MHD 患者效

果欠佳。因方中朱砂含硫化汞，不宜多服、久服，中病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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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脉软膏治疗紧张型头痛疗效观察 
The effect of Baimai ointment in treating tension heada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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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白脉软膏治疗紧张型头痛的临床疗效。方法：将我科收治 40 例紧张型头痛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

和治疗组，各 20 例，常规予针刺、按摩、止痛对症治疗，治疗组除常规予针刺、按摩、止痛对症治疗外，使用白脉软膏对颅周肌

筋膜压痛点按摩治疗。比较两组治疗前后 VAS 评分及血流速改变。结果：各组 VAS 评分于治疗前无统计学差异，治疗后，治疗

组 VA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各组大脑中动脉收缩期血流速度的测定在治疗前无统计学差异，治疗第 3 周后，治疗组

大脑中动脉收缩期血流速度较对照组显著降低，P＜0.05，说明治疗组在缓解紧张型头痛患者大脑中动脉收缩期血流速度上优于对

照组。结论：白脉软膏治疗紧张型头痛效果良好，且无副作用。 

【关键词】白脉软膏；紧张型头痛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Bai Mai ointment in the treatment of tension headache. Method: 40 patients with 

tension headach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20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acupuncture, massage and pain 

relieve, the other 20 case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acupuncture, and massage and pain relieve, and additionally treated with 

Baimai ointment on the pain points of the peripheral muscle. VAS score and blood flow velocity were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in two groups. Result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VAS score before treatmen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reatment group. 

However, the VAS score in treat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 P＜0.0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blood flow velocity of middle cerebral artery in both group before treatment, but the blood flow velocity of 

middle cerebral artery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in the 3rd week of the treatment (P＜

0.05), indicating that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superior to that of control group in blood flow velocity of middle cerebral artery 

improvement. Conclusion: Bai Mai ointment had good effective in the treatment of tension headache and there was no side effect. 

【Keywords】Bai Mai ointment; Tension headach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5.031 

 

紧张型头痛以往称紧张性头痛或肌收缩性头痛，是临床

常见的头痛类型，以双侧枕部或全头部紧缩性或压迫性头痛为

主要表现[1]，流行病调查发现发作性紧张型头痛的年发病率约

为 40.0%，而慢性紧张型头痛的患病率约为 2.2%。慢性紧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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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痛给社会及个人造成重大负担。近十年来，其治疗无明显进

展，主要以非甾体抗炎药、肌肉松弛药、物理治疗、针刺治疗

为主。我科使用白脉软膏对患者颅周肌筋膜压痛点按摩治疗，

可有效缓解头痛发作的概率、程度。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科 2015 年 9 月—2015 年 10 月收治的紧张型头痛

患者 40 例。入选标准：①年龄：18～70 岁；②符合紧张型头

痛的诊断标准（头痛疾患的国际分类 ICHD-Ⅱ，2004）。排除

标准：①存在可能干扰评分过程的其他疾病；②感染、中毒、

代谢、出血、占位等原因引起的头痛；③合并严重心肝肾功能

不全；④存在意识障碍及精神障碍。符合上述标准患者采用随

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20 例，两组情况如性

别、年龄、病程差异无统计学差异，具可比性。 

1.2 研究方法  

40 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常规予针刺、按摩、止

痛对症治疗，治疗组除常规给予针刺、按摩、止痛对症治疗外，

使用白脉软膏对颅周肌筋膜压痛点按摩 10 min，1 次/ d，两组

共同治疗 3 周。 

1.3 观察指标及疗效标准  

①治疗前后采用 VAS 评分比较患者症状改善情况；②治

疗前后 TCD 标测观察大脑中动脉收缩期血流速的变化。并观

察治疗过程中的不良反应。 

1.4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以（ ）表示，应用 SPSS18.0 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采用两两比较的 t 检验进行分析，P＜0.05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前后的 VAS 评分比较  [（ ），分]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第 2 周） 治疗后（第 3 周）

治疗组 7.5±1.4 4.2±2.2 2.5±1.7 

对照组 7.8±2.3 5.8±2.5 4.4±1.6 

各组评分于治疗前无统计学差异，治疗第 2 周和第 3 周两

组 VAS 评分较治疗前均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治疗

第 3 周，治疗组 VA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说明治

疗组在缓解紧张型头痛的疗效优于对照组。 

2.2  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前后的 TCD 测定结果比较  （ ）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第 3 周） 

治疗组 99.7±9.1 75.2±9.6 

对照组 96.8±9.2 84.6±9.0 

各组大脑中动脉收缩期血流速度的测定在治疗前无统

计学差异，治疗第 3 周大脑中动脉收缩期血流速度较治疗前

均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并且治疗第 3 周，治疗组

大脑中动脉收缩期血流速度较对照组显著降低，P＜0.05，说

明治疗组在缓解紧张型头痛患者大脑中动脉收缩期血流速度

上优于对照组。 

2.3 不良反应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尿常规及肝肾功能均无明显变化。 

3    讨  论 

紧张型头痛的病理生理学机制尚不清楚。自从《国际头痛

分类》的出版，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触诊颅周肌筋膜组织时压

痛增加是紧张型头痛 明显的异常表现[2,3]。据此可推测，来自

颅周肌肉的伤害性冲动可扩散到头部并作为疼痛感知。因此，

在紧张型头痛中，肌筋膜组织起到了重要作用[4-6]。肌筋膜疼痛

包括肌筋膜与肌腱附着端的疼痛，可能与肌肉过度收缩而产生

的代谢产物积累或局部缺血或炎性物质释放等有关。来自外周

肌筋膜组织的疼痛感受长期输入可导致脊髓背角二级神经元

中枢敏化，也是导致慢性紧张型头痛的发病条件。因此，关于

紧张型头痛的满意治疗应着重两个方面：①明确外周性伤害感

受的来源，积极治疗发作性紧张型头痛，预防中枢敏化；②降

低慢性紧张型头痛患者已有的中枢敏化，减轻症状[7]。在紧张

型头痛的治疗指南中明确提出非甾体类抗炎药及肌松剂对症，

但由于非甾类抗炎药的消化系统及心脑血管系统地潜在风险

不能长期使用；肌肉松弛剂导致的全身乏力、嗜睡、恶心等不

良反应在老年患者中尤应警惕，所以在治疗方面，针对局部肌

肉的治疗如肌肉按摩、物理治疗、针刺治疗等均可成为紧张型

头痛有效治疗手段[8]；故我科开展使用白脉软膏针对颅周肌筋

膜压痛点或扳机点进行局部按摩治疗紧张型头痛。 

白脉膏剂内所含的姜黄、肉豆蔻、甘松等是常用中药，其

功能主治为舒筋活络[9,10]，并用于“白脉病”。蒙医把人体的脉

络分为白脉和黑脉。白脉病是指神经的障碍或病理损害，既气

血交搏，运行受阻而不能内充脏腑、外达肌筋、骨骼、损及白

脉引起的以麻木、肿痛、萎缩、拘挛为特征的病症，又称“白

痹”。白脉膏剂贴敷对裸鼠穴区组织内血管和肥大细胞的影响

的研究结果表明：白脉膏剂可使涂药部位扩张的血管数量和肥

大细胞数量增加，而二者是影响血液循环的重要形态结构[11]。

另有研究表明中剂量、高剂量白脉软膏有降低模型动物神经损

伤血清 PGE 含量的作用，表现出对模型动物血清炎性因子水

平的调节作用。白脉软膏可舒筋活络、活血化 、消肿，药物

经皮吸收后可缓解和解除周围软组织压迫，改善炎症的吸收而

起到治疗目的。在本次临床观察中，应用白脉软膏针对颅周肌

筋膜压痛点按摩治疗可有效缓解紧张型头痛发作的频率及程

度，而且未见消化系统、心血管系统及全身肌肉的不良反应。

但白脉软膏改善紧张型头痛的机制仍需进一步研究。 

本次临床观察局限性在于样本量偏小，观察时间短，其远

期疗效仍需临床进一步证实；在疗效评估使用 VAS 评分为主

观评价，而非客观指标；另外，本次临床观察针对紧张型头痛

患者进行疗效观察，对于其他类型的肌筋膜疼痛的患者是否有

效仍需临床进一步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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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化痰活血汤治疗老年 2 型糖尿病（痰瘀互结型）的临床疗效及血糖、血脂、血流变的变化。方法：将

60 例老年 2 型糖尿病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对照组，均为 30 例。两组均予糖尿病饮食，适当运动等基础治疗，对照组口服二甲

双胍片、格列齐特片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服用化痰祛瘀自拟方，疗程均为 28 d。结果：治疗后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6.7%，

对照组为 83.3%，总体疗效及改善患者证候等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对照组相比，治疗组治疗后 FPG、2 hPG、TC、

LDI-C、血液流变学指标均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化痰祛瘀法治疗老年 2 型糖尿病（痰瘀互结）疗效优

于单纯西药组，能够明显改善临床症状，调控血糖血脂，改善血流变等，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关键词】老年 2 型糖尿病；化痰祛瘀法；痰瘀互结证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of Huatan Huoxue Decoction in treating senile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ype of phlegm and blood stasis) and the changes of blood glucose, blood lipid, blood rheology. Method: 60 senile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ith 30 cases in each group. Both 

groups were given diabetes diet, adequate exercise and other basic treatment,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metformin, gliclazide 

tablets while the treatment group received self-made Huatan Quyu Formula on the basis of the treatment of the control group, a course was 

of 28 days. Result: After treatment,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96.7% while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83.3%, the 

difference of overall efficac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atients’ syndrom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FPG, 2hPG, TC, LDI a C and blood rheology index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Huatan Quyu method had better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for Type 2 diabetes phlegm and 

blood stasis) than western medicine, it could significantly relieve the clinical symptoms, regulate blood lipid and blood sugar and improve 

blood flow change, etc., therefore, it wa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Senile type 2 diabetes; Huatan Quyu method; Syndrome of intermingled phlegm and blood stas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5.032 

 

糖尿病是严重危害老年人身体健康的疾病，发病率高，属

于中医“消渴”范畴，是一组全身代谢紊乱性疾病，常伴有肥

胖、高血压、高脂血症、血液高凝状态和高尿酸血症等并发症，

除更好的控制血糖以外，防治并发症，从整体调节机体成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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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的关键。历代医家认为其主要病机是阴虚为本，燥热为标，

治宜滋阴清热，然笔者在临床上发现老年人 2 型糖尿病患者中

属痰 互结者居多，故采用化痰活血汤治疗，本方为经验方，

经临床应用老年 2 型糖尿病（痰 互结证）取得了较好的疗效。

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诊断标准 

西医诊断标准参照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分会《中国糖尿病防

治指南》（2013 年版）制定[1]；中医诊断标准参照 2002 年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布的《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

中的《中药新药治疗糖尿病的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制定[2]；主

症：形体肥胖，胸闷脘痞，次症：全身困倦，纳呆呕恶，头胀

肢沉，面色晦滞，口唇舌暗，或紫暗、 斑，舌下静脉迂曲青

紫，苔厚腻，脉沉或沉涩。凡符合上述主症中 2 项次症 1 项即

可；60 岁≤年龄≤70 岁。 

1.2 入选及排除标准 

符合西医 2型糖尿病诊断和中医消渴辨证为痰 互结证的

老年患者；愿意接受临床观察治疗者；排除酮症酸中毒、感染、

有严重肝、肾、心、脑并发症或其他重症，或精神病患者。 

1.3 一般资料 

    60 例患者均为 2014 年 11 月—2015 年 11 月在湖南中医药

大学附属常德医院就诊的老年糖尿病痰 互结证型患者，随机

分为治疗组、对照组各 30 例。治疗组男性 23 例，女性 7 例，

平均年龄（64.18±4.27）岁，平均病程（9.68±4.32）年；对

照组男性 21 例，女性 9 例，平均年龄（66.33±3.05）岁，平

均病程（8.82±4.61）年。经统计学处理，两组在性别、年龄、

病程、病情、体重指数、实验室检查指标、中医证候等方面均

无统计学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2   治疗方法 

两组均予糖尿病饮食、适当运动等基础治疗。对照组：口

服二甲双胍缓释片，0.5 g/次，1 次/ d；格列齐特片，80 mg/次，

2 次/ d。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服用化痰活血汤（药物组成：

法半夏 15 g，石菖蒲 10 g，茯苓 15 g，白术 10 g，天花粉 10 g，

丹参 15 g，地龙 10 g，枳实 10 g，陈皮 10 g，川芎 6 g，生甘

草 10 g），1 剂/ d，服药 2 次。两组均治疗 4 周后观察疗效。治

疗期间，不另服其他降糖、降脂和扩张血管药。 

3   疗效观察 

3.1 观察方法 

中医证候、体征的变化（采用中医症状记分法）按《中药

新药治疗糖尿病的临床研究指导原则》[2]的规定进行评分，2

周记 1 次，FPG、2 hPG 治疗前后各测 1 次，治疗期间每周测

1 次；血清胆固醇（TC）、甘油三脂（TG）、高密度脂蛋白

（HDL-C）、低密度脂蛋白（LDL-C）；全血黏度、血浆黏度、

红细胞压积，治疗前后各测 1 次。 

3.2 疗效评定标准 

    参考《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2]拟定。显效：中医

临床症状、体征积分减少≥70.0%，血糖较治疗前下降 40.0%。

有效：中医临床症状、体征均有好转，证候积分减少≥30.0%，

血糖较治疗前下降 20.0%，但未达到显效标准。无效：治疗后

中医症状、体征无改善，或总积分减少＜30.0%，血糖下降未

达到 20.0%。 

3.3 统计学方法 

    用 SPSS19.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以（ ）表示，

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多组计量资料间比较采用单因素 x2 分

析，以 P＜0.05 为统计学差异的标准。 

3.4 治疗结果  

见表 1、表 2、表 3、表 4。 

表 1  两组总体疗效比较  [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30 22（73.3） 7（23.3） 1（3.3） 96.7 

对照组 30 17（56.7） 8（26.7） 5（16.7） 83.3 

由表 1 可以看出，两组在总有效率方面，治疗组与对照组

比较差异显著（P＜0.05），说明中药组的总体疗效优于西药组。 

表 2  两组治疗前后血脂变化比较  [（ ），mmol/L] 

治疗组（n=30） 对照组（n=30） 
项目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FPG 10.88±2.73 6.02±1.19 10.61±1.48 6.14±0.91 

2hPG 14.66±2.36 9.52±1.20 14.97±1.85 12.32±1.75 

TC 6.28±1.25 5.65±1.23 6.16±1.16 5.72±1.35 

TG 2.35±1.38 1.85±1.56 2.56±1.58 2.53±1.66 

HDL-C 1.18±0.52 1.65±0.49 1.15±0.39 1.22±0.22 

LDL-C 3.88±1.39 3.05±0.79 3.82±1.21 3.67±0.92 

表 2 可以看出，治疗组 FPG、2 hPG、TC、HDL-C 及 LDL-C

治疗前后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对照组仅

FPG、HDL-C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 2 hPG、

TC、TG、LDL-C 无显著性改变（P＞0.05），提示两组降糖降

脂效果比较，治疗组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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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两组治疗前后血液流变学比较见表  （ ） 

全血黏度（mpa.s） 
组别 

高切 低切 
血浆黏度（cp） 红细胞压积（%） 

治疗前 4.55±0.36 9.33±0.72 1.54±0.32 42.16±3.91 
治疗组（n=30） 

治疗后 3.69±0.21*# 7.61±0.42*# 1.29±0.22*# 40.38±1.58*# 

治疗前 4.54±0.62 8.73±0.82 1.53±0.22 44.96±2.62 
对照组（n=30） 

治疗后 4.25±0.61 8.35±0.46 1.35±0.23 43.27±1.85 

由表 3 可以看出，对全血黏度、血浆黏度、红细胞压积影

响，对照组治疗前后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治疗后

优于治疗前（*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0.05）提

示治疗组优于对照组。 

4   讨  论 

痰 既是老年 2 型糖尿病的重要病机，又是主要病理基

础，同时也是糖尿病并发症发生的主要原因。糖尿病早期病

机主要是阴虚燥热，日久病势缠绵，渐而阴损及阳，阳气虚

衰，阳虚寒凝，血液运行障碍而致血 ；此外，久病必虚，

气虚血行无力，阴虚煎灼津液，血行滞缓，脉络不畅，而见

久虚入络之 血征象；中医认为“肥人多痰”，痰浊贯穿在糖

尿病的整个病程，既是病理产物，又是加重病情的诱因；糖

尿病患者气阴两虚，气虚则不能推动津液的运行，津液停滞

化痰，气虚不能运化水湿，蕴而为痰；且久病其气更虚，使

精微不能上输于肺而积于脾，化为痰浊，造成痰湿困脾，脾

虚湿困，日久痰凝，痰浊随气升降流行，内而脏腑，外至筋

骨皮毛，形成多种病症，从而在病程中加重了糖尿病。糖尿

病的发病因素如形体肥胖、饮食不节、劳倦过度、情志失调

等，均可间接或直接地形成痰 ；老年 2 型糖尿病患者病程

长，痰浊日久，气机阻滞，血行不畅，导致并加重血 ；血

气滞，津液运行受阻，又聚而成痰，久之导致痰 互结，

痰 内阻，痰阻气机， 阻血络，气血运行失常，脏腑功能

失调，水谷精微不能输布全身而发此病。正如清代唐容川《血

证论》言：“ 血既久，亦能化痰”“有痰必有 ，有 必有

痰”，痰阻血难行，血 痰难消。现代研究表明，胰岛素抵抗

常继发脂质代谢紊乱，引起高脂血症，高黏血症，而二者又

是大血管病变的危险因素，可促进动脉粥样硬化，导致糖尿

病并发症。糖尿病为慢性病程，久病必 ，久病入络[3]。 

化痰活血汤方中法半夏化痰燥湿，和胃降逆；石菖蒲祛

通脉，行气祛痰；茯苓健脾助运利湿，脾运健则痰湿不生；白

术益气健脾；天花粉滋阴生津；丹参、地龙活血通络；枳实、

陈皮疏肝理气化痰，使痰随气消；川芎行气活血，使血随气行，

生甘草调和诸药，全方共奏祛痰活血、化 通络之功。糖尿病

属于需要终身服药的慢性疾病，缠绵难愈。中医理论认为，久

病必 ，顽疾多责于痰，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病理基础正是痰

浊血 ，中医在祛痰化浊、活血化 方面，有着西医西药无法

比拟的优势。本观察结果表明，老年 2 型糖尿病患者，病程长，

并发症多，不同的程度存在血 与高黏状态。单纯西药治疗效

果较差，联合中药治疗，可提高疗效改善临床症状，调节血糖

血脂，改善血流变等，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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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中西医结合辨治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的临床疗效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of treating 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y with 

combination of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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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究中西医结合辨治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变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 2013 年 10 月—2015 年 11 月我院

收治的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变患者 64 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原则将其分成治疗组与常规组各 32 例，给予常规组维生素

B1、甲钴胺片治疗，治疗组在常规组的基础上加入方药益气通痹汤治疗，对比两组的临床疗效。结果：治疗组的显效率 43.8%

（14/32）与总有效率 84.4%（27/32）均显著高于常规组的显效率 25.0%（8/32）与总有效率 53.1%（17/32）；而治疗组的无效

率 15.6%（5/32）明显低于常规组 46.9%（15/32）；经过 8 周治疗，两组患者神经传导速度（包括 SNCV 与 MNCV）均有所改

善，而治疗组患者正中神经、腓肠神经与腓总神经神经传导速度改善情况要优于常规组；在不良反应方面，常规组中出现口干

2 例，腹胀不适 2 例，治疗组在常规基础上口服益气通痹汤，其不良反应为口干 3 例，出现腹胀不适 1 例，与常规组相比，差

异不明显（P＞0.05）。结论：益气通痹汤对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有着较好的临床疗效，可以明显改善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

变患者的肢体麻木、针刺痛及烧灼感等症状，能有效改善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患者的运动神经传导速度及感觉神经传导速度，

并且不良反应少，具有较高的安全性。 

【关键词】中西医结合辨治；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临床疗效 

【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combination of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in treating 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y. Methods: 64 cases of patients with 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y,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13 to 

November 2015,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objects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with 32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treatment of Vitamin B1 and Mecobalamin Tablets while the reatment group received Yiqi Tongbi Decoc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routine treatment.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two groups was compared. Results: The explicit efficiency and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43.8% (14/32) and 84.4% (27/32) respectively,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hich was 25.0% (8/32) and 53.1% (17/32) respectively; the ineffective rate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15.6% (5/32),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46.9% (15/32); After 8 weeks treatment, the nerve conduction velocity (including SNCV 

and MNCV) of both groups improve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nerve conduction velocity of nervi medianus, nervi suralis and nervus 

peroneus communis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s for the adverse reaction, there was 2 

cases of dry mouth and 2 cases abdominal distension discomfor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re was 3 cases of dry mouth and 1 case 

abdominal distension discomfort in the treatment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of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Conclusion: Yiqi Tongbi 

Decoction had better clinical effect in treating 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y; it could relieve the symptoms of mumbness of the limbs, 

tingling and burning sensation of patients with 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y effectively and improve the motor nerve conduction velocity 

and sensory nerve conduction velocity of patients with 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y significantly, besides, it had little adverse reaction 

and was of high security. 

【Keywords】Combination of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y;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5.033 

 

糖尿病性神经病是糖尿病的代谢障碍导致的周围神经病，

临床上属于亚急性感觉运动麻痹综合征 II 类，采用严格标准的

人群调查资料，糖尿病性神经病发病率约 30%。美国的一项群

体样本调查发现感觉性症状体征的发生率在胰岛素依赖性糖

尿病患者为 30.2%，在非胰岛素依赖性糖尿病男性患者为 36%，

女性患者 39.8%，我国报道糖尿病性神经病变约占糖尿病病例

的 4%～6.1%[1]。糖尿病患者一旦出现周围神经病变，如果不

采取及时有效的治疗方式极易导致患者残疾或死亡。周围神经

病变是导致糖尿病患者伤残的 主要原因，其致残率高达

35%[2]。目前对于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治疗已成为我国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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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重点关注的研究课题。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发病机制至今

尚未明确，有关研究提示其致病因素复杂多样，其发病过程具

有隐匿、渐进特性。现代医学尚未研究出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

病变的特效方法或药物，近年来中医辨证治疗在糖尿病周围神

经病变的治疗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本文选取 2013 年 10 月—

2015年 11月我院收治的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变患者 64例为研

究对象，探究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变的临床疗

效。具体研究内容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3 年 10 月—2015 年 11 月我院收治的糖尿病性周

围神经病变患者 64 例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原则将其分成治

疗组与常规组各 32 例。治疗组男性 21 例，女性 11 例，年龄

38～72 岁，平均年龄（53.4±1.1）岁；常规组男性 22 例，女

性 10 例，年龄 36～74 岁，平均年龄（54.3±2.13）岁。诊断

标准：参照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分会《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3]

制定：①明确诊断为 2 型糖尿病；②具备有周围神经病变的症

状和体征。入取患者均表现有两下肢麻木，伴有针刺感及烧灼

感，有部分患者下肢伴有刀割样痛感；③双侧踝反射减弱或消

失；④肌电图表现为神经传导速度降低。 

1.2 排除对象  

年龄＜35 岁或年龄＞74 岁的患者；没有按照医嘱进行服

药、难以评定临床疗效及临床资料不完整等可能对研究疗效与

安全性产生影响者；有足部溃疡者、糖尿病发生严重感染者、

合并酮症酸中毒者、严重高血压患者；妊娠或哺乳期妇女；出

现心力衰竭、肝、肾系统功能障碍严重者；非糖尿病引起的周

围神经病变者[4]。 

1.3 研究方法 

    给予常规组患者维生素 B1与甲钴胺片治疗。维生素 B1（由

福州海王福药制药有限公司提供，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35020758）用量 100 mg/次，甲钴胺片（由亚宝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提供，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041767），用量 500 mg/

次，两种药物均采用口服给药，3 次/ d。治疗组除了给予以上

治疗外，还口服益气通痹汤，中药成分有：黄芪 35 g，桑寄生、

牛膝、鸡血藤、川芎、僵蚕、桃仁、地龙各 15 g，赤芍、丹参

各 10 g。水煎服，1 剂/ d，早晚各服用 1 次。治疗时间为 8 周。 

1.4 评定标准 

经过 8 周的治疗后，分别对两组的临床疗效进行评定。显

效：肢体麻木、疼痛等异常感觉消失或明显缓解，膝腱反射及

深浅感觉基本恢复正常或明显改善，运动神经传导速度和感觉

神经传导速度均增加 5 M/S 以上或恢复正常；有效：肢体异常

感觉减轻，膝腱反射及深浅感觉较前敏感，运动神经传导速度

和感觉神经传导速度均增加 5 M/S 以下；无效：临床症状无变

化，膝腱反射、深浅感觉及电生理指标均无改善[5]。总有效率=

（显效例数+有效例数）/总例数×100.0% 

1.5 观察指标 

采用肌电图（EMG）分别检测患者正中神经、腓肠神经、

腓总神经的传导速度包括 SNCV 与 MNCV，对比两组患者的

神经传感速度；为患者进行深浅感觉与膝腱反射检查，观察患

者的中枢神经系统恢复情况：给患者进行血常规、尿常规检查，

观察患者肝肾系统功能变化情况，定期与患者沟通交流，了解

并记录患者出现的自觉症状。 

1.6 统计学处理 

采用软件 SPSS19.0 数据进行处理，计量资料采用（ ）

表示，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数（%）表示，通过（ ）检验；

P＜0.05 表示对比具有显著差异。 

2   结  果 

2.1 对比两组临床疗效 

对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进行统计，治疗组治疗效果显示：

显效 14 例，显效率 43.8%（14/32），无效 5 例，无效率 15.6%

（5/32），总有效率 84.4%（27/32）；常规组治疗效果显示：显

效 8例，显效率 25.0%（8/32），无效 15例，无效率 46.9%（15/32），

总有效率为 53.1%（17/32）。对比两组的数据可知，治疗组的

显效率与总有效率均显著高于常规组，而无效率明显低于常规

组，总有效率数据具有显著差异（P＜0.05）。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对比两组临床疗效差异  [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治疗组 32 14（43.8） 13（40.6） 5（15.6） 27（84.4） 

常规组 32 8 （25.0） 9（28.1） 15（46.9） 17（53.1） 

注：与常规组对比，P＜0.05 

2.2 对比两组神经传导速度的改善情况 

两组患者经过 8 周的治疗后正中神经、腓肠神经、腓总神

经的传导速度均有所改善。其中治疗组患者的周围神经 SNCV

与 MNCV 改善情况要优于常规组，对比两组间数据，具有明

显差异（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见表 2。 

表 2  对比两组神经传导速度的改善情况  （ ） 

腓肠神经 腓总神经 正中神经 
组别 n 

SNCV MNCV SNCV MNCV 

治疗前 33.5±2.9 34.78±2.9 36.72±3.4 40.78±2.0 
治疗组 

治疗后 
32 

39.66±4.2 41.28±2.9 42.63±4.0 46.03±3.8 

治疗前 33.06±2.6 35.31±2.3 37.84±2.5 40.97±2.0 
常规组 

治疗后 
32 

36.06±3.9 37.84±3.8 40.1±3.8 43.31±3.2 

注：本组治疗前后对比，P＜0.05，组间治疗前后对比，P＜0.05 

2.3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表现 两组经过为期 8 周的治疗后，常规组中出现口干 2 例，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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胀不适 2 例。治疗组在常规基础上口服益气通痹汤，其不良反

应为口干 3 例，出现腹胀不适 1 例，与常规组相比，差异不明

显（P＞0.05）。 

3   讨  论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是较常见的一种临床病症，该病症的

发病病理与机制较复杂，目前对于该病症尚未有一致的定论。

据有关研究表明，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发生极有可能与代谢

功能、血管系统、炎症介质、遗传因素、免疫机制等有关。现

阶段，临床医学上主要通过药物方式来治疗由糖尿病引发的周

围神经病变。西医认为可以采用维生素 B1、甲钴胺片、钙通道

阻滞剂、醛糖还原酶抑制剂、血管扩张剂等来降低患者的血糖

含量，抑制周围神经病变的扩展[6]。但是，仅依靠西医手段尚

不能取得满意的临床疗效。以中医角度来看，糖尿病属于“消

渴”范畴。中医书籍记载：消渴病证的病程越长，越容易出现

气血耗损、气虚、血 ，出现四肢麻木疼痛是因为血络 结、

气血不畅所致。由此可知，发生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主要病

机是气血耗损，血络 结，因此，在采用中医辨证施治糖尿病

周围神经病变时应从益气活血、通痹止痛、舒筋活络方面入手。 

本文研究益气通痹汤，方药中的黄芪具有补益元气的功效，意

在气旺则血行，使 祛络通；其中的桑寄生、牛膝可补肝肾而

强筋骨，且牛膝兼活血、引药下行；地龙、僵蚕通经活络；川

芎、丹参、赤芍活血行气，且丹参、赤芍兼防诸药过于温燥；

鸡血藤则具有舒筋活络、补血补气的功效。上药共同作用，起

到益气活血、通痹止痛、舒筋活络的功效，从而改善患者各项

临床症状与生命体征。 

本文选取 2013 年 10 月—2015 年 11 月我院收治的糖尿病

性周围神经病变患者 64 例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原则将其分

成常规组与治疗组，给予常规组维生素 B1、甲钴胺片治疗，治

疗组在观察组的基础上加入益气通痹汤治疗。在临床疗效方

面，治疗组的显效率 43.8%（14/32）与总有效率 84.4%（27/32）

均显著高于常规组的显效率 25.0%（8/32）与总有效率 53.1%

（17/32）；而治疗组的无效率 15.6%（5/32）明显低于常规组

46.9%（15/32）。在神经传导速度方面，经过治疗后两组患者

的神经传导速度均有所改善，而治疗组患者正中神经、腓肠

神经、腓总神经的 SNCV 与 MNCV 改善情况要优于常规组。

在不良反应方面，常规组中出现口干 2 例，腹胀不适 2 例；

治疗组在常规基础上口服益气通痹汤，其不良反应为口干 3

例，出现腹胀不适 1 例，与常规组相比，差异不明显（P＞0.05）。

通过对比以上研究数据可知，给予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变患

者维生素 B1、甲钴胺片治疗的基础上，口服益气通痹汤具有

益气活血、舒筋活络、祛风通络等作用，且不良反应并未出

现明显增加。 

综上所述，益气通痹汤对于治疗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变患

者的肢体麻木、针刺痛及烧灼感等症状有着显著的临床疗效，

对改善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患者的运动神经传导速度及感觉

神经传导速度大有裨益，并且药物不良反应较少。由此可见，

益气通痹汤可以有效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临床症状，且

用药具有较高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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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 

温经活血熏洗方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疗效观察 

目的：探讨温经活血熏洗方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DPN）的效果。方法：将 120 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

60 例，采用常规治疗，给予甲钴胺注射液 1 mg，静脉滴注，1

次/d；前列地尔注射液 10 μg，静脉滴注，1 次/d；α硫辛酸 600 

mg，静脉滴注，1 次/ d，14 d 为 1 个疗程。治疗组 60 例，加

用温经活血熏洗方治疗 7 d。结果：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63.33%，

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1.67%，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结论：温经活血熏洗方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

病变疗效显著，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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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疽汤”辅助治疗糖尿病足并感染 43 例 
临床疗效观察 
The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Jieju Decoction in treating 43 cases  

of diabetic foot infection 
 
赵 茗  董建美  

（青岛中西医结合医院，山东  青岛，266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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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自拟中药“截疽汤”辅助治疗糖尿病足并感染的应用价值。方法：对糖尿病足并感染 43 例患者应用

中药“截疽汤”浸泡患足辅助治疗。结果：观察病例截肢率低，疗效明显。结论：“截疽汤”辅助治疗糖尿病足并感染，简单易行，

低成本，低截肢率、低致残率，能减轻患者的痛苦，疗效肯定，易于推广应用。 

【关键词】截疽汤；糖尿病足；感染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self-made Jieju Decoction in treating diabetic foot infection. Methods: 

43 patients with diabetic foot infection were given adjuvant therapy of soaking the affected foot in Jieju Decoction. Results: The 

amputation rate of the observed patients was low and the effect was significant. Conclusion: Jieju Decoction had lots of merits in treating 

diabetic foot infection, it was easy to operate, the cost was low, the amputation rate was low, the rate of disability was low, it could relieve 

the pain of patients and the curative effect was significant, it was convenient for wide application. 

【Keywords】Jieju Decoction; Diabetic foot; Infec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5.034 

 

糖尿病足是糖尿病常见的血管并发症之一，糖尿病足并感

染更是临床难以解决的课题，是糖尿病患者致残、死亡和能力

丧失的一个主要原因[1]。我院自 2007 年 3 月—2012 年 6 月采

用自拟方“截疽汤”辅助治疗糖尿病足并感染 43 例取得良好

的效果。 

1   临床资料 

本组共 43 例，男性 31 例，女性 12 例。年龄 47～78 岁，

平均年龄 67.3 岁。均因糖尿病未能得到规范治疗，血糖控制不

达标，发展并发糖尿病足，继而出现感染。糖尿病史 10 年以

下 10 例，10～15 年 19 例，15 年以上 14 例；成脓期 11 例，

溃脓期或切开引流后 32 例；发热 23 例，疼痛 38 例。 

2   治疗方法 

规范治疗糖尿病及各种并发症，改善整体状况，严格控制

血糖、抗感染、控制糖尿病血管病变的发展，积极地外科处理：

给予切开引流清创术或扩创术，确保引流通畅。 

自拟方“截疽汤”（黄柏、蒲公英、苦地丁、皂角刺、乳

香、没药、当归尾、生黄芪、白芷等）水煎后置于专用器皿中，

晾至微温时，浸泡患足。30 min/次，1～2 次/ d。泡洗后给予

呋喃西林纱条覆盖创面，保持干燥，无菌包扎。抬高患者 15

°，加强踝关节屈伸运动，促进血液循环。 

 

3   结  果  

疗效标准参照国家级专业学组制定的标准，以创面完全愈

合为治愈；连续治疗 3 个月感染得以控制，创面虽有收敛但未

完全愈合为好转；连续治疗 3 个月感染仍未控制，创面无缩小，

或治疗开始后组织坏死继续进展而截肢（趾）者为无效。 

43 例治愈 14 例，好转 27 例，无效 2 例。其中治愈时间

43～91 d（好转病例中后期也有陆续愈合者因时间原因未再统

计），平均治愈时间 73.7 d；好转病例中持续随访 2 年以上者

23 例，其中因糖尿病并心脑血管病死亡 5 例，创面愈合 7 例，

未愈合 11 例；无效病例均行截肢术 2 例。总有效率 95.3%；截

肢率 4.7%。 

4   讨  论 

糖尿病属祖国医学“消渴”范畴，中医认为糖尿病，是一

种复合病因的综合病症，发病内因为素体阴虚、禀赋不足。糖

尿病足证属祖国医学“脱疽”范畴，多发生于消渴病的后期，

因消渴日久，阴虚、气虚或阴损及阳，阳虚寒凝，皆可致经脉

阻。四肢失于气血的温煦和濡养；若 久化火生热，湿热内

生，下注于肢体，可出现肢端红肿溃烂，甚者变黑坏死成为“脱

疽”之证。若迁延日久，气阴大亏，变生他证，甚可危及生命。

本病乃是因虚致实，病久又转虚，本虚标实，病机错综复杂。

本虚以阴阳气血不足为主，标实以 血、寒邪、湿热、火毒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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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病机关键在于 阻经脉，血行不畅。故我们认为气虚血

是贯穿糖尿病足始终的病理因素。 

现代医学认为糖尿病足是糖尿病的主要常见而又严重的

血管并发症，以发生肢体组织缺血、缺氧、溃疡、感染坏死为

主要特征 [2]。国外报道的糖尿病发生糖尿病足的并发率为

22%～46%，国内报道糖尿病发病 5 年、10 年、10 年以上者，

下肢血管病变发生率分别是 22.6%、23%、66.7%，其截肢率＞

20%，合并感染的截肢率为 52%。 

目前西医的治疗方法主要是积极治疗糖尿病、抗感染、控

制糖尿病血管病变的发展、手术截肢（趾）、植皮等。中医外

治疗法有膏剂外敷、汤剂湿敷、拖线、灌注、蚕食、垫棉绷缚

等方法。国内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法，取得显著疗效。有研

究者统计 20 位学者报道糖尿病足 1376 例患者，截肢率 3.8%。 

本方法“截疽汤”方剂是以元·齐德之著《外科精义》

和清·高秉钧著《疡科心得集》中所载古方化裁并在临床多

次应用证明行之有效的中药组成。方中重用黄柏清热燥湿、

泻火解毒为君药，蒲公英、苦地丁清热解毒为臣，皂角刺活

血消肿、祛腐排脓，乳香、没药、当归尾活血祛 、消肿止

痛、排脓生肌，生黄芪能托毒生肌，白芷能排脓止痛、芳香

除臭。诸药合用，共奏清热解毒、燥湿化 、活血止痛、袪

腐生肌之功，兼顾“消、补、托”。其中黄芪味甘性温，归肺、

脾经，为疡科要药，可补中益气升阳、排脓敛疮生肌，以扶

正补益气血，使气旺而促血行，祛 血而不伤正。当归味甘

性辛温，入肝、心、脾经，有补血活血、调经止痛、补血生

肌之功。当归补血又能行血，有补而不滞，破而不散的优点，

为补血之要药。黄芪配伍当归则气血健旺，补中有通，补而

不滞，活血而不伤正[3]。对于气血不足所致的糖尿病足并感

染脓成不溃，或疮口难敛者，可补气生血，托疮生肌。本方

法简单易行，低成本，低截肢率、低致残率，能减轻患者的

痛苦，疗效肯定，易于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张健 .张庚扬教授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足坏疽经验 [J].天津中医

药,2005,22(4):279-280. 

[2]李桂彩 , 王嘉荣 . 消疡散治疗糖尿病足感染溃烂 [J]. 中医外治杂

志,2002,11(1):39-39. 

[3]杨志军 ,高慧琴 ,刘光炜 .黄芪临证配伍应用探析[J].陕西中医学院学

报,2006,29(1):53-54. 

项目基金： 

青岛市医疗卫生优秀人才培养项目资助。 

编辑：白莉   编号：EB-16021602F （修回：2016-02-29） 

 

自拟补肾健脾方对 2 型糖尿病肾病疗效分析 
Effect analysis of self-made Bushen Jianpi Recipe in treating  
type 2 diabetic nephropathy 
 
潘鹏举    

（郑州市嵩山医院，河南  郑州，450006）  
中图分类号：R25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6）15-0071-03    证型：DGB  
【摘  要】目的：探究自拟补肾健脾方对 2 型糖尿病肾病的临床治疗效果。方法：选取我院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0 月接收

的 80 例 2 型糖尿病肾病患者，根据入院的先后顺序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40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方法治疗，观察组采用自

拟补肾健脾方治疗，观察对比两组效果。结果：观察组治疗后血压和血糖改善情况均优于对照组，且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 92.5%

高于对照组 70.0%，组间比较差异明显，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采用自拟补肾健脾方治疗 2 型糖尿病肾病临床效

果显著，对于病情具有积极的意义，故值得在临床中借鉴和使用。 

【关键词】自拟补肾健脾方；2 型糖尿病肾病；临床效果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self-made Bushen Jianpi Recipe in treating type 2 diabetic nephropathy. 

Methods: 80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ic nephropathy, who we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4 to October 2015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ith 4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conventional treatment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self-made Bushen Jianpi Recipe treatment,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wo groups 

was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blood pressure and blood sugar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2.5%,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70.0%,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effect of self-made Bushen Jianpi 

Recipe treatment was remarkable in treating type 2 diabetic nephropathy, it had positive significance and wa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reference. 

【Keywords】Self-made Bushen Jianpi Recipe; Type 2 diabetic nephropathy; Clinical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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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型糖尿病肾病是临床常见的一类疾病，出现该病症后，

严重影响着患者身体健康，本次我们选取我院 80 例 2 型糖尿

病肾病患者，分组后分别采用常规方法和自拟补肾健脾方治

疗，旨在探究其治疗效果，现将详细情况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本资料 

选取我院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0 月接收的 80 例 2 型糖

尿病肾病患者，根据入院的先后顺序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

组 40 例，对照组男性 22 例，女性 18 例，年龄 46～71 岁，平

均年龄（59.25±4.12）岁；观察组中男性 23 例，女性 17 例；

年龄 46.5～70.5 岁，平均年龄（59.43±4.21）岁；两组在性别、

年龄等一般资料方法均无显著差异，P＞0.05，故具有可比性。 

1.2 研究方法 

两组患者均进行饮食控制，辅助运动等，在此基础上对照

组采用常规方法治疗，给予硝苯地平缓释片，1 次/ d，30 mg/

次[1]。观察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采用自拟补肾健脾方治疗，药

方中包括生大黄 5 g，巴戟天 10 g，茯苓 10 g，杜仲 10 g，白

术 8 g，淫羊藿 10 g，党参 10 g，太子参 28 g，墨旱莲 10 g，

扁豆 5 g，何首乌 10 g，山药 10 g，混合煎成，1 剂/ d，早晚各

1 次[2]。两组均治疗 4 周后，观察效果并进行比较。 

1.3 观察指标 

将疗效的评价标准分为 3 个等级，即无效，有效和显效。

无效：患者症状未得到改善。有效：患者临床症状和血糖均有

所改善，身体恢复较好；显效：患者血糖完全改善，临床症状

基本消失，恢复良好[3]。总有效率＝有效率＋显效率。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7.0 软件处理实验数据，计量资料使用（ ）
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使用 x2检验。P＜0.05 为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有效率比较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明显，P

＜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详见下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有效率比较  （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40 15 13 12 70 

观察组 40 26 11 3 92.5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压和血糖的对比 

观察组治疗后血压和血糖改善情况均优于对照组，组间比

较差异明显，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详见下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压和血糖的对比  （ ） 

组别 治疗前后 血糖（mmol/L） 收缩压（mmHg） 舒张压（mmHg） 

治疗前 8.11±3.42 145.3±3.4 90.2±5.6 
对照组（40 例） 

治疗后 8.01±3.29 143.2±3.2 89.8±4.6 

治疗前 8.10±3.32 145.2±3.3 90.1±5.4 
观察组（40 例） 

治疗后 7.23±2.12 131.2±2.9 81.3±2.1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 

3   讨  论 

2 型糖尿病肾病是临床常见的一类病症，患者在出现该病

后临床表现常为不同程度的血压和血糖升高，病理上患者的肾

小球常会出现增大的现象，且血管内的压力增大，引起基底膜

变厚，从而出现蛋白尿，这一情况反复作用于患者，使病情加

重甚至威胁到患者的生命安全。该病发生的原因和病因机制都

比较复杂，临床中尚未完全阐明，很难针对性地对患者进行有

效的治疗[4]。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人们的生

活方式和生活环境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导致近年来临床中接收

的 2 型糖尿病肾病患者数量较往年呈现出增加的趋势，且患者

的症状表现也更加复杂，这无疑给临床的治疗又带来了一定难

度。目前临床常用的治疗方法就是确诊后，对患者进行药物给

予，常用的药物种类繁多，针对于不同症状的治疗效果也不同，

硝苯地平是一种使用较多的药物，它属于一种钙离子的抑制

剂，进入人体后，便可以抑制钙离子的活性，减少钙离子在血

管细胞中的作用，从而使血管外周的阻力减少，而且能够增加

肾脏的血液流量，保护肾脏从而减少肾脏的损害，从而使患者

症状得到一定的缓解，达到治疗的目的[5]。而中医认为，该病

的发生多为肾气虚弱，血运不畅， 血内滞所致，即患者体内

浊气弥漫且肾气虚弱，因此，治疗就应以健脾，补肾，活血化

和行气通气为主[6]。补肾健脾方是主要针对该症而调制的药

方，药方中含有一味杜仲，具有补肾益气的功效，是中药中补

肾的良药，而巴戟天也是补肾之药，能够补肾阳，同时可降低

血压，提高患者的免疫力，连续服用便可使症状得到缓解，方

中白术是一味健脾良药，如患者有水肿的症状，服用该药后也

可以得到缓解，党参对于脾胃虚寒，气血不足和气虚血亏的症

状均有较好的效果，可以益气养血，属于补中佳品，而茯苓则

能够健脾，消肿，与白术均可使患者水肿的情况得到改善，加

之与山药、扁豆、生大黄的混合煎成，药物剂量温和，使患者

服下，便可使临床症状均得到缓解，且药效可以深入患者病灶，

起到良好的治疗效果[7]。 

本次我们选取我院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0 月接收的 80

例 2 型糖尿病肾病患者，分组后对照组采用常规方法治疗，观

察组采用自拟补肾健脾方治疗，结果表明，观察组治疗后血压

和血糖改善情况均优于对照组，且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 92.5%

高于对照组 70.0%，组间比较差异明显，P＜0.05，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综上所述，采用自拟补肾健脾方治疗 2 型糖尿病肾

病临床效果显著，对于病情具有积极的意义，故值得在临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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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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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心率变异性（HRV）降低是判断糖尿病（DM）患者是否伴有心脏自主神经系统损害的最敏感、最准确的无创性

指标，可估计 DM 患者心脏功能受损程度和判断预后，其发生机理尚不明确。参松养心胶囊具有益气养阴、活血通络、清心安神

的作用，标本兼治，整合调节，改善心脏自主神经的功能而治疗 HRV 降低。现代研究认为参松养心胶囊：①降低冠状动脉阻力、

改善微循环，减轻心肌缺血；②抗氧化作用；③整合调节心肌细胞膜的钙、钠、钾等多种离子通道和非离子通道；④对自主神经

具有双向调节作用，以抑制作用为主；⑤改善钙超载；⑥降低血浆内皮素 1，增加心肌细胞膜稳定性，缩短心室动作电位时程、

心肌有效不应期，降低跨心室壁复极离散度，提高心肌细胞的兴奋阈及室颤阈，减轻心室电重构和结构重构而发挥治疗 HRV 降低

作用，填补了治疗 2 型糖尿病 HRV 降低的空白，有待多中心前瞻性研究的进一步证实。 

【关键词】2 型糖尿病；心率变异性降低；参松养心胶囊 

【Abstract】Decreased heart rate variability（HRV) is the most sensitive and accurate nontraumatic criterion in identifying cardiac 

autonomicnervous impairment which accompanies diabetes mellitus (DM) and it can be used to assess the degrees of impairment for  

cardiac function and make prognosis. Its occurrence mechanism remains unclear. Shensong Yangxin Capsule has effects in benefiting qi 

and nourishing Yin, promoting blood circulation and removing obstruction in collaterals, tranquilizing the mind by calming the nerves. 

Therefore, it can treat decreased HRV and improve cardiac autonomic nervous function by addressing both symptoms and root causes and 

making integrated regulation. Current research shows that it has the following effects: ①Reduce the resistance of the coronary artery, 

improve microcirculation and reduce myocardial ischemia. ②Prevent oxidation. ②Integrate and regulate multiple ion channels and 

non-ion channels in myocardial cell membranes such ascalcium, sodium, potassium ④Exert a bidirectional regulation on the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mainly by way of inhibition. ⑤Relieve calcium overload. ⑥Reduce plasma endothelin, enhance the stability of 

myocardial cell membranes; shorten ventricular action potential duration and myocardial effective refractory period; cut down the 

transmural dispersion of repolarization; increase the thresholds for myocyte excitation and ventricular fibrillation; relieve ventricular 

electrical remodeling and structura lremodeling, etc. With all the actions mentioned above, it may be effective for decreased heart rate 

variability and fill in gaps in the treatment of decreased HRV accompanying type 2 DM.  These results, however, need to be further 

confirmed by multi- center prospective studies. 

【Keywords】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Decreased heart rate variability; Shensong Yangxin Capsule; Research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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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率变异性（Heart Rate Variability，HRV）能量化反映自

主神经系统对窦房结的调节[1]，HRV 降低提示迷走神经张力降

低或交感神经张力增高，是心脏病患者死亡预测的独立危险指

标，是目前公认的判断糖尿病（DM）患者是否伴有心脏自主

神经系统损害的 敏感、 准确的无创性指标[2]，也是无症状

DM 患者急性心肌梗死筛查的指标和冠心病合并 DM 患者的危

险分级的指标[3,4]，HRV 降低者心肌不应期缩短，室颤阈值下

降，增加了恶性心律失常和心源性猝死的发生，预测 5 年病死

率达 50%[5]。因此 HRV 降低是判断心脏自主神经功能受损程

度、识别高危人群、估计 DM 患者心脏功能受损程度和判断预

后的重要指标[6,7]，应引起 DM 科医师的高度重视。 

1   2 型糖尿病（T2DM）发生 HRV 降低的机理 

人体主要通过交感—肾上腺髓质系统及迷走—胰岛素系

统实现对心血管功能的调节。迷走神经的正性作用是减慢心率

及房室结的传导，交感神经的正性作用是加快心肌传导速度、

心率和增强心肌收缩力。正常情况下，交感和迷走神经均处于

持久的紧张性作用状态，二者始终在对立统一的拮抗中，其净

效应表现为瞬间心率[8]。因此，HRV 是反映神经体液因素对窦

房结的调节作用和心脏自主神经系统的兴奋性及其平衡关系。

T2DM 早期可引起迷走神经受损所致兴奋性降低，交感神经处

于相对兴奋状态，表现为 HRV 降低，晚期迷走神经和交感神

经均损伤，心率的立卧位差随病变加重而减少， 终表现为固

定心率及体位性低血压[9]。故 HRV 降低是 DM 性心脏自主神

经病变（DAN）的早期表现，且 HRV 降低程度和心脏缺血受

损程度相关[7]。 

HRV 降低属于中医“心悸”的范畴，消渴病引起心悸的病

机有：①气阴两虚；②痰饮；③心血不足；④心脉 阻。其中

气阴两虚和心脉 阻是消渴病心悸的主要病机[10]。中医经络理

论认为心悸是由于气阴两虚导致心络的络虚不荣和络脉 阻

所致，气阴两虚是发病的关键环节[11]。阎英杰等[12]根据中医辨

证分型标准及参考《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中 DM 的临

床研究指导原则将 DM 分为阴虚内热型、气阴两虚型、气阴两

虚兼 型三型，HRV 降低以依次阴虚内热型、气阴两虚型和气

阴两虚兼 型逐步加重。三种证型代表了 DM 不同的发展阶

段，阴虚内热型多为初期，迷走神经功能受损较轻；气阴两虚

型多为中期，迷走神经功能进一步受损；气阴两虚兼 型患者

病情进一步发展，HRV 的资料分析与糖尿病病程相符。 

2   参松养心胶囊治疗 HRV 降低的研究现状 

2.1 参松养心胶囊方药的作用及其现代研究 

参松养心胶囊的基础配方为生脉散，主要成分是人参、麦

冬、山茱萸、丹参、炒酸枣仁、桑寄生、赤芍、土鳖虫、甘松、

黄连、南五味子、龙骨。其中人参具有益心气、通心络，能兴

奋神经，保护血管，增强心肌收缩力，且对心率具有双向调节

作用，以抑制作用为主[13]；麦冬具有滋阴益精、养阴益气、清

心除烦，能抗血栓、抗氧化、改善心肌微循环和抗心律失常作

用[14,15]；山茱萸能通肝络和肾络，维持心肾相交，水火既济之

生理常态，具有抗炎、强心、抗心律失常作用[16]；丹参善通心

络，滋心阴而补心血、凉血、安神，具有活血化 、抗氧化、

降低血黏滞度、抗血栓形成、改善微循环及心肌缺血、减轻再

灌注损伤、抗动脉粥样硬化、降低心律失常发生率的作用[17]；

桑寄生善通肝肾之脉络、益血而心肾交通，具有抗氧化、清除

自由基、强心作用[18]。赤芍清热凉血，活血祛 ，善通心肝之

络，具有改善内皮细胞功能、扩张冠状动脉、改善微循环、抑

制血小板聚集，抗炎及抗氧化而改善心肌缺血[19]。土鳖虫破

血、散结，具有抗凝、抗血栓、抗氧自由基、抑制血小板聚集、

改善血黏滞度及保护血管内皮细胞的作用[20]。甘松行气止痛，

具有抗心律失常、改善心肌缺血、降压作用[21]；酸枣仁滋心、

养肝柔肝而达到畅通心肝之脉络、并能安神，具有镇静作用[22]；

黄连通心络而降心火，具有扩张冠状动脉、抗心律失常、降压

及正性肌力作用[23]；南五味子收敛固涩、益气生津、补肾宁心、

通心肾之脉络，加强心肾相交，水火既济之功能。具有强心，

增加血管张力的作用；龙骨安神镇惊，促使心、肝、肾、大肠

诸脉络畅通，具有镇静、催眠、抗惊厥作用[24,25]。 

2.2 参松养心胶囊治疗 HRV 降低的机理 

参松养心胶囊中的人参、麦冬、南五味子益气养阴，治其

本虚，配以桑寄生补宗气、助心气，伍以酸枣仁、山茱萸养血

安神，甘松、赤芍、丹参、土鳖虫和人参益气活血通络，佐以

黄连清心安神，龙骨重镇安神，诸药配伍采用攻、补兼施方法，

共同补络中气血、益气养阴、活血通络、清心安神的药理作用，

标本兼治，通过荣养气络，整合调节，不仅对心肌代谢功能和

心脏传导系统功能起到有效的调节作用，而且改善自主神经的

生理功能，治疗 HRV 降低[11,24,26]。 

2.3 参松养心胶囊治疗 HRV 降低现代药理研究 

2.3.1 改善心肌缺血，稳定心肌细胞电生理作用 

参松养心胶囊通过扩张冠状动脉、降低冠状动脉阻力、改

善心肌微循环、减轻心肌缺血和心肌耗氧量，增加心肌细胞膜

稳定性，缩短心室动作电位时程、心室有效不应期，降低跨心

室壁复极离散度、心房室间不同部位动作电位时程的离散，提

高心肌细胞的兴奋阈及心室颤动阈，改善应激状态，减少恶性

心律失常发生和调节自主神经功能[25,27]。 

2.3.2 抗氧化作用 

参松养心胶囊通过扩张冠状动脉，减轻心肌缺血；甘松有

效成分缬草酮可能与心肌细胞离子通道上的特异性蛋白相结

合，抑制钠离子内流，促进钾离子外流；减少氧化应激产物生

成，启动抗氧化系统，增加抗氧化应激能力，阻止活性氧诱导

的细胞膜氧化应激的发生，稳定心肌细胞膜[28]。 

2.3.3 调节多离子通道和非离子通道作用，恢复自主神经功能 

参松养心胶囊能整合调节心肌细胞膜的钙、钠、钾等多种

离子通道和非离子通道，以电压依赖的方式抑制内向整流钾电

流，瞬时外向电流及延迟整流钾电流，调节和恢复心肌细胞膜

内外钙、钠、钾等离子浓度差，恢复心肌自律性和传导性，而

恢复心脏自主神经功能 [11,29,30]。 

2.3.4 调节自主神经功能 

参松养心胶囊对心脏自主神经具有双向调节作用，以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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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为主，调节心脏传导系统和自主神经功能活动，改善心脏

迷走神经和交感神经的功能失衡[13,31,32]。 

2.3.5 改善钙超载 

参松养心胶囊可能通过抑制心室肌细胞 L 型钙电流和瞬

时外向钾电流，改善心室肌钙超载而缩短心室动作电位时程和

有效不应期，稳定心肌电生理活动[33]。 

2.3.6 降低血浆内皮素 1 

参松养心胶囊可降低糖尿病大鼠血浆内皮素 1，扩张冠状

动脉，改善心肌缺血，而减轻 DM 心室电重构和结构重构及改

善心功能的作用而发挥治疗 HRV 降低作用[34]。 

2.4 参松养心胶囊中主要成分与作用的关系 

多种药检方法均证实参松养心胶囊的主要成分二氢丹参

酮 I、隐丹参酮、丹参酮Ⅱ、马钱苷、芍药苷、五味子甲素、

盐酸小檗碱、盐酸巴马汀、丹酚酸 A、丹酚酸 B、酸枣仁皂苷

A、缬草酮和五味子酯甲等含量稳定且与参松养心胶囊治疗

HRV 降低的功效一致[35-38]。 

总之，参松养心胶囊从主要成分的药理作用、中药经典作

用机制、现代药理研究和中成药有效成分的测定均证实是治疗

T2DM HRV 降低的有效药物，弥补了治疗 T2DM HRV 降低的

空白。但缺乏多中心前瞻性研究的进一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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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代偿期乙肝肝硬化通过恩替卡韦联合替比夫定治疗的疗效。方法：研究我院 2014 年 6 月—2015 年 12

月收治的 80 例代偿期乙肝肝硬化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40 例，其中对照组运用常规治疗，观察组运用恩替卡韦联合替比

夫定治疗，分析两组患者治疗效果差异。结果：在治疗 4～48 周，观察组 HBV-DNA 转阴率显著高于对照组，两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在治疗后肝功能、Child-Pugh 评分和纤维化指标上，观察组改善幅度要高于对照组，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前后 A/G、HA、LN、PC-Ⅲ、Ⅳ-C 上，观察组改善幅度均高于对照组，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治

疗总有效率上，观察组为 95.0%，对照组为 82.5%，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代偿期乙肝肝硬化通过恩替卡韦

联合替比夫定治疗可以有效提升治疗疗效，改善各相关功能指标，适用于临床广泛推广。 

【关键词】代偿期乙肝肝硬化；恩替卡韦；替比夫定；治疗效果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entecavir combined with telbivudine in treating Hepatitis B cirrhosis in 

compensatory stage. Methods: 80 patients with Hepatitis B cirrhosis in compensatory stag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14 to 

December 2015,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ith 4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conventional treatment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entecavir combined with telbivudine, the different effects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analyzed. Results: During 4 to 48 weeks of treatment, HBV-DNA nega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iver function after 

treatment, Child-Pugh score and fibrosis marker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improvement of A/G, HA, LN, PC-Ⅲ and Ⅳ-C, both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5.0% and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82.5%,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Conclusion: Entecavir combined with telbivudine could improv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effectively in treating Hepatitis B cirrhosis in 

compensatory stage and improve the related functional indexes; therefore, it was applicable in wide clinical promotion.  

【Keywords】Hepatitis B cirrhosis in compensatory stage; Entecavir; Telbivudine; Therapeutic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5.037 

 
乙肝肝硬化患者代偿期与失代偿期的病死率范围分别为

14.0%～20.0%与 70.0%～86.0%，对于 HBV-DNA 阳性患者治

疗上要以抗病毒治疗为主，同时抗炎、抗纤维化治疗。可以减

少并发症，提升患者生活质量，延长患者生存时间，减少或者

延迟肝移植进行。常规治疗中，以拉米夫定与阿德福韦酯等单

药或者联合用药较为常见，但是在长时间用药后会导致病毒变

异，产生耐药性，为后续治疗带来困难。因此，需要探索新的

治疗方法，以期获得更高效、安全的治疗效果[1,2]。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我院 2014 年 6 月—2015 年 12 月收治的 80 例代偿期

乙肝肝硬化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40 例，其中对照组

男性 23 例，女性 17 例；年龄 30～67 岁，平均年龄（48.2±6.9）

岁；确诊肝硬化病程 3～15 年，平均病程（8.4±1.6）年；文

化程度上，初中及以下为 24 例，高中为 9 例，大学为 7 例；

观察组男性 21 例，女性 18 例；年龄 31～69 岁，平均年龄（46.8

±5.4）岁；确诊乙肝肝硬化病程时长为 3～16 年，平均病程（7.9

±2.3）年；文化程度上，初中及以下为 21 例，高中为 11 例，

大学为 8 例；两组患者在基本资料上没有显著性差异，具备可

比性。 

1.2 研究方法 

所有患者均进行相同的基础治疗，运用白蛋白、血浆、甘

草酸苷类、还原型谷胱甘肽和丁二磺酸腺苷蛋氨酸等对症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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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支持治疗。对照组为常规治疗，拉米夫定按照每天 100 mg

用药，阿德福韦酯按照每天 10 mg 口服。观察组运用恩替卡韦

联合替比夫定治疗，恩替卡韦，1 次/ d，0.5 mg/次，连续用药

48 周，替比夫定，1 次/ d，600 mg/次，连续用药 48 周。纳入

标准：①符合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0 年版）乙型肝炎肝

硬化代偿期诊断标准；②HBV-DNA 检测阳性；③对治疗依从

性好的患者。排除标准：①有长期大量饮酒史或者合并酒精性

肝损害的患者；②既往服用或者近期服用过肝损害的药物患

者；③合并高脂血症或者脂肪性肝病患者；④合并肝癌患者；

⑤合并其他类型肝炎患者（如丙型肝炎，或者合并原发性胆汁

性肝硬化、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⑥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 

1.3 评估观察 

评估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HBV-DNA 转阴率、肝生化、

Child-Pugh 评分和纤维化指标水平。 

1.4 统计学分析 

将采集的数据通过 SPSS17.0 统计学软件处理，计量资料

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x2检验，同时以 P＜0.05 作为组间

数据具备统计学意义标准。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肝功能、Child-Pugh 评分和纤维化指标对比  （ ）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后不同时间段 HBV-DNA 转阴情况 

如表 1 所示，在治疗 4～48 周，观察组 HBV-DNA 转阴率

显著高于对照组，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后不同时间段 HBV-DNA 转阴对比  [n（%）] 

分组 n 4 周 12 周 24 周 48 周 

观察组 40 17（42.5） 25（62.5） 30（75.0） 39（97.5）

对照组 40 14（35.0） 19（47.5） 23（57.5） 33（82.5）

注：两组对比，P＜0.05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肝功能、Child-Pugh 评分和纤维化指标

情况 

如表 2 所示，在治疗后肝功能、Child-Pugh 评分和纤维化

指标上，观察组改善幅度要高于对照组，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A/G、HA、LN、PC-Ⅲ、Ⅳ-C 情况 

如表 3 所示，治疗前后 A/G、HA、LN、PC-Ⅲ、Ⅳ-C 上，

观察组改善幅度均高于对照组，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TB（μmol/L） ALT（U/L） PTA（%） Alb（g/L） Child-Pugh 评分 
分组 n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40 82.5±4.6 29.2±4.2 207.1±4.6 44.9±2.1 46.5±13.6 67.9±12.1 29.4±1.9 35.9±2.1 8.9±1.1 7.1±1.2 

对照组 40 84.9±2.3 57.3±5.7 202.6±5.5 74.6±2.0 45.6±15.5 54.6±14.2 29.6±3.2 32.6±3.4 8.7±1.9 7.4±2.1 

注：两组治疗前对比，P＞0.05 

表 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A/G 、HA、LN、PC-Ⅲ、Ⅳ-C 对比  （ ） 

A/G HA（mg/mL） LN（μg/L） PC-Ⅲ（μ/L） Ⅳ-C（μg/L） 
分组 n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40 0.86±0.26 1.41±0.15 206.4±113.6 75.2±41.5 184.5±46.3 74.9±32.1 295.2±45.9 117.2±31.5 205.2±69.9 77.2±36.5 

对照组 40 0.89±0.21 1.03±0.12 189.9±47.3 117.3±43.2 204.6±68.5 125.6±31.2 212.6±43.7 173.6±75.8 223.1±44.2 173.6±36.4

注：两组治疗前对比，P＞0.05；两组治疗后对比，P＜0.05

3   讨  论 

乙肝肝硬化是慢性肝炎的一种表现形式，慢性炎症的主要

表现是肝纤维化，是肝内结缔组织增生的结果，结缔组织的主

要成分是胶原，血清 PIIIP 含量能可靠反映肝纤维化形成、肝

炎活动性及肝脏组织学变化，存在活动性炎症时水平升高，炎

症消退后可恢复正常，但持续升高提示慢性活动性肝炎存在，

可作为慢性乙肝、肝硬化治疗疗效和判断预后的观察指标。CIV

升高在肝纤维化早期就可出现，在反映肝细胞坏死和纤维化发

展趋势方面优于 PIIIP。LN 为基底膜中特有的非胶原性结构蛋

白，与肝纤维化活动程度及门静脉压力呈正相关，慢活肝和肝

硬变及原发性肝癌时明显增高，LN 也可以反映肝纤维化的进

展与严重程度，LN 水平越高，肝硬变患者的食管静脉曲张越

明显。HA 为基质成分之一，由间质细胞合成，可较准确灵敏

地反映肝内已生成的纤维量及肝细胞受损状况，有认为本指标

较之肝活检更能完整反映出病肝全貌，是肝纤维化和肝硬变的

敏感指标。肝纤维化四项作为无创肝脏炎症活动病理的替代指

标，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乙肝病毒复制是导致肝组织产生炎症与纤维化持续进展

的关键因素。随着病情进展，肝功能将从代偿期逐步进入到失

代偿，而后肝功能快速恶化，严重并发症发生率及病死率都将

大大提高。代偿期乙肝肝硬化属于肝硬化早期阶段，因此在这

个阶段抑制乙肝病毒的复制，对降低肝脏炎症程度与改善纤维

化状况，对减少发生肝功能失代偿有重要意义。在临床用药（组

合）上，虽然有多种方式，对于不同药物使用效果与特点需要

进一步研究[3,4]。 

替比夫定属于合成性的尿嘧啶核苷类药物，可以有效地对

乙肝病毒脱氧核糖核酸的聚合酶活性产生强效抑制作用。该药

使用在人体后会因为细胞激酶磷酸化而生成为具有较强活性的

三磷酸盐形式存在于人体，该药物在细胞中的半衰期约为 14 h。 

（下转 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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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在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延伸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Application effect of We-chat in the extended nursing of cirrhotic patients 

with Hepatitis B virus（HBV）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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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微信对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出院后延伸护理实践效果。方法：选择 2014—2015 年收住的 106 例乙

型肝炎肝硬化患者，出院前按年度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各 53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延续护理，实验组在此基础上增加微信护理

干预。6 个月后比较两组患者治疗依从性、生活质量和满意度。结果：实验组患者在疾病认知、用药指导、合理饮食、适度运

动、定期复诊等方面依从性高于对照组；其腹部症状、疲劳、全身症状、情感职能、焦虑等方面及对护理满意度同对照组比，

差异明显且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微信式延伸护理可提高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治疗依从性和满意度，对改善其

生活质量具有积极影响。 

【关键词】肝硬化患者；微信；延伸护理；效果观察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We-chat in the extended nursing of post-discharge cirrhotic patients with 

Hepatitis B virus（HBV）infection. Methods: 106 cases of Hepatitis B patients with cirrhosis admitted from 2014 to 2015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objects, before discharge,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ccording to their hospitalized time, 

with 53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egular extended nursing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We-chat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at basis of the treatmen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treatment compliance, living quality and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i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six months after the treatment. Result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preceded the control group in illness cognition, 

medication guidance, reasonable diet, moderate exercise and regular reexamination. Incidences of abdominal symptoms, fatigue, general 

symptoms, emotional function and anxiety in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and the satisfaction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s were of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P＜0.05). Conclusion: Extended nursing with We-chat could be further 

applied and promoted, for it can positively improve treatment compliance, degree of satisfaction and life quality. 

【Keywords】Cirrhotic patients; We-chat; Extended nursing; Effect observ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5.038 

 

乙型肝炎肝硬化是一种常见的影响全身的慢性疾病，临床

上起病隐匿，病程发展缓慢，难以治愈，是一种严重危害身体

健康的疾病。大多数肝硬化患者出院后仍需坚持长期口服药物

治疗，因此，遵医嘱居家接受延伸护理就显得尤为重要。延伸

护理是指面向有医疗性护理服务需求的患者提供的医疗服务、

康复促进、健康指导服务，是住院护理服务的延伸[1]。有研究

表明，延伸护理有利于患者的健康与生存质量[2]。有效的护理

干预能提高患者遵医依从性、改善患者肝功能，进而提高患者

生活质量[3]。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微信式延伸护理应运而

生。它是利用智能手机中的即时通讯软件，向患者发送一些语

音、文字、图片、视频等疾病知识，加强健康教育，鼓励患者

参与疾病自我管理的方便、快捷的交流方式。本研究笔者创造

性地运用微信对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开展延伸护理服务，取得

较好的疗效，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非同期临床对照试验纳入 2014—2015 年度本

院收住的 106 例乙型肝炎肝硬化初诊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

准为：①年龄 18～60 岁，初中以上文化程度；②均符合慢性

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5 更新版）的诊断标准[4]；③意识清楚，

有良好的语言沟通能力；④均签署知情同意书，自愿参与研究。

排除标准：①有严重精神障碍或重大疾病者；②不能坚持，中

途提出退出者；③正参加其他干预性研究者。选择 2014 年 53

例为对照组，其中男性 36 例，女性 17 例；平均年龄（46.07

±3.12）岁；初中 16 人，高中或大专 31 人，本科 6 人；已婚

42 人，单身 11 人。2015 年 53 例设为实验组，其中男性 32 例，

女性 21 例；平均年龄（44.18±4.35）岁；初中 12 人，高中或

大专 33 人，本科 8 人；已婚 47 人，单身 6 人。实验组患者皆

使用智能手机且能运用微信软件进行自动交流；两组患者在性

别、年龄、文化程度及病程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1.2 研究方法 

两组患者住院期间均进行常规健康指导教育，发放护理部

制定的《感染科健康教育手册》，讲述出院后的注意事项，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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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服用抗病毒、保肝及利尿药物指导，生活、运动和休息的合

理化建议，每月电话或入户随访时间安排，遵医嘱定期复诊等

内容，出院前完成基线评估，建立患者电子档案。实验组在此

基础上增加微信干预指导，具体措施如下。 

1.2.1 成立课题研究组  

研究组由 5 人组成，科室护士长为组长，1 名资深副主任

医师担任顾问，另 3 名专业知识扎实的护师制定和实施方案。

所有成员均拥有本科以上学历且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和表达

能力，组长组织系统业务知识培训，明确计划、目的及程序，

加强对乙肝肝硬化相关疾病和护理知识的学习，熟练掌握微信

的各项操作功能，经 2 周的强化学习考核合格后准予上岗。 

1.2.2 组建微信团队  

组建以组长为群主的群号为“快乐家园”微信群，将实验

组所有患者及团队成员的微信号添加至“快乐家园”群，患者

出院前对操作微信方法进行集中培训，告诉患者微信群全天开

放，每天 18︰00～22︰00 为群主在线答疑时间，护患之间借

助于微信群建立双向联系，开展延伸护理服务工作。 

1.2.3 实施方法 

依据研究组审核通过的具体方案，1 名组员每周 2 次以文

本、图片及视频等形式向实验组患者发送疾病相关知识，每月

为 1 个周期，时间持续 6 个月，患者通过微信浏览学习。同时，

组员每天在群中收集患者提出的问题，交研究组讨论后由专人

负责在线答疑，对反馈集中的问题举行群中讲座，月末电话随

访了解患者接收微信情况，不断改进护患交流中存在的问题。 

1.2.4 微信教育内容  

①疾病知识：乙肝肝硬化病因、临床症状、传播途径、日

常防护、治疗方法及预后等，常见并发症种类、发生征兆及应

对措施，将国内外 新发展趋势及治疗的新理论、新技术和新

方法，病情控制较好的病例的 PPT 课件推送给患者，通过直观、

形象化演示提高防护技能，增强疾病控制知识。②用药指导：

患者经住院治疗肝功能稳定出院后需长期口服抗病毒药物治

疗，医护人员的正确用药指导极为重要。时刻提醒患者规律服

药，以视频加图片形式详解各种口服药物的服用方法及注意事

项，常用抗病毒药物的药理作用及不良反应、预警药物的副作

用，切记依据病情掌握服药时间及用药剂量，不可擅自停药或

加大剂量，更不可相信“包治乙肝”等野广告，滥用其他药物，

在微信群中播放错误用药的“短片”供患者观看，以免产生不

良后果。③饮食调理：健康的生活方式及科学合理的饮食能够

起到有效控制疾病和预防疾病的作用。群中经常指导患者做到

营养均衡饮食来提高身体机能，增强免疫力，知晓饮食禁忌，

保持日常生活规律。宜用高热量、高蛋白、低脂肪、易消化软

食，多补充膳食纤维，保证充足的碳水化合物，少食多餐，多

食新鲜蔬菜和水果，禁忌烟酒和生、硬、热及辛辣刺激性食物，

少食油腻食物等。④运动与休息：良好的休息及适量的运动能

有效地调节机体免疫功能，促进受损的肝细胞恢复[5]。经常教

育患者要做轻微活动，提倡散步、气功、打太极拳等运动，劳

逸结合，避免过度劳累，保证休息时间和睡眠质量以降低体内

消耗，提高身体抵抗力。⑤心理疏导：心理健康是促进肝功能

稳定的重要因素，是保持住院治疗效果的重要环节[6]。在网上

精选成功治愈肝病的案例录像，播放心理健康教育幻灯片，教

育患者消除其焦虑、自卑、恐惧等心理，帮助建立良好的家庭、

社会支持系统，鼓励多参加社交活动，保持乐观向上的情绪，

以积极的心态和健康的心理参与到疾病康复中。⑥定期复诊：

抗病毒药物的长期服用，不管是核苷类还是护肝降酶类药物都

可存在毒副作用，微信中要反复强调定期复查的重要性，督促

患者经常检查肝、肾功能、病毒复制、B 超、血压及水肿等相

关项目，尽早发现并发症，以便迅速调整治疗方案，使患者得

到及时救治。 

1.3 研究工具   

6 个月后通知患者来院复诊，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表对两

组患者治疗依从性进行调查。包括合理饮食、规范服药、适量

运动、良性心理、规律复诊 5 项，每项均采用 4 级评分法，总

分 15 分，全做到 3 分，基本做到 2 分，偶尔做到 1 分，未做

到 0 分，得分越高则依从性越好；生活质量的评估选用慢性肝

病特异性量表[7]（Chronic Liver Disease Questionnaire，CLDQ），

共 29 项自评式询问，主要观察两组在 6 个维度（腹部症状 AS、

疲劳 FA、全身症状 SS、活动 AC、情感职能 EF 及焦虑 WO）

方面的发生率。采用计分法对结果评定，然后进行转换处理。

CLDQ 每项内容 1～7 分，得分越高说明生活质量越好；护理

满意调查采用感染科自制的《护理服务满意度调查表》，共分

为非常满意、较满意、满意、不满意 4 级，满意度为非常满意、

较满意及满意之和。由专人使用统一导语，经培训并征得患者

同意后发放问卷，讲解填写要求，填写后当场收回。共发放问

卷 106 例，回收有效问卷 106 例，总有效率 100.0%。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9.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

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x2检验，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依从性比较   

由表 1 可见两组患者在疾病认知、规范用药、合理饮食、

适度运动及定期复诊 5 个方面，实验组治疗依从性均高于对照

组，其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依从性评定情况  [（ ），分] 

组 别 n 疾病认知 规范用药 合理饮食 适度运动 定期复诊 

实验组 53 6.57±1.98 8.64±1.13 6.46±1.09 5.11±0.97 3.64±0.85 

对照组 53 3.53±1.35 6.91±0.73 4.98±1.34 3.59±0.86 2.39±0.67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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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比较   

两组在腹部症状、疲劳、全身症状、活动、情感职能及焦

虑 6 个方面的得分情况，则实验组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定情况  [（ ），分] 

组别 n 腹部症状 疲劳 全身症状 活动 情感职能 焦虑 

实验组 53 20.43±4.32 29.60±5.64 27.76±5.66 23.40±4.75 42.15±4.18 31.29±5.27 

对照组 53 16.15±2.96 23.25±4.10 24.69±2.78 18.97±2.97 34.03±4.39 24.15±4.03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 

2.3 两组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度比较   

试验组满意度为 96.2%，明显高于对照组 73.6%，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见表 3。 

表 3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情况  （n，%） 

组别 n 非常满意 较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实验组 53 32（60.4） 17（32.1） 2（3.8） 2（3.8） 51（96.2） 

对照组 53 21（39.6） 8 （15.1） 10 （18.9） 14 （20.8） 39 （73.6）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 

3   讨  论 

乙型肝炎肝硬化是迁延反复的疾病，治疗以控制病情、

提高生存质量为目的，多数患者需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带病

生存。通过微信群对患者施以延伸护理服务，以图文并茂、

通俗易懂的方式传送疾病知识、预防措施及治疗方法，患者

随时接收，反复阅读学习，更好地帮助患者控制了疾病的发

展，减少疾病复发次数和相关并发症的出现，提高了治疗的

依从性和生活质量。 

3.1 借助于微信群开展延伸护理可行性分析 

社会快节奏的向前发展，人们日常保健、疾病康复等自身

健康需求也越来越高，主观上更愿意借助于移动信息化通讯设

备实现快速、便捷、即时的医疗服务。目前发达国家已经普遍

利用网络进行远程医疗咨询服务和健康教育，方便快捷的网络

服务、面对面的交流是未来开展延续护理的方向[8]。微信是

2011 年腾讯公司推出的一款“即时通讯应用程序”，其使用对

象呈急速增长态势。它是利用智能手机注册微信号后通过检索

或扫描二维码的形式免费获取个人所需信息。微信操作简单、

易行，具有时效性、共享性、广泛性和直观性等特点，可突破

时间、空间和人力等限制，让患者在繁忙的工作和紧张的生活

压力中享受到优质护理服务。微信服务是对传统“面对面”医

疗服务的创新拓展，是为更多的出院患者提供个性化的院外延

伸护理的重要手段[9]。通过文字、语言、图片及视频进行互动、

交流、答疑，指导和监督患者病情、康复状况及情感状态，这

种低成本、高效率的直观性护理措施逐渐成为人们易于接受的

健康教育方式。 

3.2 微信式延伸护理可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 

治疗依从性是指患者就医后的遵医嘱行为，即服药、复

查、改变生活方式与医嘱的一致性[10]。良好的治疗依从性及

自我管理措施对疾病康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规范的健康

教育依托有效的信息支持提高患者的依从性[11]。本研究通过

微信群向乙肝肝硬化患者发送居家治疗的相关知识及指导服

务，使其以积极的心态掌握疾病知识，按时足量服用抗病毒、

保肝及降酶药物，克服心理障碍和社会干扰，做到合理饮食、

运动和休息，及时来院复查各项指标的变化。其结果（表 1）

表明，实验组患者的遵医依从性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  

3.3 微信式延伸护理可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和满意度 

生活质量是患者对自己生活状态满意程度的主观评价，

以患者对健康的主观感受为基础，包含生理状态、躯体舒适

度、心理稳定性及社交状态等内容[12]。随着医学模式及观念

的转变，对疾病的治疗不仅要延长患者的生命，而且应该提

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微信式延伸护理干预促进了乙型肝炎肝

硬化患者的全面康复，本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患者躯体、

心理、情感和社会等临床症状有较大改善，其干预后的生活

质量各维度得分及护理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见表 2、表 3），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微信群的应用促进了医护

患关系的健康发展。 

3.4 信息化延伸护理的模式有待于完善和提高 

    微信的强大功能为患者居家治疗服务提供了便利，在医护

人员和患者之间架起了很好的桥梁。但是微信毕竟是现代新生

事物，利用微信开展延伸护理服务正处于探索阶段，具有一定

局限性，工作开展多数是由部分科室及个人自行完成，尚未形

成完整的微信护理服务体系；部分文化水平低的老年患者不能

完全享受该项服务带来的便捷；智能手机昂贵价格及网络普及

受限等因素制约着对患者服务的开展。今后，医护人员要善于

挖掘微信的潜能，依据医学发展和人们的健康需求，进一步探

讨慢性病移动监测、移动护理等信息化的医疗服务体系，建立

能满足出院患者专业护理需求的团队及相关制度，相信微信等

信息化通讯软件将是延伸护理的新起点，对普及疾病知识和护

理技能的价值更让人期待。 

4   小  结 

综上所述，运用微信对乙肝肝硬化患者施以延伸护理教

育，是一种更适应信息时代的健康教育的有效途径，它使患

者更加了解疾病的相关知识，提升了自我管理疾病的意识和

能力，增强了对医护人员的信任度，使护理人员能更详细把

握病情的动态信息，为患者提供切实可行的宣教方案，从而

提高了患者的治疗依从性、生活质量和满意度，值得临床上

应用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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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析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湿热量化的中医临床诊治特点。方法：随机选择研究对象是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来我院就诊的 40 例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湿热证患者，为观察组，同时选取该时间段内来我院健康体检的 40 例健康患者，

为对照组，统计分析与比较两组患者的 HSP70、AQP-2、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等指标。结果：观察组患者的 AQP-2、HSP70 分

别是（12.55±2.18）ng/ml、（4.46±1.66）µg/L，对照组分别是（7.75±1.14）ng/ml、（2.12±0.01）µg/L，存在明显差异性（P＜

0.05）。观察组患者的 CD4+、CD8+及 CD4+/CD8+等方面均与对照组存在明显差异性（P＜0.05）。结论：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湿

热量化的中医临床诊治需综合考虑多个方面，以改善患者的临床疗效。 

【关键词】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湿热；中医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features of TCM clinical treatment of quantization of damp heat of chronic virus B hepatitis. 

Methods: 40 patients with damp heat of chronic virus B hepatitis,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4 to December 2015, were 

se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40 health examination patients examined in our hospital during the same time period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Indexes such as HSP70, AQP-2, peripheral blood T lymphocyte subsets of patients in two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and compared. Results: The score of HSP70, AQP-2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12.55±2.18）ng/ml and（4.46±1.66）ug/l 

respectively, and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7.75±1.14）ng/ml and（2.12±0.01）ug/l respectively,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0.05). The CD4+, CD8+ and CD4+/CD8＋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with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CM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quantization of damp heat of chronic virus B hepatitis needed to consider 

comprehensive aspects to improve the patients’ clinical effect. 

【Keywords】Chronic virus B hepatiti; Damp heat; TCM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5.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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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1]对我国人民的身体健康造成极大

的危害，大大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属于传染病的一种，具备

流行性与传染性，且传播途径极为复杂，具备较高的发病率。

现阶段，我国的慢性乙肝病毒携带者在世界人口中占 20%左

右，乙肝病毒感染导致的死亡人数为 100 万/年[2,3]。慢性乙型

病毒性肝炎在西医治疗中，多选择免疫调节、抗氧化、抗病毒、

抗炎等对症治疗，其中以抗病毒治疗为主[4]。在中医治疗中以

整体调节、辨证论治、三因治宜等为主，长远疗效较为理想，

且毒副反应较小，费用较低，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在慢性

乙型病毒性肝炎的临床治疗中得到广泛的应用[5]。笔者以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我院诊治的 40 例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湿

热证患者与 40 例健康患者为研究对象，以统计分析慢性乙型

病毒性肝炎湿热量化的中医临床诊治特点，现将探究经过与结

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自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 40 例慢

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湿热证患者，为观察组，排除丙型病毒性

肝炎、甲型病毒性肝炎、戊型病毒性肝炎、丁型病毒性肝炎、

药物性肝病、肝硬化、肝脏恶性肿瘤、酒精性肝病、自身免

疫性肝病及肝纤维化等肝脏疾病患者，再抽取同时段健康体

检的 40 例健康患者为对照组，男性 27 例，女性 13 例；年龄

19～66 岁，平均年龄（46.3±5.7）岁。观察组男性 26 例，女

性 14 例；年龄 18～67 岁，平均年龄（47.2±6.8）岁。统计

分析观察组与对照组在临床资料上的差异性，不存在显著差

异性（P＞0.05），但有可比性。80 例患者均签订知情同意书，

以参与此次探究实验。 

1.2 诊断标准 

1.2.1 西医诊断标准 

以《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为基础，血清中 HBV-DNA

或者是乙型肝炎表面的抗原（HBsAg）的阳性结果超过 6 个月，

且血清丙氨酸转氨酶（ALT）的检测结果是正常数值上限的 2～

10 倍。 

1.2.2 中医诊断标准 

以《中医内科学》“黄疸”章节中的湿热辨证为基础进

行判定：①患者白睛与全身皮肤均发黄，且存在严重黄疸，

壮热口渴，色泽鲜明，恶心呕吐、胁胀痛，纳呆，小便短少

或者是赤黄，大便秘结，舌苔黄糙或者是黄腻，脉滑数或者

是弦数；②患者身目发黄似橘，但不存在身热或者是发热症

状，患者普遍有嗜卧乏力、厌食油腻、口黏不渴、便稀不爽、

头重身困、胸脘痞闷、纳呆呕恶、小便不利、舌苔厚腻发黄，

脉弦滑或者是濡缓。 

1.3 方法 

1.3.1 AQP-2 测定   

收集所有研究对象的晨尿，20 ml 左右，并进行离心，选

择上清液，并放置于-20℃的冰箱中进行保存。通过 ELISA 法

对患者的尿液水通道蛋白 2（AQP-2）进行检测，尿液样本与

试剂在检测前均回至室温，对 0.05%的 SDS-PBS 进行等倍稀

释，并放置在 4℃的环境中过夜，经漂洗封闭后加入一抗（是

指 1︰1000 的兔抗鼠，利用 3%的 BSA-PBS 进行稀释），并在

37℃的环境中放置 2 h，再进行漂洗后加入二抗，比例是 1︰

2000，放置在 37℃的环境中 1.5 h，后进行显色终止反应，通

过酶标仪对 450 nm 位置的吸光度（OD 值）进行测定。 

1.3.2 HSP70 测定   

收集所有研究对象的空腹静脉血 2～3 ml，并进行离心处

理以分离血清，再将分离后的血清放置于-20℃的环境中进行

保存。通过 ELISA 方法对研究对象血清中的 HSP70 进行测定，

其余操作与 AQP-2 操作一致。 

1.3.3 外周Ｔ淋巴细胞亚群   

通过抗体致敏红细胞花环实验对研究对象的外周血Ｔ淋

巴细胞亚群进行测定，选择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的试剂，

选择型号是 COULTER 的流式细胞仪进行检测。 

1.4 观察指标   

统计分析两组患者的 HSP70、AQP-2、外周血Ｔ淋巴细胞

亚群等指标。 

1.5 统计学处理   

利用版本是 SPSS20.0 的软件统计分析数据资料，计量数

据与计数资料表示分别利用（ ）、百分数（%），并分别完

成 t、x2检验，P＜0.05 说明组间比较具备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对比对照组与观察组患者的 AQP-2 与 HSP70 变化 

观察组患者的 AQP-2、HSP70 均与对照组存在明显差异性

（P＜0.05），详见表 1。 

表 1  对比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的 AQP-2 与 HSP70  （ ） 

组别 AQP-2（ng/ml） HSP70（µg/l） 

对照组（n=40） 7.75±1.14 2.12±0.01 

观察组（n=40） 12.55±2.18 4.46±1.66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 

2.2 对比对照组与观察组患者的外周Ｔ细胞亚群   

两组患者在 CD3+上无显著差异性（P＞0.05）。观察组患

者的 CD4+、CD8+及 CD4+/CD8+等方面均与对照组存在明显

差异性（P＜0.05），详见表 2。 

表 2  对比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的外周Ｔ细胞亚群 （ ） 

组别 CD3+ CD4+ CD8+ CD4+/CD8+ 

对照组（n=40） 64.96±4.63 40.76±6.45 23.02±3.01 1.75±0.36 

观察组（n=40） 63.64±4.58 25.74±5.09 32.31±3.90 0.08±0.12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 

3   讨  论 

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在中医中属“血证”“昏迷”“急黄”

“臌胀”“瘟黄”等的范畴，具有内结 血、久病入络等特点，

且发病机制极为复杂，死亡率较高[6]。 

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在中医辨证中分为多种证型，而其

关键环节是湿热辨证。在临床中，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湿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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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的临床表现较为多样化，主要是因为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

湿热证于该病的发生与发展中均有热偏重、湿偏重及湿热并

重等情况，增加临床诊断难度。因此在临床诊断中，需对慢

性乙型病毒性肝炎进行量化分析，从患者的外周血Ｔ淋巴细

胞亚群、AQP-2 及 HSP70 等方面进行探讨，以提高患者的临

床治疗效果[7]。 

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湿热证患者的病理过程极其复杂，与

患者的多系统、多脏器结构与功能变化存在密切关系[8]，由于

患者个体的差异性，导致湿热辨证的差异性。本研究中研究对

象为 40 例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湿热证患者与 40 例健康体检患

者，分属于观察组与对照组，以进行对照分析，观察组患者的

AQP-2、HSP70、CD4+、CD8+及 CD4+/CD8+等方面均与对照

组存在明显差异性（P＜0.05）。证实：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患者

在湿热证形成的过程中，CD8+的表达增加，CD4+的表达下降，

抑制Ｔ淋巴细胞的免疫功能，降低其杀伤抗原性物质与机体识

别等的作用。与管艳等[9]的探究结果相差不大。 

综上所述，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湿热证患者在临床诊断

中，需重视中医的湿热辨证，给予肝脾同调，且兼护正气等

治疗，但需与患者当地实际情况相结合，以提高患者的临床

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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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磷酸盐在与HBV-DNA聚合酶竞争时会将其酶活性进行强力

抑制，三磷酸盐渗入乙肝病毒 DNA 可以促使 DNA 链的合成破

坏，进而破坏乙肝病毒复制，进而调整肝组织学病变，促成代

偿期乙肝肝硬化的病情控制[5,6]。 

恩替卡韦在代偿期乙肝肝硬化治疗上，与替比夫定具有相

似的药物原理。该药物是一种鸟嘌呤核苷药物，可以在人体内

因为磷酸化而表现为活性三磷酸形成存在机体内，进而达到乙

肝肝炎聚合酶的强力抑制作用。该药物可以有效的对

NBV-DNA 产生抑制快速强效的抑制功用，治疗效果显著，同

时耐药率较低。安全性相对较高，适用于长期用药[7,8]。 

综上所述，恩替卡韦联合替比夫定在代偿期乙肝肝硬化

治疗中，可以有效地达到药物协同作用，控制病毒复制，改

善纤维化指标， 终达到改善病情，改善肝功能之作用，治

疗疗效相对确切，安全性较高，在临床乙肝肝硬化抗病毒治

疗中效果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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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康复新液联合葛根芩连颗粒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临床效果，为临床合理选择药物提供参考。方法：选

择我院收治的 87 例溃疡性结肠炎患者，随机分对照组 43 例，治疗组 44 例。对照组根据病情给与常规治疗，口服美沙拉嗪，生理

盐水稀释配成 100 mL 灌肠液保留灌肠。治疗组采用康复新液 100 mL 保留灌肠，口服葛根芩连颗粒。两组均给药观察治疗 6 周，

治疗结束后进行结肠镜复查，评定临床效果。结果：两组治疗后部分临床症状有所改善，治疗组的改善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治

疗组的总有效率为 88.6%，对照组的总有效率为 69.8%，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康复新液联合葛根芩连颗粒

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临床效果较好，且无不良反应发生，值得在临床中推广。 

【关键词】康复新液；溃疡性结肠炎；葛根芩连颗粒；临床效果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clinical effects of Kangfu Xinye plus the Gegen Qinlian granules on ulcerative colitis, to provide 

the reference for selecting clinical drugs. Methods：87 cases of ulcerative coliti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43 cases） 

and treatment group（44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mesalazine and retention enema with normal saline. The treatment group took 

retention enema with Kangfu Xinye plus the Gegen Qinlian granules.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and evaluated clinical effects in 6 weeks. 

Results: Clinical symptoms in two groups were improved after treatment; and improvement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obvious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total efficiency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88.6%; the total efficiency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69.8% 

(P<0.05).Conclusion: Kangfu Xinye plus the Gegen Qinlian granules was effective on ulcerative colitis, with no adverse reactions, and is 

worth promoting in clinical. 

【Keywords】Kangfu Xinye;, Ulcerative colitis; The Gegen Qinlian granules; Clinical effect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5.040 
 

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是一种不明原因导

致的直肠和结肠慢性炎症疾病[1]。临床常见症状为腹痛、持续性

或反复性腹泻、黏液脓血便。通常其病程较长，容易反复发作，

治愈比较困难。康复新液为美洲大蠊提取物，具有：促进肉芽

组织生长、修复各类溃疡及创伤创面，抗炎、消除炎性水肿，

提高机体免疫功能的作用，临床上已广泛应用于烧伤、烫伤、

战伤、创面感染及顽固性溃疡、褥疮等[2]。葛根芩连颗粒具有清

泄里热，解肌散邪的功效，临床常用于治疗急性肠炎、细菌性

痢疾、肠伤寒、胃肠型感冒等。有临床研究发现，康复新液联

合葛根芩连颗粒能够改善 UC 症状[3]。我院采用康复新液联合葛

根芩连颗粒治疗 UC，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于 2012 年 1 月—2014 年 3 月收治的 UC 患者 87

例，均为慢性持续或反复发作的 UC 患者，临床症状表现为不

同程度的腹痛、腹泻、脓血便，伴里急后重、纳差、乏力等。

随机分为对照组 43 例，治疗组 44 例。其中对照组男性 29 例，

女性 14 例，年龄 18～54 岁，平均年龄 33 岁，病程 6 个月～

10 年。治疗组男性 25 例，女性 19 例，年龄 18～59 岁，平均

年龄 35 岁，病程 4 个月～13 年。两组性别、年龄、症状和病

程经统计学处理，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P＞0.05）。治疗前签

署知情同意书。 

1.2 诊断标准 

西医参照 2012 年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炎症性肠病

学组《炎症性肠病诊断与治疗的共识意见》[4]UC 的诊断标准，

且病变主要局限在直肠、乙状结肠的轻、中型 UC 患者。排

除需全身应用激素的重症患者、感染性肠炎患者、不能遵医

嘱配合治疗者。中医参照 2003 年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系

统疾病专业委员会制订的《溃疡性结肠炎中医诊疗共识

（2009）》[5]，中医辨证诊断均属大肠湿热证，主要症状包括：

腹泻黏液脓血便，里急后重，肛门灼热，下腹坠痛或灼痛，

口苦、口臭，小便短赤。 

1.3 治疗方法 

治疗组给与康复新液 100 mL 保留灌肠，药液温度维持在

38℃为宜，灌肠前嘱咐患者排空大小便，并用 500 mL 生理盐

水进行清洁灌肠，减轻腹压及清洁肠道。灌肠时一般取患者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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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卧位，尽量抬高臀部，润滑滴注管前端，嘱患者深呼吸，缓

慢插入肛门，插入深度为 15～20 cm，开始进行滴注灌肠。灌

肠完毕后，嘱患者膝胸卧位抬高臀部，并不断改变体位，每次

保留 30 min，1 次/ d，每 3 周为 1 个疗程，共 2 个疗程。同时

口服葛根芩连颗粒，1 袋/次，3 次/ d，6 g/袋。对照组采用 38

℃生理盐水 100 mL 灌肠液保留灌肠，方法同上，同时口服美

沙拉嗪 1 g/次，4 次/ d。两组患者在治疗期间应该注意休息，

饮食均衡，低脂易消化，忌食生冷、油腻、刺激性食物。 

1.4 效果评定标准 

    参照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炎症性肠病协作组 2007 年

《对我国炎症性肠病诊断治疗规范的共识意见》[6]。完全缓解：

临床症状消失，结肠镜复查发现黏膜大致正常；有效：临床症

状基本消失，结肠镜复查黏膜轻度炎症或假息肉形成；无效：

经治疗后临床症状、内镜及病理检查结果均无改善。总有效率

=（完全缓解例数+有效例数）/总例数×100%。 

1.5 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用 SPSS19.0 统计软件包处理，两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组间比较采用 x2检验，率以百分数（%）表示。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治疗效果比较    

    治疗后再次进行观察，两组患者部分临床症状有所改善，

患者腹痛、腹泻、黏液脓血便及里急后重症状呈不同程度的好

转，治疗组的好转程度明显由于对照组，治疗后两组临床症状

改善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前后临床症状变化比较 （n） 

组别 腹泻 腹痛 黏液血便 里急后重 

治疗前 9 31 13 3 
治疗组（44 例） 

治疗后 2 11 3 0 

治疗前 11 29 15 4 
对照组（43 例） 

治疗后 4 17 9 1 

根据结肠镜检查结果和症状判定，治疗组的总有效率为

88.6%，对照组的总有效率为 69.9%。治疗组的改善程度明显

优于对照组。见表 2。 

表 2  两组治疗后的临床有效率比较  （n，%） 

组别 n 完全缓解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44 15 24 5 88.6 

对照组 43 10 20 13 69.80 

注：与对照组相比，治疗组 P＜0.05 

2.2 两组不良反应比较 

对照组没有出现不良反应，治疗组出现恶心、呕吐、乏力、

腹胀、纳差等不良反应 5 例，停药一段时间后能自行缓解。 

3   讨  论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及饮食结构的改变，UC 

在我国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UC 是一种临床表现为腹痛、

腹泻、黏液便或血便的肠道慢性非特异性炎症[7]。其发病因素

多种多样，包括免疫、遗传、感染、精神、氧自由基、一氧化

氮及环氧化酶等[8]，但是 UC 的黏膜损伤无法修复的原因还没

有完全阐明，至今无特异性治疗。所以临床上主要是控制急性

发作、缓解症状、减少复发、防止并发症。现代医学上治疗

UC 的药物主要有水杨酸类、皮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但由于

其明显的不良反应，导致不少患者不能耐受。因此，探索一种

见效快、并发症少、治愈率高的新方法是目前临床医师的首要

任务。近年来采用中药治疗 UC 的报道较多[9]，不仅疗效显著，

且无明显毒副作用，适合长期用药。 

康复新液是大螊虫提取物制成的溶液，活性成分为多元醇

类、氨基酸及肽类，具有通利血脉、养阴生肌的功效。药理实

验证明其具有促进肉芽组织生长、修复各类溃疡及创伤创面，

抗炎、消除炎性水肿，提高机体免疫功能的作用，临床上已广

泛应用于烧烫伤、创面感染及顽固性溃疡、褥疮等。大量实验

及临床研究证明康复新液通过灌肠的方法治疗 UC 有很好疗

效，且无不良反应，适合长期应用。葛根芩连颗粒处方来源《伤

寒论》，葛根 30 g，黄连 5 g，黄芩 20 g，炙甘草 5 g。方中重

用葛根为君，甘辛而凉，入脾胃经，既能解表退热，又能升发

脾胃清阳之气而治下利；以苦寒之黄连、黄芩为臣，清热燥湿，

厚肠止利；甘草甘缓和中，调和诸药，为本方佐使。四药合用，

外疏内清，表里同治，使表解里和，热利自愈。UC 在中医学

中属于“痢疾”“泄泻”范畴。病位主要在肠，病机属于本虚

标实，治疗以驱邪为主，扶本为辅。我院采用康复新液联合葛

根芩连颗粒同时治疗，既强化药液在病变局部的吸收，加速溃

疡面的愈合以治标，又通过清泄里热，解肌散邪以治本。并且

无不良反应，值得在临床中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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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活血生肌汤保留灌肠对溃疡性结肠炎（远段）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72 例溃疡性结肠炎（远段）

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36 例，对照组给予柳氮磺嘧啶联合地塞米松保留灌肠治疗，观察组给予活血生肌汤保留灌肠治疗

治疗，10 d 为 1 个疗程，2 个疗程后观察两组疗效。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7.2%，对照组总有效率仅为 75.0%，两组比较，观

察组优于对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活血生肌汤保留灌肠治疗溃疡性结肠炎（远段）疗效较好，副作用少，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活血生肌汤；溃疡性结肠炎；保留灌肠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Huoxue Shengqi Decoction on retention enema treatment of ulcerative 

colitis.  Methods: 72 patients with ulcerative colitis (distal)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ith 

36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sulfasalazine pyrimidine combined with dexamethasone retention enema for the 

treatment,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Huoxue Shengji Decoction retention enema. The therapy. was carried for 10 days 

for each course and results were evaluated after 2 courses.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97.2% and that of 

control group was only 75.0%; effective rates were bette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1). Conclusion: Huoxue Shengqi Decoction has good curative effect on ulcerative colitis (distal segment) 

with the retention enema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Huoxue Shengji Decoction; Ulcerative colitis; Retention enema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5.041 

 

溃疡性结肠炎是原因不明的大肠黏膜的慢性炎症和溃疡

性病变，其发病率逐年增加，病变主要发生在黏膜层和黏膜下

层，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腹泻、黏液脓血便、腹痛、里急后重，

病情反复发作，缠绵难愈，对患者的工作和生活产生较大影响，

严重者可形成重度营养不良、恶病质，甚至死亡。现代医学认

为该病的发生与免疫、遗传、环境等有关，临床上多使用口服

柳氮磺嘧啶或 5-氨基水杨酸制剂，或联合使用泼尼松治疗，对

于难治性溃疡性结肠炎则选用嘌呤类药物、甲氨蝶呤等免疫抑

制剂，或英夫利昔，但西药副作用大，易产生多种不适症状，

对患者的身心健康造成新的危害。本科室 2012 年 9 月－2014

年 9 月使用活血生肌汤保留灌肠治疗溃疡性结肠炎（远段）患

者取得了较好的疗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科室 2012 年 9 月－2014 年 9 月收治的溃疡性结肠

炎（远段）患者 72 例，将 72 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各 36 例，其中观察组 40～63 岁，平均年龄 53.6 岁，病程半年～

15 年；对照组年龄 42～60 岁，平均年龄 53.8 岁，病程半年～

13 年。两组患者基本资料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肠镜检

查示：结肠远端肠黏膜弥漫性充血、水肿、溃疡、糜烂。 

1.2 诊断标准 

西医诊断标准：参照 2007 年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分会修订

的炎症性肠病诊断治疗规范的共识意见[1]，并排除细菌性痢疾、

阿米巴痢疾、慢性血吸虫病、肠结核等感染性结肠炎及缺血性

结肠炎、放射性结肠炎、孤立性直肠溃疡、结肠克罗恩病。中

医证候诊断依据：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第 21 届全国脾

胃病学术会议通过的《溃疡性结肠炎中医诊疗共识意见》[2]。 

1.2.1 临床表现 

反复发作的腹泻、黏液脓血便伴腹痛、里急后重，持续时

间较长，并伴有不同程度的全身症状。可有关节、皮肤、眼、

口腔及肝胆等肠道外病变。腹痛多伴有腹胀，神疲懒言，倦怠

乏力等。 

1.2.2 结肠镜检查 

本病病变多从直肠开始，呈连续性、弥漫性分布，以左半

结肠多见。表现为：①病变处结肠黏膜血管纹理模糊、紊乱或

消失、充血、水肿、质脆、出血、脓血性分泌物附着，亦常见

黏膜粗糙、呈细颗粒状；②病变明显处可见弥漫性、多发性糜

烂或溃疡；③慢性迁延缓解期患者可见结肠袋囊变浅、变钝或

消失，假息肉形成及桥形黏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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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药保留灌肠方法 

灌肠处方：炒白芍 30 g，黄连 10 g，白头翁 20 g，丹参

15 g，乳香 12 g，没药 12 g，三七 6 g，黄芪 15 g，白及 10 g，

五倍子 10 g，甘草 6 g。1 剂/ d，早晚各 1 次保留灌肠，至少

保留 1 h，10 d 为 1 个疗程。灌肠方法：采用改良灌肠器，灌

肠器为一次性输液器与一次性吸痰管改装相连而成，灌肠液量

为 150 ml，温度 39～41℃，插入深度为 20～25 cm。将药液倒

入无菌灌肠袋中，患者排空二便后，取左侧卧位，使用一次性

输液器控制滴速，15～20 min 内灌入，卧床休息 30 min 后活

动。药物治疗的同时嘱患者要注意合理饮食，寒温适宜，勿劳

累，情绪放松。 

1.4 疗效标准 

参照 2007 年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分会修订的炎症性肠病诊

断治疗规范的共识意见[1]，2 个疗程后评价疗效，分为完全缓

解、有效和无效。①完全缓解：症状消失，结肠镜检查肠黏膜

大致正常，组织学分级≤1 级。②有效：症状基本消失，结肠

镜检查黏膜轻度炎症，组织学分级改善≥1 个分级。③无效：

症状无明显变化，肠镜检查黏膜或组织学分级无改善。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7.0 软件对数据资料进行分析，计数资料以百

分数（%）表示，两组均数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比较用

x2检验。 

2   结  果 

两组病例疗效比较，详见表 1。 

表 1  两组病例疗效比较  （n，%） 

完全缓解 有效 无效 
组别 n 

n 比率 n 比率 n 比率 
总有效率 

治疗组 36 24 66.7＊＊ 11 30.5 1 2.8 97.2＊＊ 

对照组 36 12 33.3 15 41.7＊ 9 25.0＊＊ 75.0 

注：
＊P＜0.05，＊＊P＜0.01 

治疗组的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1）。治疗组的完全缓解例数为24例，占总例数的66.7%，

而对照组完全缓解例数为 12 例，占总例数为 33.3%，其治愈率

仅为治疗组治愈率的 50.0%，且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1）。治疗组的有效例数与对照组的相差不大，

分别为 11 例、15 例。治疗组的无效例数显著小于对照组的例数，

其例数分别为 1 例、9 例，治疗组的无效率仅为对照组的 11.1%，

两者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3   典型病例 

患者甲，男，58 岁，农民。2014 年 6 月 6 日以“反复性

腹痛、腹泻 3 年，加重伴脓血便 2 个月”为主诉来诊。患者于

3 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腹痛、腹泻，里急后重，泻后痛减。曾

口服诺氟沙星胶囊、蒙脱石散、黄连素片后症状缓解，但反复

发作，近 2 个月来症状加重，腹部疼痛，脓血便，大便呈白色

粘胨夹杂暗红色血液，日行六七次，伴里急后重，小便尚可，

神疲乏力，纳差，面色少华，舌淡红苔白腻，脉濡。结肠镜检

查：全结肠黏膜充血水肿，多个形状不规则、大小不同的溃疡，

降结肠处融合成不规则的片状溃疡。大便培养未见细菌生长。

西医诊断：溃疡性结肠炎；中医诊断：痢疾，寒湿痢。治以健

脾祛湿，固肠止泻。中药灌肠方：炒白芍 30 g，黄连 10 g，白

头翁 20 g，丹参 15 g，乳香 12 g，没药 12 g，三七 6 g，黄芪

15 g，白及 10 g，五倍子 10 g，甘草 6 g。7 剂，1 剂/ d，水煎

至 300 ml，以每次 150 ml，早晚各 1 次保留灌肠。上方治疗 1

个疗程后症状基本消失，为进一步巩固治疗原方加减继续治疗

1 周，复查肠镜：距肛门缘 5 cm 处可见一处溃疡，上覆白苔，

大小约 0.4 cm×0.4 cm，余结肠黏膜轻度水肿充血，余无异常

发现。追踪半年未见复发。 

4   讨  论 

溃疡性结肠炎（UC）又称慢性非特异性结肠炎。主要累

及直肠和乙状结肠，也可侵及全结肠。UC 在西方国家相当常

见，在亚洲 UC 的年发病率为 1.0/10 万～2.0/10 万，患病率为

4.0/10 万～44.3/10 万，我国推测 UC 患病率为 11.6/10 万。近

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结构、生活习惯的改变，环境

的变化及诊断技术的不断进步，我国 UC 的发病率逐年增高[3]。

UC 的病因及发病机制尚未明确，目前认为和遗传易感性、免

疫调节紊乱、感染及环境等因素有关。现代医学多采用抗炎药

物、激素、免疫抑制剂及手术治疗，虽有一定疗效，但副作用

颇多，长期使用，部分患者因不能耐受其副作用而中断治疗。

中医学上无“溃疡性结肠炎”病名，根据其临床症状，归为“泄

泻”“休息痢”“久痢”“肠癖”等范畴[4]。发病原因多为感受外

邪、饮食失宜、情志不畅、劳倦过度，脾胃受损，气机失调，

湿邪内郁，日久导致气血壅滞，酿生湿热，下迫大肠，化腐成

疡，肠道功能失司，从而出现腹痛，里急后重，赤白痢下，日

久不愈，则出现脾胃气虚或脾肾阳虚，其病机特点为虚中有实、

虚实夹杂。刘完素在《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泻痢论第十九》

芍药汤方下写到：行血则便脓自愈，调气则后重自除，可谓是

为明言治痢之法。根据本病虚实相兼特点，制定了“益气养血、

活血定痛、化腐生肌”的治疗原则，由芍药汤、白头翁汤[5]、

化腐生肌散化裁而形成活血生肌汤。方中黄连、白头翁清热燥

湿、凉血止痢，现代药理研究，黄连、白头翁其主要成分及提

取物具有抗菌、抗病毒、抗炎作用，对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

球菌、痢疾杆菌等都有抑制作用，并且白头翁乙醇提取物具有

镇静、镇痛及抗痉挛作用；黄芪益气扶正，托里生肌；丹参、

三七活血止血、化 定痛，丹参改善肠黏膜微循环，减轻炎症

反应[6]；乳香、没药、白及有活血定痛、生肌祛腐之功，张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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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评价乳香、没药两味药时说：能解毒消肿，生肌止痛，虽为

开通之品，不至耗伤气血，诚良药也[7]。五倍子止血、涩肠、

解毒；炒白芍、甘草补血益脾，又可缓急止痛，可解除肠道平

滑肌痉挛。本方具有补中兼通，活血而不伤血，止血不留 ，

祛腐又生新，诸药合用直达病灶，有利于药物作用的发挥，且

改良后中药保留灌肠能延长药物的作用时间，同时结肠镜检查

示黏膜炎症反应减轻，无毒副反应[8,9]。活血生肌汤保留灌肠能

较快促进结肠溃疡面愈合，缩短病程，减轻患者病痛，临床应

用疗效较好，并且稳定持久，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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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味黄芪建中汤治疗消化性溃疡临床效果观察 
Clinical effect observation of modified Huangqi Jianzhong Decoction 

in treating peptic ul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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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并探讨加味黄芪建中汤治疗消化性溃疡临床疗效分析。方法：选取 2014 年 7 月—2015 年 12 月来我

院治疗的 100 例消化性溃疡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随机分成两组，即观察组与对照组。对照组患者给予西药进行常规药物治疗，

观察组患者在此基础上联合加味黄芪建中汤进行治疗，观察两组患者在经过各自治疗后的临床疗效及患者满意度。结果：经比较

得知，采用西药联合加味黄芪建中汤治疗的观察组患者在疗效及患者满意度方面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存在显

著差异（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西药联合加味黄芪建中汤治疗消化性溃疡的临床疗效明确，疗效高、不良反应少，

是治疗消化性溃疡的有效方剂，值得加大临床的推广及应用。 

【关键词】加味黄芪建中汤；消化性溃疡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and evaluate the effect of modified Huangqi Jianzhong Decoction in treating peptic ulcer. 

Methods: 100 cases of peptic ulcer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uly 2014 to December 2015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routine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while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modified Huangqi Jianzhong Decoc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routine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the curative effects and the patients’ satisfaction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observed respectively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After the comparison, the curative effects and the patients’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of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Conclusion: Western medicine combined with 

modified Huangqi Jianzhong Decoction had significant effect in treating peptic ulcer; it was effective and with less adverse reaction, which 

wa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Keywords】Modified Huangqi Jianzhong Decoction; Peptic ulcer; Clinical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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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性溃疡主发于胃与十二指肠，是临床的一种慢性溃

疡，消化性溃疡的发病率高，且近些年在国内呈现出逐渐递增

的态势[1]。当前，关于消化性溃疡的致病机制和发病原因还并

不确定。然而，经大量临床研究发现，消化性溃疡和患者的胃

酸分泌旺盛、胃黏膜受到损伤、幽门螺杆菌感染有着直接关系。

该病的主要临床特征为腹部出现疼痛、反酸、恶心等，甚至并

发其他消化道疾病。本院对加味黄芪建中汤治疗消化性溃疡的

临床效果展开探讨与分析，收获了良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 2014 年 7 月—2015 年 12 月来我院治疗的 100 例消

化性溃疡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所有患者均胃镜和经病理诊断

为消化性溃疡，符合《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2]的诊断

标准，两组患者不同程度上出现恶心呕吐、上腹疼痛胀气、反

酸厌食等病症。按照数字表法将所有患者随机分成观察组和对

照组，每组 50 例。其中，观察组男性 28 例，女性 22 例，年

龄 17～65 岁，平均年龄 29.6 岁；病程 0.52～15.16 年。对照组

男性 25 例，女性 25 例，年龄 28～66 岁，平均年龄 32.3 岁；

病程 0.25～16.12 年。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上无明显的差别

（P＞0.05），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两组患者在一般资

料及病情程度方面无显著差异性（P＞0.05），统计学有意义。 

1.2 研究方法 

1.2.1 对照组 

对照组患者采取临床常规西药药物治疗：给予阿莫西林，

500 mg/次，3 次/ d；甲硝唑，400 mg/次，3 次/ d；雷尼替丁，

150 mg 次，2 次/ d，疗程 30 d。 

1.2.2 观察组 

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增加加味黄芪建中汤治疗：黄

芪 25 g，党参 25 g，饴糖 25 g，大枣 25 g，炒白术 20 g，枳壳

20 g，白芍 20 g，槟榔 15 g，紫苏叶 15 g，半夏 15 g，炙甘草

10 g，干姜 10 g。患者一旦出现泛酸，可在药方中添加瓦楞子

10 g，乌贼骨 12 g。水煎服，3 次/ d，60 d 为 1 个疗程。 

1.3 疗效判定 

患者临床症状消失，溃疡愈合，且无复发，可判定为痊愈；

患者临床症状与体征消失，溃疡基本愈合，复发概率小，可判

定为显效；患者临床症状与体征有所缓解，溃疡复查缩小≥

50.0%，可判定为有效；患者临床症状与体征不改变，且病情

加重，可判定为无效，可判定为病变进展。总有效率=（痊愈

例数+显效例数+有效例数）/总例数×100.0%。 

1.4 统计学分析 

对数据库的录入及统计分析均通过 SPSS19.0 软件实现，

两组间的疗效比较用 x2检验，两组间的构成比较用 t 检验，以

（ ）表示计量资料，以 P＜0.05 表示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各组治疗后，采取西药联合加味黄芪建中汤治疗消化性溃

疡的观察组患者在临床疗效方面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患者在

总有效率方面存在显著差异（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见

表 1。

表 1  观察组与对照组疗效总有效率对比  [n（%）] 

组别 n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50 22（44.0） 15（30.0） 10（20.0） 3（6.0） 94.0 

对照组 50 16（32.0） 6（12.0） 20（40.0） 8（16.0） 84.0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 

3    讨  论 

    消化性溃疡属于临床慢性溃疡的一种，该发病率一直居高

不下，且又以中青年居多[3]。中医学辨证理论分析认为，消化

性溃疡主要是由于患者肝胃不和、中焦虚寒所引起，故而，中

医治疗的目的就在于治愈溃疡及预防复发。现代医学理论则认

为，引发消化性溃疡的重要因素就在于幽门螺杆菌感染，这一

病菌可破坏患者胃、十二指肠的防御功能[4]，所以治疗的根本

就在于彻底消灭幽门螺杆菌的感染。众所周知，消化性溃疡属

于慢性疾病，因而其治疗周期更长，随着病情的反复，容易给

患者带来很大的精神压力。本研究所用的方剂中，黄芪、党参、

茯苓等可起到止血、制酸、益气等功效；并配之干姜、桂枝可

起到温补脾阳的功能；白芍和甘草，可起到酸甘化阴、缓解腹

痛的效果。 

研究显示，观察组患者应用加味黄芪建中汤治疗消化性溃

疡的总有效率为 94.0%，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采取临床常规西

医药物治疗的 84.0%，两组患者在治疗总有效率方面存在显著

差异，本研究结果与以往相关文献报道的数据相符。加味黄芪

建中汤联合西医药物治疗消化性溃疡的临床疗效可靠，值得在

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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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究中药汤剂联合喉镜下激光手术治疗儿童复发性呼吸道乳头状瘤的疗效及抗病毒效果。方法：研究对象

选取为 2011 年 6 月—2015 年 6 月我院收治的 36 例复发性呼吸道乳头状瘤患儿，根据治疗方案不同进行分组，包括联合组 20 例

和手术组 16 例，联合组采用中药汤剂联合喉镜下激光手术治疗，手术组则单纯采用激光手术治疗，对比两组患儿的疗效及治疗前

后的 HPV-DNA 水平。结果：联合组总有效率达到 90.0%（18/20），显著高于手术组的 56.3%（9/16），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前两组患儿的 HPV-DNA 对比无显著差异，治疗后联合组患儿的 HPV-DNA 水平显著降低，手术组则无显著改善，两

组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中药汤剂联合喉镜下激光手术治疗儿童复发性呼吸道乳头状瘤的疗效确切，能够

有效提高疗效，控制 HPV-DNA 水平，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和应用。 

【关键词】复发性呼吸道乳头状瘤；儿童病患；中药；激光手术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and antiviral effect of Chinese herbal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endoscopic laser surgery 

in treating recurrent respiratory papillomatosis in children. Methods: 36 children patients with recurrent respiratory papillomatosis, who 

were admitted to and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11 to June 2015,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objects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e 

joint group (20 cases) and the surgical group (16 case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treatment. The joint group received Chinese herbal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endoscopic laser surgery while the surgical group received only laser surgery, the efficacy and HPV DNA level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of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joint group reached 90.0% (18/20),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surgery group, 56.3% (9/16),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before treatment, the 

difference of HPV- DNA of two groups was of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fter treatment, HPV-DNA levels of children in the joint group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while that of the surgical group had no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Chinese herbal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endoscopic laser surgery had significant curative effect in 

treating recurrent respiratory papillomatosis in children, it could improve the efficacy effectively and control HPV-DNA level, it was 

worthy of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in clinical practice. 

【Keywords】Recurrent respiratory papillomatosis; Pediatric patients; Chinese herbal decoction; Laser surger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5.043 
 

幼年性复发性呼吸道乳头状瘤（JORRP）是 常见的儿童

呼吸道肿瘤，属于良性肿瘤，但由于瘤体生长过快，易造成呼

吸道阻塞，目前尚无根治方案。以往临床多采用手术方案治疗

JORRP，但此类疾病的复发率较高，常需多次手术治疗，给患

儿及家庭造成了沉重的压力。近年来的研究显示[1]，JORRP 的

复发与 HPV 感染存在明显相关，抑制 HPV 水平能够有效地降

低 JORRP 的复发率。本文采用中药汤剂联合喉镜下激光手术

的方案进行儿童复发性呼吸道乳头状瘤的治疗，取得了较好成

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选取为 2011 年 6 月—2015 年 6 月我院收治的 36

例复发性呼吸道乳头状瘤患儿，根据治疗方案不同进行分组，

包括联合组 20 例和手术组 16 例，联合组包括男性 11 例，女

性 9 例；年龄 4～12 岁，平均年龄（6.9±1.4）岁；手术组包

括男性 9 例，女性 7 例；年龄 4～12 岁，平均年龄（6.8±1.2）

岁。两组患儿在一般资料对比上无显著差异（P＞0.05）。 

1.2 治疗方法  

两组患儿均采用支撑喉镜下 CO2 激光手术治疗，全身麻

醉，调节激光能量在 1.5～2.0 W，术中彻底切除肿瘤组织。联

合组患儿在手术治疗后口服中药治疗，方药自拟，主要组成包

括：蒲公英 20 g，半夏 9 g，薏苡仁 12 g，连翘 9 g，贝母 9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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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花蛇舌草 12 g，陈皮 9 g，茯苓 6 g，西洋参 6 g，生甘草 4 g，

1 剂/ d，水煎 300 ml 分早晚 2 次顿服，半年为 1 个疗程。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患儿的疗效及治疗前后的 HPV-DNA 水平。疗效

判定参照文献[2]，将病情分为四级，痊愈：随访 1 年未出现复

发现象；显效：手术间隔时间延长，且术中 Derkay 评分降低；

有效：手术间隔时间延长，或术中 Derkay 评分降低；无效：

未达到以上 3 种标准。以痊愈率＋显效率＋有效率=总有效率。

HPV DNA 水平采用荧光定量 PCR 检测，严格按照试剂说明书

进行，对 HPV6/11 阳性定量质控品进行梯度稀释，做标准曲线

及阴性对照，反应结束后由自动分析仪得出结果， 终结果对

比用中位数体现。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6.0 进行数据处理，计数资料对比用 x2 检验，

HPV-DNA水平采用秩和检验，P＜0.05视为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临床疗效  

联合组总有效率达到 90.0%（18/20），显著高于手术组的

56.3%（9/16），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儿的临床疗效统计对比  （n，%） 

组别 n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联合组 20 10 6 2 2 90.0 

手术组 16 0 3 6 7 56.3 

注：两组比较，P＜0.05 

2.2 HPV-DNA 水平  

治疗前两组患儿的 HPV-DNA 对比无显著差异，治疗后联

合组患儿的 HPV-DNA 水平显著降低，手术组则无显著改善，

两组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患儿治疗前后的 HPV DNA 水平统计对比  （ ）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联合组 20 0.9E±07 2.4E±06* 

手术组 16 1.0E±07 1.1E±08 

注：两组比较，*P＜0.05 

3   讨  论 

幼年性复发性呼吸道乳头状瘤是 常见的儿童呼吸道良

性肿瘤，此类疾病复发性强，且目前缺乏根治方案，需要多次

手术治疗。近年来的研究显示 JORRP 与 HPV 感染有明显相关，

其中 HPV6/11 是 主要的致病亚型[3]。但目前 HPV—DNA 水

平只能作为此类疾病的评估标准之一，西医尚缺乏有效的控制

和治疗手段。支撑喉镜下激光手术是目前治疗 JORRP 较为理

想的手术方案，CO2激光具有准确性好、损伤小、并发症少的

特点，适合需要长期、反复治疗的患者[4,5]。但单纯采用激光手

术治疗只能暂时性的解除呼吸道梗阻现象，无法防止复发，甚

至无法延长复发间隔。 

本文从控制 HPV 水平出发，采用中医药联合治疗的方案。

本病属于外邪侵袭咽喉，痰热壅结，热度内滞所致，虽用手术

切除瘤体，但后期与余毒未清，机体正气不足以致复发。因此

拟从清热解毒、扶正祛邪、化痰除湿的角度进行治疗。方中陈

皮、半夏、薏苡仁、贝母化痰祛湿；白花蛇舌草、连翘、蒲公

英清热解毒；西洋参益气养阴；茯苓祛湿消肿；甘草调和诸药。

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6]白花蛇舌草中含有多糖类物质，对于淋

巴细胞有着强刺激作用，可增进机体的免疫功能，提高网状细

胞及白细胞的吞噬能力，从而达到抗病毒、抗癌的效果。茯苓

同样具有良好的抗肿瘤作用，通过抗脂质过氧化来实现机体免

疫力的增强。西洋参中的总皂苷及单体化合物游离色氨酸也具

有抗肿瘤活性，在临床上具有较好的应用效果。从本次研究数

据来看，两组患儿治疗前的 HPV-DNA 水平对比无显著差异，

治疗后联合组患儿的 HPV-DNA 水平显著降低，而手术组患儿

的 HPV-DNA 水平则无明显变化，这说明中药汤剂口服能够有

效的控制 HPV-DNA 水平。从疗效方面来看，观察组患儿的总

有效率达到 90.0%，显著高于手术组的 56.3%（P＜0.05）。这

个结果说明中药汤剂联合手术治疗 JORRP 的疗效更优，且从

侧面证实了 HPV 水平与 JORRP 复发的相关性。建议治疗

JORRP 的同时控制 HPV 水平，以改善疗效，减少复发。 

综上所述，中药汤剂联合喉镜下激光手术治疗儿童复发性

呼吸道乳头状瘤的疗效确切，能够有效提高疗效，控制

HPV-DNA 水平，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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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中西医结合治疗小儿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的疗效。方法：将 80 例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患儿随机分为

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40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麻杏石甘汤加减治疗。观察两组总有效率、咳

嗽消失时间、喘憋消失时间、肺部啰音消失时间。结果：治疗后观察组总有效率明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观察组咳嗽消失时间、喘憋消失时间、肺部啰音消失时间均显著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中西医结合

治疗小儿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的疗效显著，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中西医结合；小儿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of combination of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treating children with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Methods: 80 children with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ith 4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treatment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modified 

Maxing Shigan Decoction,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cough disappearing time, wheezing disappearing time, pulmonary rales disappearing 

time of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cough disappearing time, wheezing disappearing time 

and pulmonary rales disappearing tim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Combination of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 had significant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in 

treating children with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and it wa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Keywords】Combination of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 Children with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Curative effect observ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5.044 
 

小儿肺炎是我国卫生部要求重点防治的儿科四大疾病之

一。其中呼吸道合胞病毒引起的肺炎占有相当的比例，国内报

道高达 43.66%[1]，此病毒已经成为小儿肺炎的 常见病原体之

一。小儿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喘憋症状明显，病情一般较其他

普通感染性肺炎重，并易出现呼吸衰竭、心力衰竭等严重并发

症，在发展中国家有 7%的死亡率[2]，其已严重威胁到婴幼儿

的生命健康。目前在临床上西医对小儿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治

疗多以对症处理为主；而中医在病毒性疾病治疗方面有其优

势。本病目前无明确的中医病名与之相对应，参考汪受传主编

的《中医儿科学》中关于肺炎的认识，其当统属于中医“喘嗽”

的范畴[3]。麻杏石甘汤在儿科被广泛运用于治疗肺炎喘嗽、咳

嗽、哮喘、麻疹肺炎、热性病、慢性鼻炎、鼻窦炎属热邪迫肺

之疾患，疗效确切。本人临床上在西医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

麻杏石甘汤加减治疗小儿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疗效显著，现报

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诊断标准  

西医诊断标准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小儿四病防治

方案·小儿肺炎防治方案》[4]、第 7 版《诸福棠实用儿科学》
[5]；中医诊断标准按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1994 年版《中医病证

诊断疗效标准·中医儿科病证诊断疗效标准》[6]内的肺炎喘嗽

诊断依据制定，并制定本病风热犯肺及痰热闭肺证证候。 

1.2 排除标准   

①治疗期间不能或不按时服用中药者；②伴有呼吸衰竭或

心力衰竭者；③伴有先天性心、肝、肾等严重器质性病变者。 

1.3 一般资料   

选自本院 2013年 9月—2015年 12月的住院患儿共 80例，

其中男性 46 例，女性 34 例；年龄：3 个月～6 岁。将 80 例患

儿随机分为观察组 40 例，男性 25 例，女性 15 例和对照组 40

例，男性 21 例，女性 19 例。两组患儿性别、年龄、病程等一

般资料之间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

有可比性。 

2   治疗方法 

2.1 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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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病毒：利巴韦林注射液（石药银湖制药）10～15 

mg/kg·d，分 2 次静滴。 

对症处理：雾化药：吸入用布地奈德混悬液（阿斯利康生

产），0.5～1 mg/次，2 次/ d；吸入用重组人干扰素注射液（北

京三元基因工程），2～4 µg/ kg，2 次/ d。口服药：氨溴片（进

口）（德国勃林格殷格翰）3 个月～1 岁 10 mg，3 次/d，1～3

岁 15 mg，3 次/ d，3～6 岁 20 mg，3 次/ d；孟鲁司特钠（杭

州默沙东制药），口服，6～14 岁，5 mg/次，1 次/ d；2～5 岁：

4 mg/次，1 次/ d。连续治疗 14 d。 

2.2 观察组   

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联合麻杏石甘汤加减治疗。处方：

麻黄 6 g，生石膏 24 g（先煎），苦杏仁 9 g，炙甘草 6 g。加减：

鼻塞流涕者加入白芷、荆芥各 5 g；痰多者加入紫菀、款冬花、

浙贝母各 5 g；喘憋明显者加入细辛 3 g，五味子 5 g；纳差者

加入焦麦芽、焦山楂、焦神曲、陈皮各 10 g；1 剂/ d，水煎取

汁 50～100 ml，早晚分 2 次服用。7 d 为 1 个疗程，连续治疗 2

个疗程。 

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0.0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处理。

计量资料用（ ）表示，进行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x2检验。 

3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3.1 疗效标准   

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1994 年发布的《中医病证诊断疗

效标准·中医儿科病证诊断疗效标准》[6]内肺炎喘嗽的疗效评

定标准：显效：患儿体温恢复正常，咳嗽、咳痰消失，双肺啰

音消失，胸部 X 线片正常。有效：患儿体温降低到 37.5℃以下，

或恢复正常，咳嗽、咳痰明显缓解，双肺啰音减轻，胸部 X 线

片示仅有少量阴影。无效：患儿体温、咳嗽、咳痰无缓解或加

重，双肺听诊啰音未消失，胸部 X 线片示阴影面积未缩小，甚

至增大。 

3.2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总有效率对照组为 72.5% ，观察组为 95.0%，两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40 22 16 2 95.0 

对照组 40 19 10 11 72.50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3.3 两组临床症状及体征消失时间比较   

见表 2。 

表 2   两组临床症状及体征消失时间比较   [（ ），d] 

组别 n 咳嗽消失 喘憋消失 啰音消退 

观察组 40 5.32±0.65 3.69±1.24 5.82±0.34 

对照组 40 7.25±1.05 5.69±1.54 7.75±1.26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4   讨  论 

小儿肺炎是儿科常见病之一，病毒感染是其主要致病因

素。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是婴幼儿 常见的肺炎，属中医“喘

嗽”范畴。临床上多表现为发热、咳嗽、痰壅、气喘、鼻煽，

以风热犯肺及痰热闭肺证 为多见，这与小儿生理病理特点密

不可分。小儿心肝有余多热病，肺肾不足多咳喘，脾常不足多

痰证。麻杏石甘汤是由麻黄、杏仁、生石膏、炙甘草四味药组

成，具有宣泄郁热、清肺平喘的作用，主要针对肺炎喘嗽中邪

热郁肺而出现的发热、喘息、咳嗽、咳痰等。方中麻黄上宣肺

气、下降通气、通调水道，一药三用为主药，石膏清 热与麻

黄二者相伍，皆能充分发挥宣肺降逆与行水涤饮之功，石膏得

麻黄之辛散能更好发泄胸中蕴结 热，二者相辅相成，杏仁辛

开苦泄，与麻黄一升一降，有止咳平喘之功，炙甘草之甘以缓

急和中，均有助于平喘，又可防止石膏寒凉伤胃，这不仅起到

了平喘的作用且照顾到小儿脾胃虚弱的特征。现代药理研究表

明，麻黄中的麻黄碱与伪麻黄碱对支气管平滑肌有松弛作用，

麻黄挥发油有明显的祛痰作用[7]；生石膏对支气管平滑肌呈抗

组胺、抗乙酰胆碱作用[8]。同时现代药理研究也表明，麻杏石

甘汤具有良好的镇咳、抗炎、抗病毒、调节免疫功能等多种现

代药理作用[9]。 

本研究在常规治疗基础上联合麻杏石甘汤加减治疗小儿

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在总有效率、咳嗽消失时间、喘憋消失

时间、肺部啰音消失时间等多个方面均优于对照组，未发生明

显的不良反应，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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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中西医治疗与护理慢性肾脏病临床效果。方法：60 例慢性肾脏病患者应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治疗组

和对照组。对照组 30 例常规控制血压，控制感染、低盐、低钾、优质蛋白饮食；治疗组 30 例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自拟方健脾益

肾汤同时给以中药保留灌肠，1 次/ d，15 d 为 1 个疗程，共治疗 4 个疗程。分别检测两组治疗前后学 Scr、BUN、GFR 水平和中

医证候疗效。结果：治疗 2 个月后，治疗组临床疗效总有效率（86.7%）明显高于对照组（66.7%），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组血 Scr、BUN 水平明显下降，GFR 上升，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自拟健脾益肾汤联合中

药灌肠及护理对慢性肾病临床疗效安全可靠。 

【关键词】慢性肾脏病；健脾益肾汤；治疗与护理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integrative treatment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treating chronic 

kidney disease. Methods: 60 patients with chronic kidney diseas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30 cases) was treated with routine control of blood pressure, infection control, low salt, low potassium, 

high-quality protein diet; 30 case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received Jianpiyishen decoction and Chinese medicine retention enema on the 

basis of treatment of the control group, once everyday, 15 days formed 1 course, and the treatment lasted four courses. Blood Scr, BUN, 

GFR levels and symptom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f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detected. Results: 2 months after 

the treatment, the clinical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treatment group (86.7%)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66.7%),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Blood Scr and BUN levels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nd GFR 

increased,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Self-made Jianpi 

yishen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Chinese medicine retention enema and nursing had safe and reliable clinical effect in treating chronic 

kidney disease. 

【Keywords】Chronic kidney disease; Jianpiyishen decoction; Treatment and nursing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5.045 

 

慢性肾脏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是各种慢性

肾病 1～5 期引起的系列临床综合征，CKD1 期和 CKD2 期常

无自觉症状，CKD3～4 期主要表现为肾功能减退，代谢废物

潴留，水、电解质和酸碱平衡失调，5 期需行透析和肾移植。

近年来研究[1]表明，中医药治疗对延缓 CKD3 期病情进展具有

良好疗效。本研究应用自拟方健脾益肾汤和中药灌肠治疗，现

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2年2月－2015年6月，我院肾内科住院CKD 3～

4 期患者 60 例，均符合临床诊断标准，其中慢性肾小球肾炎

20 例，慢性高血压肾损害 15 例，糖尿病肾病 9 例，痛风性肾

病 6 例，慢性肾盂肾炎 6 例，多囊肾 2 例，药源性肾损害 2 例。

均符合相关诊疗指南[2]中的诊断标准。其中男性 31 例，女性

29 例，年龄 22～65 岁，平均年龄（37.5±3.2）岁；病程 2～

11 年，平均病程（7.2±2.5）年。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与对照

组，各 30 例，两组年龄、性别及病程等均无明显差异（P＞0.05）。 

1.2 入选标准  

1.2.1 诊断标准 

所有患者均符合：肾小球滤过率（GFR）＜60 ml/min/1.73 

m2持续 3 个月以上；血肌酐（Scr）178～707 µmol/L；血尿成

份或影像学检查异常。 

1.2.2 排除标准 

原发病为狼疮肾炎和梗阻性肾病患者；需要透析的 CKD

患者；合并严重的心、肝、脑和造血系统疾病患者；未签署知

情同意书患者。 

2   治疗和护理方法 

2.1 治疗方法  

对照组 30 例常规控制血压、抗感染、抗贫血等治疗，并

注意低盐、优质低蛋白饮食。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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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治疗：健脾益肾汤口服方（黄芪 18 g，潞党参 12 g，焦白术

12 g，生山药 30 g，菟丝子 15 g，杜仲 24 g，桑寄生 24 g，怀

牛膝 15 g，土茯苓 15 g，生大黄 9 g，丹参 30 g，当归 12 g，

苟丁 30 g，菊花 9 g，甘草 6 g，桂枝 12 g，建神曲 24 g，鸡内

金 15 g，白茅根 24 g），1 剂/ d，我院统一煎制，200 ml/袋、

早晚空腹温服。灌肠方中药高位保留灌肠：方由生大黄 24 g，

煅牡蛎 30 g，积雪草 24 g，制附子 9 g 组成，同上方法煎制 150～

200 ml，温度冷却至 39～4l℃。嘱患者于 18︰00 时左右尽力排

空二便后，取左侧位，臀部抬高，将灌肠液装入输液瓶中，连

接一次性输液器，插入肛门以 90 滴/min 的速度滴入；药液全

部进入肠腔后，取平卧位，抬高臀部，保留 90 min 后排出。1

剂/d，上述两方 15 d 为 1 个疗程，共治疗 4 个疗程。 

整个疗程均注意心理疏导，营养指导，建立良好的护患关

系，监控优质蛋白、低钾、低磷饮食，保证热量、水溶性维生

素、 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摄入。 

2.2 疗效标准 

参照文献[3]拟定，显效：临床症状明显好转，GFR 增加≥

20%，血 Scr 降低≥20%；有效：临床症状好转，GFR 增加≥

10%，血 Scr 降低≥10%；无效：临床症状无改善或加重，GFR

降低，血 Scr 增加。 

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以

（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用 x2检验；P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   结  果 

3.1 两组治疗前后肾功能变化，见表 1。 

表 1  两组治疗前后肾功能变化对比  （ ） 

组别 n 时间 BUN/（mmol/L） Scr（μmol/L） GFR( ml/min/1.73m2） 

治疗前 15.2±5.5 315±65.7 23.1±3.8 
对照组 30 

治疗后 12.1±2.3* 268±46.9** 25.7±3.6* 

治疗前 14.9±4.7 318.5±64.4 22.5±4.1 
治疗组 30 

治疗后 7.9±2.0**# 209.8±53.4**## 29.7±6.8*# 

注：与本组治疗前相比，*P＜0.05，**P＜0.01；与对照组治疗后相比，#P＜0.05，##P＜0.01 

3.2 两组治疗前后肾功能变化，见表 2。 

表 2  治疗 4 周末两组间疗效评价结果  [n（%）] 

组别 n 控制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30 9（25.0） 12（45.0） 9（30.0） 70.0 

治疗组 30 13（35.0）＊ 13（50.0） 4（15.0） 85.0＊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经统计学处理，治疗组与对照组总有效率有显著差异（P

＜0.05），表明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   

4   讨  论 

CKD 在中医当属“水肿”“虚劳”范畴，脾肾亏虚为该病

之源，肾不能气化，脾胃不能升清降浊，故出现水肿、乏力、

食少纳呆，黄芪、潞参、焦白术、生山药健脾益气；菟丝子、

杜仲、桑寄生、怀牛膝补益肾气；土茯苓、生大黄降浊气；丹

参、当归活血化 ；苟丁、菊花平肝息风；桂枝通阳气；建神

曲、鸡内金消食，白茅根渗湿利水。灌肠方中生大黄、煅牡蛎

涤荡浊气，积雪草益肾、制附子温补肾阳。以上二方增益互补

在现代医学上有保护健存肾单位，提高 GFR、降低 Scr、BUN，

减少尿蛋白的作用，中药灌肠可使药物直接通过肠壁吸收，滤

出肌酐、尿素氮、多肽分子物质等代谢废物[4]，有效地保护肾

功能， 大限度地减轻肾损伤，饮食指导和护理[5]关怀可帮助

患者树立信心，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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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评价蒲地蓝口服液与吴茱萸贴敷涌泉穴联合应用治疗小儿疱疹性龈口炎的临床效果。方法：2014 年 6 月

—2014 年 10 月收治疱疹性龈口炎患儿 90 例，前瞻性随机将其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45 例。两组均给予蒲地蓝口服液等常规治

疗，治疗组加用吴茱萸贴敷涌泉穴，依据主要症状分级量化表对患儿治疗前后表现评分，治疗 5 d 后将两组的治疗效果进行对比。

结果：所有患者均完成治疗，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100.0%，明显高于对照组（87.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x2＝6.429，P＜0.05）。

结论：常规治疗与吴茱萸外敷涌泉穴联合应用治疗小儿疱疹性龈口炎，能够提高治疗效果，且安全简便，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吴茱萸；疱疹性龈口炎；涌泉穴 

【Abstract】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co-effect of application in Yongquan acupoint with Wuzhuyu in treating children herpetic 

stomatitis. Method: 90 children patients with herpetic stomatitis, who we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une to October 2014，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ith 45 cases in each group. Both groups were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methods, namely, Pudilan Xiaoyan oral Iiquid，et al. The treatment group received extra application in Yongquan acupoint with Wuzhuyu. 

The performance of children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evaluated according to the classification and quantification score 

sheet of the main symptom，and the effects of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fter 5 days. Results: All the patients completed their treatment.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100%,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87.0%), and there 

was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x2＝6.429, P＜0.05). Conclusion: Combining conventional treatment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Wuzhuyu in Yongquan acupoint could improve the effect in treating children herpetic stomatitis, and this method was 

convenient, safe and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Keywords】Wuzhuyu; Herpetic stomatitis; Yongquan acupoin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5.046 
 

疱疹性龈口炎是小儿常见的急性感染性疾病，好发于 6

岁以下儿童，以半岁至 3 岁高发，发病初期多有高热、倦怠、

头痛，1 d 后口腔黏膜出现多处水疱，疱疹很快破溃形成大小

不等形态不规则的糜烂面，疼痛剧烈。患儿哭闹、流涎、拒食、

烦躁易怒，患儿和家长均痛苦不堪。本病虽具有自限性，但常

需 10 d 左右痊愈。幼儿机体抵抗力差，再加不能进食，疾病迁

延不愈极易造成营养缺乏影响生长发育，甚至出现严重并发症

危及生命。目前临床治疗多以抗病毒和补液支持为主，但起效

较慢，病程较长。中医药治疗强调整体调理观念，且有毒副作

用少、方法简便等优点。《本草纲目》有“咽喉口舌生疮者，

以茱萸末醋调贴二足心，隔夜便愈”的记载。本研究采用吴茱

萸外敷涌泉穴的方法配合临床治疗，以观察其对疱疹性龈口炎

患儿症状改善情况，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纳入标准： 

①符合《口腔黏膜病学》中疱疹性龈口炎的诊断标准。②

患者年龄为 6 个月～6 岁，病程＜2 d。③患者无心脑血管、肝、

肾及血液系统等相关重大疾病。④患者无过敏史。⑤获得家长

知情同意，并能够配合资料收集工作。  

1.2 一般资料 

根据纳入标准，选择 2014 年 6 月—2014 年 10 月在我院

口腔科就诊的 90 例疱疹性龈口炎患儿，通过随机化表随机分

为治疗组（蒲地蓝口服液常规治疗加用吴茱萸穴位贴敷治疗）

和对照组（仅行常规蒲地蓝口服液治疗）。治疗组 45 例，男性

22 例，女性 23 例，≤3 岁 25 例，＞3 岁 20 例。对照组 45 例，

男性 24 例，女性 21 例，≤3 岁 23 例，＞3 岁 22 例。两组患

儿一般资料具有可比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3 治疗方法  

对照组：服用蒲地蓝口服液（江苏济川制药有限公司生产，

国药准字 Z20030095），3 次/ d，1 岁以下，3 ml/次，1～3 岁，

5 ml/次，3 岁以上，10 ml/次，服用 3～5 d。同时保持口腔清

洁，温热流食，多喝水，注意休息。 

治疗组：除使用对照组治疗方法外，将吴茱萸 5 g 研成细

粉末，加适量陈醋调成糊状，敷到患儿双侧足底涌泉穴，用医

用胶布固定，24 h 揭掉更换，连用 3 d 为 1 个疗程，病情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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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以增加 1 个疗程。每日记录两组患儿病情变化，连续记录

5 d。根据记录对两组进行疗效评价。 

1.4 评价方法和评价标准 

1.4.1 评价方法  

参照表 1，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 5 d 后的体温及主要

症状、体征进行评分，运用公式进行综合评定。计算公式：（治

疗前分数—治疗后分数）÷治疗前积分×100.0%。 

1.4.2 评价标准 

参考《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1]制定：①治愈：治

疗 2 d 内体温恢复正常，5 d 内症状消失，评分减少≥95.0%。

②显效：治疗 3 d 内体温恢复正常，5 d 内症状明显减轻，评分

减少≥70.0%。③有效：5 d 内体温恢复正常，症状减轻，评分

减少≥30.0%。④无效：5 d 内体温未恢复正常，伴随症状无明

显好转，不能正常进食，评分减少＜30.0%。                                                                                  

表 1  主要症状分级量化表   

症状及体征 1 分 2 分 3 分 

发热 37.5～38.0℃ 38.0～39.0℃ ＞39.0℃ 

疼痛 微痛 疼痛稍明显 疼痛明显 

进食 不影响进食 影响进食 拒食 

精神状态 精神不振 烦躁不安，哭闹 精神萎靡 

溃疡渗出 溃疡表面微湿 
溃疡表面有少量 

灰白色渗出 

溃疡表面渗出物 

较多且有伪膜 

溃疡充血 微红 深红，渗透出血 紫红，极易出血 

1.5 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用 SPSS18.0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数资料采用

（n，%）表示，两组总疗效采用 x2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  果  

所有 90 例患者均完成临床效果评价，治疗组 45 例患者总

有效率 100.0%，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87.0%。经统计学分析两组

间疗效存在显著差异（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疗效对比  （n，%） 

组别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n=45） 36 6 3 0 100.0 

对照组（n=45） 25 11 3 6 87.0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 

3   讨  论   

疱疹性龈口炎由单纯疱疹病毒感染引起，西医治疗以抗病

毒及对症支持为主，目的为减轻疼痛、预防继发感染及防止患

儿因拒食而引起的脱水、酸中毒等问题。常用抗病毒药物如阿

昔洛韦、利巴韦林等虽有一定疗效，但毒副作用相对较大[2]，

因此，目前临床多倾向于中西医结合治疗，西医对症支持，清

热解毒类中成药治本[3]。 

    中医学认为本病属于“口糜”范畴，小儿属纯阳体质，若

脾胃积热或外感风寒热邪引动内火，热毒上蒸聚于口唇成疱，

继而破溃发生此病。治疗应以清热泻火，解毒敛疮等为准则。

蒲地蓝消炎口服液中蒲公英、苦地丁、板蓝根、黄芩均具有清

热泻火、解毒凉血之功效，对病毒及多种细菌有抑制作用，同

时可增强机体免疫力。在本研究中，对照组服用蒲地蓝消炎口

服液，总有效率可以达到 87.0%，显示临床治疗效果较好。 

穴位贴敷是中医特有的治疗方式，将药物与适宜液体调制

后直接贴敷于穴位，一方面其有效成分通过透皮吸收，沿经脉

循行散布全身，起到调理气血、平衡阴阳的作用，另一方面可

直接刺激腧穴，疏通经脉、扶正祛邪，“可与内治并行，而能

补内治之不及”。幼儿心智不成熟，常规静滴或口服药物难以

配合，穴位贴敷法无痛苦方便易行，适合低龄儿童使用。小儿

肌肤细嫩，药物容易通过皮肤渗透吸收发挥功效，而且对局部

刺激也更为敏感，更适合应用外治法[4]。吴茱萸味苦辛，有温

中散寒、疏肝止痛的作用，《本草纲目》称“其性虽热，而能

引热下行”，且气味俱厚，尤其适于外治。涌泉穴位于足底，

主开窍、泻热、降逆，可引气血下行[5]。将吴茱萸贴敷涌泉穴，

有釜底抽薪、引火归原之功效，因而能迅速缓解该病症状。朱

云群[6]分别采用中药口服配合吴茱萸敷涌泉穴和利巴韦林静滴

两种方法治疗小儿疱疹性咽峡炎，发现前者在患儿退热时间、

疱疹愈合时间均比后者明显缩短，治疗总有效率也优于后者。

史晓东等[7]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吴茱萸外敷涌泉穴后，使得

治疗疱疹性口炎的总有效率提高了 27.0%。这与本研究结果基

本一致。本研究中，治疗组辅以吴茱萸贴敷涌泉穴后，在发热

时间、疱疹愈合时间均比对照组明显缩短，拒食、流涎、溃疡

渗出等症状均得到有效改善，总有效率显著提高。 

穴位贴敷疗法避免了口服或静滴药物对胃肠道的刺激以

及由此引发的一些不良反应，又降低了患儿的护理难度。在本

观察中，以蒲地蓝口服液与吴茱萸贴敷涌泉穴联合应用治疗小

儿疱疹性龈口炎可迅速减轻症状、有效缩短病程，疗效确切，

并且操作简便易行，患儿依从性好，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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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增液汤联合杞菊地黄丸对干眼病肝肾阴虚证的疗效。方法：将 96 例临床诊断为干眼病肝肾阴虚证患者

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予以人工泪液治疗，观察组予以增液汤联合杞菊地黄丸治疗。结果：治疗前与治疗后组内比较，

观察组 BUT、SIt、FL 均有一定程度的改善（P＜0.05），对照组结果同上。治疗后，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 BUT 延长、SIt 增多、

FL 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疗效比较，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5.8%，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83.3%，两组疗效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增液汤联合杞菊地黄丸能有效提高干眼病肝肾阴虚证患者泪液分泌功能、减轻其角膜炎症及角膜

损伤，改善其症状和体征。 

【关键词】干眼病；肝肾阴虚证；增液汤；杞菊地黄丸；人工泪液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Zengye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Qiju Dihuang Pill in treating 

ophthalmoxerosis of syndrome of yin deficiency of liver and kidney. Methods: 96 patients with ophthalmoxerosis of syndrome of yin 

deficiency of liver and kidn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artificial tears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Zengye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Qiju Dihuang Pill. Results: The comparison within 

the group before treatment and after treatment showed that BUT, SIt, FL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certain degree of improvement (P＜

0.05), it was the same with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BUT and SIt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increased, FL decrease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efficacy of the two groups was compared, the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5.8% and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83.3%,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Zengye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Qiju Dihuang Pill coul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tear 

secretion of patients with ophthalmoxerosis of syndrome of yin deficiency of liver and kidney, it could reduce the inflammation of the 

cornea and corneal injury in addition to improving the symptoms and signs. 

【Keywords】Ophthalmoxerosis; Syndrome of yin deficiency of liver and kidney; Zengye Decoction; Qiju Dihuang Pill; Artificial 

tear mytear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5.047 

 

干眼病又称干燥性角膜结膜炎，是各种原因造成泪液质或

量的异常，引起泪膜稳定性下降及眼表组织病变，继而出现眼

痒、干涩、灼热、刺痛、畏光、视疲劳、有异物等症状的眼科

常见疾病[1,2]。该病多见于中老年人，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飞速

发展，人们过早过度使用电脑、智能手机等高科技产品，导致

本病有不断年轻化的趋势。该病属中医“神水将枯”“燥症”“白

涩病”等范畴，研究表明，本病以肝肾阴虚证 为多见。本研

究用增液汤联合杞菊地黄丸治疗干眼病肝肾阴虚证，取得了较

好的效果，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96 例干眼病肝肾阴虚证患者均来自南阳医专附属第一人

民医院眼科。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48 例。观察组

48 例，男性 28 例，女性 20 例；年龄 20～65 岁，病程 15 d～2

年。对照组 48 例，男性 26 例，女性 22 例；年龄 20～65 岁，

病程 15 d～2 年。两组一般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具有可比性。 

1.2 诊断标准    

1.2.1 西医诊断标准 

参照 1995 年美国眼科研究所干眼工作组的研究报告[3]及

《眼科学》[4]的诊断标准：①症状如眼干涩，异物感，畏光和

视物疲劳，伴或不伴口鼻干燥和皮肤干燥等现象；②泪膜破裂

时间（BUT）小于 10 s；③泪液分泌量测定（SchIrmer 法，SIt）

＜10 mm/5 min；④角膜荧光素染色（FL）阳性。有①中症状 1

项以上及②③④中 2 项以上阳性者即可作出干眼病诊断。 

1.2.2 中医诊断标准 

参考《中医眼科学》[5]中白涩病肝肾阴亏型的标准：眼睛

干涩，畏光，视物欠佳，双目频眨，白睛隐隐淡红，黑睛可有

细小点状星翳，久视则症状加重；可伴有头晕耳鸣，腰膝酸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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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寐多梦，舌红苔薄，口干少津，脉细。 

1.3 纳入及排除标准 

1.3.1 纳入标准 

①符合上述诊断标准；②年龄 20～65 岁；③自愿签署知

情同意书；④依从性好，中途未退出。 

1.3.2 排除标准 

①继发性干眼病（主要为其他疾病引起）；②合并有其他

眼科疾病患者（眼部感染、白内障、青光眼泪小管封闭等）；

③对所服用药物过敏及使用与本病治疗有关且停药未满两周

者；④中途退出，随访失去联络者；⑤肝肾功能不全，妊娠或

者哺乳期妇女等。 

1.4 治疗方法   

对照组予以人工泪眼治疗（卡波姆滴眼液，Dr.Gerhard 

Mann），3～5 次/ d，连续 14 d；观察组予以口服增液汤联合杞

菊地黄丸加减治疗，处方：生地 10 g，玄参 10 g，麦冬 20 g，

菊花 15 g，山萸肉 10 g，熟地 20 g，山药 10 g，枸杞 15 g，牡

丹皮 10 g，泽泻 10 g，茯苓 10 g，连续服用 14 d。 

1.5 观察指标   

参考文献[6]对患者进行主观症状积分测定及 BUT、SIt、

FL 测定，疗效指数=（治疗前症状总积分－治疗后症状总积分）

/治疗前症状总积分×100.0%。疗效分级：显效：患者症状、

体征明显改善甚至消失，BUT、SIt、FL 在正常范围内，疗效

指数＞80.0%；好转：患者症状、体征好转，BUT、SIt、FL 好

转，疗效指数 30%～80%；无效：患者症状、体征，BUT、SIt、

FL 无好转甚至恶化。总有效率=（显效例数+有效例数）/总例

数×100.0%。 

1.6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9.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P＜0.05 提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x2检验；计量资料组间比

较采用 t 检验，组内治疗前后比较采用配对资料 t 检验。  

2   结  果 

2.1 治疗前后两组 BUT、SIt、FL 结果 

治疗前与治疗后组内比较，观察组 BUT、SIt、FL 均有一

定程度的改善（P＜0.05），对照组结果同上。两组组间比较，

治疗前两组各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与

对照组比较，观察组 BUT 延长、SIt 增多、FL 降低，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结果见表 1。 

表 1  治疗前后两组 BUT、SIt、FL 结果  （ ） 

BUT SIt FL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48 3.6±1.8 9.5±2.2◆ 4.2±1.0 9.4±1.3◆ 4.5±1.1 3.0±1.0◆ 

观察组 48 3.8±2.1△ 11.6±2.8▲◆ 4.5±1.2△ 10.9±1.5▲◆ 4.2±1.0△ 2.3±0.9▲◆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P＜0.05；与治疗前比较，

◆P＜0.05

2.2 治疗前后两组疗效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5.8%，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83.3%，两组疗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见表 2。 

表 2  治疗前后两组疗效比较  （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48 35 5 8 83.3 

观察组 48 40 6 2 95.8 ▲ 

 注：与观察组比较，
▲P＜0.05 

3   讨  论 

干眼病与感染、遗传、自身免疫、内分泌失调等导致泪

膜的质和量异常或泪液动力学失常，结膜及角膜不能得到正

常的湿润有关。其病理机制极为复杂，目前还没有很好的治

疗方案，常见的治疗方法为人工泪液替代疗法。该方法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患者的不良症状，但不能祛除病因，解决

患者的根本问题，长期使用该方法，所含防腐剂还会引发眼

角结膜上皮细胞损害[7]。而其他疗法如自体颌下腺移植、眼

睑缝合、泪小点栓塞等治疗本病效果更为有限[8]。因此寻求

既有利于提高泪膜稳定性，增加泪液分泌量、改善角膜炎症，

又没有多大副作用的干眼病疗法，为干眼病患者带来福音是

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该病属中医“燥证”范畴，以阴精亏虚、肝肾不足、余热

未消为病机，临床治疗多以滋补肝肾、养阴润燥为法[9]。因此，

本研究采用增液汤联合杞菊地黄丸治之。方中生地、玄参、麦

冬滋阴润燥，有消炎、增强机体免疫力的功用。枸杞补肾养肝

明目；菊花清利头目，宣肝明目，现代研究表明菊花可扩张局

部动脉，松弛肌肉，调节视疲劳；熟地滋肾阴，所含维生素 A，

多种氨基酸成分是营养眼睛的必需物质；山茱萸滋肾益肝，山

药滋肾补脾[10]。且该方补中有泄，泽泻清泄肾火而降浊，还可

防熟地滋腻太过；牡丹皮归肝经，清热活血散 ，可制约山萸

肉之温涩，牡丹皮中的牡丹酚具有抗菌、抗炎、抗变态反应的

作用[11]。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可助山药之健运。上述诸药合

用，共达填精益髓、滋阴润燥、清余热明目之功。 

本研究结果表明，治疗前后组内比较，观察组 BUT、SIt、

FL 均有一定程度的改善（P＜0.05），对照组结果同上，提示增

液汤联合杞菊地黄丸和人工泪液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干眼

病肝肾阴虚证患者的泪膜的稳定性、增加其泪液分泌量、减轻

角膜炎症浸润及角膜损伤范围。两组组间比较，治疗前两组各

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与对照组比较，

观察组 BUT 延长、SIt 增多、FL 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提示增液汤联合杞菊地黄丸对干眼病肝肾阴虚证患者

检测指标的影响更大，其作用较人工泪液更强；观察组总有效

率为 95.8%，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83.3%，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提示增液汤联合杞菊地黄丸对干眼病肝肾阴虚证患者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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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体征的疗效优于人工泪液。 

综上所述，增液汤联合杞菊地黄丸能有效提高干眼病肝肾

阴虚证患者泪膜稳定性、增加泪液分泌量、减轻其角膜炎症和

角膜损伤，改善该病证患者的症状和体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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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翘散为主中药熏蒸治疗登革热轻症的 
临床观察与护理 
Clinical observation and nursing care of mild dengue fever patients treated  

with herbal fumigation of Yinqiao Pow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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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以银翘散为主方的中药熏药治疗登革热轻症的临床疗效，并探讨规范的护理方法。方法：将符合标准

的 66 例登革热轻症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 33 例给予登革热轻症的一般治疗。治疗组 33 例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中药熏药治疗

及护理。结果：治疗组的症状缓解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采用中药熏蒸治疗登革热轻症，

能起到明显的降温作用，能明显改善患者头痛，肌肉酸痛症状。 

【关键词】中药熏蒸；登革热轻症；疗效观察；临床护理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herbal fumigation of Yinqiao Powder in the treatment of mild dengue fever, 

and discuss methods of care Specification. Methods: A total of 66 patients with dengue fever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 

(33 cases) and control group (33 cases).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treatment and the patient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treatment combined with herbal fumigation. Results: Remission time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fast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ce（P＜0.05). Conclusion: Herbal fumiga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ymptoms of fever, headache and muscle ache in mild dengue fever.  

【Keywords】Herbal fumigation; Mild dengue fever; Efficacy observation; Clinical Car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5.048 

 

登革热是由登革病毒而引起，经伊蚊传播的一种急性传染

病，以发热、皮疹、头痛、全身肌肉、骨骼和关节疼痛、乏力

等为主要临床表现，属于中医学的“瘟疫”范畴。2014 年 8

月—2014 年 10 月广州地区流行登革热疫情，我院中医科共收

治登革热轻症患者 66 例，经中西医对症治疗及对患者实施规

范的护理，并结合中药熏药治疗，取得较好的临床疗效，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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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治愈出院，无院内交叉感染发生，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66 例患者均为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中医科住院患者，均

符合《登革热诊疗指南（2014 年第 2 版）》的诊断依据且临床

表现为登革热轻症，临床主要表现为发热、头痛、肌肉酸痛、

皮疹等。将其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 33 例，男性 17 例，女性

16 例；年龄 28～73 岁，平均年龄（44.75±11.54）岁；其中发

热 33 例，头痛 19 例，肌肉酸痛 20 例。对照组 33 例，男性 15

例，女性 18 例，年龄 30～72 岁，平均年龄（41.62±14.25）

岁；其中发热 33 例，头痛 17 例，肌肉酸痛 19 例。两组患者

在年龄、性别、主要症状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具有可比性。排除标准：登革热重症患者，月经期、妊

娠期的女性患者。 

1.2 研究方法 

两组患者均按《登革热诊疗指南（2014 年第 2 版）》中登

革热轻症的治疗原则予卧床休息，清淡饮食；防蚊隔离至退热

等常规治疗。治疗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银翘散为主进行

中药熏蒸。中药组成：牛蒡子、薄荷、芦根、甘草、桔梗、金

银花、连翘、栀子。开具药物后由中药煎药室煎煮后浓缩至生

药 25 g/L 的浓度，治疗时取浓缩液 200 ml，稀释至 1000 ml 后，

采用 HB-1000 型中药熏药机行熏药治疗。熏蒸部位为前额部、

项背部。熏药距离为 25～30 cm，熏药时间为 30 min/次。所有

患者记录项目均包括年龄、性别、体温变化及主要症状变化。

分别治疗结束后每 30 min 测量体温和询问患者头痛、肌肉、肌

肉酸痛等症状的改善情况，并记录其症状改善的时间，记录时

限为 180 min。                                                                 

1.3 资料采集 

所有患者记录项目均包括年龄、性别、体温变化及主要症

状变化。分别治疗结束后每 30 min 测量体温和询问患者头痛、

肌肉等症状的改善情况，并记录其症状改善的时间，记录时限

为 180 min。 

1.4 护理 

1.4.1 心理护理 

由于本病发病突然，加上本次发病呈流行性，患者对本病

缺乏认识，担心预后；且被独自隔离，不允许离开病房，患者

会有较强烈的恐惧感和孤独感，容易出现烦躁焦虑不安等情

绪。护士应注意巡视，密切观察患者的情绪变化，以专业的知

识给患者讲解发病原因、治疗的经过、疾病的转归等，解释登

革热作为一种自限性疾病，预后良好，病死率低，以减轻患者

的心里负担，使其情绪稳定，以良好的心态积极配合治疗护理。 

1.4.2 发热护理 

66 例患者均出现发热，体温在 37.8～40.2℃。一般每 4 h

测量体温 1 次，采取降温措施后半小时测量体温 1 次，并及时

记录在体温单上，以利病情观察。对 38.0℃以下患者，一般不

作降温处理。高热时可给予冰敷、温水擦浴等物理降温措施，

并嘱患者多饮水。同时慎用退热剂，因退热药物不良反应可损

害肝肾功能，诱发 G-6PD 缺乏患者发生溶血[1]。温水擦浴时

注意控制水温在 38～40℃，并避开皮疹。同时，因登革热患者

可伴有皮疹及出血倾向，因此禁用酒精擦浴；高热时做好患者

的口腔及皮肤护理，可给予温开水或生理盐水漱口，及时为患

者更换汗湿衣服，避免继发感染和受凉[2]。 

1.4.3 疼痛护理 

66 例中患者中出现头痛 36 例、全身肌肉酸痛 39 例，对

此类患者要注意做好心理安抚工作，告知其上述症状随着病情

的好转会逐渐慢慢减轻至消失，同时给予中药熏蒸治疗。注意

保持病房安静、舒适，嘱其卧床休息，减少活动，至病情好转

恢复后再逐渐增加活动量。 

1.4.4 隔离护理 

登革热主要经伊蚊传播，因此防蚊、灭蚊、驱蚊是切断传

播途径的 重要措施。本病区改为登革热专病病房后，全病区

以艾条熏蒸周围环境，病室及值班房安装防蚊纱窗，每张病床

24 h 挂有蚊帐，患者在病室隔离至完全热退，并限制探视人员

进入病区。同时注意搞好病区周围环境清洁卫生，清除积水。

医务人员穿着长袖工衣、穿袜子，凡暴露部位每隔 4 h 喷防蚊

驱避剂，做好防蚊、驱蚊、灭蚊工作。 

1.4.5 熏蒸护理  

熏蒸前嘱患者排空大小便，为患者准备１杯温开水和１条

干毛巾以备熏蒸过程中使用。告知患者注意事项，饭前饭后 30 

min 内不宜熏蒸，空腹熏蒸易发生低血糖休克，过饱熏蒸影响

食物消化。患者不宜自行操作机器，以免烫伤。熏蒸时要将蒸

汽集中在所熏部位上，注意保持适当距离，防止烫伤。在熏蒸

过程中密切观察患者情况，并及时询问患者对蒸汽熏蒸的感

受，观察头痛及肌肉酸痛缓解程度。熏蒸后患者通常出汗较多，

且毛孔开放，因此注意防止着凉。治疗完毕，用干毛巾擦干熏

蒸部分皮肤，检查皮肤情况，协助患者穿好衣物[3]。 

1.5 评价指标 

主要评价患者体温下降时间，头痛、肌肉酸痛的缓解时间。 

1.6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3.0 统计软件行数据分析，组间比较采用 t 检

验，计数资料用 x2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主要疗效指标的比较 

中药熏蒸后患者的体温下降时间，头痛缓解时间、肌肉酸

痛缓解时间均短于对照组，两组差异经统计学检验有统计学意

义。详见表 1。 

表 1  主要疗效指标比较  （ ） 

组别 n 体温下降时间 头痛缓解时间 肌肉酸痛缓解时间 

观察组 33 76.88±38.82 75.00±41.74 62.81±41.99 

对照组 33 103.64±45.68 110.91±41.42 100.00±41.53 

t - 3.48 3.482 3.59 

P - ＜0.05 ＜0.05 ＜0.05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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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论 

采用中药熏蒸治疗登革热轻症，能起到明显的降温作用，

能明显改善患者头痛，肌肉酸痛症状。 

4   讨  论 

登革热多发于夏秋季节，具有发病急，传变快的特点，常

广泛流行，故中医常将其归于温病学的“温疫”范畴，中医学

认为其病因病机主要是由于外感六淫时邪，正气失调，腠理不

密，邪气乘虚而入。如刘氏、钟氏等认为本病因素体正气不足

抵抗力差，复感于疫疠素邪而致[4]，根据温病的卫气营血传病

规律，登革热轻症可多可归属于卫分病或卫气同病，而银翘散

为轻宣肺卫的常用方剂，具有辛凉解表、清热解毒的功效，而

现代研究证明，银翘散具有解热、增强非特异性吞噬功能的作

用。银翘散出自《温病条辨》，其功效清解热毒。方中牛蒡子、

薄荷、芦根、甘草辛凉宣透，解毒生津；桔梗、金银花、连翘、

栀子辛凉透邪、清热解毒以疏风热。诸药合用，辛凉平剂，共

奏疏风清热、透表解毒之功。以银翘散为主方，通过中药熏蒸

机雾化熏蒸，药物直接通过皮肤及呼吸道黏膜吸收，具有直达

病所之妙，同时药物不经胃肠道吸收，避免了胃肠道给药的首

过效应和胃肠道不良反应，减轻胃肠道负担，特别适用于病后

胃肠功能不好，恶心不欲饮食者。此法临床应用中，首次治疗

即取得良好的效果，症状反复者，可以每天治疗。综上所以述，

以银翘散为主熏蒸治疗登革热轻症是一种值得推广的简、便、

廉、验的治疗方案。同时，通过对患者实施心理护理、发热护

理、疼痛护理、隔离护理等全面性的规范护理，并实施严密的

消毒隔离措施，提高了患者对治疗的信心，能遵医嘱进行隔离

治疗、用药，保证了治疗护理工作的顺利实施，防止了疫情的

扩散。 后均全部治愈出院，无院内交叉感染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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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活寄生汤加减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50 例 
Duhuojisheng Decoction in treating 50 cases of  

lumbar disc protr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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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独活寄生汤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100 例确诊的腰椎间盘突出随机分为两组，治

疗组辨证给予独活寄生汤，治疗组给予双氯芬酸钠，疗程 4 周，在第 2 周和第 4 周评价疗效。结果：第 2 周治疗组的总有效率

较对照组高，但无统计学意义，第 4 周治疗组的总有效率较对照组高，且有统计学意义。结论：独活寄生汤的长期临床疗效较

西药好，副作用少。 

【关键词】独活寄生汤；腰椎间盘突出；临床疗效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Duhuojisheng Decoction in treating lumbar disc protrusion. Methods: 100 

patients with lumbar disc protrusion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treatment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diclofenac sodium treatment while the treatment group received Duhuojisheng Decoction treatment, one course lasted 4 weeks, 

and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wo groups was evaluated 2 and 4 weeks after the treatment respectively. Results: The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2 weeks after the treatment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but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e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4 weeks after the treatment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long term clinical effect of Duhuojisheng Decoction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western 

medicine and it was of little side effects. 

【Keywords】Duhuojisheng Decoction; Lumbar disc protrusion; Clinical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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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椎间盘突出是由于某些原因造成纤维环破裂、髓核突

出、压迫或刺激神经根或硬膜囊而产生的以腰痛及下肢疼痛、

麻木为主要症状的病症，是现代临床常见病，多发病，是腰腿

疼痛 常见的原因。西医的治疗有限，中医药受到临床重视。

笔者在临床经常使用独活寄生汤辨证加减治疗腰椎间盘突出，

满意疗效，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报道 100 例病例均来源于我院 2014 年 3 月—2015 年 3 月

门诊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各 50 例。治疗组 50 例，男

性 41 例，女性 9 例；年龄 26～48 岁，平均年龄 38.8 岁；对照

50 例，男性 39 例，女性 11 例；年龄 29～49 岁，平均年龄 39.4

岁。经统计学分析，两组在性别和年龄上无差异（P＞0.05）。 

1.2 诊断标准及疗效评价标准 

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1994 年颁布的《中医病症诊断疗

效标准》中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诊断标准及疗效评价标准[1]。  

1.3 纳入标准 

①符合中医药管理局 1994 年颁布的《中医病症诊断疗效

标准》中关于腰椎间盘突出症诊断标准；②经 CT 或 MRI 确诊

患者；③自愿参与试验，能够完成试验疗程者。 

1.4 治疗方法 

治疗组给予独活寄生汤：独活 15 g，桑寄生 15 g，杜仲

15 g，牛膝 10 g，细辛 5 g，秦艽 12 g，茯苓 15 g，肉桂 12 g，

防风 9 g，川芎 12 g，党参 12 g，甘草 6 g，当归 12 g，芍药 10 

g，干地黄 15 g。辨证加减：湿胜者加防己 10 g，苍术 10 g；

寒邪胜者加附子 6 g，干姜 10 g；风邪胜者加全蝎 5 g，海风藤

10 g；久病有 者加地龙、红花；疼痛甚者加僵蚕 10 g。 

对照组给予双氯芬酸钠肠溶片，口服，100 mg/次，1 次/d。

疗程为 4 周，分别统计第 2 周和第 4 周疗效。 

2   结  果 

表 1  两组治疗 2 周后效果比较  （n，%） 

组别 n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50 4 15 21 10 80.0 

对照组 50 3 14 22 11 78.0 

注：经 x2检验，x2=0.25，P＞0.05 

表 2  两组治疗 4 周后效果比较  （n，%） 

组别 n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50 6 17 26 1 98 

对照组 50 4 16 24 6 88 

注：经 x2检验，x2=0.25，P＞0.05 

 

3   讨  论 

    腰椎间盘突出症是因腰椎间盘退行性变，刺激了相应的腰

部神经根导致的一系列的临床症状。本病多见于青壮年，其中

年龄 20～40 岁的患者为 80.0%，男与女之比为 12︰1。 

腰椎间盘突出症归属于中医的“腰痛”“痹证”“骨痹”等

范畴。《素问•痹证》云：“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巢

氏病源》曰：“劳则肾虚，虚则受于风冷，冷于气相争，故腰

脚痛。”中医学认为本病的主要病因为风、寒、湿三邪，病机

为风寒湿三邪杂合阻滞经脉，久病经络 阻，经脉不通则痛，

久病及肝肾，肝肾亏虚，不荣则痛，治疗宜祛风除湿，散寒通

络，滋水涵木，濡养经脉。 

笔者通过临床观察发现在短期（2 周）内独活寄生汤与双

氯芬酸钠效果相当，但在长期（4 周）的临床治疗中独活寄生

汤的临床疗效明显优于双氯芬酸钠的疗效。笔者在长期的临床

中发现服用中药的患者疗效稳定，副作用较西药明显少。 

独活寄生汤源于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肾气虚弱，卧

冷湿之地，当风而得腰背冷痛，或为偏枯冷痹缓弱疼痛，或腰

痛挛脚重痹”，具有祛风湿、止痹痛、益肝肾、补气血之功效。

郑文哥[2]临床总结认为独活寄生汤适用于腰椎间盘突出的各型

证候；浦琼华[3]通过临床观察发现独活寄生汤治疗腰椎间盘突

出疗效明确，具有明显改善患者临床症状的效果；杜德元[4]在

临床观察中发现独活寄生汤具有祛风湿、益气活血、软坚散结、

通络止痛的功效，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疗效满意。张健等[5]认为

中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的作用机制是：①活血化 ，从而加快

新陈代谢，减少炎症产物的堆积，减轻无菌性炎症；②减轻神

经根周围组织粘连，解除机械压迫；③消除神经根水肿，修复

变性的神经纤维。 

独活寄生汤治疗腰椎间盘突出具有长期疗程中效果较西

药疗效明显，副作用少，值得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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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对比腰椎间盘突出 MRI 与 CT 诊断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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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对比分析 MRI 和 CT 在腰椎间盘突出症诊断中的应用效果。方法：抽选我院收治的 47 例腰椎间盘突出症

患者作为观察对象，先后给予其 MRI 与 CT 检查，对比分析检查结果。结果：所有患者均经病理检查确诊，其中，MRI 检查确诊

率为 97.9%；同 CT 确诊的 85.1%相比差异显著（P＜0.05）。结论：同 CT 检查相比，MRI 检查准确率更高，但临床上医生需具体

结合患者情况选择对应检查方法，并积极采用两种方法相结合的方式来提升临床确诊率。 

【关键词】腰椎间盘突出；MRI；CT 

【Abstract】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MRI and CT in the diagnosis of lumbar disc herniation. Methods: 47 

cases of lumbar disc herniation patients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objects and were given MRI and CT 

examination; the examination result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All patients were confirmed by 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the 

diagnosis rate of MRI was 97.9%, and that of CT was 85.1%,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CT 

examination, the accuracy of MRI examination was higher, but the clinical doctor should be specific in choosing corresponding 

examination method based on the patient's situation and should actively apply two methods to enhance the clinical diagnosis rate. 

【Keywords】Protrusion of lumbar intervertebral disc; MRI;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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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上，腰椎间盘突出症为骨科多见症，多发于 20～

50 岁人群中。关于该病症诊断，临床多采取病史采集、查体等

办法，但因查体可能会受到患者本身不同节段、病变位置与严

重程度等因素的影响，故准确度不是很高。为此，积极采用影

像学检查办法，给予患者早期诊断，意义重大。故本研究旨在

探讨MRI与CT两种影像学检查办法在该病症诊断中的应用与

效果，并作如下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抽选我院于 2013 年 4 月—2015 年 9 月收治的 47 例腰椎

间盘突出症患者作为观察对象，男性 27 例，女性 20 例，年龄

33～80 岁，平均年龄（57.3±2.5）岁；病程 4 个月～4 年，平

均病程（1.7±0.8）年；所有患者临床均伴有不同程度腰痛、

坐骨神经痛与一侧下肢放射痛情况，且活动时存在疼痛加剧情

况，并伴有活动受限，且均经临床症状与病理学检查确诊。 

1.2 检查方法 

①MRI 检查：47 例患者均借助西门子 1.5 mr 扫描仪行

MRI 检查，即引导患者取矢状位与轴位，并将层厚设置为 5 

mm，以查看患者是否存在髓核游离、神经根受压与髓核突出、

Schomorl 结节等表现。 

 

②CT 检查：47 例患者均借助全身螺旋 CT 扫描仪行 CT

检查，即：先引导患者固定体位，明确具体病变位置，并设置

好相关参数，如扫描间距 1 mm，扫描层厚为 3 mm；后给予患

者重点部位扫描，并重点观察患者脊椎突出的位置，查看是否

存在硬膜囊受压、脂肪与钙化等表现，以确定是否存在神经根

淹没与真空等表现[1]。 

1.3 观察项目 

    观察对比两种检查方法的检查结果，并将其同病理检查结

果进行对比分析。 

1.4 统计学分析 

本次研究所得全部数据，均采取统计学软件 SPSS18.0 分

析与处理。其中采用（ ）代表计量资料，且用 t 检验；用

百分数（%）表示计数资料，用 x2 检验。若 P＜0.05，则表示

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所有患者均经病理检查确诊，其中，椎间盘突出 15 例，

椎间盘脱出 11 例，椎间盘膨出 9 例，椎间盘结节 8 例，椎间

盘游离 4 例。而在本次研究中，经 MRI 检查确诊 46 例，确诊

率 97.9%；经 CT 确诊 40 例，确诊率 85.1%，两种检查方法确

诊率比较，差异显著（P＜0.05），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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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病理结果同 MRI 与 CT 诊断结果分析  （n，%） 

诊断手段 椎间盘突出 椎间盘脱出 椎间盘膨出 椎间盘结节 椎间盘游离 合计 

病理检查 15 11 9 8 4 47 

MRI 15 10 9 8 4 46（97.9）* 

CT 13 9 8 7 3 40（85.1） 

注：与 CT 检查相比，*P＜0.05

3   讨  论 

关于腰椎间盘突出症，其发病机制具体为患者因外伤而出

现椎间盘劳损变性、髓核脱出或纤维环破裂情况，进而对脊髓

与脊神经造成不同程度的压迫或刺激，最终引发的一系列症

状，如腰部僵直、坐骨神经痛与局部压痛等[2]。而且患者在承

受疼痛的同时，在活动方面也会受到一定限制，严重影响到日

常生活与工作。另外，该病症在最初时期可能只表现在热带层

与肌肉，但伴随病情逐步发展、恶化，可能会逐渐累及到骨层，

进而大大增加了治疗难度。为此，早期诊断、确诊病情，为早

期治疗提供依据，很有必要。但是，因为该病症病因累积患者

肌肉与骨层，故如仍单一采用传统检查办法，可能会比较难确

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早期治疗。当前临床上关于腰椎

间盘突出症的诊断，除了用传统诊断办法，如临床表现询问、

查体等，还会用到一些现代化诊断办法，如 MRI、CT 临床上

比较常用的两种检查技术。其中，CT 检查手段，凭借着扫描

范围较大且速度快等优势被广泛应用。而该检查手段应用到腰

椎间盘突出症诊断中，则能更加直接显示出患者突出物大小与

位置，对神经根、神经瘤与硬囊膜压迫征象及其相关伴发征象

情况进行查看，空间分辨率较大，诊断效果较好[3]。但因该检

查方法属于一种有创性检查，可能对受检人员造成一定伤害，

故多以辅助检查为主。而且若患者椎间隙存在明显狭窄情况的

时候，该检查手段检查效果不是很好，且无法呈现患者脊髓变

性改变，对于这点，MRI 检查手段有着较大优势。因为 MRI

能够实现对患者无骨骼伪影的多参数与多方位呈现，且对软组

织也有着很高的分辨率，可直接展现患者椎管内的结构、椎间

盘真空象与椎间盘游离情况，故相对而言，该检查手段的确诊

率更高。而本次研究结果也显示，MRI 检查确诊率为 97.9%，

显著高于 CT 检查的 85.1%。 

总而言之，在椎间盘突出症诊断中，MRI 与 CT 这两种

检查手段各有优缺点，而在确诊率方面，MRI 则相对更有优

势。但是，在临床具体应用中，医生应具体结合患者情况，

采取对应检查手段，或联合两种检查手段，充分发挥出其优

势，以最大限度提升临床诊断准确性，为病症的早期治疗提

供有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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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脂溢性脱发是皮肤科常见病、多发病，也是难治性疾病之一。西医对本病病因尚不清楚，现代多数中医学者认为

脱发发病多与三个方面相关：肝肾阴虚与湿热或瘀毒夹杂、肺气与肺阴亏虚、精神紧张与饮食失衡导致虚实夹杂，并生痰瘀。中

医临床治疗该病有多种方法，如分证论治、单方验方、中西药结合、内外合治，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关键词】脂溢性脱发；病因病机；中医治疗；综述 

【Abstract】Seborrheic alopecia is a common and frequently encountered disease in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it is also one of the 

refractory diseases. Its pathogenesis remains unclear in western medicine. Most modern TCM doctors hold that the pathogenesis of 

alopecia is related to three aspects: The Yin deficiency of liver and kidneys mingled with damp-heat or stasis toxin, the deficiency of L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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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 and lung yin and the intermingled deficiency and excess, which engenders phlegm stagnation, caused by mental stress and improper diet. 

There are many methods of TCM clinical treatment on seborrheic alopecia, such as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prescriptions from classics of 

TCM or doctors’ experience, combination of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 combina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treatment, which has 

achieved some progresses, however, it is undeniable that there are also some existing problems. 

【Keywords】Sebrrheic alopecia; Etiologic and pathogenesis; TCM treatment; Summary of disse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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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溢性脱发（Sebrrheic Alopecia，SA）又称男性型秃发、

雄激素源性秃发（AGA）、弥散型秃发，属于中医“发蛀脱发”

“蛀发癣”范畴，是青春期后头额、颞、顶部进展缓慢的秃发，

男女两性均可发生，以男性更为常见，临床上患者往往伴有头

部皮脂溢出较多，头皮屑多，瘙痒等症状[1]。西医对本病病因

尚不清楚，认为雄激素过多可能起一定作用，并有遗传倾向[2]。

由于本病影响美观，对患者心理影响较大，随着生活水平的提

高，人们对该病也愈发重视。以下就从病因病机、中医临床治

疗两方面对 SA 的研究近况进行概述。 

1   中医对脱发病因病机的认识 

1.1 传统中医对脱发病因病机的认识 

传统中医认为毛发的生长荣枯多与肾精、气血盛衰有关。

祖国医学对脱发早有认识，有关记载最早见于《黄帝内经》，

称之为“毛拔”“发落”“发坠”，《素问•六节藏象论》：“肾者，……

其华在发”，年少头发枯萎，早脱早白等与肾精不足有关。“发

为血之余”“气能生血”“气能行血”。《诸病源候论》指出：“若

血盛则荣于头发，故须发美；若血气衰弱经脉虚竭，不能荣润，

故须发秃落。”[3] 

1.2 现代中医对脱发病因病机的认识 

现代多数学者认为脱发发病多与肝肾阴虚与湿热或瘀毒

夹杂、肺气与肺阴亏虚及精神紧张与饮食失衡导致虚实夹杂，

并生痰瘀有关。 

邱洁等[4]根据自制《雄激素源性脱发中医证候评定量表》

收集 124 例 AGA 患者，分析其特征后，认为肝肾阴虚、湿热

是主要病机。朱松毅[5]认为本病之本为肝肾阴虚，其标为湿热

互结。钱秋海[6]教授根据治疗 SA 经验总结认为 SA 以肝肾亏虚

为本，瘀毒蕴结为标。 

根据“肺主皮毛”的理论，张燕[7]与瓮恒等[8]认为肺气宣

发，输精于皮毛，即将津液和水谷之精向上向外布散于全身皮

毛以滋养之。若肺气与肺阴亏虚，阴阳失衡，则津不敷布，使

得皮毛失于濡养而见肌肤、毛发枯槁不泽。 

另外，陈琼[9]与汤晓龙等[10]都认为随着社会发展、工作节

奏、生活方式等外部环境的变化，脱发不仅是由虚而致，更是

由于精神压力的增加及饮食的失衡所导致的一种虚实夹杂的

病症。何养宁[11]也认为长期精神紧张、情绪压抑、嗜烟酒，会

损及心脾而生痰致瘀，阻塞毛窍而致秃。 

2   中医药治疗 

2.1 分证论治  

目前多数医家将 SA 分为 4 型：湿热熏蒸、血热风燥、血

虚风燥、肝肾亏虚，相应治法可概括为：健脾祛湿清热、凉血

祛风润燥、养血祛风润燥、滋补肝肾。 

王奇等[12]将 68 例 SA 分为 3 型：湿热熏蒸型治以健脾祛

湿，清热护发，方药以白术、茯苓、泽泻、白鲜皮、赤石脂等

为主；血热风燥型治以凉血清热，祛风润燥，方药以生地黄、

荆芥、防风、蒺藜、蝉蜕等为主；肝肾不足型治以补益肝肾，

养发生发为法，方药以黄芪、制何首乌、菟丝子、山茱萸、枸

杞子等为主。结果：总有效率为 97%。魏跃钢[13]将 SA 分为 3

型，湿热郁结型，治宜健脾泻肝，清热利湿，方用龙胆泻肝汤

加减；血热兼血虚风燥型，治宜清热凉血，养血补阴润燥，药

物组成：生地黄、牡丹皮、丹参、桃仁、夜交藤等 11 位药材；

肝肾不足型，治宜滋补肝肾，方用六味地黄丸合七宝美髯丹加

减。程益春[14]将 SA 分为 4 型，湿热熏蒸型，治宜健脾利湿、

清热护发，多用萆薢渗湿汤；血热风燥型，治宜凉血润燥，祛

风止痒，多用清营汤加减；血虚生风型，治宜补血消风、润燥

止痒，多用四物汤加减；肝肾亏虚型，治宜滋补肝肾、活血祛

风，方用六味地黄丸加减。 

2.2 单方验方 

2.2.1 以补益肝肾、养血生发为法，运用七宝美髯丹、二至丸

或自拟方治疗 SA 疗效满意。 

成肇仁[15]多以七宝美髯丹合二至丸为主方，并借助风药引

药上行及升散轻灵之性，使诸药之功合力作用于病位所在。王

有贵[16]以补肝肾养血生发为治则，以七宝美髯丹为基础方，辨

病施治治疗 SA、斑秃、症状性脱发 108 例，疗效满意。陈本

善[17]予 191 例肝肾不足型脱发患者补肝肾增发灵粉剂胶囊（以

二至丸为基础组方），总有效率 98%。 

2.2.2 以健脾祛湿、补益肝肾或益气活血祛瘀为法，运用自拟

方或补阳还五汤治疗 SA 收效上佳。 

隋克毅[18]采用具有健脾祛湿、补益肝肾作用的祛脂固脱饮

（土茯苓 30 g，猪苓 15 g，苦参 10 g，枸杞 10 g，制首乌 15 g，

女贞子 15 g，菟丝子 12 g，补骨脂 12 g 等）治疗 46 例 AGA

患者，并与用非那雄胺片治疗的 46 例对照，治疗组疗效优于

对照组。谢研研[19]采用健脾益肾祛湿生发汤（白术 10 g，薏苡

仁 15 g，墨旱莲 15 g，茯苓 15 g，茵陈 15 g，女贞子 15 g，白

鲜皮 10 g，泽泻 10 g 等）治疗 33 例 SA 患者，观察疗效后发

现：治疗组比对照组显著提高疗效，不良反应少。王自立[20]

先运用补阳还五汤以益气活血，扶正祛瘀，再以健脾助运，补

益肝肾之剂调服，治疗脱发 1 例并痊愈。 

2.3 中西药结合 

以补肾祛脂生发或并养血清热渗湿为法自制的中药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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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药治疗 SA，疗效优于单纯用西药的疗效。周友武[21]将 120

例 SA 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各 60 例，对照组采用口服胱氨酸片和

维生素 B6片治疗，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加用益肾祛脂生发汤（女

贞子 10 g，旱莲草 25 g，菟丝子 15 g，制首乌 12 g，白芍 25 g，

熟地黄 15 g，侧柏叶 15 g，荷叶 6 g 等）治疗。结果：治疗后

两组均有效，且治疗组优于对照组。王敏磊等[22]采用口服非那

雄胺片联合自制中药颗粒剂（以补肾养血、清热渗湿为治则，

组方：何首乌、熟地、白芍、侧柏叶、菟丝子、女贞子、炒当

归、黄芪、炒白术各 10 g，茵陈 15 g，茯苓 10 g，炙甘草 3 g）

治疗 AGA 60 例，其疗效优于单纯予相同剂量非那雄胺片口服

的 60 例对照组。 

2.4 内外合治 

内治能够调节自身脏腑气血功能，而外治可直达病所，两

者结合以滋补肝肾或并清热除湿，除脂生发为法与自拟中药口

服配合外用，收效满意。 

曹爱东[23]治疗肝肾阴虚型 SA 患者 80 例，予养血生发汤

（苣胜子 12 g，黑芝麻 12 g，桑椹 12 g，川芎 12 g，菟丝子 15 

g，何首乌 15 g，酒当归 12 g 等）内服，并配合局部外用生发

酊（诃子、桂枝、山柰、青皮、樟脑），疗效显著且未见明显

不良反应及副反应。栾立云等[24]用活力苏口服液联合中药外洗

（以滋补肝肾为法，组成：野菊花 20 g，白芷 15 g，薄荷 15 g，

透骨草 30 g，苦参 15 g，侧柏叶 15 g）治疗 20 例 SA 患者，并

与维生素 B6片联合中药外洗治疗 20 例对照观察，治疗组疗效

较好，不良反应少。王素萍[25]予 50 例湿热型 SA 患者口服自

拟中药（以清热除湿立法，药物组成：黄芩 10 g，龙胆草 40 g，

茯苓 20 g，陈皮 10 g，薏苡仁 30 g，橘络 10 g，车前草 10 g，

白鲜皮 10 g 等），并用中药煎汤以外洗（厚朴 40 g，蔓荆子 40 

g，白芷 40 g），总有效率为 96.0%。周春岩等[26]用口服除脂生

发胶囊配合外用 2%米诺地尔溶液治疗 SA 42 例，对照组 42 例

仅外用 2%米诺地尔溶液，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和治疗 8 周以

后，患者脱发量与新发生长量均优于对照组。 

3   小  结  

由于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精神过度紧张等

多方面原因，SA 患者正在逐年增多，中医药治疗 SA 已经取得

一定进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病因病机认识不全面、

辨证分型复杂，无相对统一的标准、疗效观察指标缺乏客观性

与易行性，以上都使中医药在推广应用上受到了一定限制。随

着中医学的发展和研究水平的提高，希望能寻找出治疗 SA 的

最佳并规范化方案，为中医药治疗 SA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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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帕依固龈液应用于牙龈炎致牙龈出血的临床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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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对西帕依固龈液在牙龈炎致牙龈出血疾病治疗中的临床运用效果进行探讨。方法：按随机数字表法，将我

院所收治的牙龈炎致牙龈出血患者 76 例均分成实验组与对照组，在基础治疗（自洁、洁治、刮治等）的前提下，对照组予以口泰

含漱液治疗，实验组予以西帕依固龈液治疗，并比较两组患者的疗效。结果：实验组患者治疗后的总有效率（92.1%）比对照组

患者（76.3%）高，差异明显，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对牙龈炎致牙龈出血采取西帕依固龈液治疗，效果确切，且不良

反应少，值得推行。 

【关键词】牙龈炎；牙龈出血；西帕依固龈液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Xipayi mouth rinse in the treatment of bleeding gums caused by 

gingivitis. Methods: 76 cases with gingival bleeding induced by gingivitis, admitted into our hospital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n 

experimental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using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mouth Thai gargle liquid 

treatment, on the basis of treatment (self cleaning, scaling and scaling, etc.),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given Xipayi solid gingival 

fluid treatment; the treatment effects of the 2 groups were compared after the treatment. Results: The effective rate (92.1%)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76.3%),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Xipayi mouth rinse is effective in the treatment of gingivitis caused by bleeding gums with less adverse reactions, which is 

worthy of promotion. 

【Keywords】Gingivitis; Gingival bleeding; Xipayi mouth liquid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5.052 

 

在临床上，牙龈炎是一种较为多见、多发的口腔科疾病，

一旦患有此病，极易引起牙龈出血，继而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带

来不利影响[1]。因此，需及时采取有效方式对牙龈出血加以治

疗。现为了解西帕依固龈液在此类疾病治疗中的运用价值，笔

者对我院所收治的 38 例牙龈炎致牙龈出血患者予以西帕依固

龈液治疗，具体如下所示。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 2014 年 3 月—2015 年 3 月所收治的牙龈炎致牙

龈出血患者 76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全部患者均通过临床诊

断，确诊为牙龈炎，其病牙颊面与舌面检查有出血，牙周袋在

3 mm 以内无附着丧失；另外，排除存在严重系统疾病者，排

除 14 d 内服用过抗生素药物者与妊娠期或哺乳期女性。按随机

数字表法，将全部患者均分成实验组与对照组。实验组 38 例，

男性 20 例，女性 18 例；年龄 19～57 岁，平均年龄（37.9±10.6）

岁；对照组 38 例，男性 21 例，女性 17 例；年龄 21～59 岁，

平均年龄（38.3±10.1）岁。两组患者在临床基础性资料的对

比方面，无统计学意义（P＞0.05），存在可比性。 

1.2 方法 

入院后，先对患者予以基础治疗，即口腔自洁、龈上洁治、

龈下刮治，若存在菌斑、牙石，应予以去除，清洁牙周袋。若

有需要，还可补充维生素。 

对照组：对该组患者予以口泰含漱液（深圳南粤药业有限

公司生产，国药准字 H10920104）治疗，具体用法为：5～10 ml/

次，5 次/ d，具体使用在起床后、餐后 10 min、睡前，每次含

漱 60 s 后，吐出。在用药后，不需要用清水漱口，且在用药后

的 30 min～1 h 内，禁止饮食。 

实验组：对该组患者予以西帕依固龈液（新疆奇康哈博维

药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 Z65020012）治疗，具体用法基本

同上，即 5～10 ml/次，5 次/ d，具体使用在起床后、餐后 10 min、

睡前，每次含漱 60 s 后，吐出。两组患者均持续治疗 30 d。 

1.3 疗效判定标准[2] 

    参照患者的临床症状改善情况，并结合治疗后患者的 PLI

（菌斑指数）、BOP（出血指数）、牙周袋深度（PD）等，对两

组患者的治疗效果进行评估。其中，经治疗后，若患者的临床

症状（如出血、红肿等）完全消失或显著改善，且 PLI、BOP、

PD 等指标均大幅度降低，且牙齿松动度减小，为显效；若患

者的临床症状（如出血、红肿等）有所改善，且 PLI、BOP、



 

 

中医临床研究 2016年第 8卷 第 15期                                                                           -109-

PD 等指标均有所降低，为好转；若患者的临床症状并未好转，

且 PLI、BOP、PD 等指标并降低，为无效。 

1.4 统计学分析 

采取统计学软件 SPSS18.0 对所得数据加以分析，其中以

百分数（%）表示计数资料，用 x2 检验。P＜0.05，则表示差

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①临床治疗效果情况分析：实验组患者治疗后的总有效率

为 92.1%（35/38），而对照组为 76.3%（29/38）。组间总有效率

相对比，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下表 1 所示。 

表 1  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情况比较  [n（%）] 

组别 n 显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 

实验组 38 20（52.6） 15（39.5） 3（7.9） 92.1（35/38）* 

对照组 38 13（34.2） 16（42.1） 9（23.7） 76.3（29/38）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 

  ②不良反应发生分析：在治疗期间，患者会出现各种不良

反应，如皮疹，口腔黏膜表面或牙齿着色、过敏等。实验组无

患者发生不良反应，而对照组有 6 例发生不良反应，其发生率

为 15.8%。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3   讨  论 

牙龈出血是牙龈炎比较常见的一种临床症状，若患有此

病，需及时予以有效手段加以治疗，否则在和牙周组织炎症及

其他因素的相互作用之下，极易引起牙周炎，继而加剧病情[3]。

此病在基础治疗的前提下，临床上一般是采用含有抗生素成分

的漱口水进行治疗，而口泰漱口液就是其中的一种，此药内有

抗生素甲硝唑，甲硝唑具有抗厌氧菌的功效，另外，还含有葡

萄糖酸氯己定，其也具有杀菌的功效[4]。但是此类药物的治疗

效果并不显著，并且，在用药期间，极易引起诸多不良反应，

比如舌背或牙齿着色、过敏、皮疹及味觉损害等。因而，还需

采取更为有效的方式治疗。 

在本研究中，笔者对 38 例患者予以西帕依固龈液治疗，

其成分为没食子，该中药有收敛止血、固气涩精的功效。将该

药物用于牙龈炎致牙龈出血的治疗，可获得较好的效果，其能

加速牙龈组织内蛋白质的沉淀，抑制纤维细胞 IL-6 的分泌，同

时对牙龈局部细菌菌体的结构加以破坏，最终实现有效抑菌的

目的。另外，此药物的口感好，气味清香怡人，且不会对口腔

黏膜造成刺激。经治疗发现，实施西帕依固龈液治疗的实验组

患者，其治疗后的总有效率比对照组高，即 92.1%＞76.3%；

且从不良反应发生情况而言，实验组低于对照组，即 0%＜

15.8%，差异显著。由此可见，对牙龈炎致牙龈出血采取西帕

依固龈液治疗，效果确切，且不良反应少，值得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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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雷火灸穴位治疗急性气管—支气管炎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为临床运用中医特色疗法治疗急性气管—

支气管炎提供参考依据。方法：将 63 例急性气管—支气管炎患者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 32 例采用常规中西医治疗和基本护理干

预加雷火灸穴位治疗，对照组 31 例采用常规中西医治疗和基本护理干预，对照分析其临床疗效，评估其安全性。结果：观察组和

对照组均能有效缓减急性气管—支气管炎患者的临床症状，观察组与对照组对急性气管—支气管的临床疗效及症状积分改变二者

相比无显著性差异（P＞0.05），在患者咳嗽症状缓解时间优于对照组（P＜0.05）。治疗组雷火灸穴位治疗急性气管—支气管炎未

见明显不良反应。结论：雷火灸穴位治疗急性气管-支气管炎疗效确切，操作简便，安全性高，可作为安全有效的中医特色疗法在

临床进一步推广应用。 

【关键词】雷火灸穴位治疗；双肺腧穴；定喘穴；天突穴；膻中穴；急性气管—支气管炎；临床疗效；安全性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thunder fire moxibustion point in the treatment of acute trachea 

and bronchitis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reference for future applications. Method: 63 cases with acute trachea bronchiti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32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routine treatment of Western medicine and basic nursing 

intervention combined with thunder fire moxibustion acupoint treatment, while 31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western medicine and basic nursing intervention was provided.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safety 

evaluation was done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The clinical symptoms of acute bronchitis patients were effectively relieved in both groups,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and the symptoms integral are changed in both groups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betwee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cough response time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There was no obvious adverse reac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acute trachea and bronchiti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Conclusion: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thunder fire moxibustion on acupuncture points on acute trachea and bronchitis is accurate and easy to operate with  

higher safety, which can be used as a safe and effectiv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rapy in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Thunder fire moxibustion acupoint therapy; Double Feishu acupoint; Dingchuan acupoint; Tiantu acupoint; Tanzhong 

acupoint; Acute bronchitis; Clinical efficacy; Safet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5.053 

 

急性呼吸道感染为临床常见病，发病率极高，急性气管—

支气管炎常以咳嗽、发热为其主要临床表现，中医药治疗咳嗽

有较大的优势。近些年，一些中医药特色治疗急性气管—支气

管炎的研究倍受关注，为广大急性气管—支气管炎患者所接受
[3]，但仍未能满足患者的需求。对患者应用中医特色疗法雷火

灸穴位治疗急性气管—支气管炎，并进行合理中西医常规治疗

及常规的护理干预，疗效较好且副作用小，临床操作简便易行。

我科应用赵氏雷火灸治疗急性气管—支气管炎 63 例，疗效显

著，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筛选本院呼吸科 2013 年 2 月－2015 年 10 月就诊的急性

急性气管—支气管炎患者 63 例，诊断标准符合《咳嗽的诊断

与治疗指南》（2009 版）[10]，临床表现初期有上呼吸道感染症

状，随后咳嗽可渐加剧，伴或不伴咳痰，伴细菌感染者常咳黄

脓痰，X 线检查无明显异常或仅有肺纹理增加，查体双肺呼吸

音粗，可闻及实性或干性啰音，临床诊断需排除肺炎、肺结核、

百日咳、急性扁桃腺炎等疾病。其中，男性 41 例，女性 22 例，

平均年龄（34.6±14.7）岁，病程 1～16 d，平均病程（4.6±2.3）

d，入选患者均自愿加入临床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中医诊断标准  

风寒袭肺咳嗽的中医辨证标准，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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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 年）

中有关咳嗽的诊断标准，《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2 年）中有关寒痰的诊断标准[10]。

风寒袭肺证：嗽声重，稀薄色白，恶寒，或有发热，无汗，舌

苔薄白，脉浮紧。 

1.3 排除标准  

①不同意参加本研究者；②不符合急性气管—支气管炎、

慢性支气管炎的西医诊断标准，不符合风寒袭肺咳嗽的中医辨

证标准；③在 18 周岁以下和 60 周岁以上者；④其他原因如肺

结核、尘肺、肺脓肿、支气管扩张、慢性鼻炎疾病、服用 ACEI

类药物等引起的咳嗽；⑤患有细菌、病毒或真菌感染的皮肤病

患者及局部皮肤破损者；⑥并其他脏器（如心、脑、肝、肾等）

的严重原发性疾病者；⑦并明显喘息症状者；⑧平素有反酸、

胃痛或鼻后滴漏等症状者；⑨妊娠或哺乳期妇女，对本药过敏

者；⑩精神疾病或其他原因不能配合证候信息釆集的患者。 

1.4 运用数字随机分组 

将 63 例急性气管—支气管炎患者按就诊编号分成观察

组（32 例）与对照组（31 例），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病

程等临床基线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

有可比性。 

1.5 治疗方法 

1.5.1 观察组 32例采用常规中西医治疗和基本护理干预加赵氏

雷火灸穴位治疗，对照组 31 例采用常规中西医治疗和基本护

理干预。入选所有患者均常规给与西医基础治疗，疗程 2 周，

合并用药情况，上述治疗期间根据病情情况现使用抗生素及抗

病毒治疗药物及对症出现意外情况处理：若个别对赵氏雷火灸

过敏，出现皮肤瘙痒、皮疹等反应，立即停止治疗，并适当抗

过敏治疗。 

1.5.2 赵氏雷火灸的治疗方法，2 次/ d，7 d 为 1 个疗程，2 个

疗程后观察疗效。具体操作方法：①灸疗部位：胸 1 椎至胸 9

椎两侧肩胛之间，天突至膻中；穴位：中脘、神阙、定喘、肺

俞、肾俞、少商。②操作方法：点燃 2 支灸药，固定在双头灸

具上，患者侧卧或半坐卧位，用雀啄灸法灸胸 1 椎至胸 9 椎两

侧肩胛之间，距离皮肤 2～3 cm，上下来回为 1 次，每 10 次为

1 壮，每壮之间用手压一下皮肤，灸至皮肤发红，深部组织发

热为度；用悬灸法，灸大椎。距离皮肤 2～3 cm，每旋转 10 次

为 1 壮，每壮之间按压一下皮肤，共灸 6 壮；用双头灸具，雀

啄发，灸双侧肺俞、肾俞，用单头灸具，雀啄灸少商、天突、

膻中、定喘、神阙、中脘，距离穴位 2 cm，每雀啄 8 次为 1 壮，

每壮之间用手压一下，各灸 6 壮至皮肤发红，深部组织发热为

度。操作总时为 15～20 min。 

1.6 疗效评价标准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10]，改善率=（治疗

前积分—治疗后积分）/治疗前积分×100%。临床控制：咳嗽

及临床体征消失或基本消失，症状积分减少＞90%。显效：咳

嗽及临床体征改善，症状积分减少＞70%。有效：咳嗽及临床

体征有好转，症状积分减少＞30%。无效：咳嗽及临床体征无

明显改善，甚至加重，症状积分减少＜30%。总有效率=临床

控制率+显效率+有效率。咳嗽症状积分评价标准：参照中华医

学会呼吸分会哮喘学组制定《咳嗽的诊断与治疗指南》[10]（2009

版），咳嗽症状积分分日间及夜间，均按找不同轻重程度分为

0～3 分 4 个等级。 

1.7 统计学处理  

利用 SPSS13.0 统计学软件对各项资料统计分析，使用 t

及 x2检验，以 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观察组前后咳嗽症状积分变化分析 

两组在治疗后均有不同程度改善，两组咳嗽症状积分改

变比较，无显着性差异（P＞0.05）。但观察组咳嗽症状缓解

时间与对照组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赵氏雷

火灸治疗急性气管—支气管炎可加速患者临床咳嗽症状缓

解。（见表 1）。 

表 1  两组治疗前后咳嗽症状积分变化及咳嗽缓解时间比较  （ ） 

组别 n 治疗前咳嗽症状积分（分） 治疗前咳嗽症状积分（分） 咳嗽症状缓解时间（d） 

观察组 32 4.7±3.6 3.9±3.2 2.2±2.5 

对照组 31 4.3±3.9 3.8±2.9 3.9±1.7 

2.2 疗效比较分析 

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6.7%，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4.5%，差

异无显著性（P＞0.05）。提示赵氏雷火灸治疗急性气管—支气

管炎的临床疗效与常规治疗疗效相当。（见表 2）。 

表 2  两组疗效比较  （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32 61.7 35.0 3.3 96.7 

对照组 31 58.9 33.6 5.5 92.5 

2.3 观察组及对照组均未见明显不良反应，观察组仅 1 例出现

局部皮肤瘙痒及轻微红肿。 

 

3   讨  论 

3.1 咳嗽是内科中最为常见的病证之一，发病率甚高，据统计

慢性咳嗽的发病率为 3%～5%，在老年人中的发病率可达

10%～15%，尤以寒冷地区发病率更高。中医中药治疗咳嗽有

较大优势。中医认为咳嗽是由外感或内伤等因素引发，导致肺

失宣肃，肺气上逆，冲击气道，发出咳声或伴咯痰为临床特征

的一种病证。历代将有声无痰称为咳，有痰无声称为嗽，有痰

有声谓之咳嗽。临床上多为痰声并见，很难截然分开，故以咳

嗽并称。 

3.2 急性气管－支气管炎，西医治疗以抗感染、对症治疗为主，

伴支气管痉挛时可使用支气管舒张药物治疗[1]及激素使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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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反应较多。我们通过对赵氏雷火灸特色治疗风寒咳嗽的临

床观察，探讨赵氏雷火灸特色治疗风寒咳嗽的临床疗效，赵氏

雷火灸特色治疗临床操作简便易行。为临床提供安全有效的中

医药特色疗法，其临床应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针对性，值得

进一步推广在治疗咳嗽中的应用。  

3.3 赵氏雷火灸是改雷火神针实按灸法为明火悬灸疗法 

是由多种中药配制结合灸具使用的特殊新灸，能充分发挥

出药力峻、火力猛（温度达 240℃）、灸疗面广、渗透力强的特

点，它增强了祛风散寒、活血化瘀、舒筋通络止痛、散瘿散瘤、

扶正驱邪等功效。其治疗原理是药条在燃烧时所产生的密集

远、近红外线、热辐射力及释放出的药物因子共同作用于人体

病灶、病灶相邻组织及重点穴位，充分发挥了相当于针灸、艾

灸、红外线照射三者合一的功效，通过连续不断地刺激而激活

人体的肌肉、神经、血管等组织，将邪气直接排出体外，并促

进局部的血液循环。雷火灸不仅具有扩张血管、加快血液循环、

抑制血管通透性升高、减少炎症渗出、加速炎症渗出物吸收的

作用，同时有促进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功能，能调整人

体免疫功能[10]。 

3.4 赵氏雷火灸常选穴位的认识 

背俞穴是气血汇聚之所，是脏腑经络之气达于体表的部

位，《类经》中曾提出“十二俞皆通于脏气”，《灵枢·九针十

二原》中也曾提出“脏病取之俞”，通过背俞穴可调节脏腑及

脏腑之间的病变。大椎属于督脉，位于后正中线上，第 7 颈椎

棘突下凹陷中，为人体诸阳经的交会穴，具有振奋人体一身之

阳的作用，肺俞属于足太阳膀胱经，位于第 3 胸椎棘突下，旁

开 1.5 寸，为肺之背俞穴，肺气所注之穴，补则能和益肺气，

泄则能顺调肺气，对肺脏疾病可发挥较好的治疗作用；脾俞属

于足太阳膀胱经，位于第 11 胸椎棘突下，旁开 1.5 寸，有健脾

和胃、利湿升清之功，配合肺俞可化痰平喘；天突属任脉，位

于胸骨上窝正中，具有宽胸、理气、化痰之功；膻中属于任脉，

位于前正中线上，平第四肋间隙，或者两乳头连续与前正中线

的交点处，为心包募穴，与肺脏邻近，又是八会穴中的气会，

是宗气积聚之处，具有调理人体气机的作用，具有理气、宽胸、

化痰之效。 

4   结  论  

赵氏雷火灸穴位治疗协同常规西医治疗急性气管—支气

管炎安全有效，赵氏雷火灸穴位治疗操作简便易行，无毒副作

用，经济适用，可作为安全有效的中医治疗特色疗法在临床上

进一步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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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 

自拟方治疗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期疗效探讨 

目的：探讨自拟方治疗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期临床效

果。方法：选取我科近期收治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期患者 13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65 例）和观察组（65 例），分别采用常

规西医对症治疗和在此基础上加用自拟中药方剂治疗；比较两

组患者临床疗效，治疗前后中医证候积分及临床复发率等。结

果：对照组和观察组患者临床治疗总有效率分别为 70.9%

（39/55），90.9%（50/55）；观察组患者临床疗效显著优于对照

组（P＜0.05）；观察组患者治疗后中医证候积分显著优于治疗

前、对照组（P＜0.05）；对照组和观察组患者临床复发率分别

为 23.6%（13/55）、9.1%（5/55）；观察组患者临床复发率显著

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自拟方治疗慢性支气管炎急性

发作期可显著改善临床症状体征，降低临床复发率，具有临床

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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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针浅刺配合“筋结点”解结法治疗面肌痉挛 
的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HFS in T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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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围针浅刺配合“筋结点”解结法治疗面肌痉挛的疗效。方法：将 150 例患者随机分为三组，观察组 50

例采用围针浅刺配合“筋结点”解结法治疗，常规组 50 例采用常规针刺治疗，药物组 50 例采用口服苯妥英钠等药物治疗。结果：

观察组及常规组总有效率同药物组相比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05）。观察组的愈显率与常规组相比差异有极显著性意义（P＜

0.005）。结论：针刺治疗面肌痉挛有效，围针浅刺配合“筋结点”解结法的应用显著的提高了疗效。 

【关键词】围针浅刺；解结法；面肌痉挛 

【Abstract】Objective：To study effects of TCM on HFS. Methods：150 patients with HFS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the observation group(50 patients) was treated by surround acupuncture plus Tendons Knot method. The conventional group 

was treated by conventional acupuncture and the medica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oral drugs such as phenytoin sodiumoral. Results: 

Difference of the efficiency among the observed group and conventional group and the medical group had significant ( P<0.005 ). 

Difference of the markedly efficiency between the observed group and the conventional group has the extreme significance ( P<0.005 ). 

Conclusion：Clinical effects of acupuncture on HFS was exact, and surround acupuncture plus Tendons Knot method could more improve 

clinical efficacy。 

【Keywords】Surround acupuncture; Tendons Knot method; HF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5.054 

 

面肌痉挛属于祖国医学“面瞤”范畴，是指一侧面部肌肉

发生阵发性、不规则的不自主抽搐。初起时多为眼轮匝肌阵发

性痉挛，逐渐扩散到一侧面部其他肌肉，无神经系统其他阳性

体征。常因无有效治疗方法以致长期不愈，最后甚至采取手术。 

1 临床资料 

本组 150 例，所有病例均经西医诊断为面肌痉挛。男性 75

例，女性 75 例；年龄最小 24 岁，最大 65 岁；病程最短 1 天，

最长 1 年。将 150 例患者随机分为三组，观察组 50 例，男性

25 例，女性 25 例；针刺组 50 例，男性 25 例，女性 25 例；药

物组 50 例，男性 25 例，女性 25 例。  

2   治疗方法 

2.1 观察组 

取 28 号 1.5 寸毫针，在穴位区边缘皮肤区刺入，针尖可

呈 15°～45°斜向中心，每针距离适当，进针深度 0.3～1 寸

之间，以得气为佳。留针 30 min，1 次/ d，10 次为 1 个疗程。

0.8×40 mm 号长圆针，在阿是穴处寻找筋节点，用紫碘做好标

记，常规做局部较大范围消毒，0.5%利多卡因进行结筋病灶处

局麻，用一次性长圆针解结法治疗，出针后用无菌干棉球在手

术处按压 1 min，以防针孔出血，并用创可贴覆盖保护针孔，

每 3 日 1 次，3 次为 1 个疗程。 

2.2 常规组 

取穴同观察组，常规针刺得气后，留针 30 min，每日针 1

次，10 次为 1 个疗程。 

2.3 药物组 

口服苯妥英钠，0.1 g/次，3 次/ d；或卡马西平，0.2 g/次，

3 次/ d。维生素 B1、维生素 B6、腺苷辅酶维生素 B12配合治疗，

10 d 为 1 个疗程。 

3   治疗效果 

3.1 疗效标准 

痊愈：面部肌肉抽搐完全解除，随访半年未见复发。显

效：面部肌肉抽搐完全解除，半年内有复发。有效：面部肌

肉抽搐幅度明显减轻，次数明显减少。无效：治疗前后病情

无明显改变。 

3.2 治疗结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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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三组疗效比较  （n，%） 

组别 n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愈显率 总有效率 

观察组 50 34 5 9 2 78.0 96.0 

常规组 50 20 10 15 5 60.0 90.0 

药物组 50 9 10 8 23 38.0 54.0 

观察组与常规组的总有效率与药物组相比，差异有显著性

意义（P＜0.05）；观察组的愈显率与常规组相比，差异有极显

著性意义（P＜0.05）。可见针刺治疗确可提高总有效率，而围

针浅刺配合“筋结点”解结法的应用更在此基础上有效的提高

了愈显率，从而更大程度上解除了患者的痛苦。 

4   典型病例 

患者甲，女，51 岁，2015 年 3 月初诊。主述：右侧及颜

面下部肌肉。刻诊见右侧全面肌强烈阵挛，表情痛苦，情绪烦

躁。依上述方法治疗。针 3 次后，症状明显改善，1 个疗程后

症状消失，随访半年未复发。 

5   体  会 

面肌痉挛从祖国中医学角度分析，多因气血亏虚，肝火内

动或风寒袭络所致。辨证取穴以手足阳明、少阴、厥阴经中面

神经走形周围之穴位为主，以调气血，平阴阳。围针浅刺配合

“筋结点”解结法是由《灵枢•官针》十二刺中的齐刺、浮刺、

直针刺三法之长，以疏经通络，调和气血，使经脉气血畅达，

经筋得养而痉挛自止。解结法是由《内经》九针十二原篇而来，

解结法的运用关键在于对穴性的透彻理解，及熟知对经脉纵横

交错之路线，笔者称之为“结点”。通过围刺并配合解结法可

以依靠针灸经脉所过主治所疾，打通气脉，依靠经脉交错纵横

借外力解开脏腑闭结，以达到开结去塞，来保证气脉升降有序，

以此扶正祛邪而相得益彰。 

《灵枢•刺节真邪》篇所指出的：“一经上实下虚而不通者，

此必有横络盛加于大经之上，令之不通。视而泻之，此所谓解

结也”。显然，解除此横络的卡压是解决大经不通的关键。解

除经筋粘连而形成的横络，松解强加于经脉上的结络、条索压

迫，这就是“解结”法。只有在脉道通畅，气血周流的情况下，

才有可能发挥围针浅刺针法“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的作用。

解结法属泻法，以破而散之的决闭之术，使其气血通畅下行，

这是调整经络气血的前提和关键。在此基础上，再运用气血辨

证。解结是前提，是必须首先考虑的关键治则。正如《灵枢•

刺节真邪》篇所指出的，已有经筋横络盛加于大经而致闭结不

通者，应首先采用“解结”针法，务必使经脉通畅，气血周流，

然后再补虚泻实，调整经气，方可奏效。现代医学认为面肌痉

挛是由面神经的异位兴奋或伪突触传导引起的面部肌肉的触

动。围针浅刺配合“筋结点”解结法将围刺并解结，扩大针刺

效应，从而抑制面神经的异位兴奋，以达到治疗的目的，笔者

希望通过本次的临床观察能够给同行在面肌痉挛的治疗方法

上提供一个参考思路，共同解决临床上的难题，并为患者解除

病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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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 

毫针火针刺法治疗面肌痉挛 30 例疗效观察 

目的：观察毫针火针刺法治疗面肌痉挛的疗效。方法：将

60 例面肌痉挛患者随机分为 2 组，治疗组 30 例，采用毫针火

针刺法治疗；对照组 30 例，采用毫针刺法治疗。结果：治疗

组痊愈 16 例，治愈率为 53.33%，好转 12 例，好转率为 40.00%，

无效 2 例。对照组痊愈 7 例，治愈率为 23.33%，好转 13 例，

好转率为 43.33%，无效 10 例。经统计学处理，治疗组的疗效

优于对照组（P＜0.01）。结论：毫针火针刺法治疗面肌痉挛的

临床疗效优于毫针刺法，因此毫针火针刺法是治疗面肌痉挛的

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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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池穴为主“温通针法”治疗面肌痉挛疗效观察 

目的：探讨“温通针法”在治疗面肌痉挛中的作用。方法：

将门诊病例中面肌痉挛病人 64 人按首次就诊次序、随机数字

分组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32 例，观察组采用温通针法治

疗，对照组采用常规针刺治疗，观察两组的疗效。结果：治疗

组患者的显效有效率为 62.5%，明显高于对照组的显效有效率

（40.6%）（P＜0.01）。结论：温通针法治疗面肌痉挛疗效明显，

可以有效降低面肌痉挛的发病频率，延长发病间期，从而有效

治疗面肌痉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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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手法复位外固定与中药内服结合治疗 
肱骨髁间骨折的临床效果探讨 

Clinical effect of TCM external fixation combined with internal medicine 

in the treatment of humeral condylar fra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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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中医手法复位外固定与中药内服结合治疗肱骨髁间骨折的临床效果。方法：选择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60 例肱骨踝间骨折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 30 例。其中对照组患者接受中医复位联合外固定治

疗；观察组患者在此基础上增加重要内毒外用的治疗，比较两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不良反应发生率及平均愈合时间。结果：观

察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患；平均愈合时间显著短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均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中医手法复位外固定与中药内服结合治疗肱骨髁间骨折效果显著，且能有效降低不良反应的发

生，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关键词】中医手法；中药；肱骨踝间骨折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CM external fixation combined with internal medicine in the treatment of 

humeral condylar fracture. Methods: 60 cases of humeral fractu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ith 3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duction combined with external fixation; the observation group patients received TCM external fixation 

combined with internal medicine treatment, the total efficiency, adverse reactions rate and the average healing time of patients i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adverse reaction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average healing tim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s were of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Conclusion: TCM external fixation combined with internal medicine had significant effect in the treatment of humeral condylar fracture, it 

could effective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and wa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echniqu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umeral fracture of the ankl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5.055 

 

肱骨髁间骨折多见于青壮年，是临床常见的严重的、呈粉

碎性的肘部骨折，闭合复位困难，而开放复位缺乏有效的内固

定，导致出现骨不连、肘关节功能障碍和畸形愈合[1,2]。目前，

无论是采取手术开放复位还是闭合复位的方法治疗，效果均较

差[3]。本研究则主要是对中医手法复位外固定与中药内服结合

治疗肱骨髁间骨折的临床效果进行探讨，从而为治疗方法的选

择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4 年 5 月—2015 年 9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60 例肱

骨髁见骨折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

组，每组 30 例。其中对照组男性 18 例，女性 12 例，年龄 21～

63 岁，平均年龄（36.7±12.2）岁；观察组男性 21 例，女性 9

例，年龄 20～62 岁，平均年龄（33.1±13.0）岁。所有患者接

受常规 X 线检查显示均为闭合性骨折，无血管和神经损伤。骨

折原因为交通伤、坠落伤和摔伤，骨折时间 0.2～27 h，平均骨

折时间（10.2±4.1）h。两组患者年龄、性别、骨折原因、时

间等一般资料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接受中医复位联合外固定方式，观察组患者在

此基础上增加内服和外用中药治疗。使用红花、当归、芍药等

消肿祛瘀；接骨丹、骨碎补、五加皮等接骨续筋、活血通络；

伤口愈合后使用桂枝、伸筋草、续断、透骨草、防风等煎水熏

洗。两组患者均治疗 30 d。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不良反应发生率及愈合时

间。疗效判定标准：显效：无痛感，伸肘 15°，屈肘 130°；

有效：无明显痛感，伸肘 30°，屈肘 110°；无效：疼痛明显，

伸肘无法超过 60°。总有效率=显效率+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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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0.0 软件对记录所得的所有数据进行统计学分

析，平均愈合时间等计量资料采用（ ）表示，两组间比较

进行 t 检验；治疗总有效率、不良反应发生率等计数资料采用

百分数（%）表示，两组间比较进行 x2 检验，P＜0.05 表示差

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比较，具体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比较  [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 30 15（50.0） 14（46.7） 1（3.3） 29（96.7） 

观察组 30 6（20.0） 14（46.7） 10（33.3） 20（66.7）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具体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n（%）] 

组别 n 肌肉萎缩 肘关节僵硬 骨折不愈合 创伤性关节炎 总发生率 

对照组 30 3（10.0） 1（3.3） 1（3.3） 4（13.3） 9（30.0） 

观察组 30 0 3（10.0） 0 0 3（10.0）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2.3 两组患者骨折平均愈合时间比较  

 对照组患者骨折平均愈合时间（16.7±4.9）周，观察组患

者（11.3±3.2）周，两组比较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t=3.91，

P＜0.05）。 

3   讨  论 

 肱骨髁间骨折是一种由直接或间接暴力引起的严重的肘

关节损伤，多发于青壮年，骨折常呈粉碎性，闭合复位困难，

开放复位缺少有效的内固定，容易出现骨不连、肘关节功能障

碍和畸形愈合，但无论是手术开放复位还是闭合手法复位，最

终的治疗效果都不十分显著。肱骨髁间骨折后患者会表现出广

泛、剧烈的压痛感，肿胀明显，伴有皮下瘀血[4]。肘关节呈半

伸位，前臂旋前，肘后三角形骨性结构紊乱，可触及骨折块，

骨擦感明显。骨折移位严重的患者可见巩固下端横径增宽，重

叠移位者可出现上臂短缩畸形。有时会合并血管、神经损伤，

检查时应该注意[5]。 

 目前肱骨髁间骨折主要的治疗方式为切开复位内固定，但

该种方式的治疗费用高，对患者的创伤大，手术时还容易造成

血管神经损伤，治疗效果并不十分显著，而且手术后容易引发

感染，尤其是手术如果损伤儿童患者的骨骺，容易导致骨骼生

长平衡紊乱，引起肘外翻和肘内翻，有时需要二次手术将内固

定取出，这样会增长患儿的住院时间，增加治疗费用，还会影

响儿童骨折部位的生长，不利于其发育[6]。 

 中医手法复位外固定主要适用于Ⅰ型、Ⅱ型骨折有轻度分

离的骨折患者的治疗，本研究中观察组患者在中医复位外固定

基础上联合中药内服外用的方法进行治疗，首先使用芍药、当

回、红花等消肿祛瘀，之后使用五加皮、骨碎补等接骨续筋、

活血通络，待伤口愈合后使用桂枝、伸筋草、续断、透骨草、

防风等煎水熏洗，诸药合用能够发挥接骨消肿、活血通经的作

用，显著缓解患者的痛苦，同时配合早期功能锻炼，可有效改

善骨折部位血液循环，避免受伤部位肌肉出现萎缩，从而促进

患者尽早骨折[7]。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

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患；平

均愈合时间显著短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综上所述，中医手法复位外固定与中药内服结合治疗肱骨

髁间骨折效果显著，有效促进骨折部位愈合，且能明显降低不

良反应的发生，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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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结合运动疗法治疗外踝关节扭伤 
的临床疗效观察 

Clinical therapeutic effect observation of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exercise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ankle sprain 
 

闫 冬  白 玉 

（郑州市骨科医院，河南  郑州，45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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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针刺运动疗法治疗外踝关节扭伤的临床疗效。方法：运用针刺疗法同时结合运动疗法治疗 42 例外踝关

节扭伤患者，1 次/ d，10 次为 1 个疗程，同时结合患者症状运用运动疗法，对结果进行疗效评价。结果：治愈 29 例，占 69.0%，

好转 13 例，占 31.0%，全部有效，总有效率 100.0%。结论：针刺结合运动疗法治疗外踝关节扭伤临床疗效佳。 

【关键词】外踝关节扭伤；针刺；运动疗法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therapeutic effect of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exercise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ankle sprain. Methods: 42 patients with ankle sprain were treated with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exercise therapy, once every day and ten 

days formed one cours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was evaluated at the end of the course. Results: 29 cases were cured, which accounted for 

69.0%, 13 cases were improved, which accounted for 31.0%, all the cases were effective;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100.0%. Conclusion: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exercise therapy had significant effect in the treatment of ankle sprain. 

【Keywords】Ankle sprain; Acupuncture; Exercise therap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5.056 
 

外踝关节扭伤是骨科及针灸科的常见病，踝关节的结构十

分复杂，由周围多条韧带维持其稳定性及正常的功能活动[1]。

本病多发于青年人，当踝关节处于内翻位遭受暴力损伤时，易

致周围韧带损伤甚至撕裂，若处理不当可能导致习惯性踝关节

扭伤，甚至是慢性关节炎。本病属于中医“筋伤”的范畴，中

医认为本病因外伤致经络受损，血行不畅，气血瘀滞而成。笔

者采用针刺配合运动疗法治疗外踝关节扭伤，临床疗效好，现

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选取 2014 年 9 月 1 日—2015 年 12 月 15 日就诊于我科的

42 例单侧外踝关节扭伤的患者，其中男性 20 例，女性 22 例，

年龄 14～47 岁，均经临床及 X 线摄片检查排除骨折及韧带断

裂伤，符合《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2]中踝关节损伤的诊断。

排除踝关节骨质病变。 

2   治疗方法 

取穴：养老、腕骨、阳谷、踝痛点（拇指掌指关节赤白肉

际处），左侧痛取右侧，右侧痛取左侧。留针 30 min，5 min 行

针 1 次，1 次/ d，10 次为 1 个疗程。同时结合患者症状运用运

动疗法，急性期关节局部肿胀剧痛，留针期间抬高患肢，冰敷

局部，缓解期肿胀减轻者，嘱患者活动患肢，背伸、跖屈、内

翻、外翻，并在患者疼痛耐受范围内逐渐加大踝关节活动度。

活动度改善及疼痛减轻后搀扶行走直至自行行走。针刺后患侧

踝关节给予“8”字绷带固定，避免剧烈运动。 

3   结  果 

3.1 疗效标准  

运用《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进行疗效评定，治愈：踝

关节肿痛消失，关节稳定，踝关节活动功能正常。好转：踝关

节疼痛减轻，轻度肿胀或皮下瘀斑，关节欠稳，步行欠力，酸

痛。未愈：踝关节疼痛无改善，关节不稳定，活动受限。 

3.2 治疗结果  

治愈：29 例，占 69.0%，好转 13 例，占 31.0%，全部有

效，总有效率 100.0%。 

4   讨  论 

踝关节扭伤后踝关节周围肌腱、关节囊及韧带受损，并可

有不同程度的撕裂，组织间出血、瘀血、水肿，从而导致受伤

的踝关节肿胀、疼痛、活动障碍、关节失稳。踝关节扭伤属中

医学“筋伤”的范畴，筋伤则血脉受损，血溢脉外，瘀于皮下，

故见肿胀；血瘀气滞，不通则痛，故见疼痛。针刺具有调和阴

阳、扶正祛邪、疏通经络的作用，笔者根据经脉循行理论及全

息理论进行选穴，《素问•调经论》有“痛在左而右脉病者巨刺

之”的记载；《素问•阴阳应象论》云“善用针者，从阴引阳，

从阳引阴，以左治右，以右治左。”临床和实验研究提示：运

动具有止痛作用，运动引起的传入信息可激活脊髓上位中枢发

放下行冲动，加强下行抑制，产生止痛作用。同时可使肌肉纤

维伸展，以解除肌肉痉挛，可以促进血液的循环，加速水肿、

瘀血的吸收、消散[3]。笔者远端取穴，采用循经取穴结合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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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息对照理论，避免对于损伤局部反复刺激，同时更便于行针

同时活动受损关节，增加关节活动度，解除痉挛，恢复踝关节

稳定性。本研究治疗结果全部有效，说明采用针刺配合运动疗

法治疗踝关节扭伤，操作简便而安全，疗程短，见效快。患者

痛苦小，易于接受，临床疗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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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针配合手法推拿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 98 例分析 
Analysis of clinical efficacy of acupuncture and Tuina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98 cases with nerve root type cervical spondylosis 
 
齐运卫 

（洛阳市第一中医院，河南  洛阳，47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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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分析电针配合推拿手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临床疗效。方法：将神经型颈椎病分为根痛型、麻木型、

失用型三个亚型，采用电针颈部夹脊穴配合手法推拿为主，根据不同亚型配取不同穴位，治疗神经型颈椎病 98 例，并观察其临床

疗效。结果：治愈 65 例（根痛型 30 例、麻木型 34 例、失用型 1 例），显效 25 例（根痛型 10 例、麻木型 13 例、失用型 2 例），

好转 6 例（根痛型 1 例、麻木型 3 例、失用型 2 例），无效 2 例（麻木型 1 例、失用型 1 例），总有效率为 98.0%。结论：①电针

配合手法推拿治疗神经型根颈椎病疗效显著；②根痛型（41.8%）、麻木型（52.0%）发病率高且疗效好，失用型（6.1%）发病率

很低且疗效差。 

【关键词】神经根型颈椎病；推拿；电针 

【Abstract】Objectives: To observe and analyze clinical efficacy of acupuncture and Tuina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98 cases with 

nerve root type cervical spondylosis. Methods: The disease is divided into the nerve root type cervical pain type, numbness type, apraxia 

type three subtypes, neck Jiaji electro acupuncture and Tuina massage in accordance with different subtypes take different points, the 

treatment of neurological type 98 cases with cervical spondylosis and clinical efficacy. Results: 65 cases were cured completely (root pain 

30 cases, numbness in 34 cases, apraxia type 1 cases), 25 cases showed markedly improvement (root pain in 10 cases, numbness in 13 

cases, apraxia type 2 cases), 6 cases showed a little improvement (1 case root pain, numbness in 3 cases, apraxia type 2 cases), while in 2 

cases there was no effect (1 case of numbness, apraxia 1 case);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98.0%. Conclusion: 1. Acupuncture and Tuina 

therapy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in neuronal root cervical spondylosis treatment; 2. The efficacy was high and very effective in root pain type 

and numbness type with efficacy 41.8% and 52.0%, respectively, while apraxia type showed low morbidity and poor efficacy (6.1%). 

【Keywords】Cervicalspondylotic radiculopathy; Massage; Electropunctur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5.057 
 

神经型颈椎病是颈椎病的常见类型之一，临床以颈肩、肘

部疼痛，手指麻木，拇食中三指无力等症状为特点。自 2004

—2014 年，作者根据天津中医药大学一附院廉玉麟老师经验结

合自己临床体会，采用电针配合手法推拿治疗神经型颈椎病 98

例，临床效果显著。现总结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本组 98 例，男性 33 例，女性 65 例，男女比约为 1︰2，

年龄 25～73 岁，病程 2 d～5 年。其中，根痛型 41 例，麻木型

51 例，失用型 6 例。 

1.2 症状体征   

根据临床表现不同将其分为三个亚型：以颈肩、肘部疼痛

为主者为根痛型；以手指麻木为主者为麻木型；以拇、食、中

三指无力为主者为失用型。本组 98 例均有不同程度的颈 5、颈

6、颈 7 棘突旁压痛、条索或结节，叩顶试验、椎间孔挤压试

验阳性。 

1.3 影像检查   

本组均摄颈椎 X 线侧位片、双斜片或 CT、MRI。其中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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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生理曲度变直或反弓者 75 例，椎间孔变小 78 例，颈椎间盘

突出者 96 例。 

2   治疗方法 

2.1 电针疗法 

2.1.1 取穴   

主穴：第 5、第 6、第 7 颈夹脊穴（即颈椎第 5、第 6、第

7 棘突下旁开 0.5 寸）。 

配穴：根痛型加颈臂、肩髃、臂臑、手五里、曲池。麻木

型加曲池、外关、八邪、十二井。失用型加手三里、列缺、合

谷、阳溪。 

2.1.2 操作   

主穴：选用 30 号 2.0 寸毫针，皮肤常规消毒后，进针 1.5

寸，产生强烈酸麻沉胀感觉。 

配穴：颈臂穴针感向手指放射，十二井穴点刺出血数滴，

其他配穴选用 1.5 寸毫针，进针 1.0～1.2 寸。 

电针：颈 5、颈 7 夹脊穴分别接电针仪正负极，采用疏密

波，强度以患者能耐受为度。留针 30 min，1 次/ d，5 次为 1

个疗程，2 个疗程后观察疗效。 

2.2 手法推拿   

于每次电针后操作，每次 10～15 min。 

2.2.1 按揉颈肩部   

患者坐位，术者站立于患者后方，用拇指或大鱼际按揉颈

肩部 3～4 min，以放松颈肩部肌肉。 

2.2.2 分型施术   

根痛型配合拿肩井、肩部、臂臑、曲池；麻木型配合指掐

手部十二井穴；失用型配合点按合谷、阳溪、外关。患者坐位，

术者分别用拿法、掐法、点按法作用于上述部位和穴位，力度

以患者能耐受为度，每穴/部位操作 1～2 min。 

2.2.3 颈部定点扳法    

患者端坐位，全身放松，头略向前屈，术者站于患者侧后

部，左手在颈 5、颈 6、颈 7 棘突及旁边探查偏歪棘突及阳性

压痛点，以反应最强烈处为施术部位，将健侧之手置于头部（即

头旋转方向对侧之手），用一手拇指抵住偏歪的棘突（向左偏

歪用右手，向右偏歪用左手），一手扶住对侧的下颏部，将头

旋转至最大限度（棘突左偏头左旋，右偏则右旋），双手同时

用爆发力反向推扳，可听到“咯叭”声。 

2.2.4 拍打肩背部    

患者、术者体位均不变，术者双手空握拳，有节律地轻柔

拍打肩背部 1～2 min，以放松肌肉，结束手法。 

3   治疗结果 

3.1 疗效评定标准    

临床治愈：疼痛、麻木感完全消失，手指活动自如；显效：

疼痛、麻木感较前减轻 80.0%～90.0%，手指力量较前明显改

善；好转：疼痛、麻木感较前减轻 30.0%～40.0%，手指力量

较前有所改善；无效：2 个疗程后疼痛、麻木感无好转，手指

力量无改善。 

3.2  治疗评定结果   

本组 98 例，治疗时间 3 d～20 d。有 1 例根痛型患者治疗

3 次后效果不明显而改用手术治疗，1 例失用型患者因治疗 5

次后畏针而中止，均视为无效。均于治疗 2 个疗程后按上述标

准评定，结果：临床治愈 65 例（根痛型 30 例、麻木型 34 例、

失用型 1 例），显效 25 例（根痛型 10 例、麻木型 13 例、失用

型 2 例），好转 6 例（根痛型 1 例、麻木型 3 例、失用型 2 例），

无效 2 例（麻木型 1 例、失用型 1 例），总有效率为 98.0%。 

4   讨  论 

4.1 神经根型颈椎病是由于颈椎退行性变、颈椎间突出，压迫

臂丛神经根引起的一组临床症状，表现为颈肩、肘部疼痛，手

指麻木，拇、食、中三指无力等症状。中医称之为“项痹”，

认为本病的发生是正虚劳损，筋脉失养，或风寒湿邪侵袭，痹

阻项部经络，气血运行不畅所致。 

4.2 颈 5、颈 6、颈 7 夹脊穴，正处于臂丛神经根发出的部位，

深刺之，针尖直达病所，针感强烈，作用迅速。实验表明：低

频正弦疏密波具有止痛、促进血液循环及渗出物吸收等作用[1]。

所以选其作主穴可以改善局部血液循环，促进水肿吸收，解除

神经根受压状况。颈臂穴下布有臂丛神经，善治肩、臂、手指

麻木或疼痛[2]。肩髃、臂臑、曲池疏通手阳明经经气，通络止

痛；《灵枢•九针十二原》：“所出为井、所溜为荥……”“井穴

多位于手足之端，喻为水的源头，是经气所出的部位”[3]，取

十二井可以激发手三阳经经气，改善血行，以解除“气虚则麻，

血虚则木”的病痛。手三里、合谷、阳溪为手阳明经穴，阳明

为“多气多血”之经，取之可以补益气血。列缺为手太阴肺经

络穴，别走阳明，能加强补气养血之功。总之，诸穴相配，分

型施治，局部与远端相合，标本同治，补益气血，疏通经络，

从而迅速解除疼痛、麻木、失用的症状。 

4.3 手法推拿采用揉法、拿法、一指禅推法等作用于颈肩上臂

等部位，可以放松肌肉、缓解肌肉紧张、松解粘连、促进血液

循环、加快新陈代谢，特别是颈椎定位扳法，能改善突出的椎

间盘和局部神经肌肉等软组织的位置关系，促进突出的椎间盘

回纳。 

4.4 从临床观察 

根痛型（占 41.8%）、麻木型（占 52.0%）发病率高且疗

效好，首选电针、推拿等保守治疗；失用型（占 6.1%）发病率

很低且疗效差，建议必要时手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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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温针配合针刺运动疗法对肩周炎的疗效。方法：对 76 例肩周炎患者按 Doll’s 临床病例随机表随机分为

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应用温针、针刺运动疗法，对照组应用电脑中频、超短波治疗，疗程 20 d。结果：治疗组与对照组显效

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疼痛指数、肩关节功能改善有显著差异（P＜0.01）。结论：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 

【关键词】肩周炎；温针；针刺运动疗法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needle warming moxibustion combined with acupuncture and exercise 

therapy in treating periarthritis of shoulder. Methods: 76 patients with periarthritis of shoulder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Doll’s clinical case random list.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needle warming moxibustion 

combined with acupuncture and exercise therapy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computer intermediate frequency, ultrashort wave 

therapy, the treatment lasted 20 days. Results: The difference of the efficacy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of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1), the difference of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ain index and shoulder function was of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1). Conclusion: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Keywords】Periarthritis of shoulder; Needle warming moxibustion; Acupuncture and exercise therapy; ASES scor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5.058 

 

肩周炎，又称粘连性关节囊炎，俗称“冻结肩”“凝肩”

“五十肩”。表现为肩关节周围疼痛，肩关节各个方向主动和

被动活动度降低，影像学表现除骨量减少外无明显异常的疾

患。本病病程长，易反复发作，严重影响患者工作生活。笔

者在临床中应用温针配合针刺运动疗法治疗肩周炎，与传统

理疗中采用电脑中频加超短波治疗相比较，有更显著效果。

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2 年 1 月—2015 年 1 月肩周炎患者 76 例，年龄

（50.6±10.5）岁，男性 30 例，女性 46 例，病程 2 个月～2

年，按 Doll’s 临床病例随机表随机分成两组，每组 38 例，一

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纳入标准。 

肩周炎粘连期患者：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诊

断疗效标准》[1]中有关肩周炎的诊断标准：①肩部疼痛逐渐加

重，昼轻夜重，不能侧卧于患侧；②肩部活动受限，以上臂上

举、外旋、后伸、内旋为明显；③肩部 X 线检查多为阴性，病

程久者可见骨质疏松。临床分期标准参照《肩周炎》[2]粘连期：

肩部酸重不适，肩关节功能活动受限严重，各方向活动范围明

显缩小，甚至影响日常生活。 

 

1.3 排除标准 

其他导致肩部疼痛及活动障碍的疾病，如骨折、肩部肿瘤、

肩峰撞击症、颈源性肩痛等，伴有局部红肿热痛者除外。 

1.4 疗效标准 

①参照《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1]及中华中医药学会骨

伤科分会《肩周炎疗效标准》[3]结合临床拟定：治愈：肩部疼

痛消失，肩关节活动范围恢复正常。显效：肩部疼痛明显缓解，

肩关节活动范围明显改善。有效：肩部疼痛基本缓解，肩关节

活动范围部分改善。无效：症状、体征改善不明显。②肩部疼

痛评定采用改良的视觉模拟评分法（VAS）即疼痛指数评价患

者治疗前后的疼痛变化。0 表示无疼痛，10 表示最剧烈疼痛。

③采用美国肩与肘协会评分系统[4]（American Shoulder and 

ElbowSurgeons’Form，ASES）：该系统是 1993 年美国肩与肘协

会研究通过的肩关节功能评价标准。这是一个需要换算的百分

制系统，患者评估部分的疼痛（占 50.0%）和累计日常活动

（50.0%）构成计分部分。目前评分方法采用基于患者的主观

评分，包括疼痛（50.0%）和生活功能（50.0%）两部分，满分

100 分，分数越高表示肩关节功能越好。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IBM SPSS19.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两组疗效

比较采用 x2检验。计量资料用（ ）表示，采用 t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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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  法 

2.1 观察组 

用温针配合针刺运动疗法，对照组用电脑中频治疗仪配

合超短波电疗机，总治疗时间都为 50 min。1 次/ d，10 次 1

个疗程，2 个疗程后评定治疗效果。观察组：温针疗法，患者

坐位，取患侧肩前、肩髃、肩贞、臂臑四穴，常规消毒，用

60 mm 毫针直刺针刺得气后，取 2 cm 长艾炷插在针柄上，基

部距穴位皮肤约 2 cm，针柄根部与穴位距离 1 cm。每次治疗

量为 2 个艾炷，约 40 min。出针后，用针刺运动疗法，仍坐

位，取健侧肩痛穴[4]（位于腓骨小头下方，于外踝尖连线上

1/3 处），常规消毒，用 45 mm 毫针直刺，捻转运针至有强烈

的酸胀感，嘱患者臂上举、外旋、后伸、内旋活动患肩，时

间 10 min。出针休息。 

2.2 对照组 

采用北京奔奥新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 BA2008-Ⅲ型电脑

中频治疗仪，患者仰卧位，取一对中号电极对置于患肩前后方，

用绑带固定，选取 4 号肩周炎处方，时间 20 min；然后再用汕

头达佳牌超短波电疗机 DL-C-B，患者仰卧位，取一对大号电

极板中间各间隔 1 cm 厚度的毛巾，对置于患肩前后方，上用

沙袋压紧，2 档治疗量，治疗时间 20 min。做完上述治疗后嘱

患者做上述患肩活动，时间 10 min。 

3   结  果 

3.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后观察组显效率（包括治愈和显效）明显优

于对照组（P＜0.05）。总有效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表 1  两组疗效比较  （n，%） 

组别 n 治愈 显效 好转 无效 显效率 总有效率 

观察组 38 8 20 8 2 73.7* 94.7△  

对照组 38 3 15 14 6 47.4 84.2 

注：两组显效率比较，*P＜0.05，总有效率比较，△ P＞0.05 

3.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疼痛指数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后疼痛指数与治疗前比较均有显著差异（P

＜0.01），治疗后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显著差异（P＜

0.01）。见表 1。 

表 2  治疗前后疼痛（VAS）评分的比较  [（ ），分]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38 6.1±1.5① 2.2±1.2*△ 

对照组 38 5.7±1.3② 3.0±0.9*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①②* P＜0.01，两组治疗后比较，

△P＜0.01 

3.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肩关节功能 ASES 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后肩关节功能 ASES 评分治疗前比较均有显

著差异（P＜0.01），治疗后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显著差

异（P＜0.01），明显优于对照组。  

表 3  治疗前后肩关节功能 ASES 评分的比较  [（ ），分]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38 49.5±5.9① 84.4±9.0*△ 

对照组 38 46.7±7.2② 77.8±10.5*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①②* P＜0.01，两组治疗后比较，

△P＜0.01 

4   讨  论 

肩周炎是常见的关节疾病之一，属于中医“痹证”范畴。

因好发于 50 岁左右的中老年人，又称“五十肩”。本案病例选

取年龄段在 40～60 岁也基于此。主要病因是由肩关节囊及关

节周围软组织发生的慢性无菌性炎症反应。《类经图翼》载：“凡

人肩冷臂痛者，每是风寒……此阳气不足气血衰少而然。”中

医认为，肩周炎多因营卫虚弱，筋骨衰败，复感风寒或劳累闪

挫等原因引起肩关节周围局部疼痛，功能障碍，属经筋病候。

按局部取穴选穴，选取分别循行肩臂的前缘、中线、后缘之手

三阳经，加以艾柱熏灸，从“温通”入手可治其本。有温通经

络，行气活血，祛湿除寒之效，通则不痛。王文远教授的平衡

针疗法在大量临床实验中证明，针刺肩痛穴可以镇痛，提高组

织痛阈[5]。临床实践中，肩周炎患者发病过程中肩周炎患者由

于致痛物质大量生成和释放，导致疼痛加重，不敢锻炼，以致

活动度逐渐降低，关节囊粘连加重，如此恶性循环。所以通过

先以局部温针灸改善循环，促进新陈代谢，消除炎性物质，再

取对侧下肢之肩痛穴，以针刺运动疗法提高痛阈后进行功能锻

炼能明显减轻患者痛苦，加大肩关节各方向活动范围来松解粘

连，提高关节活动度。而且主动运动相比于被动运动更能减少

医源性损伤，有利于病情恢复，故能有更显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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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通过观察蜂针穴位应用治疗肩周炎的临床疗效，评估蜂针疗法在临床中的应用价值。方法：运用蜂针于肩

髎、肩前、肩贞、天宗、阿是穴及曲池等穴位施针，疗程共计 4 周，前两周隔日 1 次，第 3、4 周 3 日 1 次。结果：根据 Constant-Murley

评分法对观察患者进行对比，蜂针治疗肩周炎总有效率为 94.7%。结论：说明蜂针对治疗肩周炎有明显临床效果。 

【关键词】蜂针；肩周炎；蜂毒；Constant-Murley 法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urative effect of bee venom therapy in treating 76 cases of periarthritis of shoulder. Method: 

Bee venom therapy was applied in acupoints of Jianliao, Jianqian, Jianzhen, Tianzong, Ashi and Quchi, etc. Result: The effects of patients 

were compared by applying Constant-Murley scoring method,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bee venom therapy was 94.7% in treating 

periarthritis of shoulder. Conclusion: Bee venom therapy had significant clinical effect in treating periarthritis of shoulder. 

【Keywords】Bee venom therapy; Periarthritis of shoulder; Bee venom; Constant-Murley scoring method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5.059 
 

肩周炎是肩关节周围肌肉、肌腱、滑囊和关节囊等软组织

的慢性无菌性炎症。是一类引起盂肱关节僵硬的粘连性关节囊

炎，表现为肩关节周围疼痛，肩关节各个方向主动和被动活动

度降的活动，多发于中老年人。虽然肩周炎有自限性的特点，

未经治疗者整个病程为 12～42 个月，平均 30 个月。但即使病

情得到最大程度的恢复，仍有约 60%的病例不能完全恢复正

常，患肩活动度低于对侧正常肩关节[1]；且发病过程需经历疼

痛、僵硬期等多个痛苦时期，严重影响到患者的身体健康和生

活质量。近年来我院利用地市周边较多养蜂户的优势，开展了

蜂针治疗方法，以中医针灸诊疗为指导思想，对我院门就诊肩

周炎患者进行诊疗观察，取得了明显临床效果。现将临床观察

情况总结如下。 

1   一般资料 

入组人员由 2013 年 12 月—2014 年 6 月来我院门诊或住院

病房患者中随机选取共 76 人，全部符合卫生部 2004 年颁布

的 《临床诊疗指南（物理医学与康复分册）》[2]: 患者肩关节

前屈角度＜150°，外展角度低于 120°,内外旋角度＜60°，

后伸角度低于 45°。排除合并精神障碍、严重心脑血管疾病患

者。其中所有入选受试者进行局部皮试，除局部红肿无其他过

敏症状。男性 43 人，女性 33 人，平均年龄为（49.2±2.35）

岁，经统计学检验，男女人数及年龄无明显差异。 

2  治疗方法 

取适量活蜜蜂封存于透明容器中，患者取端坐位，露出患

侧肩膀，选取肩髎、肩前、肩贞、天宗、阿是穴及曲池等穴位，

消毒，术者以左手用镊子取出一只活蜂，右手持另一镊子将活

蜂蜂针取下，选取对应穴位施针。留置蜂针 20 min 后，以镊子

取下，并以酒精对施针部位进行消毒。治疗后给予以提捏、滚

法等手法对局部进行松解。疗程共计 4 周，前 2 周隔日 1 次，

第 3、4 周 3 日 1 次。 

3   治疗效果 

3.1 疗效标准 

根据 Constant-Murley 评分法对观察患者进行对比，具体为

Constant-Murley 法[3]共包括 4个部分，其中疼痛 15分、日常 生

活 活动能力（ADL）20 分、关节活动度（ROM）40 分、肌力

25 分，总分 10 分疼痛和 ADL 根据患者的主观感觉评定，肌力

和 ROM 则根据医生的客观检查评定。根据得分情况进行有效

率的评定：治愈：肩功能评价≥90 分；显效：肩功能评价 70～

89 分；好转（有效）：肩功能评价 46～69 分；无效：肩功能评

价≤45 分。治疗前后疗效对比如下。 

3.2 临床疗效 

随机选取共 76 例，治愈 16 例，显效 37 例，有效 19 例，

无效 4 例，总有效率 94.7%。 

4   讨  论 

肩周炎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种，目前其发病机制至今尚

无定论，但越来越多实验证明肩袖间隙处喙肱韧带的病变是肩

周炎发病的原发病灶和病理机制[4]。主要为无菌炎症导致其周

围因其病变疼痛广泛、功能受限广泛、压痛广泛，所以对广大

患者的生活造成很大困扰。目前已有大部分临床研究证实针灸

对治疗肩周炎尤其独到的疗效，但是其作用时间短，易复发，

部分患者效果较差。蜂针疗法具有悠久的历史，古埃及、印度、

罗马、和中国都曾经以蜂针治疗风湿病，它是人类利用蜜蜂螫

器官为针具，循经络皮部和穴位施行不同手法的针刺。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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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蜂毒具有多种药理学和生物学活性的复杂混合物[5]，包含

多种多肽、活性酶、组胺、胆碱、甘油、氨基酸等，具有抗炎、

降压、镇痛、抗病毒作用，尤其是单体多肽是抗炎的主要成分
[5]，它具有类激素样的作用，但无激素的不良反应。可见蜂针

应用既给人体经络穴位以机械刺激，同时自动注入皮内适量的

蜂毒，具有独特的抗炎、镇痛等药理作用，另外其针后继发局

部潮经充血，以兼具温灸效应。有研究证明，通过红外线检测

给予蜂针治疗患者局部可见温度明显升高，可见它是将针、药、

灸相互结合的复合型刺灸法。此次研究通过蜂毒的作用加强针

灸对肩周炎局部及其周围循行经络的刺激，达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通过此次对肩周炎患者疼痛及功能障碍的两大症状进行观

察，蜂针在肩周炎的治疗效果是有明显优势。 

但是部分患者对蜂毒有过敏反应，如某些部位产生经、肿、

痒和淋巴结肿大等现象，这是蜂针（毒）温经通络的正常效应，

无须用药处理，在治疗的过程中会逐步减少和消失。但极少数

患者有呼吸困难等较重症状，因此对于应用蜂针治疗的患者治

疗后需在医院留观 1～2 h，以避免发生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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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治疗骨折迟缓愈合 100 例临床疗效分析 
Clinical efficacy analysis of TCM in treating 100 cases of  

delayed fracture hea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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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中医治疗骨折迟缓愈合的临床疗效，为提高骨折迟缓愈合患者的临床疗效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选取

2010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 100 例医院收诊骨折迟缓愈合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 50 例。对照组采取常规西药治疗；

观察组通过中医辨证论治给予对症治疗，观察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结果：观察组 50 例患者中，显效 34 例（68.0%），有效 12

例（24.0%），无效 4 例（8.0%），治疗总有效率为 92.0%；对照组 50 例患者中，显效 25 例（50.0%），有效 9 例（18.0%），无效

16 例（32.0%），治疗总有效率为 68.0%，两组间治疗有效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中医治疗骨折迟缓愈合具有较

好的临床疗效，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医辨证论证；骨折迟缓愈合；临床疗效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of TCM treatment in treating delayed fracture healing and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improving the clinical efficacy in treating patients with delayed fracture healing. Methods: 100 cases of hospital patients 

with delayed fracture healing, admitted from January 2010 to December 2015,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ith 5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western medicine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TCM symptomatic treatment based o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as observed. 

Results: Out of 50 cas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34 cases were markedly improved (68.0%), 12 cases were effective (24.0%), 4 cases  

were invalid (8.0%), the treatment effective rate was 92.0%; Out of 50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25 cases were markedly improved 

(50.0%), 9 cases were effective (18.0%), 16 cases were invalid (32.0%), the treatment effective rate was 68.0%, the treatment efficiency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CM treatment based o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had 

better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in treating delayed fracture healing, it could effectively relieve the patients’ clinical symptoms and improve 

quality of life, and therefore, it had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words】TCM treatment based o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Delayed fracture healing; Clinical 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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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折迟缓愈合是指骨折患者经过 3～4 个月的调养、常规

治疗处理后，骨折断端仍未愈合，同时也是骨折患者中常见的

一种并发症状。部分患者经过多次内固定手术或植骨手术仍未

得到有效愈合[1]。中医辨证论治具有较长的应用历史，大部分

骨折主要是受外力冲击导致的，但是由于患者自身的免疫调节

异常、肝肾功能亏损或气血不调导致筋骨营养吸收不良，导致

骨折迟缓愈合[2]。相关文献指出，中医治疗能够通过益气活血、

滋补肝肾改善骨折患者的预后情况，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3]。

因此，文章主要针对中医治疗骨折迟缓愈合患者的临床疗效进

行分析与观察，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 2010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 100 例医院收诊骨折迟

缓愈合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 50 例。所有患

者均行查体及X线诊断发现有明显的骨折迹象且病程超过 3个

月。观察组男性 27 例，女性 23 例；年龄 20～68 岁，平均年

龄（42.5±3.6）岁；骨折部位：股骨粗隆间骨折 12 例，肘关

节骨折 13 例，足趾骨折 13 例，膝关节骨折 8 例，桡骨远端骨

折 4 例。对照组男性 26 例，女性 24 例；年龄 21～70 岁，平

均年龄（43.5±3.4）岁；骨折部位：股骨粗隆间骨折 10 例，

肘关节骨折 12 例，足趾骨折 13 例，膝关节骨折 10 例，桡骨

远端骨折 5 例。本次研究观察排除代谢性骨病、病理性骨折、

免疫系统疾病、血液疾病、感染性疾病及严重肝肾功能衰竭患

者。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1.2 研究方法 

对照组采取常规西药治疗，选用脉冲电磁场进行治疗，正

波脉冲宽度为 250～300 us、峰值为 60～65 mV、负波脉冲宽

度为 3.0～3.6 us，峰值为 8～10 mV，脉冲频率为 70～75 Hz，

脉冲治疗后为患者骨折部位进行外固定或内固定术。观察组通

过中医辨证论治给予对症治疗，主要以活血化瘀、益气补血、

滋养肝肾为治疗原则，使用中药复方生筋健骨丸：续断 130 g，

骨碎补 150 g，丹参 120 g，自然铜 115 g，人参 110 g，乳香 80 

g，血竭 85 g，杜仲 90 g，甘草 50 g，当归 70 g，藏红花 30 g，

三七 25 g，上述中药材混合并碾碎至粉末，使用水和蜂蜜调和

成泥状并搓成药丸，每颗约 3 g，1 颗/次，3 次/ d。针对瘀血证、

肾阳虚患者使用中药复方活血益气丸：巴戟天 130 g，鹿角胶

120 g，桂枝 50 g，炒土鳖 60 g，丹参 120 g，自然铜 115 g，人

参 110 g，乳香 80 g，上述中药材混合并碾碎至粉末，使用水

和蜂蜜调和成泥状并搓成药丸，每颗约 3 g，1 颗/次，1 次/ d。

1 个月为 1 个疗程，连续使用 3 个月。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临床疗效判断标准参照《中医

病证疗效针对标准》[4]中的相关标准。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6.0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用

（ ）表示，组间差异、组内差异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比

较采用 x2检验，P＜0.05 时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观察组 50 例患者中，显效 34 例（68.0%）、有效 12 例

（24.0%）、无效 4 例（8.0%），治疗总有效率为 92.0%；对照

组 50 例患者中，显效 25 例（50.0%）、有效 9 例（18.0%）、无

效 16 例（32.0%），治疗总有效率为 68.0%，两组间治疗有效

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  [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50 34（68.0） 12（24.0） 4（8.0） 92.0 

对照组 50 25（50.0） 9（18.0） 16（32.0） 68.0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 

3   讨  论 

常规西医治疗主要是通过患者自身骨骼重建能力促使骨

骼愈合，同时也是临床中常用治疗骨折迟缓愈合的方法。但是

受到临床技术的限制、操作不规范及临床并发症状和固定松动

等方面导致了骨折患者愈合时间长，造成患者生活质量受到影

响。为了有效提高患者的愈合时间，使骨折部位迅速修复，因

此，可以采取中医治疗的方法。中医辨证论治中，患者骨折后

导致肝肾亏损、机体愈合能力减弱、气血不足，并且由于患者

对于相关知识的不了解容易造成血液循环受阻、骨膜及软组织

挫伤等，所以，中医辨证论治中以补肾活血的原则进行治疗，

文章所使用的中药复方具有化瘀止血、消炎生肌、续筋健骨的

功效，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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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胆总管探查联合十二味疏肝利胆冲剂治疗 
肝外胆管结石临床分析 

Clinical effect analysis of laparoscopic common bile duct exploration 

 combined with twelve kinds of Shugan Lidan Granule in the treatment  

of extrahepatic bile duct st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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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腹腔镜胆总管探查联合十二味疏肝利胆冲剂治疗肝外胆管结石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新乡市传染病

医院和新乡市中心医院 2014 年 12 月—2015 年 12 月收治的 58 例外胆管结石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29 例，对照组采用腹腔

镜胆总管探查术，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十二味疏肝利胆冲剂治疗。结果：两组临床效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但观察组在降低血常规、肝功能、血清胆汁生化各指标与提高胆汁引流方面优于对照组。结论：腹腔镜胆总管探查联合十二味疏

肝利胆冲剂治疗肝外胆管结石优于单一的腹腔镜胆总管探查术，可控制术后胆管炎症，促进术后肝功能恢复、残余结石排除，可

有效防治结石再生。 

【关键词】腹腔镜胆总管探查；十二味疏肝利胆冲剂；肝外胆管结石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laparoscopic common bile duct exploration combined with twelve kinds of 

Shugan Lidan Granule in the treatment of hepatic bile duct stones. Methods: 58 patients with bile duct stones, admitted to Xinxiang 

Infectious Disease Hospital and Xinxiang Central Hospital from December 2014 to December 2015,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ith 29 cases in each group;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laparoscopic common 

bile duct exploration (LCDE)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laparoscopic common bile duct exploration combined with twelve kinds 

of Shugan Lidan Granule. Results: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of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 0.05), but 

in lowering blood routine and improving the liver function, serum bile biochemical indicators and the bile drainag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Laparoscopic common bile duct exploration combined with twelve kinds of Shugan Lidan 

Granule had better effect than single laparoscopic common bile duct exploration (LCDE) in the treatment of hepatic bile duct stones; it 

could control the postoperative bile duct inflammation, promote postoperative liver function recovery, remove residual calculus and prevent 

the stones regeneration effectively. 

【Keywords】Laparoscopic common bile duct exploration; Twelve kinds of Shugan Lidan granules; Extrahepatic bile duct stone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5.061 
    

肝外胆管结石的发病率通常为 10%～20%，主要是指发于

肝总管、胆总管的结石；急性发作可引发胆汁瘀滞，造成胆管

炎，严重时导致肝细胞损害、胆源性胰腺炎、感染性休克[1]。

本组研究选取 58 例肝外胆管结石患者，进行分组比较研究，

探讨腹腔镜胆总管探查联合十二味疏肝利胆冲剂治疗肝外胆

管结石的临床疗效。现将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58 例肝外胆管结石患者，所有患者经普外科住院、

彩色超声、CT、磁共振胰胆管成像，均确诊为肝外胆管结石，

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29 例。对照组 29 例，男性 16 例，女性

13 例，年龄 45～80 岁，平均年龄（58.4±10.4）岁；观察组

29 例，男性 17 例，女性 12 例，年龄 44～81 岁，平均年龄（56.9

±11.8）岁；患者临床表现为右上腹压痛、肝区叩击痛，身、

目、尿均显黄；对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等进行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有可比性[2]。 

1.2 研究方法 

对照组采用腹腔镜胆总管探查术，第一，术前做好常规准

备，在无菌环境下，铺巾、麻醉效果达到后，于患者脐下做弧

形切口，再插入气腹针，建立气腹[3]；第二，调整体位（以头

高足低为 15°～20°，左侧 15°倾斜位为宜）；第三，在脐孔

插入套管针（10 mm），经套鞘插入腹腔镜；第四，连接摄像、

监视系统、进气装置；第五，镜下戳孔（3 个），分别插入套管

针（5 mm）、切割烧灼器、牵拉钳；第六，确认胆总管，切开

取石后反复探查，确认放置 T 管，缝合并对胆汁渗漏情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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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需进行注水压力试验）[4]；第七，术后进行常规的补液、

抗感染、保护肝功能治疗[5]。 

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十二味疏肝利胆冲剂治疗。

配方中药材为柴胡、黄芩、生大黄、金钱草、车前草、厚朴、

赤芍、栀子、丹参、甘草，6 g/袋，3 次/ d，1 袋/次，以温开水

溶解（100 ml）口服；2 周为 1 个疗程[6]。 

1.3 评判标准 

    临床效果评判标准如下：痊愈：术后恢复，无感染，所有

症状消失；有效：术后症状消失，但存在并发症；无效指症状

未见明显改善，存在并发症[7]。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19.0 软件操作系统进行数据统计，计量资料用

（ ）表示，计数资料用 x2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P

＜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3.1%，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89.6%，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临床效果比较  [n（%）] 

组别 痊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n=29） 23（79.2） 4（13.8） 2（6.9） 27（93.1） 

对照组（n=29） 20（68.9） 6（20.7） 3（10.4） 26（89.6） 

x2 3.54 3.16 2.84 2.84 

P - - - ＞0.05 

注：因本组研究中比较指标多、数据多，因此下文仅以血常规指标为例说明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相关指标如下：在血常规指标方

面，比较了 WBC、N、PLT（如表 2 所示）；在肝功能指标方

面比较了 ALT、AST、ALP、GGT；在血清胆肝生化水平方面

比较了 TBA、TBIL、CB、UCB；在术后胆汗引流量方面，根

据术后 1 d、术后 3 d、术后 5 d、术后 1 周的情况进行了比较，

结果显示观察组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2  两组治疗前后血常规指标比较  （ ） 

组别 WBC（109/L） N（109/L） PLT（109/L） 

治疗前 15.12±4.55 11.26±2.45 173.3±34.7 观察组

（n=29） 治疗后 3.22±0.62** 2.11±1.03** 120.1±45.4** 

治疗前 12.11±3.26 9.66±3.74 242.1±60.2 对照组

（n=29） 治疗后 5.74±1.38* 3.71±1.39* 157.7±50.1**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1；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0.01 

3   讨  论 

行腹腔镜正胆总管切开探查取石术是治疗肝外胆管结石

的重要方法，通常会以患者的基本情况为准，根据结石位置、

大小、数量选择手术，由于 EST 取石存在出血、肠穿孔、急性

胰腺炎等并发症，因此，结石大时，需行 Oddis 括约肌切开，

当乳头括约肌功能受破坏后会造成感染，增加复发率。采用腹

腔镜正胆总管切开探查取石术创伤小、恢复快、效果好，然而

存在难治性胆管结石时，一次不能取净时，可辅助中医药疗法

改善患者情况，提升治疗效果[8]。 

在中医方面可将此病症分为胆腑郁热证、肝胆湿热证；在

前者，患者身目发黄、右胁胀闷疼痛、口苦咽干、舌红苔黄、

脉弦滑数；在后者患者胁肋胀痛、口苦口黏、胸闷纳呆、舌红

苔黄腻，脉弦滑数[9]。从中医范畴的划分与病理分析看，胆石

症归属的范围较多，如“胆胀”“黄疸”“肝胀”等，正所谓胆

为六腑之一，通顺见真功，肝胆相邻而互为表里，一泄一疏，

共同为体服务，若遇到肝疏泄之功减退，胆则因滞积而成石。

采用临床实践证实有效的十二味疏肝利胆冲剂，有效地解决了

诸多并发症问题[3]。以冲剂的病理作用方面分析，黄芩中含有

黄芩苷，具有保肝利胆、抗菌解热作用；郁金对于肝炎反应有

明显的抑制作用，并可以帮助或促使肝组织的再生；赤芍能够

增强网状内皮系统吞噬功能，为肝功能提供消化保障等。此剂

所用药物可以很好地抑制或减少胆汁内的钙离子、内源性葡萄

糖醛酸酶活性，防止胆结石形成。柴胡可以对炎性渗出、毛细

血管通透性提升发挥作用，并很好的达到抑制因白细胞游走、

结缔组织增生或炎性传递所引发的问题；柴胡与白芍、鸡内金

的合用则可帮助胆管蠕动；金钱草、枳实则帮助十二指肠、胆

道系统的运动功能强化；甘草则是以解毒或者中合媒介的作用

让所有药物达到运用或疗效方面的显著化[10]。 

综上所述，腹腔镜胆总管探查联合十二味疏肝利胆冲剂治

疗肝外胆管结石优于单一的腹腔镜胆总管探查术，可控制术后

胆管炎症，促进术后肝功能恢复、残余结石排除，可有效防治

结石再生。值得进一步在临床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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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麻自粘合半可吸收补片（Progrip）应用于 
成人腹股沟疝的临床研究 

Clinical studies on self-adhesive and semi-resorbable mesh (Progrip) applied 

in adult inguinal hernia under local anesthe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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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对比研究自粘合半可吸收补片在成人腹股沟疝无张力修补术中的临床应用。方法：总结分析我院 2012 年 6

月—2013 年 6 月治疗成人腹股沟疝 114 例，其中采用自粘合半可吸收（Progrip）补片 60 例，常规补片 54 例，对比两组患者手术

时间、围手术期并发症（感染、血肿、血清肿），中期并发症（顽固性疼痛、异物感）及远期并发症等情况。结果：手术过程均顺

利，观察组手术时间较对照组短，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术后感染、血肿、血清肿等方面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

＞0.05）。两组复发率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但在术后疼痛及异物感的比较，观察组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自

粘合半可吸收补片治疗成人腹股沟疝不仅康复快，且舒适性更强、创伤更小，具有更好的临床推广和良好的社会价值。 

【关键词】腹股沟疝；无张力修补；自粘合半可吸收补片 

【Abstract】Objective: To compare and study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self-adhesive and semi-resorbable mesh in tension-free repair 

of adult inguinal hernia. Methods: 114 cases of adult inguinal hernia patients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12 to June 2013 were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among which 60 cases received self-adhesive and semi-resorbable mesh (Progrip) and 54 cases received 

conventional patches. The operative time, perioperative complications (infection, hematoma, seroma), medium-term complications 

(intractable pain, foreign body sensation) and long-term complications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surgical 

procedures of all patients were successful. The operation tim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hor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ostoperative infection, hematoma, 

seroma and other aspects (P＞0.05).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recurrence rate of the two groups (P＞0.05). But 

the postoperative pain and foreign body sensa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ess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s: 

Self-adhesive and semi-absorbable patch treatment not only achieved fast recovery in treating adult inguinal hernia, it was also comfortable 

and less invasive, which meant it had significance in more clinical practice and good social values. 

【Keywords】Inguinal hernia; Tension-free repair; Self-adhesive and semi-resorbable mesh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5.062  
自 1989 年 lichtenstein 应用合成材料行腹股沟疝无张力修

补术以来，因其不破坏正常的生理解剖结构，无张力缝合，操

作简便，痛苦少，恢复快等优点，已成为腹股沟疝治疗的经典

术式[1]。近年来，随着材料学技术的不断创新和术式改进，应

用补片行无张力疝修补复发率低已达成共识，术后舒适性已取

代复发率成为疝修补术后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我院自 2012

年 6月局麻下应用自粘合半可吸收补片行成人腹股沟疝的无张

力修补获得满意疗效，现总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一般资料   

我院自2012年6月－2013年6月共收治成人腹股沟疝114

例，均为男性患者年龄 18～84 岁，平均年龄 54 岁。其中斜疝

72 例，直疝 28 例，斜直复合疝 14 例；右侧疝 82 例，左侧疝

28 例，双侧斜疝 4 例；按中华医学会疝和腹壁外科学组分型[2]，

Ⅰ型 16 例，Ⅱ型 62 例，Ⅲ型 36 例；合并糖尿病 10 例，心律

失常 5 例，心功能不全 3 例，肾功能不全 2 例。随机分为观察

组（自粘合补片）60 例和对照组（普通平片）54 例，两组患

者在年龄、疝分型及合并症上差异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

具有可比性。 

2   研究方法 

2.1 材料  

观察组采用美国柯惠医疗器材制造有限公司生产的

ParieteneTM ProGripTM 聚丙烯和聚乳酸复合补片（12 cm×8 

cm）。对照组使用美国柯惠医疗器材制造有限公司生产的聚酯

补片（15 cm×10 cm）。术中可做裁剪以满足个体化需要。 

2.2 麻醉方法 

应用 1%利多卡因（最大量 40 ml）行局部神经阻滞麻醉。

髂前上棘上 2 指扇形浸润麻醉阻滞髂腹下及髂腹股沟神经；在

内环口至外环口连线皮内皮下注射浸润麻醉，打开皮下后在腹

外斜肌腱膜下方注射利多卡因，游离精索后在内环口内侧阻滞

生殖股神经。 

2.3 手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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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使用 Progrip 补片，取内环口体表投影到外环口体

表投影连线切口 5 cm，依次切开皮肤、皮下组织、腹外斜肌腱

膜，保护好神经，游离腹外斜肌腱膜下间隙足够以置补片。提

起精索，游离疝囊，若疝囊较小或考虑滑疝，剥离后荷包缝合

还纳于腹腔；若疝囊较大，近颈部横断，远端止血后旷置，近

端缝扎还纳于腹腔。若内环口较大，适当缝合缩小内环。直疝

则在直疝三角游离疝囊回纳腹腔。补片先卷曲置于精索后方后

展开，覆盖自固定于腹股沟管后壁及联合腱弓浅面，耻骨骨膜

及返折韧带可吸收缝线各固定一针。粘合补片部分以不影响精

索血供为标准，放回精索，逐层缝合[3]。对照组应用普通平片，

手术方法与上述基本相同，但切口较大，网片需缝合，用 2-0

单丝不可吸收线缝合网片于腹股沟韧带陷凹韧带、耻骨结节、

腹内斜肌及融合部。 

2.4 观察指标  

观察记录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后并发症（感染、血肿、

血清肿）发生情况。随访患者 2 年，对比观察两组患者顽固性

疼痛、异物感及复发率的发生情况。 

2.5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x2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手术过程均顺利，两组患者在围手术期手术时间、术后并

发症（感染、血肿、血清肿）的比较，见表 1。观察组手术时

间较对照组短，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术后感染、

血肿、血清肿等方面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术后随

访 2 年，无失访病例。两组患者术后长期并发症在顽固性疼痛、

异物感及复发率的比较，见表 2。两组复发率的比较无统计学

差异（P＞0.05）。但在术后疼痛及异物感的比较，观察组优于

对照组（P＜0.05）。 

表 1  两组患者在围手术期手术时间、术后并发症的比较  （n） 

组别 手术时间（min） 感染 血肿 血清肿 

观察组（n=60） 35.3±5.6 0 0 3 

对照组（n=54） 50.8±6.7 0 3 6 

t/x2 2.341 0.00 1.60 0.74 

P ＜0.05 ＞0.05 ＞0.05 ＞0.05 

表 2  两组患者术后长期并发症在顽固性疼痛、异物感及复发率的比较  （n，%） 

组别 疼痛 异物感 复发率 

观察组(n=60) 1 2 0.0 

对照组(n=54) 7 11 0.0 

t/x2 3.96 8.71 0.00 

P ＜0.05 ＜0.05 ＞0.05 

3   讨  论       

随着生物材料的发展应用，无张力疝修补术后复发率低已

达成共识且基本趋于稳定。患者不仅注重疾病治疗本身，更加

注重术中、术后的主观感受，因此，评价疝修补的标准不再仅

仅是术后复发率，还应该从疼痛及异物感等方面综合评价[4]。

随着各种修补平片的广泛推广及应用，术后顽固性疼痛及异物

感已取代复发率成为影像患者生活质量的主要问题。相关文献

研究表明补片的缝线固定、挛缩、卡压神经是术后顽固性疼痛

的注意原因[5,6]。缝线固定越多疼痛概率越大，且补片固定大多

应用不可吸收线，术后存在持续性炎症排斥反应，增加感染概

率，补片的挛缩牵拉增加了患者术后异物感。本组研究表明自

粘合半可吸收补片能明显减少术后疼痛和异物感并能缩短手

术时间。 

由柯惠医疗研发的ParieteneTM ProGripTM聚丙烯和聚乳

酸复合补片于 2012 年应用于我国临床。该补片由单股编织聚

丙烯制成属轻量型补片和固定其单面的聚乳酸微型锚钩构成。

中央为精索预留圆孔，一侧搭扣设计。锚钩类似于服装尼龙扣

作用植入腹壁后可以牢牢吸附在周围的组织上，张力平均分

布，不仅减少对患者组织的穿透损伤和牵拉神经造成的顽固性

疼痛缝线，而且因无需缝线固定大大缩短了手术时间。锚扣为

聚乳酸，术后 15 个月后完全吸收，补片减重 50%，具有更好

的远期舒适性[7]。本研究 60 例患者应用该种补片，术后随访 2

年在术后疼痛及异物感的比较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随着我国步入老龄化，老年体弱和合并症患者愈来愈多，

组织结构萎缩退化，常规补片缝合固定勉强。柯惠 ProGripTM

补片是自固定补片，无需过多分离组织，减少神经及血管损伤，

操作便捷，必要时可在耻骨骨膜及返折韧带处各缝一针，能避

免补片年老体弱者的移位和股疝发生。另外，局麻疝修补因对

全身干预小，降低了手术风险从而扩大手术适应症。本研究高

龄患者达 84 岁，合并糖尿病 10 例，心律失常 5 例，心功能不

全 3 例，肾功能不全 2 例，术后均康复顺利，随访无股疝发生

及复发。 

目前，lichtenstein 修补术仍是应用最多的方式，局麻下应

用柯惠 ProGripTM 补片手术操作与其基本相同，但解决了补片

的过多缝合和游离，缩短了手术时间，提高术后舒适度，具有

更好的临床推广和良好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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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低温对院外心肺复苏术后患者预后的影响 
Effect of mild hypothermia on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after 

 out-of-hospital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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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亚低温治疗对院外心肺复苏术后患者预后的影响。方法：选择 2010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在河南中医

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住院的 82 例院外行心肺复苏术后的患者，随机分入亚低温组和对照组，其中亚低温治疗组 45 例，

对照组患者 37 例。观察不同方法对患者神经功能和预后效果，在 6 个月后随访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NFI）和 Barthel 指数（MBI）。

结果：两组在 6 个月后随访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NFI）分别为（22.3±3.5）分和（23.1±2.8）分（P＞0.05），Barthel 指数（MBI）

分别为（62.4±4.1）分和（60.5±3.8）分，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亚低温治疗对院外心肺复苏术后患者神经功能预

后未见影响。 

【关键词】亚低温；心肺复苏；神经功能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s of mild hypothermia on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after out-of-hospital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Methods: 82 patients in intensive care unit after out-of-hospital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admitted to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enan College of TCM from January 2010 to December 2015,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mild hypothermia group, with 

45 cases, and the control group, with 37 cases. The effect of mild hypothermia on the nerve function and prognosis of patients was observed. 

The neurologic functional insufficiency (NFI) and modified Barthel index (MBI)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nerve function of patients in the 

follow-up after 6 months. Results: In the follow-up after 6 months, the neurologic functional insufficiency (NFI) of two groups was (22.3±

3.5) and (23.1±2.8) respectively, (P＞0.05); the modified Barthel index (MBI) of two groups was (62.4±4.1) and (60.5±3.8) respectively, 

(P＞0.05); The difference was of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Conclusion: Mild hypothermia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nerve function 

prognosis of patients after out-of-hospital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Keywords】Mild hypothermia;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Nerve func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5.063 
   

心脏骤停后及时有效的心肺复苏能明显改善患者生存率，

心肺复苏技术的不断发展，心肺复苏质量不断提高，但院外心

跳骤停患者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心肺复苏的复苏质量及术后

的救治难度更大，时间上要求更紧急。脑组织对缺血缺氧耐受

性较差，较易引起不可逆损害，且脑缺血缺氧将严重影响心肺

复苏术后患者神经功能预后以及生存质量。心肺复苏后的脑保

护尤为关键，近年来得到广泛认可和推广的脑复苏方法是亚低

温治疗，被认为是脑复苏中最安全、有效的治疗手段。研究通

过对 2013 年 6 月—2015 年 12 月收住我院重症医学科的院外心

肺复苏术后自主呼吸及循环恢复的患者进行亚低温治疗及常

温治疗对神经功能的影响进行对照研究，揭示亚低温治疗对院

外心肺复苏术后患者的神经功能的影响。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13年 6月—2015年 12月收住我院重症医学科的院外心

肺复苏术后自主呼吸及循环恢复的患者 82 例，其中男性 49 例，

女性 33 例，年龄 24～88 岁，疾病严重程度按急性生理学与慢

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APACHE）[1]进行评价。其中亚低温治

疗组 45 例，对照组患者 37 例。亚低温治疗组在入院后行亚低

温治疗，对照组未干预体温。两组患者在 APACHE 评分、GCS

评分、年龄差异无显著性（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年龄、APACHE 评分及 GCS 的比较  [（ ），分] 

项目 亚低温组（n=45） 对照组（n=37） 

年龄 62.1±2.1 59.6±3.5 

APACHE 24.7±5.2 22.4±4.6 

GCS 6.3±1.4 6.6±1.0 

1.2 一般治疗   

两组患者在心肺复苏后均行保护脑灌注压和呼吸功能的

治疗策略。常规进行有创动脉血压监测及镇痛镇静治疗，机械

通气依靠 Mindray Synovent E5 型呼吸机进行容量控制（VC）

通气，设置吸气流量 50 L/min，潮气量 6～8 ml/min 理想体重

（PBW），PEEP 及 FiO2根据患者情况选择。 

1.3 亚低温组及对照组试验方法  

亚低温组应用冰毯联合冰帽，并应用 4℃液体输注，控制

中心体温在 32～34℃，对照组不进行体温干预。保持亚低温治

疗 48 h 后缓慢复温，每小时 0.5℃。两组均充分镇静，Ramsay

评分 6 级[2]。 

1.4 观察项目  

观察并记录两组患者 6 个月后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NFI）

及 Barthel 指数（MBI）。神经功能缺损评分[3]（Neurologic 

Functional Insufficiency，NFI）指采用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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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对患者神经缺损进行评分。评分内容包括意识水平、视野、

面瘫、四肢肌力、步行能力、语言等，总分 45 分，死亡病例

以最大分值计入相应时段。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分，采用 1987

年修改后的 Barthel 指数[3]（Modified Barthel Index， MBI）对

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进行评价，评分内容包括进食、如厕、

大小便控制、上下楼梯、修饰、洗澡、移动动作、水平步行等，

总分计 100 分，死亡病例以最小分值计入相应时段。 

1.5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11.5 软件处理数据，数据均以（ ）表示，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 6 个月后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NFI）及 Barthel

指数（MBI）情况，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 6 个月后的 NFI 及 MBI 情况  [（ ），分] 

项目 亚低温组 对照组 

NFI 22.3±3.5 23.1±2.8 

MBI 62.4±4.1 60.5±3.8 

注：两组患者在 6 个月后的 NFI 及 MBI 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  论 

对于心跳骤停患者大脑的缺血缺氧损伤是导致死亡和致

残的主要原因，心跳骤停后脑部供氧供血中断，脑细胞能量在

数分钟内耗尽，同时，大脑细胞产生一系列应激生化反应，细

胞逐渐水肿和调亡，因此早期行心肺复苏至关重要，心肺复苏

成功后，自主循环和呼吸恢复明显改善患者预后。但大脑的缺

血再灌注会造成二次伤害，导致脑细胞损伤和神经元死亡，且

会合并大脑神经功能预后的进一步恶化[4]。因此，需要最大程

度保护脑功能，提高脑复苏效果。 

关于脑复苏策略，较成熟且应用较广泛的为亚低温治疗，

亚低温治疗的意义首先表现在通过降低大脑新陈代谢效率来保

护脑组织，相关资料显示，亚低温状态下大脑的能量消耗和代

谢速率可下降 10%，脑部凋亡速度会明显减低，细胞内外的酸

碱平衡容易达到平衡状态，不会发生严重的水肿和细胞破裂[5,6]。 

本研究对院外心肺复苏术后自主呼吸及循环恢复的患者

进行亚低温治疗及常温治疗对神经功能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

显示亚低温治疗并不改善患者在 6 个月后的神经功能，结果与

以往较多相关研究结论相悖。考虑原因有以下几方面：①院外

心跳骤停患者心脑血管意外所占比例较高，对及时有效的心肺

复苏要求更高，且院外心肺复苏条件无法与院内心肺复苏相提

并论，心肺复苏质量、心肺复苏所需设备及药物应用均明显差

于院内心肺复苏，更重要的是从院外心跳骤停到开始复苏的时

间间隔会明显延迟，因此，导致院外心跳骤停患者总体预后较

差，亚低温治疗未能体现出其优势。②亚低温治疗在降低大脑

新陈代谢效率、保护脑细胞、改善脑细胞凋亡的同时也会有各

种与低温相关的并发症[7]，包括电解质异常，血小板减少，心

律失常，心功能抑制，胃肠功能障碍，肝肾功能异常，高血糖

等。这些并发症对预后也有较大影响，并发症能否及时发现和

处理也与预后直接相关。因此，并发症对预后的影响可能抵消

亚低温治疗带来的益处[8]。③亚低温治疗的具体应用也与预后

有直接相关。首先是亚低温开始的时机，亚低温治疗开始的时

机也直接决定预后，如未能及时施行，亚低温治疗的效果将大

打折扣，国外相关研究建议[9,10]亚低温治疗应在心跳骤停后 3 h

内施行。其次是亚低温治疗的时程，亚低温治疗应该持续多长

时间，一直未有定论，国内做法相对保守，而国外相关研究建

议延长亚低温时程，据情况可持续 2 周或更久，短时程（48 h）

的亚低温治疗可能无效[9,10]。最后是亚低温治疗的复温过程，

简单随意的复温不仅得不到亚低温治疗的益处且明显增加不

良预后发生率，复温过程中颅内压和温度正相关，没有调控的

复温会导致颅内压的剧烈变化，颅内压的反跳必然导致预后恶

化[7]。国外相关研究建议在有颅内压监测的患者，一定要在颅

内压指导下缓慢复温。 

综上所述，对院外心肺复苏术后患者进行亚低温治疗未

发现对 6 个月神经功能预后的影响，可能与院外心肺复苏的

特殊性及亚低温治疗的规范性相关，结论仍需要进一步完善

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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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附注射液对人白血病细胞生长和凋亡的影响 
Impacts of Shenfu injection on human leukemia cell growth and apopt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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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参附注射液对人白血病 HL-60 细胞生长抑制和诱导凋亡作用。方法：MTT 法检测参附注射液对 HL-60

细胞生长的抑制作用，流式细胞术分析参附注射液对 HL-60 细胞凋亡的影响。结果：25 ml/L、50 ml/L、100 ml/L 的参附注射液作

用 48 h，存活率为（87.5±8.02）%、（56.45±5.03）%、（38.38±7.48）%，IC50 为 68 ml/L。参附注射液 50 ml/L 作用 HL-60 孵育

48 h 后，出现细胞凋亡，G1 峰前出现亚二倍体峰。结论：参附注射液对人白血病 HL-60 细胞生长有抑制作用，其抑制作用与诱

导 HL-60 细胞凋亡有关。 

【关键词】参附注射液；凋亡；流式细胞术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inhibitory effects of Shenfu Injection and its induction of apoptosis on human leukemia cells 

HL-60. Methods: MTT was used to study the inhibitory effects of Shenfu Injection on HL-60 cells growth. The apoptosis rate was analysed 

by flow cytometry (FCM). Results: MTT showed that HL-60 cells were suppressed after exposed to Shenfu Injection of 25, 50, 100 ml/L, 

the survival rates were (87.5±8.02)%, (56.45±5.03)%, (38.38±7.48)%, respectively, with IC 50 value of 68 mL/L. Shenfu Injection induced 

apoptosis of HL-60 cells and Sub-G1 was showed by flow cytometry. Conclusion: Shenfu Injection can inhibit the growth rates of human 

leukemia cells HL-60 and induce its apoptosis. 

【Keywords】Shenfu Injection; Apoptosis; Flow cytometr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5.064 

 

白血病是一种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发病率逐年上升。目前

抗白血病治疗的药物容易产生骨髓抑制和多药耐药，因此从中

医药中寻找一种高效低毒的治疗药物是研究白血病治疗的一

个方向。参附注射液是临床常用的一种中药注射剂，也用于白

血病的治疗。本实验采用 MTT 比色分析法检测、细胞形态观

察、流式细胞分析等方法研究参附注射液体外抑制 HL-60 细胞

生长及诱导细胞凋亡的作用。 

1   材料与方法 

1.1 药物与试剂 

RPMI1640 培养液和 0.25%含 EDTA 胰酶的消化液为

GIBCO 公司产品，MTT、DMSO 为 Sigma 公司产品，胎牛血

清为 TBD 公司产品、新生牛血清为杭州四季青公司产品，

Alamar Blue 为 AbD 公司产品。参附注射液为雅安三九药业有

限公司产品（国药准字 Z20043116）。 

1.2 细胞培养 

人白血病 HL-60 细胞的培养用含 10%新生牛血清的

RPMI-1640 培养液于 37℃、5% CO2及饱和湿度条件下培养箱

内培养。 

1.3 细胞生长曲线的绘制 

收获对数生长期的细胞，计数，分别按照每孔 2500 个/ml、

5000 个/ml、10000 个/ml、20000 个/ml、25000 个/ml 和 50000

个/ml 六个不同细胞浓度，每孔 180 µl 含 10%新生牛血清的

RPMI 1640 新鲜培养液接种入 96 孔板，每个浓度设 5 个复孔，

于 37℃、5% CO2 及饱和湿度条件下培养。每孔加入 20 µl 

Alamar Blue，用酶标仪分别测定 570 nm 和 630 nm 波长的吸收

值，按照说明书的公式，计算每个浓度及时间段 Alamar Blue

还原率。 

34798×A570-80586×A630 

155677×A′630-5494×A′57 

其中，A570 和 A630 分别是不同浓度细胞在 570 nm 和 630 

nm 波长的吸收值，A′570 和 A′630 分别是空白对照在 570 

nm 和 630 nm 波长的吸收值。以还原率为纵坐标，细胞培养时

间为横坐标，绘制每种细胞的生长曲线，得出最优化细胞培养

浓度和时间进入下一步实验。 

1.4 MTT 法检测参附注射液对 HL-60 细胞生长抑制作用 

收获人白血病细胞 HL-60，按照每孔 4000 个细胞接种入

96 孔板后加药。参附注射液设 4 个浓度，终浓度为 0 ml/L、25 

ml/L、50 ml/L、100 ml/L，每个浓度设 5 个复孔，补足 180 µl

培养液于 37℃、5% CO2及饱和湿度条件下培养，MTT 法测定

细胞毒作用。细胞培养 48 h 后，小心吸走培养板中上清，每孔

加入 90 µl 无血清培养基后加 10 µl MTT（终浓度 500 mg/L），

培养箱孵育 4 h 后，离心，小心吸入上清液 50 µl，每孔加入

150 µl DMSO，在水平摇床上摇 10 min，用酶标仪在 570 nm 波

长下测定吸光度（A）值，并按下列公式计算细胞存活率（%）。

存活率=T/D×100%。其中，T：测定孔细胞的光密度，D：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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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孔细胞的光密度平均值。以细胞存活率为纵坐标，药物浓度

为横坐标，绘制各组细胞的生存曲线，并计算药物对细胞的

IC50 值。 

1.5 参附注射液作用 HL-60 细胞后的流式细胞仪分析 

把人白血病细胞HL-60按每孔约 2.5×106个细胞接种到六

孔板中，分为对照组、参附注射液 20 ml/L和参附注射液 40 ml/L

共三组，每组 3 复孔。药物孵育 48 h 后，各组细胞经胰酶消化

收集后 PBS 洗 3 次，用预冷的 70%乙醇固定后，PI 染色，用

流式细胞仪进行凋亡率和细胞周期分析检测。 

1.6 统计学分析 

用 SPSS14.0 统计软件分析，多组间比较用 One-Way 

ANOVA，LSD 法。 

2   结  果 

2.1 人急性早幼粒白血病细胞 HL-60 的生长曲线 

对 HL-60 细胞以 20000/ ml（即 4000 个/孔，每孔总体积

200 µl）的细胞密度培养 0 h、24 h、48 h 和 72 h，并在这 4 个

时间段算出 Alamar Blue 还原率（见表 3），以时间为横坐标，

还原率为纵坐标作图（见图 3-6）。结果 HL-60 细胞在 24～72 h，

20000 个/ml（即 4000 个/孔，每孔总体积 200 µl）的细胞密度

时，AlamarBlue 还原率与时间有线性关系。 

表 1  HL-60 细胞 20000 个/ml 的生长曲线  （n=5） 

时间（h） AlamarBlue 还原率（%） 

0 -13.71 

24 12.21 

48 48.13 

72 65.34 

 
     图 1 人白血病细胞 HL-60 的生长曲线图 

2.2 参附注射液对 HL-60 细胞的作用（MTT 法） 

参附注射液作用 48 h 起镜下观察发现 20 ml/L 浓度以上组

HL-60 细胞明显减少，见图 2。用 MTT 法检测 HL-60 用 0 ml/L、

25 ml/L、50 ml/L、100 ml/L 的参附注射液作用 48 h，存活率为

（87.5±8.02）%、（56.45±5.03）%、（38.38±7.48）%，IC50

为 68 ml/L。 

表 2  参附注射液对 HL-60 的作用  [（ ）, n=5] 

 细胞 存活率（%） 

    0 ml/L 100±3.23 

25 ml/L    87.5±8.02 

50 ml/L 56.45±5.03 

HL-60 

（MTT 法） 

100 ml/L 38.38*±7.48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1  

     
       1                                      2 

    
       3                                    4     

    

           5                                    6     

      图 2 参附注射液对 HL-60 细胞毒作用（48 h） 

2.3 参附注射液作用 HL-60 细胞后的流式细胞仪分析 

参附注射液作用 HL-60 孵育 48 h 后，流式细胞仪分析细

胞周期，见表 3。参附注射液 50 ml/L 出现 Sub-G1 峰，出现细

胞凋亡，G1 峰前出现亚二倍体峰。 

表 3  流式细胞仪分析的 HL-60 细胞周期分布  [（ ），%] 

组别 G0～G1 期 S 期 G2～M 期 Sub-G1 

对照组 32.47 44.78 22.75 0.00 

参附者射液

25ml/L 
33.60 44.35 22.05 0.10 

参附注射液

50ml/L 
35.29 44.32 20.39 4.20 

     

         1                                     2   

 
                           3   

图 3 参附注射液、松果菊苷和虫草素对 HL-60 细胞周期的影响 



 

 

中医临床研究 2016年第 8卷 第 15期                                                                           -133-

3   讨  论 

恶性肿瘤是人类三大主要死亡原因之一，是世界医学界的

一个重大研究课题。目前治疗白血病主要是化疗和生物疗法为

主，但多为合成药，存在毒副作用大、免疫抑制等不足。中药

具有毒副作用小，价格低廉等优势，越来越受到广大研究者的

瞩目。 

细胞凋亡（Apoptosis）是细胞生命周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肿瘤的发生与细胞凋亡有密切关系。Apoptosis 一词源于希腊

文，指秋天树叶凋落，它是一种不同于坏死的由基因调控的细

胞主动性死亡过程，可见于胚胎发育、组织发生、组织分化、

细胞癌变等过程。细胞凋亡这一概念是 1972 年 Kerr 等三位科

学家首先提出的[1]。细胞凋亡又称细胞程序性死亡，是细胞在

受到生理或病理信号刺激后通过启动自身的遗传机制，主要通

过内源性 DNA 内切酶的激活而发生的自动死亡过程。PCD 是

一个功能性概念，而细胞凋亡是一个形态学概念。此外，多种

刺激诱导的细胞凋亡，有些是不受外界因素影响，由程序控制

的；另一些则明显是外源性理化因素诱发，是非程序化的。现

已知肿瘤的发生与凋亡密切相关，其最大的特征在于细胞的生

存期长，不易凋亡[2]。细胞凋亡与坏死不同，细胞凋亡是生理

或病理条件下细胞的一种主动死亡方式，凋亡的特征是 DNA

断裂、染色质凝聚（边缘化）、磷脂丝氨酸外翻和细胞色素 C

从线粒体释放。细胞凋亡与坏死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当凋亡

细胞不被吞噬细胞吞噬时就会发生坏死[3]。 

参附注射液是古验方“参附汤”改制剂型而成，出自《世

医得效方》，为一大温大补、急救暴脱的方剂。由人参、附子

两药配伍组成，能振奋心肾之阳气，蠲阴寒之水气。现代药理

研究也证明参附注射液具有回阳救逆、益气固脱等多种药理作

用。人参主要有效成分是人参皂苷，而附片主要有效成分是乌

头类生物碱。参附注射液附片中三种双酯型生物碱不仅符合药

典标准，而且含量均较低，说明该注射液毒性较低[4]。其药理

作用主要有：抗心力衰竭、改善微循环障碍、免疫调节和增强

肌体应激能力等。常用于治疗心律失常[5]和感染性休克[6]。在

放疗和化疗治疗中同时使用参、附可以减轻治疗对机体产生的

副作用，促进机体的恢复能力，增加放化疗的效果[7]。也有报

道参附注射液通过诱导肿瘤细胞凋亡起直接抗肿瘤作用[8]。 

流式细胞术是检测细胞凋亡的有力工具，具有检测的细胞

数量大、可定量分析群体细胞的凋亡及可同时进行其他相关分

析的特点。DNA 含量分析是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的常用

方法。在细胞周期（G0，G1，S，G2，M）的各个时期，DNA

的含量随各时相呈现出周期性的变化：在G1期，细胞开始RNA

和蛋白质的合成，但 DNA 含量仍保持二倍体；进入 S 期后，

DNA 开始合成，这时细胞核内 DNA 的含量介于 G1 和 G2 期

之间；当 DNA 复制结束成为 4 倍体时，细胞进入 G2 期，G2

期细胞继续合成 RNA 及蛋白质，直到进入 M 期。因此，单纯

从 DNA 含量无法区分 G2 期和 M 期；一旦有丝分裂发生，细

胞分裂成两个子细胞，这两个子细胞或者进入下一个细胞周

期，或者进入静止期（G0 期），而 G0 期从 DNA 含量上同样

无法与 G1 期区分。因此，整个复制周期可以描述为 G0/G1，S，

G2/M 期。细胞凋亡时，有 DNA 的断裂丢失，细胞 DNA 含量

就较二倍体少，流式细胞仪检测时 G1 峰前就会出现亚二倍体

峰。细胞坏死时，无明显的亚二倍体峰出现。本实验中，参附

注射液作用后的 HL-60 细胞，在 G0/G1 峰前有一小的 Sub-G1

峰，说明参附注射液抗肿瘤作用与凋亡有关。本实验为临床上

使用参附注射液治疗白血病提供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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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索肝癌草药临床规范化使用。方法：检索期刊和查阅书籍，共纳入 79 例不同医师单纯中药治疗肝癌高

级别疗效案例。从中选择 79 张不同草药处方，将全部药物列举出来，统计重复次数。选择频数≥3 的草药，组成肝癌临床草药数

据库。结果：共筛选出 129 味草药，均经过了临床验证，对肝脏有治疗作用，且无损害作用。结论：肝癌临证时优先选择数据库

内草药，优先选择重复次数高的草药，初步规范肝癌草药使用。 

【关键词】原发性肝癌；草药；规范化；数据库 

【Abstract】Objective:To explore the clinical standardized use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of liver cancer. Methods: 79 high-level 

efficacy liver cancer treatment cases by 79 different doctors using herbal medicine treatment were included by retrieving journals and 

books, 79 different herbal prescriptions from the cases were selected and all the herbal medicine were listed, their repetition was counted, t 

herbs with a frequency≥3 were selected to form liver cancer clinical herbal database. Results: 129 kinds of herbs are selected, which have 

been validated in clinical practice. They had a therapeutic effect on the liver and showed no damaging effects. Conclusion: In the treatment 

of liver cancer, herbs in the database should be given preference, and herbs in high repetitions should be given priority, a primary 

standardization of the use of the herbal medicine of liver cancer should be achieved. 

【Keywords】Primary liver cancer; Herbal medicine; Standardization; Databas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5.065 

 

原发性肝癌（primary liver cancer）简称肝癌。在我国高

发，严重威胁人类健康。《2015 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显示，肝

癌居全国恶性肿瘤发病数第四位，死亡数第二位，5 年生存率

为 10.1%。尽管西医有手术、介入、消融、放疗等多种治疗方

法，但均存在明显局限。中西医结合治疗能弥补单一治疗方式

的不足，取长补短，进一步提高临床疗效[1]。如，何文华运用

疏肝健脾消积汤结合西医治疗原发性肝癌，取得了显著疗效[2]。

据估计，我国 80%以上的肝癌患者在不同时间段不同程度地接

受中医药治疗[3]。 

在恶性肿瘤的治疗中，中药治疗是中医治病的主要表现

形式。目前有中成药、中草药、中药注射液和外敷中药，其

中以中草药最灵活最有效，是抗癌主力军。肝脏具有特殊性，

绝大多数药物需要通过肝脏进行代谢，草药也不例外。我国

约 95%肝癌患者具有乙肝病毒感染的背景，80%～90%肝癌病

例并存肝硬化，肝脏生理功能相对减弱，容易出现药物性肝

损害。临床中可见肝癌患者服用草药后出现药物性肝炎，总

胆红素和转氨酶升高，既加重病情，又容易降低患者对中医

药治疗的信心。如何选择草药既有治疗作用又避免损害肝脏，

成为需要及时解决的关键问题。本文通过文献病例研究和临

床用药实践，初步建立肝癌草药数据库，为肝癌安全、有效、

规范化用药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病例标准：经过病理学检查或临床诊断为原发性肝

癌；单纯使用中医药治疗；经过中药治疗后，癌块完全消失、

缩小，甲胎蛋白下降或生存期显著延长；有完整的草药记载；

同一医师入选 1 个有效病例。 

排除病例标准：①转移性肝癌；②使用中药期间接受了西

医抗癌治疗，比如消融治疗、静脉化疗、口服化疗、血管化疗

栓塞、放疗、索拉菲尼治疗等；③草药为单味药；④疗效仅表

现为症状改善。 

1.2 文献资料 

在 CNKI 数据库中，以“篇名”和“肝癌”为条件进行检

索，1953 年 4 月—2013 年 12 月，共纳入肝癌有效验案 77 例；

另外查阅中医书籍，纳入肝癌有效验案 2 例，总计 79 例作为

研究对象。肝癌完全消失或活性消失的案例共 34 例，癌块缩

小共 32 例，甲胎蛋白下降为 1 例，生存期显著延长 12 例。  

1.3 研究方法 

当案例中只有一个草药处方，则直接入选；当案例中存在

患者多次就诊，记载有多个草药处方时，入选疗效最好的一次

处方，共纳入 79 张草药处方。将每张处方上的具体中药全部

列举出来，统计重复次数，即频数。选择频数≥3 的草药，组

成肝癌临床草药数据库。 

2   结  果 

共筛选出 129 味草药，按照功效列举，括号内数字表示频

数，提示该味药物在 79 个不同有效处方中出现的重复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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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清热药  

包括清热燥湿药、清热泻火药、清热解毒药、清热凉血药、

清虚热药共五类，按照频数大小从高到低排列：白花蛇舌草

（51）、半枝莲（41）、赤芍（28）、夏枯草（16）、栀子（13）、

蚤休（12）、生地（11）、黄芩（10）、牡丹皮（9）、山慈菇（8）、

龙葵（8）、天花粉（7）、土茯苓（7）、漏芦（6）、半边莲（6）、

蒲公英（6）、蟾皮（6）、金银花（5）、青蒿（5）、猫人参（4）、

藤梨根（4）、白英（4）、龙胆草（3）、连翘（3）、蜀羊泉（3）、

玄参（3），共 26 味。 

2.2 活血化瘀药  

包括活血止痛药、活血调经药、活血疗伤药、破血消癥药

共四类，具体为：莪术（39）、郁金（36）、丹参（34）、延胡

索（25）、三棱（24）、穿山甲（15）、土鳖虫（12）、石见穿（9）、

桃仁（9）、鸡血藤（6）、红花（6）、水蛭（4）、泽兰（3）、川

芎（3）、五灵脂（3）、王不留行（3），共 16 味。 

2.3 理气药  

具体为：柴胡（33）、陈皮（23）、川楝子（20）、香附（19）、

枳壳（16）、八月札（15）、木香（12）、佛手（7）、枳实（7）、

大腹皮（6）、青皮（4），共 11 味。 

2.4 利水渗湿药  

包括利水消肿药、利尿通淋药、利湿退黄药共三类，具体

为：茯苓（46）、薏苡仁（31）、茵陈（22）、泽泻（9）、猪苓

（8）、金钱草（8）、虎杖（6）、车前子（5）、田基黄（5）、滑

石（3）、垂盆草（3），共 11 味。 

2.5 补气药 

具体为：白术（52）、黄芪（48）、党参（36）、甘草（30）、

太子参（14）、山药（14）、大枣（9）、白扁豆（7）、西洋参（6）、

人参（3），共 10 味。 

2.6 滋阴药  

具体为：鳖甲（37）、沙参（16）、麦冬（15）、枸杞子（11）、

石斛（8）、女贞子（7）旱莲草（7）、龟甲（5）、黄精（3），

共 9 味。 

2.7 化痰止咳平喘药  

包括温化寒痰药、清化热痰药、止咳平喘药共三类，具体

为：半夏（14）、海藻（8）、贝母（6）、瓜蒌（5）、昆布（4）、

猫抓草（4）、旋覆花（3）、桔梗（3）、平地木（3），共 9 味。 

2.8 消食药  

具体为：鸡内金（25）、山楂（22）、神曲（20）、麦芽（19）、

谷芽（10）、莱菔子（4），共 6 味。 

2.9 止血药 

包括凉血止血药、化瘀止血药、收敛止血药共三类，具体

为：三七（13）、仙鹤草（11）、白茅根（5）、茜草（4）、铁树

叶（4）、蒲黄（3），共 6 味。 

2.10 其他药物  

补血药共 4 味：白芍（40）、当归（35）、何首乌（5）、熟

地（3）；平肝息风药共 4 味：牡蛎（19）、蜈蚣（8）、全蝎（4）、

牛黄（3）；安神药共 4 味：灵芝（5）、合欢皮（3）、酸枣仁（3）、

龙骨（3）；化湿药共 3 味：厚朴（12）、砂仁（9）、苍术（3）；

温里药共 2 味：干姜（4）、附子（3）；祛风湿药共 2 味：木瓜

（3）、徐长卿（3）；收涩药共 2 味：五味子（9）、山茱萸（3）；

攻毒药共 2 味：露蜂房（3）、守宫（3）；泻下药 1 味：大黄（13）；

补阳药 1 味：菟丝子（3）。 

3   讨  论 

本研究中每个医师只入选 1 个疗效最好的案例，为了防止

用药喜好引起的干扰。比如肿瘤专家孙秉严临床喜用自然铜、

肉桂等药物，其案例入选过多，会导致这些药物频数增多，容

易形成一家之言。 

草药频数≥3，提示这些药物得到临床验证的次数多，有

效性和安全性的级别相对更高。草药频数为 1 提示该药在入选

的 79 个处方中只获得一次验证，频数为 2 提示获得了两次验

证，有效性和安全性级别均较低，因此不纳入数据库。 

本研究中入选案例的疗效级别均较高。癌块消失和缩小共

66 例，占 83.5%；1 例甲胎蛋白从 454 μg/L 下降至 224 μg/L，

肿块稳定；其余 12 例中，11 例随访带瘤生存，中位期 4.5 年，

1 例死亡，为Ⅱ期肝癌，但存活了 8 年。入选案例疗效越好，

其用药分析的价值越高。 

本研究建立了肝癌草药临床数据库，入选的药物均经过了

临床验证，对肝脏有治疗作用，且无损害作用，为肝癌草药规

范化使用提供了有力保障。医师面对肝癌患者，优先选择该数

据库内草药，在具有相同功效的同类药物中，优先选择频数高

的药物，这样肝癌的草药使用就有了初步规范。在提升疗效的

同时，将药物对肝脏损害概率降至最低。 

本数据库中，清热药和活血化瘀药所占比重相对较大，提

示肝癌以热毒和血瘀居多，为肝癌中医病机和治法研究指示了

方向；部分药物比如半枝莲、龙葵、藤梨根、白英，具有抗癌

作用，但临床研究极少，一些中药学教材未收录。当今我国人

民疾病谱较古代发生了很大变化，恶性肿瘤高发，严重威胁健

康，应该加强对抗癌中药的临床研究。  

本研究建立了肝癌草药规范化使用的初步框架，存在许多

内容需要丰富和完善，比如数据库中的草药品种难以全部满足

临床，需要增加品种；药物之间的最佳配伍，特别是抗癌药物

如何搭配，需要探索和规范；药物用量如何掌握。希望同道们

能进行深入和全面研究，为肝癌草药规范化使用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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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胃消瘀汤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癌前病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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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养胃消瘀汤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癌前病变的疗效及 HP 相关性。方法：选取我院 2013 年 1 月—2015

年 6 月就诊慢性萎缩性胃炎癌前病变患者 34 例。病例分组方法：数字抽签法，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对照组给予胃复春片；

治疗组给予养胃消瘀汤。比较指标：①总有效率；HP 转阴率；②治疗前后患者胃液游离酸、PH、蛋白酶的差异。结果：跟对照

组比较，①治疗组总有效率、HP 转阴率更高，x2 检验 P＜0.05，有统计学意义；②治疗组胃液游离酸、PH、蛋白酶改善更佳，t

检验 P＜0.05，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养胃消瘀汤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癌前病变的疗效确切，有助于提高 HP 根除率，改善患者胃

液情况，值得推广。 

【关键词】养胃消瘀汤；慢性萎缩性胃炎癌前病变；疗效；HP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Yangwei Xiaoyu Decoction in treating precancerous lesions of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and HP correlation. Methods: Research objects: 34 cases of precancerous lesions of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patients who 

wer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3 to June 2015. Case grouping method: digital drawing method. 34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Weifuchun tablets;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given Yangwei 

Xiaoyu Decoction. Indicators: ① the total efficiency; HP negative rate;② the difference of free acid, pH and proteas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in gastric juice.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①in the treatment group, the total efficiency and HP negative rate 

were higher, P＜0.05 by x2 test, the difference was of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②the improvement of free acid, pH and protease in gastric 

juice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better, P＜0.05 by t test, the difference was of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Conclusion: Yangwei Xiaoyu 

Decoction had significant effect in treating precancerous lesions of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and it helped to improve the HP eradication 

rate, promote the situation of patients with gastric juice and was worthy of being popularized. 

【Keywords】Yangwei Xiaoyu Decoction; Precancerous lesions of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Efficacy; HP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5.066 

 

慢性萎缩性胃炎跟胃癌有密切关系，若出现中重度不典型

增生或不完全结肠化，可视为癌前病变[1]。为了探讨慢性萎缩

性胃炎癌前病变的有效治疗方法，本研究进行了养胃消瘀汤治

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癌前病变的疗效观察及 HP 相关性的研究。

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我院 2013 年 1 月—2015 年 6 月 34 例慢性萎缩

性胃炎癌前病变患者，均经胃镜和病理检查确诊慢性萎缩性胃

炎癌前病变，均符合中医气阴两虚血瘀证型。病例分组方法：

数字抽签法。34 例患者均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 

治疗组 17 例患者中：男性 10 例，女性 7 例；年龄 21～70

岁，平均年龄（42.32±2.21）岁。肠上皮化生 9 例，不典型增

生 8 例。 

对照组 17 例患者中：男性 11 例，女性 6 例；年龄 21～72

岁，平均年龄（42.31±2.63）岁；肠上皮化生 10 例，不典型

增生 7 例。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可行性良好，上述各项指标经 x2、t 检

验均显示 P＞0.05。 

1.2 研究方法 

对照组给予胃复春片（胃复春片；国药准字 Z20040003；

杭州胡庆余堂药业有限公司），4 片/次，3 次/ d，饭前半小时服

用；治疗组给予养胃消瘀汤。胃消瘀汤组方：北沙参 15 g，麦

冬 10 g，黄芪 15 g，百合 10 g，生地 10 g，当归 10 g，枸杞子

15 g，白芍 10 g，赤芍 10 g，枳壳 15 g，黄连 6 g，炙甘草 6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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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粉 10 g（冲），1 剂/ d。水煎服，分 2 次服用，早晚 2 次温

服，250 ml/次。 

两组患者均以 3 个月为 1 个疗程，治疗 2 个疗程。两组用

药期间均不饮浓茶，不吸烟，禁食油炸、烧烤、腌制食物。 

1.3 观察指标、评价标准 

根据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系统专业委员会制定的疗效标

准[2]，分近期痊愈、显效、有效和无效 4 个级别。总有效率=

近期痊愈率+显效率+有效率。 

 HP 转阴率以 13C 试验进行检测，从阳性变为阴性视为转

阴[3]。 

1.4 统计学处理方法 

数据处理软件：SPSS21.0 软件；表示和处理方式：总有效

率、HP 转阴率属于计数资料统一以百分数（%）表示，行 x2

检验。胃液游离酸、PH、蛋白酶属于计量资料统一以（ ）

表示，行 t 检验。评价慢性萎缩性胃炎癌前病变患者治疗结果

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标准：P＜0.05。 

2   结  果 

2.1 患者总有效率、HP 根除率比较 

跟对照组比较，治疗组总有效率、HP 根除率更高，x2 检

验 P＜0.05，有统计学意义，如表 1。 

2.2 治疗前后胃液游离酸、PH、蛋白酶比较 

治疗前两组胃液游离酸、PH、蛋白酶接近，t 检验 P＞0.05，

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后治疗组胃液游离酸、PH、蛋白酶更佳，

t 检验 P＜0.05，有统计学意义。如表 2。

表 1  对照组和治疗组患者总有效率、HP 根除率比较  [n（%）] 

组别 近期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HP 根除 

对照组 4（23.5） 6（35.3） 3（17.7） 4（23.5） 13（76.5） 12（70.6） 

治疗组 8（47.1） 6（35.3） 2（11.8） 1（5.9） 16（94.1） 15（88.2）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 

表 2  治疗前后胃液游离酸、PH、蛋白酶比较  （ ） 

游离酸（mmol/L） PH 蛋白酶 ( U )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10.37±2.72 23.18±4.71#* 3.65±1.92 2.22±1.19#* 74.97±21.72 145.58±33.26#* 

对照组 10.95±2.16 16.43±3.29# 3.75±1.91 2.81±1.34# 74.85±21.16 127.28±24.12# 

注：与治疗前对比，#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对比，*P＜0.05 

3   讨  论 

慢性萎缩性胃炎癌前病变为胃炎缠绵反复，迁延不愈导

致胃黏膜肠上皮化生或异型增生的一种病理组织学变化，从

中医学讲，气阴两虚血瘀证型慢性萎缩性胃炎癌前病变多跟

肝胃失和、气血紊乱或通降不利所致脾失健运、血瘀阻滞、

浊毒不化等相关，在治疗上应以养阴益气、养胃祛瘀为主，

并辅以清热解毒[4]。 

胃复春片为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癌前病变的一种有效药

物，属于中成药，可抗幽门螺杆菌可强化胃肠动力功能，提升

免疫能力，加强对胃黏膜的保护作用[5,6]。而养胃消瘀汤组成包

括北沙参、麦冬、黄芪、百合、生地、当归、枸杞子、白芍、

赤芍、枳壳、黄连、炙甘草、三七粉，其中，黄连可清热解毒；

北沙参、麦冬、枸杞子、百合、生地可滋阴养胃；当归、三七

粉可补血活血止痛；白芍养阴而缓急止痛；赤芍功擅凉血祛瘀；

枳壳行气导滞；黄芪、炙甘草补中益气。诸药合用，可共奏养

阴益气、活血祛瘀、化浊解毒之功[7,8]。本研究显示，养胃消瘀

汤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癌前病变的疗效确切，有助于提高 HP

根除率，改善患者胃液情况，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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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本文就护理风险管理在头颈肿瘤外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效果进行分析与探讨。方法：选择我院近 1 年收治

的头颈肿瘤患者 80 例为研究对象，按照入院时间分为实验组与参照组，每组 40 例。参照组头颈肿瘤患者在住院期间接受常规性

护理，实验组头颈肿瘤患者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护理风险管理，对比两组患者的不良事件发生率及护理满意度。结果：实验组

患者的不良事件发生率为 0.0%，低于参照组的 10.0%；实验组护理满意度为 97.5%，高于参照组的 82.5%，统计结果显示均 P＜

0.05。结论：在头颈肿瘤患者的住院期间，实施护理风险管理具有重要意义，可有效降低患者的不良事件发生率，还可改善护患

关系，值得推广。 

【关键词】护理风险管理；头颈肿瘤；外科；护理管理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and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in surgical nursing management of head 

and neck tumor. Methods: 80 patients with head and neck tumor,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in the past year,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objects 

and randomiz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ccording to their admission order, with 4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on the basis of the treatmen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0, which was low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10.0%;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rat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97.5%, 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82.5%, the difference was of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0.05). Conclusion: Applying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in surgical nursing management of head and neck tumor had vital significance, it 

could lower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effectively and improve the patients-nurses relationship, therefore, it was worthy of promotion. 

【Keywords】Nursing risk management; Head and neck tumor; Surgical department; Nursing managemen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5.067 

 

护理风险管理是对临床护理工作进行分析，针对所潜在的

风险，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以此控制风险事件的发生率，提

高护理质量[1]。本文为探究头颈肿瘤患者的有效护理对策，对

我院近期收治的患者实施护理风险管理，效果较为理想，现将

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础资料 

选择我院 2013 年 5 月—2014 年 4 月所收治的 80 例头颈

肿瘤患者为研究对象，均行手术治疗。按照入院时间分为实

验组与参照组，每组 40 例。实验组中的男女患者分别为 24

例、16 例，年龄 20～71 岁，平均年龄（42.5±4.1）岁。参照

组中的男女患者分别为 22 例、18 例，年龄 23～72 岁，平均

年龄（42.7±4.4）岁。对比实验组与参照组患者的基础资料

数据，无显著性差异。 

此次研究纳入的 80 例患者及家属均具有知情权，已经签

署知情同意书，并通过伦理委员会审核。 

1.2 护理方法 

参照组头颈肿瘤患者入院后接受注意事项告知、换药、用

药指导等常规护理，实验组患者在常规护理基础上给予护理风

险管理，详细内容如下。 

风险识别：在头颈肿瘤患者的临床护理中，护理人员要针

对患者的病情特点进行分析，寻求其潜在风险。潜在的风险主

要分为患者因素、环境因素及护理因素。首先，护理人员要对

患者的自身情况进行分析，对其病情严重程度进行评估，查看

患者是否存在并发症前兆，同时要对患者的心理状态加以关

注，观察其遵医程度[2]。其次，护理人员要对患者的住院环境

加以重视，如病室环境差，同病房患者有感染性疾病，医疗仪

器卫生不合格等因素，均易导致患者发生院内感染。最后，护

理人员要在自身工作中识别风险，要确保护理工作顺利进行[3]。 

防范对策：在头颈肿瘤患者的临床护理中，护理管理者要

合理规划护理流程，落实责任制。针对护理缺陷，进行分析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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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护理流程。护理人员要积极为患者提供优质的护理服务，

在日常工作中要做好基础工作，防止因护理中的微小疏忽，影

响护理工作的顺利进行，从而引发风险事件发生[4]。护理人员

要对患者进行风险知识讲解、健康教育、心理疏导等，以缓解

其不良情绪及不必要的担心，提高患者的依从性，从而降低风

险事件的发生率。 

制定应急预案：护理管理者要带领护理人员制定相应的风

险事件应急预案，应急预案是针对头颈肿瘤患者易于出现的手

术大出血、窒息及跌倒等不良事件所制定的，便于患者在发生

不良事件时，护理人员可第一时间为其采取挽救措施，以减少

患者的损伤，同时要随时准备好急救药物及急救设备[5]。 

风险监控：护理管理人员要对头颈肿瘤患者的临床护理工

作加以监督，对于风险管理中的不足之处及时给予纠正并完

善，增加病房巡视次数，以提高护理风险管理的实施效果。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的手术大出血、窒息、跌倒、医院感染等不

良事件的发生率，调查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护理满意度是采用

我院通用的满意度调查问卷进行评价，其中包括护理技能、护

理服务态度、住院环境等多项内容，满分为 100 分。如果患者

的得分在 85 分及以上时则为非常满意，如果患者的得分在

60～84 分时则为一般满意，如患者的得分在 60 分以下时则为

不满意。护理满意度=（非常满意例数+一般满意例数）/总例

数×100.0%。 

1.4 数据分析 

采用统计学软件 SPSS16.0 进行数据分析，不良事件发生

率、护理满意度均采用百分数（%）表示，对其结果行 x2检验，

P＜0.05 时视为组间比较差异显著。 

2   结  果 

2.1 不良事件发生率对比 

实验组患者接受护理风险管理模式后，未发生不良事件，

参照组患者接受常规护理模式后，不良事件发生率为 10.0%

（4/40），实验组不良事件发生率明显低于参照组，经统计（x2 

=4.2105，P＜0.05），组间比较差异存在显著性，详见表 1。 

2.2 护理满意度对比 

在患者出院时为其发放调查问卷，在填写完整后全部收

回。调查结果显示，实验组中有 1 例不满意，护理满意度为

97.5%（39/40）；参照组中有 7 例不满意，护理满意度为 82.5%

（33/40）；实验组护理满意度对比参照组，明显较高，经统计

（x2=5.0000，P＜0.05），组间比较差异存在显著性，详见表 2。

表 1  不良事件发生率对比  （n，%） 

组别 n 手术大出血 窒息 跌倒 医院感染 不良事件发生率 

实验组 40 0 0 0 0 0.0 

参照组 40 1 1 2 0 10.0 

表 2  护理满意度对比  （n，%） 

组别 n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护理满意度 

实验组 40 27 12 1 97.5（39/40） 

参照组 40 14 19 7 82.5（33/40） 

3   讨  论 

头颈肿瘤患者通常需行手术治疗，手术具有一定的创伤性

及风险，在患者康复期间易出现各种并发症，对其疾病康复带

来不利影响。在临床护理中，因不安全因素导致患者出现伤亡

情况被称之为护理风险[6]。在头颈肿瘤患者住院期间，实施护

理风险管理，能够通过风险识别，制定出针对性的防范措施及

应急预案，以降低护理不良事件的发生率，应急预案可对已经

发生的不良事件进行补救，减少患者的身心损害情况。另外，

护理管理者监督护理风险管理的实施，可增强其实施效果，提

高我院的整体护理质量。在此次研究中，参照组头颈肿瘤患者

在住院期间接受常规性护理，实验组头颈肿瘤患者入院后在常

规护理基础上实施护理风险管理，研究结果表明：实验组患者

的不良事件发生率、护理满意度与参照组比较均存在明显差

异，经统计学检验均 P＜0.05；这一结果充分说明在头颈肿瘤

患者治疗期间，对其实施护理风险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总而言之，在头颈肿瘤患者住院期间，实施护理风险管理

效果显著，能够有效降低患者的不良事件发生率，还可提高患

者对我院的护理满意度，值得在临床中大力推广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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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分析中西医结合治疗宫颈癌放疗后膀胱炎和直肠炎的临床疗效。方法：选择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 月在我院进行治疗的 100 例宫颈癌放疗后膀胱炎和直肠炎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50 例，对照

组进行单纯西药治疗，观察组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对比两组治疗效果。结果：观察组的膀胱炎和直肠炎治疗的总有效率均显

著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中西医结合治疗宫颈癌放疗后膀胱炎和直肠炎疗效显著，具有临床推

广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中西医结合；宫颈癌；放疗；膀胱炎；直肠炎；疗效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and analyze the clinical therapeutic effect of TCM combined with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in 

treating cystitis and proctitis after cervical cancer radiotherapy. Methods: 100 patients with cystitis and proctitis after cervical cancer 

radiotherapy,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4 to January 2015,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ith 5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pure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TCM combined with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two groups was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cystitis and proctiti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TCM combined with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had significant effect in 

treating cystitis and proctitis after cervical cancer radiotherapy and it had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Keywords】TCM combined with western medicine; Cervical cancer; Radiotherapy; Cystitis; Proctitis; The therapeutic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5.068 

 

放射性膀胱炎和直肠炎是宫颈癌放疗患者常见的并发症[1]。

如果得不到合理的有效的治疗，将会进一步导致患者出现更加

严重的并发症，例如肠道狭窄、溃疡等，本次研究选择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 月在我院进行治疗的 100 例宫颈癌放疗后膀

胱炎和直肠炎患者为研究对象，观察分析中西医结合治疗宫颈

癌放疗后膀胱炎和直肠炎的临床疗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选择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 月在我院进行治疗

的 100 例宫颈癌放疗后膀胱炎和直肠炎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

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50 例患者，观察组：年龄 30～

70 岁，平均年龄（57.2±2.7）岁，其中放射性直肠炎患者 28

例，放射性膀胱炎患者 22 例；对照组：年龄 32～70 岁，平均

年龄（58.5±2.9）岁，其中放射性直肠炎患者 29 例，放射性

膀胱炎患者 21 例，两组患者的病理类型，年龄等一般资料对

比，P＞0.05，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2-4] 

对照组：2.0 g 止血敏＋0.3 g 止血芳酸进行静脉滴注（至

血止），0.5 g 奥硝唑进行静脉滴注（至血止），均为 1 次/ d，每

周连续使用时间不得超过 5 d，每日进行膀胱灌注冲洗至血止，

根据患者具体情况可添加止血即或者抗生素；观察组在此基础

上加用中药，主方为八珍汤，药方：党参 30 g，当归 15 g，白

术 15 g，茯苓 15 g，川芎 10 g，熟地 10 g，炙甘草 10 g，白芍

10 g。针对放射性膀胱炎患者加小蓟 15 g，藕节炭 15 g，地榆

炭 15 g，生地 15 g，白茅根 10 g，三七粉 10 g，炒蒲黄 10 g，

通草 10 g，车前子 10 g；针对放射性直肠炎患者加败酱草 20 g，

藕节炭 15 g，地榆炭 15 g，炒蒲黄 10 g，三七粉 10 g，白及 15 

g，蒲公英 15 g，紫花地丁 15 g，赤石脂 10 g 常规水煎服，1

剂/ d，1 个疗程为 7 d，两组均治疗 4 个疗程。 

1.3 观察指标 

观察分析两组患者的放射性膀胱炎和直肠炎的治疗效果。 

1.4 评定指标[5] 

采用 LENT-SOMA 分级标准（将患者的远期并发症依据

毒性程度分为 0～4 级共 5 个等级，对其中每个等级的症状依

据严重程度采取积分制，疗效指数=（治疗前后积分差/治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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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100%）将患者的疗效分为显效（疗效指数＞66.7%）、

有效（33.3%≤疗效指数≤66.7%）、无效（疗效指数＜33.3%）。

总有效率=显效率+有效率。 

1.5 统计学方法 

采取统计学软件 SPSS19.0 进行汇总数据分析和处理，计

数资料采取百分数（%）表示，采用 x2 检验，计量资料采取

（ ）表示，采用 t 检验，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观察组的膀胱炎和直肠炎治疗的总有效率均显著优于对

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两组治疗效果  （n，%） 

组别 疾病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放射性直肠炎 28 14 10 4 24（85.7） 
观察组 

放射性膀胱炎 22 12 7 3 19（86.4） 

放射性直肠炎 29 10 8 11 18（62.1） 
对照组 

放射性膀胱炎 21 7 5 9 12（57.1） 

x1² - – – – – 4.09 

P1 - – – – – ＜0.05 

x2² - – – – – 4.58 

P2 - – – – – ＜0.05 

注: x1²,P1表示两组放射性直肠炎治疗效果的 x2检验和 P 值，x2²,P2表示两组放射性膀胱

炎治疗效果的 x2检验和 P 值 

3   讨  论 

宫颈癌的主要治疗方式为放疗[6]。针对不适合进行手术的

早期宫颈癌患者也可采用放疗治疗，放疗能够有效的改善患者

的临床症状，延长其生存期，放射性直肠炎和膀胱炎是患者放

疗过程中常见的并发症，为不影响患者的放疗治疗结果，需要

采取有效的方法治疗患者的上述并发症。 

传统的治疗方法为单纯西医治疗[7]。疗效往往达不到理想

效果，中医学认为，放射线属于“毒邪”“火邪”范畴，当其

作用于人体后，会使得热毒内盛，导致人体津液受损，伤阴耗

气，进而导致气血损伤，另外，宫颈癌为“癥瘕”之证，久病

必导致气血衰弱，研究采用的主方八珍汤，重点在于扶正补虚，

益气养血。 

放射性直肠炎属于中医学的“便血”“下痢”范畴，患者

由本身的气血乏源、津液不足，加上放射线的热毒侵入，导致

阴血不能给养，热度腐为脓血，从而出现下痢，便血等症状，

在主方中加用地榆炭、藕节炭收敛止血，三七粉、炒蒲黄化瘀；

败酱草、紫花地丁、具有清热解毒的效用；白及、赤石脂具有

良好的止泻、敛疮、生肌的作用。 

放射性膀胱炎在中医领域属于“血尿”“血淋”范畴，患

者膀胱受到放射线损伤，热灼血络，血溢脉外，导致患者出现

尿中带血，尿频尿急等现象，治则在于补气养血，通淋止血，

清热解毒，活血化瘀，研究在主方基础上加用地榆炭、藕节炭

以收敛止血，加用小蓟、白茅根、通草、车前子以凉血、利尿、

通淋，加用生地以养血益阴，加用三七粉、炒蒲黄以化瘀止血。 

根据研究结果，观察组患者的观察组的膀胱炎和直肠炎治

疗的总有效率均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果证实了中西医结合治疗宫颈癌放疗后膀胱炎和直肠

炎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综上所述，中西医结合治疗宫颈癌放疗后膀胱炎和直肠炎

疗效显著，具有临床推广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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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 

宫颈癌同期放化疗临床研究 

目的：探讨同期放化疗对宫颈癌的临床疗效。方法：收集

2012 年 1 月—2014 年 1 月，我院收治的宫颈癌中晚期患者 62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31 例。对照组行单纯放疗，

观察组行同期放化疗，比较两组的临床疗效。结果：观察组的

总有效率为 83.9%，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64.5%；观察组的≥3

级骨髓抑制、消化道反应发生率为 29.0%、41.9%，与对照组

的 22.6%、25.8%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结论：同期放化

疗有利于提高宫颈癌患者的近期疗效，毒性反应可耐受，值得

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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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区域心电信息平台实现医疗资源的有效整合 
Realizing the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medical resources by  

using the regional ECG information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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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医疗资源整合中区域心电信息平台的作用，为新医疗服务模式建立、医疗服务质量提高等提供借鉴。

方法：在东莞市寮步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通过建立区域心电信息平台，比较平台建立前后的医疗服务质量。结果：在应用区

域心电信息平台后，服务站覆盖范围、电子档案完整度、心电图诊断时间等较之前都有了显著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区域心电图信息平台对医疗资源有效整合起着极大作用，能够大幅度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关键词】区域心电平台；医疗资源；有效整合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function of regional ECG information platform in the integration of medical resources, with a 

prospect of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medical service model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medical service. 

Methods: Regional ECG information platform was established in the Community Health Centre of Liaobu Town, Dongguan City, the 

quality of medical service before and after the platform establishment was compared. Results: After applying regional ECG information 

platform, the service station coverage, electronic file integrity and ECG diagnosis time were improved significantly,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Regional ECG information platform played a vital role in the integration of medical resources, it coul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medical service significantly, therefore, it wa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Keywords】Regional ECG information platform; Medical resources; Effective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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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医疗体系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服务站占据着较

大比重，在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下辖数个社区卫生服务站，

但各服务站与中心之间、各服务站之间的医疗信息还不能达到

互联互通，普遍存在“技术弧岛”“业务弧岛”“信息弧岛”现

象，导致了社区卫生服务的部分功能及医疗服务质量受到一定

影响[1]。建设医疗卫生信息平台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措施，

本文就对区域心电信息平台在医疗资源有效整合中的利用价

值展开分析，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东莞市寮步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例，下设 1 个中心，

20 个站点，是东莞市首批设立的基本医疗保险定点社区卫生服

务机构。现有在职人员 224 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 191 人，高

级职称 3 人，中级职称 45 人，初级职称 143 人；拥有 1 名心

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及 3 名心电图专业的医师组成的诊断专家

组，同时配有计算机技术人员 1 名，负责网络管理及程序软件

开发。 

1.2 区域心电信息平台构建方法 

区域医疗资源整合是一种实现服务区域内资源节约化管

理、运用的方法，是对医疗资源快机构、跨场所优化配置的过

程，心电信息作为与数字化关系十分密切的一项生物信息，构

建区域心电信息平台，实现心电图检查的即时诊断，对提高服

务质量有着重要作用。 

在区域心电信息平台中，现有设备包括阿洛卡-3500 彩超，

东芝 510 黑白超，500 MA 数字化 X 光摄影机（DR）、多功能

心电监护仪、奥林巴斯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全自动血球计数仪、

尿液分析仪、微波治疗仪诊疗设备，中心及下属站点均配置有

国内先进的光电心电图仪，中心配置有网络服务器 5 个，支持

数据存储、备份，能与下属站点进行实时的信息交换。 

区域心电信息平台的核心是会诊管理平台，通过互联网分

别连接区域内的各个服务站点及各个家庭，会诊管理平台主要

由诊断中心和数据中心两大部分，诊断中心又分为诊断工作

站、管理工作站，分别负责对区域内居民心电信息的诊断与居

民档案资料管理，数据中心则是区域居民相关医疗信息的数据

库。下属各个站点配有随访医生团队、便携式心电图机等，主

要是为辖区居民提供疾病诊断和治疗服务；在线诊断，减少居

民就医、排队等花费的时间，提高诊断效率，为居民提供便利。 

1.3 评价指标   

①服务站覆盖范围：指所有服务站点覆盖的行政村多少；

②电子档案完整度，以标准电子档案为基准，采用百分制评分；

③心电图诊断时间：所有居民心电图诊断平均时间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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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统计学处理   

采取统计学软件 SPSS17.0 对本组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其

中计量资料用（ ）表示，并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用 x2检验；

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在应用区域心电信息平台之后，可以实现电子档案的连续

化、规范化；原先无法开展的心电图检查也可以得到推广，能

够随时随地地开展跨地域、跨机构诊断服务，服务站覆盖范围、

电子档案完整度、心电图诊断时间等较之前都有了显著改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细结果见表 1。 

表 1  区域心电信息平台应用前后医疗服务情况比较  （ ） 

时间点 服务站覆盖范围（个） 电子档案完整度（分） 心电图诊断时间（min） 

应用前 20 84.3±4.5 32.6±10.4 

应用后 30 93.4±3.8 20.4±4.5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 

3   讨  论 

3.1 区域心电信息平台的主要目标是实现社区居民心血管疾病

的预防与早期发现、动态监测及风险预警、治疗支持等，需要

具有的功能包括： 

一是信息交换与存储：区域心电信息平台的核心基础是社

区内所有居民的电子健康档案，通过电子档案信息的交换与存

储，完成信息共享，实时了解居民情况，实现区域内医疗资源

的纵向整合。 

二是心电信息采集与共享：在区域心电信息平台中，所有

社区卫生服务站的静态、动态心电图等信息都会实现数字化采

集，并通过网络与会诊中心相连接，达到心电信息的共享，起

到节省居民医疗时间的作用[2]。 

三是远程心电会诊与管理：通过区域心电信息平台，可以

将甲级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站联系起来，通过甲级医院设立的

心电诊断中心，来诊断社区服务站存在的疑难静态、动态心电

图等；同时，还能够对信息采集、诊断及记录、临床发布等进

行全面的存储与管理，对区域内的相关机构、人员及居民检查

项目等也可以进行注册管理，提高了管理工作水平，能够确保

资源的精确分配。 

四是不同设备的接入：区域心电信息平台具有结构灵活的

特点，能够满足各种医疗环境的要求，比如社区卫生服务站的

便携数字化心电图设备，可以直接接入到心电信息平台中，完

成对社区居民突发心脏病的及时检查，通过网络进行快速、准

确会诊，提高心脏病诊断的效率，充分保障居民生命安全。 

五是电子病历管理功能：在区域心电信息平台中，通过电

子病历，社区卫生服务站可以更加准确的掌握病人的各种信

息，包括基本信息、病史、入出院时间、出院医嘱等内容，从

而做好社区居民心脏病病情的追踪、管理，减少诊断询问病情

浪费的时间。 

3.2 在区域心电信息平台建设中，面临的难点主要有： 

一是各社区卫生服务站站点分散分布，空间距离远，同时

系统整体规划设计牵涉到众多部门，需要考虑区域医疗主干网

及内部网络的建设实施方案，包括网络的功能需求、网络协议

和标准、网络系统组成和系统设计、网络系统和客户端软件运

行平台、网络的管理（网站和网管中心）、网络信息安全等[3]。 

二是技术上需要遵循现行标准，建立技术规范，社区区域

性医疗技术平台是一个跨部门、跨地域、跨系统的分布式应用，

数据表示和交换必须遵循统一的标准，所以，必须梳理并补充

有关的规范与技术标准。 

通过本组研究可知，在应用区域心电信息平台之后，可以

实现电子档案的连续化、规范化；原先无法开展的心电图检查

也可以得到推广，能够随时随地地开展跨地域、跨机构诊断服

务，服务站覆盖范围、电子档案完整度、心电图诊断时间等较

之前都有了显著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由此可

知，区域心电信息平台对原有医疗模式起着重大改善作用，医

疗资源配置更加科学合理，利用效率得到提升。 

综上所述，区域心电信息平台可以对医疗资源起到良好的

优化整合作用，能够促进资源跨区域共享，提高医疗质量及服

务水平；同时，也可以使专家突破地域、时间的限制，更为方

便、实时的为普通社区患使专家突破地域、时间的限制，更为

方便、实时的为普通社区患者服务，提高优质医疗资源利用效

率，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等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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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是国家执业药师资格考试科目之一，为突出职业技能培养，我们展开了该课程的教学设计

与改革，在课程内容安排、教学方法、考核评价等方面进行设计，力求活跃课堂教学气氛，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提高教

学效果。 

【关键词】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课堂教学；教学改革 

【Abstract】The course of pharmacy integrated knowledge and skills is one of examination subjects in the National Licensed 

Pharmacist Examination.  We launched the reform of course design and teaching to emphasize vocational skills training, including reforms 

of the arrangement of curriculum content, teaching methods and evaluation, etc with a prospect of activating classroom atmosphere, 

improving student's learning initiative and promoting teaching effects. 

【Keywords】Pharmacy integrated knowledge and skills; Classroom teaching; Teach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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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课程，同时

也是国家执业药师资格考试的必考课程。通过学习，使学生能

综合运用所学的各项知识和技能，正确分析、处理和解决在开

展药品质量管理和指导合理用药工作中所遇到各种实际问题

的能力，集中反映执业药师理论联系实际、有效开展药学服务

的综合知识与技能的要求，以保证用药的安全、有效、经济、

合理。这门课程知识点很多很细，文字性内容偏多，很多需要

记忆掌握，学生们学起来较为吃力、枯燥[1]。为此，我们展开

了该课程的教学设计与改革，在课程内容安排、教学方法、考

核评价等方面进行设计，力求活跃课堂教学气氛，提高学生学

习的积极主动性，提高教学效果。 

1   课程内容安排 

药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药学职业所需要的人才。因本课程

为执业药师的必考课程，在教学内容的选取上，我们紧扣执业

药师考试大纲，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在 2015 年执业药师考

试大纲与 2014 年的变化是：主要的教学内容不变，但在章节

分布上变化较大，删除了 2014 年教材的医疗器械基本知识，

增加了用药安全和药物治疗基本知识的内容。为了使学生掌握

基本的药学服务知识与技能，在学习的过程中更侧重于培养学

生的职业素养，将教学内容设计为具体的教学情景[2]。例如：

在药物信息管理这一章节的学习中，为了让同学们掌握药物信

息的特点及分级，组织同学们到学校图书馆和阅览室，让学生

们查阅资料，说出哪些是一级、二级、三级信息源，并说出各

级信息源的特点，如何正确的应用这些药物信息。通过查阅资

料，学生们能具体的掌握学习的内容，灵活运用，而不是死记

课本上的例子，更能有效的运用到实际的工作中。因此我们在

各个章节设计不同的教学内容，从而使教学内容与今后的职业

发展联系在一起，突出了教学的职业性和针对性。 

2   教学方法设计 

教育部明确指出，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点是教学过程的

实践性、开放性和职业性。我们药学专业积极进行校企合作，

实行“走出去、引进来”的方针，一方面，组织学生进入社会

药店、医院药房、药品企业进行学习，熟悉岗位要求。另一方

面，吸引企业负责人、医院药房主任到我系开展讲座，对学生

们进行职业指导、岗位需求的指导，实现在校学习与就业的无

缝对接。 

在课堂教学中，积极实施“教学做”一体化的教学模式，

根据各章节内容特点，选取不同的教学方法，主要有：案例教

学法、角色扮演法、情景模拟法、问题引导法等。如在“处方

调剂”的学习中，可选择附院的一些典型处方，要求学生进行

处方审核分析，说出处方中合理及不合理的地方，如何改进等，

以此训练学生综合应用知识分析问题的能力及处方审核能力。

在学习“缺铁性贫血的自我药疗”等内容时，在教师讲解后，

组织学生分组练习，模拟执业药师和患者进行用药咨询与指

导，最后由教师进行点评和补充，这样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

锻炼了学生用药指导能力，提高了学习效果。 

3   考核评价 

为突出本课程的职业培养目标，采取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期末考核。一是实践技能考核，根据学习的目标要求，

我们制定了严谨的考核评分标准，将学习的内容设计为 10 个

教学情境，在期末组织学生进行实践技能考核，并聘请校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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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进行现场考核与评价，以考促练，以考促学。二是理论知

识考核，紧扣 2015 年执业药师考试的题型，在原有基础上增

加了 C 型题（综合分析选择题），综合分析选择题包括一个试

题背景信息和一组试题（2～5 题）。这一组试题是基于一个临

床情景、病例、实例或者案例的背景信息逐题展开，每道题都

有其独立的备选项。目的是使学生熟悉执业药师考试模式，掌

握考试技巧，将来能顺利地通过资格考试。成绩分配比例为：

实践技能考核成绩达到 40%，理论知识为 60%，让学生既重视

理论知识的学习，又能重视实践能力的培养。 

总之，我校药学专业顺应社会形势和岗位需求变化，及时

进行了《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的教学改革[3]，开展了教学内

容、教学方法和考核体系的设计，取得了较为良好的成效。但

仍需在以后的教学工作中不断努力和完善，开展与职业要求符

合的一系列教学改革，探讨更好的教学模式，培养社会急需的

药学专业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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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鉴别依据及方法 
Identification basis and metho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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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旨在总结目前传统医学上新兴的中药鉴别依据及方法，防止中药品种混淆使用和防止假药的出现，确保中

医临床辨证施治安全用药，从而预防医疗纠纷和医疗事故发生。方法：本研究系统地总结了目前临床上关于中药常用的色谱法、

光谱法、热分析法、中药指纹图谱检定技术、中药生物效应鉴定法、分子生物学技术、化学模式识别法 7 类鉴别方法，并探讨其

鉴别依据，分析其应用范围。结果：本研究发现，临床常用的色谱法等 7 类中药鉴别方法均各具特色，鉴别依据不尽相同，且均

有相应的应用范围。结论：临床上有关中药的鉴别方法多种多样且各有特点，要求我们充分掌握各类中药鉴别方法，在实际运用

时应灵活选用。 

【关键词】中药；鉴别方法；鉴别依据；应用范围 

【Abstract】Objective: It aims to summarize the current emerging discrimination based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medical 

means of preventing the misu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and counterfeit confusion to guarantee the safe application of medicine 

based on clinical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thereby preventing the occurrence of medical disputes and medical malpractice. Methods: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current syste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amely 7 identification methods, which include commonly used 

chromatography, spectroscopy, thermal analysis, fingerprint verification techn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iological effec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olecular biology and chemical pattern recognition method, etc. The basis for identifying is also explored 

and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is analyzed. Results: The study finds that 7 identification methods which are commonly used in clinical 

medicine identification are unique, they have different discrimination basis of different, and therefore have corresponding range of 

applications. Conclusion: The identification method of Chinese medicine is of clinical variety and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which require 

us to take full advantage of all kind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dentification method and apply then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 flexibly.  

【Keywords】Chinese medicine; Identification method; Identification basis; Application 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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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国家早在神农时代就开始了对传统中药的研究，有关

中药研究的著作也不胜枚举，但是由于时代限制和遗失等原

因，造成相当一部分著作上的中药记载并不十分详细致，容易

引起品种运用等混乱现象，因此急切需要开展中药的鉴定[1]。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有关中药的鉴别方法也随之日

益发展。本研究系统总结目前临床上新兴的中药鉴别依据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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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现报道如下。 

1   色谱法 

色谱法亦称为层析法，是以中药里化学成分在流动相及固

定相之内具有不同的分配系数作为其鉴别依据。色谱法运用非

配系数的差异分离各组，进而依据分离出的色谱图开展中药品

种的鉴别。色谱法开始诞生于 20 世纪初，开始投入与中药鉴

别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色谱法不但可以分析出中药内的化学

成分，而且可以对其定量分析，现已成为一种最主要的中药鉴

别方法。色谱法又可细分为薄层色谱法、薄层扫描法、气相色

谱法等类。其中，薄层色谱法作为一类层析分离技术，能够把

涂在支持板之上的支持物当成固定相，并通过加入恰当的溶剂

当作流动相，进而对中药内的化学成分开展鉴定。 

2   光谱法 

光谱法是以分析不同品种中药对于某一段波长的吸收状

况作为其鉴定依据，可分为红外光谱法、紫外光谱法、荧光光

谱法等[2]。其中红外光谱法最常用的是中红外光谱分析，其横

坐标为波长，纵坐标为强度及别的依据波长发生变化的性质，

进而产生可以反应红外射线和物质作用的谱图。其运用特点包

括特征性强、快捷便利、准确性高、取量小等特点。例如，熊

胆是一种比较昂贵的中药，如使用牛胆及猪胆等进行冒充的

话，开展鉴别的难度非常大，但是如果使用红外光谱法就可清

晰的展示熊胆跟猪胆及牛胆之间的差异，简便快捷的鉴别真

伪。 

3   热分析法 

热分析法是以分析相同状况下加温的不同品种中药的温

度变化作为其鉴别依据，依据其分析内容的不同可分为差示扫

描热量法、热重量法和差示热量分析法等，其中尤以差示热量

分析法运用最为广泛[3]。 

4   中药指纹图谱检定技术 

虽然借鉴了法医学里面的指纹检定技术，但是中药指纹图

谱检定技术又有其独特之处，通过将中药进行一定的处理，把

其中的某些化学成分信息以特定的方式表达出来。例如，将中

药内表达出来的活性成分、非活性成分和未知成分，将数据运

算处理，并依照指纹特征及相关的技术参数进行阐述。中药指

纹图谱检定技术作为一类综合的鉴定方法，常用来进行药品质

量、真伪和优劣的评价。 

5   中药生物效应鉴定法 

中药生物效应鉴定法是以中药的性味归经、功效主治作为

其鉴别依据的，依靠高效液相等分离和分析技术及中药内活性

成分，构建中药质量的评定系统，其主要的表征体现为：有效

成分含量、有效浓度 EC 值、有效成分半数等。 

6   分子生物学技术 

分子生物学技术最早诞生于 1985 年，作为一类模拟 DNA

复制进行体外快速扩增的技术，也叫做无细胞分子克隆技术。

分子生物学技术的运用，为开展中药鉴别提供了一条新的途

径。此技术具有通用性强、快速便捷、专一性强、准确度高、

重复性高等优点。但是由于国内提取出 DNA 的中药十分有限，

故而推广运用受到了限制。 

7   化学模式识别法 

化学模式识别法诞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凭借物以类

聚作为其鉴别依据。试验证明，两个类似甚至同类的样本的

间距离相对较近。化学模式识别法就是依据两种中药相近距

离的函数作为品种分类和质量判别的依据，其主要技术包括

聚类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模糊动态聚类分析法、贝叶斯

判别法等。 

8   小  结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新的技术和方法也随着逐渐产

生，进而带动中药鉴别的技术随之日益进步[4]。目前，我国中

医临床上对中药的鉴别方法及其依据名类繁多。但是因为国内

中药具有种类众多、形态差异较大、炮制加工方法各不相同进

而可引起药性改变的特点，其药品真伪的判断愈发难辨[5]。所

以，笔者认为在选用不同种类的鉴别方法开展中药鉴别前，应

该好好学习各类方法，进而能够灵活运用，才可以切实做好中

药鉴别的工作，保障临床用药和患者的生命安全。 

综上所述，临床上有关中药的鉴别方法多种多样且各有特

点，要求我们充分掌握各类中药鉴别方法，在实际运用时应灵

活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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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土茯苓饮片的鉴别方法。方法：分析土茯苓、黑果菝葜、肖菝葜三种饮片的各种特性，主要分析饮片

性状、显微特征及理化特性。结果：土茯苓的直径、切面颜色、口感、维管束类型、气味、木质部导管数量、理化特性中紫外线

下颜色以及沸腾状态下颜色变化均有明显差别。讨论：利用饮片性状、显微特征以及理化特性均能够有效地鉴别土茯苓、黑果菝

葜、肖菝葜，其在各个方面上均存在明显的差别，同时还能够有效地鉴别出土茯苓饮片的真假，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土茯苓；饮片；混淆药物 

【Abstract】Objective：To analyze an method for identifying Tu Fuling. Methods：Characters, microscopic features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were analyzed of Tu Fuling, Heiguo Baqia, Xiao Baqia. Results：Diameter, the color of cut, texture,vascular type, smell, the 

number of xylem vessels, UV color in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and color change in boiling of Tu Fuling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Conclusion：The above method can effectively identify Tu Fuling and is worth popularizing. 

【Keywords】Tu Fuling；Pieces；Confusing dr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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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茯苓是一种用于治疗恶疮、痹症、梅毒等疾病的常用中

药，其还能够治疗急性细菌性痢疾以及银屑病等。但是，当前

土茯苓在临床当中的应用品种却是非常混乱[1]。近些年有许多

报道土茯苓的文章，其中普遍记载土茯苓是百合科植物光叶菝

葜的干制根茎，但是土茯苓的外观与其他多种药物非常相似，

其中黑果菝葜以及肖菝葜最为突出。本文主要分析利用实验分

析如何在这三类中有效地鉴别出土茯苓，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本次使用的土茯苓、黑果菝葜、肖菝葜均为我市某医药

生产有限公司所提供，并经过相关实验检定，其各种属性与

文献记载一致、医学认同一致。所采用的化学试剂均为实验

制作蒸馏水。 

2   方法与结果 

本次鉴别实验主要使用饮片性状、显微特征以及理化特性

这三种方法鉴别药物。 
2.1 饮片性状 

分别分析土茯苓、黑果菝葜、肖菝葜的饮片性状。土茯苓：

土茯苓饮片性状主要呈现为不规则长圆形及圆形薄片。厚 1～3 

mm，直径主要 2～5 cm，边缘呈现不规则状。土茯苓饮片的切

面呈现为白色到淡红棕色，成粉性，仔细可以发现细小点状维

管束，并且附带多数的小亮点。质感显得略微坚韧，在折断时

会有粉末发散，在浸水之后，有一定的粘黏感。饮片性状主要

呈现为无臭、略微苦涩；黑果菝葜：黑果菝葜饮片主要呈现深

棕色及红棕色，直径大多为 5 cm，3～8 cm。饮片切面较为粗

糙，在饮片中央有许多的短线状筋脉纹或者是多数的点状维管

束。黑果菝葜饮片的韧性较高，纤维性非常强，在用水湿润以

后没有任何粘稠感。黑果菝葜饮片的气味较为特殊，有较强的

刺鼻感受，味道呈苦味。肖菝葜：肖菝葜饮片主要呈现为黄白

色及白色，少数饮片中央有黄色，极少数有棕色。肖菝葜饮片

直径为 5～8 cm。饮片切面比较粗糙，偶尔会有小数亮点。横

纵切片有多数明显的经脉纹或是维管束。肖菝葜饮片的质感较

为坚韧，其纤维性比较强，在用水湿润之后没有明显的粘稠感。

肖菝葜饮片没有臭味，味道有淡淡的涩味，没有苦味。 
2.2 显微特性 

将土茯苓、黑果菝葜、肖菝葜分别取小块作为试验品，并

将其横切为菲薄片，在加入水混合之后利用氯醛液进行加热透

化，之后利用显微镜进行观察。土茯苓：土茯苓的薄片的外围

有较多的韧性维管束，其木质部普遍都有两个大型导管以及多

个小导管。这一特征在土茯苓根部尤为明显；黑果菝葜：黑果

菝葜薄片周围有较多的周木型维管束，木质部有 3～5 个大型

导管及多个小导管；肖菝葜与黑果菝葜的显微特性相同。 
2.3 理化特性 

将土茯苓、黑果菝葜、肖菝葜分别取小块作为试验品，并

将其碾成粉末，各取 1 g，分别倒入乙醇，并在水浴上进行加

热，加热 2 min，之后将其过滤，取出过滤之后的样品进行理

化试验。理化实验：将过滤液取出一部分，并放置在滤纸上，

晒干之后在紫外线之下观察，紫外线为 365 mm。在紫外线下，

土茯苓呈现为绿色的荧光，黑果菝葜、肖菝葜则主要呈现为蓝

紫色的荧光。之后再取少量滤液，大约 2 ml，将其放置试管之

后总加以盐酸调和，将其置于水浴之上加热至沸腾，观察沸腾

之后浴液的颜色。土茯苓的颜色首先为淡黄色，之后转变为黄

棕色；黑果菝葜的颜色首先为棕黄色，之后转变为红血色；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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菝葜的颜色首先为微黄色，之后转变为橙红色，并在沸腾之后

呈现为血红色。 

以上三种方法鉴别结果见表 1。 

表 1  三种方法鉴别结果 

品种 饮片性状 显微特性 理化试验 

土茯苓 

1、厚 1～3 mm； 

2、直径 2～5 cm，边缘不规则； 

3、切面白色至淡红棕色； 

4、粉性； 

5、周边有细小点状维管束； 

6、浸水后有黏稠感； 

7、饮片无臭，略微苦涩 

1、有韧性维管

束； 

2、木质部有两

个大型导管及

多数小型导

管，在根部尤

为突出 

1、紫外线下呈

现蓝色荧光；

2、沸腾后颜色

从淡黄色变为

黄棕色 

黑果菝葜 

1、厚 1～3 mm； 

2、直径 3～8 cm，边缘不规则； 

3、切面粗糙，呈现红棕色、深棕色； 

4、韧性； 

5、中央有多数电装及短线状筋脉纹； 

6、浸水后无粘稠感； 

7、味道刺鼻，有苦味 

1、有周木型维

管束； 

2、木质部有 3

至 5 个大型导

管以及多数小

型导管 

1、紫外线下呈

现蓝紫色荧

光； 

2、沸腾后颜色

从棕黄色变为

红血色 

菝葜 

1、厚 1～3 mm； 

2、直径 5～8 cm，边缘不规则； 

3、切面粗糙，呈白色或黄白色； 

4、韧性； 

5、切面有小亮点，纵切面有多数明

显的经脉纹； 

6、浸水后无黏稠感； 

7、淡涩，没有苦味 

1、有周木型维

管束； 

2、木质部有 3

至 5 个大型导

管以及多数小

型导管 

1、紫外线下呈

现蓝紫色荧

光； 

2、沸腾后颜色

从淡黄色变为

橙红色之后再

转变为血红色

3   讨  论 

土茯苓在还含有水分的时候其断面会呈现为红棕色，在其

干燥之后颜色会逐渐变得浅，其切面最终会变成白色及淡红棕

色[2]。土茯苓的粉性非常高，并且不具备任何的纤维性，在水

润之后会呈现一定程度的粘稠感，这也是土茯苓辨别过程中主

要的指标之一。 

在菝葜类植物中，土茯苓的相似品非常多，除了以上所指

出的黑果菝葜、肖菝葜以外，还有多个种类与其相似，例如无

刺菝葜、小叶菝葜、西南菝葜等。在这些菝葜中，西南菝葜在

新鲜的时候，其断面会呈现为红黄色，并在干燥之后呈现为红

棕色或者黄色[3]。其余的菝葜则是在新鲜的时候切面呈现为深

浅不同的红棕色，其饮片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颜色变得更深。 

笔者在显微鉴别当中，主要分析植物的维管束特征之上，

主要是因为相对于土茯苓而言，其他两种植物的木质部有多个

大导管，而土茯苓则只有 2 个，这一特征的差异较为显著，能

够直接利用今后的鉴别工作中使用；在理化鉴别中，因董晓娟 

“短柱肖菝葜药材土茯苓的高效液相色谱指纹图谱分析”文

献中指出[4]，土茯苓极容易与多种颜色不同种类的混淆品相混

淆[5]。对此，笔者着重指出土茯苓真品的颜色变化情况，并明

确指出最为相似的两个植物的颜色变化情况。在今后的辨别

中，可以直接利用土茯苓所发出的荧光颜色及颜色变化情况作

为依据进行辨别；而土茯苓性状的辨别中，主要可以通过土茯

苓的直径、粘稠感、味道等进行辨别。在实际的鉴别过程中，

相关人员可以利用上述的多种方法进行交叉辨别，从而使辨别

结果更加有效、可靠。 

综上所述，利用饮片性状、显微特征以及理化特性均能够

有效地鉴别土茯苓、黑果菝葜、肖菝葜，其在各个方面上均存

在明显的差别，同时还能够有效地鉴别出土茯苓饮片的真假，

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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