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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伟达教授治疗脑肿瘤经验探析 
Experiences of Professor ZHENG Wei-da for treating brain tum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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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长于颅内的肿瘤通称为脑瘤。原发性脑瘤的发病率为 7.5～12.5/10 万。脑瘤由于其种类及部位不相同，表现亦

各不同，病因病机亦不相同。郑教授根据其临床经验，将其分为肝肾阴虚，肝风内动型、脾肾阳虚型、痰湿内阻型、肝胆实热型。

治宜化瘀解毒，镇肝熄风，温补脾肾，祛痰通络，清热泻火。郑教授运用慈丹胶囊、经验方随证加减，灵活用药，取得显著疗效。

另总结并强调以全面了解患者全身情况和免疫状态为前提的以药物治疗为主或以手术治疗为主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的重要性及具体

操作事项。  

【关键词】郑伟达；脑肿瘤；中西医结合治疗；慈丹胶囊 

【Abstract】It is usually called as a brain tumor which grows in brain. The incidence of primary brain tumors was 7.5 to 12.5/ 

100,000. Because of the type and location, brain tumors have different symptoms also performed various etiology and pathogenesis. 

Professor ZHENG summarizes the tumors as Yin deficiency of liver and kidney type, liver wind stirring type, Yang deficiency of spleen 

and kidney type, phlegm resistance type, excessive heat in liver and bladder type which are usually treated by expelling 

stasis,Zhenganxifeng, Warming spleen, expectorant meridians, heat purging fire. Professor ZHEGN applied Cidan capsule according to 

symptoms and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Another summary and stresses the importance of drug treatment or surgical treatment of the 

combination therapy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patient's general condition and the immune status of the premise and the specific operational issues. 

【Keywords】ZHENG Wei-da; Brain tumors; Integrated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Cidan caps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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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于颅内的肿瘤通称为脑瘤。原发性脑瘤的发病率为

7.5～12.5/10 万，占全身各部位肿瘤的 1.8%，儿童脑瘤占全身

各部位肿瘤的 7.0%左右。脑瘤可发生于任何年龄，一般在 20～

50 岁发病较多，男女比例大致相等，平均年病死率约为 3/10

万人。成人与儿童在好发部位和类型上有所不同。儿童以小脑

幕下的肿瘤多见，成人则以小脑幕上的肿瘤多见。儿童以小脑

星形细胞瘤、小脑中线的髓母细胞瘤、第四脑室的室管膜瘤、

蝶鞍部的颅咽管瘤为好发类型；成年人则多为大脑的胶质瘤、

脑膜瘤、垂体腺瘤及听神经瘤等[1]。 

对胶质细胞瘤的治疗目前仍以手术治疗为主，但应采用综

合疗法。对术前颅内压增高症状明显者，应给予脱水药物治疗。

晚期昏迷有脑疝表现者，除给予脱水治疗外，应行紧急手术处

理。小脑或脑室肿瘤，脑室大多明显扩大，及时做脑室穿刺放

液可临时解除危险。穿刺后可做持续脑室外引流，待 2～3 d

病情稳定后再作脑室 X 线造影等检查及手术治疗。大脑半球肿

瘤，由于脑室不大，脑室穿刺引流不能使症状有明显缓解，给

予脱水治疗后应立即行造影检查及手术治疗。 

手术治疗应争取早期进行，以免产生严重的神经功能障碍

后难以恢复，并增加手术困难。较良性的肿瘤如星形细胞瘤，

早期肿瘤较小而局限时，可沿肿瘤周围在脑组织内进行剥离切

除，肿瘤位于脑次要部位如额叶前部、颞叶前部或顶枕叶等可

做脑叶切除术。如果肿瘤范围较小或邻近运动区、言语区、脑

干等重要部位，在尽可能保存神经功能条件下，做肿瘤的大部

切除术，有时需同时切除额极或颞极行内减压术。中央回肿瘤

尚无明显偏瘫者，可不切除肿瘤，仅做颞肌下减压术。丘脑部

肿瘤压迫第三脑室造成脑脊液循环梗阻时，可做侧脑室枕大池

捷径术，以缓解颅内压增高症状。由于胶质细胞瘤大多浸润性

生长而不能全部切除肿瘤以达到根治，故应配合放疗、化疗、

中药及免疫疗法等，争取收到较好的治疗效果[2-4]。 

郑教授认为，脑瘤的症状因部位不同、性质不同而各有异。

临床可分的类型较多，但以肝肾阴虚、肝风内动者较多，其中

以胶质瘤、脑膜瘤、听神经瘤为主，转移癌亦多见，痰湿阻络

亦见于胶质瘤、脑膜瘤及转移癌。治疗脑瘤的基本方为伟达 11

号方：夏枯草 30 g，胆南星 10 g，白附子 6 g，半夏 10 g，天

麻 10 g，白僵蚕 10 g，地龙 10 g，全蝎 3 g，钩藤 10 g，蜈蚣 3

条，生牡蛎 30 g，石决明 30 g，白芷 10 g，石菖蒲 10 g，川芎

10 g。 

根据多年临床经验，郑教授将脑肿瘤辨证分型如下：①肝

肾阴虚，肝风内动型。主证：头痛头晕，耳鸣目眩，视力障碍，

恶心呕吐，肢体麻木，失眠健忘，烦躁易怒，咽干颧红，大便

干燥。重则肝风内动，抽搐震颤，舌强失语，昏迷项强，斜视

上吊，舌红少苔，脉弦细而数。辨证： 毒互结，肝风内动。

治则：化 解毒，镇肝熄风。中成药：慈丹胶囊，5 粒/次，4

次/d。参灵胶囊，4 粒/次，3 次/d。复方莪术消瘤胶囊，5 粒/

次，4 次/d。汤药：伟达 11 号方加生熟地黄各 10 g，山茱萸 15 

g，山药 10 g，泽泻 10 g，云茯苓 10 g，菊花 10 g， 牛膝 10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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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芍 15 g，玄参 15 g，枸杞子 12 g，生龟板 20 g，女贞子 15 g，

生赭石 20 g。按语：伟达 11 号方熄风祛痰、通经活络、消瘤

化 ，加女贞子、白芍、玄参以滋阴敛阳； 牛膝、钩藤、生

牡蛎、生龟板、生赭石以潜阳熄风。在上方中尚可加全蝎、蜈

蚣、地龙、僵蚕等，以加强熄风镇肝之效。②脾肾阳虚型。主

证：精神不振，腰膝酸软，形寒肢冷，阳痿不举，气短懒言，

倦怠无力，多饮多尿，肌肤萎软，头晕头痛，目眩耳聋，视力

障碍等，舌淡苔白润，脉细弱无力。此型多见于鞍部肿瘤、颅

咽管瘤及垂体瘤。辨证： 毒互结，脾肾阳虚。治则：化 解

毒，温补脾肾。中成药：慈丹胶囊，5 粒/次，4 次/d。灵芝益

气胶囊，5 粒/次，4 次/d。复方莪术消瘤胶囊，5 粒/次，4 次/d。

汤药：伟达 11 号方加红参 6 g，鹿茸 3 g，熟地黄 15 g，淮山

药 30 g，当归 10 g，远志 10 g，补骨脂 15 g。按语：以伟达 11

号方加温肾补脑，益精填髓之红参，可软坚散结，温补脾肾，

达到抗肿瘤之目的。③痰湿内阻型主证：头痛头晕，目眩耳鸣，

恶心呕吐，视力障碍，肢体麻木，半身不遂，谵妄神昏，舌强

不语，喉中痰鸣，咳嗽痰多，身重倦怠，舌胖苔白腻，脉弦滑。

辨证： 毒互结，痰湿阻络。治则：化 解毒，祛痰通络。中

成药：慈丹胶囊，5 粒/次，4 次/d。复方莪术消瘤胶囊，5 粒/

次，4 次/d。参灵胶囊，4 粒/次，3 次/d。汤药：伟达 11 号方

加陈皮 10 g，威灵仙 30 g，云茯苓 10 g，枳实 10 g，苍、白术

各 10 g，郁金 10 g，竹茹 10 g，瓜蒌 30 g，猪苓 30 g。按语：

以伟达 11 号方合涤痰汤加减，用半夏、陈皮、苍术、白术、

云茯苓健脾燥湿；威灵仙、胆南星、青礞石、瓜蒌祛痰通络；

竹茹和胃；枳实下气，气顺而痰降；石菖蒲、郁金开窍醒脑；

猪苓利湿。如病情较重，可投牛黄清心丸镇惊安神，化痰熄风。

④肝胆实热型。主证：头痛头胀、如锥如裂，喷射呕吐，面红

耳赤，口苦尿黄，便干燥结，唇暗色紫，月经不调，舌暗红或

绛红，苔黄或白，脉弦数。辨证： 毒互结，肝胆郁热。治则：

化 解毒，清热泻火。中成药：慈丹胶囊，5 粒/次，4 次/d。

复方莪术消瘤胶囊，5 粒/次，4 次/d。参灵胶囊，4 粒/次，3

次/d。汤药：伟达 11 号方加生地黄 20 g，赤芍药 10 g，龙胆草

10 g，黄芩 10 g，泽泻 15 g，木通 10 g，牛膝 15 g，栀子 10 g，

当归 10 g，野菊花 50 g，车前草 30 g。按语：以伟达 11 号方

加龙胆草、黄芩、栀子、夏枯草、野菊花泻肝清火，解毒泻热；

生地黄、泽泻、木通、牛膝、车前草导火下行；赤芍、当归活

血化 。 

临床辨证加减用药：脑瘤常合并多种症状。气滞血 者加

桃仁、赤芍、水蛭、虻虫；神志不清者应加苏合香丸、局方至

宝丹；抽搐震颤者加全蝎、蜈蚣、钩藤、天麻、僵蚕、晚蚕沙；

大便燥结者加大黄、芒硝、郁李仁、番泻叶。 

脑瘤良性病例，手术切除可治愈。如属恶性，则手术常取

之不尽，易于复发，故手术后要结合放疗、化疗及中药治疗等。

以伟达 11 号方为基础加减，有熄风祛痰、通经活络之功，消

瘤化 之效。如有颅内压增高症状，需要同时进行脱水或减压

治疗，通过减压术来缓解颅内压力增高，争取时间以进行其他

方法治疗。 

放疗常在以下情况应用：①手术无法彻底切除的胶质瘤，

在手术后可辅以放疗，能延迟复发，延长生存期。②对一些不

能手术的肿瘤，如脑干或重要功能区的肿瘤，放疗成为主要治

疗手段。③对放射线敏感的脑瘤，如髓母细胞瘤，放疗效果较

手术为佳。④垂体癌、松果体瘤可施以放疗。⑤对放射线敏感

的脑转移癌，如来自肺部的小细胞未分化癌，放疗可控制病情，

获得缓解。脑部放疗时应配合中药治疗，以和胃降逆、益气养

阴、健脾利水为主，可减轻放疗毒副反应。化疗药物对脑瘤有

一定作用，近年来，广泛采用卡氮芥（BCNU）和环己亚硝脲

（CCNU），对增殖细胞各期均有作用。由于其具有通过血脑屏

障进入脑及脑脊液的特点，故对脑瘤有效。单用卡氮芥的有效

率为 31.0%～57.0%，环己亚硝脲的作用与卡氮芥大致相同，

但可以口服，对造血功能有明显的延迟性抑制作用。要低温贮

运。卡氮芥常用剂量是 125 mg 溶于葡萄糖液中静脉滴入，连

续 2～3 d 为 1 个疗程；环己亚硝脲口服 80 mg/次，连续服用

2d 为 1 个疗程。用药后 4～6 周如血象正常，可行第 2 个疗程

只用一种药。其他抗肿瘤药物如氮芥、环磷酰胺、噻替哌、消

瘤芥、氨甲蝶呤、长春新碱、皮质激素等，亦均有一定疗效。

化疗期间仍应配合中药，以减轻毒副反应，改善症状，提高疗

效。放、化疗时配用参灵胶囊，5 粒/次，3 次/d；灵芝益气胶

囊，5 粒/次，4 次/d。均可减轻放、化疗之副作用，提高疗效。 

病  案 

患者甲，女，33 岁。患者于 1993 年因突然晕厥，某医院

诊断为颅脑肿瘤，并进行了手术治疗，疗效不显。于 1994 年

进行第 2 次手术并放疗，症状改善甚微。1995 年 5 月 6 日，因

症状加重，在军区总院 CT 检查（15501），诊断：①左额叶皮

层区一高度强化结节约 2.5 cm 大小；②左额叶片软化灶。于

1996 年 1 月 3 日慕名来院求诊。症见：四肢麻木，疲乏无力，

时常抽搐，头晕目眩，耳胀耳鸣，头痛剧烈，甚则呕吐，舌苔

黄，质深红，脉弦数。中医辨证： 毒蕴结，肝阳上亢，肝风

内动。治宜：化 解毒，平肝潜阳，镇肝熄风。方药：①慈丹

胶囊，5 粒/次，4 次/d，口服。扶正固本胶囊，5 粒/次，4 次/d，

饭后口服。癥消癀（癥痛康），1 g/次，3～4 次/d，口服。②汤

药以伟达 11 号方加牛膝 10 g，杜仲 10 g，桑寄生 12 g，茯苓

10 g，龙骨 30 g，益母草 12 g。1 剂/d，分 2 次煎服，以上各药

连服 1 个月。 

二诊（同年 2 月 2 日）：上药服完 1 个月即 1 个疗程，病

情已趋稳定，头痛、呕吐、肢麻、肢颤等诸症已大减，舌苔淡

黄，质红，脉弦。效不更方，以上方药续服 3 个月。 

三诊（同年 10 月 3 日）：服药 3 个疗程症状消失，食欲增

加，精神饱满，人若常人，并能从事工作，再次复查未见病灶，

唯觉口干，腰酸，其余正常，苔薄白，质淡红，脉弦。此为久

病导致肝肾阴亏，治用仙鹤益寿胶囊，5 粒/次，4 次/d，饭前、

睡前口服，以巩固疗效，使其完全康复。 

患者乙，女，33 岁，建筑师。2001 年 9 月，因头痛在上

海瑞金医院 CT 及 MRI 诊断为脑右额叶胶质瘤。肿瘤大小约 5 

cm×4.5 cm×5 cm，穿刺活检报告：脑胶质瘤Ⅱ期。因手术难

度极大，术后复发率高，医院慎于手术，病人经反复考虑，终

于放弃手术治疗，于 2002 年 7 月 3 日来院请郑教授会诊。症

见：头痛头胀，如锥如裂，喷射呕吐，视力模糊，时常晕厥、

肢体抽搐，面红耳赤，口苦尿黄，便干燥结，舌暗红，苔黄，

脉弦数。中医辨证：肝胆郁热， 毒内结。宜清热泻火，解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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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处方：①慈丹胶囊，5 粒/次，4 次/d。参灵胶囊，5 片/

次，3 次/d。癥消癀（癥痛康），1 g/次，3 次/d。②汤药：伟达

11 号方合龙胆泻肝汤加减：生地黄 20 g，赤芍 10 g，黄芩 10 g，

泽泻 15 g，木通 10 g，牛膝 15 g，栀子 10 g，当归 10 g，夏枯

草 20 g，胆南星 10 g，全蝎 3 g，钩藤 10 g，野菊花 50 g，车

前草 30 g，麦门冬 15 g，黄精 15 g，王不留行 9 g，生山楂 12 g，

鸡内金 12 g。治疗 1 个月余，同时配合化疗，上述症状开始减

轻。继续服药后，视力恢复，未再出现晕厥及肢体抽搐。效不

更方，继续服用。患者继续服用上方半年，至今，全身情况良

好，2004 年 1 月复查，CT 示：脑水肿消退，占位效应明显减

轻，已完全恢复正常生活。方女士现正撰写个人抗癌经历《重

生》，以激励更多患者勇敢面对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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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从中医学的角度对刘庆思教授防治原发性骨质疏松的经验进行总结。方法：从原发性骨质疏松症的中医病

名、病因病机、辨证论治、治则治法、防治措施等五个方面进行总结，从而全面地对原发性骨质疏松症进行中医学的再认识。结

果：用刘庆思教授的经验，能够全面阐释原发性骨质疏松症的特点，发病规律和临床防治，并产生较好的临床效果。结论：刘庆

思教授防治原发性骨质疏松症的经验，是中医学防治骨质疏松症的重要贡献。 

【关键词】原发性骨质疏松症；防治；经验；概述 

【Abstract】Objective:To summarize the experience of Professor LIU Qing-si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primary osteoporosis 

in the view of TCM.Methods:This paper summerized from five aspects,including Chinese name of disease osteoporosis,Chinese medicine 

pathogenesis,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and therapies,so as to re-understanding 

of primary osteoporosis.Results:Professor LIU Qing-si experience can comprehensively explai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imary 

osteoporosis, the incidence of the law,clinical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produce better clinical results.Conclusion:The experience of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osteoporosis from Professor LIU Qing-si is the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CM. 

【Keywords】Primary osteoporosis;Prevention and treatment;Experience;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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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思教授是广州中医药大学骨伤科教授，主任医师，博

士研究生导师，广东省名中医，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

承工作指导老师，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医骨伤科学术带头人，广

东省骨质疏松症治疗中心主任。骨质疏松症（Osteoporosis，

OP）是以骨量减少、骨组织微观结构退化为特征的，致使骨的

脆性增加，以及易于发生骨折的一种全身性、代谢性骨骼疾病。

骨质疏松症可分为原发性、继发性和特发性三大类[1]。原发性

骨质疏松症约占骨质疏松症的 90.0%，可分为 2 种亚型，即Ⅰ

型和Ⅱ型。Ⅰ型为绝经后骨质疏松症（ Postmenopausal 

Osteoporosis，PMOP），Ⅱ型为老年性骨质疏松症（Senile 

Osteoporsis，SOP）[2]。在原发性骨质疏松症防治方面，刘教授

在继承历代医家的基础上，结合自己数十年的工作经验，提出

了自己的中医药理论体系。现概述如下。 

1   关于中医的病名 

查阅历代中医药文献，与骨质疏松症相似的疾病有“骨

枯”“骨蚀”“骨痹”“骨痿”等。刘庆思教授根据相关描述

及其病因病机分析后提出，骨质疏松症应该归属于中医“骨痿”

的范畴。 

2   关于中医的病因病机 

刘庆思教授根据传统的中医理论，结合长期的临床经验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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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原发性骨质疏松症的发生主要与肾虚、脾虚、血 三个因

素有关，其中肾虚是本病的主要病机。 

2.1 肾虚是原发性骨质疏松症的主要病机 

刘庆思教授认为，不论从生理上、病理上，骨骼与肾都是

有密切关系的。《素问•六节脏象论》中说：“肾者，封藏之本，

精之处也，其华在发，其充在骨”。即所谓：肾藏精，主骨。

所以肾虚必然会引起骨骼的异常。肾主宰人体的生长、发育、

生殖和妇女的月经潮止。《素问•上古天真论》中关于女七、男

八为基数递增的增龄性变化，充分说明人体的生、长、壮、老、

已，以及齿、骨、发的生长状况与肾气的盛衰直接相关；七七、

八八以后，肾精随着年龄由盛转衰，而不能滋养骨髓，其主骨

生髓功能渐渐败落，终至生骨不能，导致髓不养骨，这是骨质

丢失的基本病因。所以原发性骨质疏松症的发病与肾之精气亏

虚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肾虚是绝经后骨质疏松症的主要病

机。 

2.2 脾虚是本病的重要病机  

肾所藏之精包括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先天之精秉受于父

母，主生殖繁衍；后天之精来源于脾胃化生的水谷精微，主生

长发育。骨与脾胃二脏关系密切，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

本；肾精依赖脾精的滋养才能源源不断得以补充。若脾不运化，

脾精不足，久则会致肾精乏源或肾精亏虚，骨骼失养，则骨骼

脆弱无力，必致骨质疏松症的发生。 

2.3 血 是本病的促进因素 

血 与衰老也密切相关。“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肾主

骨生髓，髓生则“精血互化”，血液运行濡养，赖肾精元气的

蒸腾气化推动。若肾精不足，可致三焦气化不利，血失流畅，

脉道涩滞乃至血 ；国内学者在对衰老机制的研究中，充分认

识到 在衰老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认为肾虚是衰老的主要机

制，而 加速了这一过程。这与《灵枢》在论述“不尽天年”

的原因时，除有“五脏不坚”等虚的原因外，还有“脉不通”

（即血 ）的原因的观点基本一致。肾虚与血 互相促进，从

而促进骨质疏松的进一步加重。 

所以刘庆思教授认为：肾气虚，机体功能衰退，易受外邪

侵袭，使经络不通、气血不畅，导致血 形成。血 则气血周

行不畅，营养物质不能濡养脏腑，进一步引起脾肾俱虚而加重

症状。肾虚与血 互相影响，进一步促进了原发性骨质疏松症

的产生。 

3   关于辨证论治 

刘庆思教授辨证论治强调“三个理论”“三个观点”“三个

部位”“四个证型”“五大症状”“六大病机”和“八个靶点”。 

3.1 三个理论 

①肾主骨理论：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生髓，与

生殖、内分泌、性腺系统密切相关，肾的生理过程与骨的旺、

盛、平、衰有极大的相关性，“骨痿”其标在骨，其本在肾。 

②脾肾相关论：脾为“后天之本”，主运化、腐化水谷精

微，脾气散精，上输于肺，下归于肾，脾肾相互促进、相互依

存，常有“脾肾同病”之说。脾肾虚弱是骨质疏松症的主要病

机之一。 

③血 论：骨质疏松症患者脏腑功能失调，经气不利，影

响气血运行，导致经络气血运行不畅，出现疼痛、功能障碍。

血 可致气血运行障碍，营养物质不能濡养脏腑，引起脾肾俱

虚而加重症状。 

3.2 三个观点 

①辨证观：八纲辨证、脏腑辨证、气血辨证、三焦辨证、

经络辨证是中医诊治疾病的根本法则，刘教授认为骨质疏松症

的中医治疗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除了重点辨别虚、 等以外，

还要结合其他兼证进行辨证施治。在诊疗中在充分把握病情的

基础上，强调要做到“辨证、辨病、辨体”有机结合，充分发

挥中医诊疗的特点，做到环环相扣以提高疗效。 

②整体观：内外、上下、阴阳、表里、经络、气血均相互

关联，使人体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它们互相牵连、互相促进、

互相制约，使人体构成具有复杂功能的整体。骨质疏松症的治

疗既要针对骨骼局部的治疗，还要考虑病人全身的变化。 

③平衡观：正常机体内存在矛盾的两个方面，即阴阳、寒

热、内外、表里。正常情况下，他们相互平衡，维持身体的健

康状 ；但在某些因素影响下，出现偏盛或者不足，导致机体

内在因素失衡，产生疾病。刘教授认为，治病的目的是调和阴

阳，调整机体内环境，使之达到新的平衡，以恢复机体的正常

功能。 

3.3 三个部位 

骨质疏松症的病变主要部位在肾、脾、经络，其次在肝、

气血。 

3.4 四个证型 

目前国内学者对于原发性骨质疏松症的中医辨证分型的

方法众多，尚无统一的标准。刘庆思教授根据多年来治疗本病

的临床经验，及对本病病因病机的系统分析，将原发性骨质疏

松症分为四个证型：肾阳虚衰型、肝肾阴虚型、脾肾阳虚型、

气滞血 型，四型中以肾阳虚衰型患者多见，占 80.0%左右。 

3.5 五大症状 

刘庆思教授根据临床观察总结，将原发性骨质疏松症的主

要症状归纳为： 

①疼痛：是骨质疏松症 主要和 早被察觉的症状，疼痛

的特点是隐痛、刺痛、烧灼痛。其中，隐痛是由于骨质疏松引

起的；刺痛是由于微骨折引起的；烧灼痛是由于骨质疏松骨折

引起骨骼变形、神经组织受压引起的。 

②骨折：是骨质疏松中后期常见的并发症，此类骨折往往

不需要严重的外力就能够产生，也可因用力过度或轻微外伤所

致。骨折常见的部位有脊椎、髋部、桡骨远端。 

③身高降低：是由于脊柱（胸腰椎）骨质疏松导致椎体压

缩，椎体高度降低，再加上椎间盘萎缩而形成。 

④胸廓变形：是由于胸段椎体压缩，椎体后凸畸形，胸廓

变形；以及老年人肺功能随着年龄增加而下降，可伴随胸闷、

气短、呼吸困难等症状。 

⑤腰膝无力：主要是因为骨质疏松患者的腰椎椎体强度下

降、椎体及椎间盘退变，引发椎管狭窄、神经根受压，从而引

起腰膝无力。刘庆思教授认为这是骨质疏松症腰膝部位病症的

特点，主要表现为双下肢酸软，行平路尚可，上下楼困难，但

下肢关节活动自如。 

3.6 六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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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教授认为骨质疏松症是一个以全身症状为主，与多学科

有关、多种病因交叉、涉及多脏器的复杂疾病。他精辟地将原

发性骨质疏松症总结为：具有多虚（肾虚、脾虚、肝虚、气虚、

血虚）、多 （气滞血 、痰湿阻隔、湿热 阻）、多因（肾虚、

脾虚、血 、精枯、津亏、气虚、血虚、经络 阻）、多果（疼

痛、骨折、驼背、胸廓变形、身高降低、呼吸功能障碍）、多

系统（骨骼系统、内分泌系统、泌尿系统、生殖系统、呼吸系

统、免疫系统）、多脏器（肾、脾、肝、肺、经络）的综合证

候群的特点。 

3.7 八个靶点 

刘庆思教授认为，骨质疏松症的防治，必须对准八个靶点，

即：提高技术水平、抑制骨吸收、促进骨形成、增强肠钙吸收、

延缓细胞凋亡、改善骨骼结构、提高骨质强度、调节机体内环

境。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刘教授进一步提出，“理论为导、药

性为用”的组方原则，根据中医理论辨证用药的同时，也要针

对这八个靶点进行选药。这样才能做到“证治一致，证药对应”，

从而达到“有的放矢，箭无虚发”的效果。 

4   关于中医治则治法 

刘庆思教授认为中医治疗疾病必须遵守理、法、方、药的

原则。通过对原发性骨质疏松症的病机分析，确定了从“虚、

”论治的机制；在此基础上，根据“实则泻之，虚则补之”

的治疗原则，创造性地确立了原发性骨质疏松症的治疗方法

“补肾壮骨、健脾益气、活血通络”，从而为骨质疏松症的处

方用药立下了规矩。 

5   关于骨质疏松症的防治 

5.1 提出了原发性骨质疏松症的防治原则 

①终身治疗原则：即原发性骨质疏松症的治疗具有长期性

与终生性。刘庆思教授认为骨质疏松症是生理性和病理性先后

或同时交叉出现的一种疾病。生理性骨质疏松变化，是正常人

骨高峰期后的骨质一种变化趋向；病理性骨质疏松，是在生理

性骨质疏松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由于外界环境或体质因素，出

现疼痛、骨折、腰膝无力等病理现象。但在病理性骨质疏松急

性症状缓解后，生理性的骨丢失依然存在，所以骨质疏松的治

疗应遵循终身治疗的原则。 

②防治结合：骨质疏松症是一个无声无息的流行病，早期

预防极为重要。预防要从小儿开始；做到早发现、早治疗。由

于骨质疏松症的病情复杂、病程长，所以预防与治疗必须有机

结合，才能达到理想的治疗效果。刘教授指出：“生理性的变

化以预防为主，病理性的变化以治疗为主”。而生理性与病理

性变化往往交替出现，因此必须采取防治结合，这是骨质疏松

症 重要的治疗原则。 

③个体化：根据病人的绝经年龄、症状、生活习惯及居住

条件等各方面情况进行全面分析、归纳、辨证论治。 

④综合治疗：由于骨质疏松症病因较多、病机复杂、病情

缠绵、并发症多，所以治疗时除应用药物治疗外，还要配合理

疗、按摩推拿、营养疗法以及功能锻炼等非药物疗法。 

5.2 提出了原发性骨质疏松症的中医治疗用药原则 

①绝经后骨质疏松症（Ⅰ型、高转换型）的治疗宜选择补

肾填精、强筋壮骨的中药提高性腺功能。 

②老年性骨质疏松症（Ⅱ型、低转换型）的治疗宜选择滋

补肝肾、培补气血、温经通络的中药增强细胞活性和功能，以

促进骨形成，提高骨量，降低骨折发生率，改善生存质量。 

③针对靶点选药的原则：针对骨质疏松症防治的八个靶

点，从而达到“药到病所”的目的。 

5.3 创立原发性骨质疏松症的经典名方–补肾健脾活血方（骨康） 

刘庆思教授根据以上的理论，以“补肾壮骨、健脾益气、

活血通络”为治疗方法，根据多年临床经验研究总结，创立防

治骨质疏松症的经典名方—补肾健脾活血方（骨康），并已研

制成口服液用于临床。本方在我院近 10 余年的临床使用中疗

效显著。 

药理学研究证明，该方组成药物大多为对性腺功能减退有

明显改善作用的中药，此是本方组方的成功之处。经过大量的

临床观察及动物试验，已经证明骨康可以提高骨矿含量，改善

骨生物力学，降低骨转化率，对骨骼有双向作用。 

因此，刘教授认为中医药防治骨质疏松症机制，既不同于

目前临床上常用的抑制骨吸收的药物，也不同于促进骨形成类

药物，而是标本同治，通过对机体全身性的调节作用，达到纠

正机体激素失衡和负钙平衡作用的功效，从而影响骨吸收和骨

形成间偶联。这是本方的优势所在。 

5.4 提出了指导教育的具体措施 

刘庆思教授强调对骨质疏松症患者进行配合治疗的指导

教育。①合理饮食：骨质疏松症患者要多进食营养、含钙食物，

如牛奶、豆类，且应饮食有节、五味调和。②进行有氧运动，

如太极拳、八段锦等。适当运动则气血运行通畅，筋脉强健则

骨髓有所滋养，能防止骨量的丢失，防止骨质疏松症的发生。

③指导患者戒烟，不酗酒。④对形寒肢冷，腰膝酸软属肾虚者，

嘱其在冬天注意保暖，治疗时配合热敷和理疗。⑤老年肥胖患

者，嘱其应重点进行减肥，以防跌倒而发生骨折。⑥对重体力

劳动者，嘱其注意劳逸结合，防止不合理的过度用力，造成脊

椎椎体压缩骨折。⑦对骨质疏松性骨折患者，在其整复固定后，

应早期指导功能锻炼，以防止骨质疏松的继续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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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淤积性皮炎是下肢静脉曲张引起的皮肤营养代谢障碍性疾病。庞鹤教授根据传统中医理论并结合自身多年临床经

验，认为血虚风燥、湿浊毒蕴是该病的共同病机，其病性属本虚标实、因虚而实，表现为虚实夹杂。辨证上主张脏腑气血与局部

辨证相结合；主要分为湿热毒蕴证、瘀热毒蕴证、寒闭热郁证、阴虚血燥证。治疗中重视调节脏腑功能、调和气血、扶正祛邪并重。 

【关键词】淤积性皮炎；中医药疗法；名医经验；庞鹤 

【Abstract】Stasis dermatitis is the metabolic disorder on skin nutrition caused by varicose veins of lower extremities. Based on TCM 

theories combined with clinical practice, Professor PANG He takes the view that blood deficiency and wind dryness and dampness turbid is 

common of the pathogenesis of the disease. This disease has asthenia in origin and asthenia in superficiality and the excession due to the 

deficiency with combined deficiency and excess symptoms. It can be treated based on differentiation of zang-fu and Qi, blood integrated 

with local differentiation. This disease can be divided into 4 types including heat-dampness pattern, heat stasis pattern, coldness with heat 

depression pattern and Yin deficiency and blood heat pattern which is treated by regulating organic functions, Qi and blood and 

strengthening the body resistance to eliminate pathogenic factors. 

【Keywords】Stasis dermatitis; TCM therapy; Experiences of well-known doctor; PANG H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5.27.003 
 

淤积性皮炎是由于下肢静脉曲张引起的小腿湿疹样表现，

又称静脉曲张性湿疹，是静脉曲张综合征中常见的临床表现[1]。

现代医学认为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致使下肢静脉血液回流

不畅和倒流，形成下肢静脉曲张，静脉淤血，血液含氧量及营

养成分减少，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局部组织发生代谢障碍，

从而引起的小腿皮肤炎症[2]。本病病程较长，易反复发作，迁

延不愈，形成慢性溃疡。庞鹤（1952-），男，教授，博士生导

师，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主任医师，第五批全国老中医专

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师承刘渡舟、苏宝刚等名老中

医，擅长辨证治疗内科杂病及周围血管疾病。笔者有幸师从庞

鹤教授学习，获益颇多，现就其治疗淤积性皮炎经验浅介如下。 

1   病因病机 

淤积性皮炎属中医外科疾病“湿疮”“湿毒疮”或“下

注疮”范畴。明《疮疡准绳•胫部•下注疮》中说：“下注疮亦

名湿毒疮，因脾胃湿热下注，以致肌肉不仁而成疮也。”明《外

科理例》云“大凡下部生疮，虽属湿热，未有不因脾胃虚而得

之。”庞鹤教授认为淤积性皮炎多是由于先天禀赋不足，加之

后天久立久站，劳倦伤气，或年老体虚，脏腑虚弱，导致气虚

不能行血，血壅于下，津液不行，聚湿化浊；湿性趋下，流于

血脉，血脉为之虚涩则血 ，营气不从，久则血行不畅，淤积

于下，致筋脉聚结，青筋盘曲；湿邪痰浊聚于筋脉，日久化毒，

损伤经脉，则下肢浮肿、局部沉重酸胀；浊毒血 阻滞经络，

则皮肤色暗发紫、肢体麻木；浊毒血 久阻于筋脉肌肤，淤血

不去，新血难生，逆于肉理，出现发热、灼痛，以致出现溃疡

久之阴血亏虚，肌肤失于濡养，化燥生风，故出现肌肤瘙痒，

色素沉着，糜烂，乃至溃疡。 

2   辨证论治 

2.1 脏腑气血与局部辨证结合 

淤积性皮炎病是临床常见病，但缺乏规范研究及诊疗手

段，医务人员重视不够，多数患者未到专科治疗，易被误诊，

使病情加重。该病临床表现虽以下肢局部病变为主，但与整体

脏腑气血失衡有关。庞鹤教授主张临证时应脏腑气血与局部辨

证相结合。脏腑辨证包括心、肝、脾、肺、肾五脏。心主血脉，

心气是推动血液循行的原动力，下肢筋脉聚结，脉络 滞，伴

心悸、乏力，多与心功能病变有关；肝主筋，主疏泄，下肢青

筋盘曲，伴胸闷、善太息，往往与肝气不疏，筋脉失养有关；

《黄帝内经》云“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脾主运化、主升清，

下肢出现肿胀、困重，甚则胀痛，伴神疲乏力、腹胀、便溏，

多与脾气不足，清阳不升，浊气聚于下有关；肺主气，调节卫

气，润泽肌肤以卫外；肺通调水道，布散津液，下输肾与膀胱，

下肢水肿，伴气短、咳嗽，呼吸不利，多与肺气不宣，通调失

常致水液停滞有关；肾主水，主津液，是调节水液代谢的主要

脏器，下肢水肿较重，伴腰酸肢冷，多与肾气不足致水津失布，

湿邪泛溢有关；局部辨证包括病变部位、皮肤颜色、皮温情况、

有无疼痛、有无溃疡等。如本病多生于小腿内外侧，生于外者

多由于三阳经湿热结聚，生于内者多由于三阴经亏虚，湿毒下

注。下肢筋脉迂曲扩张，肤色紫暗，肌肤瘙痒，乃至溃疡，多

于诸脏虚衰，气血亏虚，湿邪阻滞，血行不畅， 积于下，

血不去，新血难生，久则肌肤筋脉失于濡养有关。 

2.2 调和脏腑气血与祛邪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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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积性皮炎虽病因复杂，但其主要以气、血、阴、阳不足

为本，痰、湿、 、热、浊化毒阻络为标。《素问•阴阳应象大

论》云：“血实者宜决之。”《素问•至真要大论》云：“疏

其气血，令其调达，而致和平。”故根据病证采取补、祛、化、

通之法，从而达到顾护正气，湿化毒消，局部血脉通畅，邪去

正安之目的。 

2.3 重视减轻静脉压力及预防、调护 

淤积性皮炎的发生，主要是由于静脉高压持续存在所致，

故要求病人经常抬高下肢于休息体位以减轻静脉压力，尽量避

免外伤、久站、久坐；穿着合适的减压袜；避免用热水泡脚；

适当散步和锻炼促进静脉回流。对于临床表现以瘙痒为主的患

者时，应当先治痒，防止患者因搔痒抓破而形成外伤，使疾病

发展为臁疮，或使臁疮加重。 

2.4 分型论治 

淤积性皮炎症状表现为皮肤局部水肿、红斑、瘙痒、糜烂、

结痂或感觉异常等自觉症状[3]。庞鹤教授认为其病性总属本虚

标实、因虚而实，表现为虚实夹杂，其中血虚风燥、湿浊毒蕴

是该病的病机共性，故临证时常以经验方养血祛风止痒汤为基

本方辨证加减治疗。基本方药物组成包括银柴胡、桂枝、白芍、

当归、白蒺藜、白鲜皮、荆芥、蝉蜕、徐长卿、生何首乌、五

味子、炙甘草。方中当归、白芍养血润燥止痒；银柴胡凉血止

痒；白鲜皮、徐长卿清热解毒、除湿止痒；生何首乌除湿消痹、

解毒止痒；荆芥、蝉蜕、白蒺藜祛风止痒；桂枝温经通阳，化

气利水；五味子酸收止痒，散中育收。临床主要分为以下中医

证型。 

2.4.1 湿热毒蕴证 

患肢肿胀、沉重，局部色素沉着，漫肿灼热，泛发湿疹，

痛痒时作，臁疮疮面色暗或渗出浓水，伴口渴，便秘、溲赤，

舌红苔薄黄腻，脉弦滑。治以清热解毒，祛湿止痒。药物主要

选用基本方加苍术、黄柏、苦参、连翘、金银花、蒲公英、虎

杖、土茯苓等，清热解毒，祛湿止痒。此阶段治疗，用药需注

意“温清并用”。湿 浊毒蕴结，易郁而化热，热盛则腐肉化

脓，故此时若用药过于温热，则易犯助热之弊。湿浊又为阴邪，

与 血相搏结，蕴蓄不解，若用药过于苦寒， 浊则更为凝结

不散。因此，在清热解毒药的选用苦寒之药时须加以辛凉透散

之药，如金银花、连翘等，使诸药寒而不凝。在用清热解毒药

时，亦当配伍活血化 、温经通脉、祛湿泄浊药，使 浊能“消

而去之”。如热毒更甚，见臁疮瘙痒破溃，脓性渗出物色黄量

多，局部皮肤红肿者，当加强清热解毒之力，常用加减药为黄

芩、黄连、黄柏、虎杖、大血藤、土茯苓、白花蛇舌草等。 

2.4.2 热毒蕴证 

患肢青筋隆起，肤色紫黑质硬，皮温升高或自觉局部灼热，

舌紫暗或 斑，脉滑数。治以凉血活血，祛湿解毒。药物主要

选用基本方加栀子、牡丹皮、泽兰、茜草、紫草、紫花地丁等

凉血活血、清热解毒；血热重者，可再加犀角地黄汤或白虎汤

加减。如见局部皮色 暗或暗红，皮肤质硬，或疼痛等 热互

结的患者，则当选用虎杖、大血藤等清热解毒，活血散 止痛

之品；如见局部分泌物量多，苔白厚腻的患者，则可用黄柏（配

苍术，二妙散之意）、虎杖、土茯苓清热解毒利湿，合白芷、

皂角刺等燥湿、化湿、排脓之品；如热毒重者，则可再加白花

蛇舌草，取其清热解毒力强，且兼利湿之功。 

2.4.3 寒闭热郁证 

下肢肿胀，沉重，肤色紫暗，小便不利，或发热恶风，舌

淡苔白，脉沉。治以疏风泄热，活血祛湿，药物主要选用基本

方加麻黄、石膏、白术、生姜等，取越婢加术汤之意。麻黄宣

降肺气，祛风寒表湿；石膏清内郁之热，制约麻黄发汗作用；

生姜温胃散水，使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白术祛肌肉之

湿，并转输脾精，使“脾气散精，上归于肺”。诸要合用，标

本同治，肺脾同调，共奏疏风泄热，活血祛湿之功。这种类型

在临床较少见。 

2.4.4 阴虚血燥证 

病程日久，局部肤色紫暗，粗糙、干燥、脱屑，皮肤增厚，

呈苔藓化损害，瘙痒较剧，舌红少苔或无苔，脉沉细。治以滋

阴清热、养血润燥。药物主要选用基本方加生地黄、麦冬等养

阴生津药。庞鹤教授认为对于阴虚血 的患者，其阴血不足，

不能行，如同肠燥津亏，便结不行之理。故治当加养阴增液

之品，以“增血行 ”；如兼虚热者，则可在凉血活血，养血

息风的基础上，合竹皮大丸加减。 

3   临床验案 

患者甲，女，53 岁，2013 年 2 月 5 日就诊，右小腿皮肤

发红、灼热、瘙痒 1 个月。既往下肢静脉功能不全病史 5 年，

下肢静脉曲张病史 2 年。查体：心肺腹（－），双下肢浮肿（＋

－），右小腿交通支部皮肤红肿，皮温略高，局部皮疹，粗糙，

舌紫暗，苔薄白，脉滑。双下肢血管彩超：双下肢静脉曲张，

静脉瓣膜功能不全。中医诊断：湿疮，证候诊断：血虚风燥、

湿热毒蕴、肌肤失养，西医诊断：①双下肢静脉功能不全，②

双下肢静脉曲张、右小腿淤积性皮炎。治法：养血润燥，祛风

止痒，祛湿解毒。处方：银柴胡 15 g，桂枝 15 g，白芍 15 g，

当归 15 g，白鲜皮 15 g，荆芥 15 g，蝉蜕 15 g，五味子 15 g，

徐长卿 15 g，白蒺藜 20 g，何首乌 15 g，炙甘草 10 g，苦参 12 

g，土茯苓 15 g，泽兰 15 g，金银花 15 g，苍术 12 g，赤芍 15 g，

三七 9 g，丹参 9 g，连翘 20 g，赤小豆 15 g，川芎 9 g，黄柏

12 g，7 剂，配方颗粒，冲服，1 剂/d。2013 年 2 月 12 日复诊，

右小腿红肿减退，瘙痒消退，舌紫，苔薄白，脉滑，前方去泽

兰，加土鳖虫 6 g 继服。至 2 月 19 日，诸症减退，瘙痒愈，继

续治疗其下肢静脉病变，巩固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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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脑心同治”理论是基于中医整体观、异病同治、脑心同源、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发展而来，是经临床检验和实验

室研究证实的具有科学性和先进性的创新理论。本文通过气血理论，心主血脉为指导，中医理论对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防

治理论阐述，结合脑心同治方的分子机制和靶标网络以防治动脉粥样硬化为基础，行气活血，疏瘀通络，多成分，多靶点联合调

节来发挥药效作用，降低心脑血管病的发病率、致残率、致死率，实现该类疾病从治疗走向预防。随着中西医结合更加广泛和深

入的研究，该理论也将不断的完善和发展，可为防治心脑血管类疾病提供更多的指导和解决方案。 

【关键词】脑心同治；异病同治；动脉粥样硬化 

【Abstract】The theory of Noaxin Tonzhi is based on the overall concept and theoretical basis of TCM for evolved different diseases,. 

The clinical examination and laboratory studies confirmed the scientific and advanced innovations. In this paper, the theory of qi and xue, 

heart as the guidance of TCM theory, combining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and target therapy, can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morbidity, mortality, to prevent such diseases. With progressing of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the theory will 

continue to be improved and developed, for more guidance and solutions of 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diseases. 

【Keywords】Noaxin Tonzhi; Different diseases; Atheroscleros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5.27.004 
 

随着社会经济和物质发展水平的提高，心脑血管病的发病

率和病死率在逐年增加，这两种疾病同属循环系统类疾病。它

们有着诸多相同的危险因素和相似的发病机制，不少医家对经

典文献进行挖掘和整理总结，逐渐形成了“脑心相关”学说[1]。

在中医学辨证论治的理论指导原则下，以同病异治，或者异病

同治的方法来进行临床诊治。心脑血管类疾病的发病部位虽然

不同，但是临床上常采取相同的治疗方法，达到了良好的治疗

效果，这为脑心同治提供了依据。现代医学认为动脉粥样硬化

是引发脑卒中和冠心病共同病因，因此，预防和治疗动脉粥样

硬化为“脑心同治”治疗方法提供了现代医学理论依据[2]。赵

步长教授率先提出并创立了“脑心同治”理论，是为了切实降

低心脑血管病的发病率、致残率、致死率，实现该类疾病从治

疗走向预防，是经临床检验和实验室研究证实具有科学性和先

进性的创新理论。 

“脑心同治”强调中医整体观和异病同治的观念，以脑心

同源、脑心同病为主要依据，正谓“元神在脑，识神在心，心

脑息息相通”，脑与心同为神明之府，是共主血脉，血脉相通

的，故传统医家认为“一处神明伤，则两处俱伤”[3]。张锡纯

在《医学衷中参西录•痫痉癫狂门》指出：“心脑息息相通，其

神明自湛然长醒”。现代中医理论研究认为：心为五脏六腑之

大主，“心主神明”是对“精神-神经-内分泌-靶器官” 重要

的机体调控网络的整体概括和对中医学整体观念、五脏相关性

的重要体现[4,5]。中西医结合“脑心同治”可在相同的治疗思路

和方法下，在治疗脑血管病时，兼顾心血管病的防治；在治疗

心血管病的同时，也对脑血管病进行防治。因而，“脑心同治”

观点的提出，标志着心脑血管病的治疗已由单纯“治脑”“治

心”转入“脑心同治”时代[6]。 

1    “脑心同治”中医理论基础研究 

1.1 气血理论与“脑心同治” 

“脑心同治”以气血为基础，体现了“异病同治”的科学

内涵，为心脑疾病的防治策略提供了指导和新的思路。“气为

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能够生血、行血并能摄血，而血也

能载气、养气。若气虚则血液化生乏源，无力推动血液运行，

日久发为血 ；气血失调为百病之始［7］，气血失调为百病之机。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心生血”，血液是神志活动的

物质基础，血液充沛为心脑共主神明提供了物质保障。心脑血

管疾病同脉络关系密切，《临证指南医案》云：“痛久入血络，

胸痹而痛。”清代名医叶天士提出“久病入络，久痛入络”的

病机观点，创立了“辛味通络”“络虚通补”等治疗方法[8]。王

永炎院士[9]等在实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 毒阻络是中风的病理

基础，因此，调和气血的治疗方式是“脑心同治”的基本原则。 

心、脑血管疾病有共同的病因病机，它们均是以阴阳、气

血亏虚为本， 血、痰浊、气滞为标。因此，可采用补气、活

血等调理气血的治疗方法来进行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而补

阳还五汤是补气活血的代表名方[10]，该方以黄芪为君药，重用

黄芪，补气固本，桃仁、红花、赤芍，具有活血化 的效用，

当归尾、川芎，能养血行气，地龙具搜剔经络之功，使得 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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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通，达到气足，血行不滞， 祛的治疗目的。赵步长教授以

此经典名方为基础，结合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无数次的总结实

践， 终研制出“脑心通胶囊”，脑心通胶囊依然重用黄芪，

作为君药，大补元气，再加上当归、川芎等活血药与君药黄芪

相配伍使得补而不滞，利用虫类药具有的善走搜剔的特点，以

桑枝、桂枝为引药直达病灶，具有益气活血、温经通脉的作用，

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化 通络，心络，脑络皆通，发挥了脑

心同治的治疗作用，临床上主要应用于气虚血滞，脉络 阻所

致的中风和胸痹等症。“脑心通胶囊”的创制把握了补阳还五

汤的组方配伍精髓，是基于气血理论中气与血的相互作用和联

系，扩大了补阳还五汤的应用范围，为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治提

供了新的策略。“脑心同治”理论是气血理论的具体展现，以

气血失衡作为切入点来研究心脑血管疾病的病机，能够更加准

确的辨证施治，从而为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提供更为有效的诊

疗方案[11,12]。 

1.2 心主血脉与“脑心同治” 

血脉是神志的基础，只有心主血脉功能正常，心气充沛，

心血充足，血运通畅，脑窍得养，脑才与心共主神志。心神明

伤累与脑，脑神明伤困与心。神志功能失常可通过脑心同治来

治疗。中医理论通过经络把五脏六腑奇恒之府与形体相连成有

机整体，组成调节人体功能的特殊网络系统。“阴平阳秘，精

神乃治”，人体以神经体液系统为主要基础，经络调运气血，

气血平衡有赖心主血脉功能正常，心主血脉功能异常导致阴阳

失衡，造成气滞血 ，心脉痹阻，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经络功

能下降，气血不足，濡养脏腑功能缺失，导致心脑血管疾病发

生[13,14]。 

脑心同治用药关键是调节心主血脉的功能，血行不利，阻

停脉道，造成 血，久之化蕴，以为“ 毒”，形成动脉粥样

病灶，故对心脑血管疾病以元气虚为本， 毒痰为标，可行益

气活血，化 通络祛痰之法进行治疗。现代医学发展提出的多

成分，多靶点，多网络药物治疗与中医整体观念调和脏腑，平

衡阴阳相一致，脑心同治体现了异病同治，未病先防，既病防

变的治疗理念[15,16]。 

2    “脑心同治”现代医学理论依据研究 

2.1 高血压与“脑心同治” 

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控制血压能

够极大的降低心脑血管发病和死亡风险。高血压病机以虚为

主，虚实夹杂，机体气血不足，使络脉失养，鼓动无力，形成

脉络 阻。当阻于心脉、脑络时，造成胸痹和眩晕等症。由于

心、脑等脏器的持续病变，造成气血津液的运行、输布不畅，

引发神经—内分泌调节的异常，并 终导致血压波动[17]。高血

压因心肾阳气亏虚，脑心供血不足，脉络 塞，正常生理活动

不能维持，高血压病早期主要累及全身细小动脉，使得全身细

小动脉渐变硬化，这些病理情况的改变是导致脑卒中和心肌梗

死的主要发病原因，因此，临床上预防和治疗动脉粥样硬化是

平稳血压和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根本，这也是应用脑心同治理

论来治疗高血压科学性的现代医学理论依据[18]。临床治疗高血

压将脑心同治理论结合辨证施治的指导原则，心脑同治，心肾

同调，肝肾同养[19]，可平稳血压，并能保护和治疗靶器官，体

现了标本兼治、治未病的中医药的整体观念和先进性[20]。 

2.2 血脂异常与“脑心同治” 

血浆中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和低密度脂蛋白

（LDL-C）增高同时高密度脂蛋白（HDL-C）减少是为血脂发

生异常，血脂异常是心肌梗死和脑卒中等致残、致死性动脉粥

样硬化引发此类疾病的重要独立危险因素[21,22]，临床研究表

明，采取积极的降脂治疗对冠心病及卒中一、二级预防有极大

获益[23]。LDL-C 颗粒微小却十分的致密，它很容易穿过动脉壁，

沉积于动脉内膜，并潴留于动脉壁细胞外基质，易氧化形成

OX-LDL，通过刺激巨噬细胞摄入脂质形成大量的泡沫细胞，

并能够通过刺激纤维连接蛋白（FN），血小板由来生长因子

（PDGF）和转移生长因子（TGF-B）的分泌表达[24]，来促进

血管内皮细胞基质的合成，动脉发生粥样硬化。硬化斑块脱落

激活了血液凝固系统，血液凝聚形成了血栓，阻塞了血管，从

而导致了心肌梗死或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TG 本身

就有强大的致动脉粥样硬化作用，可使 HDL 降低，LDL 升高
[25]。因此，临床上要有效地防治脑卒中，关键是要积极的降低

血液中的 LDL-C 水平[26,27]。 

脑心通胶囊是基于脑心同治理论基础上研发的具有良好

的调节血脂功能的中成药，该药组方中水蛭、地龙、全蝎等虫

类药物成分含有大量的血栓溶解因子（BDF），可溶解血栓；

黄芪对血管内皮细胞、血管平滑肌细胞具有保护作用；川芎具

有抗凝、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保护血管内皮、抗氧化和钙

拮抗及通过调控 NF-κB 通路来抑制炎症反应的作用[28]；丹参

及其有效成分具有降血脂，抗氧化、抗凝血和抗炎等多种途径

抗 AS[29]，脑心通胶囊各组分联合发挥作用下调 MCP-1 的基因

表达水平[30]，减少巨噬细胞进入内膜导致的泡沫细胞形成，降

低血清 TC、TG、LDL-C 和 CRP 蛋白，消除脂核内脂质，发

挥良好的调脂作用[31]，并通过增加斑块机械稳定性，改善缺血，

从而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32-34]。 

2.3 糖尿病与“脑心同治” 

近年研究表明靶器官损害与 2 型糖尿病患者预后密切相

关，其中心脑血管系统并发症是造成 2 型糖尿病患者死亡的重

要原因。糖尿病对中枢神经和心血管系统的损伤表现为认知功

能下降和内皮功能紊乱、急性心血管事件等。糖尿病与中医学

“三渴”之三消症证候类似，总属阴虚燥热，炼液为痰，血脉

滞，痰 阻络，蒙蔽心窍，脑脉闭阻或血溢脉外，发为中风，

病久而致胸痹心痛、眩晕、中风[35]，造成脑心同病。西医理论

研究表明中枢神经系统通过交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控制胰腺、

肾上腺和肝脏对血糖的调控，脑杏仁核可以通过“H-P-A 轴”

调控心血管系统和血糖的变化，进一步说明了脑心同源[36-38]。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干预神经系统和心血管系统运用“脑心同

治”理论来治疗改善糖尿病症状及其预后。 

2.4 分子机制，靶标网络与“脑心同治” 

陈迪等[43]以步长脑心通方研究对象，结合网络分析方法的

基础，利用聚类和关联规则来进行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掘，对比



 
-10-                                                           Clinical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2015  Vol.(7)  No.27

其在冠心病和中风病的不同疾病相关网络，探讨了“脑心同治”

的相关分子机制。结果表明，步长脑心通方的主要成分同时作

用于 APOB、APOE、APOA1、LPL、LDLR 靶标的组合，这

些靶标的设计研究思路都与心脑血管疾病的共同基础病因—

动脉粥样硬化相关。步长脑心通方在作用于冠心病和中风共同

的靶标的同时，还直接作用或间接作用于不同靶标，实现了脑

心同治，并为脑心通胶囊临床科学应用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3   讨  论 

研究证明动脉粥样硬化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病因，同

时，动脉粥样硬化也是心脑血管疾病病理变化的共同基础，动

脉粥样硬化所致的血栓形成是导致心脑血管临床事件的原因。

因此，临床上预防和治疗动脉粥样硬化，改善血栓形成是预防

和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基本措施。一般西药药效作用单一，一

般仅适用于缺血性脑血管疾病的药物，对改善心脏供血，缓解

心绞痛没有效果，如硝酸酯类药物，其本身可通过扩张动脉，

增加血流量来缓解心绞痛，但该药同时也能扩张脑部血管，导

致脑动脉缺血，反而会加速缺血区脑组织坏死。丹红注射液由

中药植物丹参和红花提取精制而成，丹参味苦，性微寒，归心

肝经，通血脉，能散 结；红花味辛，性温，归心肝经，可化

血，通经络，丹参性寒主降，红花性温主升，一升一降，共

同发挥祛 养血，活血通络的功效。临床研究表明，丹红注射

液可大幅降低血清中 TC 和 LDL-C 水平，并能延缓动脉粥样硬

化的形成和进程，通过减少高敏 C-反应蛋白的表达，促进内皮

细胞生长，并能减轻血管壁炎性反应和产生抗动脉粥样硬化的

作用，是脑心同治的良药。“脑心同治”理论的代表方药脑心

通[40-43]具有全面的保护血管内皮功能，能够抑制炎症反应，稳

定斑块的作用以及抗血栓的效应，在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的发

生、发展的多环节中都能发挥有效的作用[44]，大大降低了心脑

血管疾病的风险，随着中西医临床研究的不断发展，人们对

“脑心同治”理论的研究探索也将更为系统和完善，可以更好

的为临床指导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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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养生的关键是养心，而养心的方法主要是导引功夫。传统的中医理论包含相互分离又融合的阴阳和五行学说，两

者若即若离，松散并存，导致中医理论呈现柔性过强的特征。在说明五脏关系这个中医学的核心命题时，柔性的五星模型体现了

五脏之间的五行平等关系，排除了阴阳的机制，哲理性虽强，但在医疗与养生实践中却常常显得牵强与模糊，难以把握要领。较

为刚性的哑铃模型融合了阴阳与五行两种学说，提出气化、疏泄和运化三种机制及守中用中的理念与方法，不仅重新诠释了脏腑

关系，而且将传统内丹导引法的原理与中医理论密切结合，形成医、武、哲统一的理论框架。 

【关键词】平衡点；三种机制；五星模型；哑铃模型；导引；混元气 

【Abstract】The key of health care is mind-care, and the method of mind-care is mainly Daoist breathing exercise. Traditi

onal theory of Chinese medicine includes Yin-Yang and Five Elements Theory, the two doctrines,which separate and fuse, lukew

arm and coexist loosely, so lead to the pliable feature on theory of Chinese medicine.In explaining relationship of 5 organs, the

 kernel assign topic of Chinese medicine, pliable 5 angles model embodies equal balance relationship of 5 organs. In this way, 

Yin-Yang mechanism is always eliminated, it’s philosophic property stronger,but often seems far fetched and blurred in practice 

of medical care and health care,the gist can not be grasped easily. Rigid dumbbell model mixes yin-yang and Five Elements the

ories together, put forwards the 3 mechanisms:Qihua,Shuxie and Yunhua, principle and methods of Keeping and Regulating Bala

nce.The model not only explains relationship among organs anew,but also combines traditional principle of Neidan breathing exe

rcise with theory of Chinese medicine closely,forms a unite theoretical frame of medicine,martial art and philosophy. 

【Keywords】Balance point; Triple mechanisms; Five angles model; Dumbbell model; Daoist breathing exercise; Unified Qi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5.27.005 

    

养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中医密切相关，但

又超越中医，属于教育的范畴。从一个人的主体性出发来看，

教育包括被教育和自我教育，前者如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

会教育，后者则是修养，即通过自我修炼以增进教养。养生虽

然涉及被教育和自我教育两个方面，但主要可以看做是基本的

个人修养过程，是自我发展的重要人生内容。对于从事养生研

究与实践的学者来说，有两个功夫不能缺少，一个是明确养生

与医疗的差别，另一个则是把握养生的根本立足点。不能从技

术视角区分养生与医疗，而应该通过考察目的与行为来明确。

例如，同样是推拿技术，用来对自身进行保健，以强化生命力，

那便是养生。而用来治疗他人的疾病，恢复受损的身体机能，

那便是医疗。养生的思想与实践十分丰富，就笔者的体会来看，

其根本的立足点则是“守中用中”。 

1   守中用中的含义 

“中”的基本含义是平衡，其要领是对应的两个方面彼此

相当，也就是阴平阳秘。追求平衡是任何复杂系统的一种本能，

以生命、社会、认知 有代表性。生命系统的平衡是健康，社

会系统的平衡是和平，而认知系统的平衡是开智慧。如果处于

平衡状 ，系统就可以自身组织起来，使各个局部保持有序，

从而有利于它的生存与演化。如果失去平衡，系统就会弱化，

甚至消亡。既然平衡就是健康，那么养生就是促进健康了，为

什么还要提出一个守中用中的命题呢？区别在于追求平衡是

“道”，守中用中则是“法”，后者更注重操作层面的可把握性。

因此，这是一个更为落地的理法系统，可以避免在谈养生时容

易出现的空玄缥缈误区。 

1.1 武术的启示 

   “守中用中”常用于武术，基本意思是守住自身中线，攻

击对手中线，以此作为攻防的基本原则。为什么中线重要？因

为它是人体力学平衡点所在，一旦守住了这条生命线，对手就

是纵有千钧力也无可奈何。而自己得手，能够击中对手中线，

便可四两拨千斤，瞬间取胜。如果将一场搏击看做一个动 系

统，那么双方的中线便是两个序参量，充分调动两个武士的力

量及其运用方式，引导并决定双方的攻防节奏与变化。围绕中

线攻防，机体的精气神相互转化，以意引气、以气催力，形成

一招制敌的爆发力[1]。在搏击行为中，存在敢打、能打、会打

三个要素，也就是勇气、实力、战术。它们都有相应的生理学

基础，有勇者气化水平高，个性通常不易悲伤与恐惧，肺肾功

能强。有力者疏泄机能佳，情绪稳定，肝气旺、肝血足，肌肉

的潜力能够充分发挥。有招儿者头脑细致灵活，对环境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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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适应性强，心脾运化功能强盛。在这三个基本功能里，何

者是中点？不难看出，肝是中点，因为只有它保持稳定，机体

才能心神不散，气机调达，充分发挥出整体协调的力量。 

1.2 借用于养生 

    如果说武者的目标是“争强”，那么养生者的目标则是“守

常”，按照这个逻辑，患者的目标就是“康复”。这是三个生命

力的水平，武者是高度发挥，处在强壮 ；养生者中度发挥，

处在健康 ；康复者则是轻度发挥，处在去病 。通过这样的

比较，才能准确把握养生的机制，使问题简单化，避免陷入复

杂的纠缠。为了方便起见，可以驾驶汽车为例，说明养生的机

理。首先汽车行走需要踩踏油门儿产生动力，其次需要方向盘

定向，第三离不了刹车调整节奏、适应路况。这里的中点是方

向盘，只有它的运作正常，油门和刹车才不至于踩错时机。回

到人体再进行类比，肺肾主气化，可比作油门儿；肝主疏泄，

调平衡，可比作方向盘；而心脾主运化，应环境，可比作刹车。

在这里能够揭示出一个重要机制，就是“阴阳”与“五行”的

融合。单纯阴阳是两个板块儿，单纯五行是五个板块儿，两者

融合则形成三个板块儿。这样一来，三个身体机能便被概括出

来，即气化、疏泄与运化。生理机制的理论基础便在更具刚性

的背景下建立起来，从而免去太过柔性带来的模糊与歧义。 

1.3 三大机能的统一 

    为了更明了地说明阴阳与五行融合的原理，这里采用锅炉

的类比再做一番说明。锅炉的工作目标是产出蒸汽以作为动

力，包括三个部分，一个是锅中水，一个是炉中火，一个是煤。 

锅中水可看做肺（金）肾（水），炉中火可看做心（火）脾（土），

煤可看做肝（木）。整个锅炉的控制环节在于煤，那么人体的

控制环节也可依此看做肝，肝就是中点。只要守住肝，那么整

个机体就能够得到保护，气化、运化过程便能够有序进行。在

这里，笔者转变了视角，不是通常那样先从阴阳五行的抽象关

系入手，去结合脏腑、气血，再推向病机；而是从三大机能入

手，先整合五行，再形成阴阳， 后在阴阳之间确立一个中点，

以此作为生命的枢机。说到这里，守中用中的根基便牢固树立

起来了。 

2   五脏平衡关系 

    五脏关系是中医学理解机体系统的核心框架，在此基础上

结合气血与经络，一个鲜活的生命系统便呈现出来。对于五脏

关系的解读，有刚柔两种路径，所谓柔者便是传统的五行生克

制化模式，五脏平衡，无所谓中心，人体机能五等分，笔者称

其为“五星模型”。这种模型的特点是哲理性强，但在论及生

理机能时，不仅明显牵强，而且内在联系不紧密。如果再深入

分析不难发现，五星模型反映的是单纯的五行机制，阴阳机制

无从体现，而在实践中往往阴阳五行是难以割裂的。为了克服

这一缺陷，笔者提出一个较为刚性的“哑铃模型”，它将五行

与阴阳有机统一起来，更有利于说明生理机制，其特点是在五

脏关系中找到了一个中心，成为生命运动的支点，阴阳两力震

荡推动，如同大摆，而五行关系则参入其中，配合阴阳两个序

参量，这样的理解与现代系统论思想较为接近，而且更容易说

明生理过程和养生实践中的内丹原理。下面便是对“哑铃模型”

的简要阐述，算是一次理论创新的尝试。 

2.1 肺肾主气化 

    哑铃模型是将五脏分成三个单元。分别承载三个机能，其

中肝主疏泄，肺肾联合主气化，心脾联合主运化。在五星模型

中，肺主气，司呼吸；肾主生殖，主纳气[2]。这样分开看，其

意难明。一旦整合起来，含义十分明确，那就是带有“阳性”

的气化功能。气化机制相当于汽车中的油门儿，为生命提供动

力。采取这样的方式理解，那些松散的五星模型的功能碎片便

立刻显示出整体性来。悲伤、恐惧这样的不良情绪以及过于劳

心、劳体以及房劳，再加上干燥、寒冷这样的极端气候因素，

都会影响气化功能，让人疲惫、倦怠。如果进一步概括，“累”

是消弱气化功能的主因。 

2.2 心脾主运化 

    心脾联合主运化，其要义与气化相反，是“阴性”的适应

环境的机制。如同汽车的刹车，在一定的动力条件下，适应车

辆行驶的道路环境，及时控制动力的大小，保持动力与环境之

间的平衡，不至于动力不足而不动，或者动力过大而失控。用

这样的功能概括，较之五星模型中心主神明、血脉和脾主运化

的散在描述来，要明晰的多。过急、过喜、过度思虑这样的情

绪，以及暑、湿、火、热等气候因素，都会影响运化功能，让

机体难以适应环境变化。对运化产生消极影响的关键因素是

“乱”，也就是一旦失去生命的正常节奏，运化便会受阻。 

2.3 肝主疏泄 

    在哑铃模式中，五行机制依然存在，但阴阳机制更为凸显。

前面谈到的气化与运化分属阴阳，那么这里简要讨论的疏泄功

能则是介乎阴阳之间的中介因素，由肝所主。形象类比，可将

疏泄功能看作汽车上的方向盘，主导行进方向，通过不断的疏

泄，调整机体的平衡，不至于出现过大的偏颇，使内环境始终

保持在一个适度的弹性变化范围之内。正是这种机制，保证了

气化与运化的正常进行，并使之彼此协调。发怒的情绪、急剧

变化的风邪，将影响疏泄机能，使内环境紊乱。一旦这个平衡

点倾斜，那么一系列连锁反应将会出现，原本已经存在的气化

与运化紊乱，不仅恢复无望，反会雪上加霜。“气”（生气之意）

是比前面提到的累与乱更为有害的因素，它直接打击平衡点，

导致机体产生突发性的功能异常。 

3   身、心、环境合一的混元气 

    不论是气化、运化还是疏泄，其背后的脏腑、气血、经络

相互作用都是在混元气的系统之内，形成的身、心、环境的统

一体。那么作为养生实践中具有代表性的内丹导引法便是从意

念调整气化、疏泄与运化来达到阴平阳秘的守中用中目标的。

在武学中，守中用中的中是身体的中线，而在养生实践中守中

用中的中则是生理机能调控的平衡点。如前所述，在柔性的，

单纯体现五行关系的五星模式中，平衡点无法把握。而在较为

刚性的，能够综合体现阴阳和五行两种机制的哑铃模型中，这

个平衡点则一目了然，那就是肝所主的疏泄。只要疏泄好，身

体将无大碍。仅仅气化和运化有些异常，身体还是能够较快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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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恢复的，一旦疏泄出现问题，则康复之路便会漫长而曲折。 

3.1 炼精化气增强气化功能 

    以具有丰富现代实践案例的肿瘤康复健身法“郭林气功”

为例来说，它十分典型地体现了“炼精化气”，增强气化功能

的特点。其技术要点有两个，一是具有深呼吸特征的“风呼吸”，

二是翘首翘脚摆步走[3]。前者是肺的功能激发，后者则是肾的

功能发挥，两者结合，增强气化功能。肿瘤是 复杂的生命现

象之一，一旦发病，必然气化、疏泄、运化功能俱损。由于气

化是生命的基本功能，因此肿瘤康复着力于先在气化层面下功

夫，然后再增加多种方式的综合锻炼，这便是郭林气功在肿瘤

康复实践中效果显著的重要原因。 

3.2 炼气还神增强疏泄功能 

    以促进各种慢性病康复为特征的李少波“真气运行法”，

着意于炼气还神，注重“小周天”功夫。与郭林气功的摆动不

同，真气运行法的特征是滚动，即意念沿着任督脉由下向上，

再由后向前滚动[4]。这种练法，有利于加强疏泄功能，维护体

内平衡，把握身体机能的演化方向，增强身体内部的自组织能

力。与小周天关系紧密的传统吕洞宾“太乙金华宗旨”注重意

想天心，而且强调双目微闭[5]。这种重“目”的导引功夫，从

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小周天功法对于疏泄功能的强化作用，我

们也可从中进一步体会疏泄的“平衡点”调控机制。 

3.3 炼神还虚增强运化功能 

王芗斋“意拳养生桩”，可谓炼神还虚的“大周天”，其要

领是在以意引气的基础上以气催力，不仅注重肌肉爆发力的培

育，而且强调对环境的敏锐感受，可见它的着力点是在运化环

节。其意念运动的轨迹既不是郭林气功的摆动，也不是真气运

行法的滚动，而是上下往复的震动，它追求的是天地人之间的

信息贯通。上述三法功能不同，郭林气功保命，真气运行法保

健，意拳强壮，故作用力的层次也不同。它们分别从基层的气

化、中层的疏泄和高层的运化入手，其中郭林气功和意拳毕竟

适用的是少数处在非常状 的群体，而真气运行法适用面更

广，它定位于中层的疏泄机制调控，也恰恰明确地体现了平衡

点所在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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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后便秘的中医证型及多因素分析 
Analysis of TCM syndrome type and multiple factors for patient with 

constipation after str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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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脑卒中后便秘的中医证型及分析相关因素，提高预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方法：对 100 例脑卒中后患

者分为便秘组 68 例、无便秘组 32 例，根据《慢性便秘中医诊疗共识意见》进行中医证型统计，采集人口学因素（性别、年龄、

民族、婚姻等）、发病前排便情况、饮食方式、脑卒中类型和部位、治疗用药情况等 35 项指标，进行单因素优势比（OR）分析和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中医证型以肺脾气虚型比例最高，单因素分析显示女性、高龄、出血性脑卒中、基底神经节区

病变、应用抗抑郁药患者便秘多发率较高，Logistic 分析显示性别、年龄、卒中类型、治疗中应用抗抑郁药为便秘的独立相关因

素。结论：脑卒中后便秘中医证型以肺脾气虚型多见，性别、年龄、卒中类型、治疗中应用抗抑郁药是影响便秘的独立因素，临

床用药治疗要考虑上述因素。 

【关键词】脑卒中后便秘；中医证型；多因素分析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TCM syndrome type in constipation after stroke and the related factor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ertine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prevention. Methods: TCM Syndromes of chronic constipation for 100 cases of post-stroke patients 

with habitual constipation of after TCM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of "consensus" is analyzed and their t their 

demographic factors (gender, age, nationality, marriage, etc.) before the onset of defecation, diet, stroke type and position, treatment of 35 

indicators, univariate odds ratio (OR) is collected and logistic analysis and multi factor regression analysis is done. Results: the TCM 

syndrome type of lung and spleen deficiency type occupy the highest proportion, the single factor analysis showed that age, female, 

hemorrhagic stroke, basal ganglia lesions, application of antidepressants in patients with constipation multiple rate is higher, Logistic 

analysis showed that gender, age, type of stroke, the treatment using antidepressants were independent factors for constipation. Conclusion: 

Stroke prone to constipation, lung and spleen deficiency of TCM. Application of antidepressant drugs, sex, age, type of stroke treatment 

were independent factors influencing constipation. 

【Keywords】Constipation after stroke; TCM syndrome; Multiple factors analys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5.27.006 

 

便秘是脑卒中患者常见并发症之一，其原因、机制及治疗

方法目前尚未十分明确。国内外研究显示发生率为 30%～

60%[1,2]。脑卒中后便秘的发生原因复杂，粪便积滞肠道，日久

水分被吸收而粪便干燥难排，因排便用力过度可增高颅内压，

影响患者康复及预后，甚至造成严重后果[3,4]，从而导致患者生

活质量下降[2,5]。中医药对便秘的治疗历史悠久，已有临床研究

证实中西医结合治疗卒中后便秘可明显减低发生率。本研究通

过辨证分型对卒中后便秘统计中医证型，同时探讨引起卒中后

便秘的可能性因素，为临床提供进一步的治疗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诊断标准 

1.1.1 根据《慢性便秘中医诊疗共识意见》（2009，深圳） 

1.1.1.1 肠道实热证  

主症：①大便干结；②舌红苔黄燥。次症：①腹中胀满或

痛；②口干口臭；③心烦不寐；④小便短赤；⑤脉滑数。 

1.1.1.2 肠道气滞证  

主症：①欲便不得出，或便而不爽，大便干结或不干；②

腹满胀痛。次症：①肠鸣矢气；②嗳气频作；③烦躁易怒或郁

郁寡欢；④纳食减少；⑤舌苔薄腻；⑥脉弦。 

1.1.1.3 肺脾气虚证  

主症：①大便并不干硬，虽有便意，但排便困难；②用力

努挣则汗出短气。次症：①便后乏力；②神疲懒言；③舌淡苔

白；③脉弱。 

1.1.1.4.脾肾阳虚证 

主症：①大便干或不干，排出困难；②脉沉迟。次症：①

腹中冷痛，得热则减；②小便清长；③四肢不温；④面色㿠白；

⑤舌淡苔白。 

1.1.1.4 津亏血少证  

主症：①大便干结，便如羊粪；②舌红少苔或舌淡苔白。

次症：①口干少津；②眩晕耳鸣；③腰膝酸软；④心悸怔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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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两颧红赤；⑥脉弱。上述证候确定：主症必备，加次症 2 项

以上即可诊断。 

1.1.2 便秘诊断标准  

根据罗马Ⅱ标准[6]： ①＞1/4 的排便中需屏力，排便困难；

②＞l/4 的排便为硬块或颗粒状；③＞1/4 的时间排便有不尽感；

④＞1/4 的排便有肛门直肠梗阻感；⑤＞1/4 的排便需人工协助

排便；⑥每周排便＜3 次，有 2 项或以上症状即为便秘。 

1.1.3 脑卒中诊断标准 

根据中华神经科学会和中华神经外科学会讨论通过的《脑

血管疾病分类（1995）》诊断标准[7]确诊，均经 CT 或 MRI 检

查证实为出血性脑卒中和梗死性脑卒中。 

1.1.4 排除标准 

①脑缺血短暂发作。②急性期死亡。③肛门肿瘤、异物、

畸形、器质性疾病梗阻。④住院时间少于 4 周。 

1.2 对象 

100 例为广州燕岭医院及番禺区大龙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14 年 1 月—2015 年 4 月脑卒中患者，经统计及随访后，分

为便秘 68 例和无便秘组 32 例。 

1.3 方法 

以患者发病之日作为观察起点，由有经验的中医师对其进

行中医辨证，并采集一般资料，记录患者饮食方式、用药情况、

便时情况（排便时间，是否费时、费力或应用泻药剂，粪便形

状等）等资料。 

1.4 统计处理 

先进行单因素优势比（OR）分析，采用 x2 检验，然后，

以有统计意义的单因素为自变量，以便秘发生为结局变量，逐

步多元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分析，统计软件为 SPSS11.5。 

2   结  果 

2.1 经统计，脑卒中后出现便秘的中医证型中，肺脾气虚型为

多共 26 例，38.2%；另外脾肾阳虚型 20 例（占 29.4%），肠

道气滞 15 例（占 22.1%），肠道实热 7 例（占 10.3%）。 

表 1  中医证型分布统计  （n，%） 

 肠道实热 肠道气滞 肺脾气虚 脾肾阳虚 总计 

例数 7 15 26 20 68 

比例 10.3 22.1 38.2 29.4 100 

2.2 通过对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婚姻状况、吸烟酗酒史、

饮食习惯、既往便秘发生史，卒中类别、部位、范围、治疗及

用药情况，卒中后大便次数、量、色、质等 35 个项目进行分

析，表 2 只列出与便秘有关系的危险因素（P＜0.05），分别为

性别、年龄、卒中类型、发病部位、应用抗抑郁剂共 5 项。 

2.3 以便秘为结局变量（便秘=1，无便秘=0），单因素分析有

统计意义的因素为自变量，男=1，女=0，年龄（实际年龄），

出血性脑卒中=1，梗死性脑卒中=2，基底节区病变=1，非基底

节区=2，应用抗抑郁药物（有=1，无=0），逐步法建立回归模

型，从表 3 可见，性别、年龄、卒中类型、治疗中应用抗抑郁

药为便秘的独立相关因素。

表 2  便秘的单因素分析  （n） 

性别 年龄 卒中类型 发病部位 应用抗抑郁剂 
组别 

女 男 ≥60 ＜60 出血性 梗死性 基底节区 非基底节区 有 无 

便秘组 35 33 48 20 45 23 47 21 15 53 

非便秘组 10 22 16 16 19 13 15 17 6 26 

OR 2.03 – 1.63 – 3.15 – 2.48 – 3.47 – 

x2 9.57 – 4.06 – 24.15 – 15.63 – 11.03 – 

注：此处只列出与便秘有关系的危险因素 

表 3   脑卒中后便秘相关因素的 Logistic 分析 

95%CI for EXP(B) 
变量 B S.E P Exp(B) 

Lower Upper 

性别 1.18 0.56 0.00 6.15 2.21 18.36 

年龄 0.12 0.01 0.00 1.12 1.12 1.14 

卒中类型 -2.36 0.51 0.00 0.05 0.01 0.13 

应用抗抑郁药 1.34 0.56 0.20 3.66 1.21 10.98 

常数项 -3.85 0.71 0.00 0.02 – – 

3   讨  论 

脑卒中患者因为脑部出血或者 血等病变导致脑内局部

组织水肿，挤压周围脑组织，加重水肿，累及中枢神经系统。

由中枢神经系统控制的胃肠道功能，一方面减慢肠胃平滑肌的

正常节律运动，使肠内容物下行缓慢，水分吸收时间延长，而

出现肠道阻滞的情况；另一方面，脑部水肿导致脑功能障碍，

则会出现兴奋性减弱的状况，导致肛门括约肌紧缩而出现便秘

症状[9]；排便中枢一旦被病变影响，除了扰乱交感神经外，还

能干扰副交感神经，二者的功能不能很好地协调，还会出现肠

道蠕动无力，直肠壁接收不到足够的压力信号，无法反馈至中

枢系统，无法产生排便反射，从而使患者没有便意，引起排便

障碍[10]。目前研究大多缺乏有效的影响因素分析，如能对卒中

后患者预防便秘发生，将可以有效降低发病率和病死率，提高

患者生存质量。故探讨卒中后便秘的相关因素和预测有重要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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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意义。 

中医药治疗便秘源远流长，对于便秘的病因病机有着独特

的见解。刘完素《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在论述中风的证治

的时候说“若忽中腑者，先以加减续命汤，随证发其表；若中

脏者，则大便多秘涩，宜以三化汤通其滞”，可见在金元时期

就已经发现，在临床上，脑卒中患者容易出现大便秘结难行的

症状，结合多年临床经验，总结出“三化汤”。三化汤是由大

黄、枳实、厚朴、羌活组成的，其中大黄、枳实、厚朴又是小

承气汤的组成，由此可见，刘完素对于本病的治疗思想是以通

为主。沈金鳌在自己的著作《杂病源流犀烛》中说：“中脏者

病在里，多滞九窍……如唇缓、二便闭”，及中风之后多见肠

道郁闭不通。王清任《医林改错》：“既得半身不遂之后，无力

使足动……，如何有气到下部推大恭下行? 大恭在大肠，日久

不行，自干燥也。”认为脑卒中后人体以气血亏虚， 滞不通

为主，无力推动肠道粪便下行。 

在辨证分型研究方面，陈英群[11]将便秘辨证为气秘、虚秘

两大证型，奠定了脑卒中后便秘的主要中医辨证。另外医家各

有观点，王崇文等[12]认为中医将便秘分为实秘和虚秘，而实秘

又可分为热秘、气秘，虚秘又可分为气虚、血虚、阳虚寒凝。

丛军[13]总结上海市名中医蔡淦教授秉承李东垣“治脾胃以安五

脏”以及《温病条辨》“治中焦如衡”的学术思想，针对本病

的不同病机，将便秘分为气秘、顽固功能性便秘、中医证型分

布及与焦虑抑郁相关性研究性便秘、阳虚便秘、阴血亏虚便秘。

后来有研究再次基础上进一步细化，董元坤[14]等认为便秘通常

分为热秘、气秘、冷秘、虚秘；其中虚秘包含气虚、血虚。柳

越冬[15]等认为慢性便秘临证可分为风秘、气秘、湿秘、寒秘和

热秘，即“五秘”。本研究发现卒中后便秘以肺脾气虚证型多

见，提示与脑卒中类型相关性高，另外也有研究发现脾肾阳虚

证型与发病部位相关性高，肠道气滞证和抗抑郁药物有相关

性，以及其他中医证型和流行病的关联研究。更进一步的资料

还有待我们去挖掘。 

脑卒中前便秘发生率为 13.5%，而脑卒中后 4 周内发病率

高达 56.4%，表明脑卒中后容易发生便秘[16]。另有一项针对 326

例脑卒中后患者的研究表示，尤其在卒中后 6～12 d 为便秘的

高发期，提示对卒中的患者，要重视便秘的预防，把发病后 6～

12 d 作为预防便秘的关键时期。通过有效的干预后，随着疾病

的康复，排便情况改善，便秘率下降，提示中风导致的便秘有

一定的改善率[17]。本研究发现卒中后便秘以肺脾气虚证型多

见，提示与卒中类型相关性高，另外也有研究发现脾肾阳虚证

型与发病部位相关性高，肠道气滞证和抗抑郁药物有相关性，

以及其他中医证型和流行病的关联研究。更多更进一步的资料

还有待大量的临床研究去挖掘。 

本研究通过对 100 例脑卒中患者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医证

型中发现肺脾气虚型占据比例 高，单因素分析显示女性、高

龄、出血性脑卒中、基底神经节区病变、应用抗抑郁药患者便

秘多发率较高，Logistic 分析显示性别、年龄、卒中类型、治

疗中应用抗抑郁药为便秘的独立相关因素。本研究不仅对流行

病学有一定作用，而且在了解中风后便秘的患病率、危险因素

后，期望获得的结果能为缺血性中风后便秘的预防控制提供确

切的参考资料，通过对缺血性中风的中医辨证分型与危险因素

的分析，为缺血性中风后便秘的中医药治疗提供临床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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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中医证候及临床特点分析 
An analysis of TCM syndromes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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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的中医证候和临床特点。方法：选自 2012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在我院治

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患者 100 例，分析其中医证候，并观察其临床特点。结果：乏力占 89.0%，善太息占 72.0%，口干口苦

占 82.0%，胁肋胀痛占 42.0%，肢困占 29.0%，恶心占 50.0%，失眠占 57.0%，食欲不振占 70.0%，大便干结占 51.0%，口黏腻占

54.0%，尿黄占 52.0%，大便稀溏占 56.0%，烦躁易怒占 44.0%，脘腹痞闷占 52.0%，腰膝酸软占 50.0%，形体肥胖占 80.0%,舌质

暗淡占 15.0%，舌质暗红占 32.0%，舌有瘀斑占 12.0%，舌有齿痕占 16.0%，舌质淡红占 27.0%，苔薄白占 22.0%，苔黄腻占 48.0%，

苔白腻占 31.0%。结论：通过分析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的中医证候和临床特点，能够为临床诊断和治疗患者提供有效的参考

依据。 

【关键词】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中医证候；临床特点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TCM syndromes of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Methods: 100 patients with 

non 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were analyzed. Result: Tired, accounted for 89.0%; Shantaixi, accounted for 72.0%; Dry and bitter mouth,  

accounted for 82.00%; Rid pain, accounted for 42.0%; Weak limb, accounted for 29.0%; Nausea, take 50.0%; Insominia take 57.0%, 

appetite weak accounted for 70%, stool dry accounted for 51%, mouth sticky greasy accounted for 54%, urine yellow accounted for 52%, 

stool dilute pond accounted for 56%, upset easy anger accounted for 44%, abdominal ruffian stuffy accounted for 52%, weak waist knee 

limp accounted for 50%, obesity accounted for 80%, tongue dark accounted for 15%, tongue dark red accounted for 32%, Tongue petechiae, 

12%, tongue with tooth marks 16%, 27% tongue pink; thin, white tongue coating 22%; yellow greasy Moss, 48%; sick of white fur 31%. 

Conclusion: With TCM syndromes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effective reference can be provided for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Keywords】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TCM syndrom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5.27.007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其

日常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改变，但是，人们对日常饮食的健康

意识却越来越薄弱，导致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发病概率逐渐

上升[1]。本文研究当中，旨在分析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的

中医证候和临床特点，现将详情报告如下，以供临床参考和研

究。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自 2012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在我院治疗非酒精性脂

肪性肝病的患者 100 例，其中男性 70 例、女性 30 例，平均年

龄（49.76±10.16）岁。 

1.2 方法 

对所有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患者均进行中医证候调查，

具体内容主要包括[2]：①收集近 20 年全国医学类期刊当中出现

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症状，并进行归类总结，提取出常见

的患者症状信息。②对本次研究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的

相关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由专业的医师对其中医证候进行统

计，并记录其临床特点。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20.0 软件，对所有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的

中医证候和临床特点进行统计处理，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计

量资料采用 t 检验。 

2   结  果 

根据结果显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的中医证候和临

床特点主要包括：乏力占 89.0%，善太息占 72.0%，口干口苦

占 82.0%，胁肋胀痛占 42.0%，肢困占 29.0%，恶心占 50.0%，

失眠占 57.0%，食欲不振占 70.0%，大便干结占 51.0%，口黏

腻占 54.0%，尿黄占 52.0%，大便稀溏占 56.0%，烦躁易怒占

44.0%，脘腹痞闷占 52.0%，腰膝酸软占 50.0%，形体肥胖占

80%，舌质暗淡占 15.0%，舌质暗红占 32.0%，舌有 斑占

12.0%，舌有齿痕占 16.0%，舌质淡红占 27.0%，苔薄白占 22.0%，

苔黄腻占 48.0%，苔白腻占 31.0%。具体结果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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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观察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的中医证候和临床特点    （n,%） 

症状情况 n 百分比 

乏力 89 89.0 

善太息口 72 72.0 

口干口苦 82 82.0 

胁肋胀痛 42 42.0 

肢困 29 29.0 

恶心 50 50.0 

失眠 57 57.0 

食欲不振 70 70.0 

大便干结 51 51.0 

口黏腻 54 54.0 

尿黄 52 52.0 

大便稀溏 56 56.0 

烦躁易怒 44 44.0 

脘腹痞闷 52 52.0 

腰膝酸软 50 50.0 

形体肥胖 80 80.0 

舌质暗淡 15 15.0 

舌质暗红 32 32.0 

舌有 斑 12 12.0 

舌有齿痕 16 16.0 

舌质淡红 27 27.0 

苔薄白 22 22.0 

苔黄腻 48 48.0 

苔白腻 31 31.0 

3   讨  论 

在临床上，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发病机制和病因较为复

杂，临床西医尚未寻找出预防和治疗此类患者的特效药物。但

是在中医方面，相对西医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患者具有

一定的优势[3]。 

本次研究当中，对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的中医证候和

临床特点进行分析，旨在为临床诊断和治疗此类患者提供一定

的参考依据。 

通过本次研究结果显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的临床

特点众多[4]，其主要可以划分为六个证型，即血 证、湿热内蕴

证、痰湿阻滞证、肝郁脾虚证、脾气虚证、肝郁化火证，不同

证型患者的临床特点如下[5]：其一，血 证患者的临床特点主要

包括右胁不适、恶心、食欲不振、舌质暗红、舌有 斑等。其

二，湿热内蕴证患者的临床特点主要包括口干口苦、大便干结、

苔黄腻等。其三，痰湿阻滞证患者的临床特点主要包括胁肋胀

满、脘腹痞闷、恶心、食欲不振、舌有齿痕等。其四，肝郁脾

虚证患者的临床特点主要包括善太息、大便稀溏、烦躁易怒苔

薄白等。其五，脾气虚证患者的临床特点主要包括乏力、肢困、

恶心、食欲不振、脘腹痞闷、舌质淡红、舌有齿痕等。其六，

肝郁化火证患者的临床特点主要包括胁肋胀痛、口干口苦、舌

质暗红、苔黄腻等。 

综上所述，通过分析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的中医证候

和临床特点，能够为临床诊断和治疗患者提供有效的参考依据，

在临床上有非常积极的重大影响力。 

参考文献： 

[1]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中医诊疗共识意见(2009,

深圳)[J].中国中西医结合消化杂志,2010,18(4):276-279. 

[2]赵文霞,段荣章,刘君颖,等.1163 例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体质类型分

布特点及其与体重指数、血脂及肝功能酶学的关系[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

志,2010,30(12):1269-1271. 

[3]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中医诊疗共识意见[J].

北京中医药,2011,30(2):83-86. 

[4]吴宽裕,赵惠芳.福州市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中医体质调查分析[C].

第二十四届全国中西医结合消化系统疾病学术会议论文集,2012:372-372. 

[5]欧玫媛,徐尚华.血脂康对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合并颈动脉粥样硬化各中

医证型的干预影响[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11,31(2):159-163.  

作者简介： 

李满容，女，毕业于成都中医药大学，副主任中医师。 

 

编辑：赵聪   编号：EB-15070719F（修回：2015-08-20） 

 
相似文献： 

中医体质类型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危险因素的相关性 

目的：探讨中医体质类型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

危险因素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标准化中医体质分类量表对

933 例 NAFLD 患者进行中医体质辨识，同时分析患者体质指

数（BMI）、肝功能（ALT、AST）、血脂（TC、TG、LDL-C、

HDL-C）、血糖（FPG）、尿酸（UA）等 NAFLD 危险因素，

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果：933 例 NAFLD 患者中，湿热质

占 327 例，痰湿质占 245 例，血 质占 178 例，占全部病例的

80.4%。痰湿质患者的 ALT、AST、TC、TG、LDL-C、UA 水

平均较其它体质类型患者高。结论：湿热质、痰湿质、血 质

可能是 NAFLD 的主要体质类型，痰湿质更易出现 ALT、AST、

TC、TG、LDL-C、UA 指标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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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拟健脾活血汤配合注射用灯盏花素治疗胃疡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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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oction and breviscapine inj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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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本研究旨在评价健脾活血汤配合注射用灯盏花素治疗胃疡病（脾胃虚寒夹瘀证）的疗效。方法：按随机法

将 60 例患者分健脾活血汤配合注射用灯盏花素治疗该病 30 例为治疗组，给予西药（泮托拉唑）治疗 30 例为对照组，疗程 2 周。

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6.7%，对照组为 73.3%，两组比较，P＜0.05，有统计学意义；在临床症状积分方面治疗组明显优于对

照组，P＜0.05，具有可比意义。结论：健脾活血汤配合注射用灯盏花素是治疗胃疡病（脾胃虚寒夹瘀证）的有效方法。 

【关键词】健脾活血汤；注射用灯盏花素；胃疡病；临床研究 

【Abstract】Objective: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the Jianpi Huoxue decoction and breviscapine injection. Methods:60 patients with 

peptic ulcer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given the Jianpi Huoxue decoction and breviscapine,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Western medicine (Panxi–tora-azole). Conclusions: the Jianpi Huoxue decoction and breviscapine appears the significant 

effect on peptic ulcer.  

【Keywords】The Jianpi Huoxue decoction; Breviscapine; Peptic ulcer; Clinical research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5.27.008 

 
胃疡病（消化性溃疡）是脾胃病科常见病、多发病，以上

腹部疼痛、腹胀、嗳气、泛酸、食欲不振为主要的临床表现。

中医药治疗本病有一定的优势。近年来，笔者用自拟健脾活血

汤配合注射用灯盏花素治疗胃疡病（脾胃虚寒挟 证）60 例，

效果良好，现报告如下。 

1   资  料 

1.1 一般资料 

所观察的 60 例病例均来自于 2012 年 9 月—2015 年 3 月威

海市中医院脾胃病科，经中医辨证为脾胃虚寒夹 证的胃疡病

患者 60 例。所有病例均进行胃镜检查，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各 30 例。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及病程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

＞0.05），具有可比性。 

1.2 诊断标准  

1.2.1 中医诊断标准 

参照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消化性溃疡中医诊疗共

识意见（2009 年）。 

主要症状：胃脘痛（胀痛、刺痛、隐痛、剧痛及喜按、拒

按）、脘腹胀满、嘈杂泛酸、善叹息、嗳气频繁、纳呆食少、

口干口苦、大便干燥。 

次要症状：性急易怒、畏寒肢冷、头晕或肢倦、泛吐清水、

便溏腹泻、烦躁易怒、便秘、喜冷饮、失眠多梦、手足心热、

小便淡黄。 

具备主证 2 项加次证 1 项，或主证第 1 项加次证 2 项即可

诊断。 

1.2.2 西医诊断标准 

参照消化性溃疡病诊断与治疗规范建议（2008 年，黄山）。 

①慢性病程、周期性发作、节律性中上腹痛伴反酸者。②

伴有上消化道出血、穿孔史或现症者。③胃镜证明消化性溃疡。

④X 线钡剂检查证明是消化性溃疡。 

1.2.3 证候诊断 

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一五’重点专科协作组胃

疡（消化性溃疡）诊疗方案”拟定。 

胃疡（脾胃虚寒夹 证）：胃脘隐痛，喜暖喜按；痛有定

处；空腹痛重，得食痛减；纳呆食少；畏寒肢冷；头晕或肢倦；

泛吐清水；便溏腹泻；舌质胖，有 斑，苔薄白；脉沉细或涩。 

2   方  法 

治疗组：健脾活血汤（黄芪、桂枝、炒白术、党参、茯苓、

丹参、檀香、砂仁、白及、三七、海螵蛸、浙贝母、炙甘草）

水煎 400 ml，晨起及晚间睡前温服，1 剂/d。配合注射用灯盏

花素（湖南恒生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Z20063405，批号

15140712），1 次/d，60 mg/次，0.9%氯化钠注射液稀释后经脉

滴注。 

对照组：给予泮托拉唑注射液，80 mg/d，稀释后分 2 次经

脉滴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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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果 

3.1 疗效评定标准 

疗效评定标准包括：胃镜疗效判定标准、主要症状疗效评

定标准。 

3.1.1 胃镜疗效判定标准 

参照杨春波等《现代中医消化病学》[3]制定胃镜疗效判定

标准。 

①临床治愈：溃疡疤痕愈合或无痕迹愈合；②显效：溃疡

达愈合期（H2期），或减轻 2 个级别；③有效：溃疡达愈合期

（H1期），或减轻 1 个级别；④无效：内镜无好转者或溃疡面

积缩小小于 50%。 

3.1.2 主要症状的疗效评价 

按症状轻重分为 4 级（0、Ⅰ、Ⅱ、Ⅲ），积分分别为 0 分、

1 分、2 分、3 分。 

3.2 治疗结果 

3.2.1 两组治疗后胃镜疗效比较（见表 1）。 

表 1   两组胃镜疗效比较   [n（％）] 

组别 n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痊愈率+显效率 总有效率 

治疗组 30 20 7 2 1 90.0# 96.7* 

对照组 30 5 7 10 8 63.3 73.3 

注：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P﹤0.01，*P﹤0.05 

3.2.2 两组治疗前后各临床症状评分比较（见表 2）。 

表 2   治疗组、对照组治疗前后各临床症状积分比较  （ ） 

治疗组 对照组 
症状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上腹痛 1.73±0.14 0.33±0.13△△ 1.67±0.13 0.73±0.16▲▲

腹胀 1.83±0.17 0.37±0.15△△ 1.70±0.17 0.93±0.19▲▲

恶心、呕吐 1.67±0.19 0.10±0.07△△ 1.57±0.21 0.84±0.16▲▲

纳呆 1.60±0.20 0.20±0.11△△ 1.60±0.19 1.00±0.20# 

嗳气、泛酸 1.47±0.16 0.17±0.08△△

1.60±0.17 0.83±0.15▲▲

口臭或口涩 1.20±0.19 0.23±0.11△△ 1.10±0.19 0.89±016* 

便溏、腹泻 1.10±0.19 0.20±0.09△△ 1.07±0.18 0.77±0.18* 

注：两组治疗前后症状比较，
△△P﹤0.01，▲▲P﹤0.01，#P﹤0.05，* P>0.05 

结果显示：治疗组上腹痛、腹胀、恶心呕吐、纳呆、嗳气

泛酸、口臭或口涩、便溏腹泻等症状治疗后与治疗前相比具有

非常显著性差异（△ △ P＜0.01）。而对照组口臭或口涩、便溏腹

泻治疗后与治疗前无显著性差异（*P＞0.05），纳呆治疗后与治

疗前相比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上腹痛、腹胀、恶心、

呕吐、嗳气、泛酸等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 P

＜0.01）。 

4   讨  论 

中医学并无胃疡病这一病名，根据其临床特点，本病当属

中医学的“痞满”“积聚”“胃脘痛”“反胃”等疾病范畴，

近年来随着中医学研究越来越深入，胃疡病作为一个独立的概

念被提出。胃疡病的病因多样，病机较为复杂，但根据古人“正

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的发病观，中焦

脾胃不足，正气亏虚于内，无力抗邪，当属胃疡病的根本病因。

脾为阴土，喜燥恶润，故脾胃不足又多以脾胃阳气亏虚为主。

脾主运化，中焦脾胃虚寒，则易酿生痰浊、气滞、食积诸邪。

上述诸邪阻滞气机，气为血之帅，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停，

故又导致血 为患。综上所述，胃疡病的基本病机为脾胃虚寒，

而又往往兼夹血 之邪，故脾胃虚寒夹 证是胃疡病的主要证

型。 

因此笔者应用健脾活血汤（黄芪、桂枝、炒白术、党参、

茯苓、丹参、檀香、砂仁、白及、三七、海螵蛸、浙贝母、炙

甘草）配合注射用灯盏花素治疗胃疡病（脾胃虚寒挟 证），

健脾活血汤方以温中健脾、活血生肌为主要治疗原则，切合脾

胃虚寒夹 证的病机。同时辅以制酸止痛、生肌敛疮之品，组

方遣药有据。但 血属有形实邪， 难速去，且古人有旧血不

祛，新血不生的观点， 血内阻又可影响新血生成，影响溃疡

愈合。故笔者在治疗胃疡病（脾胃虚寒挟 证）时又配合注射

用灯盏花素以增强活血化 之功，临床疗效显著。 

5   结  语 

消化性溃疡临床症状复杂，并发症多而严重，如溃疡出血、

恶变等，治疗不及时部分患者可引发溃疡穿孔、急性腹膜炎等

严重并发症。治疗组临床资料显示，80%以上的患者在 14 d 之

内，临床症状得到消除或明显改善。研究结果显示健脾活血汤

配合注射用灯盏花素的治疗组在临床症状积分、电子胃镜下疗

效均优于对照组，说明其组方用药切合临床实际，符合胃疡病

的病机变化规律，是治疗胃疡病（脾胃虚寒夹 证）的有效方

法，能够消除或改善临床症状，促进消化性溃疡愈合，缓解患

者的痛苦，值得进一步研究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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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胃溃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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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上的效果。结果：两组疗效比较，对照组临床检查总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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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 73.3%，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8.3%。两组比较，有显著差

异（P<0.05）。结论：中西医结合治疗胃溃疡有较好的疗效。 

作 者：王艳民     

刊 名：中医临床研究  2015 年 14 期 95-96 页



 
中医临床研究 2015年第 7卷 第 27期                                                                            -21-

  加减柴胡疏肝散治疗 
肝胃不和型慢性萎缩性胃炎的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With Chaihu Shugan 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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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中医院，河南  开封，47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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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加减柴胡疏肝散治疗肝胃不和型慢性萎缩性胃炎的临床疗效。方法：对 50 例辨证分型为肝胃不和证的

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采用加减柴胡疏肝散治疗。结果：治疗后临床疗效有效率为 92.0%。结论：柴胡疏肝散以疏肝和胃为指导思

想，以辨证论治为特点，发挥整体调节作用，疗效显著，体现中医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的特点和优势，是治疗肝胃不和型慢性萎

缩性胃炎的有效方剂。 

【关键词】加减柴胡舒肝散；慢性萎缩性胃炎；临床观察 

【Abstract】Objective: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Chaihu Shugan San on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Methods:50 cases of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took part in the treatment. Results: the clinical efficacy was 92.0% after treatment. Conclusion: Chaihu Shugan 

San can benifit the stomach as the guiding ideology, based o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play an overall adjusting role for 

chronic atrophy gastritis, with better clinical efficacy. 

【Keywords】Modified Chaihu Shugan powder;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Clinical observ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5.27.009 

 

慢性萎缩性胃炎是以胃黏膜腺体萎缩为特征的一种常见

的消化系统疾病,其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中医学虽无萎缩性

胃炎这一病名,但根据其临床表现,历代医家将其归纳到“胃

脘痛”“胃痞”“呕吐”“嘈杂”“泛酸”等范畴。 

1   中医药对慢性萎缩性胃炎病因病机的认识 

1.1 病因研究 

多数医家及近现代学者对本病的病因认识基本趋向一致。

脾脏体阴而用为阳，以升为健，胃脏体阳而用为阴，通降则和。

而脾胃是仓廪之官，同居中焦，燥湿刚柔相济，阴阳相合，共

奏腐熟受纳之功，运化水谷之职，而致化生气血，脾胃之中气

充足，则水谷精微物质能运善消，气血化生充足，周身得以充

养；诸多因素皆可损伤脾胃，以致升降失常，水谷精微不能正

常运化，气血生化不足，胃府失于濡养而发为本病。概括起来，

本病常见原因有饮食不当、情志失调、感受外邪、劳倦久病、

先天禀赋不足等[1]。 

1.2 病机研究 

中医理论认为，慢性萎缩性胃炎当属“痞满”之范畴，其

病位虽在胃，但与肝、脾的关系密切，中焦气机不利，脾胃升

降失职是本病发生的主要病机。治疗以调理脾胃升降，行气除

痞消满为基本法则[1]。 

2   临床资料 

2.1 一般资料   

50 例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均于门诊治疗，均是 2006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来我院诊疗的患者，其中男性 30 例，女性

20 例；年龄 18～65 岁；病程 1～20 年。所有病例均经电子胃

镜及病理检查确诊。 

2.2 西医诊断标准   

参照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02 年 5 月制定的《中药新药

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制定的慢性萎缩性胃炎的诊断标准[2]。 

2.2.1 内镜检查 

①黏膜颜色改变：正常黏膜为橘红色，萎缩时黏膜呈灰白

色，灰黄或灰色；同一部位的胃黏膜深浅不一致，红色强的地

方也带灰白色，一般灰黄或灰白的地方可有隆起的红点或红斑

存在；但萎缩性胃炎黏膜的范围或是弥漫或是局限的，甚至是

局灶性的黏膜变薄而凹陷，境界常不明显。 

②血管透见：萎缩性胃炎初期可见到黏膜内小血管，重者

可见到黏膜下的大血管如树枝状，暗红色；胃底贲门的血管正

常时也可见到。 

③腺体萎缩：腺体萎缩后腺窝可增生延长或有肠上皮化生

而见到过形成的表现，黏膜层变厚，此时看不到黏膜下血管，

可见黏膜表面粗糙不平，有颗粒或结节僵硬感。 

2.2.2 病理诊断标准   

固有腺体萎缩，黏膜肌层增厚，肠上皮化生或假幽门腺化

生；固有膜炎症；可有淋巴滤泡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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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中医辨证标准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中“中药新药治疗慢

性萎缩性胃炎临床研究指导原则”的标准（2002 年国家药政监

督管理总局）及 2006 年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会议组织

编写的《中医消化病诊疗指南》，制定的萎缩性胃炎肝胃不和

型的中医证候诊断标准如下[3]。 

主症：①胃脘胀满；②胃脘疼痛。次症：①嗳气泛酸；②

嘈杂；③口干口苦；④纳差；⑤脉弦。证型确定：具备主症①

加主症②或次症 2 项。 

3   治疗方法 

3.1 方药组成 

方由柴胡、陈皮、川芎、枳壳、赤芍、香附、炙甘草、元

胡、苏梗、木香、莱菔子、川楝子等药物组成。1 剂/d，水煎

取汁 400 ml，早晚 2 次分服，忌食辛辣刺激之品。 

3.2 疗程及依据   

疗程 3 个月。停药 1 个月后再追访 1 次。根据 2002 版《中

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中关于“慢性萎缩性胃炎”治疗观

察要求：观察时间不少于 10 周。 

4   疗效标准及结果 

4.1 疗效标准   

参考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02 年版《中药新药临床研究

指导原则》中制定的疗效判定标准，制定慢性萎缩性胃炎标准

如下。 

4.1.1 临床痊愈 

临床中症状基本消失；胃镜以及组织学检查，黏膜慢性炎

症好转达到轻度，病理组织学的检查结果证实腺体萎缩、肠上

皮化生和异型增生达到正常或消失。 

4.1.2 显效 

临床中主要症状、体征消失；胃镜复查黏膜慢性炎症好转，

病理组织学检查证实腺体萎缩、肠上皮化生和异型增生恢复正

常或减轻 2 个级度。 

4.1.3 有效 

主要症状、体征明显减轻；胃镜复查黏膜病变范围缩小 1/2

以上，病理组织学检查证实慢性炎症减轻 1 个级度以上，腺体

萎缩、肠上皮化生和异型增生减轻。 

4.1.4 无效 

达不到以上标准或恶化者。 

4.2 结果   

50 例患者经治疗后治愈 2 例（4.0%），显效 28 例（56.0%），

有效 16 例（32.0%），无效 4 例（8.0%），有效率 92.0%。 

5   讨  论 

胃居中焦，主受纳腐熟水谷，以通降下行为顺。《素问•逆

调论》云：“胃者，六腑之海，其气亦下行。”可见胃气下降

通顺是胃的正常生理功能。但《素问•厥论》又说：“脾主为

胃行其津液者也”，所以胃的受纳腐熟功能，必须和脾的运化

功能配合，才能使水谷化为精微，濡养全身。《素问·病机气

宜保命集》云：“脾不能行气于肺胃，结而不散，则为痞。”

《素问·六元正纪论》说：“木郁之发，民病胃脘当心而痛”。

可见本病病位虽在脾胃，但与肝相关。从生理上，肝与脾胃关

系密切，脾为己土，属脏，以太阴而主升，胃为戊土，以阳明

而主降，升降之权，则靠肝的疏泄条达。如唐容川在《血证论》

里说：“木之性，主于疏泄，食气入胃，全赖肝木之气以疏泄

之，而水谷乃化；设肝之清阳不升，则不能疏泄水谷，渗泄中

满之症，在所不免。”反之，胃气的下降，亦有利于肝经之气

的正常疏泄。肝之疏泄可从不同层次对胃之通降，脾之升清给

以影响，是脾胃升降的动力所在。从病理方面，肝木之气过盛

而克制脾胃，此即病理中所说“肝木乘土”，反之肝木过弱则

达不到疏通作用，使脾胃之受纳及腐熟功能受阻。肝气郁滞，

进一步影响胆囊功能，胆汁分泌及排泄功能失调，有损脾胃之

运化功能正常发挥。清•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木乘土》中指

出：“肝为起病之源，胃为传病之所”。正如医家周学海所说：

“世谓脾为生发之本，非也。脾者，生发所由之径；肝者，升

降发始之根也。” 

慢性萎缩性胃炎，病位在胃，与脾失健运、肝失疏泄、气

机郁滞有密切关系，基本病机为中焦气机不利，脾胃升降失常。

根据相关研究，临床上除脾胃虚弱证外，以肝胃不和证多见，

方中使用柴胡疏肝解郁为君药，臣药之一香附，有理气疏肝，

宽中和胃之功效，助柴胡解肝郁；臣药之二郁金，有行气活血

并解郁止痛，助柴胡祛肝经郁滞，二臣药合用，行气活血及和

胃之效甚。陈皮及枳壳二药，理气并有行滞和胃之功，合欢皮

安神，芍药合甘草柔肝养血敛阴，并能缓急止痛，共行佐药之

功。甘草兼调诸药，亦为使药之用。诸药相合，在辨证论治的

基础上疏敛并用，共致疏肝理气，活血解郁并和胃之功，达到

肝气调达，及脾胃升降有序，而寒热亦除。因此，我们认为疏

肝和胃法是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的常用治法。当然，慢性萎缩

性胃炎病程长，且多迁延反复，故临床上常表现为本虚标实，

虚实寒热夹杂之证，故临证时一定要灵活多变，不可拘泥一个

证型、一种治法，适当加减，才不失我中医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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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中医妇科论妇科病之病因病机，虚者多从气血不足、阴阳虚损论，实者多从气滞、寒凝、瘀血论，王国华教

授对月经不调、闭经、不孕、癥瘕、带下、产后缺乳等妇科疾病从痰湿立论进行辨证施治，异病同治，每获良效,故对“从痰湿论

治妇科疾病”这一理论进行探讨并整理总结。 

【关键词】王国华；痰湿；妇科疾病；理论 

【Abstract】As for the etiology of gynecolog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he deficiency was due to the deficiency of 

Qi and blood, Yin and Yang, while the excession was due to Qi stagnation,cold coagulation and blood stasis. Professor WANG 

Guo-hua treated irregular menstruation, amenorrhea, infertility, vaginal discharge, postpartum hypogalactia and gynecological disea

ses based on differentiation in phlegm dampness, different diseases with the same method, which reached a good effect. This pa

per discussed and summarized this theory treating gynecological diseases in phlegm dampness. 

【Keywords】WANG Guo-hua; Phlegm dampness; Gynecological diseases;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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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华教授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妇科疾病，尤其

对月经失调、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孕症、盆腔炎性疾病、更年

期综合征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并积累了较丰富的临床经验。传统

中医妇科论妇科病之病因病机，虚者多从气血不足、阴阳虚损

论，实者多从气滞、寒凝、 血论，王国华教授根据 30 年临

床实践经验，对月经不调、闭经、不孕、癥瘕、带下、产后缺

乳等妇科疾病多从痰湿立论进行辨证施治，其临证思想充分体

现了祖国医学谨守病机、异病同治的思想精髓，本人师从王国

华教授 3 年，耳濡目染，深受影响，在王老师悉心指导下一边

临证一边熟读经典，对“从痰湿论治妇科疾病”这一理论进行

了初步探讨，整理如下。 

1   痰湿与月经不调 

1.1 痰湿与月经过少 

明代万全《万氏妇人科•调经章》“胖人经水来少者，责

其痰碍经隧也”，从体质因素的角度提出了胖人经少的病因为

“痰碍经隧”。 

清末罗国纲《罗氏会约医镜•论经水多少》“有痰碍经隧

者，必其体肥，而脾土或者亏败，不能燥痰也”，则进一步阐

述了肥人经少的病机。 

现代，金慧[1]等结合文献报道观察了月经不调与体质的关

系，提出痰湿型具有形体肥胖、肌肤白润、肢体沉重、多坐懒

动、大便不爽、舌胖、脉滑等特征，此型多发为经量过少甚至

闭经。 

1.2 痰湿与月经后期 

宋代郑春敷《女科济阴要语万金方•治经水》从痰阻立论

月经后期病机曰：“肥胖妇人，经事或二三月一行者，痰甚而

脂闭塞经脉也”。 

清代冯兆张《冯氏锦囊秘录•经病》总结月经后期病的病

机为“过期而来者火衰也，为寒、为郁、为痰”。 

2   痰湿与闭经 

元代著名医家朱丹溪《金匮钩玄》有云：“肥人痰多，瘦

人火多”“肥胖饮食过度之人，而经水不调者，乃是湿痰，宜

苍术、半夏…川芎、当归”。认为肥盛妇人的痰湿体质与闭经

有着密切的联系，首倡痰盛可致经闭，“经不行者，非无血也，

为痰所凝而不行也”。 

明代医家陈文昭在《陈素庵妇科补解•调经门》中专门提

到“经水不通有痰滞方论：经水不通有属积痰者。大率脾气虚，

土不能制水，水谷不能化精，生痰不生血。痰久则下流胞门，

闭塞不行，或积久成块，占住血海，经水闭绝”，不仅指出痰

湿型闭经的病机为痰湿阻滞胞脉而致经水不通，而且指出痰湿

产生因脾虚生痰不生血，痰阻胞宫，月事不下。同时代的李梃

在《医学入门》中谓：“大概肥人多气弱有湿痰，瘦人多血怯

有火。”将痰湿型闭经的病因，分为气虚痰湿和血虚痰火。 

清代叶天士《叶氏女科证治》载：“形肥痰热经闭，宜地

骨皮汤（地骨皮、当归、川芎、知母、麦芽、甘草）”，认为治

疗痰热引起的闭经，应予以寒凉之品清热凉血。齐秉慧从脾虚

兼肾阳虚论痰湿型闭经，其《齐氏医案》曰：“有为湿痰占据

胞胎者，其腹渐大，白带常来……皆由脾胃素虚而生化之源为

留饮滞塞，是以精血不行，兼之肾阳不足，不能化气，故痰踞

之，法宜六君子汤加砂仁、草果、姜、桂、南星、香附，其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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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随白带长驱而下，其腹渐消，经信通而受孕矣。”主张以健

脾益气为主，辅以燥湿的治疗之法。吴道源《妇科切要》关于

痰湿闭经的病机和治法有如“肥白妇人，经闭而不通者，必是

湿痰与脂膜壅塞之故也。宜以枳实为君，佐以苍术、半夏、香

附、乌药、厚朴、牛膝、桃仁之类，则湿痰去而脂膜开，其经

自通矣”的认识。 

现代，索玉平[2]等采用补肾化痰通络之法从痰湿论治闭经

收到显效,倪延群
[3]等选用苍附导痰汤加淫羊藿、巴戟天联合二

甲双胍治疗痰湿型闭经合并胰岛素抵抗患者，与单服同样剂量

二甲双胍的对照组比较，闭经由原来的 30 人减少到 7 人，表

明从痰湿角度论治闭经有显著疗效。 

3   痰湿与不孕 

元代著名医家朱丹溪《丹溪心法•卷七》云：“肥者不孕，

因躯脂闭塞子宫，而致经事不行……”,首次提出痰湿可致不

孕，《丹溪心法•子嗣九十三》指出“若是肥盛妇人,禀受甚厚,

恣于酒食之人,经水不调,不能成胎,谓之躯脂满溢,闭塞子宫，

宜行湿燥痰，用星、夏、苍术、台芎、防风、羌活、滑石，或

导痰汤类”从其所出具的治法及方药测症，此不孕患者当由痰

湿致病。 

明代，万全《万氏妇人科》描述到：“惟彼肥硕者,膏脂

充满,元室之户不开；挟痰者,痰涎壅滞,血海之波不流,故有过

期而经始行,或数月经一行,及为浊,为带,为经闭,为无子之

病”“……肥人而多食者，为湿痰壅滞，躯脂阻塞。”指出肥

硕之人,嗜食肥甘厚腻致痰脂湿浊内蕴,下注胞宫、胞脉,阻滞

冲任致月事不能按期而至；外溢肌表、头面、四肢表现为肥胖；

内阻气道,气机失调,脾胃运化失常,则水湿内蕴,聚而成痰,痰

湿内阻冲任,故经闭形肥日甚。同时在治疗方面提出调经的重

要性，还指出对于禀赋体质不同的患者，调经之法也应不同，

如痰湿不孕者，宜行湿燥痰，理气调经，方用苍附导痰丸、四

制香附丸。另外，武之望《济阴纲要•卷六》专论痰饮不孕中

认为胸中实痰积聚是其主要原因，“吾妇为室女时，心下有冷

积如覆杯，按之如水声，以热手熨之如冰，为胸中有实痰也” 

清代，有关痰湿导致不孕的论述日渐丰富，如吴谦《医宗

金鉴•妇科心法要诀》记载：“不孕之故伤任冲,痰饮脂膜病子

宫”，陈修园《女科要旨》曰：“若经水既调,身无他病,而亦

不孕者,一则身体过于肥盛,脂满子宫而不纳精也”，清代著名

妇科大家傅山《傅青主女科•种子》曰：“妇人有身体肥胖，

痰涎甚多，不能受孕者，……乃脾土之内病也……不知湿盛者

多肥胖，肥胖者多气虚，气虚者多痰涎，外似健壮而内实虚损

也。……夫脾本湿土，又因痰多，愈加其湿，脾不能受，必浸

润于胞胎，日积月累，则胞胎竟变为汪洋之水窟矣！且肥胖之

妇，内肉必满，遮隔子宫，不能受精，此必然之势也。”详细

论述了痰湿不孕的病因病机为肥人多痰，素体肥胖之人，必多

痰湿，脾胃虚弱，失其运化之功，精不能化，又痰湿内生，躯

脂满溢，遮盖子门，阻滞胞宫胞脉，难以摄精成孕，而致不孕。

在治法上，《傅青主女科•种子》明确指出：对痰湿不孕“治法

必须以泄水化痰为主。然徒泄水化痰，而不急补脾胃之气，则

阳气不旺，湿痰不去，人先病矣”。素体肥胖或脾肾两虚，痰

湿内生，湿痰闭塞冲任胞宫则不能摄精成孕，故治宜健脾燥湿

化痰，调理冲任。治病求本，治疗时除燥湿化痰以祛实外，尚

需健脾益气以补虚，使邪去而不伤正，故用加味补中益气汤。

此外，汪昂《医方集解》中指出肥胖妇人脂满壅塞子宫可致不

孕,方用启宫丸治疗。 

现代，妇科名家罗元恺教授[4]临证中把不孕症分为痰湿内

阻、气滞血 、肝郁、肾虚、气血虚弱 5 个主要证型，认为痰

湿内阻型不孕多见于多囊卵巢综合征，排卵异常甚至不排卵，

治疗上采用苍附导痰丸合佛手散加黄芪、补骨脂、桃仁等攻补

兼施，以理气活血化痰除湿，促进卵子顺利排出而受孕。宋咏

梅[5]综合历代文献、现代实验及临床研究成果，提出肥胖妇人

不孕症与痰湿内停关系密切。 

4   痰湿与癥瘕 

古代医家认识到“痰”为癥瘕形成的重要病理因素，如元

代朱丹溪《丹溪心法》谓“凡人身上中下有块者，多是痰。”

痰积久聚多……经络为之壅塞，皮肉为之麻木，甚至结成窠

囊……” 

明代陈文昭《陈素庵妇科补解•调经门》卷一补按中指出

“经水不调可由贪食生冷炙煿及一切伤脾之物，以致停痰积

饮，浮沫顽涎裹聚 血，亦成痞块积聚诸症”，认为长期饮食

不节、脾胃虚弱导致经水不调， 后发展为痞块积聚。 

“盖痞气之中，未尝无饮，而血癥、食癥之内，未尝无痰，

则痰、食、血未有不因气病而后形病。故消积之中，尝兼行气

消痰、消 之药为是。”《医学入门•妇人门》提出了癥瘕治

法要活血消癥与行气消痰并重，治则上强调攻邪与扶正不可偏

废，即“善治癥瘕者，调其气而破其血，消其食而豁其痰，衰

其大半而止，不可猛攻峻施，以伤元气，宁扶脾胃正气，待其

自化”。 

清代，吴谦《医宗金鉴•妇科心法要诀》针对痰湿所致癥

瘕，创化痰渗湿、理气和血之方剂开郁正元散（由白术、青皮、

香附、山楂、海粉、桔梗、茯苓、砂仁、延胡索、炒麦芽、炙

甘草、神曲组成），治痰饮、气血结聚之癥。 

现代，肖承棕[6]认为子宫肌瘤的病机为气虚血 、痰湿内

阻，气虚则运血无力， 血内阻，气虚则水湿不化而内停，聚

而成痰，同时，痰湿、 血又可进一步阻碍气机，损伤正气，

使痰湿、 血更甚， 终痰 互结，癥瘕乃成。认为卵巢囊肿

的病机关键为气血津液失调，肝血不足、肝郁脾虚是致病之本，

肝血不足，肝失柔和条达，肝郁气滞，气滞血 ；肝郁乘脾，

脾气虚弱，水湿不运，聚而成痰，日久痰 互结，阻滞冲任，

发为癥瘕[7]。罗元恺[8]认为子宫肌瘤与气滞血 或痰湿壅盛有

关，病性属本虚标实，治疗上以益气养血、健脾化湿等方法扶

正，以行气化 以消肿块，或祛痰燥湿散结等方法攻邪。 

5   痰湿与带下病 

“带下”一词，首见于《黄帝内经》，“带下病”之名，

首见于《诸病源候论》。 

元代医家朱丹溪《金匮钩玄•女人科•带下赤白》云“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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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俱是胃中痰积流下渗入膀胱”，提出带下病由痰湿下注引

起，治疗上主张燥湿化痰止带。 

明代孙一奎《赤水玄珠•带下赤白》曰：“虽有赤白之殊，

皆痰湿 血所致”。皇甫中《名医指掌•妇人科•带下》曰“夫

带下病，由湿痰流注于带脉而下浊液，故曰带下”，均指出痰

湿可致带下病。李梃《医学入门•妇人门》中指出“肥人多湿，

身黄，脉缓，阴户如冰或痛，白带，升阳燥湿汤，四妙固真丸”。

此外王肯堂论带下亦有“有湿痰而弱不禁攻者。……寒湿宜温

燥”之说。 

现代，周福霞[9]主张带下应从痰论，提出肥胖之体，多痰

多湿，躯脂壅塞，或脾虚生湿聚而成痰；或肾阳不足，不能蒸

腾气化水湿，停聚为痰；或肝郁气滞，疏泄失司，气郁痰凝等，

痰湿形成后若流于下焦，聚于带脉或带脉失固而为带下病。 

6   痰湿与产后缺乳 

痰湿引起产后缺乳， 早亦由元代朱丹溪提出， 其在《格

致余论•乳硬论》中提出：“乳子之母，不知调养，怒忿所逆， 

郁闷所遏，厚味所酿，以致厥阴之气不行，故窍不得通而汁不

得出，阳明之沸腾，故热甚而化脓。”认为若产妇情志失畅， 

肝失条达，导致气滞水停，痰湿凝滞，乳汁不行；或恣食厚味，

则脾胃受损，痰湿内生，阻滞乳络，以致缺乳。 

明代武之望《济阴纲目》言“乳汁不行气口脉涩，恶心食

少，体胖，是胃虚有痰，六君子加枳实、通草，六君子以健脾

益气，行气燥湿，通草以疏通乳络”不仅阐述了胃虚痰湿导致

产后缺乳的病机，还提出了健脾益气、行气燥湿、疏通乳络的

治法。 

清代林佩琴《类证治裁•乳症》中论及痰湿导致产后缺乳

的治疗“神效瓜蒌散疏降之，当归以补血行血，乳香、没药活

血行气，瓜蒌以化痰。” 

现代，孙跃农[10]等提出产后缺乳的常见病因为随着现代社

会生活水平的提高，产前产后恣食膏粱厚味或盲目进补，中州

失健，水谷精微不能化气生血，反致痰湿内生，壅阻于乳络之

间而致乳汁不行，治以健脾化痰，通络下乳，收效满意。 

综上所述，历代医家均认为，先天禀赋和后天失调是痰湿

形成的原因，素体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聚湿生痰；或形体肥

胖，脂膜闭塞，水湿不化而成痰湿；或饮食不节、嗜食肥甘，

酿成痰湿，痰湿下注壅滞冲任，血海不能满盈，则发为月经过

少或月经后期；若胞脉 阻，而成闭经、不孕等顽症。经间期

痰湿下注则带下过多；若素体脾肾阳虚，水湿不运，聚湿成痰，

痰湿 阻于胞宫胞脉，血行涩滞，痰湿 血搏结，日久而成癥

瘕；产妇素体脾虚痰盛或产后恣食厚味， 则脾胃受损， 痰湿

内生，阻滞乳络，以致缺乳等。王国华教授将这些理论融会贯

通，对痰湿所致妇科疾病，不拘泥于病名，而是抓住根本病机，

调理脾胃，健脾祛湿化痰，多用苍附导痰汤加减，阳虚者辅以

温阳，夹 者活血化 ，兼气滞者予疏肝行气，总能药中病机，

效如桴鼓。这一理论已经被现代医家的临床研究所证实，例如

多囊卵巢综合征中医辨证以痰湿型多见，有研究表明苍附导痰

汤能有效调节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的激素水平，显著提高排卵

率[11]。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人们精神压力日增，妇女承担

着越来越重要的社会角色，肝郁证日益增多，肝郁克脾，脾虚

生湿，日久酿痰，而成肝郁脾虚为本，气滞痰湿 血为标之证；

或因物质丰富，生活水平提高，饮食不节，恣食肥甘或贪凉饮

冷或过用寒凉之药损伤脾胃，痰湿内生，痰湿壅滞胞脉，日久

成 ，而成脾胃虚损、痰 互结之证；或因素体脾肾阳虚或多

次堕胎损伤肾元，阳虚水湿不化聚生痰湿，进而阻滞胞宫胞脉

发为脾肾阳虚痰湿壅盛之证，因此，在临床实践中不断对“从

痰湿论治妇科疾病”这一理论进行深入研究，丰富和发展这一

理论，不仅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也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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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归红芪水煎剂对糖尿病大鼠肾脏的保护作用 
Protective effects of the Danggui Hongqi decoction on kidneys of diabetic r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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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当归红芪水煎剂对糖尿病大鼠肾脏的保护作用。方法：将 72 只 Wistar 大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 12 只，

其余 60 只大鼠，给予一次性大剂量腹腔注射链脲佐菌素（STZ）复制糖尿病模型。造模成功后将糖尿病大鼠随机分为厄贝沙坦组

（给予 17.5mg•kg-1•d-1灌胃），当归红芪低剂量组(给予 1.8g•kg-1•d-1灌胃），当归红芪中剂量组(给予 3.6g•kg-1•d-1灌胃），当归红芪

高剂量组（给予 7.2g•kg-1•d-1 灌胃），模型组（给予等量生理盐水灌胃），每组 12 只。4 周后测空腹血糖（FBG）；用代谢笼留大鼠

24h 尿，考马斯亮蓝 G-250 法测定 24h 尿蛋白含量（24 h Upro）；解剖大鼠，取双肾，称重，计算肾脏指数；采用 HE 染色观察各

组大鼠肾组织的病理变化。结果：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模型组大鼠 FBG、24 hUpro、肾重指数均明显升高（P＜0.01）。与模型组比

较，当归红芪中、高剂量组空腹血糖有不同程度的降低（P＜0.05）；西药组及三个当归红芪组 24 h Upro 均有所下降（P＜0.05）；

西药组及当归红芪中、高剂量组肾重指数明显下降（P＜0.05）；西药组及当归红芪中、高剂量组肾脏病理变化较轻（P＜0.05）。

结论：当归红芪水煎剂可以降低 DM 大鼠的血糖、减少蛋白尿、减轻肾脏病理损害，从而可以延缓糖尿病肾病的进展。 

【关键词】当归；红芪；糖尿病；肾脏 

【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effeccts of the Danggui Hongqi decoction on kidney of experimental diabetic rats. Methods: 72 

Wistar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12, the remaining 60 rats were administered bolus intraperitoneal injection of 

streptozotocin (STZ) diabetic copy. Later, successful modeling of diabetic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irbesartan group (given 

17.5mg•kg-1•d-1 orally), Danggui Hongqi low dose group (given1.8 g•kg-1•d-1 orally), Danggui Hongqi dose group (given 3.6 g•kg-1•d-1 

orally), Danggui Hongqi high dose group (given 7.2 g•kg-1•d-1 orally), model group (given normal saline orally), each 12. Four weeks after 

fasting blood glucose (FBG) was done, with 24h urine of rats, and Determinating 24h urinary protein (24h Upro); dissect rats for kidneys, 

weighing, calculating kidney index; HE staining for renal tissue pathological changes. Results: Compared with normal control group of rats 

FBG model group, 24hUpro, kidney weight index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0.01).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 danggui hongqi 

middle and high dose groups have different levels of fasting blood glucose lowering(P＜0.05). Western medicine group and three Danggui 

Hongqi 24h Upro group had decreased(P＜0.05); Western medicine group and Danggui Hongqi middle dose group and high dose group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kidney weight index(P＜0.05); Western medicine group and Danggui Hongqi middle dose group and high dose 

group mild were found renal pathological changes (P＜0.05). Conclusion: Danggui Hongqi decoction can reduce the blood sugar, reduce 

proteinuria, in DM rats can relieve kidney pathological damage, and can delay the progress of diabetic nephropathy. 

【Keywords】Danggui; Hongqi; Diabetes; Kid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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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肾脏损害是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DM） 严

重的并发症之一，肾小球细胞外基质（Extra Celluar Matrix，

ECM）过度聚积、肾小球基底膜和肾小管基底膜增厚是其主要

的病理特征[1]。前期研究表明，中药当归补血汤（当归、黄芪）

能明显抑制高糖条件下肾小球系膜细胞（GMC）增殖，及其细

胞中核转录生长因子表达的增加，从而发挥预防和治疗肾小球

硬化，延缓糖尿病肾病进展的作用[2]。因此本次试验准备进一

步观察，当归红芪水煎剂对链脲佐菌素（STZ）诱导的 DM 大

鼠肾脏的影响，探讨它对 DM 大鼠肾脏的有效作用。 

1   实验材料 

1.1 实验动物 

SPF 级雄性 Wistar 大鼠 72 只，5～6 周龄，体重（200±20） 

g，由甘肃中医学院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1.2 实验药物、试剂 

当归、红芪（1︰5）水煎剂（每毫升药液含 1 g 生药），由

甘肃中医学院药学院提供；厄贝沙坦（安博维）由赛诺菲安万

特（杭州）制药有限公司提供,产品批号：4A294；链脲佐菌素

（STZ）由美国 sigma 公司提供，产品批号：B57377；蛋白质

定量测试盒，由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提供，产品批号：

A045-2；苏木精染液由北京中杉金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产品批号：ZLI-9610。 

1.3 主要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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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Accu-Chek Active [Model Gc] 型罗氏血糖仪；日本

UV-2401pc 型紫外分光光度计；深圳博大精科 TKY-BMB 型石

蜡包埋机；德国 RM-2135 型切片机；日本 BX-60OLYMPUS

荧光照相显微镜。 

2   实验方法 

2.1 动物模型的建立 

SPF 级 Wistar 大鼠 72 只，正常饲养 1 周后，随机留取 12

只作为正常对照组（给予等量生理盐水灌胃），其余 60 只大鼠

禁食不禁水 12 h后，一次性大剂量腹腔注射 STZ，50 mg•kg-1(溶

于 0.1 mol•L-1 柠檬酸缓冲液中，pH4.5，浓度 1%)，正常对照

组注射相当体积的柠檬酸缓冲液。72 h 后取尾静脉血，测空腹

血糖≥16.7 mmol•L-1，提示达到 DM 成模标准。剔除因造模死

亡大鼠 6 只、血糖不达标大鼠 1 只，共剩余成模 DM 大鼠 53

只。 

2.2 实验分组 

所有 DM 大鼠以体重编号，按照随机数字表，随机分为厄

贝沙坦组（按 17.5 mg•kg-1•d-1 给药），当归红芪低剂量组（按

1.8 g•kg-1•d-1给药），当归红芪中剂量组（按 3.6 g•kg-1•d-1 给药），

当归红芪高剂量组（按 7.2 g•kg-1•d-1给药），模型组（给予等量

生理盐水灌胃），连续给药 4 周。 

2.3 标本采集与指标检测 

于给药第 4 周末，测空腹血糖并用代谢笼留取大鼠 24 h

尿液，离心（3000 r•min-1）15min 后，取上清液，考马斯亮蓝

G-250 法测定 24 h 尿蛋白含量；解剖大鼠，取出肾脏，去包膜，

用预冷的生理盐水洗净，滤纸拭干，称重并计算肾脏指数，单

位 mg•g-1体重；取左肾，放入 10%福尔马林溶液内固定，取材，

脱水，石蜡包埋，制片，HE 染色后观察肾脏病理变化。 

2.4 统计学方法 

数据统计以均数±标准差（ ）表示，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  果 

3.1 当归红芪（1︰5）水煎剂对 DM 大鼠空腹血糖、24 h 尿蛋

白定量、肾重指数的影响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模型组大鼠 FBG、24 h Upro、肾重

指数均明显升高（P＜0.05）。与模型组比较，当归红芪中、高

剂量组空腹血糖有不同程度的降低（P＜0.05）；西药组及三个

中药组 24 h Upro 均有所下降（P＜0.05），当归红芪中剂量组

较为明显，但与西药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西

药组及当归红芪中、高剂量组肾重指数明显下降（P＜0.05），

但当归红芪中、高剂量组与西药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详见表 1。 

表 1   当归红芪水煎剂对大鼠 FBG、24hUpro、肾重指数的影响   （ ） 

组别 n 
空腹血糖

（mmol/L） 

24h 尿蛋白

(mg/24 h) 

肾重指数 

(mg/g) 

对照组 12 4.92±0.68 12.43±3.63 3.06±0.53 

模型组 10 23.14±3.53* 53.12±15.50* 6.16±1.07* 

西药组 11 21.74±4.38* 34.42±10.78*# 4.96±0.52*# 

中药低 11 22.98±5.13* 40.83±11.29*# 5.33±0.69* 

中药中 11 18.10±4.02*# 33.86±7.38*# 4.67±1.13*# 

中药高 10 17.84±3.38*# 38.70±9.65*# 5.11±0.27*#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P﹤0.01；与模型组比较，#P﹤0.05 

3.2 对 DM 大鼠肾脏病理形 的影响    

HE 染色显示，正常对照组肾小球结构完整，未见肥大，

肾小球基底膜未见增厚，肾小管无扩张；模型组可见肾小管扩

张，胞浆溶解，肾小管上皮细胞空泡变性，个别肾小球体积增

大，肾小球基底膜轻度增厚，个别细胞可见细胞核固缩；中药

低剂量组可见个别肾小球体积增大，有红染，肾小管腔欠完整；

中药高剂量组可见肾小管上皮细胞脱落，细胞浆溶解；西药组

及中药中剂量组肾小球结构基本完整，肾小管无扩张。详见图 1。

 
 
       对照组                   模型组                  西药组                        中药低剂量组                中药中剂量组              中药高剂量组

图 1  各组 DM 大鼠肾组织病理变化（×100） 

4   讨  论 

糖尿病肾脏损害主要病变在肾小球及肾脏微动脉，随病情

进展可继发肾小管上皮细胞空泡变性、肾小管基底膜增厚、肾

间质单个核细胞浸润及晚期肾间质纤维化等间质病变[3]。近年

来，研究者发现中药可通过抑制成纤维细胞增殖和促使其凋亡

等，从而延缓肾脏疾病的进展[4]。糖尿病肾病据其临床表现多

归属于中医学“消渴”“水肿”“尿浊”等范畴，主要病机为

本虚标实、虚实夹杂，本虚为脾肾亏虚，标实主要责之于 血、 

 

 

水湿、浊毒三者，而 血贯穿了病变的始终，是导致肾脏损害

的主要因素[5]。当归、红芪是中医补血、活血、益气的常用药 

物，当归有补血调经、活血止痛等作用, 其主要成分为多糖、

阿魏酸、挥发油等；红芪系多序岩黄芪的干燥根，与黄芪同科

异属，它有补气固表、利尿消肿等功效，红芪中含有众多的生

物活性物质，如氨基酸、有机酸、谷甾醇、红芪多糖、微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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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严重程度与瘦素及黏附分子相关研究 
Clinical relative research on CHD severity and adhesion molecules plus leptin  
 

余丽华 

（枣庄通晟实业有限公司医院，山东  枣庄，277400） 

 

     中图分类号：R5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5)27-0028-02    证型：BGA 
 

【摘  要】目的：探讨瘦素及黏附分子与冠心病患者中的表达情况，分析瘦素及黏附分子与冠心病严重程度的相关性。方法：

将 82 例冠心病患者，依据疾病类型将冠心病患者分为 31 例的稳定性心绞痛组（SAP 组）、28 例的不稳定心绞痛组（UA 组）及

23 例的急性心肌梗死组（AMI 组），同时选取 25 例无冠心病的健康体检者组成对照组，对比四组瘦素含量、黏附分子含量及 Gensini

评分差异，同时分析瘦素及黏附分子含量与 Gensini 评分相关性。结果：四组间瘦素含量、黏附分子含量及 Gensini 评分均存在显

著差异（P＜0.05），均以 AMI 组最高，对照组最低。同时经相关性分析显示，Gensini 评分与瘦素及黏附分子含量均存在显著的

正向直线相关性（P＜0.05）。结论：冠心病患者体内瘦素及黏附分子含量存在差异，且与冠心病严重程度存在显著正向直线相关

性。 

【关键词】冠心病；瘦素；黏附分子；相关性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expression of the leptin and adhesion molecule in CHD. Methods: 82 cases of CHD were 

divided into 31 cases of stable angina (SAP group), 28 cases of unstable angina (UA group) and 23 cases of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 group AMI), while selected 25 cases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free as control group for inspecting difference of leptin content, adhesion 

molecules content and Gensini score. Results: Four groups of leptin content, adhesion molecules content and Gensini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the highest was in AMI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minimum. At the same time the correlation was s 

showed, Gensini score and leptin and adhesion molecules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apearing positive linear correlation (P<0.05). 

Conclusion: Leptin and adhesion molecules in CHD patients are different content, and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linear correlation with 

the severity of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Keywords】Coronary heart disease;Leptin;Adhesion molecules;Cor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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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已成为我国发病率较高的疾病之一[1]，如不及时治

疗，常可并发心力衰竭及心源性猝死而危及患者生命[2]。因此

准确地对患者冠心病严重程度进行评价，并给予对症治疗，对

患者的预后有着一定的改善作用。有研究显示在对冠心病患者

严重程度进行评价时，联合多种生化标记物其可靠性更高[3]。

本研究对冠心病患者体内瘦素及黏附分子含量的差异进行分

析，以观察以上两种指标对冠心病严重程度的预测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 2013 年 6 月—2014 年 6 月我院收治的 82 例冠心病患者

及 25 例无冠心病的健康体检者作为观察对象。依据疾病类型

将冠心病患者分为 31 例的稳定性心绞痛组（SAP 组）、28 例的

不稳定心绞痛组（UA 组）及 23 例的急性心肌梗死组（AMI

组），同时与 25 例无冠心病的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所有患

者冠心病诊断均需符合冠心病诊断标准，且需除外存在其他心

脏疾病者及存在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所有患者均签署了知情

同意书。SAP 组：男性 18 例，女性 13 例；年龄 52～62 岁，

平均年龄（57.4±3.3）岁。UA 组：男性 17 例，女性 11 例；

年龄 51～63 岁，平均年龄（57.2±3.4）岁。AMI 组：男性 14

例，女性 9 例；年龄 51～64 岁，平均年龄（57.6±3.5）岁。

对照组：男性 16 例，女性 9 例；年龄 50～62 岁，平均年龄

（57.3±4.0）岁。四组间性别及年龄对比，P＞0.05，具可比

性。 

1.2 指标采集方法及观察方法 

所有患者均行冠状动脉造影检查，根据检查结果对所有患

者进行 Gensini 评分，对比四组间 Gensini 评分差异。同时于次

日清晨抽取肘静脉血，进行瘦素含量及黏附分子含量检查。对

比四组瘦素含量及黏附分子含量差异。瘦素含量及黏附分子含

量均应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进行测定。 

1.3 统计学方法  

以 SPSS19.0 分析，计数数据用（%）描述，计量数据用

（ ）描述，用 x2分析及直线相关性分析比较，当 P＜0.05

仍定有统计学差异。 

2   结  果 

2.1 四组间各观察指标比较 

四组间瘦素含量、黏附分子含量及 Gensini 评分均存在显

著差异（P＜0.05），均以 AMI 组 高（P＜0.05）。 

2.2 Gensini 评分与瘦素及黏附分子含量相关性分析 

同时经相关性分析显示，Gensini 评分与瘦素及黏附分子

含量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直线相关性（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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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四组间各观察指标比较  （ ） 

组别 瘦素含量（pg/ml） 黏附分子含量

（ng/ml） 

Gensini 评分（分）

对照组（n=25） 

SAP 组（n=31） 

UA 组（n=28） 

AMI 组（n=23） 

622.17±211.66 

756.31±213.78 

1622.78±335.27 

2613.31±316.78△ 

372.11±12.67 

392.27±12.17 

426.15±14.41 

552.12±15.25△ 

5.23±1.78 

8.35±2.58 

16.23±2.72 

22.16±3.32 

注：*P＜0.05，存在统计学意义。△ AMI 组与对照组、SAP 组及 UA 组瘦素含量比较：

t=25.796，P=0.000；t=25.721，P=0.000；t=10.760，P=0.000；△ AMI 组与对照组、SAP

组及 UA 组黏附分子含量比较：t=44.618，P=0.000；t=42.839，P=0.000；t=30.259，

P=0.000；△ AMI 组与对照组、SAP 组及 UA 组 Gensini 评分比较：t=22.267，P=0.000；

t=17.208，P=0.000；t=7.014，P=0.000 

表 2  Gensini 评分与瘦素含量相关性  （ ） 

组别 含量 r P 

Gensini 评分（分） 

瘦素含量（pg/ml） 

17.36±2.92 

1712.68±323.78 
0.611 0.000* 

注：*P＜0.05，存在统计学意义 

表 3   Gensini 评分与黏附分子含量相关性  （ ） 

组别 含量 r P 

Gensini 评分（分） 17.36±2.92 

黏附分子含量（ng/ml） 419.35±12.78 
0.626 0.000* 

注：*P＜0.05，存在统计学意义 

3   讨  论 

瘦素属于亲水性蛋白激素之一，其有着收缩血管、促进血

管内平滑肌增生、增强细胞粘连及促进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的作

用[4]。而黏附分子同样是体内的细胞因子之一，其有着介导炎

症反应､促进血栓形成及免疫调节的[5]作用｡以上两组物质的升

高，可促进体内炎症性反应的发生，并对动脉粥样硬化有着促

进作用，不利于心血管疾病患者的身体健康[6]。故笔者认为以

上两种指标可作为评价冠心病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重要指标。

并对这两种指标对冠心病严重程度的相关性进行评价。 

本研究结果显示：四组间瘦素含量、黏附分子含量及

Gensini 评分均存在显著差异（P＜0.05），均以 AMI 组 高，

对照组 低。同时经相关性分析显示，Gensini 评分与瘦素及

黏附分子含量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直线相关性（P＜0.05）。可见

在冠心病患者中，瘦素含量、黏附分子含量存在显著的差异，

且其差异与患者的冠心病严重程度密切相关。 

综上所述，冠心病患者体内瘦素及黏附分子含量存在差

异，且与冠心病严重程度存在显著正向直线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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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等，且含有黄芪中不存在的抗菌成分 1-3-羟基-9 甲氧基紫檀

烷，对心、脑等重要器官缺氧、缺血有明显的保护作用[6]。当

归补血汤是我国古代名方，来源于金代李杲的《内外伤辨惑

论》，方由黄芪、当归（1︰5）组成，两药合用有益气健脾、

补血活血、利水消肿等功效。研究表明[7]，当归补血汤能有效

抑制Ⅳ型胶原的产生，降低细胞外基质合成，改善基底膜的通

透性，减少蛋白的漏出，从而起到抗纤维化作用。经本实验研

究证实，当归红芪水煎剂可降低 DM 大鼠血糖水平，同时当归

红芪水煎剂有与厄贝沙坦效果类似的减少蛋白尿、减轻肾脏病

理损害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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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气七篇”在象数思维指导下，有独特的法象用药方法。如其中的苦味之品是具有火象之物，在某些情况下作

为阳性药物来应用。又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中五味的运用，除根据五行相克来应用之外，亦有据五味所对应之象的阴阳属

性来应用的。因此，临床用药在参考运气学说配伍规律时，需注意从药物功效的“象”出发，不宜直接将后世本草中注明的药物

性味代入分析。 

【关键词】运气；黄帝内经；法象用药；象数思维；苦味；五行；阴阳 

【Abstract】In the guidance of Xiang Shu Thinking, medication in 7 articles about Yunqi in Internal Classic of Huangdi is according 

to Xiang in a special way. For example, “bitter” in these articles sometimes means “with a Xiang of Fire”, and bitter medicine could be 

used as those with property of Yang. Another example is the usage of Five Tastes in “Su Wen-Liu Yuan Zheng Ji Da Lun”. After extracting 

the Xiang of Five Elements from Five Tastes, besides restriction among Five Elements, property of Yin and Yang of Five Elements is also 

considered in medication. Therefore, Xiang of medicine’s effect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when you try to use medication in Yunqi theory 

for reference, and using a medicine recorded in Chinese materia medica directly is not recommended. 

【Keywords】Yunqi; Internal Classic of Huangdi; Medication according to Xiang; Xiang Shu Thinking; Bitter; Five Elements; Yin and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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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法象用药”，易水学派的药类法象理论首屈一指，

其以《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气味厚薄阴阳与升降浮沉理论

为基础，将药物以气味厚薄为依据进行阴阳划分；又把药物的

气味厚薄、升降浮沉与自然界四时生长化收藏的物象相结合，

将药物分为风升生、热浮长、湿化成、燥降收、寒沉藏等五类。

有学者指出[1]，药类法象理论初步形成于宋代，以北宋末年的

《圣济经》为代表。[2]然而，笔者研读《黄帝内经》“运气七篇”，

发现其中已有法象用药的思想，且与易水学派之论又有不同，

十分独特。这可能与运气学说中的象数思维有关。“运气七篇”

用象数思维构建了运气格局，以之推算相应的气候、物候、疾

病发病情况，以至于用药也贯穿了象数思维。试举几例，与诸

君共飨。 

1    用苦味，多为用火象 

通过对“运气七篇”中苦味功效与应用的研究，可以发现

与后世对苦味认识的不同之处。就苦味的功效而言，《内经》

中苦味之品有坚、温、燥、发、泄、下等功效，其中温、发之

功效仅在“运气七篇”中提出[3]。苦味之温，苦味之发，与后

世以“酸苦涌泄为阴”为基础的认识不同，却与苦味属火的五

行属性有关。 

苦味之“温”仅《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出现两次，与燥

并举，即“凡此太阳司天之政……故岁宜苦以燥之温之”与“凡

此太阴司天之政……故岁宜以苦燥之温之，甚者发之泄之。”

寒热温凉本是药物四气，此处将温作为苦味功效，可能是经文

意指用苦温、苦热药物而略言温热。纵观《素问•六元正纪大

论》全篇，没有苦寒配伍，只有苦温、苦热，而在偏温热的运

气条件下，用咸寒、甘寒、辛凉。而在《内经》全文中，仅《素

问•至真要大论》中有一处苦寒配伍、一处苦冷配伍。加之《内

经》举例苦味之品亦无一寒凉，有可能在《内经》中若不特别

指出，苦味之品即为苦温、苦热之品。这可能与苦味的五行属

性有关，苦味属火，《内经》时代的一部分医家将具有火的属

性的药物、食物归为苦味，这样的苦味之品可能就相应有火的

炽热、炎上等特性。 

苦味之“发”在《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及《素问•至真要

大论》出现，用于热淫所胜等。《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有“凡

此太阴司天之政……故岁宜以苦燥之温之，甚者发之泄之。不

发不泄，则湿气外溢，肉溃皮拆而水血交流”，“凡此少阴司天

之政……岁宜咸以耎之，而调其上，甚则以苦发之，以酸收之，

而安其下，甚则以苦泄之。”《素问•至真要大论》中“热淫于

内”“火淫于内”及“火淫所胜”均有“以苦发之”的治法，

而“少阴之复”及“少阳之复”均有“辛苦发之”的治法。参

“火郁发之”，张介宾《类经•二十六卷•运气类•二十三、五郁

之发之治》[4]解释说:“发，发越也。……凡火所居，其有结聚

敛伏者，不宜蔽遏，故当因其势而解之、散之、升之、扬之，

如开其窗，如揭其被，皆谓之发，非独止于汗也。”苦味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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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也与其五行属火有关，因而具有阳性的升散性质。 

而在应用苦味时，“运气七篇”也将其与其属火的五行属

性对应起来，以火为象，在某些情况下作为阳性药物来应用。

一方面，根据五行生克规律来应用，《素问•五常政大论》中，

苦味与少阳相火、少阴君火、热毒相对应，可为寒水所克；而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中可克金而治阳明燥金司天、在泉。

另一方面，则依据苦味属火，火的阴阳属性为阳的思维方式，

将其作为阳性药物来应用，《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素问•至真

要大论》中逢寒湿运气常用苦。 

相对于后世言苦多从“酸苦涌泄为阴”立论，《内经》运

气学说中关于苦味以火为象、其性属阳的这一认识，是典型的

象数思维模式。对苦味之品的认识，是通过“取象”来进行的，

也就是取具有火象之物，定义为苦味之品。所以，苦味之品具

有火的炽热、炎上、升散等性质。而对苦味之品的应用，是在

取其火象的基础上，通过五行生克、阴阳互制的“运数”过程

来进行的。与这种象数思维模式下对药物的性味功效理解相

比，后世的认识则更多是口尝及临床实践修正后的结果。这也

提示我们，临床如要参考运气学说中的药味配伍，应思考其在

内经中的原意，法象用药，如苦味药不仅有苦寒还有苦温，不

可见苦味则径用苦寒。 

2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药味应用，法五行之象，归于阴阳 

在象数思维指导之下，“运气七篇”中应用除苦味之外其

他气味的药物，也常常是法象用药。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

中列有 60 年逐年使用药物的四气五味，对其进行分析，可发

现其应用存在一定规律，而此规律突出体现了象数思维的作

用。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中 60 年逐年用药的论述均以“甲

子、甲午岁……其化上咸寒，中苦热，下酸热，所谓药食宜也”

的形式行文，分别以不同的药物配伍来治司天之气、中运与在

泉之气，列出了历年的司天之气、中运与在泉之气与相应的药

物配伍。笔者根据五运与六气分别进行归纳总结，计数各气味

出现次数，结果如下列两表所示。 

表 1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60 年逐年六气用药规律 

 厥阴风木 少阴君火 太阴湿土 少阳相火 阳明燥金 太阳寒水 

司天 辛凉 咸寒 苦热 3温 2 咸寒 苦小温 苦温 2热 3 

在泉 辛凉 4温 1 咸寒 甘 4热 2 温 2苦 1温 咸寒 酸温 4热 1 甘 4 苦 1 热 

表 2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60 年逐年五运用药规律 

 木运 火运 土运 金运 水运 

太过 酸和 2凉 1 甘和 2寒 1 苦 2 热 1 温 1，咸 1 和 辛温 咸温 2热 1 

不及 辛和 2温 1 咸温 2和 1 甘和 酸 2苦 1 和 苦和 

归纳六气用药规律，同一司天用药气味相同的情况有：厥

阴风木司天均用辛凉，少阴君火、少阳相火司天在泉均用咸寒，

阳明燥金司天均用苦小温。而对有差异的情况进一步分析，太

阴湿土司天逢土运、金运、水运不及用苦热，逢木运、火运不

及用苦温。太阳寒水司天逢土运、金运、水运太过用苦热，逢

木运、火运太过用苦温。厥阴风木在泉逢水运太过用辛温，余

用辛凉。太阴湿土在泉逢木运、火运太过用甘温，逢金运、水

运太过用甘热，逢土运太过用苦热。阳明燥金在泉逢土运太过

用酸热，余用酸温。太阳寒水在泉逢水运不及用苦热，余用甘

热。 

从用药的寒热温凉反推，可以发现《素问•六元正纪大论》

中运气的阴寒与阳热属性是有层次的：水运、土运及相应的寒

水之气、湿土之气属阴属寒，木运、火运及相应的风木之气、

君火之气、相火之气属阳属热，金运与燥金之气介于其中而偏

寒。 

根据以上推论，再分析各运气条件下的用药，可以发现五

味的运用，除根据五行相克来应用之外，亦有据五味所对应之

象的阴阳属性来应用的。酸、苦、甘、辛、咸分别对应木、火、

土、金、水。厥阴风木司天在泉用辛，少阴君火、少阳相火司

天在泉用咸，阳明燥金司天用苦，可从五行相克来理解。但太

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司天与阳明燥金司天同样都用苦，考虑

此三气均属阴属寒，就需要从苦味之火象属阳属热来理解了。

根据这样的思路进行整理，咸味取水象属阴属寒，而辛、酸、

甘的寒热属性居于苦与咸之间，酸、甘偏温，辛偏寒。 

再对五运用药规律进行分析。同一岁运下，气味相同的有：

土运不及均用甘和。水运不及均用苦和。对有差异的情况进行

进一步分析，木运太过，逢相火司天风木在泉、寒水司天湿土

在泉用酸和，逢君火司天燥金在泉用酸凉。火运太过，逢相火

司天风木在泉、寒水司天湿土在泉用甘和，逢君火司天燥金在

泉用甘寒。土运太过，相火司天风木在泉用咸和，寒水司天湿

土在泉用苦温，君火司天燥金在泉用苦热。金运太过皆用辛温。

水运太过，逢相火司天风木在泉、寒水司天湿土在泉用咸温，

逢君火司天燥金在泉用咸热。木运不及，逢风木司天相火在泉、

燥金司天君火在泉用辛和，湿土司天寒水在泉用辛温。火运不

及，逢燥金司天君火在泉、湿土司天寒水在泉用咸温，风木司

天相火在泉用咸和。金运不及，逢风木司天相火在泉、湿土司

天寒水在泉用酸和，燥金司天君火在泉用苦和。 

五运用药规律同样有象数思维的体现。与六气用药不同的

是，六气司天与在泉所用药味基本一致，且药物四气与五味所

属五行的阴阳属性一致，而五运太过与不及所用药味是不同

的，药物四气与五味所属五行的阴阳属性多为相反。从用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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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咳嗽是临床常见症状，本文以中医辨证为基础，结合现代医学，讨论如何用中药治疗咳嗽以提高治疗效果。中医

治疗咳嗽首先要辨证，根据不同的证型，选用相对的方药，这是中医治病的基本模式，而现代医学认为所患疾病若相同，在微观

上就有某类共同的基本特征，有相对固定的发生、发展、转归等病理演变过程，这就为我们在中医辨证的基础上，利用现代医学

微观辨病治疗咳嗽提供了理论依据。本文在中医辨证治疗咳嗽的前提下，讨论结合现代医学：根据不同病菌所致的咳嗽、不同的

肺部体征、不同的病变部位、咳嗽的不同阶段、顽固性咳嗽以及对症治疗咳嗽，选用相应的中药治疗，这样才能取得最佳的治疗

效果。 

【关键词】咳嗽；现代医学；辨病；中医治疗 

【Abstract】Cough is a common clinical symptom of many diseases. On the basis of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of TCM combined with 

modern medical theory, the paper discusses how to improve the treatment of cough by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The differentiation of 

symptoms is the first step in TCM treatment. The basic mode in TCM is to choose the right prescription according to different symptoms, 

while from modern medicine, the same disease possesses a certain kind of common features in the micro and a relatively fixed pathological 

process in its occurrence, development and outcome. Therefore, it provides u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of 

cough from modern medicine in the micro on the basis of TCM differentiation. On the premise of TCM differentiation combined with 

modern medical theories, the paper holds the view that proper Chinese medicine should be used according to cough caused by different 

pathogens, different lung symptoms, different lesion locations, different stages and chronic cough in the symptomatic treatment. 

【Keywords】Cough; Modern medicine; Differentiation of diseases; TCM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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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嗽是内科临床常见症状，影响日常工作、生活、学习

和睡眠，严重的咳嗽可引起声音嘶哑，甚至晕厥。因此应予

积极的有效治疗。本文讨论在中医辨证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医

学，应用中药治疗咳嗽，以期提高治疗效果。    

因病因的不同，个体差异及地域的区别，咳嗽在病人身

上的表现是不一样的，故中医在治疗咳嗽时，需要辨证分型。

根据不同的证型，辨证用药，这样才能取得 佳治疗效果，

这是千百年来中医治病的基本模式。近有学者提出“基于病

源部位辨证治疗咳嗽[1]”“按病位分类治疗咳嗽[2]”，对咳

嗽的治疗提出了新的思路。近代医学迅猛发展，对引起咳嗽

的病因，发病机制，病理改变已非常清楚，对大多数咳嗽取

得了较好的治疗效果。现代医学认为咳嗽所患病若相同，在

微观上就具有某一类共同基本特征，就有相对固定的发生、

发展、转归等病理演变过程，这个病理演变过程一般来说在

每个患者身上的表现是基本相似的，这就为我们在中医辨证

的基础上，利用现代医学微观辨病的优势来治疗咳嗽提供了

理论依据。笔者结合 30 多年的临床工作经验，浅述如下。 

1   根据不同的病菌 

在外感咳嗽中，中医辨证主要以外感风寒、外感风热多

见。如发病后即就诊可见流清涕，打喷嚏，咽痒，咳嗽，恶

寒等。现代医学一般多认为是病毒性感冒。若在中医辨证施

治的基础上适当选用抗病毒作用的中药如大青叶、板蓝根、

贯众等治疗效果会更佳。如出现流浊涕、黄涕，咳嗽咯黏厚

痰、黄痰，多见已合并细菌感染。在中医辨证的基础上选用

银花、连翘、鱼腥草、黄芩等具有明确抗菌作用的中药，效

果较好。如有痰培养结果，根据痰培养出的阳性菌选用相关

中药，效果会较满意。如果痰培养结果为真菌生长，则在辨

证的基础上加用扶正的中药，因大多数真菌感染发生在免疫

功能低下时，而扶正中药，能提高免疫功能。 

2   根据肺部体征 

对咳嗽的诊治，除运用中医传统方法望、闻、问、切进

行辨证外，还可运用西医的听诊方法：通过听肺部体征来进

行微观辨病治疗。如呼吸音粗，多实证，以外感六淫为主，

治疗中多用祛邪中药；若呼吸音低，虚证多，或虚实夹杂，

一般见于久病、体质弱、免疫力低下，治疗中适加补虚中药；

闻及哮鸣音，可加用有解痉、扩张支气管的中药如麻黄、杏

仁、细辛等；如听到较多痰鸣音，可加用祛痰药如桔梗、远

志等；有湿啰音的加用化痰利湿药如法半夏、茯苓、陈皮、

车前子等，合并较粗痰鸣音的，适加润肺化痰药如枇杷叶、

川贝母、南沙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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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据病变部位 

外感咳嗽病邪侵犯口鼻，属现代医学上呼吸道感染，治

疗当因势利导，宣肺解表，予邪出路，开门逐寇，用药如止

嗽散、桑菊饮等，重在宣肺祛邪，如用止咳敛涩或重用清热

解毒之品当邪留碍肺，延长病期。如胸片提示为支气管炎或

肺炎，此咳嗽已属现代医学的下呼吸道感染，多属内伤咳嗽，

由外感咳嗽迁延失治或与正气亏虚有关，治疗中当“治痰为

先”，刘河间治咳嗽有“咳嗽者，治痰为先；治痰者，下气

为上”的名言可借鉴。具体用药可分化寒痰药如细辛、白芥

子；化热痰药有大贝母、瓜蒌、海浮石；化湿痰药有半夏、

陈皮、茯苓；化燥痰药有枇杷叶、紫菀等，如再结合前文所

述，根据肺部体征用药疗效更佳。 

4   根据疾病的不同阶段 

现代医学认为相同的疾病，其发生、发展有一定的规律，

一般外感咳嗽前三四天大多是病毒感染，往后合并细菌感染，

l 周左右病毒感染可渐自愈[3]，在辨证的基础上可根据疾病的

不同时间段选择用药，即外感早期选加抗病毒药，中期选加

抗病毒、抗菌中药，后期选加抗菌中药。咳嗽经久不愈或反

复发作的，提示免疫功能低下，治疗中适当加入扶正中药，

此类咳嗽辨证多见虚证或虚实夹杂证，需扶正治疗。 

5   顽固性咳嗽的治疗 

顽固性咳嗽一般是指咳嗽经中、西药反复治疗效果不理

想的咳嗽。现代医学多考虑为“咳嗽变异性哮喘”“病毒感

染后呼吸道高反应性”等，其咳嗽是由于气道的高敏感性所

致。原因：①细菌蛋白质的过敏引起支气管的炎症反应；②

黏稠的分泌物阻塞细支气管。故在选用中药时宜加入抗过敏、

祛痰、舒张支气管的中药，如荆芥、防风、麻黄、紫菀、桔

梗、蝉衣、杏仁[4]等，这类药物对“咳嗽变异性哮喘”有一

定的疗效[5,6]，要结合中医辨证选择应用。 

6   对症治疗 

对症治疗的特点是直接针对患者的主要症状，针对性强，

常常可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7]。西医在对咳嗽的治疗中，除

针对病因治疗外，还强调对症治疗。如干咳，咳嗽严重的加

用中枢性止咳药，痰多的加祛痰药。在中医治疗咳嗽中应用

对症治疗，能较快减轻患者痛苦。如干咳，夜间咳嗽严重影

响睡眠的可选用具有镇咳成分的中药，如白前、旋覆花、法

半夏、川贝母、浙贝母、竹沥、桔梗、苦杏仁、百部、枇杷

叶等；痰多的可选用具有祛痰作用的中药，如瓜蒌、竹沥、

前胡、桔梗、海浮石[8]等，能较快缓解临床症状，辨证选择

中药对症治疗效果更好。 

辨病是现代医学的特点，其重视局部器质病变和功能的

变化；辨证是中医的优势，它体现了整体观，重视人体内在

的抗病能力，强调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抛开中医辨证来用

药，也就抛弃了中医精华，所以在对咳嗽的治疗中，辨证是

前提，在辨证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医学根据不同的病菌、不

同的肺部体征、咳嗽的不同阶段、不同的病变部位及对症治

疗等选用相应的中药，并不影响中医辨证用药的准确性，相

反辨证和辨病及对症治疗相结合，吸取了中西医之长，把中

医侧重于全身生理、病理与西医侧重于病因、病理形 有机

结合起来，选择相关药物，在对咳嗽的治疗中可以取得相得

益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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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 

中医治疗咳嗽变异型哮喘的效果分析 

目的：探讨中医治疗咳嗽变异型哮喘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取在我院 2013年—2014年在我院治疗的 60例咳嗽变异型哮

喘的患者，随机分为中医组和西医组，每组 30 例。其中中医

组采取中医方法进行治疗，西医组采取西医的方式进行治疗。

比较患者在 1 个疗程的病证恢复情况，对患者的治疗效果进行

比较。结果：中医治疗的总有效率为 93.3%，明显高于西医组

的 80%。结论：中医治疗咳嗽变异型哮喘疗效显著，且安全无

副作用，值得在临床治疗中推广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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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肺源性心脏病呼吸衰竭中医证候临床调查 
Clinical investigation of TCM syndromes of respiratory failure in chronic 

pulmonary heart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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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调查分析临床上常见的慢性肺源性心脏病呼吸衰竭中医证候。方法：选择 2013 年 1 月—2015 年 1 月在我

院进行治疗的 327 例慢性肺源性心脏病呼吸衰竭患者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病人的证候的临床调查，采用统计学方法（Logistic 回归

分析，聚类分析等）进行中医证候的统计分析。结果：经过聚类分析等结果表明，痰热壅肺型、痰湿壅肺型、肺肾气虚型、阳虚

水泛证、气阴两虚证、血瘀证为该症的主要证型。结论：慢性肺源性心脏病呼吸衰竭的主要证型为痰热壅肺型、痰湿壅肺型、肺

肾气虚证、阳虚水泛证、气阴两虚证、血瘀证等，通过临床调查该症的中医证候，可以为进一步的研究治疗提供依据。 

【关键词】中医证候；聚类分析；慢性心源性心脏病呼吸衰竭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ion clinical common chronic pulmonary heart disease with respiratory failure. Methods: 327 

cases of respiratory failure with chronic pulmonary heart disease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by statistical methods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cluster analysis, etc.) for TCM syndromes. Results: Cluster 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e Tanre Yongfei type, Tanshi Yongfei type, 

Feishen Qixu type, Yangxu Shuifan syndrome, Qiyin Liangxu syndromes, Xueyu syndrome as the main TCM syndrome. Conclusion:The 

main syndromes of chronic pulmonary heart disease with respiratory failure is Tanre Yongfei type, Tanshi Yongfei type, Feishen Qixu type, 

Yangxu Shuifan syndrome, Qiyin Liangxu syndromes, Xueyu syndrome, etc. 

【Keywords】Syndromes; Cluster analysis; Chronic respiratory failure; Cardiac heart diseas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5.27.015 

 

临床医学表明，由于多种因素造成人体内的 O2 的含量下

降（部分伴有 CO2出现潴留）导致患者出现呼吸衰竭，呼吸衰

竭是一种生理功能和代谢紊乱的综合疾病[1]。选择 2013 年 1

月—2015年 1月在我院进行治疗的 327例慢性肺源性心脏病呼

吸衰竭患者为研究对象，调查分析临床上常见的慢性肺源性心

脏病呼吸衰竭中医证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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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在我院进行治疗的 327 例

慢性肺源性心脏病呼吸衰竭患者为研究对象，年龄 18～90 岁，

所选患者中合并酸碱平衡失调者 167 例，合并水电解质代谢紊

乱者 125 例，所选患者均经过诊断确诊为慢性肺源性心脏病呼

吸衰竭患者（符合诊断标准），并且无哺乳和妊娠期女性，无

精神系统疾病患者等。 

1.2 方法以及观察指标 

进行所选性肺源性心脏病呼吸衰竭患者的临床中医证候

调查，观察和分析患者的临床资料，临床症状和体征表现及中

医四诊的各项指标等。 

1.2.1 制定调查表 

参考有关文献进行临床调查表的制定，本次研究选择 131

个临床症状和体征调查项目，采取封闭式问卷栏的方法。 

1.2.2 调查过程的质量控制 

调查前对所有的调查人员进行培训，调查严格按照院方制

定的规范，如实填写，不适用暗示性的语言，保障调查资料的

真实性和有效性。 

1.3 统计学方法 

对上述性肺源性心脏病呼吸衰竭患者的各项记录数据进

行分类和汇总处理，采取统计学软件 SPSS19.0 对上述汇总数

据进行分析和处理，计数资料采取频次或者频率及均数表示，

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聚类分析，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  果 

2.1 患者的中医证候分布特征 

研究所选的 327 例患者中共出现 31 个中医证候，经过聚

类分析，结果为痰热壅肺型（113 例，构成比为 23.9%），其次

为痰湿壅肺型（61 例，构成比为 12.9%），之后为肝肾气虚型

（52例，构成比为 11.0%），痰 阻肺型（48例，构成比为 10.2%）

等，阳虚水泛型（27 例，构成比为 5.7%），气阴两虚证（20

例，构成比为 4.2%），血 证（17 例，构成比为 3.6%）。 

2.2 患者的临床症状和体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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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选患者中出现 多的症状和体征为喘促（311 例，频率

为 95.1%），其次为咳嗽（304 例，频率为 93.0%），之后为湿

罗音（284，频率为 86.9%），桶状胸（276 例，频率为 84.4%），

之后还有舌红，胸闷等。 

3   讨  论 

证型分类是证候诊断标准化研究的重要工作，根据中医辨

证分型依据及各证候的实用性等，研究取痰热壅肺型、痰湿壅

肺型、肺肾气虚证、阳虚水泛证、气阴两虚证、血 证作为主

要证型，针对肺源性心脏病呼吸衰竭患者的中医证候进行临床

调查，经过聚类分析以及 Logistic 回归分析选择其中，出现频

率≥70%且 OR 大于等于三的证型为主证，频率在 50%～70%

至今且 OR 在 1 到 3 的证候为次症[2, 3]。 

结果表明，痰热壅肺证，预测准确率为 80.5%，其主证为

咳嗽、粗喘等，次症为胸闷、食欲不振等；痰湿壅肺证，预测

准确率为 80.5%，其中主证为咳嗽、干湿啰音等，次症为食欲

不振、苔白等；肺肾气虚证，预测准确率为 80.1%，OR 大于

等于 1 的临床症状和体征主要为，患者出现自汗和脉沉等，其

中主证为喘促和痰黏稠等，次症为痰白、食欲不振等；痰 阻

肺证，预测准确率为 88.3%，OR 大于等于 1 的临床症状和体

征主要为，患者出现自汗、张口抬肩等；阳虚水法证，预测准

确率为 96.3%，OR 大于等于 1 的临床症状和体征主要为患者

出现颈静脉充盈和颈静脉怒张等，其中主证为双下肢浮肿、胸

闷等，次症为舌暗、弦脉等；血 证的主证为咳嗽和喘促等，

次症为胸闷、食欲不振等[4,5]。以上模型经验均具有显著的统计

学意义（P＜0.01）。 

综上所述，慢性肺源性心脏病呼吸衰竭的主要证型为痰热

壅肺型、痰湿壅肺型、肺肾气虚证、阳虚水泛证、气阴两虚证、

血 证，通过临床调查慢性肺源性心脏病呼吸衰竭的中医证

候，可以为疾病的进一步研究和治疗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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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热温凉四气分析，五运太过时，木运、火运太过，用药偏寒

凉；金运、土运、水运太过，用药偏温热。五运不及时，用药

基本以和为主，只有木运、火运有用温的情况，且火运不及用

温较木运不及用温多。依然是根据五行之象的阴阳属性来相应

地补不足而损有余，寒者太过则热之，热者太过则寒之，阳不

足则稍加温补。五运用药的五味，并不能完全用五行生克来分

析，但从其五行之象的阴阳属性来分析，基本上是顺应运气本

身的阴阳属性。属阳运气太过时予属阳之味，属阴运气太过时

予属阴之味；属阳运气不及时予属阴之味，属阴运气不及时予

属阳之味。 

综上所述，通过分析“运气七篇”中苦味应用及《素问•

六元正纪大论》中 60 年逐年用药的应用规律，发现在对药物

的认识和使用方面，“运气七篇”亦充分地贯彻了象数思维，

有独特的法象用药方法。如“运气七篇”中的苦味之品是具有

火象之物，其应用在取其火象的基础上，通过五行生克、阴阳

互制的“运数”过程来进行的。《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中五味

的运用，除根据五行相克来应用之外，亦有据五味所对应之象

的阴阳属性来应用的。因此，临床用药在参考运气学说配伍规

律时，需注意从药物功效的“象”出发，不宜直接将后世本草

中注明的药物性味代入分析。       

运气学说是一个永远值得探索的宝库，上述分析亦不能概

括运气用药的全部规律。如土运太过时用咸味药也用苦味药，

就是在上述规律之外。五运用药中，逢何种司天在泉用何药，

亦不能完全用上述规律解释。以此文抛砖引玉，希望于同道有

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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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偏头痛的中医内科诊断治疗方法和效果。方法：选取我院自 2011 年 10 月—2013 年 10 月收治的偏头

痛患者 80 例作为研究对象，对该组患者进行辨证诊断和分型治疗，观察患者的治疗效果。结果：该组患者治疗约 3 个疗程之后，

其症状完全控制的患者 45 例（56.3%），有效患者 32 例（40.0%），无效人数为 3 例（3.8%）。结论：偏头痛患者采用中医辨证施

治治疗效果显著、复发率低，因此非常值得临床上推广应用。 

【关键词】偏头痛；中医辨证施治；治疗效果 

【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TCM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for migraine. Methods: 80 cases of migraine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and the treatment effect were observed. Results: 80 patients recieved 3 period of treatment, completed controled was 45 cases 

(56.25%), effective in 32 cases (40.0%), invalid in 3 cases (3.75%). Conclusion: TCM treatment for migraine is remarkable, the recurrence 

is less for better reference. 

【Keywords】Migraine; Chinese medicine dialectical therapy; Treatment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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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头痛是一种发作部位为单侧的搏动性头痛症，偏头痛可

发于任何年龄段，对于患者的正常学习、生活及工作等都会产

生严重的影响，偏头痛在发作过程中一般可以分为 5 个阶段，

分别是前躯期、先兆期、头痛初始期、头痛终末期、后续症状

等，该病的发病机制目前尚处争论中，普遍认为可能导致偏头

痛的因素有体内激素的变化、药物作用、气候环境、食物、情

绪波动等。目前单纯的西医治疗偏头痛的效果达不到预期，因

此人们开始将研究的方向转向中医治疗，我院近年来针对这一

课题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本文就将研

究的结果进行报告。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试验对象均是我院近几年收治的偏头痛患者，从中随机抽

取 80 例作为本次的研究对象，该组患者中男性 47 例、女性患

者 33 例，年龄 16～75 岁，平均年龄（46.8±3.4）岁，病程 1～

8 年，平均病程（4.6±0.7）年。 

1.2 诊断标准 

患者均符合国际头痛协会制定的相关标准内容，①单侧头

痛发作持续时间在 4～72 h（未经治疗或者治疗无效）；②头痛

部位仅限于单侧、头痛的性质为搏动、疼痛程度检测为中度/

重度，在日常的劳动时会使得程度加重；③在头痛的过程中伴

随有恶心呕吐的情况，明显的怕光和声音刺激；④头痛发作时

由至少 5 次的症状符合上面的内容。 

中医诊断标准：通过中医辨证诊断分型为 4 类：① 阻脑

络型：患者的头痛发作时如锥刺感，疼痛部位较为固定，一般

是白天病情稍轻，夜晚的病情加重；病程的持续时间较长且易

反复，患者常伴有心悸和健忘的情况，女性患者多有月经失调，

舌苔颜色呈紫暗色，脉搏弦而涩；②肝郁气滞型：该类患者主

要的症状的为头部胀痛伴有强烈的眩晕感，容易出现失眠、心

情烦躁等情况，部分患者会出现两边肋部串痛症状，所以一般

会在情绪波动较大的情况下发作，患者的主诉为口苦，舌质淡

红舌苔白，脉弦；③风阳上扰型：患者的头部为胀痛或者抽掣

痛，每发作时伴有耳鸣、面潮等症状，心情比较烦躁经常发怒，

舌质红苔白少，脉弦细且数；④肝肾阳虚型：该类患者的头痛

的症状忽轻忽重，伴有耳鸣、腰膝酸软等症，患者主诉为口干

舌燥、心烦意乱、容易失眠等，舌质红苔白少，脉弦而滑[1]。 

1.3 治疗方法 

① 阻脑络型患者选方为血府逐 汤，由生龙骨、生牡蛎、

丹参、葛根各 30 g，川牛膝、川芎、佛手、赤芍、桃仁、地龙

各 10 g，红花 5 g，水煎服；②肝郁气滞型患者选方柴胡疏肝

散，由珍珠母 30 g，丹参、川芎各 15 g，白芍、枳壳各 12 g，

白蒺藜、柴胡、郁金香各 10 g，蝎末 5 g，水煎服；③风阳上

扰型患者选方为天麻钩藤汤，由珍珠母、生牡蛎、石决明、麦

芽各 30 g，佛手片、僵蚕、川牛膝、天麻、钩藤各 10 g，炒栀

子 9 g，蝎末、白芍各 5 g。④肝肾阳虚型患者选方滋补肝肾汤，

药方由茯苓 25 g，山药、山地各 20 g，枸杞子 15 g，山茱萸、

天麻、菊花、白蔟藜、牡丹皮各 10 g，水煎服。 

1.4 疗效判定标准 

    完全控制：患者的头痛症状完全消失，随访 6 个月没有复

发情况；显效：患者的头痛的程度和发作的次数均较以前缓解，

缓解程度超过 50.0%；有效：患者的临床症状有所改善，其总



 
中医临床研究 2015年第 7卷 第 27期                                                                            -37-

评分缓解程度在 20%～50%；无效：患者的经治疗 3 个疗程之

后其头痛的总评分缓解程度在 20%以下[2]。 

1.5 统计学方法 

    试验中的数据采用 SPSS20.0 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分析，

计数资料采用%表示，组间的数据采用 x2进行检验，计量资料

采用（ ）表示，组间的数据采用 t 进行检验，P＜0.05 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治疗效果 

经过 3 个疗程的治疗之后，完全控制 45 例（56.3%），显

效 20 例（25.0%），有效 12 例（15.0%）,无效 3 例（3.8%）,

治疗的总有效率为 96.3%。 

2.2 患者的治疗前后的疼痛评分情况 

治疗前患者的偏头痛评分为（7.2±0.5）分，治疗之后患

者的头痛评分为（2.6±1.4）分，两组数据对比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 

3   讨  论 

偏头痛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慢性神经血管障碍性疾病，偏

头痛在我国的发病率比较高，研究发现每年由于偏头痛造成的

直接经济损失达到了十几亿人民币，其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和工作，也逐渐成为社会问题[3]。 

本次试验中我们将所选取的研究对象按照其临床症状、主

诉及诊脉等方式进行分型，主要分为 4 种类型，分别是：①

阻脑络型，该种类型的患者治疗的原则是通窍化 ，从而起到

抑制疼痛的效果，所使用的药方为血府逐 汤，其歌诀为：“血

府当归生地桃，红花枳壳膝芎饶，……黄芪苍柏量加减，要紧

五灵桃没红。”[4,5] 血内阻、气机郁滞导致头痛，药方中桃仁

为君主破血行滞，红花祛 止痛，川芎祛 活血，生地益阴养

血，枳壳行气，柴胡解郁，几味药相互辅佐 终达到活血化

行气，头痛症随之好转。②肝郁气滞型，该种类型患者治疗原

则是通窍解郁，达到止痛的目的，使用的药方为天麻钩藤汤，

顾名思义君药为天麻和钩藤，天麻味甘性平，主要的作用是缓

解头痛头晕、祛风止痛之效，钩藤，其味甘性凉，主要的作用

是清热平肝、息风定惊之效，对于肝火上扬导致的偏头痛患者

效果非常明显，然后再以珍珠母、丹参、川芎、白芍等辅佐，

起到降肝火、疏气机的效果，使患者的头痛症状得到缓解。③

风阳上扰型患者使用柴胡疏肝散治疗，其原则是疏肝解郁止

痛，主要疏肝理气、活血止痛之效，药方组成主要有柴胡、川

芎、枳壳、芍药、甘草等，《黄帝内经》曰：“木郁达之之旨，

治宜疏肝理气之法”。所以药方中柴胡是疏肝解郁的君药，川

芎主行气，枳壳、芍药等具有行滞养血之效，诸药相互配合

终具有非常明显的活血止痛之功。④肝肾阳虚型患者采用的是

滋肝补肾汤，治疗的原则是通窍补阳止痛，药方组成主要有茯

苓、山药、山地、枸杞子、山茱萸、天麻、菊花、白蒺藜和牡

丹皮，其中茯苓味甘性平，具有安神宁心、和胃健脾之效，山

药归于肾、脾经，主要的作用是固肾、益精；山地味甘性寒，

主要的功效是清热解毒、消肿止痛对于患者的头痛症有很好的

抑制作用。 

本次试验中该组患者完全治愈率为 56.3%，治疗的总有效

率为 96.3%，和相关研究资料中的总有效率 96.6%基本保持一

致，综上所述，在治疗偏头痛时采用中医辨证施治效果显著，

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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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中药加味抑肝汤治疗抑郁症的临床疗效和不良反应。方法：采用随机对照试验，共纳入治疗组（加味

抑肝汤）46 例，对照组（百忧解）46 例，于用药前及用药后第 1、2、4、6 周分别以汉密尔顿抑郁量表（24 项，HAMD）评定药

物疗效，用描述性记录不良反应。结果治疗 6 周后，治疗组和对照组有效率分别为 76.1%和 73.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HAMD 减分率治疗组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良反应发生率治疗组和对照组分别为 15.2%和 47.8%，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加味抑肝汤治疗抑郁症与百忧解疗效相当，不良反应明显少于百忧解。 

【关键词】加味抑肝汤；百忧解；抑郁症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clinical efficacy and adverse reaction(ADR) of the Jiawei Yigan decoction on depression. Methods: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randomly: 46 cases in treatment group(Jiawei Yigan Decoction) and 46 cases in control 

group(Fluoxetine),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24 Items, HAMD)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drug effect, and the score was recorded at 

pre-drug treatment and 1, 2, 4, 6 weeks post-drug treatment. The discription of ADR was recorded in time. Results: After 6 weeks of 

treatment, the efficacy was 76.1% and 73.9% in treatment and control group respectively.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at efficiency (P＞0.05), as well as at decreasing of HAMD(P＞0.05). The incidence of ADR was 15.2% and 47.8%, respectively, 

there was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P＜0.05). Conclusion: The Jiawei Yigan Decoction show equivalent efficacy to 

Fluoxetine for despression, but causes less ADR. 

【Keywods】The Jiawei Yigan Decoction; Fluoxetine; Depress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5.27.017 
 

抑郁症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特征，其主要表现

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精力疲乏，甚至企图自杀等。中医学

把其归为“郁病”，是由于情致不舒、气机郁滞所致，以心情

抑郁、情绪不宁、胸部满闷、胁肋胀痛或易哭易怒或咽中如有

异物梗塞等症，舌质红，苔薄白或薄黄，脉弦为主要临床表现

的一类病证。随着社会竞争程度的日益加剧，抑郁症已经成为

现代社会的常见病、多发病，其发病率也正在逐年攀升[1]。 

百忧解属于 5–羟色胺再摄取抑郁剂，主要成分为盐酸氟

西汀，其抗抑郁的机制是通过抑制中枢神经系统神经元摄取 5-

羟色胺，是临床治疗抑郁症的一线用药。但同样也存在着西药

治疗抑郁症所共有的副作用，故临床迫切需要寻找副作用少的

中医中药[2]。笔者运用明代薛恺之抑肝汤加味治疗抑郁症 46

例，取得了较满意的疗效，现将有关资料总结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研究对象来源于 2012 年 7 月—2014 年 9 月在我院门诊就

诊患者。共 100 例，其中 8 例失访， 终纳入 92 例，所有患

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加味抑肝汤)46

例，男性 17 例，女性 29 例，平均年龄（42±4.3）岁，病程

2.8～11.6 年，平均病程（10.2±4.5）年。对照组（百忧解）男

性 15 例，女性 31 例，平均年龄（41±4.1）岁，病程 2.6～12.3

年，平均病程（10.2±4.3）年。两组以上各项差异均无显著性

（P＞0.05）。 

入组标准：①符合中国精神障碍与诊断标准第 3 版

（CCMD-3）抑郁症的诊断标准；②年龄≥18 岁；③汉密尔

顿抑郁量表（HAMD-24）总分 20～35 分。④入组前 4 周未

使用抗抑郁药治疗。 

排除标准：①对中药汤剂不接受、百忧解过敏者；②严重

躯体疾病患者；③精神分裂症；④有酒精和药物依赖病史者。

2   治疗方法 

治疗组每日用加味抑肝汤治疗。药物组成：柴胡 15 g，白

术 12 g，当归 12 g，川芎 12 g，钩藤 15 g，茯苓 15 g，炙甘草

6 g，生地 15 g，白芍 15 g，合欢花 12 g，首乌藤 30 g。加减：

潮热盗汗加地骨皮 12 g，熟地 15 g； 心烦、急躁易怒加栀子 9 

g，淡竹叶 12 g；眩晕头痛加桑叶 12 g，白菊花 9 g；情绪改变

明显，喜怒无常加百合 30 g，浮小麦 90 g；心悸心慌加阿胶 9 g，

丹参 15 g。根据病情，随症加减。1 剂/d，水煎温服，早晚各

服 1 次。 

对照组每日早饭后 30 min 口服百忧解 1 粒/d，根据病情，

可加到 2 粒/d，伴有严重睡眠障碍者（早醒、入睡困难、睡眠

不深等），可短期联合使用苯二氮卓类药物。疗程均为 6 周。 

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24）分别于治疗前和治

疗后第 l、2、4、6 周末各评分 1 次，以治疗第 6 周末 HA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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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分率评定疗效，减分率＝（基线分－治疗后分）/基线分×

100%；减分率≥75%为痊愈；50%～74%为显效；25%～49%

有效；＜25%为无效。所有入选病例在治疗前、治疗后每 2 周

分别检查血尿常规、肝肾功能、心电图。 

3   统计方法 

全部资料采用 SPSS 11.5 统计软件包，进行 x2检验及 t 检

验。副作用按出现的例数进行统计。 

4   结  果 

4.1 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组和对照组的有效率分别为 76.1%和 73.9%，两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见表 1。 

表 1   治疗组和对照组有效率的比较   （n,%） 

组别 n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46 13 7 15 11 76.1 

对照组 46 12 8 14 12 73.9 

4.2 HAMD 评分比较 

两组对抑郁症均有显著疗效（P＜0.01），但两组间比较差

异无显著性（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治疗前后 HAMD 总分比较   （ ） 

组别 治疗前 治疗 1 周末 治疗 2 周末 治疗 4 周末 治疗 6 周末 t P 

治疗组 28.62±5.14 18.52±5.74 12.61±5.74 8.26±6.58 6.19±6.82 13.48 ＜0.01 

对照组 28.18±5.10 24.44±6.09 15.86±6.14 9.22±5.94 7.41±5.53 14.81 ＜0.01 

4.3 药物不良反应 

不良反应例数在治疗过程中存在明显差别，特别是治疗组

在头晕、肝功异常、心动过速、静坐不能、便秘方面的例数显

著少于对照组（P＜0.01），其余项无明显差异（P＞0.05）。具

体见表 3。 

表 3   两组不良反应结果比较  （n，%） 

不良反应 治疗组（n =46） 对照组（n =46） P 

头晕 1（2.17）* 5（10.86） ＜0.01 

头痛 1（2.17） 0 ＞0.05 

肝功能异常 0* 2（4.35） ＜0.01 

血压升高 0 0 – 

心动过速 0* 2（4.35） ＜0.01 

血象异常 0 0 – 

食欲减退 1（2.17） 2（4.35） ＞0.05 

腹泻 2（4.35） 2（4.35） ＞0.05 

便秘 1（2.17）* 5（10.86） ＜0.01 

体重变化 0 0 – 

静坐不能 0* 2（4.35） ＜0.01 

注：对照组相比，
*P﹤0.01 

5   讨  论 

抑郁症是由于情致不舒、气机郁滞所致，以心情抑郁、情

绪不宁、胸部满闷、胁肋胀痛或易哭易怒或咽中如有异物梗塞

等症，舌质红苔薄白或薄黄，脉弦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类病证
[3]。 

抑郁症的治疗包括躯体性治疗和心理性治疗，躯体性治疗

以药物治疗为首选，目前，西医临床上应用的有三环类抗抑郁

剂、5–羟色胺再摄取抑郁剂、单胺氧化酶抑郁剂等[4]。 

运用中医理论，应用中药方剂治疗抑郁症，在我国已日渐

形成规模[1]。笔者在多年临床工作中运用中医五行生克理论，

辨证论治抑郁症及抑郁状 ，临床疗效明显。本研究选用明代

名医薛恺之名方抑肝汤加味与百忧解做对照，旨在弘扬中医，

减少药物副作用，避免抗抑郁剂引起患者进一步担忧与紧张，

使患者更愿意接收治疗而非逃避。方中抑肝汤实为逍遥汤之变

方，其中柴胡用以疏解肝气；当归、川芎为佛手汤，起养血之

功以柔肝；白术、茯苓健脾安神，以防肝气过旺而乘脾土；在

此养血柔肝健脾的基础上，加用一味钩藤意在清心平肝以解

郁。在抑肝汤原方上用生地、白芍滋阴养血，加强宁心和肝之

功，此为明末清初名医傅青主之经验，多用于肝气不舒之女性

患者；再加首乌藤、合欢花增强疏肝养心安神；合而形成加味

抑肝汤，共抗抑郁。 

本研究结果也显示，加味抑肝汤治疗抑郁症疗效显著，副

作用轻，可显著改善患者的服药依从性。 

一项中药制剂治疗抑郁症的 Meta 分析表明[5]，其中 4 个中

药制剂与百忧解比较，总有效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用药

6 周时 HAMD 评分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本文研究结果相

似。李莉[6]用逍遥散加减治疗抑郁症，总有效率为 90%，钟向

阳等[7]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加减治疗总有效率为 86%，均高于

本研究结果 76.1%，可能与研究设计，如入组标准，评分量表，

有效率的计算方法等的不同有关。 

孔庆梅等[8]用巴戟天寡糖胶囊治疗抑郁症，不良反应发生

率为 17.5%，基本与本研究结果 15.2%接近。吴黎明[9]用疏肝

解郁胶囊治疗轻中度抑郁症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43.3%，远高于

本研究结果。虽然同为中药，可能与药物不同种类有关。 

本研究结果显示，加味抑肝汤治疗抑郁症疗效显著，副作

用轻，可提高患者的服药依从性，是一种安全、有效、方便的

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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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运用免疫因子联合疗法治疗免疫性甲状腺疾病的临床疗效。方法：严格按照纳入标准将 116 例自身免

疫性甲状腺疾病患者随机分 2 组，治疗组 58 例，对照组 58 例。采用免疫因子联合疗法治疗，采用常规抗甲状腺药物治疗。两组

疗程均为 3 个月。观察患者治疗前后临床症状、体征和实验室化验、检查指标变化。结果：①两组患者治疗后有效率分别是 98.3%

和 53.4%，临床治愈率分别是 94.8%和 43.1%，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且差异性有统计学意义(P＜0.05)。②免疫因子联合疗法治

疗后甲状腺抗体下降(P＜0.05)③免疫因子联合疗法治疗后可改善和消除免疫性甲状腺疾病各种临床症状、体征，治疗组优于对照

组。结论：两组治疗方法对免疫性甲状腺疾病都有一定的改善作用，但治疗组总有效率和治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说明免疫因子

联合疗法治疗免疫性甲状腺疾病疗效更佳。 

【关键词】免疫因子联合疗法；免疫甲状腺疾病；瘿病；中医治疗甲状腺疾病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ombination therapy of immune factors for autoimmune thyroid disease. Methods: 116 

patients with autoimmune thyroid diseas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58 cases for each. The combined therapy was given to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conventional antithyroid treatment was given to control group. Clinical symptoms, signs and laboratory test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recorded. Results:①After treatment the efficiency were 98.3% and 53.4%,clinical efficacy were 94.8% and 

43.1% in the treatment group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② with immune factors 

combination therapy, thyroid antibody decreased (P＜0.05).③immune factors in combination therapy can improve and eliminate all kinds 

of clinical symptoms, signs in autoimmune thyroid disease, more in the treatment group tha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Immune 

factors combination therapy for autoimmune thyroid disease show better effect. 

【Keywords】Combined immune factor therapy; Immune thyroid diseases; Ying disease; TCM treatment for thyroid diseas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5.27.018 

 

甲状腺疾病是有多种因素引起的局部或全身性功能或形

疾病，临床表现可为局部肿大、疼痛、结节，也可全身性的

系统性发病表现为情绪烦躁、易怒、忧郁、多疑、敏感；消瘦、

体重增加、乏力、多汗、基础代谢亢进、减退等。多好发于女

性，呈慢性经过。此病虽然危重急症少见，但严重影响生活质

量，给患者精神和身体带来诸多烦恼和困扰，甚至造成身心障

碍，危及家庭关系。该病发病率日渐增高，易诊难治。 

甲状腺疾病发病原因复杂，现代医学研究认为与内分泌、精神、

病毒感染、饮食结构、地域、免疫等因素有关。目前大部分医

者认为甲状腺疾病发病与内分泌功能紊乱，下丘脑-垂体-甲状

腺轴失衡有明显关系，属于内分泌疾病，故临床上多从调理内

分泌方面入手。[1]近些年来不少医者开始注重从免疫角度来解

释和治疗部分甲状腺疾病。动物实验表明，免疫抑制剂对 GD 

等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能通过抑制免疫反应、调节免疫功能

而达到治疗目的。[2]临床上应用糖皮质激素、环磷酰胺、环孢

素 A、氨甲喋呤等免疫抑制剂来抑制抗体产生，达到调节免疫

而缓解和消除甲状腺疾病症状的作用[3-4]。 

祖国传统中医学对甲状腺疾病病因病机认识较多，此疾病

属瘿病范畴，主要病因为情志内伤，饮食水土、体质等因素，

气滞、痰凝、血 是其基本病机。曹元方在《诸病源候论·瘿

候》中载“瘿者由忧恙气节所生，亦曰饮沙水，沙随气入于脉，

搏颈下而成。”[5]李梃《医学入门》记载“原因七情劳欲，复被

外邪，生痰聚 ，随气流住。”[6]另外，传统中医在经络和甲状

腺疾病关系方面也从另外一个角度确定了甲状腺疾病的病因

病机。足厥阴肝经循于颈部，与足少阳胆经会于咽喉，咽为之

使。《灵枢·经脉》曰：“肝足厥阴之脉，……循喉咙之后，上

入颃颡。”姚军以甲状腺病患者进行体表经络穴位病理反应诊

察、原穴导电量检测等方法证明瘿病患者主要与心、肝二经关系

密切，其次也与心包经、三焦经、小肠经、大肠经、胃经有关[7]。 

我们通过长期治疗甲状腺疾病，结合多年临床经验，并在

大量前期研究的基础上，认为部分甲状腺疾病与免疫关系密

切，同时结合中药、经络穴位辨证，采用免疫因子联合疗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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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免疫性甲状腺疾病疗效肯定、安全、不易复发，较为满意。

临床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1 病例来源 

选择 116 例我院门诊就诊患者，全部符合免疫性甲状腺疾

病诊断标准。患者临床表现为：乏力、消瘦、心慌、腹泻、水

肿、懒言、记忆力减退、甲状腺肿大、压迫疼痛不明显、烦躁。

116 例患者中，女性 95 例，年龄 25～61 岁，平均年龄 39.5 岁，

病程 3 个月～2 年，平均病程 10 个月。男性 21 例，年龄 32～

51 岁，平均年龄 35 岁，病程 6 个月～1.5 年，平均病程 9 个月。

其中亚急性甲状腺患者 13 例，桥本病 39 例，甲状腺结节 24

例，Graves 甲亢患者 29 例，甲状腺突眼 11 例。甲状腺球蛋白

抗体（TG-ab）、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PO-ab）、甲状腺微

粒体抗体（TM-ab）呈阳性反应。以上免疫性甲状腺疾病的诊

断参照《内分泌学》中的诊断标准。[8]      

1.1.2 分组方法 

采用随机化、对照的原则进行分组。116 例随机分成免疫

因子联合疗法治疗治疗组和常规抗甲状腺药物治疗对照组各

58 例。 

1.2 治疗方法 

1.2.1 治疗组 

①结合病情针对性介入治疗，采用特制免疫因子植入、靶

向导融、中药活化粒子导入、经络疏导治疗等相结合，同时结

合患者症状和体征，给予中医中药辨证施治。基础方剂：柴胡、

当归、白芍、浙贝、香附、夏枯草、八月札、猫抓草。水煎服

一天一剂，早晚餐后半小时分服各一次。②给予抗甲状腺药物

和甲状腺激素治疗。 

1.2.2 对照组 

针对指标给予抗甲状腺药物和甲状腺激素治疗，10～75 mg/d，

3 次/d。 

1.2.3 疗程 

两组治疗期间不用其他药物，1 个月为 1 个疗程，3 个疗

程后评价疗效。 

1.2.4 观察项目 

①甲状腺功能测定促甲状腺激素（TSH）、游离三碘甲状

腺原氨酸（FT3）、游离甲状腺素（FT4）变化。②甲状腺腺体

大小、结节变化。③甲状腺相关抗体测定甲状腺球蛋白抗体

（TG-ab）、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PO-ab）、甲状腺微粒体

抗体(TM-ab)变化。④自觉症状：乏力、消瘦、心慌、腹泻、

水肿、懒言、记忆力减退、甲状腺肿大、压迫疼痛不明显、烦

躁的变化。 

1.3 疗效标准  

治愈：甲状腺功能达到正常、甲状腺肿大、结节基本消失，

突眼基本消退、自觉症状消除，甲状腺球蛋白抗体（TG-ab）、

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PO-ab）、甲状腺微粒体抗体(TM-ab)

达到正常，随访半年不复发。有效：甲状腺功能达到全部或部

分，甲状腺肿大，结节有缩小但未完全消退，自觉症状基本或

部分好转，突眼一定程度上回缩，甲状腺球蛋白抗体（TG-ab）、

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PO-ab）、甲状腺微粒体抗体(TM-ab)

指标下降。无效：甲状腺功能、甲状腺肿大、结节无明显变化，

自觉症状改善不明显，甲状腺球蛋白抗体（TG-ab）、甲状腺过

氧化物酶抗体（TPO-ab）、甲状腺微粒体抗体(TM-ab)指标无改

变或升高。 

2   统计学方法 

观察数据以（ ）表示，统计学意义性检验用 t 检验；

计数资料以（%）表示，各率及例数间统计学意义性检验用 x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治疗结果 

3.1 治疗前后自觉症状和肿大结节变化见表 1 

3.2 治疗前后甲功检查相关抗体指标变化见表 2 

3.3 临床疗效评定见表 3 

表 1  两组治疗结果  ［n  (%)］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治疗组 58 55（94.8） 2（3.4） 1（1.7） 57（98.3） 

对照组 58 20（34.5） 10（17.2） 28（48.3） 30（51.7） 

注：两组疗效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 

表 2  两组治疗结果  ［n  (%)］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治疗组 58 56（96.6） 1（1.7） 1（1.7） 57（98.3） 

对照组 58 28（48.3） 3（5.2） 27（46.6） 31（53.4） 

注：两组疗效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 

表 3  两组治疗结果  ［n  (%)］   

组别 n 临床治愈 有效（显效、有效） 无效 总有效 

治疗组 58 55（94.8） 57（98.3） 1（1.7） 57（98.3）

对照组 58 25（43.1） 31（53.4） 27（46.6） 31（53.4）

注：两组疗效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 

4   讨   论 

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是由于自身免疫系统功能紊乱，使

机体不能有效的控制针对自身组织的免疫反应，造成甲状腺内

淋巴细胞浸润、刺激 B 淋巴系统产生抗体而产生的免疫性疾

病。由于目前对其病因尚不完全明确，治疗上也缺乏根治的办

法，导致易诊难治。目前见到报道的有采用免疫抑制剂、手术、

抗甲状腺药物、甲状腺激素代替治疗等，虽然可以缓解临床症

状、纠正甲状腺激素分泌水平，一定程度上能使相应抗体下降，

但很容易复发。这是因为获得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后，患者

自身无法进行自我免疫调节，自身免疫反应得不到有效调整所

致。 

多年来的大量临床经验和研究，以现代医学免疫角度和祖

国传统医学经络整体观，脏腑功能与体表腧穴内在联系为基

础，发现通过局部免疫治疗、结合中医经络和腧穴、中药协同

综合治疗，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了自身免疫反应无法自我调节的

状 。这说明免疫因子联合疗法弥补了甲状腺疾病传统治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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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足，在治疗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中具有可靠的疗效，在

改善临床症状、缩小肿大结节，平衡甲状腺激素分泌功能，降

低甲状腺相关抗体方面均具有明显的优势，是临床上值得推广

的有效合理的治疗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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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保国教授论治甲状腺机能减退症经验 

邱保国教授从事临床工作 50 余年，在治疗甲状腺疾病方

面，学验丰富、造诣颇深，临床善于采用辨病辨证相结合的方

法，治疗各种疑难性甲状腺疾病，效果明显，不易复发，可提

高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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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术后低钙血症的探讨 

目的：探讨甲状腺全切及中央组淋巴结清扫术后甲状旁腺

功能低下与手术方式以及手术操作的关系。方法：回顾性分析

2009 年 1 月—2013 年 6 月间本院收治的 125 例甲状腺疾病手

术治疗临床资料并术后随访，结果：暂时性出现低钙症状 35

例（28%），无永久性甲状旁腺功能低下，甲状腺全切术并中央

区颈清扫术后出现低钙症状 25 例（71.4%）明显高于甲状腺全

切除术。结论：甲状腺全切除及中央区颈清扫术影响甲状腺旁

腺功能，提高术者素质，遵循精确的手术操作是减少甲状旁腺

功能低下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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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结节的中医药研究进展及前景 

甲状腺结节的发病率近年来呈逐年上升趋势，手术治疗有

一定风险性且易复发，而中医药在甲状腺结节的治疗方面有其

独到之处，对病人来说易于接受,本文就中医药治疗甲状腺结节

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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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身免疫调节法控制强直性脊柱炎病情发展疗效观察 

目的：给予患强直性脊柱炎患者中西药物结合内服法与在

此基础上辅以自身免疫调节法两种治疗手段，研讨自身免疫调

节法在控制该病发展上的临床意义。方法：将我院接诊的 107

例患者作为此次研讨主体，按其治疗手段不同区分为对照组与

实验组，对照组 51 例患者给予中西药物结合治疗，实验组 56

例患者在中西药物结合治疗基础上，辅以自身免疫调节法治

疗；对两组患者的疗效进行对比分析。结果：经一个疗程的治

疗后，两组患者晨僵时间均有明显下降，且实验组下降时间和

对照组比较有显著差异（P＜0.05）；在红细胞沉降率、C-反应

蛋白方面，两组患者在用药后均有明显改善（P＜0.05）。结论：

对患强直性脊柱炎患者，在利用中西药物进行全身综合治疗的

同时，可通过实施自身免疫调节法提高疗效，缓解患者病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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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救蜜蜂蛰伤致过敏性休克 1 例 
1 case of anaphylactic shock induced by bee sting 

 

王海舰  梁晋军 

（北京市化工职业病防治院，北京，100093） 

 

中图分类号：R47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5)27-0043-01    证型：GBAI    
 

【摘  要】目的：探讨蜜蜂蛰伤而致过敏性休克临床急救方式方法。方法：对我院接诊的 1 例蜜蜂蜇伤致过敏性休克的临床

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阐述具体症状的救治方法。结果：该患者经过积极有效地对症抢救治疗后，痊愈出院。结论：蜜蜂蛰伤而

致过敏性休克为临床急重症，发病急促，一旦被蛰伤要抓住最佳时机及时就诊。 

【关键词】 抢救；蜂蛰伤；过敏性休克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clinical emergency ways for anaphylaxis from bee sting. Methods:one In 1 case of bee stings 

anaphylactic shock, clinical data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for treatment method at specific symptoms. Results: After first aid and 

effective symptomatic treatment the patient was discharged. Conclusion: Bee stings may cause anaphylactic shock with clinical severe 

acute and rapid onset, the time for ambulance is important. 

【Keywords】Rescue; Bee sting injury; Anaphylactic shock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5.27.019 
 

蜜蜂蛰伤好发于高山、丘陵以及蜜蜂养殖地区，我院地处

香山，附近有一蜜蜂养殖单位，每年均有蜜蜂蛰伤的患者就诊

于我院，一般以皮肤红肿、瘙痒、局部刺痛为主，经过局部处

理及抗过敏药物治疗，均很快缓解，极少发生“过敏性休克”。

根据相关报道，约 100 只蜜蜂的毒液可以导致一个成年人死亡
[1]。我院于 2015 年 5 月收治一名单只蜜蜂蛰伤后出现神志不清

的患者。现报告如下。 

1   病例介绍 

患者，男，40 岁，干部，就诊前 20 min 被蜜蜂蛰伤鼻部。

来院时患者神志不清、大汗淋漓、呼之不应、小便失禁，即刻

入抢救室。查体：体温 36℃ 脉搏 102 次/分 呼吸 23 次/分，血

压测不到，口唇发绀，鼻部蛰伤处红肿，双肺呼吸音弱，未闻

及啰音，心率 102 次/分，律齐，无杂音，腹软，双下肢无水肿。 

2   治疗方法 

2.1 伤口处理，查找蜂针，并用镊子取出。 

2.2 给予去枕平卧，吸氧，心电监护，保持呼吸道通畅。盐酸

肾上腺素 1 mg 皮下注射，0.9%NS100 ml 静滴，地塞米松注射

液 10 mg 静推，苯海拉明 20 mg 肌注。观察约 10 min 后，患

者呼之有反应，仍大汗淋漓，测量血压 90/50 mmHg，脉搏 89

次/分，呼吸 20 次/分，继续给予地塞米松注射液 5 mg 入

0.9%NS100 ml 液中静滴，同时开通第二组液路，给予葡萄糖

氯化钠注射液 500 ml 快速静滴补充液体治疗。入院 30 min 后，

患者意识逐渐清楚，无大汗，测血压 110/60 mmHg，呼吸 20

次/分，脉搏 80 次/分，诉乏力，继续静脉补液治疗。入院 1 h

后，患者无不适主诉，意识清楚，大汗止，测血压 120/70 mmHg，

呼吸 18 次/分，脉搏 78 次/分，生命体征稳定，患者离院。 

3   体  会 

已有研究表明，蜂蛰伤致死的常见原因是速发型超敏反应

所致过敏性休克从而危及生命，其原因在于喉头水肿、循环衰

竭，即心血管系统导致低血压和呼吸系统气道阻塞导致呼吸衰

竭[2]。我院收治的该例患者即蜂蛰伤后出现的一种速发型超敏

反应导致的过敏性休克，虽然发病率较低，但如延误病情，会

对患者的健康及生命产生严重的威胁，及时就医诊治预后良

好。同时也在此告诫在山区、丘陵及蜜蜂养殖地区的居民，一

旦被蜜蜂蛰伤，蛰伤局部找出蜂针并拔出，及时就近就医诊治，

避免掉以轻心，耽误 佳治疗时机。曾有临床报道，休克患者

使用参麦注射液有纠正血液动力学紊乱，恢复内环境稳 的作

用，可以降低患者病死率，改善预后[3]。一般在临床抢救患者

过程中，均以西药抢救占主导地位，但在无中药使用禁忌证的

情况下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可能会产生叠加效果，缩

短病程，提高抢救成功率，所以在急诊抢救患者过程中使用中

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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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肝熄风汤治疗眩晕 100 例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100 Cases of Vertigo Treated with 

Zhengan Xifeng Deco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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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县中医医院，四川  宜宾，645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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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镇肝熄风汤加减治疗眩晕的临床疗效，以期为临床应用提供依据。方法：本研究将 200 例原发性高血

压引起的眩晕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100 例。对照组单纯采用氨氯地平进行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加用中药镇

肝熄风汤加减治疗。连续治疗 2 个月后，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和血压水平，分析其异同。结果：经过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

临床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降压程度亦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镇肝熄风汤加减联合氨氯地平治

疗原发性高血压引起的眩晕，临床疗效确切，降压效明显，能够显著改善临床症状，值得推广。 

【关键词】镇肝熄风汤；眩晕；疗效观察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Zhenganxifeng decoction on treatment of vertigo, so as to provide basis for 

clinical application. Methods: 200 patients with dizziness caused by essential hypertension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ith 10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only given amlodipine treatment. The observation group, on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Zhengan Xifeng Decoction. After two months of continuous treatment,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blood pressure level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were analyz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blood pressu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also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effect of Zhengan Xifeng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amlodipine on vertigo caused by essential hypertension is 

significant. The effect of decreasing blood pressure is obvious. It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clinical symptoms and should be promoted 

in clinical practice. 

【Keywords】Zhengan Xifeng decoction;Vertigo;Clinical Ob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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眩晕是临床上 常见疾病之一，高发于老年人，原发性高

血压是其常见诱因。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面对的生

活和工作压力日益增大，眩晕发病率逐年升高，并有年轻化的

趋势，严重威胁人们的身心健康。本研究采用镇肝熄风汤加减

联合氨氯地平治疗原发性高血压引起的眩晕，取得的了良好的

临床疗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择了 2014年 7月—2015年 1月来我院治疗的 200

例原发性高血压引起的眩晕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

组和观察组各 100 例。所有患者均符合 1999 年 WHO/ISH 高血

压分类标准[1]和《中医内科学》第七版的眩晕诊断标准；均排

除双侧肾动脉狭窄、严重肝肾功能不全、糖尿病扩张性心肌病、

充血性心力衰竭等疾病。其中观察组患者包括男性 46 例，女

性 54 例，年龄 37～82 岁，平均年龄（56.5±3.5）岁；对照组

男性 49 例，女性 51 例，年龄 35～82 岁，平均年龄（55.9±4.5）

岁。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血压、病程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研究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氨氯地平进行治疗，5 mg/次，1 次/d；观

察组在此基础上给予中药镇肝熄风汤加减治疗，水煎服，2 次

/d。治 2 个月后，比较治疗前后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和血压水

平。 

镇肝熄风汤组成： 牛膝 30 g，生赭石 30 g，生龙骨 15 g，

生牡蛎 15 g，生龟甲 15 g，生杭芍 15 g，玄参 15 g，天冬 15 g，

川楝子 6 g，生麦芽 6 g，茵陈 6 g，甘草 4.5 g。 

1.3 疗效判断标准 

参考《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判断临床疗效[2]。治

愈：患者眩晕症状完全消失，可以正常工作生活；显效：患者

眩晕症状较前明显改善，发作间歇期明显延长；有效：患者眩

晕症状较前减轻，发作频率降低。无效：患者眩晕症状无改善

甚至恶化，频繁发作。  

1.4 统计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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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数资料用比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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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结  果 

2.1 临床疗效对比 

连续治疗 2 个月后，应用镇肝熄风汤加减配合氨氯地平治

疗的观察组治愈率为 24.0%，总有效率为 96.0%；而单独运用

氨氯地平治疗的对照组治愈率为 10.0%，总有效率为 84.0%，

观察组临床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详见表 1。 

表 1  两组临床疗效对比  （n,%） 

组别 n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治愈率 总有效率 

观察组 100 24 32 40 4 24 96 

对照组 100 10 36 38 16 10 84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压变化 

两组患者经过治疗后，比较观察组和对照组血压变化，两

组患者血压均较治疗前降低（P＜0.05）；观察组患者血压降低

程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两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

＜0.05），具体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压水平比较 （ ） 

收缩压（mmHg） 舒张压（mmHg）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100 168.31±3.27 145.86±5.24* 98.56±2.24 84.14±3.17*

观察组 100 165.62±2.48 130.56±3.25*# 97.78±3.26 76.48±3.25*#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3   讨  论 

早在《内经》时代，中医就开始了对眩晕的阐述。《素问•

至真要大论》曰：“诸风掉眩，皆属于肝。”《灵枢•海论》

曰：“髓海不足，则脑转耳。”其病机含风、火、痰、虚四方面，

属于本虚标实之证。急则治其标，可用镇肝熄风、降气化痰等

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可用补气养血，滋阴补肾等法治其本[3] 。 

镇肝熄风汤出自清代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方剂篇，

方中重用牛膝、赭石为君。牛膝 善引血下行，重用牛膝，可

以将随风上逆的血引而下行，令血不致 阻于上。赭石色赤而

入血，石体质重而下行，善于平定上逆之挟血肝风。二药相伍，

一刚一柔，主治血逆之标实。龙骨、牡蛎、龟甲三药， 善滋

阴潜阳。龙龟牡蛎皆水中之物，而入药皆用其骨，故善将浮越

之阳潜降于水中。白芍养血柔肝而缓肝风之急，玄参、天冬善

养阴而清热，六药共用为臣。方中川楝子、麦芽、茵陈三药，

防止潜降太过，维持肝之疏泄 [4]。 

本研究结果显示，患者经过治疗后，比较两组患者治疗效

果，观察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和血压水平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

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 

镇肝熄风汤加减联合氨氯地平治疗原发性高血压引起的

眩晕，临床疗效确切，降压效明显，能够显著改善临床症状，

值得推广。 

参考文献： 

[1]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修订委员会.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10[S].中华心

血管病杂志,2011,39(7):579-616. 

[2]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M].北京:中国医

药科技出版社,1993:241. 

[3]徐素梅.半夏白术天麻汤治疗眩晕 60 例临床观察[J].中外健康文

摘,2011,08(21):400-401. 

[4]申丽娜,王瑞莉.镇肝熄风汤加减治疗高血压 48 例[J].长春中医药大学

学报,2014,06(10):1087-1089. 

作者简介： 

邹宗英（1965-）女，汉族，专科，四川高县人，副主任中医师，主要

从事中医内科的相关工作。 

 

编辑：白莉   编号：EB-15052908（修回：2015-06-30）

 

 

（上接 39 页） 

[3] 闫 丽 华 . 中 医 治 疗 抑 郁 症 的 规 范 化 研 究 [J]. 中 医 临 床 研

究,2015,(5):110-110,113. 

[4]Soares CN，Frey BN，Haber E，et a1．A pilot，8-week，placebo lead-in trial 

of quetiapine extended release for depression in midlifewomen：impact on mood 

and menopause—related symptoms[J].ClinPsychopharmacol,2010,30:612-615. 

[5]武凯歌,王煜,黄熙.中药制剂治疗抑郁症的 Meta 分析[J].中国实验方剂学

杂志,2013,19(2):325-330. 

[6]李莉 .逍遥散加减治疗郁症 60 例临床疗效观察 [J].中国民康医

学,2011,23(2):179-180. 

[7]钟向阳,李秋琼,廖雪娜,等.自拟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加减治疗抑郁症 50 例

[J].中国保健营养,2012,22(11):4746-4747. 

[8]孔庆梅,舒良,张鸿燕,等.巴戟天寡糖胶囊治疗抑郁症的临床疗效与安全性

[J].中国临床药理学杂志,2011,27(3):170-173. 

[9]吴黎明,彭永红,吕明维,等.疏肝解郁胶囊治疗轻、中度抑郁发作临床研究

[J].光明中医,2010,25(12):2259-2261. 

作者简介： 

张鸣（1966-），男，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中医临床内科、儿科。 

傅喆暾*，通讯作者，Email：shyzxfzb2012@126.com。 

 

 

编辑：赵聪   编号：EB-15070720F（修回：2015-08-15）

 



 

 

‐46‐                                                                                    Clinical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2015  Vol.(7)  No.27

探讨补中益气汤治疗中医脑病科疾病的措施及效果 
Discussion on treatment and effect of Buzhong Yi Decoction on 

encephalopathy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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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中医脑病科疾病应用补中益气汤的治疗效果。方法：选取我院 2011 年 5 月—2014 年 2 月中医脑病科

接收的脑病患者 108 例作为观察对象，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均为 54 例，对照组应用常规治疗方法，研究组在常规治疗方法基础

上结合中医综合治疗，观察研究治疗效果并比较。结果：研究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优于对照组，差别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中医脑病科疾病应用补中益气汤的治疗效果显著，应积极推广。 

【关键词】中医脑病科疾病；补中益气汤；效果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treatment effect of Buzhong Yiqi Decoction on encephalopathy diseases. Methods: 108 

cases with encephalopathy from May, 2011 to February, 2014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he research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54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treatment, while the research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ased on the conventional treatment,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research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Conclusion: Buzhong Yiqi Decoction has significant curative effect on encephalopathy diseases, which is worthy of promotion.  

【Keywords】Encephalopathy diseases; Buzhong Yiqi Decoction;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5.27.021 

 

我国医学有风、臌、膈、痨四大疑难病，其中风即脑血管

疾病居于首位[1]。选取我院 2011 年 5 月—2014 年 2 月中医脑

病科接收的脑病患者 108 例作为观察对象，观察中医脑病科疾

病应用补中益气汤的治疗效果，取得了良好结果，详情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1 年 5 月—2014 年 2 月中医脑病科接收的脑

病患者 108 例作为观察对象，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均为 54

例。其中，研究组中，男性 38 例，女性 16 例；年龄 50～73

岁，平均年龄（63.7±2.4）岁；腔隙性梗死 11 例，脑血栓形

成 15 例，脑缺血发作 21 例，高血压脑病 4 例，痴呆 1 例，其

他 2 例；伴糖尿病者 17 例，高脂血症 9 例，冠心病 9 例，高

血压 19 例。对照组中，男性 34 例，女性 20 例；年龄 52～71

岁，平均年龄（64.3±3.2）岁；腔隙性梗死 9 例，脑血栓形成

17 例，脑缺血发作 19 例，高血压脑病 3 例，痴呆 2 例，其他

4 例；伴糖尿病者 21 例，高脂血症 7 例，冠心病 11 例，高血

压 16 例。两组患者均按照各类脑血管病诊断要点和脑 CT 检查

确诊。两组的性别、年龄、疾病差别和伴随疾病等方面差异不

明显，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  法 

1.2.1 对照组治疗方法 

对照组应用常规治疗方法，对患者的病情变化进行观察，

加强护理，采取相应的对症支持治疗措施。详细了解患者的病

史，应用各类仪器进行确诊，保护患者的脑、心、肾等器官功

能，保证患者呼吸道通畅，对患者的神经进行检查和监测，根

据患者病情选择治疗药物，缺血性脑血管病进行抗凝治疗，使

用血管扩张剂改善微循环，避免脑水肿，恢复缺血区灌注及神

经细胞保护药物治疗，出血性脑血管疾病应降低颅内压，控制

血压应使用止血药等[2]。 

1.2.2 研究组治疗方法 

在对照组应用的常规治疗方法上结合中医综合治疗。首

先，待患者病情稳定后，医生对患者应进行疾病宣教。患者的

血压较高，应长期服用药物对血压进行控制，患者有语言障碍

或者肢体瘫痪的情况，应积极进行功能锻炼，患者情绪不稳定，

心理压力较大的，应对患者进行心理治疗，消除患者恐惧、悲

观等心理压力。其次，采用方剂治疗。对患者进行辨证中医治

疗，是以补中益气汤为主方的治疗方法。其中，以黄芪、柴胡、

当归、白术、升麻、党参、陈皮、炙甘草为主方，可联合补阳

还五汤进行辅助治疗。临床治疗时，根据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加

减用药。患者气虚疲倦乏力、面色苍白、精神萎靡，应减少黄

芪、五味子、茯苓、人参的用量；患者舌上有 点、 斑，面

色晦暗，气血不足，应增加乳香、桃仁、当归、红花、没药用

量；患者有头痛症状，加藁本、蔓荆子、细辛、川芎；阴虚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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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加熟地、山药、山茱萸，去升麻；头晕眼花患者，加珍珠

母、菊花、天麻、钩藤；肌肉显著萎缩患者，加何首乌、鸡藤、

熟地；小便失禁患者应增加益智仁；发热、便秘患者，加石菖

蒲和大黄；患者口舌歪斜、半生不遂、言语困难，加羌活、木

瓜、桑枝、代赭石、地龙、龙骨、牡蛎、玄参、天冬、秦艽；

患者泄泻，加益智仁、苍术和茯苓，去当归；患者痰热较重，

加半夏、川贝母、生姜、胆南星、竹沥。 后，将上述药方水

煎，1 剂/d，2 次/d，连续服用 9 周。 

1.3 疗效判断标准 

根据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疾病学术会议制定的脑血管疾病

诊断标准以及头部 MRI 和 CT 扫描证实，显效：患者半身不遂、

头疼、目眩、耳鸣等症状明显改善[3]。有效：患者半身不遂、

头疼、目眩、耳鸣等症状有改善，但依然影响患者正常生活。

无效：患者半身不遂、头疼、目眩、耳鸣等症状没有改善。两

组观察时间持续 9 周。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 SPSS16.0 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源

以（ ）表示，采用 t 检验，P＜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对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进行对比，其详细情况如表 1。研

究组治疗总有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对比差异显著，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两组治疗效果比较  [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研究组 54 34（63.0） 19（35.2） 1（1.9） 98.1 

对照组 54 20（37.0） 25（46.3） 9（16.7） 83.3 

 

3   讨  论 

    随着社会老年化的加快，各类脑部疾病不断增多，其中，

脑血管疾病是脑病疾病的常见病症，此类疾病会使患病部位丧

失功能，产生中枢神经学症候，有严重的后遗症[4]。在中医学

中，中医脑部是一门特殊、重要的学科，影响着中医学的发展。

中医脑病学是建立在中医学基本理论基础上的学科，对脑的生

理、解剖、病因、诊断、治疗和康复、脑的保健等进行系统研

究[5]。应用中医疗法治疗脑部疾病有着良好效果，中风病常用

的治疗方法有养阴法、益气活血法等。 

     我院对研究组患者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结合中医辨证方

剂治疗，取得良好治疗效果，研究组总有效率为 98.1%，明显

优于对照组 83.3%，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0.05）。因

此，中医脑病科疾病应用补中益气汤的治疗效果显著，可以有

效改善患者的病情，应积极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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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护理在脑梗死患者康复护理中应用观察 
Application of TCM nursing care in treating cerebral infar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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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中医护理在脑梗死患者康复护理中应用。方法：选择脑梗死的患者 90 例，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

组患者给予常规康复护理措施，观察组则在此基础上进行中医护理，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结果：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的运

动功能评分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的SDS和SAS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中医护理在脑梗死患者康复护理中有效提高了患者日常生活能力以及运动能力，改善了生活质量，值得推广。 

【关键词】中医护理；脑梗死患者；康复护理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CM nursing care for rehabilitation from cerebral infarction. Methods: 90 cases of cerebral 

infarction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TCM nursing care more.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motor function and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SDS and SAS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Conclusion: TCM rehabilitation nursing 

care for cerebral infarc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atients' daily living skills and athletic ability. 

【Keywords】TCM treatments; Cerebral infarction; Rehabilitation car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5.27.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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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梗死是临床上常见的脑血管疾病，具有较高的病死率和

致残率[1]。为观察中医护理在脑梗死患者康复护理中的护理效

果，本研究选择于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 月在我院接收并确

诊脑梗死的患者 90 例作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脑梗死患者应

用中医护理的护理效果，丰富临床护理经验，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 月在我院通过临床症状与常

规检查确诊的 90 例脑梗死患者。根据患者入院顺序随机分为

两组，各 45 例。对照组中男 24 例，女 21 例，年龄 37～77 岁，

平均年龄（61.9±5.3）岁；观察组中男 26 例，女 19 例，年龄

38～78 岁，平均年龄（61.3±5.8）岁。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等

一般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康复护理措施，观察组则在此基础上

进行中医护理，具体如下：穴位注射：选择足三里穴，将 2 ml 

的当归注射液注入穴位；选择曲池、合谷、风池、解溪、三阴

交及水沟穴，针刺 10～15min，1 次/d。针灸：将水沟穴、中冲

穴作为主穴，使用毫针泻法或点刺出血。哑门、牙关紧闭加合

谷、颊车穴；口歪加迎香穴；阴闭加丰隆、足三里穴；阳闭加

太冲、劳宫穴；言语蹇涩加廉泉、哑门穴。推拿：选择肩井、

风池、曲池、手三里、环跳、肩髃、天宗、阳陵泉、委中、承

山及合谷穴，通过推、拿、按、捻、搓及擦等手法进行推拿，

重点推拿颜面、四肢及背部。 

1.3 疗效观察    

抑郁及焦虑程度采用 Zung 抑郁自测量表（SDS）和焦虑

自测量表（SAS）进行评价。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14.0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计量数据采用（ ）

表示，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运动功能评分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

分情况比较    

护理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运动功能评分和日常生活活动

能力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两组对比差异显著（P＜0.05）。详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运动功能评分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分情况比较  （ ，分） 

运动功能评分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分 
组别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n=45） 23.9±18.5 33.5±19.2 29.7±5.9 51.3±6.1 

观察组（n=45） 24.4±19.8 52.2±19.8# 29.7±6.0 64.0±5.8# 

注：与干预后对照组相比，#P＜0.05 

2.2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后 SDS 和 SAS 评分情况比较    

护理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 SDS 和 SA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

组，两组对比差异显著（P＜0.05）。详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后 SDS 和 SAS 评分情况比较 （ ，分） 

SDS 评分 SAS 评分 组别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n=45） 61.03±4.57 49.14±3.49 61.79±4.98 47.13±3.12

观察组（n=45） 60.74±5.19 40.87±3.16* 62.15±5.07 42.04±3.26*

注：与干预后对照组相比，*P﹤0.05 

3   讨  论 

脑梗死的主要发病原因在于局部脑组织缺氧、缺血从而导

致脑软化或脑补缺血性坏死，且多发于中老年患者[2]。临床治

疗发现加强中医护理在脑梗死患者康复护理中具有较高的应

用价值。中医护理通过穴位注射、针灸、推拿等手段进行活血

化 、通经络，促进了脑梗死患者的恢复，且对由脑梗死引发

的失语、偏瘫等症状的康复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3]。 

本次研究发现观察组患者的运动功能评分和日常生活活

动能力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两组对比差异显著（P＜0.05），

表明了在脑梗死患者康复护理中应用中医护理可以改善患者

的运动以及生活活动能力；另外观察组患者的 SDS 和 SAS 评

分显著低于对照组，两组对比差异显著（P＜0.05），表明了应

用中医护理在脑梗死患者康复护理中改善了患者的抑郁、焦虑

等不良情绪，有效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中医护理在脑梗死患者康复护理中有效提高了

患者日常生活能力以及运动能力，改善了生活质量，进一步提

高了临床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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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康复护理干预对脑卒中吞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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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采用早期康复护理干预对于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的功能恢复影响。方法：选择我院收治的脑卒中吞咽障碍

患者 106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对照组，比较分析两组临床效果。结果：观察组临床护理效果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

0.05）。结论：早期康复护理干预应用于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具有较高的临床效果，值得推广。 

【关键词】早期康复护理干预；脑卒中；吞咽障碍；功能恢复 

【Abstract】Objective: The early nursing rehabilitation interventions for stroke functional dysphagia. Methods: 106 cases of stroke 

dysphagia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Results: Clinical nursing effects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Early rehabilitation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help stroke patients with dysphagia with high 

clinical efficacy. 

【Keywords】Early rehabilitation nursing intervention; Stroke; Dysphagia; Functional recover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5.27.023 

 

脑卒中患者会出现吞咽障碍的严重并发症，患者主要的临

床症状为进食困难、水分缺失及吞咽障碍等[1]。患者很容易会

出现误咽和误吸的情况，严重者可能会对生命造成威胁。因此，

对于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需要给予有效吞咽训练。在本次研究

中选择我院收治的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 106 例，对比采用常规

护理和早期康复护理的临床护理效果。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2 年 11 月—2014 年 11 月我院收治的脑卒中吞咽

障碍患者 106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对照组各 53 例。对照组

男性 27 例，女性 26 例；年龄 43～86 岁，平均年龄（62.5±2.1）

岁；观察组男性 29 例，女性 24 例；年龄 42～84 岁，平均年

龄（62.1±2.4）岁。纳入标准：所有患者均通过脑血管会议诊

断为脑卒中吞咽障碍，意识清晰；排除标准：严重智力障碍、

肺部感染、多次脑卒中、心力衰竭和肾衰竭者；合并食管、口

咽和帕金森等疾病导致的吞咽困难。两组在性别、年龄等一般

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进行审计内科常规护理措施，观察组患者采取

早期康复护理，具体方法如下：①基础练习。首先需要对患者

进行颈部练习。患者需要适当活动颈部，从而增加颈部肌肉力

度，依靠颈部曲张运动来帮助其进行下咽，避免出现误咽情况。

然后需要进行口唇闭合练习。需要采用冰块、指尖来叩打嘴唇

的四周，由外向内移动。也可以采用允指训练，患者将洗干净

的手指放入嘴内，闭嘴进行吸允动作。 后进行舌肌练习。患

者伸出舌头进行不同方向的运动，进而增加舌肌的力量，对于

无法自行活动舌头的患者，需要使用洁净的纱布缠绕舌头，采

用手指辅助运动。②摄食练习。开始需要让患者选择 为合适

的体位，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选择。然后需要选择食物的形态，

根据患者吞咽程度，先选择一些比较容易吞咽的食物，需要有

一定的黏性，不易松散，在经过食道后不会出现变形。在患者

吞咽时需要指导患者进行反复空吞咽，从而确保食物能够完全

下咽，然后再进食，在吞咽后需要进少量水。可以采用侧方吞

咽的方法，来消除食物残留。③心理护理。患者因为出现无法

禁食的情况，因此会出现紧张、焦虑等负面心理情绪，甚至会

自己绝食。因此护理人员需要给予患者有效心理护理，告知患

者此时的症状通过有效护理治疗可以痊愈，多与患者进行沟通

交流，消除患者负性情绪。 

1.3 临床观察 

①痊愈：患者护理后吞咽功能＞9 分；②显效：患者护理

后吞咽功能为 6～8 分；③有效：患者护理后吞咽功能为 3～5

分；④无效：患者护理后吞咽功能为 1～2 分[2]。总有效率＝显

效率＋有效率。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PS18.0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用

采用（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x2检

验，P＜0.05 表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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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观察组临床护理效果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

0.05）。详见表 1。 

表 1   两组临床护理效果比较   [n ( % ) ] 

组别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n=53） 21（39.6） 12（22.6） 9（17.0） 11（20.8） 42（79.2）

观察组（n=53） 30（57.7）* 15（28.3） 7（13.2） 1（1. 9）* 52（98.1）*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 

3   讨  论  

在中医学理论中脑卒中后吞咽困难属于“脑卒中”“喉

痹”及“音痱”的范畴，病症在咽喉，病根在脑[3]。对于脑卒

中吞咽障碍患者，在进食前需要给予吞咽功能筛选和评价，并

且根据评价结果对患者的饮食和吞咽功能指导和训练。国内对

于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有很多种训练方法，其中针对吞咽器官

组织的间接训练和结合食物的直接训练是非常常见的两种训

练方式，特别是对于卒中引发的球麻痹患者，其通常会出现食

道上括约肌松弛，因此反复间歇给予括约肌功能扩张和收缩训

练能够起到改善患者吞咽功能的作用[4]。 

在本次研究中，护理后，观察组总有效达到 98.1%，显著

高于对照组总有效的 79.2%，差异显著（P＞0.05）。可见对于

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采用有效早期康复护理干预能够显著提

高临床护理效果。  

综上所述，超早期康复护理应用于脑卒中患者偏瘫肢体功

能具有较高的临床效果，能够有效提高患者日常生活能力和生

活质量，改善患者中枢神经功能，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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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剂量尿激酶联合醒脑静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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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索小剂量尿激酶联合醒脑静治疗频发性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选择 2008 年 1 月—2013

年 1 月急诊收治的频发性脑缺血发作（TIA）病人共 149 例，采取随机单盲分成两组，一组应用小剂量尿激酶联合醒脑静治疗 71

例，一组不用尿激酶其他治疗一样 78 例。结果：采取尿激酶联合醒脑静治疗组 24 h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再发作者 3 例，1 月内发生

脑梗死的病例共 3 例且没有出血等并发症发生，未采取的治疗组 24 h 再发作者 18 例，1 月内脑梗死发生病例 11 例。结论：小剂

量尿激酶联合醒脑静能显著降低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次数和脑梗死的发生率。 

【关键词】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尿激酶；醒脑静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small dose of urokinase combined with Refreshing in the treatment of 

frequent static transient ischemic attack. Methods: 149 patients with frequent ischemic attack (TIA) from January 2008 to January 2013 

were randomly taken from emergency war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One group with 71 patients was given small dose of urokinase 

combined with Refreshing, while the other group with 78 cases was treated with urokinase. Results:There were 3 case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treated with small dose of urokinase combined with Refreshing in the treatment of frequent static recurrent attack, 3 cases had 

cerebral infarction in a month and no any complications such as bleeding were seen, while for the other group 18 cases had recurrent attack 

in 24 hrs, 11 cases had cerebral infarction in a months. Conclusion: Small dose of urokinase combined with Refreshing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number of transient ischemic attack and the incidence of cerebral infar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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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IA）是因脑血管病变引起的短暂性、

局限性脑功能缺失或视网膜功能障碍。发作可持续数分钟至 1 

h， 长不会超过 24 h，可反复发作，是急性脑梗死 主要的

危险因素之一。频繁发作者有较高的卒中发生率，采取常规治

疗往往难以阻止其进展为完全卒中，发作次数越频繁，则脑梗

死发生率越高[1]。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8 年 1 月—2013 年 1 月急诊收治的短暂脑缺血发作病

例中经过筛选，有 149 例，男性 102 例，女性 47 例。年龄 55～

87 岁，平均年龄 71 岁。所有病例均符合 1995 年第四届全国脑

血管病会议制定的诊断标准[2]。该组病人都有近期内反复发作，

甚至 1 d 发作数次；发作突然，短暂性局灶性神经功能障碍；

经过检查没有出血倾向，凝血酶时间、纤维蛋白原、凝血酶原

和部分活化凝血酶原时间正常。这 149 例采取单盲方法随机分

成两组，治疗组 71 例，男性 49 例，女性 22 例；年龄 56～81

岁，颈内动脉系统 TIA55 例，椎基底动脉系统 TIA18 例；有高

血压和（或）冠心病者 22 例，有糖尿病 15 例。对照组 78 例，

男性 53 例，女性 25 例。年龄 55～84 岁，颈内动脉系统 TIA25

例，椎基底动脉系统 TIA17 例，有高血压和（或）冠心病者

24 例，有糖尿病 19 例，两组的年龄、性别、发病次数、发作

类型以及合并症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

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采取单盲随机，治疗组给予尿激酶（南京南大药业）30

万 U 加入生理盐水 100 ml，然后 10 万 U 静脉滴注，连用 3～5 

d 停用，如果 FIB≤2.0 立即停止尿激酶应用。醒脑静（云南生

物谷制药）20～30 ml 加入生理盐水 250 ml，静脉滴注，1 次/d，

连用 7 d，其他应用血塞通 0.4 g、丹参注射液 20 ml 及胞二磷

胆碱 0.5 静滴，1 次/d。对照组除了不用尿激酶和醒脑静外，血

塞通和丹参注射液及胞二磷胆碱入液静滴 12～14 d 为 1 个疗

程。口服尼莫地平 30 mg，3 次/d，肠溶阿司匹林 75 mg，1 次

/d 等同治疗组。其他治疗高血压冠心病及糖尿病两组均一样。 

1.3 结果   

观察用药后 24 h、48 h 及 3 d TIA 发作停止的例数。动态

监测治疗前治疗后 24 h、48 h、3 d、5 d 的 PT、APTT、TT、

FIB 结果。复查头颅 CT 或 MRI 有无脑梗死和出血的发生。出

院后 1 个月、2 个月、3 个月的定期复查或者回访，追踪治疗

后脑梗死的发生情况。见表 1。 

表 1  两组用药后 24h、48h 以及 3d TIA 发作停止的例数对比   [n（%）] 

组别 n 24 h 48 h 3 d 1个月脑梗死 3个月脑梗死 

治疗组 71 66（93.0） 68 70（98.6） 3 7 

对照组 78 57（73.1） 60 62（79.5） 16 19 

 

表 2  治疗前后的血液流变学、FIB、 血小板计数比较   （ ） 

组别 项目 血液流变学 血液流变学（g/1） 血小板计数（×10）

高切 6.13 ±0.87 
治疗前 

低切 15.84±1.22 

4.19±1.47 128.8±47.30 

高切 4.58±0.66 
治疗组   

治疗后3 d 
低切 10.33±1.53 

2.73±1.22 133.20±39.50 

高切 6.19 ±0.66 
治疗前 

低切 15.52±1.41 
4.21±1.55 129.50±45.50 

高切 5.07±0.73 
对照组 

治疗后3 d 
低切 11.04±2.08 

3.99±1.23 132.70±39.10 

2   讨  论 

TIA 是指因脑血管病变引起的短暂性、局限性脑功能缺失

或视网膜功能障碍。TIA 患者脑梗死机率明显高于一般人群，

是急性脑梗死 主要的危险因素之一。第 1 次 TIA 后 48 h 内

脑梗死发生率可达 4%～8%，而频繁发作者发生缺血性卒中的

机率可达 35.4%。发作次数越频持续时间越长，则脑梗死的发

生率越高[3]。TIA 患者在第 1 年内脑梗死发病率较一般人群高

13～16 倍，5 年内仍高 7 倍有余[4]。因此及早治疗和控制 TIA

是防治急性缺血性脑血管病的有效措施之一。目前 TIA 发病的

主要机制和动脉粥样硬化、动脉狭窄、心脏病、血液成分改变、

血液动力学变化等多种因素有关。频发性 TIA 尽管临床症状和

体征很快恢复，但可以因为反复脑缺血发作造成脑组织病理性

的损伤形成脑梗死[5]。 

醒脑静注射液是一种水溶性注射液，静脉给药能很好地通

过血脑屏障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其主要成分为麝香、郁金、

栀子、冰片，其主要药理作用为醒脑开窍、安神止惊、清热解

毒、活血止痛。因其有行气活血作用，因而可以改善局部循环，

缓解病灶区缺血缺氧状况。冰片可提高脑细胞耐缺氧能力，其

机制可能是通过影响肾上腺受体活性而起作用，阻断因缺氧而

造成的一系列脑损伤及有害化学成分的产生，起到脑保护作

用，且醒脑静注射液有抗氧化及清除自由基作用。醒脑静注射

液从分子水平起到脑保护作用，可以起到防止脑细胞凋亡，阻

断炎性反应，从而可以改善脑组织缺氧状态，使处于可逆状态

的受损神经细胞恢复功能。醒脑静注射液在催醒作用方面优于

其他醒脑药，对中枢神经系统具有双向调节作用，不同于单纯 

的中枢兴奋剂，并不增加细胞代谢及耗氧量，可提高脑细胞耐

缺氧能力，在脑保护基础上起催醒作用[6]。 

从表中可以看到，治疗前后血纤维蛋白原和血黏度均有明

显的降低，说明该治疗对血液流变学和凝血指标有明显的改

善，治疗后血小板数目在正常范围内。所以小剂量的尿激酶治

疗应该安全有效，由于其半衰期短，约（14±6）min，不会蓄

积[7]。本实验中所有病例包括治疗组和对照组，除了用尿激酶

和醒脑静外，其他抗血小板药物阿司匹林和抗脑血管痉挛药物

尼莫地平等均一样，但是治疗组中 1 d、3 d 有效率分别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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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98.6%，远远大于对照组 73.1%和 79.5%，且未出现出血。

小剂量尿激酶能够降解可溶性纤维蛋白原和蛋白凝块，抑制

ADP 诱导血小板聚集，醒脑静醒脑开窍行气活血，运用小剂量

尿激酶和醒脑静进行治疗是安全有效的。从治疗中可以看出，

尿激酶起效迅速，小剂量尿激酶可以很好的治疗 TIA，同时尿

激酶没有抗原性和毒性，不影响血小板计数且价格远远较其他

溶栓剂便宜，现在在县级医院能广泛使用。但是本实验中样本

太小，脑梗死患者例数太少，尿激酶的用量多少为 好，醒脑

静是否能在 TIA 中广泛应用，无法通过大宗实验得出结论，今

后还要在实验室和临床方面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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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和研究脑梗死中医综合治疗临床效果。方法：选取 2013 年 2 月—2015 年 4 月脑梗死患者 102 例，将

其按住院编号先后顺序随机分为观察组 51 例与对照组 51 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对症治疗；观察组患者在常规对症治疗基础上

加用中医综合治疗，将两组患者治疗 4 周后疗效进行对比。结果：两组患者治疗 4 周后治疗有效率相比较，观察组高于对照组 P

＜0.05。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相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无明显差异 P＞0.05；观察组

患者治疗 4 周后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5。两组患者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率相比较，两组无明显差异 P＞

0.05。结论：将中医综合治疗方法应用于脑梗死患者治疗中，其能够有效促进患者神经功能恢复，减轻机体残疾程度，对提高治

疗效果及患者生活质量均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中医综合治疗；西医治疗；脑梗死；疗效观察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and study the clinical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therap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on 

cerebral infarction. Methods: 102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in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13 to April 2015 were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according to their the order of their hospital numbers. Each group had 51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conventional symptomatic treatment. The observation, on the basis of symptomatic treatment, was added comprehensive therapy of TCM. 

After 4 weeks of treatment, the curative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4 weeks of treatment, the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Before treatmen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core of neurological function deficit scale of the two groups, 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score of neurological function deficit scal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For the adverse reactions during the treatmen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In the treatment of cerebral infarction, the comprehensive 

therapy of TCM can promote the recovery of the neurological function of patients and reduce the body disability level. It is important for 

the improvements of curative effect and patients’ life quality. 

【Keywords】Comprehensive therap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Cerebral infarction; Ob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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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梗死是由于脑动脉粥样硬化或血栓堵塞脑部血管，导致

该区域脑组织出现缺氧、缺血、坏死所致[1]。脑梗死在内科临

床上属常见病与多发病，于老年人群中发病率较高。其具有起

病急骤、病情发展快速、临床致死率与致残率较高等特点[2]。

近些年来，随着医疗技术发展，脑梗死患者临床死亡率已明显

降低，但多数患者会遗留程度不同残疾症状，给社会及家庭带

来沉重的负担。由于脑梗死临床表现复杂多样，因此，临床对

其治疗时也应采用个性化、阶段性、多样性综合方法。为了探

寻中医综合治疗手段在脑梗死疾病中治疗作用，本文选取脑梗

死患者 51 例，在常规对症治疗基础上加用中医综合治疗，疗

效颇为显著，现将具体内容汇报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3 年 2 月—2015 年 4 月脑梗死患者 102 例，将其

按住院编号先后顺序随机分为观察组 51 例与对照组 51 例。其

中，观察组患者中：男 29 例，女 22 例；年龄在 49～78 岁，

平均年龄为（60.4±3.6）岁。患者合并症有：高血压 19 例；糖

尿病 11 例；冠心病 8 例。对照组患者中：男 27 例，女 24 例；

年龄在 42～76 岁，平均年龄为（59.7±3.2）岁。患者合并症有：

高血压 17 例；糖尿病 9 例；冠心病 9 例。排除标准：严重心、

肝、肺、肾功能不全患者；恶性肿瘤患者；急性脑出血患者；

昏迷患者；重度脑水肿患者；语言沟通障碍患者。两组患者年

龄、性别、合并症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

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对症治疗：① 药物治疗：根据患者具

体情况，给予患者行溶栓、降纤、抗凝、抗血板凝集、改善脑

血循环等治疗。② 康复治疗：患者病情稳定后，护理人员根据

患者具体情况，与患者一同制定出详细康复训练计划，并按训

练计划内容指导患者进行系统性、规范性康复功能训练，时间

以患者不感觉疲劳为度。 

观察组患者在常规对症治疗基础上加用中医综合治疗：①
药物治疗：赤芍 15 g，当归、三棱、莪术、地龙、红花、桃仁、

水蛭各 10 g。若患者阴虚阳亢症状明显，加入熟地黄 18 g，龟

甲、鳖甲各 13 g，天麻 10 g，石斛 9 g。若患者气虚症状明显，

加入黄芪 12 g；若患者风痰症状明显，加入瓜蒌 25 g，天竺黄、

胆南星各 10 g；若患者腑实症状明显，加入生大黄、芒硝各 10 

g；若患者肢体偏瘫症状明显，加入牛膝 12 g，桂枝 8 g；若患

者语言功能缺失明显，加入郁金、远志各 10 g，菖蒲 6 g；若

患者口角斜症状明显，加入僵蚕 10 g，白附子、全蝎各 5 g。

若患者肢体发麻症状明显，加入半夏、胆南星、茯苓各 10 g， 

1 剂/d 用水煎煮取汁约 300 ml，分早、晚 2 次服用。② 针灸治

疗：取穴：悬钟、三阴交、阳陵泉、合谷、内关、足三里、曲

池、人中、百会等穴位。针刺手法：头部穴位采取斜刺法；肢

体穴位采取直刺法。间隔 10 min 行针（平补平泻法）1 次，留

针达 30 min，1 次/d，连续治疗 4 周。③ 非药物治疗：采用多

功能神经肌肉治疗仪（北京中西远大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型号：

BA5NMT-91）进行治疗。将电极放置于患侧肢体上，刺激强

度设置为不加重肌痉挛或不引起肌痉挛但可使肌肉产生适度

收缩为度，治疗 20 min/次，1 次/d，连续治疗 4 周。 

1.3 评价指标 

 ① 采用 NIHSS 量表对患者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进行评分
[3]。量表包括项目有：说明、忽视症、构音障碍、语言、感觉、

共济失调、下肢运动、上肢运动、面瘫、视野、凝视、意识等。

总分值为 0～36 分，评分值越高表明患者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越

重。 

依此判断患者治疗 4 周后疗效[4]：显效：患者神经功能缺

损程度评分减少 46.0%以上。有效：患者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

分减少在 18.0%～46.0%。无效：患者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

减少低于 18.0%。总有效率=有效率＋显效率。 

② 观察两组患者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1.4 统计学处理 

选用 SPSS13.0软件对两组患者相关数据进行统计与处理，

计数资料用%表示并行 x2 检验；计量资料用（ ）表示，并

行 t 检验，当 P＜0.05 时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 4 周后治疗有效率相比较 

观察组高于对照组 P＜0.05，详见表 1 。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 4 周后治疗有效率比较  （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51 24 15 12 76.5 

对照组 51 10 22 19 62.7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相比较：两组

患者治疗前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无明显差异 P＞0.05；观察

组患者治疗 4 周后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 P＜

0.05，详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比较  [（ ），分]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12.13±8.26 6.18±6.65 

对照组 12.05±7.98 7.69±8.04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 

2.3 两组患者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率相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期间均行大便潜血试验；三大常规；心电图；

胸片；肝、肾功能等检查，未发现同治疗有关异常性改变。两

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无明显差异 P＞0.05。  

3   讨  论      

脑梗死在中医学上属于中风范畴，其多由脏腑功能失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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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体呈气血亏虚所致。由于病患饮食不节、劳欲过度、内伤积

损等因素，致机体脉络空虚、气血不足，风邪乘虚而入，日久，

阴虚阳亢、气血逆乱，导致气逆冲脑，故患者发病。风、 、

痰是该病症主要病理性因素，三者互相影响、互相转化，贯穿

于疾病发生与发展整个过程之中，因此，中医治疗中风原则为：

调气息风、活血通络、祛痰开窍[5]。由于中风是多因素共同作

用结果，所以临床利用单方单药治疗脑中风较困难，只有发挥

中医辨证施治及药物整体康复疗效，才可达到有效治疗该病症

之目的。 

本次研究观察组病例在西药治疗基础上加用中药、针灸、

多功能神经肌肉治疗仪进行临床治疗，其中：西药见效快速，

可及时缓解患者临床症状与体征，改善脑局部缺氧、缺血症状，

使神经功能得以恢复。中药方剂针对患者中医证候辨证施治，

其与西医治疗相结合，充分发挥出微观与宏观互补、局部与整

体结合之综合效应，治疗效果较显著[6]。针灸是通过针刺机体

腧穴，起到经络传导的作用，使气血营卫得调，加之多功能神

经肌肉治疗仪的治疗作用，有效促进了患者肢体功能恢复，利

于减轻患者残疾程度[7]，因此，患者经综合治疗后神经功能恢

复程度有了显著性提高，并且中医综合治疗无毒副作用，治疗

安全性较好，更符合老年患者治疗原则。 

综上所述，对于脑梗死患者采用中医综合治疗，疗效确切，

患者治疗期间无毒副反应，安全可靠，值得临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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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高血压通过硝苯地平控释片与硝苯地平缓释片治疗的效果。方法：研究我院在 2014 年 5 月—2015 年 5

月收治的 80 例高血压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40 例，其中对照组运用硝苯地平缓释片，观察组运用硝苯地平控释片，而后

分析两组患者在治疗上的疗效与不良反应差异。结果：在治疗有效率上，观察组为 95.0%，对照组为 82.5%，P＜0.05；在不良反

应率上，两组差异不明显，P＞0.05。结论：硝苯地平缓释片与控释片均可以保证高血压治疗的安全性，但是硝苯地平控释片可以

达到更高的治疗效果，适用性更广。 

【关键词】高血压；硝苯地平缓释片；治疗疗效 

【Abstract】Objective:To analyze effects of the nifediPine tablets on hypertension. Methods: 80 cases of hypertension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for 40 cases in each, the controls took slow-release tablets, the controlled-release tablets was 

given 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efficacy and adverse reactions were recorded. Results: The efficiency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95% 

than 82.5%, P<0.05; adverse reactions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Conclusion: Nifedipine can guarantee the safety of the 

treatment of hypertension,but GITS can achieve higher therapeutic effects. 

【Keywords】Hypertension; Nifedipine;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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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属于临床常见的心血管疾病，其主要表现为记忆力

衰退、头晕、恶心呕吐或眼花，如果长期疾病得不到控制，则

会引发多种脏器组织疾病，甚至引发死亡。硝苯地平属于临床

上较早使用的高血压治疗药物，可以较好地的作用于血管平滑

肌而产生药效。而药剂类型上有硝苯地平缓释片与硝苯地平控

释片，其效果的差异值得研究。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我院在 2014 年 5 月—2015 年 5 月收治的 80 例高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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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76 岁，平均年龄（56.4±2.4）岁；病程 2～

14 年，平均病程（4.2±2.1）年；观察组男性 25 例，女性 15

例；年龄 41～77 岁，平均年龄（55.1±3.2）岁；病程 2～15 年，

平均病程（4.6±2.5）年；所有患者均排除患有糖尿病、肝肾功

能异常障碍者，同时在近两年间不存在心梗或者脑卒中发作情

况。两组患者在基本资料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其中对照组运用硝苯地平缓释片，口服，早晚各 1 次，15 

mg/次；观察组运用硝苯地平控释片，每天在晨起口服 1 次， 30 

mg/次。所有患者均经过 5 周的治疗，期间患者不使用其他药

物，避免药物之间的作用与效果干扰。所有患者均要在治疗前

后做血压监测，同时做肝肾功能和心电图检测。同时血压监测

每周进行 1 次，采用同时间、同部位、同一血压计测量，同时

观察药物的不良反应。 

1.3 疗效标准 

评估观察两组患者治疗疗效，疗效通过患者血压情况改善

来评判。显效为收缩压降低 20 mmHg 以上，舒张压降低 15 

mmHg 以上；有效为收缩压降低 10～20 mmHg，或者其值处于

正常血压值范围，舒张压降低 5～10 mmHg，或者其值处于正

常值范围；无效为收缩压降低 10 mmHg 以下，舒张压降低 5 

mmHg 以下。治疗总有效率为显效率和有效率人群总和。不良

反应观察主要集中在头痛、头晕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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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采用 t 做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x2做检验，同时以 P＜0.05 为

组间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的评判标准。 

2   结  果 

表 1  两组患者在药物治疗疗效的差异对比    [n（%）] 

分组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对照组（n=40） 12（30.0） 21（52.5） 7（17.5） 82.5 

观察组（n=40） 22（55.0） 16（40.0） 2（5.0） 95 

注：两组对比，P<0.05 

表 2  两组患者在治疗前后血压变化情况  （ ） 

分组 时间 舒张压 收缩压 

治疗前 99.8±5.4 164.2±5.4 
观察组（n=40） 

治疗后 71±6.2 113.5±2.1 

治疗前 98.9±4.7 162.6±6.5 
对照组（n=40） 

治疗后 82.4±4.5 132.4±8.7 

注：两组患者治疗前数据对比，P﹥0.05；两组各自治疗前后对比，P﹤0.05；两组治疗

后数据对比，P﹤0.05 

在治疗有效率上，观察组为 95.0%，对照组为 82.5%，P

＜0.05，同时血压改善情况上观察组优于对照组，具体情况如

表 1 和表 2 所示；在不良反应率上，观察组有 1 例患者产生头

晕头痛情况，观察组有 2 例头晕、头痛者，两组差异不明显，

P＞0.05。 

3   讨  论 

硝苯地平在高血压治疗上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其药物属

于钙通道阻滞剂，可有效扩张外周血管，降低外周血循环阻力，

让血压得到有效降低，进而可以让冠动脉得到扩张，降低心脏

所承受的负荷，调整血液黏稠度和脑血流的功效。其血压会在

药物作用下得到持久的控制，同时不会产生心动过速等反射作

用。而在药物种类上分为控释片和缓释片，其中硝苯地平控释

片采用控释技术处理，让药物可以采用 速的状态在血液中释

放药物，让血药浓度保持在较为稳定的状态，降压效果较为平

稳，不会让血压的早晚规律产生异常变化，因此与其他短效药

物相比，不良反应相对较小。 

本研究中，在治疗有效率上，观察组为 95.0%，对照组为

82.5%，两组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同时血压改善情

况上观察组优于对照组；在不良反应率上，两组差异不明显，

P＞0.05。可以说明硝苯地平控释片可以有更稳定的治疗效果，

同时治疗安全性有保障，不良反应少，在临床上使用于更广泛

群体，甚至可以在妊娠高血压患者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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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蒌薤白白酒汤加味辅助 
治疗冠心病合并血脂异常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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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冠心病合并血脂异常治疗中瓜蒌薤白白酒汤加味的应用效果。方法：2012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在我

院接受治疗的冠心病合并血脂异常患者 86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43 例，给予常规治疗）和观察组（43 例，常规治

疗基础上加用瓜蒌薤白白酒汤加味），比较两组临床疗效及血脂水平变化情况。结果：治疗后，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3.0%（40/43）

高于对照组为 74.4%（32/43），两组患者血脂水平各项指标均较治疗前有所改善，观察组改善程度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结论：冠心病合并血脂异常治疗中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瓜蒌薤白白酒汤加味可有效提高治疗效果，改善患者血

脂异常情况，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瓜蒌薤白白酒汤加味；冠心病；血脂异常 

【Abstract】Objective: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Gualou Xiebai Baijiu Decoc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with dyslipidemia. Methods: 86 case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with dyslipidemia from January 2012 to December 2014 in our hospital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43 cases in each group.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routine 

treatment,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provided conventional treatment based on the use of Gualou Xiebai Baijiu Decoction,.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and the changes of blood lipid level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the treatment,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3.0% (40/43)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74.4% (32 / 43).The blood lipid level 

indicators improvement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Gualou Xiebai Baijiu Decoc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treatment effect on coronary heart disease patients with 

dyslipidemia and improve abnormal blood lipid, which is worthy of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Keywords】Gualou Xiebai Baijiu Decoction; Coronary Heart Disease; Dyslipidemia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5.27.027 

 

冠心病是临床 常见的心血管疾病之一，血脂异常是冠心

病的独立危险因素[1]，冠心病合并血脂异常治疗中，控制血脂

水平，对于改善患者临床病症及预后有着积极的意义。近年来，

中医在冠心病的治疗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2]，本研究选择我院

收治的患者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瓜蒌薤白白酒汤加味辅助治

疗冠心病合并血脂异常的临床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院 2012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收治的 86 例冠心病合并

血脂异常患者，患者均符合临床相关诊断标准，依据随机数字

表方法将冠心病患者分为两组，即观察组（43 例）和对照组（43

例）。观察组男性 24 例，女性 19 例，年龄 46～80 岁，平均年

龄为（52.5±0.3）岁。对照组男性 23 例，女性 20 例，年龄 46～

78 岁，平均年龄为（52.7±0.2）岁；两组冠心病合并血脂异常

患者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临床治疗中，针对对照组冠心病合并血脂异常患者，给予

常规西医药物辛伐他汀（国药准字：H20083839；生产企业：

山东鲁抗医药集团赛特有限责任公司）治疗，使患者晚上口服

20 mg，疗程为 4 周。对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西医药物辛伐

他汀片 20 mg，1 次/晚的治疗基础上，给予中医瓜蒌薤白白酒

汤治疗，中药方剂组成：瓜蒌 15 g，薤白 10 g，丹参 10 g，桂

枝 10 g，甘草 5 g，白酒 15 g，用水煎取 400 ml，1 剂/d，分早

晚 2 次服用，治疗 4 周。 后，分析评价两组患者临床疗效。 

1.3 评价观察 

检测患者血脂水平，包括甘油三酯（TG）、总胆固醇（TC）、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分析两组患者治疗疗效。显

效：临床患者心绞痛发作次数≤1 次/2 周，标准心电图无 T 波、

ST 段等心肌缺血改变，胸闷胸痛等症状明显改善；好转：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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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中患者心绞痛发作次数≤2 次/周，标准心电图 ST-T 波异常

较治疗前好转，胸闷胸痛等症状得到部分缓解。无效：临床冠

心病合并血脂异常患者症状、心电图均无改善。 

1.4 统计处理 

本研究中，运用 SPSS20.0 版本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

析研究，对所得数据中，可以用%来表示计数资料，并对其进

行 x2检验；其中比较结果以 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对比 

治疗后，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3.0%（40/43）高于对照组为

74.4%（32/43），两组患者之间存在差异（P＜0.05）。见表 1 所

示。 

2.2 血脂异常改善状况 

两组患者血脂水平各项指标均较治疗前有所改善，观察组

改善程度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所示。

表 1  两组临床疗效对比  [n（%）] 

组别 n 显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43 25 15 3 40（93.0） 

对照组 43 18 14 11 32（74.4） 

x2 – – – – 4.258 

P – – – – 0.028 

表 2   两组血脂异常改善状况   （ ，mmol/L） 

组别 n 时间 TG（mmol/L ） TC（mmol/L ） HDL-C（mmol/L ） 

治疗前 2.54±0.61 6.54±0.74 1.02±0.25 
观察组 43 

治疗后 1.73±0.52 4.15±0.62 1.38±0.34 

治疗前 2.55±0.59 6.38±0.68 1.01±0.28 

对照组 43 
治疗后 2.14±0.58 5.12±0.66 1.14±0.24 

t   3.976 4.258 2.985 

P   0.000 0.000 0.002 

3   讨  论 

冠心病合并血脂异常，属于中医“胸痹”“脂浊”范畴，

中医本病主要病机为痰阻气滞、心脉痹阻，病性为本虚标实，

虚实夹杂。人体肝、脾、肾三脏的阳气不足，痰湿内蕴，气滞

血 ，心脉痹阻，发为胸痹、脂浊，会导致形成冠心病合并血

脂异常[3]。西医治疗中，应用辛伐他汀调节血脂药物，有效延

缓动脉粥样硬化，有效改善心绞痛临床症状，减少死亡风险和

改善预后[4]；笔者在治疗冠心病合并血脂异常观察组病例中，

加用瓜蒌薤白白酒汤加味，方中瓜蒌为君，理气宽胸、涤痰散

结，瓜蒌功擅利气散结以宽胸，并可稀释软化稠痰以通胸膈痹

塞，可以有效涤痰散结[5]。薤白为臣，通阳散结，行气止痛。

因本品辛散苦降，温通滑利，善散阴寒之凝滞，行胸阳之壅结，

故为治胸痹之要药。佐以白酒，辛散温通，行气活血，既轻扬

上行而助药势，又可加强薤白行气通阳之力，临床中结合白酒

散温，发挥行气活血疗效，提升临床治病疗效[6,7]。丹参活血祛

、清心除烦止痛，桂枝温经通脉、助阳化气，甘草调和诸药。

全方共奏通阳散结、活血祛痰之功。本研究结果表明，采取中

西医结合治疗，可以降低西医治疗副作用，提升疗效，还可以

显著改善冠心病合并血脂异常患者的血脂水平，观察组经治疗

后患者疗效高于对照组，两者对比存在差异（P＜0.05）。充分

证实，针对冠心病合并血脂异常患者治疗中，临床中在常规治

疗基础上给予患者瓜蒌薤白白酒汤加味可有效改善患者血脂

水平，提高冠心病治疗有效率，较单一西医治疗疗效更好，值

得在临床中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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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焦脾胃论治胸痹心痛的经验 
Treating chest pain in TCM 
 

张贵格 

（范县中医院，河南  濮阳，457500） 

 

中图分类号：R24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5)27-0058-02    证型：BGA 

 

【摘  要】冠心病属于中医学“胸痹”范畴，笔者对胸痹的治疗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擅长通过调理脾胃治疗胸痹心

痛，常获良效。本文通过论述从脾胃论治胸痹的理论基础、心与中焦脾胃同病的病因病机、辨证分型、典型医案例举，归纳、总

结了笔者从调理脾胃、斡旋升降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临床思路与经验，以期为临床治疗胸痹心痛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中焦脾胃；论治；胸痹；经验。 

【Abstract】CHD disease was classifid intoe the chest pain in TCM, and the chest pain canbe treated by conditioning Pi and Wei for 

better efficac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Pi and Wei for the pathogenesis and etiology, syndrome, differntiation to cite, 

summarize, summarize new thoughts and experience for the spleen and stomach conditioning. 

【Keywords】In the spleen and stomach; On the rule; Chest; Experienc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5.27.028 

 

《内经》中 早记载了胸痹的临床表现[1]，《金匮要略》正

式提出胸痹的名称[2]。后世医家又对本病的病因、病机、治法

多有论述。心脉 阻是心痛病发作的直接原因，但是多种原因

均可引起心脉 阻，如气滞、痰浊、寒凝、热结或气血阴阳亏

虚等，临床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交杂。本病病位在心，但

与其他脏腑关系密切。《难经》曰：“其五脏气相干，名厥心

痛”，提示心痛与其他脏腑有一定关系。因此治疗胸痹心痛应

根据相关脏腑理论，通过调理其他脏腑，调和气血阴阳，畅通

心脉以求治疗心痛，而不能心痛仅治心。笔者经过长期临床经

验，认识到脾胃与胸痹心痛关系密切，从调理中焦脾胃治疗心

痛往往可以收到奇效，现将经验总结如下。 

1   从中焦论治心痛的理论基础 

整体观念是传统医学的特点之一，人体是一个相互关联的

整体，各脏腑之间关系密切，生理上相互依赖，生克制化，病

理上相互影响，相互乘侮。中焦脾胃乃后天之本，化生气血，

中焦病变，必然殃及其他脏腑。《灵枢•经别》篇记载“足阳明

之正，属胃，散之脾，上通于心”，说明了心与脾胃生理上经

络相连关系密切。《备急千金要方》曰：“心劳病者，补脾以

益之，脾王则感于心矣。”从而提出从脾治心的法则。而李东

垣认为脾胃虚损也是导致心火胜的原因之一，确立了补脾泻心

火的治法。都为后世医家从中焦脾胃防治胸痹心痛提供了理论

基础。 

1.1 心胃经络相通、经气相达  

脾胃属于中焦，心脏居于上焦，二者以膈为界，却因脾胃

之脉、大络紧密相联，经气相互通达。足太阴脾之经脉，属脾

络胃。《灵枢•经别篇》中记载足阳明之正属胃，散之脾，上通

于心，《灵枢•经脉篇》曰“脾足太阴之脉……其支者，复从胃，

别上膈，注心中”。心尖搏动之处即为虚里，可见心和脾胃关

系密切，经络相连、经气互通是心胃同治的基础。 

1.2 母子相关，气血相连 

五行理论是传统医学的哲学基础之一，据五行生克制化，

脾胃属土，心属火，心为脾之母，脾为心之子，心与脾胃乃母

子关系，心病可传脾，脾胃失调亦可影响于心，母病及子，子

病及母，这种病理上的相互影响称之为传变。心藏神，主血主

脉，“脉为血之府”，气血是心主神志的物质基础，而脾胃为

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运化水谷以营养五脏。由此看出，

脾之盛衰与心脉中气血盈亏息息相关。如《内经》中有“食气

入胃，浊气归心，淫精于脉”的记载。同样，阳明胃需要心阳

的温化，心血的濡养，心神的主宰，才可保持正常的功能，生

化不息。 

2   心与脾胃同病的病因病机 

张仲景正式提出胸痹病因病机为“阳微阴弦”，指出该病

的病因病机为脏腑虚弱，正气不足，邪气偏盛所致。胸痹病机

总而言之归属于本虚标实。笔者结合现代人饮食习惯、生活环

境，着重从脾胃而分析。 

2.1 气血亏虚 运行失和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若脾胃失调，运化无权，

则气血乏源，血不养心，必致心脉不利，而生胸痹，心痛诸证，

总气不足，推动无力，可致，血运不畅，心脉滞涩不通，胸痛、

胸闷、憋气等症随之而起。 

2.2 湿痰积聚 

脾喜燥而恶湿，脾主运化水谷和水湿，如果脾运化功能失

调，水湿停聚体内成为病理产物，阻滞气血运行，并产生痰饮

等病理产物，如果这些病理产物痹阻胸阳，则会导致心病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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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3]。 

2.3 痰 阻滞 

痰湿停聚，心脉 阻是胸痹的主要病理因素，而脾胃功能

失调引发上述，病理因素的关键；脾胃功能失司，水湿聚而成

痰，痰阻则气滞，气滞则血 ，这些病理产物相互胶结，阻塞

脉络，导致胸痹心痛的发生[4]。 

2.4 气机不畅 阴阳失调 

脾胃居于中焦，为气机升降之枢纽，脾之升清和胃之降浊

功能正常是气机和畅，阴阳平衡的关键，肝之升发，肺之肃降，

心火之下降，肾水之上升，无不需脾胃的配合；脾胃气机不利，

可影响脾之疏泄功能，致气机郁滞，心脉 血阻络，引起胸痹。

亦可引起其他脏腑功能失调，直接或间接对胸痹造成影响。 

3   辨证分型 

3.1 脾胃不和  

痰湿内阻，症见胸闷不舒，心前区隐痛不适，纳食不甘，

食后腹胀，气短无力，大便干，痰少不易咯出，舌质暗红，苔

白，脉细弦，笔者宜健脾和胃，燥湿化痰，益气复脉，香砂六

君子汤合生脉散加减。组方为：木香 10 g，砂仁 6 g，党参 10 g，

白术 10 g，茯苓 10 g，半夏 10 g，陈皮 10 g，麦冬 10 g，五味

子 10 g，丹参 30 g，石菖蒲 10 g，郁金 10 g，羌活 10 g，菊花

10 g，黄芩 10 g，炙甘草 6 g，若腹胀严重者可加川厚朴 10 g；

多梦易醒者可加酸枣仁 10 g。 

3.2 痰浊中阻型  

胸痹常于形体肥胖，痰湿素盛之人，常合并血脂异常，1

型糖尿病等，此类患者常以脾虚痰盛为主要病机，本症多见，

胸闷痛彻背、背痛彻心、伴见体胖、脘痞、纳呆、呕吐、头晕

便软不爽，苔腻脉滑，可用通脉降浊方：柴胡 12 g，枳实 12 g，

黄芩 12 g，大黄 12 g，法半夏 10 g，白芍 15 g，丹参 30 g，茯

苓 12 g，陈皮 12 g，三七 9 g，炙甘草 6 g，本证多伴气虚，故

当注重补气，气行则痰行，痰浊则易祛，心阳宣通，则气血易

于运行，稍佐醒脾化湿之品如陈皮、砂仁、藿香、佩兰等，脾

运则痰湿，无由所生；加枳壳、柴胡等品，可使气则痰消；取

其善治痰者，不治痰而理气，气顺则一身津液亦随之而顺之意。 

3.3 肝脾不调型 

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脏腑生理，病理相关，胸痹病位

虽然在心，其他脏腑的失调均可干犯心脏而发病。《灵枢•厥

病》：“厥心病，色苍苍如死状，终日不得太息，肝心痛也”。

肝主疏泄，主藏血、藏魂，主筋，为谋虑所出，又称“罢极之

本”，临床表现为发作性胸闷、腹胀或隐病，常伴有心悸，气

短，烦躁易怒，善太息，甚则胸闷如窒，疼痛如绞，并向胁下，

后背或上肢内侧放射疼痛，或见面色苍白，汗出如珠，烦躁惊

恐等危机症状，笔者主张疏解理气，活血通络为主，方为柴胡

疏肝散加减，柴胡 12，枳壳 12 g，芍药 15 g，陈皮 12 g，炙甘

草 6 g，香附 15 g，川芎 9 g。 

 

4   病案举例 

患者甲，女，70 岁，有高血压病病史 12 年，2014 年 2 月

12 日初诊。以“胸闷纳食不甘，腹胀乏力气短半年余”为主诉

就诊。患者近半年来，反复胸闷、心前区隐痛不适，纳食不甘，

食后腹胀，口干嗳气，乏力气短，外院诊断为冠心病、高血压

病，予阿司匹林、阿托伐他汀钙片、复方丹参滴丸等药，患者

症状改善不显。刻下症见：胸闷，气短，乏力、腹胀痛，痰少

不易咯出，大便偏干，舌暗红，苔白。血压 146/80 mmHg，空

腹血糖 5.8 mmol/L，心电图示：心肌缺血，诊断：胸痹证属脾

胃不和，痰湿内阻，心气不足。治宜健脾和胃、燥湿化痰、益

气复脉，拟香砂六君子汤合生脉散加减。处方：木香 10 g，砂

仁 6 g（后下），党参 10 g，白术 10 g，茯苓 10 g，半夏 10 g，

陈皮 10 g，麦冬 10 g，五味子 10 g，丹参 30 g，石菖蒲 10 g，

郁金 10 g，羌活 10 g，菊花 10 g，黄芩 10 g，炙甘草 6 g。二

诊：药后胸闷及心前区疼痛明显好转，纳食增加，大便通畅，

但仍有进食多则腹胀多梦易醒。舌暗红，脉细弦。效不更方，

本方加厚朴 10 g，酸枣仁 10 g，再服。三诊：心前区闷痛基本

告愈，未再发作心绞痛，精神体力均佳，可从事一般工作，守

方配制胶囊口服 2 个月。  

5   结  语 

药物治疗、介入治疗以及冠脉搭桥手术是目前冠心病的主

要治疗方法。而中医药治疗在药物治疗中影响巨大，中成药如

麝香保心丸、丹参片、通心络等在临床中广泛应用。现代生活

压力增大，节奏加快，诸多意愿不遂，常有情志不畅。思虑伤

脾，郁怒伤肝，克伐脾土，中焦脾胃气机紊乱，脾胃与心经络

相连、经气相通，母子相关、气血相连，中焦有病自然影响累

及上焦心之气机。《杂病源流犀烛•心病源流》曰：“总之七情

之由作心痛，七情失调可致气血耗逆，心脉失畅，痹阻不通而

发心痛。”所以应当调畅中焦气机，斡旋升降，浊者得降，清

者得升，无形之气滞去，有形之邪气自消，心气顺畅，自然心

血无阻。同时叮嘱患者起居有节，食饮有长，畅情志，避风寒

等，这些调护措施对胸痹心痛的预防和再发生的控制均具有极

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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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对中医治疗冠心病合并高血压的效果及安全性进行分析探讨。方法：将我院 2013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收

治的 100 例高血压合并冠心病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对照组 50 例患者采用西医治疗，观察组 50 例患者在西医治疗的基

础上加用中药治疗，对比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结果：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的全血低切黏度、全血高切黏度、纤维蛋白原、血浆黏

度及红细胞压积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两组患者治疗前的舒张压与收缩压不具备显著性差异（P＞

0.05），治疗后均得到明显降低，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且观察组的舒张压与收缩压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的治疗有效率为 90.0%，对照组的治疗有效率为 76.0%，观察组的治疗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中医治疗冠心病合并高血压可有效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提高治疗效果，在临床上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中医；冠心病；高血压 

【Abstract】Objective:Toanalyze and investigate the effect and secur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on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omplicated with hypertension.Methods:100 case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omplicated with hypertensionfrom January,2013 to 

December, 2014 in our hospital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50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western medicine,while 50 cas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Chinese medicine based on the therapy for the 

control group, thecurative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Results:Low blood viscosity, whole blood viscosity,fibrinogen, plasma 

viscosity and hematocrit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significantlylower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difference,P＜0.05.The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and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of the two groups beforetreatment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obviously reduced after treatment, P＜0.05,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fter treatment,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nd the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and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e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0.0%, while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76.0%, the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Conclusion:TCM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linical symptomsand 

the curative effect in the treatment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with hypertension, which is worthy of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in clinic. 

【Keywords】TraditionalChinese Medicine; Coronary heart disease; Hypertens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5.27.029 

 

冠心病是临床常见的慢性疾病，致病因素主要与年龄、性

别、血脂异常及高血压等，其中高血压是重要危险因素，血管

重构、动脉壁弹性变弱等都会增加血管内部压力[1]。研究指出
[2]，冠心病患者中合并有高血压者占很大比例，因此降低血压

是治疗的重要环节。我院近年来对冠心病合并高血压患者采用

中药胸痹 3 号进行治疗，效果确切，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3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期间，我院共收治 100 例高血

压合并冠心病患者，所有患者符合标准：①符合冠心病、高血

压的相关诊断标准；②年龄 18～65 岁。排除标准：①恶性、

继发性高血压患者；②心功能 IV 级患者；③合并有严重血液

系统及内分泌代谢疾病；④妊娠期、哺乳期妇女。将患者随机

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对照组 50 例患者，其中男性 28 例，女

性 22 例；年龄 44～69 岁，平均年龄（58.4±3.7）岁；病程 0.5～

14 年，平均病程（7.1±2.5）年。观察组 50 例患者，其中男性

30 例，女性 20 例；年龄 48～65 岁，平均年龄（57.2±4.2）岁；

病程为 1～13 年，平均病程（6.9±2.2）年。两组患者的性别、

年龄、病程等基本资料无显著性差异，P＞0.05，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予阿司匹林，口服，100 mg/次，1 次/d。单硝

酸异山梨醇酯缓释片，口服，30 mg/d，1 次/d。持续 2 个月。

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中药胸痹 3 号治疗，方剂

组成如下：川芎 10 g，丹参 15 g，葛根 15 g，牛膝 15 g，炒枣

仁 30 g，炒麦芽 15 g，茯苓 20 g，桑寄生 15 g，郁金 10 g，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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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 15 g，赤芍 30 g，枳壳 10 g。加入 500 mL 水中，水煎取汁

250 mL，1 剂/d，分 2 次服用，持续 2 个月。对存在心绞痛症

状患者，应口服硝酸甘油治疗。饮食应保持清淡，禁食辛辣、

刺激性食物。 

1.3 观察指标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均行血脂、血尿及肾功能检查，对患者

的血压、心率等生命体征进行密切关注，并做好记录。记录两

组患者治疗期间的心绞痛持续时间与发作时间。以参考文献标

准对治疗效果进行评价[4]：显效：心电图 ST 段恢复 0.1 mV 以

上，临床症状明显缓解；舒张压恢复正常，或降低 20 mmHg

及以上；有效：心电图 ST 恢复 0.05～0.1 mV，临床症状有所

缓解，舒张压降低不足 10 mmHg，但是恢复正常，或舒张压降

低 10 mmHg～19 mmHg；无效：未达到有效标准。治疗有效率

为显效率与有效率之和。 

1.4 统计学处理 

将所得数据录入 SPSS22.0 软件包进行处理分析，对计数

资料以 x2 检验，以%的形式表示，对计量资料以 t 检验，以

（ ）的形式表示，当 P＜0.05 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血液流变学指标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的全血低切黏度、全血高切黏度、纤维蛋白

原、血浆黏度及红细胞压积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如表 1 所示。 

2.2 治疗前后血压变化 

两组患者治疗前的舒张压与收缩压不具备显著性差异，P

＞0.05，治疗后均得到明显降低，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且观察组的舒张压与收缩压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1  两组治疗后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mPa·s，g/L，%） 

组别 n 全血低切黏度 全血高切黏度 纤维蛋白原 血浆黏度 红细胞压积 

对照组 50 11.27±2.13 5.22±0.35 4.97±0.54 1.71±0.21 45.27±4.28 

观察组 50 8.11±1.47 4.27±0.29 3.12±0.38 1.47±0.15 41.35±2.85 

t  5.394 5.006 7.031 4.803 9.032 

P  <0.05 <0.05 <0.05 <0.05 <0.05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血压变化对比 

观察组（n=50） 对照组（n=50）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收缩压 155.83±4.28 133.54±3.17*@ 154.94±4.03 148.54±3.19* 

舒张压 105.02±3.62 82.61±2.75*@ 106.56±3.81 93.64±2.49* 

注：同治疗前相比，*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同对照组治疗后相比，@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2 治疗有效率 

观察组的治疗有效率为 90.0%，对照组的治疗有效率为

76.0%，观察组的治疗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两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对比  [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观察组 50 22（44.0） 23（46.0） 5（10.0） 90.0 

对照组 50 17（34.0） 20（40.0） 13（26.0） 76.0 

x2 10.225 

P <0.05 

3   讨  论 

高血压为临床常见慢性疾病，是在静息状态下，患者的动

脉舒张压与收缩压升高，并伴有视网膜、心、肾、脑等器官病

变[5]。研究指出，高血压为冠心病重要危险因素，冠心病合并

高血压患者，高血压会加速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病变进程，积

极治疗高血压，能够有效降低冠心病事件案发生率[6]。冠心病

在中医上属于“胸痹”范畴，发病机理为本虚标实。冠心病多

发于中老年患者，表明同人体阴精消耗有着密切关系。 

冠心病、高血压的临床表现不同，但是病机相通，都为本

虚标实，高血压、冠心病的共同特征为肾虚[7]。在上述认识的

基础上，本研究遵循理气活血、滋肾平肝的治疗原则，以胸痹

3 号方剂治疗。方剂中的桑寄生、杜仲可滋补肝肾；天麻可息

风止痉、平肝潜阳；葛根、丹参、赤芍可以祛 止痛、活血统

括，联合天麻，可气血双调，通脉络；枳壳可行气宽胸，通利

血脉；炒麦芽可行肾气；茯苓可宁心安神、甘补心脾。诸方联

用共奏理气活血、滋肾平肝之效。 

本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的全血低切黏度、全

血高切黏度、纤维蛋白原、血浆黏度、红细胞压积及舒张压与

收缩压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的治疗有效率为

90.0%，对照组的治疗有效率为 76.0%，观察组的治疗有效率

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也证明了中药胸痹 3 号治疗冠心

病合并高血压的确切效果。 

总而言之，中医治疗高冠心病合并高血压可有效缓解患者

临床症状，提高治疗效果，在临床上值得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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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血化瘀法治疗视网膜静脉阻塞 46 例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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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临床上对视网膜静脉阻塞患者采用活血化瘀法治疗的临床疗效｡方法：我院接受治疗的视网膜静脉阻塞

患者为研究对象，依据治疗手段差异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比两组患者治疗情况｡结果：治疗后观察组在以上观察指标上均

要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临床上对视网膜静脉阻塞患者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效果较好，值得

推广应用｡ 

【关键词】活血化瘀法；视网膜静脉阻塞；疗效观察 

【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promoting blood circulation and removing stasis on treatment of retinal 

vein occlusion. Methods：Patients with retinal vein occlusion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objects and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treatment situation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After treatment, the index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Conclusion：Integrated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has good effect on retinal vein occlusion, which is worthy of promotion. 

【Keywords】Promoting blood circulation and removing stasis; Retinal vein occlusion; Curative observ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5.27.030 

 

视网膜静脉阻塞属于视网膜血管性疾病的一种，目前发病

率较高，并且中老年人为高发群体，严重的可导致患者失明，

进而对患者的生活和生存质量造成严重的影响[1]｡目前我院在

针对该疾病治疗的过程中，主要选择的是中西医结合疗法，并

且取得了较好的治疗成效，下面我们将具体介绍，为后期的临

床治疗提供依据，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以 86 例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视网

膜静脉阻塞患者为研究对象，对其病历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依据治疗手段差异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女性 25

例，男性 15 例；年龄 35～78 岁，平均年龄（52.3±2.1）岁；

15 例为双眼，25 例为单眼（左眼 11 例，右眼 14 例）；病程 1～

130 d，部分患者合并原发性高血压；观察组女性 20 例，男性

26 例；年龄 30～79 岁，平均年龄（56.3±3.6）岁，18 例为双

眼，28 例为单眼（左眼 11 例，右眼 17 例），病程 5～135 d｡

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和病程等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具有可比性（P＞0.05）｡ 

1.2 方法 

对照组的 40 例患者采用的是西医疗法，对于急性期患者

的治疗方法是融合 500 ml 0.9%的氯化钠注射液和 5000 U 尿激

酶，之后以静脉注射的方式给予患者，之后将 500 ml 低分子右

旋糖酐同样以静脉注射的方式给予患者，1 次/d，并且在用药

期间要求患者每天口服维生素 C，3 次/d，0.2 g/次，同时口服

安络血，3 次/d，5 mg/次｡对于无活动性出血的患者则口服复方

芦丁 2 片、地巴唑 20 mg 和维脑路通 200 mg，3 次/d｡在此基础

上，观察组的 46 例患者还服用了活血化 汤，中药组方主要

包括了川芎、赤芍、桃仁、红花各 15 g，生地、当归各 10 g，

甘草 3 g；气滞患者加桔梗、枳壳、牛膝、柴胡各 10 g；气虚

患者加党参、黄芪各 20 g；肝阳上亢患者加夜交藤、石决明、

钩藤、天麻各 15 g；阴虚患者加炙何首乌、炙女贞子、五味子

和枸杞各 10 g，水煎服，1 剂/d，分早晚 2 次分服，15 d 为 1

个疗程，持续性用药 3 个疗程｡ 

1.3 观察指标   

观察对比两组患者的出血吸收情况、眼底血管荧光造影情

况及其总的治疗有效率｡ 

1.4 疗效评价标准   

显效：患者治疗后视力达 1.0 以上或者是提高 5 行，眼底

出血大部分被吸收，且未见眼底荧光血管造影静脉管壁发生渗

漏；有效：患者黄斑区尚有水肿，眼底出血大部分被吸收或者

是视力提高 2～4 行，且眼底荧光血管造影静脉管壁渗漏减轻；

无效：眼底出血部分吸收，视力改善不明显或未改善，且眼底

荧光血管造影静脉管壁渗漏严重；恶化：眼底出血未吸收，视

力减退，并伴有新生血管性青光眼和黄斑囊样变性的发生｡总

有效率＝（显效＋有效）/总数×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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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统计学处理   

对调查的两组患者的病历资料借助统计学软件 SPSS16.0

进行处理分析，当 P＜0.05 的情况下则说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2   结  果 

观察组和对照组的治疗总有效率分别为 91.3%（42/46）、

75.0%（30/4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见表 1

所示。 

表 1  两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比较 （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恶化 总有效率 

观察组 46 18 24 2 2 91.3△ 

对照组 40 15 15 4 6 75.0 

注：与对照组对比，
△P＜0.05 

3   结  论   

视网膜静脉阻塞的致病因素具有多样性，临床特征主要以

视网膜水肿、渗出和出血为主，在黄斑水肿和视网膜广泛出血

的情况下，就会导致视力障碍的发生，对于晚期患者来说，还

可能发生新生血管性青光眼、增生性玻璃体视网膜病变等常见

并发症的发生， 终导致患者失明｡目前临床上采用的西药疗

法主要是以抗血小板凝集剂和纤溶酶为主，但是在治疗成效上

目前上存在较大争议｡然而中医疗法治疗初期则是以止血为

主，以祛 为辅，在出血停止的情况下则以止血为辅，祛 为

主，晚期则是以防复发、补气血和补肝肾为主｡通过以上的调

查研究结果显示，临床上针对视网膜静脉阻塞患者采用中西医

结合治疗与单一的西医疗法相比较之下效果更佳、止血效果更

好，有助于患者的治疗和预后，进而促进生活质量和生存质量

的提升，因此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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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护理子宫内膜异位症痛经的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integrated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nursing for 

endometriosis dysmenorrh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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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中西医结合护理子宫内膜异位症痛经的临床疗效，以期为临床应用提供依据。方法：本研究将 100 例

子宫内膜异位症痛经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0 例，观察组患者给予中西医结合护理，对照组患者给予妇科常规护理。

护理 1 个月后，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结果：观察组患者的显效率为 78.0%，总有效率为 94.0%；而对照组患者的显效率为

50.0%，总有效率为 80.0%，观察组的临床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痛经时，采用中

西医结合护理的方法，可以显著提高临床疗效，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中西医结合；护理；子宫内膜异位症痛经 

【Abstract】Objective: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integrated Chinese and westernmedicine nursingonEndometriosis 

dysmenorrhea in order to provide a basis for clinical application. Methods: 100 cases with uterine dysmenorrhea were divided randomly 

into an observationgroupand acontrol group,50 patientsineachgroup.The observation groupwas treated with integrated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nursing, whilethe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routine gynecological care. After 1 month,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The excellent effective rate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78.0% and the total effectiverate was94.0%, while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were respectively50% and 80.0%. The clinical efficacy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the difference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 Integrated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nursing can obviously 

improve the clinical efficacyin the treatment of endometriosis dysmenorrhea, whichcan be promotedto use in clinical practice. 

【Keywords】Integrated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nursing; Endometriosis dysmenorrhea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5.27.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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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内膜异位症是妇科临床常见的疾病之一，其病机是由

于各种原因引起具有生长功能的子宫内膜组织，移植在了身体

的其他部位，主要的临床症状为痛经、月经不调、肛门坠痛，

严重者还会导致终生不孕，严重威胁患者的健康。本研究采用

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护理了 100 例子宫内膜异位症痛经患者，取

得了令人满意的临床疗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选取 2013 年 10 月—2014 年 10 月在我院门诊和住

院治疗的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 100 例，年龄 24～47 岁，平均

年龄（34.6±5.3）岁；病程为 2～16 个月，平均病程为（36±1.7）

个月；均以月经期及前后小腹疼痛等主诉就诊。 

1.2 研究方法 

将 100例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按随机原则分为观察组和对

照组各 50 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临床症状等方

面无显著差异(P＞0. 05)，实验观察的数据具有可比性。观察组

患者给予中西医结合护理，对照组患者给予妇科常规护理。护

理 1 个月后，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 

1.3 中西医结合护理方法 

中西医结合护理包括情志护理、饮食护理、生活起居指导

和艾灸配合按摩等内容。指导患者保持心情舒畅、注意保暖、

适当运动、月经前忌食生冷；入院期间教会患者艾灸气海、关

元、中极等穴位，并嘱饭后 2 h 按摩血海、三阴交、足三里等

处 。 

1.4 疗效判断标准 

①治愈：患者经过护理后，痛经未再发作；②显效：护理

后，患者疼痛明显缓解；③有效：护理后，患者的疼痛较前减

轻，但仍有疼痛；④无效：患者疼痛较前无缓解。显效率=（治

愈例数＋显效例数）/总例数；总有效率=（治愈例数＋显效例

数＋有效例数）/总例数×100.0%。 

1.5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运用 SPSS17.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用 x2

检验，计量资料用 t 检验，以 P＜0.05 做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经过 1 个月的护理后，采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护理的观察组

患者，显效率为 78.0%，总有效率为 94.0%；而使用妇科常规

护理的对照组患者，显效率为 50.0%，总有效率为 80.0%观察

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详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对比  （n，%） 

组别 n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显效率 总有效率 

观察组 50 14 25 8 3 78.0 94.0 

对照组 50 6 19 15 10 50.0 80.0 

3   讨  论 

中西医结合护理是在生理-心理-社会的整体护理模式指导

下，运用现代护理结合中医理论知识和方法，为患者提供健康

护理的过程。其内容包括情志护理、饮食护理、生活起居指导

等多方面 。子宫内膜异位症引起的痛经属于中医妇科“妇人

腹痛”范畴，“离经之血”即 血， 血阻滞下焦，致气机不

畅，“不通则痛”则发生痛经。因此在临床护理时，要注意指

导患者保持心情舒畅、注意保暖、适当运动、月经前忌食生冷。

艾灸气海、关元、中极，按摩血海、三阴交、足三里等处可以

起到很好的温经散寒、活血止痛的功效，应持续应用。本研究

观察到，运用中西医结合护理的子宫内膜异位症痛经患者，显

效率为 78.0%，总有效率可达 94.0%，明显高于妇科常规护理

的对照组患者。 

综上所述，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痛经时，采用中西医结合

护理的方法，可以显著提高临床疗效，可以在临床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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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痔疮套扎术（RPH）治疗轻中度痔疮疗效观察 
Efficacy observation of automatic hemorrhoids ligation (RPH) for  

mild and moderate hemorrho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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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对自动痔疮套扎术（RPH）治疗轻中度痔疮患者的临床疗效进行分析与探讨。方法：选取 2012 年 6 月—2014

年 10 月本院收治的 80 例轻中度痔疮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成对照组与实验组两组。对照组轻中度痔疮患者 40 例，给予传统手

术进行治疗；实验组轻中度痔疮患者 40 例，给予自动痔疮套扎术进行治疗，并观察两组轻中度痔疮患者的临床疗效。结果：实验

组与对照组轻中度痔疮患者治疗后，实验组患者的显著改善率为 45.0%，总改善率为 95.0%；对照组患者的显著改善率为 37.5%，

总改善率为 77.5%，实验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自动痔疮套扎术（RPH）治

疗轻中度痔疮患者的临床疗效显著，且安全可靠，值得推广。 

【关键词】自动痔疮套扎术；轻中度痔疮；疗效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and discuss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of the patients with mild and moderate hemorrhoids treated 

with automatic hemorrhoids ligation (RPH). Methods: 80 patients from June 2012 to October 2014 with mild to moderate hemorrhoids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ith 40 cases each.  The 

control group patients were given conventional surgical treatment and experimental group patients were given automatic hemorrhoids 

ligation treatment.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two groups was observed after the treatment.Results:It showed that th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rate and the total improvement rate were 45.0% and 95.0% respectively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ose values were 

37.5% and 77.5%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patients in experimental group has significantly better clinical efficacy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difference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of the automatic ligation of hemorrhoids (RPH) 

treatment in patients with mild to moderate hemorrhoids is appreciable safe and reliable, which is worthy of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Keywords】Automatic hemorrhoids ligation; Mild to moderate;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5.27.032 

     

痔疮是一种慢性疾病[1]，传统的根治手术一般用局麻或腰

麻，不仅费时费力，而且效果不是特别显著，本文主要研究自

动痔疮套扎术治疗轻中度痔疮患者的临床疗效，现研究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2 年 6 月—2014 年 10 月我院收治的 80 例轻中度

痔疮患者为本次研究对象，并将这 80 例患者随机分成对照组

与实验组两组。对照组痔疮患者 40 例，给予传统手术进行治

疗；实验组痔疮患者 40 例，给予自动痔疮套扎术进行治疗。 

对照组总人数为 40 例，其中男性患者 20 例，女性患者 20

例；年龄 30～75 岁，平均年龄（45.23±10.58）岁；病程 5～

30 年，平均病程（15.68±5.37）年。 

实验组总人数为 40 例，其中男性患者 19 例，女性患者 21

例；年龄 35～80 岁，平均年龄（46.21±11.01）岁；病程 4～

28 年，平均病程（16.72±4.54）年。 

所有患者均被确诊患有轻中度痔疮疾病，排除严重意识障

碍的患者、有重度肝损伤的患者。研究前，所有轻中度痔疮患

者均对研究目的、研究流程及研究方法有所了解，并签署知情

同意书，自愿参与研究。统计分析对照组患者和实验组患者的

性别比例、平均年龄、病程、临床表现等方面，P＞0.05，对

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手术开始之前，对两组痔疮患者都进行肛诱排便，保持两

组患者肛管洁净。 

给予对照组轻中度痔疮患者进行传统手术治疗：首先给患

者进行局部麻醉或者腰麻；麻醉成功后予以扩肛，便于手术的

顺利进行；再使用手术刀将痔疮切除； 后缝合、消毒并包扎

好伤口。 

给予实验组轻中度痔疮患者进行自动痔疮套扎术治疗：与

传统根治手术不同的是该手术仅需要肛门局部表皮麻醉，对于

疼痛有恐惧的病人仍然采用腰麻，手术时间短。在清洁完成之

后，同样充分暴露痔疮：将自动痔疮套扎器的套扎胶圈对准痔

疮，释放负压值 好控制在 0.08～0.1 Pa，待套扎胶圈套扎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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痔疮的黏膜组织时，释放负压即可。手术完成之后，两组患者

都需卧床静养，不能食用太过辛辣刺激的食物。 

1.3 观察指标 

观察实验组与对照组轻中度痔疮患者在治疗后的临床效

果，并将该指标分为显著改善、改善、未改善这三项。痔疮完

全消失表示显著改善；痔疮明显减小表示改善；痔疮没有变化

表示未改善。总改善率=显著改善率+改善率。 

1.4 统计学方法 

对实验组与对照组治疗后的总改善率与未改善率进行统

计学分析，研究结束后，使用 SPSS18.0 进行数据处理，使用

百分数（%）表示计数资料，用 x2检验进行对比分析，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

对照组患者的显著改善率为 37.5%，改善率为 40.0%，未改善

率为 22.5%，总改善率为 77.5%；实验组患者的显著改善率为

45.0%，改善率为 50.0%，未改善率为 5.0%，总改善率为 95.0%。

实验组患者的总改善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的总改善率，实验

组的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的治疗效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具体详情如表 1 所示。 

表 1  治疗后对照组与实验组轻中度痔疮患者临床疗效分析表   [n（%）] 

组别 n 显著改善 改善 未改善 总改善率 

对照组 40 15（37.5） 16（40.0） 9（22.5） 77.5 

实验组 40 18（45.0） 20（50.0） 2（5.0） 95.0 

P  <0.05 <0.05 <0.05 <0.05 

注：实验组与对照组相比，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   讨 论 

痔疮属于慢性疾病，它主要分为三种类型：外痔、内痔、

混合痔[2]。痔疮的形成与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有关[3]。有些患

者先天静脉壁薄弱，难以耐受血管内高压。有些患者是由于后

天环境因素的影响，比如饮食习惯、生活习惯、工作环境等。

主要表现在饮食太过辛辣，造成便秘、腹泻。肛部受到刺激，

导致静脉血液回流受到影响，静脉壁抵抗压力的能力下降[4]；

长期站立同样会影响静脉血液回流，引发痔疮。 

本文介绍了自动痔疮套扎术治疗轻中度痔疮的方法，此种

方法是在传统根治手术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发展而来。在治疗

过程中患者一般给予肛门局部表皮麻醉、如果合并其他肛周疾

病需要手术治疗或者病人在情感上特别惧怕疼痛要求麻醉就

给予腰麻手术治疗，手术方便快捷、省时省力。并且，治疗时

间比传统根治手术治疗时间要短的多，降低了患者的疼痛程

度，疗效十分显著。 

研究结果显示，对照组患者的显著改善率为 37.5%，改善

率为 40.0%，总改善率为 77.5%；实验组患者的显著改善率为

45.0%，改善率为 50.0%，总改善率为 95.0%。实验组患者的总

改善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的总改善率，自动痔疮套扎术具有

安全可靠性，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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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 

中药熏洗治疗痔疮术后肛门疼痛的临床疗效观察 

目的：探讨中药熏洗治疗痔疮术后肛门疼痛的临床疗效。

方法：从本院 2013 年 9 月—2014 年 9 月收治的痔疮术后肛门

疼痛患者中随机选择 130 例进行研究，随机分为对照组（65

例）和观察组（65 例），分别给予常规治疗和常规治疗联合中

药熏洗治疗。观察两组的视觉模糊评分法(VAS)评分变化情况，

并进行比较。结果：经统计和比较，术后第 1d，两组患者的肛

门疼痛 VAS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到了术后

第 3d 和第 7d，两组患者的肛门疼痛 VAS 评分经比较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在治疗过程中均未出现创

面出血和肛瘘等不良反应。结论：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联合

予以中药熏洗方式治疗痔疮术后肛门疼痛可以有效减轻患者

的疼痛程度，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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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痔灵治疗内痔出血 118 例临床体会 
Clinical experience of treatment of 118 cases with internal hemorrhoids 

hemorrhage by Xiaozhi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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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深入探究消痔灵治疗内痔出血的效果，为我国医学行业对内痔出血患者进行临床治疗提供依据。方法：择

取我院 2013 年 6 月—2014 年 12 月，收治入院的内痔出血患者，共计 118 例，作为本次研究的主要对象。118 例患者,均在喇叭肛

窥下用消痔灵注入内痔，Ⅱ～Ⅳ期内痔及内痔糜烂甚者加以结扎。观察并分析 118 例患者的病情恢复效果。结果：经治疗，118

例患者当中，痊愈患者，共计 102 例，占 86.4%；明显好转 13 例，占 11.0%；本组患者治疗的有效率为 97.5%。结论：根据内痔

的分期及内痔糜烂的实际情况，对患者进行合理的对症处理，可显著提升治疗的效果。与此同时，对无效患者实施肠镜检查，可

排除肛门直肠肿物及其他类型的肠道出血性疾病。 

【关键字】消痔灵；内痔出血；注射；结扎；治疗效果 

【Abstract】Objective:To deeply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Xiaozhiling on internal hemorrhoids hemorrhage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reference of internal hemorrhoids treatment for national medicine. Methods: 118 cases with internal hemorrhoids hemorrhage from June 

2013 to December 2104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All 118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endoscopic anal horn Xiaozhiling injection 

hemorrhoids, Ⅱ ~ Ⅳ hemorrhoids and the internal hemorrhoids worse erosion to ligation. The patients were observed and analyzed the 

effect of disease recovery.Results:After treatment, 102 cases among 118 cases were cured,accounting for 86.4%; 13 cases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ccounting for 11.0%.The effective rate of this group was 97.5%. Conclusion:According to the staging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internal hemorrhoids erosion, the reasonable symptomatic treatment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reatment. At the 

same time, invalid colonoscopy for patients may exclude anorectal tumor and other types of intestinal bleeding disorders. 

【Keywords】Xiaozhiling; Internal hemorrhoids hemorrhage; Injection; Vasectomy; Curative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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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痔出血是一种较为常见的肛肠类疾病，其出血量因人而

异，少则便后擦纸染血，便后滴血，多则便时线状射血。对此，

为研究消痔灵治疗内痔出血患者的实际效果，笔者收集了从

2013 年 6 月—2014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内痔出血患者的病例

资料，共 118 份。经临床分析，118 例均在喇叭肛窥下用消痔

灵注入内痔，Ⅱ～Ⅳ期内痔及内痔糜烂甚者加以结扎。治疗效

果显著。现将本次研究作出详细的陈述，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抽取我院 2013 年 6 月—2014 年 12 月，接收入院的内

痔出血患者，共计 118 例。其中，男性患者 63 例，女性患者

56 例；年龄 15～70 岁，平均（40.3±10.7）岁；病程 1～10 d，

平均（5.2±3.3）d。经临床诊断，118 例患者都达到了我国有

关部门提出的“内痔出血临床诊断标准”。 

1.2 治疗方法   

注射前排净大便；取右侧卧位，指检排除直肠肿物，置入

喇叭形肛门镜，了解内痔大小，充血，糜烂情况。以消痔灵︰

利多卡因︰氯化钠为 1︰1︰1 预配。使用 0.45 mm 一次性无菌

注射针头。早期内痔用上药注射到黏膜下层，用量相当于内痔

体积为宜，以痔核充盈，毛细血管显露为度。Ⅱ～Ⅳ期内痔按

四步注射法进行。即第 1 步注射到直肠上动脉区，第 2 步注射

到黏膜下层，第 3 步注射到黏膜固有层，第 4 步注射到窦状静

脉区。伴有内痔脱出及内痔充血糜烂甚者，辅以内痔结扎，即

用弯止血钳夹住痔核基底部，齿线上 0.1 cm 处作一 0.3 cm 切

口，以 10 号线自钳下打结结扎，在止血钳上方切除痔组织。

术毕用碘伏消毒肛内，纳入复方消痔栓。 

1.3 治疗效果的判定标准 

痊愈：于手术结束的第 2 d，排便出血症状消失或明显减

少，并在术后 7 d 内无出血。随访半年无复发。 

有效：于手术结束的第 2 d，排便出血症状缓解，在术后

的 7 d 内偶有出血，随访半年偶有出血。 

无效：于手术结束 7 d 内，排便出血症状未得到明显的缓

解，亦或者是病情加重。 

总有效率＝（痊愈例数＋有效例数）/总例数×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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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在对本次研究所选取的 118 例内痔出血患者，实施消痔灵

注射，Ⅱ～Ⅳ期内痔及内痔糜烂甚者加以结扎后，痊愈 102 例，

占 86.4%；有效 13 例；占 11.0%；无效 3 例，占 2.5%。本次

研究的治疗总有效率，高达 97.5%。针对 3 例无效患者，我们

对其实施了肠镜检查。从检查的结果当中，我们可以知道：3

例患者中，有 1 例患者为直肠上段癌；而余下的 2 例患者，则

为直肠炎。对此，我们采取了 1 例直肠癌转院治疗，对 2 例无

效的直肠炎患者进行了消炎及止血等方面的治疗。经过一段时

间的治疗之后，2 例患者的排便出血症状均得到了显著的缓解。 

所有患者均于手术之后的 3～7 d 出院。1 例转院，待 117

例患者全数出院之后，我院组织了护理调查分队（共 8 人，包

括 1 名科室护士长，2 名责任护士，5 名基础护理人员），对 117

例患者进行了为期 6 个月的预后回访。回访的结果表明 117 例

患者的病情状况均恢复良好，且无患者复发。 

3   讨  论 

综上所述，内痔出血是肛肠病中的一种具有较高普发性的

疾病，其发病人群，遍布各个年龄阶段，但多以中、青年患者

为主。我们选用消痔灵注射对患有内痔出血疾病的患者进行科

学、有效的治疗。其治疗的方法为：利用喇叭形肛门镜，同时

选取消痔灵药物，对患者实施内痔注射术，或配以内痔结扎术。

该治疗方法具有比较多的优势，主要包括：①见效快；②方便，

易于操作；③不会给患者造成较大的痛苦；④无需对患者实施

局部麻醉；⑤治疗的周期比较短，一般注射 1 次即可快速治疗；

⑥具有较高的安全性与可靠性；⑦无明显限制性，可在门诊实

施。此外，在采取该治疗方法来对患者进行治疗之时，还需于

手术的前一阶段，对患者的内痔进行评估分期，检查有无肿物、

直结肠炎、出血性疾病等。术中注射内痔宜从小到大，从下到

上，以防影响注射视野。术后患者宜卧床 30 min，8 h 内尽量

不排大便。若里急后重明显不适，可用克痒舒加温水坐浴 10 

min。内痔出血长期疗效的维持与患者是否注意排便规律，忌

饮酒和不食辛辣之品等自我保健密切相关。从本次研究所得的

结果当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118 例患者在接受消痔灵治

疗之后，痊愈 102 例（86.4%）；有效 13 例（11.0%）；无效 2

例（2.5%）。本次研究的治疗有效率高达 97.5%。由此可见，

消痔灵在内痔出血患者的临床治疗当中，具有很高的临床应用

价值。因此，当我们在面对内痔出血患者之时，需加强对消痔

灵治疗法进行应用的力度，以尽可能的提高治疗的效果，让患

者能够早日康复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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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红花清肝十三味丸治疗糖尿病合并脂肪肝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我院接收治疗的 60 例糖尿病合并脂

肪肝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30 例。对照组患者采用控制饮食及餐后运动，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口服红花清肝十三味

丸进行治疗，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和不良反应情况。结果：观察组患者的总有效率为 90.0%，对照组患者的总有效率为

53.3%，观察组的总有效率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 则具备统计学意义。结论：对于糖尿病合并脂肪肝患者采用控制饮食及餐后

运动的同时口服红花清肝十三味丸进行治疗，疗效显著，无明显不良反应，具有临床价值意义，可以大力推广。 

【关键词】糖尿病；脂肪肝；红花清肝十三味 

【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Honghua Qinggan Pills in the treatment of diabetes mellitus complicated 

with fatty liver.Methods: 60 patients with diabetes mellitus complicated with fatty liver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3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ontrolled diet and exercises after meals,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Honghua Qinggan Pills based on therapy for the control group.The clinical effects and side reaction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Results: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0.0%, while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53.3%,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Conclusion:Diet controlling and exercises after meals with Honghua Qinggan Pills has obvious effect on patients with 

diabetes mellitus complicated with fatty liver without significant adverse reactions, which is worthy of promotion with clini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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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合并脂肪肝在临床工作中是很常见的，严重影响

糖尿病患者血糖达标，从而进一步增加了糖尿病患者的救治

风险，影响到糖尿病患者的预后。为此，选取我院门诊诊治

的 60 例糖尿病合并脂肪肝患者，进行临床研究治疗，疗效显

著，无明显不良反应，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 2014 年 5 月—2015 年 3 月门诊诊治的 60 例

脂肪肝患者，依据患者是否使用红花清肝十三味丸治疗，分

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患者 30 例。本次实验研究已经经过

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和家属都已经签署知情同意书。

其中对照组女性 17 例，男性 13 例，年龄 47～70 岁，平均年

龄（65.6±3.4）岁。病程 7～11 年，平均病程（13.2±3.1）

年，观察组女性 14 例，男性 16 例，年龄为 48～71 岁，平均

年龄（62.6±3.4）岁。病程 8～12 年，平均病程（12.4±2.4）

年，两组患者在年龄、病程等一般性临床资料方面无显著差

异（P＞0.05），因此两组患者具有可比性。 

1.2 纳入标准 

 所有患者都符合糖尿病诊断标准及脂肪肝诊断标准。患

者的临床表现为食欲不振、恶心、呕吐、体重下降、乏力、

腹胀、肝区不适或隐痛，丙氨酸转氨酶（ALT）升高，甘油

三酯升高，肝脏彩超提示中到重度脂肪肝。 

1.3 研究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控制饮食及餐后运动，观察组患者采用

控制饮食及餐后运动，同时口服红花清肝十三味进行治疗，

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和不良反应情况。 

 两组患者都要进行控制饮食及餐后运动。观察组患者采

用加用红花清肝十三味进行治疗，2 次/d，早晚各 1 次，15

粒/次。两组患者的治疗时间都是 2 个月。 

1.4 观察指标 

 肝功能 ALT 正常或升高，甘油三酯升高。B 型超声显

示肝脏增大，实质呈致密的强反射光点，深部组织回声衰减。 

1.5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以及研究所得资料均采用 SPSS18.0 数据处理

软件进行处理分析，其中计量数据资料采用 t 进行检验，记

录方式为（ ），计数数据资料采用卡方进行检验 P＜0.05，

数据具有统计学意义。 

1.6 疗效判定及评价标准 

 患者进行治疗后，肝脏彩超、血糖和甘油三酯没有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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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善情况，判定为无效。患者进行治疗后，肝脏彩超、血

糖和甘油三酯，判定为有效。患者进行治疗后，血糖达标，

肝脏彩超下降一个等级，判定为显效。 

2   结  果 

 观察组患者的总有效率为 90.0%，对照组患者的总有效

率为 53.3%，观察组的总有效率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

则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对比分析  （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30 15 12 3 90.0△  

对照组 30 7 9 14 53.3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两组患者进行治疗之后，两组患者均无不良反应。 

3   讨  论 

糖尿病患者平均 50.0%可发生脂肪肝，特别 40～50 岁发

生糖尿病者更易出现肝内脂肪沉积。其发病机制目前尚不十

分清楚，可能与患者血浆胰岛素水平增高，血浆中未酯化脂

肪酸浓度升高有关[1]。 

肝脏的功能与糖尿病密切相关，肝脏是身体内以代谢功

能为主的一个器官，并在身体里面起着去氧化，储存肝糖，

分泌性蛋白质的合成等等的作用[2]。肝脏的代谢功能有：①

淀粉和糖类消化后变成葡萄糖经肠道吸收，肝脏将它合成肝

糖原贮存起来；当机体需要时，肝细胞又能把肝糖原分解为

葡萄糖供机体利用当血液中血糖浓度变化时，肝脏具有调节

作用[3]。②肝脏是体内维持血糖平衡的重要器官。一般肝细

胞损害超过 80.0%，几乎均伴有糖代谢异常，其中 70.0%表

现为低血糖，也可表现为低血糖和高血糖交替。脂肪肝是由

于脂肪（主要为甘油三酯）在肝脏内过多沉积所致，一般认

为，脂肪在肝内蓄积超过肝重的 5.0%时，即可称为脂肪肝，

是一种常见的临床现象，而非一种独立的疾病。临床上分为

轻、中、重三度。肝脏彩超现已作为脂肪肝的首选诊断方法，

并广泛用于人群脂肪肝发病率的流行病学调查。其临床表现

轻者无症状，重者病情凶猛。重度脂肪肝，导致肝糖原合成、

储存、分解、糖异生作用减弱。③葡萄糖在肝脏的利用减少

及肝糖输出增多导致血糖升高[4]。一般而言，脂肪肝属可逆

性疾病，早期诊断并及时治疗常可恢复正常，同时可以促进

糖尿病患者血糖达标。 

红花清肝十三味丸主要成分：红花、丁香、莲子、麦冬、

木香、诃子、川楝子、栀子、紫檀香、人工麝香、水牛角浓

缩粉、人工牛黄、银朱，口服，11～15 粒/次， 1～2 次/d，

清肝热、除“亚玛”病、解毒，用于肝功衰退、配毒症。红

花清肝十三味丸直接作用：保护肝细胞；促进肝细胞修复再

生；清除氧自由基，抗脂质过氧化和增强细胞活性，加速代

谢。间接作用：维持细胞膜正常功能；抑制脂肪沉积；阻止

和清除脂肪在肝脏浸润。另外，还有直接或间接抗纤维化作

用。红花清肝十三味丸通过改善肝脏功能，使肝脏恢复对血

糖的调控，促进糖尿病患者的血糖达标。 

通过对 60 例糖尿病合并脂肪肝患者的临床研究，在 30

例观察组的患者在控制饮食及餐后运动的同时口服红花清肝

十三味丸进行治疗，取得了明确的临床疗效，观察组患者的

总有效率为 90.0%，对照组患者的总有效率为 53.3%，观察

组的总有效率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 则具备统计学意义。

同时两组患者进行治疗之后，两组患者均无不良反应。 

综上所述，对于糖尿病合并脂肪肝的患者采用控制饮食

及餐后运动的同时口服红花清肝十三味丸进行治疗，疗效显

著，不良反应情况发生率低，具有临床价值意义，可以大力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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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 

集束化护理干预对中药联合硫辛酸治疗 2 型糖尿病合并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的影响 

目的：探讨和研究集束化护理干预措施用于 2 型糖尿病合

并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的效果。方法：研究对象选取为 2013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 80 例 2 型糖尿病合并非酒精

性脂肪肝患者，采用数字表法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40

例，两组患者均采用中药联合硫辛酸注射液的治疗方案，对照

组采用常规护理措施，观察组则实施集束化护理干预，对比两

组患者的疗效、行为改善及护理满意度。结果：观察组患者的

总有效率、护理满意度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干预前两组患者的各项生活行为评分对比均无

显著差异（P＞0.05）；干预后观察组患者在坚持运动、控制热

量摄入、合理膳食、戒烟戒酒方面的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集束化护理干预措施用

于 2 型糖尿病合并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能够提高患者的用药

依从性，纠正患者的不良生活习惯，树立正确的行为模式，显

著提高了疗效和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和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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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药结合治疗 2 型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临床分析 
Treating peripheral neuropathy from type 2 diabetes in TCM 

 

吴玉兰 

（陇西县中西医结合医院，甘肃  定西，74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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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针药结合治疗 2 型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 2013 年 3 月—2014 年 12 月我院收治

的 2 型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患者 80 例，随机分成两组，每组 40 例，对照组采用控制血糖、营养神经及改善血液循环的常规治疗，

观察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采用补阳还五汤结合针灸的针药治疗，观察两组治疗效果。结果：经治疗后，观察组的肢端疼痛症状、

肢端麻木、手套以及袜套感及肌体无力或者肌肉萎缩症状明显好于对照组，观察组的治疗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对 2 型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实施针药结合治疗，能够有效缓解患者的症状，提高治疗有效率，效果显著，

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针药结合治疗；2 型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效果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clinical efficacy of acupuncture and TCM treatment on peripheral nerve lesions in type 2 diabetes. 

Methods:80 cases of peripheral neuropath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40 cases in each; the control took the routine treatment, 

the treatment group took acupuncture plus the Buyang Huanwu decoction.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limb pain, 

limb numbness, body weakness or muscle atrophy symptoms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e total efficiency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Conclusion: Acupuncture and TCM medicine for 

peripheral neuropathy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symptoms, improve efficiency, worthy of promotion. 

【Keywords】Aupuncture and TCM medicine; Type 2 diabetes; Peripheral neuropathy;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5.27.035 

 

末梢神经病变是糖尿病比较常见的并发症之一，患者的主

要临床表现为出现四肢末端麻木疼痛、手足痛温觉减退或者消

失、患者有较强的灼热感或者是发凉以及出现手套或者是袜套

型的感觉等[1]。还有部分 2 型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患者会表现

出肢体无力以及肌肉萎缩等，给患者的日常生活带来非常严重

的后果。为了探讨针药结合治疗 2 型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的临

床疗效，本文选取 2013 年 3 月—2014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 2

型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患者 80 例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结

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资料来源于 2013 年 3 月—2014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 2 型糖

尿病末梢神经病变患者 80 例，所有患者都符合 2 型糖尿病末

梢神经病变的诊断标准，将其随机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

观察组 40 例，男性 21 例，女性 19 例，年龄 40～72 岁，平均

年龄为（56.1±2.9）岁；患者中口服降糖药治疗的有 18 例，

采用胰岛素治疗的有 22 例。对照组 40 例，男性 22 例，女性

18 例，年龄 41～73 岁，平均年龄为（55.0±3.5）岁；患者中

口服降糖药治疗的有 17 例，采用胰岛素治疗的有 23 例。两组

患者在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上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

有可比性。 

1.2 临床诊断标准 

①诊断标准：所有患者都有糖尿病原发病的基础，出现四

肢末端自主性的麻木、灼热、疼痛及其他感觉障碍等，出现肢

体无力及肌肉萎缩等。患者经过肌电图检查结果显示有电压降

低、四肢末端神经实际传导速度迟缓及潜伏期相对延长的生理

异常。②排除标准：排除大血管发生病变、外伤性及风湿免疫

性等导致的末梢神经出现病变的患者。 

1.3 治疗方法  

给予对照组控制血糖、营养神经及改善血液循环的常规治

疗。给予观察组患者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实施补阳还五汤结

合针灸的针药治疗，中药实施补阳还五汤治疗，处方为黄芪 70 

g，地龙 15 g，赤芍药 20 g，川芎 20 g，桃仁 15 g，当归 30 g

以及红花 20 g。加减方法为：伴畏寒肢冷患者，加入桂枝 20 g， 

伴腰膝酸软的患者，加入杜仲 20 g，狗脊 10 g 及桑寄生 20 g，

水煎进行取汁 400 ml，1 剂/d，分早晚服用。配合针刺及穴位

注射的治疗方法进行治疗，针刺取穴为患者的足三里、太冲、

阳陵泉、三阴交、肾俞、太溪、曲池、胰俞、脾俞、支沟、天

沟以及关元穴，在进针之后需要留针 30 min。穴位注射治疗为，

选用方丹参注射液剂量为 2 ml 及黄芪注射液剂量为 2 ml，分

别从患者的双侧足三里穴及曲池穴进针，得气之后进行注射。 

1.4 观察项目和指标 

① 临床效果：对两组临床效果进行观察，疗效判定标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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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效为患者的症状消失；有效为患者的症状明显好转；无效为

患者的症状没有好转或者加重。② 观察患者治疗后的症状情

况。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8.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x2检

验；计量资料用（ ）表示，采用 t 检验；P＜0.05 表示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在治疗效果上的比较   

观察组有效率为 95.0%，对照组为 80.0%；观察组的治疗

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有统计学意义。结果见

表 1。 

表 1   两组在治疗效果上的比较  （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40 30 8 2 95.0（38/40） 

对照组 40 21 11 8 80.0（32/40） 

2.2 两组患者在治疗后症状上的对比 

经治疗后，观察组的肢端疼痛症状、肢端麻木、手套及袜

套感及肌体无力或者肌肉萎缩症状明显好于对照组（P＜

0.05），有统计学意义。结果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在治疗后症状上的对比   [n（%）] 

组别 n 肢端疼痛 肢端麻木 手套以及袜套感 肌体无力或者肌肉萎缩 

观察组 40 6（15.0） 5（12.5） 3（7.50） 2（5.0） 

对照组 40 11（27.5） 10（25.0） 5（12.5） 4（10.0） 

3   讨  论 

2 型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属于糖尿病的并发症，从中医角

度出发，相关专家认为它的发病根源是消渴，2 型糖尿病末梢

神经病变在早期中医辨证中主要以实证为主[3]。给予患者针药

结合治疗，补阳还五汤可以益气活血通络，有效改善患者的血

管内皮功能，针灸治疗期间抓住“虚”“ ”的主要病机关

键，足三里、脾俞、三阴交及曲池穴可以益气养阴，肝俞、肾

俞、太冲、支沟、胰俞及关元穴能补益肝肾等，复方丹参注射

液及黄芪注射液起到益气活血与化 的作用[4]。在常规西药治

疗的基础上进行针药结合治疗，治疗效果显著。 

本研究中，经治疗后，观察组的肢端疼痛症状、肢端麻木、

手套以及袜套感及肌体无力或者肌肉萎缩症状明显好于对照

组，观察组的治疗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有统

计学意义。说明对 2型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实施针药结合治疗，

能够有效缓解患者的症状，提高治疗有效率，效果显著，值得

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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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 

解毒降糖合剂对 2 型糖尿病患者炎性因子影响的观察 

目的：观察解毒降糖合剂对 2 型糖尿病患者的炎性因子

（CRP、IL-6、TNF-α）的影响。方法：将确诊为 2 型糖尿病

的患者 60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两组患者均采用治疗

原则基本相同的基础治疗方法（包括饮食治疗、运动治疗等），

在基础治疗的同时，治疗组口服吡格列酮 15mg，1 次/d，同时

口服解毒降糖合剂，250mL/次，3 次/d；对照组口服吡格列酮

15mg，1 次/d，4 周为 1 个疗程，连服 2 个疗程。疗程结束后

观察两组治疗前后中医临床症状积分、炎性因子及空腹血糖

（FPG）、餐后 2h 血糖（2hPG）、糖化血红蛋白（HbA1C）及

变化。结果：两组的中医临床症状积分、空腹血糖（FPG）、餐

后 2h 血糖（2hPG）、糖化血红蛋白（HbA1C）及各炎性因子

指标均有下降（P＜0.05）。与对照组相比，治疗组治疗后中医

临床症状积分及各炎性因子指标降低更显著，差异有显著性意

义（P＜0.05）。结论：2 型糖尿病采用中医辨证与西医辨病相

结合的治疗，采取清热解毒、补虚扶正方法施治，能更加有效

地改善 2 型糖尿病患者的临床症状，减少炎性因子表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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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夏泻心汤合丹参饮加减治疗 

慢性浅表性胃炎 36 例临床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36 cases of chronic superficial gastritis with 

the Banxia Xiexin decoction and Danshen Y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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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半夏泻心汤合丹参饮加减治疗慢性浅表性胃炎的临床疗效。方法：36 例慢性浅表性胃炎患者均给予半

夏泻心汤合丹参饮加减治疗。结果：总有效率 94.5%。结论：慢性浅表性胃炎应用半夏泻心汤合丹参饮加减治疗效果显著。 

【关键词】半夏泻心汤；丹参饮；慢性浅表性胃炎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Banxia Xiexin Decoction plus Danshen Yin for chronic superficial gastritis. Methods: 36 

cases of chronic superficial gastritis were given the Banxia Xiexin Decoction and Danshen Yin.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94.5%. 

Conclusion: Treating Chronic superficial gastritis with the Banxia Xiexin Decoction and Danshen Yin is remarkable. 

【Keywords】The Banxia Xiexin Decoction; Dan ShenYin; Chronic superficial gastrit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5.27.036 

 

慢性浅表性胃炎为多种病因引起的胃黏膜慢性炎症，病理

上以淋巴细胞浸润为主要特点，是我国临床常见病之一。其临

床多见胃脘部疼痛不适，胀满、恶心干呕、烧心、纳差等症状，

半夏泻心汤合丹参饮加减是史海立教授治疗慢性浅表性胃炎

的经验方，在临床应用中取得较好疗效，故本文在史海立主任

医师的指导下，采用半夏泻心汤合丹参饮加减治疗慢性浅表性

胃炎 36 例，取得满意疗效，现分析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5 年 4 月—2015 年 5 月，开封市中医院肝胆脾胃

科门诊就诊患者 36 例，男性 20 例，女性 16 例，病程 短半

年， 长 15 年，平均（4.5±0.25）年。 

1.2 纳入标准 

根据《中医病证诊疗常规》[1]：① 主要症状：胃脘部疼痛

不适、或隐痛、胀痛、钝痛、针刺样疼痛；② 或伴有胀满、恶

心、烧心、纳差等消化不良症状。③ 体征多不明显，或者伴有

上腹部压痛。④ 胃镜下诊断为慢性浅表性胃炎。⑤ 幽门螺杆菌

检查。 

2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给予半夏泻心汤合丹参饮加减，组方：姜半夏 10 

g，党参 6 g，黄连 10 g，黄芩 6 g，干姜 6 g，炙甘草 6 g，丹

参 10 g，檀香 10 g，砂仁 6 g，大枣 5 枚，临证加减：呕吐剧

烈者加代赭石、竹茹、半夏加量；腹胀便秘者加大黄、炒莱菔

子、当归等；腹泻加炒白术、茯苓、山药、白扁豆等；纳差进

食困难加焦麦芽、焦神曲、焦山楂等；便血者加荆芥炭、白及、

乌梅炭等；烧心反酸明显者加煅瓦楞子、煅牡蛎、海螵蛸等。

口干明显者，加南沙参、麦冬等。1 剂/d，水煎取 400 ml，分

早晚温服，4 周为 1 个疗程，治疗 1 个疗程，随访 2 月，并做

胃镜检查。 

3   疗效标准 

① 治愈：临床症状消失，食欲正常，胃镜所组织见及黏膜

学改变基本恢复正常；② 好转：症状基本消失或减轻，胃镜所

见及黏膜组织学改变减轻，或病变范围减小；③ 未愈：临床症

状或胃镜所见均无改善[2]。 

4   治疗结果 

经过 1 个疗程的治疗后，治愈患者 20 例，约占 55.6%，好

转 14 例，约占 38.9%，未愈 2 例，约占 5.6%，总有效率约占

94. 5%。 

5   病案举例 

患者甲，男，56 岁，2015 年 04 月 12 日初诊，主诉：患

者间断胃脘部疼痛 3 年余，再发加重 2 周，患者 2 周前因饮食

不节出现上述症状再发加重，症见：胃脘部胀满疼痛不适，烧

心，纳差乏力，偶有恶心干呕，口干而苦，按之疼痛，大便尚

可，舌质暗红，苔黄腻，脉滑涩。既往有慢性糜烂性胃炎病史、

胃溃疡病史。体检：一般情况可，上腹部压痛，无反跳痛，胃

镜检查提示慢性浅表性胃炎，幽门螺杆菌（HP）阳性。中医诊

断：胃脘痛寒热错杂兼血 ，给予半夏泻心汤合丹参饮加减治

疗，药物：姜半夏 10 g，党参 10 g，黄连 10 g，黄芩 10 g，干

姜 6 g，檀香 15 g，丹参 15 g，砂仁 6 g，南沙参 10 g，炒莱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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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15 g，煅牡蛎 10 g，7 剂，1 剂/d，水煎取 400 ml，分早晚温

服。二诊，上述症状明显减轻，偶有胃痛腹胀，纳少，口干，

炒莱菔子加至 30 g，加炒麦芽 15 g，麦冬 10 g。继服 7 剂。三

诊，胃痛消失，偶有胃脘部不适，打嗝，纳食增加，去檀香，

加木香 10 g，继服 7 剂。四诊，患者症状消失，继服 7 剂，以

巩固疗效。随访 2 个月症状未复发，后复查胃镜正常。 

患者乙，女，36 岁，2015 年 04 月 28 日初诊，患者间断

胃脘部疼痛不适 5 年余，再发加重 1 周，平素间断口服泮托拉

唑钠肠溶胶囊、曲美布汀片、吗丁啉、硫糖铝等药物治疗，1

周前无明显诱因上述症状再发加重，寻求中医治疗。症见：胃

脘部疼痛不适，呈针刺样疼痛，腹胀，纳差乏力、恶心干呕，

口干、大便溏泻，舌质淡，边有齿痕，舌下脉络紫暗，苔白腻，

脉弦。既往有慢性胃炎病史。体检：一般情况可，上腹部压痛，

无反跳痛。胃镜检查提示慢性浅表性胃炎。幽门螺杆菌（HP）

阳性。中医诊断：胃脘痛寒热错杂兼 证。给予半夏泻心汤合

丹参饮加减，药物：党参 10 g，陈皮 10 g，姜半夏 10 g，炒白

术 10 g，黄连 10 g，黄芩 6 g，檀香 10 g，丹参 15 g，南沙参

10 g，炒莱菔子 15 g，当归 10 g，茯苓 15 g，7 剂，水煎取 400 

ml，1 剂/d，分早晚温服。二诊，上述症状减轻，偶有胃痛腹

胀，无恶心干呕，纳食增加，口干，大便好转，南沙参增至 15 

g，加木香 6 g，厚朴 6 g，继服 7 剂。三诊：胃痛消失，偶有

腹胀，口干，大便尚可。去檀香，炒莱菔子增至 30 g，加麦冬

10 g，继服 7 剂。四诊：患者症状消失，继服 7 剂，以巩固疗

效，随访 2 月症状未复发，后复查胃镜正常。 

6   体  会 

胃炎属中医学中“胃脘痛”“痞满”等范畴，胃为阳土，

有喜润恶燥之特性，其气以和降为顺，不易郁滞，多由外邪、

饮食所伤、情志不畅和脾胃虚弱等引发，其发病机制主要为胃

气郁滞，气机升降不利，胃气不降进而产生湿热，阻塞中焦，

脾气无法提升进而滋生寒邪，饮食不节而犯胃，引起胃痛、恶

心干呕、烧心、腹胀、纳差等症状[3]。慢性浅表性胃炎多病程

长，迁延日久，造成虚实夹杂，寒热并见之证，且胃气 滞日

久影响血络通畅，以致血 胃络，即有“胃病久发，必有聚 ”

之说，故临床上慢性浅表性胃炎以本虚标实，寒热夹杂兼血

之证多见，经临床应用半夏泻心汤合丹参饮加减治疗慢性浅表

性胃炎效果良好，其半夏泻心汤出自《伤寒论》，方中主要药

物组成为党参、半夏、黄芩、黄连、甘草、大枣、干姜等，此

方温热并用、辛开苦降，虚实兼顾，为寒热错杂之主方，其中

半夏辛温，散结除痞降逆止呕为君；干姜辛热温中散寒为臣；

黄芩、黄连苦寒以泻热开痞；党参、大枣甘温益气以补脾虚，

为佐药；甘草补脾温中为使药。且现代药理研究证明，党参具

有加强胃黏膜的防御和屏障保护作用；黄芩、黄连苦寒，具有

抗较强的抗菌、抗急性炎症、抗癌、抗溃疡的作用，对于治疗

幽门螺杆菌有较好的疗效；甘草中含有大量可帮助胃黏膜再生

的生胃酮；干姜中含有对有害因子损伤胃黏膜有显著的抑制作

用的姜烯，诸药合用可有效抗感染、杀灭幽门螺杆菌，同时具

有调节免疫功能，能有效减轻胃黏膜充血、水肿、糜烂等症状
[4]。丹参饮出自《时方歌括》由丹参、檀香、砂仁组成，丹参

味苦性微凉，活血止痛、祛 通经，砂仁辛温，行气调中、和

胃醒脾，檀香辛温，理气利胸膈，调脾胃，三药合用，行气止

痛，又不伤阴，原书有言：“治心胃诸痛，服热药而不效者益

之”，为治心腹胃脘疼痛之常用方。研究证明：丹参饮具有提

高胃黏膜防御能力，又可抑制细胞凋亡，加速溃疡愈合[5]。两

方合用，具有活血化 止痛、寒热平调，益气和胃之功，共治

慢性浅表性胃炎之寒热错杂兼血 之证，临床上如能随证灵活

应用，可取得满意疗效。 

参考文献： 

[1]陈园桃.中医病症诊疗常规 [M].北京:中医药科技出版社,2009:45. 

[2]杨忠贵 .半夏泻心汤治疗反流性胃炎 87 例疗效观察[J].亚太传统医

药,2014,10(23):120-121. 

[3]吴萌,万生芳,王凤仪,等.中医药治疗急性胃炎研究进展[J].中医临床研

究,2015,(4):140-141. 

[4]陆登辉.加味半夏泻心汤为主治疗幽门螺杆菌相关性胃炎 60 例观察[J].浙

江中医杂志,2014,49(10):729. 

[5]张洪泉,柳丽.丹参饮加味促进胃溃疡愈合作用及其机理研究[J].中国临床

药理学与治疗学,2005,10(7):817. 

作者简介： 

王亚丽（1989-），女，河南开封人，2013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中医药治疗肝胆脾胃疾病临床研究。 

史海立*（1955-），男，河南开封人，通讯作者，教授，硕士研究生导

师，研究方向：中医药治疗肝胆脾胃疾病的临床研究，具有丰富的临床经

验，E-mail：912852133@qq.com。 

 

 

编辑：白莉   编号：EB-15072909F（修回：2015-08-25）

 

相似文献： 

胃康灵联合奥美拉唑治疗慢性浅表性胃炎的疗效观察 

目的：探讨胃康灵联合奥美拉唑对慢性浅表性胃炎患者的

治疗效果。方法：选择 128 例慢性浅表性胃炎患者作为研究对

象，随机分为治疗组（65 例）和对照组（63 例）。对照组患者

给予奥美拉唑治疗，观察组患者给予胃康灵联合奥美拉唑治

疗，疗程均为 4 周，观察两组患者的疗效、6 个月复发以及治

疗期间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结果：治疗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

（61 例，93.85%）高于对照组（52 例，82.54%），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治疗组患者 6 个月复发率（7 例，10.77%）

和不良反应发生率（2 例，3.08%）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结论：胃康灵联合奥美拉唑治疗慢性胃炎

患者的效果较好，且复发率和不良反应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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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脾止泻汤治疗高海拔地区 
慢性溃疡性结肠炎 32 例疗效观察 

Curative observation of treatment of 32 cases with chronic ulcerative colitis  

in high altitude regions by Jianpi Zhixie Decoction 

 

韩有吉 1  王常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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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王常绮老中医健脾止泻汤治疗高海拔地区慢性溃疡性结肠炎的临床疗效。方法：将入选患者分为中药

治疗组 32 例，西药组 32 例，中药组予以王老健脾止泻汤加减。西药组口服柳氮磺胺吡啶治疗，30 d 后评价临床疗效。结果：中

药组总有效率 93.8%，西药组总有效率 71.9%。两组总有效率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结论：使用王老健脾止泻汤治疗高海

拔地区慢性溃疡性结肠炎的疗效较好，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高海拔；溃疡性结肠炎；名老中医经验；健脾止泻汤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Jianpi Zhixie Decoction from WANG Chang-qi i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ulcerative colitis.in high altitude regions. Methods: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group and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group,32 cases in each.group. Chinese medicine group was treated with Jianpi Zhixie Decoction from WANG,while the 

western medicine group was provided with oral sulfanilamide pyridine willow nitrogen treatment, and the evaluation of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was taken after 30 days.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Chinese medicine group was 93.8% ,while that of the western medicine 

group was 71.9%.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otal effective rates (P<0.05).Conclusion:Jianpi Zhixie 

Decoction from WANG Chang-qi has excellent effect on chronic ulcerative colitis in high altitude regions, which is worthy of promotion. 

【Keywords】High altitude; Ulcerative colitis; Experience of well-know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octor; Jianpi Zhixie Decoc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5.27.037 
 

溃疡性结肠炎（UC），临床以腹痛腹泻、黏液脓血便、里

急后重为主要表现。属于中医学的“痢疾”“泄泻”“腹痛”

等范畴。且“脾虚”贯穿于整个发病过程中[1-3]。可发于任何年

龄段，无明显性别差异。慢性，易反复发作，治愈难度大，影

响患者生存质量，并与结肠癌的发病有关。笔者自 2013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采用王老健脾止泻汤治疗本病 32 例，取得比

较满意疗效，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60 例患者，年龄 14～70 岁，男女各 30 例，随机分为中药

组和西药组各 30 例。采用 SPSS13.0 统计分析软件处理数据。

计量资料用（ ）表示，等级资料采用 Ridit 分析，以 P＜

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电子肠镜

检查情况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病例选择  

西医诊断标准：参照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炎症性肠病

学组制定的《炎症性肠病诊断与治疗的共识意见（2012 年，广

州》）[4]，临床表现为持续或反复发作的腹泻、黏液脓血便伴腹

痛、里急后重和不同程度的全身症状，病程多在 4～6 周以上。

结肠镜下表现为：①黏膜血管纹理模糊、紊乱或消失，黏膜充

血、水肿、质脆、自发或接触出血和脓性分泌物附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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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结肠袋变浅、变钝或消失及假息肉、黏膜等

桥。        

1.3 入选标准 

①符合溃疡性结肠炎西医诊断标准；②选择临床属于慢性

复发性活动期和慢性持续性患者；③中医辨证属脾胃虚弱为主

型[5]。 

1.4 剔除标准  

①纳入后发现不符合纳入标准；②未按规定服药，无法判

断疗效，资料不全影响疗效或安全性者；③出现严重不良反映

不宜继续参加研究者；④出现严重并发证或病情恶化，需采取

紧急措施者；⑤中途提出退出研究者。 

1.5 疗效判定标准 

改良的 Mayo 评分：①缓解：临床症状消失，结肠镜复查

见黏膜大致正常或无活动性炎性反应。②有效：临床症状基本

消失，结肠镜复查见黏膜轻度炎性反应。③无效：临床症状、

结肠镜复查均无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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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治疗方法 

2.1 对照组 

予以口服柳氮磺吡啶肠溶片（维柳芬，0.25 g/片，12 片/

板 5 板/盒，上海中西三维药业有限公司），2～4 g/d，分 4 次

口服，为防止消化道不耐受，初始以 1～2 g/d（4～8 片）的小

剂量开始。观察疗程为 1 个月，减少剂量，巩固治疗。 

2.2 治疗组 

采用自拟中药健脾止泻汤加减：党参 15 g，黄芪 20 g，炒

白术 15 g，茯苓 15 g，炒枳壳 12 g，半夏曲 6 g，炒山药 15 g，

砂仁 10 g，陈皮 10 g，乌梅炭 15 g，赤石脂 12 g。急性期加当

归 15 g，三七粉 5 g，活血止血、消肿止痛、祛 生新；腹痛

甚者加白芍 20 g，延胡索 15 g；便血明显加地榆炭 20 g，槐花

炭 15 g；腹泻脓血便缓解加黄连 6 g；食滞、不思饮食加焦三

仙各 12 g，鸡内金 15 g；肾阳虚衰加补骨脂 15 g，吴茱萸 6 g，

肉豆蔻 10 g；久泻不止加粟壳 6 g，诃子 6 g；肝郁不达加柴胡

9 g，枳壳 12 g，郁金 15 g，香附 12 g；湿盛加炒苍术 12 g，白

蔻仁 12 g，藿香 12 g，炒薏仁 15 g。1 剂/d，水煎服，取汁 300 

ml，早晚分 2 次口服。2 周为 1 个疗程，间隔 3 d，再进行第 2

个疗程，共 2 个疗程。 

3   治疗观察 

3.1 两组疗效比较   

中药组 32 例，临床痊愈 15 例，好转 10 例，有效 5 例，

无效 2 例，总有效率为 93.8%；对照组 32 例痊愈 6 例，好转

10 例，有效 8 例，无效 9 例，总有效率为 71.9%。两组总有效

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的疗效明显优

于对照组。 

3.2 不良反应 

两组治疗期间无不良反应，治疗后复查血常规、尿常规、

肝肾功能均正常。两组不良反应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4   讨  论 

随着现代西医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溃疡性结肠炎被确诊，

中医对溃疡性结肠炎的病因病机和发病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入，

诸多医家应用中医对溃疡性结肠炎辨证施治，创新治疗途径，

得到满意的临床疗效。现代名老中医认为发病与肝脾肾三脏关

系密切，脾虚是根本。王老结合多年临床经验，认为腹泻与饮

食及情绪非常密切，治疗中一定要注意调养比治疗用药更加重

要，坚持治疗是关键，而康复调养更不可少，青海地处青藏高

原，由于气候寒冷、干燥和缺氧，当地人群普遍喜欢牛、羊肉，

佐料也多辛辣。加之喜欢饮酒，也是重要影响因素。故在治疗

中保持舒畅的情志，防止肝气郁结，克伐脾土，出现腹泻，生

活中，养成好的生活习惯，戒烟、酒，按时起居，适当锻炼，

做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饮食中更要注意，规律饮食，

忌辛辣刺激，寒凉及过于油腻的食物，防止脾胃阳气受阻，运

化失调，出现腹泻。运用健脾止泻汤治疗慢性溃疡性结肠炎，

患者经治疗后，经长期临床观察，其辨证及治疗原则，疗效肯

定，复发率低，明显提高了患者的生存质量，预防其恶性病变。

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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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肠健脾汤治疗慢性溃疡性结肠炎的体会 

目的：探讨益肠健脾汤对慢性溃疡性结肠炎的治疗效果。

方法：66 例慢性溃疡性结肠炎患者内服自拟益肠健脾汤并进行

灌肠。结果：临床治愈 41 例，占 62.12%；显效 15 例，占 22.72%；

好转 7 例，占 10.61%；无效 3 例，占 4.55%，总有效率 95.45%.

结论:益肠健脾汤对慢性溃疡性结肠炎有良好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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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仲总黄酮体外抗乙肝病毒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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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tro against hepatitis B 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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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杜仲总黄酮体外抗乙肝病毒的临床疗效。方法：本文采用传染乙型肝炎病毒患者的人肝癌细胞作为研究

对象，观察杜仲总黄酮外抗乙肝病毒的效果，为研究和开发杜仲总黄酮外抗乙肝病毒的药效成分提供理论依据。结果：杜仲总黄

酮各剂量组和拉米夫定抑制率均高于空白对照组。杜仲总黄酮各剂量组以及拉米夫定的 OD 值均低于空白对照组；且杜仲总黄酮

以及拉米夫定的抑制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杜仲总黄酮体外具有抗乙型肝炎病毒作用。 

【关键词】杜仲总黄酮体；外抗；乙肝病毒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anti hepatitis B virus total flavonoids of Eucommia ulmoides in vitro. 

Methods: This paper by transfection of hepatitis B virus in patients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ell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effect of 

anti hepatitis B virus total flavonoids of Eucommia ulmoides was observed in order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research. Results: 

The total flavonoids of Eucommia ulmoides in each dose group and lamivudine inhibition rate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Eucommia ulmoides flavonoids in each dosage group and lamivudine OD values were lower than the blank control group; and Eucommia 

ulmoides flavonoids and lamivudine inhibiting rat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Eucommia flavonoids in vitro has the function of anti hepatitis B virus. 

【Keywords】Flavonoids of Eucommia ulmoides; In vitro; Hepatitis B viru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5.27.038 

 

杜仲属于名贵的中药材，其中含有多种有效药用成分，包

括黄酮类、糖类、木脂类、生物碱等，其中黄酮类化合物在药

用中具有抗病毒、衰老、氧化以及降脂减肥和抗癌防癌等功效
[1]。乙型肝炎是由乙型肝炎病毒引发的传染性疾病，严重威胁

到人们的生命安全。因此，本文采用转染乙型肝炎病毒患者的

人肝癌细胞作为研究对象，观察杜仲总黄酮外抗乙肝病毒的效

果，为研究和开发杜仲总黄酮外抗乙肝病毒的药效成分提供理

论依据。现将具体研究内容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传染乙型肝炎病毒患者的人肝癌细胞作为研究对象。

所用到的试剂包括：乙型肝炎病毒荧光定量试剂盒、DMEM 细

胞培养液、乙型肝炎 e 抗原和乙型肝炎表面抗原试剂盒、胎牛

血清、芦丁标准品以及拉米夫定。所应用到的主要仪器包括：

荧光定量 PCR 仪、ELX800 通用酶标仪以及 CO2孵箱。 

1.2 一般方法 

1.2.1 杜仲总黄酮的提取方法 

将杜仲皮研磨成粉状后，采用乙醇分段提取法对杜仲总黄

酮进行提取，采用醋酸铅胺沉淀过滤，浓缩后过大孔树脂、聚

酰胺以及硅胶柱，然后将样品与标准品芦丁进行对照，测得杜

仲中总黄酮的含量为 69.0%。 

1.2.2 杜仲总黄酮的毒性实验 

取对数处于生长期的 HepG2.2.15 细胞，采用细胞培养液

将细胞浓度调整为 1×105mL-1，然后将细胞接种于 96 孔板中，

每孔为 200 μl，若其贴壁后，丢弃原培养液。 后在各孔加入

总黄酮，浓度分别为 25 μg/ml、50 μg/ml、100 μg/ml 以及 200 

μg/ml 培养液 200 μL，并将不加药细胞培养孔作为对照组，重

复 6 孔/组。将各组细胞置于 CO2孵箱培养 72 h，用 MTT 法测

定各组细胞在 490 nm 处的 OD 值。并计算不同浓度杜仲总黄

酮对 HepG 2.2.15 细胞生长抑制率。 

1.2.3 杜仲总黄酮对 HBV-DNA 的作用 

按照上述杜仲总黄酮的毒性实验方法加入不同浓度的杜

仲总黄酮药液，并将药物浓度为 50 μg/ml 的拉米夫定作为阳性

对照，重复 3 孔/组。并将其放置在 CO2孵箱培养 72 h 后，提

取 HBV-DNA，并测定 HBV-DNA 拷贝数和抑制率。 

1.2.4 测量乙型肝炎 e 抗原和乙型肝炎表面抗原含量 

按照上述杜仲总黄酮的毒性实验方法加入不同浓度的杜

仲总黄酮药液，并设置空白对照组，对各组细胞培养的上清液

进行测量，并计算抑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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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统计学软件 SPSS19.0 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

计数资料采取（%）表示，对比采取 x2 检验；计量资料采取

（ ）表示，组间比较进行 t 检验；对比以 P＜0.05 为有显

著性差异和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杜仲总黄酮的毒性实验结果 

杜仲总黄酮各剂量组的 OD 值分别为低于空白对照组；且

杜仲总黄酮 50μg/ml、100μg/ml、200 μg/ml 剂量组的抑制率分

别为 13.0%、16.6%以及 26.1%，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如表 1 所示。 

表 1  杜仲总黄酮的毒性实验结果  （ ） 

组别 浓度（μg/ml） OD 值 抑制率（%） 

25 1.16±0.08 2.22 

50 1.04±0.17 13.01 

100 0.99±0.06 16.62 
杜仲总黄酮组 

200 0.88±0.07 26.13 

对照组 0 1.19±0.10 0.00 

2.2 杜仲总黄酮对 HBV-DNA 的影响 

杜仲总黄酮各剂量组抑制率分别为 32.0%、40.3%、50.1%

以及 34.1%，拉米夫定抑制率为 45.2%；这表明杜仲总黄酮各

剂量以及拉米夫定对 HBV-DNA 的复制均有抑制作用，两者与

空白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2 所示。 

表 2  杜仲总黄酮对 HBV-DNA 的影响  （ ） 

组别 浓度（μg/ml） 抑制率（%） 

25 32.0 

50 40.3 

100 50.1 
杜仲总黄酮组 

200 34.1 

拉米夫定组 50 45.2 

对照组 0 0.0 

2.3 杜仲总黄酮对乙型肝炎 e 抗原和乙型肝炎表面抗原含量影响 

杜仲总黄酮各剂量组及拉米夫定的 OD 值均低于空白对

照组；且杜仲总黄酮剂量组及拉米夫定的抑制率明显高于对照

组。这说明杜仲总黄酮对乙型肝炎 e 抗原和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的分泌均有抑制作用，且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如表 3 所示。 

表 3  杜仲总黄酮对乙型肝炎 e 抗原和乙型肝炎表面抗原含量影响  （ ） 

组别 浓度（μg/ml） OD 值 抑制率（%） 

25 0.50±0.04 26.7 

50 0.52±0.06 22.7 

100 0.48±0.05 29.0 
杜仲总黄酮组 

200 0.45±0.01 23.1 

拉米夫定 50 0.43±0.02 36.0 

对照组 0 0.64±0.03 0.0 

3   讨  论 

杜仲中主要的活性成分为黄酮类化合物，黄酮类化合物具

有高度的抗氧化、肿瘤、病毒及骨质疏松功效，并能起到调节

血脂、增强免疫力等作用[2]。目前我国对杜仲黄酮抗乙型肝炎

病毒的相关研究报道较少[3,4]。 

本文中对传染乙型肝炎病毒作为研究对象，分析研究杜仲

总黄酮对 HBV-DNA 及乙型肝炎 e 抗原和乙型肝炎表面抗原含

量影响。结果表明不同浓度的杜仲总黄酮及拉米夫定均对

HBV-DNA 复制有较强的抑制作用，并且不同浓度的黄酮、拉

米夫定均对乙型肝炎 e 抗原和乙型肝炎表面抗原的有抑制作

用，其中对乙型肝炎病毒 DNA 的复制抑制作用强于对乙型肝

炎 e 抗原和乙型肝炎表面抗原的作用，这表明杜仲总黄酮抗乙

型肝炎病毒的机制可能与抑制病毒 DNA 复制有关。研究结果

表明，杜仲总黄酮体外具有抗乙型肝炎病毒作用，但其抗病毒

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杜仲总黄酮体外具有抗乙型肝炎病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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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 

双探针 FQ-PCR 法与基因测序法联合检测乙肝病毒耐药基因 

目的：建立一种检测乙型耐药基因的方法。方法：采用双

探针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FQ-PCR)对 46 例 HBV-DNA

阳性的标本进行 YMDD 变异株的检测，对阳性结果进行基因

测序。结果：双探针 FQ- PCR 法检测出 YMDD 变异株 18 例,

占 36.96%，18 例阳性标本中拉米夫定耐药株 17 例、阿德福韦

耐药株 6 例、替比夫定耐药株 8 例、恩替卡韦耐药株 2 例。结

论：本法既有 FQ-PCR 简便、快速、灵敏、经济的特点,又有测

序法对基因突变的明确性，为临床用药提供及时、准确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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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芪生脉饮佐治病毒性心肌炎的临床效果观察 
Treating Viral Myocarditis with Huangqi Shengmai Yin 

 

夏 进  徐 臻    

（广东省第二中医院，广东  广州，510095） 

 

中图分类号：R25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5)27-0079-02    证型：IBGD 

 

【摘  要】目的：分析和探讨黄芪生脉饮佐治病毒性心肌炎的临床效果。方法：选择从 2012 年 12 月—2014 年 12 月在本院

进行治疗的病毒性心肌炎患者 70 例，以 35 例为 1 组，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行常规治疗，在此基础上观察组行黄芪生脉

饮佐治。观察并对比两组的治疗效果。结果：组内比较，收缩压治疗前后无显著变化（P＞0.05），心肌耗氧量、心率明显减低比

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间比较，两组收缩压无显著差异（P＞0.05），观察组心肌耗氧量、心率更低，比较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治疗有效 34 例，占 97.1%，对照组治疗有效 28 例，占 80.0%，有效率比较，观察组高于对照组，

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病毒性心肌炎的常规治疗中加用黄芪生脉饮，可改善患者的心肌功能，提升治疗

效果，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黄芪生脉饮佐治；病毒性心肌炎；临床效果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Huangqi Shengmai Yin. Methods: 70 cases of viral myocarditi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with 35 cases per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the Huangqi Shengmai Yin. Results: Within the group, 

no significant change at BP (P>0.05),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myocardial oxygen consumption, heart rat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between the group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systolic blood 

groups (P>0.05), in the observation myocardial oxygen consumption and heart rate were lower,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34 cases were effective, accounting for 97.14%; in the control group 28 cases were effective, accounting 

for 80.00%, (P<0.05). Conclusion: The Huangqi Shengmai Yin can improve cardiac function with a high value. 

【Keywords】The Huangqi Shengmai Yin; Viral myocarditis; Clinical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5.27.039 

 
在病毒性心肌炎的治疗中，黄芪生脉饮具有保护心肌细胞

的作用，是一种较为有效的佐治治疗药物[1]。为了进一步验证

黄芪生脉饮佐治的临床效果，本文特以 70 例病毒性心肌炎为

例进行论述。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从 2012 年 12 月—2014 年 12 月在本院进行治疗的病

毒性心肌炎患者 70 例，以 35 例为 1 组，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观察组：男17例，女18例；年龄26～73岁，平均年龄（40.3±6.3）

岁；心力衰竭 12 例，心脏扩大 12 例，心律失常 11 例。对照

组：男 18 例，女 17 例；年龄 25～74 岁，平均年龄（41.1±5.4）

岁；心力衰竭 12 例，心脏扩大 11 例，心律失常 12 例。纳入

标准：① 均经临床确诊[2]，② 具有较高的依从性。排除标准：

中毒、风湿等因素引发心肌炎。临床表现：早期以全身酸痛、

倦怠、呕吐、发热、腹泻咽痛、恶心等症状为主，之后出现胸

闷、头晕、浮肿、心悸、呼吸困难、胸痛及阿-斯综合征等，两

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均不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具有可

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行常规治疗，在此基础上观察组加用黄芪生脉饮。 

1.2.1 常规治疗 

进行过敏测试。对照组过敏者 1 例，辅酶 Q10，口服，3

次/d，25～50 mg/次，持续 14 d。非过敏者 49 例，根据患者临

床表现和症状加减使用维生素 C 和能量合剂，持续 14 d。对于

心律失常者，每天静脉滴注 1 次 10%氯化钾+胰岛素 10μ+10%

葡萄糖液 500 ml，持续 14 d。 

1.2.2 黄芪生脉饮佐治 

根据患者病情来调整黄芪生脉饮剂量，2～3 次/d， 10～

20 ml/次。不可与钙盐、碱性溶液混用。对于长期胃肠道疾病

史病者，饭后服用。 

1.3 观察指标 

观察并对比治疗前后两组的收缩压、心肌耗氧量、心率。 

心电图检查正常，临床体征与症状消失为治愈；心电图检

查结果显著改善，临床体征与症状明显改善为显效；心电图检

查结果无显著改善，临床体征与症状有一定改善为有效；心电

图检查结果、临床体征与症状无改善甚至恶化为无效。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实验以 P＜0.05 表示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用 t 检

验干预前后、组间比较，用均数±标准差（ ）、以（n，%)

表示计数资料，统计学软件 SPSS20.0 处理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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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2.1 两组治疗前后收缩压、心肌耗氧量、心率比较  

组内比较，收缩压治疗前后无显著变化（P＞0.05），心肌

耗氧量、心率明显减低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组间比较，两组收缩压无显著差异（P＞0.05），观察组心肌耗

氧量、心率更低，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

表 1。 

表 1  两组治疗前后收缩压、心肌耗氧量、心率比较  （ ） 

组别  收缩压（mmHg） 心肌耗氧量 心率（次/min）

治疗前 120.65±10.23 12 609±1 069 91.5±8.7 
观察组 

治疗后 118.83±9.94 9 865±1 036&* 73.7±7.6&* 

治疗前 121.78±10.49 12 485±1 030 89.7±8.9 
对照组 

治疗后 119.66±10.20 10 123±1 013* 80.2±8.0*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与治疗前比较，*P﹤005 

2.2 两组的治疗效果 

观察组治疗有效 34 例，占 97.1%，对照组治疗有效 28 例，

占 80.0%，有效率比较，观察组高于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的治疗效果比较  （n ,%） 

组别 n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35 13 17 4 1 34（97.14）*

对照组 35 5 10 13 7 28（80.00）*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3   讨  论 

病毒性心肌炎是一种心肌感染性疾病，是腺病毒、流感病

毒、埃可 ECHO、柯萨奇病毒等病毒感染心肌的结果，这些病

毒会直接破坏心肌功能，损伤心肌小血管，激发导致患者免疫

能力的降低，如果不能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严重者可引发死

亡，危及患者的身心健康。同时，在疾病发生发展的过程中，

患者心脏收缩功能紊乱，具体表现则是患者心律失常。相关的

研究指出，大多数病毒性心肌炎患者出现了 HLA 类抗原异常

表达、硒缺乏，提示两者有一定的联系，有待进一步研究。该

病早期的临床表现以全身酸痛、倦怠、呕吐、发热、腹泻咽痛、

恶心等症状为主，之后出现胸闷、头晕、浮肿、心悸、呼吸困

难、胸痛及阿-斯综合征等，严重情况下会出现心源性休克。传

统医学把病毒性心肌炎归为“胸痹”“心悸”，认为病毒性心

肌患者出现的痰浊、气滞、血 均由热毒侵袭引发，而心脉阻

滞，胸阳痹阻，则气阴两虚，所以说益气养阴法是治疗病毒性

心肌炎的重要方法。临床上治疗病毒性心肌炎以西药为主，中

药为辅，西药主要有抗病毒、营养支持及对症治疗，中药有清

热解毒、温阳活血祛 、化痰除湿，中西医结合治疗，共奏抗

病毒、营养心肌、养心之效，使患者心肌功能逐渐恢复[3,4]。 

大量的研究指出，黄芪生脉饮是一种全面改善患者心肌功

能的有效药物，能促进西药被心肌组织细胞吸收，提升治疗疾

病的疗效，具有降低心肌耗氧量、抗动脉硬化、保护感染心肌、

抗血管扩张、减缓心率的作用。黄芪生脉饮参照古方演变而来，

主要组成药物有党参、五味子、黄芪、南五味子、麦冬等，具

有养心补肺、益气养阴的功效，能改善患者的气阴两虚，可应

用治疗包括病毒性心肌炎在内的多种心脏疾病[5,6]。方中黄芪的

主要成分有叶酸、蛋白质、淀粉酶、氨基酸、甜菜碱、糖类等，

通过补气提升心肌收缩功能，改善血管扩张，提升机体的免疫

功能。而麦冬清心除烦、润肺止咳、滋阴生津，党参健脾益肺、

补中益气，南五味子与五味子滋补强壮。在方中各味药的作用

下，病毒性心肌炎患者的心电图异常现象以及临床体征与症状

均可得到显著改善[7-10]。在本次实验中，组内比较，收缩压治

疗前后无显著变化（P＞0.05），心肌耗氧量、心率明显减低比

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间比较，两组收缩压无

显著差异（P＞0.05），观察组心肌耗氧量、心率更低，比较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治疗有效49例，占98.0%，

对照组治疗有效 43 例，占 86.0%，有效率比较，观察组高于对

照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上述观点一致。 

总的来说，在病毒性心肌炎的常规治疗中加用黄芪生脉饮，可

改善患者的心肌功能，提升治疗效果，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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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碟子注射液治疗贝尔麻痹的 40 例临床效果评价 
Treating 40 cases of Baer's paralysis with the Kudiezi inj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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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对苦碟子注射液治疗贝尔麻痹的临床效果进行评价。方法：随机选取 80 例贝尔麻痹患者，将其随机分为对

照组和观察组，各 40 例，对照组患者进行常规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苦碟子注射液。对两组患者的疗效进行观察并

且评价。结果：对照组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为 77.5%，观察组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为 97.5%，观察组患者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5）。结论：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苦碟子注射液能够有效的治疗贝尔麻痹，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关键词】贝尔麻痹；苦碟子注射液；临床疗效 

【Abstract】Objective: Clinical results of KDZ for Bell's palsy were evaluated. Methods: 80 cases of Bell's pals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40 patients in each; the observation group took KDZ more. The efficacy in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and evaluated. Results: In control group,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77.5% was less than 97.5% (P<0.05). Conclusion: In the 

conventional therapy, more KDZ can effectively relieve Bell's palsy,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Bell's palsy; KDZ; Clinical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5.27.040 

 

苦碟子注射液是一种由苦碟子提炼而制成的静脉注射液，

主要药物成分为黄酮类物质及腺苷。临床研究表明，苦碟子注

射液能够对患者血液中的氧自由基起到抑制作用，有效防止缺

血和再灌注损伤，有效扩张血管并且改善微循环，起到镇痛的

作用。本文选取 2013—2014 年入住我院进行治疗的 80 例贝尔

麻痹患者，对其进行分组治疗，并对其疗效进行分析评价，现

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 2013年—2014年我院收治的 80例贝尔麻痹患者作为

研究对象，患者发病后的就诊时间为 1～7 d，平均就诊时间为

（3.2±2.2）d。将两组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40 例患

者。其中对照组患者中，男性患者 21 例，女性患者 19 例，年

龄为 19～47 岁，平均年龄为（35.2±11.5）岁；观察组患者中，

男性患者 20 例，女性患者 20 例，年龄为 20～46 岁，平均年

龄为（36.1±12.8）岁。对两组患者的就诊时间、性别、年龄等

基本资料进行对比分析，P＞0.05，其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进行常规治疗，即患者使用激素和维生素进行

治疗，泼尼松口服，1 次/d，30 mg/次，连续服用 10 d 以内；

地巴唑，口服，3 次/d，20 mg/次；维生素 B1，口服，1 次/d，

100 mg/次。 

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苦碟子注射液进行静

脉注射治疗，1 次/d，50 mg/次。 

两组患者均进行连续 4 周的治疗，对患者治疗前后的临床

症状进行观察。 

1.3 疗效判定 

痊愈：患者的临床症状全部消失，面部表情肌功能恢复正

常。显效：患者的临床症状基本消失，面部表情肌功能基本恢

复正常。有效：患者的临床症状有所改善，面部表情肌功能有

所好转。无效：患者的临床症状和面部表情肌功能未得到改善，

甚至出现恶化。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17.0 软件对患者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

进行 t 检验，计数资料进行 x2检验，P＜0.05，其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  果 

对照组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为 77.5%，观察组患者治疗的

总有效率为 97.5%，观察组患者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P＜

0.05，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详情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疗效对比   [n（%）] 

组别 n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40 3（7.5） 12（30.0） 16（40.0） 9（22.5） 77.5 

观察组 40 12（30.0） 16（40.0） 11（27.5） 1（2.5） 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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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贝尔麻痹，是一种单纯性的面部周围神经麻痹，在中医学

中，属于“口眼歪斜”“面瘫”“口辟”范畴。贝尔麻痹主要

病理表现为体虚、风寒、痰阻及 血，其临床特征以面部表情

肌肉功能障碍为主，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神经类疾病。 

苦碟子，又名为“满天星”，其性寒，其味苦。苦碟子注

射液是从草本植物苦碟子中提炼而制成的静脉注射液，主要成

分为黄酮类物质和腺苷，能够对患者的血管进行扩张，能够有

效清除血液中的氧自由基，抑制血小板的聚集，从而有效的改

善微循环，增加患者局部的血液供氧能力，使神经水肿有效减

轻， 终起到活血化 的作用。 

本次研究中，对照组 40 例贝尔麻痹患者进行常规的口服

激素和维生素治疗，观察组 40 例贝尔麻痹患者在常规治疗的

基础上进行静脉注射苦碟子注射液。在连续进行 4 周治疗后，

对照组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为 77.5%，观察组患者治疗的总有

效率为 97.5%，这说明观察组患者的临床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5）。 

综上所述，在常规激素联合维生素治疗的基础上，加用苦

碟子注射液能够有效的提高贝尔麻痹患者的临床疗效，值得临

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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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玉屏风散合苍耳子散治疗过敏性鼻炎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120 例患者随机分成两组各 60 例、治疗组

予玉屏风散合苍耳子散治疗，对照组予氯雷他定治疗，疗程均为 4 周。结果：总有效率治疗组为 86.7%，对照组为 66.7%，两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玉屏风散合苍耳子散治疗过敏性鼻炎疗效优于氯雷他定组，且不良反应少。 

【关键词】玉屏风散；苍耳子散；过敏性鼻炎；中医疗法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Yupingfeng San and Cangerzi San on allergic rhinitis. Methods: 12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treatment group 60 cases took the Yupingfeng San and Cangerzi San, the control group 

took loratadine treatment, for 4 weeks.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in treatment group was 86.7% better than 66.7% (P<0.05). Conclusion: 

The Yupingfeng San and Cangerzi San on allergic rhinitis curative is better than loratadine group with less adverse reaction.  

【Keywords】The Yupingfeng San and Cangerzi San; Allergic rhinitis; TCM therap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5.27.041 

 

过敏性鼻炎又称变应性鼻炎，以突然和反复发作的鼻痒、

喷嚏、鼻塞、流清涕等为主要症状，属于中医“鼻鼽”范围。

笔者运用玉屏风散合苍耳子散治疗过敏性鼻炎，取得较好疗

效，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研究病例选自 2012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本院的门诊病

例，共 120 例，采取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各 60 例，治疗组

男性 31 例，女性 29 例；年龄 10～60 岁。对照组男性 35 例，

女性 25 例；年龄 10～58 岁。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经统计学处

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诊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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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诊断参照《变应性鼻炎诊断和治疗指南》[1]标准。中

医诊断参照《中医病证诊断治疗标准》[2]。 

2   治疗方法 

2.1 治疗组 

以益气固表、辛散风邪法治疗，方用玉屏风散合苍耳子散

加减。处方：黄芪 20 g，白术 10 g，防风 10 g，辛夷 15 g，苍

耳子 10 g，白芷 10 g，石菖蒲 10 g。 

2.2 对照组  

采用氯雷他定 10 mg，口服，1 次/1 d。两组治疗期间忌鱼

腥，油腻食物，7 d 为 1 个疗程，治疗 4 个疗程。 

3   观察项目与统计学 

3.1 观察项目  

观察鼻塞、喷嚏、流涕、鼻痒消失例数及时间。 

3.2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3.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4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4.1 疗效标准   

参照《中医病证诊断治疗标准》[2]中鼻鼽的疗效评定标准。

治愈：症状体征消失，3 个月以上无复发；好转：发作时症状

体征减轻，发作次数减少；无效：症状体征无明显改善。 

4.2 2 临床疗效比较  

见下表。总有效率治疗组为 86.7%，对照组为 66.7%，两

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

组。 

表 1   两组治疗结果比较  （n,%） 

组别 n 治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60 20 32 8 86.7 

对照组 60 15 25 20 66.7 

4.3 安全性评价 

治疗后治疗组出现头晕 1 例，对照组出现嗜睡、头晕 5 例，

未做特殊处理。 

5   讨  论 

过敏性鼻炎属临床常见病和多发病，且有逐年增多的趋

势，该病本身虽不是严重疾病，但可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睡

眠。因此，积极治疗该病是十分必要的。目前西医治疗的主要

方法是在避免接触过敏原的基础上，采用抗过敏药物治疗，但

在大量临床观察中发现西医药治疗存在如下问题：抗组胺药对

部分患者不能缓解症状，且容易出现嗜睡、头晕等症状。中医

药在治疗该病方面具有廉价、高效、副作用少，不易复发等优

点。 

过敏性鼻炎属中医学“鼻鼽”范畴，《刘河间医学六

书·素问玄机原病式》说：“鼽者，鼻出清涕也，嚏，鼻中因

痒而气喷作于声也”，《景岳全书·卷二十》曰：“凡由风寒

而鼻塞者，以寒闭腠理，则经络壅塞而多鼽嚏”。过敏性鼻炎

其病主要在肺，肺气虚而不足，肺卫鼻窍失于濡养，则卫表不

固，腠理疏松而受风寒，聚于鼻窍，邪正相搏，肺气不得通调，

津液停聚，鼻窍壅塞，故致喷嚏流清涕[3]。《证治要诀》说：“清

涕者，脑冷肺寒所致。”肺气的充实，有赖于脾气的输布，脾

气虚则肺气虚，治疗应以补脾益肺，益气固表，祛风通窍为主。 

玉屏风散出自元·朱丹溪的《丹溪心法》，是中医扶正固

本，补肺固表的经典方剂，该方由黄芪、白术、防风三味药组

成，具有益气、固表、止汗的功效。方中黄芪益气固表，白术

健脾益气，防风走表而散风邪，三药合用益气祛邪，黄芪得防

风固表不致留邪，防风得黄芪而不伤正，有补中寓疏，散中寓

补之意。 

苍耳子散出自《济生方·鼻门》为中医鼻科中经典方剂，

其中白芷、苍耳子为中医鼻科要药，有散风祛湿，透肌腠，通

鼻窍之功效，能使清阳上升巅顶且白芷上可达肺卫头面下可抵

脾胃；辛夷辛温走气入肺助胃中清阳上行，疏风通利九窍；薄

荷辛凉疏散风热，共奏祛风通窍之功。 

玉屏风散扶正固本，补肺固表，苍耳子散祛风通窍，两方

合用共奏治病求本，补益肺气，益气固表，祛风通窍之功，故

玉屏风散合苍耳子散加减能有效治疗过敏性鼻炎，同时，能避

免了西药治疗的不良反应，值得临床进一步研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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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刺激加中药贴敷等外治法治疗 
早期淤积性乳腺炎的体会 
Treating early deposit mastitis in TCM 
 

夏咸梅  翟金亚*  高晶晶  李 健  陆海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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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为提高母乳喂养成功率，减少因乳汁淤积引发乳腺炎对母乳喂养的影响。方法：将 100 例淤积性乳腺炎早

期患者作为实验组，使用 PHENIX USB4 进行电刺激加中药贴敷及电动吸奶器吸奶治疗，继续母乳喂养；同时随机抽取同期在外

科使用抗生素加挤奶及普通理疗的同样类型的患者 100 例作为对照组，暂停母乳喂养。结果：实验组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5）。结论：使用电刺激加中药贴敷治疗早期淤积性乳腺炎疗程短，效果可靠，值得推广。 

【关键词】乳腺炎；电刺激；中药贴敷 

【Abstract】Objective: To reduce early deposit mastitis for breastfeeding. Methods: 100 cases of early deposition were selected as 

experimental group, with the PHENIX USB4 for electrical stimulation to continue breastfeeding; Randomly chosen 100 cases as control 

group with antibiotics and ordinary physical therapy, without breastfeeding. Results: in the treatment effect is better (P＜0.05). Conclusion: 

Electrical stimulation for early deposition mastitis showed short course and reliable effect, is worth promoting. 

【Keywords】Mastitis; Electrical stimulation; TCM Medicine Sticker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5.27.042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 2014 年 1 月—2015 年 6 月在我科治疗的早期淤积性乳

腺炎 100 例作为实验组，随机抽取同期在外科应用抗生素加普

通物理治疗的相同类型的乳腺炎患者 100 例作为对照组。 

1.2 诊断标准   

以曹泽毅主编的《中华妇产科学》诊断标准为依据[1]，确

诊为早期哺乳期急性乳腺炎的患者均表现为乳房肿痛、红晕

（红晕成云团状或条索状）、肿块，部分伴有不同程度的畏寒、

发热，外周白细胞＜10.0×109/L；体温超过 39℃，体质弱，精

神差，纳食少，或乳痈已化脓，辅助检查外周白细胞＞10.0×

109/L 者，中性粒细胞比例明显升高者，即已发展为化脓性乳

腺炎者不纳入本项研究中。 

1.3 治疗方法   

对乳房胀痛、硬结、体温＜39℃，外周血白细胞＜10.0×

109/L，局部红晕较小或不明显的患者，仅采用 PHENIX USB4

中的乳胀程序的低频脉冲电刺激、局部及周身穴位按摩（包括：

少泽、合谷、足三里、三阴交、关元、气海、膻中、天溪穴、

膺窗穴、乳根穴等）、电动吸乳治疗，2 次/d，3 d 为 1 个疗程，

治疗期间继续母乳喂养；对局部红肿、硬结、疼痛明显者，B

超提示没形成脓肿，在以上电刺激、周身穴位按摩（局部按摩

需注意避开红肿硬结）及电动吸乳后加用中药膏贴敷，同时仍

继续母乳喂养，仍为 3 d 为 1 个疗程。中药膏—乳块消散膏，

由黄芪、当归、白芷、桃仁、乳香、血竭、川乌等研末调制而

成[2]。对照组大剂量抗生素、普通理疗加挤奶，暂停母乳喂养，

5 d 为 1 个疗程。 

1.4 疗效判定标准   

治愈：临床症状消失，肿块消退，乳腺管通畅并正常哺乳，

血常规检查白细胞及中性粒细胞数正常。显效：症状及体征明

显减轻，或形成无痛性硬结和囊肿（为乳腺管堵塞所致），白

细胞及中性粒细胞接近正常。无效：症状及体征加重或发展为

乳腺脓肿，白细胞总数及中性粒细胞持续升高。 

2   结  果 

2.1 淤积性乳腺炎早期不同治疗方法疗效比较 

实验组总有效率为 98%，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72.0%，两组

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P＜0.05，详见表 1。 

表 1  淤积性乳腺炎早期不同治疗方法的结果比较   （n） 

组别 治愈 显效 无效 

实验组（100 例） 84 14 2 

对照组（100 例） 12 60 28 

P <0.05 

2.2 淤积性乳腺炎早期不同治疗方法显效时间的比较 

两组比较，实验组显效时间较短，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

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表 2  淤积性乳腺炎早期不同治疗方法显效时间的比较  （n） 

 1 d 2 d 3 d 4 d 5 d 

实验组 52 86 98 – – 

对照组 2 12 56 60 72 

P <0.05 

注：后一天统计的显效例数包括前一天的显效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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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和表 2 可以看出：实验组无论是疗程还是效果都优

于对照组，即使用电刺激加中药贴敷等外治方法，对治疗早期

淤积性乳腺炎效果显著，疗程短，对母乳喂养影响小。 

3   讨  论 

哺乳期急性乳腺炎的炎性肿块常在数天内软化而形成脓

肿，多由于金黄色葡萄球菌、链球菌感染引起，短期内难以治

愈，不仅加剧患者的痛苦，而且使患乳失去喂哺的能力，直接

影响到母乳喂养的效果和婴儿的健康生长发育，早期如能采取

有效的措施保持乳腺管通畅，可使炎症在初发阶段得以治愈，

从而防止形成脓肿，保证实施母乳喂养及母婴健康。 

哺乳期急性乳腺炎的发病原因：①乳汁淤积；②细菌感染；

③产后机体气血虚弱，抵抗力差[3]。淤积后乳汁的分解产物是

细菌的良好培养基，又因初产妇的乳汁中含有较多的脱落上皮

细胞和组织碎屑，更易引起乳管的阻塞[4]，及时排出淤积的乳

汁对于哺乳期急性乳腺炎的治疗有重要作用，单用药物治疗往

往不能有效控制有乳汁淤积的哺乳期急性乳腺炎，容易进一步

发展为乳腺脓肿。因此我中心对于早期哺乳期淤积性急性乳腺

炎的治疗主要侧重于局部治疗，早期疏通乳腺管，能有效缓解

症状，防止炎症进展。 

PHENIX USB4 中的乳胀程序根据乳房的电生理特性，选

择不同的电流参数（频率、脉宽、电流方向及强度等）对患乳

进行低频脉冲电刺激，其治疗原理是通过直接刺激乳腺管平滑

肌，疏通乳腺导管，增加局部血液循环，缓解乳房胀痛，从而

促进乳汁排泄；采用局部及周身穴位按摩法，可活血通络，加

速周身及乳房局部血液循环，起到疏通堵塞的乳腺管、促使感

染的肿块消散的作用，并利于运用手法正压挤出淤积的乳汁及

乳块，从而解决局部乳汁淤积的问题[5-7]；对于局部红肿明显的

患者，加用中药外敷膏—乳块消散膏贴敷，可活血化 、通络

止痛，局部用药，直达病所，能迅速消肿止痛；采用电动吸乳

法，用较大且可调的负压促使淤积的乳汁排泄[7]，与其他的人

工吸乳器比较，该仪器模拟婴儿吸吮，能自行调节吸吮力度，

患者感觉舒适，能更有效的吸出乳汁。将此 4 种方法结合使用，

疗效好，疗程短，而且无副作用。我们的实践提示，对于大多

数早期哺乳期急性乳腺炎患者，单独采用三联外治法即可控制

炎症，使患者痊愈。对于白细胞明显升高或局部红肿明显、高

热的患者（体温＜39℃），结合中药膏贴敷，疗效显著且疗程

明显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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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方法治疗乳汁 滞期乳腺炎的效果观察 

目的：探讨乳汁 滞期乳腺炎的有效治疗方法。方法：回

顾性分析门诊接受治疗乳汁 滞期乳腺炎患者，其中 120 例采

用传统的治疗方法（熏蒸热疗＋手法按摩），120 例在传统的治

疗方法上，增加游走罐治疗。结果：传统方法加游走罐治疗组

疗效优于传统方法治疗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传统的

治疗方法加游走罐治疗乳汁 滞期乳腺炎效果更好，降低脓肿

形成、缩短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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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手法治疗预防急性乳腺炎的临床观察和研究 

目的：分析和研究中医手法治疗在急性乳腺炎预防中的重

要作用及临床疗效。方法：对我院 180 例急性乳腺炎患者使用

中医手法治疗及早期药物治疗，并进行分组相互对照研究。结

果：选用中医手法的患者总有效率为 78.89%，选用药物治疗患

者总有效率为 43.33%，中医手法治疗在急性乳腺炎的预防中有

非常重要的作用。结论：中医手法治疗在预防急性乳腺炎病情

发展形成乳腺脓肿过程中有显著疗效，避免了使用药物而导致

的停止哺乳，同时避免了后期形成脓肿必须手术切开引流给患

者带来的心理及经济双重负担，在临床应用中值得推广。 

作 者：张瑞琪  张丰梅  刘志涛   

刊 名：中医临床研究  2014 年 16 期 92-93 页    

英文期刊名：Clinical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86‐                                                                                    Clinical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2015  Vol.(7)  No.27

生大黄、玄明粉外敷在剖宫产切口护理中的应用 
External Application of Raw Rhubarb and Natrii Powder in Nursing of 

Incision after Cesarean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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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生大黄、玄明粉外敷应用于剖宫产术后切口的护理效果。方法：将 81 例剖宫产产妇随机分为两组，观

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用生大黄、玄明粉制作成中药敷料袋外敷护理手术切口；对照组用无菌纱布常规换药护理手术切口。结果：

治疗组甲级愈合率 97.5%，明显优化对照组 87.8%（P＜0.05）。结论：生大黄、玄明粉外敷对剖宫产术后切口，能有效的促进伤口

愈合，减少患者痛苦，缩短住院时间。 

【关键词】生大黄；玄明粉；剖宫产术后切口；切口护理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nursing effect of external application of raw rhubarb and natrii powder on incision after 

cesarean section. Methods: 81 cases of cesarean delivery mother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surgical incis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nursed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ressing bags containing raw rhubarb and natrii 

powder and the incision of the control group were nursed with routine medicine and sterile gauze. Results: The Class A healing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7.5%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For incision after 

cesarean section, external application of raw rhubarb and natrii powder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wound healing, reduce the pain of the 

patients ,and shorten the hospital stay. 

【Keywords】Raw rhubarb; Natrii powder; Cesarean after section incision; Incision nursing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5.27.043 

 

剖宫产是在分娩过程中，由于孕妇和胎儿的原因无法使胎

儿自然娩出，由医生采取的一种经腹切开子宫取出胎儿及其附

属物的过程，是解决难产和抢救胎儿的重要手段[1]。近年来，

随着剖宫产率的不断上升，手术切口愈合不良对产妇心理、生

理及日常生活造成很大影响，且容易诱发医患矛盾。如何提高

手术切口的甲级愈合率，促进手术切口愈合，不仅与手术技术

有关，还与手术前后护理密不可分。本文通过临床观察，探讨

生大黄、玄明粉制成中药敷料袋在剖宫产术后切口护理中对促

进切口愈合的临床疗效，为临床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4 年 1 月—2014 年 6 月具有严格剖宫产指征的产

妇 81 例，按入院先后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 40 例，对

照组 41 例。均排除妊娠合并症，如妊娠高血压综合征、贫血、

糖尿病、低蛋白血症等影响切口愈合的疾病。其中观察组：年

龄 21～38 岁，22 例初产妇，18 例经产妇；5 例为纵切口，35

例为横切口。对照组：年龄 21～38 岁，29 例初产妇，12 例经

产妇；6 例纵切口，35 例为横切口。两组产妇在皮下脂肪厚度、

手术方式、年龄方面对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P

＞0.05）。 

1.2 方法 

中药敷料袋为我院中药房配制，经严格的流程制作：生大

黄 50 g 研成细末加玄明粉 100 g 装入经过灭菌处理、透气性强

的棉袋中，制作成中药敷料袋。观察组产妇在手术后第 2 d 对

切口进行常规的换药处理，伤口覆盖无菌纱布后用中药袋敷于

剖宫产术后切口上，之后按常规换药继续外敷中药袋，直至切

口愈合。对照组产妇术后按常规消毒切口皮肤，用无菌纱布包

扎固定。 

1.3 疗效标准 

切口愈合诊断标准[2]：甲级愈合：愈合优良，无不良反应；

乙级愈合：愈合处有炎症反应，表现为红肿、硬结、血肿、积

液等，但未化脓；丙级愈合：切口化脓，需要做切口引流、二

次缝合等处理。过敏及不良反应。观察切口局部有无红肿、皮

疹、红斑等变态反应及全身毒副反应。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系统分析，对两组产妇切口

愈合情况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检验水平

a=0.05 

2   结  果 

观察组甲级愈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说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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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敷料袋在剖宫产术后具有降低手术切口炎症反应，促进伤口

愈合等积极作用。 

表 1   两组术后 7 d 切口愈合情况比较  [n（%）] 

组别 n 甲级 乙级 丙级 

观察组 40 39 （97.5） 1（2.5） 0（0） 

对照组 41 36 （87.8） 5（12.2） 0（0）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3   讨  论 

剖宫产术后发生切口愈合不良常见于以下几个方面：① 手

术者缝合技术欠缺。缝合过紧则组织缺血缺氧坏死；过松则腔

内残留渗血和渗液，而渗血和渗液是培养细菌的培养基。② 麻

醉不满意，腹肌过紧，缝合时张力大，易引起术后切口裂开[3]③
多数孕妇由于饮食及生活习惯不良，体内存储大量脂肪，缝合

后脂肪易液化而发生感染。 

腹壁切口愈合不良是剖宫产术后 常见的并发症[4]。出现

切口愈合不良如感染、脂肪液化等，影响手术效果和产妇健康，

同时增加住院天数和费用，容易导致医患矛盾。 

生大黄对减少剖宫产术后切口炎症反应及促进切口愈合

的机理有以下几个方面：对消化系统有导泻、利胆、保肝、抗

溃疡的作用。 

对病原微生物的作用主要有：①抗菌，大黄的抗菌谱广。

敏感细菌有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痢疾杆菌、肺炎球菌、

淋病双球菌、大肠埃希菌、伤寒和副伤寒杆菌、枯草杆菌等，

尤以葡萄球菌、淋病双球菌 敏感。抑菌有效成分为 3-羟基大

黄酸，羟基大黄素、羟基芦荟大黄素，抗菌作用 强，作用机

制主要是对细菌细胞核酸和蛋白质合成以及糖代谢的抑制作

用。②抗真菌，大黄煎剂及水、醇、醚提取物在体外对一些致

病真菌有抑制作用。③抗病毒，大黄煎剂对流感病毒有较强的

抑制作用。④抗肿瘤，大黄酸、大黄素对小鼠黑色素瘤有较强

的抑制作用。⑤抗炎，大黄对炎症有明显抑制作用。大黄抗炎

的作用是使花生四烯酸代谢途径环氧化酶通道受阻，增加羟基

花生四烯酸的生成，而活跃脂化酶通路，达到抗炎作用。 

对心血管系统作用主要有①对微循环的影响，可使血流速

度变慢，有颗粒状红细胞聚集体出现。②止血，大黄有明显缩

短出血和凝血时间的功效。其止血有效成分是大黄酚、大黄素

甲醚等，它们能降低血管的通透性，改善脆性，抑制胃蛋白酶

的活性，显著增加纤维蛋白原活性，还可增加血小板的粘附性

和聚集能力，使出血和凝血时间明显缩短[5]。 

玄明粉为芒硝经风化干燥制得，主含硫酸钠（Na2SO4）。

具有泻火解毒、清肠通便，润燥软坚功能。主要机制有：①抗

炎作用：外敷创面，可以加快淋巴循环，能增强网状内皮细胞

吞噬功能，随着皮肤发红，产生软坚散结、消肿止痛作用[5]。

②泻下，促使肠蠕动致泻。③利尿。 

本研究通过对 81 例剖宫产产妇随机分观察组和对照组治

疗后进行切口愈合情况分析，观察组疗效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生大黄、玄明粉

制成的中药敷料袋用于剖宫产术后切口护理，能有效预防切口

感染，加速切口愈合，减轻产妇痛苦，缩短住院时间，减少医

疗费用和医患矛盾，提高产妇满意度。在外科手术切口愈合中

有广泛的应用前景[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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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 

剖宫产的心理护理 

目的：对剖宫产患者实施心理护理的效果.方法:对我院

2008 年 5 月—2009 年 5 月实施剖宫产的 1062 例患者进行围手

术期的心理护理。结果：产妇能够配合医护人员顺利完成分娩

过程,手术后切口愈合良好，无并发症发生。结论：对剖宫产妇

进行有针对性的必要的围手术期心理护理，能够提高手术的治

疗效果,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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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生大黄粉灌肠法治疗老年肛管松弛粪嵌塞治疗体会 

目的：观察生大黄粉灌肠加肛管紧闭治疗肛管松弛粪嵌塞

患者的临床效果。方法：将粪嵌塞合并肛管松弛患者 40 例随

机分成对照组和治疗组各 20 例。治疗组用大黄粉加肛管紧闭

法灌肠，对照组予软皂水灌肠，比较解决粪嵌塞的成功率和灌

肠后患者舒适感。结果：大黄粉加肛管紧闭法对粪嵌塞合并肛

管松弛患者灌肠有效和舒适。结论：大黄粉加肛管紧闭法对粪

嵌塞合并肛管松弛患者灌肠有效和舒适。患者灌肠后舒适度极

高，软皂水不加肛管紧闭法灌肠，往往导致灌肠液外溢，即使

灌入后患者存在腹痛不适，出现便意未尽感。大黄粉加肛管紧

闭法在粪嵌塞尤其是老年肛管松弛患者的治疗中值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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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治疗营养不良性贫血的思路与方法 
Treating malnutrition and anemia in TCM 
 

夏小军 1  段 赟 2* 

（1.甘肃省肿瘤医院，甘肃  兰州，730050；2.庆阳市中医医院，甘肃  庆阳，745000） 

 

中图分类号：R25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5)27-0088-03   证型：ADG 

 

【摘  要】认为营养不良性贫血属中医“血虚”“虚劳”的范畴。其发病多由于先天禀赋不足，脏腑失健，形体薄弱；后天

失于调理，饮食不节、长期失血、烦劳过度、妊娠失养、病久虚损，或虫寄体内等，引起脾胃虚弱，气少血衰而成。临床辨证为

脾胃虚弱、气血两虚、肝肾阴虚、脾肾阳虚四型，用自拟生血系列方加减治疗。同时应重视病因治疗，辨证辨病结合，并加强生

活调摄。 

【关键词】营养不良性贫血；治疗思路；生血系列方 

【Abstract】Malnutrition and anemia were classified into the category of Xuexu and Xulao. It always come along with innate 

endowment, organs lost health, physical weakness; acquiring diet, long-term blood loss, excessive troubles, pregnancy dystrophy, long time 

wasting disease,or insect in the body, etc., causing weak stomach, Qishao Xueshuai. Clinical syndrome goes to 4 types of Piweixurou, 

Qixue Liangxu, Ganshen Yinxu and Pishen Yangxu, could betreated with the Shengxue prescription. 

    【Keywords】Malnutrition; Anemia; Therapy ideas; Shengxue Prescrip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5.27.044 

 

营养不良性贫血包括缺铁性贫血（Iron Deficiency Anemia，

IDA）和巨幼细胞性贫血（megaloblastic anemia,MA）。缺铁性

贫血是指由于体内储存铁消耗怠尽，不能满足正常红细胞生成

的需要时发生的贫血。其特点是骨髓及其他组织中缺乏可染

铁，血清铁蛋白及转铁蛋白饱和度均降低，呈现小细胞低色素

性贫血[1]。巨幼细胞性贫血是指由于血细胞 DNA 障碍所致的

一种贫血，其共同的细胞形态学特征是骨髓中红细胞和髓细胞

系出现“巨幼变”，叶酸和（或）维生素 B12 缺乏是引起 MA

常见原因[2]。两者的发病机制虽不相同，但在临床上均表现

为面色萎黄或苍白，倦怠乏力，心慌气短，头晕耳鸣等症状，

故同属于中医“血虚”“虚劳”等范畴。 

1   病因病机   

中医学认为，本病的形成多由于先天禀赋不足，脏腑失健，

形体薄弱；后天失于调理，饮食不节、长期失血、烦劳过度、

妊娠失养、病久虚损，或虫寄体内等，引起脾胃虚弱，气少血

衰而成。 

1.1 先天禀赋不足   

男精女血结合，乃能受孕成胎；受孕成胎之后，全赖母体

气血滋养。若父母体质素虚，过早嫁娶，精气未充，气血未盛；

或纵情多欲，耗其精血；或素患他疾，羸弱不健，皆致禀赋不

足，精血亏虚，致生小儿，发为血虚。胎孕期间，若起居不慎，

或饮食失调，或感触外邪，或房室不节，或药毒损伤等，亦可

损伤胎儿，致胎儿失养，脏气虚损，出生之后，发生血虚。 

1.2 后天失于调养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而气血精微主要来源于

饮食。素体脾胃虚弱，或脾胃久病，胃失受纳，脾失健运，均

致摄入不足，气血生化亦随之不足；饮食偏嗜，营养单调，精

气乏源，则气血无以化生，日久皆致血虚。或烦劳过度，损伤

五脏，因劳致虚；或虫寄体内，吮吸水谷精微，扰乱肠胃功能，

而致血少气衰；或长期失血，新血不生；或妊娠失养，消耗过

多；或大病久病，失于调理，皆致阴血耗损，发生血虚。 

2   辨证论治 

2.1 脾胃虚弱 

症状：面色萎黄或㿠白，口唇色淡，爪甲无泽，四肢无力，

头晕耳鸣，食欲不振，大便溏薄，或恶心呕吐，舌质淡，苔薄

而腻，脉细弱。 

病机分析：禀赋不足，素体虚弱，或饮食不节，劳倦虚损，

或吐泻太过，伤及胃气，或大病初愈，调养失宜等，皆可损伤

中焦脾胃，致使气血生化乏源，而发血虚。胃气损伤，受纳和

腐熟功能减弱，则食欲不振，或恶心呕吐；脾气虚弱，健运失

职，气血生化乏源，血虚不能外荣，则面色萎黄或㿠白，口唇

色淡，爪甲无泽，四肢乏力，头晕耳鸣，大便溏泻。舌质淡，

苔薄而腻，脉细弱均为脾胃虚弱之象。 

治法：健脾和胃，益气养血。 

方药：健脾生血汤。党参 15 g，茯苓 10 g，炒白术 10 g，

黄芪 20 g，当归 15 g，熟地黄 10 g，山药 15 g，陈皮 10 g，炙

半夏 10 g，炒麦芽 10 g，神曲 10 g，大枣 3 枚，炙甘草 5 g。 

方药分析：方中党参、茯苓、炒白术、炙甘草、黄芪、山

药健脾益气；当归、熟地黄、大枣滋补阴血；陈皮、炙半夏行

气消痞；神曲、炒麦芽健胃消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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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减：若腹泻便溏者，加砂仁、薏苡仁以健脾止泻；恶心

呕吐者，加竹茹、生姜以降逆和胃止呕；食滞腹胀者，加鸡内

金、莱菔子以消食导滞；兼心悸失眠者，加远志、龙眼肉以养

血安神。 

2.2 气血两虚 

症状：面色苍白，疲乏无力，头晕目眩，少气懒言，心悸

失眠，爪甲脆裂，或肌肤甲错，毛发稀疏枯槁，妇女月经失调，

经量过少，舌质淡，舌体胖，苔薄或无苔，脉细无力。 

病机分析：饮食劳倦内伤，或久病不愈，或失血耗气，皆

使气血生化之源不足，而致气血两虚。气虚不能充盛，则疲乏

无力，少气懒言；血虚无以上荣头面，则面色苍白，头晕目眩，

毛发稀疏枯槁；血不养心，则心悸失眠；气不生血，血虚不充，

则爪甲脆裂，或肌肤甲错，妇女月经失调，经量过少。舌质淡，

舌体胖，苔薄或无苔，脉细无力均为气血两虚之象。 

治法：补益气血，健运脾胃。 

方药：益气生血汤。人参 10 g，黄芪 20 g，炒白术 10 g，

山药 15 g，当归 15 g，阿胶 10 g（烊化），熟地黄 10 g，白芍

10 g，鸡血藤 10 g，龙眼肉 10 g，炒麦芽 10 g，大枣 3 枚，炙

甘草 10 g。 

方药分析：方中人参、黄芪补气生血；炒白术、山药健脾

益气补血；当归、熟地黄、阿胶、龙眼肉、白芍养血补血；鸡

血藤补血活血；炒麦芽健胃消滞；大枣、炙甘草和中补血。 

加减：若心悸、失眠明显者，加远志、炒酸枣仁以养血安

神；脱发明显者，加何首乌、枸杞子以补肾养血；肌肤甲错伴

瘙痒者，加赤芍、防风以凉血活血祛风。 

2.3 肝肾阴虚 

症状：面色苍白，头晕眼花，耳鸣，心悸气短，乏力倦怠，

健忘失眠，腰膝酸软，或肢体麻木不仁，或手足蠕动，或伴低

热，或五心烦热，潮热盗汗，口干咽燥，或见齿鼻衄血，舌质

红，舌痛，无苔或镜面舌，脉细数。 

病机分析：久病血虚，失治误治；或房劳过度，生育过多，

耗伤肾精，精不化血，而致阴血不足，乃发虚证。肝肾亏虚，

不能上充于脑，脑髓失养，则头晕耳鸣；肝血不足，不能上养

于目，则见眼花；肾阴不足，肾水不能上承于心，心肾不交，

则发心悸、失眠健忘；阴虚生内风，则肢体麻木；血不养筋，

筋骨失养，则腰膝痠软，手足蠕动；阴虚火旺，则五心烦热，

潮热盗汗，口干咽燥；虚火迫血妄行，灼伤脉络，则齿鼻衄血。

舌红舌痛，舌光无苔，脉细数均为一派阴虚火旺之象。 

治法：滋补肝肾，养阴生血 

方药：滋阴生血汤。熟地黄 15 g，山茱萸 15 g，山药 10 g，

枸杞子 15 g，龟甲 10 g（烊化），当归 15 g，白芍 10 g，女贞

子 10 g，旱莲草 10 g，龙眼肉 10 g，鸡血藤 10 g，炒麦芽 10 g，

炙甘草 5 g。 

方药分析：方中熟地黄、山茱萸、枸杞子、龙眼肉补益肝

肾，滋补阴血；当归、白芍、炙甘草补血和血；龟甲胶滋阴潜

阳，补肾健骨；鸡血藤补血活血，阳中求阴；女贞子，旱莲草

滋补肝肾，凉血止血；山药、炒麦芽健脾益胃，并防他药滋腻

伤胃。 

加减：若头晕眼花、心悸气短、失眠健忘明显者，加阿胶、

炒酸枣仁以滋阴养血，宁心安神；腰痛及下肢不仁者，加川牛

膝、何首乌以补益肝肾，活血通络；阴虚火旺灼伤血络而出血

较甚者，加生地黄、紫草、仙鹤草以清热凉血，养阴止血；伴

盗汗者，加知母、黄柏以滋阴降火。 

2.4 脾肾阳虚 

症状：面色萎黄或苍白无华，唇甲淡白，形寒肢冷，腰膝

酸软，头晕耳鸣，心悸气短，动则加剧，下肢浮肿或周身浮肿，

甚则可有腹水，或便溏消瘦，或男子阳痿，女子经闭，舌质淡

胖，或有齿痕，苔薄或少苔，脉沉细。 

病机分析：先天禀赋不足，肾脏素虚，或房劳、烦劳过度，

损伤肾脏，均致肾虚精不化血，亦不能温煦脾阳以化生气血；

后天失于调养，脾胃受损，气血生化乏源，亦不能奉养先天之

精，皆致脾肾阳虚，而发斯证。血虚失于荣润，则面色萎黄或

苍白无华，唇甲淡白；脾肾阳虚，不能化气行水，水湿内停，

泛溢肌肤，则见浮肿，甚则可有腹水；水饮上凌于心，则心悸

气短，动则耗气，病情加重；肾阳虚衰，则男子阳痿，女子经

闭；不能温养四肢，则形寒肢冷，腰膝痠软无力；不能温煦脾

阳，则饮食不化，便溏消瘦。舌质淡体胖为脾肾阳虚、水饮内

停之象；阳虚推动血脉无力，故脉沉细。舌质淡胖，或有齿痕，

苔薄或少苔均为一派脾肾阴虚之象。 

治法：温补脾肾，益气养血。 

方药：温阳生血汤。熟地黄 10 g，山茱萸 10 g，当归 15 g，

黄芪 30 g，茯苓 10 g，炒白术 10 g，炙附子 10（先煎），肉桂

10 g，菟丝子 20 g，鹿角胶 10 g（烊化），山药 10 g，炙甘草

10 g，鸡血藤 20 g。 

方药分析：方中熟地黄、山茱萸填精补髓，阴中求阳；黄

芪补气生血；当归、鸡血藤补血活血；鹿角胶温补肝肾，益精

养血；炙附子、肉桂温阳补肾，化气行水；茯苓、炒白术、山

药、炙甘草健脾补肾，益气行水；菟丝子补肾固精。 

加减：若水肿甚者，加猪苓、泽泻以利水消肿；腹泻明显

者，加炒扁豆、薏苡仁以健脾止泻；心悸气短，动则加剧者，

加补骨脂、蛤蚧以补肾纳气；腰膝痠软明显者，加肉苁蓉、杜

仲以补肾助阳，温阳通经。 

3   体  会 

营养不良性贫血属中医“血虚”“血阴虚”“虚劳”等

范畴[3]，其病性属虚，病位早期在脾，进一步发展则累及于肾，

涉及脏腑气血阴阳。故其治疗当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结合病

因治疗、辨病治疗、饮食调理三方面的内容，并积极防治并发

症。 

3.1 重视病因治疗   

营养不良性贫血临证多见，病因各异，故在辨证论治的基

础上审因论治，尤为重要。凡因长期慢性失血引发者，当截断

失血，以防继续丢失，加重血虚。原脾胃疾患所致者，宜积极

治其宿疾，促进脾胃受纳、腐熟、运化、吸收之功能，以资生

气血。由虫积肠道而致者，多有嗜食异物之症状，则先予驱虫，

后予补虚；驱虫常选用槟榔、使君子、南瓜子、雷丸、榧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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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驱虫之后，再投健脾生血汤以调理脾胃，补益气血；若全

身一般情况较差者，则宜先补养气血，待全身情况好转之后再

行驱虫。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营养不良性贫血无论病

因为何，证属何型，治疗时，皆应注意调理脾胃，并在遣方用

药时顾护胃气，使补而不滞，以防阻碍脾胃化生气血之功能。 

3.2 辨证辨病结合   

由于 IDA 的发病机制为各种原因引起的缺铁，故有效治疗

是去除导致缺铁的原因，再就是补铁治疗[4,5]。补充铁剂又分为

西药补铁与中药补铁两种。临证除选择应用西药补充铁剂之

外，中药补铁生血法亦不可偏废。一般而言，当患者病情不重

时，可选用中药补铁结合辨证论治进行治疗，其中含铁量 高

的补铁中药为皂矾及醋锻针砂；当病情较重，或单用中药无效，

或并发出血者，当在中药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加用西药铁剂进行

治疗。无论何种方法补铁，在具体应用过程中均须时时顾护脾

胃。皂矾又名绿矾，其味酸性凉，归肝、脾经，具有解毒燥湿、

杀虫补血之功，入丸散剂，锻用，常用量 0.8～1.6 g。但肾病

及 3 个月内有呕血史者不宜服，孕妇禁用，服药期间忌饮茶。

醋锻针砂又名钢砂、铁砂，其味酸、辛，性平，归脾、大肠经，

具有补血、除湿、利水之功，常用量入煎剂 15～20 g，或入丸

散剂。皂矾是天然的硫酸亚铁，醋锻针砂是人工合成的醋酸亚

铁。元代朱震亨《丹溪心法》中的大温中丸、小温中丸，以及

罗天益《卫生宝鉴》中的皂矾丸，多用皂矾、醋锻针砂、白术、

神曲、枣肉之类，补铁生血与健脾养胃相得益彰，则有利于铁

的吸收。此外，中成药健脾生血颗粒、生血片、复方皂矾丸等

组方成分中均含有铁剂或皂矾；常用补铁生血的中药还有阿

胶、熟地黄、黄精、当归、白术、黄芪等，均可选择应用。 

MA 的主要发病机制为叶酸和（或）维生素 B12 缺乏，且

大多数合并缺铁，故除纠正病因之外，补充叶酸和（或）维生

素 B12 尤为重要，疾病后期缺铁者，给予补铁。中药豆豉、海

藻，新鲜蔬菜如香菇、紫菜，以及动物内脏均含有丰富的叶酸

及维生素 B12。中医学对此亦有较多的记载及论述。如宋代政

和中奉敕撰《圣济总录》中载用木香丸、煮肝丸、烧肝散、炙

肝散和猪肝丸治疗“冷劳”；元代危亦林《世医得效方》中载

用天真园治疗虚损等，皆用猪肝、羊肝、精羊肉等血肉有情之

品入药，且沿用至今。临证体会，只有将补充叶酸和（或）维

生素 B12与中医调理脾胃有机地结合，才能取得满意疗效。 

3.3 加强生活调摄   

治疗营养不良性贫血，目的在于改善脾胃运化吸收功能，

促进水谷精微化生气血。故除药物治疗之外，生活调摄在其治

疗及康复过程中亦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具体而言，应做到合

理饮食，改善膳食结构，增加营养；食有定时，勿暴饮暴食，

饥饱无常；注意饮食卫生，防止虫积为患；改变不良饮食习惯，

纠正偏食，治疗厌食；婴幼儿宜及时添加辅食，防止饮食单一

等原则。日常生活中可合理选用海带、发菜、紫菜、木耳、香

菇、猪肝，或其他动物内脏、肉类、豆类，以及绿叶蔬菜、水

果等；对于婴幼儿患者，可按照由少到多、由淡到浓的原则，

及时添加菜泥、蛋花、肉末、鱼泥等辅食，以补充叶酸、维生

素 B12 和铁，并尽可能选择铁锅烹调，以药食同用，“食养尽

之”，以防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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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 

中医补肾健脾生血法治疗贫血临床价值评析 

目的：探讨中医补肾健脾生血法用于治疗贫血的临床价

值。方法：收集我院收治的贫血患者 124 例，随机平均分为观

察组与对照组。对照组予以常规综合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的

基础上加用中医补肾健脾生血组方进行治疗，对比两组的临床

疗效。结果：观察组患者的治愈率以及治疗总有效率均较对照

组显著提高。结论：中医补肾健脾生血法用于治疗贫血，能够

显著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与贫血指标，无明显不良反应，值得

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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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指导下功能锻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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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影音指导下颈部功能锻炼在颈型眩晕患者复位后康复过程中的作用。方法：选择 2014 年 2 月—2014

年 10 月在本科住院患者 90 例，对照组按常规进行功能锻炼的宣教，实验组应用自行录制的影音视频进行功能锻炼的宣教学习，

观察患者出院 1 月后康复锻炼依从性、出院后是否坚持锻炼及每次锻炼时间、眩晕改善情况、对护理工作满意度等情况。结果：

实验组患者在出院后 1 月后，其坚持锻炼人数（73.3%）及出院后每天锻炼时间均要多于对照组 23 人（51.1%），锻炼的依从性（66.7%）

亦要优于对照组（40.0%），在眩晕症状改善情况（64.4%）及对护理工作满意程度（77.8%）的比较中，实验组亦要优于对照组（40.0%、

55.6%）。结论：在影音资料指导下患者能够进行主动自觉、持之以恒地功能锻炼，增加患者对康复的信心及对护士的信任感，提

高了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关键字】颈性眩晕；影音视频；功能锻炼 

【Abstract】Objective: To evaluate effects of video-guided functional exercise for vertigo after reduction. Methods 90 in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2 groups. 45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of routine functional exercise , while 

45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of video-guided functional exercise. Result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ere found in all indexes, the duration time of exercise everyday, compliance of functional exercise, vertigo situation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between 2 groups. Conclusion: Video-guided functional exercise was more efficient than routine functional exercise. 

【Keywords】Vertigo from neck; Video-Guided; Unctional Exercis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5.27.045 

 

颈型眩晕系颈椎退行性改变或因外伤使脊椎内外平衡失

调，引起颈动脉颅外段即椎一基底动脉供血不足，以眩晕为主

要症状的临床综合征。反复发作性眩晕是本病 突出的症状， 

多数发作于头颈部活动时，一般发作时间短暂，数秒或数分钟

不等，手法复位是目前临床常用的治疗颈型眩晕的有效方法，

研究表明复位后适当功能锻炼不仅能有效的改善头晕症状同

时还能很好的缓解颈部肌肉的痉挛，预防头晕的再次发生。本

科室利用影音视频对患者进行手法复位后功能锻炼指导， 大

限度地提高患者锻炼的依从性，取得较好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4 年 2 月—2014 年 10 月在本科住院患者 90 例，

男性 46 例，女性 44 例；年龄 22～63 岁，中位数 43 岁；病史

2 个月～2 年，中位数 9 个月；实验组患者 45 例，男 24 例，

女 21 例，年龄 26～63 岁，中位数 40 岁；对照组 45 例，男性

22 例，女性 23 例，年龄 22～58 岁，中位数 41 岁。纳入标准
[1]：以反复发作性眩晕为主症，伴有颈部疼痛不适，活动受限；

可有恶心、呕吐、视物模糊，甚至跌倒者。排除其他原因（内

耳疾病、脑部炎症、出血、外伤及全身性中毒、眼源性、代谢

性、感染性疾病）所致的眩晕者。经统计学处理，所有患者在

性别构成、年龄分布、病程长短的比较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组间具有可比性（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 ） 

性别（例） 
组别 

男 女 
年龄（岁） 病程（月） 

实验组 24 21 40.73±6.37 8.84±3.66 

对照组 22 23 40.14±6.72 9.08±3.56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 

1.2 研究方法  

对所有患者牵引熏洗 2 周后进行颈部不定时旋转复位[2]，

手法复位后颈部 2 kg 持续牵引 6 h 后佩戴颈围下地活动，下地

后即对患者进行颈部肌肉功能锻炼的宣教。两组患者功能锻炼

内容一致，仅宣教方式不同。 

对照组按常规进行功能锻炼的宣教，由责任护士演示颈部

肌肉功能锻炼操的具体方法，对患者进行一对一指导。实验组

应用自行录制的影音视频进行功能锻炼的宣教学习，由责任护

士向患者讲解功能锻炼的具体方法，告知患者锻炼时须注意的

事项后向患者播发颈部肌肉功能锻炼操。 

颈部肌肉功能锻炼操的设计与录制：由专业康复医师经行

设计，并由专业护士经行演示及录制，视频长 5 min，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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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包括锻炼的目的及要求，锻炼方法、步骤及注意事项。手

法复位后 1 周内因肌肉稳定性差，行颈部肌肉等长收缩锻炼，

包括含胸扩胸、项臂争力及拔项法，2～5 次/d，每次重复 10

个左右。手法复位 1 周后肌肉逐渐稳定，逐渐经行颈部各方向

活动的功能锻炼，包括回头望月、鹅颈操、侧屈对抗等，2～5

次/d，每次重复 10 个左右。锻炼动作需和缓有序、当出现眩晕

不适时应立即停止所有功能锻炼，佩戴颈围卧床制动，运动量

随患者病情恢复程度而定。视频由患者拷贝，定时播放，使患

者理解并熟记步骤和注意事项， 终达到患者自主锻炼。 

1.3 评价方法 

在患者出院 1 个月后进行电话随访，并进行相关评价指标

的问卷调查。问卷调查内容包括：①康复锻炼依从性：完全依

从：指完全按照住指导动作进行锻炼；部分依从：指患者部分

根据指导动作进行功能锻炼。②出院后是否坚持锻炼及每次锻

炼时间。③眩晕改善情况：消失：头晕消失，日常活动中未再

出现头晕状况；较前缓解未消失：休息时未见明显头晕不适，

日常活动偶可诱发头晕不适。④对护理工作满意度进行问卷调

查，分为满意、不满意 2个维度。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计量资

料以（ ）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x2检验。 

2   结  果 

结果显示实验组患者在出院后 1 个月后，其坚持锻炼人数

及出院后每天锻炼时间均要多于对照组，锻炼的依从性亦要优

于对照组，见表 2。在眩晕症状改善情况及对护理工作满意程

度的比较中，实验组亦要优于对照组，见表 3。  

表 2  患者出院后对锻炼依从性的比较  （ ） 

康复锻炼依从性 

组别 n 
出院后坚持 

锻炼人数 

出院后每天 

锻炼的时间

（min）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实验组 45 33 27.58±9.93 30 15 

对照组 45 23 13.49±7.22 18 27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 

表 3  患者出院后生活自理能力改善情况及对护理工作满意情况的比较 

眩晕改善情况 对护理工作满意度 
组别 n 

消失 较前缓解未消失 满意 不满意 

实验组 45 29 16 35 10 

对照组 45 18 27 25 20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 

3   讨  论 

适当的功能锻炼对颈型眩晕患者的功能恢复及症状改善

均有积极地作用[3]，手法复位是治疗颈型眩晕的常规方法之一，

复位后症状往往出现较为明显的改善，但术后因为需长时间佩

戴颈围，颈椎的活动度及局部肌肉仍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因

此多数患者在颈椎复位 1 周后出现一定程度的眩晕，因此颈部

适当功能锻炼是必须的，这不仅能有效的改善头晕症状同时还

能很好的缓解颈部肌肉的痉挛，预防头晕的再次发生，因此要

充分的发挥患者主观能动性，按流程进行颈部锻炼。传统的功

能锻炼方法仅有责任护士及主治医师经行讲解，训教过程中患

者会感觉枯燥无味，对锻炼方法及注意事项一知半解，特别是

出院后缺少了医护人员的提醒和督促，同时由于对眩晕的恐惧

及预后的顾虑，使功能锻炼的依从性较差，而出现减质、减量，

甚至放弃锻炼的现象。 

利用影音资料指导患者进行正确的颈部功能锻炼有利于

头晕症状的改善及颈部肌肉功能的恢复，增加颈部肌肉的稳定

性，本中心所设计影音资料详细介绍了各阶段功能锻炼的原

理、方法、意义。影音指导下得功能锻炼能有效减少出院宣教

的随意性，使护士在对患者进行出院宣教时有了一套统一、规

范的指导措施[4]，同时患者对颈部功能锻炼有了更为清晰直观

的认识，使患者更易于接受和理解这套锻炼方法，保证了患者

功能锻炼的质量，提高患者康复训练的依从性和准确性，避免

了因责任护士的表达能力的欠缺而影响锻炼效果。另外由于配

有和缓的音乐节奏，增加了锻炼趣味性，使患者在锻炼过程的

产生愉悦感，患者易于接受。因此在影音资料指导下患者能够

进行主动自觉、持之以恒地功能锻炼[5]，增加患者对康复的信

心及对护士的信任感，提高了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参考文献： 

[1]中国康复医学会.颈椎病诊治与康复指南[M].2010. 

[2]姚乃捷,许巧玲,赵晓.旋转复位法治疗环枢关节紊乱症的临床研究[J].湖

南中医药大学学报,2010,30(2):54-55+58. 

[3]牛金美.健康教育在眩晕护理中的应用[J].河北中医,2011,33(1):44. 

[4]曹向阳,王国杰.影音指导下功能锻炼在腰椎骨折术后康复中的应用[J].中

医正骨,2012,24(12):71+74. 

[5]姚张栓 .音乐操对下肢骨折患者术后功能锻炼的影响[J].中国当代医

药,2014,21(11):114-115+118. 

 

编辑：赵聪   编号：EB-15070715F（修回：2015-08-15）

 

相似文献： 

钩针联合针刀颈部软组织平衡法治疗颈性眩晕 96 例疗效观察 

目的：观察钩针与针刀相结合颈部软组织平衡法治疗颈性

眩晕的临床疗效。方法：对 96 例颈性眩晕患者进行颈部钩针

及后枕部针刀颈部软组织平衡法治疗，1 次治疗后评定治疗效

果。结果：临床治愈 25 例（26.04%），显效 47 例（48.96%），

好转 18 例（18.75%），无效 6 例（6.25%），总有效率为 93.75%。

结论：钩针联合针刀颈部软组织平衡法治疗颈性眩晕疗效确

切，操作简便，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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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的一种严重的微血管并发症，也是导致糖尿病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对人体健康危害极大。

近年来，DN 的患病率逐年增高，其治疗问题成为了医学界关注的热点。DN 的治疗难度较大，目前，西医西药对其尚无特效疗法。

因此，本文对近年来 DN 的治疗方法，中医中药对其的疗效作一综述，希望为 DN 的临床治疗提供帮助。 

【关键字】糖尿病肾病；发病机制及治疗方法；中医药干预 

【Abstract】Diabetic nephropathy is a serious microvascular complications of diabetes, also can lead to death with diabetes. In recent 

years, DN cases increased year by year, the treatment issue became attention of the medical profession. DN is difficult to be treated, at 

present, there is no effective therapy in western medicine. Therefore, the therapies for DN in recent years, TCM efficacy was reviewed for 

more clinical reference. 

【Keywords】Diabetic nephropathy; Pathogenesis and treatment; TCM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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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肾病（Diabetic Nephropathy，简称 DN）是糖尿病

主要的并发症之一，也是导致终末期肾病（ESRD）的重要原

因。在我国，由于人口老龄化、肥胖和遗传等因素，使得糖尿

病的患病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中国糖尿病协会的调查显示，

我国 18 岁以上人群的糖尿病患者为 9450 万，其中约 60%未得

到诊断，且还有 1.5 亿患者处于糖尿病前期[1]。随着糖尿病患

者的增加，DN 的患病率也呈逐年增加的态势。统计表明，在

我国，20%～40%的糖尿病患者， 终发展为 DN[1]。因此，本

文将对 DN 的发病机制，治疗现状及中医中药对其治疗作用作

一综述。 

1   DN 的发病机制及治疗现状 

近年来的研究发现，DN 是由高血糖引起的糖代谢紊乱（激

活多元醇代谢通路，激活磷脂肌醇信号途径（PKC），生成晚

期糖基化终末产物），氧化应激，肾脏血流动力学的异常引起

的；同时，多种细胞因子和遗传因素易感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着 DN 的发生与发展[2-4]。DN 的临床表现主要为蛋白尿和肾功

能的渐进性损伤。早期表现为肾体积增大，肾小球滤过率明显

增高，出现微量蛋白尿。中晚期表现为尿蛋白逐渐增多，肾小

球滤过率下降，可伴有水肿和高血压，肾功能逐渐减退。近年

来，临床上尚无治疗 DN 的特效方法，主要通过控制血糖[5]、

血脂[6]、血压[7]，低蛋白饮食、抗氧化剂等方法来延缓 DN 的

发生发展[8]。 

目前，西医西药对 DN 尚无特效治疗的药物。其治疗，仅

仅是对某一方面进行抑制或调节，并不能全面改善患者的病

情、提高生存质量。而且长期服用西药，也存在着继发性失效

的可能。而中医药以其辨证论治、整体观念的特点，在治疗

DN 的过程中，通过降低血糖，减少尿蛋白尿，改善肾功能，

延缓疾病的进程[9]，显示出独特的优势。 

2   DN 的中医病理病机 

在中医范畴内，糖尿病被称为消渴病，而 DN 则属于消渴

病继发的“肾消”“水肿”“关格”的范畴[10]。目前，各医家

对 DN 的中医病机认识尚不统一。 

2.1 肾虚血    

现代学者认为，肾虚血 是 DN 的主要病机。宋述菊[11]

提出，脾胃病机病因是 DN 发病的关键，肾虚为易感因素，痰

肾络、凝滞脉道是其病理变化过程，病理过程中出现的痰湿、

浊毒是病理产物。于卓[12]提出，DN 是糖尿病的迁延，多脏腑

受损，并夹有痰浊、水湿、 血等实邪，是邪实正虚的共同结

果，病位主要在肾，因此肾虚是本， 血是标，肾虚血 ，本

虚标实，虚实夹杂。 

2.2 痰 互结   

吉勤[13]提出，消渴病病程日久，阴虚燥热，灼血为 ，多

尿而致津液亏损，血液稠涩而致 ，或者久病入络而成 ，

血一经形成，即可作为新的致病因素，阻塞肾络，而致肾脏病

变。吴文成[14]认为，DN 是消渴病日久，肾脏血络 阻所致的

气血不化，进而导致“肾气受伤”，故络脉 阻就是主要病机，

强调用化 通络法，解决这个问题。 

2.3 毒损肾络   

朴春丽[15]认为，DN 的中医病机特点主要为本虚标实，本

虚为气血、阴阳、五脏亏虚，标实为血 、痰凝、水停、湿阻、

浊毒内生等，痰 积累肾络，络气阻遏，络脉 滞，蕴邪成毒，

毒损肾络。 

3.4 肾络癥瘕   

戴京璋[16]提出，DN 是由于消渴病久治不愈，伤阴耗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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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热郁 互结，阻于络脉，形成的微型癥瘕，由瘕聚而逐渐癥

积的过程。吕仁和[17]认为，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实质上是消渴

病治不得法，伤阴耗气，痰郁热 互相胶结，形成的微型癥瘕，

由瘕聚而逐渐癥瘕的过程。 

综合以上发现，中医认为久病入络而致 。久病之人，生

理功能严重失调，气血运行障碍，导致 血内生。“ ”是贯

穿 DN 的始终，既是致病因素，又是病理产物[18]。因此，常采

用活血化 、通络的方法药治疗 DN。 

3   单味药对 DN 的作用 

3.1 黄芪   

性微温味甘，归肺、脾、肝、肾经。具有补气固表、利水

退肿、托毒排脓、生肌等功效。药理研究表明，黄芪可通过提

高肾脏的抗氧化能力，减轻 DN 的肾脏损伤，通过下调 Wnt4、

β-catenin 及 TGF-β1 在肾间质中的表达，延缓 DN 大鼠肾间质

纤维化的进程，抑制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过表达等，

起到保护肾功能、改善糖尿病并发症的作用[19-21]。王晓男对中

药黄芪治疗 DN 作了临床疗效的观察，发现，患者在控制饮食

和血糖的基础上加服黄芪颗粒，治疗组的临床疗效好于对照

组。说明中药黄芪可以有效的控制 DN 的进展[22]。 

3.2 水蛭   

药理研究表明，水蛭可通过下调血清Ⅳ型胶原蛋白

（IV-C），显著降低 DN 大鼠早期尿蛋白尿[23]；临床研究表明，

水蛭结合西药，可有效的降低 DN 患者的尿微量白蛋白和尿

N-乙酰-β-D 氨基葡萄糖苷酶／肌酐比值，还可提高肾内皮的滤

过功能，且对 DN 患者内皮功能具有一定的改善作用[24]。 

3.3 赤芍   

性味苦凉，具有清泄肝火，散 活血，止痛的功效。研究

表明，赤芍可抑制肾脏 TNF-α的表达，下调 MCP-1 和 ICAM-1

水平，减少肾脏巨噬细胞的迁移浸润[25]，通过抑制肾脏中 ET-1

的表达而下调 PKC 和 TGF-β1
[26]，改善 DN 早期肾功能。 

4   复方对 DN 的治疗作用 

4.1 补阳还五汤   

由黄芪、当归尾、赤芍、地龙、川芎、红花和桃仁组成，

具有补气、活血、通络的功效。药理研究表明，补阳还五汤可

下调患者血清中的 IL-6 及 TNF-α 的水平，降低早期 DN 患者

的微量蛋白尿[27]；降低早期 DN 患者血清中的 VEGF 及其受体

Flt-1 蛋白的表达，从而保护肾功能[28]。临床实验发现，在常规

治疗方法的基础上加服补阳还五汤 8 周后，能显著降低微量白

蛋白（P＜0.5）、24 h 尿蛋白的排出量（P＜0.05），同时可改善

三酰甘油（P＜0.05）、总胆固醇（P＜0.05）、血液流变学（P

＜0.05）等指标，保护肾功能[29]。 

4.2 六味地黄丸   

由熟地黄、山萸肉、山药、泽泻、牡丹皮和茯苓等组成，

具有滋补肝肾的功效。药理研究表明，六味地黄丸可以通过稳

定 DN 大鼠足细胞 Nephrin 和 Podocin 的表达量，维持足细胞

的结构和功能完整，减少尿蛋白量，延缓 DN 的进程[30]。临床

研究表明，在控制血糖的情况下，六味地黄丸可明显降低 DN

患者的 24 h 尿蛋白尿，改善肾功能，延缓糖尿病肾病进程[31]。 

5   中成药对 DN 的作用 

5.1 脑心通胶囊   

由黄芪、水蛭、地龙、全蝎等 16 味中药组成，具有化

通络、益气活血的功效，常用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药理研

究发现，脑心通胶囊可降低DN小鼠的尿蛋白、血清中的T-CHO

和 LDL-C，肾脏中的纤维连接蛋白和糖基化终产物等，从而保

护肾脏功能，延缓 DN 的进程[32]。余伟军[33]选择 100 例 2 型

DN 患者，常规使用 ACEI 或者 ARB 类药物治疗，其中有 60

例同时服用脑心通胶囊，治疗 8 周。结果发现，脑心通胶囊组

有效率为 95.0%，高于对照组的 70.0%（P＜0.05），说明脑心

通胶囊联合用于治疗 DN，可显著降低减少尿蛋白量，延缓糖

尿病肾病进展，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临床研究发现脑心通胶

囊分别与氯沙坦、颉沙坦联合使用，均可有效改变病人的血糖、

血脂、血液流变学等指标，减轻肾脏组织病理改变、减少尿蛋

白和改善肾功能的作用，延缓 DN 的进程，且疗效显著高于对

照组[34,35]。 

5.2 通脉降糖胶囊   

由黄芪、太子参、玄参、葛根等 11 味中药组成，具有益

气健脾、养阴清热、活血通络的功效。常用于治疗糖尿病及其

并发症。董勇将 86 例 DN 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分别

给予降糖药、降压药、降脂药；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服用

通脉降糖胶囊。两组治疗 6 个月后，发现，治疗组的血清胱抑

素 C（Cys C）、糖化血红蛋白（HbAlc）、血清肌酐（Cr）、肾

小球滤过率（GFR）和 24 h 蛋白尿显著降低，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说明联合使用通脉降糖胶囊可改善 DN 患者的各项指标，

延缓 DN 进程，提高 DN 患者的生存质量[36]。 

5.3 丹红注射液   

由传统中药丹参和红花经现代工艺提取加工而成，具有活

血化 、通脉舒络的功效，常用于心脑血管等疾病的治疗。程

瑶[37]等对丹红注射液治疗 DN 的效果进行观察，两组患者控制

血糖、血压、血脂的方法相同，对照组给予胰岛素治疗，治疗

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丹红注射液。治疗 3 个月后，治疗组

的蛋白尿量、血糖、血脂等均下降，且疗效优于对照组，具有

统计学意义，说明丹红注射液联合胰岛素治疗早期、临床期

DN，效果显著。这可能与丹红注射液可抑制 DN 患者体内的

氧化应激、AGEs 的形成、P 选择素的过表达，改善基质蛋白

代谢、糖代谢，减轻非酶糖基化[38,39]，改善血浆丙二醛血管紧

张素Ⅱ水平和 ET、NO 平衡，抑制脂质过氧化反应，减轻肾小

球损伤，恢复血管张力，增加血流量[40,41]，降低 DN 患者的血

脂及血液高凝状态，减少患者尿微量白蛋白排泄[42,43]等作用有关。 

6   总  结 

DN 是糖尿病较严重的并发症之一，但由于早期发病隐匿，

现有的诊断方法灵敏度低，常不能及早的发现糖尿病的早期损

伤，当临床上持续出现蛋白尿时，肾脏病变已不属于早期。因

此，防治 DN 刻不容缓。西药在治疗 DN 时，在降血糖、降血

压、降血脂等方面具有较好的疗效，即重在治标，但由于 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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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病原因除了高血糖外，还有其他诸多因素的参与。而中医

中药以其辨证施治、整体观念、标本兼顾的特点，不仅能有效

的降血糖，在调整机体功能，提高免疫功能、生理活性和应激

能力，调节物质代谢等方面也具有独特的功能。当中西医结合

治疗 DN 时，可同时发挥中西医的优势，为 DN 的治疗提供新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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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 型糖尿病（T2DM）在中医古籍中有“消渴”之称，中医学对其理论研究、辨证分型、治疗用药等方面的探讨历

史悠久。近 5 年来，中医药治疗 T2DM 的文献日益增多，运用中医药对其治疗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本文着重阐述了其关于治

疗方面的研究，概述了 2 型糖尿病的中医理论研究、内服药物疗法、针灸疗法、气功疗法、饮食疗法等方面的研究进展。展现了

中医药在治疗 T2DM 方面的优势并肯定了其重要临床价值。 

【关键词】2 型糖尿病；中医药；治疗；综述 

【Abstract】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2DM) was verified in ancient Chinese medicine as "Xiaoke". Theoretical study medicine,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other aspects of a long drug treatment are explained in ancient TCM. The past five years,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of T2DM literature is increasing, use of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has made some progress in its research,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esearch on treatment and outlined the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oral drug therapy for type 2 diabetes studied acupuncture, 

qigong therapy, diet therapy and other aspects of progress.It expresses the advantages of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treatment of T2DM and 

clarifies its important clinic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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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型糖尿病（T2DM）是一种高患病率、高致残率的慢性

病，患病人数逐年增多，已成为危害人类身体健康的重大疾病

之一。中医药治疗 T2DM 历史悠久，近年来临床研究表明中医

药防治 T2DM 疗效显著。本文就对近五年来中医药治疗 T2DM

的研究进行综述。 

1   中医理论研究 

郑敏[1]根据脏腑理论，发现 T2DM 的发生发展与肝关系密

切，肝主疏泄，能协调人体气机升降出入。肝失疏泄，则人体

气机紊乱，进而使人体内气血津液输布失调，导致消渴。糖尿

病的发病首先是疏泄失调（胰岛功能紊乱）， 终到阴血耗伤

（胰岛素分泌不足），肝失疏泄是 2 型糖尿病发生发展的基本

病机。从肝论治 2 型糖尿病，经过疏肝、调肝、清肝等使得人

体气机调达，升降有序，使气血津液输布正常，病证自消。岳

仁宋等[2]根据临床观察所见，发现糖尿病早期，多因嗜食肥甘

厚腻、肝失疏泄和脂毒蕴结人体而致火热炽盛，出现咽燥口干、

心烦易怒、多饮多食、尿赤便秘等一派火热征象。依据中医药

在防治糖尿病的优势，结合古代医家的临床实践，总结出了

“消渴早期当从火断”的观点，认为治疗消渴早期的主要治则

是甘寒清热、理糖泄毒，为中医药早期干预 2 型糖尿病提供了

新思路。赵丹丹等[3]立足于中医的整体观念、治病求本及标本

兼顾的观念，提出肝、脾、肾三脏同调治疗 2 型糖尿病的理论；

认为针对 2 型糖尿病的肝、脾、肾三脏同病，正虚与邪实互

见的中医病机，应用中西医结合的理念为指导，建立病证结合

的诊疗模式，体现出中医理论的整体观和辨证施治的特点，有

利于全面系统的治疗 2型糖尿病，从而能指导临床的组方配伍。 

2   内服药物疗法 

2.1 辨证治疗 

郭维等[4]将 T2DM 辨证分为 3 型：①阴阳两虚型，治以滋

阴潜阳，温阳利水，用潜阳封髓汤加减；②痰湿内停型，治以

滋阴润燥，化痰祛湿，用六味地黄丸合柴汤加味；③ 血内阻

型，治以补气养阴，活血通络，用补阳还五汤加减。苏明[5]药

用生黄芪、太子参、柴胡、白芍、生山药、生白术、天花粉、

茯苓、川黄连、石斛、枳壳、甘草以理气疏肝畅中。曾纪斌等
[6]治疗气阴两虚型 2 型糖尿病，处方用黄芪 30 g，天花粉 30 g，

荔枝核 30 g，五味子 5 g，炒苍术 10 g，黄连 10 g，玄参 15 g，

女贞子 15 g，党参 20 g，石斛 20 g，益母草 20 g，丹参 20 g，

玉米须 20 g，经过临床对照观察比较，发现此方能明显改善气

阴两虚型 2 型糖尿病临床症状。 

2.2 专方、专药治疗 

尹春花等[7]选取80例2型糖尿病患者同时给予补阳还五汤

加减治疗，结果较未加服者证候明显改善，且空腹血糖、空腹

胰岛素水平有显著差异。有些学者认为糖尿病主要责之于脾的

运化失职及肾的固摄失司，加之患者常伴有高脂血症、血流变

异常，如周小琳[8]自拟参藤三黄汤以益气化 、清热生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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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固精，药用：丹参、鸡血藤、黄芪、黄连、葛根、生地黄、

枸杞、山茱萸、山药，治疗 30 例，显效 2 例，有效 23 例，无

效 5 例，总有效率 83.3%。马琳等[9]将半夏泻心汤与大柴胡汤

加减得到的辛开苦降方，可改善早期 T2DM 患者的胰岛素敏感

性，降低血糖效果显著。 

2.3 中西医治疗 

赵天豫[10]把处于应激状态下的 70 例 T2DM 患者分为治疗

组 38 例和对照组 32 例，其中治疗组给予胰岛素皮下注射，加

用化 解毒方；对照组给予普通胰岛素皮下注射治疗。疗程为

14 d。观察比较两组患者的血糖总体情况、血糖达标时间、胰

岛素使用剂量、低血糖发生率、 大血糖波动幅度。结果发现

应激状态下的 T2DM 患者，胰岛素联合化 解毒方较单纯使用

胰岛素可缩短血糖达标时间，减少胰岛素使用剂量，降低低血

糖发生率及减少血糖波动。胡军等[11]通过临床观察发现老年 2

型糖尿病患者通过津力达颗粒联合格列齐特治疗较单一使用

格列齐特能更有效地减少血糖的波动，且有利于恢复胰岛 β细

胞功能及胰岛素抵抗的改善。 

3   外治疗法 

3.1 穴位贴敷 

根据庞国明教授“内外治同理同方药，凡内服之药皆可外

用”的观点，开封市中医院内分泌科自制降糖贴贴敷中脘穴以

益气健脾，降低 2 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赵胜等[12]在治疗糖尿

病性周围神经病变时使用中药汤剂外用加以穴位贴敷以温经

活血通络止痛。通过临床观察，中药汤剂联合穴位贴敷能有效

改善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变的临床症状。 

3.2 针灸疗法 

张娜等[13]收集共 203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采用电针联合耳

针进行辨证治疗，1 个月为 1 个疗程，共 3 个疗程。治疗前后

检测相关实验室指标，并分析相关因素（证型、肥胖度、年龄、

病程、病因、诱因）对临床疗效的影响。结果发现治疗后患者

空腹血糖（FPG）、血脂［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

低密度脂蛋白（LDL-C）］、空腹胰岛素（FINS）、胰岛素抵抗

指数（Homa-IR）、空腹瘦素（FLP）较治疗前明显下降（P＜

0.01），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胰岛素敏感指数（ISI）

和胰岛素分泌指数（Homa-β）明显回升（P＜0.01）。证型对临

床疗效无影响（P＞0.05），而肥胖度、年龄、病程、病因、诱

因均影响疗效（P＜0.01）。刘美君等[14]观察 85 例气阴两虚型

T2DM 患者，治以健脾益气、养阴生津、除湿降脂，联合采用

耳针、艾条灸、体针施治。观察 3 个月后患者的相关实验室指

标，发现针灸明显改善了气阴两虚型 T2DM 患者的糖、脂质代

谢及胰岛素抵抗。 

4   运动疗法 

2 型糖尿病发病率呈逐渐上升趋势，一些研究己证实综合

治疗更有利于 T2DM 的康复。而作为祖国医学遗产一部分的气

功，作为干预 T2DM 的发展已被人们重视，李正恩[15]通过研究

初步发现，动功、动静结合、静功的作用效果具有差异，气功

可能在锻炼初期具有稳定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的作用，气功锻

炼对人体糖代谢有改善作用。蒙恩[16]选取 2 型糖尿病患者 20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采用常规处方饮食+饮

食治疗+随意运动，观察组采用常规处方饮食+饮食治疗+太极

拳运动锻炼。3 个月后，对比观察两组患者的空腹血糖（FPG）、

血脂四项[三酰甘油（TG）、总胆固醇（TC）、高密度脂蛋白 

（HDL-C）、低密度脂蛋白（LDL-C）]、糖化血红蛋白（HbA1c）

及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及生活质量，结果发现进行

太极拳锻炼有助于调节 2 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及血脂水平，改

善胰岛素抵抗，提高人们生活质量。 

5   饮食疗法 

张川等[17]选取 73 例 T2DM 患者，试验 8 周，分别于研究

开始前、服用燕麦 1 个月后及停用燕麦 1 个月后记录其体重指

数（BMI）、腰围、收缩压、舒张压、空腹血糖（FPG）、餐后

2 h 血糖、糖化血红蛋白（HbA1c）、血脂四项，给予每位受试

者 50 g/餐 燕麦代替主食。证实了 T2DM 患者进行食疗后可有

效降低 BMI、血脂、空腹及餐后血糖。杨水清、谢利梅[18]通过

观察 117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分为中医饮食养生组及一般糖尿

病饮食组，通过对比发现中医饮食养生干预对社区痰湿型 2 型

糖尿病患者具有良好效果。 

6   结  语 

中医理论体系的两大基本特点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

“辨证论治”是中医临证遣药组方的根本之法，医者通过四诊

采集病人疾病信息，采用脏腑、六经、八纲、卫气营血等理论

加以提炼，综合分析疾病的病因、病机、病性、病位等，以此

立法遣药组方，对病人施治。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疾

病谱的变化，2 型糖尿病发病率及危害日益严重，中医药这一

中华民族的宝藏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如内服中药、中医外治

法、针灸推拿等[19]。而对中医药的研究也日益增加，有些地方

成立了专门的外治研究所，中医研究流派也逐渐增多。 

但目前许多研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①疗效标准不统一；

②临床上缺乏对照研究；③缺乏大样本观察；④中医理论和实

验研究较少。随着近年我国对 2 型糖尿病研究的开展，应加强

中医药对 2 型糖尿病的研究，发挥中医药治疗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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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糖尿病性便秘是糖尿病常见并发症之一，约有 2/3 的糖尿病患者可发生便秘，不仅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同

时也增加了血糖控制的难度，最终可加速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发生、发展。因此，积极治疗便秘，不仅有利于患者血糖的控制，

改善生活质量，同时也有利于延缓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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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iabetic Constipation is a common complication of diabetes; about two-thirds of constipation can occur in diabete 

patients, not only seriously affect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but also increasing the difficulty of glycemic control, and ultimately 

accelerate multiple complication of diabetes disease. Treatment of constipation not only benifit to blood glucose control, also can improve 

quality of life, and delay complications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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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性便秘属于西医学“糖尿病自主神经病变”范畴，

中医学主要指“消渴病”“便秘”。据有关研究显示，约有 2/3

的糖尿病患者可发生便秘[1]。主要是因消渴日久致大肠传导失

司所致，病位在大肠，与肺、脾、胃、肝、肾有关。或因耗气

太过，肺气虚则大肠传导无力，脾气虚则运化失常；或因燥热

内结，津液耗伤导致肠道失润，大便干结，难以排出，阴虚内

热，耗津灼液而为 ，气血不畅，津液不行，则肠道失润而发

为本病；或病久肝气郁滞，疏泄失常，津液不能下渗大肠致肠

道干涩；肾主五液，司二便，肾阴不足，则大肠干涸，肠道失

润，无水行舟而致便秘。其本在于气阴亏虚，燥热、 血为标，

属本虚标实之证。中医注重整体出发、辨证论治，在治疗糖尿

病性便秘方面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和经验，辨证用药恰

当，则疗效显著，且中药品种多样，标本兼治的作用在改善临

床症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防治并发症等方面具有很大的优

势。   

1   糖尿病性便秘的病因病机 

1.1 现代医学对糖尿病性便秘病因的研究 

便秘是糖尿病患者 常见的胃肠道症状之一，约有 2/3 糖

尿病患者会发生便秘[1]，伴明显糖尿病神经病变患者中约 90%

有不同程度的便秘表现[2]。国内有研究显示糖尿病患者便秘发

生率约 48%[3]，流行病学调查表明，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有

10%～15%的健康人群受到便秘的困扰 [4]，亚洲地区约为

14%[5]，可见糖尿病性便秘的发生率明显高于非糖尿病人群。

仝小林[6]认为，便秘是糖尿病难控因素之一，其通过受体前途

径即促进胰岛素对抗激素的分泌来加重胰岛素抵抗。糖尿病性

便秘确切病机尚不清楚，目前认为可能主要与糖尿病自主神经

病变，胃肠激素紊乱，肠道形态学和力学改变，饮食习惯及其

他因素有关。 

1.1.1 自主神经病变 

自主神经病变可能是引起糖尿病排便异常的主要因素，当

病变累及大肠时，则出现大肠功能异常抑或结肠无力，导致便

秘。研究表明，糖尿病便秘患者中 86.9%伴有自主神经病变[7]。

糖尿病引起的内脏植物神经病变，导致进餐时不能刺激神经、

体液对结肠的信号，不能引起十二指肠、结肠反射的集体运动，

出现大肠传导功能异常或结肠无力，表现为便秘[8]。胃肠起搏

细胞亦与糖尿病性便秘关系密切，研究发现糖尿病大鼠结肠组

织内 ICC（结肠 Cajal 间质细胞）表达减少[9,10]，说明糖尿病

性便秘与结肠组织内 ICC 表达减少有关。 

1.1.2 胃肠激素紊乱 

舒血管肠肽（VIP）对胃肠动力起抑制性调节作用，使结

肠运动减弱。结肠肌神经丛中含有 SP 神经纤维，其对消化道

平滑肌有强烈刺激作用，能增强结肠收缩和运动。林琳等[11]

研究发现：糖尿病鼠血浆 VIP 升高，血浆 SP 明显降低，推测

VIP、SP神经纤维在糖尿病结肠运动障碍中起到一定作用。Lysy

等[12]研究发现，糖尿病伴便秘或腹泻患者直肠黏膜 SP 神经纤

维低于糖尿病无便秘或腹泻患者，表明糖尿病肠病病理改变与

SP 神经纤维作用有关。 

1.1.3 肠道形态学及力学改变 

有研究报道显示，在糖尿病状态下，消化道会发生不同程

度的形态学及生物力学特性的重构，亦可能与糖尿病病人的胃

肠功能紊乱有关[13]。丁元伟等[14]认为，直肠壁对容积扩张低敏

感、高耐受、高顺应性是引起便秘的主要原因。孔维等[15]通过

对糖尿病性便秘患者肛门、直肠动力学的研究亦证明糖尿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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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秘患者发病可能与结肠慢传输和直肠的低敏感、高耐受有

关。 

1.1.4 其他方面 

糖尿病患者代谢紊乱，可触发蛋白质过多消耗而呈负氮平

衡，以致腹肌和会阴部肌肉张力不足，致使排便无力。高血糖

致渗透性利尿，致使体内液体大量丢失，肠道失润亦可致便秘。

此外，糖尿病患者（尤其是老年糖尿病患者）因活动量较小，

或食用富含纤维的蔬菜较少，或为了治疗失眠而滥用镇静剂也

是导致便秘的原因之一[16]。  

1.2 中医学对糖尿病性便秘病因病机的研究 

糖尿病性便秘属于中医“消渴病”“便秘”范畴。主要因

消渴日久，大肠传导失司所致。或因病久气阴耗伤，气虚则大

肠传送无力，阴伤津亏则不能滋润大肠而致肠道干涩，或因燥

热内结，津液耗伤，导致肠道失润，大便干结难以排出；或病

久肝气郁滞，疏泄失常，津液不能下渗大肠致肠道干涩，肾主

五液，司二便，肾阴不足，则大肠干涸， 肠道失润，无水行

舟而致便秘。中医认为其病机属“本虚标实”，消渴日久致气

阴两虚，阴津亏耗为本、燥热、 血为患以致腑气不通为标。

庞国明[17]认为消渴病以阴亏为发生根本，气虚是迁延不愈的关

键，气阴两虚是病程中的枢机，阴阳两亏是发展的必然趋势，

血 是造成合并症的主要原因，湿热阻滞是病程中的变证。何

建华[18]认为消渴病便秘病机主要为阴津亏损、燥热偏盛，由于

消渴日久，导致肝郁气滞、气阴两伤、 血阻络，津液不能内

渗大肠致津亏肠燥。临证应抓住病机关键，分清肝病为主还是

脾病为主。若肝气过旺，肝木乘脾，治宜抑肝扶脾；若肝郁气

滞，疏泄不及而土壅失运，治宜疏肝运脾；若脾虚在先，土虚

木乘，治宜扶脾为主、兼疏肝木。迟妍等[19]认为消渴阴虚内热，

日久气虚无力行血而致 血阻络，脏腑经络失去其滋养作用，

功能减退，气血不畅，津液不行，肠道失润而致便秘。同时还

指出消渴病便秘与《伤寒论》中所论“脾约”证相似，但病机

所在仍为津亏肠燥致大便不通。何丽杰[20]指出肾为胃之关，肾

虚关开不合，肾气虚则关门失与常度引起小便清长或便秘。张

会琴等[21]通过对 300 例糖尿病性便秘患者的临床研究发现，其

证候主要以气虚便秘、阴虚便秘、津亏热结便秘为主，其中气

阴两虚夹湿、夹 多见。进而得出糖尿病性便秘主要病机以

气血阴阳俱虚，而重在气阴两虚为本，燥热、湿浊、 血为标，

属本虚标实之证。王会芳等[1]等指出消渴日久气阴两虚，因阴

虚肠道失润，燥屎内结；气虚传导无力，糟粕内停；肠道不通

则气机郁滞，久滞生热，更伤津液而致大便不通。 

综上所述，糖尿病性便秘病位主要在大肠，涉及脏腑主要

有肺、脾、胃、肝、肾。主要因消渴病气阴两虚，日久损伤肠

胃，或病久耗气太过，肺与大肠相表里，肺气虚则大肠传导无

力，脾气虚则运化失常；或因燥热内结，津液耗伤，致肠道失

润，而肾主五液，司二便，或肾精亏耗，肠道干涩，或肾气不

固，小便频数，肠道津亏，无水行舟而致大便干结难下形成便秘。 

2   治疗方法的研究 

2.1 现代医学对糖尿病性便秘治疗的研究 

现代医学治疗糖尿病性便秘尚无疗效确切的方法，主要以

对症缓解症状为主，采取的方法主要有控制血糖，粗纤维饮食，

促胃肠动力药物，营养或修复神经药物等其他方法。 

2.1.1 控制血糖 

积极有效的控制血糖，可以解除高血糖对肠道的抑制作

用，使结肠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尤其应强调早起把血糖

控制在理想范围，防治高血糖所带来的神经损害，从根本上杜

绝本病的产生，才是防治本病的 佳方法。已经发生本病者，

理想的血糖有助于减缓结肠运动障碍的程度，可能减缓结肠神

经肌肉的病变。并注意适度锻炼，这样在增强胰岛素敏感性的

同时也能增强腹肌力量。 

2.1.2 粗纤维饮食 

规律的生活与工作，养成定时排便的习惯，注意增加粗纤

维食物摄入。张筠等[22]研究发现，服用燕麦粥联合莫沙必利对

2 型糖尿病便秘患者有显著效果，且不良反应轻微、耐受性好。

燕麦主要成分为燕麦麸，是一种可溶性纤维素，其能加速胃肠

道运转、吸附水分，使大便松软易于排出。 

2.1.3 促胃肠动力药物 

促胃动力药物如莫沙必利，可以调节胃肠功能、促进肠蠕

动，使水分和脂肪滴更易被干结的大便吸收，大便更易排出，

进而缓解便秘；马来酸曲美布丁对消化道平滑肌具有双向调节

作用，即可改善结肠平滑肌张力低下，而对张力增加的结肠平

滑肌又可降低张力、减少振幅，故对因胃肠功能紊乱引起的食

欲不振、腹胀、腹痛、便秘等症状有缓解作用。两者单用或合

用均可调节糖尿病胃肠功能，有研究显示莫沙必利分散片联合

马来酸曲美布丁治疗便秘的有效率可达 92.6%[23]。 

2.1.4 营养或修复神经药物 

鲁侠等[24]研究发现在控制血糖的基础上，给予甲钴胺、维

生素 B1 等 B 族维生素联合其他对症药物治疗糖尿病顽固性便

秘疗效显著。酸糖酶抑制剂（如依帕司他）可减轻有髓神经纤

维的损伤，改善微血管损伤。周丽华等[25]用依帕司他治疗糖尿

病性便秘，总有效率 89.0%。 

2.1.5 其他疗法 

对于严重糖尿病性便秘患者还可使用泻剂或润滑刻，但泻

剂长期使用可能使肌间神经丛变性，从而使便秘更加顽固，所

以临床中应尽量避免使用，必须使用时用量要尽可能小，用药

周期也尽可能短，能减停者尽量减停，必要时可行清洁灌肠。 

2.2 中医学对糖尿病性便秘治疗的研究 

在中医学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指导下，中医药在糖尿病

性便秘的治疗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李仁铭[26]用补肺润肠方治

疗糖尿病性便秘患者 78 例，以补肺生津，润肠通便，有效率

达 97.4%，优于普博思片。李光荣[27]在阴虚、胃肠结热是消渴

病便秘主要病机的指导下，自制通便降糖胶囊（黄芪、当归、

白芍、赤芍、沙参、玄参、何首乌、桃仁、红花、丹参、忍冬

藤、花粉、知母、大黄、枳壳、枳实）治疗糖尿病便秘 30 例，

总有效率达 93.3%。徐敏丽[28]自拟归蓉三仁汤（生黄芪 15～20 

g，当归 10～15 g，麻仁 10～15 g，桃仁 10 g，肉苁蓉 10～15g，

牛膝 15 g，郁李仁 10 g，白芍 10～12 g，丹参 15～20 g，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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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首乌 20 g）益气养阴，养血活血，润肠通便之法治疗消渴病

便秘取得满意疗效。张爱旗[29]等指出消渴病便秘病机虽繁，但

多以阴虚血燥，气虚不运，夹杂燥热气滞。故单纯用润肠药日

久作用不大，而承气等泻法又易引起正气愈虚等问题，运用消

渴便秘方（生黄芪 30 g，金银花、当归、白芍、威灵仙、火麻

仁、肉苁蓉各 20 g，厚朴 12 g，酒大黄 10 g）加减治疗 115 例

糖尿病性便秘患者，1 剂/d，水煎分早晚 2 次服。7 d 为 1 个

疗程。疗效标准为：治愈：排便通畅，1～2 次/d，腹部无不适

症状；显效：排便明显通畅，1～2 次/d，腹胀减轻；无效：与

治疗前无明显变化。结果治愈 88 例，显效 23 例，无效 4 例，

总有效率 96.5%。杨献丽[30]在消渴病便秘的整体治疗剖析中，

在辨证论治基础上将消渴病便秘分热秘、气秘、虚秘、冷秘四

型，采用中药汤剂口服，取得满意疗效。张继中[31]运用参芪增

液汤治疗糖尿病便秘 42 例，以益气活血，养阴通便有效率达

88.1%，远优于西沙必利。 

3   展  望 

现代医学对糖尿病性便秘治疗方法比较局限，西医治疗本

病只能采取对症处理，疗效一般。而中医则有其自身的优势，

注重整体观念、辨证论治，趋向个体化治疗，加减运用灵活，

能有效减轻患者痛苦，提高生活质量。但中医药也有其不足之

处，中医理论体系虽源远流长，但是缺乏循证医学的研究证据，

另外缺乏大规模的规范性研究，目前中医尚缺乏统一的糖尿病

性便秘诊断标准、辨证分型及疗效评定标准。这种状况限制了

中医药在防治糖尿病性便秘发生、发展方面的推广应用。建立

中医诊疗体系的规范化指标，并根据循证医学的要求进行验

证，开发疗效显著、机制明确、可重复性的中药制剂，是摆在

我们中医事业工作者的艰辛任务，也是非常有前景的有益探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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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中风病中西医结合研究思路 
Researching ideas on treating Apoplexy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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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在缺血性中风病患者中，应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我院收治的缺血性中风病

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分别采用单纯西医综合治疗方案和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观察两组患者的

临床治疗效果。结果：观察组治疗有效率（94.7%）明显高于对照组（76.3%），治疗后的 NIHSS 评分、SDS 评分观察观察组优于

对照组，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治疗缺血性中风病患者疗效更佳，能够改善神经功能缺损情

况，缓解抑郁情绪，促进病情恢复，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中风病；中西医结合；临床疗效；神经功能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ischemic stroke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Methods: Ischemic stroke patients wer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given the integrative medicie therapy. Results: The 

efficiency (94.7%)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76.3%), after treatment NIHSS score, SDS score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The combined therapy for ischemic stroke can get better efficacy, improve the neurological deficit, 

relieve depression, promote disease recovery, is worthy of promotion. 

【Keywords】Stroke; Integrative Medicine; Clinical efficacy; Neurological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5.27.049 

 
中风即人们常说的脑卒中，是临床上常见的脑血管疾病，

具有发病率高、致死率高、致残率高的特点，中老年人是疾病

高发群体。伴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以及人们生活饮食方式

的改变，数据显示该疾病发病人数呈现持续增加趋势，严重危

害患者身心健康[1]。为了探讨临床治疗安全性和有效性，为进

一步开展临床研究打下基础，本文选取我院收治的患者进行分

析，采用中西医结合方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总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资料来源于我院 2013 年 7 月—2014 年 6 月收治的缺血性

中风病患者 76 例，采用数字随机表法分为两组，对照组（38

例）和观察组（38 例）。在对照组中，男性 20 例，女性 18 例；

年龄 45～76 岁，平均年龄（61.5±1.3）岁；病程 2 d～2 个月，

平均（10.2±1.5）d。在观察组中，男性 19 例，女性 19 例；

年龄 44～78 岁，平均年龄（62.0±1.9）岁；病程 1 d～2 个月，

平均（12.8±2.0）d。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差异不大，不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临床诊断标准 

①依据《各类脑血管疾病诊断要点》[2]，患者经颅脑 CT

或 MRI 检查后确诊。②排除精神疾病患者、心肝肾功能不全

患者，认知障碍患者，依从性差无法配合研究患者。 

1.3 治疗方法   

对照组采用西医综合治疗，观察组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 

1.3.1 对照组   

西医综合治疗，参照中国急性缺血性脑卒中诊治指南

（2010）[3]，包括严密监测生命体征，吸氧与呼吸支持、心脏

监测与心脏病变处理、体温控制、血压控制、血糖控制和营养

支持。颅内高压者适当脱水降颅内压，抗血小板聚集，抗凝，

维持水、电解质平衡，改善血循环，脑保护，抗氧自由基等综

合治疗措施，3 周为 1 个疗程。 

1.3.2 观察组   

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中药汤剂通络化痰汤，通络化痰汤

基本方组成：丹参 15 g，当归 15 g，赤芍 10 g，川芎 10 g，桃

仁 10 g，红花 10 g，郁金 15 g，枳实 12 g，陈皮 12 g，天南星

6 g，石菖蒲 10 g，全蝎 5 g，地龙 12 g。加减法：若肝阳上亢

明显者，加天麻 12 g，钩藤 12 g，石决明 30 g；气虚诸证明显

者加黄芪 30 g，白术 12 g，茯苓 12 g。1 剂/d，水煎分 3 次口

服，不能口服者给予鼻饲。治疗 3 周为 1 个疗程，1 个疗程结

束进行评价。 

1.4 观察项目和指标 

①观察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疗效判定标准[4]：显效：

患者中风体征和症状消失，患肢肌力提高 2 级以上；有效：患

者中风体征和症状好转，患肢肌力提高 1 级；无效：患者治疗

前后变化不大，症状依然存在甚至进一步加重。总有效率=显

效率+有效率。②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神经功能缺损程度

和抑郁状态，前者采用 NIHSS 量表进行评定，包括意识、面

肌、语言、肢体运动等项目， 高 45 分， 低 0 分，轻型 0～

15 分，中型 16～30 分，重型 31～45 分。后者采用 SDS 量表

进行评定，分值越高，表明抑郁越严重。 

1.5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统计学分析应用 SPSS18.0 软件，其中治疗有效

率作为计数资料，使用（n，%）表示，采用 x2 检验；神经功

能指标作为计量资料，使用（ ）表示，采用 t 检验。P＜

0.05 说明差异明显，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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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2.1 临床治疗效果   

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为 94.7%，对照组为 76.3%。

经比较可知，两组在治疗有效率上差异明显，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果见表 1。 

表 1  两组在临床治疗效果上的比较 （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38 21 15 2 36（94.7）

对照组 38 17 12 9 29（76.3）

x2 – – – – 5.208 

P  – – – – 0.022 

2.2 神经功能缺损和抑郁状态比较   

两组治疗前的 NIHSS 评分、SDS 评分差异不大，不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均有所改善，观察组评分明显

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见表 2。 

表 2  两组在治疗前后神经功能缺损和抑郁状态的比较 （ ,分） 

NIHSS 评分 SDS 评分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38 33.6±5.4 14.8±2.6* 41.5±6.3 32.1±3.6*

对照组 38 34.1±5.7 18.3±3.1 41.2±6.7 36.4±3.8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 

3   讨  论 

中风作为一种脑血管循环障碍疾病，危险因素多，病情严

重，已经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难治性疾病。尤其患者发病后出

现肢体功能、语言功能障碍的概率较高，增加了家庭治疗负担，

如何提高治疗效果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课题。 

缺血性中风急性期与恢复期治疗同样关键，目前西医综合

治疗与单纯中医治疗的效果已有限，难有突破。如何开辟新的

途径以获取更好的疗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研究重点。以往无

论西医与中医治疗各自以自己的思路为出发点，不能有机的结

合起来。我们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疾病发生、发

展有其必然性和规律性，认识疾病要从根本抓起，中西医学虽

理论体系不同，但研究对象一致，所以要发挥各自的优势。将

西医综合治疗与中医辨证施治相结合，对症支持治疗以西医为

主，“治病求本”中医为主，这样标本兼治，发挥出更好的疗

效。 

缺血性中风病病因多为气虚、痰浊、 血所致。多因患者

年老体弱或久病伤正，正气亏虚。气为血帅，气虚则血 。或

患者嗜食肥甘厚味，伤及脾胃，运化失常，致水谷不化，内生

湿浊，日久生 ，痰 互结。亦有脾虚湿盛体质，忽逢气温骤

降，风邪入里，伤及脉络，引动痰湿，风痰痹阻，致气血不行，

脉络不通，肌肉筋脉无以濡养而见“三偏”“失语”之证。 

历代医家对中风的病机都有深刻阐述，归纳起来，不外虚、

火、风、痰、 、气六端，其中以肝、肾、阴精、气血亏虚为

本，风、火、痰、 、气为标，它们在一定条件下相互影响、

相互作用而发病，形成了证候的多样性。但风、火、痰、气阻

滞经脉，造成血 ，痰 互结，进一步加重经脉阻塞。因此痰

浊和 血是中风病的致病因素和主要病理产物，二者往往相互

交结，相兼为病。在中风病病理中，痰 互结作为核心影响因

素，贯穿于疾病发生、发展、变化的全过程。 

根据中风病的病因病机，我们结合以往的临床研究经验，

研究患者的体质、年龄、环境、气候等影响因素，辨证组方筛

选药物，选用丹参、当归、桃仁、红花、赤芍、川芎、郁金活

血化 、行气通络，枳实、陈皮、天南星、石菖蒲理气化痰开

窍，全蝎、地龙虫类药搜风通络。并根据患者兼挟证不同，而

给予平肝潜阳或益气健脾。 

现代药理对活血化 中药研究较多，已证实丹参、赤芍、

桃仁、红花等具有调节血脂、抑制血管平滑肌、保护动脉内皮

细胞不受损伤以及抗氧化等作用，可改善脑梗死患者血黏度，

降低血流阻力[4]。丹参、赤芍还具有增强纤维蛋白溶解的作用，

以及能改善缺氧后的组织代谢，促进组织细胞的修复。当归、

红花、川芎具有抗血栓、抗血小板聚集的作用，能加快血液流

动，解除微血管痉挛和红细胞聚集，抑制由 ADP 诱导的血小

板聚集。 

当归可以保护动脉防止硬化，通过扩张冠脉血管来增加血

流量；白术和茯苓可提高肌体免疫力；天麻、地龙、全蝎等有

降压作用。赵杨等人的研究报道称，该汤药在扩张血管、阻止

血小板凝集、降低血液黏度的同时，还能够改善微循环，增加

脑部血流量，提高免疫力[5]。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 38 例患者治疗有效率为 94.7%，

高于对照组的 76.3%。治疗后 NIHSS 评分为 14.8 分，SDS 评

分为 32.1 分，均优于对照组的 18.3 分、36.4 分。可见，中医

辨证施治与现代医学结合共同发挥协同作用，临床疗效大有提

高。临床研究证实：通络化痰汤配合西医综合疗法治疗缺血性

中风病疗效显著提高，值得临床推广运用。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应该是辨证方法要容易掌握，各项指标能够量化，组方及药物

筛选进一步优化，以期达更好疗效，且远期效果及生活质量提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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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乳药膳对促进剖宫产后乳汁分泌的效果观察 
Observation on effects of inducing-lactation medication diet  

on lactation after caesar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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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催乳药膳对剖宫产后产妇乳汁分泌的效果。方法：随机将 200 例剖宫术后的产妇分为药膳组（100 例）

和对照组（100 例）。对照组采用产科常规饮食，药膳组在产科常规饮食基础上，每天加服中药催乳药膳，比较两组产妇产后 3 d

的泌乳情况。结果：药膳组产妇产后 3 d 泌乳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催乳药

膳对剖宫产后产妇乳汁分泌有促进作用。 

【关键词】催乳药膳；剖宫产；泌乳量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inducing-lactation medication diet on lactation after caesarean. Methods: 200 

parturients after caesarean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medication diet group(n=100)and control group(n=100).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obstetrical regular diet and the medication diet group was administrated with inducing-lactation medication diet. The lactations for 

the first 3 days after caesarean were compared．Results: The effective rate for lactation in the medication die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1).Conclusion:The inducing-lactation medication diet 

may promote lactation for parturients after caesarean. 

【Keywords】Inducing-lactation medication diet;Caesarean;Lactation qua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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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是婴儿 佳的天然食物，它含有 4～6 个月内婴儿所

需的全部营养素，其中所含有的各种营养成分 适宜婴儿的消

化吸收，是全球公认的 佳婴儿喂养方式。近年来，由于现代

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生活方式的改变、高龄产妇的增多、剖宫产

率的上升、产后出血过多、精神过度紧张等因素，乳汁分泌不

足的发病率有上升趋势。 

中国营养学会于 2015 年 8 月 2 日首次发布《婴儿喂养指

南》（0～6 个月），共 6 条，其中第一条就是产后尽早开奶，

坚持新生儿第一口食物是母乳；第二条是坚持 6 个月龄内纯母

乳喂养[1]。新指南的发布进一步诠释了母乳是婴儿 理想的不

可替代的天然食物，初乳更是新生儿 1周内 佳的天然营养品。

产后乳汁分泌与泌乳量充足是促进与保障母乳喂养成功的关

键，产后 初几天促进乳汁分泌对增强母乳喂养的信心至关重

要。近年来，剖宫产率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 20%猛升至 50%

左右[2]，为了提高剖宫产后产妇的母乳喂养率，促进剖宫产后

的乳汁分泌，我院临床营养科与中西医结合科、产科联合开发

了催乳药膳，于 2013 年 1 月—2014 年 6 月用拟催乳药膳对剖

宫产后产妇使用，取得较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3 年 1 月—2014 年 6 月在我院行剖宫产术后的产

妇 200 例，孕周 37～42 周，年龄 22～33 岁。产妇均乳房发育

正常，营养状况良好，母婴健康，无妊娠并发症和内外科合并

症者，新生儿为正常发育的单胎儿，Apgar 氏评分为 8～10 分，

所有产妇自愿接受院内提供的产妇饮食。随机分为药膳组和对

照组两组，每组各 100 例。两组产妇在年龄、身高、体重、手

术持续时间及新生儿发育等方面经统计学处理无显著性差异

（P＞0.05），具有可比性。 

2   治疗方法 

2.1 对照组   

对产妇及新生儿进行产科常规处理：30 min 内母婴体肤亲

密接触，术后母婴同室，按需哺乳，早期无乳时可适当喂少量

清水，初乳出现较迟或乳汁分泌量少不能满足新生儿需要时可

适当添加奶粉等辅食。产妇术后 6 h 给予少量清流质饮食，以

促进排气，排气后给予正常的产妇饮食，包括米饭、粥、面条、

肉类、鱼汤等。 

2.2 药膳组   

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催乳药膳。组方：党参 20 g，黄

芪 20 g，当归 20 g，王不留行 20 g，穿山甲 20 g，通草 10 g，

猪蹄 2 个[3-4]。煎煮方法：将上方放入砂锅中，加水约 1000 ml，

浸泡 0.5 h，炖至熟烂，趁热食肉饮汤。2 次/d，400 ml/次，连

服 3 d。随症加减：若腰酸、腰痛，加桑寄生、熟地、杜仲补

肾益精；恶露多加益母草、川牛膝活血化 ；纳差、腹泻加茯

苓、白术、山药健脾利湿；腹痛加蒲黄、延胡索化 止痛。 

2.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产妇 72 h 内乳汁分泌量的变化情况 

3   疗效观察 

3.1 疗效评定标准 

乳量充足效果评价标准[5]：显效：产妇乳量明显增多，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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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充足，有下奶感，婴儿满足，体重增加；有效：产妇乳量有

增加，但未达到充足指标，产后 7 d 婴儿体重可恢复至出生时

体重以上；无效：产妇乳量无明显增多，新生儿出生后 7 d 未

恢复至出生时体重。总有效率=显效率+有效率。  

3.2 结果 

两组产妇泌乳有效率比较见表 1。由表 1 可见，药膳组在

24 h、48 h 和 72 h 内泌乳有效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 1   两组产妇泌乳有效率比较   [n（%）] 

24 h 48 h 72 h 
组别 n 

无效 有效 显效 总有效率 无效 有效 显效 总有效率 无效 有效 显效 总有效率

药膳组 100 13 54 33 87.0 3 32 65 97.0 1 14 85 99.0 

对照组 100 54 28 18 46.0 32 29 39 68.0 14 33 53 86.0 

x2 – 37.73 – – – 29.13 – – – 12.98 – – – 

P – < 0.01 – – – < 0.01 – – – < 0.01 – – – 

4   讨  论 

剖宫产手术因手术刺激及麻醉影响，术中出血，机体的应

激反应，切口疼痛、手术前后的禁食，产妇的情志变化，均导

致津液耗伤，术后脾胃呆滞、升降失常，气血的大量损耗及化

生乏源导致产妇气血亏虚。《诸病源候论》中认为“产后乳无

汁侯，即产则血水俱下，津液暴竭，经血不足”《景岳全书·妇

人归》认为“妇人乳汁，乃冲任气血所化，故下则为经，上则

为乳。若产后乳迟乳少者，由气血之不足，而有或无乳者，其

为充任之虚弱无疑也”。《傅青主女科》认为“妇人产后绝无点

滴之乳，人以为乳管之闭者也，谁知是气与血之两涸乎。夫乳

乃气血之所化而成也”，女子以肝为先天之本，肝主藏血，主

疏泄，乳房、协肋为肝经所布，故乳汁分泌跟肝气的疏泄有关，

乳汁乃气血化生，资于冲任，赖肝气疏泄与调节，气血生化乏

源，肝失条达，影响乳汁的疏泄，故剖宫产产妇术后易发生缺

乳。津液血乳同源，由后天脾胃摄入的水谷精华所化生，中医

认为气无形，血有形，有形不能速生，必得无形之气以生之，

本方中当归既能补血、又能活血；辅助改善产妇的机体气血虚

弱，补血生血，通络行乳，黄芪补气升阳，与当归配伍，有益

气生血之效；党参补气养血；气血双补。李时珍《本草纲目》

中提到“穿山甲、王不留行，妇人服了乳长流”，本方中王不

留行为通血脉，下乳汁之圣品，穿山甲入阳明经、厥阴经，气

味腥而窜，能通达经络，疏通气血而下乳，《本草纲目》“通草

色白而气寒，味淡而体轻……入阳明胃经，通气上达而下乳

汁”，通草活血通经，下乳，祛 散结，联合穿山甲、王不留

行增强疗效。猪蹄具有润化脉管的作用。诸药合用，既有催乳

通乳之效，又可调理机体气血、通利血脉，推陈荡滞，助产妇

产后子宫及内脏功能修复。 

 

母乳营养均衡、配比 佳是婴儿 理想不可替代的天然食

物，初乳更是新生儿 1 周内 佳的天然营养品。国家卫生与计

划委员会 2014 年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母乳喂养率在 16 年间

下降了近 40%，我国 0～6 个月婴儿纯母乳喂养率为 27.8%，

其中农村为 30.3%，城市仅为 15.8%，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1]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为提高产妇对母乳喂养的认识，全面

提倡母乳喂养，我院临床营养科与中西医结合科、产科建立协

作机制，共同开发催乳药膳。并且在药膳的基础上，我院营养

食堂提供产妇饮食，每日六餐，营养均衡，食物种类齐全。 

药膳食疗是祖国医学宝库中的珍宝，它是中国传统的医学

与烹调相结合的产物，药、食进行组方配膳。集营养和药物的

双重治疗作用，起到食借药力，药助食功的协同作用。本组采

用的药膳食疗方既经济又简便，无毒副作用，对促进剖宫产术

后乳汁分泌效果显著，并且易被产妇接受，值得临床推广。 

为了响应中国营养学会于 2015 年 8 月 2 日正式发布的《婴

儿喂养指南》（0～6 个月），我们要积极倡导纯母乳喂养。鉴于

目前全面提倡母乳喂养，所以催乳药膳的推广很有必要。母乳

喂养，爱是唯一；母乳喂养，用爱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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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配合关节松动手法治疗肩周炎 41 例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Periathritis of Shoulder Treated by Acupuncture and 

Joint Mob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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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对针灸配合关节松动手法治疗肩周炎的效果进行分析探讨。方法：将我院 2014 年 1 月—2015 年 2 月收治

的 82 例肩周炎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对照组 41 例患者行关节松动术治疗，观察组 41 例患者在关节松动术治疗的基础上

加用针灸治疗，对比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结果：观察组的治疗有效率为 97.6%，对照组的治疗有效率为 80.5%，观察组的治疗

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对肩周炎患者采用针灸配合关节松动手法治疗可有效提高疗效，

促进患者肩关节功能的恢复，缓解患者疼痛，值得推广。 

【关键词】针灸；关节松动；肩周炎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and explore the effect of acupuncture and joint mobilization on periathritis of shoulder. Methods: 

82 cases of periathritis of shoulder patients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4 to February 2015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41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joint mobilization. 41 cas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on basi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acupuncture. The curative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7.6%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80.5%. The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 Treating patients with periarthritis of 

shoulder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urative effect, promote the patients to make a recovery and relieve the pain of the patients. 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Keywords】Acupuncture;Joint mobilization;Periarthritis of shou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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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周炎又叫冻结肩、粘连性关节炎等，是由肩关节周围软

组织病变引起的肩关节功能障碍，多发于 40 岁以上人群，且

女性多于男性[1]。该病的主要临床症状为肩关节肌肉萎缩、活

动受限等。研究指出，关节松动术为现代康复治疗的常用技术，

有着针对性强、见效快等优点，容易被患者所接受[2]。我院近

年来对肩周炎患者采用针灸联合关节松动手法治疗，取得理想

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我院 2014 年 1 月—2015 年 2 月共收治 82 例肩周炎患者，

所有患者均符合《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中关于肩周炎的诊

断标准[2]：①肩关节疼痛，有拘紧感，多伴有向前臂及颈部的

放射状疼痛；②肩关节周围存在压痛；③肩关节肌肉萎缩，因

疼痛导致活动受限；④肩关节活动受限，以后伸、外旋、外展、

前屈时加重。⑤经肩部 X 线片检查，晚期存在骨质疏松。 

纳入标准：①符合肩周炎的相关诊断标准；②年龄 45～65

岁；③治疗依从性较好。 

排除标准：①合并有严重恶性疾病、精神疾病、痴呆及妊

娠者；②合并有严重脑血管、心、肾等器官疾病；③骨折未愈

合患者；④关节畸形炎症。 

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对照组 41 例，其中男性

14 例，女性 27 例；年龄 44～62 岁，平均年龄为（54.8±3.5）

岁；病程为 1～11 个月，平均病程为（4.7±1.5）个月。观察

组 41 例，其中男 17 例，女 24 例；年龄为 41～68 岁，平均年

龄为（55.7±4.2）岁；病程为 0.5～14 个月，平均病程为

（5.2±1.7）个月。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病程等基本资料

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入院后均行肩部电疗及镇痛消炎药治疗。对照组

患者行关节松动术，治疗前嘱患者放松全身，取仰卧位，按照

患者的病情及身体状况不同，选择不同手法的关节松动术。对

因疼痛而关节受限者，在关节活动许可范围内，对关节有节奏

的进行推动，注意不要接触关节活动起始段与终末端；对伴有

关节僵硬患者应在关节活动范围内，有节奏、大范围的进行推

动，注意接触到关节活动的终末端；对关节周围粘连挛缩引发

关节僵硬患者应于关节活动的终末端进行有节奏、小范围的推

动，注意接触到活动范围的终末端。20 min/次，1 次/d，10 d

为 1 个疗程，持续 3 个疗程。 

观察组患者在推拿松动手法治疗的基础上加用针灸疗法，

推拿松动手法同对照组。针灸疗法如下：患者行侧卧位，充分

暴露患侧，并对皮肤进行常规消毒。取阿是穴、肩贞、肩前及

曲池穴位，以 25～30 号针灸针垂直、快速刺入皮肤，在进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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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进行提插，捻转补泄手法，再以艾卷（2 cm）插于针尾，

以圆形皮纸遮盖针身周围皮肤，以免皮肤受到灼伤，再将艾卷

点燃，在艾卷烧完冷却之后起针。1 次/d，10 d 为 1 个疗程，

持续 3 个疗程。 

1.3 疗效评价 

以参考文献标准对治疗效果进行评价[3]：痊愈：肩部疼痛

完全消失，肩关节功能基本或完全恢复，肩关节前屈 150°以上，

外展 150°以上；显效：肩部疼痛明显缓解，肩关节外展 90°～

120°，内外旋转 30°～45°，前屈 120°～150°；有效：肩部疼痛

有所缓解，功能有所改善，但是活动受限；无效：临床症状及

体征没有改善，甚至加重。治疗有效率=（痊愈+显效+有效）/

小组人数×100.0%。 

1.4 统计学处理 

将所得数据录入 SPSS22.0 软件进行处理分析，对计数资

料以 x2检验，以百分数（%）的形式表示，对计量资料以 t 检

验，以（ ）的形式表示，当 P＜0.05 时，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  果 

观察组的治疗有效率为 97.6%，对照组的治疗有效率为

80.5%，观察组的治疗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两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对比  （n，%） 

组别 n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观察组 41 27 10 3 1 97.6 

对照组 41 20 9 4 8 80.5 

x2 7.905 

P <0.05 

3   讨  论 

肩周炎是中老年人常见病，多由劳损及其他原因引起的滑

囊、关节囊及韧带组织病变，该病能够自愈，但是在一定时期

会导致肩部疼痛，并导致肩关节活动受限[4]。关节松动术是以

徒手被动运动治疗关节疼痛、功能障碍的方法[5]。针灸可有效

活血化 、缓急止痛、通经活络等，是肩周炎治疗的理想方法[6,7]。 

本研究中，观察组的治疗有效率为 97.6%，明显高于对照

组的 80.5%（P＜0.05），原因为针灸联合关节松动手法治疗肩

周炎可有效促进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症状，从而有效改善患者

的肩关节功能，提高治疗效果。 

总之，以针灸配合关节松动手法治疗肩周炎可有效缓解患

者的疼痛症状，促进肩关节功能恢复，提高治疗效果，值得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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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证取穴结合背俞穴贴敷法治疗中风临床分析 
A clinical analysis of treating stroke by the acupoint sticking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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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辨证取穴结合背俞穴贴敷法治疗中风临床应用效果。方法：选取我院于 2014 年 1—12 月收治的 88 例

中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探讨辨证取穴结合背俞穴贴敷法治疗中风临床应用效果，对照组给予背俞穴贴敷法治疗，研究组给予辨

证取穴针刺法联合背俞穴贴敷法治疗。结果：研究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高达 90.9%，对照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仅为 77.3%（P＜0.05）。

结论：对中风患者给予辨证取穴针刺法联合背俞穴贴敷法治疗可获得更为理想的临床疗效。 

【关键词】中风；辨证取穴针刺法；背俞穴贴敷法；应用效果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effects of acupoint sticking therapy on stroke in TCM differentiation. Methods: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acupoint sticking therapy, and the research group was treated with acupuncture plus acupoint sticking therapy.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90.9% in the study group, and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77.3% (P<0.05) i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TCM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for stroke by acupuncture plus acupoint sticking therapy can obtain more ideal clinical efficacy. 

【Keywords】Stroke;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cupuncture; Acupoint sticking therapy; Application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5.27.052 

 

中风是临床常见病、多发病，患者大多起病急、病情进展

迅速、致残率及致死率均较高，严重威胁其生活质量及生命安

全。本文为提高中风患者疗效及预后，特选取我院于 2014 年 1

—12 月收治的 88 例中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探讨辨证取穴结

合背俞穴贴敷法治疗中风临床应用效果，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88 例中风患者中男性 53 例，女性 35 例；年龄 47～89 岁，

平均年龄（71.82±2.13）岁；病程 7 d～3 年，平均病程

（0.67±0.12）年；疾病类型：脑梗死 59 例、脑出血 23 例、

脑出血并脑梗死 6 例。按照前来就诊序号（单、双）将 88 例

中风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单）、对照组（双）（每组 44 例），

两组上述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P＞0.05）。 

1.2 方法   

1.2.1 研究方法   

对两组中风患者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对照组给

予背俞穴贴敷法治疗，研究组给予辨证取穴针刺法联合背俞穴

贴敷法治疗（其中背俞穴贴敷法同对照组）。记录两组中风患

者临床治疗效果，将所得数据经专业软件实施统计学检验。 

1.2.2 治疗方法   

①辨证取穴针刺法：主穴选择大椎、尺泽、太溪、关元、

风府、极泉、内关、复溜、水沟、委中、气海，根据患者实际

表现辨证选取配穴，其中风痰阻络者加合谷、丰隆；口角歪斜

者加颊车、太冲、地仓、合谷；肝阳暴亢者加太冲、太溪；下

肢不遂者加阳陵泉、太冲、三阴交、环跳、阴陵泉、血海、梁

丘、悬钟；上肢不遂者加曲池、肩髃、合谷、外关；饮风内动

者加肾俞、太溪；舌强语蹇者加廉泉、哑门、通里；针刺手法

为内关捻转泻法、三阴交提插补法、水沟雀啄法、尺泽及委中

直刺、极泉提插泻法，其余各穴给予按需补实法，加电针刺激

30 min，1 次/d，10 d 为 1 个疗程，共治疗 4 个疗程为宜；②背

俞穴贴敷法：取穴肝俞、肾俞、心俞、脾俞（均双），方剂组

成为天麻 30 g，桂枝 30 g，桑寄生 45 g，川断 30 g，麝香 1 g，

丹参 30 g，菊花 30 g，川芎 30 g，黄芪 90 g，三七 30 g，全蝎

20 g，龟甲 20 g，蜈蚣 15 条，当归 30 g，怀牛膝 45 g，红花

30 g，桑枝 30 g，水蛭 20 g，生白芍 30 g，准确称量后研磨，

按照 1︰3 与凡士林混合调匀，储存于膏缸中待用，取用时将

约与黄豆大小相等药膏放置于 15 mm 见方胶布中央，贴于上述

穴位表面，1 次/d、每次贴敷持续 24 h，10 d 为 1 个疗程，共

治疗 4 个疗程为宜。 

1.2.3 疗效判断标准   

根据中风患者治疗前后临床症状、肌力变化情况判断其疗

效：①基本治愈：无意识障碍，可独立行走，具有清晰的语言

表达能力，经检测瘫痪肢体 V 级肌力；②显效：无意识障碍，

经检测可知瘫痪肢体肌力较治疗前恢复幅度不小于 II 级，可顺

利完成日常交谈；③好转：意识障碍情况较治疗前显著改善，

经检测可知瘫痪肢体肌力较治疗前恢复幅度在 II 级以下，语言

表达能力较治疗前有所改善；④无效：经治疗后各项临床表现

较治疗前无变化甚至加重。 

1.3 统计学方法   

将上述研究所得数据采用（SPSS）统计学给予相关分析，

计量资料进行 t 检验，计数资料用 x2检验，当 P＜0.05，有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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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意义。 

2   结  果   

两组中风患者经上述不同方法治疗后，研究组临床治疗总

有效率高达 90.9%，对照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仅为 77.3%，对

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研究组临床治疗效果

显著优于对照组，见表 1。[总有效率＝（基本治愈数+显效数

＋好转数）/总患者数×100.0%] 

表 1   两组中风患者临床疗效对比   [n（%）] 

组别 基本治愈 显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 

研究组 19（43.2） 13（29.6） 8（18.2） 4（9.1） 40（90.9）* 

对照组 16（36.4） 11（25.0） 7（15.9） 10（22.7） 34（77.3） 

注：与对照组对比，*P<0.05 

3   讨  论   

研究表明[1]，针刺是中医常用疾病治疗方法，对中风患者

实施针刺治疗可显著改善脑组织微循环状态，对血管内皮具有

积极的保护作用，有效抑制兴奋性氨基酸释放量及脑组织内钙

含量， 终达到改善脑缺血状态的治疗目的。研究显示，对中

风患者给予针刺治疗应遵循急则以治标、祛邪为主，急性期治

疗的关键因素为防止清窍闭塞，而恢复期、后遗症期患者则以

益气活血、育阴息风、扶正祛邪为治疗原则，其中任脉经穴为

气海、神阙、关元，督脉经穴为太溪、太冲、血海、复溜、阳

陵泉、风府、人中、内关、大椎、三阴交、曲池、合谷、水沟

等，任脉为诸阴之汇，督脉为诸阳之会，诸穴联用可达正气得

助、调节阴阳、行气活血之功效。此外有研究显示[2]，经辨证

取穴针刺法有效避免中风患者间存在个体差异导致的单一治

疗效果不理想情况，根据患者实际表现提供针对性的取穴方

案，临床疗效及预后均较为理想。本文研究可知，对照组经单

纯背俞穴贴敷治疗后临床总有效率仅为 77.3%，治疗效果较差；

研究组给予辨证取穴针刺法联合背俞穴贴敷法治疗总有效率

高达 90.9%，治疗效果显著优于对照组，与张海龙[3]等人研究

结果相符。 

综上所述，对中风患者给予辨证取穴针刺法联合背俞穴贴

敷法治疗可获得更为理想的临床疗效，有利于保障患者生活质

量及生命安全，值得今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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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髋关节骨折内固定治疗失败后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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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analysis of hip arthroplasty after senile hip internal fracture fixation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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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老年髋关节骨折内固定治疗失败后运用人工髋关节置换术治疗的效果。方法：研究我院在 2013 年 5

月—2015 年 5 月接诊的 40 例老年髋关节骨折内固定治疗失败患者，其中股骨转子间骨折 18 例 ，股骨颈骨折 22 例，其中采用全

髋关节置换者为 24 例，双极人工股骨头置换者 16 例。观察治疗后各效果指标。结果：在治疗半年后，髋关节 Harris 评估中，优

为 15 例，良为 18 例，可为 5 例，差为 2 例，优良率为 82.5%。术前髋关节 Harris 评分为（42±7）分，术后半年评分为（86±9）

分；所有患者中心肌梗死和肺部感染各 1 例死亡。结论：老年髋关节骨折内固定治疗失败后运用人工髋关节置换术治疗可以有效

的保证治疗优良率，加快术后恢复。 

【关键词】老年骨折；髋关节骨折；内固定失败；人工髋关节置换术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failure in elderly hip fracture fixation after  the treatment using artificial hip replacement therapy. 

Methods: The hospital recorded total 40 cases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hip fracture fixation failure from May 2013 to May 2015. Among 

those 40 cases: 18 cases had intertrochanteric fracture and 22 cases had femoral neck fracture where 24 cases were treated with  the use of 

total hip replacement and  16 cases with bipolar hemiarthroplasty.The performance metrics were observe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for six months Harris hip evaluation was carried an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5 cases were excellent, 18 cases were good and  5 

cases were satisfactory and the results were bad in 2 cases, The good rate was 82.5%.Preoperative Harris hip score was (42 ± 7)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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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six months the score was (86 ± 9) points; among all patients of myocardial infarction and pulmonary infection 1 patient died. 

Conclusion: in elderly hip fracture fixation failure using hip arthroplasty for treatment can effectively guarantee excellent rate, to achieve 

faster surgery recovery effect. 

【Keywords】Elderly fractures; Hip fracture; Internal fixation failure; Hip arthroplast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5.27.053 

 

髋关节骨折主要以股骨转子间与股骨颈骨折为主，同时在

老年患者中较为高发，主要是因为老年患者机体衰退，骨头脆

性更大。而在治疗上需要以尽快下床活动来降低骨折的并发症

和致死率。常用方式多以内固定术治疗，但是会存在治疗失败

可能，据相关数据了解，股骨转子间骨折的失败率为 5%，而

股骨颈骨折失败率为 15%。手术失败后由于不再属于新鲜骨

折，因此其手术难度会进一步提升，一般采用人工髋关节置换

术来处理[1]。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我院在 2013 年 5 月—2015 年 5 月接诊的 40 例老年髋

关节骨折内固定治疗失败患者，其中股骨转子间骨折 18 例，

股骨颈骨折 22 例，年龄 61～85 岁，平均年龄（75.9±11.4）

岁；男性 22 例，女性 18 例；内固定治疗与髋关节置换术治疗

间隔时长 6～54 个月，平均时长（31.5±11.5）个月。失败案

例中，骨折不愈合为 11 例，骨折愈合畸形为 3 例，内固定松

脱为 7 例，内固定断裂为 3 例，创伤关节炎为 3 例。 

1.2 方法 

手术前需要做有效的手术身体检查，排除禁忌证问题，同

时对患者疾病做有效了解，做好手术准备。同时做好肢体肿胀

患者的血管彩超，检查是否有血栓。如果活动能力差，应使用

低分子肝素防止血栓，但是需要在术前 1 d 做停药，在术前半

小时做抗生素来抗感染防治。 

患者采用全麻或者硬膜外麻，取侧卧位，在髋关节的后外

侧做手术入路，切口为 15～20 cm，分离皮肤及皮下组织，为

了让内固定物顺利取出，可以将切口适度的延长。将内固定治

疗的手术瘢痕切除，取出内固定物，取出股骨头探查且做好髋

臼的清理，如果没有软骨的异常退变，同时没有显著的骨性关

节炎，患者机体状况差，可以采用双极人工股骨头置换处理。

对于股骨转子间骨折者，如果存在小转子骨折或者股骨距的骨

折移位情况，无法有效的支撑人工假体，可以选择股骨长柄型

假体。骨质疏松患者应该采用水泥型假体，具体假体选择需要

依据患者年龄、身体状况等多方面综合考虑。如果股骨的大小

转子存在未愈合的情况，同时有移位者，在复位处理后要做好

钢丝捆绑稳固。如果对关节有感染性怀疑，可以将其关节中的

增生组织、关节囊等组织做病理检查。如果中性粒细胞低于 5

个为非感染情况，如果在 15 个以上则可以认定为感染，并进

行相关处理[2]。 

1.3 评估观察 

评估观察患者治疗前后的髋关节 Harris 评估情况，满分为

100 分，优：90 分以上，良：80～89 分，可：70～79 分，差：

70 分以下者。同时评估治疗前后该功能评分对比。 

2   结  果 

其中采用全髋关节置换者为 24 例，双极人工股骨头置换

者 16 例；运用骨水泥性假体者为 18 例，运用加长柄为 8 例，

运用生物性假体为 22 例，运用加长柄为 11 例。在治疗半年后，

髋关节 Harris 评估中，优为 15 例，良为 18 例，可为 5 例，差

为 2 例，优良率为 82.5%。术前髋关节 Harris 评分为（42±7）

分，术后半年评分为（86±9）分；所有患者中心肌梗死和肺

部感染各 1 例死亡。 

3   讨  论 

除了手术治疗，术后的治疗配合也尤为重要[3]。术后需要

穿戴防旋鞋来保持患者的外展中立性体位；同时做抗生素滴

注，进行 7～10 d 的低分子肝素钙的皮下注射，同时做好血常

规检查，如果有血小板降低、皮下出血或者切口出血等，需要

将低分子肝素钙替换为利伐沙班。同时可以进行抗骨质疏松治

疗。在术后首日要行坐位，进行股四头肌的收缩训练，同时翻

身叩背与雾化吸入治疗，避免肺部感染；术后的 24～48 h 依据

引流情况做引流管撤除。引流管取出后进行下地站立、助行器

辅助行走及床边训练。其中生物性假体术后 1 周可以做部分负

重下地训练，骨水泥性假体需要术后第 3 d 开始下地训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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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矫正截骨和距下关节融合治疗跟骨畸形愈合 
Treatment of Calcaneal Deformity by Three Facial Correction  

and Fusion of the J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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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跟骨畸形愈合后手术矫正的方法和疗效。方法：2008 年 6 月—2013 年 8 月，对 23 例 27 足畸形愈合的

跟骨骨折，采用三面矫正的关节外截骨、原位距下关节融合术进行治疗。结果：23 例患者均获得随访，平均时间 24 个月（18～

48 个月）。截骨及距下关节融合处 12～16 周均获得愈合，愈合后无需辅助可自行负重行走，无明显的疼痛不适，无明显的外观畸

形，可以穿正常的鞋。按 Maryland 足部评分标准对 23 例患者进行术后评分。评分由术前的 36.9 分（26～51 分），升高到术后的

85.6 分（77～93 分）。结论：对于跟骨高度及长度短缩，有内外翻畸形的跟骨畸形愈合，采用三面矫正的截骨，较好的恢复了跟

骨的解剖形态。结合原位距下关节融合术，有效消除了关节炎性症状，获得了满意的疗效。 

【关键词】跟骨骨折；畸形愈合；矫正方法 

 【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method and effect of surgical treatment for calcaneal deformity. Methods:23 patients with27 

foot deformity fractures from June 2008 to August 2013were treated by the three surface correction of the joint.Results:All of 23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for an average of 24 months (18～48 months). Bone cutting and joint fusion at 12～16 weeks were all healed, walking 

with no support and no obvious painand deformity. Patients can wear normal shoes. 23 patients were treated by Maryland foot score 

standard. The score was 36.9 points (26～51) and 85.6 points (77～93) after the operation. Conclusion: For the calcaneal height and length 

of short shrink, there are internal and external deformity of the healing of the fracture and by sing osteotomy of the three sides, a better 

restoration of the anatomical morphology of the calcaneal can be achieved.This therapy can effectively eliminate the symptoms of arthritis 

and obtain satisfactory effect. 

 【Keywords】Calcaneal Fracture; Fracture Healing; Correction Method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5.27.054 

 

跟骨骨折，多为直接暴力所致，属高能量损伤，加之复杂

的关节和骨性结构，失于治疗、不符合或者符合技术要求的

初治疗，都有畸形愈合的可能。常见的跟骨畸形愈合包括：跟

骨结节的内翻外移，跟骨的长度和高度丢失，足跟增宽，距下

关节不匹配。这些畸形引起持续性的疼痛和功能障碍，给患者

生活和工作造成很大的困难。2008 年 6 月—2013 年 7 月，我

们选择性的采用三面矫正的关节外斜形截骨和距下关节融合

术治疗 23 例 27 足跟骨畸形愈合患者，临床疗效满意。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 23 例 27 足，男性 20 例 24 足，女性 3 例 3 足；年龄

27～53 岁，平均 37.1 岁；单侧跟骨骨折 19 例 19 足，双侧 4

例 8 足；所有患者均为闭合骨折，既往均采用非手术治疗，从

骨折到本次治疗的时间 11～25 月，平均 17 个月。入选的本组

病例均有足跟部的疼痛、穿鞋及行走困难；足部增宽及内翻或

外翻畸形。术前均行双侧跟骨正侧位及轴位 X 线片、足的正侧

斜位片，跟骨 CT 扫描及三维重建检查，以明确畸形愈合的具

体情况。术前对 X 线片进行测量，单侧跟骨骨折与健侧对比，

双侧者与理想的跟骨几何模型对比，有明显的距下关节炎，跟

骨高与长之比＜1︰2，距跟高度降低＞8 cm，Böhler 角＜10°，

跟骨增宽＞4 mm，跟骨内翻或外翻＞10°，踝关节背屈≥10

°，同时跟骨轴长及水平长度短缩，有距骨倾斜角及距跟角不

同程度的改变。按照 Stephens 和 Sanders[1]提出的跟骨畸形愈合

的 CT 扫描分型，27 足均属Ⅲ型。参照 Maryland 足部评分系

统[2]对所有患者进行术前平分：平均为 36.9 分（26～51 分）。 

2.2 手术方法 

    单侧骨折侧卧位，双侧骨折俯卧位，于可透过射线的手术

台上，在连续硬膜外麻醉气囊止血带止血下手术。采用跟骨外

侧可延长的“L”形入路，一 切开皮肤到骨质，形成皮肤连

同骨膜的全厚皮瓣，骨膜下锐性分离到距下关节，分别在腓骨、

距骨颈、骰骨放置克氏针一根，以牵开腓骨肌腱、腓肠神经及

全厚皮瓣。进一步显露距下关节，跟骰关节，跟骨外侧壁。用

骨 自后向前切除膨出的跟骨外侧壁，充分显露距下关节后关

节面外侧，将切下来的骨质修剪成 5 mm 的骨块，以备植骨用，

如果需要可取髂骨植骨用来植骨。显露后距下关节，用刮匙和

骨凿清除残留的关节软骨，直到软骨下骨有正常的渗血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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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膜下显露结节背侧部分骨质，根据术前计划确定截骨部位：

从跟骨外侧后关节面下方，经过后关节面的后缘，靠近冠状面

向内和向后成角斜形截骨。用摆锯截骨，仅切到内侧皮质骨，

避免切入过深伤及内侧的血管神经组织。用椎板撑开器小心撑

开截骨面，在直视下分离结节背内侧的骨膜组织和瘢痕组织，

用骨 游离结节，将截骨处完全打开。如果需要应将跟腱“Z”

形延长。将一根 5 mm 的斯氏针从外侧向内侧打入跟骨结节，

利用撕氏针牵引，骨 撬拨，将结节部骨块在同一平面向三个

方向上移动。向后移动恢复跟骨的长度，向内平移矫正外翻，

向跖侧移位矫正跟骨的高度及倾斜，通过冠状面上的旋转进一

步矫正内翻和外翻。用多枚克氏针临时固定，通过 X 线透视证

实其位于理想的位置。用椎板撑开器插入距下关节，在距下关

节的凹陷处及跗骨窦部植入骨碎屑并用工具压实。用手法通过

旋转将距下关节维持于生理解剖位。重新调整临时固定的克氏

针，使其同时穿过截骨平面和距下关节，通过 X 线透视证实距

下关节处于中立位。进一步修整跟骨外侧壁，在截骨部位的骨

缺损区置入骨碎屑。选用合适的跟骨钛钢板，放置在跟骨的外

侧壁并用螺钉固定。用两枚 3.5 mm 的皮质骨螺钉通过跟骨外

侧壁固定于距骨体和距骨颈上。在 X 线下证实钢板、螺钉位置

正确，固定牢固，放置负压引流，关闭伤口，中立位石膏外固

定。 

1.3 术后处理 

 术后短腿石膏托固定 4 周，解除外固定后，行踝足不负重

主动功能锻炼，8 周后部分负重功能锻炼，必要时可配合中药

熏洗，促进功能恢复。术后每 2 周 X 线复查 1 次，观察截骨部

及距下关节融合愈合情况，有愈合证据后完全负重行走。 

2   结  果 

 本组 23 例患者均获得随访，平均时间 24 个月（18～48

个月）。其中 1 足切口边缘坏死，经换药处理后延期愈合，其

他均Ⅰ期愈合，无感染发生。截骨及距下关节融合处 12～16

周均获得愈合。对术后 X 线片进行测量，并采用术前同样的对

比方法，本组所有患足跟骨高与长之比＞1︰2，距跟高度降低

﹤5 mm，Böhler 角＞20°，跟骨增宽＜2 mm，跟骨无内翻或

外翻＜7°，跟骨轴长平均延长 8 mm(6～11 mm)，距骨倾斜角

及距跟角不同程度的改善。截骨和距下关节融合处愈合后无需

辅助可自行负重行走，无明显的疼痛不适，无明显的外观畸形，

可以穿正常的鞋。按 Maryland 足部评分标准对 23 例患者进行

术后评分。评分由术前的 36.9 分（26～51 分），升高到术后的

85.6 分（77～93 分）。 

3.1 跟骨畸形愈合的病理机制及临床表现 

 跟骨是维护和支撑足部的外侧柱，是全身重量的动态稳定

和适应的基础，以及通过小腿三头肌作为推进步态的杠杆臂。

对于关节内跟骨骨折，既要求恢复跟骨的对位和解剖关系，又

要恢复后部关节面的形态，因此多数主张手术治疗，以达到恢

复功能，避免畸形，穿鞋正常的基本治疗目标。然而，手术或

非手术治疗的效果受许多随机因素的影响，即使 初的治疗符

合技术要求，仍常出现畸形愈合，表现为持续的疼痛和僵硬。

临床上常见的跟骨畸形愈合包括：跟骨结节向外、上、前方移

位并内翻或外翻，以及外侧轴和垂直高度的足跟短缩。跟骨内

外翻畸形，使足部的负重点和负重力线发生改变，使跟骨外侧

壁突起，塌陷的后关节面骨块使外侧壁向外膨出，造成足跟增

宽，导致跟腓关节和腓骨肌腱功能不良，常见的疼痛部位于跟

腓撞击区域。跟骨高度丢失，导致距骨的原始角度和方向发生

改变，引起胫距关节匹配不良，甚至距舟关节半脱位，表现为

前踝撞击痛和后足蹬力不足。由于足部的变平、增宽造成了穿

鞋困难。跟骨后关节面的损伤及骨骼排列异常可能造成的影响

导致创伤性距下关节炎，表现为整个跟骨周围的疼痛，在不平

整的地面上行走困难。跟骨畸形愈合后外侧臂应力增加，跟骰

关节处的应力可达正常的数倍，即使原始没有骨折，也可能导

致创伤性退行性改变，出现跟骰关节处的疼痛。距下，跟骰和

距舟关节三关节的排列紊乱会影响到通过这些关节的多中心

运动的协调。 

3.2 跟骨畸形愈合的类型及治疗方法的选择 

    1996 年 Stephens 和 Sanders 应用 CT 扫描将跟骨畸形愈合

分为 3 种类型：Ⅰ型，外侧壁形成大的骨突，无距下关节炎；

Ⅱ型，外侧壁形成大的骨突，有明显的距下关节炎；Ⅲ型，外

侧壁骨突，有明显的距下关节炎，跟骨体畸形愈合，后足内翻

或外翻大于 10°.对因跟骨外侧壁突出导致腓骨肌腱撞击或移

位，但距下关节外形良好的Ⅰ型患者，行外侧骨突切除可以使

腓骨肌腱复位于接近正常的腓骨下方，并能矫正足跟宽度，从

而穿鞋舒适并解除外侧的疼痛。有明显距下关节炎的Ⅱ型患

者，单独外侧骨突切除术效果欠佳，需配合距下关节融合术。

有复杂后足畸形的Ⅲ型患者，既要通过融合消除关节炎症，又

要通过截骨恢复跟骨的宽度、长度、高度和距骨的正常倾斜度。

如果后关节面缺血坏死范围不大，清除后没有大的骨缺损或者

没有通过撑开恢复跟骨高度的必要时，一般行原位距下关节融

合术，可以利用切除的外侧骨突骨质进行植骨以强化关节融合

术。原位距下关节融合术，具有操作简便，愈合率高，相对并

发症少的优点。严重的跟骨挤压性骨折，中跗关节往往受累，

单独的距下关节融合是不合理的，应行三关节融合术。当距下

关节需要融合，但后足有明显的垂直埸陷时，应行距下关节撑

开植骨融合术。此手术由 Carr 等[3]在 1988 年首先报道，它的

传统手术适应症是，跟骨畸形愈合后合并距下关节炎，跟骨高

度明显丢失，伴有疼痛性的前踝撞击和推进强度降低，踝关节

背屈小于 10°。手术目的是重建跟骨的高度及距骨的倾斜度，

这一情况下，结节的内移矫形并不重要。1993 年，Romash[4]

首先报告跟骨矫正性截骨并同时行距下关节融合术治疗跟骨

畸形愈合。具体方法是在原骨折部截断，造成新骨折，重新对

位跟骨结节以缩窄跟骨，减轻撞击，并恢复跟骨的高度，距下

关节融合减轻了创伤性关节炎的症状。通常，在原始骨折线的

基础上进行整复更利于获得解剖复位，但当跟骨后关节面被直

接向下压入跟骨体部，无明显的原始斜形骨折线可循或跟骨结

节的外侧移位，且跟骨高度丢失大于 1.5 cm 时，这样情况下，

手术不一定可行，而且相当困难。1893 年，Gleich 首先报道在

跟骨后 1/3 处行关节外截骨，以纠正跟骨畸形愈合，获得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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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疗效。此后，跟骨截骨术在跟骨畸形愈合的治疗中逐渐得

到发展。报道的跟骨跖侧滑动截骨术、楔形截骨术、内移截骨

术及旋转移位截骨术可恢复跟骨高度，纠正 Böhler 角及跟骨内

外翻畸形，能较好地恢复足弓，共同的缺点是对距骨倾斜角改

善不大，不能有效延长跟骨的轴长及水平长度。  

3.3 三面矫正截骨及距下关节融合的意义、适应症和注意事项 

 Gavlik 等[5]等认为解剖学重建的标准是恢复跟骨的高度、

Böhler 角，跟骨负重轴线及宽度，同时恢复或保持跟骨的水平

长度及轴长。恢复足跟的高度可改善胫距位置，恢复关节面间

的相互关系并可减缓远期的踝关节退变。足部外翻倾斜位的恢

复可维持足的负重力线，变窄的跟骨会减缓腓骨下的撞击。恢

复跟骨的长度可改善穿鞋的能力，以及小腿三头肌的杠杆臂作

用。维持水平长度有助于维持外侧柱以控制任何不正常的足前

部外展和内收。由于病理性足前部外展，距骨周围背外侧的半

脱位可导致前推力减小和胫后肌腱过载。Nickish 等[6]指出严重

的创伤性跟骨畸形愈合都有高能量损伤所致，有必要从三个解

剖平面对跟骨进行矫正重建。三面矫正的截骨，从跟骨外侧后

关节面下方，经过后关节面的后缘，靠近冠状面向内和向后成

角斜形截骨。该斜面从前外指向后内，将结节部骨块向后、向

内移动，在纠正外翻的同时使跟骨在矢状面上的长度得到有效

延长，向下移动骨块可恢复跟骨的高度。后足跟被延长后，骨

块可以轻轻地旋转出内翻倾斜位，这种旋转要比横向截骨复

杂。截骨面位于距下关节下方，在距下关节被融合后，不会影

响到跟骨的负重区域。该手术的理想适应症：跟骨结节内翻同

时向外侧移位，以及外侧柱和垂直高度上的足跟短缩。临床上

多采用横向截骨，只有在旋转不是问题但矢状面上需要延长

时，才可以实施较为斜向的截骨。在斜向跟骨截骨时要求十分

仔细地观察：避免损伤血管神经结构，特别是包裹在瘢痕内的

足底外侧神经。该神经位于跟骨内侧截骨区内，当预期有可能

伤害到该神经时，应尽可能增加内侧切口，以便在直视下松解

此处的血管神经结构。在不损伤血管神经的前提下，还应对局

部组织进行松解拉伸，有时跟腱需要延长。这些操作有利于在

同一平面上向三个方向移动结部骨块。若伴有严重的距下关节

炎，应行原位距下关节融合术，以消除关节炎症解除疼痛并改

善后足和中足的排列关系。距下关节是不可缺少的关节，一旦

固定将会改变步态机制和临近关节的应力，它的缺失意味着踝

关节超负荷并承受倾斜应力，若干年后可能会继发踝关节病。

因此，对距下关节的融合应持慎重的态度。术前通过临床表现

及影像学检查进行充分评估，术中直接观察距下关节软骨损伤

情况，判断距下关节是否需要融合。对关节软骨面损伤≤1/3

的患者，采用三面矫正的关节外截骨恢复跟骨正常形态，以减

轻损伤来挽救距下关节，从而避免部分距下关节融合术。年轻

患者距下关节融合许多年后会出现各种严重的问题，应考虑行

关节内跟骨截骨。愈光荣等[7]对 26 足跟骨畸形愈合采用关节内

截骨，模拟初始骨折并重新拼接关节面到解剖位，保留了距下

关节。对 21 足进行了平均 14.5 个有的随访，优良率为 86.0%。

跟骨增宽，腓骨下隐窝撞击很常见，必须切除突出的外侧壁骨

块，充分的腓骨下减压和腓骨肌腱松解复位。判断充分减压

简单的方法是使跟骨的外侧壁较上方的距骨底面偏内侧，可以

通过触摸下隐窝来判断腓骨尖下是否有残留的骨块。当有创伤

性距下关节炎时，外侧骨突切除是距下关节融合的一部分。将

切下的骨质碎块进行植骨是对关节融合的强化，应确保移植骨

没有漏入软组织，特别是外侧腓骨隐窝和跟骨后间隙。少数情

况下，距下关节清理后骨质缺损严重，可以用整块髂骨植骨或

松质骨碎屑填充缺损，但要确保皮肤缝合无张力。距下关节融

合后功能的丧失，只有依靠其融合在 佳中立位来加以改善。

实际上，距下关节中立位是外翻 5°～7°而不是该关节的中间

位置。常见的错误观点是，认为从距下关节楔形切骨或填骨可

以获得正确的对线排列。实事上，只要用手法使足按正常进行

的旋转活动做旋前和旋后活动，将足置于外翻或旋前位即可获

得正确的对线排列。 

 总之，对于跟骨水平长度和轴长明显短缩，需要夭状面延

长的跟骨畸形愈合，我们采用三面矫正的截骨，从三个解剖平

面对跟骨进行矫正重建，较好的恢复了跟骨的解剖形态。结合

原位距下关节融合术，有效消除了关节炎性症状。截骨和距下

关节原位融合联合手术，避免了整块骨植入距下关节的并发

症。该手术可矫正跟骨的排列不整，但它要求跟骨本身骨质良

好。对恢复距骨的倾斜度和对线排列这种手术可靠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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氦氖激光照射联合高压氧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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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ing skin edge necrosis following calcaneal fractures surgery by H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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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氦氖激光照射联合高压氧预防跟骨骨折术后皮瓣坏死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跟骨骨折取外侧切口行

切开复位内固定术患者 34 例，术后常规应用高压氧联合氦氖激光照射治疗，10 d 为 1 个疗程，治疗 1 个疗程后观察临床疗效。结

果：34 例患者中 32 患者手术切口甲级愈合，2 例患者切口乙级愈合。结论：应用氦氖激光照射联合高压氧治疗可以有效预防跟骨

骨折术后皮瓣坏死。 

【关键词】骨折；跟骨；手术后并发症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he-ne laser irradiation plus hyperbaric oxygen to prevent skin flap necrosis after calcaneal 

fractures. Methods: Calcaneal fractures in 34 patients with open reduction and internal fixation was followed by hyperbaric oxygen plus 

he-ne laser irradiation,10 d for a period of treatment. Results:32 in 34 patients get class A healing of incision surgery, 2 patients had B 

healing. Conclusion: He-ne laser irradiation plus hyperbaric oxygen therapy can effectively prevent skin flap necrosis after calcaneal 

fractures. 

【Keywords】Fracture;Calcaneal; Complications after the oper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5.27.055 

 
跟骨骨折是严重创伤引起的损伤，由于跟骨解剖结构特

殊，且周围软组织覆盖条件差，故治疗困难，愈合较差[1]。现

多采用外侧切口切开复位内固定治疗，疗效满意，但常伴随跟

骨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后切口皮肤坏死和不愈合，相关文献报道

皮肤坏死、伤口感染的发生率为10%～26%[2]。因此，易导致

患者的住院时间延长，治疗费用增加，因此预防及降低皮缘坏

死发生变得尤为重要。2012年1月—2014年11月，笔者对接受

外侧切口切开复位内固定术的34例跟骨骨折患者应用氦氖激

光照射联合高压氧预防术后切口皮缘坏死，现总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本组 34 例，男性 33 例，女性 1 例，年龄 18～54 岁，平

均年龄 39.5 岁；均为闭合型跟骨骨折患者。根据 Sanders CT

分类[3]，其中 SandersⅡ型 7 例，Ⅲ型 15 例，IV 型 12 例。伤

后至手术时间 5～12 d，平均 6 d。 

2   方  法   

麻醉成功后，患者取患肢在上侧卧位，常规消毒铺巾，抬

高患肢驱血上止血带。取跟骨外侧“L”形切口，自跟腱外侧

缘与外踝间“L”形指向跟骰关节，全层切开皮肤直达跟骨，

全层掀起皮肤，其中包括跖神经和腓骨肌腱，穿入 3 枚克氏针

并将其插入距骨内，牵开保护皮瓣，显露跟骨体外侧面与全部

距下关节、跟骰关节。掀开跟骨外侧壁，骨折常累及距下矢状

关节面外侧骨折块，多翻转或压缩，前突与载距突骨折块分离，

先将这部分复位，可以更好地显露包括载距突骨折块在内的跟

骨内侧部分和包括后关节面和跟骨结节在内的外侧部分之间

关系。沿轴向从足跟穿克氏针入载距突骨折块内做临时固定，

将跟骨结节复位到载距突骨折块上，恢复跟骨的长度。然后开

始处理后关节面的压缩。向外翻转外侧壁，以便解剖复位后关

节面。再次克氏针临时固定，C 臂机透视下见跟距角、关节面

恢复良好。选择跟骨锁定钛质解剖板，置于跟骨外侧壁，螺钉

固定。拔出跟距骨临时固定的克氏针，冲洗切口后，放置引流

管 1 根，全层缝合皮肤。加压包扎。术后适当抬高患肢，于术

后次日在高压氧舱内吸纯氧 1 h，1 次/d，10 d 为 1 个疗程。同

时应用氦氖激光照射术口 10 min，2 次/d，10 d 为 1 个疗程。

术后 5～8 d 后即行踝关节及足趾不负重功能锻炼。 

3   结  果 

34 例患者，手术切口甲级愈合 32 例，乙级愈合 2 例。均

获随访，随访时间 4～12 个月，中位数 6 个月；骨折均愈合，

愈合时间 3～5 个月，中位数 3.5 个月。典型病例图片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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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术前 X 线片        （2）术前 X 线片           （3）术前 CT 片 

       
 （4） 术前 CT 片        （5）术前 CT 片          （6）术后 X 线片 

         
（7）术后 X 线片（8）骨折愈合后随访期 X 线片（9）骨折愈合后随访期 X 线片  

                     

（10）跟骨骨折愈合随访期 CT 片             （11）跟骨骨折愈合随访期 CT 片  

     

（12）术前患处局部皮肤情况（13） 术后切口情况    （14）术后切口拆线后   

   

                                                              图 1   跟骨骨折术后皮缘坏死 

4  讨  论 

跟骨是不规则状骨，跟骨外侧软组织薄，皮肤移动性差。

跟骨骨折的并发症主要为手术后出现感染、创口皮肤坏死及创

伤性关节炎[4]。术后皮瓣坏死发生率与患者是否吸烟、糖尿病、

术前营养状况、手术时机选择、术中操作及手术时间均有一定

相关性[5]。 

氧是人体组织生长代谢的基本需求[6]，难以愈合的组织均

呈现低氧状态（氧分压常在 5～15 mmHg）[7]，细胞增殖速度

减慢，甚至停止分裂，无氧代谢增强，出现细胞功能障碍。在

高气压环境下吸入的氧，可直接溶解于血浆中，增加了氧的有

效弥散半径，有效地改善创面的缺血缺氧状态，促使细胞快速

分裂增殖，从而促进毛细血管增生及侧支循环形成，从而改善

患部血液循环，加速患部肿胀消退，促进创面的愈合[8]。高压

氧可增大血氧分压、提高血氧含量及组织氧储量[9]。高压氧环

境下可促进创面的愈合，有效的降低皮缘坏死率。跟骨骨折切

开复位内固定术后当切口局部出现皮缘色暗、色紫、明显肿胀

或有小水疱时需及早应用高压氧治疗[10]。 

氦氖激光为低功能激光，可穿透组织 10～15 mm，主要是

由激光的刺激来实现相关生物学效应[11]。氦氖激光可以改善组

织局部的血液循环，增强细胞膜处钠离子泵及钙离子泵转运作

用，刺激局部神经产生冲动，减少了组织局部的 5-羟色胺含量，

同时释放吗啡样物质，起到消炎镇痛的作用[12]。氦氖激光可提

高局部代谢，并且能增加局部吞噬细胞数量，从而促进创伤的

愈合及溃疡修复。 

我们在治疗中发现，应用氦氖激光照射联合高压氧治疗可

以有效预防跟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后皮瓣坏死，且操作简

便，费用低，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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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后手法复位高分子石膏夹板治疗 
桡骨远端 Smith 骨折 42 例分析 

Analysis of treatment of 42 cases with distal radius Smith fracture by 

reduction of high polymer plaster spl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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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旋后手法复位高分子夹板治疗桡骨远端 Smith 骨折的疗效 。方法：选取自 2011 年 1 月—2015 年 1 月

采用旋后手法复位高分子石膏夹板外固定治疗桡骨远端 Smith 骨折 42 例，男性 18 例，女性 24 例，年龄 9～72 岁，均有外伤史，

采用 Anelerson 评价法评定疗效。结果：所有患者均获随访，时间 4 个月～2 年，平均 1 年，骨性愈合对位对线良好 38 例，4 例

略向掌侧移位 1～2 mm，最终功能：35 例腕前臂活动自如，7 例轻度功能受限。按 Anderson 成人前臂骨折治疗效果评价分级标

准评定，优 35 例，良 7 例。结论：采用旋后手法复位高分子石膏夹板治疗桡骨远端 Smith 骨折，复位成功率高，外固定可靠，容

易操作，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Smith 骨折；高分子石膏夹板；旋后手法复位；疗效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urative effect of supination manual reduction and macromolecule plaster splint cure for distal 

radius Smith fracture. Methods: 42 cases of supination manual reduction and macromolecule plaster splint cure for distal radius Smith 

fracture from January 2011 to January 2015 were taken for study. Among those 42 patients 18 were male and 24 were femaleranging from 

age 9 to 72 and there was a history of trauma in the all cases. Anelerson method of evaluation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curative effect. 

Results: After the follow up visits to all of patients between four months and two years( average follow up visit time was one years), the 

bony union, counterpoint and alignment were well in the 38 cases, the transposition for other 4 cases was 1～2 mm to the palmaris. 

Ultimately funct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for 35 cases the activity was freely and for 7 cases the activity was mild functional limitation.  

Anderson method of evaluation showed that 35 cases were excellent and 7 cases were fine. Conclusion: Supination manual reduction and 

macromolecule plaster splint cure for distal radius Smith fracturehas higher of the success rate. The external fixation was reliable. The 

operation is easy. The clinical method deserves to be popular. 

【Keywords】Smith fracture; Macromolecule plaster splint; Supination manual reduction; Curative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5.27.056 

 

桡骨远端骨折是急诊骨外科 常见的骨折，其中 Colles 骨

折较多见，Smith 骨折较少见，Smith 骨折也称为反 Colles 骨折
[1]，均发生在桡骨远端 3 cm 范围内的骨折。我院自 2011 年 1

月—2015 年 1 月采用旋后手法复位高分子石膏夹板外固定治

疗桡骨远端 Smith 骨折 42 例，取得了较好的治疗效果，现报

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自 2011 年 1 月—2015 年 1 月应用旋后手法复位高分

子石膏夹板外固定治疗桡骨远端 Smith 骨折 42 例，男 18 例，

女 24 例；年龄 9～72 岁，平均 34.5 岁；病程为 0.5～48 h，均

有外伤史，平均在受伤后 3.5 h 就诊，入院前未做特殊检查及

治疗；跌伤 31 例、车祸伤 11 例，入院后 X 线片显示桡骨远端

Smith 骨折，骨折远端向掌侧、桡侧移位，均为闭合性不稳定

性骨折，无合并血管神经损伤。 

1.2 治疗方法  

1.2.1 旋后手法复位[2]  

患者坐位或卧位，患肢屈肘，肘关节以下裸露，在桡骨远

端骨折血肿内注入 2.0%利多卡因 5 ml。麻醉生效后，患肢前

臂旋后位（掌侧朝上，背侧朝下），助手环抱肘关节，术者双

手拇指紧扣桡骨远端掌侧面，食指托举骨折近端背侧面，余指

及手掌置于患肢手背手掌，扣紧大小鱼际，术者与助手持续拔

伸牵引 1～3 min，术者轻抖患肢，骤然使腕关节背屈尺偏，即

术者拇指由掌侧向背侧下压骨折远端，食指托举骨折近端，腕

关节背伸 60°～80°，术者维持复位，助手取高分子石膏夹板贴

敷于掌侧、背侧，石膏近端至前臂中上段、远端至掌指关节处，

绷带缠绕，腕关节背伸 60°～80°外固定。术后即刻、1 周后、4

周后复查 X 线拍片，骨折线模糊拆除石膏，固定期间可行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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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伸功能锻炼，拆除石膏后逐步腕关节功能锻炼，一般 3 个月

后恢复正常[2]。 

Smith 不稳定性骨折，苏玉亭等[3]旋转复位法治疗桡骨远

端不稳性骨折，治疗效果满意可靠。 

1.2.2 高分子石膏外固定   

整复前先根据患肢长度，从前臂中上段测量至掌指关节

处，剪裁，大小、长短适中，整复后再贴敷于掌侧、背侧，绷

带缠绕。 

2   结  果  

2.1 疗效评价标准   

按刘云鹏阐述 Anderson 成人前臂骨折治疗效果评价分级

标准评定[4]，优：愈合，无明显畸形，无疼痛，关节活动范围

丢失小于 10%以下，前臂旋转范围丢失小于 25%。良：愈合，

轻度畸形，轻度疼痛，关节活动范围丢失小于 20%以下，前臂

旋转范围丢失小于 50%。不满意：愈合，疼痛，关节活动范围

丢失大于 30%以下，前臂旋转范围丢失大于 50%。失败：畸形

愈合或不愈合。 

2.2 治疗结果 

本组 42 例，旋后手法整复后 X 线片显示，达到解剖复位

者 35 例，接近解剖复位者 7 例，高分子石膏外固定时间 4～6

周。经过复诊、电话随访 42 例患者，随访时间 4 个月～2 年，

平均 1 年，患者日常生活基本满意，其中 15 例 3 个月后功能

锻炼出现关节疼痛，未特殊处理，半年后自行消退，4 例术后

1 周复查桡骨远端仍然向掌侧移位，重新复位石膏外固定后痊

愈。 终功能：35 例腕前臂活动自如，7 例轻度功能受限、但

无明显妨碍日常生活。优 35 例，良 7 例，无不满意及失败病

例，无腕管综合征，无皮肤压疮，无腕关节僵硬等并发症。 

3   讨  论 

3.1 旋后手法复位易成功   

Smith 骨折远端向掌侧移位或背侧成角[1]，同时发生旋前

移位。本组认为，根据具体骨折类型手法复位顺序为反向依次

纠正旋转、重叠、成角、偏移、分离移位，Smith 骨折远端旋

前，在整复时前臂旋后恰好纠正，Smith 骨折的移位畸形与

Colles 骨折恰好相反，这种旋后手法复位的手法方向与熟悉的

Colles 骨折复位手法一致，熟悉的手法有利于提高骨折复位成

功率，实际操作确实如此。 

3.2 高分子石膏的优点[5]   

传统石膏会吸收一部分 X 线，石膏固定后 X 线片上骨折

成像不太清晰，操作时要反复折叠、铺棉纸，较繁琐，重量较

大且潮湿后容易软化等。高分子石膏夹板是由化工纤维构成，

具有强度高、可塑性好、可剪裁、重量轻、硬化快、透气、透

X 线、拆除方便、操作简单、舒适安全等优点。通过本组观察，

认为高分子石膏夹板固定后强度较传统石膏更牢固、更轻便，

稳定性好[5]。 

综上所述，应用旋后手法复位高分子石膏夹板外固定治疗

桡骨远端 Smith 骨折，复位成功率高，外固定可靠，容易操作，

安全有效、简便实用，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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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桡骨远端骨折临床经验总结 

目的：观察中西医结合治疗桡骨远端骨折的临床疗效。方

法：对 15 例桡骨远端骨折患者行切开复位，掌侧 T 形 LCP 内

固定；术后中汤药口服及患处中药熏洗。结果：研究入选的 15

例，骨折全部愈合，愈合时间平均为 7.5 周。结论：本疗法具

有骨折复位佳，功能恢复好，合并症少等优点。中药有利于骨

折的愈合，中药熏洗有利于功能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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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正骨治疗桡骨远端骨折疗效及相关因素研究 

目的：探究分析中医正骨法治疗桡骨远端骨折的临床效

果，为了让这项方法更好地指导临床治疗，并对中医正骨治疗

桡骨远端骨疗效产生影响的相关因素进行探索分析。方法：自

2012 年 12 月—2013 年 12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桡骨远端骨折

老年患者中选取 78 例作为调查对象，探究分析中医正骨法治

疗桡骨远端骨折的临床效果。结果：经行为期 4 个月的治疗疗

程后，根据腕关节功能的评分标准进行评价，中医正骨治疗桡

骨远端骨折取得十分显著的疗效，总优良率达到 91.0%，在 78

例患者中，有 64 例是优，良 7 例，可 6 例，差 1 例。结论：

中医正骨治疗法有利于减少患者治病过程的痛苦，对患者产生

的副作用小，有利于加快患者恢复健康，是一种科学安全有效

的治疗桡骨远端骨折的临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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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重建钢板前置内固定治疗锁骨骨折的临床体会 
Clinical experience of treatment of clavicular fracture by  

reconstruction plate internal fix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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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分析对锁骨骨折患者进行重建钢板前置内固定治疗的临床效果。方法：对 2010 年 8 月—2013 年 8 月

在我院接受治疗的锁骨骨折患者 50 例，均采用重建钢板前置内固定，其中辅以粗丝线或细钢丝内捆扎固定 16 例。结果：随访 6～

36 个月，平均 12.6 个月，术后 X 线片检查显示骨折均为解剖复位，内固定物无松动、变形、断裂，无术后再发骨折移位，无骨

折延迟愈合、不愈合和畸形愈合。术后 12～27 d，肩关节活动基本正常。结论：重建钢板前置内固定锁骨骨折，操作简单、固定

牢靠，可以早期活动肩关节，肩关节功能恢复快，治疗效果满意，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锁骨骨折；重建钢板；前置内固定；临床效果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reconstruction plate internal fixation on clavicle fracture. 

Methods: 50 cases with clavicular fracture from August 2010 to August 2013 in our hospital were treated with front plate fixation, and.16 

cases were treated by with rough silk or fine wire bundled. Results: All cases were followed up for 6 to 36 months, 12.6 months on average.  

The X-ray examination was maintained. , the fracture was anatomical reduction, internal fixation without loosening, deformation, fracture, 

no postoperative recurrence of fracture displacement, no delayed fracture healing , nonunion and malunion. After 12 ~ 27 days the normal 

shoulder motion was seen. Conclusion: Pre reconstruction plate fixation of clavicular fracture is a simple operation with stable fixation, 

early shoulder mobilization, shoulder functional recovery faster and overall the treatment satisfaction so it should be promoted in clinical 

practice. 

【Keywords】Clavicular fracture; Pre reconstruction plate; Internal fixation; Clinical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5.27.057 
 

锁骨骨折是常见的骨折类型之一，占全身骨折的 6%，锁

骨形态复杂，治疗方法多种，我院骨科 2008 年 1 月—2013 年

8 月共收治锁骨骨折 80 例，其中有 50 例行骨折切开复位、重

建钢板前置内固定手术治疗，经临床观察，效果良好。现总结

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 2010 年 8 月—2013 年 8 月在进行手术治疗的锁骨骨

折患者 50 例，男性 34 例，女性 16 例；年龄 18～62 岁，平均

40 岁。横行骨折 11 例，斜行骨折 7 例，粉碎性骨折 32 例。 

1.2 方法 

术前 1～2 h 内使用抗生素，采用颈丛麻醉或全身麻醉，仰

卧位，垫高患肩，头偏向健侧，术区消毒、铺巾，于锁骨上缘

做横弧形切口，长 7～9 cm，切开皮肤和皮下组织，显示骨折

断端，尽量少剥离骨膜组织。为横行或斜行骨折直接行骨折复

位；若为粉碎性骨折，应先将骨折碎片整复，并用粗丝线或细

钢丝捆扎固定于骨折近端或远端，再行骨折复位。复位完成后，

选择合适长度和性状的钢板进行固定，首先是要螺钉对钢板远

处固定，依据固定骨片类型或长度进行固定。锁骨固定应选择

多孔钢板，孔数一般为 6～8 个，固定过程注意锁骨周围的血

管和神经丛等，避免影响日后患者的恢复和肩部活动情况。固

定完成后，检查螺钉松紧度，并活动肩部关节，保证固定稳固，

随后使用生理盐水对伤口进行冲洗，有肩锁、喙锁韧带断裂的

应同时予以修复。术后使用抗生素 2～3 d。合并肩锁关节脱位

和肩锁、喙锁韧带断裂病例，术后颈腕吊带保护患肢，7 d 后

行肩关节功能训练，6 周行旋转动作；其余病例术后 1 d 开始

行肩关节功能训练 

2   结  果 

本组 50 例均随访 6～36 个月，平均 12.6 个月，无 1 例锁

骨下神经、血管和胸膜损伤，手术切口均为甲级愈合，术后 X

线片检查显示骨折均为解剖复位，合并肩锁关节脱位者均已复

位，内固定物无松动、变形、断裂，无术后再发骨折移位，无

骨折延迟愈合、不愈合或畸形愈合。所有病例肩胸部无畸形、

疼痛和肩关节功能障碍。有 3 例病人自觉有术区轻度异物不适

感，但不影响日常生活。骨折愈合后已有 40 例在我院行内固

定取出，二次手术操作简单，无 1 例内固定取出困难和发生术

中损伤锁骨下血管、神经、胸膜，内固定取出后无 1 例再发骨

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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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锁骨细长弯曲，部位浅，极易发生骨折，车祸、暴力、摔

打等都可能造成锁骨骨折。现用于锁骨的治疗方法有闭合手法

复位后“8”字绷带固定法、双布带圈固定法、肩背吊带固定

法等多种外固定法，切开复位克氏针内固定，张力带固定法、

记忆合金固定法，锁骨钢板内固定及重建钢板内固定（前置内

固定和上置内固定等）。非手术治疗固定不牢固并且病人往往

不能长期配合，容易再发移位，给病人再次造成痛苦，并且可

能出现局部皮肤皮疹、压疮，甚至压迫腋下血管、神经致严重

后果。克氏针内固定断端往往加压不够，不易控制骨折旋转移

位。张力带固定锁骨远端粉碎性骨折时易出现固定不够牢固，

记忆合金在治疗中外三分之一，中内三分之一交界处及外三分

之一骨折或骨折线较长时易出现与锁骨弧度不匹配而出现间

隙，环抱把持力不均匀出现固定失败，并且由于价格相对较贵，

病人经济负担加重很难接受。重建钢板可塑性较好，能够满意

贴附于锁骨，术中操作简单，术后内固定可靠，可控制来自骨

折端的各个方向的剪切和旋转力，无内固定松动、变形、断裂，

为骨折愈合创造了条件，可以早期行肩关节功能训练，我院针

对重建钢板上置内固定及前置内固定进行比对发现，重建钢板

前置内固定恢复率为 97.3%，上置内固定恢复率为 80.5%两者

虽同为重建钢板内固定，但前置内固定还是较大优越于上置内

固定。 

重建钢板前置内固定手术治疗锁骨骨折患者，临床效果良

好，术后患者恢复较好，对患者的生活影响较少，可作为临床

参考用手术方法。 

体会：①术中应尽量减少损伤骨膜以促进骨折愈合；②动

作轻柔，以避免损伤锁骨下血管、神经等；③钢板应塑型满意

和锁骨贴附紧密，以期能达到坚强内固定，减少对皮肤推挤，

有利于病人舒适和外观无畸形；④螺钉穿过对侧皮质长度不长

于螺钉钝圆锥形尖部，过长则有损伤血管、神经的风险；⑤修

补断裂的韧带；⑥对于陈旧性骨折、骨折不愈合、各种原因所

致骨缺损，应一期植骨。 

参考文献： 

[1]胥少汀,葛宝丰,徐印坎.实用骨科学[M]. 4 版.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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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股骨转子间骨折手术疗效。方法：手术治疗 105 例股骨转子间骨折病例，探讨手术疗效情况。结果：105

例获得随访，随访时间 6～18 月。根据 Harris 评分标准优良率为 90.7%。患者术后有 3 例出现髋内翻，1 例出现内固定松动，2 例

发生骨折不愈合，1 例髓内钉切割出股骨头部，1 例术后假体脱位，术后再骨折 1 例。手术失效率 9.3%。结论：股骨转子间骨折

手术治疗疗效显著，患者身体条件允许情况下尽早手术治疗。影响手术疗效的主要因素有：骨折类型、复位情况、患者全身情况、

内固定选择及手术操作等。 

【关键词】转子间骨折；手术方式；手术疗效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operation efficacy of intertrochanteric fracture.Methods: 105 cases with intertrochanteric 

fracture were treated and the effects were discussed. Results: 105 cases were followed up for 6~18 months.According to the Harris scores 

standard, the excellent rate was 90.7%.3 cases suffered with coxa adducta,1 case with internal fixation loosening,2 cases with fracture 

nonunion, 1 case with intramedullary nails cut out of the femoral head, 1 case with postoperative dislocation and 1 case with refracture. The 

failure rate was 9.3%.Conclusion: Surgical treatment of femoral intertrochanteric fracture is significant,the patient's physical conditions 

permit early surgical treatment.The main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surgical treatment include:fracture type,reduction,patient's general condition, 

internal fixation choice and operation, etc. 

【Keywords】Intertrochanteric fracture;Operation mode;Surgical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5.27.058 

 

我国现在社会老龄化人口逐渐增多，股骨转子间骨折的 发病率呈上升趋势[1]。由于转子间骨折后患肢活动严重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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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长期卧床，同时许多患者伤前伴有严重基础疾病，因此

其致残率、致死率甚高[2]。有文献报道髋部骨折保守治疗的

死亡率高达 35%左右[3]。曾经被称为“人生中的 后一次骨

折”手术治疗可以使骨折端满意复位和坚强固定，术后第 1

天可以进行功能活动，减轻患者痛苦，明显缩短患者卧床时

间，减少家属负担，骨折复位内固定及早期下地锻炼，已成

为股骨转子间骨折的首选治疗方法[4]；然而内固定物的选取

及治疗效果更受到人们的重视[5]。现对我院 2011 年 5 月

—2015 年 5 月行手术治疗的 105 例 60 岁以上股骨转子间骨

折患者病例进行回顾性分析，探讨各种手术方式的选取以及

分析手术后患者的疗效，提供临床参考。  

1   临床资料 

本组共 105 例，其中男性 62 例，女性 43 例；年龄 60～

90 岁，平均 74 岁。致伤原因：车祸伤 15 例，摔伤 90 例。

骨折类型： Evans 分型：I 型和Ⅱ型（稳定型）32 例，Ⅲ型、

Ⅳ型和 V 型（不稳定型）73 例。其中术前有合并症患者 63

例，主要为Ⅱ级以上高血压病、糖尿病患者及合并患有心、

脑、肺、肾脏等疾病患者，合并骨质疏松患者 50 例。 

2  方  法 

2.1 术前处理 

入院后完善各项术前检查；根据骨折情况及患者症状给

予患肢牵引制动以减轻疼痛；对于合并内科疾病者请相关科

室会诊治疗。同时请麻醉师会诊，尽早手术治疗。 

2.2  手术方法 

12 例股骨转子间骨折行 DHS 固定，PFNA79 例，锁定

接骨板 10 例，THA 4 例。具体见表 1。 

表 1  股骨转子间骨折手术治疗情况表 

股骨转子间骨折 
项目 

I、Ⅱ型（稳定型） Ⅲ、Ⅳ、V 型（不稳定型）

动力髋螺钉（DHS） 12 － 

髓内钉（PFNA) 13 66 

股骨近端锁定钢板 7 3 

人工关节置换 － 4 

32 73 
总计 

105 

2.3 术后处理 

术后给予抗感染、镇痛、抗凝等对症支持治疗，术后第

2 d 拔除引流管。同时继续治疗原有并发症；指导患者术后第

1 d 开始行双下肢肌肉功能锻炼，主动或被动活动膝、踝关节，

预防深静脉血栓形成。其中行人工关节置换术的患者 1 周左

右可用助步器逐渐下地行走，内固定者一般到术后 6～8 周开

始下床活动。卧床期间加强护理，预防肺部感染、褥疮以及

下肢深静脉血栓等并发症。 

3  结  果  

3.1 随访情况   

本组中出现 2 例病人术后出院发生严重并发症死亡外，

其余的 103 例患者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 6～24 个月。 

3.2 疗效评定结果 

依据髋关节 Harris 评分标准评定：优 78 例，良 13 例，

可 5 例，差 9 例，优良率 90.7% 

3.3 手术失效情况 

术后有 3 例发生髋内翻，1 例内固定松动，2 例发生骨折

不愈合，1 例髓内钉切割出股骨头部，1 例术后假体脱位，术

后再骨折 1 例。手术失效率 9.3%。具体分布情况见表 2。 

表 2  手术失效情况表  （n,%） 

术后失效情况 n 百分比 

髋内翻 3 2.8 

内固定松动 1 0.9 

骨折不愈合 2 1.9 

股骨头切割 1 0.9 

假体脱位 1 0.9 

再骨折 1 0.9 

总计 9 9.3 

4  讨 论 

股骨转子间骨折多发生于老年人，为 常发生的老年人

髋部骨折类型之一，主要特点为骨折发生后移位大、患者疼

痛重、致畸致残率高、康复缓慢、病死率高[6]。以前医疗技

术差的时候保守治疗效果差，患者痛苦大，家属负担沉重，

病死率高。股骨转子间骨折行早期行内固定治疗可使患者减

轻伤处疼痛，早期进行患肢及全身的功能锻炼，降低患者病

死率及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7]。取得了很大的社会效益。目

前用于股骨转子间骨折的手术方法主要有内固定为主，内固

定又主要包括 DHS、解剖钢板、髓内钉 PFN（A）等[8]。手

术治疗方案的选择，应根据患者骨折类型，年龄、全身情况

等因素综合考虑；只要严格掌握适应证，达到创伤小、出血

少及固定牢靠目的，手术效果远优于保守治疗[5]。 

治疗方法的选择：股骨转子间骨折对于稳定型骨折、内

侧骨皮质连续，患者年轻、全身状况良好者，首选 DHS 或锁

定接骨板（图 1）；然而不稳定型骨折、骨折为粉碎型和年龄

较大及全身情况不良不能耐受手术患者选择髓内固定术，如

PFNA 或 Gamma 钉，图（2）因髓内固定术通过闭合方法插

入髓内固定装置，使患者的创伤以及出血 轻，对骨折端影

响 轻， 助于患者骨折愈合[11]；有研究者表面[12]对于高龄

病人，并合有严重并发症及不能承受二次手术治疗患者，且

为不稳定型骨折者，也可行人工关节置换治疗。 

 

 

 

 

 

 

 

（1）术前                （2）术后 1 周        （3）术后 6 个月骨折完全愈合 

         图 1  左侧稳定型转子间骨折行 DHS 内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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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术前                （2）术后 1 周        （3）术后 6 个月骨折完全愈合 

图 2  左侧不稳定型转子间骨折行 PFNA 内固定 

手术注意事项：①手术前评估伤处髋部 X 线片及 CT，

特别对复杂患者骨折端形态、内后方骨皮质的完整性全面、

直观的了解，来指导术中骨折复位、稳定的内固定，减少术

后易发生骨折不愈合，遗留髋内翻畸形[13]。②合并严重骨质

疏松患者的手术方法需充分认识，老年病人常合并骨质疏松。

术前抗骨质疏松治疗，手术过程禁忌手法过重易引起皮质劈

裂。③手术内固定物的选取及手术方法，同前面治疗方法。

④术后指导患者锻炼，应用抗凝药物预防深静脉血栓形成。

指导患者负重时间，行内固定者术后下地过早，特别对伴有

严重骨质疏松患者，容易出现内固定物的退钉及松动，和再

次出现骨折的可能。 

总之，手术治疗股骨转子间骨折已成为多数临床骨科医

师的共识[14-17]。根据国内外文献和我科临床病例治疗体会认

为：对于股骨转子间骨折，应综合多种因素选择具体治疗方

案，只有适应证掌握得当，大部分患者都能取得良好疗效；

决定手术成败的主要因素有：患者全身情况（包括骨骼质量）、

骨折类型、复位情况和手术操作等，因此手术者术前应充分

了解患者病情，做到心中有数，术中操作熟练，复位彻底，

选择自己较熟悉又对病人创伤小的手术方法，确保内固定植

入正确、固定牢靠，降低手术失败率，以使患者早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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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 

中西医结合治疗高龄股骨转子间骨折 

目的：探讨中西医结合治疗高龄患者股骨转子间骨折围手

术期常见并发症的防治，提高救治水平。方法：80 例 65 岁以

上高龄股骨转子间骨折患者，均早期进行手术治疗，围手术期

常见并发症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进行随访填写 CRF 表，分

析观察临床疗效。结果：平均随访 1.8 年，80 例病例中共有 5

位患者去世，其余病人均骨性愈合，疗效评价：优 32（40%）、

良 40（50%）、差 8（10%），总优良率 90%，其中治疗组优良

率为 95%，高于对照组的 85%。结论：①中西医结合在高龄股

骨转子间骨折围手术期并发症防治方面，有良好的临床疗效。

②早期预防优于后期治疗，可显著减少并发症，缩短患者治疗

周期。③入院后即开始分析评价，早期进行康复锻炼对患者恢

复大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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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直性脊柱炎患者误诊的临床探讨 
Clinical study on misdiagnosed patients with ankylosing spondyl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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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通过对 49 例强直性脊柱炎（Ankylosing Spondylitis，AS）被误诊者进行分析，探讨强直性脊柱炎患者被误

诊的常见原因，减少误诊，减轻减少致残率，减轻患者的痛苦。方法：对 2011 年 9 月—2013 年 9 月收治的 49 例强直性脊柱炎被

误诊者进行统计分析，并将其误诊情况进行探讨。结果：误诊为脊柱相关疾病占 69.4%；外周关节疾患占 10.2%，类风湿占 10.2%；

其他占 10.2%。结论：在强调脊柱发病为主要表现的同时，不能忽略脊柱外的其他临床表现。要充分了解，及早治疗，减少患者

痛苦，提高其生活质量。 

【关键词】强直性脊柱炎；AS；误诊；探讨 

【Abstract】Objective: 49 cases of misdiagnosed patients with ankylosing spondylitis (Ankylosing Spondylitis, AS) were analyzed to 

explore the common causes of misdiagnosis patients with ankylosing spondylitis in order to reduce misdiagnosis, disability rate and the 

pain of patients. Methods: 49 cases of misdiagnosed patients with ankylosing spondylitis from September,2011 to September,2013 were 

select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and the misdiagnosis were discussed.Results:Misdiagnosis of spine related diseases was accounted for 

69.4%; peripheral joint disease was accounted for 10.2%, rheumatoid was accounted for 10.2%,the other was accounted for 10.2%. 

Conclusion: in the emphasis for the main performance and spinal disease, the other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l outside spinal at the same 

time cannot be ignored. It should be fully understood, early treatment must be done to reduce the suffering of patients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Keywords】Ankylosing spondylitis;AS;Misdiagnosis; Disucss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5.27.059 

  

强直性脊柱炎（Ankylosing Spondylitis，AS）是一种原因

未明的，以中轴关节慢性炎症为主的全身性疾病。主要累及骶

髂关节，常发生椎间盘纤维化及其附近韧带钙化和骨性强直，

其特征性病理性变化是肌腱、韧带、骨附着点的病变，与人类

白细胞抗原 B27（HLA-B27）密切相关[1]，在我国具有相当高

的发病率，有专家统计显示达到 0.3%[2]，该病发病隐匿，80.0%

患者早期仅感觉下腰部酸胀发僵，症状容易被忽视[3]。然而，

AS 如被忽视，则可能会导致躯体活动严重受限，易造成残疾，

终破坏患者的整体健康状况以及生活质量[4]。因此，对该病

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具有重要的意义；故笔者对 2011 年 9 月

—2013 年 9 月收治的 49 例强直性脊柱炎被误诊者进行统计分

析，并将其误诊情况进行以下探讨。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研究对象男性 35 例，女性 14 例；年龄 11～56 岁，

平均 31.5 岁。首发症状为面颊痛、口腔张合困难 2 例，腰痛

27 例，颈痛 3 例，踝关节肿胀 2 例，膝痛 5 例，后背痛 7 例，

肘关节肿胀、疼痛 1 例，胸闷、胸痛 1 例，乏力，全身多处酸

痛不舒 1 例。 

2   诊断标准 

采用 2001 年全国强直性脊柱炎研讨会议强直性脊柱炎诊

断方案[5]。 

2.1 临床表现 

①腰和/或脊柱、腹股沟、臀部或下肢酸痛不适；或不对

称性外周寡关节炎、尤其是下肢寡关节炎，症状持续≥6 周；

②夜间痛或晨僵≥0.5 h；③活动后缓解；④足跟痛或其他肌腱

附着点病；⑤虹膜睫状体炎现在症或既往史；⑥强直性脊柱炎

家族史或 HLA-B27 阳性；⑦非类固醇消炎药（NSAID）能迅

速缓解症状； 

2.2 影像学或病理学 

①双侧 X 线骶髂关节炎≥Ⅲ级；②CT 骶髂关节炎≥Ⅱ

级；③CT 骶髂关节炎Ⅱ级者，可行 MRI 检查，如表现软骨破

坏、关节旁水肿和/或广泛脂肪沉积，尤其动态增强检查关节或

关节旁增强强度大于 20.0%，且增强斜率 10.0%/min 者；④骶

髂关节病理学检查显示炎症者。 

2.3.诊断 

符合临床标准第 1 项及其他各项中的 3 项，以及影像学、

病理学标准之任何一项者，可诊断强直性脊柱炎。 

3   诊断方法 

本组研究对象所有病例均 HLA-B27 检查显示阳性（该检

验结果均出自广州金域检验中心），符合诊断方案而确诊；并

对既往诊疗进行分析。本研究资料所有患者均来自院外或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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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科室疗效不满意转诊病例，被误诊为颞下颌关节功能紊乱

2 例，腰椎间盘突出症 15 例，陈旧性踝关节炎 2 例，类风湿 5

例，背痛 7 例，颈椎病 3 例，肘关节炎 1 例，腰痛 9 例，肾虚

3 例，冠心病 1 例，抑郁症 1 例，误诊时间 1.5 月～31 年，所

有病例均 HLA-B27 检查显示阳性，符合诊断方案而确诊，通

过询问患者的诊疗经过可以看出，医生对本专业的临床表现均

进行了较详细地问诊和专科检查，但对患者各个系统的症状未

进行综合的分析和必要的鉴别，而部分医生则对该病的认识及

其严重后果认识不足而被忽略。 

4   讨  论 

强直性脊柱炎（AS）是一种以中轴关节慢性炎症为主的

全身性疾病，是一种致残率较高的疾病，中西医医疗工作者在

对该病的认识和治疗逐步进行探索，在中医古籍记载里面，已

经对该病有了零星的记载，根据强直性脊柱炎的临床症状表

现，中医归属于痹证范畴，名为“大偻”“骨痹”“脊痹”等，

《黄帝内经•生气通天论》：“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

开阖不得，寒气从之，乃生大偻”。王冰注：“身体俯曲，不能

直立，偻，背脊弯曲”，指出了脊柱受病弯曲致残的病理特点，

而《素问•痹论》：“肾痹者善胀，以尻代踵，脊以代头”，腰下

为“尻”，指骶髂关节部位；“踵”，指足根；“脊”，这里特指

上部胸椎，所述为痹证日久不愈，反复发作，出现的弓背弯曲

畸形，与晚期强直性脊柱炎的临床表现十分吻合。张锡纯的《医

学衷中参西录》：“凡人之腰痛，皆脊梁处作痛，此实督脉主之，

张氏在此指出督脉与此病的严密相关，而《金匮要略•中风历

节病篇》“诸肢节疼痛，身体魁羸，脚肿如脱，头眩短气，温

温欲吐，桂枝芍药知母汤主之”，不仅在症状方面进行了描述，

而且对类似疾病提出了治疗方药，为后世对该病的中医药治疗

提供了借鉴意义。 

而西医也很早就对该病进行了记载，从 2000 年前希波克

拉底描述一种疾病具有脊椎和颈部疼病并波及到骶骨的变化，

到 1691 年爱尔兰医生的个案报道，报道中 早描述了特异的

尸体骨标本为骼骨与骶骨，下 15 位脊椎骨与肋骨融成一块，

是较完整的有关强直性脊柱炎的临床描述，而到 1982 年《希

氏内科》指出本病有别于类风湿关节炎[5]，并在这一年我国第

一次在风湿病会议上采用了这一国际命名。 

中西医在对该病的病因病理观察中，发现该病具有严重的

致残倾向，AS 多见于青少年，起病 10 年内即可出现严重的关

节功能障碍，当脊柱、骶髂关节和髋关节发生病变后，病变不

可逆转[6]，故该病早期发现并早干预治疗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但在本研究资料中被误诊颞下颌关节功能紊乱 2 例，占 4.1%，

腰椎间盘突出症 15 例，占 30.6%，陈旧性踝关节炎 2 例，占

4.1%，类风湿 5 例，占 10.2%，背痛 7 例，占 14.3%，颈椎病

3 例，占 6.1%，肘关节炎 1 例，占 2.0%，腰痛 9 例，占 18.4%，

肾虚 3 例，占 6.1%，冠心病 1 例，占 2.0%，抑郁症 1 例，占

2.0%，从该统计资料可以看出误诊为脊柱相关疾病（腰椎间盘

突出症、背痛、颈椎病、腰痛査因）共 34 例，占 69.4%；外周

关节疾患（颞下颌关节功能紊乱、陈旧性踝关节炎、肘关节炎）

共 5 例，占 10.2%，类风湿共 5 例，占 10.2%；其他（肾虚、

冠心病、抑郁症）共 5 例，占 10.2%。 

从上面的统计资料可以看出，误诊为脊柱相关疾病的比例

高，这与该病主要侵犯脊柱有关，但是误诊为其他的疾病也

占相当的比例，因此，在诊断该病时不能忽略脊柱外的表现，

并且，就诊时已经相当一部分患者已经出现脊柱、髋关节畸形，

严重影响日常生活，笔者认为，以上误诊具有以下的原因：①

病史了解不全面，接诊医生都对自己擅长的专业进行了较为详

细的检查，但缺乏对整体病史，体征以及既往治疗经过进行综

合评价；②过分依赖物理检查，认为只有骶髂关节有病变时才

能确诊，事实上，当患者出现明确的 X 线骶髂关节炎以及腰椎、

胸廓活动度降低时，一般都已起病 5～7 年，疾病显然已远非

早期[5]；③HLA-B27 抗原和基因检测都可以作为辅助强直性脊

柱炎诊断的指标[8]，但是过分强调 HLA-B27 的主导作用，认为

该检查是检验该病的金标准，也会延误对该病得诊断，实际上

该病患者中也有 5.0%的检验结果为阴性；④1982 年《希氏内

科》指出本病有别于类风湿关节炎，但还是部分接诊医生缺乏

对该病的了解，对预后的严重性认识不够，并与类风湿疾病相

混淆，因此笔者认为，对该病的充分的病史采集、必要的检查

和对该病的充分了解相结合，才能做到对该病得以及早诊断，

及早治疗，降低致残率，减少患者痛苦，提高其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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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肝癌通过血清甲胎蛋白和 
高尔基体蛋白 73 检测的效果分析 

Diagnosing PHC through detection of serum AFP and GP73 
 

陆枝红  吴自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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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原发性肝癌通过血清甲胎蛋白和高尔基体蛋白 73 检测的情况。方法：研究我院在 2014 年 6 月—2015

年 6 月接诊的 40 例原发性肝癌（PHC）患者和 40 例单纯性肝癌患者，以及 40 例健康群体做对照组，对比三组患者在甲胎蛋白(AFP)

和高尔基体蛋白 73（GP73）上的检验结果差异。结果：PHC 患者和单纯性肝癌者的 AFP 和 GP73 水平均高于健康组；其检测的

敏感性上，GP73 阳性率为 72.5%，AFP 阳性率为 57.5%，两种方式联合情况下的阳性率为 87.5%。结论：在原发性肝癌诊断中，

AFP 和 GP73 可以作为诊断的标志物，采用联合检验的方式可以提升检测的敏感性。 

【关键词】原发性肝癌；甲胎蛋白；高尔基体蛋白 73 

【Abstract】Objective:To analyze PHC by detecting serum AFP and GP73. Methods: 40 cases of PHC and 40 cases of simple liver 

cancer, and 40 healthy as control groups, recoded the three groups of the AFP and GP73 test results. Results: in PHC and simple liver 

cancer patients, AFP and GP73 levels were higher than the healthy group; For its detection sensitivity, GP73 Positive rate was 72.5%, AFP 

Positive rate was 57.5%, the Positive rate in two ways was 87.5%.Conclusion: PHC diagnosis, AFP and GP73 can be used as diagnostic 

markers wit a joint test of ways to enhance the sensitivity of detection. 

【Keywords】PHC; AFP; GP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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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肝癌（PHC）属于我国高发恶性肿瘤，其疾病发病

较为隐匿，一般初期患者没有显著表现，当症状显现的时候一

般属于晚期情况。一般在临床上多采用甲胎蛋白等作为原发性

肝癌的检测标志物。其检测的敏感度范围为 39%～64%，其检

测特异度范围为 76%～91%，阳性预测值范围为 9%～32%。在

配合高尔基体蛋白（GP73）的联合检测下，其检测的准确性相

对更高。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我院在 2014 年 6 月—2015 年 6 月接诊的 40 例原发性

肝癌（PHC）患者和 40 例单纯性肝癌患者，以及 40 例健康群

体做对照组，原发性肝癌患者中男性 19 例，女性 21 例；年龄

34～76 岁，平均年龄（54.6±4.3）岁；单纯性肝癌中男性 20

例，女性 20 例；年龄 37～72 岁，平均年龄（55.2±3.2）岁；

健康组中男性 18 例，女性 22 例；年龄 36～73 岁，平均年龄

（52.5±3.7）岁。 

1.2 方法 

所有对象为空腹情况下进行 4 ml 静脉采血，运用 3000 rPm

做离心处理，离心时长为 5 min，AFP 检测仪器为贝克曼 DI800，

GP73 检测运用 ELISA 检测法，采用相关试剂盒和 RT-6000 酶

标仪及洗板机，操作按照相关说明进行。 

1.3 评估观察 

评估观察三组标本的 GP73 和 AFP 检测结果，同时分析原

发性肝癌患者在检测上的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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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采用 t 做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x2做检验，同时以 P＜0.05 认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表 1  三组患者在 GP73 和 AFP 检测上的结果  （ ）

分组 GP73（ug/L） AFP（ug/L） 

原发性肝癌组（n=40） 286.5±64.5 335.6±105.6 

良性肝癌组（n=40） 65.4±38.7 105.3±48.5 

健康组（n=40） 25.4±14.3 9.6±5.6 

注：各组与健康组对比，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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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检验方式在不同组上的阳性率  [n（%）] 

分组 GP73   AFP AFP+GP73 

原发性肝癌组（n=40） 29（72.5）    23（57.5） 35（87.5） 

良性肝癌组（n=40） 14（35.0） 17（42.5） 21（52.5） 

健康组（n=40） 0（0.0）   0（0.0） 0（0.0） 

PHC患者和单纯性肝癌者的AFP和GP73水平均高于健康

组；其检测的敏感性上，GP73 阳性率为 72.5%，AFP 阳性率

为 57.5%，两种方式联合情况下的阳性率为 87.5%。具体情况

如表 1 和表 2 所示。 

3   讨  论 

AFP 属于 PHC 的常用检测标志物，在临床上广泛使用，

但是通过该检测也会存在一定误差，部分 PHC 患者通过该指

标检测会呈现阴性。据有关数据显示，有三成的肝癌患者中

AFP 检测不会表现为升高，其主要原因在于其肿瘤细胞所表现

的分化状况与正常和坏死情况相近，而相关人群中癌组织会有

大量的结缔组织生成，从而导致 AFP 的合成较少。除了在肝癌

细胞分化差与高分化状况下导致 AFP 诊断产生假阴性，其他疾

病也会导致 AFP 值的升高，例如肝硬化和肝炎情况，因此导致

PHC 假阳性率相对升高。但是针对于健康群体来说，该检验可

以有效的达到较高的检测精确度，避免假阳性的出现[1-3]。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肿瘤标志物也不断增多，其中

GP73 也是其中一种，在肝脏癌变状态下会在外周血中表现为

含量升高，因此采用该指标检测也成为临床上逐步推广的方

式。该方式检测可有效地对健康群体与肝癌患者做鉴别，对肝

组织健康状态有较好监测作用。但是该检测与 AFP 检测一样，

也会存在假阴性或者假阳性的可能，因此采用两种检测联合处

理的方式可以达到更高的诊断精确度。本研究中，PHC 患者和

单纯性肝癌者的 AFP 和 GP73 水平均高于健康组；其检测的敏

感性上，GP73 阳性率为 72.5%，AFP 阳性率为 57.5%，两种方

式联合情况下的阳性率为 87.5%。可以说明在原发性肝癌诊断

中，AFP 和 GP73 可以作为诊断的标志物，采用联合检验的方

式可以提升检测的敏感性。为了提升诊断的准确性，临床上仍

旧会配合相关影像手段做配合，多方式诊断才能避免单纯检验

方式的误差，特别是在血液监测中会由于多种因素导致检验结

果的变化，辅助影像诊断可以提升诊断的准确性。在原发性肝

癌的诊断上，所有的检验都无法取代病理检验，因此其他非病

理检验仅仅是初步诊断的一种手段，不能进行 终的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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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干预在肺癌根治术患者中的护理效果观察 
Observation of nursing effect of high-quality nursing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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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优质护理干预在肺癌根治术患者中的护理效果。方法：选择 60 例肺癌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组。两组患者均行肺癌根治术。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实施优质护理。观察两组患者抑郁和焦虑情绪改变情况。记录两

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观察组治疗 14 d 后的焦虑和抑郁评分分别和对照组治疗 14 d 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观察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 3.3%；对照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 30.0%。观察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结论：优质护理干预能够改善肺癌根治术患者不良情绪，减少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值得借鉴。 

【关键词】肺癌根治术；优质护理；并发症 

【Abstract】Objective: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radical operation. Methods: 60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patients under both groups underwent 

radical resection of lung cancer.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quality care. The changes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 the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The complication after operation in the two groups was recorded. Results: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14 days of treatment was compared with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was 3.3%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30%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quality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improve the bad mood of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radical operation, and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which is a worthy lesson to learn. 

【Keywords】Radical operation of pulmonary carcinoma;Quality nursing;Com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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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是常见的呼吸系统恶性肿瘤之一。手术治疗是肺癌的

重要治疗措施，肺癌根治术是此类患者常采用的术式。此类患

者在手术治疗过程中及术后呼吸功能会受到影响，此时需要有

效的护理干预来促进此类患者术后恢复[1,2]。本文选择我院肺癌

根治术患者，观察优质护理干预对此类根治术患者的护理影

响。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入选的 60 例肺癌患者均为我院 2013 年 1 月—2015 年 1

月期间病例（均经病理组织学检查证实），上述患者均符合手

术治疗指征，均采用肺癌根治术，同时排除不愿意参与本实验

患者、不能完全执行医护操作患者、不能和医护人员进行正常

交流沟通患者、合并有肺部结核病患者、肺功能严重低下患者。

所选患者均对本实验知情并签署同意书。上述患者根据数字法

随机分为观察组（30 例）和对照组（30 例）。观察组中男性 21

例和女性 9 例，平均年龄为 50.2 岁；对照组男性 20 例和女性

10 例，平均年龄为 49.7 岁。两组患者上述资料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行常规的肺癌根治术护理干预措施（对患者进行简

单的手术相关健康宣教、术后病情观察、呼吸道管理、出院指

导等）。观察组患者实施优质护理干预：①本组患者除了给予

常规护理干预措施外，组织本科室护理人员学习优质护理干预

的理念和具体护理措施，把优质护理的理念贯穿到日常的护理

工作中，加强本科室护理人员对肺癌及相关手术知识的掌握和

理解，为护理人员进行优质护理干预打下牢固基础；②加强患

者对自身疾病的认知，通过护理人员提供的优质护理干预措

施，逐渐消除患者对疾病的误解，消除患者的盲目担忧和恐惧

心理；③组织患者观察肺癌手术相关知识视频，发放肺癌及肺

癌根治术相关知识的宣传手册，加深患者疾病的了解和理解，

让患者了解相关的优质护理措施，提高患者对护理干预的依从

性；④在优质护理干预中，教会患者自我调节情绪方法，教会

患者如何进行肌肉放松练习，让患者掌握肌肉放松训练的具体

过程，使患者学会调节不良情绪；⑤护理过程中注重患者疼痛

的护理。教会患者转移疼痛的具体方法。可教会患者视觉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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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来缓解疼痛，如读书看报、看电视等，教会患者听力分散法，

如听音乐等，根据患者具体疼痛状况可给予止痛类药物，但要

注意镇痛药物的成瘾性[3]。 

1.3 观察指标 

在患者入院时和治疗 14 d 后对患者焦虑情绪进行评分，采

用焦虑自评量表进行评定，焦虑自评量表评分超过 50 分提示

患者存在焦虑情绪，同时采用抑郁自评量表对患者进行抑郁情

绪评定，具体做法和焦虑自评量表相同，抑郁自评量表评分超

过 53 分可认为患者存在抑郁情绪。记录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

（切口感染、支气管胸膜瘘、心力衰竭、心律失常、肺部感染）

发生情况。 

1.4 统计学处理 

在统计学软件 SPSS17.0 下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和

组间比较分别采用 x2和 t 检验，P＜0.05，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入院时和治疗 14 d 后焦虑抑郁情绪评分比较 

观察组患者入院时焦虑和抑郁评分分别为（50.2±4.5）分、

（51.3±6.3）分，治疗 14 d 后的焦虑和抑郁评分分别为

（40.2±4.7）分、（41.9±5.5）分；对照组患者入院时焦虑和

抑郁评分分别为（50.9±7.1）分、（51.7±5.8）分，治疗 14 d

后的焦虑和抑郁评分分别为（46.9±3.7）分、（47.7±5.2）分；

两组治疗 14 d 后的焦虑和抑郁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2.2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观察组术后并发症（切口感染 1 例、支气管胸膜瘘 0 例、

心力衰竭 0 例、心律失常 0 例、肺部感染 0 例）发生率为 3.3%；

对照组术后并发症（切口感染 2 例、支气管胸膜瘘 2 例、心力

衰竭 2 例、心律失常 2 例、肺部感染 1 例）发生率为 30.0%。

观察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3   讨  论 

肺癌的手术治疗术式主要是肺癌根治术，而因为疾病本身

及手术麻醉等因素，可导致此类患者心理情绪改变，肺癌患者

往往因为缺乏对肺癌相关知识的了解，导致对肺癌及手术方式

等产生误解；肺癌根治术对肺癌患者是一种创伤，术后可出现

相关并发症，如切口感染、心力衰竭、心律失常、支气管胸膜

瘘等，影响患者术后恢复[4,5]。为了改善上述情况，护理干预在

肺癌根治术患者中起着重要作用。优质护理是以患者为中心的

为患者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护理干预方式。本文中，观察组治

疗 14 d 后的焦虑抑郁情绪改善情况优于对照组，观察组的并发

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说明优质护理干预能够改善肺癌根治术

患者不良情绪，减少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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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 

名老中医郑伟达治疗原发性支气管肺癌经验探析 

原发性支气管肺癌简称为肺癌，是指原发于支气管黏膜的

肺泡癌，不包括转移性肺癌及气管癌。郑伟达教授经过长期临

床实践总结出肺癌多由正气内虚，邪毒内结所致，病机有下列

三点：① 毒侵肺；②痰湿内聚；③正气内虚。治宜化 解毒，

养阴清热，健脾化痰，益气补虚。郑教授在临床中灵活加减运

用独创经验方并慈丹胶囊均得显著疗效。总结并强调以全面了

解患者全身情况和免疫状态为前提的以药物治疗为主或以手

术治疗为主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的重要性及具体操作事项。 

作 者：郑东京  许鑫  郑伟达    

刊 名：中医临床研究  2015 年 18 期 1-4 页      

护理干预在呼吸内科护理中重症患者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目的：探讨护理干预在呼吸内科重症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

果。方法：将我院呼吸内科在 2012 年 3 月—2014 年 3 月收治

的 134 例呼吸内科重症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67 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呼吸内科常规护理，观察组患者在常规

护理基础上，给予综合性优质护理。两组患者均安置于重监室，

护理人员进行积极地护理干预，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心

率、血氧分压、二氧化碳分压、PH 值以及呼吸频率等指标以

及护理干预的临床效果。结果：两组患者经护理干预后，心率、

血氧分压、二氧化碳分压、PH 值以及呼吸频率等指标均有改

善，观察组改善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观察组总有效率（92.5%）

高于对照组（73.1%），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

论：对呼吸内科重症患者采取综合性优质护理，临床效果好，

值得推广。 

作 者：张兴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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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位埋线联合康莱特注射液治疗 
晚期肺癌癌痛的疗效分析 

Treating advanced lung cancer pain by acupoint catgut embedding plus 

Kanglaite injection  
 

宋东升 周庆伟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河南  郑州，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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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穴位埋线联合康莱特注射液对晚期肺癌患者癌性疼痛的治疗效果。方法：将 64 例肺癌患者随机分为两

组，对照组予硫酸吗啡缓释片 10 mg 口服治疗，治疗组在与对照组相同治疗方法基础上，予穴位埋线联合康莱特注射液治疗，观

察两组止痛效果及生活质量改善情况。结果：治疗组中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例数为 25 例，显效率为 78.1%；对照

组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例数为 14 例，显效率为 43.8%，两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EORTC QLQ-C30(V3.0)

量表中功能领域、症状领域、总体健康状况、腹泻、便秘、气促、失眠、食欲不振得分治疗组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且治疗组治疗前后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量表单一领域中失眠领域得分对照组治疗前后对比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结论：穴位埋线联合康莱特注射液可缓解晚期肺癌患者癌性疼痛，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关键词】穴位埋线；康莱特注射液；肺癌癌痛 

【Abstract】Objectives: To observe effects of acupoint catgut embedding and Kanglaite injection on advanced lung cancer pain. 

Methods 64 advanced lung cancer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randomly, including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Patients of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sustained-release morphine sulfate tablets 10 mg orally, while besides the same method,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treated by acupoint catgut embedding and Kanglaite injection. Simultaneously, the analgesic effects and quality of life were evaluated. 

Results: The cases of complete remission(CR) and partial remission(PR) of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ere 25,14 and the total 

efficiency rates 78.1%,43.8%, ther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In addition, the scores of EORTC QLQ-C30(V3.0) 

scale including functional and symptoms areas, overall health, shortness of breath, diarrhea, constipation, insomnia, inappetence were 

different (P＜0.05), and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between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P＜0.05).The scales of insomnia were of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mpared with th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of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treatments of 

acupoint catgut embedding and Kanglaite injection could help alleviate pain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in advanced lung cancer 

patients. 

【Keywords】Acupoint catgut embedding; Kanglaite injection; Lung cancer 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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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亦称原发性支气管肺癌或支气管癌是 常见的恶性

肿瘤，其发病率呈上升趋势。肿瘤局部扩散及远处转移可导致

胸部、肩背、肋骨、脊柱、骨盆、肝区等多部位疼痛，严重影

响了晚期肺癌患者生存质量。尽管目前癌痛控制方面的药物已

有较大发展，但对部分晚期癌痛控制尚不理想。中医外治法中

针刺止痛应用广泛且疗效肯定，而穴位埋线采用对穴位持续刺

激方法的治疗癌痛，是对中医针刺的发展，因此本研究拟采用

穴位埋线联合药物治疗观察其对癌性疼痛的控制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我院 2013 年 3 月—2014 年 11 月就诊于我院肿瘤科

64 例晚期肺癌癌痛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32 例，平均年

龄（61.8±2.7）岁；平均体重（56±1.9）kg。其中包括小细胞

肺癌 13 例，鳞状细胞癌 17 例，鳞腺癌 11 例，支气管腺癌 13

例，细支气管肺泡癌 3 例，粘液囊腺癌 7 例。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予硫酸吗啡缓释片（萌蒂（中国）制药有限公司生

产；生产批号：H10980263）10 mg 口服每 12 h 一次，口服 10 

d，如治疗期间疼痛仍控制不理想，每次剂量可增加 2.5～5 mg；

治疗组在与对照组相同治疗方法基础上，予穴位埋线联合康莱

特注射液（浙江康莱特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生产批号：

Z10970091）200 ml 静脉滴注 1 次/d。选穴：足三里、肺俞、

肾俞、膻中、阿是穴，根据伴随症状选择相应腧穴；穴位埋线

操作方法如下：在无菌操作下将 8～10 mm 泡软后的羊肠线从

注射针头针尖穿入，不锈钢毫针从针头尾部穿入做为针芯，选



 
-128-                                                          Clinical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2015  Vol.(7)  No.27

取穴位后局部皮肤消毒，将注射针头刺入穴位后，右手持毫针

不动，左手将针头稍上提有轻松感后，将针头及毫针一同拔出，

使羊肠线留于穴位内，观察有无出血。 

1.3 疼痛强度评估  

采用 0～10 数字分级法（NRS），患者自我评估疼痛程度：

0 分为无痛；1～3 分为轻度疼痛；4～6 分为中度疼痛；7～10

分为重度疼痛[1]。 

1.4 止痛疗效评估 

完全缓解（CR）：治疗后无疼痛；部分缓解（PR）：疼痛

较治疗前明显缓解，睡眠基本不受干扰，能正常生活；轻度缓

解（MR）：疼痛较治疗前减轻，但仍感疼痛，睡眠受干扰；无

缓解（NR）：疼痛较治疗前无减轻；以完全缓解率+部分缓解

率计算显效率[2]。 

1.5 生活质量评价  

通过 EORTC QLQ-C30（V3.0）﹙欧洲癌症研究与治疗组

织生命治疗核心量表）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生活质量进行评价

对比。该量表分为 15 个领域，包含 5 个功能领域（躯体、认

知、情绪、角色和社会功能)、3 个症状领域（疲劳、恶心呕吐、

疼痛）、1 个总体生活质量领域和 6 个单一领域[3]。采取标化分

值计算比较，公式如下：功能领域： SS= [ 1- ( RS- 1) / R] ×

100；症状领域和总体健康状况领域：SS = [ ( RS -1) / R] ×

100[4]。 

1.6 纳入标准  

细胞或病理学检查确诊为肺癌患者；年龄≥18 岁；精神智

力正常，可正确评估疼痛强度及生活质量状况；癌症疼痛强度

评估为中重度疼痛；预计生存时间大于 1 个月。 

1.7 排除标准  

不符合纳入标准；存在穴位埋线禁忌症；穴位埋线无法配

合者；经期、孕妇及哺乳期患者；未签署穴位埋线观察知情同

意书者；合并严重心脑血管疾病患者。 

1.8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17.0 统计软件，计量资料采用均数加减标准差

（ ），组间、组内采用 t 检验比较；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x2

检验，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止痛疗效比较  

治疗组 CR+PR 例数为 25 例，显效率为 78.1%；对照组

CR+PR 例数为 14 例，显效率为 43.8%，两组对比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如表 1。 

表 1  两组止痛效果比较  （n，%） 

组别 n CR PR MR NC 显效率 

治疗组 32 9 16 5 2 78.1 

对照组 32 5 9 12 6 43.8 

2.2 两组治疗前后生活质量比较   

EORTC QLQ-C30（V3.0）量表中功能领域、症状领域、

总体健康状况、腹泻、便秘、气促、失眠、食欲不振治疗组

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治疗组治疗

前后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量表单一领域中失

眠领域对照组治疗前后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如表 2。

表 2  两组治疗前后生活质量比较  （ ，分） 

对照组 治疗组 
领域 

治疗前得分 治疗后得分 治疗前得分 治疗后得分 

功能领域 83.11±1.12 87.56±2.01 82.57±2.25 91.26±6.44
△#
 

症状领域 29.57±0.46 25.81±0.78 27.23±1.21 19.24±0.56
△#
 

总体健康状况 28.10±0.32 30.67±0.69 27.53±0.71 49.87±1.18
△#
 

腹泻 30.33±1.03 25.79±0.77 28.58±1.22 19.98±0.45
△#
 

便秘 75.76±2.45 73.23±0.91 71.76±1.33 65.12±1.24
△#
 

气促 81.21±1.08 78.69±1.21 80.57±1.11 74.42±0.32
△#
 

失眠 83.33±1.45 75.21±3.32
#
 80.21±2.56 70.78±1.22

△#
 

食欲不振 84.11±4.42 82.25±3.19 81.13±3.55 72.24±2.20
△#
 

经济困难 85.79±1.27 86.71±4.32 84.44±2.79 82.10±3.01 

注：两组对比
△P﹤0.05；治疗前后对比

#P﹤0.05 

3   讨  论 

中晚期肺癌患者中以癌性疼痛为主要表现者占 70%～

90%[5]，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西医学关于癌痛提出“三

阶梯止痛”疗法，对缓解疼痛疗效确切，但中晚期肺癌患者随

着病情加重，阿片类药物使用量逐渐增加，恶心呕吐、便秘、

肝肾功异常等副作用突显，如能在增加止痛疗效基础上减少药

物副作用，将为更多中晚期癌痛患者所考虑。一项动物实验研

究发现中药对小鼠 Lewis 肺癌肿瘤细胞的生长、转移等具有抑

制作用[6]，中医中药疗法在提高患者免疫力、减轻病痛、预防

复发及转移、改善患者生活质量等方面突显其在肺癌治疗方面

的优势。 

本研究采用穴位埋线法联合康莱特注射液治疗癌痛有效

率达 78.1%，明显优于对照组，且生活质量得以改善，李斌[7]

等采用穴位埋线配合针刺疗法治疗中重度癌性疼痛有效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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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 82.4%、62.5%，与本研究结果相似。穴位埋线是集多种

疗法和多种效应于一体的复合性疗法[8]，穴位埋线是在针刺基

础上发展起来的，针刺止痛原理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已有研究，

并逐步得到验证。有研究认为单纯针刺对Ⅰ、Ⅱ级疼痛效果明

显，而对Ⅲ级癌痛疗效极差[9]，针药并用的综合疗法又优于单

纯针刺疗法[10]，穴位埋线可弥补针刺时间短、疗效弱等不足。

穴位埋线具有腧穴留针特点及增强针刺效应的作用，可通经

络、调气血；同时埋线所用的羊肠线在逐渐分解吸收过程中增

加了对穴位的刺激时间，其由强到弱的刺激过程是对脏腑阴阳

平衡的整体调节[11]。穴位埋线具有操作简便、副作用少、刺激

强及作用持久的特点，是穴位埋线的优势所在。本研究所选取

的穴位肺俞可宣通脏腑、调理肺气，补肾俞以纳肾气，结合八

会穴之气会膻中，共同调理一身之气，气行则血行，通则不痛；

足三里调和脾胃，以资生化之源，水谷精微上濡于肺，使肺气

盛而御邪气；阿是穴以痛为腧，共同达到止痛之目的。 

康莱特注射液属中药类新型的双相广谱抗肿瘤药物，是由

从薏苡仁中提取出的薏苡仁油研制而成，具有抑制和杀伤肿瘤

细胞的作用，其配合 NO 化疗方法可明显改善晚期非小细胞肺

癌患者的生存质量，具有减毒增效作用[12]，研究发现口服含薏

苡仁提取物联合化疗同样可提高有效率，减少化疗副反应发生
[13]。薏苡仁提取物在破坏肿瘤细胞 DNA 的同时，可诱导癌细

胞凋亡，具有抗癌作用。刘孟宇等[14]采用数据挖掘技术研究肺

癌的中药治疗特点，发现 225 种中药中薏苡仁的使用频率占第

六位，可提高肺癌疗效。动物实验表明康莱特注射液可提高炎

性疼痛大鼠的机械痛阈值，即具有镇痛作用[15]，同时也有临床

研究表明其对癌痛具有缓解效果，其镇痛有效率可达 52.9%[16]。

林洪生等[17]关于非小细胞肺癌的中医循证医学研究提示蟾素

注射液、榄香烯注射液、康莱特注射液三药交替使用或单独使

用中位生存期为 10.92 个月，明确而突显了中医药的治疗特色。

本研究选择该药物联合穴位埋线疗法对于晚期癌痛患者疗效

明显，作为中药制剂副作用相对较少，针药并用止痛疗效突出，

值得临床应用。 

综上，穴位埋线联合康莱特注射液对于肺癌癌痛临床止痛

效果肯定，可明显改善癌症患者的生活质量。因此，在增加样

本含量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推广有一定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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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莱特注射液联合吉西他滨治疗晚期胰腺癌患者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系统评价 

目的：系统评价康莱特注射液联合吉西他滨治疗晚期胰腺

癌患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选取 2012 年 1 月-2014 年 6

月我院门诊和住院收治的晚期胰腺癌患者 50 例，将其随机分

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25 例。评价其生活质量、中医证候效果

以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治疗 2 个疗程后，观察组患者

SF-36 量表各维度评分较治疗前和对照组均显著增加

（P<0.05）；观察组的显效率及总改善率显著高于对照组，而

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以吉西他

滨化疗为主，康莱特治疗为辅的综合治疗措施，能显著提高临

床疗效，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降低化疗的毒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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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联合护理干预对食管癌术后患者的影响 
Effects of TCM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esophageal carcinoma postoperative 

patients  
 

张 丽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一附属医院，河南  南阳，47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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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中西医联合护理干预对食管癌术后患者的影响。方法：选择食管癌术后患者 60 例，上述患者随机分为

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食管癌术后护理，观察组实施中西医联合护理。评定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记录两组患

者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观察组护理满意高于对照组护理满意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术后并发症发生

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中西医联合护理能够提高食管癌术后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减少术后并发症，

护理效果显著。 

【关键词】食管癌；术后；护理；中西医结合 

【Abstract】Objective:To explre effects of TCM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postoperative patients with esophageal carcinoma. Methods： 

60 postoperative patients with esophageal carcinoma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implemented routine nursing.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TCM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and the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were recorded. Results: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The nursing interven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combined with Western medicine can improve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ostoperative patients with esophageal carcinoma，and 

decrease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Keywords】Esophageal carcinoma; Postoperative; Nurse; Chinese medicine combined with Western medicin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5.27.063 

 

食管癌是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疾病之一。食管癌是主要

治疗措施是手术治疗。但部分食管癌术后患者可存在胃排空障

碍等并发症，特别是老年食管癌术后患者更容易发生[1]。食管

癌手术患者的护理干预在此类患者术后恢复中起着重要作用。

中医护理是以中医学为基础的护理干预措施。本文选择我院食

管癌术后患者，观察中西医联合护理对此类患者的护理效果。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入选的 60 例食管癌术后患者为我院 2011 年 12 月—2014

年 12 月的病例，均经病理组织学检查证实。上述患者均能够

完成本实验过程，能够和医护人员进行正常的语言交流，同时

排除不能正常语言交流患者、智力障碍患者、精神疾病患者、

不愿意参与本实验过程患者。上述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每组病例各为 30 例。观察组中男性 18 例，女性 12 例，年龄

48～77 岁，年龄平均（66.1±5.2）岁。对照组患者中男性 17

例，女性 13 例，年龄 50～78 岁，年龄平均（65.8±6.4）岁。

两组患者上述一般资料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

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实施食管癌术后胃排空障碍的常规西医护理

干预：根据胃癌术后患者具体情况实施胃肠减压和洗胃改善其

胃排空障碍，胃肠减压时观察患者病情改变情况并记录引流量

和引流物颜色等；对患者进行饮食方面干预，饮食量要逐渐增

多，待到胃肠功能恢复后再进食；对患者做好术后注意事项的

宣教；对睡眠障碍患者进行护理干预，协助患者合理安排作息

时间，提高患者睡眠质量；做好用药指导，嘱咐患者根据医嘱

服药，不可根据自己意愿改变用药。观察组患者实施中西医联

合护理干预：观察组除了给予上述常规西医护理干预外，同时

给予中医护理干预措施。根据患者出现的具体的不良情绪，对

患者实施情志护理干预，护理人员主动和患者沟通，态度和蔼，

对患者表现出同情，可采用开导式、情胜式、转移式等方法对

患者实施情志护理，缓解患者不良情绪，使患者保持愉快情绪，

利于术后恢复。对患者实施针灸治疗，可在足三里、中脘、内

关等穴位处进针，实施治疗，进针过程中要观察患者感受，留

针时间为 15 min 左右。 

1.3 观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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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两组患者护理干预措施满意度进行评定，自行设计护理

满意度调查表对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后的护理满意度进行调查，

调查表满分为 100 分，其中 60 分以下为不满意，60～80 分为

基本满意，80 分以上为满意。护理满意度为满意和基本满意所

占比例。记录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应激性溃疡出血、腹泻、

术后感染等）发生情况。 

1.4 统计学处理 

在统计学软件 SPSS18.0 下行统计学分析，计数治疗采用

百分率表示，采用 x2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表示，采

用 t 检验，P＜0.05，显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调查结果比较 

观察组护理满意度（满意和基本满意所占比例）为 96.7%；

对照组护理满意度（满意和基本满意所占比例）为 70.0%；观

察组护理满意高于对照组护理满意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调查结果比较  （n,%） 

组别 n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护理满意度 

对照组 30 14 7 9 70.0 

观察组 30 23 6 1 96.7 

2.2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 3.3%；对照组术后并发症发生

率为 30.0%；观察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n,%） 

组别 n 应激性溃疡出血 腹泻 术后感染 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对照组 30 1 6 2 30.0 

观察组 30 0 1 0 3.3 

3   讨  论 

食管癌在中医学中属于“噎膈”范畴，还有“噎食”“噎

塞”等之称。在西医中，食管癌是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之一。

食管癌的治疗主要是手术治疗，通过切除肿瘤部位等组织到达

治疗目的。但食管癌术后会出现相关并发症，如腹泻、术后感

染、应激性溃疡出血、胃排空功能障碍等，这些并发症影响到

患者的术后恢复。常规的术后西医护理干预在食管癌患者术后

恢复中产生的积极有效的护理效果[2]。中医护理是以中医理论

为基础的护理措施。在中医护理中，情志护理能够缓解不良情

绪对患者的影响，使患者保持良好的情绪，利于术后护理[3,4]。

针灸治疗是中医学的组成部分，对相关治疗的治疗效果产生积

极作用。本文中，观察组患者除了给予西医护理干预外，同时

给予中医情志护理和针灸治疗，观察组患者的术后并发症发生

率低于对照组，而观察组患者对护理措施的满意度显著优于对

照组，上述护理效果与中医护理和针灸治疗的作用分不开的。

所以中西医联合护理能够提高食管癌术后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减少术后并发症，护理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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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 

参芪扶正注射液联合化疗方案对晚期食管癌患者化疗过程中的临床意义 

目的：探讨参芪扶正注射液联合 DCF（多西紫杉醇＋顺铂

＋5-氟尿嘧啶）方案与单纯 DCF 方案对晚期食管癌患者放化疗

过程中的治疗护理作用。方法：选择我院 136 例采用参芪扶正

注射液联合多西紫杉醇与顺铂同步放疗的晚期食管癌患者作

为研究对象，通过从病人心理上、化疗反应、生活饮食等方面

进行针对性护理，及时为其解除痛苦，使其树立信心并坚持全

程治疗。结果：观察组有效率及 3 年生存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与对

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参芪扶正注射

液能够减少 DCF 方案化疗毒副作用，增加患者化疗耐受性，

坚持完成放化疗计划，能够使患者减少化疗痛苦，提高生活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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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2010—2014 年文献计量分析论中医护理科研现状 
A review on TCM nursing research based on an bibliographical analysis s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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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通过医学学术核心期刊的中医护理论文进行汇总，采用计量学方法分析中医护理科研现状。方法：根据 CNKI

的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对护理类中文学术核心期刊复合影响因子排名，选取出复合影响因子＞0.7 的期刊。结果：从上述期

刊 2010—2014 年载文中检索出的与中医护理相关文献共计 485 篇，分别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是否获得基金项目等方面进行分

析。结论：中医护理科研应从研究内容与方法等方面提升品质，还应加大科研人才培养力度和科研资金的投入，提高中医护理科

研水平以推动中医护理事业向现代化、国际化发展。 

【关键词】中医护理；科研；现状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tate of TCM Nursing Research by summarizing medical academic journals. Methods: 

After ranking the core academic journals from the nursing category in the CNKI network of Chinese academic literature according to their 

composite impact factors, only those with composite impact factors at 0.7 or above are selected. Results: 485 publications on TCM nursing 

were selected from those journals dated between 2010 and 2014. They are then analyzed on their content, methods, and their access to 

research funding. Conclusion: Both the content and the methods of research on TCM nursing have to be upgraded; more effort is needed in 

the cultivation and training of research personnel, and an increase of investment and funding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s necessary in order to 

speed up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TCM nursing.  

【Keywords】TCM Nursing;Scientific research;Current situ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5.27.064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中医药工作不断投入，加快了中医药

事业的发展，中医护理专业也越来越受到重视，2012 年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首次将中医护理列为重点专科建设项目，中医护理

特色优势的探索与创新成为了专科建设的主要任务，而中医护

理研究水平决定了专科建设发展速度。本文针对 6 种医学学术

核心期刊的中医护理论文进行汇总，采用计量学方法分析中医

护理科研现状，以期为进一步促进中医护理专科建设提供参

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资料   

根据 CNKI 的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对护理类中文学

术核心期刊复合影响因子排名，选取出复合影响因子＞0.7 的 6

种期刊，依次是《中华护理杂志》《中国护理管理》《护理管理

杂志》《中华护理教育》《护理学报》及《护理学杂志》。本文

选择 2010—2014 年刊载在上述期刊的中医护理论文作为研究

资料进行分析研究。 

1.2 研究方法   

查阅 CNKI 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万方医学数据库，

对上述 6 种期刊 2010—2014 年载文进行全面检索，首先通过

标题初步选出与中医护理有关的文章，再通过逐篇审阅， 后

筛选出含有中医专科专病辨证施护、中医护理技术、中医护理

健康教育、中医康复指导、中医护理管理、中医护理教育、中

医护理人力资源及人才培训等内容的论文作为 终分析资料。 

1.3 资料收集与分析  

利用 Excel 表建立文献分析数据库，将分析资料逐篇进行

归类，用频数及百分比统计描述文献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

统计方法及获得基金资助等情况。 

2   结  果 

2.1 文献检索结果  

2010—2014 年 6 种期刊共计检索 482 期，其中《中华护理

杂志》60 期，《中国护理管理》62 期，《护理管理》60 期，《中

华护理教育》60 期，《护理学报》120 期，《护理学杂志》120

期。载文量共计 17413 篇，从中检索出的与中医护理相关文献

共计 485 篇，其中 2010 年 83 篇，2011 年 78 篇，2012 年 100

篇，2013 年 121 篇，2014 年 103 篇，占 6 种期刊总载文量的

2.8%。 

2.2 中医护理论文情况  

针对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统计方法等分布统计情况（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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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表 1  中医护理论文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统计方法应用分布情况  （n=485） 

项目 篇数 百分比（%）

中医护理技术 246 50.7 

中药效果观察 58 12.0 

中医护理教育 39 8.0 

康复保健    34 7.0 

中医医院护理管理 33 6.8 

专科专病辨证施护    28 5.8 

中医医院护理人力资源及培训 23 4.7 

健康教育 17 3.5 

中医护理技术动物实验 6 1.2 

研究内容 

护理文件 1 0.2 

随机对照 327 67.4 

调查性研究 81 16.7 

综述 26 5.4 
研究方法 

个案、总结、论述类 51 10.5 

统计方法 统计描述   400 82.5 

 不使用统计   85 17.5 

2.2.1 研究内容包含了中医护理技术、中药效果观察、中医护

理教育、康复保健、中医医院护理管理及专科专病辨证施护等

方面。其中针对中医护理技术论文量为 246 篇，占总量的

50.72%。从中医护理技术分布情况来看（见表 2），穴位按摩

（压）、穴位贴敷、中药（湿、热、冷）敷和耳穴贴压 4 项技

术排名在前，多篇论文针对一种疾病联合使用多种中医护理技

术进行研究，中医护理技术被提及的总项次达 256 项次。 

表 2  中医护理技术使用分布情况  （n=256） 

项目 项次 百分比（%） 

穴位按摩（压） 61 23.8 

穴位贴敷 57 22.3 

中药湿、热、冷敷 36 14.1 

耳穴贴压 32 12.5 

中药泡洗 23 9.0 

艾灸 16 6.3 

中药熏洗 7 2.7 

中药口护 6 2.3 

刮痧 3 1.2 

借助仪器（激光、中药离子导入） 3 1.2 

中药灌肠 3 1.2 

推拿 2 0.8 

拔火罐 2 0.8 

针灸 2 0.8 

中药蜡疗 1 0.4 

中药尿道口护理 1 0.4 

中药雾化 1 0.4 

2.2.2 研究方法首选随机对照研究 327 篇，占总论文量的

67.4%，其次是调查性研究 81 篇，综述 28 篇，个案、总结及

论述类论文 51 篇。 

2.2.3 统计方法中使用统计描述论文 400 篇，占总论文量的

82.47%，不使用统计方法论文为 85 篇。 

2.3 科研基金项目分布情况  

在纳入的 485 篇论文中，获得基金项目的论文共计 21 篇。

资助研究方向包括了临床护理、护理教育、社区护理及护理管

理等 4 个方面。（见表 3） 

表 3  中医护理科研基金项目分部情况 （n=21） 

项目 篇数 百分比 

中央国家级 3 14.3 

基金级别 
地方省市级 18 85.7 

临床护理 9 42.9 

护理教育 8 38.1 

社区护理 3 14.3 
研究方向 

护理管理 1 4.8 

3   讨  论  

3.1 提升中医护理科研的品质 

3.1.1 本研究选择的是复合影响因子排名前六位的学术期刊，

分别在临床护理、护理管理和护理教育等领域具有一定的学术

权威。近五年来这些期刊都登载了相关的中医护理科研论文，

说明中医护理研究主题涉及范围广泛，但从总载文量占比看，

中医护理占比率较低，还需要进一步努力。 

3.1.2 科研内容主要集中在中医护理技术、中药效果观察与安

全和中医护理教育等方面，其次，康复保健、护理管理也是研

究者关注热点，这符合了 2007 年颁布的《中医药创新发展规

划纲要（2006—2020 年）》中提出的“中医临床研究应注重发

挥中医药在临床治疗、预防保健、养生康复等方面的优势和特

点”的总目标[1]。中医护理技术在研究中占了绝对优势，穴位

按摩、穴位贴敷、中药（湿、热、冷）敷和耳穴贴压位居研究

之首，也说明中医护理技术以其“简、效、易、廉”的优势特

色在临床被广泛应用。随着全国中医护理重点专科建设的深

入，将多种中医护理技术用于同一病证，一种中医护理技术用

于不同疾病，以及传统中医护理手段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研究

将成为新的护理科研方向。随着循证护理的推广应用，进一步

规范传统的中医护理技术标准化流程（SOP），提高中医护理技

术实施的科学性研究也势在必行。另外，在凸显中医护理优势

特色的健康教育和慢病管理等领域尚属薄弱环节，亟待进行中

医护理科学研究。 

3.1.3 科研方法多数为随机对照研究，研究结果使用了统计描

述，体现了随着护理人才学历水平的提高，护理研究的科学性

受到了广泛的重视。但经过对随机对照研究的护理论文逐篇研

究后发现护理科研整体质量还有待提高，需要加大对深层次、

大样本的随机对照研究力度，构建适用于护理领域的科学的效

果评价体系，让临床中医护理效果达到可量化和可重复验证，

从而提升中医护理科研论文的证据等级，使传统的中医护理专

科具有循证依据，更具有科学性、规范性和可行性。 

3.2 加大中医护理科研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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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中医护理人才队伍建设是发展中医护理科研的基础。

近几年，各中医院校虽然加大了人才的培养力度，但 终进入

中医医院的高学历护理人才数量偏少，不能满足临床需求。另

一方面，临床护理人员的中医基础理论薄弱，专科学术水平低，

缺乏科研意识等因素也制约着临床护理科研的质量和水平。应

加强院校合作，高学历人才在校期间可适当增加临床实践学

时，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同时确保高学历中医护理人才进入

中医院工作比例，充分发挥其专业特长。此外，逐步加强对临

床护理人员科研素养与能力的培养，进一步完善规范化、专科

化的中医护理人才培训模式，造就一批既精通中医护理知识和

技能又具备护理科研能力的中医护理人才队伍[1]，从而有效提

升中医护理科研实用性。 

3.3 增加护理科研经费资助 

本研究数据显示获得科研基金支持的项目数量较少，资助

的研究方向集中在临床护理和护理教育两个方面，且二者所占

比例基本持平，这也正符合了当前在临床中大力开展中医特色

护理和对中医护理人才培养需求增加的总趋势。各级科研主管

部门应为中医护理科研设立独立专项研究基金，加大对中医护

理科研的扶植力度，为提升专业学术水平创造条件。而中医护

理科研如需更大程度地获得基金支持，也要从自身科研设计的

严谨性、科学性及科研成果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应等多方面加

以完善与提高。 

总之，中医护理学科正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科学研究是

中医护理学继承与发展的必由之路[2]，在《中医药创新发展规

划纲要（2006-2020 年）》中明确了中医药事业的“继承、创新、

现代化、国际化”4 个方面的基本任务[1]，临床大力开展科学

而规范的护理研究可以推动中医护理事业向现代化、国际化发

展。 

参考文献： 

[1]谢卫梅.中医医院护理人员中医护理培训需求调查分析[J].中医临床研究,  

2015,13(7):139-142. 

[2]沈勤 .影响中医护理学术继承与发展的因素及对策[J].中医药管理杂

志,2013,21(1):31-33. 

作者简介： 

刘志宏（1970-），女，1993 年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现就职于北京

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护理部，任教学总护士长，负责主管护理教学、培训

及科研，职称为副主任护师，专业特长在中医护理、护理教学、护理管理

及护理科研等领域均有较突出业绩。 

刘香弟
△
，通讯作者。 

 

编辑：白莉   编号：EB-15072906F（修回：2015-08-04）

 

创新中医特色护理团队文化建设推进 
“县乡中医药一体化管理”的探索与实践 
Innovation and practice of TCM nursing team construction to Promote " 

Integrated management of TCM in countries and cities"  
 

陈玉琼  周帮旻  兰 燕  曾德军  魏竹君  王万琼 

 

中图分类号：R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5)27-0134-03     
 

【摘  要】目的：通过完善制度及激励机制，提升中医护理人员创新思维，创新中医特色护理团队文化建设，推进“县乡中

医药一体化，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工程 。方法：构建制度、整合资源、培育人才、创新中医特色护理团队文化。结果：创

新中医特色护理团队文化建设，推动了“县乡中医药一体化管理”工作，充分发挥了中医特色护理团队在以病人为中心“县乡中

医药一体化，提升基层服务能力”的重要作用。结论：采用创新思维与中医护理方案在延伸护理社区中的应用，创新了中医特色

护理团队文化建设。 

【关键词】中医特色；护理团队；文化建设；一体化管理 

【Abstract】Objective: Through promoting the system and incentive mechanism, to improve the innovative though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team cultur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project " Integrated management of TCM in 

countries and cities". Methods: To build system, integrate resources,cultivate talents and innov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CM nursing team 

culture. Results: Culture construction of TCM nursing team, innovation promotes the project "Integrated management of TCM in countries 

and cities", which gives full play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CM in patient-centered care team" Integration of TCM in countries and cities 

and basic service ability promotion". Conclusion：Innovative thinking and the TCM nursing plan promotes the TCM nursing team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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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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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护理团队文化建设对中医特色护理团队的成长与

发展至关重要，通过不断创新与发展，我院中医特色护理团队

文化建设，在新时期“县乡中医药一体化，提升基层服务能

力”工程中形成了符合时代特点、富有中医特色护理的团队文

化，中医特色护理团队文化是团队文化在护理行业中的具体表

现，具有内在的导向、凝聚、激励、亲和及制约作用，其核心

是共同价值观。为激发护士工作积极性，增强护理团队核心竞

争力，探讨建设符合中医特色的中医护理团队文化，已成为当

代护理管理者的重要工作内容。我院护理团队在推进“县乡中

医药一体化，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工程中，在秉承优秀

护理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深挖内涵，探索创新，走出了具

有中医特色的护理团队文化建设与管理之路[1]。 

1   方  法 

1.1 大力弘扬中医药优秀传统文化，突出中医特色护理  

成都市新都区中医医院秉承“坚持突出中医药特色，走中

西医结合的道路的医院办院方向，坚持以巩固三级医院创建成

果，提升服务能力为中心，突出质量、安全、管理、服务、绩

效五个重点，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第一批“县乡中医药一体化

管理”试点为契机，大力弘扬中医药优秀传统文化，突出中医

特色护理，探索出了带动我区中医药工作龙头和示范的“新都

模式”，为新都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1.2 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贯穿中医特色护理团队文化建设的

始终 

中医护理团队文化建设，本着“以人为本、关爱护士”的

原则，在推进“县乡中医药一体化，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

力”工程中，医院努力为中医护理人员搭建学习、晋升和自我

实现的平台，使中医护理团队拥有 大发展空间、 多的展示

机会、 美的职业前景。 

1.3 无缝隙内部沟通与激励机制，推进了中医特色护理团队文

化建设 

将中医护理人员培养列入医院总体人才培养规划，设立培

训专项资金，奖励管理办法，选派优秀的护理人员进行 MBA

班的培训，专科护理培训等，覆盖面广、连续性强、重点突出，

塑造学习型的中医护理团队。我院护理团队创新研制的《艾灸

盒》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实用新型专利。 

1.4 实施护士分层管理，发挥了中医特色护理团队在“县乡中

医药一体化，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重要作用 

根据木桶缝隙原理，团队中每个人在其素质、技术、能力、

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因而“木桶”存在缝隙在所难免，只有

尽可能地减少缝隙，才有利于团队的发展。根据医院实际情况，

将临床护理岗位分为 N1-N4 层，并制定了相应的职责、晋级标

准和考评原则，对临床教学老师进行资质准入制度。使中医护

理团队充分发挥其在“县乡中医药一体化，提升基层中医药服

务能力”的重要作用[2]。 

1.5 采用创新思维与中医护理方案在延伸护理社区中的应用 

2013 年成都市新都区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全国第

一批 10 个“县乡中医药一体化管理”试点地区之一，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在新都区召开全国“县乡中医药一体化管理”工

作座谈会。县乡中医药一体化试点“新都模式”是新都区中医

医院托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中医科、中药房和

村（社区）卫生站的中医药工作，实行区、镇、村一体化统一

管理，启动“3681”工程：健全三有，被托管单位有中医科、

中药房、中医药人员；坚持六不变，公益性质、人员身份、职

责、资产权属关系、政府投入、隶属关系不变；推行八统一，

统一建设标准、管理制度、质量控制、人员培训、特色疗法、

标识标牌、信息管理、绩效考核； 终实现目标，建立可持续

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的长效机制，着力缓解老百姓“看病

难、看病贵”的问题[3]。 

制定《新都区城乡中医药一体化管理方案》，层层签订《目

标承诺书》，成立城乡中医药一体化管理实施领导小组，由我

院具体牵头实施，制定了一体化管理《实施方案》《考核方案

及细则》和《工作制度》，纳入各试点单位综合目标考核，其

权重占综合目标考核总分的 30%。督导小组每月进行督察、考

核、通报，并与绩效挂钩。我院专门抽调中医护理人员对试点

单位进行帮扶，制定中医护理人员培训时间安排表，进行中医

药知识及中医护理适宜技术培训。骨伤科、儿科、老年病科、

针灸科、康复科等省、市级重点中医专科护理人员与全区 13

家镇（街道）卫生院、2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结成帮扶配对关

系，强化了帮扶式体系托管城乡中医药服务一体化管理的承载

力[4]。 

各试点单位均制定了实施方案及措施，对中医药工作开展

情况有明确的奖惩办法；由我院统一组织实施培训和业务指导

工作，截止到 2014 年 5 月，已集中培训和现场指导 58 次，培

训中医药人员达 5758 人次；已开展中医药适宜技术 19 项。2013

年 12 月首次在全区范围统一开展中药穴位敷贴技术推广，接

受中药穴位敷贴群众 1562 人次；村（社区）卫生站建成了中

医综合治疗室，开展了 5 项以上中医护理适宜技术，并形成了

“传-帮-带”的优良传统。采用创新思维与中医护理方案在延

伸护理社区中的应用，创新中医特色护理团队文化建设，推动

了“县乡中医药一体化管理”工作。 

2   结  果 

创新中医特色护理团队文化建设，推动了“县乡中医药一

体化管理”工作，充分发挥了中医特色护理团队在以病人为中

心“县乡中医药一体化，提升基层服务能力”的重要作用。 

3   结  论 

中医特色护理团队文化建设，采用创新思维与中医护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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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在延伸护理社区中的应用，秉持人文关怀的护理理念，强化

“三基三严”训练，加强护理人才培养，规划职业生涯，积极

开展护士岗位管理探索，充分发挥中医护理人员在以病人为中

心“县乡中医药一体化，提升基层服务能力”的潜能与工作热

情，营造了和谐、团结、向上的团队文化氛围，打造了一支热

爱中医护理事业，充满爱心、责任心和奉献精神的中医特色护

理团队，得到了广大病员和社会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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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医院急诊护理风险认识与管理 

Understanding and Management of Emergency Nursing Risk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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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主要分析了中医医院急诊护理管理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阐述了在当前形势下，加强中医医院急诊护理管

理的重要性，针对目前急诊护理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笔者通过研究，提出了一些加强急诊护理管理的措施，减

少急诊护理纠纷和差错的发生，提高护理的质量，保证病人的安全。 

【关键词】中医医院；急诊护理；认识与管理 

【Abstract】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d the problems in the manage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emergency nursing , 

elaborated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e importance of strengthening nursing management in emergency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conducted the thorough research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work of emergency nursing management. Through 

the research,some measures of emergency nursing management were put forward in order to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emergency nursing 

disputes and error,improve the nursing quality and ensure patient safety. 

【Keywords】TCM Hospital; Emergency Care; Understanding 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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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科的护理特点是危、急、重病人多，工作的节奏快。

患者及其家属容易产生急躁的心理，所以，护理人员在抢救

的过程中如果稍微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出现护理纠纷，与病

人发生矛盾冲突。为了避免发生护理纠纷和矛盾冲突，使病

人顺利就诊，保证病人的生命安全，不仅需要护理人员具有

较高的专业素质，还要能够处理预见性的护理风险问题。 

1   急诊护理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1 规章制度没有落到实处 

工作中，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有章不循，为了方便将工

作程序简单化。虽然对工作的内容掌握的很熟练，但是不知

道怎么去查对，仅凭自己的主观经验做事。 

1.2 仪器准备的不充分 

中医医院各种仪器的应用，不仅提高了急诊的护理水平，

也增加了很多潜在的不安全因素。抢救仪器如果没有专业的

人员管理、放置混乱、不全面等都会造成设备故障，从而产

生护理差错，引起纠纷。 

1.3 护理的记录不够严谨 

护理人员对护理的记录缺乏及时性和专科性，缺乏动态

变化，常常将护理的有关数据错记、漏记，使护理产生偏差。 

1.4 对专科急救知识掌握的不全面 

工作人员由于没有全面的掌握急诊护理知识，而产生误

诊，导致病人的就诊时间被延误。如对脑外伤患者没有及时

观察瞳孔的变化而导致患者发生脑疝，对迟发性出血的患者

缺乏预见性的观察，对心律失常如室颤、室速等没有做出准

确性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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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急诊护理流程不够完善 

急诊医疗的 大特点是时间性强、涉及面广、随机性大、

病种多、病死率高、病情紧急等，然而在病情的变化中掺杂

着多种因素，急诊护理行为是在各种服务至上的高科技行为，

具有高风险性，极易导致患者的投诉和医疗纠纷。 

2   控制急诊护理风险的管理对策 

2.1 完善管理的规章制度 

在急诊护理风险的管理过程中，护理人员首先要学会如

何识别护理风险，要不断的学习《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其次，

护理人员要不断的加强自身的法律意识和责任感，强化风险

意识，提高自身的防风险能力，减少由人为因素而引起的护

理风险。护理人员在操作的每一项过程中都要严格的遵守规

章制度。建立护理告知制度，如吸痰告知制度、褥疮预防告

知制度以及安全告知制度。对于新住院的病人而带来的压疮

或压疮预警，其家属必须在护理记录单上面签字。 后要规

范护理人员的报告程序，重症病人在外出检查或转科时，病

情很容易发生变化，所以必须制定重症病人转科交接登记表，

规范护理人员在转运重症病人过程中确保安全的方法。急诊

病人在进行急诊手术时，手术室需要与急诊科密切的配合。 

2.2 控制急诊护理的质量 

控制护理风险的合理有效管理措施是进行环节质量控

制。环节质量控制能发现潜在和现存的护理安全隐患，可以

及时的解决护理风险。因此，护理人员必须养成周密严谨的

工作态度，严格的执行规章制度，不可简化操作程序，不能

凭主观经验行事。在容易产生差错的一些环节，如人少工作

忙、周末交班节、假日等，护理人员要严格的做到：问清问

题、查明原因、查实问题处理、落实整体措施。 

2.3 加强管理急诊仪器 

对于急诊室的抢救仪器要进行分类放置，由专业管理人

员进行管理。根据值班室的工作安排，每天由值班人员进行

清点，负责检查仪器，主要包括安装、检测和消毒工作，使

各种抢救仪器每天都处在良好的状态，同时做好登记。如果

发现有仪器出现任何故障或缺损，要立即与设备科联系，及

早的排出故障，以便使用。 

2.4 加强护理人员的专业知识培训 

加强对护理人员的专科知识考查和培训，提高防风险的

能力。可以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如个人目标学习、科室强化

培训等。对常见的急诊技术，如中毒洗胃、气管插管、除颤、

吸痰、心肺脑复苏、呼吸机应用等每月进行一次考核，将考

核的成绩记录在个人的业务档案内。每月要组织进行 2 次业

务学习，1 次抢救病例讨论，每周进行 2 次晨间提问。建立

科内常见症状、疾病等的抢救程序，并进行汇编成册，以便

日后的使用。急诊科的护理人员不仅要熟悉技术、精通业务，

还要有独立性、主动性和预见性。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能

对患者出现的病情变化进行预测，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2.5 制定抢救应急方案 

选择专业素质高的护理人员成立风险管理小组，负责护

理工作的检测与监督，并制定抢救的工作流程和应急方案，

如重症病人的抢救工作流程，脑水肿的风险应急方案。对急

诊护理风险要实现全程动态管理，当大量病人前来就诊时，

值班人员要迅速通知护士长，组织人员。在遇到较大伤亡事

故而需要其他科室支援时，值班人员要迅速通知院长，及时

的进行应急处理方案，调动熟练掌握急救技能、富有实践经

验的护理人员进行抢救，让病人及时地得到专业的护理，由

护士长进行全盘的急救指挥，有预见性的做好准备，使整个

科室互相辅助。工作协调，避免因任何一个环节的疏忽而引

法护理风险。 

3   总  结 

综上所述，中医医院在急诊护理风险的管理工作中确实

存在一些问题，如医院的规章制度没有落实到位，医院的抢

救仪器没有处于备用状态，护理人员所做的护理记录不够严

谨，护理人员对专科急救知识掌握的不够全面，医院的急诊

护理流程不够完善等。笔者针对急诊护理风险的管理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控制急诊护理风险管理的措施，如

完善医院急诊科室的管理制度，控制急诊护理每个环节的质

量，加强管理院内的急诊仪器，增强护理人员的专业知识培

训，并制定抢救应急方案等。从而提高护理人员的急诊护理

风险意识，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减少发生护理纠纷和护理差

错，提高护理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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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and analysis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cognitive situation of 

clinical nurses 
 

穆荣红  刘 凯  李 丹 

（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河南  新乡，453003） 

 

中图分类号：R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5)27-0138-03     
 

【摘  要】目的：了解本地区医院工作 10 年以下护士对循证护理的认知情况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方法：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

对 225 名护龄 10 年以下的护士进行问卷调查，了解护龄 10 年以下临床护理人员对循证护理的认知情况。结果：10 年以下护士对

循证护理的整体认知度较低，其中完全不知晓占调查人数的 41.7%，听说过 39.0%，非常熟悉 10.0%，能运用循证方法解决护理工

作中存在问题的仅有 2.4%。结论：10 年以下护理人员的循证护理认知度低，鲜有护理人员运用循证护理的方法解决临床护理问

题，对护理人员循证护理相关知识知晓率低的原因进行分析，为临床护理人员开展继续教育和循证护理教育的方向及培训提供理

论依据。 

【关键词】临床护士；循证护理认知；原因分析 

【Abstract】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regional hospital ten years following the nurse perceptions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and 

the main problems. Methods: 225 nurses with 10 years escort age accepted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by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linical nurses' knowledge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Results: 10 years following the nurse to lower the overall 

recognition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which accounted for 41.7% of investigation number is not known, completely heard of 39%, 10% 

are very familiar with, can use evidence-based method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nursing work is only 2.4%. The following ten years. 

Conclusion: The evidence-based nursing recognition of nursing staff is low, few nurses clinical nursing methods of applying 

evidence-based nursing to solve problems, to nursing staff evidence-based nursing knowledge low awareness of the original. 

【Keywords】Clinical nurses; Evidence-based nursing cognitive situation; Caus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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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是护理人员在计划护理活动过程中，审慎地、明

确地和明智地应用当前所能获得的 佳研究证据结合成熟的

临床经验及知识，参照患者的价值和愿望，制定出符合患者需

求的临床护理决策的过程[1]，是循证医学和循证保健必不可少

的环节[2]。从循证护理的 5 个环节来看，需要护士具备一定的

循证素养，但是在临床护理实践过程中，护士对护理实践问题

的处理尚停留在传统的经验式护理阶段。本调查旨在了解临床

护理经验 10 年以下这一护理群体对循证护理的认知情况，剖

析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笔者对河南省新乡市 5 家医院临床护理经验 10 年以下护

士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三级甲等医院 2 家，三级医院 2 家，

二级医院 1 家。随机抽取符合条件的护士为调查对象，纳入标

准：从事临床护理工作满 1 年，10 年以下的护士，大专及以上

学历，自愿参加本次调查研究。 

1.2 方法 

共发放问卷 295 份，回收 290 份，回收有效问卷 290 份，

回收率 94.7%。参加问卷调查的临床护理人员学历：大专 253

人，均为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而获得的大学专科学历（71.0%），

本科及以上 27 人（29.0%） 

1.3 结果  

表 1  床护士对循证护理认知程度的调查  （n，%） 

等级 n 百分率 

完全不知晓 148 41.7 

听说过 106 39.0 

非常熟悉 29 10.0 

解决实践问题 7 2.4 

对循证护理完全不知晓的 41.7%，听说过 39.0%，非常熟

悉 10.0%，能运用循证方法解决护理工作中存在问题的 2.4%。 

选取 10 年以下的本科、专科护理人员，是因为：①卫生

部颁发的《中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05 年—2010 年）》

中“三级医院工作的护士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应不低于

50.0%”的要求。②目前这样的群体是医院工作的主力军，占

全部护理人员的 80.0%。③从 1997 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成立了

循证医学 Cochrane 中心，2004 年 Joanna Briggs 循证护理合作

中心在复旦大学护理学院挂牌至今，循证护理在中国有了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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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10 年以下的护士正在这一发展期接受护理教育。 

这次调查结果与李亚洁等[3]在 2004 年的我国循证护理发

展现状及趋势研究中的调查结果：对循证护理一无所知率

26.8%，听说过 73.3%相比较，经过十年的护理实践，循证护

理相关知识及应用在医院主要工作的人群中知晓度、实践度仍

然较低。 

2   原因分析 

2.1 循证意识淡薄 

心理学对意识的定义是指人们对外界和自身的觉察与关

注程度，由此得知循证意识是指护理人员对循证护理的感知和

关注程度。                                                   

调查显示，72.0%的护理本科生认为应该按教科书上的理

论知识为依据制定护理方案，18.0%的护理本科生认为主要依

靠本人和他人的临床护理经验，只有 6.0%的护理本科生认为可

利用 新科研成果来指导实践，说明护理本科生获取知识和处

理临床问题主要依据书本和老师指导，很少利用循证护理方法
[4]。目前，也有部分院校开始尝试在不同层次的护理教育中开

设循证护理课程。但实施循证护理教学，离不开教师的主导作

用，据仝霞等[5]调查发现仅有 50.0%的护理教师知道循证护理，

教师循证知识的匮乏，直接影响到循证护理教育理念的树立，

使循证护理学科难以快速发展[6,7]。调查数据看，有一半的护理

人员对循证护理完全不了解，有近 1/3 的人只是听说过，具体

的环节、实施一概不知，对于可信赖的证据应具备的条件、证

据的分级、系统评价等未进行专门的培训，缺乏相关知识。专

家呼吁循证护理应从学校教育入手，学校教育应以循证护理为

重点，培养学生在将来临床工作中理解、运用循证护理的能力。 

 2.2 工作环境缺乏学术氛围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护理模式相应改变，并实行优质护

理，护理的工作内容及内涵在广度及深度上，有了极大的扩展。

临床护理人员超负荷工作，护理人员完成工作后根本没有时间

去思考、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查找临床护理的证据。工作中遇到

问题时，大多数以向资深、经验丰富的护理人员请教或查阅教

材为主，所以，经验式、直觉式护理仍然占主要地位，主动循

证的人数所占比例很低。54.1%临床护理人员未把循证护理应

用于临床是由于工作疲劳。 

2.3 循证能力 

2.3.1 文献检索能力低  

   文献检索能力的培养应该在大学阶段完成，护理院校应当

增设文献检索课程，在校护生应当掌握医学文献检索的技能，

及一些外文数据库的使用方法，完成循证护理过程中重要的一

个环节。评判性思维能力也是限制护理人员应用循证护理这一

科学工作方法的因素。批判性思维是指通过主动思考，对所学

知识进行个人判断而做出合理决策的思维认知过程。评判性思

维贯穿于循证护理的整个过程。在实践中评估患者的实际情

况、患者的价值观和愿望，寻求 佳的护理行为，评判护理效

果，并作出是否需要进一步开展研究，以确定更好的护理措施。

循证能力的建立，应在学校教育阶段完成，在临床实践中成熟，

由于循证护理意识和循证能力学校教育阶段的薄弱，导致循证

护理在临床实践中推广困难。 

2.3.2 英语阅读能力低 

   循证护理学在 1991 由加拿大 Allba Dicenso 教授提出，1999

年华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加入国际 Cochrane 中心，成为亚

洲唯一的循证医学中心。而 早将循证医学应用于护理工作的

是加拿大、英国、澳大利。目前大部分高质量、高水平的循证

护理信息资源是由发达国家，尤其是英语国家开发并运行的，

因此网站及其循证资源都以英语为主。有调查显示 60.9%的临

床护理人员和 47.4%的护理学生认为外文文献太多，很难读懂。

而本研究中 56.3%的临床护理人员未通过英语等级考试，英语

水平普遍偏低。英语阅读和理解的障碍严重降低了临床护理人

员对现有资源的满意度。 

2.4 行政支持力度 

2.4.1 没有相应的激励机制 

寻求循证支持必须利用业余时间。临床的大部分护理人员

均是一线工作者，与领导层接触不多，得到的支持不够，有效

的资源少、培训继续再教育的机会少、工作压力大、如果没有

强制措施或采取强有力激励机制，主动学习的只会有极少数的

护理人员。领导层应建立激励机制，调动护士积极性，随着高

等教育的发展，大量本科护士进入临床，角色定位的差异导致

护士对工作、科研的倦怠。 

2.4.2 再教育机会少 

继续教育是对在职护理人员进行知识技能补充、更新、拓

宽和提高的一种追加教育。继续教育的开展，巩固了理论知识，

并促进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有效的将新的理念和发展及时有

效的传达到临床一线的平台。由于传统的理念，护理被认为是

医疗的补充，护士的再教育未受到医院管理层面的重视，接受

再教育的机会少。 

2.5 循证资源匮乏 

临床护理人员的循证护理素质是影响循证护理发展的关

键内因，除了杂志及专著，循证护理的原始研究证据和二次研

究证据都来源于原始文献数据库，医学检索在线（Medline 

IndexMedicine Online）；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hinese 

Biomedical Literature Database）Cochrane 图书馆（Coshrane 

Library）指南（Guideline）等，许多基层医院无图书馆和网络

中心，这些软资源使用受限，严重影响 新研究证据的获取。 

从循证护理的 5 个环节来看，寻求循证支持是循证护理思

想是否能够实施的关键因素。循证护理是实证护理，要求以

可靠的实证指导护理实践。 可靠的临床依据是按照特定病种

的特定疗法收集所有质量可靠的随机对照实验（RCT）后进行

的系统评价（SR）和单个大样本 RCT。 

3   讨  论 

通过以上调查和原因分析，笔者认为循证护理要想得到长

远的发展，更好的服务于临床，同时提高广大护理人员的循证

素养，除了学校教育要跟上，医院的护理管理者应担当起责任，

在呼吁增加护理人员的同时，出台更多护理科研及循证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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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积极引导护理人员发现循证问题，自觉循证，同时给予

更多学习与培训的机会，形成浓厚的学术氛围，真正使以经验

为基础的传统护理向以科学为依据的现代护理发展，体现护理

专业的内涵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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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对儿科新护士专科护理带教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进行观察与探讨。方法：对 2013 年 12 月—2014 年 12 月

在我院我院儿科 20 名新护士进行相关研究，使用调查问卷调查儿科新护士专科护理带教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结果：

儿科新护士专科护理带教中主要有新护士存在的问题（92.3%）、带教护师存在的问题（65.2%）、环境因素的影响（75.3%）、社会

因素的影响（76.4%）、影响新护士静脉穿刺的成功率（87.4%）等问题。结论：儿科新护士专科护理带教中存在多种问题，需做好

儿科新护士的教育宣教，实施人性化的专科护理带教和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并进行不断的改善，有效提高儿科新护士的专科护

理能力。 

【关键词】儿科；新护士；专科护理；带教；问题及对策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and discuss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eaching new nurses in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Methods: 20 new nurses recieved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of pediatric nursing education with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tried to point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Results: During pediatric nursing teaching, new nurses problem (92.3%), with a nurse to teach (65.2%)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75.3%), social factors (76.4%),Influence of new nurses for vein puncture success rate (87.4%). Conclusion: the new 

pediatric nursing teaching includes many problems, need more new pediatric nurse educa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humanized nursing 

and teaching, a good working environment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can improve the nursing ability in pediatric. 

【Keywords】Pediatrics; New nurse; Nursing; Teaching;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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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是医院的一个重点科室，是对危、急、重症患儿进行

抢救的重要场所，而新护士的察看水平、应急能力及专业素质

等均较弱，影响对患儿的临床护理质量[1,2]。本文对儿科新护士

专科护理带教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进行相关的研究及探讨，所

研究的相关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将 2013 年 12 月—2014 年 12 月我院儿科 20 名新护士作为

研究的对象，均为女性，护士的年龄为 19～23 岁，平均年龄

为（21.3±2.1）岁，其中，文化水平为大专的有 8 例，文化水

平为本科的有 12 例。 

1.2 方法 

使用我院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调查分析我院儿科新护士

专科护理带教中存在的问题。 

1.3 统计学分析 

使用统计学的软件 SPSS19.0 分析本研究中涉及的相关数

据，使用（ ）表示计量资料，按照 t 检验的方式实施相关

的检验，并应用 x2检验的方法对于本研究中的计数资料进行检

查，若 P＜0.05 则表示组间的相关差异存在统计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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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通过调查分析发现，儿科新护士专科护理带教中主要有，

新护士存在的问题，占 92.3%，带教护师存在的问题，占 65.2%，

环境因素的影响，占 75.3%，社会因素的影响，占 76.42%，影

响新护士静脉穿刺的成功率，占 87.4%。 

3   讨  论 

3.1 儿科新护士专科护理带教中存在的问题 

3.1.1 儿科新护士存在的问题 

由于儿科新护士的基础知识掌握度较差，且多是理论知

识，缺乏一定的实践能力，在专科护理工作时无法较快的进入

工作状态，缺乏对于专科护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和了解，一些

儿科新护士的态度不端正，对于专科护理工作没有足够的重视

和认真等；另外，一些儿科新护士因为刚入职应对能力比较差，

新护士对于自护校转变到儿科的病房还没有及时的适应，存在

一定的害怕、担心胆怯、焦虑及紧张的心理，而且，儿科新护

士常存在急救的意识和实际操作能力不协调的情况，在对儿科

患儿的急救过程中，导致理论和实际出现脱节的情况，对于专

科护理难以下手和进行及时的处理等。 

3.1.2 带教护师存在的问题 

负责儿科新护士专科护理带教护师的工作强度比较大，而

专科护理带教护师自身还存在一定的医疗护理工作，影响对儿

科新护士专科护理的带教工作，一些护师的带教方式比较的单

一，无法进行因人施教，多借助自身的工作经验进行专科护理

带教，缺乏一定的人性化相关的护理教育[3,4]。 

3.1.3 环境因素的影响 

由于医院的硬件设施不足，存在环境因素的影响，而儿科

患儿在进行临床就诊和治疗时常存在一定的喊叫、家长与亲属

的嘈杂声对于医院环境产生噪声的污染，也影响儿科新护士的

心理，带来一定的压力等[5]。 

3.1.4 社会因素的影响 

多数的患儿家长常存在溺爱的情况，对于护理质量的要求

较高，而患儿就诊时的哭闹、不配合护理和家长的担忧，均会

对诊疗相关人员的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并对新护士的情绪产生

严重的影响，而新护士的自我调节能力和应对能力较差，导致

相关专科护理操作难以有效实施，降低对患儿的护理质量。 

3.1.5 影响新护士静脉穿刺的成功率 

新护士由于刚从学校离开到临床工作，对于临床的操作不

了解、不熟悉，临床经验不足，当需要独立完成临床静脉穿刺

操作及面对比较陌生的环境、患者及患者家属时，难以适应，

存在一定的心理压力等，均影响新护士静脉穿刺的成功率[6]。 

3.2 对于儿科新护士专科护理带教中存在问题的应对对策 

3.2.1 对儿科新护士做好入科的教育及宣教 

当儿科新护士入院之后，需对其进行集中的教育及宣教，

并由护士长进行统筹的安排，对儿科新护士进行科室的具体情

况、环境的布局、主要的常见病种、相应的规章制度、相关的

设备等介绍，增加儿科新护士的认识和了解，并由专科护理带

教的护师详细介绍护士的工作职责、工作范围、病房的情况等，

使儿科新护士建立良好的工作态度。 

3.2.2 实施人性化的专科护理带教 

带教护师需严格的根据带教相关计划实施对儿科新护士

的专科护理带教，在保证良好的自我职业素养及严谨工作态度

的基础上，对儿科新护士给予生理和心理等方面的关心、关注

及爱护，并正确的积极引导儿科新护士的工作态度。在对儿科

新护士进行专科护理带教中，带教护师需对新护士的思想、工

作及家庭的情况进行充分的了解，建立较好的关系，使以往命

令式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带教模式向人性化的带教模式转变，

提高儿科新护士的接受程度和专科护理带教质量。 

3.2.3 为儿科新护士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增加对医院工作人员、患者和家属等正确对待新护士的宣

传教育，增加患者及其家属对于儿科新护士的理解和包容，减

少对儿科新护士的压力。还需增加医院相关硬件设施，并设立

一定的监控设施，增强医院环境的安保和治安方面的管理，保

持正常的医院就医秩序，使医患的合法权益及人身安全均得到

充分的保证。 

3.2.4 有效提高新护士静脉穿刺的成功率 

儿科带教护师需协助新护士积极调整心态，尽快适宜护士

的角色，并增加对于新护士穿刺操作技能的培训，传授自己的

静脉穿刺经验及技术，提高新护士静脉穿刺的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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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引导下输卵管造影观察和护理 
Nursing HSG under ultrasound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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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超声引导下输卵管造影观察要点及整体护理效果。方法：选取多年不孕需超声引导下输卵管造影患者

48 例为研究对象，在患者知情同意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24 例；观察组给予整体护理，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比较两组

检查成功率及患者满意度。结果：观察组检查完成率、护理满意度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95.8% VS 75.0%），（90.3±8.7）分

VS（80.12±7.66）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整体护理干预有助于提高超声引导下输卵管造影检查成功率，维

系良好的护患关系。 

【关键词】超声引导；输卵管造影；观察；护理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nursing works of HSG and the overall care benefits under ultrasound guidance. Methods: 48 

infertility patients took an ultrasound-guided HSG in the study, and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24 

cases each; holistic nursing were given in observation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care. Results: The examination completion 

rate, care satisfaction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95.83% VS 75.00%), (90.32 ± 8.65) VS (80.12 ± 7.66) points)],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1). Conclusion: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improve overall HSG examination success rate under ultrasound 

guidance by maintain a good nurse-patient relationship. 

【Keywords】Ultrasound guidance; HSG; Observation; Nursing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5.27.069 
 

超声引导下输卵管造影易给患者带来疼痛等不适感，大多

患者因不适而退出检查，不利于临床诊断和治疗的开展[1]。护

理干预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采取随机对照研究的方法，探讨

整体护理对行超声引导下输卵管造影患者检查效果及满意度

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3 年 1 月—2015 年 1 月因多年不孕来我院检

查并行阴道行超声引导下输卵管造影患者 48 例为研究对象，

年龄 24～47 岁，平均（35.5±1.5）岁。所有患者均有性生活，

且在未避孕情况下多年不孕，同时 B 超检测有排卵，丈夫精液

检查正常。在患者知情同意下随机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两

组各 24 例，两组患者年龄、性生活、丈夫精液情况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1.2.1 检查方法 

所有患者均给予超声引导下输卵管造影检查。①患者准

备：检查时需符合受检要求，即：月经干净后 3～5 d，未同房，

无生殖道急性或亚急性炎症等禁忌症，术前排空大便，做好检

查准备。②设备、仪器、药物准备：准备好窥器、注射器、带

阴道探头 B 超机、消毒安全套、纱布钳等设备和仪器，同时备

好生理盐水 20 ml、阿托品、地塞米松 5 mg、庆大霉素 8 万 IU

等药物，以备检查所需。③检查过程：首先，排空患者膀胱后，

取截石位，先采用带阴道探头 B 超机进行常规观察，了解子宫

大小、排卵位置、盆腔及子宫直肠窝情况；其次，对外阴、阴

道消毒后置放窥器及消毒宫颈管，检查双腔气囊尿管道是否通

畅后，安置尿管，以确保气囊处于充盈状态； 后连接注射器

注入生理盐水 20 ml+地塞米松 5 mg+庆大霉素 8 万 IU，在阴道

B 超下缓慢注入生理盐水 5～7 ml 确保宫腔充盈，找准暴露子

宫角部切面注入 3%H2O2～15 ml，在注入同时观察患者子宫角

部气泡盈出情况[2]。 

1.2.2 护理方法 

①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检查前向患者讲明检查过程及

相关注意事项，叮嘱患者密切配合医务人员检查，同时检查过

程对患者异常情况给予处理。 

②观察组：给予整体护理。检查前根据患者情况对其健康

知识、心理、精神状态、潜在并发症等给予整体评估，并针对

性开展护理工作。具体内容包括，健康知识宣讲、心理辅导、

生命指征监测、潜在并发症防治等。 

1.3 观察指标 

①根据检查情况统计各组患者检查完成率；②采用问卷调

查，了解患者对临床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满分 100 分，分数越

高，满意度越高。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3.0 统计软件对研究数据进行处理，计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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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n，%）表示，采用 x2 检验，以 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  果 

两组大部分患者均顺利完成检查，休息 15 min 后离开医

院。观察组检查完成 23 例，满意度评分（90.32±8.65）分，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超声引导下输卵管造影检查结果及满意度评分比较    [n（%）] 

检查情况 
组别 n 

完成检查 未完成检查 
满意度评分 

观察组 24 23（95.83） 1（4.17） 90.32±8.65 

对照组 24 18（75.00） 6（25.00） 80.12±7.66 

t/x2  4.181 4.181 6.273 

P  <0.05 <0.05 <0.05 

3   讨  论 

近年来，因生活习惯（饮食、作息等）逐渐多样化，女性

不孕不育症逐年增多，为查明原因临床多采用超声引导下输卵

管造影对患者进行检查[3]。其通过在超声检查下注入超声诊断

造影剂（声学造影剂），再对子宫等影响进行观察。但其作为

临床诊断检查手段，对受检者具有一定的创伤，对患者而言是

非常痛苦的。研究[4]指出，在检查期间有患者因承受不了而退

出，使临床检查无法完成，对患者病情评估、治疗等具有一定

的阻碍。因此，研究有效护理模式，从护理角度来促使患者积

极面对检查，并配合医务人员完成检查非常重要。整体护理是

近年来新兴的一种护理模式，护理期间除加强患者观察的同

时，还注重个别患者特殊情况，如环境、心理、健康知识等，

基于患者实际再给予针对性护理，以确保临床诊断、检查、治

疗有序、高质开展。程序式护理是整体护理的核心，也是有别

于传统护理的创新之处[5]。 

本研究中，观察组患者通过实施整体护理模式，在患者受

检前即做好其各方面情况评估，并结合患者情况循序渐进、针

对性开展护理。①健康知识缺乏者。详细讲解不孕不育的原因，

以及本次检查流程、注意事项等，让患者对自身病情作充分了

解，并做好检查的充足准备。②心理、精神状态不佳者：详细

了解患者心理、精神状态不佳的原因，并给予正确引导，以确

保患者以正确的心态，积极配合医务人员检查。③患者情况监

测。同时做好检查配合和患者舒适感，以确保患者在舒适状态

顺利接受检查，防治因不适而终止检查或退出检查等。④潜在

并发症防治。检查中及检查后密切检测患者各方面情况，积极

防治超声引导下输卵管造影可能发生的并发症，如胸部不适、

呼吸困难等。结果表明，观察组检查完成率、护理满意度评分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由此可见，整体护理模式符合超声引导下

输卵管造影需要，能显著提升检查完成率及护理质量，值得推

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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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外科护理中细节护理的应用效果分析 
Effect analysis of detail nursing in the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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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神经外科护理中细节护理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 月我院神经外科收治的患

者 100 例，将其随机均分为两组。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患者给予细节护理，比较两组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及并

发症情况。结果：对照组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总满意度为 78.0%，小于观察组（98.0%），P＜0.05；对照组的压疮发生率为 18.0%，

感染发生率为 8.0%，均小于观察组（压疮发生率为 2.0%，感染发生率为 2.0%），P＜0.05。结论：将细节护理应用于神经外科护

理中，可以有效提高患者的满意度，并且降低压疮与感染发生率，使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改善，值得在临床上进行推广。 

【关键词】神经外科护理；细节护理；应用效果；满意度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details of neurosurgical care in  in the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Methods: 100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neurosurgery department from January 2014 to January 2015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50 cases in each group.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routine care,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extensive and detail care.The satisfaction and complications were compared to nursing services. Results: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over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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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isfaction degree was 78.0% which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98.0%),P<0.05;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incidence 

of pressure ulcers and the infection rate were respectively 2.0% and 2.0%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incidence 

of pressure ulcers 18.0% and infection rate 8.0%) P <0.05.Conclusion: The detail nursing in the neurosurgical care can improve patient 

satisfaction and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pressure sores and infections, significantl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which is worthy Of 

promotion. 

【Keywords】Neurosurgery nursing; Detail nursing; Application effect; Satisfactory degre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5.27.070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 月我院神经外科收治的 100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均与有关的诊断标准相符合，并经过辅

助检查确诊。将其随机均分为两组，观察组包括男性 33 例，

女性 17 例；年龄 25～73 岁，平均（55.7±2.8）岁。对照组包

括男性 31 例，女性 19 例；年龄 24～72 岁，平均（55.3±3.1）

岁。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疾病类型等一般资料方面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对比性。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包括密切观察病情（监测患者

的生命体征，观察意识状态）、临床护理（确保患者体位正确）、

呼吸道护理等，观察组患者给予细节护理，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措施。 

①强化细节护理理念。细节护理包含许多细节，并且能够

加以量化。②医院管理人员需要定期组织讲座或培训，加强对

护理人员的细节教育，要求其关注并重视细节，认识到细节护

理的重要性，通过随机抽查与定期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其细节

护理能力进行检查，使护理质量提高[2]。 

1.3 观察指标 

采用我院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了解两组患者对护理服务

的满意度，满分为 100 分，分数越高表现满意程度越高，其中

低于 60 分表示不满意，60～75 分表示一般满意，76～89 分表

示满意，90～100 分表示非常满意。一般满意度、满意度和非

常满意度之和即为总满意度。观察两组患者住院期间发生并发

症的情况，例如压疮、感染等，比较并发症发生率。 

1.4 统计学方法 

将收集的数据录入计算机的 Excel 表格中，采用统计学软

件 SPSS13.0 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采用百分比的方式表示

计数数据，采用（ ）的方式表示计量数据，分别采用 x2

与 t 对计数数据与计量数据的组间比较进行检验。如果 P＜

0.05，表示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对比 

两组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情况为：对照组不满意 11

例，一般满意 12 例，满意 12 例，非常满意 15 例，总满意度

为 78.0%；观察组不满意 1 例，一般满意 4 例，满意 11 例，非

常满意 34 例，总满意度为 98.0%，远大于对照组，P＜0.05，

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 

2.2 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对比 

对照组出现压疮 9 例，发生率为 18.0%，感染 4 例，发生

率为 8.0%；观察组出现压疮 1 例，发生率为 2.0%，感染 1 例，

发生率为 2.0%，均小于对照组，P＜0.05，差异显著，具有统

计学意义。 

3   讨  论 

细节护理是从生理到心理、从护士到患者的一项细致、持

续与长期的工作，要求护理人员能够充分为患者着想，提前预

见并尽可能避免风险的发生。神经外科患者病情凶险，且进展

较快，很容易出现各种并发症，从而引起护患纠纷，所以在护

理工作中应用细节护理是十分有必要的[3]。工作中严格按照操

作流程进行消毒，对患者的耳朵、眼睛等部位实施保护，避免

眼睛内渗入消毒液或被压伤等。帮助患者取正确体位，提高其

舒适度，可将软垫放置在患者腋下等。如果患者容易出现压力

伤，应当将压力贴用在受压位置。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对照组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总满意度为

78.0%，小于观察组（98.0%），P＜0.05，差异显著，具有统计

学意义；对照组的压疮发生率为 18.0%，感染发生率为 8.0%，

均小于观察组（压疮发生率为 2.0%，感染发生率为 2.0%），P

＜0.05，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将细节护理应用于

神经外科护理中，可以有效提高患者的满意度，并且降低压疮

与感染发生率，使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改善，值得在临床

上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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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存放时间和温度对 
糖化血红蛋白检测的影响观察 

Effects of sample storage duration and temperature on HbA1c detection 
 

吴自宁  陆枝红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医院，北京，100621） 
 

中图分类号：R4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5)27-0145-02     
 

【摘  要】目的：分析标本存放时间和温度对糖化血红蛋白检测的影响。方法：将我院在 2015 年 1 月—2015 年 6 月采集的 5

例患者的静脉血标本为研究对象，分别检测在不同存放时间和温度的情况下，其糖化血红蛋白的水平变化。结果：在 15～25℃情

况下可以保持 3 周时间的稳定性，在 2～8℃温度下可以保存 3 个月的稳定性，在－20℃的情况下存放 3 个月，全血样本中的检测

结果与新鲜样本有显著差异，P＜0.05；在－70℃的环境下存放半年时间，其检测结果与新鲜样本没有显著差异，P＞0.05。结论：

存放的时间和温度对糖化血红蛋白值有较大影响，因此要谨慎处理存放温度与时间。 

【关键词】存放时间；存放温度；糖化血红蛋白；检测结果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effects of duration and temperature on the HbA1c detection stored. Methods: 5 Patients gave  

their blood samples for the study, and were detected under different storage time and temPerature, recording glycated hemoglobin levels. 

Results: 15  to 25  can maintain the stabil℃ ℃ ity of the situation for three weeks time, a temperature of 2  to 8  can save three months ℃ ℃

for stability, store for three months in the case of -20 ; the whole blood samp℃ le test results with the fresh sample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stored for six months at -70  environment, the test results ℃ and the fresh samPle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Conclusion: The storage time and temPerature have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HbA1c value, so be careful of handling the storage temperature 

and time.  

【Keywords】Storage time; Storage temperature; HbA1c; Test result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5.27.071 
 

糖化血红蛋白（HbA1c）一般用于糖尿病的筛查、诊断及

治疗效果的观察，同时 HbA1c 降低会导致患者血管性疾病发

生。而临床上准确的监测 HbA1c 值，可以及时有效的对患者

病情做诊断和控制。但是在检测环节中，标本的存放时间和温

度会对检测结果造成一定影响，因此要对稳定结果所对应的存

放时间和温度做了解，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我院在 2015 年 1 月—2015 年 6 月采集的 5 例患者的静

脉血标本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采用全血标本，其中男性为

3 例，女性 2 例；年龄 38～67 岁，平均年龄（46.5±3.4）岁。 

1.2 方法 

所有标本均采用 HLC-723G8 检测仪检测，运用 HPLC 法。 

2   结  果 

将全血在抽取后的 2 h 内进行新鲜血液的 HbA1c 的检测，

以相关值作为 HbA1c 的基准值，而后将 5 例全血标本采用溶

血模式做分装，每支 5 μL，分别针对不同温度做存放，温度分

别为 15～25℃、2～8℃、－20℃、－70℃，同时存放时间分别

为 1 周、2 周、3 周，1、2、3、4、6 个月，而后按照不同标准

情况做溶解、稀释与检测。 

1.3 评估观察 

观察不同时间和不同存放时间情况下 HbA1c 检测结果，

同时分析出相对稳定值的温度与存放时间范围。 

1.4 统计学分析 

将采集的数据通过 SPSS17.0 统计学软件做分析，计量资

料采用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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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10 支标本在不同温度和存放时间下的 HbA1c 值与基准值比较的变化幅度     

标本 15～25℃存放 2 周 15～25℃存放 3 周 2～8℃存放 2 个月 2～8℃存放 3 个月 －20℃存放 2 个月 －20℃存放 3 个月 －70℃存放 6 个月

1 0.00 -7.24 -2.41 -7.24 2.42 -4.78 2.42 

2 -1.78 -1.15 -1.78 -1.78 -1.78 -5.13 -1.78 

3 -2.19 -4.42 2.19 -6.47 2.19 -8.78 -2.19 

4 -2.13 -4.25 -2.13 -2.13 0.00 -10.45 2.13 

5 1.42 -3.57 -1.72 -5.21 -3.57 -8.54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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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5～25℃情况下可以保持 3 周时间的稳定性，在 2～8℃

温度下可以保存 3 个月的稳定性，在－20℃的情况下存放 3 个

月，全血样本中的检测结果与新鲜样本有显著差异，P＜0.05；

在–70℃的环境下存放半年时间，其检测结果与新鲜样本没有

显著差异，P＞0.05。具体情况如表 1 所示。 

3   讨  论 

HbA1c 在糖尿病筛查中具有较高的特异性，同时操作方

便，而标本做正确的存放对其检测结果有重要影响。在本研究

中可以发现，在 15～25℃温度状况下，存放 1～2 周，其检测

结果不会有较大变化，稳定性较好，在存放 1 周之后，其产生

的变异率一般在 3%之内，而存放 2 周后，其变异率会达到 4%

左右。这个温度范围内可以说明，将标本存放在室温情况下，

存放时间在 2 周内，其变化可能性较小。而在 2～8℃的温度状

况下做冷藏，一般在 2 个月的时间内其变化性小，因此可以保

存 2 个月时长。在－20℃下冷冻存放，在存放 1 个月时间内，

其变异率在 3%范围内，而存放 2 个月后，变异率在 3%～5%

的范围，因此可以说明在该温度标准下可以保存 1 个月时长。

在－70℃下做标本存放，在 6 个月的各时间点检测发现，其值

的变化不明显，因此可以说明在该温度条件下可以存放 6 个月

时间。 

从本研究中可以看到，血液标本存放的时间长短、温度等

情况对 HbA1c 值有显著的影响，总体来说，进行及时的检测

是 为精准有效的，在需要长时间存放情况下， 好运用低温

存放，这样可以尽可能的保存更长时间，而常温情况下 好在

2 周时间内做检测。对于大多数检测情况而言，常温保存较为

常用，其可操作性较强，总体来说，常规温度与时长情况上对

标本的检测情况没有太多的影响，而在长时间的存放需求下则

需要做温度的控制。因此，在大多数试验中会发现，按照临床

实际操作的存放时间和温度观察，标本检测结果没有显著变

化，由此导致人们对于标本存放没有太多的关注，大多认为其

检测结果较为稳定，不容易改变。其实质上，其变化是存在的，

但是总体而言变化不大[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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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六味地黄丸加减治疗肝肾阴虚的各类疾病的应用特点。 

【关键词】六味地黄丸；加减配伍；应用特点  

【Abstract】Objective: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features of Liuwei Dihuang Pills in the treatment of diseases due to Yin deficiency of 

liver and kidney. 

【Keywords】Liuwei Dihuang Pills; Compatibility; Application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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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六味地黄丸的简介 

六味地黄丸系北宋名医钱仲阳之名方，始创于其《小儿药

证直诀》，原书用以治疗小儿肾怯失音、囟开不合、神气不足、

目白睛多、面色㿠白以及肾疳、骨疳、筋疳及肝疳等证。名六

味者，其由六味药组成：熟地黄、山萸肉、山药、泽泻、牡丹

皮、茯苓。“酸苦甘辛咸淡，六味之名以此，曰地黄者，重补

肾也”(《王旭高医书六种》)。六味地黄丸是中医滋阴补肾的

代表方剂，但“地黄丸”家族庞大，六味地黄丸只是其中之一。

其实，很多同名为“地黄丸”的药物 ，药物成分并不尽相同，

使用前需仔细察看，不要错用。很多人喜欢自行服用六味地黄

丸补肾；一些中老年男性，更是把它当作补肾壮阳的保健品长

年服用；此外，许多女性听说六味地黄丸有美容保健的功效，

也会经常服用以延缓衰老。六味地黄丸确实是一味好药，但也

不宜滥用错用。 

2   六味地黄丸的组方及其功效应用 

2.1 六味地黄丸的组方    

六味地黄丸由熟地黄、山萸肉、山药、泽泻、牡丹皮、茯

苓组成。方中重用熟地黄为君药，有滋阴补肾、填精益髓、大

补真阴的功效；用补肝养肾而涩精的山萸肉和健脾固肾而固精

的山药为臣药，三味补药相配伍有滋肾、养肝、益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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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三阴并补，故为“三补”。佐以泽泻利水渗湿，泻肾水、

防熟地之滋腻恋邪，牡丹皮清泄相火，凉肝而泻阴中伏火，制

山萸肉之温涩；茯苓渗湿健脾，既助山药补脾，又助泽泻利水，

且防熟地滋腻有碍运化，故称“三泻”。全方为三补三泻，补

中有泻，寓泻于补，相辅相成。诸药合用，滋而不寒，温而不

燥，三补治本，三泻治标，标本兼顾，滋补而不留邪，降泄而

不伤正，实乃滋阴补肾之名药。《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0

年版所用计量为：熟地黄 160 g，山茱萸 80 g，牡丹皮 60 g，

山药 80 g，茯苓 60 g，泽泻 60 g，粉碎成细粉，每 100 g 粉末

加炼蜜 35～50 g，制成水蜜丸，或者加炼蜜 80～110 g，制成

小蜜丸或大蜜丸。小蜜丸和大蜜丸每次口服 9 g。 

2.2 六味地黄丸的功效应用  

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用于肝肾阴亏所致的头目眩晕，耳

鸣耳聋，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遗精，消渴，是治疗肾阴

虚的经典名方。口服，水蜜丸 6 g/d，小蜜丸 9 g/次，大蜜丸 1

丸/次，2 次/d，服后无腹胀便溏为合适。 

3   六味地黄丸的现代临床应用  

3.1 治疗糖尿病   

六味地黄丸 9 g/次，2～3 次/d，治疗轻型糖尿病效果良好，

对重型糖尿病也有一定疗效。 

3.2 治疗更年期综合征   

本病常伴有潮红、潮热、出汗、焦虑、心悸、急躁、失眠、

记忆力减退等。六味地黄丸 6～9 g/次，2～3 次/d，连续服 3

个月，可明显改善上述症状。 

3.3 治疗五更泄泻   

六味地黄丸 10 g/次，3 次/d，一般服 1 个月可痊愈。 

3.4 治疗复发性口疮   

六味地黄丸 6～9 g/次，2～3 次/d，一般 3～5 d 可见效，

且愈后很少复发。如复发再服本药仍有效。 

3.5 治疗牙周脓肿   

六味地黄丸 10 g/次，3 次/d，3～5 d 可减轻症状。 

3.6 治疗慢性鼻炎   

六味地黄丸 9 g/次，早晚各服 1 次，连服 2～3 个月，可有

明显疗效。 

4   六味地黄丸的加减配伍 

六味地黄丸常用于肝肾阴亏所致各种疾病。本方为补阴的

代表方，后世很多滋补肝肾方剂都从此方加减化裁而成。本方

加知母、黄柏，名知柏地黄丸，其滋阴降火之力更大，用于阴

虚火旺所至的骨蒸潮热、盗汗等症；若加入枸杞子、菊花，名

杞菊地黄丸，着重滋补肝肾以明目，用于肝肾不足所至的视物

不清及目睛涩痛等症；若加五味子，名都气丸，用于肾虚气喘、

呃逆等证；若加麦冬、五味子，名麦味地黄丸，用于肺肾阴虚

所至咳嗽咯血、潮热盗汗等证。近年来医务工作者将其引申治

疗多种慢性疾病和疑难病取得良好效果。 

4.1 杞菊地黄丸  

该药是在六味地黄丸的基础上，加入枸杞子和菊花，用于

治疗肝肾阴虚所致的眩晕、耳鸣、视物模糊、眼睛干涩疼痛等。 

4.2 归芍地黄丸  

在六味地黄丸基础上加入当归和白芍，对血虚所致的头晕

等症状，疗效显著。 

4.3 知柏地黄丸  

在六味地黄丸基础上加入知母、黄柏而成，对肝肾阴虚火

旺所致的腰膝酸软、五心烦热、遗精等病证有治疗作用。但是

知母、黄柏性寒，脾胃虚弱者慎用，以免伤害脾胃。 

4.4 桂附地黄丸  

在六味地黄丸基础上加入肉桂和附子，适用于肾阴虚所致

四肢厥冷、脘腹冷痛、小便清长或阳痿、滑精等。中医认为阳

气亏损时必有的虚寒证候，出现腰膝冷痛、咳喘浮肿、尿频腹

泻等寒症。桂附地黄丸是地黄丸系列中唯一适于阴阳两虚者服

用的中成药，例如肾阴虚合并肾阳虚症的腰肌劳损、慢性气管

炎、糖尿病肾病性水肿患者等，但阴虚生内热者忌用。桂附地

黄丸是阴阳平补的药，肾阳虚者可，阴盛者不宜。阴盛当泻阴，

宜用纯阳的四逆辈，丸药宜附子理中丸燥土制水。 

4.5 麦味地黄丸  

在六味地黄丸基础上加入五味子和麦冬，以增强六味地黄

丸养阴生津的功效，此方专治肺肾阴虚所致的肺痨、咳喘、遗

精等。 

5   各种地黄丸的应用特点 

5.1 肾阴虚服用六味地黄丸 

肾阴虚者既有发热盗汗、口燥咽干等热证，又有眩晕耳鸣、

腰膝酸软、失眠、遗精等虚证。六味地黄丸六药合用、三补三

泄，适于出现上述症状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以及化疗期

的肿瘤等患者，但脾肾阳虚者不可服用。 

5.2 阴虚火旺服用知柏地黄丸 

中医认为阴虚生内火，除肾阴虚证外还出现形体消瘦、两

颧发红、五心烦热等虚热证候。知柏地黄丸适于出现此证的结

核病、更年期综合征、慢性咽炎、神经性耳聋等患者，但阳虚

寒证、实热证者忌服。知柏地黄丸滋阴降火，用于阴虚火旺，

潮热盗汗，口干咽痛，耳鸣遗精，小便短赤。适用于肾阴不足

兼舌苔黄腻或小便短赤者。 

5.3 肺肾阴虚服用麦味地黄丸 

麦味地黄丸滋肾养肺，用于肺肾阴亏，潮热盗汗，咽干咳

血，眩晕耳鸣，腰膝酸软，消渴。用于肾阴虚兼肺阴虚者，兼

有潮热盗汗、咽干咳血症状。麦味地黄丸用于治疗肺肾阴虚的

肺结核、糖尿病、肺心病等患者，但感冒患者慎用。 

5.4 阴虚血虚服用归芍地黄丸 

阴虚火旺者除肾阴虚症外还出现出血色红、月经不调等血

热症。归芍地黄丸适于阴虚血热的高血压、神经衰弱、月经失

调、功能性子宫出血等患者，同样阳虚血寒证忌用。归芍地黄

丸滋肝肾，补阴血，清虚热。用于肝肾两亏，阴虚血少，头晕

目眩，耳鸣咽干，午后潮热，腰腿酸痛，脚跟疼痛。临床常用

于肝肾阴虚之月经不调等病。 

5.5 肝肾阴虚服用杞菊地黄丸 

肝肾阴虚除肾阴虚症外还出现头晕目眩、耳聋眼花等症。

杞菊地黄丸除适用于高血压、高血脂外，还用于有肝肾阴虚证

的白内障、视神经萎缩、干眼症患者；但实火引起的头晕、目

眩、耳鸣慎用。杞菊地黄丸滋肾养肝。用于肝肾阴亏，眩晕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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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羞明畏光，迎风流泪，视物昏花。同上用于肾阴虚兼肝阴

虚者。高血压有阴虚阳亢时较常用。相同功效的还有明目地黄

丸、石斛夜光丸 

6   阴亏目疾服用明目地黄丸 

适用于肝肾阴亏所致的眼病，如视神经炎、视网膜黄斑退

行性病变、角膜结膜干燥症等，但肝火上扰导致的眼病不宜服

用。 

6.1 金匮肾气丸  

温补肾阳。用于肾阳不足诸证，腰痛脚软，下半身常有冷

感，小腹拘急，小便不利，或小便繁多，以及脚气、痰饮、消

渴等。本方为治疗肾阳虚的千年名方，服后无口干、大便干结

者为合适。 

6.2 左归丸  

滋阴补肾，填精益髓。用于真阴不足，头晕目眩，腰酸腿

软，遗精滑泄，自汗盗汗，口燥咽干，是治疗肾阴虚的常用方。

因是纯补之剂，久服常用易滞脾碍胃，影响食欲。 

6.3 河车大造丸  

滋阴清热，补肾益肺。用于肺肾两亏，虚劳咳嗽，骨蒸潮

热，盗汗遗精，腰膝酸软。用于肾阴虚兼肺阴虚者，但补力较

麦味地黄丸强。 

6.4 七味都气丸  

补肾纳气，涩精止遗。用于肾虚不能纳气，呼多吸少，喘

促胸闷，久咳咽干气短，遗精盗汗，小便频数。肾阴虚引起的

气喘、咳嗽、呃逆等。外感咳嗽引起的气喘忌服。 

6.5 大补阴丸  

滋阴降火，用于阴虚火旺，潮热盗汗，咳嗽，咯血，耳鸣

遗精。针对阴虚火旺者而设，滋阴降火并用，而以滋阴为主。 

6.6 二至丸  

补益肝肾，滋阴止血。用于肝肾阴虚，眩晕耳鸣，咽干鼻

燥，腰膝酸痛，月经量多。临常用于妇科血虚证病人。便溏者

忌用。 

6.7 右归丸  

温补肾阳，填精补血。用于年老或久病气衰神疲，畏寒肢

冷，腰膝软弱，阳痿遗精，或阳衰无子，或饮食减少，大便不

实，或小便自遗。本方温补肾阳之力较金匮肾气丸更强。高血

压患者慎用。 

6.8 济生肾气丸  

温肾化气，利水消肿。用于肾虚水肿，腰膝酸重，小便不

利，痰饮喘咳。适用于肾之阳气不足而兼有水肿症状者。 

6.9 五子衍宗丸  

补肾益精。用于肾虚腰痛，尿后余沥，遗精早泄，阳痿不

育。用于肾中精气阴阳不足之证，兼有收涩之功。 

6.10 龟鹿补肾丸  

壮筋骨，益气血，补肾壮阳。用于身体虚弱，精神疲乏，

腰腿酸软，头晕目眩，肾亏精冷，性欲减退，夜多小便，健忘

失眠。具有补益气血阴阳之功，而以补肾阳为主。 

7   不宜服用六味地黄丸的几种人  

7.1 健康人群   

对于正常人群，如果没有明显肾阴虚的症状，笔者认为不

适宜于自行长期服用六味地黄丸。 

7.2 明显是阳虚（包括肾阳虚、脾阳虚）的人   

肾阳虚的人面色偏白，体质虚弱，喜夏不喜冬，这样的人

不适于吃六味地黄丸。许多因肾阳不足引起的肾功能障碍患

者，还一味地服用六味地黄丸，病症就会“雪上加霜”。 

7.3 肾阴虚但脾胃功能不好的人   

六味地黄丸是偏于补阴的药，配方中阴柔的药多一些，吃

了后会妨碍消化功能。中老年人一般脾胃功能不强，服用更要

谨慎。间断吃，影响不大；长期连续服用的话，就不可取了。 

8   服用六味地黄丸的注意事项  

①服药之前应该先去咨询医生：有没有肾虚，是肾阳虚，

还是肾阴虚？该不该服用六味地黄丸？服多长时间？尽量避

免由于盲目用药而造成的身体不适。②服药期间应忌辛辣食

物。不宜在服药期间服感冒药。③服药期间出现食欲不振，胃

部不适，大便稀，腹痛等症状时，应去医院就诊。④按照用法

用量服用，孕妇、小儿应在医师指导下服用。儿童必须在成人

的监护下使用。⑤药品性状发生改变时应禁止服用。服药 2 周

后症状未改善，应去医院就诊。如正在服用其他药品，需同时

服用本药前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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