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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身涛教授治疗过敏性皮肤病湿热内蕴证经验总结 
Summary of the experience of Professor Bao Shentao in treating allergic skin 

disease of damp heat accumulation 
 
王 科   

（北京市朝阳区奥运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北京，100107） 
 

中图分类号：R249.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6）18-0001-02    证型：IDG 
 

【摘  要】鲍身涛教授从事皮肤病性病专业研究诊治工作 30 年，笔者有幸跟师学习，现将鲍老师治疗过敏性皮肤病湿热内蕴

证经验总结简述，认为治疗应以身体本质入手，调和五脏以肺肝脾为主。鲍老师的辨证与多手段结合治疗的经验，临床效果显著。 

【关键词】过敏性皮肤病；湿热内蕴证；鲍身涛；经验 

【Abstract】Professor Bao Shentao has worked on professional research and treatment of skin disease for 30 years and accumulated 

profound experience in treating allergic skin disease of damp heat accumulation, of which the writer has the honor to learn from and 

summarize. Professor Bao Shentao holds that the treatment of skin disease should start with the essence of the body and focus on the lungs, 

liver and spleen in reconciling the five internal organs. Professor Bao Shentao’s experience of combining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multiple treatment means has significant clinical effect. 

【Keywords】Allergic skin disease; Damp heat accumulation; Bao Shentao;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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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身涛教授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现任北京中医药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教授、研究生导师，从事“皮肤病

性病专业、生殖内分泌专业、泌尿男科疾病专业”研究和诊治

工作 30 年。并研制出 7 种卓有疗效的中药制剂，提出了中医

阴阳调控疗法治疗疾病的新思路。笔者有幸师承学习，感触颇

深，现将鲍老师治疗过敏性皮肤病湿热内蕴证经验总结如下，

以飨同道。 

1   病因病机 

现在临床中出现的过敏性疾病越来越多，无论是皮肤病，

还是呼吸系统或其他系统的疾病，都是由于过敏性物质所致。

而过敏性皮肤病是由过敏原引起的皮肤病，具体的过敏原可以

分为接触过敏原、吸入过敏原、食入过敏原和注射入过敏原四

类。每类过敏原都可以引起相应的过敏性皮肤病，主要的表现

是多种多样的皮炎、湿疹、荨麻疹。 

常见的过敏性皮肤病有：①湿疹，中医病名为“湿疮”，是

一种过敏性炎症皮肤病。其特点为任何年龄均可发病，任何部

位均可发生，反复发作，皮疹多样，瘙痒。②接触性皮炎，是

指皮肤或黏膜接触某些外界致病物质所引起的皮肤急性或慢性

炎症反应。中医文献中有“漆疮”“膏药风”“马桶癣”的记

载。③药物性皮炎，中医病名为“药疹”，是指药物通过口服、

注射或皮肤黏膜直接用药等途径，进入人体后所引起的皮肤或

黏膜的急性炎症反应。④荨麻疹，中医病名为“瘾疹”，是一种

皮肤出现红色或苍白色风团，时隐时现的瘙痒性、过敏性皮肤

病[1]。⑤自家敏感性皮炎，指患者对于身体内部或皮肤产出的

某种物质和细菌过敏所致的皮肤病，中医文献中尚未相关的确

切记载，赵炳南将其老先生归属于“风湿疡”范畴[2]。 

中医认为过敏性皮肤病主要与人体肺、肝、脾三脏功能失

调密切相关。肺主气司呼吸，其华在毛，肺不耐寒热，气虚卫

表不固，易受外邪侵袭而致病。肝主疏泄而藏血，以血为体，

以气为用，体阴而用阳，集阴阳气血于一身，易形成肝气抑郁，

郁久化火，横逆犯脾，脾主运化，脾胃运化代谢失常，造成水

湿之邪聚合而成痰湿，湿热蕴于体内，易于敏感致病。《内经》

有云：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因此，治

疗过敏性疾病须从身体本质着手。 

2   辨  证 

湿热内蕴证过敏性皮肤病的典型临床表现为皮疹散在或

密集，有的融合成片，或为风团、丘疹、水疱、红斑、糜烂渗

液或表皮剥脱，伴有瘙痒、烦躁，夜寐不安，大便干燥或黏腻

不畅，部分患者可有血尿白细胞升高，舌质红，苔白或黄，脉

弦滑或数。 

临床上单一证型往往比较少见，常有多种合并症。若有大

便溏泄不成形，乏力神疲，舌胖边有齿痕者为脾虚湿重。若有

瘙痒剧烈，皮损较为严重，舌质红绛或绛紫，为热重以入营血。

若有经久不愈，舌质紫暗伴见 斑者，为血 之象。若有心烦

急躁，易于思虑，多愁善感，精神紧张，病情加重与减轻与情

绪关系密切，舌红脉弦，为肝热郁结，湿热内蕴。 

3   治  疗 

3.1 中药内服 

根据湿热内蕴证过敏性皮肤病的典型临床表现，以清热利

湿、凉血止痒立法，选用龙胆泻肝汤加减变方治疗。方药组成：

白茅根、龙胆草、黄芩、黄柏、黄连、牡丹皮、赤芍、生地、马

齿苋、白鲜皮、防风、薏苡仁。全方重用白茅根清热凉血解毒，

配龙胆草泻肝经之热，除下焦湿热[3]，三黄之品苦寒燥湿，清利

三焦，泻三焦火毒；牡丹皮、赤芍、生地凉血活血，生地又能滋

阴清热；马齿苋清热消肿、祛湿止痒；白鲜皮、防风祛风止痒；

恐苦寒清热之品为多，加入薏苡仁健脾化湿，固护中焦。 

同时兼有脾虚湿重者，加入四君子汤或其变方以益气健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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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湿，使脾胃康健，运化如常而痰湿自去。热入营血者，加入

犀角地黄汤以清热解毒，凉血散 ，使凉血与活血散 并用，

热清血宁而无耗血动血，凉血止血而不留 。肝热郁结者，龙

胆泻肝汤为清肝经湿热代表方，加减调整其药味药量，以达病

所，重者或可加入槐花、预知子、菊花、地骨皮之品，或用丹

栀逍遥散配伍，以清解肝热，疏解郁结，使烦闷自除。 

3.2 外用药物 

《理瀹骈文》中记载：“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外治之药

亦即内治之药，所不同者法耳。医理药性无二。”鲍老师临床

中主要应用中药湿敷、中药外洗配合外用膏剂治疗湿热内蕴型

过敏性皮肤病。中药湿敷主要以开放性冷湿敷为主，温度以

10～20℃为宜，主要适用于皮肤潮红、肿胀、糜烂、渗出等急

性炎症期。其作用是使皮肤血管反复收缩从而消炎止痒，抑制

渗出，还可以清除皮损表面的刺激物[4]。中药外洗主要针对湿

热内蕴型过敏性皮肤病的亚急性期及慢性期，水温以正常体温

为标准，不宜过高。其作用是使皮肤血管反复的适当扩张从而

消炎，清洁皮肤，促进皮损愈合。中药外用方药主要有苦参、

马齿苋、白鲜皮、地骨皮、地肤子、牡丹皮、花椒、黄柏等。

湿敷采用 6～8 层纱布浸透药液后，稍加拧挤至不滴水为度，

覆盖于患处，10～15 min 为宜。外洗采用草药煎汤，至适宜温

度洗涤即可 5～10 min 为宜。 

3.3 中医适宜技术治疗 

《外科启玄》云：“言疮虽生于肌肤之外。而其根本原集

予脏腑之内。……七窍者，目肝、耳肾、鼻肺、舌心、口脾。

是五脏之窍也。如有疮疡。可以即知经络所属脏腑也。”《证

治准绳》云：“人身之有经络，犹地理之有界分。治病不知经

络，犹捕贼不知界分，其能无诛伐无过之咎乎。”中医适宜技

术就是根据脏腑经络辨证及皮损病变属性，采用整体与局部治

疗相结合，以达到调和气血，通达经络，扶正祛邪，改善脏腑

功能而消退皮损的效果。安全有效，成本低廉，是中医的特色

疗法。鲍教授在临床中主要应用有针法、灸法、罐法、刮痧法、

刺络放血法，配合各种理疗仪器加以治疗。根据湿热内蕴证型

过敏性皮肤病，首先以整体治疗为主，选用手太阳膀胱经俞穴，

进行活血清热、通经利湿治疗；其次结合皮损部位，采取局部

治疗及经络辨证治疗。然而根据皮损部位及病情轻重，选用技

术疗法，不能刺激、激惹已有皮损病变的部位。 

4   典型病例 

患者甲，男，34 岁，2014 年 11 月 19 日初诊，主因“双手

掌脱屑 3 年，肿胀瘙痒加重 2 周”就诊。3 年前患者双手掌出现

脱屑瘙痒，予外院诊断为“手癣”，予药物（具体不详）治疗

后稍减轻，但未规律治疗，皮疹面积不断增大，2 周前因去外地

使用当地偏方洗手后，双手掌红肿干胀、瘙痒加重。平素心烦

易急，乏力，夜寐不安，大便不畅黏腻不爽，日行一次。既往

糖尿病 3 年，规律服用阿卡波糖片，空腹血糖 6.5～7 mmol/ L。

专科检查：双手掌脱屑，红肿，肤温稍高。舌质暗红，苔薄黄，

脉弦滑。中医诊断：鹅掌风、湿疮（湿热内蕴型），西医诊断：

手癣、湿疹、过敏性皮炎。治法：清热除湿，凉血止痒。处方 1：

白茅根 30 g，大青叶 15 g，龙胆草 10 g，黄芩 10 g，黄柏 10 g，

黄连 10 g，牡丹皮 15 g，赤芍 15 g，生地 30 g，生大黄 6 g，白

鲜皮 25 g，防风 10 g，炒薏苡仁 30 g，炒白术 30 g，山药 20 g，

马齿苋 30 g，生黄芪 10 g。7 剂，水煎服，1 剂/ d，分 2 次服用，

200 ml/次。处方 2：白鲜皮 30 g，马齿苋 30 g，地骨皮 30 g，土

茯苓 20 g，黄柏 10 g。煎汤外用3剂，1 次/ d。 

二诊：2014 年 11 月 26 日，患者手掌红肿干胀已消，脱屑

面积减小，但胃脘不适，时有胀满疼痛，方中增加温胃理气之

品。上方去大黄、龙胆草，加高良姜 5 g，香附 5 g，金银花 15 

g。再服 7 剂，外用同前。配合膀胱经罐疗，2 次/周。 

三诊：2014 年 12 月 3 日，患者手掌皮疹面积缩小，无新

发脱屑皮疹，但仍时感瘙痒，大便黏腻不爽，日 1～2 次，上

方增加健脾燥湿之生白术 10 g，清热解毒、散结消肿之连翘 12 

g。继服 14 剂，外用及治疗同前。 

四诊：2014 年 12 月 17 日，患者手掌已无脱屑，诸症缓解，

查其空腹血糖 6.1 mmol/ L，但新皮再生，需健脾益气，以固疗

效，上方生黄芪改为 30 g。继服 14 剂。外用处方黄柏改为 15 g。

罐疗继续。 

五诊：2014 年 12 月 31 日，患者诸症好转，皮疹消退。患

者湿疹，过敏性皮炎已愈，为巩固疗效，使其手癣好转不再复

发，嘱其外用药物继续治疗 1周。罐疗继续，1次/周。 

3 个月及 6 个月后随访，皮疹均无复发。 

5   按  语 

过敏性皮肤病种类多样，但以湿热内蕴型为多，故可异病

同治，用以清热利湿、散风止痒为主，健脾益气化湿为辅，标

本兼治。本例患者手癣病史多年，外用接触过敏原后出现皮肤

过敏表现，为手癣合并湿疹、过敏性皮炎。且虽为壮年，但糖

尿病已患 3 年，使其脏腑代谢失常，尤见其肝脾肺失调，肝气

郁结于内，横逆损伤于脾，脾失运化，湿滞体内，日久生热，

湿热内蕴，而生手癣，肺气不固，又干外邪，易激千层浪而不

收，过敏性皮炎，湿疹同时出现。究其本质为湿热蕴于内，脾

失健运，故而治疗的同时不仅治疗了湿疹，过敏性皮炎，也同

时缓解了病程已久的手癣，可谓一举多得。然其疾病为动态过

程，脾与胃相表里，为防苦寒之药太盛，不仅用以健脾三要素

之薏苡仁、白术、山药，还增加了良附丸以温胃理气。病向愈

时又增加玉屏风散以健脾益气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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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归脾汤最早出自南宋•严用和所著的《医方考》一书，至明代·薛己的《正体类要》一书中加入当归、远志二药，

始臻完备。全方组方严谨，配伍精当，流传至今，有益气养血，健脾补心之功效，历来被广泛用于各科疾病的治疗，是治疗心脾

两虚证型疾病的代表方。孙自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系河南省首届名中医，致力于中医男科学研究数十年，在其临床实践中，运

用归脾汤治疗心脾两虚型的多种男科疾病，疗效确切，笔者有幸跟随孙师学习，现选录孙师运用归脾汤治疗早泄、阳痿、性功能

减退等医案，以飨同道。 

【关键词】归脾汤；心脾两虚证；男科；早泄；阳痿；性功能减退 

【Abstract】Guipi decoction was recorded in Yifang Kao, written by Yan Yonghe in the Song dynasty. This decoction was completed 

in the Ming Dynasty by Xue Ji in Zhengti Leiyao by adding two Chinese medicinal: Danggui andYuanzhi. The recipe had the effect of 

tonifying qi and blood, invigorating spleen and tonifying heart, and it was precise and with optimal ingredients, therefore, it had been kept 

till now and was a representative recipe to cure deficiency of heart and spleen syndrome disease. Professor Sun Zi-xue is a doctoral 

supervisor and one of the most famous TCM doctors in Henan province, he has been engaged in clinical study of andrology for decades and 

uses Guipi decoc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male diseases with deficiency of heart and spleen syndrome, of which the curative effect is 

significant. The writer has the honor of learning from Professor Sun and shares the medical records of Professor Sun in treating male 

prospermia, erectile dysfunction and sexual dysfunction with Guipi decoction  

【Keywords】Guipi decoction; deficiency of heart and spleen syndrome; andrology; prospermia; erectile dysfunction; sexual 

dys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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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脾汤首见于南宋•严用和所著《济生方》，方由白术、茯

神、黄芪、龙眼肉、炒酸枣仁、人参、木香、炙甘草等八味药

物组成，用于治疗“思虑过度，劳伤心脾，健忘怔忡”。至明

代·薛己在《正体类要》中增加了当归、远志两味，用于“跌

仆等症，气血损伤；或思虑伤脾，血虚火动，寤而不寐；或心

脾作痛，怠惰嗜卧，怔忡惊悸，自汗，大便不调；或血上下妄

行”。加入当归、远志后，使得全方养血宁神之效更佳。归脾

汤为临床用于治疗脾气不足，气血亏虚的经典方剂，临床使用

较为广泛[1]。常用来治疗多系统疾病，如心脏疾病、血液疾病、

脑病、脾胃病、妇科疾病、皮肤病等多类疾病[2]。孙自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系河南省首届名中医，国家中医重点专科学术带

头人，国家重点学科——中医男科学科带头人，中华中医药学

会男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男科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河南省中医、中西医结合男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

员，致力研究中医男科学数十年，学验皆丰。孙师善用归脾汤

治疗心脾两虚证型的多种男科疾病，笔者有幸跟随孙师学习，

选录临床验案如下。 

1  早泄案 

患者甲，38 岁，文员，2015 年 10 月 4 日初诊。1 年来患

者出现射精过快，一触即泄。自诉新婚时，性生活正常，近年

工作繁重，思虑过度。刻下：性欲可，勃起可，偶有晨勃，伴

头晕乏力，神疲倦怠，纳可失眠，舌质淡，苔薄白，脉来细弱。

自诉服用帕罗西汀效不佳，停药后症状反复，查阴茎敏感神经

VPT：3.7～3.9 V（正常范围：4～6 V），属轻度敏感。阴茎血

流检测：未见明显异常。证属心脾两虚，法当滋养心脾，安神

固精。拟归脾汤加味治之。 

处方：炒白术 20 g，炙黄芪 20 g，龙眼肉 10 g，当归 12 g，

茯神 10 g，炙远志 10 g，炒酸枣仁 10 g，人参 6 g，木香 9 g，

炙甘草 9 g，菟丝子 15 g，五味子 12 g，覆盆子 9 g。14 剂，水

煎温服，早晚各 1 次。 

2015 年 10 月 20 日复诊：服药后倦怠乏力症状减轻，晚上

睡眠质量改善，未过性生活，舌质淡，苔薄白，脉细。原方增

加炙黄芪为 30 g，予 14 剂。 

2015 年 11 月 3 日三诊：继服药物后，性生活时间可达 10

分钟，余各症消失，续服 7 剂善后。 

按：早泄是指房事时间过早射精而影响正常性交而言，是

男子性功能障碍的常见病症，多与遗精、阳痿相伴出现[3]。本

案患者因工作繁重，思虑过度，耗伤气血，以致心脾两虚，精

亏而神疲。精血不充，不能上荣头窍，故头晕乏力，神疲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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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眠，舌质淡，苔薄白，脉来细弱皆为气血不足，心脾两虚之

象。治以滋养心脾，益气生血，益肾固精。运用归脾汤以补益

心脾，生化气血。加菟丝子、五味子、覆盆子益肾生精固涩。

诸药共奏补养气血、调和心脾之效。方证相符，收效甚捷。 

2   阳痿案 

患者乙，45 岁，干部，2015 年 8 月 19 日初诊。2 年来患者

出现勃起困难，性生活质量下降。素日无晨勃，自诉工作压力

大，健忘失眠，腰酸乏力，服用补肾壮阳药物病情有增无减。

刻下：失眠疲惫，勃起无力，纳少，便溏，舌边尖红，苔薄白，

脉弱。查内分泌：P：0.20 ng/ mL，T：6.15 ng/ mL，E2：27.00 pg/ 

mL，PRL：14.63 ng/ mL，LH：5.49 mIU/ mL，FSH：3.46 mIU/ 

mL。NPT 试验：阴茎夜间勃起 7 次， 大强度 1.6 N， 大强

度持续时间 52 s，平均持续时间、总持续时间、勃起时间均欠佳。

此为心脾肾同病，法当宁心安神，健脾益肾。拟归脾汤加味。 

处方：当归 15 g，炒白术 15 g，炙黄芪 15 g，龙眼肉 12 g，

炙远志 12 g，茯神 12 g，炒酸枣仁 15 g，人参 8 g，木香 6 g，

炙甘草 3 g，仙茅 10 g，仙灵脾 10 g，淫羊藿 12 g。14 剂，水

煎温服，早晚各 1 次。 

2015 年 9 月 5 日复诊：服药无不适，出现晨勃，眠可，舌

质淡红，苔薄白，脉细。效不更方，继服 14 剂。 

2015 年 9 月 21 日三诊：勃起有力，二便调。复查 NPT，

指标正常。继服 7 剂，巩固疗效。 

按：《医述·阳痿》论：“若以忧思太过，抑损心脾，则病

及阳明、冲脉，而水谷气血之海必有所亏，气血亏而阳道斯不

振矣。”阳痿是指阴茎不能勃起，或勃而不坚，影响正常性生

活的男子性功能减退症[4]。患者忧思太过，耗损心神，心神不

宁，神不安宅，由心损及脾肾。脾气不充故而纳少、便溏，肾

精耗损故而健忘失眠。当从心论治，心宁则神安，神安则归宅，

归宅则思情欲。此乃心脾两虚之证，处归脾汤加味，加用仙茅，

仙灵脾，淫羊藿兴阳起痿，共奏补益心脾肾之功。 

3   性欲减退案 

患者丙，42 岁，干部，2015 年 5 月 17 日初诊。半年来患

者性欲不佳，性交次数减少，平素工作劳累，心力交 ，彻夜

难寐，伴头昏脑胀，神疲乏力，舌淡苔白，脉细弱。查内分泌：

P：0.20 ng/ mL，T：2.35ng/ mL，E2：29.00 pg/ mL，PRL：15.36 

ng/ mL，LH：2.57 mIU/ mL，FSH：4.46 mIU/ mL。此属心脾

两虚，肾精不足之性欲减退。法当补益心脾，充养气血。拟归

脾汤加味治之。 

处方：当归 15 g，炒白术 15 g，炙黄芪 25 g，龙眼肉 18 g，

炙远志 18 g，茯神 15 g，炒酸枣仁 20 g，人参 9 g，木香 12 g，

炙甘草 10 g，菟丝子 15 g，枸杞子 15 g，熟地黄 12 g。14 剂，

水煎温服，早晚各 1 次。 

2015 年 6 月 3 日复诊：药后患者性交次数增加，仍失眠，

舌淡红，苔薄白，脉细。原方加合欢皮 15 g，继服 14 剂。 

2015 年 6 月 18 日三诊：服用上方后，性欲增强，余症状

明显改善，继服 10 剂善后。 

按：性功能减退多是由于肾精亏损、心脾两虚、心虚胆怯、

肝气郁结、痰湿内阻引起[5]。本案患者思虑过度，耗损心脾，

心主神明，为情欲之府，心神不宁，神无所归，脾为后天之本，

气血生化之源，思虑伤脾，气血不足，均致无意性交。本方以

归脾汤为基础，加菟丝子、枸杞子、熟地黄补肾益精，复诊中

加合欢皮养心安神，达补养气血，益肾强精之效。 

结语：明代•赵献可所著的《医贯》曰：“凡治血证，前后

调理，须按三经用药。心主血，脾裹血，肝藏血，归脾汤一方，

三经之方也。远志、枣仁补肝以生心火；茯神补心以生脾土；

参、芪、甘草补脾以固肺气；木香者，香先入脾，总欲使血归

于脾，故曰归脾。”此方滋养心脾，鼓动少火，气血并补，稍

佐理气之木香，调畅心脾。孙师认为男科疾患多与心脾肾三脏

相关，气血不充，势必影响心脉功能，劳神思虑过度，耗伤心

脾，形成心脾两虚之证，脾之不足无力培育先天，进而损及肾

精，耗散精神，男科发病多为早泄、阳痿、性欲减退等虚损症

候。临床上，心脾两虚之证颇为常见，活用归脾汤对于治疗各

类男科疾患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参考文献： 

[1]张春焕.归脾汤临床运用验案举偶[J].中医临床研究,2015,7 (19):121. 

[2]陈雯玥,王光耀.归脾汤临床新用[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15,13 

(7):154. 

[3]周仲瑛.中医内科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371. 

[4]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行业标准﹒中医病证诊断疗

效标准[S].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28. 

[5] 徐 福 松 . 徐 福 松 实 用 中 医 男 科 学 [M]. 北 京 : 中 国 中 医 药 出 版

社,2009:267-268. 

作者简介： 

赵文（1992-），男，汉族，河南漯河人，硕士研究生，就读于河南中

医学院第二临床医学院中医内科，研究方向：中医药防治男科疾病的研究。 

李鹏超
※
（1991-），通讯作者，男，汉族，河南驻马店人，硕士研究生，

就读于河南中医学院第二临床医学院中医内科，研究方向：中医药防治男

科疾病的研究。E-mail：1217450527@qq.com。 

 

 

 

   编辑：赵聪   编号：EB-16031513F（修回：2016-03-28）

 

 

 

 



 

 

中医临床研究 2016年第 8卷 第 18期                                                                             -5-

中医藏象学说的现代研究 
Modern research on the theory of TCM viscera 

 

裴正学（讲述）  何红珍  党芸芝  魏文婷（整理） 

（甘肃省肿瘤医院，甘肃  兰州，730030） 

 

中图分类号：R2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6）18-0005-02    证型：GBAID 
 

【摘  要】中医藏象学说是中医学说的基础，也是中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的心、肝、脾、肺、肾与西医的心、肝、脾、肺、

肾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因此中医学者，应该了解中医的藏象与现代西医所认识的脏器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只有明白了这一

问题，才对发展祖国医学有所裨益，有利于祖国医学登上现代科学技术的快车，与现代科学技术同步前进。 

【关键词】中医；藏象学说；现代医学；研究 

【Abstract】The theory of TCM viscera is the basis of TCM theory as well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CM. Heart, liver, spleen, lungs 

and kidneys in TCM share similarity with that of the western medicine while they also are rich in difference, therefore, TCM learners 

should be aware of the difference and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TCM viscera and organs identified in western medicine, which would help 

to develop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modernize TCM to achieve the advancement of TCM with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eywords】TCM; Theory of viscera; Modern medicin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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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象即研究人体脏腑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其相互关系

的学说[1]。脏，古作藏，指居于体内的脏腑；象，指脏腑的功

能活动和病理变化反映于体外的种种征象。古代医家通过长期

的实践，以粗浅的解剖知识为基础，从体外的各种征象测知脏

腑的生理功能，推究其病理变化，并运用哲学、阴阳、五行的

思维方式，进行推演络绎、综合分析，逐步形成了藏象学说[2]。 

1   肾的研究 

中医认为肾为先天之本，为元阴、元阳之所在，五脏六腑

之阴阳，皆以肾阴、肾阳为本，肾藏精，肾主水，肾主纳气[3,4]。 

支气管哮喘患者因肾不能纳气，而在中医上认为是肾虚，

所以中医有“新病治肺，旧病治肾”的传统理念[5]。 

慢性肾炎出现水肿，中医认为这是肾不主水，治疗水肿则

用补肾的方法。中医将阳痿和女性功能性子宫出血的原因归结

于肾不藏精。不难发现上述几种疾病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肾虚症

候群。所谓肾虚症候群，就是头晕、眼花、耳鸣、腰酸，腿困

等，若在此症候群基础上出现怕冷、自汗，则叫做肾阳虚；若

出现骨蒸潮热、五心烦热、盗汗，则叫做肾阴虚。了解肾阳虚

和肾阴虚的证候之后，现代医学的实验研究专家们就在上述的

几种疾患中来找肾虚症候群，得出的结果是上述疾患 50%的患

者有肾阳虚的症候群，20%的患者有肾阴虚的症候群，30%的

患者既有肾阳虚又有肾阴虚的症候群，这就应验了祖国医学肾

虚症候群的根本病机是肾不纳气、肾不主水、肾不藏精，由此

说明祖国医学所谓的“肾”是有物质基础和有实际内涵的，是

一个辩证的唯物主义[6]。上海第一医学院沈自尹教授在 40 年前

就开始了对肾脏的研究，结果发现凡是有肾虚症候群的患者，

80%的都有肾阳虚，他认为肾阴虚仅是一种陪衬，肾阳虚是主

导肾功能的主要方面，肾阴虚是主导肾功能的次要方面，这正

符合祖国医学所说的“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

不长”。由此而看古人强调阳气，同时又有“孤阴不生，孤阳

不长”之说，说明阳气要有 20%的阴气来支撑，俗话讲的“男

女搭配，干活不累”也就是这个意思。“孤阴不生，孤阳不长”

在人体内部也是如此。对女性来说雌性激素就是肾阳，但是若

没有仅占雌性激素 1/25 的睾丸酮，雌性激素就随之下降，出现

月经不调，这充分体现了“孤阴不生，孤阳不长”的道理。沈

自尹教授[7]用实验观察血浆中皮质醇 24 h 规律变化，证实肾阳

虚患者皮质腺功能之低下与丘脑有关，中医所说的“肾”实际

上就相当于现代医学的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所以说肾

是有物质基础的，物质基础就是实验研究的结果。中医的“肾”

和西医的“肾”相同之处在于“肾主水”，西医认为“肾主纳

气”属于肺的功能，“肾主藏精”属于睾丸的功能，这就解开

了现代医学与中医之间的衔接之谜[8]。 

2   脾的研究 

中医认为脾为后天之本，脾主中气，司运化，为气血生化

之源，是对人体生长、发育、健康、衰老至关重要的藏象[9]。

“民以食为天”中的“食”就是后天之本，脾主运化，运化水

谷，水谷即食物，其功能用现代医学的观点来解释就是消化、

吸收和胃肠蠕动功能[10]。脾虚患者常见的临床表现为颜面萎

黄、食欲不振、体乏无力、少气懒言。现代医学实验研究者们

对脾气虚的患者首先测量消化功能，从唾液中测量淀粉酶、胃

蛋白酶、胰脂肪酶，结果发现脾气虚患者的体内这三种酶的数

量和活性都降低，这就充分说明脾气虚是有物质基础的[11]。中

医“脾运失司”的意义除了各种消化酶的分泌功能降低之外，

还包含着胃肠吸收功能的改变，有学者通过测定木糖排泄来研



 
-6-                                                           Clinical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2016  Vol.(8)  No.18

究胃肠吸收功能，研究结果表明，脾虚患者，木糖排泄率偏低，

说明脾气虚的患者胃肠吸收功能下降。另外“脾运失司”的含

义，还在于胃肠运动的改变方面，脾虚患者通常表现出嗳气、

泛酸、腹胀、便溏等症状，中医认为这是脾胃升降功能失司的

表现，所谓升降失司即脾运失司。有学者用 131I 同位素跟踪实

验，观察消化道排空功能，发现脾虚患者肠蠕动加快，服用健

脾补气药之后此现象消失。“脾运失司”的含义，还包括营养

物质的代谢过程发生障碍，有学者在临床中发现慢性萎缩性胃

炎和浅表性胃炎患者中有脾虚证候者，其血清异柠檬酸脱氢酶

和乳酸脱氢酶的活性较正常人为低，服用香砂六君子汤后其酶

的活性上升。脾主中气，中气为“后天之本”，为人体“正气”

之重要组成部分，中医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

凑，其气必虚”，可见正气、中气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免疫功

能的含义。中气包含人体免疫系统的作用，人体的免疫系统有

特异性免疫和非特异性免疫两大类，人们发现脾虚患者，免疫

系统功能低下，同时又发现和遗传有关，先天禀赋不足，得出

脾虚患者的胃肠黏膜线粒体形态发生了异常，这就说明脾气虚

和先天遗传因素有一定的关系[12]。 

3   肝的研究 

中医认为肝属木，性条达，主疏泄，肝主藏血[13]。一旦肝

失条达，肝气郁结，郁则为病，也就是说肝气郁结为各种肝病

证候发生的基础。由此可产生“肝木克土”“肝郁化火”“肝

气上逆”等证。鉴于此，近年来人们对肝气郁结的实质进行了

一些实验研究，现代医学认为肝气郁结的病理基础是植物神经

功能紊乱，中医藏象学中的“肝”与西医的神经体液有关[14]。 

中医命门学派提出了人体有两火：君火和相火，君火即人

体的记忆力、认知力、思维能力、分析力等大脑皮层作用；相

火是心跳、脉搏、呼吸等植物神经系统的作用，交感神经和副

交感神经组成了相火。肝胃不和、肝木克土时，β-受体紧张性

增强，交感神经占优势，出现口苦、咽干、胸胁苦满、默默不

欲饮食等证候；肝阳上亢时，α 受体紧张性增强，血管收缩，

交感神经占优势，就会出现头晕、目眩、眼花等证候。 

4   心的研究 

心为五脏之一，《素问•灵兰秘典论》说“心者，君主之官，

神明出焉”，《素问•口问》说：“心者五脏六腑之主也”“心动则

五脏皆摇”，《素问•千年》说：“何者为神……血气已和，营卫已

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心藏神，为

五脏之主，神明之所出，有研究者用安慰剂进行试验，发现安

慰剂在不同语言的诱导下，呈现不同的作用，可以起到一定疗

效，从而发得出祖国医学的“心”具有现在医学大脑皮层之作

用。心主血脉，其功能代表了现代医学的“心”和“脑”[15]。 

5   肺的研究 

中医认为肺主气，司呼吸，合皮毛，与大肠相表里。从这

一论述来看，中医的肺既有现代医学肺脏的含义；又有现代医

学肺脏所不具有的功能。中医的肺除具有呼吸功能外，所谓“肺

主气”“合皮毛”“肺与大肠相表里”等均为中医藏象学说的主

要内容，近年来人们在探讨上述内容的本质方面，经临床实验

发现，中医肺脏的功能是有物质基础的。肺气虚的患者，血氧

饱和度均低，肺的通气功能下降，故用培土生金法治疗肺部疾

患，二陈汤治疗咳痰症状，用釜底抽薪的方法（凉膈散）来治

疗肺部的出血、炎症，肺为结肠癌 易转移的部位，故在结肠

癌患者之治疗中若出现肺部症状，亦可用培土生金法[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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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九候脉诊法临床应用体会 
Clinical application experience of pulse-felling in three regions and nine 

divi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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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三部九候脉诊法属于脉诊中的一种，是古代最早的一种全身遍诊法，然而，这一重要的诊断方法，在中医学发展

的早期便已被废弃。笔者认为三部九候脉诊法主要是指诊人迎、诊寸口、诊趺阳，临床中采用三部九候脉诊法有着很大的优势，

一是有利于疾病的诊断；二是加强医患沟通，改善医患关系；三则克服局限，利于应用。 

【关键词】三部九候；寸口脉诊；人迎脉诊；趺阳脉诊 

【Abstract】Pulse-felling in three regions and nine divisions is one of the pulse-taking methods and the earliest general diagnosis 

method; however, the diagnostic method has been abandoned in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TCM, which is unreasonable. The author holds 

that the three regions and nine divisions pulse-taking refers to feeling Renying pulse, Cunkou pulse and Fuyang pulse, which has great 

advantages in clinical diagnosis, the advantages include that it is conducive to the diagnosis of the disease, it helps to strengthen the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and to improve 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and it overcomes the limitation of other diagnostic ways and 

is easy to apply. 

【Keywords】Three regions and nine divisions for pulse-taking; Cunkou pulse-taking; Renying pulse-taking; Fuyang pulse-taking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8.004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成为现代中医代名词的脉

诊法为中医临床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这一重要诊断方

法中的三部九候脉诊法，在中医学发展的早期便已被废弃，即

使有人偶尔提到，也所论不详，在临床上更是几乎没有实际应

用的记载。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中医在临床中所发挥的

作用越来越局限，然而，笔者在临床实践，翻阅文献和查阅资

料的基础上，认为三部九候诊法能够补充一些现代医学的短

板，在现代医学的空白领域可以大有作为，临床中采用三部九

候脉诊法有着很大的优势。现将笔者见解叙述如下，希望各位

同道批评指正。 

1   理论探究 

三部九候脉诊法出自《黄帝内经》，是古代 早的一种全

身遍诊法，它把人体头部、上肢、下肢分成三部，每部各有上、

中、下三处的动脉，在这些部位诊脉，称为三部九候。正如《素

问•三部九候论》所论述：“人有三部，部有三候，以诀生死，

以处百病，以调虚实，以除邪疾”，可见用一处或几处脉象来

测知全身情况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诊断学[1]，而随后的医圣张

仲景在《伤寒论》原序中所说的“三部”脉是指“人迎脉”（结

喉旁颈总动脉），“寸口脉”（腕部桡动脉）和“趺阳脉”（足背

部胫前动脉）。中医诊断学有关脉诊的论述中，曾有对趺阳，

人迎脉的详细论述，它似乎曾经和寸口同时作为中医三大脉诊

之一，可惜在很早《难经》中就提出“独取寸口”，即今手腕

动脉，从而使人迎和趺阳脉学废弃得很早，早在汉末张仲景就

惊叹“观今之医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

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可见在仲

景时代人迎、趺阳脉学已开始衰落，近两千年来、关于这二者

的研究完全缺失[2]。笔者在翻阅文献和查阅资料的基础上，结

合临床实践经验，认为三部九候脉诊法主要是指诊人迎、诊寸

口、诊趺阳，在临床中对住院病人采用三部九候脉诊法有着很

大的优势。 

2   临床优势 

现代医学发展越来越快，诊断疾病的先进仪器层出不穷，

而中医仍以其特有的诊疗方式进行医疗实践显得跟不上时代

的潮流，但在临床中却深受百姓欢迎，这其中的奥妙不得不让

人深思，笔者认为其中 重要的原因或许就是中医特有的脉诊

技术，尽管三部九候脉诊法早已被废弃，但根据文献资料尚能

发现这一绝艺的不少线索。笔者在临床中不断实践这一诊断方

法，认为其有着不小的临床价值，具体而言可分为三类：一是

有利于疾病的诊断；二是加强医患沟通，改善医患关系；三则

克服固有局限性，有利于临床的推广。 

2.1 诊断疾病 

    祖国医学认为“切而知之谓之巧”，笔者在临床实践中深

切感受到三部九候脉诊法更容易明了患者阴阳表里寒热虚实，

在临床中，常会遇到许多现代医学无法解决的难题，当运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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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独取寸口脉诊对患者病情掌握不清时，取三部九候共参，更

容易指下易明，心中易了。在急诊科常会遇到因家庭琐事、工

作及利益纠纷而出现的诈病患者，此类患者的典型特征是各种

检查阳性结果较少，医者往往由于一时难以辨识而陷入治疗误

区，疗效欠佳，而有一定临床经验的中医医者，运用中医特有

的脉诊法若见其“九候若一”，便可判断“命曰平人”，而一但

真情被识破，诈病往往不治自愈。另外，心脏搭桥的患者，常

取病人本身的血管（如胸阔内动脉、乳内动脉、胃网膜右动脉、

桡动脉，下肢的大隐静脉），以便将狭窄冠状动脉的远端和主

动脉连接起来，让血液饶过狭窄的部分，到达缺血的部位，改

善心肌血液供应，进而达到缓解心绞痛症状，若取桡动脉作为

搭桥工具，寸口脉诊会受到很大影响，甚至有时寸口脉难以触

摸，仅限于诊寸口脉的思维临床工作遇此类患者便难以开展，

而改为人迎、趺阳脉诊则在一定程度能够克服这一问题。足背

动脉减弱或消失（即趺阳脉）预示着大血管病变，包括下肢动

脉粥样硬化性闭塞症，糖尿病血糖长期控制不佳的等患者。同

理，动脉炎血压测不出患者，上下肢单侧或双侧截肢患者，中

风后遗症病人，有时仅诊一部难以把握患者的整体状况，掌握

三部九候脉诊法能够较好的解决这一临床实际问题。 

2.2 加强医患沟通，改善医患关系 

由于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个别医患矛盾被无限放大，医护

人员人人自危，进而影响了整个医疗行业系统的良性发展，笔

者认为 主要的破局之举在于加强医患沟通，而三部九候脉诊

法能够起到很好的媒介作用。特别是对住院患者采用这一诊断

方法，中医医者查房时按寸及尺，握手及足，人迎趺阳，三部

合参，需要花费的时间比单诊寸口的时间长，患者从心里很容

易接受，从而达到与病人有较好沟通的目的，减少甚至在一定

程度上杜绝医患矛盾。 

2.3 克服局限，利于应用 

    三部九候被遗弃的原因大约是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医者诊

人迎、趺阳脉不便，然而这一问题随着历史的进步已经得到了

解决，如今医生查房时住院患者躺在病床上，医者很容易依次

诊人迎、寸口、趺阳，能够从整体上把握病人的状态，辨证施

治，药到病除。另外有利于临床代教，当查房时，医者诊一侧

寸口脉，学生可以有序的诊另一侧寸口及人迎、趺阳，教学相

长，共同提高脉诊水平。 

3   结  语 

从《难经》和《脉经》开始，“独取寸口”理论逐渐在中

医脉诊学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是随着临床发展的需要，寸口脉

诊法越来越不能够指导临床。相比较“独取寸口”“在心易了，

指下难明”的感慨，三部合参对医者的要求相对低了不少，在

临床中不但可以简单、准确地辨别人体的阴阳气血的变化，而

且可以快速辨别疾病所处的经脉虚实，继而用此有效的指导临

床[3]。笔者童子何知，敢竭鄙怀，然在临床中有意实践，受益

匪浅，故认为三部九候脉诊法值得我们这一代中医人花大力气

研究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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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数学在脉学中的应用 

金氏脉学研究的是脉诊，脉诊不仅要对疾病定性，也要定

量。金氏脉学通常是通过脉形来诊断疾病的，脉形是复杂的，

其变化与许多因素有关，如何评价脉形的好坏优劣，一般的数

学方法是难以做到的，必须通过模糊数学的综合评判模型考虑

各种影响因素的权重来确定脉形的适用性，根据脉形适用性的

强弱，来判断机体发生某一病变的可能性。所以，模糊数学是

金氏脉学从定性到定量诊断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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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舌下络脉诊法在肿瘤中的研究 

舌下络脉是指位于舌下系带两侧纵行的静脉。舌下络脉诊

法是舌诊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从舌腹面观察舌下络脉和细

络等的变化,侧重判断人身气血的 畅，与传统舌诊主要从舌背

观察舌质、舌苔、舌态等相辅相成，共同为辨病、辨证提供重

要诊断信息.舌下络脉主干的宽度、长度和颜色可作为观察人体

气血、津液盈亏和 畅的指征，与各病种的病程及病变程度呈

正相关。本研究基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CNKI，1980—2010

年）对舌下络脉诊法研究，探索舌下络脉诊对疾病转归以及确

立治则和判断预后、分析疗效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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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例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和动脉硬化闭塞症以 
中医辨证治疗为主的临床疗效观察 

Clinical therapeutic effect observation of TCM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in treating 144 cases of thrombotic occlusive vasculitis and arterial 

occlusive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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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血栓闭塞性脉管炎（TAO）和动脉硬化闭塞症（ASO）中西结合治疗的临床效果。方法：采用以中医

辨证治疗为主，西医治疗为辅的临床治疗理念，总计案例 144 例，用口服饮片汤药、中药外敷、理疗、择机选用西医药的综合治

疗。结果：TAO、ASO 的总有效率为 93.0%。结论：中药对周围动脉血管具有逆转和修复其病理改变的作用。 

【关键词】血栓闭塞性脉管炎（TAO）；动脉硬化闭塞症（ASO）；间歇性跛行；静息痛；中医辨证治疗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combined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treating thrombotic occlusive 

vasculitis (TAO) and arteriosclerosis occlusive disease (ASO). Methods: 144 cases of thrombotic occlusive vasculitis (TAO) and 

arteriosclerosis occlusive disease (ASO) were treated with TCM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combined with western medicine, 

which was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of oral administration of herbal decoction, external applic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physiotherapy 

and optional using of western medicine.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combined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 was 93.0% in treating 

TAO and ASO, which indicated that traditional herbal medicine had the function of reversing the peripheral arterial blood vessels and 

repairing the pathological changes. 

【Keywords】Thrombotic occlusive vasculitis (TAO); Arteriosclerosis occlusive disease (ASO); Acupoint sticking therap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8.005 
 

周围血管病中，血栓闭塞性脉管炎（TAO）和动脉硬化闭

塞症（ASO），祖国医学称“手足脱骨疽”“十指零落”“阴疽”。

是因为周围的动脉通道因为各种复杂的致病因素造成了狭窄

和（或）闭塞，以至于周围组织缺血导致的一系列临床病理改

变。两千多年前的《灵枢·痈疽》就有详细的相关记载，阐述

了其病因症状及治疗方法。随着近代其高危致病因素的基础疾

病如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的发病率不断上升及生活质量

和习惯的改变，TAO、ASO 的发病率也相应的不断升高。据不

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这两种疾病造成的致残人数超过百万，

因其被截掉的肢体 2 百万～3 百万，并呈逐年增加的趋势。对

于 TAO、ASO 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无论患者还是医生都可谓刻

骨铭心，国内外医学界一直致力于相关方面的研究，以求找到

从预防到治疗到康复的有效办法。近代西医采用了很多全新的

多方位的治疗方法如溶栓、降纤、抗凝和微创进行经皮血管腔

内成形术、外周动脉内支架安装术及区域灌注疗法等，方法和

理念无一不是以周围动脉血管的重建和再通为目的，并取得了

很大的进步，解决了临床中的部分问题。但是对于机体复杂的

血管网络，一种比较单一的物理方法、一个点一个标的治疗远

远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这一方面中医的作用往往被忽视，只能

作为西医治疗的辅助或被患者视为最后一根稻草来选择作为

末期治疗。但通过我院 2012—2015 年收治的 144 例 TAO/ASO

病患的治疗结果来看，中医为主的治疗不仅效果确切，起效快

捷，治愈率高，尚有并发症少，复发率低等优点，从根本上解

决了患者的病痛，让大部分的患者得到了完全康复。 

现将 144 例病例的治疗方法和结果做一个粗略的统计，供

广大同仁和读者参考，以便共同商榷，批评指正。 

1  患者的基本情况 

为了方便阅读，144 例病例基本资料列表统计如下，见表 1。

表 1  基本资料分布 

 性 别 

 男 女 

年 龄 

（岁） 

病 程 

（年） 
吸烟 肥胖 血糖↑ 血脂↑ 血压↑ 心脑疾病 

TAO 63  0 17～52 1～10 61  5 1 3 1 无 

ASO 65 16 52～93 1～4 26 18 64 67 71 69 

注：病程以初次出现游走性浅静脉炎和/或早期缺血症状如间歇性跛行至就诊为时间统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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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坏疽 肢体缺失（只） 

 
发凉 麻木感 颜色改变 跛行 静息痛 痛觉丧失 

干 湿 
溃疡 

指（只） 趾（只） 腿（条） 

TAO 59 3 63 62 0 63 41 20 1 2 12 2  

ASO 76 43 73 81 72 3 28 7 5 0 3 5 

注：1.发凉指患部皮温低于正常；2.颜色改变都属于红紫黯黑的病理改变；3.为方便统计，跛行包括间歇性跛行和静息痛造成的行走困难及行动不便患者；4.肢体缺失的都属于迁延

未愈和复发的病例 

144 例病例均通过 CT、CTA、CDFI、PW Doppler、DSA、

MRI 等影像学检查确定为周围动脉缺血性病变，并排除多发性

大动脉炎、雷诺病、红斑性肢痛症等疾病。 

2   治疗方法 

2.1 中医治疗  

辨证分型，按类型予以施治。 

2.1.1 阴寒型  

症见一般有肢端温度降低，怕凉，麻木等早期动脉血供不

良的表现，四诊有面色晦暗，脉象沉迟，苔薄白，小便清长等

症状体征。治法：以活血通络，温经散寒为主。方用阳和汤加

减：熟地、黄芪、赤芍、丹参、牛膝、肉桂、鹿角胶、鸡血藤、

附子、白芥子等。 

2.1.2 血 型 

症见患肢颜色紫红，暗红，青紫，可见 斑，疼痛剧烈，

日轻夜重，可于活动时加剧，舌质紫红，脉沉细，涩。治法：

活血化 ，温经通络。方用桃仁四物汤加减：当归、白芍、川

芎、桃仁、红花、乳香、没药、甘草等。 

2.1.3 湿热型 

症见患部红紫肿胀，发热，坏疽，溃疡。疼痛剧烈，以胀

疼和刺痛为主，舌质红、苔黄腻，质红，脉弦数滑。治法：清

热解毒，健脾利湿。方用四妙散加减：金银花、元参、白术、

茯苓、当归、赤芍、牛膝、红花、黄柏、山栀、连翘等。 

2.1.4 热毒型 

症见患部红肿灼热，坏疽部位腐臭，感染明显，疼痛剧烈，

大便燥结、甚至出现全身中毒症状。舌质绛红，苔黄腻，脉洪

大弦数。治法：清热解毒，凉血止痛。方用五味消毒饮和失笑

散加减：金银花、蒲公英、紫花地丁、玄参、当归、黄芪、生

地、丹参，蒲黄、五灵脂、牛膝、连翘、防己、黄芩、黄柏、

红花、乳香、没药等。 

2.1.5 气血两虚型 

此症多见病程迁延不愈、先天禀赋不足、身体羸弱的患者，

症见面色苍白，少气乏力，皮肤干燥，创面无脓或脓液清稀，

舌质淡，脉沉细无力。治法：补气养血，健脾和胃。方用八珍

汤和人参养荣汤加减：黄芪、当归、白芍、川芎、白术、茯苓、

甘草、人参、生姜、大枣等。以上汤药，1 剂/ d，每剂水煎分

2～3 次口服。 

在患者服用无明显副作用比如腹泻，纳差，胃脘不适的情

况下，每 10 d 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辨证调方，1 个月为 1 个疗

程，大部分患者均服用 1～3 个疗程。 

2.2 西医治疗 

择机使用舒血宁、葛根素、丹参酮、阿司匹林等辅助活血

化 。使用前列腺素帮助微循环的改善，如有较重的感染证据

结合使用抗生素。疼痛剧烈的适当口服止痛片。 

2.3 辅助治疗 

2.3.1 中药熏蒸，1 次/ d，10 次为 1 个疗程。 

2.3.2 中药外敷。 

2.3.4 血管内激光照射，30 min 次，10 次为 1 个疗程。 

2.3.5 伤口的处理   

清创、无菌换药。对于外露的末端死骨可以用咬骨钳予以

截除。 

3   禁忌证 

暂无绝对禁忌证，但因为以口服汤药为主，严重心衰和或

肾功衰的患者，考虑到水钠代谢的问题，不在本文接诊的范畴。 

4   注意事项 

控制原发致病因素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炎症等。戒：

烟、生冷、凉面、发物、海鲜、动物内脏及辛辣刺激食物。谨

慎房事，注意保暖，防止外伤。 

5   疗效分析  

5.1 疗效评定标准 

①痊愈：各项症状完全消失，患肢温度颜色恢复正常，坏

疽、溃疡完全愈合。②有效：症状体征明显好转，基本接近正

常，但没有达到完全恢复的标准。③无效：各项指标没有改善，

或症状加重。 

说明：标准主要依据表中所列各项指标的改变程度来评

判。因为康复病例中有小部分人的影像复查以侧肢循环的重建

为主，病变血管的影像改变不明显，因此，疗效考评中没有设

置影像改变项作为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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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44 例治疗结果统计  （n，%） 

坏疽 肢体缺失 
发凉 麻木感 颜色改变 跛行 静息痛 痛觉丧失 

干 湿 
溃疡  

指 趾 腿  

n % n % n % n % n % n % n % n % n %  只 只 条 

总计 51 -- 3 - 63 - 62 - 63 - - - 41 - 20 - 1 - 

痊愈 42 82 2 67 - - 57 92 51 81 - - 34 83 16 80 1 100 
治前 2 12 2 

有效 5 10 - - 59 94 - - 7 11 - - 5 12 2 10 - - 
TAO 

无效 4 8 - - 4 6 5 8 5 8 - - 2 5 2 10 - - 
治后 2 16 3 

总计 76 - 43 - 73 - 81 - 72 - 3 - 28 - 7 - 5 - 

痊愈 58 76 39 90 - - 21 26 51 71 - - 11 39 2 29 3 60 
治前  3 5 

有效 15 20 2 5 68 93 43 53 15 21 2 67 11 39 3 42 1 20 
ASO 

无效 3 4 2 5 5 7 17 21 6 8 1 33 6 22 2 29 1 20 
治后 - - 8 

注：ASO 跛行包括本来就行动不便的患者，统计时归类为无效。残肢的数量增加情况包括治疗中截除的死骨，和严重病例后来被截肢的肢体，综合评定 144 例的治疗有效率 93% 

6   病案举例 

病例 1： 

患者甲，男，45 岁，汉族，已婚，山西文水人，农民。

自述 2012 年右手环指，外伤后长期不愈合，后于当地医院予

以截除，于 2014 年 6 月右脚大拇指出现小水疱后，剧烈疼痛，

在当地医院诊治无效，于 2014 年 7 月 15 日转河南安阳脉管炎

医院住院治疗。确诊为右下肢大拇趾第二趾，右上肢大拇指脱

疽，影像资料提示血管闭塞性脉管炎。住院 14 d 病情无缓解，

又回太原血管病医院治疗，但是病情始终没有得到控制。该患

者于 2014 年 10 月 14 日转诊北京协和医院，建议于膝盖以上

高位截肢，因考虑截肢费用问题未能实施。遂于 2014 年 10 月

30 日经人介绍至我院诊治，查：影像提示右下肢胫前、胫后动

脉闭塞，右脚大拇指湿性坏疽，趾骨外露，第二趾湿性坏疽，

右手大拇指湿性坏疽，病灶部有脓性分泌物，患部红肿，腐臭，

疼痛剧烈，大便燥结、舌质绛红，苔黄腻，脉洪数。属热毒型

脱疽，中药汤剂口服，辅以西药抗炎治疗。10 d 后疼痛有所缓

解，但脚掌肿胀，手脚掌部位皮肤蜕皮。坏疽创面有红色肉芽

生长，周围皮肤颜色转红，20 d 后疼痛、肿胀减轻，停服止痛

西药，可以睡眠，精神面貌好转，食欲增加。30 d 后疼痛基本

控制，创面肉芽增生明显，应患者要求予以出院。嘱继续口服

汤药，2 个月后创面基本愈合，3 个月后创面完全愈合，周围

皮温皮肤颜色均恢复正常。患者于 2015 年 3 月来我院复查，

各项指标均恢复正常，已能正常劳动工作。随访至今无异常。 

病例 2： 

患者乙，男，50 岁，汉族，河北唐山人，工人。4 年前曾

罹患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在当地通过治疗好转。近 1 年以来反

复发作游走性浅静脉炎，近 2 个月加重。曾于 2015 年 10 月 1

日就诊于武警总医院住院治疗无好转，症状逐日加重，于 2015

年 10 月 18 日就诊于我院，查右脚第二趾干性坏疽，脚掌前端

皮肤颜色紫暗，疼痛剧烈，日轻夜重，精神萎靡，情绪烦躁。

自述疼痛剧烈，无法入睡。舌质紫红，脉沉涩。诊断为脱疽，

属于血 型，因患者拒绝住院治疗，予以单纯口服汤药，1 剂/ 

d，3 次/ d，口服。11 月 4 日复诊，自述疼痛减轻，患肢有热

感。嘱继续服药，不可间断。12 月 2 日再诊，疼痛完全消失，

行走正常，坏疽部位痂皮部分脱落，脚部温度基本正常，皮肤

颜色红活，该患者正在恢复期，目前还在治疗中。 

病案 3：（附急性动脉栓塞伴脉管炎 1 例） 

患者丙，男，46 岁，河北保定人，农民。于 2012 年 1 月

28 日突然右腿剧烈疼痛，送当地医院不能确诊，怀疑是缺钾导

致的神经性疾病，遂转北京 301 医院，诊断为急性动脉血栓栓

塞，因无法承担昂贵的医疗费，又转回河北，于 2012 年 4 月

14 日，自己在家用钢锯锯掉了自己的右腿。2013 年 10 月，因

继发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左腿又出现坏疽，在医院截掉了左腿，

但是因为病因没有解除，于 2014 年 1 月 18 日又因为残肢疼痛

入住北京友谊医院，住院 28 d，病情没有缓解，回家在当地医

院保守治疗，并且得到了各地医院的多方救助，但是效果不显。

于 2015 年 3 月 9 日在我院就诊。查，双残肢皮肤紫暗，冰凉

梆硬，自述疼痛难忍，日轻夜重，无法睡眠。影像提示腹主动

脉堵塞。生化提示严重蛋白尿。舌质紫黯，脉沉涩。属于血

阴寒型。遂予以活血化 ，助阳通络，方用阳和汤和桃仁四物

汤加减。服药 10 剂残肢温度上升，20 剂后疼痛减轻，可以睡

眠。1 个半月后残肢温度正常，变软，白天完全无痛，但晚上

11 点开始到早晨 5 点，右侧残肢还有胀疼。3 个月后疼痛完全

消失，尿化验指标正常。嘱继续服药 2 个月以巩固疗效，随访

至今无异常。 

病案 4： 

患者丁，男，70 岁，汉族，北京燕山人，教师。糖尿病，

高血压，间歇性跛行，于 2014 年 6 月 20 日就诊我院。自述曾

就诊于良乡、阜外等医院，诊断为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经过一

年多的治疗没有好转，病情呈逐步发展的趋势，步行 80 m 就

必须休息几分钟，因为其兄即是因为糖尿病性周围血管病导致

双下肢截肢，因此思想负担较重。查：双下肢温度低于正常，

B 超提示双下肢胫前胫后动脉均硬化闭塞，以右下肢为重，舌

质淡紫，苔薄白，脉沉涩，属于阴寒型，予以中药汤剂，加静

脉输液，辅以物理治疗。10 d 后，自觉走路疼痛较之前减轻，

行走距离增加。嘱继续口服汤药，不得间断。20 d 后，行走距

离增加到 1000 m，疼痛时间也缩短明显。30 d 左右，出现双下

肢足踝以下水肿，其余无异。在 40 d 后，水肿消失，双下肢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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肤温度正常，步行距离增加到 3 公里。治疗 2 个月后，间歇性

跛行完全消失。为巩固疗效，继续服药到 120 剂方停止服药。

该患者现在效果评定为治愈，随访至今一切正常。 

病案 5： 

患者戊，男，69 岁，汉族，住北京市八宝山，工人。既

往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3 年前出现间歇性跛行，2015 年

加重，出现静息痛，行走困难，左小腿出现溃疡。于 2015 年 4

月 8 日在 301 医院进行经皮血管腔内成形术，溃疡好转，但是

疼痛不减，遂于 6 月 2 日又行第二次经皮血管腔内成形术，术

后第 2 天即出现左脚足踝以下 青，皮温明显低于正常。大拇

趾麻木，中趾紫黑，剧烈疼痛，以夜间尤甚，服西药止痛片无

效，不能睡眠。其后又就诊于广安门诊和武警总院，病情继续

发展。 

该患者于 2015 年 6 月 24 日到我院就诊，症见中趾趾垫干

性坏疽，患部红紫肿胀，疼痛剧烈，以胀疼和刺痛为主，大便

黏滞，舌质红、苔黄腻，脉滑数，属湿热型。治法：清热解毒，

健脾利湿，中药饮片，1 剂/ d，水煎分 3 次口服，配合输液，

理疗，中药外敷。7 月 8 日复诊疼痛有所减轻，局部温度有所

增加，脚部 青减轻变浅，出现蜕皮的现象。7 月 18 日因活动

不慎磕伤大拇趾，趾甲呈半脱位，出血，肿胀、疼痛剧烈，行

局部处理。嘱其继续服药，不可间断。8 月 1 日复诊，脚部皮

肤颜色红活，皮温上升，但是大拇趾疼痛没有减轻，行拔甲术，

外敷中药油剂，暴露，继续口服中药；8 月 16 日复诊症状大为

改善，肿胀基本消失，足趾温度接近正常，疼痛明显减轻。8

月 29 日复诊，疼痛完全消失，中趾坏疽部位上翘的周围痂皮

已经被其自行剪除，去痂之后基底红润，尚余黄豆大小的硬痂

没有脱落，嘱其千万不要强行剥离。继续服药。9 月 15 日复诊，

所有不适感消失，唯一走路时因痂皮较硬有不适感，但也不疼

痛。10 月 17 日，残留痂皮脱落，计划去日本，带药 17 剂，回

国后又续服 20 剂。治疗完毕，患者得到了完全康复。 

病案 6： 

患者己，女，80 岁，汉族，北京市公安局离休干部。既

往糖尿病、高血压，自 2015 年 7 月开始，右下肢由间歇性跛

行发展到静息痛，右脚大拇趾出现干性坏疽，301 医院建议搁

置血管支架，被患者否定。于 9 月 11 日到我院就诊。血流图，

彩超及结合外院病历，提示下肢动脉硬化闭塞伴静脉功能不

全，眼底动脉硬化。症见面色苍白，少气乏力，皮肤干燥，便

秘、舌质淡，脉沉细无力。属气血两虚型，予以人参养荣汤和

桃仁四物汤加减，10 剂，1 剂/ d，口服。服药 3 d 后，疼痛更

甚，腿部有往脚部方向的冲窜感。9 月 20 日复诊，局部皮温上

升。10 月 6 日，右腿开始出现肿胀，右脚趾肿胀明显，大便每

天 3～4 次，稀糊状，口渴，嘴干，饮食减少，但精神不减，

疼痛减轻，晚上可以睡眠 5～6 h。方剂稍作调整，继续口服。

10 月 22 日脚趾肿胀消失，已无疼痛，长距离行走也无不适感，

大便每日 1 次，口干舌燥感消失。11 月 4 日复诊，右脚趾大拇

趾坏疽部位皮色红活，痂皮松动，饮食睡眠均佳。11 月 6 日复

诊，在干休所的体检报告反馈，双下肢动脉再通良好，侧枝循

环丰富，眼底动脉硬化未检出。自认为已经完全康复，不愿继

续服药。随访至今无异常。 

病案 7： 

患者庚，男，66 岁，汉族，北京市园林局退休干部。糖

尿病史 26 年，2013 年因糖尿病性周围血管病在首都医科大附

属安贞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 ASO。近 2 个月出现左腿怕冷发

凉，间歇性跛行静息痛，脚跟不能着地，外院建议搁置支架，

被拒绝。于 2015 年 10 月 18 日到我院就诊。查：高血压，高

血脂，糖尿病，院外影像学提示双下肢动脉硬化闭塞，以左下

肢为重。眼底动脉硬化；面色晦暗，舌质暗苔白，脉沉。属阴

寒型，治则活血化 ，助阳通络，予以中药 10 剂，1 剂/ d，3

次/ d，口服。于 30 号复诊，疼痛减轻，间歇性跛行的间隔时

间和距离均延长，双脚踝水肿，大便每天 1 次嘱继续口服汤药。

11 月 9 日复诊，脚肿消失，疼痛消失，足跟可以着地正常行走。

这个病例服药仅 30 剂，基本症状完全消失，患者认为已经不

必服药。电话随访至今无异常。 

7   几点经验 

有以下几点经验供同仁参考 144 例的治疗结果，TAO 5

例治疗失败，ASO 6 例治疗失败，究其原因，第一，治疗不规

范，中途断药是主要原因；第二，病程长，收治时已是变症丛

生，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第三，不忌口，或不遵其他医嘱，

医患配合欠佳。在治疗过程中，我们认为治疗中期的肢端水肿，

是一个值得欣慰的好现象，它代表动脉血流在病变缺血部位的

重新灌注，要通未通、正常微循环还没有完全建立的时候，是

治疗大功告成前的冲刺阶段。肢端蜕皮，是治疗前因为皮肤组

织缺乏营养，在养供改善后，新的组织生成代谢的结果。 

对于仅有早期缺血症状，无溃疡、坏疽的患者，才采用中

药熏蒸，以免局部的温度巨变加重病情。外敷也宜由高往低，

循序渐进。对于坏疽、溃疡的局部处理多采用暴露疗法，但要

求环境的卫生条件良好，温度适宜。我们不赞成频繁的清创处

理，如果创面干瘪无脓，或脓液清稀，反而是值得担心的事情，

它往往代表了患者正气不足，体质虚弱。看到颜色亮活的脓液

形成，往往伴随的是肉芽生长旺盛。中药的治疗是一个整体的

内在的调理，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一般在百剂以上。所以，

患者必须有足够战胜疾病的信心和决心，中途不可随意停服，

否则给后期的治疗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同时，患者严守禁忌，

谨遵医嘱，是治疗结果好坏的先决条件。治疗的越早，效果越

好。早期误诊使用过寒凉药的患者治疗的过程中往往变症丛

生，病程明显延长。治疗期间必须借助西药积极控制原发病如

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及炎症等，没有医嘱不得停止，并随

时监测，及时调整。注意医患之间的随时沟通，良好的医患关

系才是保证治疗效果的基础。 

8   几点看法 

无论是 TAO 还是 ASO，病因不同，但其结果都是因为肢

体末梢的动脉血供减少或中断，造成组织缺血，引起疼痛，坏 

疽的结果。纵观目前的治疗办法，绝大多数患者都采用舍中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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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的治疗方法，其名目繁多的方法中，包括了基础的药物溶栓、

降纤、抗凝、抗炎，物理的扩管、支架及 终的手术截肢，其

中显而易见的局限性就是治点治标，无法去除面和本的真实致

病因素，比如扩管和血管支架，对于网状的普遍性的血管病变

来说，显然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祖国医学对此病的认识和

探索有悠久的历史，治疗上面也逐步成熟，到明清时代治疗此

病仍本着孙思邈的治法：在肉则割，在指则切，手术配合药物

来综合治疗。若无变症及感染，存活也仅十之三四。至清朝中

叶林屋山人王洪绪驳斥截指论，鲍相璈之《验方新编》更是竭

力反对截肢，治疗方法在此期得到了长足发展，日趋成熟。直

至现代，因为受到重西轻中的影响，在临床治疗上鲜有进展和

突破。通过我院近几年的临床实践和疗效总结，认为周围血管

病的中医治疗空间广阔，疗效快速确切，应在结合西医应用的

环境下潜心挖掘，发扬光大。不能本末倒置的偏废中医，一味

冀求西医来解决问题。西医的很多药物和手术介入治疗的确是

切实有效的，但是侧重于解决比较急性，针对性比较强的问题，

如急性的血栓形成，局部乃至全身性的感染。经皮血管腔内成

形术、外周动脉内支架安装术及区域灌注疗法解决某一支某一

点的血供，及时清除已经坏死的组织和残肢等。而中医则是一

个从病因入手、以整体调理为基础，从面上祛除病因，从本上

解决问题。虽然治疗结果在理论上没有上升到予以科学解释认

定的层面，局限了中医的研究和发展，但是治疗结果却是我们

必须认真思考和探究的。所以，TAO、ASO 的治疗，中西结合，

才是珠联璧合的 佳途径。 

本文尚存很多不足之处，由于患者的跟踪时间还不充分，

虽然我们摸索了一些经验，但是很多地方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论

证和完善，观点也是一己之见，不能以偏概全，望广大医学同

仁予以批评指正。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在周围血管病治疗的

未来发展中，中医一定会占据其无可替代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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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中益气汤治疗肺脾气虚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 
疗效观察 
Efficacy observation on treatment of pulmonary Spleen Qi deficiency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by Buzhong Yiqi 

Deco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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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补中益气汤治疗肺脾气虚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疗效。方法：从 2013 年 12 月—2015 年 12 月广

州中医药大学附属中山市中医院呼吸专科门诊和住院部收治的 60 例肺脾气虚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选

取 30 例设为治疗组，采用中药+茶碱缓释胶囊治疗治疗，将另外 30 例患者设为对照组，采用茶碱缓释胶囊治疗。对比两组患

者的治疗效果。结果：治疗组患者治疗后 PaCO2 水平与对照组相比明显较低，PaO2 水平与对照组相比明显较高，P＜0.05。治

疗组患者疗后 FVC、FEV1、FVC/FEV1 与对照组相比明显较高，P＜0.05。治疗组患者疗后 6 min 步行试验距离与对照组相比

明显较长，P＜0.05。结论：补中益气汤能有效改善患者血气状况及肺功能状况，可在肺脾气虚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治疗中推

广运用。 

【关键词】补中益气汤；肺脾气虚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疗效 

【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curative effect of Buzhong Yiqi Decoction on patients with lung and  spleen deficiency  

type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Method: Guangzhou Chinese medicine university attached to Zhongshan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treated 60 cases of lung spleen deficiency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patients as research subjects from December 

2013 to December 2015 by dividing them randomly into Control Group and Treatment Group with 3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treated using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bined with theophylline therapy treatment,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using theophylline therapy treatment. After the treatment the result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 The PaCO2 

level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important (P<0.05). The 

FVC, FEV1, FVC/FEV1 scor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treatment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6min w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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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 distance was significantly longer in the treatment group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Buzhongyiqitang treatmen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atient courage vigor condition and lung function condition, so it must be  promoted for treating patients with 

lung spleen deficiency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Keywords】Buzhong Yiqi Decoction; Lung and spleen deficiency type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urative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8.006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是有气流阻塞特征的慢性支气管炎和

肺气肿，具有不可逆性和不完全性，急性发作患者常出现呼吸

衰竭症状，治疗不及时将导致患者死亡，严重威胁患者生命安

全[1]。肺脾气虚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属于中医分型的常见类型。

我院以“培土生金”“脾主肌肉”等中医理论为基础，提出补

中益气汤治疗肺脾气虚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此次研究中

探讨补中益气汤的治疗效果，以期为临床治疗该病提供参考。

以下进行具体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3 年 12 月—2015 年 12 月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中

山市中医院呼吸专科门诊或住院部收治的 60 例肺脾气虚型慢

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经胸部 X 线检

查、CT 检查、肺功能检查、血气检查等符合中华医学会呼吸

分会（CSRD）2013 年制定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诊治指南》
[2]诊断标准；中医诊断符合中华中医药学会 2008 年制订的《中

医内科常见病诊疗指南——中医病证部分》中“肺胀病”有关

内容及协作组临床方案，确诊为肺脾气虚型；无其他呼吸道疾

病及肺部疾病；重要器官无严重疾病；所有患者均无严重精神

性疾病，能自主表达意愿；均签署知情同意书。从 60 例患者

中随机选取 30 例设为治疗组，男女比为 17︰13，年龄 38～68

岁，平均年龄（51.4±8.3）岁。将另外 30 例设为对照组，男

女比为 18︰12，年龄 37～68 岁，平均年龄（50.8±8.2）岁。

与对照组对比，治疗组患者一般资料无差异，P＞0.05，可进

行比对研究。 

1.2 研究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茶碱缓释胶囊（上海爱的发制药有限公

司，国药准字 H20010412）治疗，0.2 g/次，12 h/次。治疗组给

予补中益气汤+茶碱缓释胶囊治疗，茶碱缓释胶囊用药方法与

对照组相同，补中益气汤药剂组成：黄芪 30 g，党参 15 g，白

术 15 g，柴胡 5 g，陈皮 10 g，当归 10 g，升麻 5 g，甘草 5 g。

由我院中药煎药室采用智控煎药机 ZKJ-1A10 代煎，每包加水

500 mL 煎至 150 mL，2 次/ d。两组患者均进行 4 周治疗。 

1.3 观察指标  

治疗结束后，对比治疗组和对照组患者血气状况、肺功能

状况及 6 min 步行试验状况。 

1.4 统计学方法   

上述治疗组和对照组患者的所有数据结果均采入到

SPSS19.0 软件进行分析处理，正态计量资料采用（ ）表示，

以 t 进行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血气状况 

治疗组患者治疗后 PaCO2水平与对照组相比明显较低，P

＜0.05。治疗组患者治疗后 PaO2水平与对照组相比明显较高，

P＜0.05。 

表 1  两组患者血气状况对比 （ ） 

组别 n PaCO2（mmHg） PaO2（mmHg） 

治疗组 30 34.2±6.3 92.5±6.3 

对照组 30 42.3±5.7 84.9±6.7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 

2.2 肺功能状况 

治疗组患者疗后 FVC、FEV1、FVC/FEV1 与对照组相比

明显较高，P＜0.05，如表 2 所示。 

表 2  两组患者肺功能状况对比  （ ） 

组别 n FVC（L） FEV1（%） FVC/FEV1（%） 

治疗组 30 2.0±0.3 71.6±10.3 66.8±9.7 

对照组 30 1.2±0.2 60.2±10.4 56.4±9.6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 

2.3 6 min 步行试验状况 

治疗前两组患者 6 min 步行距离对比无统计学差异，治疗

组患者疗后 6 min 步行试验距离与对照组相比明显较长，

t=5.151，P＜0.05。 

表 3  两组患者 6 min 步行试验状况对比  [（ ），m]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30 296.4±79.6 483.5±85.8 

对照组 30 299.8±81.4 371.7±82.3 

注：与对照组相比，治疗后 P＜0.05 

3   讨  论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支气管远端部分膨胀，气腔壁破

坏，表现为气流阻塞和气流重塑，急性发作患者常引发呼吸衰

竭，也易导致患者出现肺心病、肺动脉高压等，具有较高的病

死率[3]。患者常出现咳痰、慢性咳嗽、喘息、胸闷、气短、呼

吸困难等相关症状，严重影响患者日常生活。 

中医中将肺脾气虚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划为“久咳”“喘

症”“肺胀”范畴，其主要因患者先天不足、七情六淫伤邪导

致[4,5]。临床治疗该病主要采取西药治疗，但其治疗效果不佳，

我院在中医治疗的基础上，根据“培土生金”“脾主肌肉”等

相关中医理论，配制出补中益气汤对患者进行治疗。研究结果

显示，治疗组患者治疗后血气状况明显优于对照组，说明补中

益气汤能有效改善患者血气状况。凌小浩等[6]的相关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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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补中益气汤+西药）患者疗后肺功能相关指标明显优

于常规组，此次研究结果与之相符，进一步肯定了补中益气汤

的治疗效果。补中益气汤中黄芪、柴胡、升麻补气升阳，党参、

白术可健脾益气，陈皮可燥湿化痰，当归补血润燥，甘草镇咳

平喘[7]。上述药材联用具有补中益气，升阳举陷、健脾益肺、

补血化痰功效[8]。从而有效促进患者肺功能改善，提高治疗效

果，从而能促进患者 6 min 步行试验结果提升。 

综上所述，补中益气汤能有效改善患者血气状况及肺功能

状况，可在肺脾气虚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治疗中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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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疏肝理脾祛风汤合并盐酸非索非那定片治疗慢性荨麻疹肝郁脾虚证的临床疗效。方法：采用随机分组

对照法将 2015 年 4 月—2015 年 12 月在我院皮肤科就诊的慢性荨麻疹肝郁脾虚型患者 60 例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观察组

给予疏肝理脾祛风汤联合盐酸非索非那定片治疗；对照组单纯给予口服盐酸非索非那定片治疗。2 周为 1 个疗程，共 2 个疗程。

观察临床疗效、全身症状及皮损症状的缓解情况。结果：①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3.3%，明显优于对照组的 76.7%。两组之间差异

明显（P＜0.05）有统计学意义。②两组在治疗后均能有效控制患者总体症状，都是有效治疗药物。并且观察组疗效优于对照组。

两组治疗前后在瘙痒程度、发作频率、皮肤划痕症、皮损分布、持续时间、风团大小、风团数量等指标中，（P＜0.05）均有显著

性差异，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更能改善荨麻疹的局部症状及全身症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③停药 1 个月后随访发现观察组

复发率（13.3%），对照组（30%），两组比较有显著差异（P＜0.05）。结论：疏肝理脾祛风汤联合盐酸非索非那定片治疗慢性荨麻

疹肝郁脾虚证，临床疗效好，能改善此证的全身症状及皮损症状，不良反应少，复发率低，安全可靠，值得临床推广。 

【关健词】慢性荨麻疹；疏肝理脾祛风汤；盐酸非索非那定片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Shugan Lipi Qufeng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fexofenadine hydrochloride 

tablets in treating chronic urticaria liver qi stagnation and spleen deficiency syndrome. Methods: 60 patients with chronic urticaria liver qi 

stagnation and spleen deficiency syndrome, who were treated in the dermatological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from April 2015 to 

December 2015,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ith 3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Shugan Lipi Qufeng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fexofenadine hydrochloride tablets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only received 

fexofenadine hydrochloride tablets. Two weeks formed one course and the treatment lasted two courses. The clinical effect and the relief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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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ic symptoms and skin lesions were observed. Results: ①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3.3%,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76.7%,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② 

After treatment, the general symptoms of the patient of two groups were controlled and the treatments were all effective, but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indexes such as degree of 

itching, seizure frequency, skin scratch disease, skin lesions distribution, duration and the size and number of wheal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P < 0.05),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in improving the local symptoms and systemic symptoms and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urticaria patients. ③Follow up 1 month after stopping taking drug showed that the recurrenc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13.3% and 30% respectivel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Shugan Lipi Qufeng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fexofenadine hydrochloride tablets had good clinical effect in 

treating chronic urticaria liver qi stagnation and spleen deficiency syndrome; it could relieve the systemic symptoms and skin lesions and 

was of less adverse reaction and low recurrence rate, which was safe and reliable, therefore, it wa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Keywords】Chronic urticaria; Shugan Lipi Qufeng decoction; fexofenadine hydrochloride tablet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8.007 
 

慢性荨麻疹 （Chronic Urticaria，CU）是一种常见的变态

反应性疾病，其病因及发病机制复杂，约 3/4 的患者找不到病

因[1]，并易于反复，瘙痒难耐，给患者带来精神及肉体上的极

大痛苦，因此防治慢性荨麻疹是我们临床上面临的一项重要任

务。中医药治疗慢性荨麻疹疗效确切，具有独到而明显的优势，

能有效防止其复发。导师李元文教授在近 30 年的临床工作中，

不断总结经验，提出了慢性荨麻疹与肝脾功能失调有关[2]，并

从临床中分化出荨麻疹之肝郁脾虚证，拟定了疏肝理脾祛风

汤，在临床上取得了显著疗效。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按照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选择 2015 年 4 月—2015 年 12

月在我院皮肤科就诊的慢性荨麻疹患者 60 例，采用随机分组

对照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观察组：男性 17 例，女

性 13 例；年龄 16～63 岁，平均年龄（35.25±11.35）岁；病

程 8～14 周，平均病程（11.25±2.11）周，采用疏肝理脾祛风

汤联合非索非那定片治疗。对照组：男性 18 例，女性 12 例；

年龄 15～65 岁，平均年龄（34.15±10.33）岁，病程 9～15 周，

平均病程（12.45±2.38）周，采用口服非索非那定片治疗。两

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等一般资料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纳入标准 

①符合慢性荨麻疹的中西医诊断标准，［参照《中国临床皮

肤病学》（第四版）、《中医外科学》（第五版）中“瘾疹”的诊

断依据］，病程＞6 周，中医辨证属肝郁脾虚型：全身症状：a.

情绪抑郁善太息，或脾气急躁易怒；b.少气懒言，肢体倦怠；c.

口干口苦；d.纳少腹胀；e.大便或干或溏；f.皮疹和瘙痒因情志

变化加重；（注：符合慢性瘾疹，加全身症状中任意两项可诊断

为慢性荨麻疹肝郁脾虚证）。②无严重内科疾病，以皮肤症状为

主。③治疗期间同意非严重情况不得服用其他抗组胺药物。 

1.3 排除标准 

①妊娠、哺乳期妇女；②合并严重胃肠道症状或严重肝肾

心脏代谢疾患；③使用糖皮质激素及免疫抑制剂（雷公藤等）

患者，或停药时间＜2 周者；④特殊类型荨麻疹：如因寒冷型、

压力型、日光型、胆碱能型荨麻疹及有其他明确原因引起的荨

麻疹（如人工性、药物性、感染等因素）；⑤对盐酸非索非那

定片过敏者。 

1.4 治疗方法 

组服用疏肝理脾祛风汤联合盐酸非索非那定片。药物组成

为：柴胡 10 g，乌梅 10 g，白术 10 g，茯苓 20 g，当归 15 g，

赤芍 15 g，川芎 15 g，防风 15 g，荆芥 10 g，苦参 10 g，白鲜

皮 15 g，冬瓜皮 15～30 g，徐长卿 10 g，丝瓜络 10 g，合欢皮

15～30 g，鸡血藤 15～30 g，为北京康仁堂药业有限公司生产

的配方颗粒，1 袋/次，2 次/ d，早晚饭后半小时开水冲服。盐

酸非索非那定片，180 mg/次，1 次/ d。对照组给予盐酸非索非

那定片，180 mg/次，1 次/ d（生产厂家：Ranbaxy Laboratories 

Limited 生产批号：国药准字 J20090110）。两组疗程均为 4 周。 

分别在治疗前及治疗 2 周、4 周，观察两组患者的皮损症状、

全身症状，其严重程度参考欧洲 MILOR 研究，根据文献标准，

按 0～3 级标准记录积分。疗程结束时判定疗效。 

1.5 临床疗效观察 

见表 1，表 2。

 表 1  皮损评分标准如下表 

 瘙痒程度 风团大小 风团数目 风团持续时间 发作次数 皮损分布 

0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1 轻度， ＜1 cm 1～10 个 ＜4 h ≤1 次/ d 轻，局部散在风团 

2 中度 1.0～2.5 cm 10～20 个 4 h＜t＜12 h 2～3 次/ d 中，四肢、头面部或躯干风团

3 重度 ＞2.5 cm ＞20 个 12 h＜t＜24 h ＞3 次/ d 全身泛发风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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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全身症状评分标准表 

分级 情绪抑郁善太息，脾气急躁易怒 少气懒言，肢体倦怠 口干口苦 纳少腹胀 大便或干或溏 皮疹和瘙痒因情志变化加重 

0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1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注：此实验中舌苔脉象未做积分要求

1.6 疗效判定标准 

按照积分下降指数对疗效进行判定：计算公式=[（治疗前

症状积分－治疗后症状积分）/治疗前症状积分]×100.0%。①

临床痊愈：治疗后积分较治疗前下降≥90.0% ；②显效：治疗

后积分较治疗前下降≥70.0%，＜90.0% ；③有效：治疗后积

分较治疗前下降≥30.0%，＜70.0% ；④无效：治疗后积分较

治疗前下降＜30.0%。总有效率=痊愈率＋显效率＋有效率。 

1.7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资料用 Excel 表格输入，由 SPSS17.0 统计软件进

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用 t 检验，以（ ）表示；计数资料

的比较采用 x2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经过 4 周治疗，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3.3%，明显优于对照

组的 76.7%。两组之间差异明显（P＜0.05）有统计学意义。（见

表 3）。 

表 5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皮损症状比较  （ ） 

表 3   两组患者总疗效比较  [n（%）] 

组别 n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 30 12（40.0） 13（43.3） 3（10.0） 2（6.7） 28（93.3） 

对照组 30 6（20.0） 12（40.0） 5（16.7） 7（23.3） 23（76.7） 

2.2 两组治疗前后积分比较 

治疗 4 周后。两组在治疗后均能有效控制患者总体症状。

并且观察组疗效优于对照组（见表 4）。两组治疗前后在瘙痒程

度、发作频率、皮肤划痕症、皮损分布、持续时间、风团大小、

风团数量等指标中，（P＜0.05）均有显著性差异，观察组在改

善患者症状方面明显优于对照组，更能改善荨麻疹症状，提高

患者生活质量（见表 5）。两组全身症状比较，观察组明显优于

对照组（P＜0.05），观察组能更好的控制全身症状（见表 6）。 

表 4  两组治疗前、治疗后症状总积分比较   [（ ），分]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 P 

治疗前 15.17±3.28 14.43±3.35 0.736 ＞0.05 

治疗 2 周 9.03±1.42 12.17±2.23 3.425 ＜0.05 

治疗 4 周 6.47±1.14 9.13±1.84 3.790 ＜0.05 

客观症状 组别 治疗前 治疗 4 周后 

观察组 2.16±0.83 0.66±0.83 
风团大小 

对照组 2.10±0.80 0.77±0.67 

观察组 2.09±0.53 0.59±0.45 
风团数量 

对照组 2.23±0.67 0.76±0.67 

观察组 2.23±0.79 0.67±0.63 
瘙痒程度 

对照组 2.17±0.74 1.28±0.72 

观察组 2.05±0.75 0.96±0.57 
发作频率 

对照组 1.87±0.65 1.33±0.72 

观察组 1.94±0.76 0.81±0.75 
持续时间 

对照组 1.79±0.65 0.83±0.66 

观察组 2.14±0.83 0.75±0.65 
皮肤划痕症 

对照组 1.83±0.68 1.05±0.72 

观察组 2.27±0.83 0.62±0.65 
皮损分布 

对照组 1.77±0.68 1.24±0.72 

表 6  两组治疗前后全身症状积分比较  [（ ），分]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4.16±0.76 0.68±0.43 

对照组 4.31±0.62 3.11±0.74 

t - 2.03 

P - ＜0.05 

2.3 复发情况 

两组患者均 1 个月后随访，观察组出现复发患者 4 例，复

发率 13.3%；对照组复发 9 例，复发率 30.0%，观察组复发率

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2.4 不良反应 

治疗过程中两组患者均未出现严重不良反应。观察组 2 例

出现轻度嗜睡、恶心；1 例出现腹泻（嘱中药温热后服用未再

出现）；对照组 3 例出现轻度嗜睡症状。疗程结束，后均自行

消失。 

3   讨  论  

慢性荨麻疹属中医学“瘾疹”范畴。中医认为其病因病机

复杂。或气虚卫外不固，风寒、风热外袭；或饮食不节，复感

风邪；或气郁化火，灼伤阴血，阴血不足，血虚生风化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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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任不调等；也与杂合各病机致病。本病虽发于皮肤，部位在

肌表营卫，但与脏腑功能关系密切。导师李元文教授从事皮肤

研究近三十载，总结本病临床经验，认为慢性荨麻疹既有风邪

内伏、湿邪阻滞的一面，又有肝失疏泄、脾气不足的一面，提

出慢性荨麻疹与肝脾功能失调有关。根据临床患者症状，归类

出了慢性荨麻疹肝郁脾虚证，提出了调肝脾，清湿热，祛风止

痒，活血通络的治疗原则，形成了疏肝理脾祛风汤，在临床应

用中取得显著疗效。 

疏肝理脾祛风汤的组方为：银柴胡 10 g，乌梅 10 g，防风

15 g，荆芥 10 g，白术 10 g，茯苓 20 g，赤芍 15 g，当归 15 g，

川芎 15 g，苦参 10 g，白鲜皮 15 g，徐长卿 10 g，丝瓜络 10 g，

冬瓜皮 15～30 g，合欢皮 15～30 g，鸡血藤 15～30 g。功效：

调肝脾、清湿热、活血通络、祛风止痒。方解：全方共有 16

味药，本方以祝谌予的过敏煎为基础。方中柴胡苦寒，疏肝解

郁；乌梅酸平，酸涩收敛，两药合用有散有敛；茯苓健脾除湿，

白术健脾益气，共奏健脾除湿。当归、赤芍、川芎、鸡血藤活

血化 、养血熄风；防风、荆芥具有解表祛风止痒，苦参清热、

白鲜皮散风除湿止痒；冬瓜皮清热利水消肿，皮肤划痕症阳性

可加重使用；合欢皮宁心安神；丝瓜络、徐长卿散风通络，使

药达全身为使药；诸药合用起调肝脾，清热湿，活血通络，祛

风止痒的疗效。 

慢性荨麻疹的西医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清楚，目前研究认为

其发病机制[3,4]主要分为免疫和非免疫两种，与免疫相关的荨麻

疹由 I 型变态反应引起，食入或接触过敏原，刺激机体产生 IgE

抗体，IgE 可吸附于肥大细胞、嗜碱性粒细胞，当抗原再次进

入机体后，便与这些细胞表面的抗体结合，发生抗原抗体反应，

释放组胺、白三烯等其他致敏物，导致皮肤出现风和瘙痒症状。

另外也有细胞免疫参与[5]，其中以 Th1/Th2 比例失衡，Th2 功

能亢进和 Th1 功能降低影响 大。抗组胺药是目前治疗慢性荨

麻疹的首选药[6]，通过竞性地与 H1受体结合而阻断组胺引发的

生物学效应。盐酸非索非那定是抗组胺药特非那定的活性代谢

产物，是一种 H1 受体拮抗剂，具有良好的抗组胺作用。它分

子量大，不易透过血脑屏障，无嗜睡、镇静作用。不依赖肝脏

代谢，无心脏毒性反应。但抗组胺药并未对机体的免疫系统进

行调节[7]，因此难以达到治愈及预防复发的目的。本研究中，

疏肝理脾祛风汤联合盐酸非索非那定片治疗慢性荨麻疹肝郁

脾虚证，临床疗效好，能改善此证的全身症状及皮损症状，不

良反应少，复发率低，安全可靠，值得临床推广。疏肝理脾祛

风汤在本研究中的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细胞与体液免疫对慢

性荨麻疹起到治疗作用，值得实验室进一步研究。同时导师归

纳的慢性荨麻疹肝郁脾虚证，为荨麻疹的证型分析提供了新思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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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腺五肽联合抗组胺药治疗慢性荨麻疹的疗效观察 

目的：探讨胸腺五肽联合抗组胺药治疗慢性荨麻疹（CU）

的效果。方法：根据患者自愿，将 150 例患者分为观察组（95

例）和对照组（55 例）。两组在抗组胺药治疗的基础上，对照

组隔日注射胸腺五肽 2 mg，观察组每日注射胸腺五肽 10 mg。

比较两组疗效、不良反应发生率和复发率。结果：观察组治疗

有效率为 93.7%，显著高于对照组（x2=11.716，P<0.05）。观察

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7.4%，与对照组无统计学差异（x2=0.907，

P>0.05）。观察组复发率为 17.4%，显著低于对照组（x2=8.454，

P<0.05）。结论：在抗组胺药的基础上，每日持续使用胸腺五

肽治疗慢性荨麻疹可以获得更好的疗效，降低复发率，值得临

床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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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脾化湿止泻汤治疗脾虚湿热型慢性功能性腹泻 
的效果观察 

Effect observation of Jianpi Huashi Zhixie Decoc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functional diarrhea due to spleen deficiency and  

dampness h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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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健脾化湿止泻汤在治疗脾虚湿热型慢性功能性腹泻方面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 65 例脾虚湿热型慢

性功能性腹泻患者，其中观察组 35 例使用健脾化湿止泻汤进行治疗；对照组 30 例使用其他药物进行治疗。对两组患者的治疗结

果进行回顾性分析与总结。结果：两组患者的病情都出现了明显好转，但无论是近期疗效还是远期疗效，观察组的效果都优于对

照组。结论：健脾化湿止泻汤对脾虚湿热型慢性功能性腹泻有着良好的治疗效果，在临床上应该得到推广及使用。 

【关键词】健脾化湿止泻汤；脾虚湿热；慢性功能性腹泻；效果观察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Jianpi Huashi Zhixie Decoc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functional 

diarrhea due to spleen deficiency and dampness heat. Methods: A total of 65 patients with chronic functional diarrhea due to spleen 

deficiency and dampness heat were selected, of which 35 cases were taken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received Jianpi Huashi Zhixie 

Decoction for treatment while the other 30 cases were taken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received other drugs for treatment. The treatment 

results of two groups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Results: The condition of the two groups wa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but the effect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in both the short term and long term curative effect. 

Conclusion: Jianpi Huashi Zhixie Decoction had good therapeutic effect i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functional diarrhea due to spleen 

deficiency and dampness heat, and it should popularized and applied in clinical practice. 

【Keywords】Jianpi Huashi Zhixie Decoction; Spleen deficiency damp; Chronic functional diarrhea; Effect observ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8.008 

 

腹泻是一种自古以来就有的疾病，西医称为慢性功能性腹

泻。中医的记载中，导致腹泻的原因是饮食失调、劳累过度、

情绪异常等引发的脾胃功能受损。腹泻在消化系统中的发病率

较高，但因其没有出现明显的生化异常或特异结构，因此在诊

断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难。本次研究选取了 65 例在 2014 年 5 月

—2015 年 6 月经过病理认证在我院接受治疗的脾虚湿热型慢

性功能性腹泻患者。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65 例在 2014 年 5 月—2015 年 6 月经过病理认证在

我院接受治疗的脾虚湿热型慢性功能性腹泻患者。其中 35 例

使用健脾化湿止泻汤进行治疗，作为观察组；另 30 例使用其

他药物进行治疗，作为对照组。在 65 例患者中，男性 37 例，

女性 28 例；年龄 25～70 岁，平均年龄（47±2.4）岁；病程：

3 d～6 个月。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病程等方面无显著差异，

没有统计学意义。 

1.1.1 纳入标准 

①符合西医上对慢性功能性腹泻的诊断标准；②符合中医

上对脾虚湿热型泻的诊断标准；③研究对象在 1 周之前未服用

止泻、抗焦虑、PPI 等药物；④血常规、血生化、大便常规、

甲状腺功能、心电图及腹部 B 超等的检查未发现异常；⑤参与

调研的患者均为自愿，且都能坚持完成治疗。 

1.1.2 排除标准 

①经检查引起患者腹泻的原因是肠道气质性病变，其他原

因引起的腹泻则不予考虑；②有严重的肾脏、肝脏、造血系统

等方面的疾病；③妊娠期或哺乳期的女性；④寒湿困脾型、肝

郁脾虚型腹泻；⑤患有严重的抑郁症、癔症、精神分裂症及对

酒精物品等成瘾者。 

1.2 研究方法 

观察组使用健脾化湿止泻汤进行治疗。药物的服用方法是

将 1 剂药（共 250 mL）分为两部分，早晚各借助温水服用 1

次。对照组使用其他药物进行治疗，两组均连续服用半个月。 

1.2.1 观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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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治疗前后分别对患者的红细胞、白细胞、血红蛋白及

血小板进行检查；②在治疗前后分别对患者的尿红细胞、尿白

细胞、尿蛋白及尿糖进行检查；③在治疗前后分别对患者的便

红细胞、便白细胞及大便隐血情况进行检查；④在治疗前后分

别对肝功能中的谷丙转氨酶及谷草转氨酶，肾功能中的尿素氮

及血清肌酐进行检查。同时还有血红细胞的沉降率，甲状腺功

能，心电图，腹部 B 超等也在治疗前后分别检查 1 次，并记录

数据。 

1.2.2 疗效指标 

痊愈：大便的次数及形状均恢复正常，与腹泻有关的伴随

症状及异常体征也已消失，在病理检查及化验时未发现异常。

显效：大便次数明显变少，1 d 为 2～3 次甚或 1 次。总体来说

症状与治疗前相比好转 70.0%及以上。在复查时腹泻的相关病

理得到显著改善。有效：大便的次数和性状均有所好转，每日

大便次数较治疗前减少，在 30.0%左右。复查时症状有所缓解。

无效：没有达到上述标准，患者在复查时症状没有好转，甚至

出现恶化的情况。 

1.3 统计学分析 

本次研究中的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17.0 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P＜0.05 表示差异有显著性。 

2   结  果 

观察组的 35 例患者中，有 12 例患者在治疗后完全痊愈，

占总比例的 34.2%；16 例患者有显著效果，占总比例的 45.7%；

6 例患者有效果，占总比例的 17.1%；只有 1 例患者没有出现

好转，占总比例的 2%。而对照组的 30 例患者中，有 3 例患者

在治疗后完全痊愈，占总比例的 10%；6 例患者有显著效果，

占总比例的 20%；13 例患者有效果，占总比例的 43.3%；8 例

患者没有出现好转，占总比例的 26.6%。观察组在痊愈率、显

效率和有效率方面都远高于对照组。因此明显可以看出，观察

组的治疗效果要优于对照组。具体情况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对比  [ n（%）] 

组别 n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观察组 35 12（34.2） 16（45.7） 6（17.1） 1（2.0） 

对照组 30 3（10.0） 6（20） 13（43.3） 8（26.6）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 

3   讨  论 

慢性功能性腹泻在中医上被称为脾虚湿热型腹泻。它是由

于饮食习惯不合理等因素导致人体器官功能失调尤其是肠道

功能失调而引发的。一般症状有排便次数增多、便质稀薄甚至

如稀水，并经常伴随着腹痛等其他症状的临床消化道疾病。慢

性功能性腹泻按照发病机制的分型可以分为寒湿困脾型、肝郁

脾虚型、脾虚湿热型、脾气亏虚型及脾肾阳虚型等。在这些分

型当中，脾虚湿热型及肝郁脾虚型的发病率 高。 

对脾虚湿热型慢性功能性腹泻进行治疗时，主要应该从病

位、病因及发病机制等角度出发，治疗时以化湿为主，以分清

利湿气为辅。目前西医在治疗慢性功能性腹泻时，由于采用普

遍的药物进行治疗，对患者个体的差异性没有进行充分考虑，

因此，能够治疗一部分患者的腹泻，但对于有特殊情况或比较

难治的患者的来说，非常容易复发。而中医对慢性功能性腹泻

的研究较为深入，在治疗方面也有比较丰富的经验和悠久的历

史。中医对不同患者的不同情况采取区别对待，并能够针对患

者自身的具体情况，为患者提供因人而异的治疗方案，有效对

患者的脏腑进行调理，并能够对患者的肠道功能进行很好的恢

复。同时还具有安全、副作用小的优势，因此在临床上拥有广

阔的发展前景。 

本次研究中，在治疗前后均对两组患者的血常规、尿、便、

肝、肾等功能等方面进行检查，并未发现异常。在服药期间及

治疗结束后对其进行随访，两组患者也均未出现任何的不良反

应。说明健脾化湿止泻汤治疗慢性功能性腹泻无毒副作用，具

有安全性。 

此外，在本次研究中，观察组患者的痊愈率及有效率均高

于对照组患者。尤其在痊愈率和显效率方面，观察组患者分别

达到了 34.2%和 45.7%，对照组患者则仅达到 10.0%和 20.0%。

观察组的痊愈率达到对照组的 3 倍，显效率达到对照组的 2 倍

多。并且在此后的随访中，观察组的显效患者中有 6 例已痊愈，

有效患者中有 4 例已转变为显效，而对照组中痊愈和显效的患

者人数并无变化，有效患者中有 1 例出现病情加重现象。 

综上所述，健脾化湿止泻汤在治疗脾虚湿热型慢性功能性

腹泻方面具有良好的临床效果，并且无毒副作用，能够对患者

的脏腑、肠道功能等进行有效的恢复，因此在临床上应该大力

推广，提高脾虚湿热型慢性功能性腹泻的康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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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阳虚型围绝经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的 
中医疗效观察  

Curative effect observation of TCM treatment in treating yang 

deficiency perimenopausal dysfunctional uterine bleeding 
 

王纪刚  

（沈丘县中医院，河南  周口，466300）  
中图分类号：R271.1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6）18-0021-02    证型：BGA  
【摘  要】目的：探究肾阳虚型围绝经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的中医治疗方法及效果。方法：选取绝经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

血患者 9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45 例）采用常规的西医治疗方法，观察组（45 例）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采用中医治疗，对两

组患者的治疗效果及相关指标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在治疗总有效率及主要症状评分方面，观察组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对于肾阳虚型围绝经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采用中医治疗，效果显著，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肾阳虚型；围绝经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中医疗效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method and effect of TCM treatment in treating kidney yang deficiency perimenopausal 

dysfunctional uterine bleeding. Methods: A total of 9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menopausal dysfunctional uterine bleeding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45 cases) received conventional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45 cases) received TCM treatment on the basis of the treatmen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curative effect and the related indicators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given comparative analysis. Result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in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and the main symptom scores（P<0.05），the difference was of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Conclusion: TCM 

treatment had significant effect in treating kidney yang deficiency perimenopausal dysfunctional uterine bleeding and it wa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Kidney yang deficiency; Peri-menopause; Dysfunctional uterine bleeding; The curative effect of TCM treatmen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8.009  
围绝经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简称为围绝经期功血，具体

指的就是处于围绝经期的妇女在卵巢功能开始衰退到最后一

次月经后一年期间出现的子宫出血[1]，其主要原因是卵巢功能

退化、性激素分泌失调引起的的疾病，患者在发病后主要表现

为不规律的月经周期、无规律的阴道出血等，对患者的身心健

康造成较大影响，如果不能及时的得到有效治疗，随着病情的

进一步发展，患者可能会出现贫血、休克及感染等。我院在 2013

年 2 月—2015 年 2 月对接收的 90 例绝经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

血患者中的 45 例采用中医治疗，取得了较好的治疗效果，现

就有关内容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我院在 2013 年 2 月—2015 年 2 月接收的 90 例

绝经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患者，根据患者治疗方法的不同，

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45 例，观察组患者中年龄

最小的 46 岁，最大的 58 岁，平均年龄为（52.5±4.7）岁；病

程最短的 3 个月，最长的 11 个月，平均病程为（7.3±1.2）个。

对照组患者中患者中年龄最小的 44 岁，最大的 56 岁，平均年

龄为（52.1±4.5）岁；病程最短的 2 个月，最长的 12 个月，

平均病程为（7.5±1.1）个月。所有患者在临床上均表现为不

规则的子宫出血、月经紊乱，同时畏寒肢冷，浮肿，腰以下为

甚，下肢为甚；面色㿠白，头目眩晕；面色黧黑无泽，小便频

数、清长，夜尿多；舌淡胖苔白，脉沉弱而迟，所有患者确诊

为肾阳虚型围绝经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两组患者在基本资

料方面差异不明显（P＞0.05），具有可比性。 

1.2 入选标准 

本次入选的患者符合以下几点：①所有患者均经病理证实

为更年期功能性子宫出血；②所有患者在进入我院接受治疗前

3 个月没有接受相关治疗；③所有患者积极配合治疗，并签署

知情同意书；④所有患者中不包括严重肝肾功能不全、心脏病、

传染病、精神异常患者及药物过敏，同时排除患者其他原因引

起的出血；⑤所有患者在治疗阶段有完整的资料记录[2]。 

1.3 研究方法 

所有患者在治疗前均进行一般治疗，在了解患者出血时

间、出血量的基础上通过口服铁剂、铁剂注射等方式及时的纠

正患者的贫血，同时适当的补充维生素，加强营养补给，在此

基础上，对照组采用的是常规的西药治疗方法，观察组采用的

是中医治疗方法，具体的方法如下。 

对照组：所有患者采用的是由上海新华联制药有限公司生

产的米非司酮，批准文号为国药准字 H10950202，采用口服的

方式，1 次/ d，12.5 mg/次。连续服用 1 个月，治疗期间结合患

者的实际情况可将药品剂量调整为 6.25 mg/次，1 次/ d。 

观察组：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采用的是中医治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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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处方为：熟地黄 20 g，炮附片 7.5 g，山药 20 g，肉桂 10 g，

山茱萸 15 g（酒炙），当归 15 g，枸杞子 10 g，杜仲 10 g（盐

炒），菟丝子 10 g，鹿角胶 10 g。1 剂/ d，水煎 400 mL，分早

晚 2 次空腹温服，1 个疗程为 10 d，治疗时间为 3 个疗程[3]。 

1.4 观察指标 

主要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主要临床表现评分进行比较，

并对治疗效果进行评价分析。其中主要临床表现为月经紊乱、

畏寒肢冷、下肢浮肿、腰背酸软、夜尿频多等。 

1.5 评价指标 

将患者的治疗效果分为显效、有效和无效。显效：患者在

治疗结束后不规则子宫出血，月经紊乱基本消失，且 6 个月内

没有复发；有效：患者不规则子宫出血，月经紊乱有所改善；

无效：患者在治疗后仍临床症状没有任何改善或者患者出现了

病情加重。治疗总效率=（显效例数+有效例数）/总例数×

100.0%[4]。 

1.6 统计学分析 

对上述两组患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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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采取百分数（%）表示，采用 x2检验，计量资料采取（ ）

表示，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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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如表 1 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在治

疗总有效率方面，观察组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具有统

计学意义。 

表 1  两组患者药物治疗效果综合比较分析  [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 45 26（57.7） 16（35.5） 3（6.6） 42（93.3） 

对照组 45 20（44.4） 12（26.6） 13（28.8） 32（71.1） 

x2 - - - - 5.65 

P - - - - ＜0.05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主要症状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主要肾阴虚症状表现评分如表 2 所示，

从表中可以看出，在治疗前，两组患者在临床表现评分方面差

异不明显（P＞0.05），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和对照组治

疗后与治疗前相比较。有明显差异（P＜0.05），具有统计学意

义，治疗后各项临床表现比较，观察组和对照组之间有明显差

异（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主要症状比较  [（ ），分] 

对照组 观察组 
观察指标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t P 

月经紊乱 3.32±0.48 1.25±0.33 3.31±0.47 0.74±0.18 1.348/10.259 ＞0.05/＜0.05 

畏寒肢冷 3.81±0.62 3.09±0.59 3.83±0.61 1.69±0.41 -1.238/9.364 ＞0.05/＜0.05 

下肢浮肿 3.02±0.56 2.84±0.52 3.04±0.53 1.87±0.42 -1.015/10.253 ＞0.05/＜0.05 

腰背酸软 3.84±0.68 2.57±0.59 3.87±0.65 1.38±0.35 -0.958/9.579 ＞0.05/＜0.05 

夜尿频多 3.44±0.65 3.01±0.54 3.42±0.45 1.41±0.22 1.025/10.164 ＞0.05/＜0.05 

3   讨  论 

围绝经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是术围绝经期妇女常见的

一种疾病，由于在这段时间内，患者的卵巢功能逐渐退化，使

得体内各项性激素分泌异常，造成内分泌失调[5]，主要原因有

血管形态异常、局部前列腺素生成异常、纤溶活性增强、溶酶

体功能数量异常等。患者在发病后会出现月经紊乱、子宫不规

则出血等，长期大量出血的患者看能会引发贫血、休克等，所

以在明确诊断之后需要及时的接受治疗[6]。 

对于围绝经期妇女大多数已经停止了生育，在治疗过程中

要及时的帮助患者止血，避免患者出现过多、过频的出血，并

及时了解患者的出血时间、出血程度等，从而进行对症治疗，

在治疗过程中结合患者的实际情况合理的选择治疗方法。 

米非司酮是一种甾体类药物，对糖皮质类激素及孕激素有

一定的抑制作用，该药品可以很好地与孕酮受体结合，阻止孕

激素的正常作用，同时该药品具有软化和扩张子宫颈的作用，

可以使得子宫膜变薄，降低患者的子宫出血量，使用该药品后

可以调节雌二醇、促卵泡激素、黄体生成素及孕酮含量水平，

而这几项性激素水平对于妇女正常的内分泌具有重要作用，这

几项激素在肾阳虚型围绝经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患者诊断

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依据。 

在本次研究中，对照组采用的是常规治疗方法，观察组则

采用的是中医治疗方法。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90.0%，对照

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72.0%，此外，在肾阳虚患者治疗后临床症

状评分方面，观察组也是优于对照组的。结果表明，在肾阳虚

型围绝经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治疗过程中，采用中医治疗具

有较好的治疗效果。 

综上所述，对于肾阳虚型围绝经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采

用中医治疗，效果显著，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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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健脑增智饮对遗忘型轻度认知损害（aMCI）患者认知功能的改善情况及 AchE 水平的影响。方法：将

70 例 aMCI 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35 例，治疗组给予健脑增智饮（熟地、茯苓、巴戟天、山茱萸、石斛、肉苁蓉、麦

冬、石菖蒲、远志、川芎、丹参、赤芍、五味子、生姜、大枣）治疗，对照组给予脑复康片（吡拉西坦片）治疗，两组疗程均为

16 周。两组患者在治疗前、治疗 8 周后、治疗 16 周后分别进行神经心理学测试，包括 CMS、ADL、MMSE、CDT，抽血查 AchE

活性变化。另设健康组 20 例，只进行神经心理学测试及抽血查 AchE 水平，不进行治疗。结果：治疗组 CMS 指标、MMSE 评分、

血清 AchE 含量治疗 8 周后及治疗 16 周后明显改善（P＜0.05，P＜0.01），且显著优于对照组（P＜0.01）。结论：健脑增智饮能提

高 aMCI 患者记忆功能，CMS 评分及 MMSE 评分均明显改善，降低胆碱酯酶的活性，AchE 水平明显降低，提示健脑增智饮有显

著提高智能的作用。 

【关键词】遗忘型轻度认知损害；认知功能；乙酰胆碱酯酶；健脑增智饮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Jiannao Zengzhi Yin on improvement of the cognitive function and AchE of patients 

with amnestic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aMCI). Methods: 70 aMCI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treatment group, with 35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Naofukang Tablets (Piracetam Tablets)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Jiannao Zengzhi Yin (composed of Rehmannia, Poria, Morinda officinalis, dogwood, Dendrobium, 

Cistanche, ophiopogon root, calamus, Polygala, Rhizoma Chuanxiong, Salvia miltiorrhiza, radix paeoniae rubra, Schisandra, ginger, jujube), 

the treatment of both groups lasted 16 weeks. Neuropsychological test which contains test of CMS, ADL, MMSE and CDT of was given to 

patients in two groups 8 week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16 weeks after treatment respectively, changes of AchE activity in blood samples 

were detected. Another group of 20 healthy people was given neuropsychological test and AchE level in blood sample was detected, the 

healthy group received no treatment. Results: The CMS index, MMSE score and serum AchE content of the treatment improved 

significantly 8 weeks and 16 weeks after treatment (P＜0.05, P＜0.01), the improvement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1). Conclusion: Jiannao Zengzhi Yin could improve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aMCI patients, it could 

enhance the CMS and MMSE score significantly and decrease the activity of cholinesterase; AchE level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which 

indicated that Jiannao Zengzhi Yin could improve the cognitive function significantly. 

【Keywords】Amnestic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Cognitive function; Acetylcholinesterase; Jiannao Zengzhi Y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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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人口老龄化，老年认知障碍疾患发病率逐渐增

高，近年来已受到较大关注。目前对痴呆的发病机制和治疗方

法仍处于探索阶段，有关研究的注意力已经开始转向痴呆的早

期诊断和早期干预上。轻度认知损害（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MCI）系以记忆减退为主，但还不足以诊断为痴

呆的临床综合征。正常老化、轻度认知损害和痴呆是出现在老

年人群中的不同程度的认知减退状态，MCI 是介于正常老化和

早期痴呆之间的一种认知功能损害状态，处于这种状态的老年

人存在一个或几个认知区域的损害，或者是与年龄及受教育程

度不相符的认知能力普遍的轻度下降，但日常生活及工作能力

完好，达不到通常的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 Disease，AD）

诊断标准[1]。有研究显示，MCI 在老年人中的患病率在 3%～

19%，发病率每年每 1000 人中约为 5～58 例，2 年内痴呆的转

化率为 11%～33% [2]。通过对 MCI 进行广泛深入研究，有助于

发现和筛选出 AD 的高危人群，早期预防和干预，预防或推迟

AD 的发生[3,4]，MCI 已经被广泛接受为痴呆发病的预警信号。

改善或延缓认知功能损害的发展，对提高老年群体的生活质量

有积极意义，对 MCI 进行深入的研究，对预防或推迟 AD 的发

生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2013 年 10 月—2015 年 11 月，我科收治符合该研究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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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忘型轻度认知损害（MCI-amnestic，aMCI）中医证候诊断为

肾精亏虚，痰阻血 型患者 70 例，随机分为两组各 35 例，治

疗组给予具有补肾填精、化痰开窍、活血祛 功效的健脑增智

饮治疗，对照组给予脑复康片（吡拉西坦）治疗，经观察，健

脑增智饮口服治疗取得了满意的疗效，现将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根据诊断标准及中医辨证诊断标准，选取我院神经科门诊

或住院部 aMCA 肾精亏虚，痰阻血 型患者 70 例，按入院顺

序以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随机分两组，治疗组 35 例，男

性 20 例，女性 15 例；对照组 35 例，男性 18 例，女性 17 例，

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病程、既往史评分、并发症评分、神

经心理学测试评分，包括临床记忆量表（CMS）（甲套、乙套

交替使用）、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简易精神状态检查表

（MMSE）、画钟测验（Clock Drawing Task，CDT，4 分制），

经统计学分析，P＞0.05，无统计学意义，两组具有可比性。

另设健康组 20 例，男性 10 例，女性 10 例，为同期健康查体

者，只行神经心理学测试及抽血查 AchE 水平，不进行治疗。 

1.2 诊断标准  

参照 2008 年田金洲等发表的 aMCI 诊断标准制定[5]：①

主诉记忆减退，并经他人证实；②临床测评证实有轻微的认知

障碍，aMCI 的情节记忆损害如延迟故事回忆（DSR）得分比

年龄匹配人群的平均水准至少低 1.5 SD，其他认知领域相对保

持完整；③MMSE 得分 24～30 分；④日常生活活动完好或有

非常轻微的损害；⑤临床痴呆分级量表（Clinical Dementia 

Rating，CDR）=0.5 分，遗忘型 CDR 量表记忆项得分至少 0.5

分。 

1.3 中医辨证诊断标准  

参考《中药新药研究指导原则》（2002）制定肾精亏虚，

痰阻血 型为临床观察证型，主证：健忘、腰膝酸软、倦怠思

卧、头重如裹、纳呆、腹胀、头痛如刺。次证：耳鸣、头晕、

四末发凉、小便频数、大便溏泻。舌质淡或暗，有 斑、 点，

舌体胖舌苔白滑或白腻，脉沉弱无力或脉弦细或涩等。 

1.4 纳入标准   

①年龄 45～80 岁；②存在患者自己、家庭成员或作为患

者知情人提供的有记忆减退的信息；③为轻度不恒定的健忘，

或轻度持续的健忘，对事情能部分回忆，属良性健忘（记忆测

验成绩低于年龄和文化程度匹配的正常对照 1.5 SD）； ④总体

认知分级量表轻度异常或非痴呆，即总体衰退量表（Global 

Deterioration Scale，GDS）2～3 级或 CDR 值=0.0 和/或 0.5 分，

要求在临床或神经心理学评价中至少有轻度不恒定健忘的证

据，那些被判断为完成正常的病例应被除外；⑤有记忆减退病

史 6 个月以上；⑥能够完成基本的日常生活；⑦仅对部分事情

遗忘，除记忆力外，其他智力如思考力、分析判断力、想像力、

观察力及注意力等仍保持正常；⑧无痴呆征象，MMSE 评分

24～27 分/范围 0～30 分。⑨有足够的视觉和听觉分辨力接受

神经心理学测试；⑩符合中医肾精亏虚，痰阻血 型的辨证诊

断标准。 

1.5 排除标准   

①文化程度为文盲；年龄＜45 岁或＞80 岁者；②已确诊

为痴呆和 CDR≥1.0 分；③目前患有精神分裂症、分裂情感性

障碍或原发性成人情感性障碍，包括先前有成人情感障碍病史

及其他可引起脑功能障碍的医学或神经心理状态者；④汉密尔

顿抑郁量表（HAMD）分值≥17 分；⑤头颅影像学检查（CT

或 MRI）见有血管性损害的影像学证据的患者，如果这些无临

床症状和病史的则不除外；皮层、皮层下梗塞直径大于 2 cm（放

射科评估）者除外；⑥合并有心、脑、肝、肾和造血系统等严

重原发性疾病患者；⑦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创伤后痴呆、中毒

代谢性脑病、Huntington 氏病、多发性硬化、Parkinson 氏病的

诊断在记忆衰退之前，精神发育不全、原发的未经治疗的内分

泌疾病如 Cushing 氏病或原发的下丘脑功能减退；⑧目前或

近（过去 6 个月）有酒精或药物依赖史；⑨服用可影响认知功

能的药物者。  

1.6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治疗前两周开始停服一切中、西促智药物和其他

治疗本病的药物直至疗程结束（如他克林、安理申、美金刚、

喜得镇、石杉碱甲、银杏制剂等）。治疗组：在基础病如高血

压病、糖尿病、心脏病等给予相应的基础治疗的基础上，给予

健脑增智饮中药治疗，组方为熟地 20 g，茯苓 15 g，巴戟天、

山茱萸、石斛、肉苁蓉、麦冬、石菖蒲、远志、川芎、丹参、

赤芍各 10 g，五味子、生姜、大枣各 6 g。以上药物使用韩国

进口自动煎药机（型号：HL-10）煎煮，每剂煎煮分成 2 袋，

每袋 200 mL，1 剂/ d，早晚各服 200 mL。对照组：在基础病

如高血压病、糖尿病、心脏病等给予相应的基础治疗的基础上，

给予脑复康片（由东北制药总厂生产，批号 19991210），400 mg/

片，2 片/次，3 次/ d。两组的疗程均为 16 周。 

1.7 观察方法 

①两组患者在治疗前、治疗 8 周后、16 周后分别进行神

经心理学测试，包括 CMS、ADL、MMSE、CDT，抽血查 AchE

活性变化，CMS 观察指向记忆、联想学习、图像自由回忆、

无意义图形再认、人像联系回忆、记忆商，治疗前、治疗 8 周

后、治疗 16 周后各评定 1 次，由专门培训过的医护人员进行

评分。另设健康组，为同期来院查体者，年龄 45～80 岁，进

行神经心理学测试，包括 CMS、ADL、MMSE、CDT，抽血

查 AchE 水平，不进行治疗。②实验室指标及检测方法。采用

比色测定法检测红细胞膜 AchE 活性。试剂盒由南京建成生物

工程研究所提供。两组患者在治疗前、治疗 8 周后、16 周后分

别抽血进行 AchE 活性检查。③安全性观测。一般体格检查；

血、尿、便常规；心电图、肝功能、肾功能检查。 

1.8 统计学处理  

记数资料采用 x2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采用 SPSS 

10.0 统计软件分析。 

2   结  果 

2.1 两组治疗前后 CMS 评定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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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组 CMS 各项指标治疗 8 周后及治疗 16 周后较治疗

前明显改善（P＜0.05，P＜0.01），对照组 CMS 各项指标治疗

8 周后较治疗前无明显改善（P＞0.05），治疗 16 周后指向记忆、

人像联系回忆和记忆商三项较治疗前明显提高（P＜0.05），而

联想学习、图像自由回忆、无意义图形再认与治疗前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经治疗 16 周后 CMS 各项指

标均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0.01）。

结果见表 1。 

2.2 两组治疗前后 MMSE、ADL、CDT 评分比较 

治疗组MMSE 评分治疗 8周后及治疗 16周后较治疗前明

显改善（P＜0.05，P＜0.01），对照组 MMSE 评分治疗 8 周后

及治疗 16 周后较治疗前无明显改善（P＞0.05），治疗经组治

疗 16 周后 MMSE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ADL 评分、

CDT 评分治疗组及对照组治疗前后无明显改善（P＞0.05）。见

表 2。 

2.3 两组治疗前后 AchE 的比较 

治疗组患者治疗 8 周后及治疗 16 周后血清 AchE 含量降

低（P＜0.05，P＜0.01），对照组患者治疗 8 周后 AchE 含量下

降不明显（P＞0.05），治疗 16 周后明显下降（P＜0.05），治疗

16 周后治疗组 AchE 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P＜0.01），治疗前、

治疗后 8 周、治疗后 16 周治疗组及对照组 AchE 水平均明显高

于健康组（P＜0.01）。见表 3。 

表 1  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前后 CMS 评定比较  （ ） 

组别  指向记忆 联想学习 图像自由回忆 无意义图形再认 人像联系回忆 记忆商 

治疗前 15.48±5.12 18.29±4.61 12.37±3.74 17.63±4.62 15.78±4.36 78.47±15.53 

治疗 8 周后 17.12±4.87* 19.87±4.13* 13.77±4.09* 18.86±4.41* 17.07±4.17* 82.52±14.72* 治疗组（n=35） 

治疗 16 周后 19.64±5.48**△ 21.68±4.26**△ 15.39±4.17**△ 20.88±4.24**△ 19.69±4.47**△ 90.38±16.58**△ 

治疗前 15.36±5.23 18.57±4.38 13.44±3.48 18.15±4.88 16.08±4.46 79.06±15.27 

治疗 8 周后 16.04±5.17 18.72±4.54 13.77±3.76 18.67±5.03 16.53±4.13 81.18±14.64 对照组（n=35） 

治疗 16 周后 17.33±4.65* 19.11±4.68 14.27±3.93 18.85±4.48 17.36±4.39* 85.54±15.35* 

健康组（n=20） - 20.89±4.34 22.67±4.53 20.88±4.79 24.65±4.74 24.32±4.56 94.87±15.22 

注：*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P＜0.05；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P＜0.01；治疗后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
△P＜0.01 

表 2  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前后 MMSE、ADL、CDT 评分比较  （ ） 

组别  MMSE ADL CDT 

治疗前 19.87±3.05 14.54±1.48 2.84±0.35 

治疗 8 周后 22.86±3.24* 14.69±1.32 3.01±0.31 治疗组 n=35 

治疗 16 周后 25.48±3.47**△ 14.92±1.36 3.42±0.24 

治疗前 20.06±3.11 14.47±1.53 2.93±0.32 

治疗 8 周后 20.43±3.18 14.49±1.44 2.94±0.30 对照组 n=35 

治疗 16 周后 21.26±3.61 14.55±1.38 2.96±0.29 

注：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P＜0.05；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P＜0.01；△
治疗后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 P＜0.01 

表 3  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前后 AchE 比较  [（ ），mmol/ L]  

项目 治疗组 n=35 对照组 n=35 健康组 n=20 

治疗前 治疗 8 周后 治疗 16 周后 治疗前 治疗 8 周后 治疗 16 周后 AchE 

54.68±11.28▲ 49.72±9.35*▲ 41.76±8.82 **△▲ 55.17±10.88▲ 52.48±9.63*▲ 50.37±9.06  **△▲ 

33.94±7.58 

注：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P＜0.05；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P＜0.01；治疗后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
△P＜0.01；与健康组比较，P＜0.01 

3   讨  论 

1999 年美国 Petersen 等首次提出“MCI”的概念[5]，MCI

是一种过渡阶段的认知状态，在部分痴呆的早期诊断与药物干

预研究中具有潜在的应用前景。2001 年 Peterson 等[6]依据 MCI

的认知损害特征提出将其分为 3 个亚型：①以记忆损害为主

（MCI-amnestic，aMCI），其他认知领域相对完整，这是 常

见的 MCI 亚型，即 Petersen 提出的诊断标准中所描述的 MCI，

此亚型以高比例发展为 AD，但并非全部；②多个认知领域的

轻度损害（MCI-multiple domains slightly impaired），不一定包

括记忆，其严重程度达不到痴呆标准，此型 MCI 可能进展为

AD，也可能进展成血管性或其他痴呆和其他非痴呆疾病；③

单个非记忆认知领域的损害（MCI-singlenonmemory domain），

如单纯言语障碍可以进展为原发性进行性失语、单纯注意或举

动和执行功能障碍可以进展为额颖痴呆。Petersen 将以记忆损

害为主的 MCI 称为 Amnestic MCI（aMCI），以便与其他亚型

区别。 

MCI 的发病是多因素、综合性的，不能用单一发病机制

来解释，众多研究[7-10]表明，高龄、受教育程度低、高血压病、

高脂血症、心脏病、糖尿病、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IAs）、吸

烟和饮酒、ApoEε4 多态性等位基因等是导致并使 MCI 加剧发

展的危险因素。脑血流改变与认知障碍密切相关，慢性脑缺血

可能是 MCI 患者的高危因素[11]。 

有研究证实，MCI 的神经退行性变与 AD 发病机制有相

似之处，乙酰胆碱（acetylcholine，Ach）是进行和维持高级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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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功能的一种重要递质，它的不足直接影响中枢胆碱能学习记

忆通路，而 AchE 水平增高反映患者体内 Ach 含量不足。通过

对乙酰胆碱酯酶抑制剂的临床试验发现[12]，红细胞膜 AchE 的

活性与药物剂量、治疗效果及副作用都有很高的相关性，甚至

可以作为一种脑内 AchE 活性变化的“替代性标志”来衡量临

床疗效，并可通过监测其活性水平的变化，及时调整药物剂量

与治疗方案。 

流行病学研究发现[13]，MCI 主要有 4 种结局：①认知衰

退和（或）进展为痴呆（特别是 AD）；②死亡；③认知功能的

改善；④稳定性 MCI。表明 MCI 患者可能不进展为痴呆或逆

转至正常的认知状态，每年有 10%～30%，3～4 年内有 20%～

66%，5～10 年内有 60.5%～100%的 MCI 患者转化为 AD[14]，

其转化为 AD 的相对威胁性为认知正常者的 9 倍[15]。因 AD 为

单向病程，目前无药物可阻滞其发展，因此，对 MCI 的早期

筛查及药物干预就非常有临床意义[16]。 

中医无与 MCI 相对应的病名，因 MCI 以记忆力下降为主

症，当归属于“神病”“健忘症”范畴，与肾虚、痰浊、血 、

腑滞关系 为密切[17,18]，系因气血、肾精不足，痰浊阻滞，蒙

蔽清窍，或 血上阻，脑脉不通所致。《黄帝内经》有“脑为

髓之海，其输上在于其盖，下在风府”“髓海有余，则轻劲多

力，自过其度，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胫酸眩冒，目无所见，

懈怠安卧。”的论述，并指出：“人之善忘者，何气使然？岐伯

曰：上气不足，下气有余，肠胃实而心肺虚，虚则荣卫留于下，

久之不以时上，故善忘也……肾盛怒而不止则伤志，志伤则喜

忘其前言……血并于下，气并于上，乱而喜忘。”描述了气虚

气滞，血 痰阻，肾亏丧志导致智能减退。清代王学权《重庆

堂随笔》云：“盖脑为髓海，又名元神之府，水足髓充，则元

神清湛而强记不忘矣，若火炎髓竭，元神渐昏，未老健忘，将

成劳损也。”陈士铎《辨证录》分析：“肝郁则木克土，而痰不

能化，胃衰则上制水而痰不能消，于是痰积在胸中，盘据于心

外，使神明不清而成呆病矣。”年老肾精虚衰，髓源亏乏，髓

海不充，脾胃虚衰，运化力薄，湿浊内聚，郁而成痰，痰浊内

盛，上蒙清窍，脑失清灵，而年老气虚，脑络血脉运行不畅，

血阻滞，清窍失养，导致脑神经功能障碍。有人将 MCI 分

为 7 个证型，即肾精亏虚证、痰浊阻窍证、 血阻络证、热毒

内盛证、肝阳上亢证、腑滞浊留证和气血亏虚证[18]，它们与认

知损害之间具有密切关系。在 MCI 患者中， 多见肾精亏虚

证，较常见痰浊阻窍证、 血阻络证 [13]。 

在临床工作中，aMCI 患者大多兼证，表现肾虚、痰阻、

血 。近年来，课题组成员在临证治疗中观察到，aMCI 患者

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有肾虚的表现，年龄五十以上为多，“人年

五十以上，阳气日衰，损与日至。”（《千金翼方·养老大例》）。

元气为肾中精气所化生，随着年龄的增长，肾中精气不足，则

元气日渐虚弱，当“七情内伤，或酒色过度之时”，必发生肾

虚痰阻血 之病。为此，针对 MCI 肾气不足，元气虚损，痰

阻血 ，脑脉不通这一病理环节，课题组成员摸索出补肾、化

痰、活血的治疗大法和经验方复方健脑增智饮，多年应用于临

床，进行早期应用，以起到早救治、早起效的目的。本研究显

示，健脑增智饮能提高 aMCI 患者记忆功能，CMS 评分及

MMSE 评分均明显改善，降低胆碱酯酶的活性，AchE 水平明

显降低，提示健脑增智饮有显著提高智能的作用。 

健脑增智饮是以地黄饮子为基础方加减，地黄饮子有滋肾

阴，补肾阳，开窍化痰功效，切中病机。方中重用熟地、山茱

萸补肾填精；肉苁蓉、巴戟天温肾壮阳；麦冬、石斛、五味子

滋阴壮水以济火；石菖蒲、远志、茯苓开窍化痰、交通心肾。

在地黄饮子基础方上加川芎、丹参、赤芍活血化 、通利经络，

诸药合用，以补肾填精为主，助以化痰开窍、活血祛 ，标本

同治、虚实兼顾，故临床收到较好疗效。 

本研究通过健脑增智饮改善代谢，降低胆碱酯酶的活性，

从而起到改善智能的作用。本研究通过健脑增智饮治疗 aMCI

的临床研究，观察神经心理学测试，AchE 活性变化，揭示健

脑增智饮治疗 aMCI 的疗效和作用机制，为临床使用、推广健

脑增智饮治疗 aMCI 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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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蒌承气汤对中风病痰热腑实证大鼠血 SOD、MDA 

水平的影响 
The effect of Xinglou Chengqi Decoction on the level of SOD and MDA of 

the stroke rat with phlegm heat excess synd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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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星蒌承气汤对大鼠血 SOD、MDA 的影响。方法：SD 大鼠随机分为假手术组、病症结合组和治疗组，

通过自体粪便灌胃法和改良线栓法复制痰热腑实证缺血中风大鼠模型，分别测定各组大鼠血 SOD、MDA 的含量。结果：与假手

术组相比，病证结合组大鼠血 MDA 明显升高，SOD 明显降低。治疗组与病证结合组相比较，SOD 水平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0.01），MDA 水平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星蒌承气汤可提高大鼠血 SOD 含量，降低 MDA 含量，

从而对大鼠脑缺血再灌注有保护作用。 

【关键词】星蒌承气汤；痰热腑实证；中风病；氧自由基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Xinglou Chengqi Decoction on the level of SOD and MDA of the stroke rat. Methods: 

SD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sham operation group, combination group and treatment group, the stroke rat models of phlegm heat 

excess syndrome were established by feeding them of its stool and improving thread bolt method. SOD and MDA content in blood of rats 

in three groups were measured respectively.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sham operation group, blood MDA of rats in the 

combination group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nd blood SOD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combination group, blood 

SOD of the treatment group increase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1), blood MDA decrease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1). Conclusion: Xinglou Chengqi Decoction could improve the blood SOD content of rats and decrease 

MDA content, which in turn had protective effect on cerebral ischemia reperfusion injury in rats. 

【Keywords】Xinglou Chengqi Decoction; Acute ischemic; Stroke; Oxygen free radical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8.011 
 

缺血性中风约占所有中风病的 80%，因其致残率、致死率

高而受到重视[1]，痰热腑实证是中风病急性期的常见证型，星

蒌承气汤作为治疗中风痰热腑实证的代表方在临床上广泛应

用，而其疗效机制尚未完全阐明，本研究通过观察其对缺血中

风痰热腑实证大鼠血 SOD、MDA 水平的影响，探讨其可能的

神经保护机制。 

1   资料与方法 

1.1 药品与试剂  

星蒌承气汤由海慈医疗集团中药制剂室提供[全瓜蒌 30 g，

胆南星 10 g，生大黄 10 g（后下），芒硝 10 g。相当于原生药

4.8 g/mL]；检测试剂盒均购自南京建成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 

1.2 动物与分组  

健康雄性 SD 大鼠，体重 250～300 g，由青岛市实验动物

中心提供，随机分为假手术组（A 组）、病证结合组（B 组）

和治疗组（C 组），每组 8 只。 

1.3 模型制备  

1.3.1 痰热腑实证模型制备 

大鼠适应性喂养 3 d 后，第 4 天，B 组、C 组参照文献[2]

复制痰热腑实证模型。用 10%自体粪便 1 mL/ 100 g 灌胃，1

次/ d，连续 3 d。每日给大鼠定量投放饲料（10 g/100 g 体重），

饮水不限，并每日收集粪便 1 次，观察粪便性状，记录粪便粒

数，粪便重量。A 组以等体积凉开水灌胃，1 次/ d，连续 3 d。 

1.3.2 急性缺血中风模型制备 

第 7 天，参照 Longa 等[3]、徐秋英等[4]改良的线栓法复制

大鼠 MCAO 模型：大鼠腹腔注射 10%水合氯醛麻醉，取大鼠

腹侧颈部正中作为手术切口，结扎右侧翼腭动脉，在距右颈总

动脉分叉约 1 cm 处结扎右颈外动脉，用电凝笔将其远心端灼

断；动脉夹夹闭右颈总、颈内动脉，在右颈外动脉距结扎处近

心端约 0.5 cm 处用 4 号皮内注射针头小心刺 1 小孔，将尼龙线

栓经小孔缓慢向颈内动脉入颅方向推进并松开右颈内动脉处

动脉夹，推进 18～20 mm 感到轻微阻力。2 h 后，拨出尼龙线，

扎紧动脉残端，缝合皮下组织和皮肤，完成缺血再灌注损伤模

型。假手术组除不插线外，全过程同模型组。参照 Zea Longa

评定[2]分别于缺血 2 h，24 h，72 h 对大鼠进行神经功能评分。 

1.4 给药方法  

C 组大鼠术后麻醉清醒即予治疗性药物星蒌承气汤 7.0 

g/kg-1•d-1灌胃（按大鼠与人体表面积等效剂量折算，相当于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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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g 体重成人临床剂量的 7 倍），连续 3 d。A 组、B 组造模完毕

后按灌服 C 组药物等体积凉开水，连续 3 d。 

1.5 检测方法  

SOD 采用放射免疫分析法测定，MDA 采用硫代巴比妥酸

（TBA）比定法测定，操作过程中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进行。 

1.6 统计学处理  

数据以（ ）表示，采用 t 检验。P＜0.05 表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神经功能缺失评分 

由表 1 可见，经星蒌承气汤治疗后，治疗组大鼠神经功能

缺损评分较治疗前及同时点病证结合组相比明显改善（P＜

0.0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表明星蒌承气汤可改善缺血中风

痰热腑实证大鼠神经功能缺损评分。 

表 1  病证结合组和治疗组大鼠不同时点神经功能缺失评分  （ ） 

组别 n 2 h 24 h 72 h 

A 组 8 0 0 0 

B 组 8 2.250±0.707 2.625±0.518 2.625±0.518 

C 组 8 2.125±0.641 2.375±0.926 1.375±0.517★●

注：与 B 组同时点比较，★ P＜0.01，与治疗前比较，●P＜0.01 

2.2 蒌承气汤对急性缺血中风大鼠血指标的影响 

由表 2 可看出，经星蒌承气汤治疗后，治疗组与病证结合

组相比较，SOD 水平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

MDA 水平数值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因此星

蒌承气汤可显著提高急性缺血中风大鼠的 SOD 活性，使得体

内氧自由基减少，减少了氧自由基引起的脂质过氧化损伤，使

MDA 含量降低，表明其可减轻缺血所致的脑组织自由基损伤。 

表 2  大鼠血清 SOD、MDA 水平比较   （ ）  

组别 n SOD（U/L） MDA（nmol/L） 

A 组 8 252.491±31.285 2.684±0.472 

B 组 8 116.738±40.169 5.364±0.419 

C 组 8 173.298±56.108＃ 3.983±0.522★ 

注：与病证结合组比较， ＃P＜0.05；与病证结合组比较， ★ P＜0.01 

3   讨  论 

现代研究显示，自由基（FR）广泛存在于生物体内，在正

常生理情况下，FR 处在生成和清除平衡状态，不损害机体且

具有毒物降解作用。但氧自由基过多可使血管内皮细胞损伤、

血脑屏障遭破坏产生脑水肿；神经细胞、胶质细胞的膜磷脂损

伤，Ca2+、Na+流入细胞内，Ca+超载；兴奋性氨基酸（EAA）

及 N-甲基-D-天门冬氨酸（NMDA）受体神经毒作用造成神经

元损伤等。实验研究证明 FR 代谢失平衡是脑缺血再灌注过程

中的一个 基本特征[5]。自由基作用于脂质发生过氧化反应，

氧化终产物为丙二醛（MDA），MDA 含量的高低直接反应了

机体脂质过氧化的程度。SOD 是脑组织存在的清除自由基的主

要抗氧化酶，发挥清除体内氧自由基的作用，间接反映机体清

除氧自由基能力[6]。当机体发生病变时 SOD 和 MDA 的含量随

之发生改变。 

中医认为中风后气机逆乱、痰热内蕴、阻遏中焦易形成痰

热腑实证，其主要出现于中风病卒发后 3～7 d[7]。痰热化火，

风火相煽，浊毒上逆，毒损脑络，从而引起偏瘫、失语等症状，

因此，通腑化痰泻热降浊解毒势在必行。星蒌承气汤是王永炎

教授根据中风病急性期辨证特点、结合临床实践总结出来的化

痰通腑法的代表方剂，方中全瓜蒌清热化痰，理气散结；胆南

星息风化痰清热，配全瓜蒌功专清热化痰，去中焦之浊邪；生

大黄煎时后下，峻下热结，荡涤肠胃，通腑化浊；芒硝软坚散

结，配生大黄通降腑气，四药相配，化痰热、通腑气，势宏力

专，能改善中风病急性期诸症[8]。 

本研究观察发现造模后 B 组、C 组模型鼠血 SOD 含量较

A 组均下降，MDA 含量升高，有统计学意义。SOD 含量下降，

说明脑缺血后体内清除氧自由基的超氧化物歧化酶（SOD）遭

到破坏，含量下降，MDA 浓度明显升高，提示模型鼠体内产

生大量的自由基，脂质过氧化反应增强，氧化终产物丙二醛

（MDA）增加。治疗后 C 组 SOD 含量升高，MDA 含量下降，

有统计学意义，说明星蒌承气汤可显著提高急性缺血中风大鼠

的 SOD 活性，使得体内氧自由基减少，减少了氧自由基引起

的脂质过氧化损伤，使 MDA 含量降低，表明其可减轻缺血所

致的脑组织自由基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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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柏地黄丸对糖耐量减低患者炎症因子及 
尿微量白蛋白的影响 

Effect of Zhibodihuang pills on inflammatory factor and urine micro albumin 

in patients with impaired glucose tole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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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知柏地黄丸对葡萄糖耐量受损（IGT）患者超敏 C-反应蛋白（hsCRP）、白介素 6（IL-6）及尿微量白

蛋白（U-mALb）的影响。方法：145 例 IGT 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观察结束共脱落及剔除病例 21 例，纳入统计病例

共 124 例，治疗组 61 例，在健康教育及一般生活方式干预的基础上，给予知柏地黄丸口服；对照组 63 例，仅给予健康教育及一

般生活方式干预，共治疗 12 个月后，观察两组 hsCRP、IL-6 及 U-mALb 等变化。结果：两组患者 BMI、FPG、hsCRP、IL-6 均较

治疗前下降，有显著性差异，P＜0.01 或 P＜0.05；与对照组比较，治疗组治疗后 2 hPG、hsCRP、IL-6 及 U-mALb 下降有显著性

差异，P＜0.01。结论：知柏地黄丸能降低 IGT 患者的 hsCRP、IL-6 及 U-mALb，改善糖代谢，减轻患者体内炎症反应及尿白蛋白

的排泄，延缓或预防 2 型糖尿病大血管及微血管并发症的的发生。 

【关键词】IGT；知柏地黄丸；hsCRP；IL-6，尿微量白蛋白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Zhibai Dihuang pill on inflammatory factor and urine micro albumin (U-mALb) in 

patients with impaired glucose tolerance (IGT). Methods: 145 Cases of IGT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ere 21 shedding and removing cases and 124 cases were included in statistical cases. The treatment group (61 

cases) was given lifestyle direction and Zhibai Dihuang Pill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63 cases) was given only health education and 

lifestyle direction. After 12-month treatment, the high sensitivity C reactive protein (hsCRP), interleukin-6(IL-6) and U-mALb in both 

groups were observed. Results: The body mass index (BMI), fasting plasma glucose (FPG), hsCRP, IL-6 of patients in both groups 

decreased after treatment, the difference was of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P<0.01or 0.05);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2-h plasma 

glucose(2HPG), hsCRP, IL-6 and U-mALb of the treatment group decreased more significantly, the difference was of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1. Conclusion: Zhibai Dihuang pill could decrease hsCRP, IL-6 and U- mALb and improve glucose metabolism, reduce 

the inflammatory reaction and urinary albumin excretion in the IGT patients, then delay or prevent vascular and microvascular 

complications in type 2 diabetes. 

【Keywords】IGT; Zhibo Dihuang pill; HsCRP; IL-6; U-mALb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8.012  
葡萄糖耐量受损（IGT）是糖尿病的前期阶段，如不进行

有效干预，绝大多数会进展为 2 型糖尿病。已有证据表明，部

分炎症因子在 IGT 阶段既有升高，不仅在 2 型糖尿病的发生中

起关键作用，而且促进了糖尿病大血管及微血管病变的发生。

前期研究表明，知柏地黄丸能有效干预 IGT 患者的血糖、血脂，

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可能延缓糖尿病的发生，但其作用机制

仍未明了，本研究观察了知柏地黄丸对 IGT 患者 hsCRP、IL-6

及 U-mALb 的影响，以探讨其作用机制，汇报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根据 1999 年世界卫生组织（WHO）与国际糖尿病联盟糖

尿病专家委员会公布的诊断标准：口服 75 g 葡萄糖后 2 h 血糖

（2 hPG）≥7.8 mmol/L（140 mg/dl）且＜11.1 mmol/L（200 

mg/dl）称糖耐量受损（IGT）。2012 年 9 月—2013 年 9 月我院

内分泌门诊、查体中心筛查出的 IGT 患者共 177 例，经 1 个月

洗脱期，复测 2 hPG，再次确诊为 IGT 患者共 145 例，以确诊

的先后顺序，按简单随机方法分为知柏地黄丸治疗组（73 例）

及对照组（72 例），观察结束共脱落及剔除病例 21 例，其中治

疗组 12 例，对照组 9 例，纳入统计治疗组 61 例，男性 29 例，

女性 32 例，平均年龄（46.1±8.4）岁；对照组 63 例，男性 30

例，女性 33 例，平均年龄（45.9±8.3）岁。所有患者均除外

应激状态、重大疾病及口服药物治疗患者。治疗前两组患者基

线资料对比无显著性差异。 

1.2 研究方法  

1.2.1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进行一般生活方式干预，包括常规健康教育、

饮食治疗及运动治疗，由糖尿病主治以上医师及专科护士专人

负责。治疗组在以上常规干预基础上，口服知柏地黄丸（河南

省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生产批号：120205），8 粒/次，

3 次/d，餐后即刻服用，对照组仅进行一般生活方式干预，两

组共治疗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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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观测指标及方法 

两组患者于治疗前和治疗12个月停药1周后均进行体重、

BMI 的测量和计算，采集静脉血检测空腹血糖（FBG）、糖化

血红蛋白（HbA1c）、口服 75 g 葡萄糖后 2 hPG、血清 hsCRP、

IL-6，同时收集新鲜晨尿标本 5～10 mL，经 4000 r/min 离心

10 min 留取上清液测定 U-mALb。hsCRP 的检测采用免疫比浊

法；IL-6 的检测采用酶联免疫法；U-mALb 检测采用透射比浊

法。 

1.2.3 统计方法 

所有数据输入计算机，采用 SPSS 13.0 统计软件处理。计

量资料用（ ）表示，先进行正态性分布检验及方差齐性检

验，若呈正态分布，方差齐，则行 t 检验，否则行 t’检验或秩

和检验。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BMI、FBG、2 hPG 及 HbA1c 的变化，

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BMI、FPG、2 hPG 及 HbA1c 的变化  （ ） 

组别 n 时间 BMI（kg/m2） FPG（mmol/L） 2 hPG（mmol/L） HbA1c（%） 

治疗前 27.5±2.3 5.88±0.14 9.26±1.27 6.1±0.27 
治疗组 61 

治疗后 26.0±2.0* 5.37±0.26* 8.52±1.15**▲▲ 5.9±0.23 

治疗前 27.3±2.4 5.82±0.17 9.36±1.35 6.1±0.22 
对照组 63 

治疗后 26.5±2.2* 5.38±0.29* 9.09±1.14 6.0±0.25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1；*治疗前后比较，P＜0.05 

经 12 个月干预，两组患者 BMI、FPG、2 hPG、HbA1c

较治疗前均有下降。治疗组 BMI、FPG、2 hPG 较治疗前下降

有显著性差异，P＜0.05 或 P＜0.01；对照组仅 BMI、FPG 下

降差异有显著性，P＜0.05；与对照组比较，治疗组 2 hPG 下

降更明显，差异有显著性，P＜0.01。 

2.2 两组治疗前后 hsCRP、IL-6、U-mALb 的变化，见表 2。 

表 2  两组治疗前后 hsCRP、IL-6、U-mALb 的变化  （ ） 

组别 n 时间 hsCRP（mg/L） IL-6（mg/L） U-mALb（mg/L）

治疗前 2.31±0.35 1.25±0.29 15.8±5.4 
治疗组 61 

治疗后 2.06±0.20▲▲** 1.10±0.17▲▲** 10.9±4.1▲▲** 

治疗前 2.30±0.32 1.24±0.12 14.8±5.4 
对照组 63 

治疗后 2.18±0.23* 1.19±0.15* 12.7±4.3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P＜0.01；治疗前后比较，*P＜0.05，** P＜0.01 

经 12 个月干预，治疗组 hsCRP、IL-6、U-mALb 较治疗

前均有下降，P＜0.01；对照组 hsCRP、IL-6 较治疗前下降有

显著性差异，P＜0.05；与对照组比较，治疗组 hsCRP、IL-6、

U-mALb 治疗后下降更明显，差异有显著性，P＜0.01。 

3   讨  论 

糖耐量减低是介于正常糖耐量与 2 型糖尿病之间的状态，

是 2 型糖尿病的前期阶段。近年来，随着对糖尿病及其并发症

发病机制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糖尿病是由炎症因

子介导的慢性炎症性疾病，且炎症反应在 IGT 阶段既已发生。

IGT 患者空腹血糖基本正常，餐后血糖升高，餐后高血糖可促

进氧化应激反应，造成慢性炎症的发生；IGT 患者存在胰岛素

抵抗（IR），IR 引起氧化应激、内皮细胞功能障碍，导致血管

炎症反应等一系列变化。此外，机体慢性炎症通过炎症因子诱

导胰岛素受体底物（IRS）的丝氨酸磷酸化，阻碍 IRS 正常的

酪氨酸磷酸化，导致 IRS 与胰岛素受体的结合能力下降，并减

弱 IRS 激活其下游的 PI3K 的磷酸化过程，干扰胰岛素信号传

导而引起胰岛素抵抗；炎症因子还可影响胰岛素作用的靶组织

而对胰岛素的敏感性造成影响，可刺激皮质激素、生长激素及

反调节激素如胰岛血糖素、肾上腺素等的分泌，造成胰岛素抵

抗和高血糖，因此，炎症因子与胰岛素抵抗交互作用，相互影

响，共同促进了糖尿病的发生及大血管、微血管病变。 

hsCRP 是一种由白细胞介素 6（IL-6）诱导肝脏合成的炎

症因子，在正常人体含量甚微，且半衰期较短，当机体处于感

染外伤炎症病变时，CRP 急剧上升，是反映炎症的非特异性的

敏感指标。尿微量白蛋白的升高是肾小球损害早期诊断的指

标，IGT 患者胰岛素抵抗及血糖水平升高，引起机体慢性炎症

反应，当肾小球受到炎症、毒素等的损害，引起肾小球毛细血

管壁通透性增加，滤出较多的血浆蛋白，超过了肾小管重吸收

能力，引起微量白蛋白尿。 

糖尿病属于中医“消渴”范畴，中医学认为其基本病机为

阴虚燥热之本虚标实证，其中以肺胃肾阴虚为主，临床观察发

现，糖尿病前期及早期阶段亦多表现为阴虚燥热症候，主要原

因是先天禀赋不足，后天贪食肥甘厚味，日久阴液耗伤，不能

制约阳气，虚热又复灼伤阴液，反复积累而成。知柏地黄丸源

于明•张景岳《景岳全书》，是由六味地黄丸加知母、黄柏而成，

为滋阴清热的代表方剂，其中，六味地黄丸滋补肝肾之阴以治

阴虚之本，知母、黄柏清虚热而坚阴治燥热之标。已有研究表

明，滋阴清热中药能降低糖尿病大鼠炎症因子，改善血糖、血

脂，本课题前期研究表明，知柏地黄丸能有效干预 IGT 患者的

血糖、血脂，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本研究发现，在生活方式

干预的基础上，经知柏地黄丸临床 12 个月干预，患者餐后 2 h

血糖、hsCRP，IL-6、U-mALb 水平较对照组明显下降，提示知

柏地黄丸能降低 IGT 患者炎症反应，改善糖代谢，降低蛋白尿。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知柏地黄丸多种药物及有效成分能够降低

机体氧化应激反应，改善胰岛素抵抗，减轻炎症反应，这可能

是知柏地黄丸改善 IGT 患者糖脂代谢，减轻胰岛素抵抗，延缓

或预防 2 型糖尿病及大血管、微血管并发症发生的机制之一。 

作者简介： 

龚敏（1974-），男，硕士研究生，主治医师，研究方向为糖尿病及肥

胖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E-mail：gmin008@126.com。 

编辑：白莉   编号：EB-16022302F （修回：2016-03-11） 



 

 

中医临床研究 2016年第 8卷 第 18期                                                                            -31-

海藻硫酸多糖的分离纯化及其抗肿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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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海藻硫酸多糖的分离纯化及其抗肿瘤作用。方法：选取鼠龄、质量大致相同的昆明种雄性小鼠 60 只，

随机分为 5 组，正常对照组、阳性对照组、低剂量组、中剂量组和高剂量组，每组 12 只。低剂量组、中剂量组和高剂量组分别注

射浓度为 25 mg/ kg、50 mg/ kg、100 mg/ kg 的海藻硫酸多糖，氟脲嘧啶 20 mg/kg 注射阳性对照组，正常对照组采用生理盐水溶液

注射，比较各组小鼠的抑瘤率。结果：低剂量组、中剂量组、高剂量组和阳性对照组小鼠的抑瘤率分别为 5.0%、22.3%、27.9%

和 50.3%，阳性对照组的抑瘤率明显高于其他三组，高剂量组的抑瘤率明显高于低剂量组和中剂量组，中剂量组的抑瘤率明显高

于低剂量组，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海藻硫酸多糖具有显著的抗肿瘤作用。 

【关键词】海藻硫酸多糖；分离纯化；抗肿瘤作用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separation and purification of algae sulfated polysaccharide and its anti-tumor effect. Methods: 

60 Kunming male mice of similar age and quality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5 groups: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the positive 

control group, low dose group, middle dose group and high dose group, with 12 rats in each group. Low-dose group, middle dose group and 

high dose group were injected at a concentration of 25mg / kg, 50mg / kg, 100mg / kg of seaweed sulfated polysaccharide respectively, the 

positiv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fluorouracil 20 mg / kg injection while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was injected with saline solution, 

inhibitory rate of each group of mice was compared. Results: The inhibition rate of low-dose group, middle dose group, high dose group 

and the positive control group was 5.01%, 22.3%, 27.9% and 50.3% respectively, the inhibition rate of the positive contro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other three groups, the inhibition rate of high-dose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low 

dose group and middle dose group, the inhibition rate of middle dos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low-dose group,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Conclusion: Seaweed sulfated polysaccharides had significant anti-tumor effect. 

【Keywords】Seaweed sulfated polysaccharides; Isolation and purification; Antitumor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8.013 
 

海藻硫酸多糖是一类天然或化学修饰多糖，主要是从动物

和植物中提取出来的多糖硫酸衍生物及人工合成的多糖。为探

讨海藻硫酸多糖的分离纯化步骤及其抗肿瘤作用，本次研究以

昆明种雄性小鼠 60 只为研究对象，在接种 S180 肿瘤后注射不

同剂量的海藻硫酸多糖溶液，取得了满意效果，现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动物和试剂 

动物：选取鼠龄、质量大致相同的昆明种雄性小鼠 60 只，

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阳性对照组、低剂量组、中剂量组和高

剂量组，每组 12 只。5 组的体重为（21±2）g，由相同的动物

实验室提供，动物实验室的温度为 18～23℃，湿度为 45%～

55%。四组小鼠在年龄、重量、生存环境等方面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主要试剂：海带干品、K562 细胞株、S180 肿瘤细胞株、

L-岩藻糖等。 

1.1.2 仪器 

    紫外可见分光度计、气相色谱仪、毛细管柱、酶标仪和高

速冷冻离心机、可调高速匀浆机。 

1.2 方法 

1.2.1 海藻硫酸多糖的分离纯化 

    将海带干品通过水提醇沉法得到粗多糖，将得到的粗多糖

经过乙醇重沉淀、活性炭脱色和 Sevage 法，将粗多糖中的杂

蛋白质除去，得到海藻硫酸多糖。去实验所得的海藻硫酸多糖

60 mg，将其溶解在 3 mL 的水中，离心，经凝胶柱进行色谱分

离，检测海藻硫酸多糖成本的单一性，采用双蒸水洗脱，用自

动收集器收集洗脱液，每管 3 min，检测海藻硫酸多糖中的蛋

白质和多糖，记录洗脱曲线。 

1.2.2 抗肿瘤活性检测 

    采用无菌生理盐水配置海藻硫酸多糖溶液，配置 3 个浓度

等级的溶液，低剂量、中剂量和高剂量的浓度分别为 25 mg/ kg，

50 mg/ kg，100 mg/ kg，同时配置氟脲嘧啶 20 mg/ kg。培养肿

瘤 S180 细胞株，小鼠腹腔接种传代，每次传代间隔 7 d，传代

3 次后取小鼠腹水，采用生理盐水溶液洗 1 次，调整其浓度为

5×106个/mL。在小鼠的右腋窝皮下注射 0.2 mL 接种 S180 肿

瘤，接种之后 24 h 对小鼠的腹腔注射给药，低剂量、中剂量和

高剂量的浓度注射低剂量组、中剂量组和高剂量组，氟脲嘧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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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mg/kg 注射阳性对照组，正常对照组采用生理盐水溶液注

射，每次给药 0.2 mL，1 次/ d，连续注射 10 d。 后一次给药

之后分别取小鼠的胸腺、脾，剥离肿块并称重。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7.0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

料以（ ）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P＜

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五组小鼠的体质量变化和对肿瘤的抑制效果 

    低剂量组、中剂量组、高剂量组和阳性对照组小鼠的抑瘤

率分别为 5.0%、22.3%、27.9%和 50.3%，阳性对照组的抑瘤率

明显高于其他三组，高剂量组的抑瘤率明显高于低剂量组和中

剂量组，中剂量组的抑瘤率明显高于低剂量组，组间比较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见下表 1。 

表 1  五组小鼠的体质量变化和对肿瘤的抑制效果 

组别 n 剂量 10 天体质量（g） 瘤重（g） 抑瘤率（%） 

正常对照组 12 - 31.61±1.43 1.82±0.84 - 

低剂量组 12 25 33.21±1.34 1.74±0.64 5.0 

中剂量组 12 50 32.12±1.38 1.41±0.58 22.3 

高剂量组 12 100 31.21±1.34 1.30±0.54 27.9 

阳性对照组 12 20 28.41±1.22 0.94±0.54 50.3 

注：P＜0.05。 

3   讨  论 

海藻硫酸多糖的抗癌机制一直备受人们的关注，其是海带

中含有的细胞间质蛋白聚糖复合物，具有明显的生物抗氧化作

用，可以调节生物体内的氧化应激状态，从而避免生物大分子

受到活性氧的损害[1]。此外，海藻硫酸多糖还具有抗肿瘤、抗

辐射和抗感染的作用。海藻硫酸多糖抗肿瘤的机制为免疫调节

作用，能促进淋巴细胞增殖，从而调节小鼠免疫功能。海藻硫

酸多糖可提高小鼠的 T 淋巴细胞增殖功能，并且和给药的剂量

呈现一定的关系[2]。 

本次研究中，低剂量组、中剂量组、高剂量组和阳性对照

组小鼠的抑瘤率分别为 5.0%、22.3%、27.9%和 50.3%，阳性对

照组的抑瘤率明显高于其他三组，高剂量组的抑瘤率明显高于

低剂量组和中剂量组，中剂量组的抑瘤率明显高于低剂量组，

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海藻硫酸多糖

可提高小鼠的抑瘤率，且给药的浓度越高，小鼠的抑瘤率越高，

也就是抗肿瘤作用越强。本次研究结果与白兴辰等关于海藻多

糖的抗肿瘤作用研究进展的研究报道数据吻合[3]。因此，海藻

硫酸多糖具有显著的抗肿瘤作用。 

综上所述，海藻硫酸多糖可以促进淋巴细胞的增值，调节

机体免疫功能，从而发挥抗肿瘤作用，值得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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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治疗稳定期慢阻肺的临床研究 
Clinical stud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for stable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王冬梅 

（启东市陈黄秀珍医院，江苏  启东，226200） 
   

中图分类号：R25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6）18-0033-02    证型：GDI 
 

【摘  要】目的：对中医治疗稳定期慢阻肺的临床效果进行观察与分析。方法：随机抽取 2013 年 3 月—2014 年 4 月收治的

76 例稳定期慢阻肺病患，将其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平均每组 38 例，对照组使用西药进行治疗，研究组使用中药进行治疗，分

析两组的治疗效果。结果：研究组的治疗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两者间的差异具备统计学的意义（P＜0.05）。结论：中医治

疗稳定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效果显著，可以有效治疗气喘、咯痰、咳嗽等症状，有利于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值得临床上推广使

用。 

【关键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中医治疗；治疗效果 

【Abstract】Objective:Toobserve and analyz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CM treatment stabilization for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 Method: 76 cases of plateau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recorded from March 2013 to April 2014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research group and control group,38 cases in each group. The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by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while the research group was treated by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fter the treatment th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two groups 

was analyzed. Results: The research group effectiveness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Conclusion: TCM treatment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and can effectively 

treat asthma, expectoration, cough and other symptoms. It improves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whichis worth popularizing for 

clinicalapplication. 

【Keywords】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Curative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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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属于一种呼吸受限的疾病。与患者吸入

的有害颗粒和气体，引发肺部炎症息息相关[1]。并且由于社会

环境及生活习惯的不断改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发病率逐渐

增加，所以需要提高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关注度。现在临

床上对该病的治疗方法比较单一，因此随机抽取 2013 年 3 月

—2014 年 4 月收治的 76 例稳定期慢阻肺病患，并对其进行中

医治疗，具有明显的效果，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抽取 2013 年 3 月—2014 年 4 月收治的 76 例稳定期慢

阻肺患者，将其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 38 例，所有患者

均符合慢性阻碍性肺疾病诊治标准。研究组：男性 20 例，女

性 18 例；年龄 48～74 岁，平均年龄（59.3±4.7）岁；轻度 12

例，中度 18 例，重度 8 例；病程 3 个月～15 年，平均病程

（8.1±4.8）年。对照组：男性 22 例，女性 16 例；年龄 49～

78 岁，平均年龄（60.2±3.9）岁；轻度 11 例，中度 20 例，重

度 7 例；病程 2 个月～16 年，平均病程（9.2±3.7）年。两组

病患的性别、年龄、对比不具备统计学意义。 

1.2 研究方法  

对照组使用西药进行治疗，舒利迭的剂量是 1 吸/次，2 次

/d；氨茶碱的剂量是 0.1 g/次，2 次/ d，6 个月为 1 个疗程。 

研究组使用中药进行治疗，药材为：山药 15 g，山萸肉 15 

g，熟地 15 g，黄芪 20 g，茯苓 20 g，蝉蜕 12 g，地龙 12 g，

枳壳 12 g，前胡 12 g，牡丹皮 12 g，泽泻 10 g，僵蚕 9 g，连

翘 9 g，桔梗 6 g，1 剂/ d，将药材煎至 200 mL，3 次/d，饭后

服用，6 个月为 1 个疗程。 

1.3 评定标准 

按照治疗情况来评定治疗效果。痊愈：患者气喘、咯痰、

咳嗽等症状消失；显效：病患咳嗽气喘、痰多现象得到明显控

制；好转：患者气喘、咯痰、咳嗽等情况有好转的迹象；无效：

病患临床症状无明显改善或有恶化趋势。 

1.4 统计学方法 

将研究结果的数据输入 SPSS22.2 软件包，采用统计学分

析数据，计量数据采用（ ）表示，计数数据采用百分数（%）、

n 表示，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经过对两组治疗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研究组的治疗有

效率著高于对照组，两者间的差异具备统计学的意义（P＜

0.05）。具体内容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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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治疗有效率对比  （n，%） 

组别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研究组 22 8 6 2 94.7 

对照组 18 11 9 10 73.7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 

3   讨  论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具有病死率、发病率高的特点，主要表

现为胸闷、喘息、呼吸困难、咯痰、慢性咳嗽等症状。在临床

上多使用糖皮质激素或者支气管扩张剂进行治疗，容易引起患

者的依赖，而且治疗效果也不明显[2]。通过大量资料显示，慢

性阻塞性肺病情的发展与气流受限存在密切的关系，在稳定期

进行治疗，有助于缓解患者的病情，降低患者的不适，从而提

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中医学认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可以划分于“肺胀”“喘证”

的范围，这是由于患者的身体受到外邪入侵而引起的。在治疗

的时候要以温补为主，以药物治疗为辅。文中所用的药方具有

补气养血、顺气通络、止咳化痰的作用。药方中黄芪具有强健

脾胃、补气补肺的作用；连翘、前胡具有清热解毒、化痰止咳

的作用；僵蚕、蝉蜕、地龙具有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将所有

药材按照不同的药量进行熬煮，3 次/ d，饭后服用，在润肺、

止咳、化痰等方面具有明显的效果。经过研究可知，研究组的

治疗总有效率为 94.7%，对照组的治疗总有效率为 73.7%，研

究组的治疗总有效率著高于对照组，两者间的差异具备统计学

的意义（P＜0.05）。从而说明使用中药进行治疗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可以有效缓解患者的病情， 终达到治愈的目的，有助

于患者的康复进程。 

综上所述，中医治疗稳定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效果显著，

可以有效治疗气喘、咯痰、咳嗽等症状，有利于提高患者的生

活质量，值得临床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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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红及痰热清注射液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中的 
应用效果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Danhong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Tanreqing 

injection in treating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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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丹红及痰热清注射液联合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临床效果。方法：选择 100 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

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均采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常规治疗，观察组同时给予丹红注射液联合痰热清注射液联合治疗。

检测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动脉血气指标，评定治疗效果。结果：观察组患者治疗后显效率为 70.0%、有效率为 26.0%，总有效率为

96.0%；对照组治疗后显效率为 52.0%、有效率为 28.0%，总有效率为 80%；观察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治疗后的 pH、动脉氧分压、动脉二氧化碳分压分别和对照组治疗后的 pH、动脉氧分压、动脉二氧化碳分压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丹红注射液联合痰热清注射液联合治疗能够显著改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动脉血气指标，提

高临床治疗效果。 

【关键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丹红注射液；痰热清注射液；动脉血血气指标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Danhong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Tanreqing injection in treating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Methods: 100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both groups received regular treatment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extra treatment of Danhong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Tanreqing injection. The arterial blood gas indexes of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detected and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were evaluat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explicit efficiency, 

the effective rate and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70.0%, 26.0% and 96.0% respectively while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52.0%, 28.0% and 80.0% respectively,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difference of the pH value, oxygen partial pressure and par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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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ure of carbon dioxide in arterial blood of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Danhong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Tanreqing injection cold significantly improve arterial blood gas indexes and enhance the effect of clinical treatment. 

【Keywords】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Danhong injection; Tanreqing injection; Arterial blood gas indexe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8.015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在呼吸系统疾病中发病率较高，此类患

者呼吸功能受损，严重影响到患者的生存质量。祖国医学认为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属于“肺胀”范畴，其中虚及 贯穿患者的

病程中[1]。丹红注射液和痰热清注射液均为中药注射制剂。本

文选择我院收治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观察丹红注射液和

痰热清注射液的联合治疗效果。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入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 100 例（均符合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诊断标准[2]）均为我院 2013 年 5 月—2015 年 5 月收治，

上述患者均能够根据本实验规定的疗程完成本试验、均愿意参

与本试验并知情同意。同时排除对丹红注射液或痰热清注射液

过敏或其他临床应用禁忌病例、合并有心力衰竭病例、近期心

肌梗死病例、不能完成疗程病例。上述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

对照组。观察组和对照组病例分别为 50 例。观察组 50 例患者

中男性和女性病例分别为 25 例，年龄 49～76 岁，平均年龄为

（63.9±8.1）岁。对照组 50 例，男性 26 例，女性 24 例；年

龄 50～77 岁，平均年龄（64.5±7.7）岁。两组患者上述资料

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研究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常规处理（给予抗菌药

物抗感染、给予茶碱类药物平喘、给予祛痰类药物助痰液排出

等），对照组采用常规处理，观察组患者同时给予痰热清注射

液联合丹红注射液治疗，痰热清注射液（生产企业：上海凯宝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030054，批号：

130312）20 mL 加入 5%葡萄糖注射液中静脉滴注；同时给予

丹红注射液（生产企业：菏泽步长制药有限公司，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 Z20026866，批号：130221）30 mL 加入 5%葡萄糖注

射液中静脉滴注。两组患者连续治疗时间为 4 周。 

1.3 观察指标和疗效评定 

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分别取动脉血测定患者的动脉

血气指标（pH、动脉氧分压、动脉二氧化碳分压）。观察两组

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咳嗽喘息、呼吸困难、肺部听诊啰音、发

绀等症状改变情况，根据患者临床症状及动脉血气指标改变情

况进行疗效评定，疗效评定标准：患者临床症状和体征（咳嗽

喘息、呼吸困难、肺部听诊啰音、发绀等）基本消失，动脉血

氧分压上升超过 10 mmHg 或二氧化碳分压下降超过 10 

mmHg，评定为显效；患者临床症状和体征（咳嗽喘息、呼吸

困难、肺部听诊啰音、发绀等）有所好转，动脉血氧分压上升

幅度大于 5 mmHg 但小于 10 mmHg，或二氧化碳分压下降幅度

大于 5 mmHg 但小于 10 mmHg，评为有效；临床症状没有改善，

动脉血氧分压或二氧化碳分压没有达到上述标准，为无效。 

1.4 统计学处理 

在统计学软件 SPSS18.0 下进行统计学分析，百分数（%）

和均数比较分别采用 x2或 t 检验，P＜0.05，显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 4 周后临床效果评定结果比较 

治疗 4 周后，观察组患者治疗后总有效率 96.0%高于对照

组总有效率 80.0%；观察组总有效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治疗效果比较  （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50 26 14 10 80.0 

观察组 50 35 13 2 96.0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动脉血气指标测定结果比较 

观察组治疗前的 pH、动脉氧分压、动脉二氧化碳分压分

别和对照组治疗前的 pH、动脉氧分压、动脉二氧化碳分压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治疗后的 pH、动脉

氧分压、动脉二氧化碳分压分别和对照组治疗后的 pH、动脉

氧分压、动脉二氧化碳分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心率、左室舒张末期容积、左室射血分数比较  （ ） 

pH 动脉血氧分压（mmHg） 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mmHg）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50 7.331±0.041 7.351±0.024 60.9±5.3 69.3±5.5 51.8±3.8 47.1±2.9 

观察组 50 7.332±0.038 7.371±0.033 59.3±4.6 75.8±4.2 50.2±4.2 44.6±3.1 

3   讨  论 

中医诊断中，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主要症状是咳、痰、喘，

稍有活动便有心悸气短等，其中虚及 贯穿患者的整个病程

中，如气虚可致 、气滞可致 ，久病可累及患者心阳，血液

出现凝滞而表现为 血。丹红注射液是由丹参和红花提取物组

成，丹参中的有效成分主要是丹参酮和相关酚酸类组成，基础

和临床研究表明，丹参对血小板聚集有抑制作用，有助于抑制

血栓形成，对微血管有扩张作用而增加血液供应，有助于改善

微循环障碍。红花的主要有效成分是黄酮醇类等，具有活血化

效果，能够抑制血小板黏附形成，抑制血栓形成，同时对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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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反应过程也产生抑制，从而改善血液循环[3]。痰热清注射液

中的主要中医为黄芩、熊胆粉、山羊角、连翘、金银花等，上

述药物具有清热除燥、泻火解毒等临床作用，其中金银花对细

菌可产生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痰热清在呼吸道感染疾病中应

用较多，具有清热解毒、化痰作用、解除呼吸道平滑肌痉挛等

作用，具有显著的临床治疗效果[4,5]。本文中，观察在常规治疗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基础上给予丹红注射液和痰热清注射液联

合治疗，治疗后观察组动脉血气分析方面改善效果优于对照

组，这与丹红注射液和痰热清注射液的所具备的药理作用分不

开的，说明二者联合治疗后能够有效改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

者动脉血气指标。再者，观察组治疗效果总有效率 96.0%高于

对照组 80.0%，说明二者联合治疗后能够显著提高患者的临床

治疗效果。所以，丹红注射液联合痰热清注射液联合治疗能够

显著改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动脉血气指标，提高临床治疗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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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小儿急性哮喘急症护理中舒适护理模式应用效果。方法：选取小儿急性哮喘 100 例，均为我院儿科

2014 年 9 月—2015 年 9 月收治，采用数字表抽取法随机分组，就常规护理（对照组，n=50）与引入舒适护理模式（观察组，n=50）

效果展开对比。结果：观察组小儿急性哮喘患儿总有效率为 94.0%，明显高于对照组 80.0%，具统计学差异（P＞0.05）。观察组肺

鸣音、咳嗽、呼吸困难、喘息消失时间明显早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复发 7 例，占 14.0%；对照组复发 16 例，占 32.0%，

有统计学差异（P＜0.05）。观察组护理满意 49 例，占 98.0%；对照组护理满意 40 例，占 80.0%，有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

针对小儿急性哮喘病例，重视应用舒适护理模式，可提高临床效果，促症状消除，提高护理水平，降低复发率，有较高应用价值。 

【关键词】舒适护理模式；小儿急性哮喘；急症护理；应用效果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pplication results of comfort care model for acute care of children with acute asthma. 

Methods: 100 cases of children with acute asthma admitted in the pediatric hospital from September 2014 to September 2015 were treated 

using a digital meter extraction method and were randomly cared in two groups; usual care (control group, n= 50)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comfort care model (observation group, n= 50). The effect in the groups were noted after the care period. Results: The observation group of 

children had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94.0%,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80%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lung 

beep, coughing, difficulty in breathing and wheezing disappeared significantly earli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7 cases of 

recurrence were noted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i.e. 14.0% recurrence, while the recurrence percentage in control group was 32.0% (16 

cases of recurrence);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49 cas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nursing satisfaction, accounting for 98.0% 

while those numbers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40 cases (80.0%),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Conclusion: Comfort care model applied 

for children with acute asthma cases can improve clinical results, promote the elimination of the symptoms, improve the level of care and 

reduce the relapse rate with higher satisfaction rate. 

【Keywords】Comfort care model; Infantile acute asthma; Acute care; Applica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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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常见疾病领域，小儿急性哮喘发生率居较高水平，临

床可按急性和非急性发作期划分。急性发作是指咳嗽、喘息、

胸闷、气短等不同症状组合突然发生或急骤加剧，以进行性加

重为常见特征，并有呼气流量降低伴发，严重者可有反复发作

性呼吸困难和低氧血症出现，若处理不及时，病情可迅速恶化，

对患儿生命构成威胁[1]。小儿急性哮喘医护是连续的过程，重

视舒适护理模式的实施，对保障患儿预后，改善远期生活质量

意义显著，本次研究选取相关病例，就舒适护理模式应用效果

展开探讨，现回顾结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小儿急性哮喘 100 例，均与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

制定的诊断标准符合，患儿以烦躁不安、咳嗽、呼吸困难、喘

息等为临床主要表现，并伴有双肺细湿啰音、哮鸣音。采用数

字表抽取法随机分组，观察组 50 例，男性 29 例，女性 21 例，

年龄 2～11 例，平均年龄（6.4±1.9）岁，平均病程（1.8±0.2）

年；对照组 50 例，男性 28 例，女性 22 例，年龄 2～11 例，

平均年龄（6.5±1.8）岁，平均病程（1.9±0.1）年。组间基线

资料具可比性（P＞0.05）。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与上述诊断标准符合；患儿年龄 2～14 岁；患儿家长对本

次实验知情同意，并签署同意书。排除标准：可造成呼吸困难

或气喘的其他疾病；有其他严重原发性疾病合并者；患儿依从

性差；治疗过程中有严重不良事件发生者。 

1.3 方法  

入院后，两组患儿均依据病因的不同对治疗方式个体化选

择，如抗胆碱能药物治疗、受体激动剂治疗等；采用氧动力雾

化吸入法，保持呼吸道通畅。对照组行常规护理，观察组引入

舒适护理模式，具体步骤如下。 

1.3.1 环境舒适护理 

营造宁静、温馨、舒适的儿科病房环境。定时开窗通风，

保证空气流通，尽量让患儿沐浴到阳光，以增强机体免疫力和

抵抗力，可用消毒机或紫外线杀菌。禁止陪护人员在病房内吸

烟，以防烟尘对患儿造成刺激。做好病房防潮干预，对温度合

理调节。在运动、气温、精神、温度等因素变化时，哮喘患儿

易出现病变，故护理人员需做好患儿的保暖防寒工作，避免外

因加重病情[2]。确保房间内干净、整洁，防止滋生细菌，床单

被褥需勤换，对卫生死角清扫，使患者更安全舒适。 

1.3.2 生命体征监测  

护理人员需定时监测患儿生命体征，嘱家长关注其脉搏、

呼吸、体温的变化，及时发现并处理异常。雾化吸入为小儿急

性哮喘临床主要治疗手段之一，通常利用供氧吸入，需注意用

量与用法。吸入时间每次控制在 10～15 min，2 次/ d，7 d 为 1

个疗程。用氯化钠对普米克令苏和万托林稀释后，再雾化。在

雾化时，可在患儿背部轻叩，加快呼吸道阻塞物排出，患儿年

龄较小者，指导家属使用方法，患儿保持半卧位或坐位，以防

药物自雾化器不慎流入患儿口中，有危险情况出现[3]。 

1.3.3 体位舒适护理  

对患儿病情密切观察，协助家属对其行舒适的体位护理。

哮喘急性发作期取侧卧位或半坐位，保持上半身向前倾斜，以

扩大胸廓，确保呼吸通畅，避免病情加重。 

1.3.4 饮食指导  

食物以易消化、清淡为主，不能过于油腻和辛辣，少吃海

鲜类易过敏食物。富含维生素、钙、镁的食物需多食，以增强

患儿抵抗力[4,5]。向家长强调患儿饮水重要性，以保证饮水量充

足，使体内液体维持在平衡状态，促呼吸道分泌物排除。多食

南瓜、粥、海带、蔬菜等，以增强免疫力。 

1.3.5 心理护理  

哮喘急性发作期，患儿易有烦躁焦虑情绪，针对年长儿，

护士需与其建立有效沟通，充分安慰和关心，对患儿情绪变化

关注，使患儿感到亲切和安全。低龄儿，善于应用抚触式肢体

语言，使其放松。保持病房安静，通过播放少儿节目、做游戏、

唱儿歌等方式，使患儿情绪得以调节[6]。注意夜间对患儿临床

症状观察，并做好记录，以供医生参考，正确引导家属加入护

理管理。 

1.3.6 症状缓解干预  

依据患儿症状，对生命体征评估，行针对性护理。咳嗽者，

减少情绪波动和哭闹，用有趣的游戏、讲故事等方法促患儿注

意力转移，可降低痉挛性咳嗽发作次数。另外，协助患儿取坐

位或侧卧位，轻拍背部，作有效咳嗽，以促痰液排出。此外，

积极行雾化吸入护理。有喘息症状患儿，为保持镇静，需稳定

其情绪，再取缓解气道痉挛的药物应用，以对喘息症状控制[7]。

有呼吸困难者，指导有效、缓慢深呼吸，放松患儿身心。 

1.3.7 预见性护理  

及时行哮喘发作的系统性预见性护理，包括患儿生命体

征、临床症状的观察及加强病房巡视，重点对患儿发绀程度、

呼吸频率、意识状态、呼吸深浅度等观察，记录有无打喷嚏、

干咳等前驱症状和体征，上述症状一旦出现，即预防性用药，

稳定患儿情绪，以减轻发作时症状，控制哮喘发作。 

1.3.8 健康指导  

取得家属配合，重视开展健康宣教，以增强家庭护理效果。

具体内容：①指导家属对患儿哮喘发作的诱因了解，如接触对

气道有刺激作用的物质、接触过敏原、感染、进食刺激性食物

等，增强对诱因的警惕性，以对小儿哮喘的发作控制[8,9]。②指

导家属对小儿哮喘发作系列先兆症状掌握，如连续打喷嚏、咳

嗽、呼吸急促等，一旦发现，及时用药，对病情进展控制。③

指导家属对小儿哮喘治疗用药标准掌握，并掌握使用气雾剂方

法。 

1.3.9 运动干预  

适当体育活动可使患儿体质增强，且可降低哮喘发作频

率，指导患儿对正确的运动方法掌握，如全身呼气体操锻炼、

缩唇呼吸锻炼、腹式呼吸等，以使患儿呼吸功能增强。低龄儿，

嘱家长适当带其到户外活动，以使免疫功能增强[10]。 

1.4 指标观察  

①对比两组总有效率；②比较两组咳嗽、肺鸣音、呼吸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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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喘息消失时间；③平均行 6 个月随访，对比组间复发率；

④满意度：发放本院自制问卷，调查患儿及家属满意度，问卷

总分 100 分，＞80 分及格。 

1.5 疗效评定  

显效：恢复健康，症状全部消失；有效：症状基本消失，

偶有胸闷、气短症状，需用药物辅助处理；无效：症状无变化

甚至加重。 

1.6 统计学分析  

文中涉及数据均输入 SPSS13.0 统计学软件，组间计量数

据采用（ ）表示，行 t 检验，计数资料行 x2检验，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临床效果比较  

观察组小儿急性哮喘患儿总有效率为 94.0%，明显高于对

照组 80.0%，具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总有效率对比   [n（%）]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36（72.0） 11（22.0） 3（6.0） 94.0* 

对照组 25（50.0） 15（30.0） 10（20.0） 80.0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 症状及体征消失时间  

观察组肺鸣音、咳嗽、呼吸困难、喘息消失时间明显早于

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 2  症状及体征消失时间对比  [（ ），d] 

组别 咳嗽 喘息 呼吸困难 肺鸣音 

观察组（n=50） 2.6±1.4* 0.9±0.3* 1.7±0.2* 4.2±1.3* 

对照组（n=50） 4.5±1.5 1.7±0.4 2.6±0.6 6.7±2.2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2.3 复发率对比  

观察组复发 7 例，占 14.0%；对照组复发 16 例，占 32.0%，

有统计学差异（P＜0.05）。观察组护理满意 49 例，占 98.0%；

对照组护理满意 40 例，占 80.0%，有统计学差异（P＜0.05）。 

3   讨  论 

气道炎性反应是临床主要引发小儿急性哮喘的病因，病情

易反复发作，恢复用时较长。小儿急性哮喘有较复杂的机制，

有报道指出，T 淋巴细胞、嗜酸性细胞、肥大细胞等均在气管

慢性炎症中参与，诱导气道高反应性，进而堵塞气道[11,12]。在

治疗时，需重视气道炎性病理生理改变和气道高反应性的干

预，以防范气道损伤。现阶段，我国尚无特效的对本病根治的

药物，重视急性发作期的护理干预，对提高家属满意度，改善

患儿预后意义显著。 

舒适护理模式以全面、舒适、亲切、温暖为原则，通过关

注患儿生理、心理方面的需求，促其恐惧和焦虑心理消除，进

而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提高遵医依从[13,14]。本次研究中，观

察组应用舒适护理，首先，行环境干预，可使患儿医疗过程中

有愉悦的体验；加强生命体征观察，可保障临床安全；行体位

干预，可保持呼吸道通畅，促病情康复；行饮食指导，利于抵

抗力的增强；重视心理干预，可提高遵医依从；在病情稳定期

行基础护理，并行预见性干预，健康指导，可增强家长照护患

儿的能力，防范不良事件发生[15]。结合本次研究结果示，观察

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症状消失时间早于对照组，复发率低

于对照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 

综上，针对小儿急性哮喘病例，重视应用舒适护理模式，

可提高临床效果，促症状消除，提高护理水平，降低复发率，

有较高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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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究中医药联合心理康复在抑郁症患者治疗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我院收治的 80 例抑郁症患者，随机

分为两组（各 40 例），对照组给以单纯中药汤剂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给以心理康复指导，观察两组患者康复情况。结果：对

照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77.5%；观察组为 95.0%；两组存在显著差异，P＜0.05，有统计学意义。结论：中医药联合心理康复在抑郁

症患者治疗中的应用效果显著。 

【关键词】抑郁症；中医药；心理康复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rehabilit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Methods: 80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with depression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with 4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pure decoction treatment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psychological rehabilitation guidance on the basis of decoction treatment, rehabilitation of patients in two groups was observ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77.5% and that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5.0%;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P<0.05,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Conclusi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rehabilitation had significant application effect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Keywords】Depression; TCM; Psychological rehabilit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8.017 

 

伴随社会各方面的高速发展，抑郁症患者数量日渐增多，

医院综合门诊中抑郁症患者占据 8%～12%[1]。一旦患有抑郁

症，轻者将愁眉苦脸、情绪低沉，重者将极度悲观产生轻生念

头，严重危及患者的身心健康及生命安全。从中医角度而言，

抑郁症类似于百合病、脏躁，中药治疗效果显著，同时抑郁症

属于严重的心理疾病，需要进行心理康复治疗。本研究采用中

医药联合心理康复治疗抑郁症患者，现汇报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资料来源于我院门诊 2015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收治的抑

郁症患者，共 80 例，其中男性 46 例，女性 34 例，年龄：17～

62 岁，以青少年学习压力、产后抑郁、卒中抑郁居多，病程：

2 个月～9 年。随机分两组，每组 40 例，两组一般资料无统计

学差异。 

1.2 方法   

给以对照组单纯中药汤剂治疗，观察组则在此基础上给以

心理康复指导，观察两组患者康复情况。 

1.3 疗效评定   

依据 HADM 减分率评定疗效，显效＞75%，有效在 25%～

75%，无效＜25%；治疗总有效率=（显效例数+有效例数）/

总例数×100.0% 

1.4 统计学处理   

资料录入 SPSS17.0 软件，百分数（%）表示计数资料，行

x2检验；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两组患者疗效对比发现，观察组患者的总有效率为 95.0%，

对照组则为 77.6%，总疗效对比观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有统计学意义。对比详情见表 1。 

表 1  两组总疗效比较  （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40 12 26 2 95.0 

对照组 40 8 23 9 77.5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 

3   讨  论 

3.1 中医药治疗   

患者服用解郁安神汤加减进行治疗，用药：当归、知母、

柴胡各 10 g，丹参 15 g，茯苓、白芍、合欢皮各 20 g，五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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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g，夜交藤、炒枣仁、黄精、百合各 30 g，水煎服，1 剂/ d。 

3.2 心理康复治疗   

依据心理学知识原理，于治疗初期对患者进行引导性治

疗，患者倾诉的同时认真倾听，给予关心，待患者倾诉结束后

解释并纠正患者的不正确认识，指导鼓励患者消除悲观情绪建

立自信心[2]；治疗中期对患者进行放松训练、合理安排患者作

息，引导患者多参加娱乐性活动[3]；治疗后期，帮助患者进行

沟通分析，通过情感鼓励以及行为矫正等途径帮助患者处理人

际关系，改善患者的社交问题[4-6]。 

3.3 疗效分析   

较单纯的中药汤剂治疗相比，中医药联合心理康复治疗产

生的疗效更为显著，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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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红注射液治疗慢性肺源性心脏病患者 30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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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observation of Danhong injection in treating 30 cases  

of chronic pulmonary heart disease 
 
何 晶 1  赵勤华 1  王 岚 1  宫素岗 1  刘锦铭 1*  赵步长 2 

（1.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上海，200433；2.西安步长心脑血管病医院，陕西  西安，710082） 
 

中图分类号：R25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6）18-0040-03    证型：BDG 
 

【摘  要】目的：研究丹红注射液治疗慢性肺源性心脏病患者的初步疗效和安全性。方法：前瞻性入选慢性肺源性心脏病患

者共 30 例，应用丹红注射液 40 ml 静脉注射，1 次/ d，连续使用 7 d。分别于丹红注射液治疗前及治疗后进行 6 min 步行距离测试、

动脉血气分析、肺功能、超声心动图和血浆 N 端 B 型利钠肽原（NT-proBNP）值的评价。结果：应用丹红注射液 40 mL 静脉注射

7 d后，患者 6 min步行距离由（108.3±91.2）m增加至（136.5±107.1）m（P=0.015<0.05），超声心动图测得肺动脉收缩压由（55.2±19.6）

mmHg 下降至（50.2±17.0）mmHg（P<0.01），NT-proBNP 由（841.4±2088.1）pg/mL 减少至（263.2±376.3）pg/mL（P<0.01）。

结论：丹红注射液可改善慢性肺源性心脏病患者的运动耐量，降低肺动脉收缩压，降低 NT-proBNP 水平，改善心功能，并且安全

性耐受性良好。 

【关键词】慢性肺源性心脏病；丹红注射液；6 min 步行距离；N 端 B 型利钠肽原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primary curative effect and the safety of Danhong injection in treating chronic pulmonary heart 

disease. Methods: 30 patients with chronic pulmonary heart disease were prospectively included and were given Danhong injection, 40 ml 

I.V., once a day and the treatment lasted 7 days. The evaluation of six minutes walking distance test, arterial blood gas analysis, pulmonary 

function, echocardiography and plasma N terminal B type natriuretic peptide was made before and after Danhong injection. Results: 7 days 

after Danhong injection, 40 ml I.V., the patients’ six minutes walking distance increased from (108.3±91.2) m to (136.5±107.1) m, 

(P=0.015), the pulmonary artery systolic pressure measured by echocardiography decreased from (55.2±19.6) mmHg to (50.2±17.0) 

mmHg, (P<0.01), NT-proBNP decreased from (841.4±2088.1) pg/ml to (263.2±376.3) pg/ml, (P<0.01). Conclusion: Danhong injection 

could improve the exercise tolerance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pulmonary heart disease, decrease their pulmonary artery systolic pressure, 

reduce NT-proBNP level and promote the heart function, besides, it was of good safety and tolerace.  

【Keywords】Chronic pulmonary heart disease; Danhong injection; Six minutes walking distance; N terminal B type natriuretic 

peptid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8.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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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肺源性心脏病（Chronic Pulmonary Heart Disease）是由 

肺组织、肺血管或胸廓的慢性病变引起肺组织功能和（或）结

构的异常，肺血管阻力增加，肺动脉压力增高，使右心代偿性

扩张和（或）肥大、伴或不伴右心衰竭的心脏病，此外应排除

左心病变和先天性心脏病引起者[1,2]。肺动脉压力升高后，心脏

为克服肺动脉高压出现代偿性右心肥大，早期右心尚能代偿，

其舒张末期压力仍在正常范围。但随着病情进展，尤其是在急

性加重期，肺动脉高压持续加重，超过右心室的代偿性负荷，

右心将失代偿，排血量下降，其收缩终期残余血量增加，舒张

末压力增高，进而发生右心衰竭[3,4]。 

丹红注射液主要由丹参和红花组成，功效为活血化 、通

脉舒络，临床用于冠心病、心绞痛、高血压、脑血栓形成等心

脑血管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国内许多研究报道丹红注射液可用

于治疗慢性肺源性心脏病，但多数使用症状和体征作为疗效的

评判标准。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使用超声心动图、运动试验、

血浆检测等客观数据来评价丹红注射液治疗慢性肺源性心脏

病患者的初步疗效和安全性，以期指导临床进一步应用。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自 2012 年 10 月 1 日开始入选在同济大学附属

上海市肺科医院肺循环科住院的慢性肺源性心脏病患者为研

究对象，至 2013 年 6 月 31 日结束入组。患者年龄均大于 18

岁，且均符合 1977 年全国肺心病学术会议修订的诊断标准[2]。

如合并使用长期氧疗和（或）支气管扩张剂，剂量稳定至少 12

周。排除标准：患有其他类型的心脏病；总胆红素＞正常上限

2 倍或转氨酶＞正常上限 3 倍；肾功能不全；已知对丹红注射

液过敏的患者。本研究为单中心开放标签、非对照的前瞻性临

床研究，已得到上海市肺科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研究方法 

所有患者入院后均常规给予抗感染、解痉、改善通气、纠

正酸碱失衡，电碱质紊乱等综合治疗。所有受试者在通过筛选

后，开始接受静脉注射丹红注射液治疗，1 次/ d。具体方法：

丹红注射液 40 mL 加入 5%葡萄糖注射液 250 mL 稀释后缓慢

滴注，如无严重不良反应则维持剂量不变使用 1 周。基线合并

使用长期氧疗和（或）支气管扩张剂的患者，研究过程中维持

剂量不变。患者在用药前和治疗后完成：6 min 步行距离

（6-minute walking distance，6 MWD）试验、超声心动图、血

浆 N 端 B 型利钠肽原（N-terminal pro-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

NT-proBNP），动脉血气分析和肺功能等检查。安全终点为转

氨酶上升至正常上限值 3 倍以上，以及其他严重不良反应。超

声心动图测量使用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 VIVID7 系统，6 min

步行距离试验按照标准方法进行[5]，NT-proBNP 测定使用法国

生物梅里埃公司产的全自动免疫荧光酶标仪 mini-VIDAS30。 

1.3 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中计量资料以（ ）表示，正态分布数据应用配

对 t 检验法分析，非正态分布数据采用非参数检验分析，安全

性数据仅做描述性统计，不进行前后变化比较。应用 SPSS15.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其结果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为数据有显著性统计学差异。 

2   结  果 

本研究结果表明，静脉注射丹红注射液可改善肺动脉高压

患者的运动耐量，降低 NT-proBNP 水平，肺动脉收缩压，并

且安全性耐受性良好。 

2.1 基线特征 

本研究共入选 30 例慢性肺源性心脏病患者，患者的基线

特征资料见表 1。 

表 1  入选患者基线特征 

项目 入选患者基线特征（n=30） 

性别（男/女） 21/9 

年龄（岁） 64±10 

体重（kg） 56±10 

身高（cm） 165±10 

肺动脉收缩压（mmHg） 55.2±19.6 

NT-proBNP（pg/mL） 841.4±2088.1 

6MWD（m） 108.3±91.2 

PaO2（mmHg） 61.2±10.8 

FEV1 pred（%） 42.0±15.1 

ALT（U/L） 24±14 

2.2 疗效评价 

2.2.1 6MWD   

见表 2。 

丹红注射液 40 mL 静脉注射 1 周后，6 MWD 由（108.3±

91.2）m 增加至（136.5±107.1）m，变化有统计学差异（P=0.015）。 

表 2  治疗前后 6MWD、NT-proBNP 参数变化  （ ） 

观测值 治疗前 （n=30） 治疗后 （n=29） P  

6MWD（m） 108.3±91.2 136.5±107.1 0.015 

NT-proBNP（pg/ mL） 841.4±2088.1 263.2±376.3 ＜0.01 

2.2.2 超声心动图  见表 3。 

丹红注射液 40 mL 静脉注射 1 周后，患者肺动脉收缩压由

（55.2±19.6）mmHg 下降至（50.2±17.0）mmHg，下降有明

显统计学差异（P＜0.01），基线有 8 名患者有心包积液，治疗

后 4 名患者的心包积液消失，其他患者的心包积液也减少。三

尖瓣环收缩期位移（TAPSE）由（1.8±0.3）cm 上升至（1.9±0.3）

cm，变化有统计学差异（P=0.01）。 

表 3  治疗前后超声心动图参数变化  （ ） 

 治疗前（n=30） 治疗后（n=29） P  

sPAP（mmHg） 55.2±19.6 50.2±17.0 ＜0.01 

Tapse（cm） 1.8±0.3 1.9±0.3 0.01 

注：sPAP：肺动脉收缩压；Tapse：三尖瓣环收缩期位移 

2.2.3 NT-proBNP   

见表 2。 

丹红注射液 40 mL 静脉注射 1 周后，患者的 NT-proB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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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下降有显著统计学差异，由基线 NT-proBNP 由（841.4±

2088.1）pg/mL 减少至（263.2±376.3）pg/mL（P=0.009）。 

2.2.4 肺功能   

丹红注射液 40 mL 静脉注射 1 周后，患者的 FEV1 pred 由

（42.0±15.1）%上升至（47.0±17.2）%，动脉血氧分压由（61.2

±10.8）上升至（66.7±9.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2.2.5 出院后 1 个月电话随访患者，有 1 名患者因肺部感染再

次住院治疗，其余 29 名患者病情稳定。 

2.3 安全性及耐受性 

研究过程中无患者死亡或病情恶化，1 名患者出现 ALT 高

于正常参考值，经分析与丹红注射液无关，停用相关药物后

ALT 恢复正常。不良事件共 3 例，包括静脉炎 1 例、皮疹 1 例、

面部潮红 1 例。其中 1 名患者因静脉炎退出研究，考虑到部分

肺心病患者会出现静脉炎，此不良反应与丹红注射液无关，其

余 2 例不良反应出现在开始治疗两天内，且程度轻，均自行缓

解。 

3   讨  论  

慢性肺源性心脏病的主要病理改变是形成肺动脉高压，具

体原因为：1 功能性因素：缺氧、呼吸性酸中毒使肺血管壁收

缩、痉挛，导致其阻力增加；2 有效循环血容量增多，血黏度

增加：肺部慢性缺氧产生继发性红细胞增多，当红细胞压积大

于 55%～60%时，血液黏稠度就明显增加，相应的血流阻力随

之增高。同时缺氧可使肾小动脉血管收缩，肾血流减少，加重

水钠潴留，导致循环血容量增多。此外，缺氧又可使醛固酮分

泌增加，使水、钠潴留，造成血容量增多；而血黏度增加和有

效血容量增多，可引起肺动脉高压；3 解剖学因素：a.由于慢

性支气管炎及支气管周围炎长期反复发作，可累及邻近肺小动

脉，引起血管炎，导致肺小动脉腔壁增厚，管腔狭窄，甚至出

现肺血管纤维化，阻力增加，导致肺动脉压力增高。b.长期的

呼吸不畅，造成肺部慢性缺氧，肺部毛细血管收缩，其管壁张

力增高，刺激血管的管壁增生。肺小动脉和肌型微动脉部位的

平滑肌细胞部分肥大、部分萎缩，细胞间质增多，其相应部位

的内膜弹力纤维及胶原纤维增生，形成肌化的微动脉，使血管

壁增厚硬化，管腔狭窄，血流阻力增大。c.肺泡壁破裂，造成

局部毛细血管网的毁损，肺泡部位的毛细血管床减损超过 70%

时，肺部血液循环阻力增大，从而使肺动脉压力增高，引起肺

动脉高压。d.肺气肿逐渐加深，肺泡内压增高，压迫其相邻的

毛细血管，引起管腔狭窄或闭塞。此外，肺血管疾病，如特发

性肺动脉高压、反复发作的肺动脉栓塞、肺间质纤维化、尘肺

等能引起肺血管的病理性改变，使血管腔狭窄、闭塞，产生肺

血管阻力增加，造成肺动脉高压[3,4]。 

丹红注射液主要有效成分包括丹参酮、丹参酚酸、红花黄

色素等。大量研究表明，丹参可以兴奋前列环素 I2（PGI2）合

成酶的活性，使前列环素 I2合成增多，扩张肾小动脉血管，使

肾血流量增加，减轻水、钠潴留。丹参提取物具有抑制血管紧

张素Ⅱ，舒张肺血管，增加肺毛细血管网开放数目，抑制血小

板聚集，改善肺部微血管循环，缓解肺动脉高压[6]。其中丹参

酚酸有较强的抗血小板聚集作用，可以显著降低血液中的血栓

素 B2（TXB2）水平，有抗血栓形成、抗氧化损伤、改善微血

管循环等作用。红花黄色素具有抗血小板聚集、缓解心肌细胞

缺氧、缺糖损伤、降低钙超载、抑制血小板激活因子（PAF）

介导的血小板活化作用[7,8]。红花提取物能有效激活和释放血栓

素 A2（TXA2）、抑制血小板凝集，激活血管内皮细胞释放前列

环素 I2，改善外周循环中的 TXA2/PGI2平衡失调。由此可见，

丹红注射液具有抗凝、抗栓、减轻水钠潴留等多重功用，达到

改善血液流变学，改善肺部微循环，降低肺部血液循环阻力，

减轻肺动脉压力和右心室压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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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慢性冠脉病患者采用黄蛭口服液联合阿司匹林治疗的临床效果及药物安全性。方法：研究对象选取笔

者所在医院 2014 年 10 月—2015 年 12 月收治的 80 例慢性冠脉病患者，将入选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40 例）与对照组（40 例），

对照组患者给予阿司匹林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黄蛭口服液治疗，对两组患者临床疗效进行分析比较。结果：经治

疗 2 个疗程后，两组患者临床症状改善总有效率比较，观察组（92.5%）明显优于对照组（67.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两组患者 ST 段压低持续时间及压低次数较治疗前均有明显改善，观察组效果更为显著，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且治疗期间两组患者经心电图复查未发现明显异常现象，且未出现过敏反应及肝、肾、肠胃等不良反应。结论：对慢性冠脉病患

者采取黄蛭口服液联合阿司匹林治疗临床疗效显著，可以有效改善患者临床症状，且药物安全性高，无药物不良反应，可作为临

床治疗慢性冠脉病的首选药物之一。 

【关键词】冠心病；黄蛭口服液；阿司匹林；临床疗效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and drug safety of Huangzhi oral liquid combined with aspirin in 

treating chronic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Methods: 80 patients with chronic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14 to December 2015,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40 cases) and the control 

group (40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aspirin treatment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Huangzhi oral liquid combined with 

aspirin,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After two courses of treatment, the clinical 

symptoms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relieved,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92.5%)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67.5%),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ST segment lasting time and lower frequency of patients 

in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fter treatment, the effect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more significan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During treatment, there was no obvious anomalies in ECG reexamination, no allergic 

reaction or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liver, kidney, intestines and stomach. Conclusion: Huangzhi oral liquid combined with aspirin had 

significant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in treating chronic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it could relieve the patients’ clinical symptoms effectively and 

was of high safety, there was no adverse drug reactions, therefore, it could be used as one of the preferred drug in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chronic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Keywords】Coronary heart disease; Huangzhi oral liquid; Aspirin;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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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上升，在各种不良生活习惯

等因素影响下，导致心血管疾病的临床发病率呈明显的上升趋

势，尤其是冠心病已经成为威胁人类生命安全的常见疾病[1]。

目前，冠心病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公共卫生问题，对人类的健

康带来严重威胁。冠心病根据发病特点和治疗原则分为慢性冠

脉病及急性冠脉综合征两类。前者临床上治疗主要选用阿司匹

林，但是单用临床疗效欠佳且可能会出现抵抗现象，从而影响

临床治疗及预后效果[2]。本院长期以来致力于研究黄蛭口服液

联合阿司匹林用药方案在慢性冠脉病治疗中的应用效果，取得

了显著效果，现将研究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选取笔者所在医院 2014 年 10 月—2015 年 12 月

收治的 80 例慢性冠脉病患者，所有患者均符合 WHO（世界卫

生组织）关于冠心病—慢性冠脉病的相关诊断标准。将所有入

选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40 例）与对照组（40 例），观察组中

男性 23 例，女性 17 例；年龄 47～76 岁，平均年龄（61.5±2.6）

岁；病程 0.5～12 年，平均病程（6.4±1.2）年；其中，稳定型

心绞痛 18 例，缺血性心肌病 15 例，隐匿性冠心病 7 例。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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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中，男性 21 例，女性 19 例；年龄 45～74 岁，平均年龄（60.2

±1.4）岁；病程 0.5～10 年，平均病程（5.5±1.6）年；其中，

稳定型心绞痛 16 例，缺血性心肌病 13 例，隐匿性冠心病 11

例。两组患者在一般资料比较方面均无明显差异（P＞0.05），

符合临床对照研究条件。 

1.2 诊断与排除标准 

1.2.1 诊断标准 

临床诊断标准参照《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诊断标

准》（201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制定。所有患者均符合

以下标准：①经临床、心电图及冠脉 CT 或冠脉造影检查确诊

为冠心病；②心绞痛病程在 1 个月以上；③入院 1 周内未服用

抗凝和抗血小板药物；④心电图出现 ST 段水平或下垂型下移

≥0.05 mV。 

1.2.2 排除标准 

①排除有呼吸道或肺部疾病者；②排除存在严重肝肾脏损

害、血液系统疾病及恶性肿瘤等疾病者；③排除有认知障碍及

精神异常者；④排除服用其他治疗冠心病药物患者；⑤排除拒

绝本方案治疗或对药物过敏者。 

1.3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入院后均给予常规治疗，包括他汀类药物、降压

及扩冠等治疗。对照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阿司匹林肠溶

片（生产单位：桂林南药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H45021385）

治疗，口服使用，100 mg/次，1 次/ d。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的

基础上给予黄蛭口服液（生产单位：中山市中医院，粤药制字

Z20071006）治疗。其中，阿司匹林服用方法与对照组相同，

黄蛭口服液 10 mL/次，3 次/ d。30 d 为 1 个疗程，两组患者均

连续治疗 2 个疗程后比较临床疗效。 

1.4 临床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压、心律失常、胸闷及心绞痛的

发作频率，心电图 ST 变化及治疗期间出现的药物不良反应。 

1.5 临床疗效判定标准 

临床判断标准参照《慢性稳定性心绞痛诊断与治疗指南》

相关标准，将临床疗效分为三个层次，即：显效：患者经治疗

2 个疗程后，血压、心律失常及胸闷等临床症状明显缓解或消

失，每周心绞痛发作次数≤1 次，心电图完全恢复正常。有效：

患者经治疗 2 个疗程后，血压、心律失常及胸闷等临床症状减

轻，每周心绞痛发作次数 2～4 次，与治疗前相比心电图 ST 段

压低＜0.05。无效：患者经治疗 2 个疗程后，血压、心律失常

及胸闷等临床症状无明显改善，心绞痛发作次数无明显变化或

加重，心电图无变化。 

1.6 统计学方法 

本文研究中所有观察数据均录入 Excel 数据库并采取

SPSS17.0 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分析，所有计量治疗均采取

（ ）表示，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取 x2检验； 

P＜0.05，组间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症状疗效比较 

两组患者经治疗 2 个疗程后临床症状改善总有效率比较，

观察组 37 例（92.5%）明显优于对照组 27 例（67.5%），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临床症状疗效比较  [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 40 21（52.5） 16（40.0） 3（7.5） 37（92.5）*

对照组 40 12（30.0） 15（37.5） 13（32.5） 27（67.5）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 

2.2 两组患者心电图 ST 段变化比较 

经治疗 2 个疗程后，两组患者 ST 段压低持续时间及压低

次数较治疗前均有明显改善，观察组效果更为显著，两组比较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2。 

表 2  两组治疗前后心电图 ST 段变化比较  （ ） 

ST 段压低持续时间 ST 段压低次数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254±30.5 54±10.2** 104±5.0 82±7.5** 

对照组 247±29.3 114±12.6* 104±6.2 55±8.1* 

注：与治疗前相比，*P＜0.05；与对照组相比，**P＜0.05 

2.3 不良反应 

两组患者治疗过程中，均每隔 1 d 行心电图检查，所有患

者均未发现明显异常现象，且未出现对肝、肾等的不良反应，

也未出现恶心、反酸、肠胃不适等药物不良反应及过敏反应。 

3   讨  论 

临床研究文献证实，慢性冠脉病的病理学原理是动脉粥样

硬化导致冠脉管腔变窄或分支闭塞，同时在血小板聚集、冠状

动脉痉挛、斑块内出血等多因素影响下，进一步加重冠状动脉

血流并引发心肌缺血、缺氧， 终导致出现临床症状。相关研

究学者认为，冠心病患者的心绞痛稳定程度与血小板活化存在

密切关联性[3]。研究证实冠心病的病理基础是血小板聚集，而

阿司匹林则具有显著的抗血小板聚集作用机制，对血小板环氧

化酶乙酞化产生不可逆转的作用，且可以明显减少四烯酸代谢

物前列腺素 H、血栓烷 A2（TXA2），以此来起到阻断血小板

聚集及预防血栓形成作用，从而显著降低心绞痛症状发作次

数、程度。有研究证实，虽阿司匹林对缓解冠心病症状有着较

好的效果，但长期服用阿司匹林会导致患者体内产生耐药性，

从而很大程度上减弱了阿司匹林的临床效果，难以缓解冠心病

临床症状。相关临床研究[4]表明，若患者服用阿司匹林出现抵

抗现象，则会导致患者预后较严重。因此，临床 始寻找其他

可以取代阿司匹林的治疗方案。对冠心病患者单独给予阿司匹

林治疗，不能有效减少或缓解患者心律失常、心绞痛等临床症

状，而这一研究结果与本文研究基本保持一致，故治疗冠心病

患者宜采取联合用药。 

中医学中对于慢性冠脉病的病名尚无明显记载，但根据其

临床症状可归属于“心痛”“胸痹”范畴，而从病理机制角度

来讲，其主要是因为气血不通、心络 滞而 阻、络虚不荣等

而致，古书记载其具有本虚、标实特点，属于虚实夹杂类型，

因此，按照中医辨证医学观点应给予养血滋阴、温阳补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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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益气养阴、活血化 等治疗思路[5]。 

黄蛭口服液主要以水蛭破血逐 ，辅以大黄、牛蒡子行

血，破积滞，疏散消结。诸药合用，共奏活血祛 、消浊散结

之功。临床研究表明[6]，水蛭含有多种活性物质，是目前较强

的凝血酶抑制剂，能抑制凝血酶同血小板的结合，产生极强的

抗凝血作用；而且水蛭唾液含有抗炎物质和透明质酸酶，有助

于缓解炎性改变，扩张小动脉，降低外周阻力，减少血小板聚

集。大黄能抑制胰脂酶活性，配合牛蒡子抑制血小板黏附作用，

通过不同途径使血栓素（TXA）的生成减少而降低血黏度。此

外，黄蛭口服液能降低血浆胆固醇及三酰甘油，升高血浆高密

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水平[7]，具有消脂化痰、活血化 、

改善循环障碍、降低血液黏稠度、扩张血管及解除红细胞聚集

等作用，使外周阻力减少，血流动力学恢复平衡，从而使心肌

肥厚得以逆转。因此，临床对冠心病患者选择采用黄蛭口服液

联合阿司匹林治疗是以科学合理的医学理论作为依据，具有现

实可行性。 

本研究中对慢性冠脉病患者采取黄蛭口服液联合阿司匹

林治疗，可有效阻止动脉粥样斑块和血栓的形成，使心肌供血

量增加，从而有效缓解心绞痛症状，又避免阿司匹林抵抗等现

象的发生。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采取黄蛭口服液联合阿

司匹林治疗后临床症状改善总有效率（92.5%）明显优于仅给

予阿司匹林治疗的对照组（67.5%），两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两组患者 ST 段压低持续时间及压低次数较治

疗前均有明显改善，观察组效果更为显著，两组比较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且用药期间对两组患者行心电图检查

均未发现明显异常现象，也未出现药物过敏及对肝、肾、肠胃

等的不良反应。由此可见，对冠心病患者采取黄蛭口服液联合

阿司匹林治疗具有确切的疗效。 

综上所述，给予冠心病患者黄蛭口服液联合阿司匹林治疗

临床疗效显著，药物安全性高，无药物不良反应，具有较高的

临床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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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高血压伴阵发性房颤患者的心脏超声临床特点。方法：选取我院 2014 年 4 月—2016 年 1 月收治的 88

例高血压伴阵发性房颤患者，作为研究组；选择同期 88 例单纯高血压疾病患者作为对比组。两组患者均给予飞利浦 IE33 超声仪

进行心脏超声检查，观察指标：患者左房内径、左室舒张末期内径、舒张早期心室快速充盈峰值速度/舒张晚期心房收缩峰值速度

（E/A 比值）、室间隔/左室后壁的差异。结果：研究组左房内径为（44.89±3.13）mm，明显比对比组（32.81±2.31）mm 高，t

检验统计学差异显著（t=12.824，P＜0.01）；研究组左室舒张末期内径为（43.82±12.42）mm，跟对比组（41.23±12.12）mm 比

较，t 检验统计学差异不显著（t=0.342，P＞0.05）；研究组 E/A 比值为（0.82±0.21），明显比对比组（0.61±0.12）高，t 检验统

计学差异显著（t=5.924，P＜0.01）；研究组室间隔/左室后壁为（1.12±0.13），跟对比组（1.09±0.12）比较，t 检验统计学差异不

显著（t=0.241，P＞0.05）。结论：高血压伴阵发性房颤患者的心脏超声临床特点为左房内径明显增大，E/A 比值增大，说明高血

压伴阵发性房颤跟左心房扩大有密切关系，可因血压升高而导致心脏结构发生变化，引起形态学重构。 

【关键词】高血压伴阵发性房颤患者；心脏超声；临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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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features of cardiac ultrasound in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and paroxysmal atrial 

fibrillation. Methods: Experimental objects: 88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and paroxysmal atrial fibrillation,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April 2014 to January 2016,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group; 88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during the same period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patients in both groups received cardiac ultrasound by using PHILPS IE33 ultrasonic instrument. Observation indexes: the 

difference of the patients’ left atrial diameter, left ventricular end diastolic diameter, peak velocity of early diastolic ventricular filling/ late 

diastolic peak atrial systolic velocity (E/A ratio) and interventricular septum/posterior left ventricle. Results: The left atrial diameter of the 

research group was (44.89±3.13) mm,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32.81±2.31) mm,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by t test (t=12.824, P＜0.01). The left ventricular end diastolic diameter of the research group was (43.82±12.42) 

mm, and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41.23±12.12) mm,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insignificant by t test (t=0.342, P＞0.05). The 

E/A ratio of the research group was (0.82±0.21),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0.61±0.12,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by t test (t=5.924, P＜0.01). The interventricular septum/posterior left ventricle of the research group was (1.12

±0.13), and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1.09±0.12),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insignificant by t test (t=0.241, P＞0.05).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features of cardiac ultrasound in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and paroxysmal atrial fibrillation included the 

significant increasing of the patients’ left atrial diameter and the E/A ratio, which indicated that the hypertension and paroxysmal atrial 

fibrillation was closely related to left atrial dilatation, the increasing blood pressure could lead to cardiac structure changes and cause 

morphological reconstruction. 

【Keywords】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and paroxysmal atrial fibrillation; Cardiac ultrasound; Clinical feature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8.020 

 

高血压为临床常见疾病，可诱发多种并发症，导致患者心

脏结构发生改变，阵发性房颤为高血压常见并发症，对患者生

命安全和生存质量造成严重影响。近年来，随着高血压发病率

的提高，高血压伴阵发性房颤发病率也逐年升高，应引起临床

重视。目前，随着心脏超声在临床上应用的不断推广，其在高

血压伴阵发性房颤检查中也得以广泛应用[1,2]。本研究对高血压

伴阵发性房颤患者的心脏超声临床特点进行分析，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4 年 4 月—2016 年 1 月收治的 88 例高血压

伴阵发性房颤患者，作为研究组；选择同期 98 例单纯高血压

疾病患者作为对比组。 

88 例研究组患者中：患者中男性 48 例，女性 40 例；年龄

39～76 岁，平均年龄（56.34±8.21）岁。高血压病程 2～13

年，平均病程（6.67±1.32）年；体重 43～82 kg，平均体重（63.56

±1.29）kg。 

98 例对比组患者中：患者中男性 47 例，女性 41 例；年龄

40～75 岁，年龄平均值（56.89±2.13）岁。高血压病程 2～13

年，平均病程（6.82±1.28）年；体重 42～83 kg，平均体重（63.46

±1.31）kg。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 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

比性。 

1.2 研究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飞利浦 IE33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进行

心脏超声检查，采用连续性 M 型扫描，设置频率为 2.5 MHz，

对患者左房内径、左室舒张末期内径、舒张早期心室快速充盈

峰值速度/舒张晚期心房收缩峰值速度（E/A 比值）、室间隔/左

室后壁进行检查。 

1.3 观察指标 

患者左房内径、左室舒张末期内径、舒张早期心室快速充

盈峰值速度/舒张晚期心房收缩峰值速度（E/A 比值）、室间隔/

左室后壁的差异。 

1.4 统计学处理方法 

高血压伴阵发性房颤患者研究数据统计软件为 SPSS21.0

软件；左房内径、左室舒张末期内径、E/A 比值、室间隔/左室

后壁均统一以（ ）表示，计量资料行 t 检验。衡量高血压

伴阵发性房颤患者治疗结果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标准：P

＜0.05。 

2   结  果 

    研究组左房内径为（44.89±3.13）mm，明显比对比组（32.81

±2.31）mm 高，t 检验统计学差异显著（t=12.824，P＜0.01）；

研究组左室舒张末期内径为（43.82±12.42）mm，跟对比组

（41.23±12.12）mm 比较，t 检验统计学差异不显著（t=0.342，

P＞0.05）；研究组 E/A 比值为（0.82±0.21），明显比对比组（0.61

±0.12）高，t 检验统计学差异显著（t=5.924，P＜0.01）；研究

组室间隔/左室后壁为（1.12±0.13），跟对比组（1.09±0.12）

比较，t 检验统计学差异不显著（t=0.241，P＞0.05）。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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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左房内径、左室舒张末期内径、E/A 比值、室间隔/左室后壁比较  （ ） 

组别 左房内径（mm） 左室舒张末期内径（mm） E/A 比值 室间隔/左室后壁 

对比组 32.81±2.31 41.23±12.12 0.61±0.12 1.09±0.12 

研究组 44.89±3.13 43.82±12.42 0.82±0.21 1.12±0.13 

t 12.824 0.342 5.924 0.241 

P 0.000 0.5673 0.000 0.372 

3   讨  论  

高血压伴阵发性房颤在临床上多发，且发病率逐年升

高，发病率跟年龄有密切关系，一般在 60 岁以上发病率可达

到 3%，而 85 岁以上发病率可达到 10%[3]。阵发性房颤患者

主要表现为心房振动频率、心跳频率显著升高，有研究显示，

阵发性房颤患者心跳频率可达 150 次/ min，心房振动频率可

达 500 次/ min，可对患者心房收缩功能造成严重损伤，甚至

威胁患者生命安全[4]。 

研究显示[5]，高血压患者伴阵发性房颤的概率明显比正常

人高，这可能跟高血压患者长期血压高水平导致的心脏形态学

或生理学改变关系密切，高血压为长病程慢性难治性疾病，且

容易反复发作，若体循环动脉压长时间处于高水平，可能导致

左心室壁厚度增加；若患者舒张功能下降，可导致左心房容量

负荷一定程度增加，使得左房出现形态学和生理学改变[6]。 

本研究中，比较高血压伴阵发性房颤患者和单纯高血压疾

病患者心脏超声检查特点，结果显示，研究组左房内径为（44.89

±3.13）mm，明显比对比组（32.81±2.31）mm 高，说明高血

压伴阵发性房颤跟左心房扩大关系密切。左心房扩大后，可导

致心房活动出现异常，心房活动受限，肌细胞不定期收缩，心

房传导延缓，空间弥散程度发生变化，且出现折返现象，导致

心房颤动发生[7]。 

研究组 E/A 比值为（0.82±0.21），明显比对比组（0.61

±0.12）高，说明高血压伴阵发性房颤患者不仅可因血压升高

而导致心脏结构发生变化，还可引起形态学重构，这主要是因

为高血压患者多伴随局部或全身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

系统激活现象，可一定程度上促进心肌间质胶原生成，促进心

肌纤维化，从而使得心脏形态出现重构，也可导致血液动力学

发生一定的改变[8]，不利于患者的身体健康。而左室舒张末期

内径、室间隔/左室后壁差异不大，说明高血压伴阵发性房颤与

左心室关系不大[9]。 

综上所述，高血压伴阵发性房颤患者的心脏超声临床特点

为左房内径明显增大，E/A 比值增大，说明高血压伴阵发性房

颤与左心房扩大有密切关系，可因血压升高而导致心脏结构发 

 

 

生变化，引起形态学重构。因而，在临床工作中应注意加强对

高血压患者心脏超声结果的重视，若发现左房内径有明显升高

趋势，需引起高度重视，及时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以延迟或

规避阵发性房颤发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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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综合疗法治疗中风后遗症 74 例临床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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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中医综合疗法对中风后遗症的治疗效果。方法：随机将 148 例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分成治疗组和对照组，

每组 74 例。治疗组使用中医综合疗法进行治疗，对照组使用西医常规方案进行治疗，分析比较两组治疗后的疗效。结果：①治疗

组的总有效率为 94.6%，对照组的总有效率为 68.9%，两组相比，治疗组的总有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

（P＜0.05）。②在改善神经功能缺损方面，治疗组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③在改善日常生活活动能

力方面，治疗组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中医综合疗法在治疗中风后遗症方面具有较为优越的临床

疗效，值得进一步临床推广使用。 

【关键词】中医综合疗法；中风后遗症；临床疗效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prehensive therapy on stroke sequelae . Method: 

148 cases of stroke sequelae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ith 74 cases in each group. TCM 

treatment group was treated using combination therapy for treatment and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using conventional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plan, the efficacy of the two groups were analyzed after treatment. Result: ①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94.6% and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68.9%. Comparison of  total efficiency between the groups showed that effective rate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and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P <0.05). ②Neurological deficit improvement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two group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③Improvement in the daily 

living activities was better in the treatment group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two group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0.05). Conclusion: 

TCM comprehensive therapy has more superior clinical efficacy in the treatment of stroke sequelae, so it is worthy of further clinical use. 

【Keywords】TCM comprehensive therapy; Stroke sequelae; Clinical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8.021 
 

中风是以猝然昏仆，不省人事，半身不遂，口眼㖞斜，言

语不利为主症的病症。现代医学的脑出血、脑梗死、蛛网膜下

腔出血等病属于本病的范畴。因其发病急骤，变化迅速，病情

危重，故又称为“卒中”，是中老年人常见的一种病症。随着

现代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中风急性期经积极抢救，病死率明

显下降，但后遗症期的致残率则居高不下，常有半身不遂，口

眼㖞斜，言语艰涩甚至失语等症。因此，对于中风后遗症的治

疗仍是目前国际难题。笔者采用中医综合疗法对我科室 74 例

中风后遗症患者进行治疗，疗效颇佳，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所有病人均来自 2012 年 1 月—2013 年 1 月于我科室住院

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148 例中风后遗症的患者随机分

成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74 例。治疗组男性 47 例，女性 27

例，平均年龄（62.34±6.37）岁，平均病程（7.83±1.42）月，

左侧偏瘫者 39 例，右侧偏瘫者 35 例；缺血性中风 48 例，出

血性中风 26 例。对照组男性 43 例，女性 31 例，平均年龄（63.19

±6.78）岁，平均病程（7.92±1.57）个月，左侧偏瘫者 43 例，

右侧偏瘫者 31 例；缺血性中风 52 例，出血性中风 22 例。两

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病性、病位方面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具有可比性（P＞0.05）。 

1.2 诊断标准 

中医诊断标准参照《中风病诊断与疗效评定标准》[1]，西

医诊断标准参照《各类脑血管病诊断要点》[2]。 

1.3 纳入标准 

①中医证候符合风痰 阻证：半身不遂，口舌㖞斜，言语

艰涩或不语，感觉减退或消失，头晕目眩，痰多而黏，舌质暗

淡，舌苔薄白或白腻，脉弦滑。②西医诊断结合颅脑 CT 或

MRI影像学检查符合脑梗死或脑出血诊断。③发病 6个月以上，

生命体征平稳，神志清楚，能坚持配合治疗。④签署知情同意

书。⑤排除：合并有肝、肾、造血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等严重原

发病疾病，精神病患者；对本治疗方案所用药物过敏或惧怕针

刺。 

1.4 方法 

1.4.1 治疗方法  

治疗组采用中医综合疗法，即中药汤剂配合体针、头针及

中药熏洗。①中药汤剂方用化痰通络汤（半夏 12 g，陈皮 15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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茯苓 15 g，生白术 25 g，枳实 12 g，天麻 12 g，胆南星 6 g，

丹参 15 g，天竺黄 12 g，大黄 6 g，僵蚕 15 g，川牛膝 18 g，

甘草 6 g）。1 剂/ d，早晚煎煮，200 mL/次。②体针治疗选穴：

内关、水沟、三阴交、极泉、委中、尺泽、丰隆、合谷。其中

内关用捻转泻法；水沟用雀啄法，达到眼球湿润为佳；三阴交

用提插补法；针刺极泉时，避 腋下动脉，直刺进针，用提插

补泻法，以患者上肢有麻胀和抽动感为度；尺泽、委中直刺，

用提插补泻法，以肢体有抽动感为宜；丰隆、合谷用提插泄法。

以上穴位留针 30 min，每 5 min 行针 1 次，1 次/ d。③头针治

疗选用颞前斜线、顶旁 1 线、顶旁 2 线。使用毫针平刺入头皮

下，当针尖到达帽状腱膜下层，指下感到阻力减小，且有吸针

感时，快速捻转 2～3 min，每次留针 30 min，每 10 min 捻转 1

次，1 次/ d。④中药熏洗：方用我科室自拟瘫痹痿浴洗液（生

川乌 9 g，生草乌 9 g，防风 10 g，桂枝 8 g，花椒 6 g，红花 15 

g，黄芪 30 g，透骨草 30 g，伸筋草 30 g，威灵仙 10 g，当归

15 g），用文火煎煮 30 min，取药液 1.5 L，再加水至 3 L，盛入

桶中，待水温适合后熏洗患者偏瘫侧肢体，在熏洗的过程中可

轻轻拍打患肢以促进血液循行，并用毛巾覆盖患肢以保温。30 

min/次，1 次/ d。 

对照组使用血塞通注射液（昆明兴中制药有限责任公司生

产、批号 20111116）400 mg＋生理盐水 250 mL 静脉滴注，1

次/ d；奥扎格雷钠氯化钠注射液（青海心源药业公司生产、批

号：20111202）80 mg 静脉滴注，2 次/ d；吡拉西坦氯化钠（山

东高威药业生产、批号：H20111028）注射液 20 g 静脉滴注，

1 次/ d。两组均以 10 d 为 1 个疗程，共观察 3 个疗程。 

1.4.2 观察指标   

治疗前后统计《中风病诊断与疗效评定标准》的病类诊断

标准积分及改良的 Barthel 指数[4]积分，并根据 1995 年我国第

四次脑血管病学术会议通过的卒中患者临床神经功能缺损评

分标准[3] 统计治疗前后神经功能缺损积分。 

1.4.3 疗效评价标准  

观察疗程结束后，根据《中风病诊断与疗效评定标准》的

病类诊断标准积分的治疗前后减分率以综合评价临床有效率；

根据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治疗前后减分率评定患者神经功能改

善情况；根据改良的 Barthel 指数[4]评分治疗前后减分率以评定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改善情况。 

1.4.4 统计方法 

应用 SPSS15.0 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数据以（ ）表示。 

2   结  果 

2.1 两组在总体疗效方面的比较，见表 1。 

表 1  两组总体疗效的比较  [n（%）] 

组别 n 基本恢复 显著进步 进步 稍进步 无变化 恶化 总有效 

治疗组 74 5（6.8） 31（41.9） 24（32.4） 10（13.5） 4（5.4） 0（0.0） 70（94.6）* 

对照组 74 2（2.7） 9（12.2） 19（25.7） 21（28.3） 20（27.0） 3（4.1） 51（68.9） 

由表1可知，治疗组在疗程结束后的治疗总有效率为94.6%

（70例），对照组在疗程结束后的治疗总有效率为68.9%（51例）。

经 Ridit 分析，治疗组和对照组总体疗效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差

异（P＜0.05），说明治疗组总体疗效优于对照组。 

2.2 两组在神经功能缺损改善方面的比较，见表 2。 

表 2  两组神经功能缺损改善的比较  （ ）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74 22.19±7.85 10.37±3.16* 

对照组 74 21.85±8.06 16.74±6.07 

由表 2 可知，两组分别组内进行比较，经 t 检验，两组患

者的神经功能缺损积分治疗前后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说明两组在治疗后神经功能缺损积分均较前降低。两

组治疗前进行比较，经 t 检验，两组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积分

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后进行比较，经 t 检

验，两组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积分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说明治疗组改善神经功能缺损的疗效优于对照组。 

2.3 两组在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方面的比较，见表 3。 

表 3  两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比较  （ ）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74 43.64±16.87 89.25±16.83* 

对照组 74 48.62±18.64 67.78±14.69 

由表 3 可知，两组分别组内进行比较，经 t 检验，两组患

者的改良的 Barthel 指数积分治疗前后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说明两组在治疗后改良的 Barthel 指数积分均较

前降低。两治疗前进行比较，经 t 检验，两组患者的改良的

Barthel 指数积分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照治疗后进

行比较，经 t 检验，两组患者的改良的 Barthel 指数积分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说明治疗组在改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

疗效优于对照组。 

3   讨  论 

中风位于中医四大难症之首，好发于中老年人，常会造成

半身不遂、口眼㖞斜等后遗症，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祖国医学认为中风后遗症气血功能失调，血脉运行不畅，脉络

阻，以致肢体痿废不用、口㖞或不语。《灵枢•刺节真邪》云：

“虚邪偏客于身半，其入深，内居营卫，营卫稍衰则真气去，

邪气独留，发为偏枯。” 

我科室所用的化痰通络汤具有熄风化痰、活血通络的作

用，其组成为：半夏、陈皮、茯苓、生白术、枳实、天麻、胆

南星、丹参、天竺黄、大黄、僵蚕、川牛膝、甘草。方中半夏、

陈皮、茯苓、枳实、胆南星、天竺黄化痰息风，川牛膝、丹参、

天麻、僵蚕活血通络，大黄逐 通经，生白术、甘草健脾益气

增强运化能力，增强去除痰湿之功。诸药合用，标本兼顾，风

息痰化， 血消散，经络疏通。 

针刺疗法具有疏通经络、调整阴阳、扶正祛邪的作用。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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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经络是针刺的 基本 直接的作用，调整阴阳则是针刺的

终目的。通过针刺可以使阴阳恢复平衡，气血正常运行。本体

针疗法以石学敏的“醒脑 窍”针法为基础进行选穴，该针法

是石学敏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基于卒中“神窍匿闭”病机说

和“启闭 窍”针刺法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针刺方法。其包括

醒神与调神两个概念，意在 启匿闭之神气，恢复脏腑气血之

功能，行针、施术以“泻”为主。其临床总有效率一般在 90%

以上[5,6]。因此，针刺疗法治疗中风后遗症的临床疗效一直都被

医学界认可。有大量的实验和研究也表明，针刺能够促进血管

扩张，有效地改善患者血液的黏、聚状态，加速血流运行，降

低血细胞的聚集，改善脑血管与肢体的微循环，提高脑的血氧

供应，推进新陈代谢，激活细胞，加速神经元的修复。中医认

为，头为诸阳之会、精明之府。头针是大脑皮层的功能定位在

头皮的投影，并在头皮相应刺激区进行针刺治疗，具有调整阴

阳、运行气血、 窍醒神的作用。因其可直接作用大脑病损区

域，可刺激大脑皮层神经细胞的兴奋性，改善缺血局部的神经

元的低氧超极化状态，使神经功能得以恢复，调节经络，使壅

塞的经气流通。有现代研究表明，采用头针联合体针的方法，

能使血液流变学的多项指标得到有效改善，有效地改善脑细胞

的营养状态，提高大脑皮质功能，促进脑功能的改善，进而使

患肢的运动功能得以逐渐恢复[7]。 

中药熏洗治疗可根据不同病症选用不同的处方用药，对于

中风后遗症的治疗，多选用舒筋通络、活血化 之品。中药熏

洗可以调节经络，调畅精神，使患者身心舒畅，从生理到心理

趋于协调平衡。中药熏洗时，通过药液的温度，使中药离子可

通过皮肤吸收，进入血液循环中，使毛细血管扩张，促进血液

循环及新陈代谢，降低血液黏稠度。因直接作用患肢，可增强

患肢局部的肌肉组织的血行，加快肢体的功能恢复。 

中医综合疗法在治疗中风后遗症方面具有良好的临床疗

效，能后明显的改善患者神经功能缺损状况，提高患者日常生

活活动能力，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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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拟方辅助康复功能锻炼治疗 
卒中后肩手综合征疗效观察 
Clinical effects observation of self-made prescription assisted with 

rehabilitation exercise in treating shoulder-hand syndrome after str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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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自拟方辅助康复功能锻炼治疗卒中后肩手综合征临床效果。方法：研究对象选取我院 2013 年 5 月—

2015 年 5 月收治卒中后肩手综合征患者 110 例，以随机抽签法分为对照组（55 例）和治疗组（55 例），分别采用康复锻炼单用治

疗和在此基础上加用自拟方辅助治疗；比较两组患者近期疗效，治疗前后 NRS 评分和 Fugl-Meyer 评分等。结果：治疗组患者近

期疗效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患者治疗后 NRS 评分和 Fugl-Meyer 评分均显著优于对照组、治

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自拟方辅助康复功能锻炼治疗卒中后肩手综合征可显著改善症状体征，降低疼痛程

度，并有助于加快肢体运动功能恢复进程。 

【关键词】中医；康复锻炼；卒中；肩手综合征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self-made prescription assisted with rehabilitation exercise in treating 

shoulder-hand syndrome after stroke. Methods: 110 patients with shoulder-hand syndrome after strok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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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to May 2015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55 patients) received rehabilitation exercise 

while the treatment group (55 patients) received self-made prescription assisted with rehabilitation exercise; and the clinical effects for 

short-term, NRS scores and Fugl-Meyer score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of both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clinical effects for 

short-term of treat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NRS scores and Fugl-Meyer scores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at before treatment,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Self-made prescription assisted with rehabilitation 

exercise coul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clinical symptoms and signs in treating shoulder-hand syndrome after stroke, it could reduce the 

pain degree and help to accelerate the recovery process of limb motor function. 

【Keywords】TCM; Rehabilitation exercise; Stroke; Shoulder-hand syndrom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8.022 

 

本次研究以我院 2013 年 5 月—2015 年 5 月收治卒中后肩

手综合征患者 110 例作为研究对象，分别采用康复锻炼单用治

疗和在此基础上加用自拟方辅助治疗；比较两组患者近期疗

效，治疗前后 NRS 评分和 Fugl-Meyer 评分等，探讨自拟方辅

助康复功能锻炼治疗卒中后肩手综合征临床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 2013 年 5 月—2015 年 5 月收治卒中后肩手综合

征患者 110 例，均符合《各类脑血管疾病诊断要点》西医和《中

医内科学》中医诊断标准[1,2]，同时排除合并梗死后急性并发症、

既往功能损伤及意识障碍者。入选患者以随机抽签法分为对照

组和治疗组，每组 55 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发病至就诊

时间及卒中类型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包括肢体科学摆放、关节角度维持及短波

刺激在内康复锻炼单用治疗；治疗组患者则在此基础上加用自

拟方辅助治疗，方剂组分包括黄芪 30 g，赤芍 20 g，桔梗 20 g，

地龙 20 g，熟地黄 20 g，僵蚕 10 g，1 剂加水 400 mL 煎至 150 

mL，每天分 3 次口服；两组患者均以 4 周为 1 个疗程，共行 2

个疗程。 

1.3 观察指标[2] 

①采用 Fugl-Meyer 评分进行肢体运动功能恢复评价；②

采用 NRS 评分进行疼痛程度评价采集。 

1.4 疗效评价标准[3] 

①显效：症状体征明显改善，关节活动度恢复正常，且未

见手部肌肉萎缩；②有效：症状体征有所改善，关节活动度轻

度受限，且手部肌肉部分萎缩；③无效：症状体征未见改善或

加重，关节活动度受限和手部肌肉萎缩明显。 

1.5 统计学处理 

数据分析软件分别选择 Epidata3.10 和 SPSS20.0 软件；统

计学方法采用 t 检验和 x2检验；检验水准为 α=0.05。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近期疗效比较 

治疗组患者近期疗效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近期疗效比较  （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55 14 30 11 80.0 

治疗组 55 25 27 3 94.6※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NRS 评分和 Fugl-Meyer 评分比较 

治疗组患者治疗后 NRS 评分和 Fugl-Meyer 评分均显著优

于对照组、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NRS 评分和 Fugl-Meyer 评分比较  [（ ），分] 

Fugl-Meyer 评分 NRS 评分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55 32.72±5.26 40.50±7.11△ 7.62±1.85 6.33±1.07△ 

治疗组 55 32.65±5.23 54.32±9.38△※ 7.70±1.89 3.62±0.70△※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与治疗前比较，
△P＜0.05 

3   讨  论 

肩手综合征是卒中后常见并发症类型之一，传统西医治疗

以康复功能锻炼为主，但近远期疗效欠佳，无法满足临床需要[4]。

祖国传统医学认为卒中后肩手综合征属“痹证”范畴，风痰阻

络痹脉与外邪侵络伤腑合之所致经络不通，气血失畅为病机所

在[5,6]；故中医治疗卒中肩手综合征应将通络祛痰，益气活血为

主；本次研究所用自拟方组分中黄芪为君药；地龙、桔梗为臣

药，而熟地黄、赤芍及僵蚕则为佐使；其中黄芪补中行血；赤

芍活血化 ；桔梗化痰宣肺；地龙行血通络；熟地黄滋阴益气；

而僵蚕则解痉安神，诸药合用可共奏调气血、通经络及化痰

之效[7,8]。 

本次研究结果中，治疗组患者近期疗效和治疗后 NRS 评

分均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中

药方剂辅助康复功能锻炼治疗卒中后肩手综合征在促进水肿、

疼痛等临床症状消除和关节活动度恢复方面优势明显；而治疗

组患者治疗后 Fugl-Meyer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治疗前，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则证实自拟方辅助康复功能锻炼治

疗卒中后肩手综合征有助于改善肩手功能恢复情况，提高生活

自理能力。 

综上所述，自拟方辅助康复功能锻炼治疗卒中后肩手综合

征可显著改善症状体征，降低疼痛程度，并有助于加快肢体运

动功能恢复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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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分析脑梗死早期中医综合康复疗法的临床效果。方法：选择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 月在我院进行治

疗的 80 例脑梗死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40 例，对照组进行常规康复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联

合早期中医综合康复疗法治疗，对比两组疗效。结果：观察组患者的 NIHSS 评分、ADL 评分情况均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早期中医综合康复疗法能够有效改善脑梗死患者的神经功能，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具有临床推广

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脑梗死；早期中医综合康复疗法；临床效果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earl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prehensive rehabilitation therapy in 

treating cerebral infarction. Methods: 80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who we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4 to January 

2015,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ith 4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rehabilitation therapy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earl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prehensive rehabilitation therapy based on the routine rehabilitation therapy, the curative effects of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DNS scores and ADL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Early comprehensive rehabilitation therap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ul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neurological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it could improve the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and it had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Keywords】cerebral infarction; Earl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prehensive rehabilitation therapy; Clinical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8.023 

 

随着我国医疗科技的进一步发展，脑梗死的致残率成功降

低，但仍然存在较高的致残率，危害患者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

量，本次研究选择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 月在我院进行治疗

的 80 例脑梗死患者为研究对象，观察分析脑梗死早期中医综

合康复疗法的临床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 月在我院进行治疗的 80 例

脑梗死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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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例，观察组男性 19 例，女性 21 例；年龄 45～80 岁，平均

年龄（65.8±2.5）岁；病程 5 h～30 d，平均病程（18.5±2.7）

d；对照组男性 20 例，女性 20 例，年龄 46～80 岁，平均年龄

（66.5±2.7）岁，病程 7 h～30 d，平均病程（19.2±2.9）d。

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对比，P＞0.05，差异不具

有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1.2 研究方法 

对照组进行常规康复治疗[1]：①常规抗凝、扩血管治疗；

②病床上肢体摆放练习、体位变化练习；③平衡训练、日常生

活能力训练、上下楼梯训练等；观察组在此基础上联合早期中

医综合康复疗法治疗：①利用中医辨证分型[2]方法依据患者具

体证型给予合理中药药物口服。风痰阻络型：天麻 12 g，川芎

10 g，茯苓 10 g，法半夏 10 g，胆南星 6 g，竹茹 6 g，甘草 6 g；

肝阳上亢型：白芍 15 g，麦冬 15 g，天麻 12 g，牛膝 12 g，钩

藤 12 g，川芎 10 g，赤芍 10 g，甘草 6 g；气虚血 型：黄芪

30 g，赤芍 12 g，当归 10 g，地龙 10 g，鸡血藤 10 g，红花 10 

g；肝肾亏虚型：党参 30 g，熟地黄 15 g，牛膝 15 g，麦冬 15 

g，当归 10 g，川芎 10 g，甘草 6 g。水煎服，1 剂/ d，分早晚

2 次服用；②取穴[3]人中、曲池、百会、内关，以补平泻法手

法进行针灸治疗，1 次/ d，30 min/次；③取手、足三阳经腧穴
[4]采用按、搓、揉等手法进行推拿，1 次/ d。均以 10 d 为 1 个

疗程，均治疗 2 个疗程。 

1.3 察指标 

观察分析两组患者康复治疗前后的：①NIHSS 评分（神

经功能缺损评分，包括意识、四肢运动、语言等 11 个模块，

分值越低患者神经功缺损程度越轻）；②ADL 评分（包括进食、

穿衣、活动等日常生活能力，总分 100 分，分值越高表示日常

生活能力越好评分）。 

1.4 计学方法 

采取统计学软件 SPSS19.0 进行汇总数据分析和处理，计

数资料采取百分数（%）表示，采用 x2 检验，计量资料采取

（ ）表示，采用 t 检验，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 NIHSS 评分、ADL 评分情况均显

著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两组康复治疗前后的 NDS 评分、ADL 评分情况  [（ ），分] 

组别 治疗阶段 观察组 对照组 

治疗前 29.8±1.8 30.0±1.9 
NIHSS 评分 

治疗后 15.2±1.0* 22.8±1.9 

治疗前 38.5±4.6 38.9±4.7 
ADL 评分 

治疗后 72.0±4.5* 55.5±5.0 

注：与对照组相比， *P＜0.05 

3   讨  论 

脑梗死的致病机理[5]为患者脑部血液供应障碍。导致患者

出现缺血、缺氧等进一步引起局部的脑组织缺血性坏死、脑软

化症状等，脑梗死具有起病急、早期病情隐匿、致死率高、致

残率高等病理特点，占据脑卒中的 80%左右。 

脑梗死的治疗不仅仅是抑制疾病的恶化，同时需要恢复患

者的日常生活能力，改善患者的神经功能，从而为改善患者的

生活质量奠定良好的基础。大量临床事实证实[6]，单纯的常规

功能康复训练对于脑梗死患者的康复治疗效果往往不理想。因

此，本次研究在常规康复治疗基础上联合早期中医综合康复疗

法进行对比治疗。 

中医学认为，脑梗死属于“中风”范畴[7]。其治疗需要将

临床治疗与康复治疗有机的结合起来，早期中医综合康复疗法

的重点内容包括：针对患者的具体病情进行辨证施药，第一，

针对风痰阻络型患者，给予甘草、胆南星、竹茹、茯苓等药材

进行通络、祛痰、活血化 ；第二，针对肝阳上亢型患者给予

天麻、牛膝、白芍、麦冬等药材以滋补肝肾、泻火解毒；第三，

针对气虚血 型患者，给予当归、地龙、黄芪、赤芍、鸡血藤

等药材以活血化 、行气益气；第四，针对肝肾亏虚型的患者，

给予川芎、当归、麦冬、牛膝、党参等药材以滋补肝肾、补气

和血；在此基础上联合中医针灸和推拿方法，刺激神经元的兴

奋性，从而有效促进患者的恢复速度，通过中医辨证施药、针

灸、推拿等综合康复治疗手段能够加强患者的旁路循环，改善

神经缺损功能，从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根据研究结果，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 NIHSS 评分、ADL

评分情况均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22.387，

P＜0.05；t=15.513，P＜0.05），结果证实了早期中医综合康复

疗法治疗脑梗死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综上所述，早期中医综合康复疗法能够有效改善脑梗死患

者的神经功能，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具有临床推广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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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究脑动脉硬化症的临床诊治中，采用脑脉康方药物进行诊治，观察其临床应用效果。方法：选取 2014

年 3 月—2015 年 9 月本院接受诊治的 80 例脑动脉硬化症患者作为研究的案例，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划分为探究组和比较组，

每组 40 例，比较组患者给予镇脑宁药物治疗，探究组患者给予脑脉康方药物进行诊治，对比两组患者疗效。结果：探究组患者给

予脑脉康方药物进行诊治后，其疾病治疗的总有效率高达 95.0%；比较组患者给予镇脑宁药物治疗后，其疾病治疗的总有效率达

到 85.0%。同时在中医证候积分方面，探究组患者相较于比较组患者，有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脑动

脉硬化症的临床诊治中，采用脑脉康方药物进行诊治，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不仅能有效地提升疾病治疗总有效率，还能有效地

缓解患者的中医证候，改善患者的身心健康状况。 

   【关键词】脑脉康方；脑动脉硬化症；临床观察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effect of Naomaikang treatmen in treating cerebral 

atherosclerosis. Methods: 80 patients with cerebral palsy atherosclerosi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14 to September 2015,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objects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ith4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Zhennaoning treatment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Naomaikang treatmen, efficacy of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as high as 95.0% after being given Naomaikang treatmen while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85.0% after being given Zhennaoning treatment; the TCM syndrome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of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Conclusion: Naomaikang treatmen had better 

therapeutic effect in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cerebral atherosclerosis; it could improve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effectively in 

addition to relieving the patients’ TCM syndrome efficiently and improve the pati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Keywords】Naomaikang treatment; Cerebral artery sclerosis; Clinical observ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8.024 

 

本文将选取 2014 年 3 月—2015 年 9 月来本院接受诊治的

80 例脑动脉硬化症患者作为研究案例，探究在脑动脉硬化症的

临床诊治中，采用脑脉康方药物进行诊治，观察其临床应用效

果。现将结果作如下报告。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 2014 年 3 月—2015 年 9 月来本院接受诊治的 80 例脑

动脉硬化症患者作为研究的案例，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划

分为探究组和比较组，每组 40 例。探究组中，女性 17 例，男

性 23 例，年龄 50～75 岁，平均年龄（61.3±3.2）岁；比较组

中，女性 16 例，男性 24 例，年龄 51～76 岁，平均年龄（61.8

±3.5）岁。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及病程病证等方面，没有明

显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 05）。 

1.2 治疗方法 

比较组患者给予镇脑宁药物治疗，采用口服用药方式，3

次/ d，2 粒/次，均在饭后用药，1 个治疗周期为 4 周；探究组

患者给予脑脉康方药物治疗，该药物的配方如下：丹参 18 g，

槐米 13 g，川芎 13 g，陈皮 9 g，石菖蒲 10 g，山药 10 g，熟

地黄 23 g 等。采用水煎方式，1 剂/ d，1 剂分 2 次服用，1 个

治疗周期为 4 周[1]。 

2   结  果 

    探究组患者给予脑脉康方药物进行诊治后，其疾病治疗效

果情况如下：显效 17 例（42.5%），有效 21 例（52.5%），无效

2 例（5.0%），其疾病治疗的总有效率高达 95.0%。同时在中医

证候积分方面，眩晕得分为（0.09±0.38）分，头痛得分为（0.13

±0.52）分，耳鸣得分为（0.88±0.41）分；比较组患者给予镇

脑宁药物治疗后，其疾病治疗效果情况如下：显效 11 例

（27.5%），有效 23 例（57.5%），无效 6 例（15.0%），其疾病

治疗的总有效率达到 85.0%。同时在中医证候积分方面，眩晕

得分为（1.98±0.87）分，头痛得分为（0.28±0.79）分，耳鸣

得分为（2.63±1.26）分。探究组患者相较于比较组患者，在

以上方面情况，都明显要好，有着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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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见下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疗效对比  [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探究组 40 17（42.5） 21（52.5） 2（5.0） 95.0 

比较组 40 11（27.5） 23（57.5） 6（15.0） 85.0 

3   讨  论 

脑动脉硬化症是一种有发病率较高的临床病症，由于人们

不良生活习惯及不健康的饮食结构养成等因素，该病的发病情

况在我国有呈逐渐增加的态势。该病的主要临床症状反应为进

行性脑功能衰退，该病的病理形成机制主要是小动脉发生玻璃

样变及脑动脉粥样硬化等，使得其动脉管壁出现变性，而引发

的一种弥散型、非急性脑病，该病会导致患者的脑部供血不足，

从而导致患者脑部组织发生变化， 终引发患者脑功能障碍。

因而该病严重的威胁着患者的生命健康安全及阻碍患者生活

质量的提高，加大对该病临床治疗的相关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2]。当前在该病的临床诊治中，主要采用药物治疗的方式，经

过大量临床试验研究发现，脑脉康方药物，在治疗该病上有着

良好的效果，能显著提升疾病治疗总有效率，同时还能极大的

降低患者血液黏稠度，调节患者血脂水平，改善患者的身心健

康状况，因此该药物治疗方式，在该病的临床诊疗中，有着良

好的应用前景[3]。本研究采用脑脉康方中药制剂治疗该病，由

于该病在中医上属于“眩晕”领域，故该病的发病实质与肾、

肝和脾等有着密切联系，因而该病会导致患者脾失健运及肝血

不足，进而引发痰 内生。而本研究采用的脑脉康方药物，其

中的陈皮、槐米等成分，具有良好的扩张脑血管，改善脑循环

功效，而丹参与葛根等药物，则具有疏通脑络及活血化 的功

效，而陈皮则有化痰醒脑 窍的功效，因而该药物在该病的诊

治中，有着良好疗效[4]。本研究结果也显示，探究组患者在用

药后的疾病治疗总有效率高达 95.0%，而比较组患者只有

85.0%，同时探究组患者在中医证候的缓解方面，也要明显好

于比较组患者。因此，脑脉康方药物，在该病的临床治疗中，

有着积极的推广价值[5]。 

参考文献： 

[1]余沛扬 ,许献文 .软坚散结法治疗脑动脉硬化症的临床观察[J].当代医

学,2011(18):157-158. 

[2]王毅,邹景霞,陈学忠.脑动脉硬化症的中医药防治研究进展[J].江西中医

药,2011(08):78-80. 

[3]王利,何建成,庄燕鸿,等.脑动脉硬化症中医辨证治疗研究[J].中华中医药

学刊,2015(06):1312-1314. 

[4]魏亚超,张洪峰,王乐,等.镇脑宁胶囊治疗脑动脉硬化症的临床疗效及经济

效益学分析[J].中国中药杂志,2013(08):1247-1250. 

[5]王保申,付菊花,李琰.化痰清眩丸治疗脑动脉硬化症的临床观察[J].辽宁

中医杂志,2014(04):739-741. 

作者简介： 

杨阳（1985-），女，汉族，辽宁丹东人，研究生，住院医师，研究方

向：神经内科。 

 

 

编辑：赵聪   编号：EB-16022508F （修回：2016-03-07） 

 

 
 
 
 
 
 
 
 
 
 
 

欢迎订阅 2016 年 《中医临床研究》杂志                      中华中医药学会系列杂志 

欢迎英文稿件  欢迎订阅 

《中医临床研究》杂志是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中华中医药学会主办，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国内外公 发行的国

家级学术期刊；国内统一刊号为 CN11-5895/R，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号：ISSN 1674-7860，2014 年已变更为旬刊，大 16 本，148

页，国内外公 发行，定价每册 15 元。邮发代号：80-108，国外代号：TP7039。        欢迎投稿      欢迎订阅 

本刊发表文章已被“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并

全文录入“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电子版。 

 

本刊旨在中西医基础上，以中医为主体，中西医并重，促进中华医学事业和中医临床研究的发展和提高。

 

通讯地址：北京 5803 信箱    《中医临床研究》总编室 

邮政编码：102211                                                 

联系电话：010-59420369    投稿 E-mail:cccjcm@163.com    QQ:1258405809 

网    址：www.cccjcm.com 

                       欢迎投稿                 欢迎订阅 



 
-56-                                                           Clinical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2016  Vol.(8)  No.18 

探析心脑血管动脉硬化症的中医治未病的 
治疗方法和效果 
Analysis of the methods and therapeutic effect of TCM treatment in treating 

cardiac and cerebral vascular sclerosis 
 
李建会 1  韩群英 2  赵 敏 3  刘合玉 4 

（1.郑州管城中医院，河南  郑州，450000；2.郑州国医堂医院，河南  郑州，450000； 

  3.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河南  郑州，450000；4.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河南  郑州，450000） 

 

中图分类号：R25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6）18-0056-02    证型：BDG 

 

【摘  要】目的：探析心脑血管动脉硬化症的中医治未病的治疗方法和效果。方法：选取 170 例无心脑血管动脉硬化症的健

康志愿者依据随机平均的原则划分为参照组与实验组。参照组 85 例志愿者不采取任何干预措施，实验组 85 例志愿者采取中医治

未病干预。对两组志愿者随访 4～7 年后的心脑血管动脉硬化症发生情况进行记录与比较。结果：经过 4～7 年的随访发现，实验

组心脑血管动脉硬化症的发生率显著低于参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采取中医治未病干预措施能有效预防

心脑血管动脉硬化症的发生，值得推广。 

【关键词】中医治未病；心脑血管动脉硬化症；治疗效果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methods and therapeutic effect of TCM treatment in treating cardiac and cerebral vascular 

sclerosis. Methods: 170 cases of healthy volunteers with no cardiac and cerebral vascular sclerosi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85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no intervention measures while 85 cas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TCM treatment intervention. A follow-up of 4 to 7 years of two groups of volunteers was given to record and compare the 

occurrence of cardiac and cerebral vascular sclerosis. Results: A follow-up of 4 to 7 years found that the incidence of cardiac and cerebral 

vascular sclerosi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TCM treatment could effectively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cardiac and cerebral vascular sclerosis and it was 

worthy of promotion. 

【Keywords】TCM treatment; Cardiac and cerebral vascular sclerosis; Treatment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8.025 

 

治未病思想 早在《黄帝内经》中有所记载，其主要指的

是采取治疗或预防的措施，对疾病的发生与进展进行有效的预

防之中医药学领域中的核心理念[1]。本文抽取了无心脑血管动

脉硬化症的健康志愿者采取中医治未病干预措施，发现效果良

好，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选自我院 2014 年 10 月—2015 年 9 月的自愿参

与研究的志愿者 170 例，所有志愿者均不合并有心血管相关疾

病，男性 94 例，女性 76 例，年龄 44～78 岁，平均年龄（66.5

±4.2）岁。依据随机平均的原则划分为参照组与实验组各 85

例，两组志愿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存在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参照组 85 例志愿者不采取任何干预措施，实验组 85 例志

愿者采取中医治未病干预：对志愿者 展心脑血管知识方面的

普及教育与临床指导，并且观察志愿者，适当给予药物进行调

节[2]。同时，医疗人员应当指导志愿者调节生活习惯，指导志

愿者保持良好的休息及饮食习惯，切忌暴饮暴食或饮食不规

律，指导志愿者每日坚持适量的体育运动[3]。除此之外，志愿

者及其家属应当帮助志愿者保持心情愉悦，注重精神调养，避

免出现不健康的负面心理。 

1.3 观察指标   

对两组志愿者治疗后 展 4～7 年的随访，对随访过程中

志愿者发生的心脑血管动脉硬化症情况进行记录与比较。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6.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处理，其中计量

资料以（ ）表示，行 t 检验，计数资料行 x2检验，P＜0.05

表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经过 4～7 年的随访发现，实验组心脑血管动脉硬化症的

发生率显著低于参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



 

中医临床研究 2016年第 8卷 第 18期                                                                            -57-

表 1。 

表 1  两组志愿者心脑血管动脉硬化症发生情况比较  [n（%）] 

组别 n 脑出血 心肌梗死 脑梗死 发生率 

实验组 85 3（3.5） 1（1.2） 1（1.2） 5.9* 

参照组 85 10（11.8） 5（5.9） 4（4.7） 22.4 

注：与参照组相比，*P＜0.05 

3   讨  论 

心脑血管动脉硬化症是临床上的高发疾病，其主要的发病

群体为中老年人群，严重影响着患者的生活质量、工作及健康

状况，甚至会导致患者合并多种疾病，具有很高的致残率和致

死率。近些年来，心脑血管动脉硬化症的预防工作逐渐受到临

床医疗人员的重视。 

中医治未病思想主要是在疾病未发生之前而采取相应的

措施进行预防，其中主要的内容包括精神调养、药物治疗、饮

食调节及锻炼身体等。中医理论认为，人类的情志活动会影响

到脏腑气血的运行，所以在日产生活中应当保持愉快的心情，

保持精神愉悦，这样就能够保证人体的气血平和、血运通畅，

从而有效抵御外邪入侵，降低疾病的出现[4]；药物治疗方面，

主要的思想就是做到未病先防，在患病之后尽早诊断，并采取

及时的治疗措施。药物治疗可针对脾胃进行调理，常见的中药

组方有健脾丸、香砂六君子汤及参苓白术散等。还可以通过服

用八珍汤、益气汤等益气活血，从而达到预防疾病的目的；饮

食调节也是非常重要的[5]。中医认为，脾为气血生化之源，是

后天之根本，一旦日常生活中不注重对饮食的调节，或者饮食

不规律、暴饮暴食等，就会对损伤的脾胃的功能，聚湿生痰，

从而导致疾病的出现；锻炼身体是中医治未病的基本内容之一
[6]。合理的体育训练可以帮助机体气血畅通，保证关节功能的

正常，从而有效增强患者的体质，有效改善机体对疾病的抵抗

能力。除此之外，运动锻炼还能够帮助有效控制疾病，并且提

升健康水平[7]。但需要注意的，在进行运动锻炼的过程中不能

太过劳累，要做到劳逸结合，从而将运动锻炼的效果发挥到

大化。 

本次研究中，经过 4～7 年的随访发现，实验组心脑血管

动脉硬化症的发生率（5.9%）显著低于参照组（22.4%），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由此可见，采取中医治未病干预

措施能有效预防心脑血管动脉硬化症的发生，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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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脑血管动脉硬化症的中医治未病临床研究 

目的：探讨心脑血管动脉硬化症的中医治未病临床效果。

方法：选取 2008 年 6 月—2009 年 12 月期间的无心脑血管动脉

硬化症 247 人，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有 123

人，全部予以中医治未病干预，对照组有 124 人，未采取任何

干预措施，跟踪随访 5～6 年，对比分析两组人员发生心脑血

管动脉硬化症的几率。结果：通过跟踪随访发现，观察组中有

3 人发生心脑血管动脉硬化症，发病几率为 2.44%，对照组中

有 23 人发生心脑血管动脉硬化症，发病几率为 18.55%，两组

人员发生心脑血管动脉硬化症的几率相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

（P<0.05）。结论：心脑血管动脉硬化症的中医治未病临床效

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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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脑血管动脉硬化症的中医治未病临床分析 

目的：探讨研究心脑血管动脉硬化中医治未病的效果，为

临床上提供可借鉴的参考。方法：对 264 例志愿者进行跟踪观

察，在观察前经过体检患者均没有心脑血管相关疾病。结果：

A 组志愿者中患者有心脑血管动脉硬化症状的 3 例，占患者总

人数的 2.27%，B 组志愿者中患有心脑血管动脉硬化的 22 例，

占患者总人数的 16.67%。结论：对于心脑血管动脉硬化病症,

要防治结合，对证施治,治疗 主要的原则是持之以恒，做到这

些，便可达到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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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六味地黄丸合天麻钩藤饮加减治疗老年阴虚阳亢型原发性高血压的疗效。方法：选取 86 例老年阴虚

阳亢型原发性高血压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 43 例，对照组口服氨氯地平、辛伐他汀和阿司匹林治疗，研究组在此基础

上加用六味地黄丸合天麻钩藤饮加减治疗，疗程为 21 d。结果：研究组的治疗疗效明显好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两组的证

候积分和血压水平均有明显降低，降低幅度研究组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六味地黄丸合天麻钩藤饮加减能够明显改善临

床症状，平稳地降低血压，疗效确切，值得推广。 

【关键词】六味地黄丸合天麻钩藤饮加减；老年原发性高血压；阴虚阳亢型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icacy of Liuwei Dihuang pill plus Tianma Gouteng Yin in the treatment of senile primary 

hypertension of hyperactivity of Yang due to Yin deficiency type. Methods: 86 patients with senile primary hypertension of hyperactivity of 

Yang due to Yin deficiency type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ith 43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amLodipine, simvastatin and aspirin therapy.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Liuwei Dihuang pill plus Tianma Gouteng Yin combined with the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both groups were treated for 21 days. 

Results: The effect 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much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syndromes scores and blood pressure 

levels of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the redu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Liuwei Dihuang pill plus Tianma Gouteng Yin could significantly relieve the clinical symptoms and lower the blood 

pressure steadily. Its effect was significant and was worth promoting. 

【Keywords】Liuwei Dihuang Pill plus Tianma Gouteng Yin；Senile Primary Hypertension；Hyperactivity of Yang Due to Yin 

Deficiency Typ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8.026 

 

原发性高血压在临床上比较多见，其容易引发多种严重的

并发症，威胁人类健康。老年高血压病中医主要有以下四种证

型：痰湿壅盛、阴虚阳亢、肝肾阴虚和气阴两虚[1]。老年患者

机体各方面功能均较弱，采用西药治疗不能有效改善症状和控

制血压。近年来，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疾病较受青睐，是

现代医学发展的潮流。本文观察老年阴虚阳亢型原发性高血压

患者采用六味地黄丸合天麻钩藤饮加减治疗的临床疗效，现报

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86 例我科 2013 年 7 月—2014 年 7 月入院治疗的老

年阴虚阳亢型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将 86 例患者随机分为研究

组和对照组，研究组 43 例，男性 23 例，女性 20 例；年龄 60～

82 岁，平均年龄（69.23±7.86）岁；病程 5～15 年，平均病程

（9.13±4.93）年。对照组 43 例，男性 22 例，女性 21 例；年

龄 60～80 岁，平均年龄（68.83±6.79）岁；病程 6～15 年，

平均病程（9.56±3.69）年。两组老年患者在病程、年龄等方

面大致相同（P＞0.05），具有可比性。 

1.2 西医诊断标准 

按照《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 2010》[2]进行诊断。 

1.3 中医辨证标准 

按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南原则（试行）》[3]中的阴虚

阳亢证进行辨证。 

1.4 病例纳入标准 

①符合西医诊断标准；②符合中医辨证标准；③年龄 60～

85 岁；④14 d 内未服用其他降压药；⑤签署知情同意书。 

1.5 病例排除标准 

①14 d 内服用过治疗药物；②年龄＞85 岁或＜60 岁；③

继发性高血压；④合并有其他系统疾病影响疗效判断；⑤依从

性差及资料不全者。 

1.6 治疗方法 



 

中医临床研究 2016年第 8卷 第 18期                                                                            -59-

两组每日均口服辛伐他汀分散片 20 mg、马来酸氨氯地平

片 5 mg 和阿司匹林肠溶片 100 mg，1 次/ d，研究组每日另服 1

剂六味地黄丸合天麻钩藤饮加减：熟地 24 g，山茱萸 12 g，山

药 12 g，牡丹皮 9 g，泽泻 9 g，茯苓 9 g，天麻 9 g，钩藤 12 g

（后下），石决明 18 g（先煎），怀牛膝 12 g，杜仲 9 g，丹参

12 g，茵陈 7 g，甘草 5 g，水煎 2 次，取药汁 500 mL，分 2 次

饭后服用，疗程为 21 d。 

1.7 观察指标 

疗效判定标准按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南原则（试行）》
[3]中制定的标准。 

1.8 数据处理方法 

采用 SPSS19.0 对数据进行处理，以百分数（%）表示计数

资料，以（ ）表示计量资料，组间比较分别采取 x2和 t 检

验，当 P＜0.05 时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疗效情况 

治疗后研究组显效和有效之和 41 例，对照组显效和有效

之和 34 例，总有效率分别为 95.3%（41/43）、79.1%（34/43），

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2.2 两组中医证候积分情况 

治疗前两组证候积分无统计意义，治疗后两组证候积分较

治疗前有明显改善（P＜0.05），治疗后研究组证候积分显著低

于对照组（P＜0.05），具有统计意义。见表 1。 

表 1  两组中医证候积分比较   [（ ），分]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43 22.02±5.84 7.09±4.92 

对照组 43 21.83±6.08 11.26±5.64 

注：与对照组相比，治疗后 P＜0.05 

2.3 两组血压指标情况 

治疗前两组血压水平（舒张压、收缩压）无统计意义（P

＞0.05）。治疗后研究组和对照组较治疗前的舒张压、收缩压有

明显降低（P＜0.05），且研究组血压下降程度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具有统计意义。见表 2、表 3。 

表 2  两组舒张压比较   [（ ），mmHg]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43 97.98±5.64 82.12±5.63 

对照组 43 98.92±5.61 89.33±4.89 

注：与对照组相比，治疗后 P＜0.05 

表 3  两组收缩压比较   [（ ），mmHg]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43 158.72±10.22 130.51±5.16 

对照组 43 157.82±10.19 139.72±6.79 

注：与对照组相比，治疗后 P＜0.05 

3   讨  论 

原发性高血压是临床常见病，是以血压升高为主要表现的

综合征，是多种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病因和危险因素，通常

简称为高血压。中医理论认为，高血压属于“眩晕”“头痛”

范畴，其病因主要有情志不遂、饮食不节和年高肾亏等。临床

上多采用西医治疗，但实践证明，西医治疗在改善临床症状方

面效果不佳，老年患者尤甚。《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年

四十而阴气自半也，起居衰矣。”研究亦发现，阴虚阳亢型多

分布于 60～79 岁老年人群[1]，老年高血压患者肝肾阴精渐亏，

水不涵木，肝阳易于亢盛。笔者在多年临床中发现，对于老年

阴虚阳亢型患者，在使用西药的同时，加服六味地黄丸合天麻

钩藤饮加减，能明显改善临床症状，能平稳地降低血压。 

六味地黄丸出自《小儿药证直诀》，是补肾填精之基础方，

“三补”配伍“三泻”，以补为主，肝、脾、肾三阴并补，以滋

补肾之阴精为主[4]。天麻钩藤饮出自《中医内科杂病证治新义》

主治肝阳偏亢，肝风上扰证。钩藤清热平肝，熄风镇痉；牛膝

活血祛 ，引血下行。二药伍用，清上引下，降血压甚效[5]。天

麻平肝熄风；石决明平肝潜阳；丹参活血化 ，具有软化血管

的作用；茵陈疏肝解郁，具有降低血压及解热的作用，促进血

液循环。本文将六味地黄丸合天麻钩藤饮加减应用于研究组和

对照组比较显示：研究组的治疗效果明显好于对照组；两组较

治疗前的证候积分及血压水平均明显降低，而研究组治疗效果

高于对照组（P＜0.05）。 

综上所述，六味地黄丸合天麻钩藤饮加减能够明显改善临

床症状，平稳地降低血压，疗效确切，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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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益气舒筋汤对后循环缺血性眩晕的临床治疗效果。方法：2014 年 3 月—2015 年 3 月我院收治的后循环缺

血性眩晕患者 66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药物，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服用益气舒筋汤治疗。比

较两组临床治疗效果。结果：观察组及对照组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分别为 93.9%、63.6%，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两组患者经治疗后，hs-CRP 水平均有所改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采用益气舒筋汤对后循环缺血性眩

晕进行治疗，效果显著，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益气舒筋汤；后循环缺血性眩晕；效果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Yiqi Shujin Decoction in treating posterior circulation ischemia vertigo. 

Methods: 66 patients with posterior circulation ischemia vertigo, admitted to and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14 to March 2015,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conventional drugs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Yiqi Shujin Decoc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treatmen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93.9% and 63.6% respectively,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after treatment, hs-CRP levels of patients in two groups were improve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Yiqi Shujin Decoction had significant effect in treating posterior circulation ischemia vertigo 

and it wa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Keywords】Yiqi Shujin Decoction; Posterior circulation ischemia vertigo;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8.027 

 

后循环缺血性眩晕一种神经内科疾病，主要由于脑部后

循环供血不足引起，其主要症状表现为眩晕。后循环缺血性

眩晕得到临床广泛关注，本次研究中采取益气舒筋汤对其进

行治疗，并且得到显著疗效，具体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4 年 3 月—2015 年 3 月我院收治的后循环缺血

性眩晕患者 66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33 例。对

照组男性 16 例，女性 17 例；年龄 27～67 岁，平均年龄（47.5

±3.3）岁；病程 3～15 个月，平均病程（7.8±1.2）个月。

观察组男性 15 例，女性 18 例；年龄 26～68 岁，平均年龄（47.2

±2.8）岁；病程 4～16 个月，平均病程（7.5±1.8）个月。

两组一般资料差异不显著（P＞0.05）。 

1.2 研究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药物进行治疗，主要针对控制血压、

血糖，改善血液循环及调节血脂等目的进行用药。同时将 0.6 

g 天麻素注射液[上海现代哈森（商丘）药业有限公司，国药

准字 H20066464]与 0.9%氯化钠溶液混合，进行静脉滴注，1

次/ d。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采用益气舒筋汤进行

治疗。主要配方为党参、黄芪、白芍、升麻、葛根、黄柏、

鹿衔草、姜黄、木瓜、蝉蜕等，采用自动煎药机进行煎制，

150 mL/袋，2 袋/次，2 次/ d。 

1.3 观察指标[1]  

眩晕症状完全消失，判定为治愈；眩晕症状基本消失，

判定为显效；眩晕症状得到显著改善，判定为改善；眩晕症

状未见改善，甚至更加严重，判定为无效。总有效率=（治

愈例数+显效例数+改善例数）/总例数×100.0%。同时比较两

组患者治疗前后 hs-CRP 水平变化情况。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8.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

表示，t 检验，计数资料（n，%）表示，x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治临床治疗效果比较   

观察组及对照组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分别为 93.9%、

63.6%，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下转 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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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母沛治疗宫缩乏力性产后出血的临床疗效 
Clinical efficacy of Hemabate on postpartum hemorrh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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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欣母沛治疗宫缩乏力性产后出血的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 月间宫

缩乏力性产后出血患者的临床资料，对其采取欣母沛治疗。结果：45 例患者中，显效 43 例，有效 2 例，总有效率为 100.0%。结

论：欣母沛用于预防和治疗宫缩乏力性产后出血有显著疗效，具有方便、安全、快速的特点。 

【关键词】欣母沛；宫缩乏力性；产后出血；疗效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clinical efficacy of Hemabate on postpartum hemorrhage.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postpartum hemorrhage patients, admitted in our hospital and treated with Hemabate from January 2014 to January 2015, was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Results: Among 45 patients, 43 cases were cured, 2 caseswere effective,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100.0%. 

Conclusion: Hemabate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postpartum hemorrhage, which is convenient, safe and 

rapid. 

【Keywords】Hemabate; Uterine inertia; Postpartum hemorrhage;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8.028 

 

产后出血是产科 为常见的危急并发症之一，是导致产妇

死亡的重要原因，而子宫宫缩乏力则是导致产后出血的主要原

因。积极预防或治疗子宫收缩乏力性出血是降低孕产妇死亡的

关键[1]。我院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 月，选择有产后出血的

产妇予以欣母沛治疗，通过增强子宫收缩，预防产后出血，效

果显著，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全部患者均为我院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 月住院分娩

并发宫缩乏力性产后出血患者 45例，年龄 20～38岁，孕周 35～

42 周，经产 15 例，初产 30 例，新生儿体重 2570～4210 g，阴

道分娩 27 例，剖宫产 18 例。所有病例均排除血液系统疾病，

亦无胃溃疡、哮喘、严重过敏体质、青光眼等前列腺素禁忌证。 

1.2 方法 

产后出血患者按常规方法处理子宫，包括按摩子宫，应用

缩宫素、米索前列醇片等药物使用后无效者，应用欣母沛治疗。

①剖宫产者：直视下宫体肌层进针，回抽无回血，注入欣母沛

250 μg；②阴道分娩者：臀部深部肌肉注射欣母沛 250 μg；③

回病房发生产后出血者：臀部深部肌肉注射欣母沛 250 μg。效

果不佳时，15 min 后可重复使用，总量不超过 2 mg。本组产妇

欣母沛宫体注射 31 例次，臀部肌内注射 14 例次。 

1.3 出血量计算[2] 

剖宫产术中或分娩时采用容积法＋称重法＋目测法相结

合。容积法是用专用血液收集器收集血液，再用量杯测量失血

量;称重法是采用干敷料吸血称重，计算方式为失血量﹦（湿敷

料重量﹣干敷料重量）/1.05；目测法是目测其他（如地上或被

褥上）无法称重的失血量×2。用药起效后每 15～30 min 观察

1 次。 

1.4 疗效判断  

显效：单次注射欣母沛 15 min 内子宫明显收缩，阴道出血

明显减少；有效：重复注射 30 min 内子宫收缩好，阴道出血减

少；无效：多次使用子宫仍无收缩。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7.0 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

表示，组间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t 检验，P＜0.05 具有统计学意

义。 

2   结   果  

2.1 临床效果 

45 例患者中，43 例单次注射欣母沛 250 μg 后（5～15）

min 内子宫收缩加强，阴道出血明显减少，显效率为 95.6%；2

例患者 15 min 后效果欠佳,重复使用欣母沛 250 μg 后子宫收缩

良好，阴道出血减少，总有效率为 100.0%。无 1 例病人子宫切

除。应用欣母沛的效果在分娩方式不同的两组无显著性差异，

用药前后有显著性差异。见表 1。所有患者产后恢复良好，痊

愈出院。 

表 1 使用欣母沛前后出血情况比较  （ ） 

分娩方式 n 使用前 使用后 

剖宫产 18 822±56 152±30 

阴道分娩 27 661±46 99±26 

2.2 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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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全部患者中 11 例患者有不同程度的恶心、呕吐；6 例

出现颜面潮红潮热；2 例出现血压升高；4 例出现腹泻，其中 1

例较严重。未予特殊治疗均自行缓解。 

3  讨   论 

产后出血的主要原因是宫缩乏力性产后出血，因此对产后

出血防治的关键主要是宫缩剂的及时使用，尤其是在产后 2 h

之内的早期使用。多年来临床上常用麦角新碱和缩宫素，对防

治产后出血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使产后出血发生率减少了

40.0%，但缩宫素在体内很快被胎盘产生的缩宫素酶及肝、肾、

肠所清除，体内半衰期仅 3～4 min，且其用药效果受给药途径

及个体差异的影响，有时存在过敏反应，而麦角新碱因其易导

致高血压而限制了它的应用。 

欣母沛是美国 20 世纪 90 年代末研制合成前列腺素 F2 的

（15 s）～15 甲基衍生物的氨丁三醇盐溶液，肌肉注射后吸收

入血液循环的速度快，7 min 始起作用，15 min 后达到 高

浓度。1986 年在美国用于临床。与传统的前列腺素类物质比较，

欣母沛的 15-羟基用甲基取代后，可对抗 15-羟脱氢酶对它的灭

活作用，使半衰期延长，生物活性增强，从而明显减少使用剂

量，胃肠道不良反应显著减轻，具有强而持久的刺激子宫平滑

肌收缩的作用，临床上可用于终止妊娠及治疗由于子宫收缩乏

力导致的顽固性产后出血[3]。本研究发现，欣母沛可对常规处

理方法无效的宫缩乏力性产后出血有效，且不会发生晚期产后

出血、产褥感染。不良反应仅为轻微面色潮红，腹泻、恶心呕

吐、血压升高等症状。 

综上所述，欣母沛用于预防和治疗宫缩乏力性产后出血

有显著疗效，具有方便、安全、快速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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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治临床治疗效果比较   [n（%）] 

组别 治愈 显效 改善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n=33） 5（15.2） 8（24.2） 8（24.2） 12（36.4） 21（63.6） 

观察组（n=33） 9（27.3） 9（27.3） 13（39.4） 2（6.1） 31（93.9） 

x2 1.451 0.079 1.746 9.066 9.066 

P ＞0.05 ＞0.05 ＞0.05 ＜0.01 ＜0.01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hs-CRP 比较   

两组患者经治疗后，hs-CRP 水平均有所改善，相比之

下，观察组 hs-CRP 水平改善情况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hs-CRP 比较  [（ ），mg/L]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n=33） 6.43±0.68 3.36±0.81 

观察组（n=33） 6.75±0.74 2.96±0.72 

注：与对照组相比，治疗后 P＜0.05 

3   讨  论 

后循环缺血性眩晕的主要原因是饮食不节、情志不畅、

跌扑损伤等。有学者认为对于治疗眩晕主要在于清窍，病症

的发生与脾、肝、肾具有紧密联系[2]。采用益气舒筋汤对眩

晕患者进行治疗，主要依靠中药成分的功能特效，达到改善

症状的目的。其中黄芪、党参等具有补中益气的功效；升麻

与葛根则具有升发清阳的特点；芍药能帮助平肝和血；黄柏

能帮助滋肾生水；姜黄能帮助活血行气；蝉蜕可以使气血运

行更加通畅等。同时，有专家指出后循环缺血的主要病理原

因是血管动脉粥样硬化，同时患者体内的 hs-CRP 水平与其

有着紧密联系。 

本次研究发现，观察组患者治疗效果较对照组更佳，说

明在使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患者服用益气舒筋汤能更有效

地治疗后循环缺血性眩晕。两组患者经治疗后，hs-CRP 水平

均有所改善，相比之下，观察组 hs-CRP 水平改善情况更为

优异。表明采用益气舒筋汤进行联合治疗对于改善后循环缺

血性眩晕患者的 hs-CRP 水平更为有效。 

综上所述，采用益气舒筋汤对后循环缺血性眩晕进行治

疗，效果显著，能有效改善患者 hs-CRP 水平，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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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分析耳穴压豆配合中药穴位贴敷治疗原发性痛经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我院 2015 年 10 月—2016

年 2 月收治的 90 例原发性痛经患者，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A 组（n=30）、B 组（n=30）、C 组（n=30），A 组给予耳穴压豆配合中药

外敷治疗，B 组给予耳穴压豆治疗，C 组给予中药外敷治疗，科学评估三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结果：A 组患者治疗有效率较 B、

C 组显著提高（P＜0.05）。结论：针对原发性痛经患者，耳穴压豆配合中药外敷治疗，可明显缓解痛经症状，疗效安全显著，值

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原发性痛经；耳穴压豆；中药外敷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and analyz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ear acupoint bean pressing therapy combined with acupoint 

sticking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primary dysmenorrhea. Methods: 90 patients with primary dysmenorrheal, who accepted treatment in 

our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15 to February 2016,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group A (n=30), group B (n=30) and group 

C (n=30). Group A were treated with the ear acupoint bean pressing therapy combined with acupoint sticking therapy while in group B 

were treated with the ear acupoint bean pressing therapy and group C were treated with the acupoint sticking therapy. The clinical treatment 

effect of three groups of patients was scientifically evaluated. Results: The effective rate of group A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group B and 

group C (P<0.05). Conclusion: For patients with primary dysmenorrhea, the ear acupoint bean pressing therapy combined with acupoint 

sticking therapy could significantly alleviate the symptoms of dysmenorrhea, and the curative effect was safe and significant, and it should 

be promoted in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Primary dysmenorrhea; Ear acupoint bean pressing therapy; Acupoint sticking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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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经包括原发性痛经和继发性痛经两种，原发性痛经是生

殖器官无器质性病变，中医认为与外邪入侵、脏腑功能异常、

情志不调等有关。临床治疗原发性痛经方法较多，如止痛药、

止痛针、抗生素输液等，易产生耐药性，治疗效果欠佳。我院

针对 90 例原发性痛经患者，探讨耳穴压豆配合中药外敷的治

疗效果，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 90 例原发性痛经患者为我院 2015 年 10 月—2016 年

2 月所收治，年龄 14～36 岁，平均年龄（22.34±4.91）岁；病

程 1～11 年，平均病程（4.52±1.73）年；已婚 24 例，未婚 66

例；轻度痛经 17 例，中度痛经 39 例，重度痛经 34 例。应用

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A 组、B 组及 C 组患者各 30 例，三组患者

基线资料比较，均衡性较高（P＞0.05）。 

1.2 诊断标准 

1.2.1 西医诊断标准 

在月经周期前后（1 周）出现下腹疼痛、坠胀、腰酸等症，

伴有其他不适，影响患者正常生活、学习、工作。 

1.2.2 中医诊断标准 

经前或经期小腹胀痛拒按，经量少，血色紫暗有块，经前

乳房胀痛，胸闷，舌质紫暗，脉弦。 

1.2.3 纳入标准[1] 

符合西医和中医诊断标准，经妇科检查盆腔器官，无器质

性病变；近 2 周内未服用镇静药、止痛药、激素类药物；自愿

签署知情同意书。 

1.2.4 排除标准 

继发性痛经者；合并心、肝、肾重要脏器功能严重不全者；

合并系统性疾病、精神疾病者；盆腔器官器质性病变者；治疗

依从性差，拒绝签署知情同意书者。 

1.3 治疗方法 

A 组患者采用中药外敷联合耳穴压豆治疗，①耳穴压豆，

主穴选择内分泌、交感、子宫、神门，辨证配穴：肾气亏虚者，

配肾、肝；寒凝血 者，配肾、脾；湿热 阻者，配肝、胆；

气滞血 者，配肝、上屏尖；气血虚弱者，配心、脾。在 0.5 cm

×0.5 cm 胶布中间固定王不留行籽，探针找准穴位，乙醇消毒，

将药丸对准耳穴贴压，使患者有酸、麻、发热、胀痛之感，指

导患者自行按压穴位，3～4 次/ d，每个穴位 40 次，两耳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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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前 1 周贴压，4～7 d 换贴 1 次，至经尽后 7 d 结束。②中药

穴位外敷。取血海、太冲、关元、合谷、三阴交等穴，将当归、

川芎、香附、生白芍、延胡索、乌药、艾叶、麝香、白芷等研

成粉末，取适量药粉，加入少量黄酒调成糊状贴敷于穴处，月

经来潮前 2 d 贴敷，1 次/ d，6 h/次，经尽停止治疗，持续治疗

3 个月经周期。B 组患者采用耳穴压豆治疗，C 组患者采用中

药外敷治疗，与 A 组操作方法一致。 

1.4 评估指标 

    参考原发性痛经疗效评估标准[2]，分为治愈、有效、无效

三个等级，其中治愈：临床症状完全消失，连续 3 个月经周期

未复发；有效：临床症状明显改善，不能维持 3 个月经周期；

无效：临床症状无明显改善，或疼痛加重。治疗总有效率=（病

例总数－无效例数）/总例数×100.0%。 

1.5 统计学处理 

    详细收集整理研究所得数据，建立数据库，在统计学软件

SPSS18.0 中作计数资料和计量资料处理分析，前者应用（n，

%）表示，数据比较经 x2检验；后者采用（ ）描述，独立

样本经 t 检验，如果检验结果为差异 P＜0.05，可以说明其存

在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A 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高于 B、C 组（P＜0.05），B 组和

C 组治疗有效率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详见如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比较  （n，%） 

组别 治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A 组（n=30） 15 13 2 93.3 

B 组（n=30） 8 15 7 76.7* 

C 组（n=30） 8 14 8 73.3* 

注：与 A 组比较，*P＜0.05 

3   讨  论 

痛经是妇科临床常见病和多发病，临床多表现为行经前

后、月经期出现下腹疼痛、坠胀、腰酸、出汗、面色苍白等症

状，直接影响患者正常生活与工作，给女性带来非常大的痛苦。

原发性痛经是常见痛经类型，祖国医学认为原发性痛经与肝郁

气滞、经期外邪侵犯、情志不遂有关，致胞脉寒阻，不通则痛；

或胞宫失于濡养，不荣则痛[3]，临床治疗应以调理气血为主，

兼顾调理冲任和气机。中医学中蕴藏着许多治疗妇科疾病的知

识，耳穴压豆、中药外敷为常见治疗手段。 

中药穴位外敷是将药物贴敷于穴位处[4]，对穴位进行刺

激，并借助皮肤吸收作用，激发经气，调动经脉。太冲具有疏

肝止痛的功效；关元为藏血之处，补血补气；三阴交为足三阴

经交会穴，通经止痛；血海引血归经；合谷疏风散表、宣通气

血，对诸穴进行敷贴，可达调经止痛、行气活血之功效。耳与

十二经脉、五脏六腑密切相关，神门、交感具有镇静、镇痛之

功效；内分泌可调节器官功能；子宫、肾耳穴活血化 、调经

止带；肝耳穴通经活络、疏肝理气；对诸耳穴进行压豆治疗，

操作简单、易学易用、经济安全，可达消炎止痛、疏肝理气、

活血化 之功效[5]。我院针对原发性痛经患者，采用耳穴压豆

配合穴位贴敷治疗，以期实现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 

本组结果显示，A 组治疗有效率为 93.3%，较 B 组 76.7%、

C 组 73.3%显著提高，说明耳穴压豆配合中药外敷治疗原发性

痛经，可有效缓解痛经症状，提高治疗有效率，减轻患者痛苦，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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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补肾活血汤对 68 例继发性闭经患者临床疗效的影响。方法：选取我院接受治疗的 136 例继发性闭经患者。

根据对患者治疗方案的不同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其中治疗组采用补肾活血汤治疗，对照组采用西医药物治疗。对比两组患者治疗

近远期疗效以及治疗安全性。结果：治疗组患者近期疗效总有效率明显大于对照组；两组患者的远期疗效与近期相比，均有所下降，

但是研究组患者有效率明显大于对照组；研究组患者治疗过程中不良反应总发生率显著小于对照组，以上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补肾活血汤治疗继发性闭经患者治疗后疗效更好，且无毒副作用，不良反应少，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中医；补肾活血汤；继发性闭经；疗效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of Bushen Huoxue Decoction on 68 cases of secondary amenorrhea 

patients. Methods: 136 patients with secondary dysmenorrhea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different treatment. The treatment group received Bushen Huoxue Decoction on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western medicine. Both the long term and short tern therapeutic efficacy and safety of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short tern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long-term efficacy of the two 

group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near future, but the efficiency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total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Bushen Huoxue Decoction had better curative effect in the treatment of 

secondary amenorrhea patients, there was non-toxic side effects and the adverse reactions were less, it wa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Chinese medicine; Bushen Huoxue Decoction; Secondary amenorrhea; Curative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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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发性闭经指曾有规律月经，但因为某种病理原因导致月

经停止 6 个月以上。子宫内膜损伤、卵巢功能早衰、功能性肿

瘤或者精神创伤等，都可能造成继发性痛经[1]。中医认为[2,3]，

闭经的原因主要处在肝脾和肾脏上，肾虚是主要原因。补肾活

血汤是治疗继发性闭经常见的中药药方，现将我院对补肾活血

汤对 68 例继发性闭经患者临床疗效的影响分析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2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内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136

例继发性痛经患者。根据对患者治疗方案的不同分为研究组和

对照组，其中治疗组采用补肾活血汤治疗，共 68 例，年龄 21～

38 岁，平均年龄（30.55±9.01）岁，闭经时间（10.11±5.66）

个月。对照组采用西医药物治疗，共 68 例，年龄 20～39 岁，

平均年龄（29.67±9.15）岁，闭经时间（10.03±6.53）个月。

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及闭经时间等一般资料上无显著性差异

（P＞0.05），具有可比性。 

1.2 诊断标准   

①临床症状：以《妇产科学》中对于继发性闭经的标准为

参考，所有患者均经妇科检查、性激素检测或者 B 超检查确定

为继发性闭经；②中医候诊诊断标准：参照《中医妇科学》，

临床辨证属于肾虚血瘀型继发性闭经。  

1.3 排除标准 

①年龄小于 18 岁或者大于 40 岁；②子宫附件无异常，排

除卵巢功能衰竭、多囊卵巢综合症等疾病导致的闭经；③1 个

月内没有使用任何抗焦虑或精神药物；④合并心脑系统、血液、

肾脏或神经系统疾病。 

1.4 治疗方法 

①对照组所有患者口服黄体酮胶丸（浙江爱生药业有限公

司，国药准字 H20031099），0.1 mg/次，2 次/ d，连续服用 6 d，

停药后 1周内发生撤退性出血。在月经第 5 天开始口服戊酸雌

二醇（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国药准字

J20080036），1 mg/次，2 次/ d，连续服用 21 d。在服用戊酸雌

二醇的第 16 天，加服黄体酮胶丸，用量同之前，连续服用 6 d。

以此为 1 个周期，共 2 个疗程。 

②治疗组患者服用补肾活血汤，补肾活血汤药物组成：熟

地黄、黄精、山药和补骨脂各 12 g，仙灵脾 15 g，女贞子、丹

参、红花各 9 g，山茱萸、巴戟天、香附各 6 g，肉桂 3 g。1

剂/ d，水煎 2 次服用，3 个月为 1 个疗程，2 个疗程。 

1.5 观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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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疗效评价参照中医证候疗效判定标准：患者月经正常，

且持续 3 个月经周期以上为痊愈，月经来潮恢复，周期不规律

或者没有持续 3 个月经周期为显效，月经仍未来潮为无效；②

在治疗结束时评定近期疗效，停药后 3 个月对所有患者进行随

访，评定患者的远期疗效；③观察统计两组患者治疗过程中不

良反应的发生情况。 

1.6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6.0 统计分析软件，计量资料采用（ ）表

示，比较采用 t 检验，等级资料比较采用 x2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后近期疗效对比 

治疗组患者痊愈的人数占总人数的 52.9%（36 例），近期

疗效总有效率为 97.1%（66 例），明显大于对照组的 76.5%（52

例），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下表 1。 

2.2 两组患者治疗后远期疗效对比 

两组患者的远期疗效与近期相比，均有所下降，治疗组患

者痊愈的人数占总人数的 47.1%（32 例），总有效率为 92.7%

（63 例），均明显大于对照组的 29.4%（20 例）和 61.8%（42

例），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下表 2。 

2.3 两组患者治疗安全性对比 

治疗组患者治疗过程中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为 2.9%（2 例），

显著小于对照组的 17.7%（12 例），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下表 3。 

表 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对比   [n（%）] 

组别 n 痊愈 显效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 68 25（36.8） 27（39.7） 16（23.5） 52（76.5）

治疗组 68 36（52.9） 30（44.1） 2（2.9） 66（97.1）

x2 – 3.597 0.272 12.550 12.550 

P – 0.058 0.602 0.000 0.000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后远期疗效对比  [n（%）] 

组别 n 痊愈 显效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 68 20（29.4） 22（32.4） 26（38.2） 42（61.8）

治疗组 68 32（47.1） 31（45.6） 5（7.4） 63（92.7）

x2 – 4.484 2.504 18.426 18.426 

P – 0.034 0.114 0.000 0.000 

表 3  两组患者治疗安全性对比  [n（%）] 

组别 n 体重增加或减少 乳房胀痛 倦怠 皮疹 总发生 

治疗组 68 1（1.5） 0（0.0） 1（1.5） 0（0.0） 2（2.9） 

对照组 68 4（5.9） 3（4.4） 2（2.9） 3（4.4） 12（17.7） 

x2 – 1.869 3.068 0.341 3.068 7.963 

P – 0.172 0.080 0.559 0.080 0.005 

3   讨  论                    

中医认为，“调经之要，贵在补脾胃以滋血之源，养肾气

以安血之室”。补肾活血在调理月经治疗闭经的过程中非常重

要，乃治标治本之举[4]。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转型，

女性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尤其是各种避孕措施、人流和药

流的广泛应用，导致继发性闭经的发生率越来越高[5]。因此，

兼具有效性和安全性的治疗方法越来越受到关注。 

本文发现，研究组患者痊愈的人数占总人数的 52.9%，近

期疗效总有效率为 97.1%，明显大于对照组的 76.5%，表明了

中药补肾活血汤在治疗继发性闭经患者上的疗效优于西药。中

药补肾活血汤主要含有熟地黄、黄精、山药、补骨脂、仙灵脾、

女贞子、丹参、红花、山茱萸、巴戟天、香附及肉桂。其中，

熟地黄清热养血，滋阴补肾；黄精补血补脾，润肺生津；山药

补脾养胃，益肺补肾；补骨脂补肾壮阳，补脾健胃。诸药相辅

相成，共行滋补肾精、疏肝理气之功效。另外，丹参和红花活

血祛 、通经止痛，肉桂补中益气、通利月闭，诸药共行活血

化 、补血养精之功效。通过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后远期疗效发

现，两组患者的远期疗效与近期相比，均有所下降，但是治疗

组患者痊愈的人数占总人数的 47.1%，总有效率为 92.7%，均

明显大于对照组的 29.4%和 61.8%。这进一步说明补肾活血汤

在治疗继发性闭经患者的疗效更佳。现代医学研究证明[6]，补

肾能够调节机体的协调性，增加卵巢 LH 受体的数量，提高其

亲和力，进而提高卵巢对激素的反应，实现机体可持续的的动

态周期平衡。补肾活血汤诸药配合，改善机体血液循环，增加

血流量，增强卵泡的收缩并促进排卵，对于月经周期的建立和

调整起着长久性的辅助作用，治标又治本。从本文对两组患者

治疗安全性对比结果可以看出，西药产生的毒副作用较多，部

分患者在服用西药后会出现不良反应，而补肾活血汤不良反应

明显较少，无毒副作用，治疗安全性较高。 

综上所述，补肾活血汤治疗继发性闭经患者治疗后疗效更

好，且无毒副作用，不良反应少，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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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位埋线治疗糖尿病胃肠神经功能紊乱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acupoint catgut embedding therapy in treating diabetic 

gastrointestinal dysfunction 
 

刘同坤  刘二委 

（濮阳市中医医院，河南  濮阳，457001）  
中图分类号：R25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6）18-0067-02    证型：DGB  

    【摘  要】目的：通过对糖尿病胃肠神经功能紊乱患者进行穴位埋线治疗，观察穴位埋线对此类患者的疗效，便于临床推广；

方法：对 50 例患者在积极控制血糖、适量运动等基础治疗的同时选取双侧足三里、中脘、双侧天枢、气海等给与埋线治疗，将治

疗先后症状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治疗后显效 23 例，有效 24 例，无效 3 例，总有效率为 94.0%。结论：穴位埋线对改善糖尿病

胃肠神经功能紊乱有明显疗效。 

【关键词】穴位埋线；糖尿病胃肠神经功能紊乱；长效针感效应；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acupoint catgut embedding therapy in treating diabetic gastrointestinal 

dysfunction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linical promotion. Methods: 50 patients with diabetic gastrointestinal dysfunction were given 

acupoint catgut embedding therapy in acupoints of bilateral Zusanli, Zhongwan, bilateral Tianshu, Qihai, etc. on the basis of active control 

of blood glucose and moderate exercise, symptoms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23 

cases were markedly effective, 24 cases were effective, 3 cases were ineffective, and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94.0%. Conclusion: 

Acupoint catgut embedding therapy had significant therapeutic effect in treating diabetic gastrointestinal dysfunction. 

【Keywords】Acupoint catgut embedding therapy; Diabetic gastrointestinal dysfunction; Long-term effect of acupunctur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8.031  
糖尿病胃肠神经功能紊乱是糖尿病常见并发症之一，主要

以腹部疼痛、恶心呕吐、腹泻或大便干结等胃肠道症状为主要

表现，约 75%糖尿病患者有明显胃肠神经功能紊乱症状[1]，尤

其是老年人，严重者后期会出现一系列心理疾病，严重影响到

患者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我院通过对于明显糖尿病合并胃肠神

经功能紊乱患者给予穴位埋线质量观察后，取得一定的治疗效

果，现将临床观察总结如下。 

1   临床观察 

1.1 一般资料  

自我院门诊随机选择 50 例患者，均符合《中国 2 型糖尿

病防治指南（2013 年版）》诊断标准[2]，排除消化系统器质性

疾、无其他相关疾病干扰治疗，平均年龄（43.4±4.2）岁，其

中男性 23 例，女性 27 例，血糖控制正常。主要表现为腹痛、

恶心、纳差、食后撑胀、大便不调等。 

1.2 治疗方法  

    据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中西医结合糖

尿病诊疗标准（2015 年）》[3]中中医证候评分标准，将 50 名患

者症状进行评分，在积极控制血糖、适量运动等基础治疗的同

时给予穴位埋线治疗。主要方法为：选取 12 号专用埋线针，

内置长约 2 cm 的医用外科 2 号羊肠线，选取适当穴位垂直刺

入，得气后边退针边进针芯，把羊肠线垂直埋入穴位内，出针

后用干棉签按压针孔，查看针孔处无暴露于穴位皮肤外的羊肠

线后，用创可贴覆盖针孔。主穴：双侧足三里、中脘、双侧天

枢、气海等。腹痛甚者加阳陵泉，不欲饮食、腹胀者加水道。

15 d 为 1 个疗程，共 3 个疗程。 

1.3 疗效评价  

根据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中西医结合

糖尿病诊疗标准（2015 年）》，显效：减分率≥70%；有效：减

分率 0%～70%；无效：减分＜30%。采用尼莫地平法公式计算：

减分率=（疗前积分－疗后积分）÷疗前积分×100%。 

2   治疗结果 

2.1 治疗前后症状评分表比较（表 1） 

表 1  治疗前后症状评分表比较  [（ ），分] 

症状 治疗前 治疗后 

腹痛 4.23±1.43 1.23±1.56 

乏力 5.23±0.72 2.13±0.56 

饮食欠佳 4.76±1.22 1.27±1.01* 

大便不调 5.15±0.82 2.01±0.83 

肢体麻木 4.12±0.55 2.25±0.39 

口渴多饮 4.53±0.64 2.63±0.42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 

2.2 临床疗效      

治疗后显效 23 例，有效 24 例，无效 3 例，总有效率为

94.0%。 

3   结  论 

    糖尿病引起自主神经病变为其并发症常见的一种，目前发

病机制尚不明确，目前有研究表明主要与高血糖、神经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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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道激素分泌异常、胃肠道平滑肌病变、微血管病变等密切

相关[4]。虽然糖尿病患者有系统的饮食方案，但常由于胃肠运

动功能紊乱，影响胃肠蠕动吸收功能，导致吸收异常，常影响

口服降糖药物及其他药物的疗效，胃肠道运动障碍还可以引起

非常严重的临床问题，如低血糖等。但由于目前糖尿病胃肠功

能紊乱的发病机制还不清楚，故其治疗存在盲目性，治疗效果

不确切，也易复发高。 

糖尿病属于中医“消渴”范畴，主要病因为阴虚致病，其

根本为人体自身津气亏虚导致发病，其主要治疗方法为补益津

气。中医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李杲依据临床

实践，结合医学理论，认为脾胃在人体生理活动中最为重要，

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主张。穴位埋线治疗根据针灸

学理论，通过针具和药线在穴位内产生持续刺激作用，平衡阴

阳、调和气血、调整脏腑，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肠线在体内

软化、分解、液化和吸收，对穴位产生一种缓慢、柔和、持久、

良性的“长效针感效应”，长期发挥疏通经络作用，达到“深

纳而久留之，以治顽疾”的效果。对足阳明胃经足三里[5]、天

枢进行埋线刺激，起到补益脾胃，疏调肠腑、理气行滞、消食

的作用，气海为盲之原穴，为人体先天元气聚会之处，具有利 
 

下焦、补元气、行气散滞，可调理胃肠、治疗腹痛、大便不调

等。 

根据我院本次临床观察，穴位埋线对治疗糖尿病合并胃肠

神经功能紊乱患者有明显效果，同时由于穴位埋线的便捷、经

济、对脏器伤害小等特点，使用与临床推广。但是需要注意的

是部分糖尿病患者会出现羊肠线无法吸收化脓情况，需要及时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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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护理干预对糖尿病患者的疗效分析 
Efficacy Analysis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patients  

with diabetes 
 
钱  东 

（江苏省中医院，江苏  南京，21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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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综合护理干预对糖尿病患者的疗效。方法：78 例糖尿病患者先后接受常规护理（39 例，对照组）与

常规护理（39 例，干预组），评价两种护理方法的有效性。结果：干预组 FBG、2 hPBG、HBA1c、TC、TG 水平改善效果明显优

于对照组（P＜0.05）。结论：对糖尿病患者不能仅限于常规护理，应加强综合护理干预，以提高临床治疗效果，提高患者的生活

质量。 

【关键词】综合护理干预；糖尿病；血糖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patients with diabetes mellitus. Methods: 78 

cases of diabetic patients were accepted and treated in two groups. The routine nursing (39 cases, control group) and comprehensive 

nursing (39 cases, intervention group).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wo nursing methods was evaluated after the treatment. Results: The FBG, 

2hPBG, HBA1c, TC and TG level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Diabetic patients cannot be limited to routine care, integrated care intervent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in order to improve clinical 

outcome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Keywords】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Diabetes mellitus; Blood glucos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8.032  
糖尿病是目前尚无有效疗法根治的代谢类疾病，糖尿病患

者常会出现糖、水电解质、蛋白质、脂肪等物质的代谢紊乱，

且还易出现一系列其他的并发症[1]，这极大地伤害了患者的身

心健康。因此，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是临床护理不变的目标。

为探讨综合护理干预对糖尿病患者的有效性，我院特于 2014

年 6 月—2015 年 12 月选取 78 例作为研究对象，分别施护，结

果表明综合护理干预的效果更胜一筹，现详细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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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组对象来源于我院 2014 年 6 月—2015 年 12 月收治的

78 例住院糖尿病患者，均符合 1999 年 WHO 通过的糖尿病诊

断标准[2]，经实验室检查、B 超检查及胃肠镜检查等排除肝胆

疾病、心、肾等脏器疾病、良恶性肿瘤等，患者的一般资料无

明显差异（P＞0.05）并进行分组：对照组 39 例，男性 21 例，

女性 18 例；年龄 49～82 岁，平均年龄（62.7±4.6）岁；病程

3～22 年，平均病程（7.7±4.1）年；1 型糖尿病 9 例，2 型糖

尿病 30 例。干预组 39 例，男性 20 例，女性 19 例；年龄 47～

80 岁，平均年龄（60.1±3.9）岁；病程 1～20 年，平均病程（6.5

±3.3）年；1 型糖尿病 6 例，2 型糖尿病 33 例。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干预组接受综合护理干预。 

1.2.1 血糖监测      

患者血糖长期平稳有利于并发症的预防，护理人员应帮助

患者深刻地认识到这点的重要性，告知患者血糖的正常水平，

FBG 应不超过 3.8～6.1 mmol/L，2 hPBG 应不超过 7.8 mmol/L。

最好实现血糖的动态监测，对条件允许的患者建议使用血糖监

测仪。如果患者血糖水平出现异常，对未使用胰岛素的患者予

以胰岛素治疗，对已使用胰岛素的患者增加胰岛素的剂量。 

1.2.2 健康宣教     

糖尿病为一种终身性疾病，部分患者对此不予重视，血糖

不够平稳，护理人员应在患者中加强健康宣教，帮助患者认识

到降糖治疗及保持平稳的血糖水平的重要性，要耐心地对患者

讲解糖尿病的相关知识及服药的注意事项，鼓励患者要做好自 

表 1 两组护理前后血糖指标比较   [（ ），mmol/L] 

我监护，绝对依从医护人员的治疗，促进疗效的提高。 

1.2.3 饮食指导     

在满足患者的生存需求的条件下，要严格控制好糖类物质

与总热量的摄入量，不宜摄入高糖、高脂等食物，不宜饮用含

糖的饮料，严格禁烟禁酒，尽量摄入复合糖来取代纯糖制品[3]，

多吃蛋类、豆类及肉类食品来补充优质蛋白，提高不饱和脂肪

酸的摄入量，饮食宜均衡化、多样化，少食多餐，定时定量，

并要限制盐的摄入量。 

1.2.4 运动指导      

护理人员应指导患者进行适量的运动，可选择慢跑、散步、

打太极拳等运动，保持心率不超过 120 次/ min，每周锻炼 3～5

次为宜，特别是肥胖患者应在进食后进行半小时左右的有氧运

动。运动的程度以患者稍有疲劳感，微微发汗，心情舒畅，食

欲增加，睡眠良好为宜。 

1.3 评价指标 

测定并记录患者护理前后的血糖及血脂水平：包括空腹血

糖（FBG）、 餐后 2 h 血糖（2 hPBG）、糖化血红蛋白值（HBA1c）、

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 

1.4 统计学方法 

    整理的数据经 Excel 录入经 SPSS18.0 统计学软件分析，

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见表 1、表 2 可知，干预组 FBG、2 hPBG、HBA1c、TC、

TG 水平改善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FBG 2 hPBG HbA1c 
组别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干预组（n=39） 6.4±1.1 4.8±0.5 10.3±6.4 7.2±1.9 7.9±0.6 5.5±0.9 

对照组（n=39） 6.2±2.7 5.7±1.8 10.2±2.9 8.8±1.4 8.3±0.5 6.9±1.7 

表 2 两组护理前后血脂指标比较    [（ ），mmol/L] 

TC（mmol/L） TG（mmol/L） 
组别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干预组（n=39） 6.9±2.1 5.6±1.3 2.8±0.4 1.8±0.9 

对照组（n=39） 6.8±2.7 6.3±0.8 2.8±0.9 2.3±0.4 

3   讨  论 

高血糖是糖尿病的主要特征，高血糖不仅可影响患者机体

的各种免疫功能发生紊乱，同时还会诱发一系列的急慢性并发

症，对患者的身心伤害较大，严重降低了患者的生活质量。糖

尿病是一种终身性的慢性疾病，长期以来治疗的重心都强调在

饮食控制上，合理的饮食一方面可以满足患者的机体需求，改

善患者的高糖状态，控制患者的体重，另一方面又可以增强患

者机体靶组织对胰岛素的敏感性[4]，此外还能够预防餐后高血

糖及饥饿性酮症的发生。报道指出，适当的体育锻炼有利于增

加机体的能量消耗，防止脂质在体内的大量堆积，有效降低血

糖水平或者保持血糖水平的平稳[5]。本研究通过对 78 例糖尿病

患者施予不同的护理方法，结果表明干预组 FBG、2 hPBG、

HBA1c、TC、TG 水平改善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这说明对糖尿病患者不能仅限于常规护理，应加强综合护理干

预，以提高临床治疗效果，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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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中药汤剂、灌肠、穴位贴敷、针灸等中医多种方法综合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临床疗效观察。方法：将

64 例慢性溃疡性结肠炎的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 32 例采用西医的抗生素、激素、免疫抑制剂等治疗。实验组 32 例采用中药

汤剂、灌肠、穴位贴敷、针灸等中医方法治疗，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疗效。结果：治疗后，实验组临床症状总有效率为 96.9%（31

例），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62.5%（22 例）；结肠检查结果总有效率实验组为 93.8%（30 例），明显高于治疗组的 68.8%（22 例），两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采用中药汤剂、灌肠、穴位贴敷、针灸等中医综合疗法治疗溃疡性结肠炎具有良好

的临床疗效，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溃疡性结肠炎；中药汤剂；灌肠；穴位贴敷；针灸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treating ulcerative colitis by using the integrated therapy of TCM, such 

as Chinese medicine medicinal broth, enema, acupoint application,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and so on. Methods: 64 cases of chronic 

ulcerative colitis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32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by using western medicine, 

such as antibiotic, hormone and immune inhibitors while 32 case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treated by integrated therapy of TCM, 

such as Chinese medicine medicinal broth, enema, acupoint application,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and so on.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 was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96.9%,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62.5%;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colon examina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93.8%, which was also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68.8%.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integrated therapy of TCM, which included Chinese medicine medicinal broth, enema, acupoint application,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and so on, had good therapeutic effect in treating ulcerative colitis, it wa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Ulcerative colitis; Chinese medicine medicinal broth; Enema; Acupoint application;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8.033 

 

溃疡性结肠炎是一种原因不明的主要发生在直肠、结肠黏

膜层的非特异性炎症性疾病。病情表现复杂，除大便稀溏、黏

液脓血便、腹部胀痛不适、腹泻外，还可出现骶髂关节炎、口

腔复发性溃疡等症状，在治疗上存在一定困难，西医至今无特

异性的治疗手段可根治溃疡性结肠炎，所以患病后病情迁延难

愈，并发症逐渐增多，容易癌变。笔者所在医院采用中药汤剂、

灌肠、穴位贴敷、针灸等中医方法综合治疗慢性溃疡性结肠炎

取得一定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 2010 年 6 月—2015 年 6 月门诊和住院的患者，

共计 64 例，均符合参照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炎症性肠病

协作组 2007 年“对我国炎症性肠病诊断治疗规范的共识意见”

中溃疡性结肠炎的诊断标准[1]，诊断为轻、中度广泛溃疡性结

肠炎。 

将病例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 32 例，男性 18 例，女性 14

例；年龄 小 38 岁， 大 65 岁，平均年龄（37.6±3.5）岁；

病程 5～14 年，平均病程（9.4±2.1）年。实验组 32 例，男性

15 例，女性 17 例；年龄 小 39 岁， 大 66 岁，平均年龄（38.1

±3.4）岁；病程 5.5～15 年，平均病程（9.8±2.0）年。两组

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均以大便稀溏、黏液脓血便、腹部胀痛不适为主症。均经过电

子结肠镜结合病理检查、大便常规得到确诊，且排除克隆恩病、

胃肠道恶性病变，排除由肝脏、胰腺等影响胃肠道的疾病。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予美沙拉嗪缓释颗粒剂（艾迪莎，法国爱的发制药

公司生产，进口药品注册证号：H20100063）口服，1 g/次，4

次/ d。 

实验组予以中医综合治疗。具体的方法如下：①中药汤剂

治疗。基础方为炒党参、炒白术、茯苓、山药、肉豆蔻、防风、

陈皮、赤芍、白芍各 10 g，炒扁豆、诃子、石榴皮、赤石脂各

15 g，炒延胡索 20 g，薏苡仁 30 g，甘草 6 g。湿重者加厚朴、

砂仁；热重者加黄连、黄柏等；里急后重者加木香、枳壳等；

以上方药均在辨证基础上加减，1 剂/ d，取 200 mL 左右汤，

分 2 次服完，服药期间禁烟酒和饮食刺激的食物。②灌肠治疗。

方药如下：白头翁 15 g，黄连 10 g，马齿苋 10 g，蒲公英 10 g，



 

 

中医临床研究 2016年第 8卷 第 18期                                                                            -71-

白及 10 g，败酱草 10 g，鱼腥草 10 g，地榆 20 g。将以上药物

进行煎汁取液体 100 mL，冷却后选择合适的灌肠管，用注射

器推入药液灌入结肠，患者采用平卧或侧卧臀部抬高位持续 30 

min，每晚睡前治疗 1 次。③穴位贴敷。用丁香、小茴香、艾

叶、肉桂、五倍子、白胡椒、冰片等研末成粉后伴生姜汁，贴

敷在神阙穴上，用艾条外敷。④针灸治疗。患者仰卧位，在天

枢、中脘、足三里、大肠俞、关元等穴位常规消毒后用 2.5 寸

针刺以上穴位，运用平补平泻方法，以患者出现酸麻胀痛为准，

在针尾施灸，留针 30 min，10 d。治疗期间禁止禁烟酒和饮食

刺激的食物。 

1.3 疗效观察 

参照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炎症性肠病协作组 2007 年

“对我国炎症性肠病诊断治疗规范的共识意见”制定标准进行

评判[1]。完全缓解：临床症状消失，结肠镜复查发现黏膜大致

正常。有效：临床症状基本消失，结肠镜复查发现黏膜轻度炎

症或假息肉形成。无效：经治疗后临床症状、内镜及病理检查

结果均无改善。 

2   结  果 

2.1 临床疗效，见表 1，表 2。 

表 1  治疗前后临床症状比较  （n，%） 

组别 n 完全缓解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32 27 4 1 96.9 

对照组 32 19 3 10 62.5 

注：两组症状缓解有效率差异有显著性（P＜0.05） 

表 2  治疗前后结肠镜检查结果比较   [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32 15（46.9） 15（46.9） 2（6.2） 93.8 

对照组 32 8（25.0） 14（43.8） 10（31.2） 68.8 

注：两组结肠镜检查结果差异有显著性（P＜0.05） 

2.2 不良反应   

治疗组不良反应 12.5%，其中治疗过程中出现一过性腹

痛、腹胀、恶心 3 例（9.4%），减少灌注量和速度后症状消失，

白细胞减少 1 例（3.1%），未见肠出血、穿孔；对照组不良反

应 28.1%，其中恶性呕吐 3 例，头痛 2 例，皮疹 1 例，发热 1

例，白细胞减少 1 例。 

3   讨  论   

祖国医学把溃疡性结肠炎归为“痢疾”“泄泻”的范畴。

中医理论认为本病由外感时邪或饮食失制，导致脾胃运化失

常，大肠蕴结湿浊，气血凝滞相搏，夹湿伤脾，导致肠道传导

失司，脂膜血络受损，气血不通，腐败化为脓血而痢下赤白，

不通则痛，所以出现腹痛等症状[2]。 

根据溃疡性结肠炎肝郁脾虚肠弱的病机[3]，治以健脾畅

肠、调和气血、化湿清热解毒[4]，以达到调和胃肠，恢复受纳

目的。中药汤剂正是运用以上的理论进行辨证论治后以达到治

疗目的。另外，因结肠炎的病变主要在直肠和结肠的下端，采

用灌肠法具有直达病变部位，提高药物浓度，延长药物作用时

间，改善局部血运循环，消退肿胀，且减少对消化道、肝脏等

对药物的影响[5]。神阙穴下无脂肪组织，屏障作用弱，药物易

穿透、吸收，有利于药物直接透过皮肤达到靶细胞发挥疗效作

用，且神阙穴贴敷可以通过刺激穴位周围的神经改善腹痛、腹

泻的症状[6]。而穴位治疗是在临床上得到实践的方法，效果确

切，如天枢穴为大肠之募穴，足三里为胃经合穴，上巨虚为大

肠经合穴。艾灸天枢、足三里等穴位既能温中健脾，又能温通

经络气机，使脾胃功能恢复正常，气血流畅[7]。虽然目前对于

溃疡性结肠炎尚无特异性公认的治疗方法，而中医的治疗方法

有一定的临床效果，但是，目前缺乏经验性的中药处方及中成

药品，对中药确切的有效成分的机制尚不明确，使得遣方用药

缺乏客观的科学依据[8,9]。另外，对于溃疡性结肠炎的护理是很

重要的，尤其是灌肠等治疗时，需要有专业的护理人员指导，

因此病程长，需要患者的配合，要患者在饮食、生活起居、情

志等各个方面均有良好的习惯。这对于病情的康复至关重要
[10,11]。综上所述，中医治疗溃疡性结肠炎效果明确，但作用机

制等仍需要在临床上不断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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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分析通阳法在溃疡性结肠炎治疗中应用效果。方法：选择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 月在我院进行治疗

的 80 例溃疡性结肠炎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40 例，对照组采用西药治疗，观察组应用通阳法治

疗，对比两组治疗效果。结果：观察组治疗的总有效率为 92.5%（37 例）、复发率为 15.0%，对照组治疗的总有效率为 62.5%，复

发率为 37.5%，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溃疡性结肠炎患者临床治疗时采用通阳法疗效显著，具有临床推广的

应用价值。 

【关键词】通阳法；溃疡性结肠炎；应用效果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Tong Yang method in the treatment of ulcerative colitis. Methods: 80 cases of ulcer 

colitis patients,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4 to January 2015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ith 4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by western medicine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the application of Tong Yang treatment,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2.5%, the recurrence rate was 15.0%,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62.5%, 

the recurrence rate was 37.5%,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ong Yang method had significant 

effect in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ulcerative colitis and it had the value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Tong Yang method; Ulcerative colitis; Applica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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溃疡性结肠炎[1]（UC）主要侵犯的人体组织为大肠（结

肠、直肠）黏膜和黏膜下层，临床上常见的 UC 为慢性复发型

和慢性持续型，患者的临床症状主要包括腹泻、黏液脓血便、

腹痛、里急后重等，溃疡性结肠炎具有病程长，治疗难度较大，

复发率高等特点，其发病机制尚未被明确，西药治疗溃疡性结

肠炎的疗效较差，为探索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有效方法，本次

研究选择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 月在我院进行治疗的 80 例溃

疡性结肠炎患者为研究对象，研究分析通阳法在溃疡性结肠炎

治疗中应用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 月在我院进行治疗的 80 例

溃疡性结肠炎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组，每组 40 例，观察组：男性 21 例，女性 19 例；年龄 22～

55 岁，平均年龄（34.5 岁±2.5）岁；病程 3 个月～4 年，平均

病程（22.3±2.8）个月。对照组：男性 20 例，女性 20 例；年

龄 23～55 岁，平均年龄（35.1±2.8 岁）；病程 4 个月～4 年，

平均病程（22.5±3.0）个月。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等一般资

料对比，P＞0.05，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1.2 研究方法[2] 

对照组患者口服柳氮磺胺吡啶，0.5～1.0 g/次，4 次/ d，

观察组应用通阳法治疗，基本方为：丹参 30 g，炒白芍 20 g，

鸡血藤 15 g，薤白 10 g，当归 10 g，炒蒲黄 10 g，炒五灵脂 10 

g，甘草 10 g，川芎 6 g，依据患者的证型进行药材加减，针对

寒湿冷积于肠间，症见下痢稀薄不爽、白多血少、腹痛绞结者，

加炮附子 10 g，大黄 6 g，水煎服，1 剂/ d，分 2 次服用，两组

患者均以 2 周为 1 个疗程，共治疗 4 个疗程。 

1.3 观察指标 

观察分析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随访 1 年，统计两组患者

的复发率。 

1.4 评定指标 

依据患者的临床症状缓解程度，将治疗效果分为治愈：患

者临床症状完全消失，肠镜检肠黏膜正常，6 个月内未见复发；

好转：症状显著好转，肠镜检见轻度炎性反应；无效：治疗前

后未见变化。总有效率=治愈率+好转率。 

1.5 统计学方法 

采取统计学软件 SPSS19.0 进行汇总数据分析和处理，计

数资料采取百分数（%）表示，采用 x2 检验，计量资料采取

（ ）表示，采用 t 检验，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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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治疗效果 

观察组患者的总有效率为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如表 1 所示。 

表 1   两组治疗效果  （n） 

组别 n 治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 40 25 12 3 37（92.5） 

对照组 40 15 10 15 25（62.5）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 

2.2 复发率 

观察组复发率为 15.0%（6/40），对照组复发率为 37.5%

（15/40），两组复发率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x2=5.23，

P＜0.05）。 

3   讨  论 

溃疡性结肠炎（UC）的主要病理特点为慢性炎症、溃疡

形成，主要侵犯组织为大肠（结肠、直肠）黏膜和黏膜下层，

患者的临床症状主要包括腹泻、黏液脓血便、腹痛、里急后重

等，临床上常见的 UC 为慢性复发型和慢性持续型，治疗以缩

小病变范围、缩短患病年限、防止复发为目的。 

在中医学领域[3]，溃疡性结肠炎属于“久痢”“休息痢”

等范畴，其发病的根本原因在于先天禀赋不足、后天脾胃功能

失健，患者在自身脾胃虚弱根基上受到外邪、饮食、精神紧张

等因素导致大肠传导失司、通常不利、气血不畅、积滞内生、

损伤脉络。病机[4]在于脾气亏虚、运化不利而致湿浊内生。因

此治疗[5]当以通为先、祛邪气而生正气。通阳法即健脾、益气、

升阳、除湿以补通；解毒、清化湿热以泄通；调气行血、通络

理肠以通 ，研究采用基本方中丹参为君药，以起到活血化

的作用，经过现代药理学证实，丹参具有抑制血小板凝集，改

善微循环的作用，因此能够促进溃疡愈合；以薤白、当归共为

臣药，其中当归具有补血生肌，消肿止痛的作用，能够通过有

效的抑制花生四烯酸在患者体内的过度代谢，起到减轻炎性反

应和损伤的作用，薤白苦降、温通。依据《中药大全》的记载
[6]，薤白是我国较为常用的中草药之一，具有通因通用、通阳

散结、消食导滞的作用，此外，能够起到行气止痛的药效；以

鸡血藤、川芎、炒蒲黄、炒五灵脂、炒白芍共为佐药，其中鸡

血藤具有良好的活血、补血的作用，经过现代药理学证实，鸡

血藤的提取物具有抗凝的作用；川芎能够祛风燥湿、行气 郁、

活血止痛；炒蒲黄、炒五灵脂具有活血消 ，凉血止血的作用；

炒白芍具有缓中止痛，养血柔肝的药效；以甘草为使药，能够

泻火解毒，益气补中，调和药性；并且针对患者的中医证型进

行药材加减，针对寒湿冷积于肠间，症见下痢稀薄不爽、白多

血少、腹痛绞结者，加炮附子、大黄以涤荡积滞，逐攻寒积，

纵观全方，合奏益气活血、温补健脾、祛湿化 、通阳补肾之

效，药证相符，所以可以提高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治疗效果，

并且对降低其复发、癌变具有积极的作用。 

根据研究结果，观察组患者的观察组治愈者 25 例，好转

者 12 例，无效者 3 例，治疗的总有效率为 92.5%，复发率为

15.0%，对照组治愈者 15 例，好转者 10 例，无效者 15 例，治

疗的总有效率为 62.5%，复发率为 37.5%，两组治疗总有效率

（x2=10.32，P＜0.01）、复发率（x2=5.23，P＜0.05）相比，差

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证实了通阳法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

有效性和可靠性。 

综上所述，溃疡性结肠炎患者临床治疗时采用通阳法疗效

显著，具有临床推广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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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究中医辨证治疗慢性胃炎并溃疡性结肠炎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 2012 年 7 月—2014 年 1 月我院收治

的慢性胃炎并溃疡性结肠炎 58 例为研究对象，随机均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29 例，对照组采用西医治疗，观察组采用中医辨证

治疗，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结果：观察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为 96.6%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 72.4%，

两组患者的总有效率差异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采用中医辨证治疗慢性胃炎并溃疡性结肠炎，可以针对

不同类型的患者对症治疗，疗效显著，值得在临床上推广。 

【关键词】中医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疗效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clinical efficacy of TCM treatment of chronic gastritis and ulcerative colitis. Methods: 58 cases of 

chronic gastritis and ulcer colitis admit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uly 2012 to January 2014 were taken as the objects of this study, and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27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western medicine 

therapy,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TCM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treatment. After the treatment,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between the groups was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clinical efficiency was 96.6%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72.4%), the difference ha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Conclusion: The TCM treatment of 

chronic gastritis and ulcerative colitis, can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types of patients with symptomatic treatment, significant effect, 

worthy of clinical popularization. 

【Keywords】TCM treatment; Functional dyspepsia; Curative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8.035 

 

慢性胃炎并发溃疡性结肠炎，临床症状包括大便溏稀、黏

液脓血便、腹部胀痛不适、腹泻，常并发骶髂关节炎、口腔复

发性溃疡等病，病症较复杂，并发症较多，治疗有一定的难度
[1]。为了寻找治疗慢性胃炎并发溃疡性结肠炎的有效方法，我

院采用中医辨证治疗慢性胃炎并溃疡性结肠炎，疗效显著，现

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2 年 7 月—2014 年 1 月我院收治的慢性胃炎并溃

疡性结肠炎 58 例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法随机分为对照

组和观察组，各 29 例，对照组男性 18 例，女性 11 例；年龄

35～62 岁，平均年龄（38±1.6）岁；病程 6～14 年，平均病

程（9±2.3）年；观察组男性 16 例，女性 13 例；年龄 37～66

岁，平均年龄（40±2.5）岁；病程 5～15 年，平均病程（9±

2.1）年。两组在年龄、性别和病程等方面无显著性差异，具有

可比性（P＞0.05）。 

1.2 研究方法 

对照组采用西医治疗，为患者服用胃黏膜保护药、促胃肠

动力药，再为患者口服柳氮磺吡啶，4 g/ d，3～4 周后见患者

症状减轻了，再将服用剂量减半，服用 1～2 年；氢化可的松

每日服用 200～300 mg，1～2 周后改为每日口服泼尼松 60 mg，

待患者病情缓解后逐渐减轻剂量至停药；观察组采用中医辨证

治疗，具体措施为：①寒热错杂型，采用半夏泻心汤和驻车丸

加减汤治疗，配方主要是薏苡仁 15 g，白芍 5 g，太子参 5 g，

阿胶 10 g（烊化），山楂 10 g，半夏 10 g，当归 10 g，大枣 10 g，

干姜 8 g，甘草 6 g，黄连 6 g；②脾胃虚弱型，采用香砂六君

子汤和四神汤加减治疗，配方主要是茯苓 15 g，炒扁豆 15 g，

党参 15 g，白术 10 g，肉豆蔻 10 g，五味子 10 g，木香 10 g，

半夏 10 g（后下），陈皮 6 g，甘草 6 g，砂仁 6 g，吴茱萸 3 g；

③胃肠湿热型，采用香连丸加减治疗，配方主要有薏苡仁 15 g，

白花蛇舌草 15 g，白芍 15 g，蒲公英 15 g，藿香 10 g，竹茹 10 

g，木香 10 g（后下），白头翁 10 g，延胡索 10 g，黄连 6 g，

甘草 6 g，吴茱萸 3 g；④肝郁气滞型，采用四君子汤和痛泻药

方加减治疗，配方主要有白芍 20 g，柴胡 12 g，党参 15 g，白

术 10 g，半夏 10 g，茯苓 15 g，陈皮 12 g，佛手 10 g，防风 12 

g，延胡索 12 g，甘草 6 g，以上药方每日用水煎服 1 剂，2 次/ 

d，连续治疗 1 个月[2]。 

1.3 疗效判定标准 

根据患者的临床症状可划分为显效、有效、无效 3 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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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治疗，患者临床症状消失，患者纤维胃镜、结肠镜黏膜炎症

病灶消失，胃炎从萎缩性变为浅表性，称之为显效；经治疗，

患者临床症状明显减轻或者改善，患者纤维胃镜、结肠镜炎症

病灶有明显减退，称之为有效；经治疗，患者的临床症状无明

显改善，甚至病情加重，称之为无效[3]。总有效率=（显效例数

+有效例数）/总例数×100.0%。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8.0 软件对本次采集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

量资料采用（ ）表示，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

用 x2检验，以 P＜0.05 表示为数据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观察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为 96.6%，对照组患者的

临床治疗总有效率为 72.4%，两组患者的总有效率差异显著，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比较  [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 29 11（37.9） 10（34.5） 8（27.6） 21（72.4） 

观察组 29 15（51.7） 13（44.8） 1（3.5） 28（96.6）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 

3   讨  论 

慢性胃炎并溃疡性结肠炎属于临床常见疾病，随着人们生

活水平的提高，生活节奏加快，生活压力越来越大，慢性胃炎

并溃疡性结肠炎的患者呈现逐年增多的趋势，严重影响人们的

日常生活和健康。 

西药柳氮磺吡啶适合短期治疗，服用后很少吸收，氢化可

的松可以治疗炎症，但会引起变态反应，泼尼松具有抗炎和抗

过敏作用，还可以增进患者的食欲，总之西药治疗慢性胃炎并

溃疡性结肠炎疗效不明显；采用中医辨证治疗，针对不同类型

的患者对症下药，对于寒热错杂型，采用半夏泻心汤和驻车丸

加减治疗，治疗患者腹部隐痛、食欲不振、口干、舌红等症状；

脾胃虚弱型，采用香砂六君子汤和四神汤加减治疗，治疗患者

胃脘部隐痛，容易腹胀，不喜欢吃油腻食物等症状；胃肠湿热

型，采用香连丸加减治疗，用于胃脘痞闷，口苦口臭，大便出

血迹，肛门灼热的患者；肝郁气滞型，采用四君子汤和痛泻药

方加减治疗，治疗脘腹窜痛，饱胀不适，容易激动，大便困难，

舌淡红等症状[4,5]。本次研究，观察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

为 96.6%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 72.4%，两

组患者的总有效率差异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综上所述，采用中医辨证治疗慢性胃炎并溃疡性结肠炎，

可以针对不同类型的患者对症治疗，疗效显著，能使患者早日

恢复健康，继续正常的日常生活，值得在临床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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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 

中药保留灌肠联合美沙拉嗪治疗溃疡性结肠炎效果观察 

目的：中药保留灌肠联合美沙拉嗪治疗慢性溃疡性结肠炎

的方法及临床疗效。方法：将 70 例慢性溃疡性结肠炎患者随

机分为观察组及对照组各 35 例，观察组中药保留灌肠同时给

予美沙拉嗪 1 g 口服，1 次/ d；对照组柳氮磺吡啶 1 g 口服，3

次/ d；奥硝唑 1.0 加入生理盐水 200 mL 静滴，1 次/ d。两组疗

程均为 15 d。结果：治疗前两组患者结肠镜检积分比较无显著

性差异（P>0.05）；治疗后观察组结肠镜检积分降低幅度明显

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显著（P<0.05）。观察组总有效率

为 97.1%，对照组为 74.3%，组间比较差异显著（P<0.05）。结

论：中药保留灌肠联合美沙拉嗪治疗溃疡性结肠炎临床疗效满

意，复发率低，且无明显不良反应，适于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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溃疡性结肠炎中医证型与结肠镜像相关性研究 

目的：探析溃疡性结肠炎的中医证型与其结肠镜像之间的

相关性。方法：选择 142 例溃疡型结肠炎患者为对象，根据中

医证型实施分组，气滞血 型 26 例为 I 组，脾胃湿热型 30 例

为 II 组，阴血亏虚型 30 例为 III 组，脾胃虚弱型 56 例为 IV 组，

观察四组患者的镜像资料，比较组间差异。结果：脾胃虚弱型

患者中溃疡颜色为白色者、溃疡面覆苔为白苔者均显著高于其

他组， P<0.05。四组的溃疡面积未有显著差异，P>0.05。阴血

亏虚型患者的水肿率显著高于其他患者，P<0.05。气滞血 型、

脾胃湿热型、脾胃虚弱型三组患者均未有显著的组间差异，

P>0.05。结论：溃疡性结肠炎的不同中医证型与结肠镜像所表

现的溃疡面颜色、覆苔情况以及水肿状况存在明显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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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慢性浅表性胃炎采用多潘立酮和奥美拉唑治疗的疗效。方法：选取我院 2014 年 4 月—2015 年 2 月住

院接受治疗的 83 例慢性浅表性胃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以随机抽签法将 83 例患者分为组 a 和组 b。组 a 行常规治疗+多潘立酮；

组 b 在常规基础上，采用多潘立酮和奥美拉唑治疗。观察指标：①症状控制率；②不良反应发生率；③治疗前和治疗后患者胃炎

症状积分、生活质量的差异。结果：①组 b 相比于组 a 症状控制率更高，x2统计处理有显著差异，P＜0.05；②组 b 相比于组 a 不

良反应发生率相似，x2 统计处理无显著差异，P＞0.05；③治疗前两组胃炎症状积分、生活质量相似，t 统计处理无显著差异，P

＞0.05；治疗后组 b 相比于组 a 胃炎症状积分、生活质量改善更显著，t 统计处理有显著差异，P＜0.05。结论：慢性浅表性胃炎

采用多潘立酮和奥美拉唑治疗的疗效确切，可有效改善临床症状，提升患者生活质量，值得推广。 

【关键词】慢性浅表性胃炎；多潘立酮；奥美拉唑；疗效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urative effect of domperidone and omeprazole in treating chronic superficial gastritis. 

Methods: Case source: 83 patients with chronic superficial gastritis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April 2014 to February 2015. Patient 

grouping method: 83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group A and group B. Group A received routine treatment combined with 

domperidone intervention while group B received domperidone and omeprazole on the basis of the treatment of Group A. Observation 

index: ①Symptom control rate; ②incidence rate of adverse reactions; ③gastritis symptom scores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① Symptom control rate of Group B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Group A, the difference was of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by x2 test, P＜0.05; ②Incidence rate of adverse reactions of two groups was similar, the difference was of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by x2 test, P＞0.05; ③Before treatment, the gastritis symptom scores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ere similar, the difference 

was of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by t test, 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gastritis symptom scores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Group A, the difference was of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by t test, P＜0.05. Conclusion: 

Domperidone and omeprazole had a good effect in treating chronic superficial gastritis, it could relieve the patients clinical symptoms, 

improve the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and it was worthy of being popularized. 

【Keywords】Chronic superficial gastritis; Domperidone; Omeprazole; Curative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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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浅表性胃炎为消化系统常见多发疾病，属于慢性炎症

疾病，患者多以上腹饱胀不适，消化不良，无规律反酸、恶心

呕吐、嗳气、腹痛等为主要表现，病情迁延不愈，多发于 30～

50 岁，且男性发病率高于女性，治疗不及时可导致固有胃腺体

萎缩甚至消失[1]。本研究对慢性浅表性胃炎采用多潘立酮和奥

美拉唑治疗的疗效进行分析，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病例来源：我院 2014 年 4 月—2015 年 2 月住院接受治疗

的 83 例慢性浅表性胃炎患者。患者分组方法：随机抽签法。

83 例患者分为组 a 和组 b 两个组别。 

42 例组 b 患者中：男性 28 例，女性 14 例；年龄低至 29

岁，高至 53 岁，平均年龄（43.34±2.29）岁。体重低至 42 kg，

高至 83 kg，平均体重（63.68±1.91）kg。 

41 例组 a 患者中：男性 27 例，女性 14 例；年龄低至 30

岁，高至 52 岁，平均年龄（43.91±2.46）岁。体重低至 43 kg，

高至 83 kg，体重中位数（63.14±1.78）kg。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P＞0.05，研究有较强的可行性。 

1.2 研究方法 

组 a 行常规治疗+多潘立酮，常规控制饮食，培养良好生

活作息习惯，多潘立酮，10 mg/次，餐前半小时服用，3 次/ d；

组 b 在常规基础上，采用多潘立酮和奥美拉唑治疗，奥美拉唑

20 mg/次，早晚空腹口服各 1 次。两组患者均治疗 3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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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观察指标、评价标准 

观察指标：①症状控制率；②不良反应发生率；③治疗前

和治疗后患者胃炎症状积分、生活质量（按照 SF-36 量表[2]）

的差异。 

完全控制：腹痛、腹胀等症状完全消失，胃镜检查出血、

糜烂、炎症消失；部分控制：腹痛、腹胀等症状有所缓解，胃

镜检查出血、糜烂、炎症有减轻；无效：达不到上述标准。症

状控制率=完全控制和部分控制占总例数的百分比之和[3]。 

胃炎症状积分共评价腹痛、腹胀、糜烂、出血、炎症 5 项

症状，按照无症状为 0 分，轻度 1 分，中度 2 分，重度 3 分[4]，

总分 低为 0 分， 高为 15 分，分数越高，症状越严重。 

1.4 统计学处理方法 

慢性浅表性胃炎患者研究数据统计软件为 SPSS21.0软件，

症状控制率、不良反应发生率均统一以百分数（%）形式表示，

计数资料采取 x2 检验。胃炎症状积分、生活质量均统一以

（ ）形式表示，计量资料采取 t 检验。衡量慢性浅表性胃

炎患者治疗结果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标准：P＜0.05。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症状控制率相比较 

组 b 相比于组 a 症状控制率更高，x2统计处理有显著差异，

P＜0.05，如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症状控制率相比较  [n（%）] 

组别 完全控制 部分控制 无效 总控制 

组 a 10（24.4） 21（51.2） 10（24.4） 31（75.6） 

组 b 30（71.4） 10（23.8） 2（4.8） 40（95.2） 

x2 – – – 8.245 

2.2 治疗前和治疗后胃炎症状积分、生活质量相比较 

治疗前两组胃炎症状积分、生活质量相似，t 统计处理无

显著差异，P＞0.05；治疗后组 b 相比于组 a 胃炎症状积分、生

活质量改善更显著，t 统计处理有显著差异，P＜0.05。如表 2。 

表 2  治疗前和治疗后胃炎症状积分、生活质量相比较  [（ ）,分] 

胃炎症状积分 生活质量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组 a 7.45±2.66 4.43±1.56# 78.75±9.91 84.11±7.94# 

组 b 7.37±2.72 1.18±0.01#* 78.95±9.92 95.22±3.59#* 

注：与治疗前相比较，#表示 P＜0.05；与组 a 治疗后相比较，*表示 P＜0.05 

2.3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相比较 

组 b 相比于组 a 不良反应发生率相似，x2统计处理无显著

差异，P＞0.05，见表 3。 

表 3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相比较  [n（%）] 

组别 恶心 口干 轻微便秘 发生率 

组 a 2（4.9） 2（4.9） 0（0.0） 4（9.8） 

组 b 1（2.4） 0（0.0） 1（2.4） 2（4.8） 

x2 – – – 2.932 

P – – – 0.081 

 

3   讨  论  

慢性浅表性胃炎为常见病多发病，经胃镜检查可见胃黏膜

表层上皮有糜烂和出血等慢性炎性病变，多因暴饮暴食、生活

习惯不良、抽烟饮酒等所致，治愈难度大[5]。 

在治疗上，多潘立酮为常用药物，属于外周多巴胺受体阻

滞剂，可促进食道下括约肌张力的增强和加强胃蠕动，促进胃

排空，协调胃肠运动，促进幽门舒张期直径的增加，可有效缓

解恶心、嗳气、上腹部不适等症状[6]。另外，多潘立酮不容易

通过血脑屏障，无锥体外系副作用，可提升治疗安全性。奥美

拉唑为质子泵抑制剂，可作用于胃黏膜壁细胞，对胃壁细胞质

子泵进行选择性非竞争性抑制，抑制 H+-K+-ATP 酶，小肠吸收

后可在胃壁积聚，对胃酸分泌有抑制作用，作用时间长，可有

效缓解症状。另外，奥美拉唑还可抑制幽门螺杆菌生长，对根

治幽门螺杆菌意义重大，跟多潘立酮联用可发挥协同作用[7,8]。 

本研究中，组 a 行常规治疗+多潘立酮；组 b 在常规基础

上，采用多潘立酮和奥美拉唑治疗。结果显示，组 b 相比于组

a 症状控制率更高，不良反应发生率相似，胃炎症状积分、生

活质量改善更显著，说明慢性浅表性胃炎采用多潘立酮和奥美

拉唑治疗的疗效确切，可有效改善临床症状，提升患者生活质

量，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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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究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临床效果。方法：选取我院 2014 年 10 月—2015 年 10 月接收的 80

例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根据其入院的先后顺序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采用西医治疗，观察组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观察

对比两组效果。结果：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 95.0%高于对照组 75.0%，观察组复发率 5.0%低于对照组 15.0%，P＜0.05，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结论：慢性萎缩性胃炎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临床效果良好，故值得进行借鉴和使用。 

【关键词】中医；西医；慢性萎缩性胃炎；临床效果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combining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Methods: 80 cases of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14 October 2015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sequence of admission,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western medicine therapy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he effects 

of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and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5.0%, 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75.0%; the recurrenc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5.0%, which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15.0%, 

P<0.05,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had good clinical 

effect in treating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and it was worthy of reference and application. 

【Keywords】Chinese medicine; Western medicine;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Clinical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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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萎缩性胃炎是临床常见的一类病症，属消化系统，患

者在出现该病症后 常见的症状就是胃黏膜萎缩，导致胃部乃

至周身出现不适的感觉，临床发现该病后常用的治疗方法就是

进行西医用药，但很难达到较好的治疗效果，且容易出现病情

反复的情况，因而不利于治疗效果的提升[1]。本次我们选取我

院 80 例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分组后对照组采用西医治疗，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中医进行结合治疗，旨在观察两组

效果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现将详细情况进行整理，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4 年 10 月—2015 年 10 月接收的 80 例慢性

萎缩性胃炎患者，均经过胃镜检查确诊，且均经过我院伦理委

员会审批通过，根据其入院的先后顺序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每组 40 例，对照组男性 28 例，女性 12 例，病程 6.5～34 个月，

平均病程（24.5±4.5）个月；年龄 20.5～68.5 岁，平均年龄（46.5

±3.45）岁。观察组男性 26 例，女性 14 例，病程 6～35.5 个

月，平均病程（26±4.12）个月；年龄 20～60.5 岁，平均年龄

（45.75±3.65）岁。80 例患者均为自愿接受本次治疗，并同意

参加本次研究且均已签署知情同意书；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

等一般资料方面均无显著差异，P＞0.05，故具有可比性。 

1.2 研究方法 

对照组采用西医治疗首先进行维生素的补充，维生素 C， 

3 次/ d，0.2 g/次，呋喃唑酮，3 次/ d，50 mg/次，羟氨苄青霉

素胶囊，4 次/ d，0.3 g/次，消化酶片，3 次/ d，3 片/次，胶体

次枸缘酸铋，4 次/ d，60 mg/次[2]。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

用中医进行结合治疗，选用木香、甘草各 7 g，桂枝、砂仁、

白芍、云茯苓、陈皮、白术、半夏各 12 g，红枣 7 颗，党参、

黄芪各 17 g，混合煎服，1 剂/ d[3]。两组均连续治疗 60 d 后，

胃镜复查观察效果并进行对比，并对所有患者进行为期 3 个月

的随访。 

1.3 观察指标 

将疗效的评价标准分为 3 个等级，即显效、有效和无效。

显效：经过治疗，患者的胃镜显示黏膜萎缩情况明显改善或接

近消失，临床症状均得到显著改善，患者恢复良好；有效：经

过治疗，患者的胃镜显示黏膜萎缩情况有所改善，临床症状均

得到一定缓解，患者恢复较好；无效：经过治疗，患者的胃镜

显示黏膜萎缩情况和临床症状均未得到改善[4]。总有效率＝显

效率＋有效率。 

1.4 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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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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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2.1 两组有效率比较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 95.0%高于对照组 75.0%，组间比较

差异明显，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详见下表 1。 

表 1  两组有效率比较  （n， %）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40 11 19 10 75.0 

观察组 40 20 18 2 95.0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 

2.2 两组复发率比较 

根据 3 个月的随访观察发现，观察组有 2 例出现复发的情

况，复发率为 5.0%，对照组有 6 例出现复发的情况，复发率为

15.0%，观察组复发率低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明显，x2＝

9.35，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   讨  论 

慢性萎缩性胃炎是临床常见的一类病症，病于胃部且类属

消化系统，因此在临床治疗的过程中极易出现反复发作的情况，

目前临床常采用西医治疗，而单纯用西药治疗很难达到根治的

效果，一方面增加了患者的痛苦，另一方面不利于治疗效果的

提升。随着我国经济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

也随之不断提高，人们对于疾病治疗的效果和期望也越来越高，

因此常规的西医治疗很难满足临床的治疗需求[5]。中医认为慢性

萎缩性胃炎属于“胃脘痛”“胃痞”的范畴，且诸多病因共同作

用，虚实交错，致使患者脾胃虚亏，因此在治疗的过程中应该

立足于整体，对患者进行全方位的用药，以达到缓解症状的目

的，通过脏腑之间的联系和作用促使疾病得到缓解[6]。 

本次我们选取我院 80 例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分组后，对

照组采用西医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中医进行结合

治疗，结果表明，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 95.0%高于对照组

75.0%，且观察组复发率为 5.0%低于对照组 15.0%，组间比较

差异明显，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这说明，通过对

患者采用中西医进行结合治疗，可以有效控制其症状，并且使

中药材效力深入病灶，木香、砂仁等和胃降逆，白术、党参等

均可健脾益气，并且提高患者免疫力，诸药合用，从而对周身

起到积极的效果。这与高东五等[7]研究基本一致。综上所述，

慢性萎缩性胃炎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临床效果良好，故值得

进行借鉴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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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夏泻心汤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 42 例临床观察 

目的：观察与分析半夏泻心汤在慢性萎缩性胃炎疾病治疗

中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84 例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按就诊

前后顺序分成实验组与对照组，对照组采取常规西药（奥美拉

唑+碳酸铝咀嚼片）治疗，实验组患者予以半夏泻心汤治疗。

然后，对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加以观察与比较。结果：实

验组患者治疗后的总有效率（90.5%）显著高于对照组（69.0%），

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对慢性萎缩性胃

炎患者给予半夏泻心汤治疗，疗效显著，不良反应少，值得在

临床上大力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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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的临床疗效观察 

目的：对中医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的临床疗效进行观察。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中心在 2012 年 4 月—2014 年 6 月收治的

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 84 例，随机分为实验组与参照组，参照

组给予常规西医治疗，实验组在参照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中医

益气活血养阴方法治疗，对两组临床疗效进行对比。结果：实

验组总有效率为 90.48%，参照组总有效率为 78.57%，两组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8.44，P<0.05）；实验组不良发生率

为 4.76%，显著低于参照组的 19.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中医益气活血养阴方法治疗慢性萎缩性胃

炎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并降低了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值得在

临床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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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拟胃食管反流方治疗胃食管反流病的疗效观察 
Effect observation of self-made Weishiguan Fanliu Formula in treating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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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在胃食管反流病的治疗中，应用自拟胃食管反流方得到的临床效果并分析。方法：选取我院在 2014

年 10 月—2015 年 10 月治疗的胃食管反流的患者 84 例按数字表法随机分为两组，各 42 例，治疗组采取自拟胃食管反流方治疗，

1 剂/ d，2 次/ d。对照组 42 例，采用口服枸橼酸莫沙必利分散片，5 mg/次，3 次/ d；泮托拉唑钠肠溶胶囊，40 mg/次，1 次/ d。

治疗时间均为 4 周。结果：临床疗效方面，治疗组的总有效率为 85.7%，对照组为 76.2%（P＜0.05），在对患者进行生活质量影响

的方面，治疗组提高率为 78.6%，对照组为 61.9%（P＜0.05）。结论：自拟胃食管反流方治疗胃食管反流病效果明显，明显提高患

者的生活质量。 

【关键词】胃食管反流病；中药；临床疗效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and analyz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self-made Weishiguan Fanliu Formula in treating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 Methods: 84 patients with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14 to October 2015,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with 42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treatment group received self-made Weishiguan Fanliu Formula 

treatment, twice a day,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oral administration of Mosapride tablet, with 5 mg, 3 times a day and pantoprazole 

sodium enteric-coated capsules, with 40 mg, once a day. The treatment lasted 4 weeks. Results: As for the clinical efficacy, the effective 

rate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85.7% and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76.2% (P<0.05), in terms of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increased by 78.6% and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61.9% (P<0.05). Conclusion: Self-made Weishiguan Fanliu 

Formula had significant effect in treating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 and it coul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Keywords】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 Traditional herbal medicine; Clinical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8.038 
 

胃食管反流病（GERE），医学上也称作胃食道逆流或者

是胃酸倒流[1]，是一种慢性病，是上消化道动力障碍性疾病，

其发病机制目前仍不十分清楚。食管下括约肌（LES）抗反流

功能尤为重要[1]，高发人群为 40～60 岁的中年人，是由于胃内

容物反流进入食管引起了一系列不良反应或者是并发了其他

的疾病，引起患者极度的不适，从而引起患者的生活质量的下

降。胃食管反流易引起食管以外咽、喉、气管不良反应，还有

食管的炎症，能够引起的临床症状有反胃，发炎，慢性咳嗽，

胸骨后疼痛，烧心，吞咽困难等，导致患者的生活质量下降，

影响正常的学习工作生活。笔者在临床上发现自拟胃食管反流

方在治疗胃食管反流病有很好的疗效，以协定方的形式供西医

临床使用，本研究为进一步验证其对胃食管反流病的临床疗

效，现将临床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我院 2013 年 10 月—2015 年 5 月治疗的胃食管反流病

的患者中随机选取了 84 例患者，采用数字表法随机分为治疗

组和对照组。治疗组 42 例，男性 15 例，女性 27 例；19 例糜

烂性食管炎，23 例非糜烂性食管炎；平均年龄（35.42±1.2）

岁；病程分布在 1～7.2 年，平均病程（3.2±1.2）年。治疗组

42 例，男性 19 例，女性 23 例；24 例糜烂性食管炎，18 例非

糜烂性食管炎；平均年龄（37.41±2.1）岁；病程 0.7～6.3 年，

平均病程（3.1±1.1）年。比较两组患者的基本信息资料，差

异不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 

1.2 诊断标准 

参照《内科学》[4]拟定。①具有 GERD 的典型症状（烧心、

反酸、反食）、不典型症状（胸骨后疼痛不适、胸闷、咽部梗

塞感或辛辣感）、消化道外症状（咳嗽、哮喘等肺及其他部位

症状），以上症状≥1 项；②内镜检查食管炎表现为 0～Ⅱ级；

③近 4周胃镜检查排除胃肠道肿瘤、消化性溃疡等器质性病变，

B 超检查排除肝胆等疾患，有消化道外症状表现者需做相关检

查除外心肺疾患；④症状持续≥6 个月。 

1.3 纳入标准  

①符合上述诊断标准者；②年龄 18～60 岁；③近 1 周未

服用抑酸及影响胃肠动力的西药者；④患者对治疗方案知情，

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4 排除标准  

①行贲门切除或胃切除术后、合并 Barrett 食管、贲门失

弛缓症、幽门梗阻、消化性溃疡、消化系统肿瘤、食管裂孔疝、

卓-艾综合征者；③合并心、脑血管、肝、肾、造血、内分泌系

统等严重原发性疾病者；④神经性、精神性疾病及传染病患者；

⑤妊娠、围产及哺乳期妇女。 

1.5 实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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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试验采用随机单盲对照临床试验方法，单盲对象为受试

者。试验中根据患者进入临床的先后顺序，采取随机数字表法

将患者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42 例。本研究经广东医学院

附属厚街医院临床研究伦理委员会备案并批准。 

1.6 研究方法 

治疗组采用自拟胃食管反流方进行治疗，中药方为柴胡

10 g，枳壳 10 g，黄芩 10 g，干姜 10 g，白及 12 g，浙贝母 15 

g，甘草 10 g，法半夏 10 g，党参 10 g，旋覆花 10 g，乌贼骨

20 g，代赭石 25 g，五指毛桃 30 g，木棉花 20 g，木香 10 g（后

下）。1 剂/ d，2 次/ d，温服，4 周为 1 个疗程。对照组予枸橼

酸莫沙必利分散片（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

字 H20031110，规格 5 mg×12 片/盒），5 mg/次，3 次/ d，口

服；泮托拉唑钠肠溶胶囊[永信药品工业（昆山）有限公司，国

药准字 H20052585，规格 40 mg×10 片/盒]，40 mg/次，1 次/ d，

口服。4 周为 1 个疗程。两组患者在治疗期间注意调节自己的

饮食习惯和结构，忌辛辣，忌冰冷食，忌油腻食物，饮食应尽

量清淡，每次进食之后不能平卧休息，睡觉前 2 h 不进食，晚

上睡觉时枕头可以适当的抬高，但不能影响患者的睡眠质量。 

1.7 观察指标 

患者治疗后，将疗效结果分为治愈、显效、有效、无效。

痊愈：胃镜检查胃黏膜恢复为正常的形态，临床病症完全消失。

显效：胃镜检查黏膜的受损程度下降，部分恢复正常，有效：

胃镜检查胃黏膜基本无变化，临床症状自觉好转，无效：胃镜

检查胃黏膜无变化或受损情况加重，临床症状无变化或加重。

总有效率=（痊愈例数＋显效例数＋有效例数）/总例数×

100.0%。对患者生活质量改善情况进行问卷调查，问卷调查满

分为 100 分，80～100 分为明显改善，60～79 分为有改善，59

及其以下视为无改善。总改善率=（明显改善例数＋改善例数）

/总例数×100%。 

1.8 安全性评价  

治疗前后检测血常规、肝肾功能，观察两组患者服药的不

良反应情况。 

1.9 统计学方法 

对两组患者的临床效果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 SPSS21.0

统计学软件对所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P＜0.05 表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对两组患者治疗效果进行比较，结果如下表 1。 

表 1  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效果的有效率比较   （n，%） 

组别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无效 

治疗组 12 15 9 6 36（85.7） 6（14.3） 

对照组 9 12 11 10 32（76.2） 10（23.8）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 对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改善情况比较，结果如下表 2。 

表 2  生活质量改善情况比较  （n，%） 

组别 明显改善 改善 无改善 总改善 

治疗组 15 18 9 33（78.6） 

对照组 12 14 16 26（61.9）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2.3 临床安全性评价     

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前后血常规、肝肾功能未见明显异

常，无不良反应报告。 

3   讨  论 

胃食管反流性病是一种常见的胃肠道功能性疾病是胃酸

胆汁胰蛋白酶等胃十二指肠内容物反流入食管中，这些内容物

不仅对食管黏膜造成损伤，还可损害气管食管等附近组织，男

性发病率高于女性，其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胸痛烧心和反流

等，严重的会引起消化道出血、胸骨后放射性疼痛[5]。西医治

疗反流性食管病多采用抑酸药和胃动力药，具有较好的疗效，

但是长期使用存在一定副作用，且复发率高。中医认为胃食管

反流病属于中医“反胃”和“吐酸”的范畴，发病部位在于肝

胃和脾，故多采用疏肝健脾和胃，行气止痛等治疗[6]。 

笔者采用具有疏肝健脾和胃、行气止痛的中药治疗胃食管

反流病，其中木棉花是我国南方地区著名的传统中药材，入药

历史十分悠久。其以干燥的花朵入药，具有清热利湿、祛湿利

水、解毒祛暑、收敛止血、健脾舒肝等功效，治疗泄泻、痢疾、

血崩、疮毒、慢性胃炎、胃溃疡等疾病有显著疗效。柴胡、法

半夏、黄芩、枳壳、木香、干姜等具有疏肝行气作用，旋覆花、

代赭石具有下气除胀作用，五指毛桃、党参具有补气健脾和胃

的作用，浙贝母、乌贼骨、白及能抑酸保护胃食道黏膜，合方

能达到疏肝健脾和胃，抑酸护胃等作用，本研究证明自拟胃食

管反流方在胃食管反流病中有明显的治疗作用，效果优于西医

对照组，能快速修复损伤的胃食管黏膜，缓解患者症状，提高

患者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采用自拟胃食管反流方治疗胃食管反流病的有

效可行的，能在很大的程度上帮助患者减轻疾病所带来的痛

苦，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且取材简单，适合在社区及广大

农村推广，突出中医简、便、廉、效的特点，故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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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医护理是祖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充满了人文关怀的气息，它是在中医理论

指导下开展的，其中情志护理、膳食护理、中医传统护理技术极具特色和优势。通过对干扰素联合利巴韦林在治疗慢性丙型肝炎

过程中出现的不良反应进行具体分析，分为治疗初期、治疗中期、治疗后期，从情志护理、膳食护理、对症护理等三方面有计划、

有目的地对患者分期施以中医特色护理，充分体现了中医护理特色，充实和丰富整体护理内涵。 

【关键词】慢性丙型肝炎；不良反应；中医特色护理 

【Abstract】 TCM nursing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t is rich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full of 

humane care. TCM nursing develop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CM theory and contains mental nursing, diet nursing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technology, which are rich in characteristic and advantages. This thesis introduces the mental nursing, diet nursing and 

symptomatical nursing of TCM nursing in caring patient in initial stage, middle stage of treatment, late treatment respectivel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adverse drug reac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hepatitis C with long acting interferon combined with ribavirin, during 

which the features of TCM nursing were manifested comprehensively and the connotation of the nursing theory was enriched and 

expanded. 

【Keywords】Chronic hepatitis C; Adverse reaction; TCM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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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丙型肝炎病毒感染是终末期肝脏疾病的主要原因之

一，在我国临床就诊的 20 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感染的

患者逐渐增多。及时、合理、规范的抗病毒治疗可有效降低慢

性丙型肝炎病毒感染者肝硬化、肝衰竭、肝癌的发生率，延长

生存时间，提高生活质量。近年来，虽然出现了特异性直接抗

病毒药物，但因种种原因，在国内短时间未能广泛使用，长效

干扰素联合利巴韦林仍是目前我国公认的治疗慢性丙型肝炎

有效的方案，但临床治疗过程中出现的大量不良反应，使很

多患者未能实现 好的疗效甚至中断治疗。笔者在临床护理实

践过程中，发挥中医护理的特色与优势，充分运用中医特色护

理干预慢性丙型肝炎抗病毒治疗， 大限度减少不良反应的发

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现结合临床将护理体会介绍如下。 

1   常见不良反应及中医特色护理干预切入点 

干扰素联合利巴韦林在治疗慢性丙型肝炎过程中，诸多不

良反应出现的概率及时间各不相同。通过临床观察，并结合现

代医学文献荟萃分析，常见的不良反应主要有流感样症状等免

疫系统疾病、外周血细胞和血小板计数下降等血液系统疾病、

内分泌和代谢性疾病、消化系统疾病、泌尿系统疾病、神经精

神系统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等，临床常见发生率大于 10%的

病症约 30 余种，其中属于内科系统的病症约 20 种。患者治疗

初期以流感样症状等免疫系统疾病多见，治疗中期则以消化系

统、神经精神系统或心血管系统疾病为多见，治疗后期以内分

泌系统疾病或代谢性疾病为主。 

从中医护理理论方面进行分析，干扰素联合利巴韦林属

于祛邪之物，但是人体属于一个整体系统，祛邪之物必须借助

人体之正气方可实现祛除病邪的目的。在治疗初期，人体之正

气被激发，起而抗邪，正气与病邪相互交争，因此以发热症状

为多见；治疗中期，正气渐被耗伤，并且容易出现肝气郁结、

脾气不健，因而气虚、肝郁、血虚等导致的血液系统、消化系

统等不良反应多见；久而久之，正气愈虚，而正气抗邪，正气

更伤，致使邪祛而正气难复，进而累及各脏腑功能受损致变证

丛生。中医特色护理是以中医整体观为指导思想，以中医辨证

为主要依据，深入分析各种不良反应出现的病因、病机，以抗

病毒治疗的不同阶段作为中医特色护理干预的切入点，采用中

医传统护理技术手段进行干预，并且注重养生调护，因而取得

良效。 

2   分阶段进行中医特色护理干预 

2.1 治疗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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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情志护理 

HCV 通过血液或体液传染的特殊传播途径及慢性丙型肝

炎病程长、预后不理想等独特的疾病特点，使患者 始抗病毒

治疗前就常有怨天尤人或消极恐惧的心理。治疗初期，患者对

抗病毒疗效认识不够，并惧怕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再加上昂

贵的医疗费导致经济负担重，更使患者自觉思想压力大，常思

虑过度，导致情绪低落，影响临床治疗的 展。护理人员必须

充分了解慢性丙型肝炎的疾病演变过程及患者的心理状态，充

分运用中医认知疗法对患者 展“话疗”[1]，通过情志疏导及

加强疾病健康教育，并在患者用药前及用药过程中根据患者不

同的心理特质做好用药指导，时时体贴、关怀患者，获得患者

的认同及信任，树立战胜丙肝的坚定信心，并使患者有充分的

思想准备而保持乐观的心情来对待治疗过程中出现的不良反

应，如初期出现的发热、肌肉酸痛等流感样症状表现，嘱咐患

者应遵医嘱积极配合处理即可。 

2.1.2 膳食护理 

合理的膳食护理对提高慢性丙型肝炎患者的疗效及治疗

信心有着重要作用，在治疗初期指导患者膳食以清淡、易消化、

富含多种维生素及优质蛋白质的食物为主，如牛奶、鸡蛋、瘦

肉、排骨、鸡肉、鱼类等，忌进食过于辛辣、刺激的食物，如

浓茶、咖啡、芥末等，以提高患者整体的身体机能，为中后期

的治疗奠定良好的基础。在治疗初期，针对 常出现的流感样

症状等不良反应，根据风寒、风热或表虚等不同证候可分别给

予辛温解表、辛凉解表及扶正解表等中医膳食指导，使病邪外

出，表证得解，如对于表寒证，可指导患者服用荆芥薄荷粥、

姜糖苏叶饮、薏苡仁防风饮等药膳，并指导患者在制作过程中，

辛散轻扬之品不宜久煎、久炖，否则药性耗散，功效减弱。 

2.1.3 对症护理 

治疗初期，患者出现流感样症状的概率相当高，并且会反

复出现，往往会影响患者的睡眠、生活及工作，此时除了建议

患者多饮水、卧床休息并配合膳食护理或予加减小柴胡汤口服

和解少阳[2]以外，可积极使用中医外治法对患者进行对症护理，

针对患者出现流感样症状的轻重程度不一，可选择性地对患者

进行背部经络刮痧解表，指导患者使用青蒿煎剂外搽全身或者

使用复方柴胡煎剂进行足浴，在解表降温的同时，可使得局部

血管扩张、血流加快，改善足部的营养代谢，促使患者积累的

代谢产物—乳酸迅速排泄掉，对消除患者疲劳、肌肉酸痛和乏

力等症状及促进睡眠等方面均有积极意义。 

2.2 治疗中期 

2.2.1 情志护理 

慢性丙型病毒性肝炎属于慢性疾病，病变过程中具有气滞

的病机特点，并且疾病中期多以肝郁脾虚表现为主[3]，临床多

见胸胁胀痛、腹胀便溏、神疲肢倦、精神抑郁、胸闷太息、性

情急躁等表现。抗病毒治疗中期，特别是前期抗病毒应答效果

欠佳的患者，既担心继续治疗效果欠佳，又惧怕各种不良反应

的发生，肝失疏泄，气机郁滞明显，脾气不运，加重患者原有

的情绪问题并且有诱发抑郁症的可能，使得部分患者 终不能

耐受而自行终止治疗，错过了 佳治疗时间。因此，临床护理

过程中要及时把握患者的心理状态，以热情的态度、温和的语

言、高度的责任心和同情心去对待此类患者，并充分运用中医

五行生克的情志治疗理念对患者进行积极地健康疏导，根据临

床中医辨证，在临床医师的指导下，对患者施以音乐疗法，如

针对患者肝郁气滞明显，可给予疏肝、养肝类等曲目辅助治疗。

如不良反应严重时，应及时停药，以免造成严重后果。通过及

时的情志护理，与患者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使患者积极配合

治疗，以达到 佳治疗效果。 

2.2.2 膳食护理 

治疗中期，患者正气渐被耗伤，气虚、肝郁、血虚证等并

见，在积极药物干预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中医膳食护理，根据

气虚、肝郁、血虚证的主次而侧重予补气、疏肝、补血等药膳

指导。如针对患者出现神疲倦怠、少气懒言、四肢乏力、食欲

不振、脉软弱无力等以气虚表现明显时，应着重培补元气、补

气健脾，指导患者适当多进食性温、平的补虚正气粥、阳春白

雪糕等，或可多食用黄芪蒸鸡、灵芝炖鸡汤或人参猪肚汤等。

此外，治疗中期，部分患者可能会出现恶心呕吐、食欲不振等

消化道症状，嘱咐患者症状明显时暂缓进食，症状稍缓解时应

鼓励患者以进食营养丰富、易消化、低脂、高维生素的食物为

主，以促进患者的食欲，并嘱咐患者少食多餐，增加水分摄入，

并注意口腔卫生，避免不良刺激。 

2.2.3 对症护理 

治疗中期，患者 常见出现的不良反应是骨髓抑制，因此，

应定期监测患者血常规，尤其是红细胞、血红蛋白、网织红细

胞、白细胞和血小板等计数指标，一旦出现明显的骨髓抑制，

除了药物减量或暂停抗病毒以外，积极的中医对症护理能 大

程度减少骨髓抑制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如可运用艾箱灸关元、

气海、肾俞、肝俞等穴，或运用督灸法，取督脉的大椎穴至腰

俞穴作为施灸的部位，铺以温阳益气活血的中药药饼，隔药饼

施灸约 1 h，隔日 1 灸，通过热刺激及药物功效以温经通络、

行气活血，提高机体免疫功能，增强脏腑功能。或运用黄芪注

射液对阳陵泉穴进行穴位注射，每穴 2 mL，隔日 1 次。而对

于消化道症状明显的患者，可予生姜、半夏各等分，生姜切碎

与半夏末和匀，炒热，布包熨胃脘、中脘、神阙及天枢穴，或

予灭菌注射用水对内关穴、足三里穴进行穴位注射，每个穴位

2 mL，1 次/ d，左右交替，均能取得很好的止呕、改善消化道

症状的效果。 

2.3 治疗后期 

2.3.1 情志护理 

抗病毒治疗后期，困扰患者心理的 大问题是出现很多并

发症，如脱发、体重减轻及内分泌、代谢系统反应等。如部分

患者会出现明显的脱发症状，并且女性比男性更明显，对患者

的心理影响较大，常损伤患者的自尊心及自信心，此时应主动

接近患者，耐心倾听患者的诉求，了解患者的情绪反应后注意

耐心向患者说明，疗程结束后头发会重新再生，并不会全秃，

以减少患者的心理负担，并帮助症状严重的患者选择假发、帽

子等饰物，以增进患者的自尊与自信。再者，患者在此阶段对

何时停止抗病毒治疗、停药后是否复发等问题会尤为关注，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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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出现焦虑、失眠等症状，此时亦应注重对患者进行情志疏导，

并动员患者家属配合，给予患者更多的关怀，引导家属采用适

当的应对方式，鼓励患者积极融入社会，正常工作及生活，以

缓解其焦虑程度，使他们能用较好的情绪感染患者，使患者能

终坚持完成抗病毒治疗。 

2.3.2 膳食护理 

治疗后期，患者正气愈虚，此时邪祛而正气难复，气血亏

虚明显，从而出现 血阻络、肝血心血不足，甚至血虚生风、

体肤失养等，表现为贫血、失眠、焦虑、脱发、皮肤瘙痒，甚

至代谢性、内分泌系统等疾病，因此在膳食护理方面应注意能

量适中，均衡营养，荣养五脏，共奏气血双补之效，可指导患

者多进食桂圆肉、桑葚、核桃仁、大枣、香菇、木耳、鹌鹑肉、

鳝鱼、海参或由大米、黑米、糯米、小米、花生等组成的五谷

粥或饭，或可多食用归芪瘦肉汤、归参炖母鸡、当归生姜羊肉

汤或五圆鸽子等药膳。但应注意指导患者，虚证不宜骤补，用

量不宜过重，否则恐“虚不受补”反致不良反应，并应注意审

时进补，顺应阴阳，以获佳效。 

2.3.3 对症护理 

此阶段患者总体气血亏虚明显，可积极使用针刺方法以刺

激经络、疏通气血，增强机体的调节能力，可选择百会、内关、

大椎、肝俞、肾俞、足三里、阳陵泉、三阴交、关元、气海等

穴，1 次/ d，采用补法，7 次为 1 个疗程，并可配合使用雷火

灸或药艾条进行艾灸治疗等。此外，针对患者在治疗后期出现

的突出临床症状，而针对性地加用其他中医特色护理措施。如

针对脱发症状，可嘱患者每次使用本院自制的茶菊洗液外洗，

并采用梅花针叩击头皮，通过局部刺激，使局部 血排出，改

善供血，促进头发再生的；针对患者出现失眠、焦虑的症状，

可采用王不留行籽进行耳穴压豆，可选用交感、内分泌、神门、

心、耳、等穴位，每 3 日 1 次，双耳交替进行，并嘱患者平素

按压耳穴，或采用中药煎剂足疗或使用宁神定志的药物制成药

枕供患者使用。 

目前西医针对干扰素联合利巴韦林在治疗慢性丙型肝炎

过程中不良反应使用的干预手段既增加患者其他不良反应的

危险性，也相应加重患者的经济负担。中医特色护理是以中医

整体观、辨证施护、注重养生保健等为主要特点，其特色和优

势愈来愈得到人们的推崇。对于干扰素联合利巴韦林在治疗慢

性丙型肝炎过程中出现的症状及体征，中医特色护理能有针对

性的进行预防及护理，在临床中取得较好效果，值得在临床护

理中上进一步 展及推广。将中医特色护理广泛应用于临床优

质护理工作中，充分发挥中医特色和优势，可为患者提供经济、

方便、有效的护理，提高临床疗效及患者的依从性及满意度，

进一步提升中医护理内涵，构建和谐护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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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替卡韦联合强肝片治疗乙肝肝硬化的 
临床效果观察 

Clinical effect observation of Entecavir combined with Qianggan tablets in 

treating Hepatitis B liver cirrh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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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恩替卡韦联合强肝片治疗乙肝肝硬化的临床效果。方法：研究我院 2014 年 6 月—2015 年 12 月收治

的 80 例乙肝肝硬化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40 例，其中对照组运用强肝片治疗，观察组运用恩替卡韦联合强肝片治疗，分

析两组治疗效果差异。结果：在治疗总有效率上，观察组为 95%，对照组为 82.5%，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治疗

后肝功能、Child-Pugh 评分、HBV-DNA 和纤维环指标上，观察组改善幅度要高于对照组，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恩替卡韦联合强肝片治疗乙肝肝硬化可以有效提升治疗疗效，改善相关机体功能指标，患者满意度高，值得临床广泛推广。 

【关键词】恩替卡韦；强肝片；乙肝肝硬化；治疗效果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Entecavir combined with Qianggan tablets in treating Hepatitis B liver 

cirrhosis. Methods: 80 patients with hepatitis B liver cirrhosis, admitted to and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14 to December 2015,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ith 4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Qianggan tablets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Entecavir combined with Qianggan tablets, the difference of therapeutic effects of two groups was 

analyzed. Results: As for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5% while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82.5%,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iver function, Child-Pugh score, HBV-DNA and annulus 

index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Entecavir combined with Qianggan tablets could enhance treatment efficacy effectively in treating Hepatitis B liver cirrhosis, it could 

improve related body function indicators and the patients satisfaction, and wa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Keywords】Entecavir; Qianggan tablets; Hepatitis B liver cirrhosis; Therapeutic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8.040 

 

乙肝肝硬化一般在慢性乙肝晚期发生，对患者生命造成严

重威胁。我国是乙肝肝炎的高发地，每年乙肝发展为肝硬化的

患者人数较多，因此对该病进行积极有效的治疗具有较大的现

实意义。在常规治疗上，主要集中在抗病毒、保肝与免疫力调

节上[1]，然而治疗效果尚且存在一定局限性，为了保证治疗效

果的提升，本研究针对性恩替卡韦联合强肝片治疗效果做进一

步研究，以期得到更好的临床效果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我院 2014 年 6 月—2015 年 12 月收治的 80 例乙肝肝

硬化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40 例，其中对照组男性 23

例，女性 17 例；年龄 27～68 岁，平均年龄为（48.2±4.9）岁；

病程时长为 1～8 年，平均时长为（5.2±1.6）年；观察组男性

25 例，女性 15 例；年龄 31～66 岁，平均年龄为（45.2±4.9）

岁；病程时长为 1～9 年，平均时长为（5.8±1.1）年；两组患

者在基本资料上没有显著性差异，具备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运用强肝片治疗，分别在早晨与中午各口服 4 片，

每片 1g，每周中连续服用 6 d 后暂停 1 d 再继续服用，同时 1

个疗程为 8 周，1 个疗程结束后暂停 1 周观察组运用恩替卡韦

联合强肝片治疗，强肝片与对照组同样使用，恩替卡韦片每天

午餐后口服，0.5 mg/ d，每片 0.5 mg，在治疗中可以依据医嘱

做药量调整，主要依据患者病情变化而定。纳入标准：①符合

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0 年版）乙型肝炎肝硬化诊断标准；

②HBV-DNA 检测阳性；③治疗前及治疗中无食管胃底静脉曲

张破裂出血、肝性脑病、腹水等严重并发症。排除标准：①有

长期大量饮酒史或者合并酒精性肝损害的患者；②既往服用或

者近期服用过肝损害的药物患者；③合并高脂血症或者脂肪性

肝病患者；④合并肝癌患者；⑤合并其他类型肝炎患者（如丙

型肝炎）。 

1.3 评估观察 

评估观察治疗后肝功能、Child-Pugh 评分、HBV-DNA 和

纤维化指标和治疗疗效。治疗疗效分为显效、有效和无效。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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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标准为患者症状得到显著好转与消除，肝功能指标中转氨酶

趋于正常，PTA 提升 20%及以上，Child-Pugh 评分与肝纤维化

血清指标趋于正常，HBV-DNA 降低；有效标准为相关症状不

变或者改善，肝功能谷丙转氨酶降低到 70U/L，PTA 提升 10%～

20%，Child-Pugh 评分降低 1 分，HBV-DNA 降低；无效标准

为相关治疗指标未满足显效和有效标准。治疗总有效率为显效

和有效标准总比例。 

1.4 统计学分析 

将采集的数据通过 SPSS17.0 统计学软件处理，计量资料

运用 t 检验，计数资料运用卡方检验，同时以 P<0.05 作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标准。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HA、LN、PⅢP、CIV 的比较 

如表 1 所示，治疗前后 HA、LN、PⅢP、CIV，观察组改

善幅度均高于对照组，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HA、LN、PⅢP、Ⅳ-C 对比  （ ） 

分组 时间 HA（mg/mL） LN（μg/L） PⅢP（μ/L） CIV（μg/L） 

治疗前 211.4±72.6 277.5±103.6 165.2±59.9 151.2±65.9 
观察组（n=40） 

治疗后 137.2±51.5 132.9±62.1 67.2±27.5 71.3±32.7 

治疗前 201.9±70.3 274.6±101.5 152.6±62.7 143.5±60.4 
对照组（n=40） 

治疗后 167.3±63.2 190.6±95.2 105.2±52.8 108.3±37.5 

注：两组治疗前对比，P>0.05；两组治疗后对比，P<0.05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肝功能、Child-Pugh 评分、HBV-DNA

和纤维化指标情况 

如表 2 所示，在治疗后肝功能、Child-Pugh 评分、

HBV-DNA 和纤化指标上，观察组改善幅度要高于对照组，

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肝功能、Child-Pugh 评分、HBV-DNA 和纤维环指标对比  （ ） 

分组 时间 TB(μmol/L) ALT(U/L) PTA(%) Alb(g/L) HBV-DNA Child-Pugh 评分 

治疗前 62.4±22.6 177.5±73.6 46.5±13.6 32.5±5.6 6.5±1.9 9.2±1.9 
观察组（n=40） 

治疗后 24.2±11.5 32.9±5.1 67.9±12.1 36.9±3.1 3.2±0.5 6.7±1.3 

治疗前 65.9±25.3 174.6±67.5 45.6±15.5 29.6±2.5 6.6±2.1 8.9±1.4 
对照组（n=40） 

治疗后 44.3±23.2 40.6±8.2 54.6±14.2 35.6±4.2 7.3±2.8 7.6±1.5 

注：两组治疗前对比，P>0.05；两组治疗后对比，P<0.05 

2.3 两组患者治疗疗效情况 

如表 3 所示，在治疗总有效率上，观察组为 95%，对照

组为 82.5%，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3  两组患者治疗疗效对比  [n（%）] 

分组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29（72.5） 9（22.5） 2（5.0） 95.0 

对照组 22（55.0） 15（37.5） 3（7.5） 82.5 

注：两组对比，P<0.05 

3    讨  论 

乙肝肝硬化属于临床常见慢性病，主要是由于肝脏组织

慢性炎症所引发，主要表现为肝细胞汇管区肝细胞碎屑样坏

死，纤维组织增生与肝细胞结节状再生等，病情持续性进展

进而导致肝内血流变化，引发肝脏形态结构改变和功能改变，

导致门静脉高压、肝功能失代偿表现[2]。乙肝肝硬化属于乙

肝高级阶段，持续存在的慢性炎症及病毒复制是引发消化道

出血、肝性脑病，甚至癌变的危险因素[3]，对患者生命健康

造成较大威胁，而积极的治疗可以有效延长患者生命，提升

患者生活质量。 

转氨酶与黄疸是肝脏炎症存在、肝细胞及肝功能受损的

直接反映指标，应用广泛，方便、灵活、可操作性强，但更

多反映的是急性炎症的存在[4]。慢性炎症的主要表现是肝纤

维化，是肝内结缔组织增生的结果，结缔组织的主要成分是

胶原，血清 PIIIP 含量能可靠反映肝纤维化形成、肝炎活动

性及肝脏组织学变化，存在活动性炎症时水平升高，炎症消

退后可恢复正常，但持续升高提示慢性活动性肝炎存在，可

作为慢性乙肝、肝硬化治疗疗效和判断预后的观察指标[5]。

CIV 升高在肝纤维化早期就可出现，在反映肝细胞坏死和纤

维化发展趋势方面优于 PIIIP。LN 为基底膜中特有的非胶原

性结构蛋白，与肝纤维化活动程度及门静脉压力呈正相关，

慢活肝和肝硬变及原发性肝癌时明显增高 ，LN 也可以反映

肝纤维化的进展与严重程度，LN 水平越高，肝硬变患者的

食管静脉曲张越明显。HA 为基质成分之一，由间质细胞合

成，可较准确灵敏地反映肝内已生成的纤维量及肝细胞受损

状况，有认为本指标较之肝活检更能完整反映出病肝全貌，

是肝纤维化和肝硬变的敏感指标[6]。肝纤维化四项作为无创

肝脏炎症活动病理的替代指标，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恩替卡韦属于鸟嘌呤核苷类药物，可以有效抑制乙肝病

毒多聚酶。在经由磷酸转化为活性三磷酸盐，该物质作用在

细胞中的半衰期可以达到 15 h[7]。与乙肝病毒多聚酶的三磷

酸脱氧鸟嘌呤核苷产生竞争中，三磷酸盐可以有效地对多聚

酶活性产生抑制。抑制乙肝病毒多聚酶活性 启，抑制前基

因组的mRNA逆转录负链生成，抑制HBV-DNA的正链形成。

因此，恩替卡韦可以有效的对乙肝病毒复制抑制，从而达到

疾病控制效果。 

强肝片主要成分为白芍、板蓝根、丹参、当归、党参、

地黄、甘草、黄精、黄芪、秦艽、山药、山楂、神曲、茵陈、

郁金、泽泻，具有清热利湿、补脾养血、益气解郁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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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用于早期肝硬化、病毒性肝炎、中毒性肝病、脂肪肝等，

具有减轻肝脏炎症、降低转氨酶和黄疸的作用，并能改善肝

功能、抑制肝纤维化形成，达到保护肝脏功能的作用[8]。但

是中药制剂对慢性乙肝患者病毒载量抑制作用轻微，单独使

用效果有限。 

综上所述，恩替卡韦联合强肝片治疗乙肝肝硬化可以有

效提升治疗疗效，肝功能、Child-Pugh 评分、HBV-DNA 和

纤维化指标均得到显著改善，患者整体的治疗效果显著，寿

命得到延长，生活质量得到改善，患者满意度高，值得临床

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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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在治疗小儿急性上呼吸道感染中注射用炎琥宁的使用效果。方法：134 例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患儿，分

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对照组患儿予以利巴韦林静滴治疗，观察组患儿予以注射用炎琥宁静滴治疗，观察两组患者的疗效。结果：

观察组患儿所获临床治疗总有效率 92.5%显著优于对照组 76.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注射用炎琥宁治疗小儿急

性上呼吸道感染具有确切疗效，无明显毒副作用，可推广使用。 

【关键词】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小儿；注射用炎琥宁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Yanhuning for injection in treating children with acute respiratory infection. Methods: 

134 children with acute respiratory infections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intravenous drip of ribavirin for treatment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intravenous drip of Yanhuning for injection, the effects of 

patients in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Results: The total clinic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2.5%,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76.1%,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Yanhuning for injection had 

exact effect in treating children with acute respiratory infection; it had no obvious side effects and could be widely applied. 

【Keywords】Acute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Children; Yanhuning for injec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8.041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感染属小儿常见病症，临床主要表现为

咳嗽、发热及咽痛，由于该病症存在一定的传染性，可能还会

伴发严重并发症状，因此应予以积极防治[1]。本次研究旨在探

究治疗小儿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方法，临床使用注射用炎琥

宁，将其治疗效果做如下总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134 例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患儿抽选自 2015 年 1 月—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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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来我院接受治疗者，并按照入院的先后顺序将其分为

对照组与观察组，对照组患儿 67 例，男性 35 例，女性 32 例；

年龄 1～10 岁，平均年龄（5.4±0.7）岁；病程 6～46 h，平均

病程（17.2±1.3）h。观察组患儿 67 例，男性 37 例，女性 30

例；年龄 1～12 岁，平均年龄（5.8±0.9）岁；病程 5～48 h，

平均病程（17.9±1.5）h。患儿组间数据差异的对比无显著性

（P＞0.05），具有可比性。患儿临床均有咳嗽、高热的症状，

部分伴有腹泻、呕吐症状，无心、脑、肺等疾患，肺部听诊均

未见有湿啰音。 

1.2 方法 

    两组患儿均予以常规止咳、退热等对症治疗。 

1.2.1 观察组 

    予以该组患儿治疗方法：在 100～150 mL 的 5%葡萄糖注

射液中加入 10 mg/kg•d 注射用炎琥宁，行静脉滴注治疗，1 次

/ d，持续 3 d。 

1.2.2 对照组 

    予以该组患儿治疗方法：在 100～150 mL 的 5%葡萄糖注

射液中加入 10 mg/ kg•d 利巴韦林，行静脉滴注治疗，1 次/ d，

持续 3 d。 

    对两组患儿发热、咳嗽、咽部充血、鼻涕、扁桃体肿大及

打喷嚏等症状与体征进行密切观察。 

1.3 观察指标 

    ①疗效评价标准[2]：3 d 的治疗结束后，患儿体温恢复正常，

咳嗽、鼻涕、咽部充血等症状体征消失或者是得到显著改善为

显效；3 d 治疗结束后，患儿发热、咳嗽、鼻涕、咽部充血等

症状体征可见有所好转为有效；3 d 治疗结束后，患儿症状体

征并未见有好转或者甚至更加重为无效；其中总有效率的计算

为显效率与有效率二者之和；②患儿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1.4 统计学分析 

    两组患儿的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发生率所得数据皆由

SPSS19.0 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分析，用百分数（%）来代表计

数资料，行 x2检验；若得到结果为 P＜0.05，则判定其数据差

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儿的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患儿所获临床治疗总有效率 92.5%显著优于对照

组 76.1%，数据差异的比较经检验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两组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患儿的临床疗效对比  [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 67 45（67.2） 17（25.4） 5（7.5） 62（92.5）*

对照组 67 30（44.8） 21（31.3） 16（23.9） 51（76.1） 

注：与对照组比较，x2=6.833，*P＜0.05 

2.2 两组患儿不良反应比较     

观察组患儿未发生任何过敏或其他不良反应，对照组患儿

使用利巴韦林治疗后出现 1 例轻度消化道症状；两组患儿不良

反应发生率的对比无统计学意义（x2=1.008，P＞0.05）。 

3   讨  论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是指发生在咽部、鼻腔部及喉部的急性

验证，属临床上常见的一种呼吸道病症，且具有传染性。在中

医中，该病症属“感冒”范畴，在治疗上主张以清热解毒为主。

基于小儿免疫功能还未完善，若不能及时、有效的采取治疗举

措，还会导致肺炎、心肌炎等并发症，直接影响到小儿的身体

健康。 

    利巴韦林虽然可起到有效抑制病毒复制与传播的作用，但

若涉及大剂量的应用，会损害到患儿心肌，尤其是对呼吸道疾

病患儿来说，会使其发生胸痛、呼吸困难等不良反应[3]。而注

射用炎琥宁的应用，其本质在于炎症发展的 初阶段发挥其功

效，抑制炎症的发展，阻碍病毒的正常复制，继而起到解热、

抗炎、镇静等作用，强化体液免疫功能，缓解由于上呼吸道感

染诱发的咳嗽、发热等症状。 

本次研究证实，注射用炎琥宁治疗小儿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具有确切疗效，并无明显毒副作用，可在临床上进行推广使用。 

参考文献： 

[1]郝宝生.炎琥宁与利巴韦林治疗小儿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疗效比较[J].现

代中西医结合杂志,2010,19(2):193-194. 

[2]宁武云,周传雨.注射用炎琥宁治疗小儿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疗效分析[J].中

国基层医药,2011,18(20):2787-2788. 

[3]盛金峰,姜宠华.炎琥宁治疗小儿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应用[J].中国医院药

学杂志,2010,30(4):319-321. 

  

 

 

编辑：白莉   编号：EB-16032308F （修回：2016-04-25） 

相似文献： 

热毒宁注射液联合头孢呋辛治疗儿童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疗效观察 

目的：观察热毒宁注射液联合头孢呋辛治疗儿童急性上呼

吸道感染疗效。方法：203 例急性上呼吸道患儿随机分成两组，

对照组给予头孢呋辛，观察组给予热毒宁注射液和头孢呋辛。

观察临床疗效以及对临床症状和体征改善时间的影响。结果：

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3.2%，明显优于对照组（75.0%）（P＜0.05）；

治疗后，临床症状、体征改善时间改善明显，观察组更加明显，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热毒宁

注射液联合头孢呋辛治疗儿童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疗效明显，副

作用少，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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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分析综合护理干预对脑外伤重症监护患者肺部感染的影响。方法：选取我院 2014 年 2 月—2015 年 2

月收治的 80 例脑外伤重症监护患者，运用双色球随机分组法分为观察组（n=40）及对照组（n=40），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

观察组患者实施综合护理干预，对两组患者护理干预效果及肺部感染情况进行分析。结果：观察组患者肺部感染率为 10.0%，低

于对照组 42.5%；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率 95.0%，高于对照组 62.5%，差异显著（P＜0.05）。结论：在脑外伤重症监护患者治疗中，

实施综合护理干预，可减少肺部感染，加快康复速度，提高患者满意率，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脑外伤；重症监护；肺部感染；综合护理干预；干预效果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and analyze the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pulmonary infection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brain injury. Methods: 80 ICU patients with severe brain injury,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14 to February 2015,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ith 4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conventional nursing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and pulmonary 

infection of patients in two group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pulmonary infection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10.0%, which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42.5%; the satisfaction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5.0%, 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62.5%,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Applying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pulmonary infection in ICU patients with severe brain injury could reduce the pulmonary infection, promote the recovery, improve the 

patients satisfaction and it was worthy of clinical popularization.  

【Keywords】Brain injury; ICU nursing; Pulmonary infection;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Intervention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8.042 

 

脑外伤是临床常见急重症之一，脑外伤后患者常伴有严重

并发症，若治疗不及时或不当，将影响患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脑外伤后，为解除呼吸功能失常或分泌物堵塞下呼吸道所

致的呼吸困难，需要行气管切开术，加上重症监护室（ICU）

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所有科室中发生病毒、细菌感染率较高，

尤其是肺部感染，直接影响预后[1]。在脑外伤治疗过程中实施

护理干预，有利于避免或减少并发症发生，改善预后。本文收

集了 80 例脑外伤重症监护患者临床资料，探讨综合护理干预

的临床效果，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 80 例脑外伤重症监护患者为我院 2014 年 2 月—2015

年 2 月所收治，男性 43 例，女性 37 例，年龄 21～75 岁，平

均年龄（32.76±2.38）岁；受伤原因：交通事故伤 39 例，高

处坠落伤 28 例，摔伤 12 例，其他 1 例；颅内血肿 41 例，硬

膜下血肿 24 例，脑挫裂伤 13 例，其他 2 例。纳入标准[2]：结

合临床症状，经头颅 CT 或 MRI 检查，确诊为脑外伤；均入住

ICU；无气管切开禁忌证；知晓研究内容，家属签署知情同意

书。根据随机分组原则，将 80 例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40 例，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均衡性较高（P＞0.05）。 

1.2 研究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定期消毒、杀菌 ICU，严格执行无

菌操作，避免交叉感染。指导患者遵医嘱使用抗生素，定期复

查。观察组患者实施综合护理干预，具体措施为：①心理护理。

脑外伤重症监护患者不仅需要承受生理不适，还承受着巨大的

心理和精神压力，对治疗产生不利影响。护理人员应了解患者

心理负担出现的原因，有针对性实施心理疏导，积极主动与患

者交流，及时开导患者，为其讲解治疗成功案例，有条件者可

用邀请有治疗经验的患者现身说法，尽可能缓解患者负面情

绪，帮助其建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同时向家属说明配合临床工

作的重要性，并积极安慰和鼓励患者，建立家庭支持系统，缓

解患者孤独、抑郁情绪，以便于更好地接受治疗。②健康教育。

重症监护患者衣食住行都应该按照护理人员指导进行，对患者

实施健康教育，向其介绍重症监护室特殊性、管理特点、可能

发生的并发症、注意事项、防治措施等，可缓解患者对陌生环

境的恐惧心理。健康教育可以让患者认识到可能出现的并发

症，做好充分准备，并积极配合医护人员进行每项活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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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治疗奠定基础。③体位护理。根据患者实际情况，嘱咐患

者卧床休息，血压正常者，将床头抬高 15°～30°，有利于减

轻脑水肿[3]。脑外伤患者应及时更换体位，协助患者定时翻身，

按摩受压部位，从而减少压疮等发生率。④病房护理。定期对

ICU 进行彻底消毒、杀菌，及时处理患者使用过的器械物品，

定期进行微生物采样检测，将细菌菌落数控制在正常范围，避

免环境污染、气流不畅导致肺部感染。严格制定探视制度，加

强参观、探视人员管理，减少室内过多人员流动，避免污染病

室空气。病房应保持绝对的安静，尽可能减小仪器噪音，为患

者创造一个舒适、安静的治疗环境，使患者保持轻松的心情，

加快康复速度。⑤呼吸道护理。脑外伤后可引起呼吸障碍、面

部肿胀，易诱发肺部感染。护理人员应密切患者生命体征变化

情况，尤其观察呼吸情况，判断是否发生气道受阻，保持呼吸

道通畅，避免痰液阻塞气道。早期进行痰细菌培养和药敏试验，

必要时给予小剂量激素，降低毛细血管通透性[4]。及时清除口

腔分泌物，吸痰时应避免交叉感染，做好气管切口护理，呼吸

困难患者可给予吸氧治疗，减轻并发症。⑥饮食护理。在治疗

过程中，应注意患者每日所需的营养量，根据患者体质、病情、

饮食习惯，制定科学合理的饮食计划，确保每日必要的维生素、

营养，保持肠道功能健康。指导患者采用生理盐水漱口，保持

口腔清洁，减少口腔细菌、病毒感染。在治疗及护理过程中，

一旦出现感染状况，应及时反馈给医生，采取正常的处理方法，

加快恢复速度。 

1.3 评价指标 

详细统计两组患者肺部感染发生率。采用我院护理满意调

查问卷[5]，由患者或家属填写，满分为 100 分，非常满意：评

分≥90 分；基本满意：评分 70～89 分；不满意：评分＜70 分，

护理满意率=（病例总数—无效例数）/病例总数×100.0%。 

1.4 统计学方法 

详细收集整理本组研究所得数据，建立数据库，计数资料

和计量资料在 SPSS19.0统计学软件包中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

前者通过[n（%）]表示，后者采用（ ）描述，采用 x2检验

计数资料，通过 t 检验计量资料，α=0.05 为检验水准，如果检

验结果为差异 P＜0.05，则表示其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肺部感染发生率 

对照组患者出现 4 例肺部感染，比例为 10.0%。观察组患

者发生 17 例肺部感染，比例为 42.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x2=27.2801，P=0.0000）。 

2.2 护理满意率比较 

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率相比于对照组显著提高（P＜

0.05），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详情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率比较  [n，（%）] 

组别 非常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护理总满意 

观察组 23（57.5） 15（37.5） 2（5.0） 38（95.0） 

对照组 12（30.0） 13（32.5） 15（37.5） 25（62.5）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 

3   讨  论 

随着我国临床医疗技术不断提高，急救医学水平、重症监

护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升，挽救了大量患者生命，但并发症发

病率随之增加。脑外伤具有发病急、病情凶险、变化快等特点，

致残率和病死率较高，除做好急诊急救外，还应实施护理干预，

减轻并发症，加快康复速度。常规护理模式仅仅围绕治疗效果

展，干预效果欠佳。随着临床医学模式的转变，“以人为本”

的护理理念深入人心[6]，逐渐取代了常规护理模式。综合性护

理干预主要对患者心理、生理、生活、社会等做出规划性护理

方案，弥补了常规护理缺乏针对性、全面性的不足，实施精细

化护理干预，使患者得到更加标准化、精细化、人性化护理，

终提高护理质量。 

我院针对脑外伤重症监护患者实施综合性护理干预，形成

了以心理护理、健康教育、体位护理、病房护理、呼吸道护理、

饮食护理等为内容的护理方案[7]，有效缓解患者负面情况，纠

正患者及家属错误认知，避免其误听误信，积极配合临床工作；

根据患者实际情况维持恰当的体位，定期消毒、杀菌病房，严

格执行无菌操作原则，保持呼吸道通畅，确保每日摄入营养量，

从而增加患者抵抗力和耐受力，减少医院感染率。 

从本组研究结果来看，观察组患者肺部感染率低于对照

组，其护理满意率高达 95.0%，较对照组 62.5%显著提高，说

明加强脑外伤重症监护患者实施综合护理干预，有利于降低肺

部感染率，加快患者康复速度，减轻身心痛苦，提高护理满意

率，获得了患者及家属的好评，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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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鼻塞式无创同步间歇指令通气（nSIMV）治疗婴幼儿重症肺炎的疗效。方法：76 例婴幼儿重症肺炎

分为两组，40 例采用 nSIMV 治疗，另 36 例采用常规吸氧治疗，观察记录治疗前、后临床症状、生命体征及动脉血气变化。结果 

婴幼儿重症肺炎患儿采用 nSIMV 治疗 24 h 后，心率、呼吸及血气分析指标改善均较常规吸氧疗效明显，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均＜0.05）；nSIMV 治疗总有效率较常规吸氧疗效明显，住院天数较常规吸氧疗效明显缩短，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均＜0.05）。

结论：nSIMV 可快速有效地改善婴幼儿重症肺炎的临床症状，缩短病程，值得推广。 

【关键词】婴幼儿；肺炎；鼻塞式无创同步间歇指令通气（nSIMV）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of Nasal synchronized intermittent mandatory ventilation(nSIMV) treatment in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with severe pneumonia. Methods: A total of 76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with severe pneumonia were enrolled 

and 40 cases were treated by nSIMV and 36 cases were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oxygen.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vital sign and 

arterial blood gas analysis i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s were recorded and compared. Results: After 24 hours of treatment 

the heart rate, respiratory rate and arterial blood gas analysis were greatly improved in cases with nSIMV than in cases with conventional 

oxygen (all P <0.05).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greatly improved in cases with nSIMV than in cases with conventional oxygen. The 

hospitalization days were significantly shortened in cases with nSIMV than in cases with conventional oxygen,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tatistics (all P <0.05). Conclusions: For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with severe pneumonia, nSIMV treatment can quickly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linical symptoms, shorten the course of treatment, so it is worth promoting. 

【Keywords】Infants and young child; Pneumonia; Nasal synchronized intermittent mandatory ventilation(nSI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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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重症肺炎是儿科较常见的疾病，常见症状为咳嗽、

发热、呼吸急促、腹泻等。若发病急、病情严重可导致患儿发

生呼吸衰竭、心脏衰竭，严重威胁到患儿的生命[1-3] 。目前，

小儿重症肺炎的发病率与病死率均居同类疾病首位且呈上升

趋势，约占儿科住院患儿的 24.5%～65.2%[4]。本院为探讨婴幼

儿重症肺炎采用鼻塞式无创同步间歇指令通气（nSIMV）治疗

的临床疗效，提高婴幼儿重症肺炎的治疗效果，将清远市佛冈

县人民医院收治的 76 例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对照

组行常规吸氧治疗，治疗组行鼻塞式无创同步间歇指令通气治

疗，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将具体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选取的是本院自 2012 年 6月—2014 年 6月收治

的 76 例婴幼儿重症肺炎患儿，男性 42 例，女性 34 例，年龄 1

个月～3 岁，平均年龄（14.6±5.4）个月；病程为 3～15 d。将

76 例患儿随机分成对照组及治疗组，两组患儿在性别、年龄、

病程、基础疾病患病情况等一般资料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具有可比性。 

1.2 诊断标准   

所有病例均符合《小儿内科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

年，第 4 版）中的重症肺炎诊断标准：①全身中毒症状明显；

②除呼吸系统严重受累外，其他系统亦明显受累，具体表现为

急性心力衰竭、末梢循环衰竭、心肌炎、急性呼吸衰竭、中毒

性脑病、电解质紊乱、脓胸等；③合并如先天性心脏病、先天

性喉喘鸣、中度以上贫血、Ⅱ度以上营养不良、活动期佝偻病

等疾病者[5]。 

1.3 研究方法  

对所有患儿均进行常规综合治疗，包括抗感染、雾化吸入、

保持呼吸道通畅、血管活性物质及维持水电解质平衡治疗等，

必要时予甲基强的松龙和静脉丙种球蛋白治疗。①治疗组入院

后给予 nSIMV 治疗，nSIMV 装置采用具有同步 SIMV 功能的

呼吸机（纽邦 e360），选用合适大小鼻塞，双鼻塞密闭环路方

式，保证鼻部的密闭，将呼吸机模式调至 SIMV；初调呼吸机

参数为吸气峰压（PIP）为 16～20 cm H2O，呼气末正压（PEEP）

为 4～6 cm H2O，吸气时间（Ti）0.4～0.6 s，通气频率（VR）

30～40 次/min，吸入氧浓度（FiO2）35%～40%，氧流量（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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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 L/ min；保持患儿安静状态以确保鼻塞的密闭，以免吸

气峰压达不到予调的水平。当吸入氧浓度≤30% 、PEEP 降至

2～3 cm H2O、SPO2＞95%、血气分析正常，病情稳定 12～24 h

后撤离 nSIMV，改鼻导管吸氧，后逐渐停止吸氧。②对照组入

院后予以鼻导管吸氧（氧浓度 23%～25%），病情加重后更换

为头、面罩给氧，无效时及时给予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呼吸。

③除急性心肺衰竭、全身衰竭、重症休克、pH＜7.0、中枢性

呼衰者行直接气管插管机械通气外，在 nSIMV 支持下病情仍

不能控制，pH 持续＜7.20 达 2 h 以上或病情进行性加重，可终

止 nSIMV 改行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通气。 

     分别于治疗前 30 min 及治疗 24 h 后测评患儿临床症状和

体征，包括呼吸、心率及血气分析及疗效进行比较。疗效评定

标准[6,7] 治愈：治疗 1 周后，患儿的呼吸困难、气促等临床症

状全部消失，心率恢复到正常状态，肺部啰音明显消失。有效：

治疗 1 周后患儿的呼吸困难、气促等临床症状显著缓解，心率

降低，且肺部啰音减少。无效：治疗 1 周后，患儿的临床症状

和生命体征无改善，甚至加重。 

1.1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 ） 

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 P 表示，两组

间比较采用 x2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儿的疗效及平均住院天数对较  

经治疗后，治疗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 92.5%（37 例）

显著高于对照组 69.4%（25 例）（P＜0.05），治疗组的住院时

间（8.8±1.2）d 明显低于对照组住院时间（13.5±1.8）d，差

异有显著性（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的疗效及住院天数对较   [n（%）] 

组别 n 治愈 有效 无效 住院天数（d） 

对照组 36 17（47.2） 8（22.2） 11（30.6） 13.5±1.8 

治疗组 40 26（65） 11（27.5） 3（7.5） 8.8±1.2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 

2.2 两组患儿治疗前后的各项指标变化 

     治疗前，两组患儿心率、呼吸、SPO2、PaCO2 的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治疗 24 h 后，治疗组上述指标

的改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

见表 2。 

表 2  两组患儿治疗前后的各项指标变化  （ ） 

组别 时间 心率（次/ min） 呼吸（次/ min） SPO2 PaCO2 

治疗前 165.21±10.52 66.72±7.12 82.62±3.54 68.42±6.24 
治疗组 

治疗后 128.01±8.41 42.62±5.24 95.28±4.62 44.26±4.21 

治疗前 170.52±15.11 67.26±8.25 83.23±4.21 67.32±7.41 
对照组 

治疗后 155.23±11.25 56.87±9.24 86.58±8.62 56.72±8.12 

3   讨  论 

     重症肺炎是婴幼儿危重症之一，患儿因气体交换面积减

少导致缺氧及呼吸功能障碍，容易出现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

若不给予及时有效的救治，会导致病情进行性加重，甚至会导

致死亡，故如何采取快速有效方法纠正缺氧是抢救过程中的重

要环节之一。临床常规予鼻导管或头、面罩给氧，因为氧浓度

较低，氧弥散度不足，无气道正压，不能有效减少呼吸肌做功。

而经气管插管机械通气不可避免产生气管损伤、气管防卫屏障

丧失、感染、气压伤、容量伤等副作用。使用鼻塞或面罩进行

nSIMV 通气已广泛用于成人及年长儿，nSIMV 给患儿提供稳

定的通气频率，给予同步间隙正压，可防止肺泡萎陷，充分扩

张小气道，减少呼吸功能，并通过呼吸道增加潮气量及每分通

气量，来达到排除呼出气及气体的交换，从而改善肺功能。 

在本组研究中，对照组患儿给予常规吸氧治疗，治疗组患

儿给予鼻塞式无创同步间歇指令通气治疗，治疗组患儿总有效

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治疗组患儿呼吸、心率、SPO2、

PaCO2 等指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治疗组的住院时间

（8.8±1.2）d 明显低于对照组住院时间（13.5±1.8）d，差异

有显著性（P＜0. 05）。认为 nSIMV 治疗组较常规吸氧治疗，

能更迅速地纠正低氧血症，缩短呼吸衰竭抢救时间，缩短婴幼

儿重症肺炎住院天数，从而可以有效减轻疾病负担，促进疾病

康复。 

经上述临床观察研究表明，采用经鼻塞式无创同步间歇指

令通气治疗婴幼儿重症肺炎，能够有效改善患儿临床症状，提

高婴幼儿重症的抢救成功率，减轻患儿家属的经济负担，值得

在儿科领域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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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苇茎汤合小陷胸汤治疗重症肺炎患者的作用效果和机制。方法：选取我院 2012 年 6 月—2015 年 6 月

收治的重症肺炎患者 103 例作为研究对象，将其按照对照、均衡、随机原则分为两组，对照组 55 例，采用常规西医治疗，治疗组

48 例，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采用苇茎汤合小陷胸汤治疗，分别对两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病死率、不良反应发生率、住院时间，治

疗 1 d、3 d、7 d、14d 后 PCT、CRP、WBC 及 OI 等指标进行比较。结果：治疗组和对照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有效率分别为 88.2%

和 72.5%，病死率分别为 4.2%和 16.4%，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 88.2%和 72.5%，住院时间分别为（16.9±4.3）d 和（21.4±6.7）

d，治疗组均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患者治疗 7～14 d 后的 PCT，CRP，WBC 显著高于对照组，

而 OI 显著低于对照组，比较也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苇茎汤合小陷胸汤治疗重症肺炎有利于提高治疗效果和缩短住

院时间，患者恢复快，治疗安全性好，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苇茎汤合小陷胸汤；重症肺炎；中西医结合；临床效果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WeiJing decoction and the Xiaoxianxiong decoction on severe 

pneumonia. Methods: 103 patients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western medicine (55 cases) ,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given the WeiJing decoction and the Xiaoxianxiong decoction more (48 cases) , 55 cases in control group, treated 

with routine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group (48 cases). Respectively for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efficiency, adverse reaction 

incidence, mortality, length of stay, after treatment of 1 d, 3d, 7 d, 14 d the PCT, CRP, WBC and OI, indice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in the treatment group (88.2%) and in the control group (72.5%) , the mortality in the treatment group (4.2%) and in the 

control group (16.4%) ,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88.2%) and in the control group (72.5%) ,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in the treatment group (16.9±4.3) d and in the control group (21.4±6.7) d, the treatment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After treatment 7～14 d PCT, CRP, WBC in treatment was higher; the OI was lower,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WeiJing decoction and the Xiaoxianxiong decoction shows obvious 

effects on Severe pneumonia, and high safety, worthy of promotion. 

【Keywords】WeiJing decoction and the Xiaoxianxiong decoction; Severe pneumonia;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Clinical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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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肺炎（SP）是一种急性起病的呼吸系统感染性疾病，

从院内外获得感染途径来分，可分为重症社区获得性肺炎

（SCAP）及重症医院获得性肺炎（SHAP）。重症肺炎临床发

病率高，病情变化快，治疗难度大。若得不到及时有效治疗，

可导致患者病情迅速加重、死亡[1]。本文就我院 2012 年 6 月

—2015 年 6 月收治的重症肺炎患者 103 例作为研究对象，探讨

苇茎汤合小陷胸汤治疗的临床效果。具体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诊断标准：选取我院 2012 年 6 月—2015 年 6 月收治的重

症肺炎患者 103 例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符合美国感染疾

病学会/美国胸科学会于 2007 年制定的重症肺炎临床诊断标准
[2]：符合一项主要标准（包括：合并有创机械通气治疗史；合

并血管收缩剂治疗史；合并感染性休克）或者三项及以上次要

标准（包括体温＜36℃；呼吸频率升高，RR≥30 次/ min；氧

合指数降低，PaO2/FiO2≤250；血小板计数减少，PLT＜10×

109/L；白细胞计数降低，WBC＜4×109/L；合并氮质血症，

BUN≥20 mmol/L；血压降低，需要实施液体复苏治疗；合并

意识或者定向障碍；多肺段浸润）的情况即可诊断为重症肺炎。 

分组资料：将其按照对照、均衡、随机原则分为两组，对

照组 55 例，治疗组 48 例。对照组患者中，男性 29 例，女性

26 例，年龄 27～87 岁，平均年龄（53.1±3.4）岁。病程 2～

10 d，平均病程（5.6±1.1）d。其中，合并冠心病、高血压、

糖尿病、心瓣膜病及慢性肾功不全的患者分别有 6 例、12 例、

5 例、3 例、2 例。治疗组患者中，男性 25 例，女性 23 例，年

龄 29～89 岁，平均年龄（55.2±3.3）岁。病程 3～10 d，平均

病程（5.7±1.3）d。其中，合并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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瓣膜病及慢性肾功不全的患者分别有 7 例、12 例、6 例、2 例、

2 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基础疾病等方面的比较

均无显著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排除标准：合并严重肝肾功能异常或者心律失常的患者；

合并活动性肺结核或者消化道疾病的患者；合并精神功能障碍

的患者；妊娠期或哺乳期的女性患者。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抗感染、化痰、增强免疫力、营养支持等

西医 对症治疗，有呼吸、循环衰竭患者使用呼吸机辅助呼吸

及抗休克治疗，必要时加用少量激素。 

治疗组则在常规西医治疗基础上予加用千金苇茎汤（苇茎

60 g、冬瓜仁 24 g、薏苡仁 30 g、桃仁 9 g）及小陷胸汤（黄连

6 g、半夏 9 g、瓜蒌 15 g），水煎服，1 剂/ d，早晚分两次温服。

疗程 7～14 d。 

1.3 观察指标和疗效评价标准 

治疗期间，动态监测入选患者治疗 1 d、3 d、7 d、14 d 后

以下指标：降钙素原（PCT），C-反应蛋白（CRP），白细胞

（WBC），氧合指数（OI）等。其中降钙素原（PCT）采用电

化学发光法，Roche（德国罗氏）试剂盒、全自动生化检验分

析仪定量检测；C 反应蛋白采用免疫透射比浊法，i-Reader（艾

瑞德）快速测定仪测定；其他检验均采用日立 7600 全自动生

化仪测定。呼吸机型号为拉斐尔（RAPHAEL）呼吸机。 

同时对患者的治疗效果、住院一周以上的死亡人数、住院

时间等进行统计、分析，观察两组患者治疗期间药物不良反应

情况。 

疗效评价标准[3]：根据治疗后症状、体征、检验、检查结

果等 6 个方面评估疗效：①体温下降或恢复正常；②咳嗽、咳

痰、气促、胸痛等主要临床症状明显减少或消失；③肺部湿啰

音明显减少或消失；④PCT、CRP、WBC 明显降低或恢复正常；

⑤OI 等各项血气指标明显好转或恢复正常；⑥胸片或胸部 CT

提示病灶明显吸收或消失。以上 6 项指标治疗后 7 d 内均有明

显好转的为显效，治疗后 7～14 d 内均有明显好转的为有效，

治疗 14 d 以上以上 6 项指标均未见明显好转的为无效。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实验数据采用 SPSS18.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其中

计量资料对比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对比采用 x2检验，以 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治疗效果 

治疗组和对照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有效率分别为 88.2%和

72.5%，病死率分别为 4.17%和 16.36%，住院时间分别为

（16.9±4.3）d 和（21.4±6.7）d，治疗组均显著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的比较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治疗有效率 病死率 

治疗组 48 10 34 4 34（91.7） 2（4.2）

对照组 55 9 26 20 35（63.6） 9（16.4）

2.2 观察指标 

分别对治疗组、对照组患者治疗 7 d 后 PCT，CRP，WBC

及 OI 等指标进行比较，可见观治疗组患者均显著优于对照组，

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主要观察指标的比较 

组别 n PCT（μg/L） CRP（mg/L） WBC（×109） OI 

治疗组 48 1.13±0.23 105.21±4.33 9.67±1.54 391.81±8.91 

对照组 55 1.87±0.34 112.36±6.42 11.46±1.76 302.55±14.58

2.3 不良反应 

治疗组和对照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 88.2%和

72.5%，治疗组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3。 

表 3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的比较 

组别 n 心力衰竭 肾衰竭 总计 

治疗组 48 1（2.1） 3（6.3） 4（8.3） 

对照组 55 5（9.1） 9（16.4） 14（25.5） 

3   讨  论 

由于重症肺炎患者的病情复杂，变化快，容易造成呼吸系

统、循环系统、泌尿系统等多系统及多器官功能损害[4]，被认

为是造成呼吸科患者住院、死亡的重要原因。对重症肺炎患者

实施早期积极治疗，做好全身性炎症反应的有效控制是重要途

径。但针对细菌、病原体的广谱抗生素的应用，容易引起机体

耐药性提高、菌群失调及多种不良反应的出现，影响治疗效果
[5]。中医认为痰瘀为危急重症之源，而重症肺炎患者表现为痰

瘀胶结，气行不利、血行不畅，治疗宜痰瘀并治，分消其势，

以清气化痰为主[6]。 

本文比较了常规西药治疗与加用苇茎汤合小陷胸汤治疗

后的临床效果，可见治疗组患者无论在治疗有效率、不良反应

发生率、病死率、住院时间还是在 PCT，CRP，WBC 及 OI 等

指标的比较上均明显优于对照组，一方面，苇茎汤基本方中的

苇茎具有宣肺、清热、化痰之效，瓜瓣有淡渗湿热、祛痰排脓 

（下转 1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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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介素类因子及肿瘤坏死因子-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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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ction value of interleukin-class factor and tumor necrosis factor -α for 

infantile Mycoplasma pneumoni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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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白介素类因子及肿瘤坏死因子-α在小儿肺炎支原体肺炎中的检测意义。方法：选择我院收治的肺炎支

原体肺炎患儿 60 例，作为观察组，同时选择在我院体检健康儿童 50 例作为对照组。测得上述对象白介素-6、白介素-8、白介素-10

及肿瘤坏死因子-α水平。结果：观察组治疗前的白介素-6、白介素-8、白介素-10 及肿瘤坏死因子-α水平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观察组治疗后的白介素-6、白介素-8、白介素-10 及肿瘤坏死因子-α水平和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合并有肺纤维化样改变患儿胸腔积液白介素-8、肿瘤坏死因子-α 水平高于本组血清胸腔积液白介素-8、肿瘤坏死因子-α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合并有肺纤维化样改变患儿胸腔积液白介素-8、肿瘤坏死因子-α 水平高于无纤维化样改变

患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白介素-6、白介素-8、白介素-10 及肿瘤坏死因子-α在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发病早期

其水平升高，检测其水平有助于临床诊断，有助于了解此类患儿预后。 

【关键词】小儿；肺炎支原体肺炎；白介素-6；白介素-8；白介素-10；肿瘤坏死因子-α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interleukin-class factor and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for the detection of children with 

Mycoplasma pneumoniae pneumonia. Methods: 60 cases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with Mycoplasma pneumoniae pneumonia were taken as 

observation group, while 50 cases of healthy children were taken as a control group. The interleukin-6, interleukin-8, interleukin-10 and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levels were measured in both groups. Results: The pre-treatment value of interleukin-6, interleukin-8, 

interleukin-10 and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levels werehigher, and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values of 

interleukin-6, interleukin-8, interleukin-10 and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level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treatment and the control 

groupshowed statisticallyin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Associated with pleural effusion in children with pulmonary fibrosis-like 

changes in interleukin-8, tumor necrosis factor -α higher than the present level of serum pleural fluid interleukin-8,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levels,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associated with pulmonary fibrosis-like changes in children with pleural fluid 

interleukin-8,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higher than children with no fibrosis-like changes,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Conclusion: interleukin-6, interleukin-8, interleukin-10 and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raising its level in the early onset of childhood 

detects the pneumonia mycoplasma pneumonia, detected levels contribute to clinical diagnosis, prognosis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se 

children. 

【Keywords】Infant; Mycoplasma pneumoniae pneumonia; Interleukin-6; Interleukin-8; Interleukin-10;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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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支原体是导致小儿支原体肺炎的病原体，肺炎支原体

肺炎也是小儿常见的呼吸系统感染性疾病[1]。研究认为，小儿

支原体肺炎的发生与其机体免疫因素有一定关系，在发病的急

性期间可存在细胞因子水平改变等状况，引起小儿免疫系统功

能降低，如白介素类因子等。本文选择我院收治的肺炎支原体

患儿，观察白介素类因子（白介素-6、白介素-8、白介素-10）

及肿瘤坏死因子-α在小儿肺炎支原体肺炎中的检测意义，为临

床及早诊治提供参考依据。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收治的 60 例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均为我院

2013 年 10 月—2015 年 10 月病例，均符合小儿肺炎支原体肺

炎诊断标准，观察组，男性 32 例，女性 28 例，年龄最小 1 岁，

年龄最大 10 岁，平均年龄（4.8±2.7）岁，合并有胸腔积液 23

例；影像学等检查显示肺部有纤维化样改变 16 例；其余 7 例

患儿没有肺部纤维化样改变征象。同时选择在我院体检的健康

儿童共 40 例作为对照组，男性 22 例，女性 18 例，最小年龄 1

岁，最大年龄 10.2 岁，平均年龄（4.9±2.4）岁。观察组和对

照组均排除精神疾病患儿、严重肝肾功能障碍患儿、近期应用

过糖皮质激素类药物及对免疫系统功能有影响的药物。 

1.2 研究方法 

观察组患儿在入院第 2 天（治疗前）清晨空腹下抽取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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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血 5 mL，采用每分钟 3000 r/min 离心机离心，离心时间为

10 min，抽取血清，合并有胸腔积液患儿抽取其胸腔积液。根

据试剂盒具体检测操作步骤，采用 ELISA 法检测血清及胸腔积

液中的白介素-6、白介素-8、白介素-10 及肿瘤坏死因子-α 水

平，具体检测步骤要根据试剂盒提供的步骤严格进行。观察组

患儿进行相关临床治疗后，抽取静脉血检测白介素-6、白介素

-8、白介素-10 及肿瘤坏死因子-α 水平，具体检测步骤和方法

同上。 

1.3 统计学处理 

在统计学软件 SPSS18.0 下进行统计学分析，均数比较采

用 t 检验，P＜0.05，显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白介素类因子及肿瘤坏死因子-α检测结果比较 

观察组治疗前的白介素-6、白介素-8、白介素-10 及肿瘤坏

死因子-α 水平高于对照组的白介素-6、白介素-8、白介素-10

及肿瘤坏死因子-α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

组治疗后的白介素-6、白介素-8、白介素-10 及肿瘤坏死因子-α

水平低于本组治疗前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

察组治疗后的白介素-6、白介素-8、白介素-10 及肿瘤坏死因子

-α水平和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观察组和对照组白介素类因子及肿瘤坏死因子-α检测结果比较  （ ） 

组别 n 白介素-6（pg/ mL） 白介素-8（pg/ mL） 白介素-10（pg/ mL） 肿瘤坏死因子-α（pg/ mL）

观察组治疗前 60 22.58±2.98 26.35±3.47 18.97±5.62 28.97±2.64 

观察组治疗后 60 8.14±2.17 8.05±1.56 8.11±2.13 9.01±1.28 

对照组 40 7.68±1.79 7.67±2.01 7.49±1.59 8.57±1.04 

2.2 合并有肺纤维化样改变和无合并肺纤维化样改变患儿的胸

腔积液和血清内相关因子检测结果 

合并有肺纤维化样改变患儿胸腔积液白介素-8、肿瘤坏死

因子-α 水平高于本组血清胸腔积液白介素-8、肿瘤坏死因子-α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合并有肺纤维化样改变

患儿胸腔积液白介素-8、肿瘤坏死因子-α水平高于无纤维化样

改变患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无合并肺纤维化样

改变患儿胸腔积液白介素-6、白介素-8、白介素-10 及肿瘤坏死

因子-α 水平分别和本组血清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 2。 

表 2  合并肺纤维化样改变和无合并肺纤维化样改变患儿的胸腔积液和血清内相关因子检测结果  （ ） 

组别 n  白介素-6（pg/ mL） 白介素-8（pg/ mL） 白介素-10（pg/ mL） 肿瘤坏死因子（pg/mL）

胸腔积液 31.47±2.89 46.98±3.41 28.33±2.56 49.33±2.14 
合并肺纤维化样改变患儿 16 

血清 28.93±2.44 29.58±3.25 27.45±3.08 31.54±2.47 

胸腔积液 27.88±1.78 28.97±2.89 26.31±2.75 27.89±2.47 
非合并肺纤维化样改变患儿 7 

血清 25.40±2.03 26.88±3.17 25.79±2.54 26.39±1.98 

3   讨  论 

肺炎支原体肺炎是小儿常见的呼吸系统感染性疾病，如果

不能够及时给以临床有效治疗，可导致患儿肺部损失，甚至合

并肺外其他器官损伤，影响到患儿生长发育。研究认为，肺炎

支原体发生于机体的免疫系统功能降低有关，在肺炎支原体感

染期间，机体多种细胞因子水平升高，引起机体免疫系统激活

改变，影响到细胞免疫，导致肺部以及肺外其他损伤。白介素

-6、白介素-8、白介素-10 及肿瘤坏死因子-α 在免疫系统反应

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些因子可对病原菌侵袭产生抵抗作用，所

以在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感染早期，上述水平升高[2,3]，本文结

果中，观察组治疗前的上述因子水平高于对照组，说明在肺炎

支原体肺炎患儿感染早期，上述因子水平显著升高。本文结果

显示，合并有肺纤维化样改变患儿胸腔积液白介素-8、肿瘤坏

死因子-α水平高于非合并肺纤维化样改变患儿，说明白介素-8、

肿瘤坏死因子-α 在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体内早期其水平过度

表达，从而导致肺部组织损伤程度增加[4,5]，其水平升高进一步

说明了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肺部损伤程度较高，病情较为严重
[6]。所以，白介素-6、白介素-8、白介素-10 及肿瘤坏死因子-α

在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发病早期其水平升高，检测其水平有助

于临床诊断，有助于了解此类患儿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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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和汤加减治疗流行性腮腺炎 30 例疗效观察 
Observation of Modified Yanghe Decoction in treating 30 cases of mumps 

 

陈 波  和杏花  李 芳 

（焦作市中医院，河南  焦作，45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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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阳和汤治疗流行性腮腺炎（阳虚证）临床疗效。方法：将 60 例患儿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采用金黄

膏外敷，7 d 为 1 个疗程。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用阳和汤和海藻甘草汤加减观察临床中症状改善情况。结果：临床疗效方面：

3 d 治愈率，总有效率治疗组分别为 70.0%，100.0%对照组为 40.0%，93.3%，治愈率与总有效率差异均具有可比性；7 d 治愈率，

总有效率治疗组分别为 93.3%，100.0%对照组为 40.0%，93.3%，治愈率与总有效率差异均具有可比性；结论：阳和汤能明显改善

流行性腮腺炎症状，有效缩短病程，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流行性腮腺炎；中医药疗法；阳和汤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Yanghe Decoction in treating mumps (yang deficiency syndrome). Methods: 

60 children with mump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the external application of Jinhuang Paste 

while the treatment group received Yanghe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modified Haizao Gancao Decoc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treatmen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linical symptoms was observed. Results: 3 day cure rate and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70% and 100% respectively, while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40.0% and 93.3% respectively, the differences were 

of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7 day cure rate and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93.3% and 100.0% respectively, while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40% and 93.3% respectively, the differences were of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Conclusion: Yanghe Decoction could 

significantly relieve the symptoms of mumps and shorten the course of the disease effectively in treating mumps. 

【Keywords】Mump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rapy; Yanghe Decoc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8.046 
 

流行性腮腺炎是由腮腺炎病毒引起的急性，全身性感染，

以腮腺肿大、疼痛为主要临床特征，有时也可累及其他唾液腺，

多见于儿童及青少年。病毒可侵犯各种腺组织或神经系统及

肝、肾、心、关节等几乎所有的器官。常可引起脑膜脑炎、睾

丸炎、胰腺炎、乳腺炎、卵巢炎等症状。俗称“痄腮”“蛤蟆

瘟”。传统中医学多辨证为温毒，热毒，邪雍少阳，治疗以清

热解毒，消肿散结为主，疗效往往欠佳，笔者依据多年经验，

从温阳化痰入手，方选用阳和汤加减，疗效显著，并与单纯外

治对比观察，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所选病例均为本院门诊病例，应用随机法分为两组。治疗

组 30 例，男性 16 例，女性 14 例，平均年龄 6.5 岁，对照组

30 例，男性 12 例，女性 18 例，平均年龄 6.9 岁，一般资料经

统计学处理无显著差异（P＞0.05）。 

1.2 病例选择标准   

参考儿科学第五版流行性腮腺炎诊断标准[1]，患者在治疗

前未经其他治疗，排除脑膜脑炎、睾丸炎、胰腺炎、乳腺炎、

卵巢炎、淋巴结炎等并发症。症见发热，耳下腮部漫肿疼痛，

边界不清，触之痛甚，咀嚼不便，纳少，舌淡红，苔薄白，脉

略浮，或沉弱，无非常明显热象。 

 

2   治疗方法 

一般处理：适当卧床休息，经口补充水分和营养，高热时

对症给予布洛芬退热治疗，治疗组用阳和汤和海藻甘草汤加

减：熟地 30 g，白芥子 10 g（炒研），鹿角胶 10 g（烊化），肉

桂 3 g，炮姜 6 g，生麻黄 2 g，生甘草 3 g，海藻 15 g，水煎服。

阳虚明显，加细辛 3 g，附子 30 g（先泡先煎 1 h）。略有热象

（舌稍红，脉略滑者）加浙贝母 10 g，蝉衣 5 g，夏枯草 10 g。

同时以金黄膏（大黄 75 g，厚朴 30 g，陈皮 30 g，黄柏 75 g，

姜黄 75 g，天花粉 150 g，白芷 30 g，甘草 30 g）敷患处，每

日 1 换。对照组采用金黄膏外敷，7 d 为 1 个疗程。 

3   治疗结果 

3.1 疗效标准     

显效：发热降低或体温正常，腮部肿痛减轻，一般情况良

好；基本痊愈：体温正常，腮部肿痛基本消失，一般情况良好；

无效：体温无明显下降，或腮部肿痛无明显缓解，或出现其他

并发症，以治疗 3 d 及 7 d 观察治疗效果。 

3.2 治疗结果    

表 1  两组治疗 3 d 结果与疗效比较  （n，%） 

组别 n 基本治愈 显效 无效 治愈率 总有效率 

治疗组 30 21 9 0 70.0 100.0 

对照组 30 12 16 2 40.0 93.3 

注：与对照组比较，治愈率 P＜0.01，总有效率 P＜0.05 

（下转 1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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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胡疏肝散结合天竺雾化剂治疗慢性咽喉炎 
咽异物感症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ChaiHu Shugan Powder 

combined with Tianzhu aerosol in treating chronic pharyngitis pharynx 

foreign body sensation 
 

李韵霞  刘元献  李许娜  佟 彤  

（深圳市中医院，广东  深圳，518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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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柴胡疏肝散结合天竺雾化剂超声雾化治疗慢性咽喉炎咽部异物感症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180 例患者随

机分为三组，每组 60 例，A 组采用柴胡疏肝散口服结合中药天竺雾化剂超声雾化，B 组用天竺雾化剂超声雾化治疗，C 组采用庆大

霉素及地塞米松超声雾化治疗，观察比较三组患者治疗后效果。结果：治疗后疗效比较显示，A 组疗效优于 B 组，B 组疗效优于 C

组。结论：中药柴胡疏肝散结合天竺雾化剂超声雾化治疗慢性咽喉炎咽部异物感症效果好，能有效缓解咽部异物感不适症状。 

【关键词】中医药；柴胡疏肝散；天竺雾化剂；咽部异物感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therapeutic effect of ChaiHu Shugan Powder combined with Tianzhu aerosol in 

treating chronic pharyngitis pharynx foreign body sensation. Method: 180 patients with chronic pharyngiti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with 60 cases in each group. 60 cases in group A were treated with oral administration of ChaiHu Shugan Powder and 

ultrasonic nebulization of Tianzhu aerosol, 60 cases in group B were treated ultrasonic nebulization of Tianzhu aerosol and 60 cases in 

group C were treated with gentamicin and dexamethasone ultrasonic atomization therapy.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of three groups were 

observed and analyzed. Results: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after treatment indicated that the efficacy of group A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group 

B, which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group C. Conclusion: The therapy of ChaiHu Shugan Powder combined with ultrasonic nebulization of 

Tianzhu aerosol had significant effect in treating chronic pharyngitis pharynx foreign body sensation, it could effectively relive the 

symptoms and signs of pharynx foreign body sensation. 

【Keywords】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ChaiHu Shugan Powder; Tianzhu aerosol; Pharynx foreign body sens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8.047 
 
慢性咽喉炎是耳鼻喉科临床的常见病及多发病，以咽干、

有痰、咽喉异物感、瘙痒感、灼热感、声嘶、刷牙时易恶心干

呕，还可以有微痛等症状为主要临床表现。本病病变部位特殊、

病因复杂，病程长、症状易反复发作，给患者的生活、学习和

工作造成严重影响。临床对该病的治疗缺乏有效的方法，笔者

采用柴胡疏肝散结合天竺雾化剂超声雾化治疗慢性咽喉炎，疗

效满意。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所选病例均为在本院就诊的 180例慢性咽喉炎有咽部异物

感症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对照组 1 及对照组 2 各 60 例。

男性 54 例，女性 6 例，年龄 18～65 岁，平均年龄 36.72 岁，

病程 6 个月～20 年，其中慢性咽炎患者 50 例，慢性喉炎患者

42 例，慢性咽炎并慢性喉炎患者 88 例，所有患者均符合《实

用耳鼻咽喉科学》慢性咽喉炎诊断标准[1]。 
1.2 治疗方法 
1.2.1 药剂制备 

柴胡疏肝散（《景岳全书》）组方：柴胡、芍药、枳壳、香

附、川芎、甘草，检查见声带充血，加木蝴蝶，如患者伴有胃

食管反流症状，加瓦楞子。 

天竺雾化剂（深圳市中医院制剂室科研配方）。天竺雾化

剂处方组成：天竺黄、瓜蒌皮、木香、两面针、千年健、僵蚕、

葶苈子、鱼腥草。将中药加水煎煮 2 次，2 h/次，合并煎液，

滤过，浓缩至相对密度 1.20（85℃热测），放冷，加入倍量乙

醇，搅拌均匀，静置 24 h，取上清液，回收乙醇，滤液浓缩至

1200 mL，加 0.5 g 羟苯乙酯煮溶，浓缩至 1000 mL，加入适量

薄荷脑及冰片的乙醇液，搅拌均匀，分装，即得。 
1.2.2 治疗方法 

A 组：柴胡疏肝散中药汤剂水煎内服，1 剂/ d，分 2 次服，

中药天竺雾化剂 5 mL 加生理盐水 10 mL 通过超声雾化器进行

超声雾化吸入。每次吸入时间为 10 min，1 次/ d，7 d 为 1 个疗

程。 

B 组：中药天竺雾化剂 5 mL 加入 10 mL 生理盐水超声雾

化吸入，吸入时间 10 min/次，1 次/ d，7 d 为 1 个疗程。 

C 组：庆大霉素注射液 8 万 U 及地塞米松注射液 5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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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 10 mL 生理盐水超声雾化吸入，吸入时间 10 min/次，1 次

/ d，7 d 为 1 个疗程。治疗 2 个疗程并观察 2 个月后判断疗效。 

治疗期间嘱所有患者注意休息，忌熬夜，禁烟酒，清淡饮

食。有喉炎者少说话，注意用嗓疲劳等。 

1.3 疗效评定标 

治愈：患者咽部疼痛感、异物感、瘙痒感、灼热感、刺激

感、声嘶等咽喉部不适症状消失，检查咽腔黏膜无明显充血，

咽后壁无明显淋巴滤泡增生，声带无充血及水肿。显效：患者

咽部疼痛感、异物感、瘙痒感、灼热感、刺激感、声嘶等咽喉

部不适症状基本消失，检查咽腔黏膜充血明显减轻，咽后壁淋

巴滤泡基本消失，声带充血明显减轻，无水肿。有效：患者咽

部疼痛感、异物感、瘙痒感、灼热感、刺激感、声嘶等咽喉部

不适症状减轻，2 个月内复发者，检查咽腔黏膜充血减轻，淋

巴滤泡减少，声带充血及水肿减轻。无效：患者咽部疼痛感、

异物感、瘙痒感、灼热感、刺激感、声嘶等咽喉部不适症状无

改善，检查咽腔黏膜仍有充血，咽后壁仍有淋巴滤泡，声带充

血及水肿无明显减轻[2]。 

1.4 统计学方法 

本组数据采用 SPSS21.0 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计量资料

行 t 检验，计数资料行 x2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观察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见表 1。 

2.1 排除标准 

①年龄在 18 岁以下或 65 岁以上及妊娠或哺乳期妇女；②经

检查证实由口咽、鼻咽、咽喉、鼻、喉、食管、颈部及全身某

些隐匿性病变所致或者因为异物在咽喉部所致者；③合并其他

急性疾病及心、肝、脑、肾和造血系统严重疾病者；④对本次

试验药物过敏或过敏体质者；⑤依从性差或有可能无法完成本

研究全过程者；⑥有神经、精神障碍，不能表达自己意愿者；

⑦药物成瘾者、严重烟酒嗜好、生活没有规律者[3]。 
2.2 病例剔除情况 

整个研究过程病例剔除情况：整个研究结束以后，共剔除

病例 5 例（A 组、B 组各 1 例，C 组 3 例）。剔除原因包括：后

期擅自用药者、治疗其间并发其他疾病、失去随访三个方面 。 
2.2 治疗效果 

A 组疗效优于 B 组，A、B 两组间的有效率差异有显著的

统计学意义，（x2=5.04，P＜0.05），B 组疗效优于 C 组，B、C

两组的总有效率差异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x2=5.12，P＜

0.05）。 
表 1  患者治疗效果比较（n，%） 

组别 n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A 59 32（54.2） 15（25.4） 7（11.9） 5（8.5） 

B 59 21（35.6） 16（27.11） 9（15.3） 13（22.0） 

C 57 5（48.9） 12 （40.0） 15（8.89） 25（0.0）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3   讨  论 

慢性咽喉炎属于中医“喉痹”范畴，是指因脏腑失调，咽

喉失养，虚火上炎，熏灼咽喉所致的慢性咽部病变，以咽部干

燥并痒痛不适、咽异物感、干咳痰黏、喉关及喉底潮红为主要

表现[4]。古代文献对咽炎的记载，如《灵枢•经脉》云：“肾足

少阴之脉，是主肾所生病者，咽肿上气，嗌干而痛”。隋•巢

元方等人所著的《诸病源候论•卷三十》“喉痹者，……风毒客

于喉间，气结蕴积而生热，致喉肿塞而痹痛。”《备急千金药

方》说：“喉咙者，脾胃之候也，若腑寒，喉则耿耿如物，常

欲窒，痒痹涎唾。”《重楼玉钥》：咽主地气，属脾土。《素问·奇

病论》说：夫肝者，中之将，取决于胆，咽为之使。脾胃为气

血生化之源，升清降浊，胃气充沛，咽喉得养而清利，功能正

常。又肝主疏泻，咽喉生理功能的正常发挥，有赖于肝气调达。

柴胡疏肝散中柴胡疏肝解郁，川芎行气活血，助柴胡以解肝中

之郁滞，陈皮理气行滞，芍药、甘草养血柔肝，甘草调和诸药，

从而达到肝气调达，血脉通畅，疏肝理脾，营卫自和。 

近年来，我科常以中药天竺雾化剂喷喉辅助治疗慢性咽喉

炎，行之有效，全方主要由天竺黄、瓜蒌皮、木香、两面针、

千年健、僵蚕、葶苈子、鱼腥草等组成。药剂以超声雾化吸入

方法，使药物雾化成细小的微粒，易于吸收，增强了药效；并

能均匀分布于咽喉部、声带、喉腔及声门的黏膜，在病变局部

保持较高浓度，直接起到治疗作用；因其只在局部起作用，对

全身无不良反应。方中天竺黄、瓜蒌皮以化痰结散，稀释稠痰，

止咳清嗓；两面针、千年健、僵蚕以通络祛风利咽；木香以芳

香理气、调畅气机；葶苈子泻肺平喘、利水消肿；薄荷清利咽

喉之要药；鱼腥草清热祛痰利咽[2]。 

柴胡疏肝散结合天竺雾化剂超声雾化治疗慢性咽喉炎咽

部异物感症效果好，疗效优于对照组治疗，而且副作用少，值

得临床研究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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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慢性鼻窦炎术后行鼻窦灌方冲洗的治疗效果。方法：将 2014 年 1 月—2014 年 11 月来我院诊治的 88

例慢性鼻窦炎患者均分为两组，对照组给以鼻窦炎手术治疗，实验组行鼻窦炎手术后给以鼻窦灌方冲洗，对比分析治疗效果。结

果：实验组患者治愈 28 例，有效 13 例，治疗总有效率为 93.2%，显著优于对照组的 72.7%（治愈 19 例，有效 13 例）；实验组术

后无复发，对照组术后复发 5 例，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对慢性鼻窦炎患者行鼻腔清理术后给以鼻窦灌方冲洗，

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高，术后不易复发，值得推广运用。 

【关键词】慢性鼻窦炎；鼻窦灌方；治疗效果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irrigation of nasal sinuses after surgery of chronic sinusitis. Methods: 

88 patients with chronic sinusiti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to November 2014, were randomiz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sinus surgery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irrigation of nasal sinuses after surgery of chronic sinusitis, and the 

therapeutic effect was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Out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patients, 28 cases were cured, 13 cases were 

effective, the effective rate was 93.2%,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72.7% (19 cases were cured, 13 cases 

were effective); there was no recurrence after surgery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hile there was 5 cases of postoperative recurrenc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Irrigation of nasal sinuses had high effective rate in treating 

chronic sinusitis patients after sinusitis surgery and the postoperative recurrence rate was low, it was worthy of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Keywords】Chronic sinusitis; Nasal sinuses; Therapeutic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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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窦炎（Sinusitis）属鼻窦黏膜慢性疾病，是耳鼻喉科的

常见病和多发病。随环境污染及温室效应的加剧，鼻窦炎的发

病率逐年攀升，且趋于年轻化，给人们的学习、工作及日常生

活带来负面影响。鼻窦炎手术是治疗该症行之有效的手段，但

存在病灶清除不能彻底，术后易复发等问题[1]。本研究在慢性

鼻窦炎患者进行鼻窦炎手术后给以鼻窦灌方冲洗治疗，与其他

术后患者对比，探讨分析该病的远期有效疗法。现将研究过程

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4 年 1 月—2014 年 11 月来我院耳鼻喉科诊治的

88 例慢性鼻窦炎患者，其中男性 42 例，女性 46 例；年龄 24～

66 岁，平均年龄（4.7±5.8）；病程 2 个月～1.5 年，平均病程

（0.8±0.25）年；所有患者均符合《中华耳鼻咽喉科杂志》南

昌会议订立的诊断标准，有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 56 例，单纯

慢性鼻窦炎 32 例；其双侧病变患者 24 例，单侧病变患者 64

例。患者均存在鼻塞、流涕、咳嗽、头晕、精神不集中的现象。

遵照知情自愿原则，采用随机法将所有患者随机均分为实验组

和对照组，每组 44 例，其性别、年龄、病程、证型、症状等

一般资料无显著差别，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以鼻窦炎手术。运用功能性内镜行鼻窦炎手

术，借助鼻内镜的清晰视野，配套专用手术器械精细准确的清

理变性黏膜、残留息肉：首先冲洗鼻腔鼻窦，将鼻腔鼻窦内的

血、碎组织、脓性分泌物冲洗出来以防堵塞窦口，妨碍引流。

术前患者须服用抗生素、糖皮质激素、黏液促排剂及抗组胺药

物[2]。然后在功能性内镜辅助下清理囊泡，彻底清理囊泡、摘

除息肉后恢复鼻窦的正常结构，保障通气和引流。术后 48 h

内抽出鼻腔填塞物，进行必要的生理盐水冲洗并精细护理，促

使鼻腔、鼻窦黏膜的形态和生理功能尽快恢复[3]。术后 1 个月

内进行鼻内镜复查。 

实验组在实施鼻窦炎手术后，用鼻窦灌方进行术腔冲洗。

鼻窦灌方由辛夷花、白芷、黄芪、薄荷、淫羊藿叶、野菊花等

组成[4]，经我院专业人员制成溶液制剂。术后第 3 天开始，患

者遵照医嘱，用稀释后的药液灌洗鼻腔。灌洗时，患者取坐位，

头部前倾，将装有适温药液的冲洗器的橄榄头伸进前鼻孔，按

压负压球进行缓慢冲洗，冲洗量为 250 L/次，初始为 2 次/ d，

其后改为 1 次/ d，冲洗时间为 1 个月[5]。 

术后 1 个月对两组患者进行鼻内镜检查，观察患者症状好

转情况，记录鼻窦炎复发次例，调查询问患者的治疗满意度，

分析治疗效果。 

1.3 评定标准 

鼻内镜检查：鼻腔黏膜呈淡红色，光滑湿润，无囊泡和息

肉，无充血、水肿、溃疡者，为治愈[6]；鼻腔黏膜基本完整，

基本无明显囊泡和息肉，略有水肿、溃疡者，为有效；黏膜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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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干燥充血，多发囊泡并滋生息肉，水肿和溃疡无改善者为

无效。 

对患者进行术后 3 个月电话回访，记录患者治疗效果和鼻

窦炎复发次例，计算治疗有效率。 

1.4 统计方法 

根据统计学基本原理，将治疗数据运用 SPSS18.0 统计软

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用（ ）表示，组间比较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间的比较用 x2检验，以 P＜0.05 为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  果 

对病例进行调查和回访，患者术后鼻窦炎都有明显改善。

患者的治疗情况及回访记录结果如下。具体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后及回访结果对比  （n，%） 

组别 n 治愈 有效 无效 复发 总有效率 

实验组 44 28 13 3 0 41（93.2） 

对照组 44 19 13 12 5 32（72.7）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 

实验组患者治愈 28 例，13 例有效，治疗总有效率为 93.2%

（41 例），显著优于对照组的 72.7%（治愈 19 例，13 例有效）；

实验组术后无复发，对照组术后复发 5 例，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 

3   讨  论 

鼻窦炎因鼻窦黏膜的慢性感染引起，长期缓慢作用于鼻

腔，导致身体不适，甚至会引发其他疾病，而且有时患者因工

作繁忙或其他的因素导致不能及时接受治疗，从而使鼻窦炎影

响到正常的学习、工作。倘若治疗不及时或不彻底，还会导致

身体的抵抗力下降，感染其他疾病。 

功能性鼻内镜鼻窦手术（FESS）近年来在临床上应用广泛，

但易造成上皮组织损伤，引起黏膜炎症反应，释放出多种细胞

因子，使炎细胞激活、增殖、聚集，因而局部炎症反应长期存

在，成为术后恢复的主要问题。鼻窦灌方能够显著改善鼻腔、

鼻窦黏膜的纤毛功能，减少结痂、消除黏膜炎症，灌洗时还可

冲掉部分生物膜。其中药成分包含辛夷、白芷、薄荷、野菊花、

淫羊藿等。其中辛夷有通鼻窍作用，白芷有祛风、消肿止痛等

功效。辛夷和白芷共用有抑菌杀菌的功效，能够调节人体免疫

功能，对慢性鼻窦炎术后恢复起到良好的辅助作用。 

概述之，对慢性鼻窦炎患者行鼻腔清理术后给以鼻窦灌方

冲洗，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高，术后不易复发，值得推广运用。 

参考文献： 

[1]胡胜祥,李湘.联合加味六君子汤治疗鼻窦炎术后黏膜水肿疗效观察[J].中

医临床研究,2011,3(9):8-9. 

[2]赵威,吴拥军.功能性鼻内窥镜术后慢性鼻窦炎综合治疗研究述评[J].中医

学报,2013,28(2):188-189. 

[3]彭清华,覃冠锻,侯涛,等.慢性鼻窦炎术后辅助中医治疗的近期疗效观察

[J].临床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2015,29(12):1064-1065. 

[4]陈新野,张春林.败丹黄灌洗液鼻腔灌洗对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患者术后

的临床疗效影响[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13,33(2):180-181. 

[5]罗壁兰,张慕冰,陈展胜.慢性鼻窦炎术后应用鼻腔超声雾化治疗的护理观

察[J].中国医药指南,2014,12(29):318-319. 

[6]陈伟东,罗壁兰.家用超声雾化器在慢性鼻-鼻窦炎术后的应用探讨[J].吉

林医学,2015,36(1):133-135. 

 

编辑：赵聪编号：EB-16031518F（修回：2016-04-02）

 

（上接 97 页） 

表 2  两组治疗 7 d 结果与疗效比较  （n，%） 

组别 n 基本治愈 显效 无效 治愈率 总有效率 

治疗组 30 28 2 0 93.3 100.0 

对照组 30 22 7 2 73 93.3 

注：与对照组比较，治愈率 P＜0.01 总有效率 P＜0.05 

4   讨  论 

阳和汤是王洪绪编著的《外科证治全生集》中刊载的专治

一切阴疽的名方。阴疽多由人体阳气不足，气血虚损，致邪气

外袭从寒所化所，或寒邪乘虚内侵附于肌肉、筋骨、血脉之中

壅滞而生。病变局部皮色不变或呈灰色，全身呈虚寒证候表现。

治疗宜大补气血，散寒通滞。方中重用熟地，温补营血为主药，

鹿角胶生精补髓，养血助阳，强筋壮骨，二药配伍是治其本。

用炮姜、肉桂、麻黄、白芥子均为温热之品，其中姜炭、肉桂

散寒温经通滞，白芥子去皮里膜外之痰，治其标，麻黄可发越

阳气，以祛散寒邪；四药合用，能使血气宣通，且又使熟地、 

 

 

 

鹿角胶补而不腻，于补养之中，寓温通之义。甘草补中解毒，

协合诸药，合奏温阳补血，散寒祛痰之效，用于阴疽之证，犹

如离照当空，阴霾自散，化阴凝而使阳和，故名“阳和汤”。

海藻甘草汤，海藻配甘草，相反相成，用于软坚散结。流行性

腮腺炎多认为感受风温邪毒，壅阻少阳，风热痰湿循经上攻，

结聚于腮部所发[2]。笔者认为，本病虽与外邪相关，但气血本

虚，元阳不足也是其本因，正因本虚，外邪相犯之时，营卫失

和，胆经不降，脾虚失运，痰湿不化，随胆经上攻，留置于腮

部，发为痄腮，治疗以阳和汤大补气血，温散寒凝，兼散外邪，

海藻甘草汤兼治其标，阳虚合麻辛附子汤加强温阳散寒之功，

郁热重者，加大贝、蝉衣、夏枯草以加强祛风消肿散结之功，

药证结合，故能收如期之效。本组临床观察结果表明，温阳法

确实可用于治疗流行性腮腺炎，而且疗效突出，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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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治疗湿疹的方法及应用效果评析 
Analysis of the method and application effect of Chinese medicine in treating ecz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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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和研究中医治疗湿疹的方法及应用效果。方法：选取 2014 年 7 月—2015 年 10 月湿疹患者 120 例，按

症状表现不同，给予中药内服+外用辨证治疗。结果：风热型、湿热型、脾虚型、血燥型患者治疗总有效率分别为 97.1%、93.1%、

92.6%、89.7%。结论：将中医辩证施治方法应用于湿疹患者治疗中，其不但疗效确切，而且价格低廉，更利于减轻患者经济与精

神负担，值得临床推广与应用。 

【关键词】中医；湿疹；方法；效果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and study the method and application effect of TCM in treating eczema. Methods: 120 patients 

with eczema, treated from July 2014 to October 2015, received treatment of dialectical oral administration combined with external 

application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symptoms.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reatment in patients with 

wind heat type, damp heat type, spleen deficiency, blood dryness type was 97.1%, 93.1%, 92.6% and 89.7%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TCM dialectical treatment method had significant effect in treating patients with eczema, meanwhile, its price was low, 

which was more conducive to alleviate the economic and mental burden of patients. Therefore, it was worthy of clinical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Keywords】Chinese medicine; Eczema; Method;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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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疹在内科临床上是一种较常见疾病类型，其发病机制临

床尚未清楚，不过多数学者认为其与环境、遗传、免疫等因素

有关。湿疹临床表现多样，并伴有剧烈瘙痒、渗出等症状，病

情缠绵，易于反复发作，给患者带来较大痛苦。为了探讨中医

治疗湿疹的有效性及可行性，本文选取湿疹患者 120 例，采用

中药内服+外用等方法治疗，效果颇为明显，现将具体内容汇

报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4 年 7 月—2015 年 10 月湿疹患者 120 例，其中：

男性 71 例，女性 49 例；年龄 17～57 岁，平均年龄（39.2±3.4）

岁；病程 0.2～3 年，平均病程（1.7±0.6）年。按患者症状不

同，将其分为：风热型 35 例，湿热型 29 例，脾虚型 27 例，

血燥型 29 例。 

1.2 研究方法 

风热型方剂：生地黄 30 g，水牛角、萆薢各 15 g，徐长卿、

夜交藤、槐花、野菊花、金银花、地肤子各 12 g，牡丹皮、赤

芍药、紫草、白蒺藜、荆芥、防风各 9 g，蝉蜕 6 g。 

湿热型方剂：鱼腥草、土茯苓、滑石、薏苡仁各 30g，萆

薢 15 g，黄柏、通草、泽泻、防风、牡丹皮各 12 g，蝉蜕 6 g。

若患者瘙痒症状严重，加入白蒺藜 15 g，浮萍 9 g。 

脾虚型方剂：防风 18 g，石膏、薏苡仁、川萆薢各 15 g，

滑石各 12 g，羌活、荆芥、藿香、栀子、厚朴、赤芍、川芎、

黄柏、泽泻各 9 g，甘草 6 g。若患者渗液较多时，加入木通 12 g，

土茯苓 30 g。 

血燥型方剂：丹参、萆薢、黄芪、熟地黄各 15 g，白芍、

徐长卿、制首乌、地肤子、茯苓各 12 g，当归、川芎、荆芥、

防风、白蒺藜各 9 g，蝉蜕、乌梢蛇各 6 g。 

以上方剂均日 1 剂，用水煎取汁 400 mL，分早晚服用，

30 d 为 1 个疗程。患者服用药物治疗期间以清淡饮食为主，忌

食辛辣、刺激性食物。 

外用方剂：糜烂渗液患者：马齿苋 30 g 加水 500 mL 煎煮，

待水温冷却后用纱布浸汁，敷于患处，间隔 5 min 重复 1 次，

每日 3～4 次，每次达 30 min。皮损干燥瘙痒患者：防风、荆

芥、丹参、红花、透骨草、艾叶各 30 g 加水 500 mL 煎煮，待

水温达 37℃左右时，泡洗患处，1 次/ d，30 min/次。鳞屑较多

或皮损角化肥厚患者：红花、当归、丁香、荷叶、五倍子、透

骨草、明矾、王不留行各 30 g 加水 500 mL 煎煮，待水温达 37

℃左右时，泡洗患处，1 次/ d，每次 30 min。当患处皮肤以红

斑、丘疱疹、丘疹为主要表现症状时，可使用皮宝软膏、羌月

软膏、止痒润肤霜等外涂。 

1.3 评价指标 

湿疹证型诊断标准[1]：风热型：患者表现脉浮数；苔薄黄

或薄白；舌质红。皮肤处可见丘疹、红斑、鳞屑等，伴有少量

渗液。湿热型：患者表现脉弦滑数或滑数；苔黄腻；舌质红。

皮肤处可见丘疹、红斑、脓疱、糜烂等，伴有较多渗液及较强

烈瘙痒感。少数患者可有发热、腹痛等症状。脾虚型：患者表

现脉弦滑数；苔黄腻；舌质红。皮肤处可见丘疹、丘疱疹等，

病情较重时可伴有渗液及较强烈瘙痒感。少数患者可有腹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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溏等症状。血燥型：患者表现脉缓或濡细；苔薄白；舌质淡红。

皮肤处可见苔藓样病变；色素沉着。少数患者可有腰酸肢软、

头晕乏力症状。 

疗效判定标准[2]：治愈：皮疹消退；痒止；停药达 3 个月后

无复发。显效：皮疹面积缩小；瘙痒症状减轻；停药达 3 个月

后无新皮疹出现。无效：皮疹面积及症状无改变或加重。 

2   结  果  

120 例患者治疗效果详见表 1。 

表 1  湿疹证型患者治疗效果对比表  （n， %） 

证型 n 治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风热型 35 29 5 1 97.1 

湿热型 29 21 6 2 93.1 

脾虚型 27 18 7 2 92.6 

血燥型 29 17 9 3 89.7 

3   讨  论      

    湿疹在中医学上将其归属于“湿毒”“浸淫疮”等范畴[3]。

中医认为该病多因肝风、脾湿、心火、脏腑失调所致，加之风

热浸染导致机体虚弱，客于肌肤而呈皮肤瘙痒、红肿、溃烂等

症状，因此，中医治疗该病症主要从祛风止痒、除湿、清热解

毒等方面给予辨证施治[4]。本组风热型方剂中：生地黄、水牛

角、金银花具有清热解毒、疏散风热的作用；防风具有祛风解

表、胜湿止痒的作用，其与诸药配伍应用，共奏疏风祛湿、凉

血解毒之功效。湿热型方剂中：蝉蜕、鱼腥草具有清热解毒、

去痛消肿疗疮的作用；萆薢、土茯苓具有解毒、除湿的作用，

其与诸药配伍应用，共奏清热、利湿、祛风之功效。脾虚型方

剂中：黄柏、羌活、薏苡仁具有祛湿除风、清热排脓的作用；

泽泻具有清热泻火、利水渗湿的作用，其与诸药配伍应用，共

奏清脾泻火、祛风胜湿之功效。血燥型方剂中：丹参具有活血

祛瘀、凉血消肿的作用；徐长卿具有祛风止痛的作用；乌梢蛇、

白蒺藜具有祛风通络的作用，其与诸药配伍应用，共奏养血、

润燥、止痒之功效。另外辅以中药外用治疗，使药效直达病灶，

使患者症状得以快速缓解，更利于减轻患者痛苦。 

综上所述，将中医治疗方法应用于湿疹患者治疗中，其能

够达到标本兼治作用，治疗效果较明显，值得临床借鉴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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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脓之效，薏苡仁清热祛湿，桃仁活血解毒，诸药合用，可以

发挥行气活血、畅达肺气的作用[7]；另一方面小陷胸汤中的瓜

蒌具有开胸散结和清热涤痰之效，而黄连可以辅助瓜蒌清热，

半夏则可辅助助瓜蒌祛痰，共同发挥清热散结之效[8]。两种经

典中药处方合用可以实现清气化痰的功效，且能促进机体免疫

力的提高，不良反应发生率大大降低。 

    总之，苇茎汤合小陷胸汤治疗重症肺炎有利于治疗有

效率的提高和住院时间的缩短，患者恢复快，治疗的安全性好，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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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蛇蚁喷雾剂治疗腰痛的临床研究 
Clinical study on treating low back pain with compound Sheyi sp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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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复方蛇蚁喷雾剂治疗腰痛的临床效果与安全性。方法：选取 2013 年 7 月—2014 年 5 月我院收治的腰

痛患者 89 例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其中观察组 45 例，对照组 44 例，对照组口服腰痛宁胶囊行常规

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给予复方蛇蚁喷雾剂进行治疗，比较治疗前后两组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AS）、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评

分（ODI），同时参照腰椎功能 MacNab 评定标准分析两组治疗效果，观察并记录毒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观察组 VAS 评分（1.55

±1.05）分、ODI 评分（15.32±0.57）分明显低于对照组（3.56±1.03）分、（20.38±0.09）分（P＜0.05）；观察组治疗有效率 91.1

％与对照组 72.7％比较显著较高（P＜0.05）；两组毒副反应发生率 15.6%、13.6%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复方蛇蚁喷雾

剂可有效缓解腰痛患者疼痛，减少功能障碍，且使用方便，患者治疗依从性高，毒副反应轻，值得在临床上广泛应用。 

【关键词】复方蛇蚁喷雾剂；腰痛；腰椎间盘突出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clinical effect and safety of compound Sheyi spray in the treatment of low back pain. Methods: 89 

patients with low back pain were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45 cases) and the control group (44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oral Yaotongning capsule. Based on thi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ompound Sheyi spray. The pain 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 score and Oswestry disability index (ODI) scor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Meanwhile, according to MacNab evaluation standard of lumbar vertebral function, the curative effect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analyzed. 

The occurr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was observed and recorded. Results:VAS score (1.55±1.05) and ODI score (15.32±0.57)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3.56±1.03), (20.38±0.09)] (P<0.05);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91.1%)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72.7%)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ncidence of side effect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15.6% VS 13.6%) (P>0.05). Conclusion: Compound Sheyi spray can effectively 

relieve pain and reduce the dysfunction of patients with low back pain. It is easy to use and the treatment compliance of patients is high, 

with mild side effects. 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Compound Sheyi spray; Low back pain; Lumbar disc hern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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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痛又称“腰脊痛”，是一种多病因性、职业性疾病，目

前多认为该病源于外感、内伤阻碍腰部气血运行，患者出现腰

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症，以腰脊或脊旁部位疼痛为主要表现[1]。

目前中医将腰痛分为寒湿痹阻、气滞血瘀、脾肾阳虚、肝肾亏

虚、气血不足五种基本类型，以寒湿痹阻型、气滞血瘀型为主，

寒湿痹阻、气滞血瘀则经络阻滞、气血不畅，进而引起疼痛，

降低机体劳动力，影响身心健康[2]。复方蛇蚁喷雾剂是骨科治疗

腰痛外用的临床经验方，但目前其治疗效果报道较少，本文选

取 2013 年 7 月—2014 年 5 月入住我院的腰痛患者 89 例为研究

对象，开展复方蛇蚁喷雾剂治疗腰痛的临床研究，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骨科 2013 年 7 月—2014 年 5 月收治的腰痛患者

89 例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 44 例，女性 45 例；年龄 20～65

岁，平均年龄（43.12±4.05）岁；病程 1～3 年，平均病程

（2.26±0.45）年，均符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中医病

证诊断疗效标准》[3]，其中血瘀型：腰痛如刺，痛有定处，夜

间多发，俯仰转侧受限，舌质紫，有瘀斑，脉紧而涩；寒湿型：

腰腿冷痛，卧床仍无法缓解，寒冷及阴雨天加重，肢体发凉，

舌淡，脉沉缓。排除标准：①具有手术适应症或经西药、手术

治疗缓解者；②不符合中医辨证寒湿型、血瘀型；③妊娠或哺

乳期妇女；④合并心、脑、肾及血液系统性疾病。采用随机数

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其中观察组 45 例，对照组 44 例，

两组在性别、年龄、病程等方面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

具有可比性。 

1.2 研究方法 

对照组给予腰痛宁胶囊（国药准字 Z13020898，生产单位：

承德颈复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0.3 g/粒），以黄酒兑少量温开

水送服，4～6 粒/次，1 次/ d，同时配合红外线照射，距离 10～

20 cm，以有舒适的温热感为宜，30 min/次，2 次/ d，连续治疗

2 周；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复方蛇蚁喷雾剂，摇匀喷雾

剂，确定腰痛部位后，直接喷洒在患者腰部，每次 2～3 喷（2～

2.5mL），疗程与对照组相同。 

1.3 观察指标 

①应用 VAS 疼痛量表评价患者治疗前后疼痛程度，绘制

一条长 10 cm 的线段，始端 0 代表完全无痛，终末端 10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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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痛，患者根据痛感标出能代表自己疼痛程度的相应位置，根

据标出的位置评分，总分 10 分，1～3 分为轻度疼痛，4～6 分

为中度疼痛， 7～10 分为重度疼痛。②以 ODI 问卷表评价功

能障碍程度，该问卷涉及个人自理、生活能力等方面，共 10

个条目， 每个条目均计 0～5 分，共 50 分，得分越高，功能

损失越严重；③治疗总有效率比较：参照改良 Macnab 疗效评

定标准设定疗效观察标准：优为症状完全消失，恢复正常生活

和工作；良为活动轻度受限，有轻微症状，但工作生活不受影

响；可为症状减轻，但活动受限，工作和生活受影响；差为症

状无缓解甚至加重，严重影响生活和工作。总有效率=（优例

数+良例数+可例数）/总例数×100.0%。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9.0 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料用 t 检验，计数资

料用 x2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治疗 2 周疗效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 VAS、ODI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

见表 1。 

表 1  治疗前后两组 VAS、ODI 评分比较  [（ ），分] 

组别  VAS 评分 ODI 评分 

观察组 8.13±0.67 1.55±1.05　 45.12±2.01 15.32±0.57　

对照组 8.14±0.56 3.56±1.03　 44.19±3.00 20.38±0.09　

t 0.08 9.11 1.72 58.17 

P ＞0.05 ＜0.05 ＞0.05 ＜0.05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 

2.2 两组治疗总有效率比较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表 2。 

表 2  两组治疗有效率比较  （n，%） 

组别 n 优 良 可 差 总有效率 

观察组 45 11 18 12 4 41（91.1）

对照组 44 10 14 8 12 32（72.7）

x2 - - - - - 5.099 

P - - - - - ＜0.05 

2.3 毒副反应观察结果比较 

观察组出现头痛 4 例、恶心 1 例、眩晕 2 例，对照组头痛

3 例、药疹 2 例、恶心 1 例，两组毒副反应发生率 15.6%、13.6%

无显著差异（x2=0.066，P＞0.05）。 

3   讨 论 

近年来随社会发展，腰痛逐渐成为人类生活常见病，2010

年北京地区一项腰痛患病率研究显示腰痛年患病率 26.1%，腰

痛时点患病率 6.1%，腰痛持续时间小于 3 个月的患病率

16.76%，持续 3～6 个月患病率 4.1%，且女性患病率较高，腰

痛严重影响人类健康和劳动能力[4]。随腰痛机制的不断阐明，

中西医疗法在腰椎领域应用增加，但因西医确诊难且费用高、

患者用药依从性差等因素达不到预期疗效[5-7]。祖国医学认为腰

痛与跌倒损伤、久居湿地、感受风寒外邪有关，寒湿、瘀血则

经络不通、筋肉受损，气滞血瘀，不通则痛，引起腰部疼痛、

乏力。复方蛇蚁喷雾剂由蚂蚁干、乌蛇干、川芎、防风、防已、

泽泻、艾叶、威灵仙、秦艽、牛膝等组成，使用较方便，可使

药物通过皮肤动脉通道，经毛细血管吸收，且克服了传统口服

与注射制剂入药途径毒副作用高的缺点，但其在腰痛的临床研

究鲜有报道。 

本研究中，观察组 VAD、ODI 评分显著降低，考虑可能是

因为复方蛇蚁喷雾剂中蚂蚁干祛外风、熄内火，疏通脉络，强

壮筋骨，乌蛇干搜风邪、通关节，与蚂蚁同为君药；方中川芎

活血化瘀、行气止痛；伸筋草、透骨草、秦艽祛风除湿、舒筋

通络；防风、防己、泽泻、艾叶、牛膝则通痹止痛、解肌散寒、

滋补肝肾，诸药合用起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温经止痛之效，

显著改善患者腰椎功能；观察组治疗有效率较对照组高，提示

气雾剂给药使药物活性成分经角质层、表皮深层、真皮转运而

被毛细血管有效吸收，迅速进入血液发挥药理活性，避免口服

或注射制剂带来的首过效应或胃肠道毒副作用，同时也可能与

本方中乌蛇、蚂蚁的抗炎、抑制疼痛活性有关。对照组采取常

规腰痛宁胶囊治疗效果不佳，可能是因为该方中君药马钱子毒

性大，患者出现皮肤药疹或疼痛加剧而停药，治疗依从性差，

降低了疗效[8]。 

综上所述，复方蛇蚁喷雾剂对腰痛患者疼痛抑制效果较

好，且操作简便，疗效确切，患者易耐受，值得在临床推广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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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刺法结合电针治疗第 3 腰椎横突综合征 40 例分析 
Analysis of Qi needling combined with electroacupuncture in treating 

40 cases of third lumbar transverse process synd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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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分析齐刺法结合电针治疗第 3 腰椎横突综合征 40 例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阿氏穴，采用齐刺法，并

接“恒明 HM6805－Ⅱ经穴治疗仪”，调取低频率、疏密波治疗。结果：痊愈 25 例，显效 10 例，好转 5 例，无效 0 例，总有效率

100.0%。结论：齐刺法结合电针治疗第 3 腰椎横突综合征取穴少、疗程短、疗效显著。 

【关键词】第 3 腰椎横突综合征；齐刺法；电针；阿氏穴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Qi needling combined with electroacupuncture in treating 40 cases of third 

lumbar transverse process syndrome. Methods: Ah-yes acupoints were selected and Qi needling was combined with electroacupuncture by 

using Heng Ming HM6805 acupoint therapeutic instrument, low frequency and dense wave treatment was given. Results: 25 cases were 

cured, 10 cases were markedly effective, 5 cases were improved, 0 cases were ineffective, and the effective rate was 100%. Conclusion: Qi 

needling combined with electroacupuncture selected fewer acupoints and the therapeutic course was short, the clinical effect was 

significant in treating third lumbar transverse process syndrome. 

【Keywords】Third lumbar transverse process syndrome; Qi needling; Electroacupuncture; Ah-yes acupoint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8.051 
 

“第 3 腰椎横突综合征”临床较为多见，常有腰部外伤史，

表现为腰部疼痛，咳嗽、喷嚏等加重，活动受限。目前治疗方

法有针灸、推拿、理疗、封闭疗法、外敷膏药及服用消炎镇痛

药等，往往疗效慢、疗程长，易转为慢性等。笔者采用“齐刺

法”结合电针治疗本病 40 例，见效快、疗程短、效果显著，

现分析总结如下。 

1   一般资料 

40 例患者均为门诊患者，其中，男性 22 例，女性 18 例；

年龄 小 18 岁， 大 45 岁，平均年龄 32 岁；病程 长 5 个

月， 短 1 d；10 例患者为多种方法治疗后效果不佳者，5 例

患者为病程过长转为慢性者。 

 

2   诊断标准  

患者腰痛，可向患侧臀部、大腿后侧放射，但不过膝，腰

部活动受限，第 3 腰椎横突尖端有明显局部压痛，部位固定，

并可触及活动的肌肉痉挛条索或结节。 

3   治疗方法 

3.1 齐刺法 

取患者俯卧位，嘱其全身放松，两手食指放于两侧髂嵴，

双拇指向内合拢确定第 3 腰椎棘突，再向上确定第 3 腰椎，向

外于竖脊肌外侧缘向下按压触到第 3 腰椎横突尖，找到 强压

痛点，即阿氏穴。选取 0.25 cm×60 cm 毫针，皮肤常规消毒后，

单手快速进针，进针 55 cm 左右，针尖到达横突尖处，再在该

针上下 1 cm 处各进 1 针，方向略向第一针，到达横突尖处，

三针均快速捻转 0.5 min。 

3.2 电针 

采用四川恒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生产的“HM6805-Ⅱ型 

经穴治疗仪”，两个电极分别夹在上下两针上。接通电源，波

型调到疏密波，频率调到 18 Hz，打开工作开关，电流从 0 开

始加大至看到患处跳动、病人能耐受为止。 

3.3 以上两种治疗方法，每日 1 次，每次留针 30 min，5 次为 1

个疗程，2 个疗程后观察疗效。 

4   疗效与结果 

4.1 疗效标准 

治愈：腰痛、第 3 腰椎横突尖压痛均消失，腰部活动不受

限。显效：腰痛消失，腰部活动不受限，第 3 腰椎横突尖仍有

压痛。有效：腰痛明显减轻，腰部活动不受限但仍轻度腰痛，

第 3 腰椎横突尖仍有压痛。无效：临床症状、体征无明显改善。 

4.2 治疗结果     

    40 例中，痊愈 25 例，显效 10 例，有效 5 例，无效 0 例，

总有效率 100.0%。其中，25 例痊愈者中，3 d 痊愈者 15 例，5 

d 痊愈者 6 例，10 d 痊愈者 4 例；显效 10 例者中，7 例为多方

治疗效果不佳者，3 例为病程在 1 个月左右者；有效 5 例者中，

均为病程较长，超过 2 个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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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讨  论 

5.1 第 3 腰横突综合征又称“第 3 腰椎横突炎”“第 3 腰椎突滑

膜囊炎”，以腰痛及第 3 腰椎横突处压痛为主要特征，常伴有

臀部及下肢痛，分为急、慢性两种。中医认为本病因扭闪挫伤、

慢性劳损或风寒温邪侵袭，致腰部气血瘀滞、经脉不通，发为

疼痛。 

5.2 现代解剖证实 

第 3 腰椎位于各腰椎的中点，处于脊柱腰曲前凸顶点，为

5 个腰椎体的活动中心，其两侧的横突最长，是腰肌和腰方肌

的起点，并有腹横肌、背阔肌的深部筋膜附着其上，故腰腹部

肌肉强力收缩时，此处受力最大，易使附着点处撕裂致伤。伤

后局部发生炎性肿胀、充血、液体渗出等病理变化，可引起急

性疼痛。若处理不当或慢性劳损，可致横突周围瘢痕粘连、筋

膜增厚、肌腱挛缩等病理改变，发为慢性疼痛，风寒湿邪侵袭

可加剧局部炎症反应 [1] 。 

5.3 “齐刺法”属十二节刺之一，始见于《灵枢•官针》：“凡刺

有十二节，以应十二经……四曰齐刺，齐刺者，直入一，傍入

二，以治寒气小深者。或曰三刺，三刺者，治痹气小深者也”
[2] 。这种针法是正中先刺一针，并于两旁各刺一针，三针齐用，

故名齐刺，齐刺为三针集合，故又称三刺。 治疗病变范围较

小而部位较深的痹痛等症 [3] 。 

5.3 第 3 腰椎横突综合征病位在第 3 腰椎横突尖，范围较小而

固定，且部位较深，正是“齐刺法”的适应证，三针齐刺，直

达病所，针感强烈，力专效宏。实验表明：低频正弦疏密波具

有止痛、促进血液循环及渗出物吸收等作用 [4] 。所以，齐刺

法配合电疗低频正弦疏密波，能疏通经络，行气活血，促进局

部血液循环及渗出物吸收，消炎止痛，故而见效快，疗程短，

效果显著。 

5.4“齐刺法”治疗本病具有急性期、病程短，疗效高；慢性病、

病程长，疗效差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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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桂附地黄汤联合钙剂治疗骨质疏松症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60 例确诊患者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分

别给予桂附地黄汤和碳酸钙 D3 片。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76.7%，高于对照组，且两组有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桂附

地黄汤加减治疗骨质疏松症疗效可靠。 

【关键词】桂附地黄汤；骨质疏松症；中西医结合；临床疗效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Guifu Dihuang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Calcium Carbonate and Vitamin 

D3 Tablets in treating senile osteoporosis. Methods: 60 patients with senile osteoporosis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ho receive the treatment of with Calcium Carbonate and Vitamin D3 Tablets and the combination of Guifu Dihuang 

Decoction and Calcium Carbonate and Vitamin D3 Tablets respectively.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76.7%,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of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Conclusion: 

Guifu Dihuang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Calcium Carbonate and Vitamin D3 Tablets had significant and reliable effect in treating senile 

osteoporosis. 

【Keywords】Guifu Dihuang Decoction; Osteoporosis; Chinese medicine combined with western medicine; Clinical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8.052 

 

骨质疏松症是以骨量减少，骨质量受损及骨强度降低，导

致骨脆性增加、易发生骨折为特征的全身性骨病[1]。我国目前

老年性骨质疏松症 8826 万，原发性骨质疏松症占总人口的

6.97%，男女之比为 1︰6[2]。骨质疏松症目前的治疗主要是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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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钙及维生素 D，其临床疗效一般，中医药在治疗本病方面具

有明显优势。笔者在临床辨证运用桂附地黄汤加减治疗骨质疏

松症疗效可靠，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报告 60 例病例来源于 2013 年 12 月－2015 年 10 月本院

门诊及住院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其中治

疗组男性 8 例，女性 22 例，年龄 60～78 岁，平均年龄 76.6

岁；对照组男性 6 例，女性 24 例，年龄 60～80 岁，平均年龄

77.2 岁。经统计学分析，两组在性别和年龄无差异（P＞0.05）。 

1.2 诊断标准 

参照 2014 年《中国人骨质疏松症诊断标准专家共识》[1]

标准。 

1.3 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予碳酸钙 D3 片 600 mg，1 次/ d，口服。两组疗

程均为 4 周。治疗组给予桂附地黄汤加碳酸钙 D3 片 600 mg，

1 次/ d，口服，处方：山药 20 g，山萸肉 15 g，熟地黄 20 g，

茯苓 12 g，泽泻 10 g，牡丹皮 10 g，桂枝 9 g，制附子 6 g，龙

骨 20 g。辨证加减：阴虚症状明显者加黄精 15 g，知母 10 g，

枸杞子 15 g；阳虚明显者加杜仲 10 g，续断 10 g，桑寄生 10 g；

血虚者加当归 12 g，黄芪 15 g；身困乏力加党参 15 g，炒白术

20 g。 

1.4 疗效评定标准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3]拟定。显效：腰背

四肢疼痛症状消失，骨密度检查显示骨密度增加；有效：腰背

四肢疼痛症状明显缓解，骨密度无增加；无效：与治疗前比较

症状体征无改。 

2   结  果 

表 1 两组治疗后疗效比较  （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30 3 20 7 76.7 

对照组 30 1 13 16 46.7 

注：经 x2检验，x2 =6.01，P＜0.05 

 

3   讨  论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骨质疏松症的患者数量逐步

增加，西医对于骨质疏松的诊断标准正在逐步统一，但其治疗

目前仍限于补钙及服用磷酸盐制剂，其临床疗效并不满意。探

索中医疗法，发挥中医特长得到众多骨科临床工作者的重视。 

中医无骨质疏松症的病名，根据其临床症状可归属于“骨

痿”“腰痛”“骨痹”“骨枯”“骨折”“绝经前后诸症”“虚劳”

等范畴。赵红霞等[4]对文献进行综述发现骨质疏松症的主要病

因病机有肝肾亏虚、脾肾两虚、血虚血 等；王新祥等[5]认为

脾肾俱虚为骨质疏松症的根本病机。笔者认为骨质疏松症的根

本病机为肝脾肾亏虚，肾主骨生髓，肝藏血以养诸脏，脾胃为

后天之本，后天以养先天，故治疗宜健脾益肾，填精养肝。桂

附地黄汤具有温阳补肾，健脾滋肝之效。本观察桂附地黄汤治

疗骨质疏松症的临床疗效较单用钙剂效果明显是具有一定的

中医学理论依据的。 

在临床治疗骨质疏松症过程中，发现诸多老年患者的其他

症状亦有所改善，如畏寒怕冷，腰酸腿困，纳差乏力等。中医

药治疗骨质疏松症具有疗效可靠，副作用少，改善症状明显等

优点，值得临床进一步研究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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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 

中西医结合治疗老年性骨质疏松症 CT 骨密度分析 

目的：对老年性骨质疏松症单纯的中西药治疗进行比较，

另外，对中西医结合治疗老年性骨质疏松症 CT 骨密度的优越

性进行分析。方法：将本院收治的 120 例老年性骨质疏松症患

者进行随机分组，对照组一的 40 例患者采用单纯的西药疗法，

对照组二的 40 例患者采用单纯的中药疗法，实验组 40 例在采

用对照组单纯的西药疗法的基础上加入中药治疗，接着分别对

对照组和实验组的数据进行统计并且对照其疗效。结果：中西

医结合治疗老年性骨质疏松症 CT 骨密度的实验组见效快，并

且恢复效果十分明显。结论：中西医结合治疗老年性骨质疏松

症 CT 骨密度不仅效果明显，而且几乎不具有副作用，此种治

疗方法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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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对活血化瘀法在高血压动脉硬化性脑出血疾病治疗中的临床疗效进行探究。方法：选取 2014 年 5 月—2015

年 5 月所收治的 68 例高血压动脉硬化性脑出血患者作为对象，按就诊前后顺序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前者予以常规治疗+活血化

瘀法治疗，后者仅予以常规治疗。随后观察与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结果：实验组的总有效率（88.2%）比对照组（64.7%）

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患者治疗后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优于本组治疗前及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在常规西药治疗的基础之上，对高血压动脉硬化性脑出血患者予以活血化瘀法治疗，疗效确切，值得在临床上推行。 

【关键词】活血化瘀法；高血压动脉硬化；脑出血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method of activating blood Circul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hypertensive 

arteriosclerosis cerebral hemorrhage. Methods: 68 cases of hypertensive cerebral hemorrhage treated form May 2014 to May 2015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an experimental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The former group was treated by routine western medicine plus blood 

circulation and blood stasis,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by routine western medicine only. The clinical therapeutic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and compared after the treatment.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88.2%)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64.7%),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neurological deficit score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patients after the treatment were better than that before treatment and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Conclusion: On the basis of the conventional western medicine along with method of blood circul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atherosclerosis with hypertension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has accurate efficacy, which is worthy of promotion in clinic.  

【Keywords】Method of activating blood circulation; Hypertensive arteriosclerosis; Cerebral hemorrhag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8.053 

 

高血压动脉硬化性脑出血是一种比较多见、多发的脑血管

疾病，此病具有发病急、病情发展快、病情危急，且致残率与

病死率较高[1]。因而，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对高血压动脉硬化性

脑出血患者进行治疗，是十分有必要的。临床上对于此病的治

疗，一般是采取西药或手术治疗的方式，而近年来，有研究表

明活血化 法在治疗此类疾病上，效果显著。鉴于此，为了解

活血化 法在高血压动脉硬化性脑出血疾病中的运用价值，笔

者对 34例高血压动脉硬化性脑出血患者予以活血化 法治疗，

具体情况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 2014 年 5 月—2015 年 5 月所收治的 68 例高血压动

脉硬化性脑出血患者作为对象，全部患者均满足中华医学会神

经外科学分会“关于脑血管疾病临床诊疗指南中”高血压动脉

硬化性脑出血疾病的诊断标准，且通过 CT 检查，确诊为高血

压动脉硬化性脑出血，大脑血肿量小于 30 mL，小脑血肿直径

小于 4 cm 和格拉斯哥昏迷评分大于 14 分。按就诊前后顺序，

将所有患者平均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每组 34 例。实验组男

性 18 例，女性 16 例；年龄 41～79 岁，平均年龄为（60.3±3.5）

岁；出血部位：14 例基底节区，12 例丘脑，8 例皮层下。对照

组男性 19 例，女性 15 例；年龄 43～79 岁，平均年龄为（61.5

±2.9）岁；出血部位：15 例基底节区，12 例丘脑，7 例皮层

下。两组患者在一般资料如性别、年龄、出血部位等的对比上，

无统计学意义（P＞0.05），存在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对该组患者予以常规治疗，即叮嘱患者休息，控

制高血压与脑水肿，抑制颅内压，且对患者予以脱水药物，如

利尿剂、50%甘油盐水等；在患者出血后 9 h 以内，对其予以

止血或凝血药物，以达到止血的目的；以冰帽对患者予以局部

降温处理，减少耗氧量与脑代谢率；纠正酸中毒，且予以对症

治疗，以避免并发症的发生；另外，对患者予以营养支持，即

补充身体所需的维生素、热量及营养元素等。 

实验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之上，对该组患者予以活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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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进行治疗，即将 60 mL 的刺五加注射液或 30 mL 脉络宁注

射液，添加至 250 mL 的 0.9%氯化钠注射液内，静脉滴注，1

次/d，持续治疗 1 个疗程，即 4 周。 

1.3 疗效判定[3] 

    经 1个疗程的治疗后，患者的临床症状与体征已完全消退，

且其临床神经功能缺损程度明显下降，幅度在 91.0%～100.0%，

为临床治愈；患者的临床症状与体征显著改善，临床神经功能

缺损程度下降，其幅度在 46.0%～90.0%，为显效；患者的临

床症状与体征有所好转，临床神经功能缺损程度有所好转，其

下降幅度在 18.0%～45.0%，为有效；患者的临床症状与体征

并未改善，临床神经功能缺损下降幅度在 0.0%～17.0%，为无

效。总有效率=（临床治愈率+显效率+有效率）。 

1.4 统计学分析 

采取统计学软件 SPSS18.0 对数据展开分析，其中，计数

资料以百分数（%）表示，x2 检验；计量资料以（ ）表示，

t 检验。P＜0.05，表示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临床治疗效果情况分析 

    经治疗后，实验组患者治疗后的总有效率是 88.2%，对照

组的总有效率是 64.7%，两相比较，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表 1  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比较  [n（%）]    

组别 n 基本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实验组 34 15（44.1） 8（23.5） 7（20.6） 4（11.8） 30（88.2）* 

对照组 34 9（26.5） 7（20.6） 6（17.6） 12（35.3） 22（64.7）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 

2.2 治疗前后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情况分析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分别是（25.8±

4.2）分、（25.7±4.6）分；而治疗后两组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

分别是（7.8±3.9）分、（15.5±5.1）分。两组患者治疗前的神

经功能缺损评分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后两组患者的评分优于本组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实验组患者治疗后的评分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 

3   讨  论 

中医认为，血 者，实也；血实者，宜决之；活血化 ，

散则血止，血行则风息[4]。高血压动脉硬化性脑出血病人一

般都存在程度不等的脑底动脉硬化症状，其出血之处因血管受

损、血流缓慢，容易出现血栓，继而致使脑组织发生缺氧、缺

血并坏死，加剧脑功能损伤。对此，若对其采取活血化 法治

疗，能够较好的溶解血栓，清除 血，促进血液流通，从而优

化血动脉远端脑组织的血液供应，促进脑功能的恢复， 终实

现脑出血治疗的目标[5]。本研究中对实验组患者所采用的刺五

加或脉络宁，均属于活血化 类药物，其能够优化微循环，加

速血液流通，且构建侧支循环，以促进脑部血供，加快血肿的

吸收，改善脑水肿症状，继而缓解或消除脑组织压迫，促进脑

部功能的恢复。 

经研究发现，实施活血化 法治疗的实验组患者，其治疗

后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即 88.2%＞64.7%；且治疗后的神

经功能缺损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显著。由此可见，在常规西

药治疗的基础之上，对高血压动脉硬化性脑出血患者予以活血

化 法治疗，疗效确切，值得在临床上推行。 

参考文献： 

[1]梁勇.活血化 法治疗高血压动脉硬化性脑出血的临床疗效观察[J].中国

医学创新,2014,24(9):89-90,91. 

[2]中华神经内科学会 .各类脑血管疾病诊断要点 [J].中华神经内科杂

志,2005,37(6):379-381.  

[3]杨娜,刘翠红,荣根满,等.活血化 法治疗动脉硬化性脑出血的临床疗效分

析研究[J].中国医药指南,2013,31(1):278.  

[4]霍岩,徐瑞,孙善美,等.活血化 法在治疗出血性疾病中的运用综述[J].中

医临床研究,2014,6(28):141-142.  

[5]李培乾,张迎利,孙永宝,等.活血化 法治疗脑出血急性期 106 例临床观察

[J].中医临床研究,2014,6(26):17-19. 

作者简介： 

庄须伟（1975-），男，汉族，山东日照人，本科，主治医师，研究方

向：神经外科。 

编辑：白莉   编号：EB-16012703F （修回：2016-02-14）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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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血浊与脑动脉硬化症发病的相关性入手，深入探讨脑动脉硬化症从血浊论治的机理，论述血浊是脑动脉硬化症

发病的病理枢纽，而清化血浊法为防治脑动脉硬化症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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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hesis explores the mechanism of the treatment of cerebral arteriosclerosis from treating turbid blood by exploring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urbid blood and cerebral arteriosclerosis, it elaborates that turbid blood is the pathological pivot of cerebral 

arteriosclerosis, therefore, purifying turbid blood is a vital measure in preventing and treating cerebral arterioscler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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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浊理论作为一种全新的中医病理学理论，是著名中医专

家王新陆教授在《脑血辨证》一书中提出的概念，后又有过较

为详细的论述和阐释[1]。血浊既是一种病理产物，又可作为一

种新的致病因素，与现代疾病如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的发

生、发展及预后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2]。脑动脉硬化症指脑动

脉粥样硬化、小动脉硬化、玻璃样变等动脉壁变性引起非急性、

弥漫性脑组织改变和神经功能障碍[3]，属于临床脑血管疾病的

一种，具有常见与多发的特点。临床以头晕、头痛、耳鸣、记

忆力减退、失眠等为主症，严重时可有行为或人格改变，有些

焦虑、抑郁，可严重影响患者生存质量[4]。祖国医学中没有脑

动脉硬化症这一病名的记载，但根据其临床特征及发展演变规

律多归属于中医学“眩晕”“头痛”“不寐”“健忘”“痴呆”等

范畴[5]。王新陆教授结合传统的脑动脉硬化症发病理论及临床

治疗中的难点与疑惑，深刻认识到血浊在脑动脉硬化症发病过

程中的重要作用，并应用清化血浊法对该病进行辨证论治，疗

效满意。现笔者对其整理探讨如下，以期对脑动脉硬化症的防

治有所裨益。 

1   血浊理论概述 

1.1 血浊的概念 

“浊”，原意指水不清、浑浊。《丹溪心法》中载有“浊主

湿热、有痰、有虚”，古人又谓其为害清之邪气。现代医家大

多认为，浊有内外之分，外者指自然界的秽浊之气，内者为人

体异生之病理产物[6]。浊邪既是一种对人体脏腑经络及气血阴

阳均能造成严重损害的致病因素，同时也指由多种原因导致脏

腑功能紊乱、气血运行失常，机体内产生的代谢产物不能及时

排出、蕴积体内而化生的病理产物。浊邪客于血中，使血液失

却其正常状态，或丧失其循行规律，影响其生理功能，继而扰

乱脏腑气机的病理现象，即为血浊[1]。换言之，血液变稠、变

质及循行障碍皆可称之为血浊。血浊既是一种病理产物，又可

作为一种新的致病因素，与现代诸多脑病（如中风、头痛、眩

晕、呆病等）的发生、发展及预后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1.2 血浊理论的提出 

随着现代疾病谱系发生改变，中医学原有的辨证理论体系

已不能完全适应疾病谱变化的需要，王新陆教授经过数十载的

临床实践和探索，提出了“脑血辨证”这一新的辨证理论体系，

创立了血浊辨证理论[2]，从脑病和血浊两个方面论治现代疾病，

认为不良生活方式、精神情志社会心理因素、环境污染三大病

因均可污浊血液，影响血液的状态及血液的循行，导致血浊，

进而引起脏腑功能紊乱，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我们前期的临

床实践和初步的治疗效果已经表明[7-12]：目前许多常见病、多

发病、复杂病，特别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肿瘤等，用血

浊辨证来诊断和治疗，已经取得了明显的疗效，这也在某种程

度上说明这些病在疾病的某一阶段或在疾病的整个过程中，表

现为血浊证或与“血浊”这一病理因素密切相关。 

血浊致病具有隐匿性和广泛性的特点。从微观来说，血浊

是有其生化基础的，是可以被检测的，并不是不可预知的，完

全可以把西医的一些血液指标运用到关于血浊的描述中去，只

要血不清纯了，如血脂的异常、血黏度的异常及肌酐、尿素氮

的增高、类风湿因子的异常等，皆为血浊，在这些阶段，有的

患者有症状，有的患者没有症状。可见，血浊见于诸多疾病症

状未显现之前或疾病的整个过程中，是许多疾病的病理基础，

又贯穿于疾病的始终。血浊日久导致血滞，血滞日久又能导致

血 ，阻塞血管、络脉，损伤脑及五脏六腑。 

1.3 血浊证的概念 

血浊证是指在三大致病因素（不良生活方式、精神情志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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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环境污染）作用下，血液失却其清纯状态或丧失其正常循

行规律，导致脏腑功能紊乱的病理现象，在中医四诊基础上，

同时引入西医微观检查指标，对这种病理现象的临床特点所做

的概括和描述就称为血浊证[2]。血浊是可以被检测，被量化的，

血浊证不仅包括中医望闻问切四诊内容，还包括实验室检查指

标的内容，辨证也更加具体化、客观化。 

2   脑动脉硬化症与血浊的关系 

2.1 病证结合，有着共同的致病因素 

①精神情志、社会心理因素：《格致余论•涩脉论》曰：“或

因忧郁，或因厚味，或因无汗，或因补剂，气腾血沸，清化为

浊。”这里“清化为浊”蕴含的意思与血浊极为相似。七情乃

人类身心病变的一种反映，导致七情的原始病因则为精神因

素，即生活压力、精神紧张、境遇人事等。“脑主神明”“脑为

元神之府”，七情病位在脑，故七情内伤，必然伤及脑神，从

而表现多种脑病。临床上大量事实说明脑动脉硬化症、血浊证

与精神因素有密切关系。精神因素致病的关键在于导致气机失

调，气滞、气逆、气陷、气闭、气脱等所有气的升降出入运动

失常均可导致血浊。许多人由于长期处于精神紧张状态，出现

了脑缺血的症状，如头晕、失眠、记忆力减退等，发为脑动脉

硬化症。 

②环境污染因素：环境污染已经成为新的致病因素。大气

中存在着大量二氧化硫、一氧化碳、碳化氢、硫化氢和氨等多

种有害物质；水源中含有铅、铬、锌、汞、砷、氢化物等多种

有毒化学品；土壤中也含有大量有毒物质。新型装饰材料美化

着环境，现代化的家用电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在时时

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噪声、电磁波污染尤为突出。这些污

染物质造成的侵害超出了我们机体的耐受能力，必然会导致血

浊证的产生。如有学者对 8 名健康育龄妇女的全血进行了检测
[13]，结果共检出 34 种有害有机物质，其中 DBP、DIBP 等邻苯

二甲酸醋类物质 多，而这些污染物质与他们所在城市的饮用

水质量以及香水、指甲油等化妆品的使用有关。若食用被化肥、

农药、催熟剂、防腐剂、激素、抗生素等污染之食物，使浊邪

随水谷精微入血，沉积血中，亦为血浊。环境污染还可以直接

导致人的精神紧张，气机失调，血液循环紊乱，血液失去清纯

状态，血管硬化加速，患者出现头昏沉、头晕等血浊证候，发

为脑动脉硬化症。 

③不良生活方式：不良生活方式与脑动脉硬化症、血浊证

的关系极为密切，平时嗜食肥甘厚味、嗜烟嗜酒、久坐少动者

极易发生此病。饮食失宜与血浊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过饥则

化源不足，血行缓慢；过饱则化痰生热，污浊血液。《灵枢•阴

阳清浊》曰：“受谷者浊”，若饮食不节，或过食膏粱厚味，或

嗜烟、嗜酒过度，致使脾胃受伤，酿痰生热，其清纯冲和之气

被污，污浊之邪随营气入脉，随血液周行，沉积血中，是为血

浊。另外，研究表明[14]，过食咸肉制品，血液中 Fe(OH)3 过多；

当人体长期处于过强体力劳动的状况下，静脉血中的 HCL 浓

度增大。可见，不良生活习惯与脑动脉硬化症、血浊证有密切

关系。 

2.2 血浊证贯穿于脑动脉硬化症的始终 

绝大多数脑动脉硬化症患者，在其入院之前即有高血脂、

高血黏、高血压、高血糖、高半胱氨酸血症、高纤维蛋白原等。

日积月累，颅内动脉血管系统和椎-基底动脉血管系统即可出现

粥样硬化的形成、血管僵硬、走行僵直或者狭窄， 常出现双

侧大脑半球白质广泛或少许缺血变性灶，出现头昏、健忘等血

浊证的表现。所以血浊证往往在脑动脉硬化症发病之前就已经

存在；发生脑动脉硬化症后，新的粥样硬化斑块还会继续形成，

血管内皮还在继续发生着损伤性改变时，血浊证仍然存在。因

此，血浊证不仅见于脑动脉硬化症发病之前，而且可贯穿于始

终，其临床表现也是动态变化的。临床上大多数脑动脉硬化症

患者，通过我们的仔细询问，翻阅过去查体的结果，我们发现，

大多数人在入院前即有血浊证的症状表现和实验室检查指标

的异常，此阶段，患者的头颅 CT、MRI 可能无梗塞灶[15]。由

于症状较轻，有的患者对此阶段病变的严重性不了解，错过了

佳治疗时机，以至发生严重急性脑梗死才到医院就诊。所以

对脑动脉硬化症从血浊论治研究意义重大。 

3   清化血浊是防治脑动脉硬化症之关键  

3.1 未病先防 

脑动脉硬化症的 初阶段是血浊先成，但此病未发，尚处

于可逆阶段。在此阶段运用清化血浊之法，及时清化、清除血

中浊气，可使血液重新恢复其清纯之性或其正常的循行规律，

防止其攻冲窜脑，或形成其他病理产物，从而将疾病消灭在“萌

芽”阶段，在一定程度上阻截病传途径、先安未受邪之地，达

到防止病邪侵害的目的[16]。中医学要充分挖掘自身优势，在未

病先防、早期诊治等方面做文章，将治疗重心前移，清化血浊

法用于脑动脉硬化症的预防不失为良好的尝试。 

3.2 既病防变 

病势即疾病发生、发展的趋势，亦即疾病传变的趋势。虽

然目前对脑动脉硬化症的治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不同的

阶段治法各异，但清化血浊大法必须贯穿于此病治疗过程始

终。这是因为，血浊这一病理产物始终存在于脑动脉硬化症发

病过程的始终。若早期不加干预，则浊随血行无处不到，会进

一步加重病势，甚至引起新的并发症出现。故在脑动脉硬化症

治疗的各个时期，清化血浊法必须引起医者足够的重视，此即

王新陆教授常常提到的“截传”疗法，它可在一定程度上阻断

疾病的进程[17]。 

3.3 化浊行血汤体现清化血浊大法  

化浊行血汤为导师在数十载临床经验基础上，创制的行之

有效的清化血浊之方，对脑动脉硬化症之血浊证具有很好的临

床疗效[15,16]。本方组成为：路路通、虎杖、荷叶、焦山楂、决

明子、赤芍、酒大黄、何首乌、制水蛭。 

方中荷叶味苦、涩，平，入脾、胃经，能升阳利湿，清阳

得升则浊阴自降，湿邪得利则血浊可清；焦山楂味酸、甘，微

温，入脾、胃、肝经，能入血分而活血散 ，化浊消积，尤擅

于血浊兼 者；决明子味甘、苦，微寒，入肝、肾、大肠经，

能清肝明目，通便祛浊。三药平和，化血浊，活血 ，用为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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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制水蛭破血逐 ；酒大黄入血，降压清脂，活血祛浊；赤

芍清热凉血，祛 止痛。三药同用，增强化浊活血之功，用为

臣药。路路通味苦，性平，功能通络利水除浊，能通行十二经

穴；虎杖味苦，性寒，入肝、胆经，功能活血化浊，清热利湿

解毒。二药通经脉，利湿祛浊，以助君臣之药而为佐。何首乌

甘、苦、涩，功能补血益髓，滋补肝肾，使化浊行血之中而有

补血之能，生用并能通便祛浊。诸药相伍，共收化浊行血，除

湿解毒之效。 

总之，血浊是脑动脉硬化症发病的病理枢纽，清化血浊法

是防治脑动脉硬化症的关键。在此病预防、治疗、康复的各个

阶段应用，再配合熄风、祛 、平逆益气诸法及其他西医治疗

方法，屡有奇效。深入探讨脑动脉硬化症从血浊论治的机理，

可在临床诊疗过程中另辟蹊径，对脑血管病的防治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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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疗效。方法：82 名患者采用随机法将患者分为治疗组和对

照组。治疗组：42 例，给予活血通脉汤,用水常规煎服，1 剂/ d，

分早晚 2 次服用，疗程 14 d；高压氧舱治疗，隔天 1 次，疗程

14 d；对照组 40 例，给予丹参注射液 40 mL 加入 5%葡萄糖注

射液 250 mL 或生理盐水 250 mL 中静脉滴注，1 次/ d，疗程 14 

d。观察患者的眩晕，头痛，失眠和耳鸣等症状的总有效率及

总体疗效。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及总体疗效高于对照组。结

论：两组经统计学分析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活血通脉

汤联合高压氧舱治疗脑动脉硬化症疗效确切，其机制可能是通

过血管活性物质，增加血管供氧来发挥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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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拟活血通脉汤治疗脑梗死 90 例临床观察 

目的：观察自拟活血通脉汤治疗脑梗死的疗效。方法：选

择 90 例脑梗死患者，采用就诊顺序编号方法随机分为观察组

和对照组，观察组给予常规治疗加自拟活血通脉汤，对照组给

予常规治疗。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6.67%，对照组总有效

率为 76.67%。结论：常规治疗加自拟活血通脉汤治疗脑梗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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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那普利与丹参酮对肺心病急性加重期患者 
血液流变学及心功能的改善作用分析 
The effect of enalapril and tanshinon on hemorheological and cardiac function 

of patients with acute exacerbation of chronic pulmonary heart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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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依那普利与丹参酮联合治疗肺心病急性加重期（AECPHD）的疗效及对患者血液流变学、心功能的影

响。方法：84 例 AECPHD 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42 例。对照组予以依那普利口服，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予以丹

参酮治疗，对比两组的疗效、血液流变学指标及心功能指标变化。结果：观察组的总有效率为 95.2%，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81.0%

（P＜0.05）；治疗后观察组的 LVEF、CO 及 SV 均显著高于对照组，mPVP、WBHSV、WBLSV、PV、HCT 及 Fg 显著低于对照

组（P＜0.05）。结论：依那普利与丹参酮联合治疗 AECPHD 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血液流变学状态及心功能，提高临床疗效，且药

物不良反应能够耐受。 

【关键词】肺心病；急性加重期；依那普利；丹参酮；血液流变学；心功能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and effect of enalapril and tanshinon on hemorheological and cardiac function of 

patients with acute exacerbation of chronic pulmonary heart disease (AECPHD). Methods: 84 cases of AECPHD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ith 42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oral administration of 

enalapril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tanshinon treatment on the basis of the treatmen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efficacy, changes 

of the hemorheology and heart function indexes of the two groups was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5.2%,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LVEF, CO and SV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mPVP, WBHSV, WBLSV, PV, HCT and Fg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s: The combined treatment of enalapril and tanshinon 

could improve the hemorheology status and cardiac function of AECHPD patients, it could promo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the adverse 

reactions could be tolerated. 

【Keywords】Chronic pulmonary heart disease; Acute exacerbation; Enalapril; Tanshinon; Hemorheology; Cardiac func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8.055 

 

肺心病（CPHD）的病理生理基础为肺动脉高压及肺循环

障碍，患者常伴右心功能肾衰，甚至可出现全心功能衰竭[1]。

肺心病急性发作期（AECPHD）是本病 为危险的时期，心力

衰竭发生风险 高，病死率可达 40%左右，临床预后较差[2]。

近年来，为阻断或延缓 AECPHD 患者的心肺功能衰退进程、

改善临床预后，国内外诸多学者本病的治疗药物及方案开展了

深入且广泛的研究，但收效甚微。本研究对 AECPHD 患者应

用具有降压、舒张血管作用的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

依那普利与常规对症治疗的同时，配合具有改善心肌血供、抗

血栓形成及改善心肌代谢等功效的丹参酮辅助治疗，获益颇

佳，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选择 

1.1.1 纳入标准   

①符合《慢性肺心病诊断标准》[3]中 AECHPD 的诊断标准；

②合并右心功能衰竭，经心电图检查证实有右心肥厚或右心房

增大；③NYHA 心功能分级Ⅱ-Ⅳ级；④患者均自愿并知情；

⑤研究获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 

1.1.2 排除标准   

①其他类型心脏疾病者；②肝肾功能不全、中枢神经系统、

内分泌系统、造血系统及分泌系统疾病者；③合并精神疾病者；

④合并肺性脑病者\脑外伤及肿瘤者；⑤妊娠期或哺乳期女性。 

1.2 一般资料   

纳入 2014 年 1 月—2015 年 6 月，我院呼吸内科住院治疗

的 AECPHD 患者 84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

各 42 例。观察组男性 28 例，女性 14 例，年龄 45～75 岁，平

均年龄（65.23±5.42）岁；病程 5～36年，平均病程（13.42±2.97）

年；心功能分级：21 例Ⅱ级，12 例Ⅲ级，9 例Ⅳ级。对照组男

性 30 例，女性 12 例，年龄 48～73 岁，平均年龄（64.7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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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病程 7～38 年，平均病程（14.02±3.15）年；心功能分级：

20 例Ⅱ级，14 例Ⅲ级，8 例Ⅳ级。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 

1.3 研究方法   

两组均予以常规对症治疗，即予维持呼吸道通畅，予以持

续低流量吸氧（2 L/ min），纠正酸碱失衡及水电解质紊乱，予

以抗炎、化痰、解痉、平喘药物，根据心功能检查结果及血氧

饱和度予以强心利尿、呼吸兴奋剂等进行治疗。对照组在常规

治疗的基础上，予以依那普利片口服，初始剂量为 5 mg/次，2

次/ d，此后逐渐增加剂量至 10～20 mg/次，2 次/ d 维持治疗，

总疗程 2 周。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丹参酮 IIA

磺酸钠注射液 40～80 mg＋250 mL 5%葡萄糖溶液或生理盐水

中静脉滴注，1 次/ d，2 周为 1 个疗程。 

1.4 观察指标   

于治疗前及治疗 2周后进行以下指标检测：①心功能指标：

测定血清一氧化碳（CO）浓度、平均肺动脉压（mPVP）、每

搏输出量（SV）及左室射血分数（LVEF）。②血液流变学指标：

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后，测定患者的全血高切黏度（WBHSV）、

全血低切黏度（WBLSV）、血浆黏度（PV）、纤维蛋白原（Fg）、

红细胞压积（HCT）水平。 

1.5 疗效标准   

临床控制：咳嗽、发绀、肺部啰音等症状及体征基本消失，

心率（HR）恢复正常（60～100 次/ min），心功能恢复正常或

接近正常；显效：临床症状与体征显著减轻或大部分消失，HR

＜100 次/ min，心功能改善Ⅱ级；有效：临床症状和体征有所

改善，心功能改善Ⅰ级；无效：临床症状、体征及心功能无改

善甚至加重。 

1.6 安全性评价   

治疗前后各检测 1 次血尿便常规、肝肾功能，观察用药期

间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1.7 统计学分析   

数据采用 SPSS18.0 统计学软件分析，以（ ）表示计

量资料，比较经 t 检验；以百分数（%）示计数资料，比较经

x2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临床疗效   

治疗后观察组总有效 40 例，对照组总有效 34 例，观察组

疗效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2.2 心功能指标   

治疗后两组的 LVEF、CO 及 SV 均显著提高，mPVP 均显

著降低（P＜0.05），且观察组改善幅度更为显，组间比较差异

显著（P＜0.05），见表 2。 

2.3 血液流变学   

治疗后两组的 WBHSV、WBLSV、PV、HCT 及 Fg 均显

著下降，但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表 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n，%） 

组别 n 临床控制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 42 15 19 6 2 95.2* 

对照组 42 8 17 9 8 81.0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 2  两组治疗前后心功能指标比较  （ ） 

LVEF（%） mPVP（mmHg） SV（mL） CO（L/ min）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42.87±7.42 62.89±8.95#* 28.34±3.26 20.15±2.67#* 39.22±8.83 68.12±6.42#* 3.63±1.29 4.78±0.82#* 

对照组 43.34±6.97 53.67±7.84# 28.11±3.42 25.62±3.17# 40.34±6.97 56.17±7.31# 3.57±1.21 4.07±1.45#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 3  两组治疗前后血液流变学指标比较  （ ） 

WBHSV（mPa•s） WBLSV（mPa•s） PV（mPa•s） HCT（%） Fg（g/L）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7.53±1.26 5.09±0.87#* 12.34±1.98 9.03±1.12#* 1.93±0.42 1.53±0.31#* 49.71±5.34 36.87±3.71#* 3.53±0.49 2.81±0.43#*

对照组 7.61±1.29 6.11±0.92# 12.43±2.06 11.13±1.43# 1.96±0.39 1.74±0.32# 48.95±5.22 42.25±3.67# 3.51±0.54 3.32±0.43#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4 安全性评价   

对照组未见不良反应；观察组 1 例干咳，1 例低血压，未

见蛋白尿、皮疹及粒细胞减少等副反应，不良反应率为 4.8%。

两组不良反应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 

3   讨  论 

肺动脉高压是 CPHD 发生及发展的关键，而缺氧则是肺动

脉高压的始动因素。缺氧可导致肺血管收缩，影响肺血液循环

及血液流变学状态，诱发血液黏稠度升高及血流速度缓慢等，

还可加重肺动脉高压，进而加重患者的心衰程度[4]。CPHD 进

入急性期后，微循环障碍及酸中毒导致肺部毛细血管出现血管

内皮损伤，将进一步加重血液黏稠度及肺血管收缩，而血液流

变学及血气分析异常，导致通气与血流比例（V/Q）失调，可

加重肺血管收缩，从而导致病情加重[5]。因此，治疗 AECPHD

的关键在于尽快降低肺动脉压及血液黏稠度，改善血液循环障

碍及缺氧状态，延缓或阻止心室重塑进程。 

依那普利是一种长效 ACEI 药物，具有多重药理作用：①

抑制血管紧张素Ⅰ（Ang-Ⅰ）转化成为 Ang-Ⅱ，从而降低由

Ang-Ⅱ所介导的容量血管及各大小血管的收缩能力，促进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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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血管阻力下降，进而增加心排出量，改善患者的心功能；②

维持心血管舒张功能，对于心钠素具有活性增强作用，还可抑

制醛固酮等物质的分泌，缓解水钠潴留症状，从而降低心脏前

负荷，对于改善心功能具有重要意义；③抑制缓激肽的降解，

促进前列环素的合成与释放，促进外周小动脉的扩张，从而缓

解右心室的后负荷，还可抑制转化生长因子（TGF）的表达，

从而抑制心肌细胞异常增殖[5,6]。董正亮等[7]研究发现，小剂量

依那普利能够有效提高稳定性心衰患者的射血分数，有效抑制

心肌重塑并且改善左心室结构，降低患者的病死率。 

丹参酮 AⅡ 磺酸钠注射液是由中药丹参经提取精制获得的

注射制剂，主要活性成分为二萜醌类化合物丹参酮 AⅡ ，具有

活血化 、抗菌消炎等功效。药理学研究表明，丹参酮 IIA 能

够有效缓解肺部缺氧性损伤，同时还具有扩张血管及改善血液

流变学等作用。此外，其还可抑制钙离子内流，从而改善线粒

体所具有的呼吸功能，改善心肌缺氧缺血状态，从而发挥治疗

效果[9]。该药还具有降低胆固醇、抑制自由基损伤的作用，可

抗动脉硬化、缩小梗死面积、降低心肌耗氧量及提高心肌耐缺

氧能力等。丹参酮 AⅡ 还可抑制血小板的聚集，并可促进纤维

蛋白的降解，延长凝血酶原时间，有效降低血液黏稠度，从而

起到抗凝及抗血栓形成等功效[10]。丹参酮 AⅡ 具有 M-胆碱能

受体样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除患者的支气管痉挛症状，

且能够直接起到扩张肺血管的作用，促进毛细血管网的开放，

从而改善肺部微循环，有效抑制肺血管的结构重塑，降低肺动

脉压[9]。杜秋明等[8]研究表明，丹参酮 AⅡ 具有较好的抗心律

失常作用，对于 CPHD 所致心律失常具有较好的控制效果，还

可降低右心负荷，从而延缓或控制 CPHD 急性发作。 

本研究中，观察组在此常规治疗基础上应用依那普利及丹

参酮 AⅡ 注射液联合治疗，而对照组仅予以依那普利治疗，两

组治疗后 LVEF、CO 及 SV 均显著提高，mPVP 显著降低，提

示两组方案均可改善患者的心功能，但观察组各项指标的改善

幅度均显著优于对照组，提示依那普利及丹参酮 IIA 注射液联

合治疗能够进一步改善患者的心功能，降低 mPVP。两组治疗

后血液流变学指标（WBHSV、WBLSV、PV、HCT 及 Fg）均

显著降低，但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这与袁东运等[9]报道一

致。证实依那普利能够有效降低 AECPHD 患者的血液流变学

指标，且加用丹参酮治疗能够获得更好的效果。疗效统计亦显

示，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达 95.2%，较对照组的 81.0%显著提

高，与袁东运等[10]报道一致。治疗期间，除 1 例干咳、1 例低

血压外，未见其他不良反应，安全性较好。 

综上所述，依那普利及丹参酮联合治疗 AECPHD 具有疗

效协同作用，能够有效降低肺动脉压力与肺循环阻力，显著改

善患者的血液流变学及心脏功能，提高临床疗效，且副作用较

少，是一种较为安全可靠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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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心病应用中药辨证施治效果分析 

目的：观察中药辨证治疗肺心病的效果，为其临床应用提

供科学依据。方法：研究对象取自于我院 2012 年 11 月—2014

年 11 月收治的 54 例肺心病患者，随机将患者均分为对照组与

观察组。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西医治疗；观察组患者在常规西

医治疗的同时，另采用中药辨证施治加以辅助。结果：治疗结

束后，两组患者收缩压、舒张压、心率等生化指标对比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与观察组患者治疗有效率分别

为 70.4%和 92.6%，组间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

论：中药辨证治疗肺心病效果显著，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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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性激素、血脂水平与围绝经期症状的相关性探讨 
Exploration of the correlation of serum sex hormone, blood lipid level and the 

symptoms of peri-menop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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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析围绝经期症状与血脂水平、血清性激素之间的相关性。方法：选择 250 例女性为研究对象，将其分为

四组，分别是育龄对照组（n=60）、围绝经期组（n=60）、绝经早期组（n=65）及绝经晚期组（n=65），分别对其进行睾酮（T）、

血清雌二醇（E2）、三酰甘油（TG）、卵泡刺激素（FSH）以及总胆固醇（TC）测定，调查绝经指数（KMI），比较各组的检测结

果，并对其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相比较育龄对照组而言，围绝经期组、绝经早期组以及绝经晚期组的 T、E2 水平下降明显，

且 FSH 水平升高明显，比较差异显著（P＜0.05）；与育龄对照组比较，绝经晚期组、绝经早期组以及围绝经期组的 TG、TC 水平

升高明显，组间比较差异显著（P＜0.05）；同时，TC 与 KMI 呈现出正比关系，则 TG 则与 KMI 呈现出反比关系。结论：睾酮和

雌二醇在女性绝经后明显下降，而卵泡刺激素明显上升，并且血清雌二醇与绝经指数呈反比关系，加强围绝经期女性的血脂水平

和血清性激素监测，有助于改善绝经症状，使女性生活质量提高。 

【关键词】围绝经期；血脂水平；血清性激素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of serum sex hormone, blood lipid level and the symptoms of peri-menopause. 

Methods: 250 female cases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objects and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The childbearing age control group (n=60), peri 

menopause group (n=60), early menopause group (n=65) and post menopause group (n=65), Testosterone (T), serum estradiol (E2), 

triglyceride (TG), follicle stimulating hormone (FSH), and total cholesterol (TC) detection were made respectively and menopausal index 

(KMI) was investigated, the detection results of four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the correlation was analyz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hildbearing age control group, the T and E2 level of peri menopause group, early menopause group and post menopause group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while FSH level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TG and TC level of peri 

menopause group, early menopause group and post menopause group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meanwhile, TC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KMI while TG was negatively related to KMI. Conclusion: Testosterone and estradiol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post menopause women while the follicle stimulating hormon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serum estradiol was 

negatively related to KMI, therefore, strengthening the monitoring of the blood lipid level and serum sex hormone levels in the peri 

menopausal women helped to relieve the menopausal symptom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women life.  

【Keywords】Peri-menopause; Blood lipid level; Serum sex horm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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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经期综合征是妇科常见的一种疾病，主要指的是妇女进

入围绝经期后，激素水平下降，卵巢功能明显衰退，躯体、血

管舒缩、精神心理及泌尿生殖系统等方面出现一系列症状的一

种综合征，临床表现以记忆力减退、烦躁、认知力下降及焦虑

等症状为主，严重影响女性生活质量[1]。因此，本文对围绝经

期症状与血脂水平、血清性激素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探讨，如

下报道。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50 例女性为研究对象，年龄 30～60 岁，平均年龄

为（43.5±8.2）岁，将其分为四组，分别是育龄对照组（n=60）、

围绝经期组（n=60）、绝经早期组（n=65）及绝经晚期组（n=65）。

四组的一般资料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 

1.2 方法 

分别采集四组的空腹静脉血 5 mL，常规分离血清后，运

用mindray380生化分析仪和新产业MAGLUMI2000PLUS化学

发光仪对各项指标进行检测，包括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

（TC），睾酮（T）、雌二醇（E2）、卵泡刺激素（FSH）等。 

 1.3 观察指标 

运用改良的 Kupperman 评分（KMI）分别对绝经女性和

围绝经期女性的绝经指数进行测定，同时测定研究对象的性激

素与血脂水平，并观察其围绝经期症状类型，包括骨骼肌肉系

统、血管舒缩失调、皮肤黏膜、神经精神系统以及泌尿生殖系

统等。 

1.4 统计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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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SPSS13.5 统计软件分析数据，采用 t 检验对组间

FSH、T、E2 及 KMI 等各项计量资料对比进行检验，采用 x2

检验组间围绝经期症状类型对比，以 P＜0.05 表示差异明显（P

＜0.05）。 

2   结  果 

2.1 围绝经期女性症状类型分布对比 

  与育龄对照组比较，绝经晚期、绝经早期及围绝经期组女性

的骨骼肌肉系统、血管舒缩失调及皮肤黏膜系统等围绝经期症

状发生率均较高，组间比较差异显著（P＜0.05），如表 1。 

表 1  围绝经期女性症状类型分布对比  [n（%）] 

围绝经期症状 育龄对照组（n=60） 围绝经期组（n=60） 绝经早期组（n=65） 绝经晚期组（n=65） 

骨骼肌肉系统 6（10.0） 50（83.3） 47（72.3） 60（92.3） 

血管舒缩失调 3（5.0） 46（76.7） 31（47.7） 13（20.0） 

皮肤黏膜系统 3（5.0） 54（90.0） 57（87.7） 62（95.4） 

神经精神系统 6（10.0） 56（93.3） 65（100.0） 62（95.4） 

泌尿生殖系统 6（10.0） 48（80.0） 60（92.3） 65（100.0） 

2.2 各组血清 FSH、T 及 E2 测定值对比 

各组的血清 FSH、T 及 E2 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如表 2。 

表 2  各组血清 FSH、T 及 E2 测定值对比（ ） 

组别 FSH（mIU/mL） T（ng/dl） E2（pg/mL） 

育龄对照组（n=60） 12.22±9.08 58.74±17.98 78.43±19.77 

围绝经期组（n=60） 68.15±38.79 46.09±21.45 58.65±18.82 

绝经早期组（n=65） 107.68±38.23 42.06±20.11 38.55±18.72 

绝经晚期组（n=65） 98.38±28.06 40.67±20.64 38.07±18.32 

2.3 各组 KMI、血清 TC 及 TG 水平对比 

与育龄对照组比较，围绝经期组、绝经早期组及绝经晚

期组的 TG、TC 及 KMI 水平均较高，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如表 3。 

表 3 各组血清 TG、TC 及 KMI 水平对比  （ ） 

组别 KMI TC（mmol/L） TG（mmol/L） 

育龄对照组（n=60） 0.52±1.68 4.78±0.66 0.92±0.48 

围绝经期组（n=60） 13.66±4.78 5.73±0.61 1.38±0.72 

绝经早期组（n=65） 10.45±5.11 5.83±0.89 1.45±0.65 

绝经晚期组（n=65） 12.89±5.44 5.82±1.11 1/72±0.98 

3   讨  论 

绝经期综合征是涉及多器官、多系统、比较复杂的一种临

床综合征，有报道显示，雌激素受体分布在女性全身 400 多个

部位的器官与组织细胞膜上，在雌激素水平下降的情况下，这

些器官或者组织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代谢变化或者退行性改变，

使绝经后和围绝经期女性在神经内分泌、心理及骨骼系统等多

个方面出现不平衡，严重影响女性的生活质量[2]。 

3.1 围绝经期症状 

本次研究发现，与围绝经期组相比，绝经早期和晚期组女

性更容易出现泌尿生殖系统症状，但是绝经期组女性发生血管

舒缩失调症状的比例明显低于围绝经期女性，发生这一差异与

女性体内生殖激素水平变化密切相关[3]。一般来说，在围绝经

期间，女性的卵巢功能逐渐衰退，但是在下丘脑－垂体－卵巢

轴的调节反馈作用下，体内的 FSH 和 E2 水平更容易出现波动，

诱发围绝经期症状，并且神经系统和泌尿生殖系统症状不仅与

体内激素水平有关，还与生理衰老密切相关[4]。女性的 KMI

指数随着绝经年限的增加而明显增高，并且与育龄对照组相

比，围绝经期和绝经早期、晚期女性的 KMI 指数均较高，说

明围绝经期症状是女性绝经或者围绝经期阶段无法避免的一

种生理现象，并且年龄不同女性的围绝经期症状也存在着明显

的差异，在临床治疗中，应该对患者的病史进行详细询问，对

患者的围绝经期症状类型和月经状况进行了解，制定针对性治

疗方案[5]。 

3.2 血脂水平、血清性激素与围绝经期症状 

在本次研究中，围绝经期症状发生率与血清 E2 水平和

KMI 呈现出反比关系，血清 T 水平与 KMI 和围绝经期症状发

生率呈现出反比关系，而血清 FSH 水平则与 KMI 和围绝经期

症状发生率呈现出正比关系，说明血清 T、E2 水平随着卵巢功

能的衰退和绝经时间的延长而明显下降，增加绝经指数，且出

现一连串围绝经症状。同时，血脂水平随着 FSH 的升高而明显

增加，随着增加的还有 KMI 指数，说明相比绝经前妇女而言，

绝经后妇女患高 TG 血症、高胆固醇、低 HDL 血症及高 LDL

血症的风险更高。有研究发现，给予绝经期和围绝经期女性激

素补充治疗，能够使血清 E2 水平明显提高，使血清 FSH 水平

降低，一方面可以使围绝经期症状得到明显改善，另一方面还

可以使脂质代谢改善，对降低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率和控制体重 

（下转 1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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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与观察黄芪注射液配合穴位注射在慢性肾衰竭疾病治疗中的临床运用效果。方法：选取我院 2014 年 2

月—2015 年 2 月所接收的慢性肾衰竭患者 86 例作为实验对象，按随机单盲法均分为对照组与实验组，前者予以常规治疗，在此

前提下，对后者再予以黄芪注射液穴位注射治疗。然后观察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结果：实验组患者治疗后的总有效率（90.7%）

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74.4%），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患者治疗后的 SCr、BUN、Ccr 优于本组治疗前及对

照组治疗后，差异显著，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之上，对慢性肾衰竭患者予以黄芪注射液联合穴

位注射治疗，疗效确切，且可改善患者的肾功能，值得大力推行。 

【关键词】慢性肾衰竭；黄芪注射液；穴位注射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and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Astragalus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acupoint injection in 

treating chronic renal failure. Methods: 86 patients with chronic renal failure, who we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14 to 

February 2015, were selected as experimental objects and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single blind method, the former received regular treatment while the latter received Astragalus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acupoint 

injec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treatmen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n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observ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patients after treatment (90.7%)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74.4%),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After treatment, SCr, BUN, Ccr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patients 

were superior to that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before treatment and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On the basis of conventional treatment, Astragalus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acupoint injection 

had significant effect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renal failure; it could also improve the patient's kidney function and was worth promoting. 

【Keywords】Chronic renal failure; Astragalus injection; Acuoint inj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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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肾衰竭是一种比较多见的内科疾病，其是因各种因素

而造成的慢性进行性肾实质损伤，致使肾脏出现显著性萎缩，

从而影响其功能的发挥[1]。一旦患有此病，若不及时予以治疗，

将发展为尿毒症，从而对患者的身体健康造成影响。因此，积

极对慢性肾衰竭患者进行治疗，是十分有必要的。鉴于此，笔

者对我院所收治的 43 例慢性肾衰竭患者予以黄芪注射液穴位

注射治疗，获得了较好的效果，现将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 2014 年 2 月—2015 年 2 月所接收的慢性肾衰竭

患者 86 例作为实验对象，按随机单盲法，将全部患者均分为

对照组与实验组，每组 43 例。对照组男性 24 例，女性 19 例；

年龄 33～75 岁，平均年龄（51.3±4.2）岁；病程 6 个月～11

年，平均病程（4.3±0.7）年；原发疾病：糖尿病性肾病 10 例，

高血压性肾病 9 例，肾病综合征 8 例，慢性肾炎 13 例，其他 3

例。实验组男性 25 例，女性 18 例；年龄 31～74 岁，平均年

龄（51.4±3.9）岁；病程 8 个月～13 年，平均病程（4.7±0.9）

年；原发疾病：糖尿病性肾病 9 例，高血压性肾病 8 例，肾病

综合征 9 例，慢性肾炎 15 例，其他 2 例。在临床基础性资料

（性别、年龄、病程、原发疾病等）的对比上，两组无统计学

意义，P＞0.05，存在可比性。 

1.2 研究方法 

对照组患者予以常规治疗措施，叮嘱患者休息，在饮食上

应坚持高热量、低蛋白；同时再对其予以其他对症治疗措施，

如纠正贫血与酸中毒、控制血压、降磷[2]。在此基础之上，对

实验组患者再予以黄芪注射液（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生产，

国药准字 Z13020999）穴位注射治疗，其中，所选穴位主要为

足三里穴、肾俞穴。具体用法为：取卧位，对穴位处予以清洁、

消毒处理，之后将注射器（内装黄芪注射液）垂直刺入相应穴

位，在得气之后，慢慢注入药物，每个穴位各注入 0.5 mL 的

药物。1 个月为 1 个疗程。两组均治疗 1 个疗程。 

1.3 疗效判定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3]中的相关标准，对

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进行评估，其中，经治疗后，基本治愈：

患者的临床症状、体征均消退，且中医证候积分减少 90%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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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显效：患者的临床症状、体征显著改善，且中医证候积

分减少 60%及其以上；有效：患者的临床症状、体征有所缓解，

且中医证候积分减少 30%及其以上；无效：患者的临床症状、

体征未好转，中医证候积分减少 30%以下。其中以尼莫地平法

对中医证候积分减分进行计算（治疗前积分－治疗后积分）/

治疗前积分×100.0%。 

1.4 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 SCr（血肌酐）、BUN（血清尿

素氮）、Ccr（肌酐清除率）等指标进行监测与观察，且进行组

间对比。 

1.5 统计学分析 

采取统计学软件 SPSS 18.0 对数据展开分析，其中，计数

资料以百分数（%）表示，x2 检验；计量资料以（ ）表示，

t 检验。P＜0.05，表示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①临床治疗效果情况分析：经治疗后，实验组中基本治愈

17 例，显效 15 例，有效 7 例，无效 4 例，总有效率为 90.7%

（39/43）；对照组中基本治愈 12 例，显效 11 例，有效 9 例，

无效 11 例，总有效率为 74.4%（32/43）。两组患者的总有效率

相对比，差异明显，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②治疗前后各实验室指标分析：见下表 1 所示，由表可知：

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SCr、BUN、Ccr 均优于本组治疗前，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患者治疗后的 SCr、BUN、

Ccr 优于对照组治疗后，差异显著，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各实验室指标情况比较  （ ） 

组别 SCr（μmol/L） BUN（mmol/L） Ccr（mL/min）

治疗前 300.78±86.47 20.11±4.36 32.71±12.36 
实验组

（n=43） 治疗后 
256.31±

87.31*# 
15.74±3.14*# 45.22±17.32*# 

治疗前 302.65±85.79 20.28±4.15 30.11±11.97 对照组

（n=43） 治疗后 277.64±92.33# 17.27±3.89# 38.28±11.76#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与本组治疗前相比，#P＜0.05 

 

3   讨  论 

在祖国医学中，慢性肾衰竭属于“肾风”“肾劳”“关格”

等范围。此病的发病原因表现为先天禀赋不足，久病劳倦、药

邪损伤及饮食不节，长期如此，易造成脾肾虚弱，且瘀血、湿

浊集聚体内[4]。在对此病的治疗上，应做到化湿祛毒、活血化

瘀、健脾补肾、扶助正气。 

黄芪注射液其主要成分为黄芪，该药具有益卫固表、补气

升阳之效；除此之外，黄芪注射液内还包含其他成分，如微量

元素、异黄酮类、多糖等，在治疗疾病上可发挥较好的功效。

而穴位注射是一种综合性的治疗手段，其是经由针刺的刺激、

药效及穴位传导等三者的功能，对人体进行调节，以促进机体

正常功能的恢复，最终实现疾病治疗的目的。 

在本研究中，实施黄芪注射液穴位注射治疗的实验组患者，其

治疗后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即 90.7%vs74.4%，且该组患者

治疗后的各实验室指标均优于本组治疗前及对照组，差异明

显。由此可见，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之上，对慢性肾衰竭患者予

以黄芪注射液联合穴位注射治疗，疗效确切，且可改善患者的

肾功能，值得大力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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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6]。 

综上所述，临床上对绝经期综合征女性的血清性激素水平

进行检测，可以掌握卵巢功能变化，在加大宣传教育的基础上，

再给予适当的激素补充治疗，能够改善血清性激素和血脂水

平，从而避免发生心脑血管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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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艾灸法在术后尿潴留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择 2015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在我院手术治疗后

发生尿潴留患者 60 例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 30 例患者采用艾灸神阙穴联合耳穴贴压为研究组，30 例患者仅进行耳穴

贴压为对照组。比较两组的干预效果。结果：研究组排尿时间显著短于对照组，排尿量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研究组干预效果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艾灸用于术后尿潴留的护理中具有显著的效果，

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艾灸；术后；尿潴留；护理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moxa-moxibustion in nursing of postoperative patients with urinary 

retention.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60 patients with postoperative urinary retention, who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5 to 

December 2015,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30 cases of patients who received Shenque point moxa-moxibustion combined with 

auricular point pressing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group while 30 cases of patients who received only auricular point pressing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of two groups was compared. Results: The voiding time of the research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urinary output was significantly more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1).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of the research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1). Conclusion: Moxa-moxibustion had significant curative effect in the 

treatment of postoperative urinary retention and it wa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Moxa-moxibustion; Postoperative; Urinary retention; Nursing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8.058 

 

手术后患者容易发生尿潴留，这与手术麻醉、疼痛、排尿

方式改变、精神紧张等有关。中医将尿潴留归于“癃闭”范畴，

但又不完全与其相同，仅指其尿液排出困难[1]。艾灸是中医针

灸疗法中的灸法，用艾柱、艾条等，熏烤穴位达到保健治病的

疗法[2,3]。我们将艾灸应用于术后尿潴留患者的护理中，取得了

较好的效果，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5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在我院手术治疗后发生

尿潴留患者 60 例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男性 22 例，

女性 38 例，年龄 25～60 岁；术后留置尿管时间 1～7 d；患者

术后出现膀胱充盈、腹部胀痛、排尿困难。所有患者均符合中

医“癃闭”的诊断标准，符合西医术后尿潴留的诊断标准，术

后 6～8 h 未排尿，有窘迫感、尿急、下腹拒按、胀痛，耻骨上

隆起，压痛，膀胱肿大可触及，叩诊浊音。排除其他原因导致

的尿潴留，合并其他系统严重原发性疾病的患者，妊娠或者准

备妊娠者，哺乳期患者，精神病患者。其中 30 例患者采用艾

灸神阙穴联合耳穴贴压为研究组，30 例患者仅进行耳穴贴压为

对照组，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治疗方法 

研究组：艾灸神阙穴，耳穴贴压选择膀胱、尿道穴。患者

仰卧，露出神阙穴，新鲜生姜薄片，针穿刺数孔。将姜片放在

神阙穴上，取陈年艾绒揉成艾柱，放在姜片上，点燃，以患者

皮肤微红且能耐受，灸 5 壮。贴王不留行籽在耳穴上，每个穴

位按压 2 min。对照组仅贴王不留行籽在耳穴上，选穴及操作

方法同研究组。进行操作前做好心理护理，讲述该操作的目的

及方法，消除患者的紧张情绪，取得患者积极配合。在进行操

作过程中，询问是否有疼痛感，调整艾灸距离，避免烧伤。完

毕后，清洁局部皮肤，指导患者排尿，观察排尿情况。实施 1 h

后无效的患者可进行第 2 次治疗，治疗后 2 h 观察效果。两组

患者均给予常规尿潴留护理，包括严密检测患者膀胱功能，预

防尿潴留，发生后，护理人员给予具体情况制定干预措施，给

予热敷、腹部按摩，有尿意时让患者倾听流水声，改变体位，

听音乐，冲洗会阴部等，通过排便诱导排尿法，热毛巾或者热

水袋加上布套后在膀胱区热敷，并轻轻转动。 

1.3 观察效果 

比较两组的排尿时间，排尿量等，观察下腹胀痛、窘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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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按等症状改善。临床疗效评价：显效为艾灸 30 min 能顺利排

尿，尿潴留症状及体征消失；有效为艾灸后 30 min～2 h 排尿，

尿潴留症状及体征消失；无效为达不到上述标准。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1.0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

用 x2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表示，采用 t 检验，等级资

料采用秩和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干预后排尿时间、排尿量比较 

见表 1。研究组排尿时间显著短于对照组，排尿量显著高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表 1  两组干预后排尿时间、排尿量比较  （ ） 

组别 n 排尿时间（min） 排尿量（mL） 

研究组 30 44.8±12.5 620.4±115.3 

对照组 30 79.7±21.9 414.7±101.7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1 

2.2 干预效果比较 

   见表 2。研究组干预效果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1）。 

表 2  两组干预效果比较  [n（%）] 

组别 n 治愈 好转 未愈 

研究组 30 9（30.0） 20（66.7） 1（3.3） 

对照组 30 3（10.0） 19（63.3） 8（26.7） 

注：两组干预效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3   讨  论 

艾灸是中医针灸疗法中的灸法。点燃用艾叶制成的艾柱、

艾条为主，熏烤人体的穴位以达到保健治病的一种自然疗法，

它的作用机制和针疗有相近之处，并且与针疗有相辅相成的治

疗作用，通常针、灸并用，故称为针灸。现代由于取材方便，

操作简单，已成为最常用的隔物灸法之一。灸治方法与古代大

体相同，亦有略加改进的，如在艾柱中增加某些药物或在灸片

下面先填上一层药末，以加强治疗效果[4,5]。 

尿潴留是指膀胱内充满尿液而不能正常排出[6]。术后尿潴

留是一种多见的不适反应。由于全身麻醉或蛛网膜下腔麻醉

后，排尿反射受抑制；切口疼痛引起膀胱和后尿道括约肌反射

性痉挛；患者不习惯在床上排尿等都是常见原因。尿潴留可引

起患者不适反应及尿路感染，应及时处理。神阙（shén què），

经穴名，出《外台秘要》，别称脐中、气舍、气合，属任脉，

在脐中部，脐中央，穴下为皮肤、结缔组织、壁腹膜，浅层主

要有第十胸神经前支的前皮支和腹壁脐周静脉网。变化莫测为

神阙指要处，穴当脐孔，是处胎生之时，连系脐带以供胎儿之

营养，故又命蒂。名之神阙，是因胎儿赖此宫阙，输送营养，

灌注全身，遂使胎体逐渐发育，变化莫测。培元固本、回阳救

脱、和胃理肠。现代常用于治疗胃炎、肠炎、痢疾、尿潴留。

在本次研究中，研究组在耳穴贴压的基础上给予神阙穴艾灸治

疗，排尿时间显著缩短，排尿量显著增加，干预效果显著优于

单纯的耳穴贴压。 

综上所述，术后尿潴留是常见的术后并发症，艾灸神阙穴

联合耳穴贴压能够显著缩短排尿时间，增加排尿量，提高干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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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 

热敏灸加耳穴压豆治疗术后自控镇痛尿潴留的观察 

目的：分析热敏灸加耳穴压豆治疗术后自控镇痛尿潴留的

效果。方法：选取 2013 年 6 月—2015 年 6 月 100 例术后自控

镇痛尿潴留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原则分组。参照组患

者以常规方法进行处理，研究组患者在常规处理的同时辅以热

敏灸加耳穴压豆治疗。对比治疗前和治疗结束后 30min 患者排

尿、尿急、腹痛和腹胀症状积分，并对比疗效。结果：两组患

者治疗前症状积分接近，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后，两组患者排尿、尿急、腹痛和腹胀症状积分均显著改

善，组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研究组改善幅度更

大，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研究组和参照组治疗

有效率分别为 88.00%和 66.00%，研究组的疗效明显优于参照

组（P<0.01）。结论：热敏灸加耳穴压豆治疗术后自控镇痛尿

潴留效果确切，可有效改善尿潴留症状，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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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穴温灸配合耳穴压丸治疗胃下垂的临床疗效观察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observation of acupoint moxibustion combined with 

auricular plaster therapy in treating gastroptosis  
 

张明丽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河南  南阳，473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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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奇穴温灸配合耳穴压丸治疗胃下垂的临床疗效。方法：对 60 例胃下垂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各 30 例，试

验组采用奇穴温灸配合耳穴压丸治疗，对照组采用补中益气丸治疗。结果：试验组总有效率 93.3%，对照组总有效率 76.7%。两

组在疗效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奇穴温灸配合耳穴压丸治疗胃下垂临床疗效显著。 

【关键词】奇穴；温灸；耳穴压丸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acupoint moxibustion combined with auricular plaster therapy in treating 

gastroptosis. Methods: 60 patients with gastroptosi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with 3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acupoint moxibustion combined with auricular plaster therapy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Buzhong Yiqi Pills.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93.3%, and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76.7%. The 

difference of curative effec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Acupoint moxibustion combined 

with auricular plaster therapy had significant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in treating gastroptosis. 

【Keywords】Acupoints; Moxibustion; Auricular Plaster Therap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8.059 

 

胃下垂系指胃脏下界低于脐下两横指以下者。本病多由于

胃膈韧带、肝胃韧带及腹肌松弛无力，不能使胃固托于原来的

位置而引起的一种内脏下垂性疾患。归属于中医学的“痞满”

“胃脘痛”“嗳气”“嘈杂”等范畴，多因脾胃虚弱，中气下陷

所致。临床症状多表现为纳差，胃脘坠胀不适，尤以饭后加重，

时有脘腹隐隐作痛，或痛连胁肋，或伴有嗳气，吞酸，嘈杂，

呕吐，大便量少、时溏时秘。患者常有贫血，消瘦，乏力，心

悸，头晕等。查体可见脐下有振水音，X 线钡剂造影检查，胃

小弯弧线低于髂嵴连线以下。笔者自 2011 年 6 月—2015 年 9

月采用奇穴温灸配合耳穴压丸治疗胃下垂，获得满意疗效，现

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 60 例患者均为我校附属医院消化科和针灸科患

者，按就诊顺序，随机分为两组，试验组 30 例，其中男性 14

例，女性 16 例，年龄 22～57 岁；病程 1 个月～6 年。对照组

30 例，其中男性 15 例，女性 15 例；年龄 21～58 岁；病程 2

个月～7 年。两组在性别、年龄、病程等方面均具有可比性（P

＞0.05）。 

1.2 诊断标准[1] 

主要指标：①胃下垂本身的临床症状。②肋下角＜90°，

站立时腹主动脉搏动明显。③胃内有振水声，捧腹试验阳性。

④胃 X 线钡剂检查异常。次要指标：①瘦长体型者，经产妇生

育较多者，消耗性疾病进行性消瘦者。②有站立性昏厥、低血

压、心悸、乏力、眩晕等“循环无力症”的其他内脏下垂现象。

③胃超声波饮水检查异常（饮水量 350 mL）。 

确诊条件：具有主要指标 2 项（1、4 项必备 1 项）及次

要指标 1 项即可确诊胃下垂。 

1.3 治疗方法 

1.3.1 试验组采用奇穴温灸配合耳穴压丸治疗。 

奇穴温灸法：①选穴：主穴：提托穴[2]（前正中线，脐下

3 寸旁开 4 寸）、胃上穴[2]（前正中线，脐上 2 寸旁开 4 寸）、

提胃穴[3]（前正中线，脐上 4 寸旁开 4 寸）、胃穴[3]（剑突下 2

寸，腹部正中线右侧旁开 5 分）、下垂穴[3]（脐下 2～2.5 寸，

腹部正中线左侧旁开 1 寸）、百会[4]、气海[4]。配穴[4]：足三里、

阴陵泉、三阴交、太冲。 

②操作：选用 1%碘伏消毒液在上述穴位处消毒。针灸针

选用苏州东邦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制造的华成牌针具，标准号：

GB2024-94。艾条选用南阳汉医艾绒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汉医

牌纯艾条，专利号：200830080127.4，腹部穴位选用 0.35 mm

×75 mm 针灸针，进针 1～1.5 寸，得气后，在针柄上套上 18 mm

×25 mm 分段艾条施灸，共灸两壮，百会穴采用 0.30 mm×25 

mm 针灸针，向前平刺 0.5～0.8 寸，并采用 2 根 18 mm×200 mm

艾条悬灸 30 min，配穴采用 0.30 mm×50 mm 针灸针，进针 1～

1.5 寸，采用平补平泻手法。1 次/ d，15 次 1 个疗程，疗程间

休息 3 d，治疗 2 个疗程后观察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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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穴压丸法：先用 75%酒精湿棉球消毒耳郭，然后选取

耳穴：胃、肝、交感、神门、皮质下、内分泌，采用王不留行

籽贴压，两耳交替贴压，并嘱患者每天按压耳穴 3 次，每穴按

压 15 下，5 min/次，隔日换贴 1 次。 

1.3.2 对照组采用口服补中益气丸治疗。 

药品生产企业：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制药

厂，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11020244，商品编号：B01001346x，

商品规格：6 g×10 袋，口服，1 袋/次，2 次/ d。 

1.4 疗效标准[5] 

治愈：症状、体征消失，X 线复查恢复正常。显效：症状、

体征消失或基本消失，X 线复查显著改善。有效：症状、体征

或 X 线复查改善者。无效：症状、体征、X 线复查均无进步，

甚或恶化者。 

1.5 统计学处理 

    统计分析选用 SAS9.0 软件包进行分析处理，计数资料比

较用（ ）检验、CMH 检验。 

2   结  果 

2.1 临床疗效 

试验组总有效率 93.3%，对照组总有效率 76.7%。经 CMH

检验，P＜0.05，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1。 

表 1  两组治疗后疗效分析  [n（%）]      

组别 n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试验组 30 19（63.3） 6（20.0） 3（10.0） 2（6.7） 28（93.3）*

对照组 30 14（46.7） 4（13.3） 5（16.7） 7（23.3） 23（76.7）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3   典型病例 

患者甲，女，53 岁，工人。2014 年 4 月 3 日以“纳差，

胃脘坠胀不适，饭后加重 5 年”为主诉来我科就诊。患者 5

年前因暴饮暴食后出现上述症状，经各种中西药治疗效不佳，

现症见身体消瘦，纳差，胃脘坠胀不适，尤以饭后加重，时

有脘腹隐隐作痛，伴有嗳气，吞酸，大便量少、时溏时秘。

于我院作上消化道钡剂示：胃小弯至髂嵴连线距离为 3.5 cm，

胃大弯至髂嵴连线距离为 8.5 cm。诊断为胃下垂，给予奇穴

温灸配合耳穴压丸治疗，经过 2 个疗程治疗后，临床症状体

征消失，经胃 X 钡剂复查恢复正常，患者痊愈出院，半年后

随访，未再复发。 

4   讨  论 

4.1 诊断   

    胃下垂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消化道疾病，其临床多表现为纳

差，胃脘坠胀不适，尤以饭后加重，时有脘腹隐隐作痛，或痛

连胁肋，或伴有嗳气，吞酸，嘈杂，呕吐，大便量少、时溏时

秘。患者常有贫血，消瘦，乏力，心悸，头晕等。查体可见脐

下有振水音，X 线钡剂造影检查，胃小弯弧线低于髂嵴连线以

下。以上这些即可确诊。 

4.2 治法 

    本病多因脾胃虚弱，中气下陷所致，故采用健脾和胃，升

阳举陷之法来治疗。腹部经外奇穴提托穴、胃上穴、提胃穴、

胃穴、下垂穴是治疗胃下垂的经验有效穴，诸穴采用温针灸可

以起到调理三焦气机，温补脾肾之阳，升提脾胃之气。任脉气

海穴，为肓之原穴，采用温灸之法，可以补肾培元、益气和血，

督脉百会穴为诸阳之会，采用艾条悬灸，可以升阳举陷。耳穴

压丸法刺激耳穴是根据生物全息论来调整脏腑气血功能，诸穴

配伍，诸法合用，共奏补中益气、健脾和胃，使胃腑得固，功

能得复，促进疾病康复。 

4.3 注意事项 

治疗前患者应先排空膀胱，禁忌憋尿；治疗期间应宽松衣

带，适当平卧休息；艾灸时注意安全，避免烫伤患者。 

4.4 生活调护 

患病后患者要树立信心，坚持治疗和加强身体锻炼，平时

注意饮食，要少食多餐，切忌暴饮暴食；治疗期间应适当休息

或减轻工作，注意营养，饭后宜平卧片刻，汤茶适当减少，禁

忌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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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observ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bined with 

electric acupuncture in treating 30 cases of cervical verti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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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中药加电项针治疗颈性眩晕的临床观察。方法：将 60 例颈性眩晕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 30 例，中药加

电项针治疗；对照组 30 例，西药加普通针刺治疗。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 96.7%，颈性眩晕与功能评分（22.56±1.56）分；对照

组总有效率 80.0%，颈性眩晕与功能评分（16.97±3.25）分，P＜0.05。结论：中药加电项针治疗颈性眩晕临床效果好，值得推广。 

【关键词】中药；辨证施治；电项针；颈性眩晕；风池穴；夹脊穴。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bined with electric acupuncture in treating 

cervical vertigo. Methods: 60 patients with cervical vertigo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ith 

3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bined with electric acupuncture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conventional acupuncture.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6.7%, cervical vertigo and 

functional score were (22.56±1.56);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80.0%, cervical vertigo and functional score were 

(16.97±3.25), P＜0.05. Conclusi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bined with electric acupuncture had good therapeutic effect in 

treating cervical vertigo and it was worthy of promotion. 

【Keywords】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ialectical therapy; Electric acupuncture; Cervical vertigo; Fengchi acupoint; Jiaji 

acu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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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手机和电脑的普及，颈椎病的发病率不断升

高，并逐渐趋于年轻化。颈椎病是指颈椎间盘组织退行性变及

其继发性椎间关节退行性变所致脊髓、神经、血管损害而表现

的相应症状和体征[1]。 

    现将近 2年笔者所采用的中药加电项针治疗眩晕与西药口

服盐酸氟桂利嗪胶囊并普通针刺治疗眩晕进行对比观察，汇报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对我院 2013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收治的骨科和老年病病

区住院患者病例进行抽样调取研究，对 60 例颈椎病引起的眩

晕非手术治疗患者病例进行回顾性观察。按照随机抽签法分为

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 30 例。经医院管理伦理委员会研究审

察通过，并征得患者及其家属认同后进行临床中草药、西药氟

桂利嗪、电针及普通针刺治疗。年龄 27～74 岁，平均年龄（48.96

±4.22）岁；男性 36 例，女性 24 例；疗程为 10 d。对照组 30

例，男性 17 例，女性 13 例；观察组 30 例，男性 19 例，女性

11 例。患者在一般症状上没有较大的差别，不存在统计学意义

（P＞0.05）。排除对象：高血压危象、梅尼埃病，脑血管疾病

及更年期综合征。 

1.2 治疗方法 

    观察组 30 例：中药，依据辨证施治原则，方剂成分为：

天麻 10 g，钩藤 15 g，葛根 20 g，川芎 24 g，白芍 20 g，半夏

10 g，柴胡 15 g，酸枣仁 30 g，茯苓 15 g，白术 15 g，丹参 20 

g。若肝火旺盛，可加龙胆草、菊花、牡丹皮以增强清肝泻火

之力；若大便秘结者可加当归、火麻仁、大黄之类；若眩晕急

剧，泛泛欲呕，手足麻木，甚至震颤者，有化风动阳之势，可

加龙骨、牡蛎、珍珠母以镇肝熄风；必要时加羚羊角粉（冲服）。

以上中药，1 剂/d，水煎取汁 400 mL，早晚各 200 mL 分服[2]。

加电项针，选穴：双侧风池穴、双侧供血（在风池穴下 1.5 寸，

水平下口唇处）、双侧颈夹脊穴（此穴在颈椎棘突下旁开 0.5

寸处，每一侧取 5～7 个穴，以出现异常的椎体为中心，上下

可取穴 3 对）。操作时：将患者取坐位，用 75%乙醇消毒后（对

乙醇过敏者可用碘伏消毒），在双侧风池穴、供血穴以 1.5～2.0

寸毫针（根据患者胖瘦程度）直刺 0.5～1.0 寸为宜，颈夹脊穴

仍以 1.5～2.0 寸毫针与皮肤呈 75°方向，针尖向脊椎处刺入，

有酸困、胀麻感觉时停止进针。手指捻转针柄得气后接通G6805

电针治疗仪，分别将两组导线连接同侧的风池、供血穴位，正

极在上边，负极在下边，接以脉冲电流，使用疏波频率，电流

量以患者头部前后抖动为宜，强度以患者感觉耐受并舒服为合

适；留针时间为 30 min，1 次/ d，10 d 为 1 个疗程[3,4]。 

    对照组采用西药口服盐酸氟桂利嗪胶囊 10 mg，每晚 1 次，



 
-126-                                                          Clinical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2016  Vol.(8)  No.18

加普通针刺，选穴：双侧风池穴、双侧供血（在风池穴下 1.5

寸，水平下口唇处）、双侧颈夹脊穴（此穴在颈椎棘突下旁开

0.5 寸处，每一侧取 5～7 个穴，以出现异常的椎体为中心，上

下可取穴 3 对）。操作手法与观察组相同，留针时间为 30 min，

1 次/ d，10 d 为 1 个疗程。  

1.3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17.0 上统计学软件，对以上研究数据进行统计

学分析，计量数据使用（ ）来表示，进行 t 检验，并对此

计数资料进行 x2检验，P＜0.05 时为有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 

1.4 疗效评定标准[5,6] 

参照《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制定。痊愈：头晕、头疼，

上肢酸困不适症状及体征完全消失，可以参加日常工作和学

习。显效：大部分不适症状和体征缓解，少数症状比以前有明

显改善，基本能进行日常生活。有效：一些不适症状得到缓解，

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无效：症状和治疗

前比较无任何缓解和加重。 

颈性眩晕症状与功能评分：该量表包括：头疼、头晕，颈

肩痛、上肢酸困不适及胀痛、日常生活、学习、工作、情绪和

社会适应能力。每项均分为 5 个等级，全表满分为 30 分。 

2   结  果  

两组颈性眩晕经治疗后，对照组痊愈 2 例，占 6.7%，显效

5 例，占 16.7%，有效 17 例，占 56.7%，无效 6 例，占 20.0%，

观察组痊愈 14 例，占 46.7%，显效 8 例，占 26.7%，有效 7 例，

占 23.3%，无效 1 例，占 3.3%。临床疗效对比具有明显差异性，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对照组与观察组临床疗效情况对比表  [n（%）] 

组别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2（6.7） 5（16.7） 17（56.7） 6（20.0） 80.0 

观察组 14（46.7） 8（26.7） 7（23.3） 1（3.3） 96.6※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 

表 2  颈性眩晕症状与功能评分比较  [（ ），分]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t∆ P∆ 

对照组 30 12.18±5.69 16.97±3.25 2.492 ＜0.05 

观察组 30 10.95±4.73 22.56±1.56 2.387 ＜0.05 

t  1.744 2.545   

P◊  ＞0.05 ＜0.05   

注：
∆
为本组治疗前后相比，

◊
为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 

3   结  论 

颈椎病的治疗，中药加电项针的疗法具有很好的临床效

果。值得临床推广，平常注意日常生活中头、颈、肩、背的正

确姿势及看手机、电脑、电视的合适时间，并加强肩颈部肌肉

的锻炼，以减少颈椎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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肛垫缝扎固定注射加外痔切除术治疗混合痔的 
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anal cushion suture fixation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external hemorrhoids excision in the treatment of mixed hemorrho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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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肛垫缝扎固定注射外痔切除术治疗混合痔的临床疗效。方法：随机将 120 例混合痔患者分为两组，治

疗组（60 例）和对照组（60 例）。治疗组行肛垫缝扎固定注射外痔切除术，对照组行外痔剥离内痔结扎术（Milligan-Morgan，简

称外剥内扎术），观察两组术后恢复情况及并发症。结果：两组治愈时间、水肿、继发性出血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术后残留皮赘比较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疼痛和排尿障碍比较则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使用肛垫缝扎

固定注射外痔切除术治疗混合痔疗效确切，患者愈合快，创伤小，出血少，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混合痔；肛垫缝扎固定注射；外痔切除术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anal cushion suture fixation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external hemorrhoids 

resec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mixed hemorrhoids. Methods: 120 cases of mixed hemorrhoid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reatment group (60 cases) and control group (60 cases). Treatment group received anal cushion suture fixation injection and external 

hemorrhoids resection,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external dissection and internal ligation (Milligan Morgan, referred to as the 

stripping internal ligation). The post treatment recovery and complications were observed in both groups. Results: Comparison  of cure 

time, edema, secondary hemorrhage and postoperative residual skin tag between the two groups showed better results for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1) while, the postoperative pain and voiding dysfunction had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between the groups. Conclusion: The use of anal cushion suture fixation  injection and external hemorrhoids resection surgery in 

the treatment of mixed hemorrhoids not only have very good curative effect but also the healing time is fast with very little l trauma as well 

as less bleeding. Therefore, anal cushion suture fixation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external hemorrhoids resection has a good prospect for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Mixed hemorrhoids; Anal cushions suture injection; External hemorrhoids resec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8.061 
 

混合痔是肛肠科一种常见病、多发病，手术方式多种

多样。目前使用 多的术式仍是经典的外剥内扎术，术后疗

效确切，但也存在较多缺点，如手术创面大、术后肛门疼痛

剧烈、愈合时间长等。为改善上述不足，笔者于 2012 年 10

月—2014 年 10 月采用肛垫缝扎固定注射加外痔切除的手术

方法治疗 60 例混合痔患者，与外剥内扎术方法相比较，结

果满意，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排除手术禁忌证后，纳入 120 例混合痔患者，男性 86 例，

女性 34 例，年龄 18～58 岁，病程 1～44 年，按入组先后顺序

随机分为治疗组、对照组，即肛垫缝扎固定注射加外痔切除术

组（治疗组）和外剥内扎术组（对照组），各 60 例。治疗组中

男性 41 例，女性 19 例，平均年龄（42.0±8.9）岁；对照组中

男性 45 例，女性 15 例，平均年龄（42.7±9.1）岁；两组患者

临床资料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诊断标准 

诊断标准根据《中医肛肠科常见病诊断指南（2012 版）》[1]。 

1.3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术前均行常规体格及相关实验室检查，排除手术

禁忌证。术前患者用开塞露排空大便。局部麻醉后，取侧卧位，

碘伏消毒，铺无菌巾，用手指及扩肛器扩肛，充分暴露痔核。 

1.3.1 治疗组    

扩肛后，放入喇叭状肛门镜，把脱出的痔核推入肛内，使

其全部复位。第一步：在肛门镜下，分别在 3 点位、7 点位、

11 点位，于齿状线上 3～4 cm 处用 3～0 可吸收线做肛垫（痔

上黏膜）缝扎固定，每点针距 1 cm，深以近肌层为度。缓慢退

出肛门镜，观察黏膜回复情况，如有黏膜明显隆起处，可在距

肛缘 2 cm 处再次做黏膜缝扎固定。第二步：取 1︰1 消痔灵注

射液分别于齿状线上 3～4 cm 处各缝扎固定点间注射，深度在

黏膜下层及黏膜层，每点为 2～3 mL。注射后，以右手食指轻

按各注射点，使药液均匀分布于黏膜下，按压时间约 5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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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梭形切除外痔皮肤，剥离清除皮下增生的结缔组织和

所有曲张的静脉丛，修整创缘使切口皮肤在自然状态下对合，

有出血者，电凝止血后，对皮缝合。 

1.3.2 对照组    

扩肛后，在外痔部分做“V”字形皮肤切口，剥离清除皮

下增生的结缔组织和所有曲张的静脉丛，至齿线上 0.5 cm，然

后以血管钳沿肛管纵轴钳夹内痔基底部，以 10 号丝线做贯穿

结扎，修整创缘使切口皮肤在自然状态下对合，有出血者，电

凝止血，使创面引流通畅。术毕，检查肛门口径，以容下 2 指

尖为度。           

两组术后肛门周围行 1︰4 亚甲蓝液（亚甲蓝 1 mL︰利多

卡因 2 mL︰布比卡因 2 mL）5 mL 创缘皮下注射，以达长效止

痛。术后当日半流质饮食，常规应用抗生素预防感染，控制排

便 24 h，便后以硝矾洗剂（芒硝 20 g，硼砂 10 g，白矾 10 g）

坐浴，消毒创面后肛内置肛泰软膏和复方角菜酸酯栓 1 枚，直

至创口愈合。 

1.4 观察项目   

观察两组愈合时间、疼痛程度及水肿、继发性出血和排尿

障碍（24 h 内尿潴留，需用药或导尿者）发生情况。 

1.5 疗效判断标准   

1.5.1 治愈标准 

治愈：症状消失，痔核明显缩小或消失；好转：症状改善，

痔核缩小；无效：症状及体征均无变化。 

1.5.2 疼痛评分采用 VAS 评分标准。 

1.6 统计学方法   

运用 SPASS17.0 软件，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

用 x2检验。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愈合时间比较  

表 1  两组患者愈合时间比较  [（ ），d] 

组  别 n 愈合时间 

治疗组 60 12.1±3.4 

对照组 60 23.6±5.7 

P - ＜0.05 

2.2 两组患者术后疼痛比较     

表 2  两组患者术后不同时间肛门疼痛 VAS 评分比较  [（ ），分] 

组别 n 第 1 天 第 3 天 

治疗组 60 4.76±1.04 3.35±0.45 

对照组 60 4.83±0.71 3.57±0.81 

P - ＞0.05 ＞0.05 

2.3 两组患者术后水肿、排尿障碍、肛缘皮赘残留、出血比较  

表 3  两组患者术后水肿、排尿障碍、肛缘皮赘残留、出血比较 

组别 水肿 排尿障碍 肛缘皮赘 继发性大出血 

治疗组 5 4 2 0 

对照组 22 6 9 1 

P ＜0.05 ＞0.05 ＜0.05 ＜0.05 

2.4 结论 

两组患者均全部治愈，总有效率 100.0%，均未发现肛门

狭窄、大便失禁及黏膜外翻。治疗组在愈合时间、术后肛缘水

肿、皮赘残留、继发性大出血发生率比较，明显优于对照组（P

＜0.05）；由于两组患者术后均应用了长效止痛剂，术后疼痛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  论 

1975 年 Thomson 在他的论文中首次提出“肛垫学说”， 认

为肛垫是人人皆有的正常解剖结构，为一高度特化的血管性衬

垫，位于肛管的右前、右后及左侧，是由黏膜上皮、血管、平

滑肌和纤维组织共同组成的复合体，与精细控便有密切关系[2]。

痔的本质为肛垫发生病理性肥大、Treitze 肌断裂、肛垫下移形

成。大量的临床观察发现：混合痔脱垂的组织不只有内痔，还

有部分直肠黏膜。因此，在治疗时不仅要处理痔体本身，也要

处理脱垂的直肠黏膜。 

肛垫缝扎固定注射术的作用：①结扎痔上动脉，阻止了痔

组织的血供，使痔组织发生缺血性萎缩；②有效地预防了痔组

织坏死脱落期可能出现的大出血；③通过缝扎线的异物刺激和

缝扎固定，使松弛向下滑脱的直肠黏膜和肛垫组织得以恢复原

位而固定[3]；④消痔灵注射的应用，可有效地弥补痔上动脉缝

扎不全的漏洞，使其他部位细小的动脉供应也得以阻断，痔黏

膜层、黏膜下层发生无菌性炎症，使松弛滑脱的肛垫与肌层纤

维粘连，将脱垂的直肠黏膜、肛管皮肤恢复到正常的解剖位置
[4]。此时，行外痔部分切除术，能够精确判断和仅仅切除增生

的病理性组织，对保留正常的直肠黏膜、肛管皮肤非常有利，

可以保留更多的正常肛管组织，避免过多切除而产生并发症。 

混合痔外剥内扎术是治疗混合痔的传统经典手术方式，优

点是简单、效果稳定，但也有一定不足，如出血多、愈合慢、

并发症多等。肛垫缝扎固定注射加外痔切除术具有疗效确切，

愈合快，创伤小，出血少的优点，在愈发重视时间观念和强调

医疗安全的今天，有着良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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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肌瘤应用传统开腹和腹腔镜微创治疗的比较 
Comparison of traditional open surgery and minimally invasive 

laparoscopic surgery in treating uterine fibro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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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比较子宫肌瘤应用传统开腹和腹腔镜微创治疗的效果及安全性。方法：选取 108 例子宫肌瘤患者作为研究

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54 例；对照组采取传统开腹子宫肌瘤剔除术治疗，观察组采取腹腔镜微

创子宫肌瘤剔除术治疗；对比两组患者的手术疗效观察指标，综合评价两种治疗方法的安全性。结果：两组患者的剔除肌瘤个数、

剔除最大肌瘤直径、肌瘤残留率、肌瘤复发率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但观察组患者的疗效满意率显著大于对照组（P＜0.05）；

观察组手术时间长于对照组，但无显著性差异（P＞0.05）；观察组术中出血量显著少于对照组，排气时间、术后住院时间均显著

短于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显著小于对照组；两组数据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结论：传统开腹和腹腔镜微创子宫肌瘤剔除

术治疗子宫肌瘤的疗效相当，与传统开腹术对比，腹腔镜微创术的手术时间略长，但具有创伤性小、术后恢复快、并发症发生少

及疗效满意率高优势。 

【关键词】子宫肌瘤；传统开腹；腹腔镜微创 

【Abstract】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effect and safety of traditional open surgery and minimally invasive laparoscopic surgery in 

treating uterine fibroids. Methods: 108 patients with uterine fibroids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ith 54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traditional open surgery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minimally invasive laparoscopic surgery. Operation curative effect observation indexes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compared to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the safety of two methods.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number of excluded fibroids, the 

maximum size of the excluded myoma, the residual rate of myoma and the recurrence rate of myoma of two groups (P＞0.05), but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operation tim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ng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but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ignificance (P＞0.05); the operative blood loss, exhaust time, 

postoperative hospital stay and complication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raditional open surgery and minimally invasive laparoscopic surgery had similar 

effect in treating uterine fibroids,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open surgery, minimally invasive laparoscopic surgery took longer time, but it had 

the advantages of being minimal invasive, rapid postoperative recovery, less complications and high curative effect satisfaction rate.  

【Keywords】Uterine fibroids; Traditional open surgery; Minimally invasive laparoscopic surger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8.063 

 
子宫肌瘤是指宫腔内的平滑肌增生，结合少量的结蹄组织

纤维形成子宫肿瘤，与女性性激素分泌紊乱、生理及心理不协

调密切相关[1]。在临床上，子宫肌瘤作为女性常见的良性肿瘤，

通过手术剔除肌瘤的效果确切，预后良好，作为治疗子宫肌瘤

的主要有效方法。传统开腹子宫肌瘤剔除术作为子宫肌瘤的常

规治疗方法，但手术切口长、创伤性较大，对盆腹腔的影响较

大。近年来，随着腹腔镜技术的广泛发展，腹腔镜微创子宫肌

瘤剔除术广泛用于治疗子宫肌瘤，与传统开腹术对比，具有创

伤性小、术后恢复快及安全性高等优点。对此，为进一步提高

对子宫肌瘤的手术治疗效果，本研究旨在比较子宫肌瘤应用传

统开腹和腹腔镜微创治疗的效果及安全性。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于 2012 年 8 月—2015 年 6 月治疗的 108 例子宫

肌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对照组

54 例，年龄 23.6～45.5 岁，平均年龄（36.5±3.5）岁；病程

0.5～13.5 年，平均病程（3.6±1.6）年；血红蛋白含量（124.46

±14.51）g/ L；盆腔手术史 13 例，合并内科病史 9 例；观察

组 54 例，年龄 24.5～45.6 岁，平均年龄（37.4±3.3）岁；病

程 0.4～13.2 年，平均病程（3.4±1.2）年；血红蛋白含量（124.55

±14..47）g/ L；腔手术史 14 例，合并内科病史 10 例；两组患

者的一般资料无统计学差异（P＞0.05）。 

1.2 研究方法 

对照组采取传统开腹子宫肌瘤剔除术治疗，采取全身麻

醉，常规腹部切口，在直视下行子宫肌瘤剔除术，严格按照按

《妇产科手术学》开腹子宫肌瘤剔除术方法操作。观察组采取

腹腔镜微创子宫肌瘤剔除术治疗，在全身麻醉后，取头低臀高

位，于脐部穿刺建立气腹后，置入腹腔镜后，充入 CO2维持一

定腹压后，在腹腔镜的介导下，于左右麦氏点处进行穿刺置入

套管，置入手术器械后，对病灶进行探查，注意子宫肌瘤与周

期组织的粘连情况，暂时阻断子宫动脉；必要时，可往子宫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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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注入垂体后叶素；根据子宫肌瘤的形态结构、大小及位置，

电凝打开肌瘤包膜，电切清除附件组织，逐个剔除肌瘤；同时，

检查患者合并其他病症，将剔除肌瘤粉碎后取出，并将肌瘤组

织进行病理检查；采用生理盐水冲洗病灶，检查是否出现活动

性出血、防止盆腔粘连及放置引流管，服用抗生素防止感染。 

1.3 临床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的手术疗效观察指标，包括剔除肌瘤个数、

剔除 大肌瘤直径、肌瘤残留率、肌瘤复发率及疗效满意率，

根据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排气时间、术后住院时间及并发

症发生率，综合评价两种治疗方法的安全性；肌瘤复发的判定

标准：术随访 6 个月期间，经盆腔 B 超及妇科检查确诊为子宫

肌瘤；疗效满意的判定标准：月经量减少、月经周期规律、无

腹痛及其他明显症状，残留肌瘤无增大趋势或逐渐缩小[2,3]。 

1.4 数据处理   

采用统计软件 SPSS17.0 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x2检验，P＜0.05 说明具有统计学差异。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的手术疗效观察指标对比 

两组患者的剔除肌瘤个数、剔除 大肌瘤直径、肌瘤残留

率、肌瘤复发率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但观察组患者的

疗效满意率显著大于对照组（P＜0.05）；详情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的手术疗效观察指标对比 （ ） 

组别 剔除肌瘤个数（个） 剔除 大肌瘤直径（cm） 肌瘤残留[n（%）] 肌瘤复发[n（%）] 疗效满意[n（%）] 

对照组（n=54） 1.75±1.51 5.48±1.28 2（3.7） 7（13.0） 41（75.9） 

观察组（n=54） 1.62±0.96 5.65±1.31 3（5.6） 6（11.1） 50（92.6） 

t 4.632 4.854 8.742 9.023 12.562 

P 0.089 0.082 0.094 0.086 0.046 

2.2 两组患者的手术治疗情况对比 

观察组手术时间长于对照组，但无显著性差异（P＞0.05）；

观察组术中出血量显著少于对照组，排气时间、术后住院时间

均显著短于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显著小于对照组；两组数据

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详情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的手术治疗情况对比  [（ ），n=54] 

组别 
手术时间

（min） 

术中出血量

（mL） 

排气时间

（h） 

术后住院

时间（d） 

并发症 

[n（%）]

对照组 81.3±18.5 104.2±31.5 25.3±2.11 6.87±1.45 4（7.41）

观察组 94.7±24.3 53.4±30.2 17.2±1.56 3.89±1.24 1（1.85）

x2 10.763 8.632 9.023 9.531 13.587 

P 0.065 0.026 0.024 0.021 0.042 

3   讨  论 

传统开腹子宫肌瘤剔除术在直视下进行手术操作，对子宫

肌瘤的清除率高，可控性强，对瘤腔关闭更彻底，可显著恢复

子宫的结构形态。此外，传统开腹子宫肌瘤剔除术的适应证较

为广泛，手术的开展不受子宫肌瘤大小、形态、数目及病灶位

置的限制[4]。通过腹腔镜微创子宫肌瘤剔除术治疗子宫肌瘤，

旨在消除病灶、缓解症状、改善预后、预防复发及提高治疗的

安全性。在腹腔镜介导下，可充分剔除子宫肌瘤，对病灶位置、

大小、程度及预后进行准确判断，治疗的靶向性强。在本研究

中，两组患者的剔除肌瘤个数、剔除 大肌瘤直径、肌瘤残留

率、肌瘤复发率均无显著性差异；提示传统开腹和腹腔镜微创

子宫肌瘤剔除术治疗子宫肌瘤的疗效相当。 

在传统开腹子宫肌瘤剔除术创伤性较大、手术切口较大、

存在子宫瘢痕及术中出血量较多，均限制传统开腹子宫肌瘤剔

除术的广泛开展[5]。本研究中，观察组患者采取腹腔镜微创子

宫肌瘤剔除术，通过信号转换系统可将子宫肌瘤的临床情况更

直观地以图像的形式显示出来，以数据的形式放大，更易于发

病微小病灶，提高子宫肌瘤的根治率，减少病情的复发[6]。两

组患者的手术治疗情况对比中，观察组手术时间长于对照组，

但无显著性差异；但观察组术中出血量显著少于对照组，排气

时间、术后住院时间均显著短于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显著小

于对照组；此外，观察组患者的疗效满意率显著大于对照组；

提示与传统开腹术对比，腹腔镜微创术的手术时间略长，但具

有创伤性小、术后恢复快、并发症发生少及疗效满意率高优势。

由于腹腔镜微创子宫肌瘤剔除术对手术操作水平要求高，需根

据患者的子宫肌瘤大小、位置、数目、类型等，严格评估患者

的手术适应证。 

综上所述，传统开腹和腹腔镜微创子宫肌瘤剔除术治疗子

宫肌瘤的疗效相当，与传统开腹术对比，腹腔镜微创术的手术

时间略长，但具有创伤性小、术后恢复快、并发症发生少及疗

效满意率高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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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中药联合微波理疗在妇产科术后切口脂肪液化的应用效果。方法：选择 2014 年 10 月—2015 年 12 月

在本院妇产科行腹部切口手术中确诊为切口脂肪液化渗出 36 例，随机将患者分为两组。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治疗，实验组患者

给予中药联合微波理疗治疗，观察比较两组患者的症状消失时间、切口痊愈率及再次裂开率。结果：通过实验组跟对照组的效果

对比，得出实验组症状消失时间、切口痊愈率及再次裂开率均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有统计学意义。结论：探讨中药联合

微波理疗在妇产科术后切口脂肪液化的应用，可以减轻患者疼痛，减少感染，促进切口愈合。 

【关键词】妇产科；切口脂肪液化；微波理疗；中药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bined with microwave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fat liquefaction of abdominal operation in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 Methods: 36 patients with fat liquefaction of abdominal 

operation in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14 to December 2015,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conventional treatment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bined with microwave therapy, symptom disappearance time, wound healing rate and the rate of re 

rupture of patients in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and compared. Results: The symptom disappearance time, wound healing rate and the rate 

of re ruptur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bined with microwave therapy could relieve the patients pain, reduce infection 

and promote healing in the treatment of fat liquefaction of abdominal operation in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 

【Keywords】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 Fat liquefaction of abdominal operation; Microwave therap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8.064 

 

脂肪液化即切口脂肪细胞坏死液化，细胞内脂质溢出，造

成皮下积液，内含有脂肪滴，伴有巨细胞反应，属无菌性炎症
[1]。脂肪液化的病因尚不完全明确，但总的来说，与医源性因

素和患者本身两个方面有关。妇产科手术后腹部切口并发症时

有发生，它与手术性质、病情程度、术者的技术、医疗条件等

都有关。但随着近年来诊疗技术的不断进步、预防措施的重视

与完善，严重的腹部切口并发症已很少见。但脂肪液化、感染、

血肿、裂开等仍时有发生[2]。其中，腹部切口脂肪液化是比较

常见的并发症。本文研究分析中药联合微波理疗在妇产科术后

切口脂肪液化的应用效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本资料 

选择 2014 年 10 月—2015 年 12 月在本院妇产科行腹部切

口手术中，发现术后切口有淡黄色油性液体渗出，经临床相关

检查及渗出液细菌培养，排除细菌感染，确诊为切口脂肪液化

渗出 36 例。所有患者均测量身高体重，经用尿常规、血生化、

心电图、彩超等证实无心脑肾血管并发症及糖尿病，并排除继

发性高血压、近期急性感染，服用精神影响药物、甲亢及 1 年

内手术史者。 

使用计算机随机分组的方法将患者分为两组，分组前经过

知情同意，符合伦理学原则。对照组 18 例，年龄 25～72 岁，

平均年龄（40.09±8.11）岁，手术包括有剖宫产 7 例，子宫切

除 7 例，卵巢肿瘤 2 例，其他 2 例；实验组 18 例，年龄 25～

71 岁，平均年龄（40.53±8.64）岁，手术包括有剖宫产 6 例，

子宫切除 8 例，卵巢肿瘤 1 例，其他 3 例；两组患者的年龄、

手术方式等对比均衡性较好，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具有可比性。 

1.2 研究方法 

对照组：渗液少者可每日挤压切口 1～2 次，每次尽量将



 
-132-                                                          Clinical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2016  Vol.(8)  No.18

液化脂肪挤净，然后常规换药。渗液较多或持续时间长者，酌

情口服或静脉使用抗生素预防感染。如果渗液较多，应拆除部

分或全部缝线，用细硅胶管或塑料管（交错剪几个孔）负压引

流，引流通畅可以防止脂肪液化的加重并促进肉芽组织的生

长。等渗液减少或没有时可在消毒下用宽胶布拉拢，待其自然

愈合。 

实验组：用大黄 100 g，芒硝 100 g，碾碎后混合，用双层

纱布包好，每日换药时尽量将液化脂肪挤净，切口常规消毒后，

覆盖两层无菌纱布，将包好的大黄、芒硝盖在无菌纱布上，胶

布固定好，微波红外治疗仪照射 30 min，2 次/ d。渗液较多者，

敷料变硬，可 1 日换药 2 次，直至切口无液体渗出。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的症状消失时间、切口痊愈率及再次裂开率。 

1.4 数据处理 

所有切口脂肪液化的数据均进行准确核对和录入，采用

SPSS17.0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症状消失时间为计量资料，使

用（ ）表示，组间比较使用 t 检验；切口痊愈率及切口裂

开率为计数资料，使用[n（%）]表示，组间比较使用 x2检验。

当数据对比存在 P＜0.05 时，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通过实验组跟对照组的效果对比，得出实验组症状消失时

间、切口痊愈率及再次裂开率均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

有统计学意义。详细结果见表 1。 

表 1  两组各项指标比较  （ ） 

组别 n 症状消失时间（d） 切口痊愈率（%） 切口裂开率（%）

对照组 18 6.2±0.5 96 0 

实验组 18 3.1±0.6 100 0 

3   讨  论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肥胖人群增加，各种社会因素

导致剖宫产率的不断上升及高频电刀的广泛应用，腹部手术切

口脂肪液化的发生有增多趋势，严重影响了切口愈合的质量，

寻找简单有效的治疗手段对妇产科腹部手术术后患者恢复具

有重要意义。妇产科术后腹部切口并发症时有发生。其中，腹

部切口脂肪液化是比较常见的并发症。当患者在手术结束 4～7 

d 切口有淡黄色液体渗出，切口愈合差，渗出液镜检有脂肪滴，

切口皮下组织有力且边缘无红肿疼痛，无炎症反应等，能够判

断为脂肪液化的发生[3,4]。 

对腹部手术切口脂肪液化及早发现、早期引流是关键。国

内外多见以早期充分清创引流的报道，多采用细硅胶管或塑料

管（交错剪几个孔）负压引流、热敷等方法，部分采用贝复济

（外用重组牛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对来源于中胚层的细

胞（如上皮细胞、成纤维细胞、血管内皮细胞）具有促进修复

和再生作用）纱条引流，费用高昂[5]。 

随着我国中医药的迅猛发展，大黄有苦寒、攻击、解毒、

祛 作用，芒硝有清热、消肿、止痛、收敛之功效，从而能促

进切口的愈合。两者联合使用，可以对脂肪液化进行较好的抗

感染作用，并可以促进切口的愈合。而微波理疗中，穿透作用

能够较好地到达患者的深层脂肪组织，并加强切口的血液循

环，使细胞再生，促进细胞功能早期恢复，使切口愈合加快[6]。 

从本次实验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实验组症状消失时间

（3.1±0.6）d、切口痊愈率（100%）及再次裂开率（0%）均

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有统计学意义。说明联合使用中

药与微波理疗，可以更好地改善患者的症状。 

采用以中药联合微波理疗为主的综合治疗护理措施，可充

分发挥中医理疗和药物的治疗效果，其操作简单，可望为术后

切口脂肪液化的治疗提供新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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敛创消肿方治疗甲状腺手术切口脂肪液化的疗效 

目的：观察敛创消肿方（大黄 100 g、芒硝 50 g、黄连 50 g、

栀子 50 g 干燥粉碎后混合均匀）外敷甲状腺手术颈部切口脂肪

液化的疗效。方法：甲状腺手术颈部切口脂肪洼化患者 186 例。

随机分为对照组（87 例）与治疗组（99 例）。其中对照组应用

常规碘伏（单质碘与聚乙烯吡咯酮的不定型结合物）消毒切口

换药治疗，治疗组以敛创消肿方外敷促进切口愈合，观察两组

切口愈合时间。结果：治疗组切口愈合时间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1）。结论：甲状腺手术颈部切口脂肪液化外敷敛创消肿

方能明显缩短伤口愈合时间，减少疤痕形成，提高甲级愈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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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外伤软组织缺损腹部皮瓣术后的观察护理 
Nursing care of patients with soft tissue defect of hand injury after abdominal 

skin flap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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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通过对 86 位手外伤腹部皮瓣患者行中西医观察护理，可减少并发症，提高手部功能恢复。方法：认真制

定术前术后护理计划，细致实施计划内容。个性化服务每个患者。结果：86 位手外伤患者无 1 例发生护理并发症，手功能得到了

最大限度地恢复。结论：手外伤组织缺损腹部皮瓣患者的手功能恢复与护理人员的中西医认真观察护理有一定的相关性。 

【关键词】手；皮瓣；观察；护理；外伤 

【Abstract】Objective: To reduce the complications and improve the functional recovery of the hand through the observation of 86 

patients with abdominal skin flap. Methods: Careful pre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nursing plans and detailed implementation were 

provided to give patients personalized service. Results: There was no case of nursing complications in 86 patients with hand injury, and the 

hand function recovered to the maximum. Conclusion: The hand function recovery of the patients with abdominal skin flap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areful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observation and care of the nursing staff. 

【Keywords】Hand; Skin flap; Observation; Nursing; Trau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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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瓣是带有皮下脂肪的一块皮肤，用以修复皮肤缺损。移

植时必须保留部分皮肤与供皮区相连，相连的部分称蒂。在皮

瓣移植后由蒂部提供血运和营养。皮瓣连接受皮区，经过一定

的时间与受皮区建立新的血循环后，再将蒂断开，完成皮瓣的

移植。腹部皮瓣即把腹部当成供皮区，多用袋状皮瓣，修复手

部皮肤脱套状撕脱伤。随着社会经济和显微外科手术的飞速发

展及人们对健康质量的要求增高，腹部皮瓣手术在临床上得到

广泛应用，给手外伤患者提供了重塑手功能的机会。经过随访，

所有患者手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恢复。皮瓣的成功不仅取决于

手术，手术期护理也非常重要。现将临床护理总结如下。 

1   临床资料   

本组病例 86 例，男性 53 例，女性 33 例；年龄 16～58

岁，平均年龄 32 岁。机械绞轧伤 60 例，爆炸伤 5 例，车祸伤

8 例，车门挤压伤 8 例，断指再植术失败 5 例。受伤后至来诊

时间最短 1 h，最长 6 d。术后 21 d 断蒂 76 例，有 10 例断蒂超

过 21 d。术后 4 个月来院皮瓣修复者 56 例。 

2   术前护理 

2.1 心理护理 

腹部皮瓣手术大部分是突发伤引起的手部软组织大面积

损坏。患者对突如其来的外伤既恐惧无助，又担心受伤的手是

否能保住，手术的方法和结果患者全然不知。显微外科手术难

度大，要求条件高，手术时间长，外伤时伤口污染严重。因此，

护士要认真做好宣教和心理疏导。①向患者及家属介绍手术的

成功病例，看手术成功图片，并请手术成功的患者谈体会。②

向患者及家属介绍手术的方法、目的、效果及术前术后的注意

事项，阐明手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③解释患者提出的疑虑。

④术后向患者讲解手术的结果，用亲切的语言进行安慰和鼓

励，告诉患者手术很顺利，血管吻合好，皮瓣血运良好，要耐

心卧床休息等，使患者处于治疗护理的最佳心理状态，积极配

合治疗、护理。⑤如实告知术后有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和后遗症，

并告知预防措施。 

2.2 训练床上大小便 

体位改变可影响皮瓣供血，过度牵拉可使皮瓣循环受阻，

导致皮瓣缺血甚至坏死。因此，术后患者必须绝对卧床休息两

周。术前训练床上大小便必不可少。告知患者卧床大小便的必

要性。 

2.3 告知患者禁止吸烟 

研究显示，烟草中的尼古丁、CO 等有毒物质可使血管痉

挛，损伤小血管壁，促使血栓形成，影响皮瓣供血，从而降低

皮瓣的存活率。因此，术前 1 个月应戒烟，术后戒烟更加重要。 

2.4 术前严格备皮  

术前 3 d 用温生理盐水清理供区和周围皮肤（术区备皮面

积为中心外 15 cm）。特别是术区与供区皮肤交汇处，要彻底清

理。有伤口的要给予换药，2次/ d，面积大于手术切口周围 5 cm。

术前 1 d 清除手术区毛发清洗干净消毒并清洁更换患者服和床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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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后护理 

3.1 防止术后感染发生 

3.1.1 卧床休息，患肢制动  

术后卧床休息，患肢制动，给予高营养易消化饮食，禁止

辛辣刺激，牛奶、豆浆、甜食等易引起积食的食物；防止褥疮

发生。皮瓣移植术后，患肢固定位置的变化可使蒂部扭转，妨

碍皮瓣血运，推迟愈合，甚至发生缺血，直接影响皮瓣成活。

因此，处理好这个环节至关重要。患肢固定外加腹带制动，在

两指间，肢体与胸腹之间用纱布隔开，以防皮肤溃烂。抬高患

肢 2～3 周：术后患肢应放置略高于心脏水平，但过高会影响

皮瓣动脉灌注，过低会使静脉回流不畅。一般略高于心脏水平

10°～15°即可。 

3.1.2 调控室温，防止吸烟  

术后当天患者家属过多，一定要告知不能吸烟。劝解家属

离开病房，防止人多污染病房空气。室内温度保持在 25～30

℃，以免过冷引起皮瓣血管痉挛，过热皮瓣温度过高增加耗氧

量不利皮瓣成活。患者手术结束回病房后，患者应以电热毯或

热水袋复温，经过 2～3 h 复温后可以去掉这些复温措施，复温

过程中应防止烫伤患者。 

3.1.3 严密观察皮瓣区的血运情况  

术后 24 h 应严密检查伤口及血运情况。1 次/ h，术后 2～3 

d，每 2 h 检查 1 次，包括颜色温度、毛细血管反应等。并注意

观察伤口渗血情况。①颜色：组织移植后，由于失去神经的作

用和支配及皮瓣神经的损伤，致使皮瓣较正常组织稍苍白，

24～72 h 后转为粉红色或比正常组织稍红稍淡属正常。72 h 后

如发现皮瓣仍苍白，说明皮瓣循环障碍，皮瓣暗红或紫色均为

血液回流障碍，应及时报告医生。②温度：皮瓣移植后，血管

处于扩张状态（因神经血管尚未恢复成活）皮温一般较健侧低

1°～2°属正常。如偏差较大，局部可用红外线烤灯间断照射，

灯距 30～50 cm。③毛细血管反应慢说明血供差，要及时查找

原因。④皮瓣肿胀明显，要及时报告医生，查找原因。如是否

皮瓣回流受阻，或有皮下血肿等，应及时处理。必要时在皮瓣

最低位拆除一针缝线，安放引流条，解除皮瓣蒂的压迫。 

 

4   认真执行医嘱 

按时使用抗生素，扩血管药物、抗凝药物，收缩血管和止

血药物慎用或禁用。输液速度不能过快，即保持皮瓣有效灌注，

又要防止大量低温液体输入引起血管痉挛。如果牙龈、鼻腔有

出血，皮下有瘀斑，要告知医生，调整抗凝血药物用量。严格

观察用药反应。功能锻炼：术后 14 d，皮瓣缝合线拆线。拆线

后应鼓励患者下床活动。患者先在室内活动，以防突然晕倒（体

位性低血压）。下地活动和睡觉时还要固定好皮瓣。3～4 周断

蒂后，鼓励患者做腕、肘、肩关节活动，防止关节强硬粘连。

告知患者不要烫伤和冻伤皮瓣区。 

5   疼痛护理 

腹部皮瓣手术后，患者大部分带有止痛泵，接患者后，要

按患者麻醉恢复情况及时开启止痛泵。疼痛的刺激会使患者血

管痉挛，引起血供差。如果止痛泵胃肠反应明显，或止痛效果

不好，要及时改用其他药物进行止痛，防止患者术后疼痛不良

刺激发生。 

6   讨  论 

皮瓣移植术，医生的精细准备和术中操作是成功的前提，

但术前术后的护理是皮瓣移植成功的重要因素。术前心理护理

可使患者消除顾虑及恐惧心理，积极配合治疗。术后的认真观

察和护理，可及时发现皮瓣血供情况；及时处理，杜绝皮瓣移

植失败的发生。细致认真的宣教，可使患者对本身疾病的正确

认识和积极功能锻炼。最大限度地达到肢体功能的恢复，提高

治疗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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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套扎术联合外痔剥离皮瓣整形术治疗混合痔的疗效观察 

目的：观察自动套扎术（RPH）联合外痔剥离皮瓣整形术

治疗混合痔的疗效。方法：将 300 例混合痔患者随机分成两组，

每组各 150 例。治疗组采用 RPH 联合外痔剥离皮瓣整形术，

对照组运用传统外剥内扎术。将两组患者的术后创面疼痛、水

肿、尿潴留、肛门狭窄、创面愈合时间等情况进行比较。结果：

两组患者的创面均愈合（P>0.05）；治疗组患者的创面疼痛、

水肿、尿潴留、肛门狭窄、愈合时间等情况优于对照组

（P<0.05）。结论：自动套扎术（RPH）联合外痔剥离皮瓣整

形术治疗混合痔的疗效确切、并发症少，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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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煎导法结合中医腹部按摩治疗 
老年骨折便秘的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promoting defecation with honey suppository 

combined with TCM abdominal massage in treating constipation  

after senile fra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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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使用蜜煎导法结合中医腹部按摩治疗对改善老年骨折卧床便秘患者的临床效果。方法：选择 2014 年

5 月－2015 年 5 月我院住院治疗的 48 例老年骨折卧床、便秘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24 例。对照组采取常规治疗，在需要时

以灌肠或泻药通便。实验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采用蜜煎导法和中医腹部按摩治疗。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排便次数、排便

难易程度及腹胀、纳减等症状的改善情况。结果：实验组排便恢复情况及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实验组腹痛腹胀、

排气、纳食的改善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蜜煎导法结合中医腹部按摩可明显改善老年骨折卧床患者的便秘症

状，改善纳食情况，可作为老年骨科慢性便秘患者的常规护理手段。 

【关键词】老年骨折；便秘；蜜煎导法；腹部按摩；护理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effect of promoting defecation with honey suppository combined with TCM abdominal 

massage in treating constipation after senile fracture. Method: 48 senile constipation patients after fracture, who were admitted and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14 to March 2015,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experiment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ith 24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conventional treatment and was given laxative or enema to defecate (when patients 

needed) while the experiment group received promoting defecation with honey suppository combined with TCM abdominal massage on the 

basis of the conventional treatment. Defecation frequency, difficulties in defecation, abdominal distension, reduction of symptoms of 

patients in two groups both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 were observed. Result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defecation and curative effect of 

the experi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improvement of the abdominal pain, abdominal 

distension, wind-breaking and appetite of the experi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Promoting defecation with honey suppository combined with TCM abdominal massage could significantly relieve the 

symptoms of constipation patients after senile fracture and improve their appetite; therefore, it could be used as conventional nursing in 

treating chronic constipation patients after senile fracture. 

【Keywords】Senile fracture; Constipation; Promoting defecation with honey suppository; Abdominal massage; Nursing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8.065 

 

便秘是指由于粪便在肠内停留过久，以致大便秘结不通，

排便次数减少，排出困难的一种病症。在不使用泻剂的情况下，

7 d 内自发性排空粪便不超过 2 次或长期无便意[1]。骨科患者由

于长期卧床，便秘成为其 常见的并发症之一，高达 50%～

70%[2]，一般发生于骨折后 3～7 d，患者表现为腹胀、腹痛、

排便困难，严重者影响呼吸和睡眠。本文探讨蜜煎导法结合中

医腹部按摩治疗老年骨折卧床、便秘患者，取得了良好效果。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4 年 5 月－2015 年 5 月我院住院治疗的 48 例老

年骨折卧床便秘患者。其中，男性 19 例，女性 29 例；年龄 64～

96 岁，平均年龄（71.15±1.89）岁。临床检查证实无肠道器质

性疾病，便秘干预前 1 周内未服用治疗便秘的相关药物。便秘

出现时间多在伤后和术后 3～7 d，选择需长期卧床，无合并胸、

腹、盆腔脏器损伤患者。股骨颈骨折 10 例，股骨粗隆间骨折

12 例，胸腰椎骨折 26 例。既往有习惯性便秘史者 5 例，大便

干燥者 5 例，超过 3 d 未解大便者 43 例，大便未解伴有不同程

度腹胀、胃纳减退者 41 例，均符合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3]。

将入选对象分为实验组（24 例）和对照组（24 例）。实验组男

性 10 例，女性 14 例；年龄 65～96 岁，平均年龄（71.5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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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对照组男性 9 例，女性 15 例；年龄 64～87 岁，平均年龄

（70.87±1.14）岁。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等临床资料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护理方法   

两组均以 2 个周为 1 个疗程，若患者在试验期间出院则采

用电话指导、门诊随访的方式继续干预。 

1.2.1 对照组 

采用常规治疗与护理措施：①饮食调理，嘱患者多饮水，

每日饮水量大于 1500 mL，日常饮食中要多吃富含纤维素的蔬

菜和水果；②指导患者养成早餐后排便习惯；③情志护理，定

期进行宣教，解答患者提出的问题；④超过 1 个周未排便者，

给予开塞露灌肠或泻药通便。 

1.2.2 实验组 

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进行蜜煎导法结合中医腹部按摩。 

    ①蜜煎导法：蜜煎导法为取纯正冬蜜糖（60°）20 mL，

加温开水（至 37℃）20～40 mL 混合稀释后低压灌肠，保留灌

肠 10～20 min 后给予中医腹部按摩。在护理过程中笔者发现，

用开塞露、甘油栓塞肛，或番泻叶焗服等均未能取效的老年便

秘患者，用温开水稀释蜜糖低压灌肠，效果明显。 

    ②中医腹部按摩：按摩前排空膀胱，协助患者双腿屈曲，

以脐为中心，用手掌根部沿顺时针方向按摩腹部，按压时呼气，

放松时吸气，使腹部下陷 2～5 cm，幅度由小至大，在左下腹

力量适当加重，然后双手重叠在腹部自上而下做波状（先用手

掌的大鱼际部分着力，然后将力量过度到小鱼际上，并慢慢向

下滑动）揉法，最后以双手拇指或多指在髂前上棘内侧寻找敏

感点，做反复拨揉，以患者左下腹有窜胀感为宜。2 次/ d，每

次 10～15 min。 

1.3 评价指标 

    每天观察、记录患者排便次数、形状、不良反应，如腹痛、

腹胀等。证候疗效评价标准[4]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

则》中的有关标准。①痊愈：主要症状、体征消失或基本消失；

②显效：主要症状、体征明显改善；③有效：主要症状、体征

明显好转；④无效：主要症状，体征无明显改善，甚或加重。

总有效率为痊愈率、显效率及有效率之和。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5.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

（ ）表示，组间比较行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数（%）

表示。用 x2检验，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临床护理治疗后排便情况比较   

临床护理治疗后 1 周每天实验组排便例数显著多于对照

组，且第 1 次排便时间普遍比对照组提前 1 d 以上，第 3 天实

验组所有病例均有排便，而对照组只有 16 例。实验组每天排

便 1 次 10 例，2 d 排便 1 次 12 例；对照组每天排便 1 次有 2

例，2 d 排便 1 次 8 例。见表 1。 

 

 

表 1  两组临床护理治疗后 1 周排便情况比较  （n） 

组别 第1 天 第 2 天 第 3 天 第 4 天 第 5 天 第 6 天 第 7 天

实验组 10 12 14 14 18 16 22 

对照组 2 8 10 9 14 6 14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 两组治疗前后临床症状及体证比较   

实验组腹痛腹胀、排气、纳食的改善情况，明显优于对照

组（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治疗前后临床症状及体征比较   （n） 

腹痛腹胀 排气 纳食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实验组 24 24 2* 23 2* 22 5* 

对照组 24 17 7 22 6 22 8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2.3 两组临床护理疗效比较   

实验组总有效率为 100.0%，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54.2%（P

＜0.05）。见表 3。 

表 3  两组临床护理疗效比较   [n（%）] 

组别 n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实验组 24 17 5 2 0 24（100.0）*

对照组 24 6 4 3 11 13（54.2）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3   讨  论 

3.1 骨科患者发生便秘时，肠道内有毒物质不能排出体外而被

吸收入血，对人体各器官组织造成影响，导致头晕、腹痛、腹

胀、恶心、食欲减退、烦躁不安、失眠等症状，排便困难还可

引起肛裂、痔疮等肛门疾病，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骨折愈合
[5]。便秘通常是老年骨折患者的并发症。主要有以下原因：①

老年人的脏器功能已发生生理性衰退，肠道蠕动能力下降，意

外骨折使患者易产生紧张、焦虑、恐惧等心理反应，使得交

感神经兴奋，肠蠕动减弱，排便感觉减弱；使粪便易滞留在

肠道内。②骨折需持续牵引、长期卧床制动，活动量减少，

使得肠蠕动减弱。③营养缺乏，饮食结构不合理，食物中的

纤维素偏少，加之患者怕饮水增加小便而加重伤肢痛楚。④

患者忽视便意。 

3.2 蜜煎导法出自《伤寒论》[6]。用于发汗或利小便等治疗之

后，津液耗伤、肠道干燥所致的排便困难。老年骨折患者单纯

性便秘的病机与其相同，故可用之。蜂蜜味甘，入脾胃经，能

补中益气，有润燥、滑肠通便的功能，古代医家炼成挺子，纳

入肛中，可导大便[7]。笔者在护理过程中，采用的是蜜糖稀释

加热低压灌肠，取其有清热补中益气、解毒润燥之功，既能增

加胃肠蠕动，又能润滑肠道，使粪便易于排出。蜂蜜通便的机

理主要是蜂蜜中的乙酰胆碱进入人体后会对副交感神经发生

作用，促进肠胃蠕动；此外还与益生菌有关。蜂蜜浓稠会使其

中的益生菌停止活动，经过稀释的蜂蜜，在 36～37℃的胃肠环

境中，益生菌被激活开始活跃，合成并释放各种转化酶，分 

（下转 1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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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保守治疗肱骨近端骨折的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l conservative treatment of proximal 

humerus fractures 
 

李建明  张亚楠   张利剑 

（唐河县中医院，河南  南阳，473400）  
中图分类号：R27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6）18-0137-03    证型：IDGB  
【摘  要】目的：观察中医保守治疗肱骨近端骨折的临床疗效。方法：采用手法复位夹板外固定结合中药三期辨证和功能锻

炼治疗肱骨近端骨折患者 56 例，并随访观察临床疗效。结果：根据 Neer 肩关节功能评分标准评估，优 15 例，良 33 例，中 5 例，

差 3 例，优良率 85.7%。结论：采用中医保守治疗肱骨近端骨折，临床疗效确切，值得推广。 

【关键词】手法复位；夹板；中药；功能锻炼；肱骨近端骨折 

【Abstract】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conservative treatment of proximal 

humerus fractures. Methods: Manipulative reduction and external fixation combined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yndrome and three 

functional exercise was adopted for the treatment of 56 cases with proximal humerus fractures. After the treatment, each cases were 

followed-up for the observation of clinical efficacy. Results: According to Neer shoulder score standard assessment, the results were 

excellent in 15 cases, good in 33 cases, moderate in 5 cases and poor in 3 cases. The improvement rate was 85.7%. Conclusion: Chinese 

medicine’s conservative treatment for proximal humerus fractures has a very good clinical efficacy, so it is worthy of promotion. 

【Keywords】Manipulative reduction; Splint; Medicine; Functional exercise; Proximal humerus fracture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8.066 

 
肱骨近端骨折是指大结节基底部以上部分骨折。骨折可发

生在任何年龄，以 60 岁以上老年人多见，约占老年全身骨折

的 1/3。国外资料统计该部位骨折占全身骨折的 4%～5%，占

肩部骨折的 26%，北京积水潭医院资料统计该部分骨折约占全

身骨折的 2.15%[1]。我院自 2009 年 1 月—2014 年 2 月采用了

手法复位夹板外固定结合中药治疗肱骨近端骨折，取得良好效

果，现总结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纳入研究的患者共 56 例，男性 21 例，女性 35 例；年龄

53～85 岁，按 Neer 分型[2] ，一部分骨折 29 例，二部分骨折

18 例，三部分骨折 6 例，四部分骨折 3 例。致伤原因：直接暴

力伤 8 例，间接暴力伤 48 例。  

1.2 诊断标准   

参照《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3]中拟定的诊断标准：①

有明确外伤史；②体格检查见患肢上臂局部肿胀，伴疼痛、压

痛及功能障碍，可触及骨擦感和异常活动；③X 线摄片检查可

确定骨折类型。  

1.3 纳入标准  

 ①符合上述诊断标准；②肱骨外科颈骨折、肱骨解剖颈

骨折者，骨折至此次就诊时间＜2 周；③自愿参与本项研究，

签署知情同意书者。  

1.4 排除标准   

①肱骨近端病理性骨折或合并严重神经血管损伤者；②合

并严重原发性心血管病变、肝脏病变、肾脏病变、血液疾病、

肺脏病变等影响患者生存的严重疾病者；③不能坚持或配合治

疗，无法判断疗效或资料不全等影响疗效判断者。 

2   方  法  

对裂纹骨折及无移位的嵌插骨折，不予整复，予以三角巾

悬吊患肢 2 周后开始活动。对有移位骨折，根据骨折类型相应

复位和固定。 

2.1 复位方法 

2.1.1 外展型骨折   

患者卧位，屈肘 90°，前臂中立位，第一助手用布带绕

过腋窝向患者头侧方向提拉，第二助手握其肘部，沿肱骨纵轴

方向牵引，矫正重叠移位。术者双手握骨折部，两拇指按于骨

折近端的外侧，其余各指抱骨折远端的内侧向外捺正，第二助

手在牵引下内收患者上臂即可复位。 

2.1.2 内收型骨折   

患者卧位，屈肘 90°，前臂中立位，第一助手用布带绕

过腋窝向患者头侧方向提拉，第二助手握其肘部，沿肱骨纵轴

方向牵引，矫正重叠移位。术者两拇指压住骨折部向内推，其

余各指使骨折远端外展，第二助手在牵引下外展患者上臂即可

复位。 

2.2 固定方法   

采用上臂超肩关节夹板固定，长夹板三块，下端到达肘部，

上端超过肩部 5 cm，短夹板一块，又称蘑菇头状大头垫夹板，

夹板一端用棉花包裹，呈蘑菇头状，下端到达肱骨内上髁以上，

上端到达腋窝。固定时，助手维持牵引，术者将 4 个棉垫放在

骨折部周围，三块长夹板分别放在上臂前、后、外侧，短夹板

放在内侧。外展型骨折时内侧夹板大头垫应顶住腋窝部，内收

型骨折时内侧夹板大头垫应放在肱骨内上髁的上部。先用 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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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带在骨折部下方讲夹板固定，接着用长布条穿过三块超肩夹

板做环状和“8”字固定，再用长布带绕至对侧腋下做固定，

对侧腋下要垫棉垫以免压迫造成皮肤损伤， 后患肢前臂放在

中立板上，使患肢前臂保持中立位，三角巾悬吊。 

2.3 药物治疗 

2.3.1 中药内服   

初期（骨折复位后当天～伤后 2 周）患肢 肿，疼痛明显，

治宜活血化 、消肿止痛，内服桃红四物汤加桑枝、延胡索、

三七、白茅根。中期（伤后 2～4 周）患肢 肿虽消未尽，骨

尚未连接，治宜和营生新，续筋接骨，内服和营止痛汤加减。

后期（伤后 4 周以后）患者因气血亏虚，血不荣筋，肌肉萎缩，

关节不利，治宜养气血、补肝肾、强筋骨，内服八珍汤加减。 

2.3.2 中药外用   

早期和中期夹板外固定时，患处可以予以紫草油纱（紫草、

当归、生地黄、白芷、防风、乳香、没药等药物）外敷。后期

拆除外固定后，患处可予以海桐皮汤（海桐皮、透骨草、乳香、

没药、当归、川椒、川芎、红花、威灵仙、白芷、甘草、防风）

外洗。 

2.4 功能锻炼   

早期让患者握拳、屈伸腕关节运动，中期让患者屈伸肘关

节运动，后期，拆除夹板后，练习肩关节各方向活动（包括内

收、外展、环绕活动）。 

3   结  果  

本组 56 例患者均获随访，随访时间 12～18 个月。采用

Neer 肩关节功能评分标准，疼痛占 35 分，功能占 30 分，运动

限制占 25 分，解剖复位占 10 分。术后总评定分数在 90 分以

上为优，80～89 分为良，70～79 分为可，70 分以下为差。根

据 Neer 肩关节功能评分标准评估：优 15 例，良 33 例，中等 5

例，差 3 例，优良率 85.7%。本组疗效差的 3 例均为四部分骨

折。 

4   讨  论  

肱骨近端骨折的患者多为老年人，常伴有骨质疏松、高血

压病、糖尿病、冠心病等内科基础疾病，采用手术治疗的风险

较大，费用较多，麻醉是第一道关卡，手术创伤又是第二次的

打击，术后并发症较大，比如术口不愈合或者感染，内固定物

的松脱或者断裂，肩关节疼痛等，同时，由于老年患者对手术

的恐惧，甚至产生焦虑和抑郁的心理。采取手法复位夹板外固

定，可以降低治疗的风险。 

手法复位时要用团队合作的精神。术者、助手和患者都要

互相配合。 好让患者采取卧位，嘱咐患者张大口缓慢呼吸，

以利于全身放松。助手缓慢牵引，不可骤然用暴力，因骤然可

使患者肌肉紧张，加大复位难度。术者利用骨膜和周围肌肉的

软组织铰链的作用进行手法推挤的复位，手法复位争取一次成

功，反复整复不仅加重创伤，还可能使骨膜和周围肌肉的软组

织铰链受到破坏，从而更加重了复位的难度，也破坏了血运，

不利于骨折愈合[4]。 

复位后患者骨折处可外敷紫草油，有活血化 和消肿止痛

作用，同时由于紫草油油性滋润肌肤的作用，可以减少夹板直

接接触皮肤造成地过敏。同时，要注意患处皮肤的保护，患处

可以先松松地缠绕几圈绷带，夹板在压住皮肤的一侧要垫棉

垫，防止夹板直接压迫皮肤而造成皮损。 

复位后早期就要鼓励患者握拳、屈伸腕关节的功能锻炼，

通过肌肉舒张的挤压作用和夹板的固定作用，起到“动静结合”

的效果，有利于患处的消肿止痛。后期拆除外固定后，患处可

予以海桐皮汤外洗，同时配合肩关节的活动，减少后肩关节筋

膜的粘连。 

同时，配合中药的三期辨证[5]，初期患肢 肿，疼痛明显，

“旧血不去，新血不生”，治宜活血化 、消肿止痛，内服桃

红四物汤加桑枝、延胡索、三七、白茅根。其中桃仁活血祛 ，

红花活血通经、祛 止痛，当归尾代替当归身，加强活血；生

地代替熟地，赤芍代替白芍，因血 易化热，生地和赤芍加强

清热凉血；川芎活血行气，祛 止痛；桑枝通络消肿，同时引

药上行于上肢；延胡索活血行气止痛；三七化 止血、消肿定

痛；白茅根凉血止血。中期患肢 肿虽消未尽，骨尚未连接，

治宜和营生新，续筋接骨，内服和营止痛汤加减。其中当归活

血和血，川芎活血行气，赤芍清热凉血，桃仁活血祛 ，苏木

活血疗伤、祛 通经，乳香和没药活血祛 ，调经止痛，乌药

和陈皮理气消滞，续断接骨续筋，炙甘草调和诸药。晚期患者

因气血亏虚，血不荣筋，肌肉萎缩，关节不利，治宜养气血，

补肝肾，强筋骨，内服八珍汤加减。其中人参大补元气，熟地

滋阴补血，白术补气健脾，当归补血和血，茯苓健脾渗湿，白

芍养血和营，川芎活血行气，以使补而不滞，炙甘草益气和中，

生姜大枣调和气血，诸药相合，共成益气补血之效。 

本组疗效差的 3 例均为四部分骨折，考虑四部分骨折是肱

骨头、大结节、小结节和干骺端四个解剖部位均有骨折和移位，

是肱骨近端骨折中 严重的一种，软组织损伤严重，肱骨头血

运受到破坏，肱骨头坏死率高。四部分骨折因内固定手术后并

发症多，功能恢复缓慢，对于 60 岁以上老人，人工肱骨肱骨

头置换是手术适应证[6]。 

总之，在中医的保守治疗中，手法复位夹板外固定，结合

中药三期辨证和功能锻炼治疗肱骨近端骨折是安全有效的治

疗方法，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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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调查分析阳江地区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性骨折患者的住院情况。对该疾病作出参考的建议。方法：搜集阳

江市中医院骨科患者临床资料并对 2011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收治的 50 岁以上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性骨折患者的的住院费用、

发病率、住院时间、治疗方法的住院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共纳入 562 例骨科患者，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性骨折发病率为 17.5%，

再次骨折发病率 21.4%，住院时间（18.5±2.5）d、住院费用（11500±2075）元，治疗方法上，17.4%的患者选取了经皮椎体成形

术治疗，而 82.6%则采取了非手术治疗。结论：阳江地区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性骨折患者住院费用、发病率、住院时间、再次骨

折发病率均呈现出上升态势。中医药治疗胸腰椎骨质疏松性骨折成为治疗上新的亮点。 

【关键词】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性骨折；住院情况；经皮椎体成形术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hospitalization of patients with osteoporot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s in 

Yangjian City and to propose references for the treatment of the disease.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orthopedic patients in Yangjiang 

TCM Hospital were collected and the hospitalization, including the cost of hospitalization, incidence of disease, length of stay and 

treatment method, of patients with osteoporot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s, who were over 50 and treated from January 2011 to 

December 2015,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Results: 562 cases of orthopaedic patients were included and the investigation found that the 

incidence rate of osteoporot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s was 17.5%, second fracture incidence rate was 21.4%, length of stay was 

(18.5±2.5 ) days, hospitalization expense was (11500±2075) yuan, as for the treatment method, 17.4% of the patients selected 

percutaneous vertebral angioplasty treatment while 82.6% chose non-surgical treatment. Conclusion: The hospitalization expenses, 

incidence rate, length of stay and second fracture incidence rate of patients with osteoporot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s in Yangjian 

City had an increasing tendenc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became a new shining point in treating osteoporot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s.  

【Keywords】Osteoporot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s; Hospitalization; Percutaneous vertebral angiopl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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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质疏松椎体压缩性骨折（ Osteoporot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Factures，VCF）是当前临床常见的骨折类型，经

统计 90%左右的椎体压缩性骨折是由骨质疏松所致[1]。随着我

国步入老龄化社会，随着年龄的增加，椎体压缩性骨折的发病

率总趋势是递增，每年患者人数也呈递增趋势。治疗费用增加，

给社保机构及患者个人和家庭带来沉重负担。有鉴于当前阳江

地区尚未见有关于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性骨折的文献报道，全

国范围内也是凤毛麟角。因而本次研究针对阳江地区骨质疏松

性椎体压缩性骨折患者的住院情况展开调查分析，现将结果报

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阳江市中医院 2011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共计收治 562

例 50 岁以上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性骨折患者，男性 169 例，

女性 393 例，男女比例为 1︰2.32。年龄分布上，60～79 岁年

龄段患者比例 多，为 323 例（57.47%）。 

纳入标准：①经临床诊断确诊为骨质疏松椎体压缩性骨折

者；②年龄≥50 岁者；③非暴力损伤性骨折；④X 线及骨密度

检查为骨质疏松。 

排除标准：①骨质疏松椎体压缩性骨折合并有高血压、糖

尿病、心血管重大内科疾患患者；②内科医师诊断的患者；③

合并有多处骨折的患者；④继发性骨质疏松患者。 

1.2 研究方法 

通过从医院病案信息管理系统获得住院患者的一般情况

及住院期间各种信息。从中筛选排除患者。搜集阳江市中医院

2011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骨科收治的患者临床资料，之后筛

选出骨质疏松椎体压缩性骨折并符合年龄≥50 岁的患者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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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统计学软件对其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1.3 统计学处理 

本次研究当中的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

处理，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数（%）表示。 

2   结  果 

2.1 患者资料 

过去 5 年间，我院共收治年龄 50 岁以上椎体压缩性骨折

患者 562 例。患者 大年龄为 94 岁，平均年龄（68.29±9.21）

岁；男性（65.26±10.26）岁，女性（69.54±8.85）岁；平均

住院天数（18.5±2.5）d。随着年龄的增加，椎体压缩性骨折

的患病人数也随着增加。60～79 岁年龄段的住院人数 多，占

总人数的 57.47%。患者数逐年增加。见表 1。 

表 1  患者数资料  （n） 

年份（年）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人数（例） 84 90 118 120 150 

2.2 住院费用情况 

我院共收治年龄 50 岁以上椎体压缩性骨折患者 562 例。

随着医院政策及地方医保的调整，中药比例占有率逐年增加。

西药费逐年减少。同时中药的介入，减少了西药的副作用。中

西医结合治疗骨质疏松性压缩性骨折成为流行。见表 2。 

表 2  5 年来各项指标调查结果  （万元） 

年份 治疗费 西药费 中药费 中成药费 中草药费 

2011 0.1815 0.2901 0.0388 0.0277 0.0111 

2012 0.1910 0.2659 0.0485 0.0313 0.0172 

2013 0.1980 0.2312 0.0675 0.0495 0.0166 

2014 0.2111 0.2232 0.0765 0.0516 0.0219 

2015 0.2450 0.2157 0.0955 0.0758 0.0189 

2.3 手术费用情况 

2011—2015 年，我院收治的年龄高于 50 岁以上的椎体压

缩性骨折患者中，绝大部分患者行保守治疗，选择手术治疗的

患者比例未见明显的增加。2011－2014 年的手术患者住院费用

有一定程度的增加。但随着手术材料费用的增加，尤其是 2015

年手术患者的住院费用也明显的增加。见图 1。 

  

图 1 手术费用变化情况 

3   讨  论 

骨质疏松目前危害着全球大约 1/3 的 50 岁以上女性和 1/5

的 50 岁以上男性。随着世界人口的增加和平均寿命提高，这

种疾病的威胁也越来越大。骨质疏松椎体压缩性骨折是骨质疏

松骨折中 常见的类型之一，90%椎体骨折是由骨质疏松所致
[2]。随着中国进入老年社会，这种患者数量随年龄的增长将会

越来越多，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2015 住院总费用中，治疗费（含手术材料及内置物费）

占 68 %，药费占 31%（中药费占 10%，西药费占 21%），占绝

对比重。随着微创手术器械的发展，国内近十年来椎体压缩性

骨折的治疗有了突破性进展，越来越多的患者可以接受手术治

疗。而从我院的治疗费的常规构成来看，手术材料费及内置物

费用占有绝大部分比例，这也就不难解释治疗费用与总费用的

关系。并且随着小城市与大城市医疗的接轨、器械选择多样化、

竞争强，好的器械费用高，也导致了手术患者费用的升高。 

随着年龄的增加，椎体压缩性骨折的发病率总趋势是递

增，每年患者人数也是呈递增趋势。回顾我院 2011—2015 年

收治的 50 岁以上椎体压缩性骨折的患者，60～79 岁年龄段患

者比例 多。告知我们绝经后骨质疏松仍是老年女性患者骨健

康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同时进入 60 岁体质渐衰的节段，无论

从身心、健康都是人体的一个转折点[3]。同样在预防与治疗骨

质疏松症方面，也可以充分运用中医药的特色，为骨质疏松的

预防与治疗作出应有的贡献。 

结合此次的研究，侧面反应了中药在骨质疏松性压缩性骨

折治疗中的重要作用。中药治疗骨质疏松行压缩性骨折主要是

通过改善骨的微循环，增加血流量，降低骨内压，抑制血小板

聚集，减轻骨坏死程度，促进骨坏死修复，且具有促进血管生

长和保护微循环的作用。活血化 类可以使血液高黏滞状态得

到改善，提高血清钙的含量和钙磷沉积水平，同时减轻了骨钙

丢失，有保护骨细胞、成骨细胞的作用，能够减轻和改善骨组

织缺血状况。补益类可提高机体内分泌水平，抑制骨吸收，促

进骨形成。肾虚血 成为骨质疏松性压缩性骨折的主要证型。

补益肝肾兼活血化 成为治则的主流。随者中药现代化的发

展，中药在骨质疏松性压缩性骨折治疗中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

视及深入，为临床治疗骨折提供更好的手段。 

参考文献： 

[1]唐汉武,林一峰,孙丽,等.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性骨折的临床特点分析[J].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2014,10(01):7-10. 

[2]杨刘柱,陈仲,严鑫平,等.椎体骨水泥注入联合抗骨质疏松药物治疗急性骨

质疏松性椎体压缩性骨折[J].中国组织工程研究,2014,33(39):6265-6270. 

[3]庾伟中,潘锰,庾广文.PKP 与非手术治疗老年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的

成本-效果评价[J].中国脊柱脊髓杂志,2015,10(02):163-167. 

作者简介： 

廖剑（1978-），男，广东人，本科，阳江市中医院，主治医师。E-mail：

1171014690@qq.com。 

 

 

编辑：白莉   编号：EB-16052607F （修回：2016-06-04） 

 



 

 

中医临床研究 2016年第 8卷 第 18期                                                                           -141-

肿瘤晚期患者压疮高危因素与中西医护理对策 
High risk factors of pressure ulcer and combined nursing countermeasures for 

patients with advanced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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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肿瘤晚期患者压疮高危因素与中西医护理对策。方法：研究我院在 2013 年 9 月—2015 年 9 月收治的

80 例肿瘤晚期压疮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40 例，其中对照组运用常规护理，观察组运用中西医综合护理，分析两组护理

效果差异。结果：护理总有效率上，观察组为 38 例（95.0%），对照组为 29 例（72.5%），P＜0.05；在护理满意度上，观察组为

37 例（92.5%），对照组为 28 例（70.0%），P＜0.05。结论：肿瘤晚期换压疮运用中西医护理可以有效提升护理效果和护理满意度，

提升患者舒适度。 

【关键词】肿瘤晚期；压疮；高危因素；中西医护理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high risk factors of pressure ulcer and combined nursing countermeasures for patients with 

advanced cancer. Methods: 80 patients with advanced cancer,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September 2013 to September 2015，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ith 4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integrated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 nursing; the difference in nursing effect was analyzed. Results: In 

nursing efficiency,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5.0% while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72.5%, P<0.05; in nursing satisfactio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2.5% and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70.0%,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integrated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 nursing for pressure ulcer could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nursing effect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in nursing patients with 

advanced cancer, it could improve the patient comfort. 

【Keywords】Advanced cancer; Pressure ulcer; Risk factors;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 nursing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8.068 

 

压疮主要是局部组织持续受压后影响正常血液循环，进而

引发局部组织缺氧、缺血、营养不良而导致局部软组织溃烂与

坏死。压疮的高发部位集中在骨突部位，具有典型的压疮发生

特点。对于肿瘤晚期患者而言，由于长时间的卧床、食欲下降、

呕吐及疾病对机体的消耗，整体的营养缺乏，进而导致皮下脂

肪积累少，骨突出部分缺乏脂肪层的保护，此外，还因为部分

患者在疼痛、心肺功能障碍上进行的被迫体位状态，导致局部

组织长时间受压，血液循环差，进而引发压疮。压疮不仅带来

身体的不适感，同时也会引发感染等问题，因此属于护理中的

关注问题。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我院在 2013 年 9 月—2015 年 9 月收治的 80 例肿瘤

晚期压疮患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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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72 岁，平均年龄（54.2±9.4）

岁；其中胃癌 11 例，肝癌 8 例，肺癌 7 例，乳腺癌 8 例，直

肠癌 5 例，膀胱癌 1 例。观察组男性 21 例，女性 19 例；年龄

40～74 岁，平均年龄（56.1±7.9）岁；其中胃癌 13 例，肝癌

9 例，肺癌 5 例，乳腺癌 7 例，直肠癌 4 例，膀胱癌 2 例；两

组患者在基本资料上没有显著性差异，具备可比性。 

1.2 研究方法 

对照组运用常规护理，观察组运用中西医综合护理。对照

组主要保证患者卧床平整、干净及衣物被褥的柔软，勤于更换，

对骨突处做气垫等保护，或者采用气垫床。每间隔 2 h 做一次

翻身，同时对受压部位及全身做按摩来促进血液循环。保证皮

肤干净清爽，避免身体排泄或者分泌物刺激皮肤。多摄取丰富

蛋白质、钙、锌、维生素与高热量食物，如果患者无法通过口

进食，可以运用鼻饲管补给。同时针对患者情况做对应的心理

护理。采用传统方式对压疮做处理，运用无菌生理盐水棉球对

压疮创面做清理，将坏死组织全部去除。运用碘伏消毒稀释液

对创面做涂抹，同时运用烤灯对创面做半小时烘烤来促进创面

愈合。依据创面的大小情况做凡士林纱条的裁剪，而后覆盖在

创面上，其边缘超越创面边缘 2 cm 左右，并做好稳固。运用

胶布将无菌纱布固定到创面上，每天换药 1 次[1,2]。 

观察组在对照组护理上采用中西医综合护理，除了对照组

的西医护理方式，还运用中成药生肌玉红膏做创面组织的祛腐

生肌效果，同时运用封闭性的敷料处理，每天 2 次换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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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评估观察 

评估观察两组患者在护理疗效和护理满意度。护理疗效分

为痊愈、显效、有效和无效。痊愈为压疮创面完全愈合，结痂

并脱落；显效为压疮面减少，没有分泌物渗出，有新肉芽长出；

有效为压疮面减少，压疮分泌物缩减；无效为压疮情况没有改

善，甚至严重化。护理有效率为痊愈、显效和有效比例的总和。

护理满意度采用百分制调查表进行，90 分以上为非常满意，60

分以下为不满意，60～90 分为基本满意，满意率为 60 分以上

群体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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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资

料以 x2检验，若 P＜0.05，具备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疗效情况 

在治疗总有效率上，观察组为 95.0%，对照组为 72.5%，

两组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具体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疗效对比  [n（%）] 

分组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17（42.5） 10（25.0） 11（27.5） 2（5.0） 95.0 

对照组 6（15.0） 8（20.0） 15（37.5） 11（27.5） 72.5 

注：两组对比，P＜0.05 

2.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情况 

在护理满意率上，观察组为 92.5%，对照组为 70.0%，两

组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具体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n（%）] 

分组 非常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满意率 

观察组 18（45.0） 19（47.5） 3（7.5） 92.5 

对照组 10（25.0） 18（45.0） 12（30.0） 70.0 

注：两组对比，P＜0.05 

3    讨  论 

肿瘤患者出现压疮的高危因素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体位难以改变、疼痛、高龄、潮湿及营养缺乏等。其中体位因

为多种疾病导致翻身困难，患者长时间保持固定体位不便，从

而导致局部长时间受压；疼痛会引发患者强迫被动体位；营养

不良会导致身体组织脂肪量少，受压部分缺乏脂肪层保护，营

养差，机体抵抗能力差，从而导致组织抗压性差；高龄情况由

于身体组织萎缩，活动量少，导致患者不愿意定时变换体位；

潮湿主要是指患者身体汗多、身体虚弱和大小便失禁、身体渗

血渗液等导致皮肤潮湿，在摩擦情况下更容易导致受损，加大

压疮可能。要针对相关高危因素做好预防处理，可有效降低压

疮产生可能性[3,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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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喜荣.妇科肿瘤恶液质老年患者压疮的预防性护理[J].中国现代药物应

用,2010(20):193-194. 

[4]严明明.晚期恶性肿瘤 235 例压疮高危因素分析及护理干预[J].齐鲁护理

杂志,2012(31):87-88. 

 

 

 

 

 

编辑：白莉   编号：EB-16011401F （修回：2016-02-20） 

 

（上接 136 页） 

解各种食物，同时促进胃肠蠕动，使人体能进行正常的新陈代

谢，促进恢复排泄功能。 

3.3 腹部按摩的作用可直接增加胃肠蠕动，促进转运，不仅可

以在短期内解除便秘，而且可以调节机体功能，临床疗效肯定。 

3.4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蜜煎导法结合中医腹部按摩可明显改

善老年骨折卧床患者的便秘症状，改善纳食情况。此方法无创

伤，无不良反应，不但简便经济，技术易学易行，还可与家属

共同参与执行，可作为老年骨科慢性便秘患者的常规护理手

段，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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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化瘀凉血方”治疗子宫腺肌病的临床疗效，提高子宫腺肌病的临床治疗效果。方法：本次实验研究

选择采取“化瘀凉血方”治疗子宫腺肌病的 32 例患者作为实验组，另外选择同期选择妈富隆治疗的 32 例患者作为参照组，两组

用药治疗时间为 3 个月。对比两组子宫腺肌病患者的痛经、月经不调、子宫大小等情况。结果：经过不同临床用药方案，实验组

患者月经不调、痛经、中医证候等指标改善情况均优于参照组，P＜0.05。同时，对比两组患者的子宫体积、CA125 数值变化情况，

实验组更具优势，P＜0.05。结论：“化瘀凉血方”治疗子宫腺肌病效果显著，对于各项指标改善结果良好，建议临床治疗采纳。 

【关键词】化瘀凉血方；子宫腺肌病；妈富隆；中医证候；月经不调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Huayu Liangxue Decoction on adenomyosi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Methods: 32 cases with adenomyosis were divided in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reated using Huayu Liangxue 

Decoction were compared with 32 cases of patients in a reference group treated with Marvelon, the treatment time was 3 months for both 

groups.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compared with respect to with uterine gland disease dysmenorrhea, irregular menstruation, uterine 

size and so on, after the treatment. Resul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of patients with irregular menstruation, dysmenorrhea, TCM 

syndromes and other indicators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At the same time, uterine volum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showed that CA125 value chang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has more advantages, P<0.05. Conclusion: 

The treatment effect of Huayu Liangxue Decoc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uterine adenomyosis is significant, indicators improvement has very  

good results, so it is recommended to adopt for clinical treatment. 

【Keywords】Huayu Liangxue Decoction ; Adenomyosis; Marvelon; Syndrome; Irregular menstru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6.18.069 

 

子宫腺肌病作为妇科常见性疾病，对女性健康影响较大，

所以备受关注。临床治疗中一直在探讨治疗此病的 优方法，

本文基于此展开研究，选择自拟化 凉血方治疗此病，临床治

疗效果显著，下面就对研究内容进行回顾性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础资料 

    本次实验研究对象，是我院门诊收治的子宫腺肌病患者，

总计 64 例。西医诊断标准：参照《妇产科学》制定标准；中

医诊断：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1,2]。纳入标准：

患者符合中西医诊断标准，在治疗的前 3 个月没有激素类用药

史，自愿参与实验研究的患者。排除标准：合并严重性心肝肾

疾病患者；需要手术治疗的患者；无法按时服药患者。其中选

择自拟化 凉血方治疗的 32 例患者作为实验组，同期选择妈

富隆治疗的另外 32 例患者作为参照组。实验组：患者年龄 22～

42 岁，平均年龄 37 岁；病程 2～50 个月，平均病程 40 个月；

另外涉及不孕患者 6 例。参照组：患者年龄 21～41 岁，平均

年龄 38 岁；病程 2～52 个月，平均病程 41 个月；另外涉及不

孕患者 7 例。对比两组子宫腺肌病患者的基础资料，两组患者

年龄、病程、不孕情况等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 

1.2 治疗方法 

    参照组：32 例患者口服妈富隆，去氧孕烯炔雌醇片。1 粒

/ d，服用 21 d 后停止用药 1 周，然后服用第 2 盒，此次实验用

药选择 3 盒。 

    实验组：32 例患者采取化 凉血方，组合部分：柴胡、党

参、桂枝各 5 g，黄芩、党参、当归、玄参、川楝子、牡丹皮、

茯苓、地土鳖虫、独活各 12 g，徐长卿、败酱草、蒲公英、白

花蛇舌草各 15 g，甘草、全蝎各 6 g。1 剂/ d，水煎到 300 mL，

每天分早晚 2 次温服。 

    本次实验用药时间为 3 个月，于 3 个月后对患者疗效进行

观察记录。 

1.3 观察指标 

 痛经、月经不调及中医证候疗效判定标准均参照 《中药

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制定[3,4]。 

1.4 数据整理 

采用 SPSS21.0 数据软件包对两组子宫腺肌病患者所得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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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结果进行整理。患者所得疗效行（n，%）表示，结果进行

x2检验；治疗前后子宫大小、CA125 等实验室指标变化情况行

（ ）表示，结果行 t 检验。P＜0.05，证明两组子宫腺肌病

患者临床所得指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5]。 

2   结  果 

2.1 痛经疗效对比 

表 1  两组子宫腺肌病患者痛经疗效对比  （n，%） 

组别 痊愈 显效 有效 总有效率 

实验组 6 11 6 71.9 

参照组 2 5 7 56.3 

注：与参照组相比，P＜0.05 

2.2 月经不调疗效对比 

表 2  两组子宫腺肌病患者痛月经不调疗效对比  （n，%） 

组别 痊愈 显效 有效 总有效率 

实验组 7 12 8 84.4 

参照组 4 7 9 62.5 

注：与参照组相比，P＜0.05 

2.3 中医证候疗效对比 

表 3  两组子宫腺肌病患者中医症候疗效对比  （n，%） 

组别 痊愈 显效 有效 总有效率 

实验组 3 12 13 87.5 

参照组 1 1 12 37.5 

注：与参照组相比，P＜0.05 

2.4 实验室指标对比 

表 4  两组子宫腺肌病患者治疗前后实验室指标结果对比  （ ） 

组别 时间 子宫大小（cm3） CA125（U/mL） 

治疗前 125.90±30.0 70.48±28.55 
实验组 

治疗后 97.02±19.45#* 47.01±20.75#* 

治疗前 123.65±22.30 68.40±29.15 
参照组 

治疗后 105.60±16.05# 62.08±26.40# 

注：与实验前比较，#P＜0.05；与参照组实验后比较，*P＜0.05 

3   讨  论 

子宫腺肌病，是子宫内膜腺体或间质向子宫肌层浸润，伴

随周围肌层细胞代偿性肥大和增生的疾病，其发病率高，且患

者多数较为年轻，主要症状表现：痛经、月经失调及不孕。现

阶段对此病的治疗相对较为困难，且存在较高的复发概率。  

子宫腺肌病在中医治疗中属于“痛经”“月经过多”“经期

延期”等病范畴。这些问题的发生都和 血内阻具有明显相关

性，血癌的形成与寒凝、气滞、痰湿等致病因素有关。所以换

个角度理解，此病的发生主要是产后、诊刮术后，此时女性存

在明显的产后、术后正气损伤，所以抵抗力明显低于常人，一

旦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例如寒邪，就会出现寒凝血 ；一旦

情绪波动，就会出现肝气郁滞 终转变为气滞血 。所以，对

子宫腺肌病的实质加以分析是血 ，患者患病时间长会失血耗

气，引发气血虚弱， 终衍变虚实夹杂证。临床治疗上，需要

优先考虑活血化 ，还有针对 血形成原因、虚弱程度，加以

辅助处理。 

本文就化 凉血方治疗子宫腺肌病，方中有败酱草、蒲公

英、白花蛇舌草等，能够活血止痛。方中小柴胡汤、桂枝等，

能够扩张血管、调节血液流变性、改善微循环，直接起到镇静、

解痛及消肿的效果。子宫体积大小、CA125 数值与子宫腺肌

病病变的深度及广度具有联系，可以延缓子宫增大、抑制 

CA125 升高情况，这足以证明化 凉血方对子宫腺肌病的进

展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 

4   结  论 

综合上述研究结果，化 凉血方对于子宫腺肌病的治疗工

作，效果显著，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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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医护理学作为中医学的一部分，具有悠久的历史。整体观和辨证施护作为中医护理的基本理论基础，与现代医

学理念相比，具有科学性和先进性，中医护理技术也具有自身的特色和优势。但中医护理在国际化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信息宣传不

到位，复合型中医护理人才缺乏，中医护理技术临床疗效和适应证缺乏标准化研究等问题。因此，建立中医护理国际化宣传平台，

培养复合型专业人才，在循证医学的基础上，进行操作标准化和疗效评价精确化的研究，是促进中医护理在国际上推广和发展的

必由之路。 

【关键词】中医护理优势；国际化发展；挑战 

【Abstract】Traditional Chinese Nursing (TCN), as one par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has a long history. The holistic 

nursing and nursing based on syndrome and differentiation are the foundations for the basic theory of TCN, which is scientific and 

advanced when compared with the concept of modern medicine; TCN technology also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CN, some problems are confronted, such as the lack of compound TCN talents, the shortage of the 

standardized research on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and indications of TCN due to inefficient information publicity. Ther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TCN’S international publicity platform, cultivation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and carrying out the researches on the 

operational standardization and the accurate curative effect evaluation based on the evidence-based medicine are the necessary ways to 

promote the TCN’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world.  

【Keywords】Advantag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Nursing;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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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护理学（Traditional Chinese Nursing，TCN）是以中

医理论为指导，运用整体观念对疾病进行辨证施护，结合预防、

保健、康复、医疗等措施，对患者及老、弱、幼、残，加以照

料，并施以独特的护理技术，以保护人民健康的一门应用学科
[1]。《中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1—2015 年）》明确提出

要“大力发展中医护理”，要求中医医疗机构积极开展辨证施

护，建立中医特色专科等，这些为中医护理的发展创造了良好

的契机。因此，在大力发展中医的形势下，如何使具有悠久历

史文底蕴的中医护理文化与世界接轨，实现国际化，是每一个

中医护理人需要思考的问题。 

1   中医护理优势 

1.1 理论基础优势 

中医护理作为祖国医学的一部分，具有悠久的历史。《黄

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医药典籍的相继问世，

不仅为中国医学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为中医护理确立

了原则规范[2]。《黄帝内经》在护理方面涉及生活起居，饮食，

情志护理；《伤寒论》为中医护理的辨证施护开创了先例，并

在书中介绍了灌肠法、舌下给药法、胸外心脏按压术并强调饮

食禁忌原则。《神农本草经》详细阐述了用药护理。在《备急

千金要方•膀胱腑》中详细记述了葱管导尿的方法，形成了

早的导尿术[3]。由此，我们看出，中医护理有很深的历史积淀。 

现代护理学的内涵已从单纯的疾病护理转向关注人的整

体健康，整体观念作为中医护理学的理论基础，符合现代医学

的发展趋势[4]。中医整体观念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各脏腑、组织、器官有着不同的生理功能，且各生理功能相互

协调，彼此为用。同时，人与自然界和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

当人身体出现病邪，中医护理则依据“扶正祛邪”“调整阴阳”

“护病求本”“标本缓急”等原则实施中医护理，从而达到调

节脏腑，治疗疾病目的。 

中医护理的整体观、辨证观同时也契合了新时代的健康理

念，尤其在康复养生、老年病、慢性病防治中更能发挥其独特

的优势[5]。同时，中医护理学在护理学中独具特色，以中医护

理学的评估方法为例，中医护理的评估方法在掌握中医基本理

论的基础上，通过“望、闻、问、切”的手段，收集与病因、

病位、病性有关的资料，为辨证施护提供依据[6]。 

1.2 中医护理技术和理念优势 

中医护理技术是中医护理学的基础与精髓，是将中医传统

疗法应用于护理工作中，包括灸法、拔罐法、刮痧法、中药湿

敷、中药熏洗法、穴位按摩等，在减轻患者病痛、促进康复等

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7]。同时，在治疗设备要求方便，中

医护理技术相比于西医技术有一定优势，例如针灸、耳穴贴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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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灸、拔罐、熏洗、坐药等中医技术操作简单易行，不需要特

殊的仪器设备。除此之外，太极拳、五禽戏、八段锦、六字诀

等保健活动，直观安全、收费低廉、创伤小、见效快，极大地

迎合了患者需求[8]。中医护理的营养食疗、情志调理、中医护

理技术、养生康复与保健、传统保健体育等特色护理具有西医

护理无法比拟的优势，更符合护理的发展趋势，有着广阔的需

求空间[9]。 

2   国家化发展存在问题及措施 

2.1 信息宣传不到位 

中医护理学作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与自然界和疾病斗争

所留下来的宝贵经验和财富，是人类共同的财产，应受益于世

界。但中医护理在国际化的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问题。 

国内的大型中医院有能力接诊国际患者，为患者提供及时

有效的治疗，并得到患者的满意和信赖，是中医走向国际化的

第一步。但如何能使国外患者了解到中医的信息，并能主动选

择走进中医院进行治疗是我们首先要思考的问题。在对国内众

多中医院的网站进行访问后，我们发现：针对中医的中文介绍

内容丰富，具体，但缺乏外文版的介绍。因此，加强中医的外

文宣教，扩大中医的影响范围，是促进中医护理国际化发展的

第一步。 

2.2 复合型人才缺乏 

走出国门参加学术交流，为世界友人介绍中医护理的理念

和临床疗效，是开拓中医护理国际化的关键一步。但在此过程

中，中医护理面临着人才缺乏的困境，能熟练掌握英语并能准

确操作中医护理技术的复合型人才较少。加强中医护理人才培

养，在充分掌握中医护理理论的基础上，准确执行中医护理技

术，并能给患者进行针对性的健康指导，从而得到患者的满意

和信赖以提高护理人才在国际中的竞争力，是中医护理发展的

重中之重。 

2.3 科学规范化的研究有待加强 

中医护理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学术体系，得到了国际友人的

青睐，在现代社会国际舞台也有自己一片广阔的前景。中医护

理虽称得上是世界文明的瑰宝，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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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医护理在临床实践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针对中医护理

方法选择和疗效评价，大多数还是医生根据个人临床经验和患

者的评价进行，针对中医护理的临床疗效，缺乏多中心，大样

本的试验研究。因此，加强中医护理标准化、科学化研究，在

循证医学基础上建立健全中医护理质量疗效评价体系，是中医

护理继承和发展的必由之路。同时，中医护理标准是规范、引

领整个中医护理事业发展的基石[11]。针对中医护理技术的临床

适应证缺乏标准化的研究，这些都成为限制中医护理国际化发

展的因素。因此，开展中医护理标准化研究对于中医护理登上

世界舞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   讨  论  

近年来，随着中国中医药对外交流工作不断深入，合作范

围逐渐扩大，影响力进一步加强，中医药的国际地位也在不断

攀升，国际化发展已成为当今中医药发展的大趋势。中医药以

其取自天然的特点及简、便、廉、验的优势，吸引了越来越多

的国外患者到中国接受传统中医治疗[12]。中医护理悠久的历

史，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应用广泛的临床技术，在国际舞台上逐

步发挥着自己的优势。中医的治未病思想，在养生、保健、康

复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促进和推动中医护理国际化的发展，使中医护理融入世界

大舞台，我们需要建立方便快捷的信息传递平台，提供国际友

人了解中医知识的有效途径。同时，加强中医护理复合型人才

的培养，为中医护理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同时，在循

证医学的基础上，进行操作标准化和疗效评价准确化的研究，

从而促进中医护理科学发展，增加世界友人对中医的认可度，

促进中医护理开启国际化发展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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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高专中医专业病原生物学教学的改革与实践 
Reform and practice of the teaching of Pathogenic Biology in TCM majors of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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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医学模式下，为适应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要求，对高职高专中医专业病原生物学教学从调整教学目标，完

善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探索与实践，着力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科研意识，创新能力，使中医专业医学生在基

础知识、整体素质和基本技能等方面全面、协调发展。 

【关键词】病原生物学；教学改革；创新意识 

【Abstract】Under the new medical model,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are made on adjusting teaching goals, enriching the teaching 

contents and improving teaching method and so on in the teaching of pathogenic biology among TCM majors of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s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requirements of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innovative talents.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strive to cultivate 

the students' humanity quality, scientific research consciousness and innovative ability to ensure the TCM students would have 

comprehensive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basic specialized knowledge of TCM, the overall quality and basic skills. 

【Keywords】Pathogenic biology; Teaching reform; Innovation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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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生物学是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基础学科和桥梁，学

科体系复杂，病原体种类繁多，知识松散，不易掌握，传统以

教师教授为主的教学方式，限制了学生的创造力。我校通过改

变教学方法，优化教学内容设计，更好地组织教学，提高学生

学习病原生物学的兴趣；同时，在教学过程中适当引进中医临

床知识，合理使用教学辅助设备将有助于学生科研意识循序渐

进的培养。 

1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在病原生物学教学中的渗透 

教学过程中注重通过微生物学科学史介绍渗透情感、态度

与价值观目标。以绪论讲解为例，课程开始，首先列举与微生

物学相关的常识，结合酿酒、制醋、种人痘等我国古代劳动人

民利用微生物学技术活动所进行的发明创造。比如：公元前 2

世纪，我国人民已能用微生物造酒，作酒必用曲，称为酒母。

在这同时，还可以将天花的绝迹与我国宋代的中医郎中接种人

痘技术相联系，这样通过介绍我国劳动人民在微生物学科学史

上的贡献，近代微生物学的落后及帝国主义在二战中使用的细

菌战，既可以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又可以培养爱国情感，

坚定他们学好病原生物学，将来建设祖国的信念。通过介绍巴

斯德等微生物学家的成就及取得这些成就的曲折过程，激发学

生敢于质疑，敢于创新的精神。在教学中使学生充分认识病原

生物学与各医药基础学科的交叉，渗透及其在医学领域中的重

要地位，培养其将来作为医生和科研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 

 

2   提倡自主学习 

     传统的教学中，教师与学生根据教材与教学大纲的规定，

“按部就班”地授课学习，课程的设计性，学习的主动性很难

得到体现，授课教师在课堂上采取填鸭式教学模式，其结果是

充分地把教师和书本的知识灌输给了学生，毫无创造性可言，

且学生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一味的被

动地学习，无学习兴趣，学习效率低，成绩不理想。我校变被

动学习为主动学习，打破了以往常规的教学模式，有效地避免

了传统医学微生物教学中“填鸭式” 教学方法，在整个教学过

程中努力尝试实现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①教师由讲授者转变

为指导者；②学生由被动学习者转变为主动学习者；③课堂由

陈述式转变为启发式。从教师的角度看，教师要转变过去传统

的教学模式，把“要学生学”变为“学生想学”，教师不仅作为

“知识传授者”，还要成为“引导者” “组织者”“促进者”，

要把学习的主要控制权转移到学生手中，而自己则是倡导者、

设计师、顾问、协调者、培训者、心理“导师”等角色[1]。转化

师生角色，激发学生自主探索知识的欲望，从学生的角度出发，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能动意识，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目前在高校，不少学生缺乏自主学习能力，表现为对教师

的依赖性很大，被动应付教师的教学，不会在教学课堂以外主

动追求学习，发展兴趣，培养创新能力，独立进行研究，这种

情况令人担忧，自主学习提倡的是通过教与学的开放与互动，

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断由“要我学”向“我要学”转化，采

取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提高学习的自主能力。 



 
-148-                                                          Clinical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2016  Vol.(8)  No.18

3   运用多媒体教学 

科学的发展，为教学的现代化提供了更多的可以利用的手

段，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就是这一成果利用的完美结晶。随着多

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其日益成为现代教育技术的重要

组成部分。多媒体制作的课件，具有直观性好，思路清晰，逻

辑性强等特点，而且能很好地突出重点和难点，医学微生物这

门课程具有知识点多，记忆量大，容易混淆等特点，而且各种

病原体的形态结构仅靠文字讲解非常抽象，学生难以理解，采

用多媒体课件辅助教学，能够提供大量直观的图片，真实形象

地显示各类细菌、病毒的形态，以及超微结构，使同学们对各

类微生物有一个直观、感性的认识，增强记忆。多媒体课件文

字变化多，有助于重点的突出，而对于一些知识难点，采用动

画演示，更有利于学生理解。如病毒的生物学特性一章中，配

以动画，使原来难以理解的复制过程由抽象概念变为直观生动

的画面，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同学们对病毒的增殖过程一

目了然。多媒体教学可提供内容充实的教学信息，以多姿多彩

的表现形式，优化教学结构，充分延伸和拓展学习领域和时空，

有效提高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取的大量信息，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讲授同时恰当地运用肢体语言，引导学生思考，帮助学

生理解，记忆知识方面的作用巨大，是教师提高教学效果的重

要法宝。另外，多媒体的应用还可实现资源共享，使学生在专

业学习的同时及时接触前沿学科、边缘学科的进展，有利于综

合素质的全面提高。课堂内外可鼓励学生通过多元化的手段进

行学习，例如网络资源、图书资源、媒体等。例如对一些新出

现的病原体，为了开创学生的思维，给学生留下思考题，同学

自己查找资料，或做相应的调查后，做出答案，教师依据侧重

点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做出总结，这样既节省了课堂时间，又

培养了学生独自解决问题的能力，科研意识进一步增强[2]。当

然，多媒体只是教学的辅助手段，不能取代教师在教学活动中

的主导地位，为使用多媒体而使用多媒体，将课堂教学转变为

多媒体课件演示的做法是错误的，教师要根据实际情况认真研

究如何将这种全新的教学手段与传统教学手段有机结合，各自

发挥其优势，在教与学的交流中，使课堂教学得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 

4   注意知识更新，加强教学与临床的联系 

病原生物学既是一门重要的医学基础课，又与其他临床学

科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因此在教学中，一方面要系统地讲授

微生物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同时也要找出与临床学科密切

联系的知识点，注重微生物学知识的临床应用，由于微生物学

各论中的内容易懂不易记，而且枯燥无味，我们可以采取结合

临床讲解医学微生物专业知识的方法，将知识学活用活，将临

床微生物病例分析引入课堂讨论教学，我们的基本思路是变

“以菌说病”为“以病说菌”，课堂讨论以病例为中心，先巧

计疑问，给学生以悬念，展开讨论，让学生解释病因，提出诊

治方案， 后由教师归纳总结，这种教学方式将病原微生物的

生物学特性，致病性和诊、防、治措施有机整合，准确导向临

床实际，因而使微生物学各论的内容变得生动，缩短了理论与

应用之间的距离。 

5   改革病原生物学实验教学，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 

实验教学是病原生物学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学生

动手操作、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重要教学环节。传统模式实

验教学的局限性是目前微生物学实验课多采用单一化的教学

方式，即老师按照实验教材讲解实验原理和步骤，学生按部就

班验证实验结果。这种模式固然可以使学生掌握基本的操作技

术，但实践表明学生在实验过程中思考甚少，从而积极性、主

动性、创造性和思维能力都得不到锻炼和发挥。为了改变这种

不利状况，变被动为主动，不断增加学生动手的机会，在综合

实验环节上，老师主要是布置任务和负责指导，要求每个学生

首先制定一个详细的、可行的、科学的实验方案，经教师审查

通过后开始操作，整个实验过程从资料查阅，方案制定，计划

实施，样品采集，仪器准备、数据记录、结果分析等全由学生

独立完成，顺利地实现了由教师中心向学生中心的成功过度[3]。

实验方式由演示型向操作型转变，主要操作性工作都交给学生

自己动手，培养学生基本操作技能，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科

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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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 

中医学实训教学对不同专业医学生教育探索与体会 

目的：探讨中医学实训教学对不同专业医学生教学的方

法。方法：针对不同专业，根据其专业培养方案要求和以应用

为主的医疗定位，选择不同的实训项目，制定相应实训课程标

准和考核评价体系，并对中医学实训教学过程进行监督管理。

结果：调动了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促进了中医实训

教学的课程内容与专业培养目标贴近、与职业标准对接。结论：

中医学实训教学对不同专业实行的优化整改达到了良好的教

学效果，培养了一支致力于教育改革的高素质教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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