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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阴地黄丸对“视瞻昏渺”眼底病兔模型组织中
VEGF、PEDF、组织因子（TF）表达的影响
The effects of Ziyin Dihuang pills on the expression of VEGF, PEDF and
TF in rabbit choroid t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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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目的：研究滋阴地黄丸对兔脉络膜组织中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色素上皮衍生因子（PEDF），组织因子

（TF）表达的影响。方法：用激光光凝建立 CNV 动物模型，ig 滋阴地黄丸 9.75，39g•kg-1，连续 ig 30d 后取右眼球进行免疫组织
化学染色测定脉络膜中 VEGF、PEDF 及 TF 的表达。结果：模型对照组兔眼脉络膜组织中 VEGF，TF 均呈强阳性表达，PEDF 呈
弱阳性表达，滋阴地黄丸低、高剂量组中 VEGF，TF 则呈弱阳性或阴性表达，PEDF 则呈阳性或强阳性表达。滋阴地黄丸低、高
剂量组中 VEGF 的表达均显著低于模型组，
（P<0.01）
；滋阴地黄丸低、高剂量组 TF 的表达均显著低于模型组，
（P<0.01）；滋阴
地黄丸低、高剂量组中 PEDF 的表达明显高于模型组（P<0.05，P<0.01）
，表明滋阴地黄丸显著地抑制了 VEGF，TF 的表达，诱
导了 PEDF 的表达。结论：滋阴地黄丸通过抑制脉络膜中 VEGF、TF 的表达，诱导 PEDF 的表达从而抑制 CNV 的形成。
【关键词】滋阴地黄丸；脉络膜新生血管；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色素上皮衍生因子；组织因子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Ziyin Dihaung pills on the expression of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
pigment epitheliumderived factor (PEDF) and tissue factor (TF) in rabbit choroids tissue. Methods: Chorodial Neovascularization (CNV)
model was induced by laser, administrated with 9.75 or 39g•kg-1 Ziyin Dihaung pills for 30 days and then rabbit eyeballs were performed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in determination of the expression of VEGF, TF and PEDF in choroid. Results: Comparing with the strongly
positive expression of VEGF and TF and weak expression of PEDF in model group rabbit choroidal tissue, the expression of VEGF and TF
were weakly positive, PEDF expression was positive or strongly positive in low, high dose Ziyin Dihaung pills treatment groups in low,
high dose Ziyin Dihaung pills treatment groups. Ziyin Dihuang pills at 9.75g•kg-1 dose inhibited the expression of VEGF and TF
significantly (P<0.05). Ziyin Dihuang pills at 39g•kg-1 dose inhibited the expression of VEGF and TF significantly (P<0.01) and induced
the the expression of PEDF significantly (P<0.01). Conclusion: Ziyin Dihuang pills inhibited CNV by inhibiting the expression of VEGF
and TF and inducing the expression of PEDF in rabbit choroids tissue.
【Keywords】 Ziyin Dihuang pills; CNV; VEGF; PEDF; TF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01
“视瞻昏渺”眼底病相当于西医学所说的中心性浆液性脉
络膜视网膜病变（中浆）
、中心性渗出性脉络膜视网膜病变（中
渗）、渗出型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等。本病的发病机制还未完

1

材

料

1.1 动物
新西兰兔，雌雄各半，共 24 只，体重（2±0.2）kg，购于

全阐明，目前尚无有效的药物治疗方法，该病成了亟待解决的

金陵种兔场，合格证号 SCXK（苏）2007-0004。

难题和热点。目前很多研究表明脉络膜新生血管（CNV）的形

1.2 药品及试剂

成是引起“视瞻昏渺”眼底病的重要原因，针对该病的发病机

滋阴地黄丸，含生药 19.5g·ml-1，由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

制采用合适的药物抑制 CNV 的形成对于该病的治疗和预防具

院制剂室提供；3.5%戊巴比妥钠购自默克公司，0.5%美多丽 P

有重要意义。目前“视瞻昏渺”眼底病尚无专门的动物模型，

滴眼液，0.4%倍诺喜。

脉络膜新生血管（CNV）是渗出型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的主要

1.3 仪器

临床表现和致盲因素，本实验用激光光凝建立 CNV 动物模型，

眼底激光机（型号 Lumenis532）
，美国科医人公司；显微

来 观 察 费 氏 方 剂 - 滋 阴 地 黄 丸 对 CNV 动 物 模 型 细 胞 因 子

镜，日本 Olympus 公司；Excelsion 脱水机，Shandon 包埋机，

VEGF、TF、PEDF 表达的变化，探索其对“视瞻昏渺”眼底

RM2235 切片机，美国 Thermo 公司。

病的作用机理，为临床最终攻克该病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和实

1.4 免疫组织化学用抗体

验基础。

均购自武汉博士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抗体货号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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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VEGFbs-1313R，TF17435-1-AP，PEDFbs-0518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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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法

2.1 动物模型制作[1]
24 只兔中随机选取 6 只作为正常组，剩余 18 只兔以 0.5%
美多丽 P 滴眼液双眼散瞳，0.4%倍诺喜行眼表麻醉后，在全视
网膜镜下用眼底激光（波长 532nm）于视乳头下方作视网膜光

图 1 滋阴地黄丸对兔眼脉络膜组织中 VEGF 表达的影响

凝。照射部位位于视乳头及髓线下方，以光凝后有气泡产生为

（免疫组化，×400）

击破 Bruch 膜的标志。激光参数：功率 625～750mw，时间 0.1s，
光斑直径 50μm，点数 40 点造模。

A.正常组；B.模型组；C.滋阴地黄丸 9.75g·kg-1 组；D.滋阴地黄丸 39g·kg-1 组

3.2 滋阴地黄丸对兔眼脉络膜组织中 TF 表达的影响

2.2 给药方法
将实验兔分四组，分别为正常对照组、模型对照组、滋阴

正常对照组脉络膜中大多数为呈阴性着色；模型对照组可

地黄丸高剂量组、滋阴地黄丸低剂量组，每组 6 只。从造模第

见脉络膜呈强阳性着色，脉络膜内可见很多新生血管管腔；滋

2d 开始给药，滋阴地黄丸高、低剂量组，含生药 39g·kg-1•d-1，

阴地黄丸低剂量组及高剂量组中脉络膜中棕黄色着色颗粒也

9.75g·kg •d ，给药容量为 10ml·kg ，正常组及模型组兔 ig 同

极少，染色结果呈弱阳性，且两个加药组脉络膜中均没发现新

容积的蒸馏水，持续 30d。

生血管腔。见图 2、表 1。

-1

-1

-1

2.3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测定光凝组织中 VEGF、组织因子（TF）
及 PEDF 的表达
连续给药 30d 后，处死兔，取兔右眼球置于固定于经二乙
基焦碳酸醋处理的 4%多聚甲醛磷酸盐缓冲液中 4℃过夜，取后
极部眼球壁（包括视盘及激光斑），经酒精梯度脱水，透明，
浸蜡后，石蜡包埋，连续切片，厚 5μm。进行免疫组织化学染
色检测脉络膜组织中 VEGF、PEDF 和组织因子的表达。判断
图 2 滋阴地黄丸对兔眼脉络膜组织中 TF 表达的影响

标准：血管内皮细胞胞质中见棕黄色颗粒标记为阳性指标。

（免疫组化，×400）

2.4 图像分析及处理
应用 TIPAS-88 图像分析系统，400 倍视野下，每个时间点随
机选取各组实验眼激光损伤区视网膜组织切片各 5 个视野，细胞质
内出现棕黄色颗粒的染色细胞为阳性。阴性结果计 0 分，弱阳性计

A.正常组；B.模型组；C.滋阴地黄丸 9.75g·kg-1 组；D.滋阴地黄丸 39g·kg-1 组

3.3 滋阴地黄丸对兔眼脉络膜组织中 PEDF 表达的影响
正常对照组脉络膜棕黄色颗粒很少，染色结果弱阳性；模

1 分，阳性计 2 分，强阳性计 3 分。以计分表示各细胞因子的表达。

型对照组脉络膜棕黄色的着色颗粒也很少染色结果呈弱阳性；

2.5 统计学处理

滋阴地黄丸低剂量组中也可看到脉络膜内有少量阳性棕黄色

采用 SPSS13.0 统计软件，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和 q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显著。
3

颗粒，染色结果呈阳性；滋阴地黄丸高剂量组中脉络膜内有大
量的棕黄色颗粒，呈强阳性着色。见图 3、表 1。

实验结果

3.1 滋阴地黄丸对兔眼脉络膜组织中 VEGF 表达的影响
正常对照组脉络膜中棕黄色颗粒较少，绝大部分细胞为阴
性着色（蓝色颗粒）；模型对照组可见脉络膜中有很多棕黄色
的着色颗粒，脉络膜内还可见很多新生血管管腔，管腔内壁附
着致密的阳性着色颗粒；滋阴地黄丸低剂量组中也可看到脉络
膜内有少量阳性棕黄色颗粒，新生血管管腔也很明显，但相对
图 3 滋阴地黄丸对兔眼脉络膜组织中 PEDF 表达的影响

于模型对照组，阳性着色较少；滋阴地黄丸高剂量组染色结果

（免疫组化，×400）

接近正常组，脉络膜内极少有阳性着色，也不存在新生血管管

A.正常组；B.模型组；C.滋阴地黄丸 9.75g·kg-1 组；D.滋阴地黄丸 39g·kg-1 组

腔。见图 1、表 1。

表 1 滋阴地黄丸对模型兔眼脉络膜组织 VEGF，PEDF，TF 表达的影响（ x ± s ，D）
组别

剂量（g·kg-1）

动物眼数（n）

VEGF

PEDF

TF

模型对照组

-

6

2.00±0.55

0.40±0.55

2.80±0.45

正常对照组

-

6

0.40±0.552

0.40±0.55

0.20±0.452

滋阴地黄丸

9.75

6

1.20±0.551

1.60±0.891

0.40±0.552

滋阴地黄丸

39

6

0.40±0.552

2.80±0.52

0.00±0.002

注：与模型对照组比较，①P<0.05，②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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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可见，与模型对照组相比，正常对照组及高剂量

组织因子（TF）在 CNV 中大量表达，而在正常的视网膜

滋阴地黄丸高剂量组 VEGF 的表达水平均显著低于模型对

及脉络膜血管很少甚至不表达，通过抑组织因子的表达来抑制

照组（P<0.01），低剂量滋阴地黄丸显著抑制了 VEGF 的表

新生血管的生成逐步成为目前抗 CNV 研究的热点[9-10]。本研究

达（P<0.05）。滋阴地黄丸低高两个剂量的 TF 表达水平均极

结果发现滋阴地黄丸抑制了兔眼脉络膜组织中 TF 的水平，表

显著地低于模型对照组（P<0.01）。滋阴地黄丸低高两个剂

明滋阴地黄丸通过抑制组织因子 TF 的表达水平也是抑制激光

量 组 中 PEDF 的 表 达 水 均 平 均 显 著 高 于 模 型 对 照 组

诱导的 CNV 形成的机理。
本研究结果提示，滋阴地黄丸通过抑制 VEGF、TF 的表达，

（P<0.05）。
4

讨

诱导 PEDF 的表达从而抑制了激光诱导的兔 CNV 的形成，本

论

研究结果为临床使用滋阴地黄丸治疗“视瞻昏渺”眼底病提供

视瞻昏渺是因气血失调，精气不能上荣于目所致。古人认
为本病主要是由神劳、血少、元虚、精亏等所致，故治疗强调
补虚培本。而费氏医学思想，以“醇正”
、
“缓和”为特色。孟

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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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和逆转 VEGF 引起的血管渗漏[6-8]。本研究发现，在正常对照
组脉络膜中 PEDF 呈阴性表达，
模型组中 PEDF 表达水平也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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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滋阴地黄丸治疗组脉络膜中的 PEDF 表达却显著上调，
治疗组

王炜，通讯作者，主任医师、研究员，从事工作：临床基础研究。

相比模型组 CNV 的形成也明显受到了抑制，表明 PEDF 在滋阴
地黄丸介导的抑制 CNV 形成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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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舒乐片对糖尿病大鼠血糖和 TXB2、6-Keto-PGF1α的影响
Effect of Ganshule tablets on blood glucose, TXB2 and 6-Keto-PGF1α in DM rats
陈昆鹏
（郑州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河南 郑州，450047）
中图分类号：R58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0-0004-02

证型：DGB

【摘 要】 本课题应用高糖高脂饲料及注射链脲佐菌素诱发糖尿病（Diabetic Mellitus，DM）大鼠模型，通过肝舒乐片对糖
尿病大鼠的实验研究，观察肝舒乐片对实验大鼠血糖和 TXB2、6-Keto-PGF1α 的影响，并与成药脂必妥片作对照，探讨肝舒乐片
治疗糖尿病合并高脂血症可能的作用机理，为其运用于临床治疗糖尿病合并高脂血症及研制开发新的治疗糖尿病合并高脂血症的
有效方药提供部分实验依据。
【关键词】 大鼠；模型；肝舒乐片；糖尿病合并高脂血症
【Abstract】 The subject adopted high sugar and high fat diet and injection of urea streptozotocin to establish rat model with DM.
Through experimental study, the effect of Ganshule tablets on blood glucose, TXB2 and 6-Keto-PGF1α was observed in rats compared with
the group with Zhibituo tablets. The mechanism of the ganshule tablets on treating diabetic patients with hyperlipidemia was investigated, it
can provided experimental evidence to treat in the clinical and explore new treatment of diabetes with hyperlipidemia.
【Keywords】 Rat; Model; Ganshule tablets; Diabetes with hyperlipidemia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02
糖尿病（Diabetic Mellitus，DM）是目前全球范围内最常见
的一种内分泌代谢疾病。已经成为继肿瘤、心脑血管后威胁人

610031 号。
1.2 实验药物

[1]

类健康的第三大疾病。根据 2003 年《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 ，

疏肝健脾方：肝舒乐片，由河南中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提

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糖尿病的发病率明显上

供。批号：Z06010693。药物组成：柴胡、炒枳实、赤白芍、

升。国内大规模人群调查发现：大量的临床和实验研究证实，

炙甘草、生白术、黄芪、茯苓、虎杖、鸡内金等。

高脂血症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AS）的首要危险因素，而 AS
又是引发冠心病脑血管疾病的主要原因。已确诊的糖尿病患者

脂必妥片：成都地奥九泓制药厂。批号：20100306。
1.3 实验试剂

中，合并高脂血症者高达 60%～70%，DM 死于动脉粥样硬化者

胆固醇：为中国医药上海化学试剂公司提供。批号：

达 80%。同时，糖尿病患者的高脂血症还与微血管病变关系密

20100103。葡萄糖测定试剂盒批号：20101002，由北京中生生

切，后者是并发视网膜病变、肾脏病变、神经病变等的病理基

物工程高技术公司提供。血栓素 B2（TXB2）放射免疫测定试

础。针对目前糖尿病的主要致残致死的并发症均与大、微血管

剂盒（批号：20100526）
、6-酮-前列腺素 F1α（6-Keto-PGF1α）

病变有直接而密切的关系，积极治疗糖尿病患者的高脂血症对

（批号：20060526）放射免疫测定试剂盒均由天津九鼎医学生

减少血管并发症、降低死亡率有重要意义。大量临床和实验研

物工程有限公司提供。

究证实[2-3]，糖尿病患者的血液多伴有高凝、高粘滞等瘀血表现，
尤其是在合并高脂血症时瘀血表现更为突出。近年来研究表

2

方

法

明[4-5]，血小板内血栓素（TXA2）生成增加，血管壁内皮细胞前

取雄性 SD 大鼠 60 只，体重 180～200g，正常饲养 1 周

列环素（PGI2）合成下降，及 TXA2/PGI2 比例失衡，在糖尿病

后，选取 12 只大鼠作为正常对照组，剩余 48 只大鼠自第 2

瘀血证的发生发展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糖尿病合并高脂血症

周起至第 6 周的 30d 内，予以高糖高脂饲料喂养，连续 30d。

时，由于糖、脂代谢紊乱，引起 TXA2 和 PGI2 平衡失调，表现

30d 后禁食不禁水 12h 后，按 30mg/kg 尾静脉注射链脲佐菌

出血小板聚集、血管痉挛、血栓形成或微循环障碍。由于 TXA2

素。采用葡萄糖氧化酶法测末次给药后 72h 的空腹血糖值，

和 PGI2 的不稳定性，目前难以直接测定，故国内外均以测定血

以 11.1mmol/L≤FBG≤21.0mmol/L 作为造模成功的标准[6-7]。

浆中血栓素 B2（TXB2）和 6-酮-前列腺素 F1α（6-Keto-PGF1α）

选取造模成功的 36 只大鼠进行随机分组，根据血糖值随机分

的含量作为判断体内 TXA2、PGI2 含量的指标。

为三组，模型对照组 12 只，阳性对照组（脂必妥）12 只，中

肝舒乐片长期应用于临床能有效地治疗糖尿病合并高脂

药治疗组（肝舒乐）12 只，合正常对照组 12 只。共 4 组 48

血症，本实验旨在通过观察肝舒乐片对糖尿病动物模型有关指

只。另有 12 只舍弃。自第 7 周起至第 11 周各组大鼠更换饲

标的影响，评价其疗效及推广前景。
1

实验材料

1.1 实验动物
实验动物是选用普通级 4 周雄性 SD 大鼠 60 只，
体重 180～
200g，由河南省实验动物中心提供。动物合格证号：医动字第

料，喂养普通饲料并且每日肝舒乐片治疗组按 10ml/kg 体重
灌服中药混悬液，脂必妥组按 10ml/kg 体重服脂必妥混悬液；
空白及模型组按 10ml/kg 体重灌服蒸馏水，持续四周。实验
至第 11 周结束，大鼠禁食 24h，称重，各组随机抽取 10 只大
鼠，35%水合氯醛腹腔注射麻醉，迅速解剖，取血分离血清，
做生化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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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延日久，阴损及阳，致气阴两伤甚至阴阳俱虚，变证百出。
同时，痰瘀的病理状态贯穿病程始终，或由阴虚内热，耗津灼

3.1 肝舒乐片对大鼠血糖含量的影响
各组血糖（FBG）含量比较：模型对照组明显高于正常对

液所致；或因痰湿阻络、血行迟滞所致；或因情志失畅、肝郁

照组，有显著性差异（P<0.05）；肝舒乐组明显低于模型对照

气滞而致；或病久气阴两伤、推动无力、阳虚寒凝等，均可导

组，有显著性差异（P<0.05）；脂必妥组与模型组无显著差异

致痰浊瘀血的产生。糖尿病患者常伴有血脂升高为特征的脂代

（P>0.05），脂必妥组明显高于肝舒乐组，两组间有显著差异

谢紊乱，以及相伴而至以“浓枯凝聚”为特点的血液流变学改

（P<0.05）
；表明肝舒乐片能有效降低大鼠血清 FBG 含量，但

变，共同形成了痰浊血瘀的病理产物，成为糖尿病并发多种大、

脂必妥组降低 FBG 效果不明显。结果见表 1。

小血管病症（如胸痹、中风等）的病理基础。概言之，中医认
为糖尿病合并高脂血症是痰瘀阻络证型，病机特点是本虚标

表 1 各组大鼠血糖含量（ x ± s ）

实、肝郁脾虚、肾虚为本，痰瘀为标。故本病的治疗宜标本兼

组别

n

FBG（mmol/l）

顾、虚实同治。肝舒乐片以柴胡、白术疏肝健脾共为君药，枳

正常对照组

10

4.63±0.48*

实、芍药等合柴胡以疏肝，黄芪、茯苓等合白术以健脾，共为

模型对照组

10

15.91±2.67

▲

脂必妥组

10

15.36±3.19

▲

肝舒乐组

10

9.80±2.00*

▲

臣药，甘草佐芍药以养肝，佐芪、术以健脾，并调和诸药，与
皂刺等共为佐使助柴胡疏肝之经络，与鸡内金、麦芽等共为佐
使助白术健脾和胃。防治糖尿病合并高脂血症的关键在于恢复

注：*表示与模型组比较 P<0.05； 表示与肝舒乐组比较 P<0.05。
▲

肝脾正常的生理功能，肝气疏泄、脾气健运则膏脂自消。有柴

3.2 肝舒乐片对大鼠血浆血栓素 B2（TXB2）含量的影响

胡、枳实之开郁结而调气机，赤芍药之散瘀血而理血脉，白术、

各组血浆 TXB2 含量比较：模型对照组明显高于正常对照

茯苓之除痰湿而顺津液，赤芍、皂刺之决壅塞而通经络，白芍

组，有显著性差异（P<0.05）；肝舒乐组、脂必妥组明显低于

药之滋阴血而养肝，黄芪白术之培脾土以荣肝木，以复肝体阴

模型对照组，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两组间也有显著差

而用阳、冲和条达之疏泄功能，则肝郁得疏；有芪、术、甘草

异（P<0.05）），表明肝舒乐与脂必妥均能有效降低大鼠血浆

之补脾气，茯苓之渗脾湿，柴胡引清阳上升，枳实导浊阴下降，

TXB2 含量，但肝舒乐优于脂必妥。结果见表 2。

以壮后天之本而启运化之机，则脾运得健；如此则肝气疏泄而

表 2 各组大鼠血浆 TXB2 含量（ x ± s ）

郁滞得通，脾气健运而膏脂得消。

组别

n

TXB2（pg/ml）

正常对照组

10

450.77±141.10*

模型对照组

10

1399.03±349.07

脂必妥组
肝舒乐组

10

974.93±273.23

10

从本实验结果来看，肝舒乐片组能明显改善糖尿病高脂血

▲

症，同时血糖和血浆 TXB2、血浆 6-Keto-PGF1α 含量降低，而

▲

且疗效优于脂必妥组，表明肝舒乐片有效地调节了血糖和脂质

*▲

代谢，减轻了血糖及脂质在身体中的蓄积，对高脂高糖饮食诱

610.64±189.56

*

导的糖尿病高脂血症有较好的防治作用。

注：*表示与模型组比较 P<0.05； 表示与肝舒乐组比较 P<0.05。

参考文献：

3.3 肝舒乐片对大鼠血浆 6-酮-前列腺素 F1α（6-Keto-PGF1α）
含量的影响

[1]钱荣立,项坤三,刘力生,等.糖尿病调查现状[M].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

▲

各组血浆 6-Keto-PGF1α 含量比较：模型对照组明显低于
正常对照组，有显著性差异（P<0.05）；肝舒乐组、脂必妥组
明显高于模型对照组，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肝舒乐与
脂必妥均能有效提高大鼠血浆 6-Keto-PGF1α 含量，但两组间
有显著差异（P<0.05），表明肝舒乐与脂必妥均能有效降低大
鼠血浆 6-Keto-PGF1α 含量，但肝舒乐优于脂必妥。结果见表 3。
表 3 各组大鼠血浆 6-Keto-PGF1α 含量（ x ± s ）
n

组别
正常对照

10

2004,7(9):16
[2]CarrME. Diabetesmellitus: ahypercoagulablestate[J]. JDiabetes Complications.
2001,15(1):44-54
[3]陈亚锋,韩其蔚,刘昌慧,等.2 型糖尿病患者凝血纤溶指标变化与糖尿病微
血管病变的关系[J].中国老年学杂志,2003,23(12):814-815
[4]刘成玉,万秀霞,徐丽园.糖尿病微血管病变与血小板脂质过氧化损伤及
TXB2,PGF1α 平衡关系的研究[J].中国糖尿病杂志,2000,4(1):52
[5]宁英远,任建功,朱香贞,等.糖尿病微血管病变血浆 ET,TXB,6-Keto-PGF1α

6-Keto-PGF1α（pg/ml）
426.67±24.74

*▲
▲

的变化[J].中国糖尿病杂志,2000,4(7):234
[6]于德民,吴锐,尹潍,等.实验性链脲佐菌素糖尿病动物模型的研究[J].中国
糖尿病杂志,1995,3(2):105-109

模型对照组

10

181.25±21.90

脂必妥组

10

352.38±25.54*

[7]Lynch JJ, Jarvis MF, Kowaluk EA.An adenosine kinase inhibitor attenuates

10

*

tactile allodynia in a rat model of diabetic neuropathic pain[J]. Eur J Phamacol,

肝舒乐组

371.18±26.46

注： 表示与模型组比较 P<0.05； 表示与肝舒乐组比较 P<0.05。

1999,364(2/3):141-146

4

作者简介：

*

▲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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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医学将糖尿病归入“消渴病”范畴，认为本病主要由

陈昆鹏，硕士研究生，主治医师，工作单位：郑州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

于素体阴虚、饮食不节、情志失调、劳欲过度等所致。历代医
家在论述其发病机理时多以“阴虚为本，燥热为标”立论，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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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骨饮治疗骨关节炎合并骨质疏松患者的临床研究
Clinical effects of Qiangguyin on treating osteoarthritis and osteoporosis
屈 泽 李 宣 王余燕 李丽琼
（大理州人民医院，云南 大理，671000）
中图分类号：R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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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强骨饮对于骨关节炎合并骨质疏松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及相关的治疗机理。方法：选择我院 2008
年 12 月～2012 年 3 月入院接受治疗的 95 例骨性关节炎合并骨质疏松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分组原则将所有患者分为治
疗组 50 例与对照组 45 例，分别使用中药强骨饮和钙尔奇进行治疗。其中治疗组服用中药强骨饮 1 副/d，2 次/d，对照组口服钙尔
奇 D 片，1 片/d，均治疗 3 个月。治疗前后分别测量第 1～5 腰椎骨密度值，并检测患者 IL-6 和 TNF-α 水平。结果：两组患者的
症状于治疗前后均得到明显改善，将症状体征按照计分方式比较，治疗前两组计分无显著差异性，治疗组治疗后计分明显低于对
照组（静息痛，活动痛，晨僵，压痛）
。细胞因子水平比较，治疗前两组差异不明显，治疗后治疗组患者的血清 IL-6，TNF-α 水平
显著低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明显（P<0.05）；两组患者治疗后骨密度均显著升高，治疗组 L1，L3，L5 平均骨密度水平高于对照组。
结论：强骨饮对于骨关节炎并骨质疏松患者具有良好的临床效果，它可以通过增加骨密度，影响细胞因子的水平从而提高骨关节
炎合并骨质疏松的治疗水平。
【关键词】 强骨饮；骨关节炎；骨质疏松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Qiangguyin for osteoarthritis merger osteoporosis patients clinical treatment effect, and the
related treatment mechanism. Methods: Choose from December 2008 to March 2012 to the hospital for treatment of 95 cases of
osteoarthritis merger osteoporosis patien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grouping principle will all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reated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45 cases) fifty cases respectively, using TCM medicine Qiangguyin and calcium’s odd treatment. The
TCM medicine treated group daily use Qiangguyin, 2 times a day group, oral calcium’s odd d tablet, 1 slice a day, all for 3 months. Were
measur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1～5 people taking fosamax showed smaller gains density value, and the detection of patients with
IL-6 and TNF alpha level. Results: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in patients with symptoms were improved obviously, the
symptoms and sig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coring method is before treatment, the two groups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score in
treate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scoring (resting pain, the activity of pain, morning stiffness, pressure).
Cell factor level is,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ed, and no obvious difference in the treated group patients serum IL-6, TNF alpha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 obviously (P<0.05); The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 in
patients with bone mineral density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the treated group L3, L5 L1, the average level of bone mineral densit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Strong bone drink for osteoarthritis and osteoporosis patients has good clinical effect, it can
increase bone density, influence the level of cell factors so as to improve the osteoarthritis merger osteoporosis treatment level.
【Keywords】 Qiangguyin; Osteoarthritis; Osteoporos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03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患者出现骨性关节炎合并骨质疏松，对

治疗组中男性 30 例，女性 20 例，年龄 45～85 岁，平均年龄

于此类人群的治疗报道还并不多。为探讨相关的治疗，我们选

（63.3±10.4）岁；对照组中男性 29 例，女性 16 例，年龄 42～

择强骨饮治疗骨性关节炎合并骨质疏松症的患者，并观察了患

82 岁，平均年龄（62.1±5.9）岁。所有患者均排除合并有严重

者治疗前后骨密度及细胞因子水平的变化，以期明确其治疗此

肝肾损害疾病，排除因内分泌，免疫系统，血液系统而引起的

类疾病的机理，现将具体内容报告如下。

骨质疏松。根据统计学处理，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患病时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 2008 年 12 月～2012 年 3 月入院接受治疗的 95

间等基线资料差异比较无显著性，组间具有可比性（P>0.05）
。
1.2 方法
给予治疗组与对照组分别使用中药强骨饮和钙尔奇进行
治疗。其中治疗组服用中药强骨饮 1 副/d，2 次/d，强骨饮主要

例临床诊断结果为骨性关节炎合并骨质疏松的患者作为研究

配方包括：骨碎补 20g，鹿角霜 20g，忍冬藤 25g，鸡血藤 25g，

对象，按照随机分组原则将所有患者分为治疗组 50 例与对照

黄芪 30g，露蜂房 20g，肉桂 10g，川穹 20g，杜仲 15g，川断

组 45 例。入选标准：参照 1987 年美国风湿学会关于骨性关节

30g。由专家经过鉴定为纯正中药，药剂为统一煎制。对照组

炎的临床诊断标准以及骨质疏松症综合分析诊断评分指标[1]。

口服钙尔奇 D 片，1 片/d（每片 600mg）
，同时联合使用维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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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125 国际单位
（惠氏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号 H10940049）
，

骨密度的测定采用美国 2000PLUS 双能 X 线骨密度测量仪

两组均治疗 3 个月。

测量患者腰椎椎体前后位 BMD，嘱受试者平躺在仪器床上，

1.3 检测内容

将仪器对准腰椎部位进行测量观察，结果及参数值由计算机扫

治疗前后分别测量所有观察对象第 1～5 腰椎骨密度值，
并检测患者 IL-6 和 TNF-α 水平。观察体征及症状：包括静息

描后自动打印输出。
1.4 统计学方法
将所得数据结果采用 SPSS 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其中计

痛，活动痛，晨僵，压痛的变换。
判断静息活动时疼痛程度的方法：按照 0～3 分计分，分

量资料包括患者的症状体征评分，细胞因子水平，骨密度变化

数越高的越严重，3 分为疼痛严重难以忍受，严重影响患者生

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使用 t 检验，当（P<0.05）

活，工作，需要使用止痛药物。

时为两组差异具有显著性。

判断关节或椎体压痛程度的方法：采用积分法，0～3 分分
别为由重压局部无疼痛到轻压局部疼痛难忍。
判断晨僵的方法[2]：采用计分法，0 分为无晨僵～3 分为晨

2

结

果

2.1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症状及体征的变化
两组患者的症状于治疗前后均得到明显改善，将症状体征

僵时间超过 1h。
细胞因子检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仪采用美国

按照计分方式比较，治疗前两组计分无显著差异性，治疗组治

ELX800，检测步骤严格按照操作说明进行，测定 410nm 处的

疗后计分明显低于对照组（静息痛，活动痛，晨僵，压痛），

吸光度值。

具体见表 1。

表 1 治疗后两组患者症状及体征的评分结果对比
组别

n

静息痛

活动痛

晨僵

压痛

治疗组

50

0.45±0.496

0.56±0.68

0.68±0.70

0.85±0.60

对照组

45

0.92±0.59

1.04±0.93

1.24±0.95

1.35±1.20

t

1.394

2.450

2.590

4.401

P

<0.05

<0.05

<0.05

<0.05

2.2 两组患者细胞因子水平比较

的血清 IL-6，TNF-α 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明显

两组治疗前细胞因子水平差异不明显，治疗后治疗组患者

（P<0.05）
，具体数据见表 2。

表 2 治疗后两组患者的细胞因子水平变化比较
组别

n

IL-6（g/ml）

TNF（g/ml）

治疗组

50

105±84

108±25

对照组

45

229±50

192±84

t

123.491

95.920

P

0.000

0.0000

均显著升高，治疗组 L1，L3，L5 平均骨密度水平高于对照组，

2.3 两组患者骨密度水平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骨密度比较无显著差异性，治疗后骨密度

（P<0.05）
，具体数据见表 3。

表 3 治疗后两组患者腰椎骨密度比较
组别

L1

L2

治疗组

0.791±0.112

*

对照组

0.633±0.103

L3

L4

L5

0.718±0.196

0.793±0.581

*

0.781±0.701

0.785±0.103*

0.712±0.331

0.643±0.313

0.743±0.151

0.659±0.124

*

注： 表示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

论

负相关，从中医研究资料看，对于骨质疏松和关节炎的病名并

骨质疏松症与骨性关节炎均是临床常见疾病，多发疾病，

没有提出，仅在黄帝内经中关于腰痛的专篇，中国传统医学古

骨质疏松症主要以骨量减少，骨组织微细结构遭到破坏导致骨

典医书中类似骨质疏松的病名如骨瘘，骨枯，消肾病等[3]。病

骼脆性和骨折危险性增加为特征的系统性全身性骨骼疾病。骨

因多由于本虚标实，治疗方法多为标本兼顾，益气补肾，温经

性关节炎则是以软骨改变为主要特征，进一步造成软骨下骨的

通络，活血止痛。其中中医的肾设计面较广，包含分泌，神经，

坏死，囊性改变，骨密度增加或有骨赘的形成的一类非特异性

免疫，代谢等多种，它对于全身生理功能均可以起到调节整合

炎症。国内外有大量的研究报道骨质疏松症在骨关节炎的发生

的作用，特别对于人的生长，发育，衰老具有重要调控作用。

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可能是骨关节炎的发病原因。有学者

据中医的肾主骨理论，气血不足，肾气虚衰，会导致中老年人

根据流行病学调查推测，脊柱的骨关节炎同骨质疏松存在明显

骨性关节炎和骨质疏松。这也与现代中西医的理论研究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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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它看作是一种全身老年性的改变主要体现在内分泌和代谢
以及骨骼系统系统衰老。强骨饮[4]主要是根据我国传统医学基
本原理将骨碎补，鹿角霜，杜仲配以黄芪，川穹，鸡血藤，肉
桂等中药相伍，均具有补肾壮骨，痛经活血，血瘀得行的功效。
同时可以增强机体免疫力，增加骨量。已有动物实验证实强骨
饮可以促进大鼠骨形成的作用，并具有较强的抑制破骨细胞活
性作用。
本研究显示，强骨饮组治疗后症状消失更加明显，腰椎骨
密度水平更高，且血清 IL-6，TNF-α 水平下降，说明强骨饮对
于骨性关节炎合并骨质疏松患者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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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研究推广。

复方苦参注射液治疗轻度癌性疼痛的临床研究
Effect of matrine injections in treating mild cancer pain
黄康勤
（广西大化县人民医院，广西
中图分类号：R441.1

大化，5308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0-0008-03

证型：IAD

【摘 要】 目的：探讨复方苦参注射液治疗轻度癌性疼痛的疗效。方法：采用随机阳性药物对照非劣性实验，将 92 例轻度
的癌痛患者分为复方苦参注射液治疗组和吲哚美辛缓释片对照组；观察两组的镇痛效果，药物的起效时间、最佳缓解时间和持续
时间。结果：复方苦参注射液对于轻度癌性疼痛的疼痛缓解率为 88.6%，与哚美辛缓释片对照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
；
复方苦参注射液的最佳缓解时间以及持续时间分别优于哚美辛缓释片对照组（P<0.05）
。结论：复方苦参注射液对于轻度癌性疼痛
具有较好的疗效，其效能不劣于对应的西药，复方苦参注射液的止痛起效时间缓慢，但是止痛的缓解时间长。
【关键词】 复方苦参注射液；轻度癌痛；疼痛缓解率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ompound matrine injection efficacy for the treatment of mild cancer pain. Method: Using
random positive medicine control the noninferiority experiments, 92 patients with mild cancer pain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of the compound matrine injection and the treated group with indomethacin sustained-release tablets. Observed analgesic effect of
medicines since onset time, the best response time and duration Results: Compound matrine injection for mild cancer pain in pain response
rate was 88.6%,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of the sustained-release tablets of indomethacin,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compound matrine injection best mitigation time and duration of sustained-release tablets than indomethacin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Compound matrine injection for mild cancer pain has a good effect, its performance is not inferior to modern medicine
corresponding compound matrine injection of analgesic onset time is slow, but pain relief for a long time.
【Keywords】 Matrine injections; Mild cancer pain; Pain relief rat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04
复方苦参注射液是从中药苦参中提取有效成分制成的新

门诊或病房，轻度癌性疼痛且资料完整的者 92 例，采用计算

型抗癌中药，由苦参、山慈姑、五灵脂、首乌等多味中药精制

机随机数字表法，将 92 例的轻度癌痛患者分为复方苦参注射

而成，具有抗癌、止痛、抑制癌细胞扩散、提高患者生存质量

液治疗组 50 例和吲哚美辛缓释片对照组 42 例，患者病情等一

及配合放疗、化疗、热疗等起到减毒增效的作用。2008 年 6

般资料见表 1。疼痛部位（头部、面部、颈部、胸部、背部、

月～2012 年 8 月，采用随机对照的研究方法，对复方苦参注射

胁肋部、腹部、腰骶部、会阴部、上肢、下肢、全身等），单

液治疗癌性疼痛的疗效进行观察。现报告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所有恶性肿瘤患均来自 2008 年 9 月～2012 年 8 月我院的

处疼痛者 77 例，多处者 15 例。疼痛性质包括持续、间断、空
痛、锐痛、钝痛、胀痛、电击样、烧灼样、酸痛、麻木样等，
含一种疼痛者 67 例，多种疼痛者 25 例。既往镇痛用药史：未
使用止痛药者 68 例，已经使用止痛药者 24 例，但都无成瘾表
现。两组在年龄、性别、疼痛强度方面具有可比性（P>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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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轻中度癌痛患者的一般资料（n）
复方苦参注射液治疗组（n＝50）

吲哚美辛缓释片对照组（n＝42）

32

26

男
女

18

16

年龄（岁）

61.5±8.98

62.1±10.01

肺癌

9

8

乳腺癌

5

4

胃癌

12

9

食道癌

8

7

结直肠癌

4

4

胰腺癌

7

6

骨癌

5

4

1.2 病例诊断标准、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

明显缓解与完全缓解为显效。

1.2.1 病例诊断标准

1.5.2 疼痛缓解率
指（Pain Relief Rate）2 度以上（中度环节）者占全部病例

所有病例均为经病理确诊的癌痛患者。
1.2.2 病例纳入标准

之比。

年龄大于 16 岁；体重男性 45kg 以上，女性 40kg 以上；

1.5.3 疼痛总有效率
总有效率为 1 度、2 度、3 度、4 度占全部病例的百分率。

卡氏行为状态评分（KPS）>60 分；自主意识清晰，知情同意，

1.5.4 止痛作用时间

配合良好者。
1.2.3 病例排除标准

药物起效时间系指从给药开始一直到疼痛减轻为止的时

已知或怀疑对该药过敏的患者；临床上有明显心、肝、肾

间；药物的最佳缓解时间系指从疼痛开始缓解时起一直到疼痛

功能损害的病人；接受手术治疗患者，预期接受根治性治疗措

得到最佳缓解的平均时间；药物的持续时间系指从疼痛开始缓

施能明显减轻疼痛者。精神意识不正常者。

解时起一直到疼痛再次加重，要求给药的时间。针对复方苦参

1.3 疼痛强度诊断

注射液的所有止痛有效病例（包括微效病例），分别计算其起

根据目测相似疼痛分级法（Visual Analog Scale，VAS）即

效时间、最佳缓解时间和持续时间。

划线法来确定疼痛的等级。在长度约为 10cm 的纸条或直线上

1.6 统计方法

等分十等份，左侧（0）代表无痛，右侧（10）代表最剧烈疼

本实验采用与阳性对照药物非劣效性检验，定量资料采用

痛，由患者在最能代表其疼痛程度处划线标明。1～3 表示轻度

，治疗前后采用配对设计的 t 检验，两
（均数±方差）
（ x ±s）

疼痛，4～6 表示中度疼痛，7～10 表示重度疼痛。

组间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等级资料采用 Mann-WhitneyU 检

1.4 治疗方法

验。全部数据，采用 SPSS 的统计软件包检验。检验值（P<0.05）

采用计算机随机数字表法，将 92 例的轻度癌痛患者分为复

为统计学意义。

方苦参注射液治疗组 50 例和吲哚美辛缓释片对照组 42 例，治

2

疗组予复方苦参注射液 12～15ml 加入 250ml 生理盐水静脉滴

结

果

2.1 镇痛效果

注，速度 40～60 滴/min，1 次/d。吲哚美辛缓释片对照组组予吲

两组用药后有具有作用，有效率为 100%。疼痛的缓解率

哚美辛缓释片 25mg/次，2 次/d，进食后整片吞服。连用 1 周。
1.5 疗效判定

吲哚美辛缓释片对照组稍高于复方苦参注射液治疗组。复方苦

1.5.1 疼痛缓解度（Pain Remission Degree）

参注射液治疗组对疼痛总的有效率为 88.00%，而吲哚美辛缓释

0 度为疼痛未缓解，为无效；1 度为轻度缓解，缓解约 1/4，

片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90.48%，经统计学分析，两组之间没有统

为微效；2 度为中度缓解，疼痛缓解约 1/2，为有效；3 度为明

计学差异（P>0.05）。复方苦参注射液疗效不劣于吲哚美辛缓

显缓解，疼痛减轻约 3/4 以上；4 度为完全缓解，疼痛消失。

释片。结果见表 2。

表 2 两组疼痛患者的疗效对比（n，%）
疼痛缓解度
组别

疼痛的缓解率（%）

疗效总有效率（%）

12

88.00

100

8

90.48

100

1度

2度

3度

4度

复方苦参注射液治疗组

6

8

24

吲哚美辛缓释片对照组

4

14

16

注：Mann-WhitneyU 检验，
（P>0.05）
。两组疗效未见差异。

2.2 镇痛 VAS 积分比较
复方苦参注射液和哚美辛缓释片治疗后积分都下降，其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治疗后复方苦参注射液和哚美
辛缓释片积分未见明显差异，说明复方苦参注射液作用不劣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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哚美辛缓释片。结果见表 3。
表 3 两组轻度疼痛患者的 VAS 积分疗效对比（分， x ± s ）
VAS 积分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复方苦参注射液治疗组

1.92±0.75

0.65±0.11

※

吲哚美辛缓释片对照组

2.04±0.72

0.59±0.13

＃

注：复方苦参注射液治疗组治疗前和治疗后配对设计 t 检验，（ P<0.01）；吲哚美辛缓释片对照组治疗组治疗前和治疗后配对设计 t 检验，
（ P<0.01）
。
※

治疗后复方苦参注射液治疗组和吲哚美辛缓释片对照组

＃

哚美 辛缓 释片 （P<0.01）， 说明 起效 较慢 ；但 是其 缓解 时

两独立样本 t 检验比较两组（P>0.01）
。其疗效无差别。

间和 持续 时间 远远 高于 吲哚 美辛 缓释 片（P<0.01）。说 明

2.3 止痛作用时间比较

复方苦参注射液止痛的起效时间缓慢，缓解时间和持续时

复方苦参注射液在起效时间和最佳缓解时间慢于吲

间长。

表 4 复方苦参注射液止痛作用时间（h， x ± s ）
起效时间

最佳缓解时间

＃

复方苦参注射液治疗组

4.3±0.45

吲哚美辛缓释片对照组

1.5±0.21

5.7±0.87

＃

持续时间
10.3±2.87

1.9±0.31

＃

5.2±1.07

注：复方苦参注射液治疗组和吲哚美辛缓释片对照组两独立样本 t 检验比较两组（P<0.01）。

3

讨

论

合理而且科学地应用止疼药尤其是成瘾药物的使用，对于
癌性疼痛的治疗至关重要。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三阶
梯镇痛治疗方案，轻度癌性疼痛使用非甾体的抗炎药或弱阿片
类药物进行治疗，而重度的癌性疼痛则依靠强阿片类药物进行
镇痛，例如吗啡控释片、芬太尼透皮贴剂等等，其在实施过程
中容易出现胃肠道反应、耐药性或药物依赖性等不良反应。中
药制剂治疗癌性疼痛虽然起效缓慢，作用较弱，但毒副作用小，
容易被患者所接受。朱梅等采用复方苦参注射液治疗恶性肿瘤
所致的重癌痛，发现其不仅可以减少吗啡的用量，并且还可以
减轻吗啡所致的口干、便秘、嗜睡低血压等不良反应。中西药
止痛特点各异，西药止痛的特点在于作用迅速、高效持久，但
长期使用副作用较大，而本研究结果显示，复方苦参注射液对
轻度疼痛的镇痛缓解率较好，不劣于对照的西药组，进一步说
明中药制剂对于轻度的病变还是有较好的疗效。在治疗时间方
面复方苦参注射液的起效时间较慢，没有对照西药组那么快，
但是最佳缓解时间以及持续时间分别优于哚美辛缓释片对照
组，这一点充分体现了中医药的多因多效多靶点的作用优势。
总之，复方苦参注射液的镇痛作用肯定，对轻度癌性疼痛
疗效较好，适合作为轻度癌性疼痛的一线治疗药物。由于其镇
痛起效时间缓慢，但缓解时间长而且毒副作用轻微，因此，适
用于疼痛机理复杂、一般状况欠佳、难于耐受西药副作用的晚
期或终末期癌痛患者。对于较重或者疼痛耐受度较差的癌痛患
者，可考虑将复方苦参注射液作为阿片类镇痛药物的辅助用
药，以进一步啊减轻西药的毒副作用及延长止痛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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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红花保存的羊膜对创面愈合过程中
TGF-β 表达的影响
The effect of TGF-β expression on amniotic membrane saved by
safflower during wound healing
罗秋燕 1 王 苏 1 李卫林 2 申素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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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红花注射液保存人胎羊膜对大鼠皮肤切创愈合中 TGF-β 表达的影响。方法：建立大鼠皮肤切创模型，
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技术，通过计算机图像分析系统检测红花注射液保存人胎羊膜对大鼠皮肤组织中 TGF-β 表达的影响。结果：切
创后 2d、3d，红花＋羊膜组的 TGF-β 积分光密度明显低于对照组、羊膜组、红花组（P<0.05）
；切创后 5d、7d，四组的 TGF-β 表
达无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结果表明经红花注射液保存后的人胎羊膜在大鼠皮肤切创愈合的早期阶段（2d～3d），可减少
创缘周围 TGF-β 的表达；促进创口的愈合、减少瘢痕形成。
【关键词】 人胎羊膜；红花注射液；切创愈合；转化生长因子-β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TGF-β expression on amniotic membrane saved by safflower during wound
healing of rats. Methods: Establishing rats model of skin incised wound and using the immunohistochemical techniques, the effect of
TGF-β expression on amniotic membrane saved by safflower during wound healing was detected by computer image analysis system.
Results: After 2d and 3d, the expression of TGF-β integral optical in amniotic membrane saved by Safflower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mniotic group and the safflower group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he four groups after 5d
and 7d (P>0.05). Conclus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human fetal amniotic saved by safflower injection can reduce the TGF-β expression in
the early stages of skin wound healing in rats (2d～3d), but also could promote wound healing and reduce scar formation.
【Keywords】 Human fetal amniotic membrane; Safflower injection; Wound healing; TGF-β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05
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是公认的促纤维化的代表性

分笼饲养，3d 后换药，羊膜组与红花+羊膜组不换羊膜。分

因子，是成年动物伤口愈合所必需的。成年人及动物皮肤的

别于切创后 2、3、5、7d 将大鼠脱颈椎处死。

切口愈合过程即为瘢痕形成的过程，但对于术后病人的少瘢

2

方

法

痕愈合甚至无瘢痕愈合尚缺乏安全有效治疗手段。
本课题主要研究红花液保存胎膜贴敷创口后对创口感染
率及 TGF-β 的影响，为实现对促进切口愈合、减少瘢痕形成
的干预和治疗奠定基础。
1

材

料

1.1 新鲜羊膜取自无污染及传染病的剖宫产的胎盘。钝性剥
离羊膜，剪成 6cm×3cm 小块，放入 1%的洗必泰中浸泡 10h，
使用前、后生理盐水冲洗。
1.2 将上述处理过的部分羊膜片置入红花注射液（国药准字
Z14020783，山西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中浸泡
12h，保存在消毒后的密闭玻璃瓶内，4℃冰箱中备用。
1.3 将 80 只雄性 S-D 大鼠随机等分成对照组、羊膜组、红花
组、红花＋羊膜组；每组又设 2d、3d、5d、7d 四个时相点。
5%水合氯醛腹腔麻醉。在背中线旁约 1cm 处做长约 4cm 纵
行切口，止血后间断缝合[1]。对照组纱布包扎；红花组、羊
膜组、红花+羊膜组分别用处理过的羊膜贴敷、纱布包扎。

2.1 取切口处皮肤组织，放入多聚甲醛固定 12h，脱水、包埋、
切片、抗原修复、PBS 清洗、孵育。S-P 法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由北京博奥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鼠抗人 TGF-β 单克
隆抗体作为一抗、DAB 显色（二者均由北京中杉金桥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提供）
。苏木素复染，PBS 代替一抗作为阴性对照[2]。
2.2 在高倍镜下观察并采集信号，用美国 Image-ProPlus6.0
图像分析软件检测光密度，并记录其平均值。10%以上细胞
质呈棕黄色者为 TGF-β 阳性表达，10%以下为阴性表达[3]。
2.3 统计学分析。每组 5 张切片，随机取 10 个高倍视野（×400）
，
计数阳性细胞的光密度，得出各组平均积分光密度（OID）
，以
（ x ± s ）表示。结果采用 SPSS13.0 统计学软件作单因素方差分
析。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

结

果

切创后 2d、3d，TGF-β 表达，对照组较其他三组明显增加，
（P<0.05）
；羊膜＋红花组低于羊膜组及红花组（P<0.05）
；羊
（下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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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骨痹痛汤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寒湿瘀血型 266 例
Treating 266 cases of alpine blood stasis type of LDH with
the Yaogu Bitong decoction
陈焕龄 1 张辉耀 2 何云贵 2
（1.郑州瑞龙医院，河南 郑州，450100；2.平凉市泾川县中医院，甘肃 泾川，744300）
中图分类号：R27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0-0012-03

【摘 要】 目的：观察用中医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寒湿瘀血型的临床疗效。方法：本课题将 266 例辨证为寒湿瘀血型腰椎
间盘突出症患者随机分成两组进行临床观察。治疗组应用中药腰骨痹痛汤治疗,对照组以西医常规保守疗法：牵引配合扶他林、腰
痛宁、布洛芬口服。观察治疗前后疼痛及功能障碍改善变化，并进行统计学分析及两组间临床疗效比较。结果：治疗组 133 例：
优:69 例，良：46 例，可：16 例，差：3 例，总有效率 97.7%；对照组 133 例：优：26 例，良：34 例，可：41 例，差：32 例，
对照组总有效率 75.9。中药治疗组疗效显著，疼痛及生活质量的改善程度优于西药对照组，经过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疗效的统计
学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在中医辨证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时，中药腰骨痹痛汤治疗寒湿瘀血型腰间盘突出症
有很好疗效，用药安全无副作用，临床疗效显著。
【关键词】 腰椎间盘突出症；腰骨痹痛汤；中医药治疗；临床观察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treatment of alpine blood stasis type of lumbar disc herniation (LDH) in TCM. Methods: 266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133 for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the modern conventional conservative
treatment. The treated group was treated with the Yaogu Mabi decoction. Results: The treate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egree of pain and improved quality of life, through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efficacy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CM treatment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treating alpine blood stasis type of LDH.
【Keywords】 LDH; Yaogu Bitong decoction;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Clinical observ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06
腰椎间盘突出症是指腰部椎间盘的纤维环破裂，其内的髓

重致腰部扭伤者 93 例；因跌仆、撞击等使腰部挫伤者 46 例；

核连同残存的纤维和覆盖其上的后纵韧带向椎管内突出，压迫

无明显诱因者 127 例。突出节段：椎间盘向后偏右侧突出 128

附近的脊神经根，产生腰腿痛一系列症状，也是引起腰腿痛最
[1]

例，偏左侧突出 104 例，中央突出 34 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

常见的原因 。该病属于中医腰痛、痹症等病范畴。传统医学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P>0.05），具可比性。两组患者临床表

认为，腰椎间盘突出症病因主要有肝肾亏损、气滞血瘀、风寒

现均为不同程度的腰痛，腰部活动受限，一侧或双侧放射痛或

痹阻、痰湿凝聚。西医采取保守和手术治疗，但手术并发症和

麻木；小腿、足背感觉障碍，直腿抬高试验均阳性，存在程度

后遗症多，且费用昂贵，早期大多患者不愿接受，自 2010 年 1

不同的间歇性跛行。X 线片报告腰椎生理弯曲变直或增大。病

月～2012 年 12 月我院采用中药腰骨痹痛汤治疗腰椎间盘突出

变节段多数呈前宽后窄，或间隙变窄。部分患者伴有假性滑脱。

症 133 例，取得了较好疗效。现报告如下。

266 例患者的腰椎片中提示椎体缘骨质增生 178 例，椎间隙变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全部病例均为 2010 年 1 月～2012 年 12 月笔者所在医院门

窄 79 例，腰椎生理曲线改变 163 例，142 例有较明显的骨质疏
松改变，并有不同程度的腰椎骶化或骶椎腰化，68 例有第 5
腰椎或骶椎的隐性裂。CT 摄片报告 266 例患者均经 CT 确诊，
72%的患者是单一节段的突出，21%的患者是 2 个节段的突出，

诊和住院患者，本组 266 例中，男 162 例，女 104 例；随机分

7%的患者是 3 个节段以上的突出。L4，5 节段突出 169 例，占

为两组。年龄最大者 65 岁，最小者 21 岁，平均（36.56±6.14）

63.5%。L5～S1 节段突出 89 例，占 33.5%。
，其中 L4/5 突出

岁；其中 21～30 岁者 23 例，占 8.6%；31～45 岁者 123 例，

165 例，L4/5 合 L5/S1 突出 19 例，L3/4 合 L4/5 突出 56 例，

占 46.2%；45～65 岁者 120 例，占 45.1%。266 例中农民 118

L3/4 节段突出 8 例。

例，占 44.4%；办公室人员 96 例，占 36.1%；其他职业 52 例，

1.2 诊断标准[2]

占 19.5%，从事体力劳动者多发。本组病例中，病程最短者 3

西医诊断标准《参照中药新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

天，最长者 12 年。发病因素：曾因提抬重物等使腰部负荷过

研究指导原则》
（草案）：①疼痛部位，其放射规律和使疼痛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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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或加剧的情况等病史。②压痛点。③直腿抬高试验和加强试

病患者。③凡不符合入选标准未按规定用药，无法判断疗效或

验。④跟臀试验。⑤皮肤感觉，肌力和键反射的改变。⑥脊柱

资料不全影响疗效或安全性判断者。

姿态的改变。⑦X 线片提示腰椎正侧位片脊柱侧凸或腰椎生理

2

性前凸消失。⑧CT 提示有椎间盘突出。⑨造影提示有椎间盘

方

法

2.1 治疗方法

突出。其中前三项为基本根据、其余各点若存在能进一步协助

治疗组均服用腰骨痹痛汤（由医院中药房提供）
。处方：丹

确诊，若不存在并不能排除此诊断。

参 18g，当归 15g，蜈蚣 3 条，乌梢蛇 15g，木瓜 15g，杜仲 15g，

1.3 发病部位

川牛膝 15g，红花 10g，桃仁 10g，制乳没各 7g，三七 6g，土鳖

临床分型按发病部位可分为：L4，5 突出，占 90%；L5，

虫 10g，川断 12g，骨碎补 15g，白术 15g，茯苓 20g，甘草 6g。

S1 突出占 20%；L4 突出占 10%。
按突出部位可分为中央型和边缘型。腰椎间盘突出大多为

水煎服 2 次/d；1 个月为 1 个疗程。服药期间绝对卧床休息 2～3

单侧发病只压迫一条神经根产生单侧症状.有时突出物甚大或

周。对照组给予常规牵引配合扶他林、腰痛宁、布洛芬口服。1

突出于椎管前方中部（中央型突出）压迫马尾，甚至同时压迫

个月为 1 个疗程，对显效不佳的连续服用观察 3 个疗程。

两侧神经根，则出现马鞍区疼痛.感觉变化和双下肢坐骨神经疼

2.2 观测指标

痛及感觉、键反射改变。

2.2.1 安全性观测
①一般体检项目；②血、尿、便常规化验项目；③心、肝、

1.4 中医辨证

肾功能检查项目。

寒湿型：腰部冷痛重着，转侧不利，渐渐加重，虽静卧亦

2.2.2 疗效性观测

不稍减或反加重，遇阴雨天疼痛加剧，舌苔白腻、脉沉而迟缓。

①相关症状及体征；②腰椎 X 线片检查；③CT 检查；④

湿热型：腰部疼痛、痛处伴有热感。热天或雨天疼痛加重，

核磁共振检查；⑤腰部 B 超。

而活动后或可减轻，小便短赤，苔黄腻，脉濡数。

2.3 疗效判定标准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肾虚型：腰痛以酸为主，喜按喜揉，膝腿无力，遇劳更甚，

优：临床用药 1 个月以内，腰腿疼痛基本消失，直腿抬高

卧则减轻，常反复发作，偏阳虚者则少腹拘急，面色晃白。手

试验阴性，恢复正常工作。

足不温，舌淡，脉沉细。偏阴虚者，则心烦失眠，口燥咽干，

良：临床用药 2 个月以内，腰部疼痛部分消失、无明显压

面色潮红，手足心热，舌红，脉弦细数。

痛点，直腿抬高试验阴性，基本恢复正常工作。

瘀血型：腰痛如刺，痛有定处，轻则俯仰不便，重则因痛

可：连续使用 3 个月以内，有轻部腰腿疼痛，直腿抬高可

剧而不能转侧，痛处拒按，舌质紫暗，或有癖斑.脉涩，部分痛

疑阳性，部分恢复工作。

人有外伤史。

差：用药 3 个月以上，腰腿痛无好转，直腿抬高试验阳性，

1.5 纳入病例标准

不能信任工作。

符合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患者，可纳入试验病例，以 L4/5
椎间盘突出症为主要观察对象。

3

1.6 排除病例标准（包括不适应症或剔除标准）

结

果

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7.7%，对照组为 75.9%，两组总有效

①年龄 18 岁以下或 65 岁以上，妊娠或哺乳期妇女，对本

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详见表 1。

药过敏者。②合并有肝肾和造血系统等严重原发性疾病，精神
表 1 治疗组与对照组疗效的比较（n，%）
组别

n

优（例）

良（例）

可（例）

差（例）

总有效率（%）

治疗组

133

69

46

16

3

97.7

对照组

133

26

34

41

32

75.9

注：对照组与治疗组比较，
（P<0.05）
。

治疗结果：本组 266 例经 1～3 个疗程治疗，随访 6 个月，

缺血及腰部下肢肌肉痉挛是治疗的关键。由于突出的椎间盘组

按上述疗效标准评定：治疗组：优 69 例，占 51.9%；良 46 例，

织对神经根的机械压迫和摩擦，导致神经根内部张力性水肿，

占 34.6%；可 16 例，占 12.0%；6 例，差 3 例，占 2.2%；总有

从而引起疼痛；而髓核作为一种致炎因子，直接或间接作用于

效率为 97.7%。对照组：优 26 例，占 19.5%；良 34 例，占 25.6%；

白细胞、血小板、巨噬细胞、肥大细胞等，可刺激或损伤这些

可 41 例，占 30.8%；6 例，差 32 例占 24%；总有效率为 75.9%。

细胞，使之释放组胺、5-羟色胺、前列腺素、白三烯、溶酶体

4

讨

论

腰椎间盘突出症（Lumbar Disc Herniation，LDH）是一种

成分以及淋巴因子等细胞源性炎症介质，而产生的炎症刺激和
反应；同时由于髓核不被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所识别，又会产
生免疫排斥反应，引起相应症状。中医学属于“闪腰”
、
“痹证”

常见病、多发病。现代医学认为机械压迫、化学性物质刺激和

范畴，多由跌仆闪挫伤及腰脊后，风、寒、湿邪杂至，乘虚而

自身免疫是 LDH 致病主要原因。所以解除神经根炎性水肿、

入，侵犯腰体，阻滞经络气血而发生。
《素问•痹论篇》云：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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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
”又说：
“痹或痛，或不痛，或不
仁，或寒；或热，或燥，或……”。则极具详细的阐述了痹证
症状及致病机理[3]。LDH 的临床辨证分型并不统一。按照中药
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分 4 型：即寒湿型、湿热型、肾虚型和

另外，在应用的过程中必须辨证论治，如在急性期属于湿
热型的则非本方所宜，其它三型则多可用之，每获良效。
参考文献：

瘀血型，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观察认为，以寒湿与瘀血多见，

[1]张虓.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治疗研究进展[J].按摩与康复医学(中旬刊),2010,

其主要病机是寒湿凝滞，血瘀阻络，二者又互为因果。腰骨痹

1(4):27-28

痛汤糸何云贵主任医师多年研究的经验方。笔者体会大都以寒

[2]中药新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草案)[J].中国中医骨

[4]

湿为先，肾虚是本 ，继则血瘀气滞，故而成痹也。治则应以

伤杂志,1995,5:52-53

寒湿为主，辅以活血化瘀，酌加搜风通络之品，兼补肝肾。方

[3]张健,周临东.中医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现状及机理探讨[J].中医正骨,

中的乳香、没药、红花、桃仁、活血祛瘀止痛；辅以三七、丹

2011,23(10):26-28

参、当归养血活血、化瘀止痛；骨碎补、川断、杜仲、土鳖虫、

[4]张利泰,谢博多.中医辨证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研究进展[J].中国康复,

白术、茯苓、具有温补肝肾，强筋壮骨，兼驱寒，化瘀湿，止

2009,24(6):410-411

痹痛功效；蜈蚣、乌梢蛇、搜风通络、解痉止痛；川牛膝为引

[5]施祀,李仪李.现代中医药应用与研究大系[M].2 版.上海:上海中医药大学

经药，配以木瓜舒筋活络.温补肝肾，强筋健骨，以治足痿筋挛。

出版社,1995:40-204

诸药合用，共奏活血化瘀，祛瘀通络，通痹止痛之功。从而消

[6]杨藻震.医用药理学[M].3 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342-047

除神经根水肿，促进软组织炎症吸收，松解神经、肌肉之粘连，

作者简介：

促进突出之髓核还纳作用。改善了局部血运，缓解了神经根的
陈焕龄，女，第一作者，毕业于河南中医学院，中医内科主治医师，

压迫和刺激，使腰腿痛等症状缓解，达到寒湿除、瘀血去、筋
骨强而痹痛自止的效果。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川芎、当归能抑

主要从事内科常见病的诊疗工作。
张辉耀，男，第二作者，本科学历，中医内科主治医师。

[5]

制血栓素（TXA2）的生成 ；川芎、桃仁、红花和当归对尼群

何云贵，男，通信作者，本科．中医内科主任医师，研究方向：内科

地平受体有明显的抑制作用[6]，能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促进
血肿吸收和抑制神经根及其周围水肿，从而改善神经根的缺血

杂症及有效方药的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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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氧状态，防止神经根粘连，促进神经功能的恢复。
（上接 11 页）
膜与红花组比较，
（P>0.05）无统计学意义。切创后 5d、7d，

四组间比较，
（P>0.05）
；均无统计学差异。见表 1。

表 1 切创后 2d、3d、5d、7d 的皮肤中 VEGF 积分光密度结果（ x ± s ，n＝5）

4

时间

n

切创后 2d

切创后 3d

切创后 5d

对照组

5

羊膜组

5

切创后 7d

0.657±0.061

0.616±0.034

0.154±0.011

0.151±0.011

0.476±0.035

0.446±0.030

0.159±0.015

0.152±0.013

红花组

5

0.418±0.026

0.405±0.025

0.155±0.013

0.159±0.014

红花＋羊膜组

5

0.228±0.029

0.209±0.020

0.164±0.015

0.150±0.017

讨

论

瘢痕过度增生不仅会影响美观，甚至影响机体局部功能和
患者的心理健康。
TGF-β 是一类具有多种生物活性的细胞因子，
能够影响创面修复和修复后组织的改建。
红花具有活血通络、散肿止痛之功效。可抑制血小板
聚集、抗血栓形成、促进纤维蛋白溶解、扩张外周血管等[4]。
在临床上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创伤感染及跌打损伤等
疾病。由于新鲜羊膜存在着安全隐患问题，而且也不能
保证随时供应，临床上大多应用的为保存羊膜作为生物
敷料。

参考文献：
[1]何来英,戴伟,孙明,等.红花水提取物的安全性研究[J].中国临床保健杂志,
2004,7(3):169-172
[2]罗秋燕,边文玲,申素芳.人羊膜对大鼠皮肤切创愈合中 MMP-9 表达影响
的实验研究[J].中国妇幼保健,2012,27(19):3002-3004
[3]陈伟,付小兵,孙同柱,等.TGF-β 异构体及其受体在胎儿和成人皮肤中的表
达[J].临床与实验病理学杂志,2003,19:293-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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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首次发现了红花联合羊膜外用在损伤早期可减少
TGF-β 表达，考虑红花与羊膜协同作用，可减少血栓形成并
抑制血小板聚集，而血小板的 a 颗粒是早期伤口中 TGF-β 的
来源[5]。可见红花及羊膜在治疗增生性瘢痕方面有一定潜力，
两者联合应用更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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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麦大枣汤联合益气升提法治疗妇女肛门坠胀
临床体会
Clinical experience for treating woman anal bulge by the Ganmai Dazao
decoction plus the Yiqi Shengti therapy
杨其良 1 潘炳权 1 王 伟 1 曹永清 2
（1.上海市金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上海，201501；2.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上海，20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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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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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比较甘麦大枣汤联合益气升提法与抗炎疗法治疗妇人肛门坠胀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78 例患者随机分为
治疗组（甘麦大枣汤加黄芪、党参、升麻）39 例，对照组（抗炎疗法）39 例，通过观察患者肛门坠胀治愈率、总有效率、疼痛缓
解时间，比较两组疗效。结果：甘麦大枣汤加黄芪、党参、升麻治疗妇人肛门坠胀治愈率 51.28%，总有效率 84.62%，两组比较
。结论：甘
显著性差异（P<0.01）
；治疗组疼痛缓解时间（12.4±3.05）d，对照组（14.3±3.73）d，两组比较显著性差异（P<0.05）
麦大枣汤联合益气升提法治疗妇人肛门坠胀具有临床疗效确切，中医优势明显，值得推广。
【关键词】 甘麦大枣汤；益气升提法；抗炎；肛门坠胀
【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Ganmai Dazao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Yiqi Shengti and
anti-inflammatory therapy in treating woman anal bulge. Methods: 78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treated group (39 cases,
Astragalus, Codonopsis pilosula Ganmai Dazao decoction, Cimicifuga) and the control group (39 cases, anti-inflammatory therapy),
through the observation of the patients with anal bulge cure rate, total effective rate, pain relief time, compared the efficac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cure rate of treatment group was 51.28%,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84.62%, two group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1); pain relief time of treated group was (12.4±3.05) d, and was (14.3±3.73) d of control group, two groups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of the Ganmai Dazao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Yiqi Shengti therapy was
effective in treating woman anal bulge, TCM had obvious advantages, worthy of a wide application.
【Keywords】 Ganmai Dazao decoction; Yiqi Shengti therapy; Anti-inflammatory; Anal bulg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07
肛门坠胀伴轻度疼痛临床上主要见于中老年女性患者。不

以肛门坠胀，轻度疼痛为主症的 45 岁以上妇女，伴随症状诊

完全统计，以肛门坠胀，肛门疼痛为主诉来院就诊的病人大约

断参照中医药管理局颁布实施的《中医病证诊疗常规》[1]郁证。

在 10%～20%，男女比例在 1∶9 左右；女性患者以 45 岁以上

1.1.2 排除标准

中老年妇女约为 90%以上，其症状具有典型性，表现为肛门不

①直结肠恶性肿瘤史；②直结肠手术史；③子宫及附件手术

同程度坠胀，轻度疼痛，晨起缓解午后加重，无便血，无肛内

史；④子宫肌瘤；⑤特异性结肠炎；⑥克隆恩病；⑦精神病史。

块物脱出，常伴坐卧不安，善思多虑，烦躁多梦，午后潮热，

1.2 方法

口渴，甚者喜怒无常，舌淡或红，苔薄，脉弦细数等。笔者在

1.2.1 治疗组

排除直结肠肿瘤、特异性结肠炎等疾病基础上，根据中医辨证

方药：炙甘草 12g，小麦 18g，大枣 9 枚，黄芪 15g，党参

论治，选甘麦大枣汤加黄芪、党参、升麻治疗，取得较好疗效，

15g，升麻 15g 加水适量，小火煎煮，取煎液二次，混匀。早

报告如下。

晚温服连服（14～21）帖。

1

资料和方法

加减：伴精神抑郁，胸胁作胀，嗳气频繁，苔薄脉弦者，
疏肝解郁理气和中，加柴胡、青陈皮、芍药等；伴急躁易怒，

笔者自 2010 年 3 月～2012 年 3 月期间门诊以肛门坠胀，轻

胸闷胁胀，舌红苔薄黄，脉弦数，理气解郁清肝泻火，加牡丹

度疼痛为主症的 45 岁以上妇女患者 78 例，随机分两组，治疗

皮、山栀、芍药、柴胡等；伴善思多虑，心悸，健忘，纳呆，

组参照组各 39 例。治疗组年龄（45～68）岁，病程（2～60）

健脾养心益气补血，加龙眼肉、远志、酸枣仁、木香等；虚烦，

个月，对照组年龄（45～67）岁，病程（2.5～72）个月，患者

易怒，颧红，手足心热，盗汗，舌红，苔薄，脉细数，予滋阴

年龄、病程、症状等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
，有可比性。

清热补心安神，加酸枣仁、柏子仁、五味子、远志肉、天冬、

1.1 研究对象

山萸、山药、茯苓、泽泻等。嘱多食蔬菜粗粮，加强适度全身

1.1.1 诊断标准

锻炼运动，劳逸结合，忌久蹲位。嘱每日做提肛锻炼约 10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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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参照组

中缓急。大枣甘温质滋，益气和中润燥缓急，三药共用取其甘

口服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胶囊 250mg，2 次/d，服（14～

润平补，养心调肝，共奏养心安神，和中缓急之功。

21）d。4 位有青霉素过敏者选环丙沙星胶囊 500mg 口服，每

肛门坠胀不适，或伴肛门轻度疼痛，晨起始轻，午后加重

日两次，服（14～21）d。嘱多食蔬菜粗粮，加强适度全身锻

为典型主证来就诊的病人，90%以上是中老年妇女，该人群中

炼运动，劳逸结合，忌久蹲位。嘱每日做提肛锻炼约 100 次。

有 70%左右处绝经期前后，即现代医学中妇女更年期时间段。

1.3 观察项目

《素问》
：
“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
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充分体现了中医理论对女

观察治愈（好转）率、治愈（好转）时间。

子绝经期前后的肛门坠胀疼痛生理、病理基础的精髓概括，即

1.4 疗效标准
痊愈：肛门坠胀，轻度疼痛等临床症状及体征均消失，情绪

气血阴阳俱虚、固摄无力、心阴失养的本质。

正常；显效：肛门坠胀，轻度疼痛等临床症状及体征缓解，情绪

妇女出现肛门坠胀轻度疼痛的原因较多较复杂，郭海[2]认

基本稳定；未愈：临床症状及体征均无变化，情绪紧张不稳定。

为，肛门坠胀既可见肛管直肠手术治疗，又与妊娠、分娩、更

1.5 统计学方法

年期综合症及盆底肌肉松弛、直肠癌等肠道占位性疾病等有

使用 SPSS15.0 统计学处理软件，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

关；李志鹏[3]等认为肛门坠胀成因与“后重”类同。陆新瑜[4]
认为肛门坠胀近来正成为肛肠科的一种常见病，多见中老年女

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用 x2 检验。

性，伴情绪不振，焦虑等症状。笔者以为中老年妇女出现肛门
2

结

果

坠胀的普遍性原因主要体现在随年龄增长而出现精元亏虚，托
举无力，与男性相比，因为分娩因素其骨盆解剖结构较宽大，

2.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组 20 例治愈，治愈率 51.28%，好转 13 例，总有效率
84.62%，无效 6 例；对照组 9 例治愈，治愈率 23.08%，好转
10 例，总有效率 48.72%，无效 20 例。经 x2 检验，两组治愈率
2

；两组总有效率比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 ＝6.64，P<0.01）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11.31，P<0.01）
（见表 1、表 2）
。

故容易出现肛门坠胀疼痛不适，午后加重等症状；心血亏虚，
失所养，焦虑多疑，无形中加重了病人主观感觉。
中医治疗妇人肛门坠胀疼痛方法较多，有方药、针刺、药
液灌肠等。黄德铨[5]用真人养脏汤加味治肛门坠胀取得满意疗
效；赵景明[6]电针下髎穴治疗肛门坠胀颇有心得；杨向东[7]等
用连栀矾溶液保留灌肠治疗肛门坠胀认为疗效确切。笔者根据

表 1 两组总有效率比较 [n（%）]

中老年妇女出现肛门坠胀的普遍性原因，精元亏虚，托举无力，

组别

有效

无效

x2

P

心血亏虚，失所养的病因病机，以甘麦大枣汤加黄芪、党参、

治疗组

33（84.62）

6（15.38）

11.31

<0.01

升麻为主方随症加减治疗，排除恶性肿瘤、手术史、子宫肌瘤、

对照组

19（48.72）

20（51.28）

特异性结肠炎、克隆恩病等中老年妇女中，取得满意疗效。
由于当今尚缺乏实质性诊断依据和明确性的诊疗常规，临

表 2 两组治愈率比较 [n（%）]
组别

治愈

未愈

x2

P

治疗组

20（51.28）

19（48.72）

6.64

<0.01

对照组

9（23.08）

30（76.92）

口服抗生素对症治疗，其疗效不尽如意，如用药时间掌握不当，
易造成患者自身菌群失调，对病人康复相当不利。笔者用甘麦
大枣汤加黄芪党参升麻，取其益气养阴，养心安神，升阳举陷，

2.2 两组疼痛缓解时间比较

和中缓急之功，笔者根据中医辨证，随症加减，治疗妇人肛门

两组在疼痛缓解时间方面比较，治疗组（12.4±3.05）d，
对照组（14.3±3.73）d，经过 t 检验比较两组有显著性差异
（P<0.05）
，见表 3。

坠胀，与单纯运用口服抗生素治疗比较，具明显优势，认为值
得推广运用，免除抗生素失当之忧，寄能造福患者。
参考文献：

表 3 两组疼痛缓解时间比较

3

床不少医生对肛门坠胀疼痛单纯以直肠炎治疗并不少见，常以

[1]上海市中医病证诊疗常规[M].上海: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2003,12(2):

组别

n

治愈时间（d）

P值

68-69

治疗组

39

12.4±3.05

0.031

[2]郭海.补益中气法治疗肛门坠胀经验[J].吉林中医,2011,10:954-955

对照组

39

14.3±3.73

讨

论

[3]李志鹏.肛门坠胀的中西医研究进展[J].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2007,19:
2779-2780
[4]陆新瑜.综合治疗肛门坠胀的体会[J].陕西中医,2011,11:1567-1568

历代医家多以甘麦大枣汤治疗脏躁注解较多，如清·徐彬：

[5]黄德铨,等.真人养脏汤加味治疗肛门坠胀 120 例临床观察[J].江苏中医药,

“小麦能和肝阴之客热，而养心液，且有消烦利溲止汗之功，

2010,6:42-42

故以为君……则火能生土也（
《金匮要略论注》
）”
。清•尤怡：
“小

[6]赵景明,等.电针下髎穴治疗肛门坠胀 28 例临床观察[J].中国卫生产业,

麦为肝之谷，而善养心气；甘草、大枣甘润生阴，所以滋脏气

2012,28:180-180

而止其躁也（
《金匮要略心典》）”
。甘麦大枣汤的成分小麦入药

[7]杨向东,等.连栀矾溶液保留灌肠治疗肛门坠胀 53 例临床观察[J].结直肠

部分秋季采收果穗，去杂质取成熟果实小麦、未成熟果实浮小

肛门外科,2011,2:112-113

麦，味甘性凉，小麦养心安神，除烦。治心神不宁，失眠，妇
女脏躁，烦躁不安，抑郁，悲伤欲哭。甘草甘平，补养心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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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氏脱敏定喘汤治疗咳嗽变异性哮喘的临床研究
Clinical research on treating cough variant asthma with
the desensitization Dingchuan decoction of Wangshi
魏 敏
（山东省枣庄市中医医院，山东 枣庄，277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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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王氏脱敏定喘汤治疗咳嗽变异性哮喘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80 例咳嗽变异性哮喘患者按照随机数字
表法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 40 例，两组均予西医常规治疗，治疗组加服王氏脱敏定喘汤，治疗时间均为 28d，临床观察两组总体
治疗效果，单项症状改善情况，药物治疗副作用。1 年后随访，对比两组复发率。结果：A 组研究组总体治疗效果，单项症状改
善情况均优于 B 组对照组（P<0.05）
，B 组对照组药物副作用发生率高于 A 组研究组。1 年后随访，B 组对照组复发率显著高于 A
组研究组（P<0.05）
。结论：王氏脱敏定喘汤对于临床由多环节所引发的咳嗽变异性哮喘有良好的治疗效果，疗效确切，值得临床
推广使用。
【关键词】 王氏脱敏定喘汤；咳嗽变异性哮喘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clinical effects of treating cough variant asthma with the desensitization Dingchuan decoction
of Wangshi. Methods: 80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40 for each.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conventional treatment;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the desensitization Dingchuan decoction of Wangshi more. The treatment lasted for 28 days, investigate the total
efficacy, the individual improvement of symptoms and the medication side effects. 1 year follow-up, the recurrence rate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treate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after 1 year follow-up, the incidence of
side effec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higher (P<0.05). Conclusion: The desensitization Dingchuan decoction of Wangshi was effective in
treating cough variant asthma, worthy of a wide application.
【Keywords】 The desensitization Dingchuan decoction of Wangshi; Cough variant asthma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08
王法昌老师是第 5 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

所有选取患者均有刺激性咳嗽，夜间及晨起较重，伴咽痒

指导老师，学验俱丰，善于疑难杂症的诊治，尤对咳嗽变异性

气急，干咳或伴少量粘痰。其中有过敏史者 28 例，过敏性鼻

哮喘的中医辨治有独到之处。王氏脱敏定喘汤是王师在长期的

炎 10 例，幼时有湿疹病史 6 例，有哮喘家族史者 7 例，否认

临床工作中总结出的经方、验方，笔者有幸侍诊左右体会颇多。

过敏史者 29 例。体检发现咽部充血 52 例，肺部听诊无异常或

咳嗽变异性哮喘又称隐匿型哮喘或过敏性咳嗽，是指以长期干

仅有呼吸音稍粗。辅助检查：胸部正位片正常者 41 例，双肺

咳、痰少、咽痒气急为其主要症状而无典型哮喘发作的喘息和

纹理增粗者 39 例。血常规检查：35 例白细胞计数正常，其中

呼吸困难。临床特点缺乏特异性，容易误诊误治。我科在西医

嗜酸细胞计数增高 28 例。

常规治疗基础上加服恩师独创王氏脱敏定喘汤治疗咳嗽变异

1.3 方法

性哮喘 40 例，研究、观察王氏脱敏定喘汤治疗咳嗽变异性哮
喘的科学性与可行性。现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将 80 例患者随机分为 A 组研究组 40 例，B 组对照组
40 例。两组资料在性别、年龄、病程、病情轻重方面基本
相似。无统计学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两组均服用
酮替芬 1mg，每日 2 次，连服 15 天。沙美特罗替卡松粉吸
入剂 2 喷，日 2 次，连用 28 天。A 组在此基础上加服王氏

选取 2008 年 6 月～2011 年 10 月在门诊接受治疗的咳

脱敏定喘汤。王氏脱敏定喘汤组方：黄芪 30g，沙参 20g，

嗽变异型哮喘患者 80 例，均符合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会哮

椒目 15g，丹参 20g，大黄 8g，川芎 8g，苏子 12g，葶苈子

喘分会制定的咳嗽变异性哮喘诊断标准 [1]。其中男 42 例，

10g，桑白皮 20g，炙麻黄 8g，炒白果 12g，僵蚕 10g，地龙

女 38 例；年龄 14～70 岁，平均（38±2）岁，病程 1 个月～

10g，防风 8g，杏仁 10g，五味子 10g，乌梅 12g，炙杷叶

1 年。

10g，炙甘草 8g。水煎服，1 剂/d，2 煎/剂，合并药液浓缩

1.2 临床表现

成 300ml，分早晚 2 次服用，连服 15d。用药前均行血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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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部正位片检查，用药过程中记录药物不良反应。治疗期间

②中度咳嗽（＋＋）：介于轻度和重度之间；③重度咳嗽（＋

禁食生冷腥膻之物。

＋＋）
：昼夜咳嗽或阵发性剧咳，影响睡眠。

1.4 观察方法

1.5.2 治疗效果判断标准
①痊愈：咳嗽症状完全消失；②显效：咳嗽症状由（＋＋

临床观察两组总体治疗效果，单项症状改善情况，药物治
疗副作用。1 年后随访，对比两组复发率。

＋）或（＋＋）或（＋）转为（－）；③有效：咳嗽由（＋＋

1.5 疗效标准判定

＋）或（＋＋）转为（＋）
；④无效：症状无变化或加重[3]

1.5.1 咳嗽症状观察标准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
》[2]中咳嗽症状
分级标准制定。①轻度咳嗽（＋）：阵发性轻咳不影响睡眠；

2

结

果

2.1 两组临床综合疗效比较（见表 1）

表 1 两组临床综合疗效比较（n，%）
组 别

n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研究组

40

13

21

3

3

92.5

对照组

40

4

12

13

11

72.5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 两组患者治疗后单项症状改善情况比较（见表 2）
表 2 两组治疗后单项症状改善情况比较（n，%）
项目

组别

研究组

对照组

咳嗽
研究组

对照组

咽痒
研究组

对照组

气急
研究组

对照组

咯痰

n

痊愈

40

21

17

2

0

95

40

8

20

10

2

70

显效

有效

无效

显效率（%）

40

18

15

4

3

82.5

40

10

16

9

5

65

40

19

15

3

3

85

40

7

18

8

7

62.5

40

20

16

3

1

90

40

8

14

10

8

55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

2.3 药物副作用

迁延失治，易发展为典型的支气管哮喘。

两组在治疗后副作用比较结果（见表 3）
。

咳嗽变异性哮喘属中医学“咳嗽”范畴。王法昌老师认
为本病由于患者先天禀赋不足，肺脾气虚，卫气不固，外邪

表 3 治疗后两组副作用比较（n）
组 别

n

心悸

恶心呕吐

声音嘶哑

疲倦

震颤

研究组

40

2

3

1

1

0

对照组

40

12

14

7

3

2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痰瘀交接于肺而致病。以外邪为诱因，以慢性刺激性咳嗽为
主症伴有咽干咽痒，与风邪发病特点相似，故风痰虚瘀是本
病致病特点。罗氏[3]亦认为本病由于外感失治，邪（包括风、
气、燥、瘀）郁于肺，肺气失宣，气道挛急所致，应归于“风

2.4 复发率比较

咳”范畴。故宜疏风解痉止咳，降气化痰平喘，补气敛肺通

1 年后电话随访，两组患者复发率比较结果（见表 4）
。

络为治疗大法。方中黄芪补益肺气，肺气旺则余四脏之气皆
旺，盖肺主诸气故也。现代药理研究表明，黄芪对人体免疫

表 4 两组复发率比较（n，%）
组 别

n

随访

失访

复发

复发率（%）

反应有双向调节作用，并可争强机体抵抗力 [4] 。沙参清肺养

研究组

40

36

4

5

13.89

阴，治干咳少痰，咽干口渴。丹参、川芎、大黄活血化瘀，

对照组

40

37

3

14

37.84

因肺与大肠相表里，故又用大黄之泻下作用，使邪有出路；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3

犯肺，肺气上逆而为咳，邪恋不解，由经入络，由气入血，

麻黄、杏仁、甘草（三拗汤）辛温散邪宣肺平喘；苏子、葶
苈子降气消痰平喘；与三拗汤配合，一开一降，疗效益彰；

讨

论

咳嗽变异性哮喘是以顽固性咳嗽为主要症状的特殊类型

白果性涩，功能敛肺气，定喘嗽，为痰嗽、哮喘要药，与麻
黄同用，一散一收，治痰喘极效；乌梅、五味子敛肺止咳；

的哮喘。临床检查常无明显肺部阳性体征，易被误诊为支气管

乌梅能抗过敏，可以因为非特异性刺激，产生更多游离抗体，

炎、反复上呼吸道感染，慢性咽炎而给予抗感染治疗，疗效甚

中和侵入体内的过敏原[5]。“久病入络”故用虫类药僵蚕、地

微，给患者造成额外的经济负担，对社会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

龙入络搜剔，且二药皆有止咳化痰平喘作用；防风《药法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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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谓“治风通用，泄肺实”是一味抗过敏的有效药，能抑

和结核杂志,2005,28(11):728

制哮喘的变态反应，消除过敏原的刺激；椒目平喘，治痰饮

[2]郑筱萸.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M].北京:中国医药科学技术出版

喘咳；桑白皮泄肺平喘；纵观全方：配伍巧妙，运用灵活，

社,2002:6164

组方严谨，是王师临床常用治疗咳嗽变异性哮喘的有效良方。

[3]罗社文,晁恩祥,治疗咳嗽变异性哮喘经验[J].中医杂 2002,43(1):74-75

王氏脱敏定喘汤充分发挥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攻补兼

[4]刘志一.黄芪药理作用的研究进展.[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1995.5.312

施，标本同治之大法。本研究观察表明：中西药并用后患者

[5]袁安东,李洪涛.过敏煎合二陈汤治疗咳嗽变异性哮喘和对血清 IgE 值的

在两组临床综合改善率以及单项症状变化情况方面均有显著

影响[J].光明中医,2007,22(7):38

疗效，同时发现心悸、颤动等方面的副作用明显减少，复发

作者简介：

率明显降低。该方对于临床由多环节所引发的咳嗽变异哮喘
有良好的治疗效果，疗效确切，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魏敏（1973-），女，汉族，大学文化，全国第五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
经验继承人，现任枣庄市中医医院主治医师。

参考文献：
[1]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哮喘组.咳嗽的诊断和指南(草案)[J].中华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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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周围血管病变 30 例临床体会
Clinical experience for treating 30 cases of diabetic peripheral vasculopathy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刘成琼
（合浦县红十字会医院，广西
中图分类号：R587.1

合浦，53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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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周围血管病变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符合条件的患者 60 例，随机分为治疗
组与对照组，每组各 30 例，其中治疗组予以中西医结合治疗，对照组予以常规西医治疗，疗程 2 个月，疗程结束后行疗效比较。
结果：治疗组在临床疗效、神经功能改善方面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周围血管病变临床疗效确
切，适宜推广应用。
【关键词】 中西医结合；糖尿病周围血管病变；临床疗效
【Abstract】 Obi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effect on treating diabetic peripheral vasculopathy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Methods:
Select 60 suitable patients and divide them into the treated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by random, 30 for each group; giving combined
treatment to the treated group while giving only modern medicine treatment to the control group for the course of treatment of 2 months,
and compare the effect after the treatment course is over. Results: The treatment on the treated group was obviou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in clinical effect and neurologic improvement (P<0.05).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effect of diabetic peripheral vasculopathy by
combined treatment of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was curative, and suitable for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Keywords】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Diabetic peripheral vasculopathy; Clinical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09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y，

与对照组，每组各 30 例。所有患者西医诊断符合[1]，中医诊断符

DPN）是糖尿病常见慢性并发症之一，笔者于 2010 年 12 月～

合[2]，辨证属于气虚血瘀证。其中治疗组：男 17 例，女 13 例，

2012 年 12 月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取

平均年龄（58.7±2.1）岁，DPN 平均病程（10.9±1.5）个月；对

得满意疗效，现将体会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纳入患者共 60 例，按就诊顺序将所有患者随机分成治疗组

照组：男 18 例，女 12 例，平均年龄（59.2±1.9）岁，DPN 平均
病程（11.2±1.1）个月，经统计学处理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
病程、DPN 病程等方面无显著差异（P>0.05）
，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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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神经传导速度（MNCV）、感觉神经传导速度（SNCV）；同时

法

观察患者治疗前后的临床症状、体征及不良反应，血、尿、便

2.1 治疗方法

常规，心电图，肝肾功能。

对照组：予以常规西医基础治疗：包括饮食、运动、宣传
教育、血糖监测等；降糖治疗，要求患者餐前血糖<6.0mmol/L，
餐后 2h 血糖<8.0mmol/L；降脂治疗，要求血脂降至糖尿病伴
动脉硬化的目标水平，即：TC<4.68mmol/L，TG<1.7mmol/L，
LDL-C<2.6mmol/L；降压治疗，控制血压小于 130/80mmHg；
改善胰岛素抵抗，降低高胰岛素血症。
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予以黄芪 40g，当归 10g，
赤芍 12g，地龙 10g，水蛭 9g，丹参 12g，川芎 12g 水煎服，
分早晚 2 次口服。

2.3 疗效判定标准[3]
显效：周围神经病变症状消失或明显好转，神经系统检查
腱反射恢复正常或明显改善，肌电图检查明显改善，神经传导
速度提高 5m/s 以上；有效：症状有所改善，腱反射较前有所
恢复，肌电图检查有所改善；无效：未达到有效标准或变化。
2.4 统计学方法
资料使用 SPSS12.0 for Windows 软件进行分析和统计处理。
计量资料用（ x ± s ）表示，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用 x2 检验。
3

注：两组疗程均为 2 个月。
2.2 观察方法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用 ZEP2500 型肌电图仪检测下肢运动

结

果

3.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NCV 的比较（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NCV 的比较
组别

n

治疗组

30

对照组

30

MNCV
胫前神经

SNCV
腓神经

胫前神经

腓神经

治疗前

36.8±1.8

38.8±7.2

39.8±2.3

42.1±9.0

治疗后

46.7±1.5*#

44.6±5.4*#

48.6±3.0*#

52.3±2.3*#

治疗前

37.3±2.2

36.9±4.0

40.1±4.1

41.8±2.2

治疗后

*

*

*

49.0±4.0*

*

40.7±3.8

41.2±6.6

45.9±1.3

#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P<0.05。

3.2 两组患者治疗后疗效比较（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后疗效比较 [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30

15（50.00）

12（40.0）

3（10.0）

90.00*

30

9（30.00）

12（40.0）

9（30.00）

70.00

对照组
*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4

讨

参考文献：

论

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糖尿病呈逐年上升趋势，而周围

[1]梁晓春,崔丽英,郭赛珊,等.筋脉通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临床观察[J].

神经系统的损害也明显多发，已成为糖尿病致残的重要原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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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药新药治疗消渴病(糖尿病)的临床研究指导原

[4]

60%糖尿病患者合并有周围神经病变 ，其发病与血和血小板激
活的程度、纤维蛋白原的水平与微血管病和神经病变相关。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属于中医学“消渴”范畴，笔者认为
其病机为阴亏久延不愈，致热盛气耗，气血瘀滞，经久不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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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浊淤血互结，致络脉失和迁延以至肢体麻痹疼痛，最终导致

研究[J].中国当代医药,2010,17(33):101-102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出现。笔者在多年临床中运用中西医结合方

[5]盛爱珍,王新德,徐中宝,等.蚓激酶多中心,双盲,安慰剂对照治疗缺血性脑

法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取得满意疗效，方中主要药物黄芪

血管病患者的实验室效果[J].中国新药杂志,2008,11(1):82-84

温阳通络；赤芍、地龙、水蛭祛瘀通络止痛；丹参、川芎二药

[6]张艳霞.疏血通注射液对脑梗塞患者凝血酶及血液流变学的影响[J].中国

活血凉血，消痈祛瘀，行气止痛。现代研究显示：地龙主要含

中医药信息杂志,2009,8(10):45

蚓激酶，可直接溶解纤维蛋白原，又可激活纤溶酶原，抑制血
小板聚集[5]，溶解清除新鲜血栓及其有机物，使冠状动脉血流
量增加[6]。
本次观察显示治疗组在临床疗效、神经功能改善方面明显
优于对照组（P<0.05），进一步说明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周
围血管病变临床疗效确切，适宜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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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法治疗慢性充血性心功能不全的
疗效观察
Effect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chronic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唐上益
（广西防城港市港口区人民医院，广西 防城港，53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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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充血性心功能不全的临床疗效。方法：选择 2009 年 7 月～2012 年 1 月期间收治
的慢性充血性心功能不全患者共 80 例，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40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西医治疗，实验组在此基础上再加用
中药强心汤，比较两组疗效。结果：两组患者治疗前 CI 及 EF 值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后实验组 CI 及 EF
值明显较对照组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后实验组患者显效 12 例、有效 21 例、无效 7 例，总有效率为 82.5%，
对照组显效 10 例、有效 15 例、无效 15 例，总有效率 62.5%，实验组总有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结论：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充血性心功能不全能有效提高患者的心脏指数及心脏射血分数，临床效果显著，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中西医结合；慢性充血性心功能不全；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in treating the chronic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Methods:
80 patients with chronic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uly 2009 to January 2012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40 cases for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modern medicin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treated in TCM.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given more the Qiangxin decoction than the control group, comparing the effect of two groups. Results: Before
treatment, CI and EF value were compar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The experimental group CI and EF valu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experimental group
markedly effective 12 cases, effective 21 cases, invalid 7 cases,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82.5%. The control group markedly effective 10
cases, markedly effective 15 cases, invalid 15 cases,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62.5%.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Conclusion: Treating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can improve CI and
EF of patients, have a good clinical efficacy, worthy of a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Integrative medicine; Chronic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10
慢性充血性心功能不全是临床较常见的心血管疾病，病死
[1]

扩张性心肌病 9 例；实验组冠心病 7 例、高心病 6 例、风心病

率较高、预后较差，临床治疗方法多样，且疗效不一 。笔者

10 例、肺心病 8 例、扩张性心肌病 9 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差

对 2009 年 3 月～2012 年 3 月期间收治的慢性充血性心功能不

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具有可比性。

全患者 40 例在常规西医治疗的基础上加服我院自制的强心剂，

1.2 方法

并与未加服强心剂的另外 40 例患者的疗效进行比较，现报道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 2009 年 3 月～2012 年 3 月期间收治的慢性充血

两组患者分别采用常规的西医治疗，内容包括利尿、强心、
扩血管、维持水电解质平衡等。并针对患者原发病症进行降压、
抗感染等治疗。实验组患者在此基础上加服我院自制的由黄芪
25g，茯苓 20g，党参 15g，桃仁 15g，桂枝 10g，当归 10g 及
丹参 8g 组成的强心汤，并按患者不同的原发症酌情加减：高
血压加用山楂 10g，风心病加用红花 8g，冠心病加用苏木 8g，

性心功能不全患者共 80 例，年龄 62～85 岁，平均年龄（63.1

心肌病加用麦冬 10g。服用方法：用 450ml 温水煎成 200ml，

±6.51）岁；其中男 42 例，女 38 例，病程 1～10 年，平均（6.1

早晚一次服用，连服 4 周。

±3.4）岁，心功能分级：对照组 I 级 16 例，II 级 13 例，IV

1.3 评价标准

级 11 例，实验组 I 级 17 例，II 级 10 例，IV 级 13 例； 病因：
对照组冠心病 6 例、高心病 8 例、风心病 9 例、肺心病 8 例、

两组患者治疗期间密切监测其血压、脉搏、心率等生命体
征，仔细观察患者胸闷、水肿、腹胀及呼吸困难等临床症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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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情况。并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进行心脏彩超检查，以测量

计量资料采用均（ x ± s ）表示，之间对比采用 t 检验或 x2 检

CI、EF 并进行心脏功能分级。疗效判定：显效：患者心功能

验，以（P<0.05）有统计学意义。

不全症状（胸闷、胸痛、心悸、气喘等）基本消失或有明显改

2

善，心功能改善到 II 级以上；有效：患者心功能不全症状（胸

结

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后 CI 及 EF 变化情况比较

闷、胸痛、心悸、气喘等）有一定的改善，心功能分级改善到

两组患者治疗前 CI 及 EF 值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I 级以上，但未达 I 级水平；无效：所有症状、心功能无改善
或恶化。

（P>0.05）
；治疗后实验组 CI 为（3.4±0.44）
，EF 为（0.54±0.12）
，

1.4 统计学处理

与对照组（2.8±0.55）及（0.45±0.08）相比明显提高，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1。

本次研究数据均由 SPSS16.0 软件统计包进行统计学处理，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后 CI 及 EF 变化情况比较（ x ± s ）
CI

组别

EF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实验组（n＝40）

2.1±0.54

3.4±0.44

0.38±0.16

0.54±0.12

对照组（n＝40）

2.1±0.51

2.8±0.55

0.40±0.13

0.45±0.08

t

1.56

4.65

0.45

4.06

P

>0.05

<0.05

>0.05

<0.05

2.2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7 例，总有效率为 82.5%。实验组总有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

对照组患者治疗后显效 10 例、有效 15 例、无效 15 例，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详见表 2。

总有效率 62.5%；实验组患者显效 12 例、有效 21 例、无效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n（%）]

3

讨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实验组（n=40）

12

21

7

总有效率（%）
82.5

对照组（n=40）

10

15

15

62.5

x2

4.04

5.67

5.78

5.34

P

<0.05

<0.05

<0.05

<0.05

论

入茯苓可健脾益气、消肿利尿，另外黄芪还是洋地黄类正性肌力

慢性充血性心功能不全在临床较常见，它是各种心脏疾
病的未期表现，随年龄增长而发病率越高。它是由于心肌收
缩力降低而增加了心肌的负荷，心肌顺应性随之降低，导致
静脉回心血液不能充分有力排出，减少了心输出量，引起静
脉瘀血，血流减慢，动脉供血不足，全身各组织及器官灌
注下降，发生周围性水肿、肺水肿等[2]。目前，临床主要以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B 受体阻滞剂、利尿剂和洋地黄
等治疗方案，提高患者运动耐量和生命质量，减慢症性发

的药物，能将患者的心脏指数及心排出量提高，以改善心功能水
平。本次研究将此中药汤联合西医治疗慢性充血性心功能不全，
结果显示实验组治疗后 CI 及 EF 值比对照组高，总有效率 83.8%
明显优于对照组 62.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此结
果与 2011 年陈跃辉[5]报道的结果一致。再次充分说明中西医结
合治疗慢性充血性心功能不全能有效提高患者的心脏指及心脏
射血分数，临床效果显著，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3]

展速度，改善生存质量 。而我院为探讨更加有效的治疗方
法，在采用此西医基本治疗方法的基础上加用了强心汤，
取得了较理想的效果。
慢性充血性心功能不全在中医上属于“胸痹、水肿、心悸、
怔忡”等范畴内。病位在心，关乎于肾脾。病机主要为：心气两
虚、本虚标实，心阳不振，血脉运行受阻，心阳亏于上，不能下
交于肾，肾失气化，水饮停心，在临床上有心肾阳虚水泛等症状，
中医治疗上宜标本兼治，主张采用益气养阴、行水化痰为主[4]。
本次研究笔者对我院慢性充血性心功能不全的患者在西医利尿、
强心、扩血管的治疗基础上另外加服由黄芪、茯苓、党参、桃仁、
桂枝、当归及丹参组成的强心汤。当归可改善血小板功能，降低

[1]康振兴.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心功能不全 45 例[J].光明中医,2012,27(5):
982-983
[2]宋利,陶新为,钟晓辉.中药辅助治疗冠心病慢性心力衰竭 41 例[J].中国
实用医药,2009,4(24):44-45
[3]赵萍,张钦明.中西医结合治疗冠心病慢性心力衰竭 50 例疗效观察[J].
社区医师(医学专业),2011,13(23):205
[4]谢建良.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心力衰竭 40 例临床观察[J].中国现代药物
应用,2008,2(2):66-67
[5]陈跃辉.中西医结合法治疗慢性充血性心功能不全的疗效观察[J].中医
临床研究,2011,3(7):27-28

血液粘稠度，改善心脏供血，增加冠脉血流量，从而可降低心肌
耗氧量；桂枝温通心阳，党参、黄芪通心温阳，使气行血行；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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祛风泻火化瘀汤治疗三叉神经痛的临床研究
Clinical research on treating trigeminal neuralgia with
the Qufeng Xiehuo Huayu decoction
钟 磊
（安阳市中医院，河南 安阳，455000）
中图分类号：R745.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0-0023-02

证型：GDA

【摘 要】 目的：探讨运用中医中药治疗三叉神经痛的临床疗效。方法：治疗组采用自拟祛风泻火化瘀汤治疗，对照组采用
口服卡马西平片治疗，进行疗效评价与比较。结果：治疗组与对照组有效率无显著性差异（P>0.05）
，但治疗组患者治疗后的痊愈
显率分别为 47.37%和 39.47%，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23.68%和 18.42%，两组数据经统计学分析均有显著性差异（P 均<0.05）
。结论：
采用中药治疗三叉神经痛，具有良好临床疗效，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三叉神经痛；中医药疗法；祛风泻火化瘀汤；治疗应用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Qufeng Xiehuo Huayu decoction on treating trigeminal neuralgia.
Methods: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the Qufeng Xiehuo Huayu decoction, while the control was given Carbamazepine, the effect of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in effecting rate, but the treated group was
significant higher in curing rat. Conclusion: The Qufeng Xiehuo Huayu decoction was effective in treating trigeminal neuralgia.
【Keywords】 Trigeminal neuralgia; TCM therapy; Qufeng Xiehuo Huayu decoction; Therapeutic us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11
三叉神经痛，又称痛性抽搐，是指三叉神经分支范围内反
复发作的、短暂的、阵发性剧痛。它始于一侧面部的某区，并
只放射至同侧三叉神经支配区。少数病人先一侧发作后，可在
另一侧发作[1]。每次发作数秒至数分钟，疼痛发作期，重者一

可排除导致面痛的其他原因。
2

治疗方法

2.1 治疗组

天可达数十次，痛如电击样、烧灼样、刀割样、针刺样。本病

采用中药汤剂治疗，运用自拟祛风泻火化瘀汤，药物组成：

好发于中、老年人，常于 40 岁后起病。自 2009 年 6 月～2012

全蝎 10g，血竭（研末冲服）2g，蜈蚣 3g，三七粉（冲服）3g，

年 9 月笔者运用中药治疗三叉神经痛 38 例，取得满意效果，

川芎 10g，桃仁 10g，防风 10g，柴胡 10g，细辛 3g，白芍 10g，

现报告如下。

丹皮 10g，黄连 10g，胆南星 6g，升麻 6g。辨证加减：肝火炽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患者均为疼痛门诊病例，男性 34 例，女性 42 例；年龄最

盛者加龙胆草 10g，夏枯草 10g，菊花 10g；风寒袭络者加羌活
10g，麻黄 6g；风热毒盛者，加金银花 15g，连翘 10g，板蓝根
20g；大便秘结者加大黄（后下）8g；伴失眠多梦者加酸枣仁
30g，朱砂 0.5（睡前冲服）
；心烦甚者加栀子 10g，淡豆豉 10g；

小 31 岁，最大 63 岁，平均年龄（49.2±11.3）岁；病程 1.5 周～

胃火盛者加生石膏 30g；痰多、苔腻加半夏 10g，佩兰 8g；小

4 年。将患者按就诊顺序排号，单号入研究组，双号编入对照

便黄赤者加车前子 30g（包煎）
，川木通 6g。1 剂/d，煎汁 400ml，

组，各 38 例，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基本病情、相关病史

分 2 次口服。30d 为 1 个疗程。观察 1 个疗程。

等基本资料方面经统计学分析无差异（P>0.05）
，具有可比性。

2.2 对照组

1.2 诊断标准
参照 1998 年国际头痛学会分类委员会制定的三叉神经痛
西医诊断标准标准。
①面部或额部的阵发性疼痛，持续几秒钟至 2 分钟；②疼

口服卡马西平片，开始 0.1g/次，2 次/d，第 2 日后每隔 1
日增加（0.1～0.2）g，直到疼痛缓解，维持量 0.4～0.8g/d，分
次服用，最高量不超过 1.2g/d（观察期间停用其他三叉神经的
中西药物，入选前服用三叉神经痛药物者在停用药物一周后入

痛至少有下列特点中的 4 项：沿三叉神经的一支或几支散布；

选）
，30d 为 1 疗程。观察 1 个疗程。

特征为突发、剧烈、尖锐、浅表、刀刺样或烧灼样；疼痛剧烈；

2.3 疗效判定标准

从扳机点促发或因某些日常活动诱发，如吃饭、谈话、洗脸或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2]制定。临床痊愈：疼痛

刷牙；发作以后，病人完全无症状；③无神经系统体征；④每

停止，面部感觉等功能正常，随访半年以上无复发；显效：疼

位患者有刻板的发作；⑤病史躯体检查及必要时所做特殊检查

痛停止后，半年内复发，但发作频次较前减少 50%以上；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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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发作频次较前减少 25%～50%；无效：疼痛发作频次较前

3

减少小于 25%。

结

果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见表 1。结果显示治疗组与对照组有效

2.4 统计学方法

率无显著性差异（P>0.05），但痊愈率及显效效率比较，差异

采用 SPSS11.0 统计学分析软件进行相关资料处理。计数

均有显著性意义（P 均<0.05）
，治疗组优于对照组。

资料采用 x2 检验。
表 1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 [n（%）]
n

组别
治疗组

38

对照组

38

痊愈

显效

*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18（47.37）

15（39.47）

2（5.26）

3（7.89）

92.11*

9（23.68）

7（18.42）

15（39.47）

7（18.42）

81.58

△

△

△

注：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 P>0.05， P<0.05。

对治疗组 38 例服药前后所做的血尿便、肝肾功能、心电

微循环、镇痛、镇静、解痉；桃仁抗炎、镇痛；防风抗炎、镇

图等检查均未发现异常，全部病例未发现毒副作用及不良反应

痛、抗惊厥、调节免疫功能；柴胡、细辛抗炎、镇痛、镇静；

（P>0.05）
。

白芍抗炎、镇痛、镇静、解痉、调节免疫功能；丹皮抗炎、镇

4

讨

论

痛、抗惊厥、抗过敏；南星镇痛、镇静、抗惊厥、祛痰；升麻
抗炎、镇痛、抗惊厥。诸药合用，祛风散寒清热、泻火化痰、

三叉神经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种，原发性三叉神经痛病

活血祛瘀、通络止痛，即具有镇静、解痉、镇痛等作用，使风

因尚未明确，发病机制是可能由于多种因素，使三叉神经半月

除瘀祛、火泻痰化、经络通畅、邪去正复而顽痛自愈。卡马西

神经节的感觉根和运动支发生脱髓鞘改变，脱失髓鞘的轴突与

平是治疗三叉神经痛的有效药物，该药在开始服用时疗效较

相邻纤维间发生短路。因此轻微的触觉刺激即可通过短路传入

好，但长期服用疗效则逐渐下降，且有头晕、困倦、四肢无力、

中枢，而中枢的传出冲动也可经短路成为传入冲动，达到一定

步态不稳等副作用，严重者甚至可发生再生障碍性贫血、剥脱

的总和而激发半月神经节内的神经元产生疼痛[3]。

性皮炎等，服用中药从而避免了以上副作用的发生[9]。

本病属于中医学的“面痛”
、
“脑风”
、
“头风”等范畴。其

本研究结果表明，治疗组患者的痊愈显效率均明显高于对

病因主要为风、火、痰、瘀、虚，其中以风邪、风火多见。其

照组（P 均<0.05）
，且无毒副作用及不良反应，提示中药治疗

病机为风邪上侵面部三阳经脉，多由外感或内伤所致[1]。其病

三叉神经痛具有良好疗效，值得临床推广。

理因素为风、火、瘀、痰、虚等，笔者认为主要是风、火、瘀，
邪实居多。风有外风与内风，外风主要指风寒、风热，内风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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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南星清热化痰、息风定痉；升麻疏风散热解毒，善清解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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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膳食治疗高脂血症 185 例疗效观察
Effect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185 cases of hyperlipidemia in
TCM food therapy
伍钊华
（广东省中山市陈星海医院，广东 中山，528415）
中图分类号：R589.2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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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中药膳食治疗高脂血症的临床疗效。方法：自 2009 年开始将小榄镇北区社区 389 例高血脂病人随机
分为两组，其中一组 185 例进行中药膳食方治疗，另一组 204 例予西药辛伐他丁治疗。两年后观察两组的疗效。结果：中药膳食
组疗效 96.2%与辛伐他丁组疗效 97.1%，中药膳食组与辛伐他丁组疗效比较，
（P>0.05）
，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而副作用方面，
中药膳食组没有发现任何不适，而辛伐他丁组出现副作用率达 5.8%；半年后的复发率，中药膳食组复发率为 5.4%，辛伐他丁组
为 42.1%，两组相比较，（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中药膳食治疗高脂血症能降低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及
改善病人的生活质量，值得在南方地区推广应用。
【关键词】 高脂血症；中药；辛伐他丁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clinical efficacy of TCM food therapy in treating hyperlipidemia. Methods: 389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2 group; 185 were given TCM food therapy; 204 were given Simvastatin, comparing result after 2 years. Results: Clinical
efficacy was 96.2%, it was 97.1% for Simvastatin;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There was 5.8% of Simvastatin group for
side effects. On the recurrence for 6 months the TCM was 5.4%, and Simvastatin was 42.1%;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P<0.05). TCM
food therapy is effective to improve treating Hyperlipidemia in south areas of China.
【Keywords】 Hyperlipidemia; TCM medicine; Simvastati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12
高血脂症是公认的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意外和糖尿病
的主要危险因素[1]。如何提高病人的治疗依从性，降低血脂、
胆固醇，控制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及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是
关键问题。2009 年开始，我们对小榄镇北区社区居委 16 个自

发现副作用。现报告如下。
1

1.1 高血脂定义
高脂血症是指血浆中胆固醇（TC）或甘油三脂（TG）升

然村在体检中发现的 389 例高血脂、高胆固醇病人进行研究，
其中 185 人采用中药膳食方治疗，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且没有

临床资料与方法

高及低高密度脂蛋白血症（HDL-C）的各种血脂异常。

表 1 血脂水平分层标准
分层

TC

LDL-C

HDL-C
40mg/dl

合适范围

200mg/dl

130mg/dl

边升高

200～239mg/dl

130～159mg/dl

升高

≥240mg/dl

≥160mg/dl

1.2 病人选择
以小榄镇北区社区居委会 16 个自然村在 2009 年底休检中

TG
150mg/dl
150～199mg/dl

≥60mg/dl

≥200mg/dl

意义。
1.4 治疗方法

发现的符合高血脂诊断标准[2]的病人 389 例，年龄男 60～84

中药膳食方组药物组成及用法：首乌 30g，桑寄生 30g，山

岁（±72 岁）
，女 55～86 岁（±74 岁）
。其中以简隔自然村为

楂 15g，玉米须 30g，决明子 15g，陈皮 10g，茯苓 15g，淮山药

分组方法，1、3、5、7、9、11、13、15 村共 185 人接受中药

15g，加大头鱼鱼头 200g 煲汤，1 次/d。辛伐他丁治疗组用法用

膳食治疗，简称中药膳食组；2、4、6、8、10、12、14、16

量：辛伐他丁 10mg/d[2]，口服。治疗时间为 2 年，在治疗过程

村共 204 人予辛伐他丁治疗，简称辛伐他丁治疗组。两组高血

中以标准胆固醇饮食。治疗后对以上人员进行抽血体检检查。

脂病人男女比例、年龄、文化程度以及饮食习惯比较 P>0.05，

1.4.1 依从性观察指标

没有差异性统计学意义。
1.3 病人的血脂观察
两组病人治疗前血脂水平比较，P>0.05，没有差异性比较

准时服药天数，每月>20d 为依从性好的治疗，服药天数在
10～20d 之间，为依从性一般的治疗、服药天数每月<10 为依
从性不良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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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疗效观察指标

1.4.4 统计学处理
以上数据采用 SPSS13.0 软件进行检验，
（P<0.05）为差异

治疗后，胆固醇降到正常值为痊愈，胆固醇降低（以下每
项降低值都是与第 1 次体检时检验值对比）30%～99%为好转，
胆固醇 0%～29.9%为无效；而甘油三脂降到正常值为痊愈；甘

有统计学意义。
2

油三脂降低 30%～99%为好转，甘油三脂 0%～29.9%为无效；

治疗结果

2.1 两组疗效对比

低密度脂蛋白降到正常值为痊愈，低密度脂蛋白降低 30%～99%

治疗前两组胆固醇、甘油三脂、低密度脂蛋白对比

为好转，低密度脂蛋白 0%～29.9%为无效。总有效率＝恢复支
持率＋治疗好转率。

（P>0.05）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治疗后，治疗组与对照组对

1.4.3 复发率

比（P>0.05）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2。

对两组有效病人停药 6 个月后进行复查。
表 2 三脂治疗前后情况对比（n，%）
治疗前偏高 治疗后恢复正常（人） 恢复正常率（%）

中药膳食组

辛伐他丁组

降低 30%以上人数

治疗好转率 总有效率（%）

P

胆固醇

185

122

65.9

56

30.3

96.2

P<0.05

甘油三脂

179

113

63.1

54

30.2

93.3

P<0.05

低密度脂蛋白

185

119

64.3

57

30.8

95.1

P<0.05

胆固醇

204

142

69.6

56

27.5

97.1△

P<0.05

甘油三脂

201

109

54.2

72

35.8

90.0△

P<0.05

低密度脂蛋白

203

132

65.0

62

30.5

95.6△

P<0.05

△

注： 与中药膳食组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2 药物治疗的副作用

发生尤其重要。实践证明，血脂控制不佳与患者服药依从性差、

治疗期间，中药膳食组全部均无出现任何不适，而辛伐他
丁治疗组有 12 例出现不同程度的腹痛、便秘、胃肠胀气、呕

自我保健意识的缺乏、生活习惯及饮食结构不合理等因素密切
相关。健康的生活方式可使高血脂发病率减少 55%，及时治疗

吐等副作用，副作用出现率为 5.8%。
2.3 服药的依从性

高血脂可使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并发症减少 50%，通
过生活指导加上必要的药物治疗，可以使高血脂患者的血脂得

中药膳食组：依从性好为 112 例，占 60.5%，一般 56 例，
占 30.3%，依从性差 17 例，占 9.2%。辛伐他丁组：依从性好

到降低，预后得以改善。消脂方具有健脾利湿、化痰消脂作用，
本研究证明，单纯西药组病人服药的病人偶而出现副作用，依

为 96 例，占 47.1%，一般 33 例，占 16.2%，依从性差 21 例，
占 10.3%。从两组的依从性对比，中药膳食组明显高于辛伐他

从性较差，经常漏服药，而中药膳食组隔日用中药煲汤 1 次，
且汤水美味可口，符合南方人饮食习惯，治疗无副作用，病人

丁组，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4 复发率情况

较易接受，依从性高，自觉症状改善，自信心增强，复发率低。
以药膳煲汤方式进行降脂（首乌、桑寄生、决明子、山楂具有

中药膳食组血脂升高的有 10 例，占 5.4%，辛伐他丁组升
高的有 86 例，占 42.2%。两组复发率比较（P<0.05）
，差异有

消脂活血通脉作用，现代药理研究表明：生首乌能够抑制胆固
醇，减轻动脉内膜斑块的形成，还具有纤溶涪陛，能够促进纤

统计学意义。

维蛋白原裂解，降低血液黏度的功效[5]；而玉米须则有利水袪
湿作用，助血脉更流畅；淮山、茯苓、陈皮具有健脾化痰作用），

3

讨

论

病例：患者甲，男，65 岁，2009 年 7 月 21 日老年人体检，
发现血脂异常，胆固醇、甘油三脂、低密度脂蛋白。体检结果
出来后建议病人用中药膳食方（首乌 30g，桑寄生 30g，决明
子 15g，玉米须 30g，陈皮 10g，茯苓 15g，淮山 15g）治疗，
加鱼头煲汤或煲水当茶喝，每月坚持 20 次以上。2010 年 8 月
10 日，再进行老年人体检，血脂检查，胆固醇、甘油三脂、低
密度脂蛋白，都在正常范围内。隨后，停服以上中药，而在 2011
年 7 月体检时血脂检查都在正常范围内。
高脂血症是临床常见病症，指血浆中一种或多种脂质成分
的含量超过正常高限，是造成心脑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内

血脂降低，更有利于预防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所以，
用中药膳食治疗高血脂有助于改善病人的生活方式，提高病人
服药的依从性，降低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及改善病
人的生活质量，值得在南方地区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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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泌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3]。形成脂肪肝的原因很多，例如长
期使用激素、肥胖症，长期大量饮酒、脂肪代谢异常等[4]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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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可致肝细胞脂质代谢异常，从而伴发高脂血症。
有效控制血脂可减少老年患者的高血压、心肌梗死、脑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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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脑血管病症发生，因此采取有效措施降低老年高血脂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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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冠养心饮治疗冠心病心绞痛临床研究
Clinical research on treating angina pectoris with
the Tongguan Yangxin decoction
刘向东
（山东省沂水县人民医院，山东 沂水，276400）
中图分类号：R5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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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通冠养心饮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疗效。方法：以通冠养心饮治疗冠心病心绞痛 52 例，并设消心痛治
疗 50 例对照观察。结果：在临床症状改善方面，中药组总有效率为 92%。西药组总有效率为 90%。两组对比，在缓解症状方面
无明显差异（P>0.05）；在心电图改变方面，中药组总有效率为 79%，西药组总有效率为 50%，中药组优于西药组（Ｐ<0.05）
。在
超声心动图指标的改善方面：在左室收缩功能改善方面，中药组优于西药组，但无统计学意义（Ｐ>0.05）；在泵功能改善方面，
中药组优于西药组（P<0.05）；在左室舒张功能改善方面，中药组优于西药组（P<0.05）；在高血脂的改善方面，中药组治疗前后
有显著改变（P<0.05）
。西药组治疗前后无显著改变（P>0.05）
。
【关键词】 冠心病心绞痛；中药疗法；通冠养心饮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of the Tongguan Yangxin decoction in treating angina pectoris. Methods: 52 cases
of angina pectoris were treated with the Tongguan Yangxin decoction, while 50 cases were treated with isosorbide dinitrate. Results:
Improvement of clinical symptoms,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92% of the TCM medicine group, while 90% of the modern medicine group.
Between two group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relieving the symptoms (P>0.05). On ECG changes, the total was 79% of the
TCM medicine group, and 50% of the modern medicine group. The efficacy of the TCM medicine group was better (P<0.05). Improvement
of echocardiographic indices of left ventricular systolic function improvement, the efficacy of TCM medicine was better, but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Improvement in pump function, the efficacy of the TCM medicine group was better(P<0.05).
Improvement in left ventricular diastolic function, the efficacy of the TCM medicine group was better (P<0.05); Improvement of high
cholesterol,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 TCM medicine group after treatment (P<0.05), while modern medicine group did not
change significantly (P>0.05).
【Keywords】 Angina pectoris; Erbal remedies; Tongguan Yangxin decoc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13
笔者自 2010～2012 年自拟通冠养心饮治疗冠心病心绞痛

人参 6g，黄芪 30g，白术 15g，丹参 15g，三七粉 3g，
（冲

52 例，取得良好效果。临床证明，该方不仅能缓解心绞痛，而

服）穿山龙 10g，益母草 15g，山楂 10g，桂枝 6g，檀香 3g。

且对心功能有所改善。现总结如下。

加减：兼痰阻者加瓜蒌 10g，茵陈 10g，半夏 10g，血瘀偏重者

1

加桃仁 10g，红花 10g，阳虚寒凝偏重者加附子 10g，肉桂 3g。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102 例病人均符合 WHO 缺血性心脏病的命名及诊断标准
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行业标准•中医病症诊断疗效
标准》里的“胸痹心痛辨证分型—心气虚弱、心肾阳虚”。随
机分为中药观察组与西药对照组。其中中药组 52 例：男性 29
例，女性 23 例，年龄 45～81 岁之间。西药组 50 例：男性 28
例，女性 22 例，年龄在 47～78 岁之间。
1.2 观察方法
全部患者于治疗前与疗程结束后做全面体检与实验室检
测，主要观察指标包括临床症状、心电图和超声心动图、血脂。
超声心动图包括：①左室收缩功能：左室短轴缩短率（FS）
，
EPSS。②心脏泵功能 EF 值。③左室舒张功能：EF 斜率，左
房与主动脉内径之比 LAD/AOD。

1 剂/d，水煎 2 次，取汁 500ml，早晚 2 次分服。
2.2 西药组
服消心痛 10mg，3 次/d。两组以 4 周为 1 个疗程。
观察对象服药前做全面体检及有关实验室检查，检查心电图、
超声心动图及血脂后开始服药治疗，治疗期间停服其他药物。
并每周复查心电图及症状改善情况，疗程结束时复查心电图、
超声心动图及血脂。
3

结

果

3.1 疗效判定
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
药行业标准•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中“胸痹心痛的疗效评
定标准”，疗程结束后症状消失，心电图及有关实验室检查恢
复正常为治愈；症状减轻，发作次数减少，间歇期延长，心电

2

治疗方法

2.1 中药组

图及实验室检查有改善为好转；主要症状及心电图无改变为未
愈。统计学处理用率的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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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疗效分析

3.3 不良反应

3.2.1 临床症状改善

中药组有 3 例服药 1 周后感上腹部不适，加服健胃药后可

中药组临床症状治愈 40 例，占 77%，好转 8 例，占 15%，

继续用药治疗。西药组有 6 例服药后出现头痛、头胀、头晕，

未愈 4 例，占 8%，总有效率为 92%。西药组临床症状治愈 36

其中 3 例 1 周后渐缓解，余 3 例终止治疗观察，不良反应发生

例，占 72%。好转 9 例，占 18%，未愈 5 例，占 10﹪。总有

率 12%。两组病人治疗前、中、后的血、尿常规，肝、肾功能

效率为 90%。中药组与西药组对比，在缓解症状方面无明显差

均无异常。

异。
（P>0.05）
4

3.2.2 心电图的改善

讨

论

中药组 52 例中有 18 例治疗后 ST-T 段改变完全恢复正

冠心病心绞痛属中医胸痹、心痛范畴，其病机多属本虚标

常，占 35%；ST-T 段改变有所改善者 23 例，占 44%；治疗

实。本虚为阴阳气血亏虚，标实为寒凝、气滞、血瘀、痰阻交

前后心电图无改善者 11 例，占 21%，总有效率为 79%。西药

互为患，从而使胸阳不展，心脉痹阻不通，
“不通则痛”
，故《素

组 50 例中 8 例治疗后，心电图 ST-T 段改变完全恢复正常，

问•痹论》曰：“心痹者，脉不通”。在治疗上虚实标本兼顾，

占 16%；ST-T 段改变有所改善者 17 例，占 34%，心电图无

以活血化瘀、辛温通阳、理气化痰治其标，以温阳补气，益气

改善者 25 例，占 50%，总有效率为 50%。中药组优于西药组。

养阴固其本。通冠养心饮根据中医理论虚则补之，实则泻之，

（P<0.05）。

塞则通之的治疗原则。用人参大补元气，扶植心气。黄芪、白

3.2.3 超声心动图指标的改善

术补脾气。气为血帅，血为气母，气行则血行。丹参活血祛瘀，

3.2.3.1 左室收缩功能的改善
左室短轴缩短率<30%者，中药组 22 人治疗后 18 人改善，
其中 9 人转为正常，有效率 82%；西药组 18 人异常，治疗后
12 人改善，其中 3 人转为正常，有效率 67%，中药组虽优于西
药组，但无统计学意义（P>0.05）
。EPSS 异常者中药组 29 人，
治疗后 27 人有改善，其中 8 人转为正常，有效率 93%；西药
组 22 人，改善 19 人，占 86%。两组对比，中药组虽优于西药
组，但无显著性差异（P>0.05）
。

养心安神，补心定志，祛邪而不伤正。三七化瘀、散血、定痛。
据《本草纲目》记载：丹参活血、通心络，三七止血、散血、
定痛。山楂消食化积，活血散瘀。
《本草纲目》记载：
“山楂化
饮食，消肉积、癥瘕、痰饮、痞满吞酸、滞血痛胀”。益母草
有活血作用，穿山龙活血通络，止痛，桂枝温通心阳，檀香行
气、散寒、止痛。诸药合用，使人体气血充盛，血行通畅，心
阳得通，通则不痛，病人诸症自解。
现代药理研究证实，人参、黄芪有增强心肌细胞代谢的作

3.2.3.2 泵功能的改善
EF 值低于正常者，中药组 21 人，治疗 16 例好转，其中 6

[1]

用 。黄芪不仅能改善心功能，而且还具有降低血液粘度和血

例转为正常，有效率 76%；西药组 19 人，治疗后 6 人改善，

小板凝聚，改善心脏泵功能[2]。丹参能明显降低血清中脂质过

其中 3 人转为正常，有效率 32%。两组对比，中药组优于西药

氧化物（LPO）水平，升高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具

组（P<0.05）
。

有抗缺血、缺氧，清除氧自由基，保护心肌细胞膜的功能[3]。

3.2.3.3 左室舒张功能的改善

三七总皂苷是三七的主要有效成分，可直接作用于内皮细胞，

EF 斜率低者，中药组 30 人，治疗后 28 人改善，其中 5

影响内皮细胞表面黏附分子的数量、炎症因子的分泌等，进而

人转为正常，有效率 93%。西药组 18 例，改善者 12 人，有效

影响内皮屏障功能及其本身或其他细胞的黏附特性，对防止细

率 67%。两组对比，中药组优于西药组。
（P<0.05）
。左房与主

胞嵌塞，维持微循环通畅有积极作用；三七总皂苷还可以通过

动脉内径之比，中药组异常者 32 人，治疗后改善者 29 人，占

抗炎和抗氧化的作用，保护血管平滑肌细胞不受高脂血清的影

91%；西药组异常者 27 人，治疗后改善者 19 人，有效率 70%。

响，对动脉粥样硬化有防治作用，并且还具有抗心肌缺血、抗

中药组优于西药组（P<0.05）
。

心律失常的作用。穿山龙其主要成分薯蓣皂苷可通过调节脂代

3.2.4 高血脂症的改善

谢，改善和保护血管内皮功能，使内皮细胞分泌 ET 减少，NO

中药组高血脂症 34 例，其中高胆固醇 20 例，高三酰甘油

增多，发挥预防和治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并改善动脉粥样硬

15 例；西药组高血脂症 30 例，其中高胆固醇 19 例，高三酰甘

化性狭窄所致的心肌缺血性损伤，从而控制心绞痛的发生[4]。

油 13 例。两组高血脂疗效对比见表 1。

益母草可降低各种切速下的血液粘度和红细胞的聚集性。从而

表 1 两组血脂疗效对比（ x ± s ）

改善冠脉循环和心肌供血，保护缺血心肌，加强心肌收缩力。

n
中药组
西药组

治疗前

治疗后

P值

山楂能显著降低血清胆固醇及甘油三酯，有效防治动脉粥样硬

TC

20

7.02±0.66

5.57±0.67

<0.05

化；还能通过增强心肌收缩力、增加心输出量、扩张冠状动脉、

TG

15

2.55±1.09

1.73±0.77

<0.05

增加冠脉血流量、降低心肌耗氧量等起到强心和预防心绞痛的

TC

19

6.82±1.93

6.27±0.09

>0.05

作用。

TG

13

2.67±1.03

2.42±0.49

>0.05

通冠养心饮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能有效地改善病人临床症

通过以上分析，通冠养心饮在缓解症状方面与消心痛无明

状，缓解心绞痛，增强心肌供血供氧，增强左室收缩功能，改

显差别。在心电图方面优于消心痛，而在改善左室泵功能，舒

善其舒张功能，促进心脏泵功能恢复，且能改善血脂代谢，有

张功能方面明显优于消心痛，并且有明显的降血脂作用。

效预防心绞痛的发作，其作用优于消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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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灌肠治疗慢性乙型重型肝炎的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chronic severe hepatitis B in TCM enema
戴 敏 滕立春 王凤林
（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广东 广州，510630）
中图分类号：R512.6+2
【摘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0-0029-02

证型：IBD

要】 目的：探讨自拟中药灌肠相比西医治疗以及经验方治疗对于慢性乙型重型肝炎的治疗临床效果。方法：选取 2010

年 12 月～2012 年 12 月期间，科室 90 例慢性乙型重型肝炎患者，随机分为 A、B、C 三组，A 组实施常规西医治疗，B 组在 A 组基
础上行经验方治疗，C 组在 A 组基础上行自拟中药口服并经验方灌肠，对比三组治疗结果。结果：C 组治疗后有 23 例显效（76.67%）
，
明显高于 B 组 16 例（53.33%）和 A 组 4 例（13.33%）
，治疗总有效率达到了（86.67%）
，高于 A 组（50.00%）和 B 组（73.33%）
，
结果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自拟中药灌肠的治疗临床效果好，不良并发症少，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灌肠；中药；慢性乙型重型肝炎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TCM enema in treating chronic severe hepatitis B, compare the effects with
that of modern and experience recipe. Methods: From 2010 December to 2012 December, 9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B and
C three groups, group A was received routine modern medicine treatment, B group was given the experience recipe on the base of treatment
of group A, group C was given the self TCM and experience recipe enema on the base of treatment of group A, compared treatment
outcome of three groups.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in group C, 23 cases were effective (76.67%),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16 cases (53.33%)
of group B, and 4 cases (13.33%) of group A,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reached (86.67%), higher than (50.00%) in group A, and (73.33%) in
group B, the results of the comparison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CM enema was good, few
complications, and worthy of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Keywords】 Enema; TCM medicine; Chronic severe hepatitis B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14
全世界感染 HCV 以及 HBV 的患者分别有 1.7 亿和 3.5 亿，
我国患者居多，达到了半数以上[1-2]。乙型肝炎作为一种常见的

±4.29）年；患者无合并严重心肺疾病。
B 组：30 例患者，男性患者 20 例，女性患者 10 例；年龄

传染病，主要特质就是病情发展十分缓慢，治疗也十分困难，

28～61 岁，平均（42.11±6.05）岁；病程 6 个月～11 年，平

多数患者长期治疗也不能治愈[3]。慢性乙型重型肝炎是比较危

均（6.25±4.39）年；患者无合并严重心肺疾病。

险的临床疾病之一，患者病情一般较重，多数患者经历长期的

C 组：30 例患者，男性患者 18 例，女性患者 12 例；年龄

治疗也毫无进展。部分患者由于无法口服中药，因此中药灌肠

29～60 岁，平均（42.16±5.43）岁；病程 1～13 年，平均（6.46

的方式有很多临床应用，本文对西医、经验方灌肠以及自拟中

±4.69）年；患者无合并严重心肺疾病。

药合并灌肠做了对比分析，以下是详细资料。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0 年 12 月～2012 年 12 月期间，科室 90 例慢性乙肝合
并脂肪性肝病患者，随机分为 A、B、C 三组。
A 组：30 例患者，男性患者 19 例，女性患者 11 例；年龄
29～59 岁，平均（41.56±5.89）岁；病程 1～12 年，平均（6.43

A、B、C 三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合并病史上对比
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可以相互比较。
1.2 治疗方法
A 组：常规西医综合治疗，护肝、改善微循环以及促肝细
胞生长。
B 组：在 A 组基础上行中药灌肠，配方为大黄、乌梅，1
次/d，保留灌肠 1h，1 周为 1 个疗程，持续两周。
C 组：在 B 组基础上行中药口服，配方为自拟清下消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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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黄（15～30）g，茵陈 30g，栀子 15g，水牛角（15～30）g，

效例数＋有效例数）/总例数×100%。

满天星 30g，白花蛇舌草 15g，半枝莲 15g，角刺 15g，沙参 15g，

1.4 统计学方法
对结果使用统计学软件 SPSS13.0 分析，结果采取 t 检

麦冬 15g，生地 30g，玉竹 18g，土鳖虫（6～9）g，桃仁 15g，
红花 9g，龟板 20g，鳖甲 20g。每日一次，分两次服，并中药

验及卡方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判断标

保留灌肠 1 小时，一周为一疗程，持续两周。

准。

1.3 评价标准
本文评价标准[4]分为显效、有效、无效三类。显效：患者

2

结

果

的临床症状基本消失，辅助检查显示肝功能结果基本正常；有

由表 1 所示，C 组治疗后有 23 例显效（76.67%）
，明显高

效：患者的临床症状有明显改善，辅助检查显示肝功能结果有

于 B 组 16 例（53.33%）和 A 组 4 例（13.33%）
，治疗总有效

30%以上的改善率，但不高于 50%；无效：患者临床症状基本

率达到了 86.67%，高于 A 组 50.00%和 B 组 73.33%，结果对

没改善，辅助检查结果显示肝功能没有改善。总有效率＝（显

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 1 三组在治疗有效率结果上的对比 [n（%）]
类别

3

讨

总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A组

30

4（13.33）

11（36.67）

15（50.00）

50.00

B组

30

16（53.33）

6（20.00）

8（26.67）

73.33

C组

30

23（76.67）

3（10.00）

4（13.33）

86.67

差异 P 值

-

P<0.05

P<0.05

P<0.05

P<0.05

论

慢性乙型重型肝炎是一种危急重病，患者肝功能紊乱，
且多数患者表现出消化道存在并发症，常见呕吐以及恶心，
因此多数患者对于直接口服中药有很大抵触情绪，部分患者
无法口服中药[5]，因此中药灌肠是一种可行的方法。
从中医的角度看来，我国古代医家对肝衰竭的病因已有
了一定的认识，概括为疫毒、湿热、痰火所致，归属中医“急
黄”、“瘟黄”、“疫黄”
、“血证”
、“臌胀”等范畴。当代中医
认为，肝衰竭的主要病因病机多是热毒、瘀血、痰浊；解毒、
化瘀、祛痰是治疗肝衰竭的主要法则。对肝衰竭引起的上消
化道出血、肝性脑病等并发症的治疗，在清热退黄、解毒、
化瘀的同时，必须止血、通腑、开窍并举。同时在中医辨证
的基础上，运用中药保留灌肠治疗肝衰竭及其各种并发病方
面具有独特的优势。本文自拟汤剂，大黄，茵陈，栀子，银
花等中药汤剂及茵栀黄等针剂侧重于消热凉血解毒，利湿退
黄，通腑攻下。现代药理研究表明上述药物具有抑制大肠杆
菌，保肝，利胆，拮抗内毒素及炎症因子等作用。龟板，郁
金，赤芍，胆南星等共凑活血化瘀除痰，软坚散结。生地，
白术，龟板，菟丝子等药可健益脾肾之阳气，滋补肝肾之阴
血。诸药齐用，化瘀护肝。
大便通畅，有助于减少肠道细菌易位，有助于减少肠道
内毒素的吸收并加快其从肠道排泄，并有助于减少胆红素肝
肠循环。大黄为本研究中药组方中的主药，有助于抑制致病
菌繁殖，直接抗内毒素，抑制炎性介质的损伤[6]。陈德昌等[7]
在研究大黄对肠道细菌及其移位的影响时发现其可减弱内毒
素和头孢曲松对肠杆菌的影响，大黄治疗后肠杆菌数量下降
不显著，但铜绿假单胞菌、鲍曼不动杆菌等致病菌无增加，
且大黄在脓毒症早期能抑制肠道细菌的移位，说明大黄对肠
道内生态菌群有调节保护作用。乌梅味酸，含大量苹果酸、
柠檬酸和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SOD）
，酸

性能降低肠道 pH 值，有利于 NH3 与 H+结合成不被吸收的
NH4+随粪排出而减少氨的吸收，同时可抑制肠道菌群活跃，
改善宿主肠道菌群紊乱状态，促进肠蠕动，收缩肠壁保护肠
黏膜，使肠黏膜小血管扩张，促进药物成分溶解及吸收，减
少有害物质产生、吸收，现代医学表明[8]乌梅有很强的抑菌
作用，尤其对葡萄球菌、枯草杆菌、大肠杆菌及伤寒杆菌有
较强的作用，浓度为 1.44mg/ml 的乌梅水煎剂可以使 28 株大
肠杆菌 100%受到抑制。从本文研究结果看来，中药灌肠的
方法治疗效果均优于单纯性西医综合治疗，此外自拟中药汤
剂配合中药灌肠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单纯经验方灌肠治疗，且
不良并发症少，安全性高，值得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施军平,范建高.慢性病毒性肝炎合并脂肪肝的诊治对策[J].实用肝脏病
杂志,2008,11(4):278-279
[2]王融冰,王宪波,孙凤霞,等.解毒凉血法治疗慢性乙型重型肝炎[J].北京
中医药,2008,27(2):83-84
[3]杨秀军,梁晗.环醇联合还原型谷胱甘肽及拉米夫定治疗慢乙肝合并脂
肪性肝病的疗效观察[J].现代医药卫生,2010,26(24):3768-3769
[4]薛爱荣.中药灌肠治疗慢性乙型重型肝炎的临床观察[J].中国实用医药,
2010,5(20):150-151
[5]陈姣宇.中药灌肠治疗慢性乙型重型肝炎的观察与护理[J].当代护士,
2009,5:67-68
[6[李建生.中医药对肠道细菌易位作用的研究进展[J].中西医结合实用临
床急救,1999,6(6):287
[7]陈德昌,马丽琼,刘绍泽.大黄对脓毒症大鼠肠道细菌及其移位的影响[J].
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2009,21(1):17-20
[8]李仲兴,王秀华,赵建宏,等.乌梅对 308 株临床菌株的抑菌效果[J].中国中
医药信息杂志,2007,14(11):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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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保留灌肠治疗慢性盆腔炎近期临床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chronic pelvic inflammatory in TCM
胡华玲 匡继林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湖南 长沙，410000）
中图分类号：R71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0-0031-02

【摘 要】 目的：探讨中药保留灌肠在慢性盆腔炎患者中的临床治疗效果。方法：选取我院收治的慢性盆腔炎患者 98 例，
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在非经期给予以中药保留灌肠为主的系统治疗方案，对照组则采用西药治疗方案，并分别对两
组患者的近期临床治疗效果和临床症状改善时间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观察组近期的临床显效率和总有效率为 48.98%、95.92%，
均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28.57%、73.47%，差别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观察组的下腹坠胀消失时间、腰骶部疼痛消失时间、
白带常规正常所需时间、盆腔肿块消失时间较对照组均明显缩短，差别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中药保留灌肠治疗对
于慢性盆腔炎患者近期临床疗效的改善具有十分重要的临床治疗意义，适于推广和应用。
【关键词】 慢性盆腔炎；中药保留灌肠；中药内服；中药外敷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chronic 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 in TCM.
Methods: 98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herbal enema therapy,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modern medicine,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 of clinical efficacy and clinical improvement time. Results: The clinical
significantly rate and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ere respectively 48.98%、95.92%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 while that were 28.57%、73.47%
in the control,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The time of abdominal bulge disappeared, lumbosacral pain disappeared, normal
leucorrhea required and pelvic masses disappeared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efficacy on treating chronic 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 in TCM
is significant, worthy of a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Chronic 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 Herbal enema; Oraladministration of TCM; External application of TCM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15
笔者为深入探讨中药保留灌肠在慢性盆腔炎患者中的临

1.2.1 中药保留灌肠的方剂组成为丹参 30g，败酱草 20g，金银

床应用价值，从根本上大幅度提高慢性盆腔炎现有的临床治疗

花 20g，红藤 15g，连翘 15g，路路通 15g，三棱 10g，莪术 10g，

水平。本研究特对我院收治的慢性盆腔炎患者进行了中药保留

炮山甲 10g，玄胡 10g，川栋子 10g。
（蒲公英 30g，大血藤 30g，

灌肠的系统治疗，并具有一定的临床疗效，现将研究结果报告

土茯苓 30g，鸡血藤 30g，败酱草 30g，厚朴 10g，白花蛇舌草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以我院 2011 年 11 月～2012 年 11 月期间所收治的 98

30g，虎杖 30g。
）以上药物浓煎取汁 150ml，药液温度约 37℃，
缓慢注入行保留灌肠，保留时间约 3h，1 次/d 或 2 次/d，7～10d
为 1 个疗程。
1.2.2 中药内服的方剂组成为生牡蛎 25g，丹参、川芎、鸡血藤

例慢性盆腔炎患者作为临床研究对象，年龄 24～53 岁，平均年

各 15g，当归、延胡索、路路通、甘草各 12g，赤芍、桃仁、

龄（32.47±6.28）岁，病程 6 个月～9 年，平均病程（11.36±

炒灵脂、败酱草各 10g，以上药物水煎取汁 400ml，每天早、

5.97）个月。所有入选对象均与慢性盆腔炎临床诊断标准相符合，

晚 2 次温服，7～10d 为 1 个疗程。

并通过系统检查而彻底排除心、肺、肝、肾功能不全，恶性肿

1.2.3 中药外敷的方剂组成为透骨草、白芷、三棱、红花、当

瘤和其它全身性疾病患者。将入选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归、乳香、没药、王不留行各 15g，肉桂 3g。
（千年健 6g，羌

组，每组 49 例。且两组患者在年龄和病程以及病情和临床表

活 6g，独活 6g，红花 6g，皂角刺 6g，血竭 6g，白芷 6g，当

现等方面比较，其差别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

归 6g，乳香 12g，没药 12g，续断 12g，寄生 12，五加皮 12g，

可比性。

花椒 6g，艾叶 250g，透骨草 250g。
）以上药物研成粉末并制成

1.2 研究方法

药包，加热处理后进行局部外敷，30min/次，1 次/d，7～10d

观察组在非经期给予以中药保留灌肠为主的系统治疗方
案，具体方法如下。

为 1 个疗程。对照组则采用西药治疗方案，具体方法：静脉滴
注盐酸左氧氟沙星注射液（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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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030261）200ml，2 次/d，一周为

效率及有效率之和计为总有效率。

1 个疗程；静脉滴注替硝唑氯化钠注射液（哈尔滨圣泰制药股

1.4 统计学处理

份有限公司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065907）200ml，1

采用 SPSS13.0 软件进行详细的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并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次/d，1 周为 1 个疗程。
1.3 评价指标

2

分别对两组患者的近期临床治疗效果和临床症状改善时

结

果

2.1 两组患者近期临床治疗效果的比较

间进行对比分析。疗效评定标准：治愈：临床症状和体征消失，

观察组近期的临床显效率和总有效率为 48.98%、95.92%，

妇科检查子宫附件未见异常；显效：临床症状明显减轻，体征
消失，妇科检查盆腔炎性包块缩小明显；有效：临床症状和体

均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28.57%、73.47%，差别均具有统计学意

征明显减轻，盆腔炎包块缩小不明显；无效：临床症状和体征

义（P<0.05）
，结果见表 1。

有所改善，盆腔炎性包块仍存在，附件压痛明显。治愈率和显
表 1 两组患者近期临床治疗效果的比较 [n（%）]
组别

例数（n）

观察组
对照组

治愈

显效

有效
*

无效

总有效
*

49

13（26.53）

24（48.98）

10（20.41）

2（4.08）

47（95.92）*

49

7（14.29）

14（28.57）

15（30.61）

13（26.53）

36（73.47）

*

注：与对照组相比 表示 P<0.05。

2.2 两组患者临床症状改善时间的比较

常规正常所需时间、盆腔肿块消失时间较对照组均明显缩短，

观察组的下腹坠胀消失时间、腰骶部疼痛消失时间、白带

差别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果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临床症状改善时间的比较 [n，（ x ± s ）]
组别

例数（n）

下腹坠胀消失时间（d）

腰骶部疼痛消失时间（d）

观察组

49

5.64±2.71*

5.42±2.36*

5.27±2.43*

10.15±5.62*

49

8.59±3.32

7.98±3.54

8.36±3.68

15.74±4.93

对照组

白带常规正常所需时间（d） 盆腔肿块消失时间（d）

*

注：与对照组相比 表示（P<0.05）。

3

讨

论

慢性盆腔炎是妇科临床上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其往往是指
女性内生殖器及其周围结缔组织、盆腔腹膜的慢性炎症病变[1]。
慢性盆腔炎一般以月经紊乱、白带增多、腰腹疼痛及不孕等为
主要的临床症状表现。由于慢性盆腔炎病情易迁延不愈，且反
复发作而对女性的工作、学习、生活带来严重的干扰和影响，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给患者的整个家庭都蒙上了一层厚厚的

西医疗法 [5] 。本研究对慢性盆腔炎患者进行了中药保留灌肠
的系统治疗，其结果表明，观察组近期的临床显效率和总有
效率较对照组均显著提高（P<0.05）；观察组的下腹坠胀消失
时间、腰骶部疼痛消失时间、白带常规正常所需时间、盆腔
肿块消失时间较对照组均明显缩短（P<0.05）。综上，中药保
留灌肠治疗对于慢性盆腔炎患者近期临床疗效的改善具有十
分重要的临床治疗意义，适于进一步的推广和应用。
（根据新

阴影[2]。因此，及时有效的采取相关系统治疗方案和措施已成

的处方重新分析）

为慢性盆腔炎患者临床治愈的关键。

参考文献：

中医研究认为，慢性盆腔炎应归属于中医“月经不调”、
“下腹痛”、“痛经”、“带下”等范畴 [3] 。其主要是由于机体
感受了湿热邪毒，导致气血阻滞，运行失调而发病 [4] 。本方
案中的中药保留灌肠方中败酱草、红藤、连翘、金银花具有
清热解毒，行淤消肿散结之功，三棱、玄胡、川栋子具有活
血化淤止痛之功，炮山甲具有攻坚破淤、通经达络之功。诸
药合用共奏清热解毒，化淤散结通络之功。辅助治疗的中药
内服方中丹参、鸡血藤、川芎、当归、赤芍、桃仁、炒灵脂
等能活血化瘀，生牡蛎和路路通则能软坚散结。而中药外敷

[1]乐杰.妇产科学[M].6 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246-256
[2]李文红,刘慧.中药保留灌肠配合热敷治疗慢性盆腔炎 80 例[J].云南中医
中药杂志,2011,32(5):98
[3]唐艳.中药保留灌肠结合腹部中药贴敷理疗治疗慢性盆腔炎 52 例疗效观
察与护理[J].中国社区医师(医学专业),2012,14(30):205-206
[4]马紫菱,郑艳嫦.穴位贴敷合并中药保留灌肠治疗慢性盆腔炎的疗效观察[J].
吉林医学,2012,33(29):6314-6315
[5]罗琴,陈卫玲,唐艳.中药保留灌肠结合腹部中药贴敷理疗治疗慢性盆腔炎
52 例疗效观察与护理[J].新疆中医药,2012,30(5):84-85

方中当归、三棱亦能活血化瘀，透骨草、乳香、白芷则能通
络止痛。三种中医疗法的联合应用从多方面多角度对慢性盆
腔炎患者开展治疗，其在有效性和安全性等方面都明显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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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辅助治疗抑郁性神经症患者的案例研究
A study on treating depressive neurosis in TCM
周 红 庞卿强
（空军大连航空医学鉴定训练中心，辽宁 大连，116013）
中图分类号：R7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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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中医对抑郁神经症治疗中的治愈促进作用及治愈效果的稳定作用。方法：选取一抑郁神经症患者一例，
根据其中医学背景较容易理解接纳中医身体调理的特征，在心理咨询过程中用中药进行身体调理。并对其治愈效果进行检测。结
果：此次经过一年的持续心理咨询，期间配合中医不间断调理身体，求助者身心状况明显好转，抑郁、焦虑症状消失，经过三年
观察，该求助者抑郁症状没有再复发。结论：中医药辅助心理咨询治愈抑郁神经症的案例表明，中医辅助治疗从彻底根除病症方
面具有较好的效果。
【关键词】 抑郁性神经症；中医辅助治疗；案例研究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tability of the healing effect in treating depressive neurosis in TCM. Methods: A patient
with depressive neurosis was selected, to understand and adop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CM physical conditioning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CM, and to regulate body in TCM in the process of psychological. The cure effect was detected. Results: During
psychological consultation, patient was given TCM for a year,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status of patient had improved, depression, and
anxiety symptoms had disappeared. To observe the depressive symptoms of the patient did not recrudescence, in three years. Conclusion:
There was a great efficacy for TCM adjuvant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to radical eradicates the depressive neurosis
【Keywords】 Depressive; TCM adjuvant treatment; The case stud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16
1

对

象

1.1 一般情况
男性求助者李某，汉族，42 岁，已婚，大学学历，经济状
况良好。10 岁时曾经得哮喘，成年后痊愈。无酒瘾，烟瘾较大。
1.2 病因病程
求助者家教严，注重做好学生成功者，十岁时得哮喘使得自
己自卑且胆怯。初中时曾有强迫症倾向。大学时由于改选，使得
自己从小学一直保持的班长头衔被拿下，极度失落。初中时父亲

经症。该求助者的主要症状是情绪低落，兴趣下降，焦虑，意
向下降，自我评价低，绝望，有自杀倾向，失眠等。其焦虑症
状虽重，但是抑郁症状的伴发症状，故诊断为抑郁性神经症。
心理测验的结果及相关资料等支持本诊断。
1.4 症状原因分析
1.4.1 生物原因：本案例中未见明显的生物原因。
1.4.2 社会原因：①家庭教育的原因：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
家教严格，父母看重学习成绩，希望出人头地。②负性生活事

得肝炎，大一时父亲去世。父亲生病不仅加重了自己的心理负担，

件的影响：十岁时得哮喘，父母负担重，自己也害怕；大一时

且因此使得自己不得不选择并不喜欢的中医专业，给自己带来不

父亲去世；大二时从小学一直保持的班长职务被免；转行后好

愉快。父亲去世后抱有很大希望的初恋受挫，从此倍感世态炎凉，

景不长，办公室主任被免；下海经商也赔了。③社会交往人际

生命脆弱。时常有想大哭一场的感觉。毕业时刻意选择偏远小医

关系因素：求助者人际关系交往中对对方希望过高，很少与人

院求安静，后退出医院转到国企。在国企搞销售赚了钱也因此解

交流，喜欢独来独往。社会支持系统因素：缺乏社会支持系统

决了婚姻问题，此阶段情绪好转。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感到工

的帮助，与母亲关系紧张，夫妻分居，认为家人不能理解自己，

作压力大，此阶段染上烟瘾。后来针对自己的抑郁状况服药治疗

所以从不向亲人诉说自己遭遇的挫折。

缓解，但效果不佳。五年前单位人事变动自己被免职，觉得怀才

1.4.3 心理原因：①存在认知方面原因：凡事遇到失败挫折便

不遇便下海开公司单干，一年后以失败告终。困境时朋友的冷漠

认为自己无能无用，挫折多了便认为自己干什么都不行，自己

深深刺激了自己，再次倍感世态炎凉，从此不愿接触人，和家人

一切都完了。觉得家人不理解自己，瞧不起自己。②情绪方面

也分居。前途渺茫中赋闲在家两年，一年前经人介绍到现在的单

原因：自己情绪低落、焦虑、烦闷、无助无望的困扰不能自己

位任高管，但与同事沟通的障碍再次决定辞职回家。最近愈发感

解决。③解决问题能力方面原因：缺乏解决问题的策略与技巧，

到生活没意义，自己干什么都不行，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好

面对生活中的棘手事件或从未遇到的事情，不知所措。④个性

多事情想不明白，脑子不转了。情绪低落，不愿与人交往，也不

方面原因：个性追求完美，争强好胜的同时也胆怯，怕失败；

愿跟家人住在一起。失眠烦闷，极度焦虑，经常感到极度疲惫。

无法正视挫折，甚至拜佛求神保佑。

感觉前途渺茫，不知今后该怎么办，不如死了算了。
1.3 症状诊断
根据与非病三原则，排除精神病。根据许又新神经症评分
标准，其严重程度、有无泛化及病程上得分 9 分，可诊断为神

2

方

法

2.1 建立良好咨询关系
抑郁性神经症患者在大多数时间里心情沉重、沮丧，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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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犹如戴一副墨镜，周围一片黯淡。患者抑郁时间持续三年以

去掉理想化，消除怨恨心理。咨询时间间隔为一个月，时间为

上，期间无长时间的完全缓解。本例抑郁发作与生活事件和性

三个月。此阶段中医辅助治疗以补肾纳气、清热化湿为主。

格有较大关系。加之常伴有焦虑或强迫症状，故较难根除，咨

2.4.4 第四阶段：培养求助者独立参与社会生活能力，独立解

询时间也较长。据此，与求助者建立良好的咨询关系十分重要。

决生活一般事件能力。主要以参与社会实践为主，对参与社会

本案例咨询师在了解求助者相关情况时，在基本确诊后还与求

实践的体会进行分析总结。该过程中咨询师与其他咨询师合

助者聊了其感兴趣的历史问题，咨询师对某历史事件的分析得

作，选择合适的社会实践场景，包括让求助者去办理一个棘手

到对方高度认可，建立了初步的信任关系。对其病症的诊断分

的事情，组织一个小型的聚会，参与一个医疗的商务谈判。上

析也得到求助者的认可，加之求助者本身是学中医出身，因此

述场景均经过咨询师的有意设置，并会对求助者进行适度的保

对咨询过程中的辅助治疗表示赞同。

护。目的是为了让求助者具备生活自助的能力。这一阶段的中

2.2 选择合作的中医师

医辅助治疗以调理求助者身体总体平衡为主。

选择中医师既要有丰富的从医经验，也要有较高的医术，
同时治疗费用又不能太高。在距离上也要方便到达。据此，选
择离求助者家较近的正规中医诊所的老中医师来合作。该梁姓

3

结

果

3.1 第一阶段
中医的疏肝理气辅助治疗使求助者自我感觉“神清气爽”
，

中医师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首届大学生，从医几十年，医德好，
医术高明，收费在同行中也是较低的。由于其所在的诊所为铁

有一种全身轻松的感觉。经过咨询师的咨询治疗，求助者焦虑

道部下属单位，故进药渠道监管严格，值得信赖。

情绪有所缓解但不稳定，压抑感消失，但情绪依然低落。

2.3 咨询策略

3.2 第二阶段

本案例求助者的抑郁症状虽然与求助者自身性格及童年曾

中医辅助调理胃肠治疗，使求助者的腹泻症状好转，睡眠

患过哮喘病（成年后痊愈）有关，但以求助者本身学医出身及

也开始向好的方向转化，早醒时间开始延后。此阶段求助者的

对人体生理的了解，其主因由几个关键事件（班长落选、退出

抑郁情绪有所缓解。抽烟数量有控制趋势。求助者自称“对许

国企、经商失败）的认知不当所引起，如求助者反复强调改选

多问题开始明白了”
。

班长时曾有一名被帮助的同学都没投他票，在医院实习时那些

3.3 第三阶段

专家人品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好，做生意失意时答应肯定会帮

中医辅助治疗补肾纳气、清热化湿，求助者感觉身上有劲

忙的朋友没帮忙等等，因此，咨询师决定采取认知行为疗法对

了，不像以前那么疲惫了。经过心理咨询，求助者遇事急躁慌

其咨询，该方法也得到了求助者的极力赞同。咨询间隔采取最

乱不知所措等感觉消失，前途渺茫感消失，对现实问题想得多

初短随着情况好转渐渐拉长的方式。中医辅助治疗则不间断。

了。但有时还会有胆怯心理，不太大胆。初见面时求助者时不

2.4 咨询过程

时不由自主唉声叹气的症状消失，情绪好转，有时开玩笑。

2.4.1 第一阶段：使求助者对人际关系交往有正确的认识理解。

3.4 第四阶段

分为三个步骤：①正确理解人之间的优劣，人格的平等，打消

中医调理使得求助者体制明显增强，早晨基本上 6 点钟醒

与人交往的胆怯心理。并选择实际的人际交往场景进行实践，

来，经过由胆小到自如的社交实践，问题自主处理，求助者恢

实践时由咨询师陪同。②引导求助者说出人际交往实践中的体

复了重新进入社会生活的勇气，也准备搬回家住了，还准备近

会，引导其分析长处与不足。③选择人际交往的实际场景让求

期戒烟。求助者自信心明显增强，心态稳定，生活规律。一年

助者单独实践并对其过程进行感受分析。此阶段的中医辅助治

后回访，求助者已经在一外企上班，情绪乐观，还结交了许多

疗根据求助者的身体状况，中医师主要以疏肝理气为主。咨询

朋友。两年后回访，求助者焦虑、抑郁症状没有再犯，身体体

时间三个月，第一个月十天一次，后两个月每次咨询时间间隔

质增强，因工作需要被派驻国外担任项目经理，事业稳定上升，

为半个月。

夫妻关系也进入较好状态，乐观而乐于助人。三年后回访，求

2.4.2 第二阶段：使求助者认识当今的经济形势，寻找经商失败

助者形成了自己较为固定的朋友圈，节假日朋友聚会活动，在

的真正原因。方法主要由求助者事先提出问题，咨询师解答，

许多问题方面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以前那种脑子不转了的感觉

采取讨论方式。其可行性在于咨询师具有经济学知识背景。此

消失无影无踪。生活态度积极并乐于助人。因为坚持锻炼及戒

阶段的中医辅助治疗根据求助者身体状况采取调解肠胃功能为

烟成功，体制明显增强，自称“很少患感冒了”
。

主。咨询时间三个月，咨询间隔一个月，在此阶段咨询最后安
排求助者参加一次公司经营管理方面的研讨会，并让其讲出参
会的体会收获。

4

讨

论

人的身心是紧密相连互相影响的，抑郁神经症的患者一般

2.4.3 第三阶段：培养求助者站在对方角度思考问题的习惯。

症状持续时间较长，
如该例求助者有明显症状时间持续近 5 年，

以求助者初恋失败、公司经营失败、在新岗位与人沟通产生分

因此，心理抑郁、焦虑状态对身体的影响较深入，不是一般的

歧等事件为切入点，分析对方当时的处境和心态，引导求助者

心理咨询轻易能够去除症状恢复正常的。临床研究表明，许多

正确认识他人的心态和处境，学会在人际交往中正确处理各种

抑郁神经症患者因初始反应强烈，常有服药治疗的经历，如该

人对自己的拒绝，正确理解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客观评价他人，

例求助者就曾经服用过百忧解（盐酸氟西汀胶囊）。由于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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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能正确区分抑郁性神经症与抑郁症的区别，凡沾有抑郁症

对身体状况带来负面影响，影响患者的体质，中医调理还能增

状的均被理解为抑郁症这样一种精神疾患（障碍），这会给患

强体质。中医辅助治疗抑郁性神经症的另一个优势在于，中医

者的心理造成较大压力，使患者回避积极的治疗，往往不愿在

能够从根本上平衡人体，使人抵抗力增强，这对巩固抑郁性神

医师指导下服药。盲目的服药无效，不仅延误治疗，且使得求

经症治疗效果意义重大。该例抑郁性神经症中医辅助治疗的结

助者更加没有信心。抑郁性神经症一般症状持续时间长，因其

果表明，中医辅助治疗抑郁神经症，消除某些身体不适，有助

大部分不是严重影响学习工作社会功能，也易被忽视。拖延忽

于抑郁、焦虑症状的缓解，同时能够促进神经症患者的康复。

视抑郁性神经症的治疗往往使其持续时间更长，三年以上的抑

在提高患者体质的同时，也使得恢复到常态的心理状态更加稳

郁神经症持续期足以对身体造成一定的影响，而身体失去平衡

定，避免症状复发，是值得探索的方法。

严重时又会反过来影响情绪，加重症状表现。运用中医辅助治
疗抑郁性神经症或其他神经症，能够有效快速调理身体平衡及
脏器功能恢复正常，对心理的影响呈现积极作用。此外，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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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味枳实薤白桂枝汤配合西药治疗不稳定性心绞痛
45 例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45 cases of UA with the Zhishi Xiebai Guizhi
decoction plus modern medicine
王宇光 贾艳彩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河南 郑州，450006）
中图分类号：R5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0-0035-02

证型：BDG

【摘 要】 目的：观察加味枳实薤白桂枝汤配合西药治疗不稳定性心绞痛的疗效。方法：枳实薤白桂枝汤加味配合西药治疗
本病 45 例，并设对照组 45 例对比。结果：15d 后治疗组心绞痛症状改善，治疗组总有效率 93.3%，对照组 77.7%，两组相比有显
著性差异（P<0.05）；心电图改善率治疗组 84.4%，对照组 68.8%，两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
，血液流变学变化优于对照组
（P<0.05）
。结论：该方法治疗不稳定性心绞痛患者的临床症状及心电图 ST-T 异常，降低血液粘度疗效显著，毒副反应小，值得
临床推广。
【关键词】 冠心病；不稳定性心绞痛；枳实薤白桂枝汤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modified Zhishi Xiebai Guizhi decoction plus modern medicine in
treating unstable angina (UA). Methods: 45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the modified Zhishi Xiebai Guizhi decoction plus modern medicine,
compared with the 45 cases of the control group. Results: After 15 days, angina pectoris symptoms of the treated group was improved,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treated was 93.3%, and 77.7%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two group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ECG
improvement rate of the treated group was 84.4%, and 68.8% of the control group, two groups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the
hemorheology of the treated group superior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is method could improve the
clinical symptoms of patients with UA and ECG ST-T abnormalities reduce blood viscosity, effect was significant toxicity,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Coronary heart disease; UA; Zhishi Xiebai Guizhi decoc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17
不稳定性心绞痛（UA）发病机制主要在于冠脉内不稳定
的粥样斑块继发病理改变，使局部心肌血流量明显下降，如斑
块内出血、斑块纤维帽出现裂隙、表面上有血小板聚集及（或）
刺激冠状动脉痉挛，导致缺血性心绞痛[1]，治疗不及时或不当，

用加味枳实薤白桂枝汤治疗该病 45 例，取得满意疗效，现报
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容易发展成为急性心肌梗死（AMI）甚至猝死。自 2009 年 5

入选的 90 例住院患者均符合 1979 年 WHO 推荐的《冠心病

月～2012 年 12 月，我们在西医传统治疗方法的基础上配合应

命名及诊断标准》[2]及 2003 年《冠心病防治指南判定的诊断标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36-

010-59431886

Clinical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2013 Vol.(5) No.10

准》[3]，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45 例，其中男 25 例，女 20 例；

表 3 治疗前后血液流变学指标变化（ x ± s ）

年龄 30～79 岁。对照组 45 例，其中男 26 例，女 19 例，年龄

n

治疗前

治疗后

血小板计数（×10 /L）

45

139.7±30.3

102.5±21.1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以及其它严重伴随疾病。

血小板粘附率（%）

45

46.5±7.9

32.2±4.3

2

血小板聚集率（%）

45

46.8±8

28.1±11.3

※

红细胞聚集指数

45

1.80±0.20

0.66±0.22

※

血浆粘度（mpa.s）

45

20.0±0.17

1.68±0.19

※

项目

29～81 岁。所有患者均无心肝肾功能不全、严重瓣膜性心脏病、

9

治疗方法

2.1 对照组
予以抗心绞痛常规西药治疗。包括口服消心痛、倍他乐克、
肠溶阿斯匹林，立普妥等，重症患者皮下注射低分子肝素，4
周为 1 疗程。

※

※

※

注：与治疗前对比， P<0.05。

3.4 不良反应
用药期间对照组及治疗组均未见明显副反应。

2.2 治疗组
采用加味枳实薤白桂枝汤。基本方：附片 9g，桂枝 6g，
枳实 9g，厚朴 9g，全瓜蒌 15g，薤白 9g，茯苓 9g，白术 6g，

4

讨

论

研究显示，冠心病患者多表现为气虚、血瘀、痰浊、寒凝

丹参 30g，桑枝 30g，甘草 6g。辨证加减：中气不足型，加黄

或阴虚、气滞等，但以气虚血瘀为主证。同时，许多研究证实，

芪 30g，党参 15g；气滞血瘀型，加红花 12g，桃仁 12g；痰浊

冠心病患者服用益气活血中药后，症状得到改善，心功能显著

阻塞型陈皮 10g，半夏 10g，兼眩晕者加钩藤，川芎各 10g；高

提高。根据中医辨证“久病入络、久病兼淤、久病必伤气”等

血压者加生龙牡各 15g，伴高脂血症者加泽泻 12g，荷叶 10g，

特点，结合多年的临床实践，人们提出“活血通络、益气通阳”

何首乌 20g；伴血糖升高加生地 15g，天花粉 10g。服药方法：

论治冠心病的观点[4]。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的血浆粘度及血小

1 剂/d，水煎分 2 次服药，15d 为 1 个疗程，西药应用消心痛

板粘附率增高，红细胞及血小板聚集功能增强在冠脉血栓形成

10mg，3 次/d，口服及对症治疗。

中起重要作用[5]。不稳定性心绞痛属中医学胸痹、真心痛范畴。

3

中医学[6]认为本病证的发生多与寒邪内侵、饮食失调、情志失

疗效观察

节、劳倦内伤、年迈体虚等因素有关。其病机有虚实两方面，

3.1 疗效标准
显效：用等劳动程度不引起心绞痛或心绞痛次数减少 80%以
上，硝酸甘油耗量减少 80%以上，静息心电图恢复正常；有效：
心绞痛发作次数减少 50%～80%，含服硝酸甘油减少一半以上，
静息心电图缺血 ST 段下移或 T 波改变回升，但未达到正常或各
导联 T 波变浅达 50%以上；无效：未达到上述任何一项指标。
3.2 治疗结果
15d 后心绞痛症状改善及心电图改善情况见表 1、表 2。提
示加味枳实薤白桂枝汤并辨证分型治疗不稳定性心绞痛，在症
状控制及心电图改善方面优于单纯西药治疗。

实为寒凝、血瘀、气滞、痰浊，痹阻胸阳，阻滞心脉；虚为气
虚、阴虚、阳衰，肺、脾、肝、肾亏虚，心脉失养。在本病证
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大多先实而后致虚，亦有先虚而后致实
者。加味枳实薤白桂枝汤具有通阳散结，祛痰下气，活血化瘀
功效。现代药理研究显示附子煎剂有明显的强心，抗心肌缺血
缺氧作用，白术有利尿、抗血凝作用，薤白能促进纤维蛋白溶
解，降低动脉脂质斑块、血脂、血清过氧化物脂质，抑制血小
板聚集和释放反应，抑制动脉平滑肌细胞增生；丹参能扩张冠
状动脉、增加冠脉血流量、改善心肌缺血、梗塞，抗凝、促进
纤溶、抑制血小板聚集，抑制血栓形成，降低血脂。枳实有抑
制血栓形成作用。桂枝具有扩张血管、兴奋心脏、增强冠脉血

表 1 15d 后两组症状疗效比较（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治疗组

45

32

10

3

93.3

对照组

45

15

20

10

77.7

总有效率（%）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流和心肌收缩力的作用[7]。研究结果显示加味枳实薤白桂枝汤配
合西药治疗不稳定性心绞痛在改善心绞痛症状、心电图改善、
血液流变学指标改善方面均优于单纯西药治疗，值得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1]叶任高,陆再英.内科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281

表 2 15d 后两组心电图疗效比较（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45

24

14

7

84.4

对照组

45

15

16

14

68.8

※

[2]陈存嘉.临床冠心病学[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94:260-261
[3]于全俊.冠心病防治指南[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24-25
[4]冯其茂,董耀荣.通心方干预冠心病支架术后心肌缺血效果观察[J].中国康
复理论与实践,2006,12(2):153

※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3.3 治疗组治疗前后血液流变学变化
见表 3，提示治疗组应用加味枳实薤白桂枝汤配合西药治
疗血液流变学指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

[5]陈灏珠.实用内科学[M].10 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31
[6]周仲英.中医内科学[M].7 版.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8:143
[7]雷载权.中药学[M].11 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168,150,205,281,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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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连素联合匹维溴胺治疗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的
临床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diarrhea-predominant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with berberine plus pinaverium bromide
赵增强 竺江玲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河南 南阳，473061）
中图分类号：R256.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0-0037-02

【摘 要】 目的：观察黄连素联合匹维溴胺治疗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的临床疗效。方法：将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患者 86 例
随机分成对照组和治疗组各 43 例，对照组用匹维溴胺口服治疗，治疗组用黄连素联合匹维溴胺治疗。4 周后比较两组治疗前后的
临床症状改善情况。结果：治疗组有效率为 90.7%，明显高于对照组 76.7%，
（P<0.05)。结论：黄连素联合匹维溴胺治疗腹泻型肠
易激综合征具有较好疗效。
【关键词】 肠易激综合征；腹泻型；药物疗法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berberine united pinaverium amine in treating diarrhea-predominant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Methods: 86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and treated group, 43 for each.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the
pinaverium bromide oral treatment;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the berberine united pinaverium amine, the efficacy was evaluated after
4 weeks.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treated group was 90.7%, 76.7% in the control, the treated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P<0.05).
Conclusion: The berberine united pinaverium amine was effective in treating diarrhea-predominant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Keywords】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Diarrhea-type; Medicine therap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18
肠易激综合征（IBS）是临床常见的慢性消化系统疾病之一。

1.2 方法

多见于 20～40 岁的中青年，女性最多。据报道，在全世界成
[1]

对照组用匹维溴铵片，50mg/次，3 次/d 口服，连用 4 周，

年人和青少年中，IBS 发病率可达 10%～20% 。IBS 临床主

治疗组在对照组用药基础上加用黄连素片，3 片/次，3 次/d 口

要表现为腹胀、腹痛、排便性状和大便习惯异常。由于本病

服，连用 4 周。两组患者均嘱采取适当措施控制饮食，调节情

病程迁延反复，症状长期困扰患者，给患者造成极大的心理

绪。

及经济负担，影响患者生活质量。我们用黄连素联合匹维溴

1.3 疗效判定

胺治疗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患者 43 例，取得了较好效果。现
报道如下。
1

痊愈：临床症状全部消失，大便成形，排便时的急迫感完
全消失，肠道的生理功能恢复正常；显效：临床症状基本消
失，大便的次数基本恢复正常，粪便的性状基本接近正常；

资料与方法

有效：症状有所改善，大便的次数较前略有减少；无效：症

1.1 临床资料

状无减轻，大便的次数、性状及排便过程所出现的异常无任

选择 2011 年 5 月～2012 年 8 月在我院消化内科门诊就诊的
[1]

腹泻型 IBS 患者共 86 例。均符合 IBS 罗马Ⅲ纳入标准 ：最近

何改善[2]。
1.4 统计学方法

半年有腹痛或腹部不适，最近 3 个月发作≥3d/月，伴①排便次
数增加；②排便性状变化如：糊状便、稀水便等；③排便后症
状好转，符合以上 2 条或以上者即可诊断并纳入。将患者分就
诊顺序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 43 例，男 18 例，女
25 例，年龄 19～45 岁，平均年龄 32.6 岁，患病时间 1～6 年，

采用 SPSS 17．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
计数资采用 x2 检验，等级资料用秩和检验。
2

结

果

两组患者治疗 4 周后临床疗效比较：对照组：痊愈 7 例，

平均 2.4 年；对照组 43 例，男 20 例，女 23 例，年龄 18～49 岁，

显效 11 例，有效 15 例，无效 10 例，有效率 76.7%；治疗组：

平均年龄 33.8 岁，患病时间 1～8 年，平均 2.8 年；两组患者在

痊愈 13 例，显效 17 例，有效 9 例，无效 4 例，有效率 90.7%。

年龄、病程、症状差异方面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可比性。

两组比较差异显著（P<0.05）
（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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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治疗结果比较 [n（%）]
组别

例数（n）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

43

7（16.4）

11（25.6）

15（34.9）

10（23.3）

33（76.7）

治疗组

43

13（30.3）

17（39.5）

9（20.9）

4（9.3）

39（90.7）

<0.05

<0.05

<0.05

<0.05

<0.05

P值

3

讨

治疗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有效率达 90.7%，明显优于对照组，

论

IBS 属胃肠道功能紊乱性疾病。其发病原因复杂，多与胃
肠道动力异常或内脏感觉高敏感性有关。根据排便性状分为腹
泻型 IBS（IBS-D）
、便秘型 IBS（IBS-C）
、混合型 IBS（IBS-M）
和未定型 IBS（IBS-U）。其中腹泻型 IBS（IBS-D）最多见占
57.4%[2]。IBS 治疗的主要原则是生活调理，对症处理，改善胃
肠动力、解除痉挛以及减少肠内产气等。匹维溴铵是一种对胃
肠道具有高度选择性解痉作用的钙拮抗药，可通过阻断钙离子
流入肠壁平滑肌细胞，防止平滑肌过度收缩而具有解痉作用，
能消除肠平滑肌的高反应性，并增加肠道蠕动能力，是治疗 IBS
的有效药物。IBS 患者是否需应用抗生素治疗尚存争议。
Pimentel 等[4]发现约 78%的 IBS 患者存在小肠细菌过度生长
（SIBO）
。而 Sharara 等[5]也发现利福昔明可缓解 IBS 患者的腹
胀症状。然而应用抗生素同样存在许多问题，有研究显示抗生
素能诱发或加重功能性肠道症状。黄连素是临床常用中成药、
非处方药，抗菌谱广，体外对多种革兰阳性及革兰阴性菌均具
抑制作用，临床主要用于肠道感染、菌痢等。近来还发现本品

而且价格低廉，副作用小，值得临床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 Longstreth GF.Thompson WG,Chey WD,eta1. Functional bowel disorders
Gastroenterology[M].2006,130:1480-1491．
[2]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系统疾病专业委员会,肠易激综合征临床诊断;
中医辨证和疗效评定标准(试行方案)[C].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第十五次全
国消化系统疾病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重庆,2009:298-299
[3]王一琳,林琳等.罗马Ⅲ和罗马Ⅱ标准对肠易激综合征诊断的比较[J].中华
消化杂志,2009,29(10):696-698
[4]Pimentel M, Chow EJ, Lin HC. Eradication of small intestinal bacterial
overgrowth reduces symptoms of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J]. Am J
Gastroenterol,2000,95(12):3503-3506
[5]Sharara AI, Aoun E, Abdul-Baki H, eta1. A randomiz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trim of rifaximin inpatients with abdominal bloating and
flatulence[J]. Am J Gastroenterol,2006,101(2):326-333

有抗心律失常的作用。体外试验证实黄连素能增强白细胞及肝
脏网状内皮系统的吞噬能力。本研究发现黄连素联合匹维溴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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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肺积方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 104 例临床研究
Clinical research on treating 104 cases of advanced NSCLC with the Feiji recipe
黄志庆 田华琴 陈学彰
（广东省佛山市中医院，广东
中图分类号：R322.3+5

佛山，52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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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中药肺积方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临床疗效和作用机理。方法：患者 104 例随机分为三组：中
药组予中药肺积方治疗；西药组常规化学治疗；中西组肺积方与化疗结合治疗。结果：近期疗效：KPS 评分三组治疗后均高于治
疗前，提高幅度中药组优于中西组，中西组又优于西药组（P<0.01）
。远期疗效：三组患者平均生存时间、中位生存期、0.5 年生
存率、1 年生存率均显示中西组高于中药组和西药组（P<0.05）
，中药组和西药组生存期相当（P>0.05）
。TNF-α 三组治疗后均低
于治疗前，下降幅度中药组优于中西组，中西组又优于西药组（P<0.05）
。结论：中药肺积方对晚期 NSCLC 具有一定的客观疗效，
主要表现为稳定病灶、提高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期。
【关键词】 肺癌；中医药疗法；肺积方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Feiji recipe in the treatment of advanced NSCLC. Methods: 104 advanced NSCLC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TCM group (27 cases), modern medicine(MM) group (37 cases), combined TCM with
MM group (40 cases). Results: Short-term effect: The KPS scores after treatment in all three groups were higher than the pre-treatment. The
rise in TCM group was superior to combined TCM with MM group, combined TCM with MM group was superior to WM group (P<0.01).
Long-term effect: The average survival time, median survival time, half year survival rate, 1year survival rate, and survival curves had
shown that combined TCM with MM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CM and MM group (P<0.05). TNF-α in three groups after treatment
were lower than in the pre-treatment. The decrease in TCM group was superior to combined TCM with MM group, then combined TCM
with MM group was superior to MM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Feiji recipe has certain objective efficacy on treating adv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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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CLC, mainly shows in stabilizing lesions, improving the QOL and prolonging survival.
【Keywords】 Lung cancer; TCM treatment; The Feiji recip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19
我科自 2007 年 4 月～2012 年 1 月，
收治 104 例晚期 NSCLC
患者，随机分为中药、西药、中西三组治疗。现总结报告如下。
1

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中药组和西药组生存期相当（P>0.05）
。
表 4 治疗前后 TNF-α 比较（F 检验）

临床资料
本研究 104 例，男 69 例，女 36 例，年龄 37～78 岁，平

均 61.5 岁。病理分型：鳞癌 42 例，腺癌 62 例；KPS 评分 50～
90 分；按 TNM 分期均为 IV 期；中医辨证均属“气阴亏虚，

治疗前

治疗后

中药组

27

31.16±30.30

12.78±5.22

西药组

37

51.07±43.07

44.16±38.76

中西组

40

42.77±60.66

34.75±39.01

治疗前后 F=7.283，
（P<0.01）
。组间比较 F＝3.994，
（P<0.05）
。

痰瘀蕴结”者；以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三组，中药组 27 例，西

可见三组治疗后 TNF-α 均低于治疗前，下降幅度中药组优于中西

药组 37 例，中西组 40 例。
2

病例数

组，中西组又优于西药组（P<0.05）
。

治疗方法
中药组予中药肺积方治疗：常规煎服，1 剂/d，早晚分服，

21d 为 1 个疗程；西药组化学治疗：以含铂方案（顺铂或卡铂）

4

讨

论

肺癌到了晚期，多表现为“气阴两虚，痰热瘀毒”等正虚

联合第三代化疗药物，如健择、紫杉醇、多西他赛等，采用三

邪实之证。我科经验方肺积方以“气养阴，化痰祛瘀解毒”法。

周方案，每 21d 为 1 个疗程；中西组肺积方与化疗结合治疗：

方中天冬、北沙参养阴润肺；灵芝补益脾肾，生薏仁健脾益气，

肺积方用法同中药组，化疗方案同西药组，每 21d 为 1 个疗程。

清热排脓；北杏味苦能降，降肺气中兼以宣肺而为止咳平喘之

3

要药，浙贝清肺化痰止咳并软坚散结；鱼腥草、石上柏、白花

治疗结果

蛇舌草、半枝莲清热解毒，八月札与守宫相配共奏宣肺理气、

见表 1、2、3、4。

祛瘀散结之功。
本临床研究显示：一是肺积方体现“正祛邪”则，
“气养阴

表 1 肿瘤控制稳定率结果（x2 检验，%）
病例数

CR＋PR＋NC

PD

肿瘤控制稳定率

中药组

27

23（0＋0＋23）

4

85.2

西药组

37

32（0＋4＋28）

5

86.5

中西组

40

37（0＋7＋30）

3

92.9

清肺”法，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2]。二是中、西医结合疗法是治
疗晚期 NSCLC 的较佳方案[3]。三是肺积方治疗晚期 NSCLC 的
机理之一与抑制肿瘤恶病质的发生和发展有关。TNF-α 作为一
种重要的细胞因子与 NSCLC 的发生发展有关。目前国内外研究
还显示 TNF-α 介导了恶性肿瘤恶病质的发生和发展[4-6]。本研究

x2＝1.064，P>0.05，可见肿瘤控制稳定率中西组优于西药

显示三组治疗后 TNF-α 均下降，其中中药组和中西组疗效优于

组和中药组，西药组和中药组相当，但三组比较差别无统计学

西药组，表明中药肺积方参与治疗，可通过祛邪安正，改善患

意义（P>0.05）
。

者体质和功能状态，抑制癌症恶液质的产生和发展，从而改善
患者的生存质量与生存期。

表 2 KPS 评分结果（F 检验）

参考文献：

病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中药组

27

62.59±5.94

67.78±5.77

西药组

37

61.62±4.42

61.89±6.60

响[J].辽宁中医杂志,2010,37(9):1757

中西组

40

65.00±5.55

69.50±5.97

[2]林丽珠,周岱翰,等.中医药提高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生存质量的临床观

治疗前后 F＝28.372，
P<0.01。
组间比较 F＝12.701，
P<0.01。
可见三组治疗后 KPS 评分均高于治疗前，提高幅度中药组优于

[1]黄志庆.中药肺积方对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生存质量和免疫功能的影

察[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6(5):389
[3]徐振晔.中医药分阶段结合化疗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临床研究[J].中
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7(10):874

中西组，中西组又优于西药组（P<0.01）
。

[4]蔡娟,等.肿瘤坏死因子 TNF 在不同类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的临床价值
表 3 生存期分析结果（breslow 法）

探讨[J].中国肿瘤临床与康复,2002,9 (4):34
Survival rate （%）

[5]李从铸,李同度.癌症恶病质的发生及治疗的实验研究[J].中国肿瘤临床,

0.5 年

1年

1996,23(12):885

n

Mean

Median

中药组

27

13.8

12

88.7

35.9

[6]刘春来,等.环氧化酶 2 和肿瘤坏死因子 TNF 的表达与非小细胞肺癌的关

西药组

37

11.9

12

79.6

37.5

系[J].中国医科大学学报,2004,33(6):533

中西组

40

16.2

15

96.5

65.5

基金项目：

可见三组患者平均生存时间、中位生存期、0.5 年生存率、
1 年生存率均显示中西组生存期高于中药组和西药组，其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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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脾化痰加温灸中脘治疗稳定期肺脾气虚型
COPD 患者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stable period COPD of
lung spleen deficiency type
钟 敏 邓宇航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医院，广东 深圳，518034）
中图分类号：R5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0-0040-02

【摘 要】 目的：观察分析健脾化痰加温灸中脘治疗轻、中度稳定期肺脾气虚型 COPD 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 2010
年 7 月～2012 年 12 月来我院就诊的 36 例轻、中度稳定期肺脾气虚型 COPD 患者，随机平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18 例对照组采
用西医基础治疗，18 例实验组则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健脾化痰方和温灸中脘治疗，观察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结果：实验
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为 88.9%，对照组患者治疗有效率为 72.2%（P<0.05）
。结论：健脾化痰加温灸中脘治疗轻、中度稳定期肺脾
气虚型 COPD 患者临床疗效较为理想，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健脾化痰；温灸中脘；肺脾气虚型；COPD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of the Jianpi Huatan plus Zhongwan warm moxibustion on treating
lung spleen deficiency type COPD of stable period. Methods: Form July 2010 to December 2012, 36 cases in our hospital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p, 18 cases of control group with modern medicine foundation treatment, 18 cases is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p with the Jianpi Huatan plus Zhongwan warm moxibustion treatment. To observe and
compar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88.9%, the control group was
72.2%, P<0.05.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of Jianpi Huatan plus Zhongwan warm moxibustion on treating lung spleen
deficiency type patients with COPD is more ideal, worthy of clinical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Keywords】 Jianpi Huatan; Zhongwan warm moxibustion; Lung spleen deficiency; COPD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20
COPD（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特征为不完全可逆性的气流
[1]

纳呆、呕恶、脘痞腹胀、口淡不渴、脉滑等。具备所有主症并

受限，常易反复、进行性加重。研究 显示，COPD 在我国 40

包括 2 项及以上副症可确诊。

岁以上人群中发病率约 8%，给患者的生活质量造成不小影响。

1.3 方法

本实验重点观察分析健脾化痰加温灸中脘治疗轻、中度稳定期

对照组常规使用硫酸沙丁醇气雾剂及茶碱缓释片治疗；实

肺脾气虚型 COPD 患者的临床疗效，以期改善此类患者的生活

验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加用健脾化痰汤（黄芪、党参、山药、

质量。现总结报告如下。

茯苓、白术、当归、陈皮、杏仁、贝母、炙甘草、半夏、苍术）

1

资料与方法

和温灸中脘。治疗 2 个月后，观察比较疗效。
1.4 疗效评判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0 年 7 月～2012 年 12 月来我院就诊治疗的 36 例

显效：咳嗽、咳痰、喘鸣临床症状中 2 项消失、1 项改善
或 2 项改善、1 项消失；好转：不符合显效及无效的判断标准；

轻、中度稳定期肺脾气虚型 COPD 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

无效：3 项临床症状均无改善甚至加重。

验组。对照组 18 例，男 10 例，女 8 例，年龄 29～73 岁，平

1.5 统计学方法

均年龄（52.1±7.2）岁，病程 3～19 年；实验组 18 例，男 11

利用 SPSS18.0 统计软件对所记录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例，女 7 例，年龄 32～75 岁，平均年龄（53.3±8.5）岁，病

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则采用 x2 检验（P<0.05）时，

程 4～19 年。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等一般情况上无统

表示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计学差异，P>0.05。
1.2 诊断标准[2]
西医诊断标准参照中华医学会《慢性阻塞肺疾病诊疗规

2

结

果

两组患者咳嗽等临床症状较治疗前均明显改善，实验组 18

范》
（2011 修订）
；中医诊断标准参照国家中药管理局颁布《中

例患者共治疗有效 16 例，总治疗有效率为 88.9%；对照组 18

医病诊断疗效标准》中的肺脾气虚型 COPD 诊断标准，具体为：

例患者共治疗有效 13 例，总治疗有效率为 72.2%（P<0.05）
。

①主症：咳嗽、喘促、胸闷、痰多质稀或泡沫样痰；②副症：

具体（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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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P<0.05）。可见健脾化痰加温灸中脘治疗轻、中度稳定期肺

表 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差异（n，%）

3

组别

例数

显效

好转

无效

治疗有效率（%）

脾气虚型 COPD 患者临床疗效十分显著。张平[4]等还在研究中

对照组

18

10

6

2

88.9

发现，健脾化痰加温灸中脘疗法还可以明显改善患者的生活质

实验组

18

4

9

5

72.2

量。
总之，健脾化痰加温灸中脘治疗轻、中度稳定期肺脾气虚

讨

论

型 COPD 患者的临床疗效较为理想，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COPD 属祖国医学肺胀、喘证范畴，为本虚标实之证，稳
定 COPD 患者以肺脾气虚为主，治当扶正固本。
徐师谨[3]提出“治病求本”的原则，他认为治疗肺脾气虚

参考文献：
[1]吴伟平,陈清维,徐丽,等.六君子散煎剂对 COPD 缓解期营养状况及肺功能

造成痰瘀的稳定型 COPD 患者应以健脾化痰、活血化瘀、培土

的影响[J].辽宁中医杂志,2009,36(4):559-561

生金为主要治疗方法，通过健脾补肺及温肾纳气来达到治本的

[2]柴廉明.补肺健脾汤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稳定期 30 例临床观察[N].中

目的。所以，我们此次实验采用健脾化痰汤中，黄芪、党参补

医药导报,2011,17(4):145

肺益气，陈皮、茯苓、白术健脾化痰，以半夏润肺止咳；炙甘

[3]孙朔.健脾化痰法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临床观察[J].中国中医基础医

草降气、化痰、止咳，从根本上改善患者的咳嗽、咳痰等临床

学杂志,2010,2(16):143-144

症状。我们还对实验组患者加用了温灸中脘的治疗方法。有学

[4]张平,余小萍,刘泉,等.健脾化痰方加温灸中脘治疗轻中度稳定期肺脾气虚

者指出，中脘乃脾胃生化的枢纽，是营卫气血的根源，温灸中

型 COPD 患者的疗效及生存质量评价[J].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2011,4(25):

脘可升清降浊、理气建中。从本的实验结果来看，实验组患者

51-52

总治疗有效为 88.9%，显著高于对照组 72.2%的总治疗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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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综合疗法联合无创正压通气治疗 COPD 并
呼吸衰竭 98 例临床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98 cases of COPD with respiratory failure in
TCM therapy plus non-invasive positive pressure ventilation
冯祥兴
（广东省清远市中医院，广东
中图分类号：R563

清远，5115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0-0041-02

【摘 要】 目的：观察中医综合疗法联合无创正压通气治疗 COPD 并呼吸衰竭的临床疗效。方法：选择我院在 2009 年 4 月～
2012 年 12 月收治的 188 例 COPD 并呼吸衰竭患者，分别给予中医综合疗法联合无创正压通气（观察组，n＝98）或无创正压通气
（对照组，n＝90）治疗，并比较分析它们的疗效。结果：治疗后，观察组患者肺功能改善情况、PaO2 和 PaCO2 都显著地优于对
照组患者。结论：中医综合疗法联合无创正压通气治疗 COPD 并呼吸衰竭疗效确切、安全，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关键词】 中医综合疗法；无创正压通气；COPD；呼吸衰竭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TCM therapy combined with non-invasive positive pressure ventilation on
treating COPD with respiratory failure. Methods: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effects and safety of the TCM therapy combined with non-invasive
positive pressure ventilation (observation group, n＝98) or non-invasive positive pressure ventilation (control group, n＝90) for treatment
of 188 cases with COPD with respiratory failure in our hospital from April 2009 to December 2012.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improve
lung function, PaO2 and PaCO2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TCM
medicine therapy combined with non-invasive positive pressure ventilation in treatment of COPD complicated with respiratory failure is
efficacy, safety. It is worthy to be popularized．
【Keywords】 TCM therapy; Non-invasive positive pressure ventilation; COPD; Respiratory failur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21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是以不完全可逆的气流受限

者等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可危及患者生命[1]。笔者近年来采用

为特征，是临床上常见呼吸系统疾病之一，由于的气流受限引

了中医综合疗法联合无创正压通气治疗 COPD 并呼吸衰竭取

起患者二氧化碳储留和缺氧，常导致患者并发呼吸衰竭，如患

得了满意的临床效果，现总结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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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通气 5～7d。

资料与方法

观察组患者在上述治疗基础上加中医综合疗法，包括清肺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 2009 年 4 月～2012 年 12 月收治的 188 例 COPD
并呼吸衰竭患者，所有患者符合 COPD 及慢性呼吸衰竭的血气
诊断标准，均有不同程度的气短、胸闷、咳嗽、咳痰、呼吸困
难等症状。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 98 例，男

泻热法，给予痰热清注射液；醒脑开窍，给予通腑醒神胶囊；
益气养阴，给予参麦液；活血化瘀，给予丹参注射液，同时辨
证使用中药煎剂。
1.3 评价指标
观察记录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 7d 后的肺功能改善情况，

48 例，女 50 例，年龄 52.19～81.78 岁，平均（61.34±4.72）
岁，采用中医综合疗法联合无创正压通气治疗；对照组 90 例，

并进行动脉血气分析。

男 43 例，女 47 例，年龄 51.23～83.52 岁，平均（60.46±5.12）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18.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用 x ± s 表

岁，采用无创正压通气治疗。两组患者治疗前的年龄、性别、
病程等情况无显著地差异。

示，数据采用 t 检验，检验统计学显著水平为 P<0.05。

1.2 治疗方法

2

结

果

两组患者都给予糖皮质激素类药物、支气管扩张药物、抗
生素抗感染和祛痰药物等一般常规治疗，并给予无创正压通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肺功能情况

气。无创正压通气方法：经鼻面罩正压通气治疗，吸气正压从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肺功能情况。t 检验显示治疗前两组患

4～6cmH2O 开始，逐步调节到 10～18cmH2O，呼吸正压 4～

者的 FEV1，MVV 和 RV/TLC 都没有显著地差异（P＝0.118，

10cmH2O，吸氧流量为 4～8L/min，每天通气 1～3 次，2～4h/d，

P＝0.125，P＝0.134，P＝0.203）；但是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

根据患者病情好转情况随时调整吸气压、呼气压以及氧流量，

FEV1，MVV 和 RV/TLC 都显著地优于对照组患者（P＝0.025，

但患者氧饱和度维持在 90%以上，氧浓度维持在 40%～45%，

P＝0.014，P＝0.027，P＝0.032）
，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肺功能情况
FEV1（%）

MVV（%）

RV/TLC

分组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98

38.35±4.51

60.89±5.25

41.76±4.56

48.08±0.44

0.38±0.03

0.31±0.02

对照组

90

41.29±4.87

49.87±6.43

40.51±4.24

43.62±0.53

0.38±0.04

0.36±0.03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PaO2 和 PaCO2 情况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PaO2 和 PaCO2 情况见表 2。t 检验显示
两组患者治疗前的 PaO2 和 PaCO2 没有显著地差异（P＝0.213，

P＝0.251）
，治疗后的观察组的 PaO2 和 PaCO2 都显著地优于对
照组（P＝0.016，P＝0.013）
。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PaO2 和 PaCO2 情况
分组

3

讨

PaO2（mmHg）

例数

PaCO2（mmHg）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98

57.36±4.02

97.46±3.26

75.04±4.58

43.02±5.31

对照组

90

58.53±5.64

82.84±2.45

74.13±5.60

53.84±4.34

论

呼吸衰竭引起的一系列并发症是呼吸衰竭的治疗难点。关
于治疗呼吸衰竭的治疗方法如抗感染、氧疗和营养支持等方面
进展都不大[2]。其研究热点集中在呼吸机的使用上，尤其是无
创正压通气的合理使用能明显改善呼吸衰竭，可以避免人工气
道的并发症和不良反应[3-4]。
无创正压通气治疗 COPD 急性加重期的临床作用也得到
了循证医学的论证，其应用范围也不断地扩大[5]。正确地使用
无创正压通气能避免患者应插管而感染得机率，可帮助患者渡
过危险期。但是呼吸衰竭的病因治疗是其根本的治疗目的。
中医综合疗法把改善肺部通气，抑制呼吸肌疲劳，祛痰平
喘、提高患者免疫力、改善血液黏稠度等方面的优势有机的结
合起来，并考虑到呼吸衰竭的各个环节，较快地控制肺部感染
和缩短机械通气的时间。另外，中医综合疗法还能降低无创通
气的副作用和并发症，提高无创通气的通气效率[4]。本文结果也

显示观察组患者肺功能改善情况和血气分析情况都显著地优于
对照组患者。因此，中医综合疗法联合无创正压通气治疗 COPD
并呼吸衰竭是一种疗效好，安全可靠的方法，值得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1]王艳.纳洛酮联合无创正压通气治疗 COPD 并呼吸衰竭疗效观察[J].中外
医疗,2012(6):52
[2]张玉春.无创正压通气治疗 COPD 并发Ⅱ型呼吸衰竭 40 例疗效观察[J].
中国民族民间医药,2010,13(3):60
[3]刘超峰.无创正压通气治疗 COPD 并发Ⅱ型呼吸衰竭 40 例疗效观察[J].
中国医药指南,2012,10(4):45
[4]陶家虎.COPD 稳定期的中医诊治[J].中医临床研究,2012,4(3):118-119
[5]杨玲.BiPAP 无创通气治疗 COPD 并发Ⅱ型呼吸衰竭[J].蚌埠医学院学
报,2009,34(4):352-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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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皮乙醇提取物对小鼠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
Effects of ethanol extraction from pomegranate peel on
cellular immune function in mice
吕 琴
（新疆医科大学护理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830000）
中图分类号：R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0-0043-03

【摘 要】 目的：探讨石榴皮乙醇提取物对小鼠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方法：通过腹腔注射环磷酰胺建立免疫抑制动物模型，
应用石榴皮乙醇提取物、石榴皮总黄酮提取物对免疫抑制的小鼠进行治疗，观察两种提取物对小鼠巨噬细胞吞噬功能、脾淋巴细
胞转化功能的影响。结果：石榴皮乙醇提取物中剂量组和高剂量组及石榴皮总黄酮提取物组能增强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
高剂量组能够增强小鼠脾淋巴细胞转化功能（P<0.01）
。结论：石榴皮乙醇提取物对免疫抑制小鼠的细胞免疫功能具有一定的提高
作用。
【关键词】 石榴皮乙醇提取物；石榴皮总黄酮；免疫抑制；细胞免疫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effcts of pomegranate rind ethanol extract on the function of immune cells. Methods:
Established immunosuppressed animal models by intraperitoneal injection of cyclophosphamide, the application of pomegranate peel
ethanol extract, pomegranate rind total flavonoids extract on mice immunosuppressive treatment to observe the two extracts murine
macrophage phagocytosis, spleen lymphocyte transformation function. Results: Middle-dose group and high-dose group and pomegranate
rind of pomegranate peel ethanol extract of total flavonoids extracted group can enhance the phagocytic function of mouse peritoneal
macrophages, the high-dose group can enhance mouse spleen lymphocyte transformation function (P<0.01). Conclusion: Pomegranate peel
ethanol extract on cellular immune function of immunosuppressed mice has improved to some extent.
【Keywords】 Pomegranate peel ethanol extract; Pomegranate rind total flavonoids; Immunosuppression; Cellular immunit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22
石榴（Punicagranatum L.）属安石榴科植物，石榴皮是石
榴的干燥果皮，性温，味苦涩，有毒，具有涩肠、止血、解毒、
杀虫的功效。现代药理学证实石榴皮主要成分有鞣质（主要有

浴挥干后得到的浸膏，就是石榴皮乙醇提取物，其总黄酮含量
为 41.08%。
将石榴皮乙醇提取物经乙酸乙酯萃取后再真空浓缩、水浴

安石榴林和安石榴苷）
、黄酮类（天竺葵素、矢车菊素类成分）
、

挥干后得到的咖啡色粉末就是石榴皮总黄酮提取物，其总黄酮

有机酸（奎宁酸、熊果酸、桦木酸、苹果酸）、生物碱类（石

含量为 87.81%。

[1]

榴皮碱、伪石榴皮碱、N-甲基石榴皮碱）等 。

1.1.2 药物与试剂

石榴皮提取物不但具有清除自由基、抗氧化和调理血脂的

环磷酰胺（Cyclophosphamide，CTX，江苏恒瑞医药股份

功能，还具有抗病毒（如乙型肝炎病毒 HBV、II 型生殖器疱疹

有限公司）
，螺旋藻（Spirulina Platensis，SP，北京程海湖科技

病毒 HSV-2）、抗菌（如绿脓肝菌、白色念珠菌）的功能，而

开发中心）
，刀豆素 A（ConA，sigma 公司）
，四甲基偶氮唑蓝

且它的抗癌效果明显，国外体外细胞实验研究发现，石榴皮对

（MTT，sigma 公司）
。

乳腺癌、前列腺癌、肺癌、肾癌等癌细胞的 DNA 复制和蛋白

1.1.3 主要仪器

质表达均有不同程度的干扰、抑制作用，同时它还具有避孕以
[2-4]

及对化学性肝损伤的辅助保护等功能

。

石榴已成为新疆主要水果产业之一，并以其独特的风味享
誉国内外。本研究旨在观察石榴皮乙醇提取物对小鼠细胞免疫

干燥箱，电热恒温水浴锅，MODEL-318MC 酶标仪，CO2
培养箱，超净工作台。
1.1.4 实验动物
健康雄性 ICR 种小鼠，体重（20±2）g，清洁级，由新疆

功能的影响。本研究结果将为进一步研究和开发石榴皮的综合

医科大学动物中心提供。

价值提供科学依据。

1.2 方法

1

材料与方法

1.2.1 动物分组及处理
取健康雄性 ICR 种小鼠 168 只，体重（20±2）g，按体重

1.1 材料

随机分为两批，每批 84 只，随机分为以下 7 组，每组 12 只。

1.1.1 石榴皮乙醇提取物的提取

每组连续给药时间是 10d，第 11d 处死各组小鼠测定各项指标。

将石榴皮烘干、粉碎后，经乙醇回流提取后真空浓缩、水

具体动物分组及给药方法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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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动物分组及给药方法
每日 11：00（共 10d）

组 别
受试物

剂量
-1

实验第 5d17：00（共 1d）
给药途径

受试物

-1

剂量

给药途径

正常对照组

去离子水

20ml·kg ·d

灌胃

生理盐水

10ml /kg

腹腔注射

模型组

去离子水

20ml·kg-1·d-1

灌胃

CTX

100mg/kg

腹腔注射

低剂量组

CE

100ml·kg-1·d-1

灌胃

CTX

100mg/kg

腹腔注射

中剂量组

CE

200ml·kg-1·d-1

灌胃

CTX

100mg/kg

腹腔注射

-1

-1

高剂量组

CE

400ml·kg ·d

灌胃

CTX

100mg/kg

腹腔注射

总黄酮组

RE

94ml·kg-1·d-1

灌胃

CTX

100mg/kg

腹腔注射

螺旋藻组

SP

500ml·kg-1·d-1

灌胃

CTX

100mg/kg

腹腔注射

1.2.2 ConA 诱导的小鼠脾淋巴细胞转化实验（MTT 法）[5]

表 3 石榴皮乙醇提取物对小鼠脾淋巴细胞转化功能的影响（ x ± s ）

取小鼠脾脏，研磨成单细胞悬液，洗涤后用 10%小牛血清

OD 值

组 别

动物（只）

RPMI1640 培养液将细胞数调成 5×106/ml，取细胞悬液 2 份，

正常对照组

12

0.080±0.005

一份加 100ug/ml 的 ConA 50uL，另一份不加作为对照，CO2

模型组

11

0.033±0.004##

培养箱中培养 48h 后，两管均加入 5mg/ml MTT 50uL，CO2 培

低剂量组

12

0.032±0.006

养箱中培养 4h 后，取出，离心，弃上清，加入 DMSO 0.5ml，

中剂量组

12

0.034±0.005

充分混均。分装于 96 孔板，每管分装 3 个平行样，于酶标仪

高剂量组

11

0.042±0.007**

578nm 波长处测 OD 值。

总黄酮组

12

0.028±0.006

1.2.3 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吞噬中性红实验[6]

螺旋藻组

12

0.046±0.005**

小鼠处死，无菌条件下腹腔注射 Hanks 液 5ml，轻柔腹部
后吸出腹腔液，取细胞层洗涤后用 10%小牛血清 RPMI1640 培
养液将细胞数调成 5×106/ml，CO2 培养箱中培养 1h 后，洗涤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P<0.01；**与模型组比较 P<0.01。

3

讨

论

后加 0.072%中性红生理盐水 CO2 培养箱中培养 30min，取细胞

随着对类黄酮的生理功能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类黄酮

层洗涤后加入细胞裂解液，用 721 分光光度计，于 540nm 波长

的绝大多数生理功能，包括抗癌活性、抗病毒、抗炎症、抗过

处测巨噬细胞溶解后释放出的中性红的光密度值。

敏、抑制血小板凝集以及改善血管脆性等[9,

1.3 统计方法

的抗氧化活性或清除自由基活性。李云峰等研究证实石榴皮所

采用 SPSS 11.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的统计、处理、分析，计
量数据以（ x ± s ）表示，组间采用多个样本均数的两两比校。
2

结

11-13]

，都基于它们

含天然抗氧化物质能有效清除 O2、OH、ROO 等自由基[7]。
石榴皮中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其中 Zn、Mg、Mn 对免疫
能力最为重要，而且石榴果皮中抗氧化物质含量高，约为 31.5%，

果

其中酚类 250.0mg/g，类黄酮 60.0mg/g，原花青素 10.9mg/g，维

2.1 石榴皮乙醇提取物对小鼠巨噬细胞吞噬功能的影响

生素 C 0.99mg/g，这些因素无疑对其药效起一定作用[8]。

中剂量组、高剂量组、总黄酮组、螺旋藻组均能增强小鼠

本实验结果显示，石榴皮乙醇提取物高剂量组能够增强小

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P<0.01），其中螺旋藻组的作用最强

鼠脾淋巴细胞转化功能，中剂量组和高剂量组能增强小鼠腹腔

（P<0.01）
，而总黄酮组的作用最弱（P<0.01）
。

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高剂量组（P<0.01）。石榴皮总黄酮提

表 2 石榴皮乙醇提取物对小鼠巨噬细胞吞噬功能的影响（ x ± s ）

取物组与石榴皮乙醇提取物中、高剂量组对巨噬细胞吞噬功能

组别

动物（只）

OD 值

正常对照组

12

0.973±0.008
##

模型组

11

低剂量组

12

0.609±0.008

中剂量组

12

0.716±0.011**

高剂量组

11

0.876±0.009**

0.619±0.005
☆☆△△
☆☆△△

**☆☆

总黄酮组

12

0.641±0.008

螺旋藻组

12

0.928±0.008**△△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P<0.01；**与模型组比较 P<0.01；

的作用有统计学差异（P<0.01）。这说明，石榴皮乙醇提取物
中总黄酮是主要的有效成分，但不能忽略其它元素的药效作
用，其主要的活性物质及其相互作用均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李海霞,王钊,刘延泽.石榴科植物化学成分及药理活性研究进展[J].中草药,
2002,33(8):765-769
[2]程霜,郭长江,杨继军,等.石榴皮多酚提取物降血脂效果的实验研究[J].解

☆☆

与螺旋藻组

放军预防医学杂志,2005,23(3):160-163

△△

比较 P<0.01；

与总黄酮组比较 P<0.01。

2.2 石榴皮乙醇提取物对小鼠脾淋巴细胞转化功能的影响
高剂量组、螺旋藻组能增强小鼠脾淋巴细胞转化功能
（P<0.01）
，高剂量组与螺旋藻组的作用接近（P>0.05）
。

[3]KohnoH, SuzukiR, YasuiY, HosokawaM, MiyashitaK, TanakaT. Pomegranate
seed oil rich in conjugated linolenic acid suppresses chemically induced colon
carcinogenesis in rats[J]. Cancer Sci,2004,95(6):481-6
[4]Chidambara Murthy KN, Jayaprakashag K, Singh RP. Studies on antioxid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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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J].营养学报,2004,26(2):144-147

Agric Food Chem,2002,50(1):81-6

[8]杨丽平,杨永红.石榴皮的研究进展[J].云南中医中药杂志,2004,25(3):45-47

[5]田卫花,马兴铭,刘英,等.砂生槐水提取物对免疫抑制小鼠细胞免疫功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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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参入药片型规格及厚度的探讨
An issue on tablet type and thickness of Dangshen
薛彩红
（南宁市中医院，广西 南宁，530001）
中图分类号：R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0-0045-02

【摘 要】 目的：以党参中煎出物为观察指标，评价党参不同片型规格及厚度在煎煮过程中其对煎出物的影响。方法：采用
煎煮法测定薄片（0.3～0.5cm）、厚片（0.8～1cm）、短段（1.5～2cm）、长段（3～4cm）、饮片颗粒（粒度 0.1cm）等 5 种不同规
格的党参饮片中煎出物的含量。结果：5 种党参饮片样品中，党参薄片的水溶性煎出物最高，厚片和粗粉的水溶性煎出物相当，
长段饮片的煎出率最低。结论：从药品煎出率及加工操作难易度等方面综合考虑，临床党参入药宜选择党参厚片或饮片颗粒。
【关键词】 党参；饮片；煎出物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fried substance of Dangshen and assess the effects of type specifications and thickness
during boiling. Methods: Determination fried matter content of five different types of in sheet (0.3 to 0.5 cm) thick slices (0.8 to 1
cm), short segment (1.5 to 2 cm) long segment (3 to 4cm), pieces of particles (particle size 0.1 cm). Results: In the five kinds of
Dangshen pieces sample, the content of sheet was the first, thick slices and coarse were quite similar, and long segment was the
lowest. Conclusion: Considering the medicine decocting rate and processing operation difficulty, it is better to choose thick slices or
pieces granule.
【Keywords】 Dangshen; Pieces; Fried substanc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23
党参为常用中药，据 2005 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1]收载

党参原药材系从广西玉林市祥生中药饮片有限责任公司购

的党参为桔梗科（Campanulaceae）植物党参[Codonopisispilosula

进，经南宁市食品药品检验所鉴定，为桔梗科植物党参

（Franch.）Nannf.]素花党参[CodonopsispilosulaNannf.var.modesta

（Codonopsispilosula）的干燥根。将党参样品分别按照薄片、厚

（Nannf.）L.T.Shen]或川党参（Codonopisis tangshen Oliv.）的干

片、短段、长段和饮片颗粒等 5 种不同的规格（其中薄片、厚片

燥根在秋季采挖，洗净，晒干。以根条粗壮、质柔润、味甜者为

和颗粒为自行加工切制，短段和长段为市售品）
。

佳。具有补中益气，健脾益肺之功效。用于脾肺虚弱，气短心悸，

1.2 仪器

食少便溏，虚喘咳嗽，内热消渴。
关于党参饮片的规格及厚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和各地区的中药炮制规范都有明确规定，但其标准不一，致使
党参饮片在配方中有多种规格，这样无疑对党参饮片的调配产

分析天平、水浴箱、干燥箱等。
2

实验方法
精密称取上述 5 种片型的党参饮片各 3 份，20g/份，分别

生影响。为了探讨不同规格的党参饮片在煎煮过程中其煎出物

加入 500ml 的烧瓶内，冷浸 30min 后，置电炉上加热煮沸 2 次，

含量是否有影响，我们以党参中水溶性煎出物为评价指标，对

第一次加水 320ml，第二次加水 300ml，每次煎煮 30min。趁

党参不同规格的饮片其煎出物的含量，进行了比较试验，现将

热滤取药液，合并二次滤液，放冷，加水至 400ml，搅拌混匀

结果报告如下。

后静置，精密吸取澄清液 20ml 加入已干燥至恒重的蒸发皿内，

1

试药及仪器

1.1 药材来源

置水浴上蒸干，然后移至干燥箱内 105℃干燥至恒重。称量后
乘以 20，即得该份煎出量。计算每份样品中水溶性煎出物的含
量，结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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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党参不同片型水溶性物煎出率（n，%）
供试品规格

3

取样量（g）

煎出量（g）

煎出率（%）

煎出比率（%，以薄片为总煎出比率标准）

薄片（0.3～0.5cm）（自制品）

20

12.20

61.00

100

厚片（0.8～1cm）（自制品）

20

11.56

57.80

94.75

短段（1.5～2cm）（市售品）

20

9.56

47.80

78.36

长段（3～4cm）（市售品）

20

7.45

37.25

61.07

颗粒（粒度 0.1cm）
（自制品）

20

11.30

56.50

92.62

小

结

本实验结果表明，不同规格党参饮片其水溶性成分的煎出
效果与其片型的厚度及段的长度有关。党参薄片的水溶性煎出
物最高，厚片和粗粉的水溶性煎出物相当，长段饮片的煎出率
最低。说明党参饮片煎出量不是随药材表面积的扩大而增加，
这与党参所含成分淀粉、粘液质有关。但药材表面积过小，如
长段和短段相比，因长段与溶媒的接触面小而溶出物也减少。
从本实验看出，从药品煎出率及加工操作难易度等方面综

同时，党参作为一种多来源、多品种和多规格的中药材，
含有多糖类、木脂素苷类、萜类（苍术内酯）和甾类等多种化
学成分，本实验仅对党参水溶性煎出物的含量进行了比较实
验，结论是否具有说服力，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 版)[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
社,2005: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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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考虑，临床党参入药宜选择党参饮片颗粒或厚片。

经络注血疗法治疗支气管哮喘 100 例效果观察
Effect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100 cases of bronchial asthma by the main and
collateral channels blood injection therapy
区燕云
（佛山市南海区第四人民医院，广东 佛山，528211）
中图分类号：R56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0-0046-02

证型：IDBG

【摘 要】 目的：观察经络注血疗法在治疗支气管哮喘的临床效果。方法：收集 2011 年 1 月～2012 年 3 月期间来我院就诊
的支气管哮喘患者 100 例，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 50 例，给予舒利迭 50～100ug 吸入，静脉注射氨茶碱 0.25g/d，治疗 1 周。观
察组 50 例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采用自血穴位注射治疗。治疗后随访半年，对比两组治疗效果。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 98.0%，对照
组总有效率 82.0%，相比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经络注血疗法对改善支气管哮喘症状，治疗效果好，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支气管哮喘；穴位注射；自血疗法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main and collateral channels blood injection therapy in treating bronchial
asthma. In our hospital, 100 patients with bronchial asthma were collected from January 2011 to March 2012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of 50 cases, given 50～100ug inhalation, intravenous aminophylline 0.25g/d, for a week. 50 cas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acupoint injection therapy on the bases of treatment of the control group. Follow-up for half a year, compared
treatment effect of two groups. Results: The efficiency of the treated group was 98%, and 82%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Conclusion: The main and collateral channels blood injection therapy could improve the symptoms of bronchial
asthma, the treatment effect was good,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Keywords】 Bronchial asthma; Acupoint injection; Self-blood therap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24
支气管哮喘是呼吸科常见的疾病之一，以春、冬两季发作

连续收集 2011 年 1 月～2012 年 3 月期间前来我院就诊的

较多，病情持久、反复，给患者的身心健康带来较大的负担。

支气管哮喘患者 100 例均符合《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的诊

目前，临床上对于支气管哮喘的治疗主要依赖于支气管扩张剂

断标准 [1] ，并自愿加入实验。剔除标准：①有支气管扩张、

和糖皮质激素，但治疗费用昂贵，致使大多数患者不能定期完

严重慢性肺原性心脏病、肺纤维化、肺结核等病史；②妊娠

成治疗，最终效果并不理想。我院主张将传统中医于现代医学

期及哺乳期妇女；③合并心血管系统、肝、肾、血液系统疾

结合，采取常规基础治疗于经络注血疗法联合的方式进行治

病；④精神异常；⑤不能配合穴位注射治疗者；⑥年龄低于

疗，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8 岁或大于 65 岁者。随机将患者分为两组：治疗组 50 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男 29 例，女 21 例，平均年龄 49.7 岁，病程 3～45 年；对照
组 50 例，男 25 例，女 25 例，平均年龄 51.2 岁，病程 2～46
年。两组患者基线资料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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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可比性。

否减轻或消失。

1.2 治疗方法

1.3 疗效评定标准

对照组采用基础治疗方案，舒利迭吸入 50～100ug/次，持

参照《2006 年全球哮喘防治创议》
：完全缓解：连续 6 个

续 7d；静脉注射氨茶碱 0.25g/d，连续给药 7d。治疗组在对照

无症状，PEF 占个人预计值的 80%以上；明显好转：每周症状

组的基础上加自血穴注疗法。第一疗程：取穴：定喘、肺腧、

<1 次，PEF 占个人预计值 60%～80%；好转：每周有症状，PEF

足三里、曲池、风门；第二疗程：定喘、肺腧、丰隆、曲池、

占个人预计值 60%以下；无效：症状无改善甚至加重。

大杼；第三疗程：定喘、肺腧、肾俞、足三里、曲池。治疗时，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5.0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x2 检验。

患者取端坐位，面向操作者（首次治疗者可取卧位）；定位取
穴，每次选择一对同名穴位（5 次治疗均选择不同穴位）
；肘静
脉抽 3ml 静脉血；穴位表面皮肤常规消毒，用 7 号针头塑料的
5ml 一次性注射器单侧注射 1～1.5ml 自体静脉，
隔天注射一次。

2

结

果

治疗组完全缓解 31 例，占 62.0%；明显好转 10 例，占

前一疗程结束后 10d 后按照同一方式进行下一疗程。3 个疗程

20.0%；好转 8 例，占 16.0%。对照组完全缓解 22 例，占 44.0%；

需 7 周，共行 15 次自血穴注。

明显好转 12 例，占 24.0%；好转 7 例，占 18.0%。两组完全缓

两组在治疗期间禁用中药汤剂、中成药或其他针灸、理疗，
不可以改变原有食物于运动规律习惯。观察并记录每日最大峰
值流速（PEF）
，了解哮喘及咳嗽是否减轻，听诊肺部哮鸣音是

解率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
治疗组总有效率 98.0%，对照组总有效率 82.0%，相比具
有显著性差异（P<0.05）
。

表 1 两组治疗效果对比 [n（%）]

3

分组

样本容量

完全缓解

明显好转

好转

治疗组

50

31（62.0）

10（20.0）

对照组

50

22（44.0）

12（24.0）

讨

论

现代医学表明，哮喘是由多种细胞包括气道炎性细胞，结
构细胞，如嗜酸性粒细胞、肥大细胞、中性粒细胞、气道上皮
细胞等和细胞组分参与的气道慢性炎症性疾病。炎症和气流阻
塞是支气管哮喘发作的重要因素[2]。前者往往引起气道的高反
应性，通过释放细胞因子导致气管痉挛、气流受阻。临床表现
为胸闷、呼吸困难，部分患者仅表现为咳嗽或夜间（晨间）咳
嗽，疾病具有长期性、周期性、反复性、可逆性的特征。据悉，
全球每年有 1.6 亿哮喘患者[3]。在祖国医学中，支气管哮喘属
“哮病”的范畴，《景岳全书•喘促》有言：“喘有夙根，遇寒
即发者，亦名哮喘”。中医认为，哮喘病因在肺，宿痰内伏于
肺，成为发病“夙根”，外感、饮食、情致、劳倦等外界因素
影响下，致使痰阻气道，肺气上逆而发生喘促痰鸣之证。哮喘
病在肺，于肾脾相关，尤其是与肾气禀赋强弱关系密切。其病
情反复后由肺脾肾功能失调、津血运行失常，气机失畅所致。
经络注血即自血穴注疗法最早见于李时珍《本草纲目》
：
“气
味咸、平、有毒，主治羸弱患者皮肉干枯、身上麸片起，又狂犬
咬，寒热欲发者，并刺血热饮之”
。自血液中富含血细胞、补体、

无效

总有效率（%）

8（16.0）

1（2.0）

98.0

7（14.0）

9（18.0）

82.0

自血治疗效果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护士对注射的把握。治疗
时，最常见的问题为晕针，此时建议患者采取平卧位，尤其是首
次接受治疗的患者，要注意保温。在注射前、后饮适量开水，如
有晕针现象，需留室观察。注射前要对注射器械、穴位进行严格
的消毒，针尖向脊柱 45°左右进针，深度保持 0.3～0.5cm，注射
时可边推边向四周轻摇，尤其是背部穴位注射，一定注意深度，
避免气胸出现。本组患者治疗期间未出现气胸现象。进针以宁浅
勿深、宁斜勿直为原则，抓紧针管与针筒结合部位[4]。对于冬季
就诊的患者，必须防治血在针筒内凝固，阻碍注射。在注射选穴
时，要避开关节囊、大血管周围及胸腹腔等部位。因自血治疗采
取患者自身血液，很有可能关系到血液性传播疾病，因此穴注之
前要验血，检查备案，整个操作过程要注意医护防护。
综上所述，经络注血疗法治疗支气管哮喘效果良好，严格
掌握注射方法可有效改善患者临床症状，值得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1]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支气管哮喘的
定义;诊断;治疗和管理方案)[J].中国哮喘杂志,2008,2(1):171-179
[2]惠萍,宋天云.自体血穴位注射治疗支气管哮喘临床观察[J].中国中医急

抗体、酶类及激素和多种微量元素等，且无排异性，对经络穴位

症,2010,19(9):94-94

有营养作用[5]。自身血液进入组织后停留时间较长，在肌体内缓

[3]洪建国.2006 年版全球哮喘防治创议[J].实用儿科临床杂志,2007,22(16):

慢被代谢，产生的刺激微弱持久，对机体免疫有一个持久性的调

1278-1280

节，诱导机体释放大量免疫球蛋白，增强免疫力，对组织胺、五

[4]陈晓冰,王少玲,高国贞,等.支气管哮喘发作的危险因素及护理对策[J].护

羟色胺等活性物质产生强大的拮抗作用，达到抑制支气管的高变

理研究,2012,26(3):233-234

应性，降低毛细血管通透性的效果。定喘穴、肺腧、足三里、曲

[5]李春阳.穴位注射治疗支气管哮喘疗效观察[J].中国民康医学,2012,24(16):

池、风门等穴位均具有协调阴阳、调整脏腑经络的功能，其中肾

1976-197

俞可调节脾脏功能，足三里对肾虚有很好的调节，而第二疗程中
加丰隆穴，则起化痰止咳之效。本组中，随访半年结果显示观察
组治疗总有效率 98.0%，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82.0%（P<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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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针配合牵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LDH by EA plus traction
高 翱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辽宁 沈阳，110032）
中图分类号：R32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0-0048-02

【摘 要】 目的：观察中医电针加牵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疗效。方法：以中医电针加牵引治疗 49 例腰椎间盘突出
症患者。14d 为 1 个疗程，治疗 2 个疗程后观察疗效，治疗前后主要症状及体征改善情况。结果：治疗 2 个疗程后，痊愈 30 例，
好转 17 例，无效 2 例，总有效率 95.9%。结论：中医针灸加牵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疗效显著。
【关键词】 腰椎间盘突出症；电针；牵引；临床观察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CM EA plus traction treatment on treating lumbar disc herniation (LDH)
0. Methods: The TCM EA traction treatment of 49 cases of patients with LDH. 14 days for a course of treatment, after two courses of
treatment efficacy, the main symptoms and sign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Results: After two courses of treatment,
30 cases were cured, improved in 17 cases, 2 cases no effect,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95.9%.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EA plus traction was
significant in treating LDH.
【Keywords】 LDH; EA; Traction; Clinical observ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25
腰椎间盘突出症（LDH）是骨科特别是脊柱外科的常见病、
多发病，是引起腰腿痛的重要病因。腰椎间盘突出症多见于成

MRI 辅助检查确定诊断。
1.2 诊断标准

年人和老年人，是因腰间盘发生退行性变，纤维环破裂，髓核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制定发布的《中药新药临床

突出，刺激和压迫神经根及马尾神经所表现的一种临床综合

研究指导原则》，1997 年第 3 辑中的“中药新药治疗腰椎间盘

症。腰椎间盘突出症治疗方法繁多，疗效不尽相同。腰椎间盘

突出症的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要求进行设计：①疼痛好发于

突出症，属中医的“腰腿痛”及“痹症”范畴。目前治疗方法

下腰，且向下肢放射；②腰椎间盘突出症、急性腰扭伤发作

有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在长期的临床中发现手术治疗的远期

期；③有局限性压痛点；④直腿抬高试验和加强试验阳性；

疗效欠佳及诸多并发症，所以保守治疗即传统治疗有着优越之

⑤皮肤感觉、肌力和腱反射的改变；⑥脊柱姿态的改变；⑦X

处。

线腰椎正侧位片提示脊柱侧凸或腰椎生理性前凸消失：⑧CT

电针是在针刺得气的基础上，通过毫针在腧穴上接通适宜

提示有椎间盘突出。其中前 4 项为基本根据，第⑧项为确诊

的电流以刺激穴位，防治疾病的一种疗法。脉冲电针所通的电

根据。

流是双向脉冲电。电针以针和电两种刺激形式相结合作用于人

1.3 排除标准

体，可以提高治疗效果，同时，用电针代替手法运针，节省人

①不符合腰椎间盘突出症诊断标准者；②合并有马尾神经

力。笔者自 2010 年 9 月～2012 年 9 月在我科住院治疗的经 CT

损害综合征、脊髓圆锥损伤综合症及有绝对手术指征患者；

或 MRI 检查确诊的 49 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采取中医电针加牵

严重糖尿病，脊柱结核、肿瘤，全身急性感染、出血性疾病，

引治疗 2 个疗程后，进行疗效随访观察发现总有效率达 95.9%，

局部严重皮肤病和化脓性感染灶；③哺乳、妊娠或正准备妊

笔者认为中医电针加牵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有良好的疗效，

娠的妇女，长期应用皮质类固醇或免疫抑制剂者；④合并心

现总结如下。

血管、脑血管、肝、肾、造血系统、内分泌系统等严重原发

1

材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本组 49 例病人中，男 30 例，女 19 例；年龄最大 60 岁，

性疾病及精神病患者；⑤病情危重，难以对治疗的有效性和
安全性作出确切评价者；⑥过敏体质及对多种药物过敏者；
⑦某种原因未按规定接受或完成治疗、无法判断疗效或资料
不全者。

最小 27 岁，腰痛伴左下肢疼痛 20 例，腰痛伴右下肢疼痛 17

1.4 治疗方法

例，腰痛伴双下肢或臀部（坐骨神经痛者）112 例，首次发病

1.4.1 针刺取穴

11 例，平素有慢性腰腿痛病史者 38 例，病程最短者 1d，最长

主穴为腰夹脊，膈俞，肾俞，命门、秩边、委中、阳陵泉；

者 3 年以上，病情反复发作者 11 例。所有病例均经临床检查

配穴：L4～5 突出配以大肠俞、足三里、悬钟；L5～S1 突出配

（腰椎 X 线片排除腰部肿瘤、结核及其他骨病）并经 CT 及

以殷门、次髎、承扶、承山、太溪、昆仑等。常规消毒后用 0.3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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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mm 毫针针刺，以泻法，直刺为主。夹脊穴进针深达棘突

平衡，增加椎间盘外压，降低盘内压，改善局部血液循环，促

后以酸麻针感并有向下放射感为宜。留针 30min，1 次/d，14d

进炎症吸收。通过腰椎牵引可拉宽椎间隙，有利髓核的还纳，

为 1 个疗程。

消除或缓解肌肉痉挛水肿，减轻对脊神经的压迫，使症状缓解

1.4.2 电针治疗

或消失[2]。

取患侧肢体秩边-委中，阳陵泉-悬钟接通电针仪，电针仪

中医病机与治则。祖国传统医学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没有专

采用苏州医疗用品厂华佗牌 sdz-2 型电子针疗仪。用低频脉冲

门的记述，但根据其发病特征、典型症状来辨证分析，属中医

刺激，负载电流输出强度以患者能耐受度，波形选择疏密波，

学中“腰痛”
、
“腿痛”、
“痹证”、
“腰腿痛”或“腰痛连膝”范

时间为 15min。14 次为 1 个疗程。

畴。中医学认为“不通则痛，不荣则痛”、“痛多因于瘀”，故

1.4.3 牵引治疗

临床将其病因分为内因和外因两方面，外因一般为跌打损伤、

牵引机为成都华信医疗器械厂 QCD-I 型微控综合牵引床。

劳累伤筋之气滞血瘀，内因则是年老体弱之肝肾亏虚。另外从

牵引多采用卧位牵引，牵引时间为持续牵引牵引，每次时间

辨证归经的角度来分析，当属病损督脉、膀胱经，气机痹阻，

0.5h，牵引重量因每一位患者的自身状况和肌腱韧带素质不同，

督脉经气受损未能复原，又再发或多次受损造成的“督脉气

耐受力有差异（以其体重的 50%～100%为宜）
。以患者耐受限

亏、瘀血闭阻”之症。膀胱经多气多血，跌打损伤之后则气

为主，以免牵引力不当而影响牵引效果。每日牵引 1 次，每次

血必然瘀塞难通。治疗应以“益气通经、行气活血”为主。

20min，14d 为 1 个疗程。注意事项：孕妇、高血压、心脏病，

根据中医“腧穴所在，主治所在；经络所过，主治所及”理

及骨质疏松患者禁用牵引。

论，选取腰夹脊，膈俞，肾俞，命门、秩边、委中、阳陵泉。

2

结

果

2.1 疗效标准
参照《中医病证诊断标准》[1]中腰椎间盘突出症疗效标准。

腰夹脊位于患部为治腰疼常用穴；膈俞为八会穴之血会，功
能活血通脉。为治疗血瘀证之要穴；肾俞为肾的背俞穴，此
穴可起到补肝肾的作用，中医认为“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
瘀”；命门为督脉经要穴，而督脉为阳脉之海，针之可振奋一

痊愈：腰腿部症状和体征完全消失，腰背部功能正常；好转：

身之阳气；秩边穴为足太阳膀胱经穴，擅治下肢萎痹，委中

腰腿部症状和体征基本消失，偶有腰背部痛，但不影响日常起

是膀胱经的合穴，擅治瘀血、腰痛及下肢痛。
《四总穴歌》曰：

居，腰背部功能基本正常；无效：治疗后腰背部症状、体征、

“腰背委中求”。
《玉龙歌》曰：
“强痛脊背泻人中，挫闪腰酸

腰背部功能无明显改善，需要手术治疗。

亦可攻，更有委中之一穴，腰间诸疾任君攻”。阳陵泉为八会

2.2 治疗结果

穴之筋会，为筋气聚会之处，功擅舒筋壮筋；诸穴配合，达

治疗 2 个疗程后判断疗效。痊愈 30 例，好转 17 例，无效
2 例，总有效率 95.9%。
3

讨

论

到治疗本病的目的。
针刺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方法很多，疗效显著，且其疗
效大都在 85.0%以上，部分甚至总有效率达到 95.0%以上。但
是也存在着不足之处，如：①目前针刺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大

现代医学认为本病的基本病理变化是椎间盘的退行性病
变，纤维环变性，加之腰部损伤等诱因，导致腰椎间盘纤维环
破裂，突出的髓核组织等机械的和化学病理因素造成神经根的
损伤。对临近的神经根及窦一椎神经机械性刺激与压迫；或是
由于髓核内糖蛋白和 B-蛋白溢出和组胺释放而使相临近的脊神
经或窦-椎神经等受到刺激引起化学性与机械性神经根炎，产生
一系列神经功能障碍的症状。而针灸治疗可以改善椎间盘病灶
局部微循环，促进局部炎性水肿消除，缓解肌肉痉挛，促进肌
力平衡，脊柱稳定性得到提高，进而缓解神经根受压的状态。
另外，针灸治疗可以抑制腰椎间盘突出所致的蛋白多糖和组织
胺等化学物质的释放，提高痛阈，并可兴奋内在的抗痛系统，
从而达到止痛的目的。针灸可以促使体内分泌内啡肽等神经体

多数限于小样本临床疗效观察，可重复性小，缺乏大样本、多
中心、随机、对照、盲法等严格的临床试验设计；②针灸治疗
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穴位选取、电针参数的选择、具体的适应证
无统一的标准；③对于综合疗法，并不简单地认为方法越多越
好，但是目前的研究并不能产生一个最佳的组合；④文献资料
中多为临床疗效观察，缺少有力的实验证据。
因此，应该重点解决现阶段出现的不足，严格按照多中心、
大样本、随机、对照、盲法设计临床试验；统一规范穴位的选
取、电针参数的选择；对于综合疗法，努力寻求出有具体适应
证以及更适合病患的组合；以及建立稳定的动物模型，进一步
加强机制研究和实验研究，弥补文献资料中多为临床疗效观察
的缺陷。

液镇痛因子，对急慢性疼痛都有较好的治疗作用，进而促进化
学性神经根炎症的改善和消除。从治疗角度看，能够缓解椎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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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高血压应用针刺曲池穴得气和捻转补泻手法
降压效果探讨
Treating primary HBP by acupuncture
吴伟凡 梁汉彰 袁中草
（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医院，广东 深圳，518081）
中图分类号：R5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0-0050-02

证型：BDG

【摘 要】 目的：分析原发性高血压应用针刺曲池穴治疗的血压变化，探讨得气、不得气、捻转泻法与补法的临床效应。方
法：随机抽选 254 例患者，分得气组、得气右转（以下简称右转组）
、得气左转（称左转组）及不得气组，又将右转组中实证和左
转组虚证合为虚补实泻组，将右转组虚证与左转组实证合为虚泻实补组，观察在针刺前、进针 10min、起针即刻、起针 10min 时
各自的血压变化。结果：针刺前与针刺后患者血压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
；不得气组的降压效果显著低于得气组、右转组、
左转组、虚泻实补组、虚补实泻组；得气组、右转组、左转组、虚泻实补组、虚补实泻组的降压效果，各组间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结论 针刺曲池穴，对原发性高血压降压效果明显，但得气才能达到较好的临床效果，以捻转方向来划分补泻手法，右转为捻转泻
法，左转为补法，本文研究未发现相应的临床效果。
【关键词】 曲池；捻转；虚实补泻；原发性高血压；得气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BP changes of acupuncturing the point of Quchi. Methods: 254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Gain,
Gain Right, Gain Left and no Gaining groups; A part of GR/GL were put together as the Xubu Shixie group; the other part of GR/GL were
put together as the Xuxie Shibu group, comparing the BP changes during acupuncturing. Results: Before and after acupuncture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ly (P<0.05); efficacy in NG was lower than other groups;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between both groups.
Conclusion: Acupuncturing the point of Quchi can achieve good effects on HBP, but only gain feeling was there; About turning right and
left, there was no clinical effects and difference.
【Keywords】 Quchi; Turning; Xushi Buxie; Primary HBP; Gain feeling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26
随着临床上对高血压发病机制的不断深入研究，越来越多

级别时，以高者作为标准。②中医辨证：可将原发性高血压分

的药物应用于高血压临床治疗，但是这类药物带来临床疗效的

为阴阳两虚、肝火亢盛、痰湿壅阻、阴虚阳亢 4 型，其中实证

同时，都不同程度上具有一些毒副作用，且各自禁忌、适应证

为痰湿壅阻、肝火亢盛，阴阳两虚、阴虚阳亢则是虚症。

较多。因此，相比之下，中医类非药物特色治疗，如针刺疗法

1.3 方法

以其独特的简便、安全、有效、无毒副作用的优势特点，被越
[1]

①分组：随机分三组，第 1 组进行针刺，据是否自然得气，

来越多的患者所接受及推崇，逐渐应用于世界各国 。本文以

分为得气和不得气，并且不予以任何补泻手法；第 2 组针刺时，

254 例患者为实验研究，探讨针刺曲池穴得气与否、捻转补泻

据是否自然得气，分得气加左转和不得气组，第 3 组按第 2 种

的临床效应，现报道如下。

方法类推，采用得气者右转方式；再把三组不得气情况者合为

1

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254 例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中，男 121 例、女 133 例，年龄

不得气组，又将右转组中实证和左转组虚证合为虚补实泻组，
将右转组虚证与左转组实证合为虚泻实补组。②针刺方法：病
人取坐位，定位穴位，并用 75%的酒精常规局部消毒，单手进
针，直刺 1～1.5 寸，30min 后起针。得气：病人针刺局部有酸、

42.3～63.4 岁，平均（51.5±3.2）岁；分组：得气组 51 例、不

胀、重、麻或者是传导感中 1 种或几种；不得气：病人针刺局

得气组 98 例、右转组 52 例、左转组 53 例（虚补实泻组 50 例、

部无酸胀、重麻或者是传导感；得气左转：进针得气后，再大

虚泻实补组 51 例）
。排除以下患者：①曾有晕针史，或者是害

拇指用力向前捻转 360°，再自动退回，操作 1min，频率为

怕针灸者；②严重心脏病者；③继发性高血压；④年龄在 70

60r/min；得气右转：操作方法、时间、频率同得气右转，只是

以上者。

捻转时大拇指向后用力。

1.2 诊断依据

1.4 统计学方法

①西医诊断：舒张压（DP）≥90mmHg 和/或者是收缩压
（SP）≥140mmHg，按血压值可分三级，当 DP、SP 分属不同

统计分析是采用 SPSS13.0 软件，计量资料以（ x ± s ）表
示，采用 x2 检验，
（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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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实补组、虚补实泻组；得气组、右转组、左转组、虚泻实补组、

针刺前与针刺后患者血压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
；

虚补实泻组的降压效果，各组间比较无显著性差异。详见表 1。

不得气组的降压效果显著低于得气组、右转组、左转组、虚泻
表 1 各组血压变化比较（ x ± s ）
组别

人数

不得气

98

得气

51

左转

53

右转

52

虚泻实补

51

虚补实泻

50

血压

针刺前

进针10min

起针即刻

起针10min

SP

154.3±0.7

152.6±0.6

152.4±0.7

153.7±0.8

DP

95.3±0.8

93.2±0.4

93.1±0.6

95.1±0.3

SP

156.5±1.2

142.3±1.1

135.9±1.3

141.6±1.4

BP

94.6±1.1

88.2±0.9

85.6±0.8

87.5±0.7

SP

157.3±1.3

141.6±1.3

136.3±1.4

140.3±1.3

DP

95.3±1.4

88.2±0.8

85.1±0.6

86.9±0.7

SP

157.9±1.2

139.8±1.3

137.9±1.2

140.1±1.2

DP

94.7±1.5

86.3±0.6

84.6±0.7

85.6±0.5

SP

158.6±1.5

140.6±0.9

139.5±1.2

140.5±1.1

DP

95.6±1.3

87.4±0.5

85.9±0.7

86.2±0.6

SP

159.2±1.3

141.9±1.3

139.2±1.4

140.2±1.5

DP

96.3±1.5

88.7±0.8

85.3±0.7

87.6±0.7

注：P<0.05。

3

讨

论

一般认为，针刺进针是否得气是临床起效的关键，气至则
效至，气速至，起效亦更快。但近年来临床不乏一些针刺不得
气而疗效良好的研究报道，因此，使得针灸界对于临床针刺时
是否一定要达到得气效果而产生了探讨、质疑另外，针刺补泻
手法是否具有影响针刺疗效作用也一直是临床研究的热点，为
了把针灸学更加科学、合理的应用于临床，指导临床治疗。本
研究是以原发性高血压针刺曲池穴治疗效果，来探讨捻转补
泻、得气与治疗效应的关系。
结果显示：①针刺曲池穴能起到快速降压的降压作用，一
般在进针 10min 就能够有显著性疗效，
且收缩压起效相对更快。
②有时不得气亦有效，但是，一般临床经验表明，毫针进针时
必须得气，因为毫针治疗治疗目的主要是调整经气，因此，得
气为毫针取效关键。本研究中，不得气组虽亦有一定疗效，但
是血压下降不明显，且时效性较短。不得气组的降压效果显著
低于得气组、右转组、左转组、虚泻实补组、虚补实泻组。
③虚则补之，实则泻之即是中医用药原则，亦是针灸治疗原
则。得气后加左转即为捻转补法，得气后再右转即为捻转泻法[2]，
但如果得气加左转或者右转不根据虚实来辨证使用补泻之法，
临床效果从理论上讲亦是不能有所加强，本文结果：左转组、
右转组与未用手法的得气组降压效果差异无显著性，符合临床

虚补实泻组与其他组相较，降压效果并未加强；虚泻实补即辨
证为虚证患者在得气后右转（泻法），辨证为实证患者在得气
后左转（补法）[3]，这一行针手法不符合临床针灸治疗原则，
疗效应该减弱，但本文虚泻实补组与其他组比较，其降压效果
亦并未明显减弱；因此，针刺捻转补泻，不论是否分清虚实，
效果差异均未有显著性。
综合所得，针刺曲池穴，对原发性高血压降压效果明显，
但得气才能达到较好的临床效果，以捻转方向来划分补泻手
法，右转为捻转泻法，左转为补法，本文研究未发现相应的临
床效果。
参考文献：
[1]睢明河,王朝阳,马文珠.针刺曲池穴得气和捻转补泻手法对原发性高血压
患者血压的影响[J].中医药信息,2012,29(3):87
[2]丁光宏,沈雪勇,戴建华.针刺提插和捻转手法运针频率在得气与非得气状
态的差异[J].中国针灸,2002,22(10):679
[3]支建梅,王朝阳,王丽.不同刺激量捻转补泻手法对应激性高血压大鼠颈交
感神经放电的影响[J].中医杂志,2009,50(9):811

作者简介：
吴伟凡（1966-），广东兴宁人；学历：本科；工作单位：盐田人民医
院；职称：主任医师。

理论。虚补实泻即辨证为虚证的患者在得气后加左转（补虚），
辨证为实证的患者在得气后加右转（泻实），这一行针手法完
全符合针灸治疗原则，理论上，疗效应加强，但本文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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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调节慢性盆腔炎患者 IL-2、CRP 的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IL-2, CRP regulated by acupuncture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pelvic inflammatory
侯雪民 周花玲 肖 勇
（广东省横沥人民医院，广东
中图分类号：R711.33

横沥，5117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0-0052-02

【摘 要】 目的：对针刺对慢性盆腔炎患者 IL-2、CRP 的调节作用进行观察分析。方法：2011 年 12 月 1 日～2013 年 5 月
31 日间我院收治的慢性盆腔炎临床患者病例 90 例，将其分成三组，分别采取针刺疗法治疗组、中药制剂八正散加减法对照组 1
和抗生素治疗对照组 2，而后对比分析三组患者治疗效果和 IL-2、CRP 变化情况。结果：治疗组有效率为 96.67%，对照组 1 治疗
有效率 73.33%，对照组 2 治疗有效率 76.67%。治疗组患者 IL-2、CRP 变化情况优于对照组 1 和对照组 2（P<0.05）
。结论：针刺
疗法治疗慢性盆腔炎的临床疗效显著，可对 IL-2、CRP 水平产生显著的调节作用，值得关注。
【关键词】 针刺；慢性盆腔炎；白细胞介素-2；C 反应蛋白；调节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and analyze the regulative effect of acupuncture on IL-2, CRP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pelvic
inflammatory. Methods: 90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December 1, 2011 to May 31, 2013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Patients in treated group were treated by acupuncture. Patients in control 1 were treated by TCM preparation Bazheng San.
Patients in control 2 were treated by antibiotic. Then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IL-2, CRP changes was performed in three groups
following treatment. Results: The efficiency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96.67%, in the control 1 was 73.33%, in the control 2 was 76.67%.
IL-2, CRP change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1 and control 2, the differences were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efficacy of
acupuncture in treating chronic pelvic inflammatory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in the regulation of IL-2, CRP level, worth paying an
attention.
【Keywords】 Acupuncture; Chronic pelvic inflammatory; IL-2; CRP; Regulative effect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27
对于慢性盆腔炎的治疗方法相对较多，疗效也各异。针刺
对慢性盆腔炎患者 IL-2、CRP 的调节作用进行观察分析的目

减治疗。对照组 2：抗生素治疗。
1.3 疗效评价标准

的，盆腔炎患者展开分组治疗，并对比分析治疗效果，现汇报
如下。
1

治愈：临床症状、体征完全消失，妇科各项检查结果
均呈现正常；显效：症状完全消失，妇科各项检查结果均
存在显著改善；有效：临床症状、体征有所减轻，妇科检

资料与方法

查结果显示存在明显好转；无效：症状、体征均未发生显

1.1 一般资料

著改变 [2] 。

慢性盆腔炎临床患者病例，90 例为研究对象，分三组后每

1.4 观察指标

组 30 例。患者年龄在 20～45 岁之间，平均（31.5±12.6）岁，

三组患者治疗有效率，对治疗前后 IL-2、CRP 水平进行检

病程 1 个月～4 年，平均（1.4±0.3）年。三组研究对象的资料

测。

如患者的年龄及病程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有可比

1.5 数据处理

[1]

性。所有患者均符合临床诊断标准 。

数据资料采用 SPSS18.0 统计学软件处理，IL-2、CRP 监

1.2 方法

测结果采取均数加减标准差（ x ± s ）进行表示，展开 t 检验和

1.2.1 研究方法

x2 检验，视为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将统计的研究对象 1∶1∶1 比例分成治疗组、对照组 1 和
对照组 2，治疗组采取针刺疗法进行治疗，对照组 1 采取中药
制剂八正散随症加减进行治疗，对照组 2 采取抗生素进行治疗，
对比分析三组患者的治疗效果。
1.2.2 治疗方法
治疗组：针刺疗法。所用仪器为 G-6805 电针仪，针灸针
型号为 G-6805，针灸针。对照组 1：中药制剂八正散，随症加

2

结

果

2.1 治疗效果
治疗组治疗有效率 96.67%，对照组 1 治疗有效率 73.33%，
对照组 2 治疗有效率 76.67%。治疗组有效率较其他两组高，
P<0.05，详见表 1。
（下转 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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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阴清肺汤加减治疗复发性阿弗他口炎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repeat RAS with the decoction of
Yangyin Qingfei
张志勇 刘 慧
（河北省邯郸市中医院，河北
中图分类号：R364.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0-0053-02

邯郸，056001）

证型：IDGA

【摘 要】 目的：观察养阴清肺汤加减治疗复发性阿弗他口炎（RAS）的近期及远期临床疗效。方法：将 60 例 RAS 例患
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给予养阴清肺汤加减，维生素 C 口服；对照组只给予维生素 C 口服。两组同时给予康复新液含漱，疗程
共 4 周。观察近期临床疗效并随访 1 年观察远期临床疗效。结果：治疗组近期临床疗效及远期临床疗效均优于对照组，两组之间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养阴清肺汤加减治疗 RAS 疗效较佳，可以进一步临床应用。
【关键词】 复发；阿弗他口炎；中药疗法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Yangyin Qingfei decoction. Methods: To divide 60 RAS patients into two
group, in the treated group the decoction and Vitamin C were taken, in the control only Vitamin C was taken, for 4 weeks; recording
clinical efficacy during 1 year. Results: Clinical efficacy in the treated was better and the difference is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decoction of Yangyin Qingfei is better at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Recurrence; RAS; TCM therap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28
复发性阿弗他口炎（Recurrent Aphthous Stomatits，RAS）

治疗组：养阴清肺汤加减（生地、玄参、麦冬、赤芍、

是常见的粘膜疾病，发病率达 20%。主要表现为局部溃疡反复

丹皮、薄荷、金银花、甘草），1 剂/d，水煎分早晚服；维生

发作，病程为自限性，病因不清。由于其发作时患者有明显的

素 C 口服，100mg/次，3 次/d。对照组：维生素 C 口服，100mg/

不适或灼热疼痛感，故而影响患者生活质量。2008 年 12 月～

次，3 次/d。两组均给予康复新液含漱，3 次/d。两组疗程均

2011 年 2 月间我们运用滋阴清热法治疗了 30 例 RAS 患者，观

为 4 周，治疗结束后观察近期临床疗效并随访 1 年，记录复

察了近期及远期临床疗效，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发情况。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1.2.2 疗效观察标准
近期疗效标准参照文献[2]制定，显效：4d 内口腔溃疡基本
愈合，疼痛消失；有效：5.5d 内口腔溃疡愈合，疼痛消失；无

选择我院门诊就诊的 RAS 患者 60 例，均符合 RAS 诊断

效：7d 以上口腔溃疡愈合，疼痛消失。远期疗效标准参照中华

标准[1]，表现为单个或多个绿豆或黄豆大小的溃疡，圆形或椭

口腔医学会制定的疗效标准[3]，痊愈：口腔溃疡终止发作 1 年

圆形，表面覆盖有黄白色假膜，周围绕有红晕，自觉灼热疼痛。

以上；显效：发作总间歇时间延长，总溃疡数减少；有效：发

病变复发平均每月 1 次或以上。排除白塞氏病等其它疾病引起

作总间歇时间延长或总溃疡数减少；无效：发作总间歇时间无

的溃疡；严重心、肝、肾功能不全者；妊娠及哺乳期妇女。本

变化，总溃疡数无变化。

次发病均在 2d 内，单个溃疡 39 例，多个溃疡 21 例。溃疡发

1.3 统计学方法

于颊部 26 例，唇部 22 例，舌部 12 例。随机将患者分为治疗

采用 SPSS16.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近期临床疗效比较

组和对照组：治疗组 30 例，男 18 例，女 12 例，年龄 20～45

采用 x2 检验，远期临床疗效比较采用秩和检验，P<0.05 为有

岁，平均 34.6 岁，病程 2～8 年，平均 3.9 年；对照组 30 例，

统计学意义。

男 19 例，女 11 例，年龄 18～47 岁，平均 36.2 岁，病程 1.5～
8 年，平均 3.6 年。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溃疡数目及
平均复发情况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2

结

果

2.1 近期临床疗效比较
两组近期临床疗效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

1.2 方法

表 1。两组远期临床疗效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见

1.2.1 治疗方法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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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近期临床疗效比较（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治疗组

30

18

9

3

对照组

30

9

11

10

表 2 远期临床疗效比较（n）

4

讨

组别

n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治疗组

30

8

15

5

2

对照组

30

2

9

8

11

论

口腔溃疡愈合，迅速缓解疼痛，并且能够降低溃疡复发率，延

RAS 的病因及发病机制尚不明确，因而病情迁延反复，往
往难以根治。目前 RAS 尚没有特效的药物治疗，临床多以局
部外用治疗为主，包括局部止痛药物、促进粘膜上皮再生的药
物、具有免疫调节作用的药物等。能够减轻局部症状，但对溃
疡的复发疗效不佳。
中医学认为，RAS 属于“口疮”的范畴，本病证分虚、实，
久病反复者，口疮局部呈灰白色，周围粘膜淡红，多兼有心烦
少寐，五心烦热，舌红少苔，脉沉细数等阴虚火旺之证。其病
机多因素体阴亏，真阴耗损，虚火内旺，上炎口舌而生疮。
《景
岳全书》曰：
“口疮，连年不愈者此为虚火”
。基于此病机，本
组患者选用养阴清肺汤加减，方中生地、玄参、麦冬养阴清热，
增液润燥；赤芍、丹皮凉血清热；薄荷辛散凉润清热；金银花

长发作间歇时间，减少溃疡数目。近期及远期均有较好的临床
疗效，是临床应用的较好选择。
参考文献：
[1]李秉琦.口腔粘膜病学[M].2 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49-56
[2]吴银洲,熊剑.胰岛素和高渗糖局部应用治疗阿弗他溃疡疗效观察[J].临床
口腔医学杂志,2009,25(9):565-566
[3]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粘膜病专业委员会.复发性阿弗他溃疡疗效评价的
试行标准[J].中华口腔医学杂志,2002,27(3):234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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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热解毒；甘草调和诸药，全方共奏滋阴清热之功。
临床研究结果显示，养阴清肺汤加减治疗 RAS，能够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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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三组患者治疗有效率比较结果统计 [n（%）]
组别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治疗组

13（43.33）

10（33.33）

6（20.00）

1（3.33）

29（96.67）

对照组 1

6（20.00）

6（20.00）

10（33.33）

8（26.67）

22（73.33）#

对照组 2

5（16.67）

6（20.00）

12（40.00）

7（23.33）

23（76.67）#

注：#与治疗组比较差异显著 P<0.05。

2.2 治疗前后三组患者的 IL-2、CRP 变化情况

酸痛，肛门坠胀不适等症状。现阶段中医治疗的临床效果比较

经统计得知，三组患者 IL-2、CRP 水平治疗后均较治疗前

显著[3]。针刺治疗能够有效提高慢性盆腔炎的治疗有效率，并

发生显著变化，然治疗组患者变化情况显著优于对照组 1 和对

能够对 IL-2、CRP 水平产生显著的调节作用，值得临床给予关

照组 2，详见表 2。

注。

表 2 三组患者治疗前、后 IL-2、CRP 水平变化情况统计

参考文献：

IL-2（ng/ml）

组别

CRP（mg/L）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3.01±0.23

4.77±0.79#

11.45±2.13

2.34±0.57#

对照组 1

3.12±0.33

3.98±0.56#*

11.32±2.07

5.26±1.02#*

对照组 2

3.09±0.21

3.87±0.57#*

10.78±3.12

5.87±1.12#*

注：#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显著 P>0.05，*与治疗组比较差异显著。

[1]徐云霞,李伟莉.慢性盆腔炎中医药治疗研究近况[J].中医药临床杂志,
2009,21(2):85-87
[2] 许 浩 , 汪 明 德 . 盆 腔 炎 的 中 医 实 验 研 究 探 要 [J]. 实 用 中 医 内 科 杂 志 ,
2008,22(3):76-77
[3]刘朝晖,廖秦平.中国盆腔炎症性疾病诊治策略[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
2009:34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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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盆腔炎属于一种常见妇科疾病，下腹坠胀疼痛，腰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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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穴位贴敷配合西医治疗妊娠剧吐的效果观察
Clinical effective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hyperemesis gravidarum by
acupoint sticking plus modern medicine
刘丽丽
（郑州市中医院，河南 郑州，455007）
中图分类号：R71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0-0055-02

【摘 要】 目的：通过中药穴位贴敷控制妊娠剧吐的继续发展，保证孕妇及胎儿的健康。方法：将中药研末，鲜生姜汁调成
糊状，贴敷于神阕穴。结果：控制妊娠剧吐的发展，恶阻症状明显缓解。结论：中药穴位贴敷方法简单，是治疗妊娠剧吐有效的
手段。
【关键词】妊娠剧吐；穴位贴敷
【Abstract】 Objective:To control the development of hyperemesis gravidarum and ensure the health of pregnant women and the
fetus. Methods: The TCM medicine was grinded to powder and fresh ginger juice was modulated into a paste, then sticking to the Shenque
point. Results: It can control the development of hyperemesis gravidarum and relieve vomiting symptoms. Conclusion: TCM application of
acupoint is simple and effective means to treating hyperemesis gravidarum.
【Keywords】 Hyperemesis gravidarum; Acupoint sticking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29
妊娠剧吐，祖国医学称之为妊娠恶阻，是指妊娠期有严重

15g，砂仁 12g，山药 30g，陈皮 12g，旱莲草 30g，杜仲 12g，

的恶心、呕吐症候群，发病率 0.35%～0.47%[1]。妊娠恶阻可致

川断 15g，寄生 30g，怀牛膝 12g，甘草 6g。研磨成粉，加入

胎儿宫内生长迟缓，并增加妊娠高血压综合征发病率及电解质、

鲜生姜汁调成糊状，外覆一次性敷贴固定，1 次/d，连续 5d.

酸碱平衡失调，严重者出现肝肾功能异常、心律紊乱、多发性
神经炎，是妊娠期较严重的合并症。中药穴位贴敷是一种外治
方法，通过药物与经络的双重作用，调理脏腑阴阳，疏通经络

3

疗效观察

3.1 疗效标准

气血，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2]。2012 年 1 月～2013 年 1 月，对

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3]拟

我院妇产科住院治疗的 40 例妊娠恶阻患者在西药治疗基础上实

定。治愈：呕吐停止，诸症消除，停药后无复发，饮食恢复正常；

施中药穴位贴敷治疗，恶阻症状明显缓解，现报告如下。

尿酮体阴性。好转：呕吐症状减轻或消除，但停药后又见复发；尿

1

一般资料

酮体改善。未愈：呕吐诸症均无改善或加重，或行手术终止妊娠。
3.2 治疗结果

所选 40 例均经 B 超检查为单胎妊娠，随机分为治疗组与

治疗组 20 例，治愈 17 例，好转 2 例，未愈 1 例，治愈率

对照组。治疗组 20 例，年龄 19～33 岁，平均年龄 24 岁；发

85%，总有效率 95%；对照组 20 例，治愈 12 例，好转 5 例，

病孕期 36d～3 个月余；病程 1～40d，平均病程 16.5d；化验尿

未愈 3 例，治愈率 60%，总有效率 85%。两组治愈率比较，有

酮体情况：酮体（+）5 例，酮体（++）8 例，酮体（+++）7

显著性差异（P<0.05）
。

例。对照组 20 例，年龄 19～35 岁，平均年龄 25.5 岁；发病孕
期 42d～3 个月余；病程 3～45d，平均病程 17.3d；化验尿酮体
情况：酮体（+）5 例，酮体（++）10 例，酮体（+++）5 例。
两组一般资料无显著性差异（P>0.05）
，具有可比性。
2

治疗方法

2.1 对照组
常规静脉补液、能量支持、多种维生素及脂肪乳、氨基酸，

4

讨

论

目前关于妊娠剧吐的具体机制还不是十分明确，但大量研
究证明妊娠剧吐的可能因素有：①内分泌因素：孕早期 HCG
水平过高，降低了胃内酸度而导致胃排空障碍和蠕动减慢，另
妊娠剧吐患者 60%有短暂的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激素升高
一方面是由于 HCG 浓度升高刺激甲状腺分泌活性；另一方面
甲状腺分泌一种 HCG 变构体而更加刺激甲状腺活性。患者呕

并根据患者具体情况纠正酸碱、电解质失衡。患者采取少量多

吐的严重程度与游离甲状腺激素和促甲状腺素水平明显相关；

次流质饮食或禁食，补液量每日 2500～3000ml。

②心理因素：精神过度紧张，恐惧妊娠等；③神经因素：一方

2.2 治疗组

面妊娠早期大脑皮质的兴奋性升高而皮质下中枢的抑制性降

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中药穴位贴敷治疗。清洁脐部，贴

低，从而使丘脑下部的各种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引起妊娠剧吐；

敷中药，不用按压，24h 更换 1 次，如不慎掉落，随时更换。

另一方面妊娠后子宫随妊娠月份增大，子宫内感受器受刺激，

中药贴敷剂组方及制备：以本院协定方，将姜半夏 9g，内金

传导到大脑中枢而引起放射性反应，产生恶心、呕吐；④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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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因素：维生素的缺乏，尤其是维生素 B6 缺乏；⑤免疫因素：

有明显的减轻作用；促进消化液的分泌，增进食欲；鸡内金，

由于过敏反应所导致，已发现几种组胺受体亚型与呕吐有关，

陈皮，砂仁健脾和胃，理气化痰；杜仲，川断，寄生，山药，

临床上抗组胺治疗呕吐有效；⑥感染因素：幽门螺旋杆菌感染

牛膝，旱莲草补益脾肾，以固后天之本；甘草调和诸药，诸药

增多：与无症状的孕妇相比，妊娠剧吐患者血清抗幽门螺旋杆

合用共凑理气化痰、健脾和胃、降逆止呕之效。

菌的 IgG 浓度升高；⑦其它未知因素[4]。

中药穴位贴敷治疗前评估患者情况，过敏体质、穴位周围

穴位贴敷疗法，是以中医经络学说为理论依据，把药物直
接贴敷穴位，治疗疾病的一种无创痛疗法。作用机制可能有：
①穴位的刺激与调节作用：穴位贴敷刺激和作用于体表腧穴相
应的皮部，通过经络的传导和调整，改善经络气血的运行，对

皮肤有感染者不宜治疗，以免引起过敏、皮肤感染扩散；治疗
前做好解释，取得患者配合；贴敷过程观察皮肤的变化。
参考文献：

五脏六腑的病理状态产生良好的治疗作用；②是药物吸收后的

[1]程丽丽.中药孕吐方治疗妊娠 30 例临床观察及机理探讨[D].武汉:湖北中

作用：贴敷药物直接作用于体表穴位，使局部血管扩张循环加

医学院,2006

速，起到改善周围组织营养的作用；二者的综合叠加作用。神

[2]赵丽红,刘件秋.中药穴位贴敷治疗慢性支气管炎的研究概况[J].甘肃中医,

阙穴隶属任脉，与冲脉相交会、与督脉相表里，任脉与督脉周

2007,20(5):13-15

循全身，内通五脏六腑，外连四肢百骸，内通外联，承上启下，

[3]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66

在防治疾病中具有十分蕈要的作用。以本院协定方中生姜性

[4]林道彬,尹保民.妊娠剧吐对妊娠结局的影响[J].宁夏医学杂志, 2003,25: 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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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降逆气止呕吐；半夏降逆止呕，化痰理气，对早孕反应，

远道刺配合穴位贴敷治疗支气管哮喘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bronchial asthma by distal needling
combined with acupoint application therapy
夏 俊 1 2 钱虹亻
予1
（1.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常州中医医院，江苏 常州，213003；2.南京中医药大学，江苏 南京，2100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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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型：IBD

【摘 要】 目的：探讨远道刺配合穴位贴敷治疗支气管哮喘的临床效果。方法：把 80 例病人随机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每
组 40 例；分别予以远道刺配合穴位贴敷治疗和单纯穴位贴敷治疗。比较两组患者的胸围呼吸差，并比较两组患者的有效率。结果：
观察组的胸围呼吸差较对照组均有显著增长（P<0.01）
。观察组有效率 95%，明显优于对照组的 75%（P<0.05）
。结论：远道刺配
合穴位贴敷治疗支气管哮喘可明显提高疗效。
【关键词】 支气管哮喘；远道刺；穴位贴敷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combination of distal needling combined with acupoint application
therapy in treating bronchial asthma. Methods: 80 cas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40 cases
for each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by distal needling combined with the acupoint application,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only treated with acupoint application therapy. Results: The cure rate 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95%, which was superior to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circumference contrast 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superior to the control group significantly (P<0.01). Conclusion: The
treatment of distal needling combined with acupoint application could improv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n treating bronchial asthma.
【Keywords】 Bronchial asthma; Distal needling; Acupoint application therap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30
支气管哮喘是呼吸科常见病，一年四季均可发病，尤以秋冬季
节发病较多。本病极其顽固，具有反复发作的特点。笔者近年来采
用远道刺配合穴位贴敷治疗本病取得满意的疗效，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呼吸杂志》1993 年哮喘增刊所刊载《支气管哮喘的诊断标准（修
正方案）
》进行病情分级，以轻，中度为主（细菌感染者除外）
。
其中男 42 例，女 38 例；年龄 5～73 岁，平均年龄（45.2±7.3）
岁；病程 1～42 年，平均病程（11.3±10.6）年。将全部入选患
者根据就诊顺序编号，采用 SAS 统计软件产生的随机数字表分

2010 年 6 月～2012 年 6 月在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常州市中

为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差异均无显著

医医院针灸科门诊收集 80 例支气管哮喘患者。按《中华结核和

性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病例诊断符合 1997 年中华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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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全国哮喘学术会议制定的支气管哮喘诊断标准[1]。
2

调配。搓丸如蚕豆大小，贴于穴位，用胶布固定 3h 后，去之，
隔日换药一次，每周 3 次，共治疗 10 次，10 次为一疗程。

治疗方法

2.2 对照组

2.1 观察组

单纯使用穴位贴敷治疗，治疗方法及疗程同观察组。

2.1.1 针刺治疗

3

穴取太阴、阳明经穴为主，取双侧尺泽、列缺、足三里、

疗效观察

3.1 疗效评定

丰隆。选定穴位，皮肤常规消毒以后，以长 40mm 毫针针刺以

符合 1997 年中华医学会全国哮喘学术会议制定的支气管

上各穴，尺泽、列缺用平补平泻法，丰隆用泻法，足三里用补
法；得气后留针 30min。隔日针一次，每周 3 次，共治疗 10

哮喘疗效评定标准[1]。两组患者均治疗一疗程后进行评定。

次，10 次为一疗程。针刺结束后，予穴位贴敷。

3.2 统计方法

2.1.2 穴位贴敷治疗

运用 SPSS19.0 统计软件，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
采用 x2 检验。

取穴：肺俞，膏肓，定喘双侧 6 个穴位。药物均由南京中
医药大学附属常州市中医医院制剂室提供，按白芥子 43%，黄

3.3 治疗结果

芪 25%，甘草 8%，细辛 8%，麻黄 8%，元胡 8%，用鲜姜汁

3.3.1 两组支气管哮喘患者临床疗效比较（见表 1）

表 1 两组支气管哮喘患者临床疗效比较例 [n（%）]
组别

例数

临床控制

显效

好转

无效

有效率（%）

观察组

40

24（60）

13（32）

11（27）

2（5）

95*

对照组

40

16（40）

8（20）

6（15）

10（25）

75

*

注： 与对照组比较，P<0.05。

3.3.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胸围呼吸差比较（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胸围呼吸差变化表（ x ± s D）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治疗前

治疗后

例数

x ±sD

40

1.76±0.16*

40

x ±sD

40

3.24±0.27**

1.82±0.19
*

增加值

例数

x ±sD

；****

40

2.43±0.15

1.78±0.13***

****

**

1.34±0.14
***

注：增加值＝治疗－疗程后－治疗前； 治疗前两组积分比较 P>0.05，无显著性差异； 治疗一疗程后与对照组比较，P<0.01； 治疗一疗程后增加值与对
照组比较，P<0.01；****相同组别治疗一疗程后与治疗前比较，P<0.01。

4

讨

论

支气管哮喘是一种以多种细胞特别是肥大细胞，嗜酸性粒
细胞和 T 淋巴细胞等炎症细胞参与的气道慢性炎症和气道高
反应性（BHR）为特征的疾病[2]。一般认为，本病与个体的免
疫功能状态有密切关系。西医治疗哮喘的首选糖皮质激素，但
长期应用可出现明显的副作用，特别是对于儿童。对于本病的
治疗，祖国医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针刺治疗支气管哮喘虽然在穴位选择上不同，但其平喘作
用已经肯定。远道刺出自《灵枢•官针》
，为九针中的一种。本
法因上病下取、循经远道取穴而得名，四肢远端的穴位可以治

醇的排泄，减少末梢血中嗜酸细胞数。麻黄具有缓解支气管平
滑肌痉挛的作用[5]。从贴敷穴位选择来看，肺俞、膏肓、定喘
三穴均为治疗呼吸道疾病要穴，具有通畅肺气、清利化痰、止
咳定喘的作用，可有效改善肺功能[6]。
本研究结果表明应用远道刺结合穴位贴敷治疗支气管哮
喘能有效改善肺通气功能，提高临床疗效。中医传统针刺和贴
敷疗法不仅价格低廉，疗效可靠，而且副作用小，在轻中度支
气管哮喘治疗方面有较好的应用前景，值得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1]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J].中华结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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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秦建领,叶枫,陈可劲.小剂量 654-2 穴位注射治疗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 31

穴位贴敷法属于中医外治法范围。贴敷治疗的重点在温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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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对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有兴奋作用，可增加尿 17 酮类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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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微针刀治疗颈腰膝踝综合征 1 例
Treating one case neck-lumbar-knee-ankle syndrome by
micro needle-knife acupuncture
王远庆
（上海中冶医院，上海，200941）
中图分类号：R27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0-0058-01

【摘 要】 根据四大理论原理，采用超微针刀对一例有 20 年右侧半身僵硬患病史的患者，进行分部位治疗，3 个疗程后治
愈. 可见超微针刀治疗颈腰膝踝综合征的临床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四大理论；超微针刀；颈腰膝踝综合征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s of the Four Theoretical, treating one patient in the right half of the body stiff for 20 years
with ultrafine needle knife, cured after three courses. The ultrafine needle knife was effective in treating the neck-lumbar-knee-ankle
syndrome, worthy of a wide application.
【Keywords】 Four Theoretical; Ultrafine needle knife; Neck-lumbar-knee-ankle syndrom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31
患者甲，男，42 岁。主诉：右侧半身僵硬不适 20 余年。
病史：患者 20 年前于夏季淋雨后出现右侧半身僵硬，后逐渐

3

体

会

超微针刀是一种全新的微创诊疗技术，运用直径为 0.5mm

发展至右侧面部疼痛、肿胀，双手静止性震颤，受凉后易引起

的极小刀锋，切割人体劳损处的筋膜，或人体非固有的软组织

颈腰膝踝疼痛麻木。经上海各大医院诊察排除颅内疾患及脊髓

支持结构系统，达到松解肌肉、肌腱、皮神经、交感神经、运

神经病变，多年来四处求医问药未见明显改善。

动神经的目的，使人体恢复到正常状态的一种疗法。采用运动

查体：BP：126/80mmHg，C1 横突尖、C2 棘上、枕骨下

医学理论包括：杠杆理论、拉杆理论、链条理论和弓弦理论等

项线压痛（＋），右侧面部触之感觉面痛、面肿加重，双手伸

治疗软组织损伤，是在小针刀疗法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形成的

展时手指震颤加重，腰椎前屈、右侧弯曲、左右侧旋受限，腰

更加安全、有效的新疗法。

骶三角区压痛（＋），髌下脂肪点触压痛，踝关节跖屈时腓肠

传统颈腰综合征，系指颈椎及腰椎椎管同时狭窄，并同时

肌有牵拉痛，双足踝跖屈、内翻、内旋转受限伴踝关节弹响。

或先后出现椎管内神经受压并有临床症状表现者。笔者在针刀

病理反射未引出。摄 X 线片示：颈椎生理曲度正常，颈椎退变，

临床中，经常见到颈腰同时发病者，颈腰膝同时发病者次之，

颈椎左侧弯曲、C1 右旋；腰椎生理曲度消失，骨盆右侧旋转；

颈腰膝踝同时发病者更是罕见，患者往往以颈或腰其中之一症

膝关节髌股关节间隙变小，髌底增生；踝关节无异常。颈椎

状最重者为主诉来求诊。这类患者无论是先治颈还是腰，最终

MRI 示：颈椎退行性变，C4/5、C5/6 椎间盘突出。CT 平扫示：

结果是治疗了此病而带动了彼病的好转，并且其好转程度往往

L5/S1 椎间盘膨出并向右后突出。

比局部治疗更加突出。结合影像学检查发现，颈椎曲度异常是
受到腰椎的生理曲度异常改变的影响而改变。腰椎作为颈椎之根

1

诊

断

颈腰膝踝综合征（诊断依据：四大理论）

基，其软组织力学平衡的改变必然会影响到颈椎力学平衡的改
变。通过超微针刀闭合松解软组织链条力学平衡来恢复骨盆和
脊椎之间的正常关系，可间接改变和恢复颈椎的动态力学平衡。

2

治疗过程
用超微针刀分步骤松解下项限，颈一横突，C6、7，尺骨

茎突部；L1、2 棘突两侧，第 11、12 肋尖，腰骶三角区；踝关
节外侧缘，髌下脂肪垫部。
第 1 个疗程（按颈、腰、膝踝分部位治疗，每 3d 治疗 1
个部位，共治疗 3 次）治疗后面痛面肿明显改善，其他症状缓
解约 1/3，后面再做两个疗程效果就不理想了（因患者急于出差，

根据超微针刀四大理论中长链条力的传导原理和链条力
的反作用原理，结合自然界海啸现象，我们可以得出：力的传
导在人体也可以产生“海啸效应”，即颈椎病日久可以波及腰
椎，腰椎病日久亦可波及颈椎，向下传导也可引起膝关节乃至
踝关节的问题。在人体筋膜的前浅层线上、后浅层线上、螺旋
线上这一现象表现的尤为突出。故而可以在临床实践中采用从
颈治腰，从腰治颈，从腰治膝，从颈治膝从颈治踝等思路。
综上，笔者认为，只要符合四大理论要求，诊断为颈腰膝

要求缩短治疗周期，遂隔天 1 次治疗）
。后因患者出差，中间停

踝综合症是完全可以的，而在超微针刀四大理论的指导临床

止治疗半月。半月后复诊诉症状较治疗前改善明显，遂坚持治

下，其效果也是立竿见影的。

疗 3 个疗程，共 6 次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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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方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lumbar disc herniation in
the integrative approach
傅煌黎
（福建省仙游县医院，福建 仙游，351200）
中图分类号：R27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0-0059-02

证型：AGD

【摘 要】 目的：观察应用中医综合方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效果。方法：选择 120 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随机分为两
组，每组分 60 例，对照组采用针刺和腰椎牵引，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配合推拿和康复训练，对比两组治疗效果。结果：观察组
治疗总有效率为 96.7%。对照组为 70%，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综合方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具有明显
效果，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腰椎间盘突出症；推拿；针刺；腰椎牵引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clinical effects of TCM integrative therapy in treating lumbar disc herniation. Methods: To divide
120 patients into two groups, 60 for each. In the control acupuncture and lumbar traction; in the treated the massage and healing training
were taken more. Results: In the treated group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96.7%. In the control it was 70%,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Conclusion: The integrative therapy was effective in treating lumbar disc herniation.
【Keywords】 Lumbar disc herniation; Massage; Acupuncture; Lumbar trac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32
腰椎间盘突出症是骨伤科常见病，多发于 30～50 岁，临

重量 10～20kg，0.5h/次，1 次/d。牵引后针刺，可以再配合家

床主要表现为下腰痛和坐骨神经痛，由椎间盘变性，纤维环

庭牵引 1 次。②针刺：腰部取气海俞、大肠俞、关元俞、小肠

破裂，髓核突出压迫神经根或马尾神经而表现的一种综合征。

俞或相应脊段的华佗夹脊穴，两侧均取。再取患侧的秩边、环

也是腰腿痛主要原因之一，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和工作。笔

跳、承扶、委中、阳陵泉、承山、昆仓穴。手法采用平补平泻

者在临床中采用推拿、针刺、腰椎牵引和功能练习综合方法

法。留针 15min。1 次/d，均接受 1 个疗程治疗（2 周）
。

治疗，取得较好疗效，现报告如下。

2.2 观察组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配合推拿和康复训练。具体：推拿
手法：a.脊椎旋转复位法。以冯式脊柱旋转法治疗。以左侧
椎间盘突出为例。患者坐于凳上，一助手双膝夹住患者右膝，

选取 2009 年 7 月～2011 年 6 月门诊治疗腰椎间盘突出

双手下按患者左大腿，患者左手抱头枕部，左手抱右胸，术

症病例。120 例患者中，按就诊先后顺序，随机分为观察组

者左上肢从患者右腰下扶住患者颈间后，右手大拇指顶住棘

60 例，其中男 42 例，女 18 例，年龄 22～64 岁，平均 42 岁；

突左侧旁，主患者放松腰部肌肉后，术者将患者腰部摆向前

对照组 60 例，男 39 例，女 21 例，年龄 20～65 岁，平均 40

屈膝左旋，大多可听到清脆的“咔嚓”声。这样的手法效果

岁。两组病例在一般资料差异无显著性，具有可比性。

好，一般应用 3～5 次，1 次/d。b.配合手法。仰卧位侧板法，

1.2 诊断标准

腰背部推拿、按摩、沿神经根分布区域点揉按压等手法治疗。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1994 年颁布《中医病症诊断标准》
，

c.患者仰卧位，医者一手扶住骨盆，另一手握足踝部，先屈

腰椎间盘突出症诊断标准。年龄 20～65 岁，同意在治疗期间

曲髋膝，再突然拔伸下肢至病者可忍受为止，双下肢各做 3～

放弃其它治疗方法，依从性良好者。排除合并有心肝肾脏器

5 次。病人以卧床为主，以免加重组织出血损伤。

疾患、活动性感染者、脊柱旁软组织损伤，梨状肌综合征、

功能练习：功能锻炼。患者在治疗期间，要配合腰部及

腰椎结核、腰核滑脱、腰椎肿瘤及骨质疏松者、孕妇、哺乳

下肢功能练习，以五点支撑抬腰、飞燕点水、及双下肢抬

期患者、精神病人，依从性差者。

高练习，幅度由小到大，每个动作累计做 100～200 次/d。

2

治疗方法

2.1 对照组
①腰椎牵引：患者先平卧腰部垫 10cm 小枕头，再行腰椎
布带牵引，即上胸部固定于床头，骨盆向足部方向牵引，牵引

早晚锻炼为主。
3

疗效观察

3.1 疗效评定标准
（下转 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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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配合水针治疗面瘫 40 例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40 cases of facial paralysis by
acupuncture and water injection
张晓雪
（河南省安阳市第三人民医院，河南 安阳，455000）
中图分类号：R74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0-0060-02

证型：GDA

【摘 要】 目的：观察临床上用针刺配合水针治疗面瘫的疗效。方法：对 40 例面瘫患者进行针刺配合水针方法治疗。结果：
40 例中 32 例痊愈占 80%，显效 7 例，占 17.5%，好转 1 例，占 2.5%，总有效率 100%。结论：用针刺配合水针方法可以有效治
疗面瘫。
【关键词】 针刺；水针；面瘫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icacy of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water injection on treating facial paralysis. Methods:
Treated 40 cases patients of facial paralysis with acupuncture and water injection. Results: In 40 cases patients of facial paralysis,32 cases
recovered 80%, 7 cases (17.5%)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improved in 1case (2.5%),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100%. Conclusion: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water injection can be effective in treating facial paralysis.
【Keywords】 Acupuncture; Water injection; Facial paralys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33
配穴：阳白、迎香、下关、颊车。

面神经炎其临床上常称神经麻痹，又名歪嘴风，本病是一
种急性的非化脓性炎症，病变发生的部位在面神经管出口处，

额纹消失，不能闭目针太阳或阳白透鱼腰，口角歪斜针地

病因可能和病毒感染或风湿性损害有关，局部受冷风刺激过久

仓透颊车，不能抬眉加攒竹，耳后乳突疼痛加医风，外感风寒

可为诱因，病好发于冬春二季，本病临床上用针刺配合水针治

型陪风池，外感风热型配外关，曲池。

疗面瘫 40 例疗效观察如下。

3.2 水针治疗

1

一般资料

水针取西药一叶 1～2ml 或维生素 B120.5～2mg，用 2 毫升
注射液及空腔注射麻药的五号长针头，用 1.25%碘酒与 75%酒

40 例面瘫均为周围型，其中男性 22 例，女性 18 例，左侧

精棉签消毒穴位，快速将针尖刺入穴位的皮下组织，得气后先

13 例，右侧 27 例，年龄最大 64 岁，最小 16 岁，以 20～40

回抽针管有无回血，再将麻液徐徐推进，由深而浅推出针头，

岁为多数，病程最长 4 年，最短为 3d，多数在 30d 以内。

每个穴注射 0.5～0.8ml 药液，再以消毒干棉球轻压片刻，不宜

2

重揉穴位，以防皮下出血。

辨证分型

针刺与水针交替使用隔日一次，每次取穴位 3～4 个，10
风寒型 22 例，主要表现为起病急，起病前有同侧耳内、乳
突区或面部轻度疼痛，有汗出当风史，次晨漱口时才发现嘴唇

次为 1 个疗程，休息 1～2d 后再进行第 2 疗程治疗，以 3 个疗
程计算，超过作无疗效处理。

欠灵活，口角歪斜，面肌麻痹，患侧面部前额皱纹消失，眉毛
下垂，眼裂扩大，眼泪增多，鼻唇沟平坦，脉浮紧，舌淡苔薄。

4

风热型 18 例，临床症状口角歪斜，感冒发热，闭目，鼻

疗效标准
痊愈：症状消失，外关正常，无后遗症。显效：症状消失，

唇沟变浅，有因化脓性中耳炎及牙龈肿痛所引起，或取牙时面

外观基本正常，但笑时患侧口角露出稍下垂。基本好转：病程

神经损伤，脉象浮数，舌红苔薄黄。

较长，经治疗 3 个疗程恢复较慢，症状明显减轻，外关有所改

诊断本病需排除其他部位和其他原因所致的面神经损害，

善，于精神紧张或情绪激动时口角反牵向患侧，鼻唇沟变深，

如中耳炎，脑肿瘤等，本病经积极治疗后，多能完全康复。

眼脸裂缩小。

3

5

治疗方法
针刺配合水针方法治疗。

3.1 针刺治疗
针刺取主穴地仓、太阳、合谷开始时针双侧，2～3 次后只
针患侧。

治疗效果
40 例中 32 例痊愈占 80%，显效 7 例，占 17.5%，好转 1

例，占 2.5%，总有效率 100%。
5.1 典型病例
例 1：患者甲，男，58 岁，北京冶金部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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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诉 1994 年 3 月 17 日患者因工作疲劳，外受风寒感在

针配合治疗，3 个疗程后外观基本正常，症状消失，但患者笑

左侧耳内与乳尖区疼痛，面肌发紧，发觉嘴唇欠灵活，流口水。

时患侧口角稍露出下垂症状。

检查：患者前额纹消失，闭目不全，不能抬眉，眼裂，眼泪增

5.2 注意事项
①病程开始 1 周内，面部穴位不宜强刺激，否则可能异质

多，口角向右歪斜，鼻唇沟变浅，乳突区有明显压痛，脉浮紧，
舌淡苔薄白，患侧口角流涎，证属汗出当风，寒风入络，经脉

面肌痉挛。②诊断本病时需排除其他原因引起的面神经损害，

失和，治拟祛风散寒通络；诊断：面瘫（周围型）；治疗：针

要同时治疗原发性病。③有眼睑闭合不全，注意保护角膜，用

刺配合水针治疗；针刺取主穴：翳风，地仓；取配穴：额纹消

纱布或眼罩遮盖患眼。④面神经瘫痪一般在得病 10d 内病情稳

失，闭目不全加阳白透鱼腰，口角歪斜加水沟，不能抬眉加攒

定，故治疗中与患者交代清楚，以免病人误解针灸所引起的病

竹，外受风寒加风池，开始时针双侧合谷，迎香，太阳，针 3

情加重。

次后只针患侧。水针用维生素 B12 注射液 0.5mg 穴封，针刺与

参考文献：

水针交替使用经过五次治疗后，眉毛有抬动，鼓气有力，口角
流涎症状消失，治疗 20 次症状全部消失，肌面功能恢复正常，

[1]胡健.针刺配合水针治疗周围性面瘫 150 例疗效分析[J].北京针灸骨伤学

病人痊愈出院。

院学报,1999(1)

例 2：患者乙，男，61 岁，拱宸区公安干部。

[2]辛卓萍.针刺配合水针治疗面瘫 42 例体会[J].甘肃中医,2004(12)

患者诉 83 年 8 月 17 日下午下班，途中迎风赶路，当晚感

[3]罗光会.穴位透刺配合水针治疗周围性面瘫 96 例疗效观察[J].社区医学杂
志,2010(14)

体倦，肌面发麻，左侧耳鸣，乳突区有疼痛，头昏、舌麻，次
晨漱口时漏水，口角歪斜，患侧口角流涎，鼓气无力，额纹消

作者简介：

失，不能蹙眉闭目，眼裂扩大，眼泪增多，鼻唇沟变平坦，在
张晓雪（1969–）
，女，本科学历，针灸专业，主治医师。

太阳穴有牵痛，舌质淡红苔薄黄、经浮数、血压正常，症属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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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风热，经脉失和，治拟祛风清热，通经活脉，采用针刺和水
（上接 59 页）
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1994 年发布《中医病症诊断标准》

3.2 治疗结果
两组患者经过 1 个疗程的治疗，均取得了较好疗效，其中

中的腰椎间盘突出症疗效标准：①治愈：腰酸痛消失，直腿抬
高试验 70°以上，能恢复原工作。②显效：腰酸痛明显减轻，

观察组的总有效率为 96.7%，而对照组的总有效率为 70%，采

直腿抬高试验大于 45°，腰部活动明显改善。③好转：腰酸痛

用 SPSS10.0 软件对统计数据进行处理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t

减轻，直腿抬高试验 30°～40°，腰部活动改善。④无效：症

检验，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详见表 1。

状、体征无改善者。
表 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n（%）]

4

讨

组别

n

痊愈

显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60

36（60）

16（26.7）

6（10）

2（3.3）

96.7*

对照组

60

18（30）

13（21.7）

11（18.3）

18（30）

70*

论

腰椎间盘突出症治疗目的是将退变突出椎间盘回复原位，
或改变椎间盘组织与受压神经根的相对位置，消除对神经根的
压迫，松解神经根的粘连，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消除神经根炎
症，解除症状，并防止复发。腰部垫枕并腰椎牵引，可拉宽椎
间隙，增加椎间负压与容积，使突出物还纳或移位，消除局部
组织间隙水肿，解除神经根粘连，同时可放松椎旁肌肉，纠正
脊柱关节紊乱，恢复正常生理平衡。脊柱与腰背部督脉行经路
线相吻合，患侧腰及下肢大部分是督脉和足太阳膀胱经的行经
路线，气血“不通则痛”，因此要疏通督脉和足太阳膀胱经之
经气，针刺两经穴位可调和气血、疏通经络、化瘀止痛、补益
肝肾。有报道针刺可改善病变部分的血液循环，促进局部代谢，
提高抑痛物质，达到解痉镇痛效果。推拿可帮助局部肌肉被动

强腰肌腹肌及筋膜，增加脊柱稳定性，防止肌肉萎缩，增强并
巩固疗效。观察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说明综合方法可以进
一步提高疗效，也是目前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常用方法。
参考文献：
[1]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疗效诊断标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200
[2]王和鸣.中医骨伤科学[M].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1
[3]姜宏,等.腰腿痛患者血浆 β-EP 的观察与致病机理探讨[J].中国中医骨伤科
杂志,1990,6(3)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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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松解腰部肌肉，扩大椎间隙，促进椎间盘还纳，松解神
经根粘连与受压，促进神经功能恢复。配合功能练习，可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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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医数理模型初探
Explor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TCM model
朱东方
（泰学·曾仕强易学友会官网）
中图分类号：R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0-0062-03

【摘 要】 以《黄帝内经》为代表中国传统医学的基础理论，是建立在周易天人合一基础之上的，这是中医界普遍共识，但
传统中医没有采用完整的六十四卦周易结构体系对人体进行模拟，周易与中医的关系，一直困扰传统医学的认知。本篇从易学源
头阐述了阴阳四象与五行的演化规律，探究先人对世界变化的认知的两种基本模型，并通过比较性研究诠释中医与易学的关系。
通过论述证明传统中医的基本数理模型，是以易学模型为基础的，易学模型同样适应对生命体的模拟，并可以完成对人体生命的
定性、定量的分析。
【关键词】 周易；中医；太极图；河图洛书；易医模型
【Abstract】 The fundamental theory of TCM represented by Huangdi Neijing is based on the Zhouyi notion of harmony of man with
nature. This has been ageneral consensus in the TCM world, however, the TCM does not adopt the complete sixty-four diagram of Zhouyi
structure to simulate the human bo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ouyi and TCM has been a confusing factor in the cognition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the evolution rule of the four symbols and five elements of Yin and Yang from the origin of Zhouyi,
explores the two basic models of the ancestor’s recognition of the world changes, and explai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CM and Zhouyi
through a comparative study. The exposition demonstrates that the basic math model of TCM is based on the model of Zhouyi. The model
of Zhouyi is also suitable for the simulation of human body and can be used to complete th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human
life.
【Keywords】 Zhouyi; TCM; Taiji; Hetu Luoshu; Yi medicine model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34
传统医学的天人合一是从易学“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
想中发展开来的，其具体表现为“天人相应”学说。《内经》
反复强调人“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人参天地”（
《灵枢•

它可以称之为“炁”元。用中国传统文化概念理解，就是生命
太极。
1.2 阴阳与四象

刺节真邪》），“人与天地相参也”（《灵枢•岁露》、《灵枢•经

太极这个大动能，要分开，也就是有天就要有地，天地不

水》
）
，“与天地如一”（
《素问•脉要精微论》
）
。但它具体应用

可分离。世界变化万分，也都由天地所生。如古代神话传说描

到周易的那些基础学说与规律学说，这要从源头中探寻。

写的那样：盘古持一柄板斧将混沌一劈两半，一者为天，一者

1

太极图与三阴三阳易医模型
传说伏羲作八卦，表达宇宙万物的天地阴阳、水火升降、

为地，“两仪”就是天地。
“阴阳”最初涵义是很朴素的，仅指日光的向背，向日为
阳，背日为阴。后来其阴、阳涵义逐渐延伸至晴与雨、寒与热、

四季变迁、东西方位等观念，此后的黄帝将之运用在医学中，

天与地、日与月、静与动、男与女、气与形等，代表着相互对

形成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天人合一只相当于太极点，还要有

立而又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

具体的研究主线与数理模型，也就是把易学的框架与生命学说
结合起来。伏羲始作“八卦”，由观察体悟而来，同时也来自
具体的实践。通过测量日影之后记录下来的就成了八卦。不仅
可以通过计算杆（股）
、影子（勾）
、圭顶至地面的斜边（弦）
的关系，来测量天地 方位、气候，以及各种变化。这些测量
的结果，演变为具体的“数”
，构成先天数理的基础。
1.1 太极
宇宙万物被一种强大的动能驱使，奔腾不息，是什么力量
推动其前行。伏羲画出一个最简单的符号“—”，来代表他的
想法。按我们后人的说法，这个力量暂且称为——太极。
人的生命也有阴阳一体的原动力，如无形无象的气（炁），
生命就像宇宙一样，在它的孕育与推动下，不断地生长发育，

阴阳交合还在继续，两爻相重而生四象。这种阴阳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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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意的图形，渐渐向“数”转化，具有量化的特点开始显现，

充。河图上，排列成数阵的黑点和白点，蕴藏着无穷的奥秘；

这对事物的构造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洛书上，纵、横、斜三条线上的三个数字，其和皆等于 15，十

宇宙从无极中产生，由于太极的力量便一为二，太极生两
仪，阴阳两仪分四象，即太阳，少阳，太阴，少阴，四季就出
现了。少阳为木，太阳为火，少阴为金，太阴为水。
1.3 三阴三阳易医模型
古人分析事物的属性，起初只有阴，阳两个方面。后来由

分奇妙。
河图洛书认识到木、火、土、金、水是构成世界的最基本
物质，并由此引申为世间一切事物都是有木、火、土、金、水
这五种基本物质相互之间的运动变化生成的，它们之间既相互
帮辅又相互制约。五行学说是阴阳学说的进化，是事物对立、

于只分阴阳，觉得还不够，也不能说明较为复杂的问题，于是

统一的的深化。

又把阴阳各分为三，便成了三阴三阳——太阳，阳明、少阳，

2.1 河洛之数

太阴，少阴、厥阴。
《素问•至真要大论》：
“愿闻阴阳之三何谓？

在河图洛书中，白圆圈代表天数，黑圆圈代表地数。河图

歧伯曰：气有多少异用也”。是说：阴阳虽然能代表事物的两

共有 10 个数，1，2，3，4，5，6，7，8，9，10。其中 1，3，

个方面，但是不同事物的每一方面，其阴或阳总是有偏多偏少

5，7，9，为天数，2、4、6、8、10，为地数。天数相加为 25，

的不同，因而它的作用也就各不相同，所以又分为三阴三阳。

地数数相加得 30，天地数相加共为 55 数。故“天地之数五十
有五”
，即天地之数为 55，
“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即万物之
数皆由天地之数化生而已。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
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所以一
为水之生数，二为火之生数，三为木之生数，四为金之生数，
五为土之生数。六为水之成数，七为火之成数，八为木之成数，
九为金之成数，十为土之成数。万物有生数，当生之时方能生；
万物有成数，能成之时方能成。所以，万物生存皆有其数也。
五行之数即五行之生数，就是水一、火二、木三、金四、
土五。一、三、五、为阳数，其和为九，故九为阳极之数。二、
四为阴数，其和为六，故六为阴之极数。阴阳之数合而为 15

左侧的太阳、少阴与阳明组成一个离卦，右边的太阴，少

数，故化为洛书则纵横皆 15 数，乃阴阳五行之数也。

阳与厥阴组成一个坎卦，坎离交媾合成一气，无病，一气分之
为六，六气升降出入异常则病。
人体里也有四时阴阳，有阳升阳收与阴升阴收的体系。
“太”是起源，太阳可以看做阳气的起源，然后才是生发的过
程。太阳从寒水中来，从坎中一阳而来。盛极而衰，就如太阳
象到了中午，就要降落了，我们叫阳收的过程，对应了阳明。
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少阴是阳气上升的一种调节状态。同理
太阴、少阳、厥阴是阴气变化的一种方式。
一分为三的化分方法，与《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
生三，三生万物”说是一致的。因而三阴三阳说是将阴阳互含、
阴阳消长、阴阳转化的规律具体为阴阳量与质的变化，不仅可
以对人体疾病以定性、定位、定量的分析，并完成对疾病的治
疗。

2.2 河洛之象
象数一体，象中含数。河图用十个黑白园点表示阴阳、五
行、四象，其图为四方形。如下。
北方：一个白点在内，六个黑点在外，表示玄武星象，五
行为水。
东方：三个白点在内，八个黑点在外，表示青龙星象，五

2

河图洛书的数理模型
中国传统医学与历法借用了周易学说的的阴阳思维，建立

了完整的逻辑程式。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多“系统”的原因。在
这种思维下建立了一阴一阳两种模拟体系，一种是八卦体系，
另一种是五行干支体系。
按照周易的逻辑，宇宙从无极中产生，由于太极的力量便
一为二，太极生两仪，阴阳两仪分四象，即太阳，少阳，太阴，
少阴，四季就出现了。少阳为木，太阳为火，少阴为金，太阴

行为木。
南方：二个黑点在内，七个白点在外，表示朱雀星象，五
行为火。
西方：四个黑点在内，九个白点在外，表示白虎星象，五
行为金。
中央：五个白点在内，十个黑点在外，表示时空奇点，五
行为土。
这样后天八卦图就与河图完全融合一起了，“天一生水，

为水，但从“能”的角度看似乎有些欠缺中间转换的枢纽——

地六成之”为始左行，自北往东，而南至中，而西自复始于北，

土。

生生不已。即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

河图洛书是描述动能的数理模型，也是对太极图有机的补

八卦不仅有表达结构的“质”
，还有表达其状态的“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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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从河图与洛书的比较中我们会发现，河图是相对单一的能量转
化，从河图顺生的规律中我们天地数是顺时针方向旋转相生，
而洛书中，主要表达是阴阳两种能量的变化，1，3，5，7，9
所代表的阳与 2、4、6、8、10 所代表的阴，存在此消彼长的
关系，是一对阴阳鱼。
代表阳的力量均在四正宫，从坎宫（1）开始，到震（3）
增强，到离宫（9）达到顶峰，然后开始下降至兑（7）；阳极
则阴生，故阴生于坤（2）
，经巽宫（4）至于艮（8）达到顶峰，
然后开始下降至（乾），体现了阳中有阴，阴中有阳的能量变
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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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位中而火上水下，左木右金，左主乎升，右主乎降——”
。
3.2 三阴三阳的关系
木为少阳，火为太阳，金为阳明，水为少阴，土为太阴，
木为厥阴。这就是五行配三阴三阳。
3.3 五脏六腑配三阴三阳
五行配三阴三阳，胆腑配少阳，小肠配太阳，大肠配阳明，
膀胱配少阴，胃腑配太阴，三焦腑配厥阴，心脏配太阳，肺脏
配阳明，肾脏配少阴，脾脏配太阴，肝脏配厥阴，增加一个心
主（心包络）配少阳。
3.4 十二经络配三阴三阳
手太阴肺经湿土，手少阴心经君火，手厥阴心包经风木。

中医数理模型的人体定性、定位

手三阴经由胸走手。消耗能量散热故向下。手阳明大肠经燥金，

从这个数理变化中，我们会发现它与“三阴三阳”的模型
内在涵义是相同的，同时弥补了“三阴三阳”图形的不足，两
者结合就建立了传统的中医数理模型，完成定性、定量的人体

手太阳小肠经寒水，手少阳三焦经相火。手三阳经由手走头，
提供转输气热故向上。
足太阳膀胱经寒水，足阳明胃经燥金，足少阳胆经相火。
足之三阳经由头走足。消耗能量散热故向下。足少阴肾经君

分析。
3.1 五行配五脏六腑

火，足太阴脾经湿土，足厥阴肝经风木。足之三阴经由足走

按照太极图与河图洛书的数理之象，从五行角度看上火，
下水，左木，右金，中间土的格局，肝配木，心配火，肺配金，

腹，提供转输气热故向上。
总之，传统医学借用了周易学说的的阴阳思维，但没有走

肾配水，脾配土。六腑是五脏之表，其五行属性与五脏相同。

向完整的六十四卦的周易结构体系，而是偏重内在的逻辑关

于是有，胆腑配木，小肠配心，大肠配金，膀胱配水，胃腑配

系，运用象的思维，建立了完整的逻辑程式。

土，三焦配相火。
正如吴达所说：
“脾为阴土而升于阳，胃为阳土而降于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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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痛治络，风药显殊功
The effect of TCM on treating LBP
赵 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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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治疗腰痛，根据《内经》
“风为百病之长”
，针对“络不通”的病变症结，以风药为切入口，在辨证的基础上，遵
“络以辛为泄”的大法，重通络、治风为先。继承叶天士用药经验，反复实践验证，精心筛选风药如桂枝、麻黄、细辛、防风、
羌活、葛根、柴胡、威灵仙、全蝎、蜈蚣等辛散轻灵之品，画龙点睛，因势利导，通络定痛，常获殊效。
【关键词】 腰痛；风药；络脉
【Abstract】 Treating on low back pain (LBP), according to the “ Neijing”, the symptoms of network unreasonable, on the basis of
the syndrome, Tongluo, treating wind for the first. To inherit YE Tian-shi administration experience and proven repeatedly, carefully
selected wind medicines such as Guizhi, Mahuang, Xixin, Fangfeng, Qianghuo, Gegen, Chaihu, Weilingxian, scorpion, centipede etc. for
Tongluo and relieve pain, in order to achieve a better therapeutic effect.
【Keywords】 LBP; Wind medicine; Network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35
腰痛（Low Back Pain，LBP）是以腰部疼痛为主要症状的

曰：“痛为脉络中气血不和”，《灵枢·脉度》：“经脉为里，支

一类病证。其病因《治法纲》曰：腰者肾之外候，一身所恃，

而横着为络”，经脉隐伏循行人体深部，从经脉分出支脉横行

赖转移者也。盖诸经皆贯于肾而络于腰脊，肾气一虚，腰必痛

的是络脉。笔者认为腰痛无论新病、久病，外感内伤、寒热虚

矣。有肾虚而腰痛者，有淤血而痛者，有挫闪而痛者，有痰而

实，均因致络中气血受伤而成络病，总不离乎络。所谓“病在

痛者，有湿热而痛者，有风寒而痛者，有气滞而痛者。叶天士

络脉，例用辛香”，风药是一类具有类似风作用的特性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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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多指临床用于祛风或治疗风病的药物 [1] ，该类药物具有

麻黄、细辛、柴胡、升麻、防风、羌活、生姜等有助清阳之气

“升、散、透、窜、痛、燥、动”的特性，尤能借其辛香引领

生发升腾，颇有画龙点睛之妙。正如《脾胃论•脾胃胜衰论》

诸药入络，应用于腰痛治疗，效如桴鼓。

中所说：
“……言其汗者，非正发汗也，为助阳也”
。诸药之中

1

通补兼施，不离风药
络病，是以络脉郁滞为特点的一类病症，其病多沉重或缠

以防风柴胡、升麻 3 味用之最多。[4]是取其轻浮之性，引阳气
上升，宣通经输，燥化血络中之湿气凝痰。
2.3 治血先治风，风去血亦通

绵难愈，所谓“初为气结在经，久则血伤人络”，腰痛病情缠

久病入络，久病必於，穷必归肾，肾络淤阻。清代叶天士

绵反复难愈，和络病吻合。腰为肾之府，肾与膀胱为表里。在

指出：
“经主气，络主血”
，因此瘀血在腰痛中较为常见。
《神农

经属太阳，在脏属少阴，又为冲、任、督、带之要会。柯柏斋

本草经》中就已经认识到了风药活血的作用，历代医书记载举

曰:腰痛之证，多因肾虚所致。盖肾虚则精血之真气不足，寒

不胜举，如有麻黄“破症坚积聚”
（
《本经》
）
，藁本“通血”
（
《药

湿之气乘虚而入，久则结滞不通，真气与之相攻，故痛。张景

性论》
）
，荆芥“下瘀血”
（
《本经》
）
，细辛主“血不行”
（
《别录》
）
，

岳也云:腰痛之虚症，十居八九。故腰痛，首先应责之于肾，

白芷“破宿血”
（《日华子本草》）
，羌活“通畅血脉”
（《本草汇

病位当在肾络。主要病机为元气内虚，血行瘀滞，湿邪、热毒

言》
）
，桂枝“温中行血”
（
《本草再新》
）等记载。风药升散行窜，

及风邪等郁结肾络，不通则痛，强调病腰痛者，多由真阴不足，

走而不守，除能振奋人体气机，间接促进血液运行外，还能直

治惟补肾为先。从治络入手，随邪之所见者以施治。

接作用于血分，疏通血络，消瘀逐滞。现代研究也证实，多数

龙之章在《蠢子医》中言：
“治病风药断不可少”
。东垣所

的风药具有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减轻血液粘滞的作用[5]。代

谓“肝肾之病同一治，为俱在下焦，非风药行经不可也”
，
“非

表药物如最早被列为风药的川芎，后称作“血中气药”
，现已公

辛香何以入络”。因风药，味多辛，气轻味薄，有升散发越之

认为活血化瘀要药、[6]蝉衣等，行经活血。维护或恢复人体气血

性，散邪、燥湿、升阳、透窜。肾精不足，气血亏虚腰痛，治

津液宣通的正常状态，对于提高临床治疗效果大有裨益。

疗上培元补肾是本症扶正固本的重点，在补真元、养血气的同

2.4 虫蚁善搜剔，风熄络亦通

时，遵《素问·至真要大论》“……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

“久病入络”
、
“久痛入络”
，对于久病腰痛，顽固性腰痛，

致和平”之旨。在补肾药中配伍小剂量风药鼓舞气化以收阳生

邪结肾络中隐曲之处，病邪深伏，久治不愈，非一般草木之品

阴长之功。且风药可行补肾药滋腻碍胃之弊，补而不滞，相得

及峻攻可效，张仲景首创虫蚁搜剔通络法，叶氏经验“须藉虫

益彰，吻合“络以辛为泄”的治疗大法。药理研究发现，祛风

蚁血中搜逐，以攻通邪绪”
，
“每取虫蚁迅速飞走诸灵，俾飞者

药对免疫功能紊乱也具有很好的调节作用，还有抑制抗体或清

升，走者降，血无凝着，气可宣通”。常用药有蜈蚣、全蝎、

除抗原等免疫调控作用[2]。如防风，研究表明其可增加免疫器

地龙、水蛭、穿山甲等，取其“灵动迅速，追拔深混气血之邪”
。

官的重量，诱导 B、T 细胞增殖，并可在一定范围内提高 NK、

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LAK 细胞的杀伤活性，具有增强免疫功能的作用[3]。
2

通络为本，出疏邪滞

长期的医疗实践证明，以辨证为前提，腰痛善用风药，注
重与它药相伍，应用通补兼施、辛香散邪、辛温化湿、及虫蚁
熄风等多种治法，调节人体脏腑经络，畅达气血津液而通络定

腰痛的产生及反复发作、持续难消不仅是虚的问题，往往
还存在诸如风邪外袭、湿热内蕴、及瘀血阻滞、寒凝气阻等邪

痛，克服西医止痛药物的一些毒副作用，发挥我国传统医药的
优势，提高临床疗效有着重要的意义。

气留滞的因素。针对邪气内阻，经络壅滞的病机。祛邪活络为
治疗关键。
2.1 辛行邪可散，温化寒可消
《素问·举痛论》曰：“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寒气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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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精当。
2.2 风行痰自灭，燥来湿自化
《灵枢·血络论》曰“新饮而液渗于络”，肾气虚衰，失其
化气行水之职，水湿内聚，阻滞气机，发为腰痛，根据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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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肾助阳，化气散湿，达到消痛的目的。《内经》提出“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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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杰，第二作者，男，教授，泸州医学院。

川乌、细辛、独活等，可见在辨证的基础上，加入风药如桂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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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联合抗生素对感染性疾病病菌获得率的影响探究
The impact of TCM combined with antibiotic on infectious disease germs rate
杨海云 冼国强
（广东省江门市五邑中医院，广东 江门，529031）
中图分类号：R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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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对中药联合抗生素对感染性疾病病菌获得率的影响进行分析探讨。方法：抽取在 2011 年 1 月～2012 年 12
月间我院收治的感染性疾病临床患者 89 例，将其按照治疗方案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患者接受第三、四代头孢菌素进行治
疗，观察组患者则是接受中药与抗生素联合进行治疗。结果：观察组患者疗程结束后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的获得率较对照
组发生显著降低（P<0.05）
。结论：中药联合抗生素对感染性疾病进行治疗时可降低病菌获得率。
【关键词】 中药；抗生素；感染性疾病；病菌获得率；头孢菌素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TCM combined with antibiotic on infectious disease germs rate.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1 to December 2012 in our hospital 89 cases of patients with infectious disease were selected, according to treatment programs
were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patients received the third, four generation cephalosporins
for treatment,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by TCM combined with antibiotic treatment.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escherichia coli, klebsiella pneumoniae acquisition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P<0.05). Conclusion: TCM
combined with antibiotics could reduce the germs rate on treating infectious diseases.
【Keywords】 TCM; Antibiotics; Infectious diseases; The germs rate; Cephalosporin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36
近几年中医药得到了良好的发展。研究证实，中草药的成

1.2.2 治疗方法

分十分复杂，其作用机理也比较广泛[1]。本次研究中出于对中

对照组：按照各种感染性疾病对头孢菌素类药物进行常规选择

药联合抗生素对感染性疾病病菌获得率的影响进行分析探讨

展开治疗。观察组：中药联合抗生素治疗。抗生素选择哌拉西林-

的目的，对我院收治的感染性疾病患者展开了分组治疗，并对

三唑巴坦（4g 哌拉西林与 0.5g 三唑巴坦合剂）
。中药组成则为：金

治疗效果和病菌获得率进行了对比分析，现汇报如下。

银花、五倍子、忍冬藤、黄连、地锦草、连翘、穿心莲、白头翁、

1

板兰根、紫丁香以及马勃共 11 种鲜品中药制成 100%中药浸液。

资料与方法

1.3 结果评价标准

1.1 一般资料

在患者入院后以第一份筛查的直肠拭子产 ESBLs 大肠埃

研究中资料来源于我院收治的感染性疾病临床患者，抽取

希菌、肺炎克雷伯菌分离结果为基线水平；入院时筛查没有，

其中的 89 例作为研究对象，在将其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后，

然而在住院中或者是出院时出现产 ESBLs 大肠埃希菌或者是

分别含有患者 44 例和 45 例，对照组中有男 23 例，女 21 例，

肺炎克雷伯菌者视为阴转阳，入院时筛查有产 ESBLs 大肠埃希

年龄 59～97 岁，平均（77.8±1.5）岁；观察组中有男 23 例，

菌、肺炎克雷伯菌，然而在住院期间消失，在随后住院中或者

女 22 例，年龄 60～95 岁，平均（78.1±1.1）岁。以上统计研

是出院时再次出现者视为阳转阴再转阳[2]。

究对象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有可比性，

1.4 数据处理

所有患者均符合临床诊断标准。

研究中所得到的相关数据采用 SPSS14.0 统计学数据处理

1.2 方法

软件进行处理分析，针对计数资料和组间对比分别进行 t 检验

1.2.1 研究方法

和 x2 检验，在（P<0.05）时，视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将以上统计研究对象按照治疗方案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
对照组患者接受第三、四代头孢菌素进行治疗，观察组患者则

2

是接受中药与抗生素联合进行治疗，而后对这两组患者大肠埃

结

果

经统计得知，观察组患者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的获
得率较对照组发生显著降低（P<0.05）
。详见表 1。

希菌、肺炎克雷伯菌的获得率检测并展开对比分析。

表 1 两组研究对象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的获得率比较结果统计 [n（%）]
大肠埃希菌

肺炎克雷伯菌

组别

例数

观察组

45

4（8.89）

41（91.11）

4（8.89）

41（91.11）

对照组

44

9（20.45）

35（79.55）

10（22.73）

34（77.27）

P

-

<0.05

<0.05

<0.05

<0.05

阳性

阴性

阳性

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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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的临床实践表明，中药在感染性疾病治疗中具有显
著的临床疗效，其对一些局部感染、肠道疾病、呼吸道疾病的

[1]李泽克.ICU 医院获得性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下呼吸道感染及耐
药分析[J].中华临床医师杂志(电子版),2008,15(11):1721- 1723

治疗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临床医院感染防控中具有重要意义

[2]肖永红.我国临床抗菌药物合理应用现状与思考[J].中国执业药师,2011,

[3]

14(4):891-893

。尤其是在抗生素滥用后，中药治疗感染性疾病更加成为一

种趋势[4]。本次研究中出于对中药联合抗生素对感染性疾病病

[3]张仲林,钟玲,臧志和.抗感染中药作用机理研究方法概况[J].四川生理科

菌获得率的影响进行分析探讨的目的，对我院收治的感染性疾

学杂志,2008,16(1):332-334

病患者展开了分组治疗，结果发现观察组患者的大肠杆菌、肺

[4]韩晓伟,关洪全.抗细菌中药研究的几点思考[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

炎克雷伯菌获得率较对照组发生显著降低，这一结果表明，中

2009,15(6):324-325

药联合抗生素治疗感染性疾病使可降低病菌获得率，这对于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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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感染控制具有重要意义，值得关注。

半夏泻心汤加味治疗寒热错杂证慢性萎缩性胃炎的
疗效观察
Effect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CAG of the Hanre Cuoza syndrome with
the Banxia Xiexin decoction
杨武韬
（河南省焦作市人民医院，河南 焦作，454002）
中图分类号：R573.3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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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半夏泻心汤加味治疗寒热错杂证慢性萎缩性胃炎的临床疗效。方法：80 例门诊及住院寒热错杂证 CAG
患者 80 例随机分为两组，分别连续治疗 12 周后复查胃镜以判断疗效。结果：两组患者治疗后临床症状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P<0.05
或 0.01）
，其中观察组胃脘痞满、隐痛、嗳气等症状改善较对照组更加显著（P<0.05）
；观察组治愈率、有效率分别为 52.5%、90.0%，
较对照组明显提高（P 均<0.05）。结论：半夏泻心汤加味治疗寒热错杂证慢性萎缩性胃炎疗效理想，值得临床推荐应用。
【关键词】 半夏泻心汤；寒热错杂证；慢性萎缩性胃炎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Banxia Xiexin decoction in treating the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CAG). Methods: 80 patients with CAG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 for 12 weeks to determine the efficacy
with endoscopy. Results: The clinical symptoms were improved to different degrees after treatment in 2 groups (P<0.05 or 0.01). The
improved symptom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cure and efficiency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52.5% and 90%,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Banxia Xiexin
decoction was effective on treating the CAG,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Banxia Xiexin decoction; Hanre Cuoza syndrome; CAG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37
慢性萎缩性胃炎（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CAG）
，是消化

知情同意，随机分为观察组、对照组各 40 例。其中，观察组

系统的疑难病之一，CAG 转化为胃癌的可能性已成为临床的普遍

男性 28 例，女性 12 例，平均年龄（50.6±10.2）岁，病程（45.5

共识。目前该病的病因及发病机制尚不明确，西医认为幽门螺杆

±26.5）个月；对照组男性 26 例，女性 14 例，平均年龄（52.0

菌感染、自身免疫功能对该病的发病有重要影响，临床多采用抗

±10.5）岁，病程（46.7±26.0）个月。两组一般资料经统计学

HP 治疗，但疗效反馈并不理想，且多表现有耐药性强、副作用大

处理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等缺点。中医理论则将 CAG 的病机总结为寒热错杂，临床实践

1.2 诊断标准

也证明大多如此。为此，近年来笔者运用经验方加味半夏泻心汤
化裁治疗 CAG，经西药临床治疗对照，疗效满意。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门诊及住院寒热错杂证 CAG 患者 80 例。经患者

全部患者均根据《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中关于寒
热错杂型标准辨证诊断[1]。
1.3 方法
观察组给服经验方半夏泻心汤，组方为：党参 30g，黄芩
12g，大枣 12g，枳壳 12g，香附 12g，延胡索 12g，法半夏 12g，
生甘草 9g，黄连 6g，三七 6g，干姜 5g，吴茱萸 4g。加减化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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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气滞重者易枳壳为枳实，酌加佛手、青皮、厚朴；气虚酌加淮

或减轻达 2 个级度以上；有效：临床症状明显减轻，胃黏膜病

山药、蒲公英；热甚者黄连剂量调整至 10g，酌加生大黄、栀

变范围缩小 1/2 以上，炎症有所减轻，病理组织学证实慢性炎

子；寒甚者酌加生姜、小茴香、炒白术、白茯苓、制附片。上

症减轻 1 个级度以上，腺体萎缩、肠化和异型增生减轻。无效：

述药物加水浸泡 30min 后煎熬取汁，
三煎后混匀，
三餐前 30min

未达到上述指标或症状恶化者。

温服。对照组给予西医常规治疗：餐前给服维酶素片（赤峰蒙

1.5 统计学方法
采 用 SPSS13.0 统 计 软 件 进行 数 据 处 理 ， 计 量资 料 以

欣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H15021275）
，7 片/次，3 次/d；猴
头健胃灵胶囊
（侯马霸王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 Z14020754）
，

（ x ± s ）表示，组间比较进行配对 t 检验，计数资料进行 x2

4 片/次，3 次/d。两组均连续治疗 12 周后复查胃镜以判断疗效。

检验，ɑ＝0.05 为检验水准。

1.4 疗效评价标准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1]相关标准进行临床
症状改善及疗效评价：痊愈：临床症状消失，胃镜复查活动性

2

结

果

2.1 临床症状的改善情况

炎症明显好转，活检组织病理检查证实腺体萎缩、肠化和异型

由表 1 可见，两组患者治疗后临床症状均有不同程度的改

增生复常或消失；显效：临床症状基本消失，胃黏膜急慢性炎

善（P<0.05 或 0.01）
，其中观察组胃脘痞满、隐痛、嗳气等症

症好转，病理组织学检查证实腺体萎缩、肠化和异型增生恢复

状改善较对照组更加显著（P<0.05）
。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临床症状的改善（分， x ± s ）
组别

胃脘痞满

观察组

对照组

隐痛

嗳气

纳差

治疗前

1.89±0.70

1.72±0.18

2.07±0.50

1.52±0.56

治疗后

0.56±0.40**△

0.26±1.20**△

0.95±0.73**△

0.93±0.76*

治疗前

1.91±0.67

1.71±0.20

2.04±0.47

1.55±0.50

治疗后

1.02±0.39*

0.84±0.27**

1.36±0.41**

0.94±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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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临床疗效比较

25.00%、72.5%，组间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 均<0.05）。见表

观察组治愈率、有效率分别为 52.5%、90.0%，对照组为

2。

表 2 两组患者临床症候疗效的比较（n，%）
组别

n

临床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治愈率（%）

有效率（%）

观察组

40

21

8

7

4

52.5*

90.0△

12

7

11

25.0

72.5

40

对照组
2

10
*

2

注：与对照组比较，x ＝6.372， P<0.05； x

＝4.020，△P<0.05。

2.3 不良反应
两组患者治疗期间均未见明显不良反应。
3

讨

论

还可针对患者临床症状辨证用药以提高药效，如枳实易枳壳加
佛手、青皮、厚朴等可理气降逆、散结除痰，是为气滞甚而设，
补原方中枳壳、香附、延胡索之不足；加大黄、蒲公英、栀子
等为热甚而设，其药性味苦寒，可清利湿热，补原方黄连、黄

祖国医学认为，该病属“胃痞”
、
“嘈杂”等范畴，发病多

芩之不足[3-4]；等等。本组资料观察也发现，中医治疗组胃脘痞

因胃络瘀滞，胃失所养所致，病机有虚实夹杂、本虚标实的特

满、隐痛、嗳气等症状改善情况显著优于对照组，治愈率、有

点，病位在胃，但与肝、脾的关系也较密切，中医表现为脾胃

效率达 52.5%、90.0%，较对照组明显提高（P 均<0.05）
，且随

两虚，胃寒肠热，纳化无权。故《类证治裁•痞满》云：
“痞虽

访未见明显不良反应。由此可见，半夏泻心汤加味治疗寒热错

虚邪，然表气入里，热郁于心胸之分，必用苦寒为泻，辛甘为

杂证慢性萎缩性胃炎疗效理想，值得临床推荐应用。

散，诸泻心汤所以寒热互用也”。
根据 CAG 脾胃失和、寒热错杂这一基本病机，本研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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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肾消渴方治疗糖尿病足的临床效果分析
An effective analysis of the recipe of Zishen Xiaoke in treating diabetes feet
童 越 孔德明
（贵阳中医学院，贵州 贵阳，550002）
中图分类号：R5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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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滋肾消渴方治疗糖尿病足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 2011 年 2 月～2012 年 3 月本院内分泌科收治的 60
例 0 级糖尿病足患者，随机分为两组，一组对照组，一组为观察组，在常规基础治疗上，对照组服用西洛他唑口服，观察组在对
照组基础上加服滋肾消渴丸。观察两组在治疗前后的临床症状评分、踝/肱动脉比、神经传导速度，及相关的理化和安全指标的对
比变化。结果：临床症状评分上，观察组疼痛感、麻木感、间歇性跛行及总体症状改善上与对照组相比均有明显改善（P<0.05）
。
踝/肱动脉比对照中，观察组与对照组对比也有明显差异（P<0.05）
。结论：滋肾消渴丸能温肾活血，补虚，对于治疗 0 级糖尿病
足有很好疗效。
【关键词】 滋肾消渴丸；糖尿病足；效果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Zishen Xiaoke prescrip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diabetes foot clinical effect. Methods: The
February 2011～March 2012 the endocrinology were sixty cases of zero level in patients with diabetic foot,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 group of control group, a group for the observation group, based on the conventional treated group, taking cilostazol, the
observation group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Zishen Xiao ke pill based on the control grop. To observe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in the clinical symptom score, ankle/brachial artery ratio, nerve conduction velocity, and related physical and chemical
and safety index contrast change. Results: The clinical symptom scores, the observation group on pain, numbness, intermittent claudication
and general symptoms improved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s on will be improved obviously (P<0.05). Ankle/brachial artery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contrast also has the obvious difference (P<0.05). Conclusion: Zishen Xiaoke pill have
a good curative effect for the treatment of diabetic foot level 0.
【Keywords】 Zishen Xiaoke pill; Diabetic feet;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38
糖尿病足在临床上又被称之为糖尿病肢端坏疽，在中医学

1.2 分组方法

上属于“消渴”
、
“脱疽”这一范畴，是糖尿病患者最常见也最

将上述的患者随机分为两组，一组为观察组，一组为对照

为严重的一种并发症，更是医学界的一大难题。近年来研究发

组，每组各 30 例病人。两组在性别、年龄、疾病的病情及病

现滋肾消渴方配合西药治疗能够很好的控制病情发展对于治

程上大体相同。分组没有统计学差异。

疗 0 级糖尿足效果显著，现将研究报道介绍如下。

1.3 治疗方法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对照组才采用目前临床公认的治疗糖尿病足缺血性及神
经病变有良好效果的西洛他唑（国药准字 H20040579 号，西安
大恒制药厂生产）来治疗。50mg/次，2 次/d，4 周 1 个疗程，

选取 2011 年 2 月～2012 年 3 月本院内分泌科收治的 60

治疗的周期总共为 3 个疗程。观察组在上述治疗的基础上加服

例糖尿病足患者。随机均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 30

滋肾消渴方。方中主要为：附子、黄芪、桂枝、当归、桃仁、

例中，男 8 例，女 22 例；年龄最小 21 岁，最大 67 岁，平

炮山甲、水蛭、归尾、牛膝等。上述药物 1 剂/d，水煎 2 次，

均（52.01±11.21）岁；病程 3 个月～21 年，平均（6.12±

煎汁为 300ml，分 3 次服用。疗程与上述对照组同步。当然两

4.33）年；糖尿病足分级参照 2012 美国糖尿病足诊疗指南

组患者的上述治疗都是在口服降糖药或注射胰岛素这些基本

制定标准分为：0 级糖尿病足，及足面没有形成溃疡，但发

治疗之上进行的，但是在治疗期间对于患者足部病情有影响作

生溃疡的风险很大。对照组 30 例中，男 11 例，女 19 例；

用的营养神经药物、抗血板凝集药物停服。

年龄最小 19 岁，最大 65 岁，平均（51.24±10.19）岁；病

1.4 观察指标

程为 3 个月～22 年，平均（6.55±4.59）年；两组病例性别、

观察两组患者在治疗前后的临床症状评分（具体评分标准

年龄、病程、功能分级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具有

如表 1 所示）
、踝/肱动脉比、及神经传导速度，及相关的理化

可比性。

和安全指标的对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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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症状评分标准
积分

项目

0分

间歇性跋行无疼痛（50～60m/min） >500m 无疼痛

1分

2分

3分

400～499m 有疼痛

300～399m 有疼痛

200～299m 有疼痛

4分
无法行走或<100m 有疼痛
持续疼痛，影响睡眠食欲，

疼痛感

无疼痛

偶有疼痛

经常疼痛偶用止痛药

经常疼痛，经常使用止痛药

麻木感

无麻木

偶有麻木

经常麻木

经常麻木，伴其他导样感觉

持续麻木，难以忍受

冷沉重感

无

较轻

一般

较重

严重

1.5 统计方法

2

采用 SPSS15.0 软件分析，计量资料数据用（ x ± s ）表示，

结

一般止痛药缓解

果

见表 2。

两组间计量资料比较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率的比较用 x2 检验，
等级资料采用 Ridit 分析。
表 2 患者前后治疗症状评分比较表
n

症状
观察组

30

治疗组

30

间歇性跛行

疼痛感

麻木感

冷疼重感

总分

治疗前

2.71±0.65

2.65±0.72

2.62±0.69

2.69±0.56

10.67±1.65

治疗后

1.07±0.56Δ

1.12±0.63Δ

1.13±0.82Δ

1.13±0.84Δ

4.45±1.69Δ

治疗前

2.68±0.84

2.75±0.76

2.73±0.75

2.63±0.52

10.79±1.65

治疗后

*

*

*

*

7.04±1.78*

1.79±0.46

1.76±0.98

1.69±0.78

1.80±0.87

注：*P<0.05， P<0.01。
Δ

如表 2 所示，经过 12 周的治疗，两组病例相比较在临床
症状评分上，观察组疼痛感、麻木感、间歇性跛行及总体症状
改善上与对照组相比均有明显改善（P<0.05）
。
在踝/肱动脉比对照中，观察组治疗前为（0.81±0.12）
，与
对照组的（0.80±0.11）没有什么区别，但经过 12 周治疗后，
观察组评分为（1.03±0.09）与对照组的（0.86±0.10）相比有
明显的统计学差异（P<0.05）
。
在神经传导速度的比较上，对照组与观察组在治疗前后的
速度对比上，均有明显差异，但是治疗后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
虽然有一定优势，但是没有统计学差异（P>0.05）
。
同时两组患者的血、尿常规及肝功、心电图这些常规检查
上均没有异常改变。
3

讨

论

糖尿病足好发于肢体末端，多以下肢常见，常表现为足部
的感染、疼痛、溃疡甚或坏疽，属于糖尿病性的动脉闭塞症。
这种疾病是糖尿病最为严重的并发症之一，也是导致糖尿病患
者死亡的一个重要因素，严重影响着糖尿病患者的生存质量。
有报道证实糖尿病患者的截肢率相比较于非糖尿病患者来说，
要高出 15 倍之多。因此在治疗糖尿病的同时，我们对于那些
具有高危 0 级糖尿病足的患者，也要做好防范工作，缓解其症
状，阻止疾病进一步发展。我们知道糖尿病足主要包括神经及
血管病变这两个病变基础，并且血管性的病变起决定性作用，

部的供血、供氧，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治疗 0 级糖尿病足，阻
止疾病进一步发展。踝/肱动脉比值是最能反映患者下肢血液循
环状态的一个指标，从上述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滋肾消
渴方能够明显提高此比值，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在治疗效果
上明显优于对照组。
从中医学的角度来讲，糖尿病足的发病机制，多与肾虚血
瘀关系密切，滋肾消渴方正是从温肾活血的角度来立意，附子
温肾阳，加之桃红四物汤化裁，能够有效补血活血，化瘀。全
方共奏温肾、补血、化瘀止痛之功，能够有效缓解糖尿病足的
症状。
综上所述，中医在治疗糖尿病足上是有一定的优势的，我
们在临床上应该将其优点与西医有机结合，这样才能够更好控
制疾病，有效提高病人的生存质量。
参考文献：
[1]孙鑫,仝小林.泻心汤类方在糖尿病治疗中的应用[J].中医杂志,2010(2)
[2]李智明.糖尿病患者的辨证施护[J].中国医药指南,2011(22)
[3]张欣.肖瑞崇教授运用温阳法治疗 2 型糖尿病经验[J].实用中医内科杂志,
2010(11)
[4]以萱.中医药整体治疗糖尿病有优势[J].中华养生保健,2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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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 0 级糖尿病足患者的治疗，除了要积极的控制血糖还
有感染之外，还要最大可能改善患者下肢的血液循环，促进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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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必净注射液配合持续血液净化治疗
百草枯中毒 1 例体会
Treating one case of paraquat poisoning with Xuebijing injection plus
continuous blood purification
顾 旭 丁志欣 张亚静 石志坚 卢晨君
（河南省郑州市中医院，河南
中图分类号：R595

文献标识码：A

郑州，450007）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0-0071-02

【摘 要】 百草枯中毒是死亡率比较高的一种农药中毒，临床无特效解毒药物，应用持续血液滤过治疗配合血必净注射液早
期治疗有效，可改善预后，本文通过对本院收治一例百草枯中毒患者的治疗进行回顾性分析，以期提高对这种疾病的认识及诊治
水平。
【关键词】 百草枯中毒；血必净
【Abstract】 Paraquat poisoning is relatively high mortality of a pesticide poisoning. There are no specific antidote medicines. It was
effective using continuous hemofiltration plus Xuebijing injection and improving the prognosis. In this article, the case of paraquat
poisoning was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in order to improve understanding of the disease.
【Keywords】 Paraquat poisoning; Xuebijing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39
百草枯中毒是死亡率比较高的一种农药中毒，临床上无特

值。人经口致死量为 20%百草枯溶液 5～15ml，中毒病死率达

效解毒药。我们通过应用血必净注射液（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

33%～75%。目前中毒机制尚不完全清楚，大多数认为是自由

限公司，国药准字 Z20040033）配合持续血液滤过成功治疗百

基对多种组织的损害。尤其是肺组织，早期产生肺水肿，晚期

草枯中毒 1 例介绍如下。

为肺泡损伤和肺间质纤维化等病变。由于无特效解毒剂，因此，

患者甲，女，23 岁，以胸闷 5h 为主诉入院。5h 前因家庭

早期争分夺秒的抢救非常重要，治疗方法是尽快洗胃、导泻、

纠纷自己服用百草枯农药约 10ml 后渐觉胸闷、心慌、气短逐

血液净化，其中持续性血液灌流和血液透析的早期应用尤为重

渐加重，并出现口腔溃烂渗血疼痛、咽痛及胸骨后疼痛不能进

要。经长期的循证医学研究发现，持续性血液灌流是治疗百草

食，急来就诊。查体 T：36.5℃，P：110 次/min，R：23 次/ min，

枯中毒的有效措施。血液灌流的清除能力是透析的 5～7 倍。

BP：90/60mmHg，双肺无干湿啰音，心率 110 次/ min，律齐，

血液灌流器中的树脂能与血浆蛋白竞争吸附毒物，从而有效快

各瓣区未闻及杂音，上腹部压痛，无反跳痛，肝脾肋下未触及，

速清除毒物。因此在中毒后 2～10h 进行血液灌流，可把尚未

双下肢无水肿。化验血常规 WBC：11.8×109/L，RBC：4.33

与血浆蛋白结合的百草枯吸附出[1]。因百草枯吸收入血后，很

×1012/L，PLT：243×109/L，HGB：113g/L，CRP：79mg/L，

快分布到周围组织，而重新从周围组织回到血液中较慢，因此，

血生化 ALT：27U/L，AST：29/L，Cr：267umol/L，BUN：

血液净化时机很重要，应用越早效果越好，而且要反复进行[2]。

10.5mmol/L，CK-MB：3U/L，尿常规正常。肺 CT：未见异常。

血必净注射液主要成分为红花，赤芍，川芎，丹参，当归，具

心电图：T 波形态改变。诊断百草枯中毒，立即充分洗胃，行

有活血化瘀，疏通脉络，溃散毒邪，消除内毒素的功能，其药

连续血液净化（灌流＋滤过）持续治疗 48h，并给血必净注射

理作用主要是可改善微循环，增加血流量，减少血小板的黏附

液（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Z20040033）100ml

和聚集，抑制纤维母细胞合成胶原。研究发现血必净具有降低

静点，1 次/d，配合对症治疗，经 2 周治疗，症状完全消失，

毛细血管通透性、清除氧自由基、保护血管内皮及调节免疫等

复查血常规、尿常规、肝肾功能均正常，临床治愈出院。

作用，可减轻百草枯中毒时急性肺损伤，其机制可能是通过降

体会：百草枯为毒性极强的接触性除草剂和脱叶剂，是近

低 MDA、vWF、ET 水平及提高 SOD 活性而起到保护作用[3]。

年来农村广泛使用的除草剂之一，随着其广泛应用，中毒事件

孙晓丽等[4]报道应用血必净注射液可明显减轻中毒患者肺纤维

时有发生。百草枯中毒后主要损害肺和肾脏，表现为肺水肿、

化及降低迟发性肺纤维化的发生率，30d 百草枯中毒患者存活

肺出血、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迅速发展为肺间质弥漫性纤维

率显著高于常规治疗。

化、肾小管坏死、肝细胞坏死、多器官功能衰竭。百草枯经口

本例患者救治成功，考虑首要因素可能是患者服用的百草

服后在胃肠道的吸收率为 5%～15%，0.5～4h 后达血浆浓度峰

枯浓度较低，中毒相对较轻，再者就诊及时，通过持续血液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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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过最大程度清除毒素，减低毒害，并配合血必净注射液治疗并

[2]田英平,苗建玲,高恒波,等.113 例百草枯中毒救治体会[J].中国急救医学,

预防毒素介导的炎性反应，避免了肺肾等脏器的损害。所以，

2006,26(7):542-543

对于百草枯中毒的治疗，血必净注射液配合持续血滤治疗具有

[3]马俊清,路伟,黄杨,等.血必净注射液对百草枯刺激的大鼠肺微血管内皮细

一定临床价值，值得进一步探索。

胞损伤的保护作用[J].中国急救医学,2008,28(9):808-812
[4]孙晓丽,郑雪冰,霍鹏飞,等.血必净早期干预治疗百草枯中毒肺纤维化的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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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孙晓莉,易梦秋,王海峰.血液灌流治疗急性百草枯中毒的疗效观察[J].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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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肝健脾法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疗效探讨分析
An effective analysis of treating invisible chronic hepatitis by
the Shugan Jianpi therapy
欧国顺 黄湘敏
（湖南省宜章县中医院，湖南
中图分类号：R512.6+2

宜章，424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0-0072-02

证型：IBD

【摘 要】 目的：探讨对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予以疏肝健脾法治疗的临床效果。方法：分 94 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为探讨组和
对照组，探讨组（48 例）予以常规西药加疏肝健脾法治疗，对照组（46 例）予以常规西药治疗，对比分析治疗前后两组临床效果
及肝功能（ALT、ALB、TBil）变化情况。结果：治疗后探讨组肝功能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探讨组总有效率（89.58%）
明显优于对照组总有效率（69.57%）
，
（P<0.05）
。结论：疏肝健脾法可明显提高慢性乙型肝炎的治疗效果，值得临床研究及应用。
【关键词】 慢性乙型肝炎；疏肝健脾法；临床效果
【Abstract】 Objection: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the Shugan Jianpi therapy on treating hepatitis B. Methods: 94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discussion group (48) was given modern medicine and Shugan Jianpi therapy, the control group (46)
was given modern medicine, comparing clinical effect and liver function of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ALT, ALB, TBil)
changes. Results: Liver function in the discuss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discussion group was 89.58%, and 69.57%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re is a great efficacy in treating
hepatitis B with Shugan Jianpi therapy, it is worthy of study and application.
【Keywords】 Chronic hepatitis B; Shugan Jianpi therapy; Clinical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40
慢性乙型肝炎简称慢性乙肝，具有发病高、传播广、治疗

例）女（16）比例 2.0∶1；病程 0.8～16.4 年。对照组（46

难等特点，该病久治不愈或反复发作易发展为肝癌、肝硬化，

例），年龄 18～59 岁；男（32 例）女（14）比例 2.3∶1；病

严重威胁患者生命健康。慢性乙肝在中医辨证中可分为五型，

程 0.7～16.5 年。对比两组年龄、性别及病程无明显差异，

[1]

其中以肝郁脾虚型多见，治疗应疏肝健脾 。本文拟探讨对慢

P>0.05。

性乙型肝炎患者予以疏肝健脾法治疗的临床效果，并报告如

1.2 治疗方法

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探讨病例为 2009 年 5 月～2011 年 8 月在我院诊治的 94 例

对照组予以常规西药治疗，护肝解毒药肝泰乐 200mg，抗
肝炎药联苯双酯 15mg，免疫调节药胸腺肽肠溶胶囊 15mg，以
上药物均 3 次/d，3 个月为 1 个疗程。探讨组予以常规西药加
疏肝健脾法治疗，以西药治疗为基础，另加疏肝健脾方，组方：
柴胡 8g，枳壳 10g，郁金 10g，白术 12g，党参 15g，甘草 6g，

慢性乙肝病患，疾病诊断均符合《病毒性肝炎的诊断标准》[2]，

茯苓 15g，黄芪 20g，赤芍 30g，当归 15g，虎杖 15g，蛇舌草

辨证为肝郁脾虚型。探讨组（48 例），年龄 20～59 岁；男（32

30g。随证加减，胁肋痛剧者加延胡索、姜黄；阴虚夹湿者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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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归后加前仁、茵陈；舌苔暗紫、夹瘀者加穿山甲、庶虫；

降反升。

腹泻、恶心呕吐者去当归、白芍后加法夏、砂仁；易怒、胸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5.0 进行数据统计分析，比较采用 x2 进行检验，

痹者加栀子、瓜壳、丹皮；腹胀者加槟榔、川楝子、厚朴。
剂量：1 剂/d，半剂/次；用法：水煎温服，2 次/d；疗程：3
个月。

均数采用（ x ± s ）表示，当（P<0.05）时，差异有统计学。
2

1.3 疗效判定
痊愈：症状消退，查肝功能正常，证候积分下降 95%以上；
有效：症状好转，查肝功能原值下降≥50%，证候积分下降 30%

结

果

2.1 比 较 两 组 治 疗 前 后 肝 功 能 检 测 指 标 中 的 谷 丙 转 氨 酶
（ALT）
、白蛋白（ALB）
、总胆红素（TBil）的变化情况
见表 1。

以上；无效：症状无好转或恶化，证候积分下降 30%以下或不
表 1 探讨组与对照组治疗前后肝功能指标的比较（ x ± s ）
组别
探讨组（n=48）

对照组（n=46）

时间段

ALT（U/L）

ALB（g/L）

治疗前

118.92±36.52

36.89±5.63

治疗后

42.13±24.36▲

39.86±4.96▲

★

TBil（umoi/L）
16.75±7.25

★

14.96±3.01▲

★

治疗前

118.51±35.46

36.81±7.65

17.14±6.20

治疗后

74.54±22.09▲

38.17±4.62▲

16.34±3.42▲

注：与治疗前对比，▲P<0.05；与对照组对比， P<0.05。
★

2.2 疗效比较

诸药合用，以疏肝健脾、益气活血为主，清热解毒、柔肝定痛

探讨组和对照组痊愈、有效、无效例数分别为：34 例、9

为辅，主辅分明，标本兼治。现代药理研究证明，黄芪可通过

例、5 例和 22 例、10 例、14 例，探讨组总有效率（89.58%）

增加血中白细胞数量，并促进巨噬细胞的吞噬、杀菌功能而增

明显优于对照组总有效率（69.57%）
，
（P<0.05）
。

强机体免疫力[6]。此外黄芪还可促进肝脏蛋白质与血清更新，

3

讨

具有保肝护肝的功能。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治疗后 ALT、TBil 明显下降、ALB

慢性乙肝是由乙肝病毒引发的世界性传染性疾病，主要通

明显上升，肝功能明显优于治疗前，
（P<0.05）
；治疗后探讨组

过母婴、血液及性传播，具有发病率高、治疗难等特点。慢性

ALT、TBil 下降幅度及 ALB 上升幅度明显大于对照组，肝功

乙肝的持久反复发病可造成肝肾损害、肝脾肿大等病变，严重

能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5）
；探讨组总有效率（89.58%）明

者可发展至肝硬化、肝癌，甚至导致患者死亡。西医主要通过

显优于对照组总有效率（69.57%），（P<0.05）。表明疏肝健脾

运用护肝解毒、抗肝炎、免疫调节等药物治疗慢性乙肝，在临

法对降低谷丙转氨酶疗效显著，并对提高白蛋白和降低总胆红

床上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效果。但由某些于西药的不良反应较多

素具有远期疗效，从而改善肝功能。且运用常规西药加疏肝健

且长期使用可发生病毒耐药变异，可造成肝功能失代偿甚至加

脾法治疗后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单独运用常规西药治疗，可见

重病情。对新药及中药的研究成为临床的重点之一。

疏肝健脾法可明显提高对慢性乙型肝炎的治疗效果，值得临床

慢性乙型肝炎发病机理错综复杂，祖国医学认为，主要因
湿热之邪侵袭，内蕴于肝络，急肝失治或患者先天禀赋不足，
邪郁日久而致脏腑功能失调，肝胆疏泄失司则肝气郁滞，乘及
脾肾则肝郁脾虚、气滞血瘀，内积胁下而致脘腹胀满、胁下疼
[3]

研究及应用。
参考文献：
[1]叶永安,江锋,赵志敏,等.慢性乙型肝炎中医证型分布规律研究[J].中医杂

痛、纳差、厌油、黄疸、乏力等一系列病理变化。有学者认为 ，

志,2007,48(3):256-258

慢性乙肝以肝郁脾虚型多见，约 63.2%，湿热内蕴型次之。现

[2]中华医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分会.肝病学分会病毒性肝炎的诊断标

代研究证明，肝郁脾虚型病患以交感、副交感等神经功能亢进、

准[J].中西医结合肝病杂志,2001,11(1):56-60

紊乱为主要表现[4]。且因该类患者小肠吸收功能下降，故易出

[3]徐涟.乙型肝炎 373 例临床资料分析及辨证论治规律探讨[J].中医杂志,

[5]

现腹胀、纳差、便溏等消化道症状 。肝功能方面，观察研究

1989 (8):53

显示，总胆红素正常或稍偏高，谷丙转氨酶呈小幅度波动性升

[4]李家邦,李勇华.肝郁脾虚证患者植物神经功能障碍的特征[J].湖南医学

高，白蛋白略低，表明病毒复制不活跃，病变活动较弱，主要

报,1985,10(1):63-65

表现为慢性迁延型肝炎。

[5]金益强,刘璜英,李学文.227 例肝郁脾虚证患者小肠吸收功能障碍的分析

对慢性乙型肝炎肝郁脾虚型治疗应以疏肝健脾为主。本组

[J].湖南医学院学报,1985,10(1):38-39

方药中，柴胡、枳壳、郁金可疏肝解郁、缓急止痛；白术、党

[6]陈增潭.慢性乙型肝炎的中医治疗[J].中西医结合肝病杂志,2003,13(4):

参、甘草、茯苓可健脾益气、燥湿和胃；黄芪可扶正理气；赤

193-195

芍、当归可养血活血；虎杖、蛇舌草可利胆退黄、清热解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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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贝拉唑联合舒胃降浊汤治疗反流性食管炎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RE with ray bella plus
the Weishu Jiangzhuo decoction
和秋芬
（焦作市马村区人民医院，河南 焦作，454000）
中图分类号：R318.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0-0074-02

证型：IDBG

【摘 要】 目的：观察雷贝拉唑联合舒胃降浊汤治疗反流性食管炎的临床疗效。方法：80 例反流性食管炎患者随机分为对
照和治疗组。对照组予雷贝拉唑（20mg/次，1 次/d）治疗，治疗组予雷贝拉唑联合舒胃降浊汤加减治疗，两组均以 8 周为 1 个疗
程。结果：治疗组的总有效率为 92.5%，对照组的总有效率为 75%，治疗组优于对照组，两者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雷贝拉唑联合自拟舒胃降浊汤，对治疗反流性食管炎疗效显著，值得在临床上推广使用。
【关键词】 反流性食管炎；雷贝拉唑；舒胃降浊汤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ray bella plus Weishu Jiangzhuo decoction in treating reflux esophagitis (RE).
Methods: 80 patients with R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and treated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ray bella (20mg
every time, once daily) therapy;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ray Bella plus Weishu treating Jiangzhuo decoction, 8 weeks for a course
of treatment. Results: The total efficacy rate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92.5%, 75%in the control, the treated group i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Ray bella with combination of self Weishu Jiangzhuo decoction,
significantly in the treatment of RE curative effect, is worth popularizing in clinical use.
【Keywords】 RE; Ray bella; Weishu Jiangzhuo decoc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41
对照组：雷贝拉唑 1 次/d，20mg/次。服用 4 周后，改为维

反流性食管炎（Roflax Esophagitis，RE）是消化系统常见
的疾病之一，临床多表现为灼热、疼痛、反酸、恶心、呕吐等

持量维持治疗量为 10mg，1 次/d，继续服用 4 周。
治疗组：雷贝拉唑 20mg，每次 20mg，同时配合舒胃降浊

症状，属中医“吐酸”
、
“嘈杂”、
“噎膈”等范畴。随着生活水
平提高，其发病率呈上升趋势。笔者结合祖国医学，于 2009

汤治疗。服用 4 周后单独使用舒胃降浊汤，剂量同前，继续服

年 9 月～2012 年 9 月运用雷贝拉唑联合自拟舒胃降浊汤治疗反

药 4 周后观察疗效。舒胃降浊汤基本方方药组成：柴胡 10g，

流性食管炎，取得较为满意疗效，现报道如下。

旋覆花 8g（包）
，半夏 10g，黄芩 10g，黄连 5g，甘草 3g，大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80 例反流性食管炎患者均为本院门诊和住院病人。随机分

枣 12 枚。随症加减，胃气上逆，呕吐呃逆者加代赫石 24g，反
酸烧心者加瓦楞子 10g，嗳气频者加沉香 6g。胸骨后疼痛明显，
加延胡索 15g，出血者加白芨 10g。用法：水煎服，日 1 剂，
分 2 次服，连服八周为 1 个疗程。治疗期间，少食多餐，戒烟

为两组：治疗组 40 例，其中男 21 例，女 19 例，年龄 22～65

戒酒，忌食辛辣之物，调畅情志，避免餐后立即平卧。

岁，对照组 40 例，其中男性 22 人，女性 18 人，年龄在 20～

1.4 疗效判定标准
参照《临床诊断依据治愈好转标准》[3]。显效：治疗后症状

70 岁。临床表现为：反流、反酸，部分患者颈部及胸骨后灼痛
等症状，伴有食欲下降。行食管钡剂造影头低位检查，可见不

完全缓解，胃镜复查食管粘膜未见异常；有效：症状明显减轻，

同程度的钡剂向吻合口上反流入食管。排除心源性胸痛、消化

胃镜复查食管粘膜炎症明显减轻；无效：症状缓解不明显，或

道肿瘤、非反流性食管炎等疾病。

虽有缓解但仍反复发作，胃镜复查食管粘膜炎症减轻不明显。

1.2 诊断标准

2

西医诊断参照第 7 版《内科学》[1]拟定：患者不同程度存
在烧心、胸痛、吞咽困难等症状。内镜多采用洛杉矶分级法：
正常：食管黏膜没有破损：A 级：一个或一个以上食管黏膜破

结

果

治疗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有显著差异性（P<0.05）
，见表 1。
表 1 治疗组与对照组有效率比较 [n（%）]

损，长径小于 5mm；B 级：一个或一个以上黏膜破损，长径大

组别

n

于 5mm，但没有融合性病变；C 级：黏膜破损融合，但小于

治疗组

40

28（70.00） 9（45.00）

75%的食管周径；D 级：黏膜破损融合，至少达到 75%的食管

对照组

40

20（50.00） 10（25.00） 10（25.00） 30（75）

周径。中医诊断参照《中医内科疾病诊疗常规》[2]。
1.3 治疗方法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3（7.50）

37（92.5）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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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排石法治疗老年结石病的临床效果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elderly stones disease in TCM
屈治学
（重庆市万州区第五人民医院，重庆，404100）
中图分类号：R36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0-0075-02

证型：ADI

【摘 要】 目的：研究分析中医内科排石法对于结石病患者的临床作用效果，以便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方法：选取我院内
科科室自 2009 年 1 月～2011 年 1 月内收治的结石病患者共 68 例，所有患者均经过临床的诊断，可确诊为患有不同程度及不同部
位的结石，对所选患者按照随数字表法进行随机分组。观察利用中医内科排石疗法与常规的手术治疗间存在的差异性，比较患者
治疗后的恢复正常工作时间以及患者的在接受治疗后的满意率情况。结果：实行中医内科排石法患者的在治疗后的情况明显优于
对照组，患者在住院平均天数、恢复正常时间，均明显小于对照组，并且该组治疗后未有并发症现象的产生，对患者的伤害也较
小治理效果显著；而对照组患者不仅恢复较慢，治愈率较低而且患者术后出行并发症患，治疗效果较差。结论：中医内科排石法
治疗结石病，可以大大降低患者的住院时间，术后恢复时间等，有利于患者的尽快恢复，且并发症少、创伤小，适用于临床的广
泛应用。
【关键词】 中医内科排石法治疗；结石病；临床效果
【Abstract】 Objective: To research and analyz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TCM stone removing therapy on treating stones for
improving the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Methods: 68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09 to January 2011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ll patients were diagnosed to suffer from varying degrees and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stones. To observe
differences between oral medicine and conventional surgical treatment, patient's satisfaction was compared in the work time following
treatment.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TCM stone removing therapy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atients in the average number of days of hospitalization, and recovery time are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nd no
complications. Conclusion: The TCM stone removing therapy can reduce the duration in hospital, and fewer complications, trauma, worthy
of a wide range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The TCM stone removing therapy; Stones disease; Clinical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42
近年来结石病的发病率在逐年上升，成为临床中较为普遍
的疾病[1]。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主要是利用中医内科排石法

方面应用统计学分析均无显著性差异，具有可比性。
1.2 基本方法

治疗结石病患者，分析该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治疗时间、治愈

所有患者手术前详细询问病史，进行系统体检。进行术前

时间以及其他生理指标，来分析该方法对于老年结石病患者的

的常规护理和检测，主要包括：血常规、尿常规、肝功能、肾

临床治疗情况，结果发现该方法不仅能够有效地对大多数结石

功能等[3]。具体方法：①对照组治疗：对于该组的患者进行治

病患者进行治疗，并且相较于常规的治疗，患者在治疗后并发

疗，主要是应用常规的手术治疗，同时应用一定的抗生素进行

症较少、恢复较快具有较好的治疗效果，值得临床的广泛推广

消炎治疗。②实验组治疗：对于胆结石的患者主要应用清胆化

使用。

石汤进行治疗，该药物中含有的山栀子 20g，茵陈 20g，金钱

1

资料方法

1.1 基本资料
所有患者均选取我院自 2009 年 1 月～2011 年 1 月内收治

草 20g，鸡内金 30g，白芍 20g，海金沙 20g，炒元胡 15g，黄
芩 15g，青皮 15g，海浮石 15g，黑白丑 15g 等药物能够化瘀理
气，对结石患者有很好的疗效，将上述药物用水煎服，分三次
服下。于此同时可根据患者的临床症状予以腰痛穴、足三里穴、

的结石病患者，共 68 例将患者按入院顺序编号，从随机数字

腹痛穴、委中穴以及三阴交等穴位进行针灸辅助治疗；对于肾

表抽取随机数，随机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组，其中对照组仅

结石的患者则主要对患者予以清化湿热化石汤进行治疗，其中

实行常规的手术合并药物治疗，而实验组的患者则实行中医内

石苇 30g，山药 20g，滑石 30g，白茅根 30g，海金沙 30g，山

科排石法治疗。其中实验组 34 例患者，男患者 17 例，女患者

萸肉 20g，女贞子 15g，瞿麦 15g，竹叶 10g 等药物具有较好的

17 例，平均年龄 67.4 岁，12 例患有胆结石，13 例患者肾结石，

化石效果；其他结石则可应用联合用药辅助针灸的治理方法进

其余患者患有其他类型结石；对照组 34 例，男患者 15 例，女

行治疗。

19 例，平均年龄 68.5 岁，14 例胆囊结石，12 例患有肾结石，

1.3 统计学分析

其余患有其他结石。两组患者性别、年龄构成以及临床症状等

采用 SPSS11.0 软件进行数据的统计与分析，数据资料用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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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检验，组间对比用 x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显著性，具有统

活，由于老年人特殊的身体条件限制，无疑给结石病的治疗带

计学意义。

来了巨大的障碍[2]。在临床的结石治疗过程中发现，大多数的

2

结

结石患者在进行相应的西医碎石、取石治疗后，并不能够将体

果

内存在的微小结石完全去除，因此很容易导致患者的结石复

两组患者经治疗后，病情均有所改善。其中实验组的患者

发，并不能够较好的对患者进行治疗。为此在相关研究中发现，

治愈时间平均为 23.5d，并且患者在治疗后未出现并发症，在

对于患者体内微小结石，利用中医内科排石法治疗能够取得更

34 例结石病患者中，28 例患者的病情得到有效改善，1 例患者

好的临床疗效，该方法不仅对患者的伤害小，并且治疗方法简

病情较重需进行进一步的治疗，而相比之下对照组患者的治疗

单易行，能够对患者的体内的结石进行消融直至排出体外，很

情况较差，患者的手术恢复时间较长，并且患者出现并发症现

好地解决了西医等治疗方法存在的弊端。但是在治疗过程中，

象，在所治疗的患者中仅 22 例患者得到治疗，其余患者未有

中医内科排石法对于患者体内结石比较的大的效果并不十分

太大改观，两组患者对于治疗的满意率存在显著差异。具体结

显著，还需要对患者进行西医的碎石方法进行辅助的治疗。因

果如下表 1。

此综上所述，针对于结石病患者的不同状态，而采取相应的中
医内科排石法治疗以及手术的辅助治疗，来提高患者的治疗速

表 1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 [n（%）]
组别

十分满意

满意

实验组（n=34） 15（44.2） 18（52.3）
对照组（n=34） 6（22.1）

3

讨

16（47.5）

不满意

有效率（%）

1（2.4）

97.1

12（35.4）

65.13

论

研究发现，目前水质污染越来越严重，加上饮食习惯的改
变增加了结石病的发病几率，因此对于结石病的治疗显得尤为

率，减少患者的痛苦，具有重要的临床使用值得，临床的广泛
推广使用。
参考文献：
[1]耿文佳,毛炜.泌尿系结石的中医治疗体会[J].中华中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学
术会议论文汇编,2010,22(2):12-23
[2]杜凤坤.结石病中医临床治疗[J].中外健康文摘,2010,7(36):3-8

重要。相关的报道指出，随着社会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越来越
多的老年患者出现结石病的症状，严重影响着老年人的健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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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中医认为反流性食管炎（RE）病位在食管，古称“咽系”
，
《医贯》论述“咽系柔空，下接胃本，为饮食之路”，食管乃

促进食管黏膜的修复。诸药合用即能降逆止呕以治标，又能益
气健脾，宣通六腑以治本，弥补了单一西药治疗的不足，避免
一些副作用，两者同时应用起到了协同作用，取得了较好的临
床疗效。

胃之门户，胃为腑，腑以通为用，其生理特点以降为和，降浊

除药物治疗外，改变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及情绪自我调节

是受纳的前提。本病的发病机理主要是脾胃升降功能紊乱，胃

对反流性食管炎的治疗同样起着重要作用。最佳体位为直立位

失和降，胃气上逆所致。正如《临证指南》中所述：“胃易降

和坐位，进餐后不宜立即卧床，睡眠时将床头抬高 15～20cm，

则和……胃气上逆固病，即不上逆，但不通降亦病矣”。现在

以减少反流频率。避免食用增加胃酸分泌的食物，少吃多餐，

医学认为反流性食管炎（RE）既是胃酸相关性疾病，又是胃肠

保持胃处于非充盈状态.本病的发生与情志异常变化相关，像焦

道动力性疾病，临床多采用促胃肠动力、保护黏膜及抑制胃酸

虑、抑郁都会引起消化系统出现不良反应，因此适当缓解压力、

分泌药物治疗。

调节情绪对本病的预防和治疗也同样重要。

笔者运用雷贝拉唑抑制基础胃酸及刺激物所致的胃酸分
泌，减少反流物对胃及食管粘膜的刺激，提高食道黏膜反流屏

参考文献：

障功能，促进受损食管粘膜得以修复和愈合。配合中药改善胃

[1]陆再英,钟南山.内科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372-375

肠运动功能，增加食管、胃的肌张力，使之恢复正性蠕动从而

[2]朱文峰.中医内科疾病诊疗常规[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308-

达到减少胃内容物食管反流。本方治以和胃降逆为法，方中柴

309

胡轻清升达、运少阳枢机，《本经》谓柴胡“主心腹胃肠中结

[3]孙传兴.临床疾病诊断依据治愈好转标准[J].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

气”；半夏尤能和胃化痰降逆消痞；旋复花下气降逆而止呕；
黄芩以清肝胃郁热；黄连泻心火，又善清胃降逆，制酸止呕。
甘草、大枣补中益气，恢复脾胃功能；胃气上逆者加代赭石助

作者简介：
和秋芬（1976-），女，河南焦作人，主治医师，本科。

旋复花降逆之功。沉香可降气温中，治气逆、止呕吐；延胡索
理气止痛；瓦楞子制酸护膜，白芨收敛止血，消肿生肌，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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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 270 例习惯性流产的临床分析
Clinical analysis on treating 270 cases of habitual abortion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郭杨柳
（河南省扶沟县人民医院，河南 扶沟，461300）
中图分类号：R71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0-0077-02

【摘 要】 目的：观察中西医结合治疗习惯性流产患者的临床效果。方法：按照随机方法将 270 例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观察组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针对患者的及时情况制定针对性的治疗方案，对照组采用常规方法进行治疗，比较分析两组患者的
临床治疗效果。结果：观察组患者的临床治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达到 98%以上，具有显著的临床差异，P<0.05。结论：中西医结
合治疗习惯性流产的方法效果显著，可针对不同患者的实际情况采用针对性治疗措施，临床疗效较为理想，临床可以推广使用。
【关键词】 中西医结合；习惯性流产；临床分析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in treating habitual abortion.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method, 270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development of targeted treatment options for patients,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conventional methods for
treatment,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linical outcome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sults: The clinical cur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above 98%,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ignificant clinical difference, P<0.05.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was remarkable in treating habitual abortion, targeted treatment measures could be adopted for different
patients, clinical efficacy was more desirable, could be widely used for clinical.
【Keywords】 Integrative medicine; Habitual abortion; Clinical analys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43
习惯性流产是临床常见病症，包括患者各种不同形成机制

步采用养系载胎汤口服使用，方剂包括：党参、白术、菟丝子、

造成，分为遗传、内分泌、免疫、炎症等，临床常规保胎治疗

桑螵蛸、白芍、黄芩、丹参等，根据患者实际身体状况，进行

的方法多为补充患者孕激素，促进患者性腺激素，减少宫缩进

药物加减量使用，水煎服，每天 2 次，每剂 1 天，连续治疗 2

而达到治疗的目的，但实际临床效果并不理想。本次研究针对

周[1]。完成治疗后定期对患者进行孕检，直至患者分娩，并根

该病症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从中医角度调理患者身体，采

据患者治疗效果进行疗效差异分析。

用预防、治疗、消除形成流产的诱发因素，研究将患者的临床

1.3 疗效标准
本次研究按照患者的实际治疗情况分为治愈、有效和无效

治疗资料进行研究比较，为临床提供一定的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本文研究选取我院 270 例习惯性流产患者的妊娠患者，年

等，治愈为患者习惯性流产治愈，患者顺利分娩；有效为患者
临床检查无异常，但出现流产情况，属于外界因素造成；无效
为患者习惯性流产没有明显改善，仍然出现习惯性流产。
1.4 统计学方法

龄在 26～36 岁之间，平均年龄 28.6 岁，患者均具有 3 次及以
上自然流产，通过临床检查，患者均没有染色体疾病、子宫畸
形疾病，通过临床检测诊断，确诊患者为先兆性习惯性流产。
治疗期间将 270 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每组 135 例，

研究将患者所有数据统计使用 SPSS17.00 统计学软件进行
处理，使用方差检验，以（P<0.05）为具有统计学差异。
2

结

果

观察组患者年龄 26～36 岁之间，平均年龄 28.7 岁；对照组患

观察组和对照组药物使用情况较为顺利，没有出现临床并

者年龄 26～36 岁之间，平均年龄 28.6 岁，两组患者之间的年

发症或是不良反应状况，通过临床定期检查和回访，观察组患

龄和病史无统计学差异，P>0.05，研究具有统计学意义。

者 135 例当中 133 例顺利完成分娩，2 例患者流产，1 例为外

1.2 方法

界因素，患者摔倒撞击造成胎儿窒息死亡，1 例为习惯性流产；

按照患者组别差异，治疗组患者单纯使用西医治疗，结合

对照组顺利分娩 56 例，13 例患者外界因素流产，其他患者均

患者内分泌情况，采用 HCG 安宫黄体酮、舒喘灵、vit、安络

为习惯性流产，治疗无明显效果，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差异显

血、vitK 等药物治疗，患者在治疗期间均采用卧床休养，治疗

著，
（P<0.05）
，具有明显统计学差异，两组患者的详细治疗情

期间禁止性生活和体力活动；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同

况见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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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患者血流的作用，单身具有活血化瘀，增加血样饱和度的

表 1 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比较情况（n，%）

作用，联合其他药物使用可以有效抑制母体免疫系统对坯胎的

组别

n

治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观察组

135

133

1

1

99.26

对照组

135

56

13

66

51.11

通过本次研究，在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期间，西医治疗有效

<0.05

-

<0.05

<0.05

完成患者短时间内胎儿健康的目的，而中医药物使用有效保证

P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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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排斥[2]。

妊娠患者的生理和身体健康程度，到达有效的治疗目的，与对

论

照组相比，99%以上的治疗有效率远远更为优异，（P<0.05）
，

习惯性流产的形成因素较多，在临床治疗的过程中首先需

具有显著统计学差异。按照研究当中患者的不同临床疗效，针

要确诊患者的病症类型，在排除掉患者遗产因素之外，还需要

对习惯性流产患者的治疗，临床可以推荐使用中西医结合的方

考虑患者是否具有染色体异常情况，最后在治疗期间保持患者

法进行治疗，有效提高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使患者可以顺利

子宫安静，完成抑制子宫平滑肌收缩，减少胎囊的剥离和出血，

完成分娩，且从根本上治疗患者习惯性流产病症。

以及孕妇对坯胎的排斥等。采用临床西医保胎治疗，可以有效
达到保证患者子宫安静的效果，也是临床常用的治疗方法治

参考文献：

疗，但这种方法只能对患者的病症进行初步治疗，并不能从根

[1]林至君.临床妇科中西医结合新理论框架于治疗模式研究[D].全国中西医

本上缓解患者的病症情况，一旦出现异常，患者很容易发生流

结合研究思路与方法学术讨论会文集,1996:212-213

产。中医辨证考虑，习惯性流产进行维持胚胎需要进行养、系、

[2]梁玉屏.中西医结合治疗妇科常见病[M].南昌:江西科技出版社,2008,13:

载，为妊娠患者生理提供健康的环境，采用养系载胎汤达到健

59-162

脾、养胎、补肾、固系胎元的目的，其中黄芩具有扩张微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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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松养心胶囊治疗冠心病心律失常的临床效果研究
Clinical efficacy research on treating arrhythmia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with
Shensong Yangxin capsule
吴春霞
（郑州市中原区须水镇卫生院，河南 郑州，450042）
中图分类号：R54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0-0078-02

证型：GB

【摘 要】 目的：研究参松养心胶囊治疗冠心病心律失常的临床效果。方法：以 2012 年 1 月～2012 年 12 月我院治疗的冠
心病心律失常患者共 82 例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对照组加用倍他乐克和胺碘酮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
加用参松养心胶囊治疗。观察两组患者的疗效及不良反应。结果：治疗组对冠心病心律失常的治疗效果明显，显效 23 人，有效
13 人，总有效率为 95.1%，高于对照组（78.0%）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治疗组有 1 例患者出现腹胀症状，1 例患者出现恶心症状，
未影响继续服药治疗，无其它不良反应。结论：参松养心胶囊治疗冠心病心律失常的临床效果明显。
【关键词】 参松养心胶囊；治疗；冠心病心律失常；效果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effect of Shensong Yangxin capsule in treating arrhythmia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Methods: Selected a total of 82 cases for treatment of arrhythmia in coronary heart disease from January 2012 to December 2012 in our
hospital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eated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metoprolol and amiodarone therapy, and the treated group was treated combined with Shensong Yangxin capsule. The efficacy and
adverse reaction of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Results: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the treated group on arrhythmia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was significant, with 23 cases markedly effective, 13 cases effective, and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95.1%, 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78%). The treated group had one patient with abdominal distention, one patient with nausea, which had no influence on
medicine treatment. There were no other adverse reactions.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effect of Shensong Yangxin capsule in treating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arrhythmia was obvious.
【Keywords】 Shensong Yangxin capsule; Therapy; Arrhythmia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44
冠心病是我国最常见的心血管疾病，冠心病合并心律失常

的发病率可达 44%，
如何治疗冠心病心律失常显得十分重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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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松养心胶囊是运用络病学说治疗冠心病心律失常的复方中
药制剂，本文对参松养心胶囊治疗冠心病心律失常的临床效果
进行了研究，现报告如下。
1

3

讨

论

冠心病心律失常是大多数心脏病患者猝死的原因，冠心病
患者心肌细胞代谢功能发生损伤，心肌复极不均一，使得容易

对象与方法

发生折返环，从而出现心律失常。β 受体阻滞剂、硝酸酯类药
物、他汀类等西医药物治疗冠心病心律失常虽然具有一定的疗

1.1 一般资料
以 2012 年 1 月～2012 年 12 月我院治疗的冠心病心律失常
患者共 82 例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行心电图、心肌酶谱检
查，以及冠状动脉造影检查确诊为冠心病，并合并有心律失常
表现，排除有严重房室传导阻滞、严重电解质紊乱、明显肝肾
功能损伤的患者。其中男 49 例，女 33 例，年龄 58～81 岁，

效，但可能导致心率降低幅度过大等不良反应，患者长期服药
的耐受性较低，停药后患者病情复发[2]。
参松养心胶囊由我国著名的工程院院士吴以岭教授所创，是一
种抗心律市场药物，有研究表明，参松养心胶囊可显著降低冠心病
心律失常患者的 QT 间期离散度（QTd）和矫正的 QTd（QTcd）[3]。

平均年龄（67.5±5.1）岁。心律失常类型：室性早搏 42 例，

参松养心胶囊含有人参、丹参、麦冬、黄连、山茱萸、桑

室上性早搏 23 例，心房颤动 12 例，混合型心律失常 5 例。主

寄生、甘松、五味子、酸枣仁、土鳖虫等药物。胡发明等人对

要临床表现为：胸痛、反复胸闷、憋气、心悸。患者被随机分

参松养心胶囊的临床疗效和心电图改善情况进行 Meta 分析，

成 2 个组别各 41 例（治疗组和对照组）
。两组一般资料具有统

结果显示参松养心胶囊的疗效显著优于对照组（OR＝1.83，

计学可比性（P>0.05）
。

95%CI＝1.35～2.49）[4]。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参松养心胶囊

1.2 治疗方法

可以调节 K 、Na 、Ca2 离子通道，增加冠状动脉的血流供应，
＋

＋

＋

对照组采用倍他乐克 6.25～25mg 口服，2 次/d，以及胺碘

提高心输出量，降低心肌细胞的耗氧量，减少自由基的损伤，

酮 200mg 口服，3 次/d。两组患者均治疗 4 周为一个疗程。治

改善心肌细胞的缺氧缺血状态。还可抑制迷走神经张力，缓解

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参松养心胶囊口服进行治疗，剂

自主神经系统受到的损伤[5]。参松养心胶囊中的人参、麦冬、

量为 4 粒/次，3 次/d。

五味子可降低心肌细胞的自律性，调节离子通道和自主神经功

1.3 疗效评价标准

能。黄连和甘松可延长心肌动作电位时程的有效不应期，打断

治疗完成后复查心电图，测量血常规、尿常规、肝肾功能

折返环的形成。丹参和赤芍是常用的活血化瘀药物，可增加冠

等，观察患者自觉症状改善情况，观察药物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状动脉的血流量。本治疗组采用参松养心胶囊治疗冠心病心律

对临床疗效进行评价。显效：无阵发性房颤，早搏明显消失（减

失常，结果显示治疗组患者的显效人数为 23 人，有效 13 人，

少 90%以上）
，24h 动态心电图检查结果恢复正常；有效：阵发

总有效率为 95.1%，显著高于对照组（78.0%）
，说明参松养心

性房颤发作频率降低，早搏减少 50%以上，心电图检查 ST 段

胶囊可活血通络、益气养阴，改善患者的心肌细胞功能代谢[6]。

回升幅度大于 0.05mV；无效：阵发性房颤发作频率无明显变

综上所述，参松养心胶囊治疗冠心病心律失常的临床效果

化或加重，早搏次数增加，心电图无明显变化。总有效率＝（显

明显，无明显不良反应，患者能够长期坚持服药，因此建议在

效＋有效）/该组总例数×100%。

临床上推广使用。

1.4 统计学分析方法
采用 SPSS13.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 x ±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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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41

23

16

2

95.1

对照组

41

15

17

9

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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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组有 1 例患者出现腹胀症状，1 例患者出现恶心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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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哮平喘液治疗支气管哮喘的临床效果研究
Clinical efficacy research on treating bronchial asthma with
Dingxiao Pingchuan liquid
陈永莉 黄艳娜 徐新华
（广西省柳州市中医医院，广西 柳州，54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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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定哮平喘液治疗支气管哮喘的临床效果。方法：从我院选取 100 例支气管哮喘患者分为两组，每组
50 人，治疗组使用定哮平喘液治疗，对照组使用常规西药治疗。两组患者都进行为期两个月的治疗。结果：治疗组的疗效明显好
于对照组，治疗组的症状都有不同程度的好转或者消失，淋巴细胞的绝对值比治疗前有明显的增加，补体 C 有明显的下降。结论：
定哮平喘液治疗支气管哮喘的的临床效果明显，治疗后无不良反应，应积极推广。
【关键词】 定哮平喘液；支气管哮喘；临床效果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Dingxiao Pingchuan liquid in treating bronchial asthma. Methods: 100
cases of bronchial asthma patients selected from our hospital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50 in each group. The treaed group was given
Dingxiao Pingchuan liquid,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conventional modern medicine,and the two groups were treated

for a period

of two months . Results: the efficacy of the treate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symptoms of the treated group
have different degrees of improvement or disappearance, and the absolute value of lymphocyte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than before
treatment, complement C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efficacy on treating bronchial asthma with Dingxiao Pingchuan
liquid is apparent,no adverse reactions, worthy of application.
【Keywords】 Dingxiao Pingchuan liquid; Bronchial asthma; Clinical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45
支气管哮喘是临床中很常见的一种难治病之一，虽然在西

陈皮、合欢花、当归、淅贝、冬花、杏仁、矮地茶、甘草等组成[2]。

药的治疗下有一定的疗效，但是由于治疗后的不良反应比较

对于重度的患者要服用 50ml 的定哮平喘液，每日两次，100ml 定

大，疗效也比较短，而且平喘药物的耐药性有上升的趋势。然

哮平喘液灌肠，每晚 1 次；中度：口服 30ml 的定哮平喘液，2 次

而，我院的支气管哮喘患者在定哮平喘液的治疗下，临床的应

/d，100ml 定哮平喘液灌肠，每日晚 1 次，如果症状得到控制，可

用效果比较好，而且没有不良的反应。对此，我们将定哮平喘

以使用 1 个月以上的疗程，停止灌肠治疗，进行口服巩固治疗。
对照组：3 次/d 口服 1～2 片舒喘灵，每日 1 次口服 30mg 的泼

液治疗支气管哮喘的临床效果研究，报告如下。
1

一般资料

尼松，如果症状得到控制，使用 1 个月以上的疗程，逐渐减少泼尼
松的剂量，在 2 个月后停用，然后加服龙喘灵 4 粒，3 次/d。

1.1 临床资料

两组患者在进行为期 1 个月的疗程后停药，评定其疗效。

从我院的支气管哮喘患者中随机抽取 60 例，男 33 例，女

如果出现个别的哮喘持续状态者，每日使用 10～20mg 的地塞

27 例，年龄在 22～60 岁，平均年龄为 36.5 岁，平均哮喘史为

米松在静脉处滴注，再加上氨茶碱 0.5～1.0g，待状态得到缓解

12 年。把所有患者平均分为两组，治疗组使用定哮平喘液治疗，

后停止。如果有患者气道受到了感染，需服用抗生素。

对照组使用常规西药治疗。两组患者临床资料无明显差异
（P>0.05）
，具有可比性。
1.2 诊断标准

3

结

果

3.1 治疗结果

根据全国哮喘会议制定的支气管哮喘诊断标准，把病情分为

根据我国的《中华结核和呼吸疾病杂志》1993 年的哮喘增

重度、中度、轻度[1]。轻度：呼吸的频度稍快，一般情况下，没

刊，进行疗效评定[3]。在治疗组中的 30 例患者中，临床控制了

有三凹征及辅助呼吸肌活动，哮鸣音散在，脉搏<100 次/min；中

9 例患者，显效 12 例，好转 7 例，无效 2 例，总有效率为 90%；

度：呼吸的频度比较快，三凹征及辅助呼吸肌活动时有时无，哮

对照组中临床控制了 5 例，显效 10 例，好转 8 例，7 例无效

鸣音弥漫，脉搏为 100～120 次/min；重度：呼吸的频度>30 次/min，

76.67%。通过比较，两组患者的总有效率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通常有三凹征及辅助呼吸肌活动，哮鸣音弥漫响亮，脉搏>120 次

（P<0.05)。经过 x2 检验，治疗组的疗效比对照组要好许多。

/min。治疗组中的重度患者 8 例，中度患者 18 例，轻度患者 7 例；

3.2 对体征和症状的影响

对照组中的重度患者 6 例，中度患者 16 例，轻度患者 5 例。
2

治疗方法
治疗组：使用定哮平喘液治疗，所含药物包括地龙、麻黄、

通过对两组患者的控制症状和体征的起效时间的比
较，治疗组的情况比对照组好，这说明定哮喘液能够对病
情有很好的控制。如下表 1 所示。
（下转 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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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红四物汤加减对妇科术后慢性盆腔疼痛的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CPP following gynecological operation with
Taohong Siwu decoction
赵 青
（广西北海市中医医院，广西
中图分类号：R271.1

文献标识码：A

北海，53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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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桃红四物汤加减对妇科术后慢性盆腔疼痛的疗效。方法：选取我院从 2011 年 1 月～2012 年 12 月所
收治的慢性盆腔疼痛患者 90 例作为临床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曾经腹行妇科手术，将所有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对
照组采用西药疗法，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加用桃红四物汤进行治疗。比较两组患者在治疗 10d 后的疗效。结果：治疗组患者的治疗
总有效率为 97.8%，对照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为 86.7%。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治疗组显著优于对照组。结论：桃红
四物汤加减治疗妇科术后慢性疼痛患者的疗效确切，值得在临床当中推广使用。
【关键词】 桃红四物汤；慢性盆腔疼痛；妇科术后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aohong Siwu decoction on treating the chronic pelvic pain (CPP) following
gynecological operation. Methods: Patients, who have been treated for CPP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1 to December, 2012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objects. All patients had abdominal gynecological operation,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the modern medicine and on that basis, Taohong Siwu decoction was given more 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To compare the clinical efficacy, after ten days. Result: The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7.8%. The effect rates of the
control group were 86.7%. The comparison of the two groups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The clinical effect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aohong Siwu decoction in treating the CPP after
gynecological operation is good. It was good and worthy of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in clinic.
【Keywords】 Tao hong Siwu decoction; CPP; Gynecological oper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46
慢性盆腔疼痛（Chronic Pelvic Pain，CPP）指由于各种器质

此基础上加用桃红四物汤进行治疗：桃仁 10g，红花 15g，当

性或功能性因素所引起的，以骨盆和周围阻止疼痛为主要症状，

归 20g，川芎 20g，白芍 15g，生薏苡仁 30g，酒大黄 6g，车前

时长超过 6 个月的一组综合征[1]。通常好发在妇科手术患者当中，

草 30g，茯苓 30g，盐黄柏 15g，元胡 20g，炙甘草 10g，加水

病情反复，严重地降低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我院近年来采用桃红

煎服，1 剂/d。加减：腹痛明显者加乌药、香附；气虚者加黄

四物汤加减对 45 例妇科术后慢性盆腔疼痛进行治疗，取得了良好

芪党参；气滞者加佛手、柴胡；经期腹痛明显者加川楝子；瘀

效果，另外对照采用西药治疗 45 例患者。现把结果报告如下。

血痹阻加红花、赤芍、莪术。连续服用 10 剂。

1

1.3 疗效判定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从 2011 年 1 月～2012 年 12 月所收治的慢性盆腔疼
痛患者 90 例作为临床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曾经腹行妇科手术，
并以慢性下腹部疼痛为主诉求医，临床症状有周期性下腹钝性
痛、下坠感，或者伴腰骶部酸痛，且在劳累、月经前后和性交之
后更甚。将所有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每组 45 例。
其中观察组年龄 33～53 岁，平均（43.5±6.3）岁；病程 6 个月～
3 年，平均（2.1±0.7）年。对照组年龄 35～55 岁，平均（43.7
±6.1）岁；病程 6 个月～4 年，平均（2.2±0.8）年。两组患者
在年龄、病程等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采用西药疗法，左氧氟沙星 0.2g/次，2 次/d，口服。
替硝唑 0.5g/次，2 次/d，口服。以 10d 为一个疗程。观察组在

参考黄海梅的相关疗效标准[2]，将临床疗效分为：①治愈：
患者疼痛症状完全小时，停止治疗 1 个月无出现复发；②显效：
患者在治疗期间疼痛症状完全消失，但在治疗停止 1 个月内仍
出现盆腔疼痛症状；③有效：治疗期间和治疗停止 1 个月内疼
痛症状有明显减轻，但无法完全缓解，在一定程度上对患者的
情绪和生活造成影响；④无效：患者在治疗期间盆腔疼痛症状
无显著改善甚至恶化。以治愈、显效和有效计入总有效当中。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3.0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数资料以
卡方检验进行分析，以（P<0.05）作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标准。
2

结

果

结果显示，治疗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为 97.8%，对照组
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为 86.7%。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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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治疗组显著优于对照组。详情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n（%）]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

45

17（37.8）

12（26.7）

15（33.3）

1（2.2）

44（97.8）*

对照组

45

9（20.0）

15（33.3）

15（33.3）

6（13.3）

39（86.7）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3

讨

能是由于气血虚弱，治疗时应加以补气养血为主；腰部算账等则

论

可由于肝肾虚损，治疗时也以益肾养肝的治疗[6]。

在临床当中，以慢性盆腔疼痛为主诉求医的患者当中有相当

治疗结果也显示，配以桃红四物汤加减治疗妇科术后慢性

部分曾有妇科腹部手术史。临床的疼痛特点有非周期性的慢性持

疼痛的疗效显著优于单纯西药治疗，观察组的治疗总有效率显

续钝痛。患者长期经受机体上的折磨，对其生活质量有重大影响。

著高于对照组约 11%，因此我们认为该方对于妇科术后慢性盆

至于盆腔疼痛的成因现在仍不明确，有认为可分为妇科原
因与非妇科原因。妇科原因有子宫内膜异位症、盆腔粘连、盆
腔炎症、盆腔静脉瘀血综合征、子宫腺肌症和参与卵巢综合征
等。而非福克原因有间质性膀胱炎、腹壁和盆腔肌筋膜疼痛激
[3]

腔疼痛患者的疗效确切，值得在临床当中推广使用。
参考文献：
[1]张远梅.中医治疗妇科慢性盆腔疼痛症临床分析[J].当代医学, 2011,

发电、盆底疼痛综合征、肠机惹综合征和盆底疼痛综合征等 。

17(31):146-147

但西医治疗目前仍无特效药物，只能进行镇痛、抗抑郁等对症

[2]黄海梅.活血化瘀汤治疗妇科术后慢性盆腔疼痛 30 例[J].陕西中医, 2010,

[4]

治疗，对于患者的总体情况并无明显改善 。

31(7):782-783

我国传统医学对妇科术后慢性盆腔疼痛有着独到见解，如明

[3]王紫娟,朱芳红,朱建新.经络穴位离子导入联合中药内服治疗妇科慢性盆

朝张景岳便指出“妇人伤害，或劳役，或由产后，凡内伤生冷或外

腔痛的临床研究[J].中医临床研究,2011,3(19):64-65

受风寒，或患怒伤感，气逆而血刘”。本研究则采用明方桃红四物

[4]孔改霞.慢性盆腔疼痛的病因和治疗分析[J].当代医学,2010,16(22):89-90

[5]

汤进行治疗。桃红四物汤来源自清朝吴谦《医宗金鉴》 ，由四

[5]辛斐斐.王丽娜教授运用桃红四物汤加减治疗妇科疾病举隅[J].中国民族

物汤加以桃仁和红花所组成，具有活血养血之功效。由于桃红和

民间医药,2011(24):125

红花有活血化瘀之功效，加之以四物汤中熟地、白芍等血中之血

[6]王艳云.中医治疗妇科,刚生盆腔疼痛症的临床效果分析[J].中医临床研

药和当归川穹等血中之气药调血补血，因此桃红四物汤有较佳的

究,2012,4(4):91

活血化瘀功效。需要强调的是，中医治疗慢性盆腔疼痛时，应辨
编辑：李妍 编号：ER-13041211（修回：2013-05-21）

证施治，桃红四物汤也应根据患者情况进行加减。如经期腹痛可
（上接 80 页）
表 1 两组症状体征好转、消失起效的时间对比（d， x ± s ）
组别
治疗组

对照组

例数

哮鸣音生效时间

喘息生效时间

咳嗽生效时间

咳痰生效时间

19

5.56±3.12

5.16±3.15

7.30±3.68

8.35±6.75

消失

9

8.56±4.36

9.63±5.34

9.31±5.36

10.36±8.24

好转

18

8.46±9.32

10.26±8.35

15.31±8.32

16.32±10.65

消失

5

18.12±12.15

20.34±12.31

20.12±13.67

19.36±15.20

好转

注：两组比较 P<0.05。

4

讨

参考文献：

论

支气管哮喘属于哮证的范围，根据中医的相关理论，再

[1]镇忠,罗丽琼,丽卿.平喘汤治疗支气管哮喘的临床疗效观察[J].中国中医

结合长期的临床经验配合而成的药方 [4] 。定哮平喘液有祛痰

药咨询,2011,12(9):56-58

化痰定喘、疏风宣肺利气的功能，不仅可以用于口服，还可

[2]翟瑞庆,翟红运,等.蠲哮平喘汤治疗支气管哮喘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期 42

以通过超声进行雾化吸收，在超声雾化仪起雾量大的情况下，

例临床研究[J].四川中医,2010,12(3):78-80

雾滴的微粒直径<5μm，在吸入的作用下可以直接对终末细支

[3]李希,黄河清,张川林.平喘汤治疗支气管哮喘临床疗效观察[J].实用中医

气管和肺泡起作用，通过重力的沉积，能够发挥出各种药物的

内科杂志,2012,9(7):12-13

作用。通过中药灌肠的方法，利用肺和大肠表里的关系，在肠

[4]尹超.中西医结合治疗支气管哮喘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分析[J].中国医药

[5]

道的药物作用下，对调整紊乱的病理机制有很大的帮助 。通

指南,2012,45(20):582-583

过本次的研究结果表明，定哮平喘液治疗支气管哮喘的临床

[5]张超,王春红.自拟中药汤剂治疗支气管哮喘的临床效果观察[J].中国临床

效果很明显，操作简单，而且没有不良的反应，应该积极推

研究,2012,5(18),104

广。

编辑：李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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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花芩贝煎剂联合阿奇霉素治疗小儿支原体肺炎的
疗效与安全性
Efficacy and safety observation of the Shuanghua Qinbei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azithromycin on treating mycoplasma pneumonia in children
陈玉琴
荥阳，450100）

（河南省荥阳市中医院，河南
中图分类号：R3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0-0083-01

证型：IBD

【摘 要】 目的：探讨双花芩贝煎剂联合阿奇霉素治疗小儿支原体肺炎的疗效。方法：将 156 例小儿支原体肺炎患儿作为研
究对象，分别给予双花芩贝煎剂联合阿奇霉素和单独阿奇霉素治疗。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 92.5%，对照组总有效率 84.2%，两
者对比显著（P<0.05）
。结论：双花芩贝煎剂联合阿奇霉素治疗小儿支原体肺炎的疗效显著。
【关键词】 小儿支原体肺炎；双花芩贝煎剂；阿奇霉素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Shuanghua Qinbei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azithromycin on treating
mycoplasma pneumonia in children. Methods: 156 cases were trea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Shuanghua Qinbei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azithromycin and azithromycin alone.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2.5%,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84.2%,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Effect of Shuanghua Qinbei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azithromycin on mycoplasma
pneumonia in children was significant.
【Keywords】 Mycoplasma pneumonia in children; The Shuanghua Qinbei decoction; Azithromyci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47
对我院收治的 156 例小儿支原体肺炎患儿分别使用阿奇霉

表 1 两组患儿临床疗效对比（n，%）

素以及双花芩贝煎剂联合阿奇霉素进行治疗的临床疗效进行

组别

例数

治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比，探讨双花芩贝煎剂联合阿奇霉素治疗小儿支原体肺炎的

观察组

80

58

16

6

92.5

疗效和安全性，报道如下。

对照组

76

48

16

12

84.2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我院在 2010 年 2 月～2012 年 12 月收治 156 例小儿支原体

3

讨

论

小儿支原体肺炎的临床治疗中主要以阿奇霉素治疗为主，
但是阿奇霉素的广泛使用会增加病原体的耐药性，且大环内酯

肺炎患儿，其中男 66 例，女 90 例，患儿的平均年龄（7.2±2.2）

类的药物对患儿的胃肠道会造成一定影响。在阿奇霉素药物治

岁，随机分为 80 例观察组和 76 例对照组，两组患儿在性别和

疗的基础上联合双花芩贝煎剂进行治疗取得的临床疗效显著，

年龄等资料上无明显差异，具有可比性。

双花芩贝煎剂有化痰止咳、清肺解表和养阴润燥等功效[4]。

1.2 方法

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儿临床疗效的总有效率为 92.5%，

对照组的患儿给予阿奇霉素治疗，使用 10mg/kg 阿奇霉素加

对照组患儿临床疗效的总有效率为 84.2%，观察组患儿临床疗

入到 5%的葡萄糖注射液中进行静脉滴注，治疗疗程为 7d；观察

效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儿，且均无明显的不良反应。双

组患者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联合双花芩贝煎剂进行治疗，药物的

花芩贝煎剂联合阿奇霉素应用于治疗小儿支原体肺炎取得的

主要组成成分包括双花 20g，栝楼 20g，沙参 15g，黄芩 15g，桑

临床疗效显著，能够有效缓解患儿的临床症状，缩短了病程，

叶、杏仁、桔梗、前胡、紫菀、百部和半夏各 10g，甘草 8g，川

提高了临床疗效，没有明显的不良反应，是一种安全有效地临

贝母 7g。用水煎服，分两次进行服用，连续服用 7 天。两组患儿

床治疗方法，值得在临床上广泛推广和使用。

在接受治疗期间停止使用其他的抗生素进行辅助治疗。
1.3 统计学方法
选用软件 SPSS17.0 对观察的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使用 t

参考文献：
[1]廖庆权,刘超平,朱军.应用阿奇霉素与红霉素治疗小儿支原体肺炎的比较

对计量资料进行检验，使用 x2 对计数资料进行检验，
（P<0.05）

[J].中国现代药物应用,2008,10(7):131-132

则表示存在的差异性具有统计学意义。

[2]黄如珍,肖政祥,邓泉珍.不同雾化吸入方式对婴幼儿支气管肺炎治疗方法

2

的影响[J].护理学杂志,2008,15(11):158-159

结

果

两组治疗效果具体数据如表 1。

编辑：李妍 编号：ER-13041203（修回：2013-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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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络效灵丹合芍药甘草汤治疗坐骨神经痛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sciatica with the Huoluo Xiaoling immortality
plus the Shaoyao Gancao decoction
廖伟平
（广东省兴宁市第三人民医院，广东 兴宁，514500）
中图分类号：R32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0-0084-02

【摘 要】 目的：活络效灵丹合芍药甘草汤治疗坐骨神经痛的临床疗效观察。方法：将 60 例坐骨神痛患者随机分为两组，
治疗组 30 例采用活络效灵丹合芍药甘草汤加减治疗；对照组 30 例采用芬必得、维生素 B1、维生素 B12 治疗。结果：以 15d 为 1
个疗程，2 个疗程后统计疗效，治疗组总有效率 93.33%，对照组 63.33%，两组对比，治疗组疗效显著优于对照组（P<0.01）
。
【关键词】 活络效灵丹；芍药甘草汤；坐骨神经痛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clinical effects of the Huoluo Xiaoling immortality plus the Shaoyao Gancao decoction in treating
sciatica. Methods: 6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treated group, 30 for each.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the Huoluo Xiaoling immortality plus the Shaoyao Gancao decoction, while the control was given the fenbid, Vitamin B1 and B12. Results:
15 days for a course, count the effect after 2 courses. The total efficiency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93.33%, 63.33% in the control, the
treated group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P<0.01).
【Keywords】 The Huoluo Xiaoling immortality; The Shaoyao Gancao decoction; Sciatica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48
坐骨神经痛是指坐骨神经通路及其分布区域内（臀部、

芍药甘草汤加减，组成：当归 15g，丹参 15g，乳香 8g，没药

大腿后侧、小腿后外侧和脚的外侧面）的疼痛。坐骨神经痛

8g，芍药 30g，甘草 10g，鸡血藤 30g，威灵仙 20g。随证加减：

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大类。原发性坐骨神经痛原因不明，

呈现刺痛，瘀血为主者，加三七、红花、地鳖虫；胀痛明显，

临床比较少见。继发性坐骨神经痛由于邻近病变的压迫或刺

加枳壳、陈皮、延胡索；呈现冷痛、舌淡苔白，寒重者，加制

激引起，又分为根性和干性坐骨神经痛，分别指受压部位是

川乌、桂枝、细辛；风盛，加羌活、麻黄；着痛明显，以湿邪

在神经根还是在神经干。根性多见，病因以椎间盘突出最常

为主者，加苍术、薏苡仁、独活；热痛、舌苔黄腻，加苍术、

见，其他病因有椎管内肿瘤、椎体转移病、腰椎结核、腰椎

黄柏、忍冬藤；伴见腰膝酸痛无力，加怀牛膝、杜仲、菟丝子；

管狭窄等。干性可由骶髂关节炎、盆腔内肿瘤、妊娠子宫压

疼痛日久，可酌加地龙、全蝎。每日 1 剂，以水浸泡半小时后，

迫、髋关节炎、臀部外伤、糖尿病等所致。本病常可影响或

共煎 2 遍取药汁 1000ml，混合后分早中晚服。

严重影响工作和学习。根据本病的主要症状疼痛、麻木、乏

2.2 对照组
芬必得 0.3g，2 次/d，维生素 B1 片 10mg、维生素 B 1225μg，

力等，一般可归属于中医的“痹证”范畴，有些还归属于中

3 次/d。

医的“痛证”与“痿证”。
1

两组均结合牵引、推拿及针灸方法治疗，以 15d 为 1 疗程，

临床资料

2 个疗程后统计结果。

1.1 一般资料
病例均为本院门诊患者 60 例，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30
例，男性患者 21 例，女性患者 9 例，年龄 25～62 岁，病程 10d～
6 年不等；对照组 30 例，男性患者 20 例，女性患者 10 例，年

3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3.1 疗效标准
基本痊愈症状及体征完全消失，观察 1 年以上未复发者；

龄 23～60 岁，病程 11d～5.5 年不等。

显效：症状及体征基本消失，在明显诱因（受寒、过劳等）后

1.2 诊断标准

感患肢酸困、微痛，半年以上未复发者；有效：症状及体征显
[1]

西医诊断参照《实用内科学》 坐骨神痛常用诊断标准。
[2]

中医诊断参照《中医内科学》 中痹证的诊断。
2

著改善，但仍有发作者；无效：症状及体征略有改善但仍反复
发作或未见好转者。
3.2 治疗结果

治疗方法

2.1 治疗组
采用活血祛瘀通络、缓急止痛之法。方选用活络效灵丹合

表 1 示，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3.33%，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63.33%，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
（下转 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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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感冒后咳嗽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cough after a cold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李宝林
（河南宏力医院，河南 长垣，453400）
中图分类号：R25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0-0085-02

【摘 要】 目的：探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感冒后咳嗽。方法：临床确诊感冒后咳嗽患者 90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
各 45 例，两组患者均应用复方甲氧那明胶囊，治疗组加用止嗽散，治疗时间均为 1 周。结果：治疗组效果优于对照组（P<0.01）。
结论：止嗽散联用复方甲氧那明治疗感冒后咳嗽效果满意。
【关键词】 止嗽散；复方甲氧那明；感冒后咳嗽；中西医结合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icacy on treating cough after a cold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Methods: Clinical diagnosis
cough after a cold patients in 90 cases, and then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eated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ith 45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application of the compound methoxyphenamine ,the treated group add a Zhisou powder, treatment time was 1
week. Results: The effect of the treated group was better than control group (P<0.01). Conclusion: Zhisou powder combined compound
methoxyphenamine treated cough after a cold get satisfactory effect.
【Keywords】 Zhisou powder; Compound methoxyphenamine; Cough after a cold; Integrative medicin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49
感冒后咳嗽是呼吸内科门诊常见病症，表现为上呼吸道感染

产）
，2 粒/次，2 次/d 口服。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加用止嗽散，药

症状缓解后咳嗽迁延不愈，单纯应用西药进行抗炎、止咳等治疗

物组成：紫菀 10g，百部 10g，桔梗 10g，白前 10g，荆芥 6g，

效果欠佳，甚至可发展为慢性支气管炎或支气管哮喘，作者应用

陈皮 6g，甘草 3g，随证加减，兼风热表证去荆芥，加银花 8g，

止嗽散联用复方甲氧那明治疗本病，取得较满意效果，报告如下。

风寒表证未除加防风 8g，痰多加瓜篓 10g，川贝 10g，咽干加

1

麦冬 10g，沙参 12g，声音嘶哑加射干 10g，咽痒加蝉蜕 6g，1

临床资料

剂/d，分两次温服。以上两组用药时间均为 1 周，用药期间忌

1.1 一般资料
自 2009 年 10 月～2012 年 10 月呼吸门诊就诊的 90 例感染
后咳嗽患者，其中男 52 例，女 38 例，年龄 15～52 岁，平均
年龄 33.5 岁，病程 21～43d，平均病程 32d，随机分为治疗组
45 例，对照组 45 例，入选标准下述，两组患者性别、年龄、
病程及咳嗽程度等无显著差异，具有可比性（P>0.05）
。
1.2 入选标准
①患病前有感冒病史，感冒后咳嗽时间>3 周；②肺部听诊
未闻及干湿性啰音，血常规检查正常，胸片肺部无渗出病变；
③无慢性支气管炎、肺结核等其他肺部病史；④常规西药治疗
效果不佳。
2

食辛辣等含刺激食物。
2.2 疗效判定
治愈：咳嗽症状完全消失；好转：咳嗽次数明显减少，程
度明显减轻；无效：咳嗽次数无减少甚至增加，程度无缓解甚
至加重。
2.3 统计学处理
应用 SPSS12.0 软件统计，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 x2 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

果

3.1 疗效比较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治疗 1 周结果对比，治疗组总有效率达 91.11%，
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62.22%，治疗组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

2.1 治疗
对照组应用复发甲氧那明（第一三共制药上海有限公司生

疗效对比有统计学差异（P<0.01，见表 1）
。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对比 [n（%）]
组别

例数

治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45

32（71.1）

9（20.0）

4（8.9）

41（91.1）a

对照组

45

15（33.3）

13（28.9）

17（37.8）

28（62.2）

注：与对照组相比 ax2=10.50，P<0.01。

3.2 不良反应
治疗组 1 例头晕，1 例头痛，3 例恶心，1 例失眠；对照组
2 例心悸、2 例头痛，1 例恶心，停用药物后不良反应症状消失。

4

讨

论

上呼吸道感染是呼吸科常见病症，一般治疗多能痊愈，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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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临床上也有一些患者感冒症状好转后咳嗽持续存在，形成亚急

愈，根据不同合并病证临证加减，效果更佳。动物实验表明，止

性或慢性咳嗽，临床有报道感冒后咳嗽可占到慢性咳嗽的

嗽散可以明显延长小鼠咳嗽潜伏期并减少咳嗽次数[4]。

[1]

6% ，究其原因上呼吸道炎症多由病毒引起，如控制不佳，可

值得一提的是，抗生素往往在门诊用于感冒的治疗，但应

向下蔓延至下呼吸道，引起气管及支气管炎，且病毒感染可能

用抗生素不能改善和治愈上呼吸感染后的咳嗽症状，经常使用

在诸多环节引起气道高反应性[2]，引起气道痉挛，从而导致咳

还可导致细菌耐药发生，甚至引起二重感染，同时也增加了患

嗽迁延不愈，在受凉及吸入冷空气或接触刺激性气体后会更加

者经济负担[5]，本临床观察显示，止嗽散联用复发甲氧那明中

明显，复方甲氧那明由盐酸甲氧那明、那可丁、氨茶碱、马来

西医结合治疗感冒后咳嗽，效果显著，优于单独应用复发甲氧

酸氯苯那敏组成，其中盐酸甲氧那明为肾上腺能受体兴奋剂，

那明（P<0.01）
，且经济方便，副作用小，值得临床应用推广。

可解除支气管平滑肌痉挛，那可丁是外周性止咳药，通过抑制
肺牵张反射起到止咳作用，氨茶碱不但可以松弛支气管平滑

参考文献：

肌，还可通过抑制炎性介质释放使气道高反应性减低，并且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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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靖,罗炜,杨灵,等.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后咳嗽的合理用药[J].新医学,2007,

荆芥、陈皮、甘草等药物组成，其中紫菀、百部止咳化痰，两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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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方应用起到温而不燥，润而不腻，散寒却不助热，解表而不伤
正的作用，共奏宣肺止咳，理气化痰之功，使邪去肺畅，咳嗽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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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n（%）]

4

组别

n

基本治愈

显（有）效

治疗组

30

13（43.33）

对照组

30

6（20.0）

典型病例
患者甲，男，45 岁，2008 年 11 月 10 日诊。由于居所长期潮

湿，患者半月前突然出现下背部酸痛，继则出现右侧臂部及大腿
后侧持续性疼痛，运动后疼痛加剧，遇寒冷刺激而痛甚，夜间发
作性针刺样疼痛，并向腘窝、小腿外侧及趾端放射扩散，且有发
麻感。曾服用扑热息痛、维生素 B1 及中药等，症状无改善。查血
沉 12mm/h，抗“O”<500U，类风湿因子（－）
，X 线片：腰椎
无异常。舌质淡苔白稍腻，脉弦紧。坐骨神经压痛（+++）
，直腿
抬高试验（++++）
，右下肢肌张力下降。诊断为原发性坐骨神经
痛，属中医风寒湿痹。治以活血祛瘀、通络止痛、温经散寒、祛

无效

总有效

15（50.00）

2（6.67）

28（93.33）

13（43.33）

11（36.67）

19（63.33）

畴。其内因多系年高体弱肝肾亏虚，腰椎退行性改变；外因跌
仆损伤劳累过度，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或受风寒湿邪侵袭所引
起脉络瘀阻、气血凝滞，以上是导致坐骨神经痛的诸内外合因[3]。
《内经》曰“不通则痛”。痹证其病机为经络阻滞，气血
运行不畅为主。笔者临床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具有活血祛
瘀、通络止痛之功的活络效灵丹；结合《伤寒论》中有缓急止
痛的芍药甘草汤；加鸡血藤养血活血通络，威灵仙祛风除湿，
疏通经络。根据风、寒、湿邪的偏胜，肝肾亏虚，病程的长短
进行加减。在临床具有疗效高、无副作用、复发率低、安全可
靠等优点，值得在临床中椎广使用。

风除湿为法。方以活络效灵丹合芍药甘草汤加味。处方：当归 15g，

参考文献：

丹参 15g，乳香 8g，没药 8g，芍药 30g，甘草 10g，鸡血藤 30g，

[1]戴自英.实用内科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2040-2041

威灵仙 20g，制川乌 10g（先煎）
，桂枝 10g，细辛 5g，苍术 10g，

[2]张伯臾.中医内科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265-269

薏苡仁 20g。1 剂/d，水煎分早中晚服，结合针灸治疗。进药 4 剂，

[3]尚祖文.中医药治疗坐骨神经痛概况[J].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2001,10(13): 1296

疼痛明显缓解，按原方意加减治疗 10 剂，诸证悉除，活动自如。
嘱其加强患肢功能锻炼，随访 1 年未复发。
5

体

会

坐骨神经痛是一种常见的疼痛综合征，属祖国医学痹证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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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参等中药在皮炎湿疹类皮肤病治疗中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Kushen in treating the skin disease like dermatitis eczema class
张冰凌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广东 深圳，518001）
中图分类号：R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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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苦参等中药在皮炎湿疹类皮肤病治疗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将我院 2010 年 9 月～2012 年 9 月收治的
40 例皮炎湿疹类皮肤病患者随机均分为两组，治疗组采用中药治疗，对照组采用西药治疗，对比分析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与实
验室各项指标。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5%，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70%，两组治疗效果对比 P<0.01，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苦
参等中药治疗皮炎湿疹类皮肤病的效果显著，安全性高，值得临床广泛应用。
【关键词】 苦参；皮炎湿疹类皮肤病；中医辨证
【Abstract】 Objective: To research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Kushen in treating the skin disease like dermatitis eczema class. Methods:
68 patients with dermatitis eczema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September 2010 to September 2012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treated group was treated in TCM.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the modern medicine. To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wo groups with laboratory indicators. Results: In the treated group,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95%.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70%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s were significant (P<0.01). Conclusion: The efficacy of treating the skin disease like dermatitis eczema
class with Kushen was remarkable and safe, worthy of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Kushen; The skin disease like dermatitis eczema class; TCM differenti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50
比。

皮炎湿疹类疾病为非传染性皮肤病，西药疗效不理想，且
[1]

易发作，因此采用苦参等中药治疗较西药更具临床研究价值 。

1.3 疗效判定
很有效：皮肤湿疹无红斑、红疹、水疱、皮肤瘙痒或有抓

现选取我院 2010 年 9 月～2012 年 9 月中药治疗的 20 例患者的
临床资料，并与同期采用西药治疗的 20 例患者进行比较，效

痕等症状显著改善或完全消失，无复发；有效：临床症状减轻，

果较好，现总结如下。

复发率下降；无效：皮肤症状不减或略有加重，复发次数不减。

1

总有效率＝（很有效＋有效）×100%。

资料与方法

1.4 统计学分析

1.1 临床资料

所有患者临床资料均采用 SPSS18.0 统计学软件处理，计

将我院 2010 年 9 月～2012 年 9 月 40 例皮炎湿疹类皮肤病

，计数资料采用 t 检
量资料采用均数加减标准差表示（ x ± s ）

患者均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其中 20 例中药治疗，20 例西药

（P<0.05）为差异具有显著性，具
验，组间对比采用 x2 检验，

治疗，治疗组中男 9 例，女 11 例，年龄 18～45 岁；对照组中

有统计学意义。

男 10 例，女 10 例，年龄 20～40 岁。两组患者各临床资料均

2

无差异性（P>0.05）
，具有可比性。

结

果

治疗组很有效 15 例，
有效 5 例，无效 0 例，
总有效率 100%；

1.2 方法

对照组很有效 8 例，有效 8 例，无效 4 例，总有效率 80%，两

对照组采用西药治疗：0.03%他克莫司软膏涂在患处，2

组治疗效果对比（P<0.01）
，具有统计学意义。

次/d，用药 1 个疗程（1 周）。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加用中药方
剂口服，药用苦参 12g，白芷 15g，苍耳子 10g，白鲜皮 20g，

治疗组治疗后各临床指标有显著改善，对比有统计学意义

三七 18g，黄芩 9g，黄连 9g，黄柏 9g，血虚者可加当归 15g，

（P<0.05）；对照组治疗后各临床指标有显著改善，对比有统

气虚者可加人参 20g，血瘀可加桃仁 5g，红花 5g。1 剂/d，

计 学 意 义 （ P<0.05 ）； 治 疗 组 疗 效 明 显 优 于 对 照 组 ， 对 比

分早晚两次服用，两组患者连续治疗 2 个月，再进行效果对

（P<0.01）
，具有统计学意义，如表 1 所示。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前与治疗后各临床症状对比（ x ± s ）
组别
治疗组

对照组

例数
20
20

时间

CRP（mg/L）

RF（U/ml）

ESR（mm/h）

治疗前

85.2±33.5

172.5±122.5

79.6±35.6

治疗后

33.0±29.8

85.6±55.9

36.4±23.8

治疗前

83.6±32.9

172.6±123.6

78.6±34.6

治疗后

60.8±30.7

92.6±54.6

50.6±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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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采用赤芍、鸡血藤等养血之品，
“津血同源”，因此可不加或

中医认为皮炎湿疹类皮肤病有诸多证型，病机虽不同但都
表现形式都相同。常用药物有苦参等[2]。
湿热型皮炎湿疹类皮肤病除主要表现外，还有皮肤渗液不
止等症状，采用苦参等药物；风热证皮炎湿疹类皮肤病发病时
隐时现、遇热加重、有风团，可用金银花、连翘等药物；风湿
型呈水疱、糜烂，伴有舌质淡等症状常用药物有苍耳子、苦参、
防风、龙胆草、茵陈；血虚风燥型多呈皮肤粗糙、皮质较厚等，
可使用当归、熟地等药物进行治疗；脾虚血燥型和脾虚湿盛型
都有四肢倦怠乏力、食少等脾虚表现，不同的是前者有皮肤干
燥欲裂、口燥咽干等表现，后者以皮疹渗出物多、缠绵难愈为

少加滋阴之品，后者在使用健脾药的同时，采用除湿之品，如
茯苓、泽泻等效果会更显著[3]。本研究表明，应用苦参等中药
组方治疗皮炎湿疹类皮肤病疗效显著，有效率高达 100%，值
得临床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金力.经典代表方剂及经验方剂在湿疹皮炎类疾患中的临床运用体会[J].
实用皮肤病学杂志,2008,1(3):178-179
[2]陈玉堂.浅谈湿疹的中医辨证治疗[J].按摩与康复医学.2011,2(10):189
[3]贾敏,胡佩斯.中医治疗皮肤病漫谈[N].贵阳中医学院报.2005-10,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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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伴有舌苔胖大有齿痕，都可用茯苓、白术等药物健脾，同

舒心口服液治疗气血两虚型室性早搏的疗效观察
Effect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Qixue Liangxu premature ventricular
contractions with Shuxin oral solution
郝亚静 邵 静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河南 郑州，450000）
中图分类号：R5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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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舒心口服液治疗气血两虚型室性早搏的疗效。方法：将 40 例室性早搏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舒心口
服液）20 例和对照组（胺碘酮）20 例，治疗 6 周，比较两组动态心电图和临床症状情况。结果：室性早搏疗效总有效率治疗组为
80.0%，对照组为 70.0%，两组比较差别有统计学意义；中医症状、体征改善总有效率治疗组为 85.0%，对照组为 75.0%，两组比
较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结论：舒心口服液对改善气血两虚型室性早搏症状具有良好疗效，且无明显不良反应，临床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舒心口服液；气血两虚；室性早搏；胺碘酮；疗效观察
【Abstract】 To observe efficacy of Shuxin oral solution in treating Qixu Liangxu premature ventricular contractions. Methods: 40
premature ventricular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20 for Shuxin oral solution, 20 for Amiodarone, comparing the
electrocardiogram and clinical symptoms after 6 weeks.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80.0%, while another was
70.0%,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nclusion: Shuxin oral solution had significant effects on improve Qixue Liangxu premature
ventricular contractions, with no significant adverse reactions, worthy a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Shuxin oral solution; Qixue Liangxu; Premature ventricular contractions; Amiodarone; Clinical observ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51
室性早搏是一种最常见的心律失常，轻者可无明显症状或仅

害、哮喘、呼吸功能衰竭、急性心力衰竭、严重窦缓及房室传

感心悸气短、失眠乏力、胸闷不适等，严重时可影响患者血流动

导阻滞者、明显低血压和休克、由洋地黄中毒及电解质紊乱引

力学稳定，甚至引起猝死。临床常用的抗心律失常药物均有一定

起的室性早搏患者；并排除 Lown 分级在 4B 级以上者。中医：

的致心律失常副作用，发生率约 5%～10% 。因此，合理选用抗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3]的心悸证确定，辨证为

心律失常药物控制室早很重要。笔者应用中成药制剂舒心口服液

气血两虚，自觉心中悸动，惊慌不安，不能自主，气短乏力，

治疗室性早搏（气血两虚型）20 例，取得较好疗效，现介绍如下。

神疲懒言，胸闷，汗出，头晕目眩，失眠健忘，面色不华，舌

[1]

1

质淡，舌苔薄白，脉细弱或结代。本研究病例均符合以上中西

资料与方法

医诊断标准。

1.1 入选标准

1.2 一般资料

西医：室性早搏诊断标准参照《实用内科学》第 10 版制
[2]

[2]

订 ，室性早搏分级采用 LownWoff 法 。排除严重肾功能损

选取 2010 年 12 月～2012 年 8 月我院门诊及住院符合室性
早搏诊断的患者 40 例。其中男 22 例，女 18 例。年龄 4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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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为（56±13）岁；冠心病 24 例。并随机分为舒心口

1 例，恶心 2 例，血压降低 1 例，感头晕症状者 2 例。两组不

服液治疗组 20 例及胺碘酮对照组 20 例两组，两组体重、年龄、

良反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

性别、曾用相关药物及相关检查指数等方面计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P>0.05）
。

3

讨

论

近年来，抗心律失常药物广泛用于临床，但临床上常用的

1.3 方法
治疗组给予舒心口服液（由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制

抗心律失常药物，对患者的肝肾功能和甲状腺功能都有不同程

剂室提供）口服，10ml/次，3 次/d 口服。对照组给予口服胺碘

度的影响。胺碘酮属 III 类抗心律失常药物，能抑制心律失常，

酮 100mg/次，3 次/d，两周后改为 1 次/d。两组对原发病的用

降低死亡率，被广泛应用于临床。但其半衰期长，中毒量与治

药不变，疗程均为 6 周，均于服药后每周复查心电图 1 次，6

疗量在个体上的差异很大，又可引起心动过缓、房室传导阻滞、

周后复查动态心电图，同时观察症状的改善情况，就检测结果

尖端扭转性室速，长期服用还可引起甲状腺功能障碍、角膜色

进行统计分析，对比两组间药物疗效。

素沉着、肺纤维化、共济失调等不良反应[4]。我国传统的中医

1.4 疗效判定标准

中药在某些慢性疾病及疑难杂症中具有独到之处。
室性早搏在祖国医学上归属于“心悸”
、
“怔忡”范畴。心

1.4.1 治疗后 24h 动态心电图检测
显效：室性早搏次数较治疗前减少>90%，胸闷、心悸、

悸病位在心，涉及脾、肾；病机多虚实相兼，而以虚为主。笔

头晕等临床症状消失或改善明显；有效：室性早搏次数较治疗

者在临床观察中发现其病机以心之气血不足为主者多，为心气

前减少>50%，临床症状大部分消失或缓解；无效：室性早搏

虚不能主血脉，心血虚不能养心神所致，其病变在心，从脉象

次数较治疗前减少<50%，临床症状改善不明显或加重。

看，脉细弱且脉律多不齐，辨证多为气血两虚。本研究所用的

1.4.2 症状疗效判定标准

具有抗心律失常作用的中成制剂舒心口服液，其组方是由古方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3]制定。临床痊愈：

炙甘草汤、酸枣仁汤综合化裁而来，具有补益气血、养心安神、

原有症状、体征基本消失，总积分减少≥90%以上；显效：原

定悸复脉之功能。方中以红参为君，辅以苦参、远志、甘草、

有症状大部分消失或明显减轻，总积分减少≥70%；有效：原

柏子仁、酸枣仁、珍珠母等药物。其中红参取其益气复脉之功；

有症状较治疗前减轻，总积分减少在 30%～70%之间；无效：

苦参苦寒清热，除烦定志，可制约补益之剂，易于气壅生热之

原有症状无好转，总积分减少<30%。

弊；远志、酸枣仁宁心安神；柏子仁养心安神；珍珠母平肝、

1.5 观察指标

潜阳、定惊；甘草益气解毒，调和诸药。现代药理研究证实[5]：

用药前后检测血、尿常规，肝、肾功能，电解质，血脂，

炙甘草具有强心利尿、抗休克、抗心律失常作用，可降低异位

血糖，胸片，心电图、动态心电图等。记录血压、心率等一般

起搏点的兴奋性；人参能改善房室传导功能，调节心率、抑制

体征及服药期间出现的不良反应。

室性心律失常出现；苦参的主要成分氧化苦参碱可抑制钠、钙

1.6 统计学方法

离子通道，临床报道其能降低心肌自律性、传导性，稳定心肌

将统计数据采用统计学软件 SPSS13.0 进行统计学处理，
2

细胞膜电位，具有显著抗心律失常作用[6]。综上所述，舒心口

两组率比较用 x 检验，计量资料比较用 t 检验，P<0.05 为有显

服液以补立法，补而不滞，诸药相合可达气血足，血脉充，悸

著性差异。

可定，脉可复。

2

结

本研究通过观察舒心口服液对室性早搏（气血两虚型）的

果

影响，结果表明效果明显，且不良反应少，为室性早搏的治疗

2.1 两组间室性早搏疗效比较（见表 1）

提供了安全有效的方法。

表 1 两组室性早搏疗效比较 [n（%）]

参考文献：

组别

n

基本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20

1

11

4

4

80.0

对照组

20

1

9

4

6

70.0

[1]叶任高,陆再英.内科学[ M].5 版.北京:中国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213
[2]陆再英,钟南山,谢毅,等.内科学[M].7 版.北京:中国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
204-210

注：两组室性早搏疗效比较，P<0.05。

[3]郑筱萸.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2:

2.2 两组中医症状、体征疗效比较（见表 2）

68

表 2 两组中医症状、体征疗效比较 [n（%）]

[4]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中华心血管杂志编辑委员会,抗心律失常药物

组别

n

临床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20

2

12

3

3

85.0

对照组

20

1

10

4

5

75.0

注：两组中医症状、体征疗效比较，P<0.05。

治疗专题组.抗心律失常药物建议[J].中华心血管杂志,2001(6):331
[5]徐晓平,彭成,卞寒敏.中药药理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0:63,
169,307
[6]周强,庄玉兰,陈迈.心可舒为主治疗快速心律失常临床观察[J].中医药学刊,
2005,10(10):1924

2.3 不良反应
治疗组患者恶心 1 例，对照组患者发现 II 度房室传导阻滞

编辑：张红敏 编号：EA-13011170（修回：2013-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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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平左金汤治疗胆汁反流性胃炎 68 例
Treating 68 cases of bile reflux gastritis with the Chaiping Zuojin decoction
牛胜利
（河南省鹤壁市中医院，河南
中图分类号：R573.3

鹤壁，458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0-0090-02

证型：IDBG

【摘 要】 目的：探讨柴平左金汤治疗胆汁反流性胃炎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136 例胆汁反流性胃炎患者随机分为观察
组和对照组各 68 例，对照组给予西药治疗，观察组给予中药柴平左金汤加减治疗，2 个疗程后对比治疗结果。结果：观察组治
愈率 29.41%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11.77%，总有效率 97.06%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0.59%，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均
未出现明显药物相关不良反应。结论：柴平左金汤治疗胆汁反流性胃炎，疏肝利胆为，健脾和胃，扶正祛邪，可促进胃肠黏膜
恢复，抑制胃肠返流，疗效优异，值得临床进一步研究推广。
【关键词】 柴平左金汤；胆汁反流性胃炎；多潘立酮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Chaiping Zuojin decoction in treating bile reflux gastritis. Methods:
To divide 136 patients into control and treated group, 68 for each, the control was taken routine modern medicine therapy and the treated
was taken TCM, to compare clinical efficacy after 2 courses. Results: The curing efficiency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29.41%, better than
11.77%, the total efficiency is 97.06%, better than 70.59%,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Chaiping Zuojin
decoction was effective in treating bile reflux gastritis and could perform lots of protecting function.
【Keywords】 The decoction of Chaiping Zuojin; Bile reflux gastritis; Domperidon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52
胆汁反流性胃炎是一种常见、多发特殊性慢性胃炎。目前

组成：柴胡 15g，黄连 30g，吴茱萸 5g，党参 15g，黄芩 12g，

西药治疗以对症治疗为主，疗效欠佳，笔者近年来以柴平左金

白芍 15g，苍术 12g，海螵蛸 12g，煅瓦楞 12g，甘草 9g。随证

汤治疗胆汁反流性胃炎患者 68 例，疗效满意，现总结报告如

加减：寒甚者加乌药 9g，热甚者加栀子 12g，胀甚者加砂仁 12g，

下。

痛甚者加延胡索 12g。1 剂/d，水煎 400ml 早晚分两次于饭后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温服。两组均 30d 为 1 个疗程，1 个疗程结束后对比治疗结果，
并观察药物相关不良反应评估用药安全性。
1.4 疗效判定

将我科自 2010 年 10 月～2012 年 10 月期间收治的 136 例

根据治疗后症状、胃镜检查参考姜敏 [2] 学者研究制定：

胆汁反流性胃炎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68 例，所有

治愈：症状消失，胃镜示病灶消失，无胆汁返流；显效：症

患者均根据病史、体征及胃镜检查确诊，符合《慢性胃炎的中

状基本消失，胃镜示胃黏膜少量充血，胆汁返流明显减少；

西医结合诊治方案》[1]中关于胆汁反流性胃炎的西医诊断标准

有效：症状明显改善，胃镜示病灶有所减轻，胆汁返流有所

及肝胃不和证的辨证依据。对照组：男 43 例，女 25 例；年龄

减少；无效：未达到上述标准。治愈、显效、有效之和为总

24～71 岁，平均（39.4±6.3）岁；病程 2 个月～8 年，平均

有效。

（2.1±1.3）年。观察组：男 42 例，女 26 例；年龄 25～72

1.5 统计学方法

岁，平均（39.7±6.5）岁；病程 2 个月～9 年，平均（2.3±1.4）
年。两组一般资料无显著性差异，具有可比性（P>0.05）
。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同意本组治疗方案；②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①肿瘤；②伴有其他慢性胃病；③妊娠、哺乳期
妇女。
1.3 治疗方法

所得资料应用 SPSS15.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
以均数±标准差（ x ± s ）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
（P>0.05）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疗效对比

对照组给予：①多潘立酮片（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国

两组患者均治疗 1 个疗程后，观察组治愈率 29.41%明显高

药准字 H10910003）
，餐前口服，10mg/次，3 次/d；②铝碳酸

于对照组的 11.77%，总有效率 97.06%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镁片（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H20013410），餐后

70.59%，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具体数据见表 1。

嚼服，1g/次，3 次/d。观察组给予柴平左金汤加减治疗，方药

（下转 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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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小儿病毒性心肌炎疗效观察
Effect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viral myocarditis in children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常 玲
（河南省扶沟县人民医院，河南 扶沟，461300）
中图分类号：R54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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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中西医结合治疗小儿病毒性心肌炎的临床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78 例病毒性心肌炎患儿的临
床资料，根据患者的治疗方法差异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分别采用中西医结合及常规方法进行治疗，比较两组患儿治疗之后的临
床疗效，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研究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临床疗效。结果：治疗完成之后治疗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与对照组具有显
著统计学差异，（P<0.05），患儿的体征消退较短，症状改善非常明显，临床疗效显著。结论：在临床小儿病毒性心肌炎患者的治
疗当中，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进行治疗可以有效提高患者治疗效果，临床上值得进行推广使用。
【关键词】 中西医结合；小儿病毒性心肌炎；疗效观察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clinical effects of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on treating viral myocarditis in children. Methods：
Clinical data of 78 patients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in our hospital. Patients based o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and conventional
methods of treatment were divided into treated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comparing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to study clinical
effects of integrative medicine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the two groups (P<0.05), it can
obviously relieved the symptom, and have a significant clinical effects. Conclusio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therapy had significant effect
on treating children with viral myocarditis, worthy of a wide application.
【Keywords】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Children with viral myocarditis; Clinical observ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53
病毒性心肌炎是儿科门诊当中的常见病症，单纯常规西医

1.2 治疗方法

治疗时患者的体征及疗效也较为理想，但患者在治疗中容易出

对照组采用单纯西药治疗，使用 5%果糖 50ml 静脉滴注，

现各种并发症，如患者药物使用禁忌，自身抗体等，造成患者

1 次/d，连续治疗 2 周，具有急性期感染患者采用穿琥宁针剂

治疗效果不明显等问题。本文针对该病症的临床治疗进行分

10mg 加入 CS 静脉滴注，1 次/d，连用 2 周，患者心悸等症状

析，同步选用中医结合西医进行治疗，研究不同方法下患者的

加重时，采用复方丹参滴丸 2～5 粒，3 次/d，使用 4 周。治疗

临床效果，详细报道如下。

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同步采用方剂治疗，选用苦参、丹参、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研究选取我院 78 例小儿病毒性心肌炎患者的临床资料，
其中男性患者 42 例，女性患者 36 例，年龄在 2～13 岁之间，

玄参、赤芍、灸甘草、生地黄、麦冬、金银花、紫苏叶等水煮
煎服，2 次/d[2]。治疗期间对患者进行动态监测，当出现异常时
及时进行处理治疗，完成治疗后将患者的治疗效果进行统计分
析，比较患者疗效差异。
1.3 疗效标准

平均年龄 6.8 岁，主要的临床表现为乏力、心悸、面色苍白、

研究按照临床病毒性心肌炎的治疗标准进行划分，分为治

胸闷、憋气或胸痛、头晕、多汗症状，部分患者出现四肢发凉、

愈（症状消失，心电图正常，指标恢复正常）、显效（体征好

晕厥等情况，多数患者在发病前具有病毒感染史，并发有咽红

转，心电图机其它检测结果明显好转）和无效（体征变化不明

肿痛、咳嗽、发热、肌肉疼痛、舌红、苔黄、脉数结代或促。

显，检测结果无变化，患者病症出现加重等情况）
。

78 例患者均进行心电图检测，检测结果异常，其中窦性心动过

1.4 统计学方法

速 56 例，过缓 12 例，室性早搏 8 例，房性早搏 3 例。所有患
者均具有心肌酶升高或肌酸激酶同功酶升高。通过临床确诊，
78 例患者据年符合小儿病毒性心肌炎诊断标准和病毒性心肌
炎的辨证标准[1]，研究将 78 例患者按照治疗方法分为治疗组和

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数据采用 SPSS17.00 统计学软件处
理，采用 t 检验，以 P<0.05 为具有统计学差异。
2

结

果

对照组，治疗方法患者与患者家属同意后确认，其中治疗组 39

两组治疗顺利，治疗过程没有出现严重并发症及不良反应

例，对照组 39 例，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无统计学意义，患

情况出现，治疗组患者出现 15 例恶心、呕吐症状，属于中药使用

者的病史情况等无差异，P>0.05。

过程的常见反应，没有通过治疗，患者 1h 内恢复正常，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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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不影响治疗。对照组患者完成治疗后的治疗效果与治疗组形成显

疗效果不明显。从中医辨证角度来看，这种病症是由于湿热疫

著统计学差异，
（P<0.05）
，患者治愈数量较少，患者及患者家属

毒内侵，造成患者心脉阻塞，损耗患者的阴气，形成患者心脉

对治疗的效果不是非常满意，详细比较情况（见表 1）
。

不畅，按照辨证治疗，给予患者清心解毒、益气养阴、活血通
脉进行治疗，可以对患者的病症进行有效的治疗[3]。

表 1 两组患者完成治疗后的疗效比较
组别

n

治愈

显效

无效

有效率

治疗组

39

22

14

3

92.31%

对照组

39

14

13

12

69.23%

<0.05

>0.05

<0.05

<0.05

P值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及病史无统计学意义，患者的治疗效果
却出现了非常大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治疗组与对照组的治
疗有效率差异（P<0.05）
，非常显著，说明在患者的治疗期间，
中医介入治疗的效果非常明显，远远优于单纯西医治疗。而从
两组疗效的差异，我们可以证实，小儿病毒性心肌炎在治疗期

研究对治疗组与对照患者及家属均进行了回访，结果治疗患

间可以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选取西医的快速治疗及中医的

者及家属对治疗的满意度为 33/39，84.62%，而对照组为 19/39，

深入调节治疗相结合，提升患者的临床疗效，值得在儿科治疗

为 48.72%，两组患者的满意度差异较大，P<0.05，非常显著。

时进行推广使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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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疗效对比 [n（%）]
组别

n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

68

8（11.77）

24（35.29）

16（23.53）

20（29.41）

48（70.59）

28（41.18）

18（26.47）

2（2.94）

66（97.06）

△

68

观察组
△

2

20（29.41）
△

▲

2

▲

▲

注：与对照组对比， x ＝5.4418， P<0.0.5； x ＝15.6715， P<0.05。

2.2 安全性
两组治疗期间均未出现明显药物相关不良反应。
3

讨

论

胆汁反流性胃炎是胃肠抗反流机制减弱，十二指肠过度胃

邪，标本兼治，通则不痛。本组数据显示，观察组不仅总有效
率高达 97.06%，且治愈率达 29.41%，均明显优于对照组，且
安全性分析发现治疗期间未出现明显药物不良反应，说明柴平
左金汤可促进胃肠粘膜恢复，抑制胃肠返流，疗效确切，安全
可靠。现代药理研究证实，本方中柴胡、黄连具有利胆之效，

返流，内含胆汁及碱性内容物损伤胃黏膜，出现以恶心、反胃、

且可兴奋胃肠平滑肌，党参可改善胃黏膜屏障，减少胃黏膜损

烧心、呕吐等为主要临床症状的慢性胃炎[3]。目前西药对其治

伤[5]，进一步揭示了本方的作用机制，佐证疗效确切。

疗策略以改善胃肠动力、结合胆汁为主，这些药物可有效中和

总之，柴平左金汤治疗胆汁反流性胃炎，疏肝利胆，健脾

胃酸，减轻胃肠反流，改善症状，但对胃肠粘膜修复效果较差。

和胃，扶正祛邪，可促进胃肠黏膜恢复，抑制胃肠返流，疗效

本组数据显示，对照组虽然总有效率达 70.59%，但治愈率仅

优异，值得临床进一步研究推广。

11.77%，疗效较为局限。
胆汁反流性胃炎在中医学中属于“胃痛”
、
“反胃”、
“吐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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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膝关节滑膜炎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knee synovitis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孙 平 戴新平 厚 晔
（静宁县中医院，甘肃 静宁，74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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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中西医结合治疗膝关节滑膜炎的疗效。方法：将 104 例膝关节滑膜炎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 52
例采用综合疗法，必要时给予对症处理。治疗组 52 例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中药热敷治疗。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4.23%。对
照组总有效率为 82.69%。两组疗效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治疗组优于对照组。结论：中西医结合治疗膝关节滑膜
炎疗效较好。
【关键词】 膝关节滑膜炎；中西医结合；祛瘀；通络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in treating knee synovitis. Methods: 104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2 groups. In the control 52 patients were given the multi-therapy. In the treated group external application of
TCM medicine were applied more than the control. Results: In the treated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94.23%, it was 82.69% in the control.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CM is more effective than modern medicine therapy solo.
【Keywords】 Knee synovitis; Integrative medicine; Quyu; Tongluo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54
我院骨科自 2010 年 9 月～2012 年 9 月对 52 例膝关节滑膜
炎患者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取得较好疗效，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内，用酒喷湿加热至 40℃摊平敷于患处，外置热水袋以便加热
保温，敷 40min，2 次/d，15d 为 1 个疗程。部分患者局部出现
潮红属正常现象，不必停用。局部出现红斑、皮疹应停止中药
外敷治疗。

1.1 诊断标准
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1]制定。
外伤史或劳损史；膝关节酸痛，关节活动受限，关节肿胀，活

治疗期间两组均减少膝部负重及活动。应适当休息，抬高
患肢。

动增加后症状较明显；浮髌试验阳性，关节穿刺为淡粉红色液；

3

X 线：可有关节间隙增宽或两侧不等。

3.1 疗效标准

1.2 一般资料

疗效标准及治疗结果

治愈：膝关节肿胀、疼痛消失，膝关节活动正常，随访 1

2010 年 9 月～2012 年 9 月 104 例，已确诊为膝关节滑膜

年以上无复发；显效：膝关节肿痛消失，活动基本正常，但劳

炎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两组。治疗组 52 例，男性

累后仍有轻度疼痛，能坚持工作；有效：膝关节肿痛减轻，关

30 例，女性 22 例；年龄 17～68 岁，平均（40.1±13.0）岁；

节活动功能改善，轻度受限，劳累后症状加重；无效：症状无

病程最短 4d，最长 2.5 年。对照组 52 例，男 29 例，女 23 例；

改善或加重。

年龄 17～70 岁，平均（41.0±12.9）岁；病程最短 3d，最长 2

3.2 治疗结果
治疗组痊愈 30 例，显效 10 例，有效 9 例，无效 3 例，总

年。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病程等方面经统计学处理，差异
无显著性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2

治疗方法

2.1 对照组
采用综合疗法：疼痛明显者给与消炎止痛药；关节积液较

有效率为 94.23%。对照组痊愈 20 例，显效 11 例，有效 12 例，
无效 9 例，总有效率为 82.69%。两组疗效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意义（P<0.05）
，治疗组优于对照组。
5

讨

论

多者在无菌操作局麻下抽出积液，抽液后用弹力绷带加压包

膝关节滑膜炎是骨科常见病，是关节滑膜受到急性创伤或

扎，根据渗出情况 1 周后可重复 1 次；若合并感染，实验室检

慢性劳损等刺激而产生的无菌性炎症反应，是多种关节内损伤

查白细胞增高者，给予抗菌素治疗。

所造成的一组症候群。病理表现为滑膜充血、水肿和中性粒细

2.2 治疗组

胞浸润。关节腔之间渗透压改变，组织液的分泌与吸收失衡，

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中药（急性损伤 24h 后）热

产生大量渗出液，同时炎性物质刺激，反过来加重滑膜水肿，

敷治疗。处方：当归、川芎、丹参、没药、红花、赤芍、独活、

关节内压增高，静脉及淋巴回流受阻，形成恶性循环[2]。如不

秦艽、炮附子、肉桂、枳壳各等份研末，取 200g 装入纱布袋

及时处理，晚期可发生滑膜肥厚、关节内粘连和软骨变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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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中医属“痹证”
、
“瘀证”范畴。由于跌打损，或外邪入侵等因
素使经脉不畅，气血受阻，痰湿血瘀积而发病。故瘀阻是本病
的主要矛盾。方中当归、川芎、丹参、没药、红花、赤芍活血
祛瘀，通络止痛；独活、秦艽燥湿化痰，散结消肿；附子、肉
桂、积实、木香温通经脉，行气止痛。诸药合用达到祛瘀消肿，
通络止痛的作用。热敷能协同活血化瘀药使局部血管可扩张，
促进血液循环，加快积液吸收，达到消除滑囊内滑膜炎症作用。
本观察表明，在综合治疗的同时，加用中药热敷治疗膝关节滑
膜炎，在促进炎性病变消退、加快临床症消、减少复发方面优

参考文献：
[1]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S].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197
[2]王会玉,蔡旭霞,孙华堂.中西医结合治疗膝关节滑膜炎 90 例[J].中国民间
疗法,2010,18(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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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配合分子靶向药物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
临床研究
Clinical research on treating NSCLC in TCM plus molecular targeted medicine
林奕堂
（广东省台山市中医院，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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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山，52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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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益气养阴化痰解毒中药配合分子靶向药物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临床效果。方法：60 例非小细胞肺癌
患者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采用中医药联合吉非替尼治疗，对照组单用吉非替尼，观察两组治疗效果，临床症状及不良反应。结
果：观察组患者病情控制率显著、临床症状改善情况显著优于对照组（P<0.01）；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较对照组低（P<0.05）。
结论：益气养阴化痰解毒中药配合靶向药物治疗非小细胞肺癌效果较好，不良反应率发生低。
【关键词】 非小细胞肺癌；中医药治疗；益气养阴化痰解毒；分子靶向药物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TCM plus molecular targeted medicine in treating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Methods: 6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in TCM plus gefitinib,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gefitinib alone, the effect, the clinical symptoms and adverse reactions of both groups were observed. Results:
The patient’s condition control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clinical improvement of symptoms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1);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effects
of TCM plus molecular targeted medicine were good, adverse reaction rates low.
【Keywords】 NSCLC; TCM treatment; Yiqi Yangyin Huatan Jiedu decoction; Molecular targeted medicin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55
非小细胞肺癌（NSCLC）是常见的肿瘤之一，死亡率颇高。

肿穿刺取病理或胸腔积液，心包积液，细胞学检查与 CT 影像

以往在 NSCLC 的放化疗中患者而极易出现免疫功能低下和毒

学检查确诊为非小细胞肺癌，具有可测量的靶病灶。PS 评分 0

副作用。一直以来，临床都采用中医药改善患者临床症状，调

分 19 例，2 分 17 例，3 分 16 例，4 分 8 例。按照入院先后顺

节免疫功能。近年来，靶向药物 EGFR-TKI 的诞生不但提升了

序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两组患者在性别构成、

治疗效果，且简化了治疗操作，降低毒副反应对患者的伤害。

年龄、病理类型、PS 评分等方面均无显著性差异，具有可比

我科采用吉非替尼联合中医药治疗 NSCLC60 例，取得了较好

性（P>0.05）
。

的效果。现将其报告如下。

1.2 纳入及剔除标准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连续收集 2010 年 1 月～2011 年 2 月期间在我院门诊或住

纳入标准：①符合西医诊断标准和中医辨证标准；②预计生
存期>2 个月。剔除标准：①妊娠、哺乳期妇女；②患有心肝肾或
造血系统原发疾病及其功能严重障碍，精神病患者以及糖尿病等
代谢性疾病者；③并发门脉高压、消化道出血、消化道梗阻及其

院部接受中医药联合分子靶向药物治疗的 60 例非小细胞肺癌

它器质性病变；④不符合纳入标准，不能按规定用药者。

患者相关资料，男性 28 例，女性 32 例；年龄 31～70 岁，平

1.3 治疗方法

均年龄 53.1 岁。全部患者均经纤维支气管镜检查或 CT 导引皮

对照组口服吉非替尼 250mg/d，每日晨间餐后 1h 温水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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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接受中医抗肿瘤治疗，根据肺癌中医辨

个月后再次进行 CT 扫描评估。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制

证分型采取不同的治疗方式。气虚痰湿型应用六君子汤合瓜蒌半

定的《实体肿瘤近期疗效分级标准》
：完全缓解（CR）
、部分缓

夏汤加减：半夏 12g，陈皮 6g，党参 20g，白术 15g，茯苓 20g，

。
解（PR）
、稳定（SD）及进展（PD）

炙甘草 6g，瓜蒌 15g，苡仁 30g；阴虚毒热型应用沙参麦冬汤合

1.5 中医辨证标准

五味消毒饮加减：沙参 30g，麦冬 30g，生甘草 6g，天花粉 18g，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

蒲公英 30g，野菊花 30g，白花蛇草 30g；气阴两虚型应用生脉散

则》中相关规定，辨证为瘀毒内结证。

合百合固金汤加减：党参 20g，麦冬 30g，五味子 10g，生黄芪

1.6 统计学处理
全部数据采用 SPSS15.0 软件进行处理，x2 检验。

20g，太子参 30g，白术 15g，云苓 20g，桑椹子 15g，淮山药 20g；
气滞血瘀型应用血府逐瘀汤加减：生桃仁 15g，枳壳 12g，柴胡
12g，桔梗 12g，丹皮 15g，延胡索 15g，香附 15g，姜黄 15g。治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病灶的变化

疗期间两组患者禁止应用其他类对本病有影响的药物。

治疗后随访 16 个月，观察组患者病情控制率 86.7%，显著

1.4 评价标准
全部患者服药前螺旋 CT 扫描确定病灶基线大小，服药 6

高于对照组的 56.7%，两组差异具有显著性（P<0.01）
。

表 1 两组治疗前后病灶变化比较 [n（%）]
分组

n

CR

PR

SD

观察组

30

0

9（30.0）

17（56.7）

4（13.3）

86.7

对照组

30

0

5（16.7）

12（40.0）

13（21.7）

56.7

2.2 两组治疗前后症状的变化

咳嗽
胸痛
咯血

展。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的不断发展，癌症治疗能够达到针

分组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30

21

5

4

86.7

对照组

30

13

6

11

63.3*

观察组

30

14

9

7

76.7

5

15

50.0

*

上常用的靶向药物主要针对 EGFR，其中最典型的为吉非替尼、
厄洛替尼等药物。吉非替尼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
制剂，是以表皮生长因子 EGFR 为靶点，与 ATP 竞争性结合
EGFR 酪氨酸激酶 TK 催化区的结合位点，抑制表皮生长因子

30

10

观察组

30

19

8

3

90.0

磷酸化，阻断下游信号，从而达到抑制细胞增殖、血管生成的

对照组

30

9

8

13

56.7*

目的，同时可防止肿瘤扩散和远处转移。本组中观察组病情控

注： P<0.01。

2.3 不良反应
观察组治疗期间出现皮肤瘙痒、皮疹 3 例（10.0%）
；腹泻
2 例（6.7%）
，不良反应发生率 16.7%。全部未经特殊处理，自
行缓解。对照组皮疹 4 例（13.3%）
，腹泻 5 例（16.7%）
，间质
性肺炎 1 例（3.3%）
，不良反应发生率 33.3%。两组不良反应
发生率相比无显著性差异（P<0.05）
。
讨

对其特异性分析或信号转导通路进行靶向治疗[2-3]。目前，临床

对照组

*

3

病情控制率

长期化疗，因此患者对放化疗的耐受性问题直接阻碍治疗的进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症状的变化比较 [n（%）]
项目

PD

论

中医认为，肺癌的发生为“邪积胸中，阻塞气道，气不宣
通，为痰，为食，为血，皆与正相搏，邪既胜，正不得而制之，
遂结成形面有块”。可以说，虚、瘀、痰、毒是贯穿于肺癌的
整个发生过程，其中脾肺气虚是发病的基础，而瘀、痰、毒是
肺癌发生的必须条件。中医辨证治疗可在发病源头上进行治
疗，改善临床症状，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1]。

制率为 86.7%，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56.7%。同时，观察组患者
咳嗽、胸痛及咯血等临床症状的改善情况优于对照组。提示中
药联合吉非替尼可提高治疗效率，改善临床症状。治疗期间，
观察组患者皮疹、腹泻等不良反应发生率 16.7%。而对照组则
为 33.3%，即中药治疗可降低不良反应的发生。
综上，中医联合吉非替尼治疗非小细胞肺癌效果较好，不
良反应发生率低。然而与吉非替尼的长期联用是否会产生耐药
性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张学民,周永明,钱刚,等.中药配合化疗治疗中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临床研
究[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10(5):77- 79
[2]刘洋,吴荣.非小细胞肺癌化疗及分子靶向治疗药物的研究进展[J].实用药
物与临床,2009,12(4):272-275
[3]陈小东.非小细胞肺癌靶向治疗药物的研究进展及其临床应用[J].世界临
床药物,2010(11):691-697

以往对于癌症的治疗主要依赖于化疗放疗，然而肺癌患者
以老年人居多，难以耐受。同时癌症患者的身体状况不宜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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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棉法拾遗
Discussion on cotton cushioning method
高永昌 刘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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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应用中医外治垫棉法，治疗头皮撕脱伤、腘窝囊肿、微创腋臭切除术、腹壁切口皮下脂肪液化及小儿交通
性鞘膜积液。方法：用乱纱布打包或中药袋压迫，不放引流，治疗有袋及腔隙诸证。结果：可缩短疗程，又事半功倍之效，值得
推广。
【关键词】 垫棉法；头皮撕脱伤；腘窝囊肿；腋臭；腹壁切口；皮下脂肪液化；小儿交通性鞘膜积液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cotton cushioning method on treating scalp contusion, popliteal cyst,
micro-raumatic hircismus resection, liquification of subcutaneous fat under the kerf of abdominal wall and infantile congenital hydrocele of
tunica vaginalis. Methods: To pack with etamine or oppress with TCM bag. Results: This method was effective and worthy of a wide
application.
【Keywords】 Cotton cushioning method; Scalp contusion; Popliteal cyst; Hircismus; Abdominal incision;Subcutaneous fat
liquefaction; Infantile congenital hydrocele of tunica vaginal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56
垫棉法，是中医的外治法之一，近年来随着相代外科医学

药，切口愈合良好，无红肿积液，继续乱纱布块打包加压

的发展，垫棉法已被多数医着所忘而弃用。近年笔者将其拾之，

包扎。术后 10d 拆线，切口甲级愈合，皮下无积液及红肿。

扩大用于临床，疗效显著。现报告如下。

3 个月后随访无不适。

1

3

头皮撕脱伤

腋

臭

患者甲，男，46 岁，农民，2011 年 9 月 18 日入院。诉：

患者丙，女，19 岁，2011 年 7 月初诊。发现双侧腋窝有

摔伤后头皮破裂出血约 2h 余。2h 前骑摩托车时，不慎从车上

异臭味约 4 年。查双侧腋窝淋巴结无肿大，左右侧腋毛分布

摔下，伤及头部，当时短暂意识不清，清醒后发现右侧头皮破

分别为：
（5×3）cm2 及（4×2.5）cm2，常规消毒铺巾后，在

裂出血，急诊以“头皮挫裂伤”收住入院。发病来无抽搐、呕

1%的利多卡因局麻下，沿右侧腋窝皮纹切一长约 1cm 的小切

吐及大小便失禁。神清，右侧颞顶部有一约（12×6）cm 的头

口，用 11 号刀片，于腋毛区皮下潜行分离，用整形科相关器

皮由上向下撕脱掀起深及帽状腱膜下，于颅骨分离；头颅 CT

械修剪、刮除皮下汗腺及毛囊大部，冲洗清除术区小脂肪颗

示：颅内未见明显异常。局麻下反复冲洗、常规消毒创面，分

粒，查无出血，缝合切口 1 针；沿毛区周边缝打包线一周，

层缝合，碘伏纱布覆盖创面，用乱纱布块，均匀垫放在撕脱处

碘伏纱布覆盖后，用乱纱布呈“半球形”均匀垫压在手术区，

头皮外，呈半球型，用大块纱布覆盖，纱布绷带加压包扎。给

然后打包包扎。术后给口服抗生素预防感染，7～10d 拆线，

抗生素预防感染观察治疗。术后 3d 换药，创面愈合良好，皮

创面愈合良好。皮下无积液、无感染。半年后随访无不适，

肤正常，皮下无积液、无化脓。继续打包包扎，7d 拆线，创面

腋窝无臭味。

期 I 期愈合。2 个月后随访，无不适。

4

2

2

腹壁切口皮下脂肪液化

腘窝囊肿

患者丁，女，46 岁，体胖，2011 年 11 月初诊。胆总管

患者乙，男，51 岁，农民，2012 年 4 月 3 日入院。发

探查术后约 8d，腹壁切口溢出血性液约 2d。于 8d 前行胆囊

现左侧腘窝无痛性肿块约 2 年；左侧腘窝处可触及约（6×

切除、胆总管切开取石术，手术顺利。术后第 6d，出现腹壁

3

4×2）cm 的肿块，边界清，表面光滑，推之无活动，触之

切口下端有血性液渗出，拆除下端缝线 2 针，切口皮肤裂开

有波动感。彩超示：左腘窝可探及约（5×3×3）cm 的无

长约 2cm，有大量血性液溢出，距皮下约 1.5cm 深，向切口

回声区，周围有血流信号。次日，在椎管内麻醉下，常规

上端套袋约 4cm 长，常规消毒处理，给油纱条填于袋底引流，

消毒铺巾，取“s”形切口，切除腘窝处囊肿，皮肤对缘间

敷料包扎后，用棉花呈半球形垫在切口上端，宽胶布加压包

断水平褥式缝合，碘伏纱布覆盖创面，用乱纱布块，均匀

扎，外打腹带，换药 1 次/d，15d 愈合。6 个月后随访，无不

垫放切口处，呈半球型，用大块纱布覆盖，用弹力绷带加

适。

3

压包扎。术后患肢抬高 15°，抗生素预防感染治疗，3d 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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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医证候学分析糖尿病肾病合并
肾功能不全患者的治疗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diabetic nephropathy based on TCM syndrome
金珉廷 李敬林 严星玄
（辽宁中医药大学，辽宁 沈阳，110033）
中图分类号：R5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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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究用中医证候学分析糖尿病肾病和肾功能不全患者的治疗。方法：选择我院 2010 年 12 月～2012 年 12
月收治的糖尿病肾病和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共收集到 120 例病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西药基础治疗，
观察组在常规治疗上加以中医药辨证治疗；对照组在常规治疗上加以氯沙坦治疗。结果：观察组在肾功能指标改善明显，较对照
组改善更为明显（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在治疗效果方面，观察组在显效率和总有效率方面均显著高于对照组且差异显著
（P<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用中医证候学分析糖尿病肾病和肾功能不全的治疗取得了较好的临床效果，值得在临床上推
广使用。
【关键词】 中医证候学；糖尿病肾病；肾功能不全；中医药辨证治疗；临床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diabetic nephropathy based on TCM syndrome. Methods: The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given the conventional modern
medicine foundation treatment,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the conventional treatment combine with TCM treatment;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in the conventional treatment combine with losartan treatment. Resul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nal function improved
significantly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0.05),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treatment effect, the significant efficiency and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P<0.05),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Conclusion: Treatment base on TCM symptomatological analysis of diabetic nephropathy and renal insufficiency has good clinical effect,
worthy of a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TCM syndrome; Diabetic nephropathy; Renal insufficiency; TCM dialectical treatment; Clinical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57
现如今，随着国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慢性病的发病率呈逐

疗上加以中医药辨证治疗：①心肾阳虚兼瘀毒型：白茅根 50g，

年增长的趋势，由于有着较高的致残、致死率，糖尿病已经成

黄芪 45g，仙鹤草 35g，五味子 30g，茯苓、麦冬、丹参各 15g，

[1]

为威胁人类健康的第三大“杀手” 。现我院研采用 2 种治疗

桂枝、土茯苓、泽泻、蝉蜕、益母草各 10g，人参、车前子、

方案治疗糖尿病肾病肾功能不全，对 3 个月后的证候疗效进行

连翘各 5g。夜尿多者加芡实、肉桂各 10g；发热心烦者加青蒿

评定，取得了较好的临床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基本资料
选择自 2010 年 12 月～2012 年 12 月间来我院就诊的糖尿

20 地骨皮 15g。②脾肾阳虚兼瘀毒型：黄芪 50g，枸杞子 40g，
藿香 30g，竹茹 25g，丹参、泽泻、茯苓各 20g，僵蚕、益母
草各 15g，党参、厚朴、大黄、姜半夏、肉桂、陈皮、连翘、
小茴香各 10g。伴有便秘者加芒硝 20g；恶心较重者加紫苏叶
20g。③湿浊兼瘀毒型：白茅根 45g，黄芪 40g，地榆、藿香各

病肾病和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共收集到 120 例病患，其中男性

35g，丹参、金银花各 35g，益母草、竹茹各 20g，茯苓、连翘、

病患 68 例，女性病患 52 例，将其分为观察组、对照组两组，

枳实、厚朴各 15g，土茯苓、党参、车前子各 10g，法夏、大

观察组男性病例 32 例，女性病例 28 例，平均年龄为（57.87

黄、泽泻各 5g。舌苔黄腻者加苍术 20g，黄柏 10g；尿潜血者

±10.33）岁，平均病程为（10.38±2.01）年；对照组男性病例

加泽兰 35g；肢端麻痹者加地龙 15 水蛭 10g。以上三型均给予

36 例，女性病例 24 例，平均年龄为（58.23±11.11）岁，平均

1 剂，水煎每日分 2 次服用[2]。对照组在常规治疗上加以氯沙

病程为（10.66±2.33）年。两组在性别、年龄、病程以及血糖

坦治疗，每次 1 片，1 次/d：同时给予安慰剂，每次 1 袋，早

指标方面均无显著差异（P>0.05）
，故具有可比性。

晚各 1 次。

1.2 治疗方法

1.3 观察指标

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西药基础治疗：①血液透析；②控制

观察两组患者的肾功能指标（内生肌酐清除率、血肌酐、

糖；③利尿消肿针；④降压、降血脂；⑤病情严重的患者可给

尿素氮）和单个症候疗效评价。

予补血，调整酸碱平衡与电解质平衡等治疗。观察组在常规治

1.4 证候疗效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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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观察基本特征（年龄、性别等）
、中医症状、舌象、脉象，

2.2.2 试验各组痰湿证、痰浊证、血瘀证的积分比较

所调查症状分为 4 级进行评分，无此症状。记为 0 分；轻度，

两组患者 3 月末痰湿证、痰浊证、血瘀证积分较基线值均

记为 2 分；中度，记为 4 分；重度，记为 6 分。临床痊愈：中

有显著下降。观察组痰湿证 3 月末与基线值差值较对照组有显

医临床症状、体征消失或基本消失，证候积分减少≥95%；显

著性差异（P<0.05）
，两组组湿浊证和血瘀证 3 月末与基线差

效：中医临床症状、体征明显改善，证候积分减少≥70%；有

值无显著性差异。

效：中医临床症状、体征均有好转，证候积分减少>130%；无
效：中医临床症状、体征均无明显改善，甚或加重，证候积分

3

讨

论

证候疗效是评价中医药疗效的优势和特色，是对适应证候

减少不足 30%。

的症状效应指标变化的综合评价。近年来，中医药学者在证候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7.0 软件处理实验数据，计量资料使用（ x ± s ）

的标准化及疗效评价方法学上做了大量工作，中医证候的研究

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使用 x 检验。P<0.05 为差异具有

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然而多数研究对其疗效的判断和评价更多

统计学意义。

地加人了叙述性的判断和分析，缺乏随机对照、原始数据和判

2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的肾功能指标的比较
两组患者在肾功能指标（内生肌酐清除率、血肌酐、尿素
氮）方面均有所改善，观察组在肾功能指标方面改善明显，较
对照组改善更为明显（P<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
2.2 两组患者中医症候疗效判定结果的比较
2.2.1 两组患者阳虚证、阴虚证、气虚证、血虚证积分比较
两组患者 3 月末阳虚证、阴虚证、气虚证、血虚证积分较

断依据．得出的结论没有建立客观数据的基础上。按照现代科
学的要求，大样本、多中心、随机对照的临床实验是评价一种
疗法有效性和安全性的最可靠的依据，对研究结论的真实性和
可靠性具有无可置疑的价值，它将使中医药有效性的临床评价
建立在牢固的科学基础之上。
参考文献：
[1]彭仙珍,徐标,肖政.厄贝沙坦联合低分子肝素钠治疗 2 型糖尿病肾病的疗
效及安全性[J].临床荟萃,2009,14(15):1355-1356

基线值均有显著下降。观察组和对照组阴虚证 3 月末与基线值

[2]宋美铃,杨敏,牟新,等.中医辨证治疗糖尿病肾病肾功能不全的肾功能指标

差值有显著性（P<0.05）
，两组气虚证和血虚证 3 月末与基线

疗效和证候疗效评价[J].北京中医药大学,2006,29(6):429-430

差值无显著性差异。

编辑：李妍 编号：ER-13030500（修回：2013-05-24）

（上接 96 页）
5

小儿交通性鞘膜积液
患者戊，男，2 岁，2009 年 5 月初诊。
“发现左侧阴囊肿

大约 2 年”
，患儿出生后不久，父母发现左侧阴囊肿大，用手
挤压阴囊或休息后缩小，活动后或下午阴囊肿大，查：外环口

布或中药，灵活用于头皮撕脱伤、微创法腋臭切除、腘窝囊肿
术后、腹壁切口皮下脂肪液化、小儿交通性鞘膜积液。改良后
的垫棉法有以下优点。
①改用乱纱布块可减少对创面皮肤压迫损伤，防止表皮坏
死。而且，可有效消除死腔死角。

无增大，按压外环口，咳嗽时无冲击感，左侧阴囊肿大，用手

②改掉传统的创面常规引流，不仅减少了引流物造成的创

轻挤后缩小。B 超提示：左侧阴囊内睾丸周围有液性暗区。诊

面深部感染的机会，而且无引流口所引起的瘢痕，同时，缩短

断：交通性鞘膜积液。家属拒绝手术，要求保守治疗，遂给以

了手术及住院时间。

吴茱萸 10.0g，西茴 10.0g，丁香 5.0g，研末装布袋中，制成球

③中药垫压于内外环之间，使鞘状突管闭合，同时借中药

型，于早晨起床时，压于左侧内外环之间，并用丁字或疝气带

吴茱萸、西茴、丁香，温阳散寒，化气行水，而使其水行管闭

固定（可将药球固定于疝气带预先设定好的位置）
。持续压迫，

而愈合。因此，我们认为：临床外科只要表浅组织间存在有腔

6 个月后随访，已痊愈，左侧阴囊活动后无肿大，B 超检查阴

隙或皮下血肿抽出术后，无论有无脓液，无论病程长短，皆可

囊内无积液。

使用垫棉法，值得临床推广。急性炎症，红、肿、热、痛尚未

6

讨

论

垫棉法是用棉花或纱布折叠成块以衬垫疮部的一种辅助

消退时禁用[1]。
参考文献：

方法。其机理是：借着加压的力量，使溃疡的脓液，不在袋下

[1]陈红风.中医外科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5

潴留，或使过大的溃疡空腔皮肤与新肉得以粘合，从而达到

[2]黎鳌.烧伤治疗学[M].人民卫生出版社,1999:491-492

愈合的目的。临床用于溃疡脓出不畅，有袋脓者，或疮孔窦

作者简介：

道形成，脓水不易排尽者，或溃疡脓腐已尽，新肉一时不能
粘合者[1]。也就是通过外在的压力，消灭死腔，不令深部积液，

高永昌（1963-），男，河南省汝阳县中医院，副主任医师。

使溃疡空腔组织之间得以粘合，加速创伤愈合。为此，我们结

刘团霞（1963-），女，河南省汝阳县中医院，主治医师。

合烧伤整形外科打包的相关特点[2]，将棉花及纱布块改用乱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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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阴凉血除湿法治疗顽固非炎性带下病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stubborn non-inflammatory leukorrhagia by
the therapy of Ziyin Liangxue Chushi
郑 琼1 吕 蒙2
（1.曲靖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云南 曲靖，655000；2.曲靖市中医院，云南 曲靖，655000）
中图分类号：R2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0-0099-02

【摘 要】 目的：探索中医滋阴凉血除湿法治疗顽固非炎性带下病的临床疗效。方法：将近年来通过中医辨证确诊为阴虚血
瘀夹湿的顽固非炎性带下病的 40 例患者运用滋阴凉血除湿法治疗。结果：治疗后总有效率达 92.5%。结论：滋阴凉血除湿法治疗
顽固非炎性带下病疗效显著。
【关键词】 带下病；非炎性；中医治疗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therapy of Ziyin Liangxue Chushi in treating stuaborn non-inflammatery
leukorrhagia. Methods: 40 patients with stubborn non-inflammatory leukorrhagia in TCM differentiation was treated by the therapy of
Ziyin Liangxue Chushi.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is 92.5%. Conclusion: The treatment of the TCM therapy was effective.
【Keywords】 Leukorrhagia; Non-inflammatory; TCM treatmen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58
带下病是属中医病名，是指带下量明显增多，色、质、气味

治愈：治疗 1 个疗程，带下量、色、质正常，伴随症状消失；

异常，或伴有全身或局部症状。是妇女常见病、多发病，其发病

显效：治疗 1 个疗程以上，带下量、色、质基本正常，伴随症

率与月经病、妊娠病相当，尤其在南方更为多见。其中经年难愈

状减轻者；无效：治疗 2 个疗程以上，仍有带下异常者。结果

的非炎性带下病非常顽固，笔者自 2010～2012 年，以滋阴凉血

见表 1。

法治疗顽固非炎性带下病 40 例取得满意疗效，现报告如下。
1

表 1 治疗结果 [n（%）]

临床资料

治愈
16 （40）

1.1 一般资料
本组 40 例均为妇科门诊患者，年龄情况：最小 19 岁，最
大 52 岁；婚育情况：已婚 28 例，未婚 12 例；病程情况：最
短 6 个月，最长者 5 年；妇科情况：痛经 10 例，绝经 2 例。
1.2 诊断标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行业标准-中医妇科病症诊断
疗效标准》评定。其中临床症状：带下量增多，色、质、气味
异常伴有灼热或灼痛，反复难愈。辅助检查：阴道分泌物检查
未发现致病菌。
1.3 治疗方法
根据中医辨证属于阴虚血瘀夹湿证，给予滋阴清热、凉血
除湿治法，拟用活血润燥生津汤合二妙丸加减。药物组成：当

2

讨

显效
21 （52.5）

无效
3 （7.5）

总有效率（%）
92.5

论

近代对带下病的研究多局限于炎症所致带下，非炎性带下病在
历代医籍中未见明确提出。临床中带下病的原因很多，如滴虫性阴
道炎、霉菌性阴道炎、老年性阴道炎、子宫颈糜烂、子宫颈息肉、
子宫内膜炎、宫颈癌等。临床表现常见白带增多、绵绵不断、腰痛、
神疲等，或见赤白相兼，或五色杂下，或脓浊样，有臭气等。该病
严重影响了女性的生活、学习，对女性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尤
其是顽固性带下病，由于其反反复复经年难愈，已给很多女性心理
造成了阴影，不少女性已经产生了悲观情绪，常常郁郁寡欢。因此，
对于顽固非炎性的带下病近几年引起了医家注意。然而，目前西医
疗效不理想，但中医确有疗效，占有优势。

归、生地、麦冬、玄参、白芍、桃仁、红花、黄芪、苍术、黄

《傅青主妇科》云“带下俱是湿症”，前人多有“无湿不

柏、赤芍、丹皮、败酱草、台乌、蒲公英、紫花地丁、甘草。

成带”之说。因此，临床中治疗带下病多以湿邪论治，侧重点

加减：若患者带下量多，色白或微黄，伴有纳谷不馨，神疲肢

多在于除湿，纵观医籍对于带下病的证型主要是脾虚湿盛证、

倦，便溏者则有脾虚证，加茯苓、山药、薏苡仁；若患者带下

肾虚湿盛证、湿热下注证、热毒蕴结证、阴虚夹湿证等，这些

量多，质稀如水，腰痛如折，形寒肢冷者则有肾虚证，加杜仲、

常见证型对于顽固性非炎性带下病而言都不是很恰当，因此，

续断、鸡冠花。水煎服，1 剂/d，3 次/d，经净后 1 周开始服药

要依托常见方剂来治疗自然疗效不理想。

10d，2 个月经周期为 1 个疗程。
1.4 疗效标准
依据刘敏如、谭万信主编的《中医妇产科学》进行评定。

笔者临证根据中医辨证论治给予滋阴清热、凉血除湿法，
用生地、麦冬、玄参、白芍针对病情反复缠绵阴液受损给予滋
补阴液，针对阴虚日久虚热致瘀用赤芍、丹皮、桃仁、红花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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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血化瘀，再加苍术、黄柏、败酱草燥湿清热，当归、黄芪补益

[2]刘敏如,谭万信主编.中医妇产科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418-

气血，蒲公英、紫花地丁清热解毒，使得全方提高机体抵抗能

419

力、抑制腺体分泌，攻补兼施，正中其法。所以，对于顽固非

[3]赵彦.完带汤加减治疗非炎性带下病 60 例[J].河北中医,2006,8(8)

炎性带下病运用滋阴清热、凉血除湿法治疗，此法有别于带下
病传统的辨证论治，疗效肯定，值得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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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辨证治疗冠心病的临床疗效分析
Clinical analysis of treating CHD in TCM differentiation
马 彪
（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中医院，山东 东平，271500）
中图分类号：R2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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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对中医辨证治疗冠心病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进行探讨分析。方法：随机选取 2009 年 6 月～2011 年 6 月于
我院接受诊治 86 例冠心病患者，将所选的病例平均分为两组，每组 43 例，对照组患者给与常规西药治疗，观察组根据患者的症
型采取中医辨证疗法进行治疗，比较分析两组的临床疗效和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通过临床治疗发现观察组的总有效率为
95.35%，对照组的总有效率为 72.09%，两组的治疗效果比较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观察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2.33%，
对照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4.65%，两组差异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根据患者的症型选择合适的中药方剂治疗冠心
病的临床效果满意，且安全性较好，值得临床借鉴应用。
【关键词】 中医辨证；冠心病；临床疗效；安全性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s and security on treating CHD in TCM differentiation. Methods: To select 86
CHD patients from Jun 2009 to Jun 2011, divide them into two groups, 43 for each.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modern medicine,
and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TCM therapy in differentiation, and compare the clinical effects and adverse effects. Results: In the treated
group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95.35%, the control group for 72.09%,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At adverse effects the treated group
was for 2.33%, the control for 4.65%, no difference (P>0.05). Conclusion: The TCM differentiation for CHD was effective and worthy
being spreaded.
【Keywords】 TCM differentiation; CHD; Clinical effects; Securit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59
冠状动脉型心脏病（冠心病）是临床上较为常见的心内科

心病患者 86 例，其中男性患者 46 例，女性患者 40 例，患者

疾病，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逐渐加快，随之带来

的年龄在 42～76 岁之间，平均年龄（58.4±3.6）岁，病程在 1～

[1]

的压力使得该病的发病率呈现增长的趋势 。胸痛、心悸和气

8 年之间，平均病程（4.8±2.1）年，所选病例均符合冠心病的

短是该病主要的临床表现症状，另外该病还会合并其他不良疾

相关诊断标准，主要的临床表现为胸痛、心悸和气短；临床资

病，对患者的健康和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严重时会危及生

料显示心绞痛型冠心病患者 24 例，隐匿性冠心病患者 16 例，

命。目前针对冠心病的主要治疗方法是介入治疗和药物治疗，

心力衰竭型患者 32 例，心肌梗塞型患者 14 例，无肝、肾疾病

治疗药物多样化，治疗的作用机制不一，疗效也不一。中医祖

以及糖尿病、痛风、肿瘤等病史；平均分为两组，两组患者的

国医学将该病归属为心悸、胸痹等范畴，中医辨证疗法就是根

基本资料如年龄、性别、病程和病情等无显著性差异（P>0.05）
，

据患者的舌苔、脉象和临床表现等所表现出的症型予以对症治

具有可比性。

[2]

疗 。本研究对中医辨证治疗冠心病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进行
探讨分析，以期为冠心病的临床治疗提供参考，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研究对象
随机选取 2009 年 6 月～2011 年 6 月于我院接受治疗的冠

1.2 试验方法
本次试验采取对照性研究的方法进行探讨，所选病例被平
均分为两组，对照组 43 例患者给与常规西药治疗，观察组根
据患者的症型采取中医辨证疗法进行治疗，比较分析两组的临
床疗效和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1.3 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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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患者首先给与卧床休息、吸氧、扩冠、利尿、强心、

-101甘草。⑤心肾两虚型，8 例，表现为胸闷隐痛，劳则加重，夜

控制血压和血脂等基础治疗，注射血塞通 300mg（湖南湘雅制

寐不安，心悸气短，头晕耳鸣，腰膝酸软，舌质红舌苔少，脉

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Z43020992）＋250ml 5%葡萄糖液，1

象细涩或细数，治以益肾滋阴，安神养心，选用保元汤加减治

次/d，30d 为 1 个疗程。观察组则予以中医辨证分型治疗，根

疗，成分：熟地、党参、黄芪、丹参、甘草、山萸肉、茯苓、

据患者的症型将其分成 5 种：①气虚血瘀型，10 例，此型的主

山药、酸枣仁、赤芍、麦冬。上述方剂均水煎服，2 次/d，30d

要表现是胸刺痛，劳则加重，体多倦怠，乏力懒言，心慌气短，

为 1 个疗程。

神疲乏力，舌质淡暗，苔薄白，脉细弱结代或无力；治以活血

1.4 疗效判定标准

通络，益气养阴，选补阳还五汤加减治疗，方剂成分：黄芪、

本次研究的评定标准[3]如下：显效：用药经治疗后患者胸

桃仁、赤芍、当归、党参、甘草、红花、生地、地龙、丹参。

闷、心悸等临床症状基本消失，心电图显示基本正常，心功能

②阴寒凝滞型，8 例，主要表现是不能平卧，胸痛，心悸气短，

等级显著进步；好转：胸闷、心悸等临床症状改善显著，硝酸

重则喘息，四肢厥冷，面色苍白，冷汗，苔白，舌质淡红，脉

甘油减少 60%～80%使用量；无效：用药治疗后患者的胸闷、

象沉紧或沉细，治以辛温通阳，宣痹散寒，选用瓜蒌薤白桂枝

心悸等症未得到改善，心功能等级未改善，硝酸甘油用量无变

汤加减治疗，方剂成分：薤白、瓜蒌、干姜、桂枝、五味子、

化。总有效率＝显效率＋好转率。

黄芪、附子、枳壳、茯苓、丹参、白术、细辛。③痰浊壅阻型，

1.5 统计学方法
本次试验所得数据采用 SPSS12.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处理，

7 例，主要表现是心胸闷塞，呼吸不畅，气短痰多，形体肥胖，
肢体沉重，舌苔水滑或黄腻或浊腻，脉象滑，治以宽胸豁痰，

采用 x2 检验对相关数据进行比较分析，P<0.05 表示差异具有

通阳散结，选用瓜蒌薤白半夏汤加减治疗，方剂成分：瓜蒌、

统计学意义。

半夏、薤白、竹茹、陈皮、茯苓、丹参、当归、郁金、川芎、
红花、桃仁、黄芩。④心血瘀阻型，10 例，表现是气短，胸闷，
心痛阵作，疼痛较剧，痛有定处，痛剧可见唇青肢冷，伴心悸，

2

结

果

2.1 两组的临床疗效

舌苔白，有瘀斑，脉象结代或弦涩，治以通脉止痛，活血化瘀，

通过临床治疗发现观察组的总有效率为 95.35%，对照组的

选血府逐瘀汤加减治疗，方剂成分：川芎、当归、桃仁、红花、

总有效率为 72.09%，两组的治疗效果比较存在显著性差异

川牛膝、赤芍、丹参、生地、枳壳、沉香、桔梗、郁金、柴胡、

（P<0.05）
，具体比较情况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用药后的临床疗效比较情况 [n（%）]
组别

n

显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43

16（37.21）

15（34.88）

12（17.91）

72.09

观察组

43

26（60.47）

15（34.88）

2（4.65）

95.35

注：两组的总有效率比较 x2＝8.532，P＝0.004。

2.2 两种用药方法的临床安全性
通过观察发现观察组中有 1 例患者表现为出汗，不良反应
发生率为 2.33%，对照组中 1 例患者出现心动过缓，1 例患者
出汗，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4.65%，两组不良反应比较差异不具
2

有统计学意义（x ＝0.345，P＝0.558）
。
3

讨

得临床借鉴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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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中医辨证疗法可以有效缓解冠心病患者的临床
症状，改善心功能等级，辅助西药治疗，此法安全、有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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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研究进展
Research review on treating nerve root type cervical spondylosis by acupuncture
张德东
（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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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析针灸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疗效及研究进展。方法：随机选取我院收治的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根据
患者的取穴、针刺方法的不同进行分类并总结分析。结果：针灸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治疗方法具有多样化，获得了满意的效果
且临床应用较为广泛。结论：针灸治疗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关键词】 针灸；神经根型颈椎病；研究进展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cupuncture treatment of nerve root type cervical spondylosis and research review. Methods: Nerve
root type cervical spondylosis patient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in our hospital, according to the patient’s acupoints, acupuncture method to
classify and analyze. Results: Acupuncture treatment of nerve root type cervical spondylosis treatment with diversification, to obtain satisfactory
results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s more widely. Conclusion: The acupuncture treatment of nerve root type cervical spondylosis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Keywords】 Acupuncture; Nnerve root type cervical spondylosis; Research review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60
脊神经根受累的部位及程度不同，其症状及临床体征也就各
异。以下是我院以针灸为主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临床经验总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100 例患者中男 57 例，女 43 例；年龄 18～30 岁者 8 例，
年龄 32～55 岁者有 62 例，年龄>50 岁者 30 例；发病时间<6 个

脊、曲池、肩、外关、八邪、手三里，其中以八邪穴实施泻法
向上平刺，其他穴位实施平补平泻直刺法，并配以推拿手法，
痊愈 2 人，显效 8 人，好转 1 人，
无效 1 人，总有效率达 91.67%，
孙氏等 18 例患者取同患侧颈椎脊突附近 1cm 且压痛感最为明
显点为针刺点，以泻法齐刺法为主，并配合牵引治疗，痊愈 3
人，显效 12 人，好转 2 人，无效 1 人，总有效率 94.44%。
2.3 穴位注射法

月者 20 例，病程>6 个月者有 80 例，所有患者均经 X 光片及有

共有 25 例患者采用穴位注射法，王氏等 12 例患者于颈夹脊

关检查，排除如骨头脱位、结核、肿瘤、骨折、风湿类疾病等。

穴注射复方丹参注射液，以促进血液循环。并注射弥可保辅以针

1.2 诊断标准

刺颈夹脊穴，并于针刺穴位药物外敷，其中，痊愈 4 人，显效 4

西医标准[1] X 片影像资料显示臂丛牵拉及压顶测试呈阳

人，好转 3 人，无效 1 人，总有效率 91.67%，魏氏等 13 例患者

性；影像学资料表现与临床表现一致；痛点封闭治疗无效；中

根据相应病区的夹脊穴进行穴位注射，并且辅以推拿与牵引手法，

医标准：颈肩部及上肢有烧灼感及刀割性疼痛，并伴有麻木现

痊愈 2 人，显效 9 人，好转 1 人，无效 1 人，总有效率 92.31%。

象，痛有定处，痛处拒按，夜间疼痛加重，影响睡眠，舌质紫
暗或舌边有瘀斑，脉沉弦。
2

取穴及针刺方法

2.1 电针疗法
20 例患者取肩井、天柱、肩贞、天宗、肩、合谷、曲池及
颈夹脊进行常规针刺，连通电针仪，以病人耐受度为准，采用
疏密波，取 4ml 骨肽于压痛点或颈夹脊注射治疗，每次两穴[2]。

3

讨

论

针灸治疗颈椎病以其疗效佳、治疗费用合理、无毒副作用、
免除手术伤害等优点受到广大患者的青睐，其在神经根型颈椎
病的临床治疗中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针灸不但可以消除肌肉
痉挛，还能有效提高患者的生活和工作质量。
参考文献：

其中痊愈 2 人，显效 15 人，好转 1 人，无效 2 人，临床总有

[1]谭惠民,高维滨,秦继红.夹脊电针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临床研究[J].吉

效率达 90%。15 例患者以病变夹脊为主穴，以循经取穴，施针

林中医药,2013(1)

得气后接电针仪，以病人耐受度为准，采用连续波，并于针刺

[2]杨晓波,欧艳凯,安军明.电针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 36 例[J].中医外治杂

后配合推拿、牵引治疗，痊愈 3 人，显效 12 人，好转 4 人，

志,2011(3)

无效 1 人，总有效率达 95%。
2.2 单纯毫针刺
共有 30 例患者采用此方法治疗，程氏等 12 例患者取颈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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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脾止泻方治疗艾滋病相关性慢性腹泻的疗效
Efficacy of the Jianpi Zhixie recipe in treating AIDS-related chronic diarrhea
任 明
（威信县人民医院，云南 威信，657900）
中图分类号：R5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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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和研究健脾止泻方治疗艾滋病相关性慢性腹泻的疗效。方法：我们选取 2010 年 5 月～2012 年 5 月艾
滋病慢性腹泻患者 28 例，将其按双盲随机方法分为两组，观察组 14 例与对照组 14 例。对照组使用药物氟哌酸胶囊联合思密达进
行治疗，观察组患者使用健脾止泻配方加减进行治疗。结果：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具有统计学意
义。结论：将健脾止泻方应用于艾滋病慢性腹泻的治疗中，效果比较明显，值得临床应用与推广。
【关键词】 艾滋病；慢性腹泻；中医治疗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and research the curative effect of the Jianpi Zhixie recipe in treating AIDS-related chronic
diarrhea. Methods: 28 patients from May 2010 to May 2012 were selected, according to the double-blind randomized methods a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14 cases for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norfloxacin capsules combined with smecta,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Jianpi Zhixie recipe. Results: Efficiency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Conclusion: The Jianpi Zhixie recipe is used for treating chronic diarrhea, the effect is quite
obvious, and it is worth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Keywords】 AIDS; Chronic diarrhea; TCM treatmen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61
艾滋病是获得性的免疫缺陷疾病，由人类的免疫缺陷病毒而

正电解质紊乱与脱水、加用抗生素抗感染等治疗。

引发的传染病，其病程中经常累及到胃肠道，有资料报道[1]，艾

对照组在基础治疗上加用药物氟哌酸胶囊联合思密达进

滋病合并慢性腹泻的患者占总数的 50%左右，导致患者生活的质

行治疗，用法与用量：氟哌酸胶囊 0.2g 口服，3 次/d；思密达

量下降，病死率较高[2]。本文选取 2010 年 5 月～2012 年 5 月艾滋

1 包口服，3 次/d，疗程为 1 周，氟哌酸胶囊停止服用，思密达

病慢性腹泻患者 28 例，将其按双盲随机方法分为两组，两组患者

继续服用至 2 周。
观察组患者在基础治疗上加用健脾止泻配方加减进行治疗，

治疗结束后，将其治疗效果进行对比，现将具体内容汇报如下。
1

方剂组成：山药 30g，生黄芪 20g，炮姜 6g，补骨脂 10g，升麻 12g，

资料与方法

黄连 6g，焦山楂 10g，焦白术 10g，葛根 20g，木香 6g，炙甘草

1.1 一般资料

6g，车前草 15g。1 剂/d 水煎服，2 次/d。2 周为 1 个疗程。

我们选取 2010 年 5 月～2012 年 5 月艾滋病慢性腹泻患者 28

1.3 评价指标

例，将其按双盲随机方法分为两组，观察组 14 例与对照组 14 例。

临床治愈：大便的次数与性状恢复正常；显效：大便的次

年龄在 21～67 岁，平均年龄为（43.6±11.8）岁；患者的临床症

数与性状基本恢复正常；好转：大便的次数与性状稍有改善；

状为：日大便次数≥3 次；质稀不成形；便量增加；腹泻时间在

无效：症状没有变化。

3 周以上。排除标准：哺乳期或妊娠妇女；其他脏器有严重疾病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3.0 软件进行数据与资料的分析，进行 t 检验，

的患者；脓血便或血性便患者；肿瘤患者；甲状腺疾病患者；相
关药物过敏或者是有多种食物的过敏史患者；精神障碍的患者；
接受了其他有关的治疗，影响本次研究的观测指标患者。两组患
者因是双盲随机抽取，所以无论在性别、年龄、临床症状等方面

以（P<0.05）作为标准来判断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疗效比较

均无明显的差异（P>0.05）
，相关数据与资料具有可比性。

两组患者治疗结束后，将其治疗效果进行对比，观察组明

1.2 方法

显高于对照组（P<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1。

基础治疗：如果患者腹泻情况较重，进行纠正酸中毒、纠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对比表（n，%）
组别

例数

临床治愈

显效

好转

无效

有效率

观察组

14

6

5

1

2

85.7

对照组

14

3

5

1

5

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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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塌渍治疗颈性眩晕疗效观察
Effect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cervical vertigo in
TCM medicine collapsed stains
孔 林
（郑州市中医院，河南 郑州，450007）
中图分类号：R441.2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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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中药塌渍治疗颈性眩晕的疗效。方法：采用自制中药对患者颈部进行塌渍治疗。结果：根据患者治疗
后的感觉、体征及随访结果，总有效率 100%。结论：通过临床试验证明，采用中药塌渍治疗颈性眩晕疗效确切。
【关键词】 中药塌渍；颈性眩晕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effect of TCM medicine collapsed stains on treating cervical vertigo. Methods: To treat the
patients’necks with the self-made TCM medicine.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100%, based on the feeling, physical signs and
follow-up results. Conclusion: Treating cervical vertigo with TCM medicine collapsed stains has an exact effect.
【Keywords】 TCM medicine collapsed stains; Cervical vertigo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62
颈性眩晕是由于椎动脉或颈交感神经压迫和刺激，导致椎-

体位，暴露颈部，取 4～5 片纱布浸药液后覆盖在颈部，将塌

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所引起的眩晕综合征[1]。随着社会现代化快

渍机器接通电源调节好温度后覆盖在纱布上恒温加热 30min，1

速发展，工作、生活方式不断改变，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快，

次/d，10d 为 1 个疗程，治疗时间为 2～5 个疗程。

颈椎病发病率日益上升，颈性眩晕已成为常见病证之一。现将
我科采用中药塌渍治疗颈性眩晕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2008 年 1 月～2011 年 7 月我科共治疗颈性眩晕患者 123
例，男 57 例、女 66 例，年龄 32～74 岁，平均 52.8 岁。病程

3

治疗结果
根据患者治疗后的感觉、体征及随访结果。治愈 12 例，

显效 75 例，有效 36 例，无效 0 例，总有效率 100%。
4

讨

论

颈性眩晕多见于老年患者，老年患者在生理上处于机能退

最长 25 年，最短 7d。

化期，动脉管壁硬化、弹性降低，血液黏稠度增加等都容易并

1.2 诊断标准

发椎-基底动脉系统供血不足。颈椎退变所致椎动脉走行弯曲仅

①眩晕为旋转感，摇摆感或浮沉感，且呈发作性、可逆性，

是病变的原因之一，椎动脉粥样硬化导致的管腔狭窄、管腔硬

头位变动常导致发作或加重；③发作时可伴有恶心、呕吐或耳

化及弹性减退和神经调节机制紊乱引起椎动脉血流量减少是

鸣、耳聋、目眩；③有颈椎病的症状或病史，如颈部活动受限、

颈性眩晕发病的重要基础[2]。瞿东滨等[3]认为，增生的骨性结

旋颈试验阳性、颈痛、颈部肌肉僵硬痉挛等；④影像学检查可

构反复刺激造成椎动脉内膜的损伤，椎动脉内膜损伤可以引起

见颈椎有不同程度的增生、骨刺形成、椎间盘变性或生理曲度

局部血栓形成并纤维化，从而导致椎动脉供血不足。

改变等；⑤排除脑血管病、颅内占位、心源性晕厥、椎体转移

颈性眩晕属于中医“眩晕”
“颈项痛”
“痹证”等范畴，本

癌、眩晕性癫痫及其他原因引起的眩晕。

病虚实夹杂，胡长友[4]从瘀血立论，认为瘀血阻络是颈性眩晕

1.3 疗效评定标准

症的重要病机，治则以活血化瘀，温经通络为主。桃仁有活血

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的《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
。

化瘀之功效；红花有活血通经，祛瘀止痛之功效；葛根有生津

痊愈：眩晕症状和体征全部消失，能适应正常的学习、工作、

止渴、解肌退热、透发麻疹、升阳止泻之功效，现代药理研究

生活；显效：大部分症状和体征消失，残留症状较治疗前有明

认为，葛根能缓解肌肉痉挛，所含的总黄酮可使脑血流量增加

显减轻，工作、生活基本正常；有效：少数症状得到改善，工

和血管阻力下降，能改善头痛、头晕、项强等症状[5]；川芎能

作、生活仍受到一定影响；无效：症状无改善。

“上行头目、下调经水、中开郁结”，为血中气药，具有祛风

2

治疗方法
中药处方：桃仁、红花、葛根、川芎、桂枝、丹参、艾叶。

上药加适量清水煮沸 30min，过滤后留药液备用。患者取舒适

止痛、活血通脉、畅达气血之功效；川芎嗪是一种新型钙离子
拮抗剂，能阻止钙离子跨膜内流，抑制小血管平滑肌痉挛，减
少氧自由基和血栓素 A 的形成，从而减轻组织细胞缺血，促进
脑和内耳迷路循环功能的改善，消除眩晕，还具有抗血小板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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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降低血黏度，阻止因细胞内钙离子过载引起的细胞水肿、

[2]刘明辉,周启昌,钟梅英.椎动脉型颈椎病的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J].湖南

坏死、凋亡和死亡等功能，能有效改善微循环，张景琼[6]证明

医科大学学报,2002,27(1):46

川芎嗪注射液治疗颈性眩晕疗效明显；桂枝有温通经脉之功

[3]瞿东滨,金大地,钟世镇.椎动脉 V2 段与周围结构关系的解剖学观察[J].颈

效；丹参有活血调经之功效，具有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降

腰痛杂志,2001,22(2):99

[7]

低血黏度等作用，复方丹参注射液治疗颈性眩晕取得很好疗效 ；

[4]胡长友.通脉活血祛瘀法治疗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性眩晕[J].河南中医,

艾叶具有温经散寒之功效；诸药合用共奏活血化瘀，温经通络

2003,23(10):21

之功效。

[5]许卫国.推拿结合中药离子导入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 38 例[J].甘肃中医,

另外，通过恒温加热，热能和药力共同作用使局部组织温

1999,12(5):23

度增高，毛细血管扩张，增加局部血液循环，进而使药物有效

[6]张景琼.川芎嗪注射液治疗颈性眩晕 34 例疗效观察[J].甘肃中医学院学报,

成分透过皮肤到达关节组织内，从而缓解肌肉、血管痉挛，改

2005,22(1):22-23

善椎-基底动脉血行状态。

[7]吕汉华.复方丹参合生脉注射液治疗急性颈性眩晕临床观察[J].广西中医

通过临床试验证明，采用中药塌渍治疗颈性眩晕疗效确
切，但是尚缺乏前瞻性的临床及实验研究，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学院学报,2003,6(1):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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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参麦冬汤加减治疗慢性支气管炎的疗效分析
An effect analysis of treating chronic bronchitis with
the Shashen Maidong decoction
张伟彬
（东莞市樟木头人民医院，广东 东莞，523620）
中图分类号：R56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0-0105-02

证型：IBD

【摘 要】 目的：探讨沙参麦冬汤加减治疗慢性支气管炎的疗效分析。方法：将我院收治的 110 例慢性支气管炎患者分为研
究组 60 例和对照组 50 例。研究组采用沙参麦冬汤随证加减治疗，对照组给予止咳、平喘、吸氧、抗感染以及纠正酸中毒等常规
治疗。结果：治疗后，研究组的总有效率为 95.0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总有效率 85.0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采用沙参麦冬汤加减治疗慢性支气管炎，疗效显著，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关键词】 沙参麦冬汤；慢性支气管炎；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of the modified Shashen Maidong decoction on treating chronic bronchitis.
Methods: 110 patients with chronic bronchiti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study group of 60 patients, and a control group of 50
patients. The study group was given the modified Shashen Maidong decoction,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elieve a cough, calm
asthma, oxygen inhalation, anti-infection, and correction of acidosis and other conventional treatment.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total
efficiency in the study group was 95.00%,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85.00%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Shashen Maidong decoction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chronic bronchitis, has the value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Shashen Maidong decoction; Chronic bronchitis;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63
慢性支气管炎是呼吸科临床常见病之一，其发病率较高且

将我院 2010 年 1 月 1 日～2012 年 12 月 1 日收治的 110 例慢

易发作难愈。目前常采用西医疗法，短期用药虽能有效控制症

性支气管炎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 60 例和对照组 50 例，男 63 例，

状，但不能根除，长久用药则会产生耐药性和一定毒副作用。

女 47 例，年龄 26～73 岁，病程 4 个月～8 年。所有患者均符合

鉴于此，我院采用沙参麦冬汤随证加减治疗，力求标本同治。

《实用内科学》中的关于慢性支气管炎的诊断标准。其中，76 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为单纯慢性支气管炎，34 例伴有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并发症。排除
慢性鼻咽疾病、支气管扩张、肺脓肿以及心功能不全等患者。经
统计学分析，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及并发症等均无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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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效：喘息、咳嗽、咳痰等症状明显改善，肺啰音基本消失，

差异。
1.2 治疗方法

体温恢复正常，中性粒细胞数或白细胞总数降至正常，X 线胸片

研究组：沙参麦冬汤随证加减，其药方为：甘草 5g，天花

检查显示炎症消失。有效：喘息等症状有所好转，肺啰音减少，

粉 10g，沙参、麦冬、玉竹、扁豆、栀子、瓜萎、贝母各 20g，

体温有所下降，X 线胸片检查显示炎症大部分吸收。无效：症状、

桑叶、黄芩、知母、牡丹皮各 25g。随证加减：痰多质稠之痰

体征及辅助检等均无明显变化。总有效率为显效率加有效率之和。

热郁肺且伴咳时引痛者，加茯苓、半夏、苍术、桔梗、白芥子、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 SPSS13.0 统计学软件分析，计数单位以 x2

厚朴化痰理气；胸胁胀痛之肝火犯肺且伴口苦咽干者，加旋覆

检验，
（P<0.05）时具有统计学意义。

花、海蛤壳、青黛清肝化痰；午后潮热之肺阴亏耗且伴咳声嘶
哑者，加早莲草、五味子、杏仁、玉竹滋肾敛肺。l 剂/d，水煎
服取汁 200ml，早晚各 1 次。连续用药 10d。未愈，加服 1 疗程。

2

结

果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临床效果比较，见表 1。

对照组则给予止咳、抗感染以及纠正酸中毒等常规治疗。
[1]

1.3 评价方法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临床效果比较[n（%）]

3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

50

19（38.00）

14（28.00）

17（34.00）

33（66.00）

研究组

60

35（58.33）

20（33.33）

5（8.88）

55（91.67）

讨

论

慢性支气管炎是一种气管、支气管黏膜以及周围组织的慢性
非特异性炎症，其病理特点是支气管腺体增生、黏液分泌增多，
临床症状有气喘等，清晨和夜间尤为严重，病程较长，易发作[2]。
慢性支气管炎属于中医“咳嗽”、
“痰饮”、
“气喘”范畴。
本病涉及范围较广，病因复杂，由多种疾患引起，如情志失调、
饮食不节等。不惟房劳伤肾，也有久病不已，穷必及肾。肾虚
则摄纳无权，故症见呼多吸少，动则喘急。沙参麦冬汤出自《温
病条辨》，基本方包括甘草、天花粉、沙参、麦冬、玉竹、牡
丹皮等中药，为燥伤肺胃之阴而设，故本方集甘寒清润之品于
一方。沙参麦冬汤主治燥伤肺胃阴津，有甘寒养阴，清热润燥
之功，为君药；玉竹、花粉为臣药，玉竹养阴润燥；天花粉清
热生津，两药相配可加强君药养阴生津、清热润燥之功[4]。同
时佐以冬桑叶、贝母清热西热火、滋阴润燥。胃液既耗，脾的
运化必受影响，故用生扁豆健脾胃而助运化，瓜萎养阴润肺。

牡丹皮滋阴降火。诸药相配，使肺胃之阴得复，燥热之气得除，
诸症自解。
综上，采用沙参麦冬汤加减治疗慢性支气管炎，可有效控
制病情发展，改善临床症状，疗效显著，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1]孙海鹏,史宝林,葛丽平等.玉屏风散与沙参麦冬汤配合穴位敷贴防治慢性
支气管炎 297 例[J].陕西中医,2007,28(8):946-948
[2]孟凤丽,赵丽萍.中药治疗慢性支气管炎的疗效观察及护理要点[J].光明中
医,2009,24(8):1587
[3]刘美珍,周和,姚阳等.中西医结合治疗 108 例慢性支气管炎[J].广东医
学,2008,29(2):332-333
[4]朱颖,张秀伟.痰热清注射液联合抗生素治疗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期的
临床观察[J].药学与临床研究,2008,16(6):496-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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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不良反应

现了标本同治，扶正祛邪治疗原则[4]。从本次的实验结果中可以

两组患者在治疗期间没有观察到较严重的毒副作用，主要

看出，将健脾止泻方应用于艾滋病慢性腹泻的治疗中，效果比较

的不良反应为：恶心、腹胀、便秘等。两组患者均坚持完两

明显，能够明显缓解患者的临床症状，并且患者在用药期间不良

周的治疗，在药物停止使用和对症治疗后，症状缓解，两组

反应较轻微，安全可靠，值得临床应用与推广。

并发症发生率相比没有明显的差异（P>0.05），无统计学意义。
3

讨

论

艾滋病相关性腹泻持续的时间与严重程度和患者的感染病
原体及机体免疫功能有关[3]。中医辨证治疗，效果较好，可以改

参考文献：
[1]杨小平,牛清涛.中医治疗艾滋病相关性腹泻研究进展[J].中医学报, 2012
(12):1164-1165
[2]黄宝驹,张国梁.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相关性腹泻研究进展[J].中医药临床杂

善患者免疫状态，本组病例应用健脾止泻方加减进行辨证的治

志,2011(11):329-330

疗，方中的焦白术、黄芪、炙甘草、炮姜均具有温中祛寒、补气

[3]田明,张伟,倪量,等.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相关性慢性腹泻患者 311 例临床研

健脾的功效。山药有益肺滋肾、补益脾胃的作用。补骨脂的药物

究[J].中医杂志,2012(12):1612-1613

功效为：温脾止泻、补肾助阳。葛根、升麻具有升阳举陷的作用。

[4]何晓明,周立华.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相关性腹泻的优势[J].中国民族民间医

焦山楂可消食止泻。车前草具有渗湿止泻、清热利尿的作用。木

药,2011(3):411

香调中导滞、行气止痛。黄连燥湿。以上药物配伍使用，充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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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内外治疗黄褐斑的临床疗效分析
Effects of TCM medicine on treating chloasma
熊 黎
（湖北省应城市中医医院，湖北 应城，432400）
中图分类号：R758.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0-0107-01

【摘 要】 目的：探讨中药内外治疗黄褐斑的疗效。方法：选择我院门诊皮肤美容科在 2011 年 3 月～2012 年 1 月治疗的黄
褐斑患者 60 例，对照组用维生素 EC 复合剂治疗，观察组加用中药内外治疗。结果：两组患者疗效差异显著。结论：中药内外治
疗黄褐斑有显著的临床疗效。
【关键词】 内服；外敷；黄褐斑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TCM medicine in treating chloasma. Methods: To choose 60 cases treated in
cosmetic dermatology clinic in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11 to January 2012 in treatment of melasma patients. Control group used
vitamin EC compound, and observation group used TCM medicine inside and outside. Resul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wo
groups. Conclusio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treatment of TCM medicine in chloasma meridians had good effects.
【Keywords】 Oral; External application; Chloasma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64
黄褐斑是常见于女性的皮肤疾病之一，表现为面部的黄褐

效显著（P<0.05）
，见表 1。

[1]

色色素沉着斑，其临床治疗效果尚不完全令人满意 。本文对
中药内外治疗黄褐斑的疗效分析如下。
1

表 1 两组患者的疗效

对象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 2011 年 3 月～2012 年 1 月治疗的女性黄褐斑患
者 60 例，年龄 32～53 岁，平均 39.1 岁。病程 5 个月～3 年，
平均 1.1 年。临床症状主要为颜面部有黄褐色的斑片，呈对称

3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观察组

30

16

12

2

0

对照组

30

10

15

4

1

讨

论

中医将黄褐斑称之为“黧黑斑”，认为肝失条达，脾气虚
弱，肾精不足，气机郁滞，血行不畅，淤血阻络，而致气血失

分布，呈季节性加重，以春夏两季为主。

和[2]。本组患者用中药内外法治疗黄褐斑，方中丹参、当归、

1.2 治疗方法

川芎活血化瘀，白芷祛风利湿，甘草补脾益气。肝郁气滞型患

对照组 30 例用维生素 EC 复合剂治疗，每日 3 袋口服。观

者烦躁易怒，故以柴胡、枳壳、郁金、茯苓、陈皮以疏肝理气，

察组 30 例加用中药内外治疗，包括：丹参 15g，当归 15g，川

解郁调经。脾胃虚弱症胸脘痞闷，以黄芪、党参、炒白术、茯

芎 10g，白芷 10g，甘草 10g。并辨证施方，肝郁气滞型：加柴

苓、白芍以益气养血。脾胃虚弱型经血量少，宜滋补肝肾，补

胡 10g，枳壳 10g，郁金 10g，茯苓 10g，陈皮 6g。脾胃虚弱型：

血活血。面膜中药物渗透肌肤，为颜面部提供必需的水分，使

加黄芪 15g，党参 10g，炒白术 10g，茯苓 15g，白芍 10g；肾

皮肤的酸碱度得以平衡，有净肤美白的作用。维生素 E 和维生

阳虚寒型：加熟附片 10g，熟地黄 15g，炙桂枝 6g。每日 1 剂，

素 C 是治疗黄褐斑的有效方法，对照组患者使用维生素 EC 复

早晚服用。外敷药物为党参、白芨、白芷、当归、川芎各 100g，

合剂治疗，抑制血清过氧化脂质的生成[3]。结果表明，观察组

共研末。将中药面膜 15g 调成糊状敷于面部，20～30min 后洗

使用中药内服汤药及外敷治疗黄褐斑，疗效显著，可使经脉疏

去，每周 2～3 次，治疗 2 个月。

通、气血通达，减少黑色素的生成，消退色素沉着。

1.3 疗效标准
治愈：皮损 90%消失，色泽正常；显效：皮损缩小 60%～

参考文献：

90%，颜色变淡：有效：色斑缩小 20%～60%，色泽变浅；无

[1]白洁,阎润虎,王真子,等.综合治疗黄褐斑 48 例[J].中国美容医学,2005,

效：皮损面积无缩小，颜色无变化。

14(1):101-102

1.4 统计学方法

[2]吴景东,顾炜,尹莹,等.中医辨证治疗黄褐斑临床体会[J].中国美容医学,

采用 SPSS13.0 软件分析，用秩和检验比较疗效。
2

结

果

观察组治愈 16 例，显效 12 例，有效 2 例，两组患者的疗

2008,17(5):741-742
[3]李清,冯峥.维生素 EC 复合剂治疗黄褐斑前后血清 LPO、SOD 值的相关
性研究[J].放射免疫学杂志,2005,18(5):389-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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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苇散加减治疗上尿路结石 80 例临床体会
Experience for treating upper urinary stone with the Shiwei powder
关刚强 谢小平 王宇雄 何 燊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广东 佛山，528200）
中图分类号：R36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0-0108-01

证型：GDI

【摘 要】 目的：观察石苇散加减治疗尿路结石的临床疗效。方法：采用石苇散加减治疗 80 例上尿路结石患者。结果：治
愈 56 例，有效 16 例，无效 8 例。结论：石苇散加减治疗上尿路结石有良好效果。
【关键词】 上尿路结石；石苇散加减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Shiwei powder in the treatment of upper urinary stone. Methods: To treat 80
cases of urinary calculus with the Shiwei powder. Results: 56 cases were cured, 16 cases were effective, and 8 cases were ineffective.
Conclusion: The Shiwei powder has good effects on treating upper urinary stone.
【Keywords】 Upper urinary stone; The Shiwei powder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65
泌尿系结石是一种常见病，好发于青壮年，男性多于女性，

或 X 线腹部检查结石无变化。治愈 56 例，有效 16 例，无效 8

部分地区发病率高，我国泌尿系结石患者人群相当庞大。上尿

例。总有效率 90%。无效者 2 例为肾结石患者，经配合体外冲

路结石治疗方法有手术、体外冲击波碎石及药物排石方法等，

击波碎石治疗后再配合石苇散加减排石，后结石排出。6 例为

且可相互配合治疗。笔者近年来应用中药石苇散加减治疗上尿

输尿管结石，后改行经输尿管镜下碎石，术中发现 4 例为输尿

路结石 80 例，疗效满意，介绍如下。

管狭窄，2 例为结石被输尿管炎性息肉包裹。

1

4

临床资料

讨

论

本组 80 例患者，有门诊及住院病人，选择结石直径 1cm 以

尿路结石属祖国医学“石淋”、“血淋”等范畴。《诸病源

下，肾积水少于 15mm 病例。其中男性 48 例，女性 32 例，年

侯论》
：
“石淋者，淋而出石也。肾主水，水结则化为石，故肾

龄 25～60 岁 62 例，60 岁以上 18 例。病程最短 2 天，最长 2 年。

客砂石。肾虚为热所乘，热则成淋，其病之状，小便则茎里痛，

其中肾结石 17 例，输尿管结石 58 例，肾结石合并输尿管结石 5

尿不能卒出，痛引少腹，膀胱里急，沙石从小便道出，甚者塞

例。诊断标准参照《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1]中石淋诊断标准。

痛合闷绝。”传统认为，本病多由下焦湿热久蕴，化火灼阴，

①发作时腰腹绞痛，痛及前阴，面色苍白，冷汗，恶心呕吐，

煎熬尿液，结为砂石所致。湿热多受于外，如秽浊之邪逆行上

可伴有发热恶寒，小便涩痛频急，或有排尿中断；②肉眼可见

犯膀胱，或暑月下受暑热之邪。亦可由内而生，如心经火热炽

血尿，或小便有砂石排出；③尿常规检查有红细胞；④作肾系 B

盛，传于小肠，移入膀胱，或肝郁化火，移热下焦。肾与膀胱

超检查，或 X 线腹平片、肾盂造影等可明确结石部位。

相表里，肾虚亦可导致膀胱气化不利，与结石形成密切相关。

2

治疗方法
石苇散加减，主要药物组成，石苇 15g，鸡内金 10g，白芍

本方石苇、瞿麦、冬葵子、滑石、车前子为主药，具有清热通
淋排石，鸡内金、海金砂增强其消石涤石作用，白芍缓中止痛，泽
泻利水渗湿、泄热通淋，小蓟凉血止血，灯芯草引热下行，利于排

10g，泽泻 15g，海金砂 10g，车前子 15g，冬葵子 10g，滑石 15g，

石。现代医学表明，白芍中的芍药苷有较好的解痉作用，对平滑肌

瞿麦 10g，小蓟 10g，灯芯草 3g。痛甚者加玄胡索，感染者加金

呈抑制作用，并有一定的镇静、镇痛等作用。全方具有清热通淋，

银花。水煎服，1 剂/d，分两次服。嘱病人多饮水，每天饮水量

利湿排石之功效。石苇散加减方对尿路结石排出有良好作用。

3000ml 以上，多做跳跃运动，肾下盏结石患者加做倒立动作，
以促进结石排出。服药最少者 7 剂，最多 30 剂。
3

治疗效果
疗效评定标准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

[2]

有关标准拟定。治愈：临床症状、体征消失，结石全部排出，

B 超检查或 X 线腹部摄片检查结石阴影消失，肾积水消失，尿
隐血转阴。有效：临床症状体征减轻，B 超检查或 X 线腹部摄
片检查结石阴影缩小或部位下移，多发结石部分排出，肾积水
明显减轻或消失。无效：临床症状、体征无变化或加重，B 超

参考文献：
[1]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26-27
[2]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2:
175-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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烷醇促透剂的定量构效关系研究
A study of QSAR on alkanol penetration enhancer
张红玉 1 敖 雷 1 吴兆勇 2 丁宝月 1
（1.嘉兴学院医学院，浙江 嘉兴，314001；2.嘉兴市妇幼保健院，浙江 嘉兴，314001）
中图分类号：R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0-0109-02

【摘 要】 改进经皮给药系统的最常用方法是使用透皮促进剂，促透剂能可逆地减小药物透过皮肤的障碍。虽然化学促进剂
的促透作用已经得到了广泛研究，但它们的定量构效关系研究报道还不多见。本文用逐步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建立了 16 种烷醇促
透剂的促透能力与其理化参数之间的相关方程式。结果表明：烷醇的促透能力与它们的脂溶性及羟基的位置有很好的相关性。烷
醇的促透能力随着脂溶性的增大而增强，但是随着官能团羟基从链的末端移向中间而减弱。
【关键词】 烷醇；透皮促进剂；定量构效关系；油水分配系数；分子连接性指数
【Abstract】 The most common method to improve the transdermal delivery system is the use of penetration enhancers, and
penetration enhancers can reversibly reduce barriers of medicines through the skin. Although the role of transdermal penetration of the
chemical accelerator has been extensively studied, but their quantitative structure-activity relationship studies have reported rare. Stepwise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establish equation 16 alkanol penetration enhancer transdermal penetration capability between its
physical and chemical parameters.
【Keywords】 Alkanol; Penetration enhancers; Quantitative structure-activity relationships; Oil-water partition coefficient; Molecular
connectivity index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66
经皮给药系统因为具有许多优点而得到越来越多的关

表 1 16 种烷醇的 CE＝10 值和它们的理化参数

注，如：①避免了肝脏首过效应；②减低血药浓度峰值而减
Enhancers

LogKa

1 v

x

RP

1-Hexanol

2.08

3.023

2-Hexanol

1.83

2.951

3-Hexanol

1.81

用[2-3]。使用化学促进剂是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化学促进剂能

1-Heptanol

可逆地减小药物透过皮肤的障碍 [4] ，使适合经皮给药的药物

小了副作用；③血药浓度稳定，作用时间长；④容易中止给

Log（CE＝10）
a

Calc.b

Calc.c

Calc.d

1/6

1.342

1.454

1.222

1.370

2/6

1.681

1.704

1.585

1.633

2.989

3/6

1.756

1.724

1.724

1.783

2.54

3.523

1/7

0.845

0.992

0.757

0.832

2-Heptanol

2.43

3.451

2/7

1.114

1.102

0.967

1.068

数量显著增加。文献报道过的一些促进剂包括烷醇、氨基化

3-Heptanol

2.42

3.489

3/7

1.230

1.112

1.079

1.191

合物、表面活性剂、萜烯、有机酸和亚砜等 [5] 。在许多经皮

4-Heptanol

2.32

3.489

4/7

1.255

1.213

1.279

1.353

给药制剂中常使用烷醇，它也可用作溶剂，在体外透皮实验

1-Octanol

3.13

4.023

1/8

0.230

0.400

0.170

0.301

中常和水一起用作助溶剂。烷醇的皮肤渗透增强作用已在许

2-Octanol

3.03

3.951

2/8

0.544

0.501

0.357

0.516

多体外实验中得到证实[6-8]，但是对烷醇促透作用的定量构效

3-Octanol

2.94

3.989

3/8

0.699

0.591

0.533

0.619

关系研究报道还很少。

4-Octanol

2.88

3.989

4/8

0.724

0.651

0.682

0.761

1

1-Nonanol

3.52

4.523

1/9

-0.260

0.009

-0.220

-0.225

2-Nonanol

3.48

4.451

2/9

-0.100

0.049

-0.102

-0.026

3-Nonanol

3.47

4.489

3/9

0.146

0.059

-0.012

0.061

4-Nonanol

3.46

4.489

4/9

0.243

0.069

0.077

0.187

5-Nonanol

3.42

4.489

5/9

0.279

0.109

0.196

0.313

药；⑤可用于半衰期较短的药物；⑥避免了对胃肠道的副作
用等 [1] 。但是，由于角质层组织结构紧密，对药物的渗透形
成有效屏障，使得只有为数不多的药物适合制成经皮给药剂
型。为此，研究者提出各种各样的方法克服角质层的屏障作

资料与方法
本文用逐步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建立了 16 种烷醇促透剂

的促透能力与其理化参数之间的定量关系。理化参数包括辛醇
-PBS（pH7.4 磷酸缓冲液）分配系数（K）
，一级价连接性指数
（1xv）和羟基官能团在碳链中的相对位置（Rp，定义为羟基在
烷醇碳链中的位置和碳链的碳原子数的比值）。所建立的数学
模型将有助于经皮给药促透剂的合理设计和筛选。
研究所选用的 16 种烷醇如表所示。与不用促透剂的对照

Exp.

logK，octanol-PBS 分配系数的对数值；1xv，一级价连接
性指数；RP，羟基在烷醇碳链中的位置和碳链的碳原子数的比
值（如：1-Hexanol 的羟基位置是 1，碳链的碳原子数是 6，比

组相比，促透效果达到十倍所需的促透剂浓度（CE＝10）表示

值为 1/6）
；a，fromChantasartDetal.（2004）
；b，fromEq.1；c，

该促透剂的促透能力。

fromEq.2；d，fromEq.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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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和讨论
烷醇促透剂的促透能力跟其脂溶性有关，用逐步回归分析

法分析 log（CE＝10）和 logK 之间的相互关系，得：
log（CE＝10）＝3.5400（±0.1664）－1.0031（±0.0582）
logK（1）
n＝16

结

论

由表和图可知，log（CE＝10）的计算值和实验值相当一
致，式（5）可用于烷醇促透能力的预测。由于 1xv 可由计算所
得，故用式（5）预测烷醇的促透能力不需要任何繁琐的实验
测定，方便、快速、经济，为药物研究者选择促进剂提供了一

r＝0.9772

s＝0.1360

F＝296.6

其中 n 是样本数，r 是相关系数，s 是标准偏差，F 是方差分
析的 F 值，括号中的数字是回归系数的标准差。式（1）表明 log

种合理方便的方法。
4

致

谢

（CE＝10）与 logK 之间存在良好的线性关系，即随着促透剂的脂

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1201809），浙江省自然科学基

溶性增大，促透能力增强。根据式（1）计算所得的 16 种烷醇的

金（LQ12H30005），嘉兴市科技计划项目（2012AY1075-3，

log（CE＝10）的计算值如表所示。由表可知，四种正烷醇的 log

2012AY1075-4）
，2011 年嘉兴市重点科技创新团队项目（天然

（CE＝10）的计算值与相应的实验值均为正偏差，而羟基离链末

药物与健康食品研发技术创新团队）等项目的支持。

端最远的四种支链醇的 log（CE＝10）计算值则与相应的实验值均
为负偏差。烷醇促透剂的促透能力还可能跟羟基在烷醇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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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烷醇促透能力的实验值和计算值之间的关系

编辑：李妍 编号：ED-13032745（修回：2013-05-22）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JCM 中医临床研究 2013 年第 5 卷 第 10 期

-111-

无创通气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合并 II 型呼吸衰竭
失败原因分析及对策
Reason analysis and strategy of noninvasive ventilation on treating COPD
combined with type II respiratory failure
赵伟红
（河南省许昌市中心医院，河南 许昌，461000）
中图分类号：R56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0-0111-02

证型：GDA

【摘 要】 目的：分析无创通气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合并 II 型呼吸衰竭失败原因方法。方法：选择我院 2011
年 10 月～2012 年 8 月本院 ICU 收治 COPD 急性加重期合并 II 型呼吸衰竭并进行无创通气的轻型患者 168 例，分析其失败病人的
原因。结果：通气失败 28 例，占 16.7%，原因以心理因素占比例最高，次之为人机对抗，第三因素为上机后 SaO2 低于 80%。结
论：通气失败的原因众多，但以心理因素为主，纠正要以心理诱导为主，同时注意病人的症状及生命体征。
【关键词】 COPD；急性加重期；无创通气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failure reason of using noninvasive ventilation to treat COPD combined with type II
respiratory failure. Methods: 168 patients collected in ICU collected from October 2011 to August 2012 were given noninvasive ventilation
treatment. And the failure reason was analyzed. Results: 28 cases failed, occupying 16.7%. The mainly reason was psychological factor, the
second reason was man-machine counteraction, and the third reason was the content of SaO2 after looming lower than 80%. Conclusion:
There were many different reasons of the failure, of which psychological factor was the main reason. The psychological induction was
applied to cure and the symptoms and vital signs of the patients should also be attention about.
【Keywords】 COPD; Acute exacerbation stage; Noninvasive ventil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67
COPD 是一种以进行性气流受限为特征的疾病，呈缓慢进

国伟康公司的 synchrony 双水平无创正压呼吸机，通过纽式

行性发展，反复咳嗽、咳痰、喘息。肺功能进行性下降，最好

面罩或鼻罩连接患者。BiPAP 治疗呼吸机初始参数为：自主

[1]

导致呼吸衰竭乃至死亡 。近年由于面罩性能的改进，无创正

呼吸/时间控制（S/T）模式，呼吸频率（RR）12～18 次/min。

压机械通气（Noninvasive Positive Pressure Ventilation，NIPPV）

吸 气 压 力 （ IPAP ） 初 始 6 ～ 8cmH2O ， 逐 渐 上 调 至 12 ～

[2]

越来越多的应用于治疗急（慢）性呼吸衰竭 的治疗，并且取

18cmH2O。呼气压力（EPAP）初设为 2～4cmH2O，逐渐上

得明显疗效。在常规抗感染、治疗的基础上，NIPPV 可改善呼

调为 4～6cmH2O。氧浓度（FiO2）设定为 25%～40%，使氧

吸衰竭的程度，改善病人的全身症状[3]，并逐渐成为 COPD 合
并呼吸衰竭早期治疗主要方法，用于 COPD 的急性发作期和临
床缓解期[4]的治疗。但是，有一部分病人因多种原因出现治疗
失败，本文拟分析失败原因。
1

对象及方法

1.1 对象

饱和度达 90%～95%。
1.3 病情观察
在使用 BiPAP 呼吸机期间，加强巡视，注意各管道连接有无
脱落、漏气，及时给予调整或排除报警故障，观察各参数是否在
预定的范围内，根据病情变化调整呼吸机参数，提高无创通气治
疗的效果。同时观察患者的精神状态、面色、口唇及肢端发绀情

我院 2011 年 10 月～2012 年 8 月年呼吸内科收治的已经确

况、意识、主观感觉等。严密观察 SaO2（指脉氧饱和度）变化，

诊的 COPD 急性加重期（AECOPD）患者，经血气分析，选择

必要时通过对血气分析对患者的通气效果进行评估。把病人不能

符合 II 型呼吸衰竭标准且 PaCO2 在 40～60mmHg 无精神症状

耐受、人机对抗、SaO2 持续下降到 80%以下、意识障碍加重不得

的病人 168 例。

不放弃无创通气的定义为无创通气失败，168 例病人 28 例失败。

1.2 方法
在常规抗感染、扩张支气管、祛痰、氧疗、呼吸兴奋剂
等治疗的同时，常行无创正压机械通气治疗。治疗组采用美

2

结

果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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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无创通气失败原因
心理因素

人机对抗

SaO2 低于 80%

意识障碍

加重症状加重

n

20

12

10

4

8

百分比（%）

71.4

42.9

35.7

14.3

28.7

上机失败多发生在上机后的 30min 内，心理因素较多，占
71.4%，包括：①幽闭效应，病人上机后恐惧、焦虑、烦躁，
有濒死感，强烈要求脱机；②恐惧心理，上机前即认为无比痛
苦，上机后极力想摆脱；③焦虑，认为每天都扣上面罩是沉重
的负担，因而忧心忡忡，难以配合；④上机后的躯体不适造成

气，增强心理支持，建立有效沟通，增强其信心，提高患者的
依从性。
人机对抗与医护人员的呼吸机操作和护理水平、呼吸机的
质量、病人的心理、耐受程度及疾病的严重程度有关[9]。
加强巡视，及时发现管道阻塞、漏气及其他机械因素，

心理负担，超过限度即产生烦躁，要求撤机；⑤不适应，主观

调整参数，增加患者的舒适感 [8] 。并及时了解并满足患者的

认为不方便、难适应，进食、进水、排痰不便要求撤机，见于

需要，解答患者的疑问，教会患者鼻面罩连接和拆除方法，

病情较轻病人。

以备患者有呕吐、咳痰或胃内容物反流时能及时摘掉鼻面

人机对抗约占一半，原因包括包括部分心理因素、难以配
合、机械因素等。
上机后病人 SaO2 在 0.5h 内降低至 80%以下，必须撤机或
进行有创通气，约占 40%。
上机后病人意识障碍加重与 CO2 潴留有关，占 14%。

罩。患者有短时间不适感，此时患者不宜讲话，可采用非
语言沟通方式，如点头、眼神、手势、书写等表达感受和
要求，告诉病人深大呼吸，不要跟着呼吸机你，让呼吸机
跟人走。
病人上机后症状加重，尤其是 SaO2 低于 80%及意识障碍

上机后病人症状加重包括咳嗽、咳痰、胸闷、喘息加重，

加重[9]，与多种因素有关，包括躁动、人机对抗、痰阻、面罩

全身不适加重等，不包括意识障碍加重，占将近 30%。病人认

的封闭等。因这些因素会导致病人病情的急剧恶化甚至死亡，

为无法耐受或认为上机不如单纯吸氧，要求撤机或主动拔掉鼻

多数临床医生采取撤机或改为有创通气。如果仔细检查会发现

面罩。

具体原因作进一步处理。

3

结

论

通气失败的原因以心理因素占比例最高，次之为人机对
抗，第三因素为上机后 SaO2 低于 80%。
4

讨

论

双水平正压呼吸在治疗 COPD 呼吸衰竭患者明显优于

参考文献：
[1]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分会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学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COPD)的诊治指南(2007 年修订版)[J].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2007,30:7-16
[2]International consensus conferences in intensive care medicine.Noninvasive
pressure ventilation in acute respiratory failure[J]. American Journal Respiratory
Critical Care Medicine,2001,163:283-291

CPAP。分别调节吸气相气道正压和呼气相气道正压，并具有

[3]Clini EM, Ambrosino N. Nonpharmacological treatment and relief ofsymptoms

流量同步触发和漏气补偿功能，能改善氧结合，减轻呼吸肌疲

in COPD[J]. Eur Respir,2008,32(1):218-228

劳，有效改善呼吸循环功能，纠正低氧血症，并能有效减少吸

[4]Turkington PM, Elliott MW. Rationale for the use of noninvasiveventilation

气肌耗氧量，减少呼吸功，减轻胸闷呼吸困难[5-6]。应用 BiPAP

in chronic ventilatory failure[J]. Thorax,2000,55:417-423

呼吸机被认为是轻症 COPD 呼吸衰竭患者的重要治疗措施之

[5]Windisch W, Kostic S, Dreher M, et a1. Outcome of patients withstable

一[7]。但是，本组 128 例病人 28 例因多种原因出现治疗失败，

COPD receiving controlled noninvasive positive pressure ventilation aimed at a

占 16.7%。

maximal reduction of PaCO2[J].Chest,2005,128(2):657-662

无创通气失败的原因首先是心理因素[8]，占 71.4%。恐惧、

[6]Kolodziej A, Jensen L, Rowe B, et a1. Systematic review ofnoninvasive

焦虑、烦躁、不适应感会造成人机对抗、主动放弃、通气效果

positive pressure ventilation in severe stable COPD[J]. Eur Respir J,2007,30:

差而使通气失败。心理的负面作用的产生与年龄、文化程度、

293-306

心理结构、环境影响、医护人员的心理诱导等密切相关。一般

[7]Bardi G, Pierotello R.Desideri M, et a1. Nasal ventilation in COPD

而言，高龄、文化程度低，心理脆弱、急躁、易怒、医护人员

ex-acerbations:early and late results of a prospective, controlled study[J]. Eur

的心理诱导不到位，易导致通气失败。

Respir,2000,15:98-104

所以无创通气应选择清醒、配合的患者，耐心做好解释工

[8]王辰,商鸣宇,黄克武,等.有创与无创序惯性机械通气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病

作减轻患者紧张恐惧心理，同时向患者家属介绍使用呼吸机的

所致严重呼吸衰竭的研究[J].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2003,23:212-216

必要性，取得理解，更好促进患者配合治疗，告诉患者目前是

[9]柳莉.双水平气道正压通气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炎的护理[J].解放军护理杂志,

无创通气治疗的最佳时机，如果延误则延长病程或病情加重而

2005,22(3):47-48

增加医疗费用，更会影响治疗。应有针对性地向患者介绍应用
的目的，宣传优点，减少患者的恐惧、紧张心理，指导正确吸

编辑：李妍

编号：EC-12110859（修回：2013-05-22）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JCM 中医临床研究 2013 年第 5 卷 第 10 期

-113-

荨麻疹患者的中医护理
TCM nursing for urticaria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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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医护理有助于荨麻疹患者的康复。
【关键词】 荨麻疹；中医护理
【Abstract】 TCM nursing can help the rehabilitation of patients with urticaria
【Keywords】 Urticaria; TCM nursing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68
荨麻疹中医称之为“瘾疹”，是一种以风团、瘙痒为主的过

肉、蛋类、牛、羊、狗肉，鹅肉等禽畜；鱼类、虾、蟹等水产，

敏性皮肤病。多由禀性不耐或某种物质敏感，致使皮肤粘膜血管，

某些食物含有人工色素、防腐剂、酵母等添加剂成分，应注意

发生暂时性炎性充血与大量液体渗出。临床上表现为突然发作，

预防。有条件的话，可做过敏原测试，明确自己对什么食物过

皮损大小不等，形状不一的水肿性斑块，边界清楚，堆累成片，

敏。荨麻疹病人平时应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与易消化食物，新鲜

发无定处，忽隐忽现，退后不留痕迹。部分病例可有腹痛、腹泻，

蔬菜水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C，能降低血管

或有发热、关节肿痛等症，严重者可有呼吸困难，甚至窒息。皮

通透性，减少渗出及局部水肿，对减轻荨麻疹症状有好处。

疹经过三个月以上不愈或反复间断发作者为慢性荨麻疹。

2.3 情志护理

1

辨证分型

[1]

1.1 风热犯表
风团鲜红，灼热剧痒，伴有发烧、恶寒、咽喉肿痛，遇热

保持健康心态，提高身体抵抗力，荨麻疹的发作和加重，
与人的情绪或心理应激有一定的关系。中医在防病治病方面有
“恬淡虚无，病安从来”的理论．认为保持一种清心寡欲的心
态，可以使人体气机调和，血脉流畅，正气充沛，久而久之荨

则皮疹加重。舌红，苔薄白或薄黄，脉浮数。

麻疹自然会消失在无形中。

1.2 风寒束表

2.4 给药护理

皮疹色白，遇风寒加重，得暖则减。舌质淡，苔白，脉浮紧。
1.3 血虚风燥
反复发作，迁延日久，午后或夜间加剧。伴心烦易怒，口
干，手足心热。舌红少津，苔薄，脉沉细。
2

护理方法

风热犯表者可服用消风散，针灸可取大椎、血海、三阴交。
风寒束表者可服用麻黄汤或桂枝汤，汤剂宜热服，服后微微出
汗，注意保暖，避免吹风受寒。血虚风燥者可服用八珍汤，汤
剂早晚空腹温服，使补益成分吸收完全。
2.5 皮肤护理
注意皮肤清洁，勤换内衣，修剪指甲，避免搔抓皮肤，皮

2.1 生活起居
生活规律应当适应外界环境变化，春夏应晚卧早起，秋季

疹剧痒者可外涂止痒药水。对于可能由接触而引起荨麻疹的患
者，应当少用含有香料的肥皂，尽量不要接触橡胶、染发液等

应早卧早起，冬季应早卧晚起；在四季交替和气候急剧变化时，

化学物品，或是在接触这些物品时戴上手套。

要尽量避免风、冷、雨、热、日晒、干、湿等外邪侵袭。

2.6 病情观察

保持居室清洁：家中少养猫、狗等宠物，因为猫狗等宠物

密切观察病情变化，定时测体温、脉搏、呼吸、血压。观

的毛、皮屑、尿屎，都可能引起人体过敏，是吸入性过敏的重

察发疹时间、部位、性质、瘙痒程度。如病人有声音嘶哑，呼

要因素；家中勤清扫，少用地毯，另外有过敏史的患者应少去

吸困难，为喉头水肿所致，应做好喉部护理及抢救准备，必要

公园，家中也尽量不要养花，避免花粉引起过敏。

时气管切开。

戒烟酒：不要喝酒，包括葡萄酒、啤酒，更不要吸烟，不仅吸
烟者本人有过敏倾向，而且其子女等被动吸烟者也有过敏的可能。
2.2 饮食护理
荨麻疹发作的理由之一与膳食习惯有关，某些食物可能是
激发荨麻疹的引发起因，但是每个人不宜吃的食物是不一样
的，对于没有分明诱因的或是还在发作期的病人，应尽量防预
“发物”和食物添加剂。所谓发物，就是指动风生疾、发毒助
火助邪之品，轻易引发宿病，加重新病。通常的发物有：猪头

2.7 健康教育
向患者宣传本病知识，帮助患者寻找诱发因素，一经确认
立即避免接触。注意饮食调理，避免疾病反复。指导患者起居
有常，加强体育锻炼，保持情绪稳定，增强治疗信心。
参考文献：
[1]张莉荣,何世银.中西医结合护理学[M].天津翻译出版社,1996:485-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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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针灸配合行为疗法治疗老年气虚便秘的护理研究
Nursing research on treating elderly deficiency constipation with
warm acupuncture plus behavioral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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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温针灸及行为疗法治疗老年气虚便秘的疗效及护理。方法：收集气虚型便秘患者 80 例，随机分为治
疗组及对照组各 40 例，治疗组予以温针灸及行为疗法，中药内服，对照组给予中药内服，治疗结果：治疗组有效率 95%，对照
组有效率 67.5%，经统计学处理中（P<0.01）
，结论：温针灸配合行为疗法治疗老年气虚便秘效果好，简单方便无副作用，可操作
性强，经济实用，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功能性便秘；温针灸法；行为疗法
【Abstract】 Objective: Explore the efficacy and nursing of warm acupuncture and behavioral therapy in treating elderly deficiency
constipation. Methods: 8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40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TCM oral. The
treated group was treated with warm acupuncture combined behavioral therapy and TCM oral.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95%, the control group was 67.5%, the statistical treatment (P<0.01). Conclusion: Warm acupuncture combined behavioral
therapy was effiective on elderly deficiency constipation, worthy of a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Functional constipation; Warm acupuncture method; Behavioral therap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69
功能性便秘（FC）是指肠道蠕动功能不良致食物残渣在肠

参照中医证候诊断标准（参照 2002 年《中药新药临床研

内运行迟缓或停留过久导致大便干硬，3～4d 甚至更长时间排

究指导原则》修订）
，属中气虚型便秘。临床表现为粪质不干，

便 1 次，无规律。表现为排便困难、腹胀、腹下坠感、痔疮、

虽有便意，但临厕努挣乏力，便难排出，汗出气短，便后乏力，

肛裂、食欲欠佳、头晕、乏力等症状。随着饮食结构的改变及

面白神疲，肢倦懒言，舌淡苔白，脉弱或细弱。

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FC 已成为困扰老年患者的一大难题，

1.3 治疗方法

[1]

在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中便秘患病率为 11.5% ，因此早期采

治疗组给予温针灸＋腹部按摩，配合行为疗法，中药内服，

取合理的防治措施，将会减少便秘带来的严重后果和社会负担.

1 剂/d，对照组给予中药参蓉首乌汤煎服，7d 为 1 个疗程，连

本科几年来采用中医传统温针灸配合行为疗法，治疗气虚便秘

续治 3 个疗程。

患者 40 例取得满意效果，现报告如下。

1.3.1 选取穴位

1

资料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符合诊断标准的我院住院患者 80 例，随机分两组：治疗

天枢穴、上巨虚、支沟穴、气海穴、脾俞、胃俞。操作：
穴区常规消毒后，用华佗牌 0.35mm×50mm 针灸针，直刺进
针 2 寸，轻微提插捻转至局部有酸胀感，将切成 2.5cm 长的艾
条一节插在针柄上，点燃进行温针灸治疗，每穴温针灸 4 艾段。

组 40 例，男 16 例，女 24 例，年龄 50～70 岁，病程最短 1 年，

艾条距离皮肤不宜太近，以免烫伤。时间 30min 起针。

最长 10 年，平均 6.8 年；对照组 40 例，男 18 例，女 22 例，年龄

1.3.2 行为疗法

50～70 岁，病程最短 1.5 年，最长 10.5 年，平均 6.9 年。两组病

调节饮食指导患者以粗制主食及富含食物纤维的蔬菜和

例在性别、年龄及病程方面，无明显差异（P>0.05）
，具有可比性。

水果为主，养成多饮水的习惯。养成定时排便的习惯。腹部按

1.2 诊断标准

摩：双手合十，掌心相对，上下快速搓掌，摩擦生热后，双手

1.2.1 西医诊断标准

重叠呈虚掌式，迅速以掌心对准脐心，使全手掌贴敷在腹部中

符合功能性便秘的罗马Ⅲ诊断标准。具备在过去 12 个月
中至少 12 周连续或间断出现以下 2 个或 2 个以上症状：①>1/4
的时间有排便费力；
②>1/4 的时间有粪便呈团块或硬结；
③>1/4

心，顺时针旋揉 15min 左右，用力均匀，摩至手下发热为止。
1.3.3 中药内服
采用自拟参蓉首乌汤煎服。方药组成：肉苁蓉、制首乌、

的时间有排便不尽感；④>1/4 的时间有排便时肛门阻塞或肛门

党参、白芍、白术、熟地黄各 10g，黄芪 15g，当归 12g，柴胡、

直肠梗阻；⑤>1/4 的时间有排便需手法协助；⑥>1/4 的时间在

升麻、陈皮、川芎各 8g，炙甘草 5g。1 剂/d，水煎 200ml，分

每周排便<3 次。

2 次温服。

1.2.2 中医证型诊断

1.4 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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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效标准：依据《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2]中便秘的疗

状缓解；有效：3d 内排便，便质先干后软，排便欠畅，伴随症

效标准。近期治愈：2d 内排便 1 次，便质转润，解时通畅，伴

状缓解；无效：症状无改善。

随症状消失；显效：2d 内排便，便质转润，排便欠畅，伴随症

1.5 治疗结果（见表 1）

表 1 两组疗效比较率
组别

例数

近期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40

10

18

10

2

95

对照组

40

2

10

15

13

67.5

所有患者均完成 3 个疗程的治疗。两组有效率经 x2 检验，
治疗组有效率达 95%，而对照组有效率仅为 67.5%，两组有显
著性差异（P<0.01）
，具有统计学意义。治疗组疗效稳定，无 1
例出现副作用，而对照组中出现腹痛 4 例，腹泻 6 例，副作用
发生率为 25%，两组差异非常显著（P<0.01）
。
2

讨

肠蠕动，空肠动力增加，同时予以温针灸，可温通经脉，调畅
气血，使局部血液循环加强，增强胃肠平滑肌的收缩力，增强
免疫力，改善机体内环境。对气虚便秘病人除改善饮食结构，
多进食粗纤维蔬菜，水以外，还实行腹部按摩，配合药物治疗。
对照组药物治疗近期疗效尚可，远期疗效欠佳，停药即复发，
且副作用大。本文采用温针灸并行为疗法治疗气虚型便秘，疗

论

效好，直达病所，可取立竿见影之效。

便秘是大便秘结不通，排便时间延长或欲大便而艰涩不畅的

参考文献：

一种病证，中医学认为气虚型便秘的基本病机：以脾气虚为本，
兼有气滞血瘀为标。从脏腑病机的角度来说，便秘病位在大肠，
主要与脾胃有关，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而大小肠皆属脾胃，若
脾气虚衰，失于运化，大肠传导失司，糟粕内停，形成便秘。
鉴于本病的顽固难愈，采用温针灸（天枢穴、上巨虚、支

[1]于普林,李增发,郑宏,等.老年人便秘流行特点的初步分析[J].中华老年医
学杂志,2001,20(2):132-134
[2]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168

沟穴、气海穴、脾俞、胃俞）局部外治法来补脾益气提高推动
力；结合行为疗法（腹部按摩、生活习惯、饮食调护、心理调
护）扶助正气，治疗老年气虚性便秘。针刺上述穴位可增强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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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服务在高危妊娠孕妇产前护理中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high quality nursing service of pregnancy prenatal care in high-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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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分析高危妊娠孕妇产前护理需求及相应优质护理服务措施。方法：选取 2011 年 4 月～2012 年 10 月我
院 76 例高危妊娠孕妇，随机分为观察组、对照组，各 38 例；对照组仅行常规产前护理，观察组高危妊娠孕妇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
优质护理服务，发放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以了解患者产前护理需求及对护理服务满意度。结果：胎儿情况是高危孕妇中需求率最
高者，需求率达 73.7%，当前孕妇身体情况需求率为 57.9%；观察组的护理服务满意度显著高于可提高孕妇对护理服务满意度。
【关键词】 高危妊娠孕妇；产前护理；优质护理服务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demanding of high quality nursing service of pregnancy prenatal care in high-risk and the
corresponding high quality nursing service measures. Methods: 76 cases of high-risk pregnant women, selected from 2011 Apr to 2012 Oct in
our hospital,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38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only received
routine prenatal ca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high quality nursing service was given more than the control group. Self - designed
questionnaires were grant to learn about prenatal care needs of patients and care service satisfaction. Results: The highest rate of demand of
high-risk pregnant women was fetus condition and the rate was 73.7%. The current physical condition of pregnant women was 57.9% in
demand and care service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Keywords】 Pregnant women in high-risk pregnancy; Prenatal care; High quality nursing servic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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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高危妊娠是指妊娠期有个人或社会不良因素及有某种并
发症或致病因素对孕产妇及胎婴儿有较高危险性，可能危害孕

水的色、量，做好母儿监护及监护配合。
2.3.2 产前处理

妇、胎儿与新生儿或导致难产者。高危妊娠对孕妇及胎儿的危

①提高胎儿对缺氧的耐受力，按医嘱用 10%葡萄糖 500ml

害是很大的，高危妊娠的孕妇应保证有最必需的医疗保健服

加维生素 C 2g 静脉滴注，1 次/d，5～7d 为一个疗程。休息 3d

务。凡有高危因素的孕妇，可以委托围生保健中心管理。早期

后可再重复。②给予间歇吸氧，特别对胎盘功能减退的孕妇，

筛选高危孕妇，重点管理监护，及时正确处理，是减少孕、产

3 次/d，30min/次。③遵医嘱给予硫酸镁，以抑制宫缩，预防

[1]

妇及围生儿死亡的重要措施，对优生优育亦具有重要意义 。

早产。④根据孕周和胎儿成熟度检查选择引产或剖宫产适时终

选取 2011 年 4 月～2012 年 10 月我院 76 例高危妊娠孕妇，进

止妊娠。对需终止妊娠而胎儿成熟度较差者，可于终止妊娠前

行优质护理服务，现报告如下。

用肾上腺皮质激素促进胎儿肺成熟，以预防新生儿肺透明膜病

1

临床资料
选取 2011 年 4 月到 2012 年 10 月我院 76 例高危妊娠孕妇，

（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3]。
3

结

果

年龄 23～42 岁，平均年龄（27.43±2.82）岁，孕周 36～40 周，

胎儿情况是高危孕妇中需求率最高者，需求率达 73.7%

平均孕周（38.32±1.23）周。其中初产妇 31 例，经产妇 45 例。

（56/76），当前孕妇身体情况需求率为 57.9%（44/76）；观察

随机分为观察组、对照组，各 38 例；两组在年龄、病情上没

组的护理服务满意度为 100%，显著高于对照组的护理服务满

有显著差异，具有可比性。

意度 84.2%（32/38）
，
（P<0.05）
。

2

4

护

理

2.1 一般护理
2.1.1 加强营养
与孕妇共同讨论食谱及烹饪方法，尊重其饮食嗜好。一般
情况下给予高蛋白质、高能量饮食，补充维生素、铁、钙及多
种氨基酸。对胎盘功能减退、胎儿发育迟缓的孕妇更应注意加

讨

论

高危妊娠的围产期母儿发病率与死亡率增高，应予高度重
视。高危妊娠的孕妇做产前检查时产科医生会重点监护，严密
观察，并给予积极治疗。当继续妊娠将严重威胁母体健康或影
响胎儿生存时，医生会考虑终止妊娠[4]。
属于高危妊娠的孕妇，除了定期去医院做产前检查，听从

强营养，但对妊娠合并糖尿病者则要控制饮食。

医嘱外，还应做到以下几点：①增加营养。孕妇的营养与健康

2.1.2 卧床休息

状态对胎儿的生长发育尤为重要。宜进高蛋白、高能量饮食，

保持室内空气新鲜，通风良好。一般取左侧卧位，可避免

补充足量维生素、铁剂、钙剂等。②注意休息。对于胎盘功能

增大的子宫对腹部椎前大血管的压迫，以改善子宫、胎盘血液

减退的孕妇，卧床休息可改善子宫胎盘血循环，取左侧卧位更

循环。

好，可避免增大的子宫压迫腹部椎前大血管。③如有异常情况，

2.1.3 适当锻炼

应立即就诊，配合医生的诊治。本组资料显示，充分了解高危

很多妊娠并发症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多数孕妇重视
治疗、轻视预防。平时除了加强营养外，应该经常锻炼，保持
愉快放松的心态，有助于预防各类并发症，将高危因素降低[2]。
2.1.4 外阴护理
指导孕妇养成健康的卫生习惯，每日擦洗外阴 2 次以上，

孕妇的护理需求，并给予优质护理服务，可提高孕妇对护理服
务满意度。
参考文献：
[1]柏碧玲,黄线.护理干预对 50 例妊娠期糖尿病孕产妇及新生儿并发症的影

勤换衣裤，保持外阴部的清洁、干燥，必要时使用消毒会阴垫，

响[J].吉林医学,2010(24)

防止逆行感染。

[2]黄秀娴,谢晓花,王瑛,等.护理干预对保胎孕妇睡眠质量的影响[J].齐齐哈

2.2 心理护理

尔医学院学报,2011(6)

强调孕妇对高危妊娠应理智对待，要重视但无需过于忧虑

[3]王春.临终患者家属的护理需求及干预[J].当代护士(专科版),2010(5)

和紧张。指导孕妇采用正确的应对方式，如鼓励诉说心里不悦、

[4] 陈 建 英 . 全 程 式 健 康 教 育 对 产 妇 产 后 抑 郁 的 影 响 [J]. 广 东 医 学 院 学

保持愉快的心境，转移孕妇的焦虑和恐惧情绪。鼓励和指导家

报,2008(4)

人的参与和支持，提供有利于孕妇倾诉和休息的环境。

[5]刘溅妹,何庆凤.文化层次对孕妇产前检查依从性的影响与护理干预[J].中

2.3 疾病护理

国医疗前沿,2011(7)

2.3.1 病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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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妊娠的监护很重要，高危妊娠对孕妇及胎儿的危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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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衰竭、腹痛、胎儿缺氧等症状和体征，做到及时发现、及时
报告、及时处理，并记录处理经过。产时严密观察胎心率及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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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志干预在多发性混合痔手术中的护理体会
Nursing experience of hemorrhoids and fistula surgeries with emotion therapy
陈素萍 王 娟 乐 欣
（四川省泸州市人民医院，四川 泸州，64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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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对情志干预法在多发性混合痔手术中的护理疗效进行评价。方法：采用“语言开导”
、
“移情易性”
、
“以情
制情”三法，对 2011 年 1 月～12 月接受多发性混合痔手术的 725 例患者进行情志干预护理，观察并记录护理效果。结果：725
例患者中护理疗效优者为 655 例（90.34%）
，良为 50 例（6.89%）
，差为 20 例（2.75%）
，总优良率达 97.24%。结论：恰当的情志
干预可以缓解或消除接受多发性混合痔手术患者的紧张情绪，减少痛苦，有利于医生的手术操作。
【关键词】 情志干预；多发性混合痔手术；护理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nursing effect of emotion therapy to the operation of hemorrhoids and fistula. Methods: 725
hemorrhoids and fistula surgical patients were used the three psychological consulting methods, and observed and recorded the nursing
effect of emotion therapy. Result: In the 725 cases, the therapeutic efficacy was excellent in 655 cases (90.34%), better in 50 cases (6.89%),
and worse in 20 cases (2.75%).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97.24%. Conclusion: Using the proper emotion therapy, it could relieve or
eliminate the emotional tension of hemorrhoids and fistula surgical patients and reduce the pain; it may be benefit to perform the operation
smoothly.
【Keywords】 Emotion therapy; Hemorrhoids and fistula surgeries; Nursing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71
多发性混合痔是指环状或半环状，或混合痔占肛门环周

之效[1]。主要方法：以提问的方式了解病人的职业、家庭、兴

1/2 以上的痔病，是肛肠科最常见的难治性疾病之一，该手术

趣、爱好，并顺着病人感兴趣的思路或话题进行深入交流，这

较其他痔瘘手术难度大，故手术时间相对较长。这要求病人和

种方法可使病人放松，注意力被转移，从而减轻应激反应，常

医生很好的配合才能完成此手术。肛门是人体最敏感的区域之

能让病人感觉在一次轻松愉快的聊天中就结束了手术。

一，手术多是在腰俞穴麻醉或局麻下进行，病员处于神志清醒

1.2.3 以情制情法：在使用“一法”、“二法”没有达到理想效

状态，因此病员大多存在一定的恐惧、担忧等心理问题，从而

果时，可增用此法。由于每个病人的经历、家庭背景、文化程

增加术中痛苦，影响手术操作，甚至影响疗效。鉴于此，我们

度等的不同，在术前、术中出现的心理情绪变化也不同。有的

摸索总结出一套术中情志干预的护理措施应用于临床收到较

病人经“一法”护理后还存在很多顾虑，肛门手术虽是一种小

满意的效果。现将我科 2011 年 1 月～12 月手术的 725 例护理

手术，但病人潜意识就是一次“开刀”，无论手术大小病人都

体会总结如下。

会产生紧张、疑虑、恐慌等不安的心理，并以此为应激源引起

1

一系列神经、体液调节功能失衡，血压升高，手术出血增多，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 725 例，男 415 例，女 310 例。年龄 18～76 岁，中
位年龄 42.5 岁。
1.2 方法
1.2.1 语言开导法：术前主管护士与病人进行交流，掌握病人

疼痛过敏等症状，病人也无心与护士进行其它话题的沟通，使
“二法”不能实施。这时可运用第“三法”
，即“以情制情法”：
根据不同年龄段的病人，护士要用坚定自然地神情及语气，好
似“母亲”
、
“大姐”
、
“女儿”
、
“朋友”一般，一边抚慰一边给
予肢体接触（如让病人抓紧护士的手做深呼吸或轻拍病人的肩

的疾病情况、个性特点、社会环境等信息，以准确把握患者的

背或抚摸病人的肢体）。总之让病人感受到巨大的心理支持，

情志特点。根据病人的相关信息和心理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

由被动变主动配合好手术。

言将本次疾病的相关情况（如诊断和治疗方法，手术过程中可

1.3 评价标准
无紧张恐惧情绪，心态平和，语气和缓，臀部肌肉不紧张，

能出现何种不适，疗程等）对病人给予介绍，并给予亲切的鼓
励，引导病人走出心理误区，让他们以良好的心态正确对待疾

无人为影响术野暴露者为优；紧张恐惧情绪不断缓解，臀部肌

病和手术，既不轻视，也不畏惧、恐慌。

肉时有紧张但很快又放松，不影响手术操作为良；病员紧张恐

1.2.2 移情易性法：病人进入手术室后，多和病人谈论与此次

惧情绪持续存在于整个手术过程，臀部肌肉紧张术野暴露不

手术无关的话题将病人的注意力转移。一般来说老年人有怀旧

良，痛觉过敏等为差。

情结，喜欢谈过去的人和事，也爱谈家事；青年人喜欢活泼、
幽默的话题；女性情感细腻、脆弱，易忧虑悲观；男性情感粗
放，喜欢谈论时事、政治、商机等。准确掌握不同年龄、性别
的患者的情志特征，因势利导，因人施护，才能收到事半功倍

2

结

果

725 例患者中护理疗效优者为 655 例（90.34%）
，良为 50
例（6.89%）
，差为 20 例（2.75%）
，总优良率达（97.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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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性混合痔手术中，并对 2011 年 1 月～12 月我科多发性混合

论

随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现
代护理理念高度重视心理护理。古代医学家张景岳说：
“以情
病者，非情不解”
，就是说情志致病，还需情志来诱导其逆转[2]，
为此中医情志致病理论越来越被临床护理工作者重视。中医
将情志归纳为喜、怒、忧、思、悲、恐、惊，谓之“七情”，
当七情太过或不及（临床上主要表现为太过），就会导致或加
重疾病，即情志致病。情志致病主要是引起气机逆乱、升降
失常，导致人体阴阳偏盛或者偏衰，气血失和，经络阻塞，
脏腑功能失调。临床上任何手术或侵袭性操作对机体都是一
种打击，对心理也是一种应激源性刺激。这种心理源性刺激
必然会扰乱人体情志，出现心理应激放大或加重机体应激反
应，使手术过程中出现感觉异常，疼痛过敏，增加出血量，
妨碍手术操作。
我们根据中医学的情志理论，结合现代心理学相关知识总

痔手术病人进行系统观察，结果是优良率达 97.24%。我们体会
使用一法即“语言开导法”时，术中护理应前移到术前，护理
人员术前到病房访问病人，先跟病人“熟悉”起来，通过术前
沟通建立互信关系，术中情志护理常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使用二法即“移情易性”法时，要充分运用人文知识，根据病
人的性别、年龄、文化、职业的不同尽量与其找到“共同语言”，
才能有效地转移病人的注意力，这就需要护理人员平时不断地
通过各种方式的学习，积累自己的社会、人文知识，以备用时
之需。使用三法即“以情制情”法时重在情感投入，亲人般的
接触将会给予病人巨大的心理支持。
参考文献：
[1]王英.情志的调护在护理工作中的重要性[J].中国保健,2007,15(4):117-117
[2]宁余音.对中医情志护理的探讨[J].广西中医学院学报,2010,11(1):9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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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出“语言开导法”
、
“移情易性法”
、
“以情制情法”应用于多

消化性溃疡中医药治疗进展
Progress of TCM medicine therapy on treating the peptic ulcer
邱卫东
（广西博白县中医院，广西

博白，537600）

中图分类号：R573.1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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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型：IDGA
【摘 要】 中医药治疗消化性溃疡有较好疗效，本文就近几年来采用中医辨证治疗、中西医结合治疗和中医其它治疗等方法
的治疗进展进行综述。
【关键词】 中医药治疗；消化性溃疡；辨证治疗；中西医结合
【Abstract】 The TCM medicine therapy was effective in treating the peptic ulcer. This article is generalizing the treatment progress
in treating the peptic ulcer by the TCM differential treatment,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and other TCM medicine treatment, etc.
【Keywords】 TCM medicine therapy; The peptic ulcer; Differential treatment; Integrative medicin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72
消化性溃疡属中医“胃脘痛”
、
“腹痛”
、
“吞酸”
、“呕吐”
、

总有效率 72%，两组有显著性差异。黄柳向[2]以泻心汤为基础，

“嘈杂”等范畴。多因饮食不节或情志不遂等导致脾胃受损，

辅以清湿热、活血行气药物组方柴蒲泻心汤（柴胡、黄芩、黄

肝胃不和，日久胃络痹阻，气滞血瘀，本病的病位在胃，病变

连、延胡索等）治疗 Hp 相关消化性溃疡 65 例，Hp 根除率

涉及肝、脾、胃三脏。临床上以胃痛不已、嗳气泛酸、脘腹闷

（84.6%）与三联疗法比较（82.5%）无显著性差异，并且不良

胀为本病的特点。中医药治疗该病有较好疗效，本文就近几年

反应少。李江玉[3]采用自拟愈溃健胃汤加减治疗消化性溃疡 68

来中医药治疗消化性溃疡进展作一综述。

例与西药法莫替丁胶囊及甲硝唑片治疗 32 例对照，结果治疗

1

组总有效率为 94.12%，对照组为 84.88%，两组比较有显著性

中医辨证治疗

差异，在溃疡复发方面治疗组亦显著降低，并提出，溃疡病有

正虚邪实是消化性溃疡发病的基本病机，它的发生多由脾

复杂的发病病机，中药治疗正是发挥了其辨证论治的优势，该

胃虚弱、情志失和、寒温失调、饮食不节等因素所致，情志失

方治疗亦体现了治病求本的观点。许多研究[4-6]发现 Hp 相关性

和、气郁伤肝、肝气不疏、横逆犯胃、胃失和降，而造成肝胃

消化性溃疡以湿热型、瘀血型居多，符合中医学“久病成瘀”

郁滞；肝气侮脾，脾不运化，湿浊内生，或湿浊化热而导致湿

理论，治以扶正、活血，临床研究结果发现中药组临床症状总

热蕴脾；脾胃功能失调，脾失健运，胃痛经久不愈，损伤脾胃

有效率、胃镜及病理改变、Hp 转阴率均优于对照组，并且不

之阳，中阳不振，造成脾胃虚寒；肝郁不解，郁而化火，火劫

良反应发生率更低。高承琪[7]用理气调中汤治疗消化性溃疡，

[1]

胃阴，造成胃阴不足。房亚洲 使用半夏泻心汤辨证加味治疗

临床症状改善、溃疡愈合和 Hp 转阴方面与三联疗法比较均无

190 例中，痊愈 125 例，好转 56 例，无效 9 例，总有效率 96%；

显著差异，且未发生明显不良事件及不良反应。凌江红等[8]报

对照西药组 190 例中，痊愈 85 例，好转 75 例，无效 30 例，

道舒肝健脾中成药健胃愈疡颗粒对 Hp 阳性消化性溃疡的证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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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效、生活质量改善均优于三联疗法。原冬亚等[9]对 62 例乌贝

研究，遵循循证医学的原则设立与有明确疗效的疗法进行双盲

散治疗 Hp 相关性溃疡进行临床疗效观察，发现该药止痛效果

随机对照实验，进一步完善临床实验研究。

明显，对胃及十二指肠溃疡的愈合有明显促进作用，并且对
Hp 的消除率高达 80%以上。杨家球[10]发现使用健脾养胃，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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疡的有效方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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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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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2005,5(2):10-11

3

中医其它治疗
龙千里等[17]将穴位埋线法引入 Hp 相关性溃疡治疗中，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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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相关研究[20]表明，大黄可通过抑制变态反应，增强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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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医药的治疗消化性溃疡临床研究当中，应当有以下方
面的思考：首先当重视中医理论指导，在临床治疗研究中，应
当以中医理论为指导，辨证施治，选方用药，根据不同的临床
反应和疗效，进一步指导临床研究。其次要探索中医证型辨证
分型标准，辨证缺乏客观统一标准，中医证型模糊、笼统，这
就导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医生个人经验及主观的影响，使其科
学性和可靠性大为降低。另外还要严谨实验设计，做好实验室

[20]邵龙刚,顾勤.中药抑杀幽门螺杆菌研究进展[J].实用中医药杂志,2009,
25(2):1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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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性关节炎的动物模型研究进展
Current status and progress of animal model of osteoarthritis
王 斌
（成都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四川 成都，61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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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探索骨性关节炎复杂的病因及病理机制，寻求有效方法和药物，骨性关节炎的动物模型制作成为了一项最重
要的实验室研究内容。合理选择实验动物制作模型，有利于完成实验工作。
【关键词】 骨性关节炎；动物模型
【Abstract】 To probe the pathogen and the pathological mechanisms of OA, finding the effective methods and medicine, animal
model of OA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laboratory research. A reasonable choice of animal model can help to achieve the
experimental work.
【Keywords】 OA; Animal model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0.073
骨性关节炎（Osteoarthritis，OA）又称退行性骨关节炎，
表现为骨关节的慢性、渐进性、退行性改变。OA 是一种临床

受到影响，不适宜研究 OA 生化代谢。
2.1.1 传统 Hulth 法

常见病、多发病，其发病年龄多从中年至老年，并呈现加重的

切断前后交叉韧带及内侧副韧带，完全切除内侧半月板。直

趋势，对人们的身体健康、生存质量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目前

接对关节进行创伤手术，造成关节结构失稳、使关节间隙变小，

大量的实验室及临床研究认为：OA 是由一系列生物力学（关

关节面的摩擦增大，去除半月板的缓冲作用，模拟人 OA 形成。

节面受到的应力改变）及生物化学（组织液、血液、内分泌激

王婧等[1]切断 SD 大鼠膝前后交叉韧带及内侧副韧带，完全切除内

素、药物等）因素作用于骨关节组织，引起关节滑膜、软骨细

侧半月板，不损伤关节软骨面不固定伤肢。术后注射丁胺卡纳霉

胞、软骨基质、软骨下骨等的病理改变，造成关节组织降解和

素 4d 预防感染，造模 6W 后，表现为 OA 中晚期病理。

合成失衡，从而引起骨关节的功能损害。

2.1.2 Hulth 改良法

为了探索 OA 复杂的病因及病理机制，寻求治疗 OA 的有

刘献祥等[2]切断兔膝前交叉韧带、内侧副韧带，摘除内侧

效方法和药物，国内外诸多学者开展了大量研究。其中 OA 的

半月板。术后肌肉注射青霉素 20 万 u 连续 3d 预防感染，1W

动物模型制作成为了一项最重要的实验室研究内容。OA 的动

后，强迫其每天活动 30min。术后 16W 获得典型的膝 OA 模型。

物模型制作目的包括：①分析可能造成人类 OA 形成的病因，

2.1.3 切断前交叉韧带，切除内侧半月板术

采用相应的方法进行单纯造模，并观察关节组织病理生化改

王云峰等[3]切断家兔右膝前交叉韧带，切除内侧半月板。术

变，获取研究数据，进行分析，为临床治疗提供第一手数据。

后患肢不固定，置于笼中喂养。造模 2W 后出现骨关节炎早期改

②按不同方法进行 OA 造模，应用药物进行治疗，观察治疗前
后骨关节的宏观与微观变化、生化指标变化，探寻和验证相关
致病因子对骨关节的影响，治病因子对 OA 的治疗效果，从而
为 OA 的临床治疗提供更多科学的依据。
1

造模动物的选择

变，6W 出现中期改变，10W 出现晚期改变，14W 出现极晚期
改变。与多数实验比较，此法造模比单纯切断前交叉韧带造模
时间提前 2 个月，比传统 Hulth 法慢 2 个月。夏睿等[4]对 4 月龄
新西兰白兔，切除一侧膝关节前交叉韧带，摘除内侧半月板。
对侧不手术，只作切口。术后肌肉注射青霉素 40 万 u 预防感染，
连续 4d，强迫其每天活动 3 次，30min/次，造模 2W 后出现 OA

C57BL 小鼠、昆明小鼠、Wistar 大鼠、SD 大鼠、Hartley

病理改变。杨丰建等[5]切断家兔右侧前交叉韧带，切除内侧半月

豚鼠、B6C3F1 栗鼠、新西兰大白兔、日本大耳白兔、家兔、

板的前 1/3。术后腹腔注射头孢唑啉预防感染，连续 3d，单笼饲

小型猪等，但是选用兔子作为实验动物的相对较多。

养，允许自由活动。12W 时出现 OA 中晚期病理特征。

2

2.1.4 ACLT（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Transection）法
动物模型制作

2.1 关节内手术
采取手术方法使关节的结构损伤，造成关节不稳而诱发

前交叉韧带切除术。王婧等[1]剪断 SD 大鼠膝前交叉韧带，
不固定关节，术后注射抗生素防感染。术后 6W 观察到严重软
骨缺损，软骨细胞坏死。

OA。这类方法造模时间可控，稳定性好，成功率高，能较好

2.1.5 切除内侧半月板，关节面软骨钻孔，造成其关节软骨损

地模拟人类外伤引起骨性关节炎病理特征，应用范围较广。缺

伤模型

点在于滑膜组织及软骨的生化代谢会因手术创伤、出血及炎症

朱彤等[6]研究关节软骨面的损伤修复。切除青紫蓝兔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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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关节内侧半月板，对股骨内髁关节面软骨钻孔，造成损伤。

影响血液循环，因血液瘀滞，改变骨内压力，从而导致骨

术后肌注普鲁卡因青霉素 40 万 u，连续 3d，造模 6W 时观察

关节营养代谢障碍，关节组织逐渐退化形成 OA。该模型适用

到软骨爬行明显，软骨破损区变平，但仍有缺损，12W 左右软

于研究 OA 的骨关节血液循环及营养代谢的研究。

骨破损区纤维软骨增生。

2.4.1 结扎股静脉

2.1.6 闭合关节刻痕模型

可导致静脉瘀滞，使骨内压升高，进而形成早中期膝骨性

该模型是（Mari Jnissen）等[7]提出的 OA 模型，创伤性小，

关节炎。黄肖华等[16]分离大耳白兔右侧股静脉，在远、近端双

方法简单，动物存活率高，适于研究关节软骨损伤及修复。李

重结扎，结扎线间剪断。术后肌注青霉素 3d 抗感染，1 周后拆

钊等[8]用小针刀在大鼠双侧股骨髁软骨面、髌软骨及胫骨平台

线。造模 8W，病理表现处于软骨退变的早中期。

上刻痕，不伤及半月板，深度不超过软骨全层，出针后不全缝

2.4.2 结扎臀下静脉、股静脉及大隐静脉

合，不固定。术后肌注青霉素 10 万 u，连续 3d，预防感染，

可阻断静脉回流，引起骨内持续高压，造成膝关节 OA[17]。

每日强迫驱赶其活动 30min，5W 即得明显 OA 模型。

戴七一等[18]分离兔右侧臀下静脉，股静脉、大隐静脉，分别双

2.2 机械制动方法制作膝 OA 模型

重结扎，并将结扎线间切断。术后肌注青霉素（5 万 u/kg·d）
、

[9]

最经典的是 Videman 法 。以关节面的生物力学改变为

链霉素（10 万 u/kg·d）3d 抗感染。12W 后取材研究可见凋亡

OA 诱因造模，无手术创伤和关节内注射药物对关节化学损伤

细胞，胶原纤维排列紊乱。

的影响，造模时间较短，更接近人类 OA 自然形成过程，

2.4.3 结扎股静脉

2.2.1 伸直位石膏管型固定
田世坤等[10] 将新西兰大白兔左后肢膝关节伸直位石膏管

切断腓肠肌内外侧头造模。贺文楠等[19]结扎并切除新西兰
大白兔的股静脉，切断腓肠肌内、外侧头和膝关节周围可见的

型固定，4W 后获得稳定骨关节炎模型。

静脉。术后肌肉注射青霉素钠 80 万 u 3d，抗感染。术后驱赶

2.2.2 改良伸直位固定法动物模型的制备

其活动，连续 7d，30min/d。造模 4W 时可见软骨面粗糙，8W

熊勇等[11]用棉垫包裹日本大耳白兔左后肢固定区域，在左下

时滑膜增生，软骨面出现纤维化、糜烂，软骨细胞肥大簇聚。

肢外侧安置小铝板，外面用管型石膏固定，用废硬胶片做成圈，

12W 时出现软骨面剥脱，软骨下骨质裸露，有骨赘形成。

反套兔颈部固定，避免兔撕咬石膏。造模 8W 后，成功复制人 OA。

2.5 关节内注射法

2.2.3 过伸位和过屈位固定

化学因子刺激能快速形成类似人 OA 的终末期软骨病理改

尚平等[12] 采用过伸位和过屈位两种方法固定兔膝关节造

变，造模所需时间短，与人 OA 的自然病变进程有差别，不适

模，两种方法均发现造模第 7W 出现 OA 早中期病理改变，第

于 OA 软骨损伤的病程、病理及生化的全面研究，适用于 OA

13W 为 OA 中晚期病理改变。并得出结论：过伸位固定引起关

终末期软骨病理、治疗药物及方法疗效研究。

节囊、肌肉等挛缩，增加骨内压，造成 OA。过曲位固定引起

2.5.1 关节腔内注射木瓜蛋白酶

关节组织的萎缩性退化，进而导致 OA，同时提出过曲位造模

研究表明[20-23]木瓜蛋白酶在兔、豚鼠的关节腔内注射时可

效果优于过伸位。

引起迅速进展的骨关节炎。其机制可能是分解软骨基质中蛋白

2.3 增加或降低关节应力，诱发 OA

多糖，去除软骨细胞膜上有丝分裂抑制因子。马志坤等[24]参照

2.3.1 关节面施以持续高/低压应力

文献[25]的方法造模，第 1、3、5d 分别向兔右膝关节腔内注射

[13]

等在白兔右膝关节间隙上下各 1.5cm 处，分别钻

0.4ml，4%木瓜蛋白酶溶液。并且连续 7d，每天驱赶其活动 2

入克氏针各 1 根，低压应力组以自制铝片撑开器撑开克氏针，

次，每次 15min，造模成功。王平乐等[26]将兔右膝关节腔内注

高压应力组以细钢丝拉紧克氏针两端，术毕管型石膏膝伸直位

入 0.5ml，1.6%木瓜蛋白酶生理盐水溶液，3d 后注射第 2 次，

余存泰

固定。分别于 4、12W 时观察：低压应力使软骨细胞退变，高

共 2 次。2W 后确定造模成功。

压应力使基质破坏。

2.5.2 碘乙酸注射法[27]

2.3.2 异常直立体位，增加关节应力
[14]

陈宏贤等

结扎出生后 1W 内的 Wistar 大鼠的双前肢及尾

王婧等[1]将 100uL 碘乙酸溶液（1g/L）注入 SD 大鼠膝关
节腔内，不固定膝关节，使其笼内自由活动。造模后 1W 即见

部。12W 后，观察到呈典型的 OA 特征。该模型，主要考虑幼

软骨组织学改变。

龄 Wistar 大鼠的软骨改变，如果推广用于月龄较大的其它动物

2.5.3 尿激酶型纤溶酶原激活物（Urokinase-type Plasminogen

还值得探讨。

Activator，UPA）注射法

2.3.3 切断臀部肌肉，使髋关节不稳定，增加关节面应力诱发

石辉等[28]注射 uPA：0.4ug/0.2ml 到兔右膝关节内。造模 12W
时，观察到 OA 的组织病理特征。

OA
白希壮等[15]完全切断 HDP 种豚鼠右髋部附着在髂嵴上的
臀大肌及深部的臀中、小肌，远侧断端切除 1cm。术后 12W，

2.5.4 白陶土混悬液注射法诱发 SD 大鼠单发亚急性关节炎
耿成燕等[29]向 SD 大鼠胫跗骨关节腔内注射白陶土混悬液

实验侧髋关节有 OA 表现，24W 时最为明显。该模型属于手术

0.2ml，15min 后再向大鼠的该后肢足底注入鹿角菜胶 0.07ml。

创伤性造模，制做周期较长，动物死亡率高，虽然不直接造成

5d 成功制作大鼠单发亚急性关节炎模型。

滑膜、软骨等的急性应激性损伤，但却会影响整个关节部位的

2.6 雌激素缺乏致 OA 模型

血液循环，营养代谢。
2.4 结扎血管

任永信等[30]将 SD 雌性大鼠左膝关节伸直位管型石膏制动，
同时经背摘除双侧卵巢。术后肌注青霉素预防感染。4W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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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卵巢切除加重了大鼠骨性关节炎的病理改变，应用己烯雌

[11]熊勇,张照庆,夏数数,等.改良伸直位固定法建立兔膝骨性关节炎模型的

酚替代治疗，延缓了骨性关节炎的病理过程。该模型适用于绝

研究[J].湖北中医学院学报,2010,12(5):20-21

经期妇女骨性关节炎的病因研究，及雌激素替代疗法治疗 OA

[12]尚平,贺宪,陈孝银,等.过伸位和过屈位固定复制骨性关节炎动物模型的

的研究。

比较[J].生物骨科材料与临床研究,2006,3(1):13

2.7 自发性 OA 动物模型

[13]余存泰,徐中和,黄公怡.应力导致关节软骨退变机制的实验研究[J].实用

一是未经过刻意的人工处理而自然发生骨性关节炎的动

骨科杂志,2004,10(5):412

物，其 OA 病变进程比较自然，随着年龄增长，病理改变逐渐加

[14]陈宏贤,王大平,牛琼,等.骨关节炎动物模型的建立及选择[J].深圳中西医

重，最接近人类 OA 自然过程，可作为研究人类 OA 的最佳模型

结合杂志,2008,18(4):209

[31]

[15]白希壮,任继尧.选择性臀肌切断诱发骨关节炎实验模型[J].中华骨科杂

。由于正常动物自然生命周期一般较长，实验环境及其他因

素的影响，导致该模型不作为实验研究的首选。二是由于基因

志,1994,14(2):118

突变导致骨性关节炎的动物，通过育种后代保留其遗传性状获

[16]黄肖华,段戡,袁长深,等.结扎股静脉对兔膝关节软骨组织形态学的影响[J].

得的。该模型能成批量获得，生理病理性状稳定可控，但经费

中医正骨,2010,22(8):17

昂贵。常见的有 STR/ort 小鼠模型、Hartley 豚鼠、C57 黑鼠、II

[17]王济伟,符诗聪,史炜镔,等.中药对实验性骨关节炎膝旁骨内压的影响[J].

型前胶原基因缺陷小鼠模型等。
肖萍等[32]观察雌性 Hartley 豚鼠，

中医正骨,1997,9(4):3-4

3～4 月龄出现明显原发性 OA 病理特征，5～6 月龄关节软骨出

[18]戴七一,文宗振,林光琪,等.揉髌手法对兔膝关节软骨细胞凋亡影响的超

现退行性改变。汪青春等[33]研究 C57 黑鼠，随着鼠龄的增加，

微结构观察[J].中国中医骨伤科杂志,2010,18(6):2

产生自发的骨性关节炎样退化，运动负荷会加快其进程。

[19]贺文楠,蒋振刚,左新成.叠加造模后膝关节骨密度改变及软骨基质金属

综上所述，OA 的动物模型中，造模时间最短的方法是关

蛋白酶-13 的表达[J].医学研究生学报,2010,23(6):606

节内注射化学药物，1～2W 内即可获得所需条件的模型。关节

[20]Havdrup T, Telhag H. Papain_induced changes in the knee joints of adult

内手术方法获得典型 OA 模型的时间大概是 2～6W，获得中晚

rabbits. Acta Orthop Scand,1977,48(2):143-149

期 OA 模型的时间为 12W 以后，关节应力改变和血管结扎法

[21]Kopp S, Mejersjo C, Clemenssson E. Induction of osteoarthrosis in the guinea

获得 OA 模型的时间是 6～12W，卵巢切除术造模时间大概是

pig knee by papain. Oral Surg Oral Med Oral Pathol, 1983, 55(3): 259- 266

4W。自发性 OA 动物可根据其月龄直接选择进行试验。实验

[22]Marcelon G, Cros J, Guiraud R. Experimental model of osteoarthritis.Agent

室研究模型虽然较多，但仍需要研究者根据研究方向，为达到

s Actions,1976,6(1-3):191-194

实验研究的预期目的，权衡实验研究的需要，合理选择实验动

[23]Scheck M, Sakovich L.Degenerative joint disease of the canine hip,

物制作模型，既对实验动物的伦理尊重，又才能节省时间、物

experimental production by multiple papain and prednisone injection. Clin

资及经费，圆满完成实验工作。

Orthop,1972,86:11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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