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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结直肠癌伴同时性肝转移的特征性临床术前指标，并期基于此些指标建立预测模型。方法：1052 例
结直肠癌患者中以伴或不伴同时性肝转移为分组，使用信息熵增益方法筛选出特征性术前临床指标，并且使用 Logistic 回归方法
建立预测模型；在 150 例患者（独立样本）中进行模型测试。结果：筛选出 CEA，CA50，CA199，肿瘤部位（结肠/直肠）
，原发
肿瘤最大径为特征性术前临床指标。以术前血清 CEA 及 CA50 值建立模型，敏感性 0.82，特异性 0.7342，准确率 0.7423，ROC
曲线下面积 AUC 为 0.838；模型测试表现：ROC 曲线下面积 AUC 为 0.9046。结论：CEA，CA50，CA199，肿瘤部位（直肠/结
肠）
，原发肿瘤肿瘤最大径等术前临床指标与结直肠癌伴同时性肝转移有关，以术前血清 CEA 及 CA50 值建立 Logistic 回归模型
对其诊断有一定的帮助。
【关键词】 结直肠癌伴同时性肝转移；特征性术前临床指标；预测模型；CEA；CA50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characteristic preoperative clinical indexes for colorectal cancer with synchronous liver metastasis
and establish prediction model based on these indexes. Methods: 1052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with or
without synchronous liver metastasis. Information entropy method was used to gain preoperativ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 indexes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method was used to establish prediction model. The model was tested in an independent sample of 150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Results: CEA, CA50, CA199, tumor location (colon/rectum) and maximum diameter of primary tumor were selected as the
characteristic preoperative clinical indexes. Preoperative serum CEA and CA50 were used to set up prediction model with a sensitivity of
0.82, specificity of 0.7342 and accuracy of 0.7423, the AUC was 0.838. Model test performance showed the AUC was 0.9046. Conclusion:
CEA, CA50, CA199, tumor location (colon/rectum) and maximum diameter of primary tumor were related with colorectal cancer with
synchronous liver metastasis.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based on CEA and CA50 may be helpful for the diagnosis of synchronous liver
metastasis in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Keywords】 Colorectal cancer with synchronous liver metastasis; Characteristic preoperative clinical indexes; Prediction model;
CEA; CA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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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直肠癌在我国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呈逐年上升趋势[1]。肝转
[2-4]

收集 2000 年 6 月～2005 年 12 月我院经治的 1052 例结直

。结直肠癌死亡的

肠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其中合并同时性肝转移 100 例）及

患者中肝转移率高达 45%～71%[5]。20%～40%的结直肠癌患者在

2006 年经治的 150 例结直肠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其中合并

移是造成结直肠癌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即同时性肝转移。目前尚缺乏对结直肠

同时性肝转移 12 例）
。患者的筛选标准为：①患有原发性结直

癌同时性合并肝转移的术前预测指标。因此，我组收集了 1052

肠癌，排除复发和其它脏器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②有详细的

例结直肠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以伴或不伴有肝转移分组，对

临床资料；③通过 B 超、CT、MRI、PET-CT 和手术探查活检

两组的术前临床相关因素进行统计学分析，以期找到特征性的指

判断患者是否发生同时性肝转移（任意一项）。以临床症状、

标，基于这些指标建立结直肠癌伴同时性肝转移的预测模型并在

原发肿瘤部位、原发肿瘤大小、术前检测的肿瘤标志物等信息

150 例结直肠癌患者（独立样本）中进行测试验证。

使用电子数据获取（Electronic Data Capture，EDC）系统进行

[5-7]

确诊时已发生肝转移

存储。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1.2 筛选特征性指标的统计学方法
信息熵增益方法，在 1052 条数据上，使用十折交叉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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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方法。信息熵前十位的变量。取信息熵增益大于 0.01 的变量建

验证。

模。以卡方检验及 t 检验进行再次验证。

2

1.3 预测模型建立方法
Logistic 回归方法建立预测模型，并在 150 例患者中进行

结

果

2.1 信息熵增益方法筛选结果前十位变量（见表 1）

表 1 信息熵增益方法筛选结果前十位变量
序号

平均信息熵增益（平均值±标准差）

平均排序

属性名称

1

0.116±0.005

1±0

术前 CEA

2

0.046±0.005

2.2±0.4

术前 CA50

3

0.042±0.003

2.8±0.4

术前 CA19-9

4

0.018±0.002

4.1±0.3

原发肿瘤最大径的值

5

0.012±0.002

5±0.45

直肠

6

0.009±0.002

6.2±0.75

腹痛

7

0.007±0.002

7.8±1.08

肝曲

8

0.007±0.002

8.3±1.68

腹块

9

0.005±0.001

8.6±1.5

P21

10

0.005±0.001

9.7±0.9

便血

2.2 特征性指标的筛选（选取信息熵增益大于 0.01 的变量）
CEA，CA50，CA199，肿瘤部位（结肠/直肠）
，原发肿瘤

2.2.4 肿瘤部位
根据原发肿瘤部位划分，病灶位于直肠的共 599 例，肝转

最大径。以卡方检验及 t 检验进行再次验证（见表 2）
。

移 37 例，占 6.2%；而位于非直肠部位（即结肠，包括盲肠、

2.2.1 CEA

升结肠、肝曲、横结肠、脾曲、降结肠、乙结肠）的共 452 例，

①定性区别：以 0～10U/ml 为正常值范围，超出该范围为

肝转移 63 例，占 13.9%；两组同时性肝转移比率有明显统计学

CEA 阳性。同时肝转移患者术前 CEA 阳性率为 69%（69/100）
，

差异（P＝4.752e-05）
。说明原发肿瘤在非直肠部位更易发生同

非同时肝转移患者术前 CEA 阳性率为 20.8%（98/952）
，两者

时性肝转移。

具有统计学意义（卡方值＝108.48，自由度＝1，P<2.2e-16）
；

2.2.5 原发肿瘤最大径

②定量区别：肝转移组术前血清 CEA 的平均值为（197.05±
324.04），而非肝转移组内术前血清 CEA 的均值为（17.01±
81.0），二者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2.466e-07）；③离散程
度：术前血清 CEA 的离散程度在同时肝转移组和非同时肝转

同时性肝转移组为（6.45±2.77）cm，无肝转移组（5.09
±2.41）cm，两组有显著差异（P＝9.185e-06）
。
表 2 特征性指标的筛选

移组间也有显著差异（P<2.2e-16）
。
2.2.2 CA50
①定性区别：以 0～20U/ml 为正常值范围，超出该范围为
CA50 阳性，在检测了 CA50 的患者中，同时肝转移组 CA50
阳性率为 54.67%（41/75）
，非同时肝转移组 CA50 的阳性率为
，两组中 CA50 的阳性率有显著性差异（P
19.93%（189/948）
＝1.11e-11）
；②定量区别：同时肝转移组术前血清 CA50 表达

术前 CEA

肝转移组

无肝转移组

P值

324.04±197.05

81.60±17.01

2.466e-07

术前 CA50

120.15±81.57

34.16±17.87

1.838e-05

术前 CA19-9

371.91±264.60

145.44±48.26

1.426e-06

阳性

37

562

阴性

63

389

6.45±2.77

5.09±2.41

直肠
最大径的值（cm）

平均值为（81.57±120.14）
，而非同时肝转移组术前血清 CA50

2.3 预测模型的建立

的平均值为（17.87±34.16），两者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

2.3.1 基于五个特征性指标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建立

1.838e-05）
；③离散程度：同时肝转移组中 CA50 表达的离散

4.752e-05
9.185e-06

直肠是保护因素，原发肿瘤最大径、CEA、CA50、CA199

程度高于非肝转移组（P<2.2e-16）
。

是危险因素。Logistic 回归模型敏感性 0.70，特异性 0.7174，

2.2.3 CA199

准确率 0.7158，AUC0.782（ROC 曲线见图 1）
。

①定性区别：以 0～37U/ml 为正常值范围，超过正常值范

2.3.1.1 模型

围的认为是阳性表达，本研究训练数据集上，检测 CA19-9 的
患者中，肝转移组 CA19-9 阳性率为 59.26%（48/81）
，非肝转
移组的阳性率为 18.84%（179/950）
，CA19-9 的阳性率在肝转

2.3.1.2 使用 logit 形式

移组和非肝转移组有显著差异（P<2.2e-16）；②定量区别：同
时肝转移组术前血清 CA19-9 的平均值为（264.60±371.91）
，
非 同 时 肝 转 移 组 术 前 血 清 CA19-9 的 平 均 值 为 （ 48.27 ±
145.44）
，两者有显著差异（P＝1.44e-12）
。

直肠：是否在直肠，原发肿瘤在直肠，此项为 1，不在直
肠此项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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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测试 CEA-CA50logistic 回归模型的 ROC 曲线

2.4 阈值的设定
阈值的选取对模型的分类预测性能有影响。通常情况下选
图 1 5 变量 Logistic 回归模型的 ROC 曲线

0.5 为阈值，这种情况适用于分类平衡的数据集，即阳性样本

2.3.2 基于血清 CEA 及 CA50 定量数值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建

和阴性样本数量大体相同的情况。但本课题使用的 1052 例和

立

150 例患者中同时肝转移的发生率分别为 9.5%和 8%，在这种
由于肿瘤最大径及肿瘤部位术前往往依靠肠镜或影像学

非平衡的情况下，绘制模型的 ROC 曲线，并选取 ROC 曲线上

判断，存在肠镜医师及影像学医师的主观判断，可能存在一定

距离坐标点（0，1）较近的点的值为阈值，可以得到较为平均

的误差，且本研究拟以定量数据进行模型建立，故排除此两项

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以此方法，LogisticCEA-CA50 模型敏感性

指标。由于 CA19-9 的表达与患者的 Lewis 血型相关，Lewisa-b-

均值为 0.9167，特异性均值为 0.6978，准确率均值为 0.7153，

血型患者不表达 CA19-9，而本组研究中无法得知各患者的

对样本的分类预测能力较好。

Lewis 血型，且 1052 例患者中 CA50 和 CA19-9 的相关性较高
（cor＝0.8，P<0.01）
。因此，我们选取血清 CEA 及 CA50 定量

3

讨

论

10%～25%的结直肠癌患者在确诊时已经存在肝转移[6-8]，

数值建立了 LogisticCEA-CA50 模型，敏感性 0.82，特异性
0.7342，准确率 0.7423，AUC0.838（ROC 曲线见图 2）
。

即同时肝转移。本研究使用的数据集中，1052 例结直肠癌患

2.3.2.1 模型

者中有 100 例确诊为同时肝转移，同时肝转移发病率为 9.5%，
接近报道的转移率。在患者自身条件和手术技术条件允许的
情况下，如果能在原发灶手术切除时对转移灶进行切除，可

2.3.2.2 Logit 形式

以减少患者手术次数，减轻患者病痛 [8] ，国内外临床实验证
实了一次手术切除的可行性和高效性[6-7]。如果在手术前通过
某些检测提示患者肝转移，就能在原发病灶手术前进行全面
的肝脏排查，以检查出肝脏转移病灶并进行切除或化疗后在
切除。
肿瘤标志物是肿瘤细胞特异性的物质，包括蛋白、糖类和
糖蛋白等，其检测方便且对机体损失较小，已成为继影像学诊
断和病理诊断后临床常用的诊断方法之一，癌胚抗原（Carcino
Embryomic Antigen，CEA）和癌相关糖抗原（CA19-9，CA50，
CA242）等都是常用的结直肠癌肿瘤标志物[1

，9，10]

。目前用于

临床的肿瘤标志物都是针对某些或者某一类癌症，缺少对某
种肿瘤的特异性，单独使用时敏感性和特异性都不高[10-12]，联
合使用多种肿瘤标志物可以有效的提高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
性[10

，13，14]

。有研究报道血清肿瘤标志物检测水平的改变和结

直肠癌肝转移有关[1]，如肝转移的结直肠癌患者血清 CEA 水平
图 2 CEA-CA50logistic 回归模型的 ROC 曲线

2.3.3 模型测试
使用 LogisticCEA-CA50 模型对 150 例结直肠癌患者进行
同时性肝转移预测，模型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9046（ROC
曲线见图 3）
。

和 CA19-9 水平明显高于无转移患者。但目前对肿瘤标志物的
研究多集中在使用统计方法进行的定性研究，只能为结直肠癌
肝转移提供某些警示作用，很难用于对结直肠癌肝转移的预
测。
我们通过对 1052 例结直肠癌患者术前症状、原发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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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血管壁上 E-selectin 高表达，则发生远端转移的可能性

肠癌同时肝转移相关的五个特征术前临床指标：原发肿瘤的

会大大增加 [22]。CA19-9 与人体 Lewis 血型中的 Lewisa 抗原

位置、原发肿瘤的最大径、术前血清 CEA 含量、术前血清

相似，是唾液酸化的 Lewisa 抗原。CA19-9 的识别性能与患

CA50 含量和术前血清 CA19-9 含量，其中前两个为原发肿

者的 Lewis 血型有关 [25]，当患者为 Lewisa-b-型血型时，癌

瘤的形态学特征，其余三个为临床常用肿瘤标志物。当肿瘤

组织 CA19-9 的表达呈阴性。由于在本研究收集数据时，没

在结肠时，由于静脉回流的规律，肿瘤细胞更容易与肝脏中

有考虑患者的 Lewis 血型情况，在 1052 例患者中，无法确

定植，而后出现肝转移。肿瘤最大径往往提示着肿瘤存在的

定 21 例含有 CA19-9 缺失值及 0 值的患者，其 CA19-9 缺失

时间长短，时间越长，原发肿瘤就越大，也更容出现远处转

是否与血型有关，因此在建立模型时，仅将 CA19-9 的值作

移等情况。以下我们着重讨论三个肿瘤标志物与肝转移的关

为参考，而选取了另一个肿瘤糖基抗原 CA50 作为建模的特

系。

征变量。

CEA 属免疫球蛋白超基因粘附分子家族，能促进肿瘤细胞
[15]

相互粘附或与宿主器官粘合

。自 1965 年 Gold 和 Freedman
[16]

在结直肠癌细胞中发现 CEA 以来

，CEA 被用于结直肠癌的
[10， 17]

与 CA19-9 相似，CA50 也是肿瘤细胞表面的糖类抗原。
识别 CA50 抗原的抗体也识别 CA19-9 的抗原表位 [25]，从本
研究使用的数据集中发现，术前血清 CA50 的值和术前血清

。

CA19-9 的值存在相关性（cor＝0.8，P<0.01）。CA50 的表达

CEA 在正常结直肠组织上皮细胞中有少量表达，最终通过消化

与 Lewis 血型抗原无关 [25] ，因此在患者为 Lewisa-b-血型时

检测和预后评价，是目前临床常用的肿瘤标志物之一
[10]

。当细胞发生癌

可以通过 CA50 的检测代替 CA19-9 的检测。对 CA50 的研

变时，细胞极性发生改变，使细胞表达的 CEA 进入血液，导

究少于对 CA19-9 的研究 [26] ，其表达与脉管侵犯和肿瘤分期

致血液 CEA 升高[18]。肝脏是 CEA 摄取和分解的场所[17]，肝脏细

有关，提示 CA50 表达量与肿瘤的转移有一定相关性。本研

胞表面有一种可以特异性识别 CEA 的糖蛋白，这种糖蛋白可以识

究的训练数据集中，同时肝转移组术前血清 CA50 表达平均

别 CEA 的 N 端半乳糖残疾，
从而诱发 CEA 在肝脏的内吞和分解，

值为（81.57±120.14），而非同时肝转移组术前血清 CA50

道排泄，只有很少量的 CEA 进入血液循环

[19]

当肝功能严重下降时，能引起血清中 CEA 的升高 。CEA 通过

的平均值为（17.87±34.16），两者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

诱导肝脏的 Kapffer 细胞释放特异性的细胞因子在结直肠癌肝

＝1.838e-05）。

转移中发挥作用[20]，包括 IL-β、IL-6 和 TNFα 等，这些细胞因

结直肠癌肝脏转移的诊断以影像学检查为主 [27]。术前 B

子调节肝脏细胞的微环境，为结直肠癌细胞的转移提供条件。

超检查是简便易行的结直肠癌肝转移灶诊断方式。B 超没有

血清 CEA 的升高对肝转移有一定的提示作用[1]，本研究使用的

放射危害，对大于 2cm 的转移灶的敏感性为 95%～98%，但

训练数据集中，肝转移组术前血清 CEA 的平均值为（197.05

对小于 1cm 的肝脏转移灶敏感性较差，1.0～2.0cm 的转移灶

±324.04）
，而非肝转移组内术前血清 CEA 的均值为（17.01±

敏感灶为 61%，而对于小于 1.0cm 的病灶敏感性只有 20%。

81.0），二者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2.466e-07）。虽然大多

CT 检查敏感性高于 B 超，对于直径大于 2cm 的转移灶，CT

数结直肠癌肝转移患者血清中 CEA 含量较高，但部分同时、

检查的敏感性为 100%，但对小于 1cm 的转移灶的检出率不

[21]

异时肝转移的患者血清 CEA 含量并不升高

，这样的患者术

高。CT 血管造影是目前公认的对直径小于 1cm 的小病灶最

前可能因不能引起医生的高度重视而漏诊，本研究建立的模型

敏感的影像学方法，其中门静脉造影下 CT 扫描（CTAP）

对术前血清 CEA 含量较低的患者也有较好的预测能力，在测试

用 Ethiolzeel 乳化油可以发现直径在 0.4～1cm 的转移灶 [27]，

模型的 150 例患者中有三例合并同时性肝转移患者的血清 CEA

但该扫描具有创伤性。Whiteford 等报道 PET 检测肝转移的

含量较低，分别为 24.15、8.09 和 6.07，使用 LogisticCEA-CA50

敏感性为 89%，而 CT 为 71%，特异性两者相似，分别为 98%

预测，其中两例被预测为阳性，准确率为 66.7%。

及 92%[28] 。但 PET 的高费用使其在临床使用中受到了一定

CA19-9（Carbohydrate antigen sialyl Lewis a，sLewis a）

的限制，尤其在国内，许多医院尚未开展此检查。Nasu 等

是恶性肿瘤细胞表面的一种糖基抗原，是唾液酸化的

的研究表明磁共振 DWI 显像对肝转移灶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lacto-N-fucpentoseII，在肠癌、胰腺癌和小细胞肺癌等细胞

分别为 82%和 94%[29] 。近期基于 3391 例结直肠癌患者的荟

表面表达，被广泛应用于消化道癌症的检测

[22， 23]

。sLewisa

多发现于粘蛋白侧链，其高表达和肿瘤的转移有关

[24]

。本研

萃分析显示，以病灶为基础，CT、MR 和 FDGPET 的诊断
敏感度分别为 74.4%，80.3%和 81.4%。以病人为基础，CT、

究中，同时肝转移组术前血清 CA19-9 的平均值为（264.60

MRI 和 FDGPET 的 诊 断 敏 感 度 分 别 为 83.6%、 88.2%和

±371.91），非同时肝转移组术前血清 CA19-9 的平均值为

94.1%。依病人而言，CT 诊断的敏感度低于 FDGPET（P＝

（48.27±145.44），两者有显著差异（P＝1.44e-12）。sLewisa

0.025）。诊断特异度彼此类似。对于<10mm 的病灶，MRI

，而 E-selectin 介导细

的诊断特异度高于 CT[30] 。本研究基于血清 CEA 及 CA50 定

胞的粘附作用，肿瘤细胞表面表达的 sLewisa 抗原促进了肿

量数值建立了 LogisticCEA-CA50 模型，敏感性 0.82，特异

瘤细胞在转移宿主器官上的粘附，从而为肿瘤细胞的转移提

性 0.7342，准确率 0.7423。较之上述影像学检查，本模型在

供条件。研究表明，如果病人肿瘤细胞表面 CA19-9 高表达，

敏感性方面并不逊色，且此预测模型最大的优势是简单易

是细胞粘附分子 E-selectin 的受体

[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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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预测。我们建议，预测阳性患者应在术前非常注意对肝脏

肿瘤学杂志,2007,Vol.34(11):851-853

的评价，有条件者需行 MRI 或 PET 的检查，以期对患者的

[18]Hammarstrom S. The 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CEA) family: 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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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ed functions and expression in normal and malignant tissue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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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鸣患者电针治疗前后自觉症状与椎-基底动脉血流
速度变化的初步研究
Preliminary study on subjective symptom and vertebral-basilar artery blood
flow velocity changes in tinnitus sufferers before and after EA treatment
李石良 李 辉 史榕荇 张永旺 张明章
（中日友好医院，北京，100029）
中图分类号：R32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1-0006-04

【摘 要】 目的：通过观察电针对耳鸣及椎基底动脉血流速度的影响进而分析后二者之间的关系。方法：对 51 例耳鸣患者
给予颈部及患耳电针治疗 20 次，治疗前后分别进行耳鸣症状的量化评估并以超声多普勒（TCD）法检查椎基底动脉血流速度，分
析耳鸣症状的变化与椎基底动脉血流速度变化之间的关系，从而探讨耳鸣的病因。结果：51 例耳鸣患者椎基底动脉血流速度表现
为各血管收缩期及舒张期峰值均降低，经电针治疗后耳鸣症状获得改善，其中，31 例患者椎动脉及基底动脉收缩期血流速度峰值
的提高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而舒张期血流速度峰值的提高则无统计学差异，此结果可在限定年龄组的统计分析中得到重复。
结论：耳鸣的发生可能与椎基底动脉收缩期流速下降进而导致内耳缺血有关，电针治疗可在一定程度上逆转这种改变。
【关键词】 耳鸣；电针；椎-基底动脉血流速度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electro-acupuncture (EA) on tinnitus and vertebral basilar artery blood flow velocity,
and then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atter two. Methods: 51 patients were given the neck and ear acupuncture treatment 20 times,
respectively carried out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tinnitus symptom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checked the basilar artery blood flow
velocity according the Doppler (TCD) method, so as to explore the cause of tinnitus. Results: The peak value of vertebrobasilar artery
blood flow velocity in 51 patients decreased in the systolic and diastolic of blood. After the EA treatment, tinnitus symptoms improved,
among them, the peak value has increased in 31 cases, has significantly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the peak value has increased diastolic of
blood,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his result can be obtained from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limited age group. Conclusion:
Tinnitus may relate with vertebral basilar artery systolic velocity decreased leading to inner ear ischemia, EA treatment may be to some
extent reverse this change.
【Keywords】 Ringing in the ears; EA; Vertebral-basilar artery blood flow velocit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02
耳鸣是一种常见的临床症状，尤其在老年人群中出现的
[1]

男 29 例，平均年龄 50.7 岁（25～73 岁）
。

比率更高。其在美国的发病率约占总人口的 32% ，在中国

1.2 方法

为 13%～18%[2]，其中因耳鸣严重而求医者占 0.4%～2.8%[3]。

1.2.1 耳鸣程度分级

很多患者受耳鸣的严重困扰，影响工作、生活、睡眠、娱乐

目前缺乏统一的诊断与疗效判定标准，本文参照刘氏的方

及与他人的正常交往，甚至会导致心理障碍。耳鸣的病因十

法[5]：0 级，无耳鸣；1 级，耳鸣响度极微，似有似无；2 级，

分复杂，至今无统一认识。部分学者认为内耳供血障碍与耳

耳鸣响度轻微，但肯定可以听到，仅在安静环境中出现，不影

鸣的发病有密切关系 [4] ，但证据不足。由于内耳动脉系椎-

响正常生活（如睡眠）和工作；3 级，耳鸣较响，一般环境中

基底动脉向内耳的唯一分支，因此椎基底动脉血流速度的异

均能听到，但对正常生活和工作无明显干扰；4 级，任何环境

常可能影响内耳的血液供应，为了探讨椎基底动脉血流速度

中均能听到耳鸣，并且影响睡眠，注意力不集中，对工作有轻

异常与耳鸣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我们对 51 例主诉为耳鸣的

度干扰；5 级，耳鸣很响，有吵闹的感觉，严重地影响睡眠和

患者在电针治疗前后进行了经颅多普勒超声检查，现将结果

工作，并开始出现轻度烦躁、焦虑、忧郁等精神症状；6 级，

报告如下。

耳鸣极响，相当于患者体验过的最响的环境声（如飞机起飞时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全部病例来自中日友好医院针灸科门诊，均以耳鸣为第一
主诉，时间为 2010 年 3 月～2010 年 8 月，共 51 例，女 22 例，

的声音等），终日被耳鸣所困扰，无法睡眠、完全不能工作，
并出现明显的烦躁不安、焦虑、抑郁等精神症状。
1.2.2 耳鸣评分治疗
前后由患者自主填写耳鸣问卷调查表[4]进行自我评定，算
出总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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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耳鸣问卷调查表
项目

无

轻

中

重

极重

1.耳鸣影响我生活的乐趣

0

1

2

3

4

2.我的耳鸣近来加重了

0

1

2

3

4

3.耳鸣干扰我辨别声源方向的能力

0

1

2

3

4

4.耳鸣影响我对电视节目的理解力

0

1

2

3

4

5.耳鸣使我躲避噪声环境

0

1

2

3

4

6.耳鸣影响我在噪声中的语言理解能力

0

1

2

3

4

7.耳鸣让我在社交场合感到不自在

0

1

2

3

4

8.耳鸣常常使我早醒

0

1

2

3

4

9.耳鸣使我不能集中精力

0

1

2

3

4

10.耳鸣影响我的家庭和睦

0

1

2

3

4

11.耳鸣使我抑郁

0

1

2

3

4

12.耳鸣影响我与周围人的交往

0

1

2

3

4

13.耳鸣造成我精神紧张

0

1

2

3

4

14.耳鸣使我不能完全放松

0

1

2

3

4

15.耳鸣使我的抱怨越来越多

0

1

2

3

4

16.耳鸣使我夜间睡眠困难

0

1

2

3

4

17.耳鸣使我感到困倦

0

1

2

3

4

18.耳鸣使我感到身体不稳定

0

1

2

3

4

19.耳鸣使我感到全身不舒服

0

1

2

3

4

20.耳鸣影响了我与亲属的关系

0

1

2

3

4

21.耳鸣使我的语言理解能力下降

0

1

2

3

4

22.耳鸣使我感到厌烦

0

1

2

3

4

23.耳鸣使我对别人的讲话反应迟钝

0

1

2

3

4
4

24.耳鸣使我感到忧虑

0

1

2

3

25.耳鸣影响我治愈的信心

0

1

2

3

4

26.耳鸣影响我的自尊心

0

1

2

3

4

27.由于耳鸣，我经常有挫折感

0

1

2

3

4

数 PI=（Vs－Vd）/Vm，血管阻力指数 RI=（Vs－Vd）/Vs，

1.2.3 经颅多普勒（Transcranial Doplller，TCD）检查
采用德国 EME 公司生产的 TC-2000 型 TCD 仪，选用频率

PI 和 RI 是评价颅内动脉弹性和血管阻力及脑血流灌注状态高

2mHz 探头。患者坐立低头位，自枕窗探测基底动脉、双侧椎

低的指标，正常颅内动脉 PI 值为 0.65～1.10，数据参照标准见

动脉。BA 检测深度 80mm，VA 检测深度 58mm。血管搏动指

表 2[6]。

表 2 中国成人颅内动脉血流速度检测按年龄分组正常参考值
颅内动脉血流速度正常值（cm/s）（国内参照标准）
动脉

40 岁以下
Vs

40～49 岁
Vd

50～59 岁

Vs

Vd

Vs

59 岁以上
Vd

Vs

Vd

VA

54±8

26±5

53±6

26±6

51±6

23±5

50±9

21±5

BA

64±9

29±6

63±8

28±7

60±8

26±10

57±9

24±3

注：Vs：收缩期峰值流速；Vd：舒张末期流速。

1.2.4 电针治疗
1.2.4.1 针对颈椎的针灸治疗
取穴：下项线压痛点、C2 棘突体表投影点（压痛点）、C1
横突体表投影点（压痛点）
、风池、天柱、颈部（类）夹脊穴。
针刺方法：使用较粗的针灸针（直径 0.40～0.50mm）
。下项线

与 C1 横突体表投影点（压痛点）针体（刺激头下斜肌起止点）
；
或下项线压痛点与 C2 棘突体表投影点（压痛点）针体（刺激
头后大直肌起止点）
。
1.2.4.2 针对病耳的针灸治疗
取穴：主穴取耳门、听宫或听会（取其一）
、翳风、神庭、

、C1 横突体表投影点（压
压痛点、C2 棘突体表投影点（压痛点）

百会、聪耳 1～3（为自定穴，取法：3 穴均位于耳廓与头侧面

痛点）均需使针达骨面；风池针尖微下，向鼻尖方向或下颌方

皮肤交界处凹陷中，耳廓纵轴上端为聪耳 1，将聪耳 1 与翳风

向直刺 0.5～0.8 寸；天柱直刺或斜刺 0.5～0.8 寸，不可向内上

之间的连线分为 3 等份，自上而下的两个等分点分别为聪耳 2、

方深刺，以免伤及延髓；颈部（类）夹脊穴可刺入 1.5 寸左右。

聪耳 3）
。针刺方法：耳门或听宫或听会：选用直径为 0.20mm、

电针：使用 G6805 电针仪连接 C2 棘突体表投影点（压痛点）

长度为 40mm 毫针（1.5 寸）
，张口取穴，进针约 25mm，平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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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平泻；翳风：针具同上，进针约 25mm，平补平泻；聪耳 1～3：

动脉收缩期血流速度峰值的平均值治疗后均显著升高，统计学

选用直径为 0.20mm、长度为 25mm（1 寸）毫针，进针深度约

处理显示分别为（P<0.01）和（0.01<P<0.05），有显著差别；

13mm，将针刺入耳 1.2.3 电针：使用电针仪连接耳门或听宫或

双侧侧椎动脉及基底动脉舒张期血流速度峰值的平均值治疗

听会—翳风、神庭—百会，20min，频率：10Hz。

后有一定改善，但无统计学意义，提示，电针治疗能够显著改

电针治疗每次留针 20min，1 次/d，每周 3 次，治疗 20 次

统计学意义，而对舒张期血流速度峰值的影响则不明显。

后重新进行耳鸣程度评估及评分并进行统计学处理。
1.2.5 统计学处理
采用统计软件 SPSS17.0 对患者进行电针治疗前后的耳鸣
级别和耳鸣评分数据分别进行单样本 K-S 检验，得知耳鸣级别
和耳鸣评分均不符合正态分布，故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计算平
均值，并用 Wilcoxon 带符号秩检验（WilcoxonSign-RankTest，
当总体为非正态分布时，用来检验配对数据的差值是否来自具
有相同分布的总体）计算 P 值。
2

结

善耳鸣患者椎动脉及基底动脉收缩期血流速度的峰值且具有

表 5 电针治疗前后椎动脉血流速度对比（cm/s）（n=31）
左侧椎动脉血流

统计

右侧椎动脉血流

项目

收缩期

舒张期

治疗前

37.49±7.41

16.25±4.70

38.08±11.09

17.24±1.12

治疗后

41.50±8.98

16.30±4.57

42.18±12.10

19.67±10.17

收缩期

舒张期

均值差

4.01

0.05

4.10

2.43

P值

<0.01

>0.05

0.01<P<0.05

>0.05

果
表 6 电针治疗前后基底动脉血流速度对比（cm/s）（n=31）

2.1 耳鸣患者电针治疗前后自觉症状及椎-基底动脉血流改善

基底动脉血流

统计项目

的例数
如表 3 所示，
51 例患者中，
32 例耳鸣级别降低，占 62.75%；
41 例耳鸣问卷评分降低，占 80.39%；31 例椎-基底动脉收缩期
及舒张期血流速度峰值明显改善，占 60.78%；21 例耳鸣级别、
耳鸣评分、椎-基底动脉收缩期及舒张期血流速度峰值同步改

收缩期

舒张期

治疗前

39.50±8.91

16.82±6.59

治疗后

45.21±10.97

18.80±6.20

均值差

5.71

1.98

P值

<0.01

>0.05

善，占 41.18%。

2.4 椎-基底动脉血流速度改善者的自觉症状变化

表 3 电针治疗后耳鸣患者指标改善病例数统计（例）
年龄组

总例数

耳鸣级别降低

耳鸣评分降低

血流速度改善

20～29

3

2

2

3

30～39

11

9

9

6

40～49

11

6

8

7

50～59

8

6

7

3

60～69

16

7

13

10

对本组 31 例患者的耳鸣级别和耳鸣评分进行单样本 K-S
检验，得 知其为非 正态分 布 ，故采用 独立样本 T 检验 和
Wilcoxon 带符号秩检验。结果显示（表 7）
：其耳鸣级别及耳
鸣评分治疗后均明显降低，统计学处理均显示（P<0.01）
，提示
电针治疗可以使本组患者的耳鸣症状和其椎动脉、基底动脉收
缩期血流速度峰值获得同步改善且均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70～79

2

2

2

2

表 7 电针治疗后椎-基底动脉收缩期血流速度峰值改善者自觉症状变化

总计

51

32

41

31

（n=31）

百分比

100%

62.75%

80.39%

60.78%

2.2 耳鸣患者电针治疗前后耳鸣级别与耳鸣评分的变化
如表 4 所示，51 例患者治疗后耳鸣级别及评分均显著减低，
统计学处理均显示 P<0.01，说明本研究的电针治疗方案能够显
著地改善患者的耳鸣症状，其变化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表 4 耳鸣患者耳鸣级别及评分统计学分析表（n=51）
统计项目

统计项目

评估方法
耳鸣级别

耳鸣问卷

治疗前

3.71±1.24

33.84±26.63

治疗后

2.61±1.33

19.68±18.66

均值差

1.10

14.16

P值

<0.01

<0.01

2.5 限定年龄段的分析结果

评估方法

为了减少统计偏倚，我们对现有临床资料进行了限定年龄

耳鸣级别（级）

耳鸣问卷（分）

段的统计分析，统计对象为 40～49 岁的椎-基底动脉血流速度减

治疗前

3.90±1.30

35.63±27.37

慢的耳鸣患者（12 例）
，分别对电针治疗前后本组患者的椎动脉

治疗后

2.73±1.43

20.49±22.43

均值差

1.18

15.14

P值

<0.01

<0.01

血流速度、基底动脉血流速度及耳鸣级别和耳鸣评分进行统计。
对本组患者的椎动脉血流速度数据进行单样本 K-S 检验，
得知其为非正态分布，故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和 Wilcoxon 带

2.3 耳鸣患者电针治疗前后椎-基底动脉收缩期及舒张期血流

符号秩检验。如表 8 所示：本组患者电针治疗后，双侧椎动脉

速度峰值的变化

收缩期及舒张期、基底动脉舒张期血流速度峰值的平均值治疗

51 例患者中，治疗后椎-基底动脉收缩期及舒张期峰血流

前后均有一定程度提高，但无统计学意义，而本组患者基底动

速度值明显改善者有 31 例。相关数据经单样本 K-S 检验显示

脉收缩期血流速度峰值的平均值治疗后有明显提升，

为非正态分布，故采用故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和 Wilcoxon 带符

（0.01<P<0.05），说明电针治疗后其基底动脉收缩期血流速度

号秩检验。结果显示（表 5 及表 6）
，左、右两侧椎动脉及基底

获得明显改善，其差异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这一结论与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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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定年龄段的治疗组统计结果基本一致，说明电针能够明显改

血流变化与耳鸣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尚不明确。从本研究的结果

善耳鸣患者基底动脉收缩期血流速度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来看，51 例经电针治疗获得耳鸣症状改善的患者中，31 例出现椎-

表 8 40～49 岁年龄段椎动脉血流速度减慢者治疗前后对比（n=12）
左侧椎动脉血流

统计项目

右侧椎动脉血流

收缩期

舒张期

收缩期

舒张期

治疗前

37.05±9.25

16.27±6.11

35.46±9.18

17.37±7.99

治疗后

39.53±9.68

16.97±5.65

40.39±9.07

18.35±5.76

均值差

2.48

0.70

4.93

0.98

P值

>0.05

>0.05

>0.05

>0.05

基底动脉收缩期及舒张期血流速度峰值明显改善，而进一步的分析
则显示，电针治疗能够显著改善耳鸣患者椎动脉及基底动脉收缩期
血流速度的峰值且具有统计学意义，而对舒张期血流速度峰值的影
响则不明显，限定年龄组的统计分析也重复了这一结果，这一研究
结果有助于解释椎动脉型颈椎病患者出现耳鸣的病理机制。
在 TCD 检查的诸多项目中，血流速度是反映管腔大小最敏
感、最直接的指标，根据血流速度的快慢和频谱所反映的正常层
流的消失、涡流的出现，以及两侧血流速度的不对称，可以诊断

表 9 40～49 岁年龄段基底动脉血流速度减慢者电针治疗前后对比（cm/s）

出管径减少>50%的颅内血管狭窄。TCD 检查可以测出两侧同名

（n=12）

动脉血流速度的对称性变化，这是临床上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判断
指标。有人证实，当动脉闭塞时，则该动脉相应区的血流速度信

基底动脉血流

统计项目

收缩期

舒张期

治疗前

38.17±9.12

18.23±6.54

治疗后

42.54±10.13

19.11±6.24

均值差

4.37

0.88

P值

0.01<P<0.05

>0.05

号消失，当血流量一定时，血流速度与血管横截面积成反比例，
其管径狭窄程度与流速变化密切相关。管径狭窄小于 25%，流速
正常；轻度狭窄（25%～49%）
，狭窄处流速可超过正常高限或正
常；中度狭窄（50%～89%）
，当管腔严重狭窄（90%）或完全梗
阻时，血流速度下降；也就是说，如果 TCD 检测发现异常则说
明有可能存在血管的中重度狭窄。正常人的椎动脉管径为（3.8

对本组患者的耳鸣级别和耳鸣问卷评分进行单样本 K-S

±0.47）mm，当动脉缩窄时，尽管血流速度增快，但其血流量

检验，
得知其为非正态分布，
故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和 Wilcoxon

仍低于正常水平[6]。本研究中，耳鸣患者的 TCD 检查均显示椎基

带符号秩检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表 10）
：本组患者经电针

底动脉血流速度减慢，似于上述分析不符，但实际上，在 TCD

治疗后，耳鸣级别及评分治疗后均明显降低，统计学处理均显

检查中，血流速度峰值加快的现象发生于血管狭窄处，其频谱表

示（0.01<P<0.05），具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这与未限定年龄

现为湍流，而狭窄下游则表现为血流速度减慢，频谱显示波峰圆

段的治疗组统计结果一致，说明电针能够明显改善耳鸣患者的

钝[11]。因此，血流速度减慢可能从另一个角度反映血管存在狭窄

临床症状，与年龄因素关系不大。

状况。本研究中耳鸣患者经电针治疗后椎基底动脉血流速度得以

表 10 40～49 岁年龄段椎-基底动脉血流速度减慢者临床症状治疗前后对
比（n=12）

3

讨

度提示耳鸣的发生可能与椎基底动脉流速异常进而导致内耳缺
血有关，而电针的治疗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逆转这种病变。

评估方法

统计项目

明显改善并与耳鸣自觉症状的改善同步发生，这一现象从临床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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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毒康合剂对腹膜透析液诱导的大鼠腹膜组织学
变化及 TGF-β1 表达的影响
The effect of the Niaodukang mixture on peritoneal dialysis fluid-induced rat
peritoneal histological changes and TGF-β1 expression
黄 琳 李燕林 庞 捷
（广东省中山市中医院，广东
中图分类号：R692.5

中山，5284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1-0010-03

证型：DGA

【摘 要】 目的：本研究主要是探讨我院制剂尿毒康合剂对于腹膜透析液诱导的大鼠腹膜组织学变化及 TGF-β1 表达的影响。
方法：将 36 只大鼠按随机数字表分为 4 组，每组 9 只：正常对照组不予任何干预；生理盐水对照组腹腔注射生理盐水；腹膜透
析组腹腔注射 20ml 4.25%葡萄糖透析液；腹膜透析合并用药组在腹腔注射 4.25%葡萄糖腹膜透析液 20ml，每日用灌胃尿毒康合剂
20ml/（kg•d）。疗程 4 周。4 周后，测定腹膜超滤功能和腹膜组织厚度，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测定 TGF-β1 的表达，二硫代二硝酸苯
甲酸法显色法和黄嘌呤氧化酶法测定血清及透出液中谷胱甘肽（GSH）和超氧化物岐化酶（SOD）水平。结果：①腹膜透析液组、
腹膜透析液合并用药组与正常对照组、生理盐水组相比较，超滤量均显著下降、腹膜组织厚度增加（P<0.05）
；腹膜透析组与腹膜
透析合并用药组比较，超滤量明显减少、腹膜组织厚度增加（P<0.05）；②腹膜透析组的大鼠腹膜组织 TGF-β1 表达明显增加
（P<0.05）
，腹膜透析合并用药组 TGF-β1 表达较腹膜透析组降低（P<0.05）
；③腹膜透析液组、腹膜透析液合并用药组与正常对
照组、生理盐水组相比较，血清及腹透液中 GSH 和 SOD 水平水平降低（P<0.05）
；腹膜透析合并用药组与腹膜透析组比较，血清
及腹透液中 GSH 和 SOD 水平水平升高（P<0.05）
。结论：尿毒康合剂可能具有减轻氧化应激反应和抑制 TGF-β1 的表达的作用，
从而抑制腹膜间皮细胞损伤和腹膜致密层的增厚，达到保护腹膜、延缓腹膜纤维化的作用。
【关键词】 尿毒康合剂；腹膜透析；影响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the Niaodukang mixture on peritoneal dialysis fluid-induced rat peritoneal
histological changes and TGF-β1 expression. Methods: 36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9 in each group. Normal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no intervention, salin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intraperitoneal injection of saline, peritoneal dialysis group were injected
20mL4.25% glucose dialysate, peritoneal dialysis combined with the Niaodukang mixture group was given intraperitoneal injection of
20mL4.25% glucose dialysate and the Niaodukang mixture 20ml/(kg • d) every day. The course of treatment was 4 weeks. After 4 weeks, to
determine the peritoneal ultrafiltration features and peritoneal tissue thickness, the expression of TGF-β1, the levels of serum and dialysate
glutathione (GSH) and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Results: The peritoneal dialysis group and peritoneal dialysis combined with the
Niaodukang mixture group were compared with normal control group and saline control group that the ultrafiltration volum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e peritoneal tissue thickness increased (P<0.05), the peritoneal dialysis group compared with peritoneal dialysis combined with
the Niaodukang mixture group, the ultrafiltration volume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peritoneal tissue thickness increased (P<0.05). Rat
peritoneal tissue TGF-β1 expression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P<0.05) in peritoneal dialysis group, TGF-β1 expression in peritoneal dialysis
combined with the Niaodukang mixture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P<0.05) than peritoneal dialysis group. The peritoneal dialysis group
and peritoneal dialysis combined with the Niaodukang mixture group were compared with normal control group and saline control group that
the level of SOD and GSH was decreased (P<0.05) in serum and dialysate, the peritoneal dialysis group compared with peritoneal dialysis
combined with the Niaodukang mixture group that he level of SOD and GSH was increased (P<0.05) in serum and dialysate. Conclusion:
The Niaodukang mixture may reduce oxidative stress and inhibit the expression of TGF-β1, to inhibit peritoneal mesothelial cell injury and
peritoneal thickening of the dense layer to protect the peritoneum, delaying the role of peritoneal fibrosis.
【Keywords】 The Niaodukang mixture; Peritoneal dialysis;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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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膜透析是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主要的肾替代方式，由于

药对腹膜透析液诱导的大鼠腹膜组织学变化、氧化应激状态及

其的经济性及操作方便性，目前成为越来越多的终末期肾脏病

TGF-β1 表达的影响，对拓展中医药在终末期肾脏病运用范围

患者首选的肾替代方式。腹膜超滤功能是腹膜透析维持的关

和提高中医药的疗效有着重要的科研和临床意义。

键，但是长期腹膜透析患者由于腹膜透析液的高糖、低 pH 值、
反复腹膜炎的发生均可导致腹膜纤维化，从而引起腹膜超滤功
能的下降，透析效率减低甚至超滤失败。虽然腹膜纤维化的发

1

材料和方法

1.1 实验动物及分组

生机制尚不十分清楚，但是已被证实的是氧化应激状态和

本研究将健康 Wistar 大白鼠 36 只，雄性，清洁级，体重

TGF-β1 是导致纤维化最重要和最关键的因素。观察传统中医

180～220g，周龄 6～8 周，由南方医院动物实验中心提供，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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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级动物笼内适应性喂养 1 周后进入正式实验，给予清洁级

（ x ± s ）表示，t 检验，SPSS13.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P<0.05

大鼠饲料及自由饮水。36 只大鼠随机分为 4 组，每组 9 只；正

为有显著性差异。

常对照组：不予任何干预；生理盐水对照组：每日用生理盐水

2

腹腔注射 20ml；腹膜透析组：每日用 4.25%的葡萄糖透析液腹

结

果

2.1 腹膜超滤功能测定

腔注射 20ml；腹膜透析合并用药组：每日用灌胃尿毒康合剂
20ml，并用 4.25%的葡萄糖透析液腹腔注射 20ml。于实验第 28

腹膜透析液组、腹膜透析液合并用药组与正常对照组、生

天，注射上述药物 2h 后氯胺酮（3ml/kg）肌肉注射麻醉，打开

理盐水组相比较，超滤量均显著下降（P<0.05）
；腹膜透析组与

腹腔取壁层腹膜组织置于 10%中性缓冲甲醛中，断颈处死大鼠。

腹膜透析合并用药组比较，超滤量明显减少（P<0.05）
，见表 1。
表 1 腹膜超滤功能测定（ x ± s ）

1.2 腹膜超滤功能测定
各组实验 28d 后，大鼠腹腔注射 4.25%葡萄糖透析液 20ml，

组别

n

腹膜超滤量（ml）

4h 后麻醉大鼠，于大鼠右下腹缓慢插入带有多个侧孔的 10 号静

正常对照组

9

4.88±1.35

脉留置针，缓慢低位引流腹透液，量取引流液。沿腹白线打开

生理盐水对照组

9

4.32±1.18

腹腔，用纱布吸干腹腔内残余液体后称质量。准确测量超滤量。

腹膜透析组

9

-1.25±1.53*

腹膜透析合并用药组

9

1.3 腹膜组织厚度测定
10%甲醛固定腹膜组织 24h 后，置于真空组织脱水仪中梯

*

2.52±0.69*#
#

注： 与正常对照、生理盐水对照组比较，P<0.05； 与腹膜透析组比较，

度酒精脱水，二甲苯透明，石蜡包埋；取石蜡包埋的壁层腹膜

P<0.05。

组织作 2μm 切片，60℃烘干融蜡，然后以二甲苯脱蜡，酒精梯
度复水，常规方法 HE 及 Masson 染色，光镜下观察病理改变，

2.2 腹膜组织厚度测定

壁层腹膜厚度测定，选用 Masson 染色切片，每片切片至少含

腹膜透析液组、腹膜透析液合并用药组与正常对照组、生理

有 4 块壁层腹膜组织，每个切片随机观察不重叠测量 10 个 200

盐水组相比较，腹膜厚度明显增厚（P<0.01）
；腹膜透析组与腹

倍视野，平均值作为判定厚度的标准，并比较炎症程度。

膜透析合并用药组比较，腹膜厚度更加增厚（P<0.05）
，见表 2。

1.4 TGF-β1 的表达

表 2 腹膜组织厚度测定（ x ± s ）

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测定。取石蜡包埋的壁层腹膜组织，

n

组别

腹膜组织厚度（um）

作 2μm 切片。石蜡切片经二甲苯脱蜡，梯度酒精水化并经蒸馏

正常对照组

水充分漂洗后置于 1mmol/L 的 EDTA（pH8.0）缓冲液中电磁

9

12.54±4.31

生理盐水对照组

9

14.09±4.75

腹膜透析组

9

61.26±12.71**

腹膜透析合并用药组

9

46.58±10.42**#

炉加高压锅方法高温高压热修复 2min。PBS 缓冲液漂洗后滴加
3%H2O2 阻断内源性过氧化物酶，孵育 10min，PBS 缓冲液中
漂洗 3min×3 次，吸干后滴加 100μL 兔抗大鼠 TGF-β1 多克隆

注：**与正常对照、生理盐水对照组比较，P<0.01；#与腹膜透析组比较，

抗体（1∶800）
，4℃冰箱孵育过夜，PBS 缓冲液漂洗 3min×3
次，
再滴加 l00μL 二步法免疫组化检测试剂，
室温下孵育 30min，

P<0.05。

2.3 TGF-β1 的表达

再次 PBS 缓冲液漂洗 3min×3 次。DAB 显色，光镜控制，蒸馏
水漂洗，复染及封片。阴性对照用 PBS 缓冲液代替一抗。每张

实验研究 4 周后，正常对照组、生理盐水对照组腹膜组织

切片在 400 倍光学显微镜下观察显色结果，棕褐色颗粒为阳性

的 TGF-β1 表达极少，主要集中在胞浆中。而腹膜透析组的大

信号，每张切片随机选取 5 个视野摄片，经 Image-ProPlus5.0 图

鼠腹膜组织 TGF-β1 表达明显增加（P<0.05）
，腹膜透析合并用

像分析系统分析其阳性信号的 IOD 值，取平均值。

药组 TGF-β1 表达较腹膜透析组降低（P<0.05）
，表明尿毒康灌

1.5 谷胱甘肽（GSH）和超氧化物岐化酶（SOD）水平的测定

胃后可在某种程度抑制大鼠腹膜组织 TGF-β1 的表达。
2.4 GSH 和 SOD 水平的测定

取大鼠腹主动脉血 2ml 和腹膜透出液 1ml，分别采用二硫

腹膜透析液组、腹膜透析液合并用药组与正常对照组、生

代二硝酸苯甲酸法显色法和黄嘌呤氧化酶法测定血清及透出
液中谷胱甘肽（GSH）和超氧化物岐化酶（SOD）水平。

理盐水组相比较，血清及腹透液中 GSH 和 SOD 水平水平降低

1.6 统计学处理

（P<0.05）；腹膜透析合并用药组与腹膜透析组比较，血清及
腹透液中 GSH 和 SOD 水平水平升高（P<0.05）
，见表 3。

计 数 资 料 采 用 x2 检 验 ， 计 量 资 料 采 用 均 数 ± 标 准 差
表 3 GSH 和 SOD 水平的测定（ x ± s ）
Serum

组别

n

正常对照组

9

生理盐水对照组

9

腹膜透析组

9

腹膜透析并用药组

9

20.86±4.93*#

Effluent

GSH（mg/L）

SOD（U/ml）

GSH（mg/L）

SOD（U/ml）

27.08±5.99

99.52±9.93

17.14±4.34

51.84±6.88

25.84±5.76

95.61±9.72

16.36±4.67

50.66±6.73

15.22±3.85*

68.57±7.24*

8.96±2.45*

28.44±4.28*

84.09±8.25*#

12.23±4.02*#

39.12±4.95*#

注：*与正常对照、生理盐水对照组比较，P<0.05；#与腹膜透析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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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膜透析（Peritoneal Dialysis，PD）是治疗终末期肾脏
病的主要方法，然而腹膜透析液（Peritoneal Dialysis Solutions，
PDS）中的高糖、低 pH 值及反复发生的腹膜炎介导的腹膜纤
维化导致腹膜结构改变和功能丧失是长期腹膜透析患者退出
腹膜透析的主要原因[1-2]。腹膜纤维化最特征性的改变是腹膜
的增厚，即细胞外基质的过度沉积。由于传统 PDS 内葡萄糖
浓度是人体内正常浓度的 14～40 倍，PD 时患者腹膜间皮细
胞就直接长时间暴露在这种高糖 PDS 中。已有实验证实，非
生物相容性葡萄糖 PDS 诱导了腹腔内高氧化应激状态，促进
腹膜转运功能下降，超滤失败以及腹膜增厚等，并最终导致
腹膜纤维化[3]。国外学者通过在 PD 动物模型中使用抗氧化剂
N-乙酰半胱氨酸和洛沙坦后，发现在抑制高氧化应激的同时，
腹膜增厚得到明显减轻，腹膜 TGF-β1、VEGF 等的表达也明
显下降 [4] 。我们的研究也表明通过观察尿毒康合剂对大鼠腹
膜组织中 GSH 和 SOD 水平的作用，提示腹膜透析时合用尿
毒康合剂可能具有减轻氧化应激反应，从而抑制腹膜间皮细
胞损伤和腹膜致密层的增厚，达到保护腹膜、延缓腹膜纤维
化 的 作 用 。 目 前 国 内 外 大 量 研 究 表 明 ， 转 化 生 长 因 子 -β1
（TGF-β1）分泌增加及其信号蛋白在高糖和脂多糖（LPS）
介导的腹膜纤维化中发挥重要作用。现在普遍认为 TGF-β1
是腹膜自身产生、并且是改变腹膜功能和结构的主要生长因
子。体外培养的腹膜间皮细胞结构性表达 TGF-β1，高糖刺激
腹膜间皮细胞纤维连接蛋白（FN）mRNA 表达水平增高，但
如果同时加入特异性 TGF-β1 抗体，则可抑制高糖诱导的细胞
外基质增生。这说明高糖促进膜间皮细胞 ECM 增生的效应是
由自分泌的 TGF-β1 介导的[5]。Margetts 等[6]使用腺病毒载体
将 TGF-β1 基因导入大鼠腹腔，7d 后开始发现腹膜增厚、胶
原过度沉积以及新生血管形成，伴有腹膜溶质转运增加。
TGF-β1 不仅可刺激 ECM 的沉积，而且可通过调节基质金属
蛋白酶（MMPs）和其抑制物（TIMPs）的平衡来影响 ECM
的降解。TGF-β1 还可刺激腹膜间皮细胞 PAI-1 的表达从而抑
制 ECM 的降解[7]。而 TGF-β1 主要是通过其信号蛋白 Smads
尤其是受体调控蛋白 Smad2/3 发挥生物学效应，在大鼠腹膜
纤维化模型[8-9]，我们的研究证实，基因转染上调大鼠腹膜组
织表达 Smad7 不仅可以显著抑制高糖和 LPS 介导的大鼠腹膜
纤维化模型腹膜组织 TGF-β1/Smad 信号通路的高度活化，还
可显著抑制腹膜间皮细胞的转分化过程、抑制细胞外基质的
沉积、减少腹膜炎症细胞的浸润，预防或抑制大鼠腹膜纤维
化的发生，改善腹膜功能。因此，目前的大量证据表明，TGF-β1

腹膜的纤维化，多项研究表明中药干预的方法取得了较好的效
果，现代药理研究表明益气活血类药物（如黄芪、丹参、川芎、
葛根、大黄等）具有扩张小血管、改善微循环、降低血黏度、
抗炎、调节免疫功能、增强细胞代谢、抗氧化、抗纤维化的作
用[10]。目前多通过在腹透液中加入中药提取物的给药方式或
口服汤剂、静脉使用中药制剂等遵循扶正祛邪的原则提高机
体免疫力、保护腹膜功能、改善失超滤、抵抗腹膜纤维化在
临床中取得了满意的效果。但是，在临床对照、疗效及作用
机理方面的研究则尚未令人满意。我院制剂复方尿毒康合剂，
由大黄、地榆、红花、丹参、黄芪组成。本研究通过观察尿
毒康合剂对大鼠腹膜组织学、各组大鼠壁层腹膜组织中
TGF-β1 分布的作用，提示腹膜透析时合用尿毒康合剂可能具
有抑制 TGF-β1 的表达，从而抑制腹膜间皮细胞损伤和腹膜致
密层的增厚，达到保护腹膜、延缓腹膜纤维化的作用。本研
究为如何改善腹膜纤维化提供了新的思路以及中医中药在改
善腹膜纤维化提供了实验支持，开拓了中药在防治慢性肾衰竭
并发症的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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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通过何种途径抑制 TGF-β1 及其受体调控的信号蛋
白的水平，达到显著抑制腹膜纤维化、保护腹膜功能成为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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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疗法对湿热蕴结型急性老年痛风性关节炎的
实验研究
Clinical research of triple therapy for the old gouty arthritis of
Damp-heat accumulation type
袁 林 赵 影
（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广东 广州，510800）
中图分类号：R32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1-0013-03

证型：DGB

【摘 要】 目的：通过观察中药内服、外敷、敷贴三联疗法对老年原发性急性痛风性关节炎（湿热蕴结型）患者的实验室指
标、安全性，探讨其可能的作用机理，为中医药综合治疗老年痛风性关节炎寻找理论依据。方法：符合纳入标准的 60 例老年原发
性急性痛风性关节炎患者，按组间均衡一致原则，随机分为中药治疗组和西药对照组各 30 例。两组均在基础治疗之上，治疗组予
中药三联疗法，对照组予双氯芬酸钠双释放肠溶胶囊口服。检测实验室指标（WBC、N%、ESR、CRP、UA）及采用 ELISA 法检
测 IL-1β、IL-18 水平，并就上述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①两组在 WBC、N%、CRP，ESR 方面，组内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
（P<0.01 或 P<0.05）
，组间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 值均>0.05）；在 UA 方面，组内比较治疗组具有极显著性差异（P<0.01）
，对照
组无明显差异（P>0.05）
，组间比较具有极显著性差异（P 值均<0.01）
。②ELISA 法检测 IL-1β、IL-18 表达：两组组内比较具有极
显著性差异（P 值均<0.01）
，组间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
。③安全性监测指标:中药治疗组不良反应发生率 10.00%；对照组
33.33%。治疗组病例在不良反应及安全性统计方面低于对照组，有明显差异（P<0.05）
。
【关键词】 中药三联疗法；老年痛风性关节炎；湿热蕴结型；实验研究
【Abstract】 Objective: Through the observation of Chinese herbs taken orally, external application, dressing of triple therapy on
elderly patients with primary acute gouty arthritis (Damp-heat accumulation type) laboratory indicators, safety, to explore its possible
functional mechanism,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treatment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gouty arthritis to find the theoretical basis.
Methods: 60 elderly patients with primary acute gouty arthriti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modern medicine control group with 30 patients in each. Two groups were on the basis of treatment, the treatment group used TCM triple
therapy of Chinese herbs taken orally, external application, dressing of triple therapy, control group with Diclofenac sodium dual release
capsules for oral. Then test the laboratory index (WBC、N%、ESR、CRP、UA）with the integral evaluation method of TCM symptoms, and
using ELISA assay for detection of IL-1β, IL-18 level. The data were analyzed statistically. Results: ①Indexes of laboratory examination:
Two groups in WBC, N%, CRP, ESR, within group comparisons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1 or P<0.05),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P>0.05); in the UA group, treatment group with a ver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1), the control group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comparison between groups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1). ②ELISA method for the
detection of IL-1β, IL-18 expression: The two group comparison within group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1),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P>0.05). ③Safety monitoring indicators: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group with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is 10%, while that in the modern medicine control group is 33.33%. The statistics of the adverse reaction and safety in
the treatment groups i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hich h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Keywords】 Triple therapy of Chinese medicine; The old gouty arthritis; Damp-heat accumulation type; Experimental stud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04
痛风（Gout）是一种慢性嘌呤代谢紊乱性疾病，以高尿酸

我国将成为仅次于糖尿病的第二号代谢病[3]。现代医学已证实，

血症、反复发作的痛风性急性关节炎为临床特征。先天因素如

痛风与代谢综合征、心血管疾病密切相关，并明显影响患者的

遗传与后天因素如饮食行为等是导致痛风的主要原因[1]。急性

生存质量[4]。治疗目的是纠正体内嘌呤代谢紊乱，控制炎症的

痛风性关节炎一旦形成慢性后，往往是不可恢复的，而且在慢

发作与进展。临床以秋水仙碱、非甾体抗炎镇痛药、糖皮质激

性的基础上仍可有反复的急性发作，使关节损害更加明显，严

素缓解症状为主，但上述药物均有较多且较为严重的不良反

重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近年来，随着膳食结构的变化、老龄

应，而控制痛风急性发作的药物无降低血尿酸的作用，降低血

化的到来，老年期痛风患者的发病率显著高于老年前期（45～

尿酸的药物又常常有诱发痛风急性发作的可能，给临床带来不

59 岁）
，且随年龄增长，发病率有逐步增高的趋势，至 70～79

便。因此，从中医药开发治疗急性痛风的有效药物具有重要意

岁达高峰[2]，痛风是老年人的常见病，预计在 21 世纪，痛风在

义。我科采用三联疗法治对 60 例老年痛风性关节炎进行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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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观察项目

验室研究，疗效显著，现报告如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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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一般记录项目

临床资料

受试者性别、年龄、病程、其他表现、诱发因素、疼痛部

所有病例均来源于 2010 年 10 月～2012 年 10 月期间就诊

位，联系电话等。

于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老年病及风湿免疫科门诊或住院部，

2.4.2 安全性观测指标

符合观察要求条件，自愿参加治疗，并签署知情同意书。纳入

①一般检查项目：体温、脉搏、血压、呼吸、舌脉治疗前

60 例，按组间均衡一致原则，随机分为中药治疗组和西药对照

后各记录 1 次；②尿、大便常规检查，治疗前后各检查 1 次；

组，各 30 例。比较两组病例性别、年龄、病程、其他表现、

③肝肾功能、心电图，治疗前后各检查 1 次；④治疗前发病关

诱发因素、疼痛部位等方面，经统计学处理，均无显著性差异

节 X 线检查。

（P 值>0.05）
，具有可比性。

2.4.3 实验室检查并制定观察表

2

①常规检查：白细胞（WBC）
、中性粒细胞百分比（N%）、

方法与结果

血沉（ESR）、C 反应蛋白（CRP）、血尿酸（UA），治疗前后

自拟痛风舒解汤组成：生石膏 24g，黄柏 10g，生苡仁 18g，

各检查一次。②IL-1β（白细胞介素-lβ）和 IL-18（白细胞介素

知母 10g，苍术 10g，怀牛膝 15g，三七 10g，太子参 15g，五

-l8）采用夹心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治疗前后各测定、分

加皮 15g，茯苓 30g，桂枝 10g，大血藤 15g，蜈蚣 2 条，炒枳

析一次。

实 10g，生甘草 6g。汤药由贵阳中医学院二附院中药制剂室统

标本采集：于清晨空腹采血 6ml，室温凝固 2h 后离心血清，

一机煎，药渣外敷患处。具有清热利湿，化瘀降浊，益气扶正，

分装-20℃储存以备检。

健脾益肾的功效。

主要试剂：IL-1β、1L-18 试剂盒购自上海雅吉 Elisa 试剂

金黄膏来源于祖国传统名方如意金黄散，其方组成：大黄

盒厂家，货号：DZE10083，DZE10092。

250g，黄柏 250g，姜黄 250g，白芷 250g，制胆南星 50g，陈

主要仪器：全自动生化仪，日立 7070；美国 Thermo Electron

皮 50g，苍术 50g，厚朴 50g，甘草 50g，天花粉 50g，与凡士

Corporation 的 Multiskan MK3 全自动酶标仪；电热恒温水温箱

林 10∶8。由广州市中西药结合医院药剂科制备提供，制剂号：

（37℃）
：北京长安科学仪器厂，HH.MK-2.Cr600。

2009017，具有清热利湿、解毒消肿、活血祛瘀、行气止痛等

ELISA 操作程序总结：准备洗涤缓冲液→稀释标准品→加

功效。对于临床症状为红、肿、热、痛的相关病症疗效很好。

入样品稀释液→加入待测血清→室温孵育 2h→洗涤后加标记

2.1 常规用药

抗体→室温孵育 1h→洗涤加 TMD→恒温孵育 10min→加入终

两组均予以口服碳酸氢钠片（四川珍珠制药有限公司，批

止液→测定 450nm 处 OD 值，计算数据。

号：国药准字 H51022164）
，碱化尿液，每次 1.0，3 次/d。依

2.5 安全性评价标准

据尿 pH 值调整，使其稳定在 6.2～6.8 之间。

1 级：无任何不良反应；2 级：如有不良反应，不需做任

2.2 治疗方法

何处理可继续给药；3 级：有中等程度的不良反应，做处理后

治疗组：在基础治疗上予以中药内服、外敷、敷贴三联疗

可继续给药；4 级：因严重的不良反应，须中止试验。

法治疗，方案如下：第一步口服痛风舒解汤，1 剂/d，3 次/d，

2.6 统计方法
计数资料采用 X 列表的 x2 检验；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

每日早中晚饭后 1h 口服 200ml；第二步痛风舒解汤药渣布包，
待自然冷却到 42℃外敷患肢，每次治疗 15～20min，2 次/d。

差（ x ± s ）表示，各组间治疗前后比较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各

第三步局部外敷中药金黄膏，根据肿痛关节面积大小，将药膏

组内治疗前后比较用配对 t 检验，等级资料用秩和检验。所有

均匀涂在 5cm×10cm 棉敷料上，睡前贴在患痛处，用绷带固

数据借助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

定，每天换药 1 次，每日贴敷 8h。

2.7 研究结果

对照组：在基础治疗上采用双氯芬酸钠双释放肠溶胶囊（戴

2.7.1 两组病例实验室检查（WBC、N%、CRP、ESR）比较

芬）：生产厂家：TemmlerWerkeGmbH，进口药品注册证号：

中药治疗组与西药对照组治疗后患者 WBC、N%、ESR、

H20090492（75mg×10S）
，75mg/次，1 次/d，饭后 0.5h 服。

CRP 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具有统计学意义（P 值<0.01 或 P

2.3 用药疗程

值<0.05）
。中药治疗组与西药对照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 值

治疗组、对照组均 7d 为 1 个疗程。治疗 1 个疗程结束，

均>0.05）
，见表 1。

评价疗效。
表 1 两组病例实验室检查统计比较（ x ± s ）
治疗组

实验室指标

治疗前

9

WBC（×10 /L）

7.65±2.78

N%

68.57±10.12

CRP（mmol/L）

56.38±28.40

ESR（mm/h）

37.94±10.67
＃＃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

P<0.01， P<0.05。

对照组
治疗后
6.23±1.71

治疗前
＃＃

61.36±5.83

＃＃

33.89±21.59

＃＃

20.93±7.95

＃

治疗后
＃＃

7.83±2.76

6.83±1.87

67.68±11.87

61.22±8.28

54.76±27.66

35.34±21.12

35.00±9.94

21.41±7.7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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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两组病例血清 IL-1β、IL-18 表达

达水平均显著下降，具有统计学意义（P 值均<0.01）
。中药治

中药治疗组与西药对照组治疗后患者血清 IL-1β、IL-18 表

疗组与西药对照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 值>0.05）
，见表 2。

表 2 两组病例对血清 IL-1β、IL-18 表达水平的影响（ x ± s ）
治疗组

对照组

实验室指标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

IL-1β（pg/ml）

106.08±40.05

55.25±17.13

IL-18（pg/ml）

398.03±157.51

187.32±50.38

＃＃

治疗后
＃＃

109.41±41.12

57.25±19.3

397.96±160.50

178.49±52.60

＃＃

＃＃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2.7.3

P<0.01。

UA 较治疗前略有下降，无明显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组治

两组病例实验室检查（UA）比较

中药治疗组治疗后 UA 改善明显（P<0.01）
，对照组治疗后

疗后与对照组相比 UA 有明显统计学差异（P<0.01）
，见表 3。

表 3 两组病例血 UA 统计比较（ x ± s ）
治疗组

对照组

实验室指标
治疗前
UA（mmol/L）

497.41±101.93

治疗后
377.46±117.40

＃＃

治疗前

治疗后

481.23±118.43

440.22±114.87

＃＃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P<0.01。

2.7.4 安全性监测检查指标的观察
中药治疗组 30 例患者出现不良反应 3 例，其中胃部不适

分化，还能作用于神经元，触发机体对炎症所致疼痛的过度
敏感 [6]。随年龄增长老年人免疫系统进行性退变，尤其是 T

2 例，皮疹 1 例，安全性分级为 2 级，不良反应发生率 10.00%；

淋巴细胞功能下降，IL-18 能强烈诱导 T 细胞和 NK 细胞产生

西药对照组 30 例患者出现不良反应 10 例，其中胃部不适 7

γ-干扰素（INF-γ），促进 IL-1 等促炎因子的产生。目前，关

例，2 例安全性分级为 3 级，皮疹 2 例，头痛 1 例，安全性分

于 IL-1β 和 IL-18 在痛风发生发展机制中的研究结果多基于动

级为 2 级，不良反应发生率 33.33%。两组不良反应均较轻微，

物模型，对痛风患者体内的实际表达情况研究甚少。因此，

经对症处理后可继续用药直至研究结束，治疗组病例在不良

探讨炎性因子 IL-β 和 IL-18 在急性痛风中的变化具有重要的

反应及安全性统计方面低于对照组，有明显统计学意义（P

意义。中药治疗组可能通过提高了机体免疫能力，减少或抑

值<0.05）。

制了炎症因子 IL-1β、IL-18 的分泌，减轻了炎症反应，表现

3

结

在 WBC、N%、CRP、ESR、IL-1β 和 IL-18 同一水平降低。

论

在安全性监测方面，中药治疗组不良反应及安全性统计方面

两组在 WBC、N%、CRP、ESR、IL-1β、IL-18 方面，组

低于对照组，明显统计学意义（P 值<0.05）。本研究为中医药

内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P<0.01 或 P<0.05）
，组间比较无显著

治疗老年原发性痛风性关节炎提供了实验室依据，中医以其

性差异（P 值均>0.05）
；在 UA 方面，组内比较治疗组具有极

整体性和综合性的优势展现了其在治疗痛风性关节炎方面良

显著性差异（P<0.01）
，对照组无明显差异（P>0.05）
，组间比

好的应用前景，值得临床上逐步探索运用。

较具有极显著性差异（P 值均<0.01）
。中药治疗组可能通过提
高了机体免疫能力，减少了中性粒细胞的聚集及其毒性物质的

参考文献：

产生，降低血管的通透性，减轻关节红肿热痛。C 反应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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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L-1β 含量升高 。IL-1β 能引起发热、激活体细胞和巨噬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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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畅方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伴抑郁患者的疗效观察
Clinial observation of the Feichang recipe on treating
COPD combined with depression
罗 胜 刘宁平 郭艳爱
（广州市番禺中医院，广东 广州，511400）
中图分类号：R749.4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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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肺畅方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稳定期伴抑郁患者的疗效。方法：采用前瞻性对照研究将 64 例重症肺炎
患者简单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两组 COPD 规范治疗并合用黛力新抗抑郁，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加用肺畅方治疗，疗程为 8 周。
结果：肺畅方及对照组在 HAMD、SDS 评分中均有显著降低，治疗组 HAMD 及 SDS 评分分别为（11.64±5.10） 和（44.52±6.67）
，
下降程度显著优于对照组（15.47±3.56）和（49.51±5.23），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89.67%（26/29）
，显效 14 例，有效 12 例，无效 3
例；明显高于对照组 76.67%（23/30）
，显效 10 例，有效 13 例，无效 7 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在肺畅方对于改
善 COPD 合并抑郁症患者的抑郁状态有良好的疗效，有较好的安全性。
【关键词】 肺畅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抑郁症；中西医结合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Feichang recipe on treating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 combined with depression. Methods: 64 cases of COPD accompanied with depression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eated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patients of the treated group had been treated with Feichang recipe on the base of routine medicine treatment and
flupentixol and melitracen tablets. The control group only received routine medicine treatment and flupentixol and melitracen tablets. The
treatment course of 2 groups was 8weeks. Results: Both methods improve the HAMD score and SDS score, but the score of HAMD and
SDS of treated group (11.64±5.10) and (44.52±6.67) were both lower significantly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15.47±3.56) and (49.51±
5.23) (P<0.05). Conclusion: Feichang recipe had reasonable effect on COPD combined with depression.
【Keywords】 Feichang recipe; COPD; Depressio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05
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增加，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已成为全

合以上条件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后，随机分成两组，治疗组 33

球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国外有研究显示 COPD 病人中抑

例，男性 16 例，女性 17 例，平均年龄 61.3 岁；对照组 31 例，

[1]

郁情绪/抑郁症的患病率平均达 50% 。而国内研究表明 COPD
[2]

患者中抑郁症的患者达最高亦达 70.48% 。心理障碍严重地影
响 COPD 病人的生活质量，是导致 COPD 病人死亡的重要原因
[3]

之一 。笔者根据长期临床经验，总结肺畅方联合氟哌噻吨美

男性 15 例，女性 16 例，平均年龄 60.8 岁，两组无统计学差异。
1.2 研究方法
对照组：采用慢阻肺规范化治疗方案联合氟哌噻吨美利
曲辛片（丹麦灵北制药有限公司）1 粒 bid。治疗组采用对照

利曲辛片（黛力新）治疗对 COPD 合并抑郁症的患者 64 例，

组基础上联合肺畅方，随证加减，采用具有 GMP 认证的药材

取得满意的治疗效果，现报道如下。

公司的同一批号地道中药小包装饮片，煎药统一由医院全自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09 年 2 月～2010 年 8 月我院门诊 64 例患者，病例
纳入标准：①符合《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诊治指南（2007 年修订
版）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诊断标准的患者[4]，应用支气管扩张剂

动中药煎药机煎制，固定煎药剂量及煎药时间，给予密封真
空包装，冰箱冷藏室 0～5℃范围内保存，7d 内服用，保证煎
剂疗效稳定，并保证患者的依从性。1 剂/d。连续 8 周为 1 个
疗程。
1.3 观察指标
①采用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
、抑郁自评量表（SDS）
，

后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80%预计值和 FEV1/用力肺活

问卷量表均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指导填写，采用统一的指导语

量（FVC）<70%；已确诊 1 年以上，COPD 稳定期的患者为对

言。②观察肺功能（FEV1）
，采用德国耶格公司 MasterScreen

象；②通过（
《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
》CCMD-3）

肺功能仪检查；③肝肾功能，心电图等安全指标等。

抑郁症诊断标准并且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17 项评定大于

1.4 临床疗效

17 分，均为单相抑郁；③近 4 周内无肺部感染症状，同时除外

参照 2002 年《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进行 3 级评定。

心血管、神经系统及严重肝肾功能异常的患者；④排除有家族

咳嗽、咳痰和气促症状基本消失，呼吸困难指数[5]改善两个级别为

性精神疾病史并确诊有精神性疾病的患者。⑤年龄<80 岁。将符

显效；咳嗽、咳痰和气促症状部分缓解，呼吸困难指数改善 1 个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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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有效；无改善或加重为无效。以显效率和有效率计算总有效率。
1.5 统计学方法

2

结

果

2.1 两组治疗前后 HAMD、SDS、及 FEV1 比较

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抑郁自评量表（SDS）及肺

肺畅方及对照组在 HAMD、SDS 评分中均有显著降低，

功能（FEV1）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应用 SPSS17.0 进行统

治疗组 HAMD 及 SDS 评分分别为（11.64±5.10）和（44.52

计。接受治疗前后后各指标间的差异比较采用 t 检验，
（P<0.05）

±6.67），下降程度显著优于对照组（15.47±3.56）和（49.51

为差异有显著性差异。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若 P<0.05，为

±5.23）
，见表 1，然而两组于肺功能治疗前及治疗后有改善趋

差异有显著性差异。

势，两者亦无明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1。

表 1 两组治疗前后 HAMD、SDS、及 FEV1 比较（ x ± s ）
组别

评估时间

对照组（n＝30）

治疗组（n＝29）

HAMD（分）

治疗前

31.85±4.61

治疗后

15.47±3.56

SDS（分）
54.46±6.3

△

49.51±5.23

FEV1
1.88±0.36

△

2.01±0.51

治疗前

32.11±4.41

54.27±5.26

1.83±0.28

治疗后

11.64±5.10*

44.52±6.67*

2.03±0.63

△

△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本研究提示肺畅方对于改善 COPD 合并抑郁症患者的抑

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89.67%（26/29）
，显效 14 例，有效 12

郁状态有良好的疗效，显著优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规范化治疗

例，无效 3 例；明显高于对照组 76.67%（23/30）
，显效 10 例，

联合黛力新组，肺畅方治疗组 HAMD 及 SDS 评分下降中显著

有效 13 例，无效 7 例。

优于对照组，肺功能治疗后有改善趋势，对 COPD 合并抑郁症

2.3 两组安全指标观察

患者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可明显改善咳嗽，气促及呼

治疗组及对照组肝肾功能、心电图等安全指标未见明显异

改善 COPD 患者生活质量。肺功能亦较前改善，

常改变。
3

讨

吸困难指数。该组方在临床上值得进一步验证研究及推广，以
通过本研究提示，对照组病例脱落 1 例，其原因为 COPD

论

加重入院行机械通气治疗，
而治疗组 3 例脱落为患者依从性差，

COPD 并发抑郁症多被忽视，仅约 1/3 的患者接受了适当治

不能服用煎剂而致，1 例患者乔迁外埠失访脱落，治疗组未见

疗，多数患者未接受恰当治疗，增加不必要的住院次数及延长住

因急性加重患者入院者。一方面提示该组方在减少 COPD 患者

院时间。COPD 病程越长，合并抑郁的风险就越大，反复因 COPD

急性加重入院有一定疗效，同时亦揭示了 COPD 属于慢性疾

急性加重住院使患者活动受限、与社会隔离，生命安全感缺乏，

病，长期服用煎剂明显影响到患者依从性，正如 Jordan 等[8]通

[6]

导致患者内心的抑郁状态 。患者生活质量差，发生抑郁症状是

过回顾性研究 5517 名 COPD 伴有抑郁症的军人，研究发现，

影响 COPD 患者 5 年生存率的独立危险因素[7]，5 年内死亡率亦

50.6%患者接受了抗抑郁药物治疗，然而长期治疗的少于 17%，

明显增高。因此及早发现和治疗 COPD 病人的抑郁和焦虑情绪，

而随诊的患者则仅为 9.9%。所以认为改进 COPD 患者的抑郁

是目前有效管理、治疗 COPD 和降低其死亡率的重要方法。

治疗方案很重要，需再剂型方面进一步改善，从而使该验方在

中医学对郁证的认识病位涉及肝、脾、心、肾、胆，病理
因素多为气血虚、阴虚、痰阻、血瘀、气滞等。而根据临床前
期观察，我们认为 COPD 患者合并抑郁症有其自身特点：病位

临床上得到推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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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ikkelsen RL, Middelboe T, Pisinger C, Stage KB. Anxiety and depression

疏肝理气为法，拟定肺畅方其组方如下：当归 15g，川芎 10g，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 A review. Nord

桃仁 9g，法夏 10g，浙贝 15g，竹茹 10g，柴胡 10g，枳实 10g，

J Psychiatry.2004,58(1):65-70

赤芍 10g，红花 5g，炙草 6g，鱼腥草 30g，毛冬青 15g，素馨

[2]苗青,曹雪,樊茂蓉,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合并抑郁焦虑状态的中医证候学

花 10g；随证加减。本方重用浙贝、竹茹、法夏诸药，化痰降

研究[J].第十次全国中西医结合防治呼吸系统疾病学术研讨会,2009:103-

逆，涤痰开胸，共为均药，佐予鱼腥草清热解毒，泻火降肺，

106

共凑涤痰之功；桃仁、红花以活血祛瘀，赤芍活血通脉，当归

[3]Crockett AJ, Cranston JM, Moss JR, Alpers JH. The impact of anxiety,

又能滋养阴血，使祛瘀而不伤正，五药合用共凑活血之功，为

depression and living alone in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Qual Life

方中臣药；毛冬青能清热化痰活血，有调和涤痰逐瘀之功，为

Res.2002.11(4):309-16

佐药。“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气顺则一身之津液亦随气

[4]无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诊治指南(2007 年修订版)[S].中华内科杂志,2007, 46

而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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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fulness of the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MRC) dyspnoea scale Aseameasure

机不舒之主方，临床中应用可取得较佳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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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联合顺铂治疗老年恶性胸腔积液 32 例疗效观察
Effect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32 cases of elderly malignant pleural effusion in
TCM plus cisplatin
刘 阳
（驻马店市第一人民医院，河南 驻马店，463000）
中图分类号：R2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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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自拟温阳泻胸汤和顺铂联合治疗老年恶性胸腔积液 32 例的疗效和毒性。方法：首先胸腔置管下分次
引尽积液，然后顺铂 50mg/m2，胸腔内注射，第 1、8d，每 21d 重复。同时服用自拟温阳泻胸汤 1 剂/d，水煎服。1 个月为 1 个疗
程，连续服用 2～4 个疗程。结果：完全缓解（CR）10 例，部分缓解（PR）19 例，总有效率（CR＋PR）
；90.6%，中位生存期（MST）
12.5 个月。主要毒性为 I～II 度骨髓抑制和胃肠道反应。结论：自拟温阳泻胸汤和顺铂联合治疗老年恶性胸腔积液，毒副反应轻，
能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及生存期。
【关键词】 恶性胸腔积液；温阳泻胸汤；顺铂；老年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s of the self-made Wenyang Xiexiong decoction with cisplatin on treating 32 cases of
elderly malignant pleural effusion. First chest tube under graded cited best effusion, and cisplatin 50mg/m2 intrapleural injection, on the
first day and the eighth day, to repeat per 21 days. Results: The complete remission (CR) for 10 patients, a partial response (PR) for 19
cases, total efficiency (CR＋PR) was 90.6%; median survival time (MST) was 12.5 months. The main toxicity was grade I～II
myelosuppression and gastrointestinal reactions. Conclusion: The self-made Wenyang Xiexiong decoction with cisplatin treatment has little
side effects and can improve the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and survival time.
【Keywords】 Malignant pleural effusion; Wenyang Xiexiong decoction; Cisplatin; Elderl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06
恶性胸腔积液是由恶性肿瘤所致，是晚期癌症患者常见的
[1]

后将顺铂 50mg/m2、地塞米松 10mg、生理盐水 30ml 依次注入

并发症，肺癌是恶性胸水的主要原因，尤其是肺腺癌 。大量

胸腔内，第 1、8 天，每 21d 重复。化疗当日适当水化利尿，

积液则会出现呼吸困难、不能平卧、咳嗽等症状，严重影响患

常规保肝及护胃止吐。每次胸腔注药完毕，嘱患者 2h 内每

者的生存质量，如不能有效控制，病情进展迅速，绝大数患者

15min 变换体位 1 次以便药物均匀分布在胸膜表面。每次治疗

在短期内死亡。但是老年患者身体虚弱，脏器功能低下，多数

前复查 B 超或 X 线，观察胸腔积液消长情况，如果积液完全

处于共病状态，临床用药存在一定困难。因此，有效地控制胸

消失可胸腔内注药 1 次并拔除引流管。②中药治疗：用自拟温

腔积液成为姑息治疗晚期恶性肿瘤的关键，自 2006 年以来，

阳泻胸汤 处方用药：桂枝 15g，白术 20g，砂仁 9g，茯苓 20g，

我们采用自拟温阳泻胸汤和顺铂联合治疗老年恶性胸腔积液

骨碎补 20g，制附子 12g，葶厉子 10g，泽泻 15g，炙甘草 10g。

32 例，疗效较好，报告如下。

1 剂/d，水煎服，共取汁 400ml，分早、晚温服。1 个月为 1

1

资料与方法

个疗程，连续服用 2～4 个疗程。
1.3 评价标准

1.1 一般资料

按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 WHO） 规 定 的 标 准 分 为 完 全 缓 解

本组病例共 32 例，男 20 例，女 12 例，年龄 60～81 岁，

（CR）：积液消失，症状缓解并至少维持 4 周以上；部分缓

中位年龄 67 岁，均经病理学组织学或（和）细胞学及影像学

解（PR）：积液显著减少（50%以上），症状缓解并维持 4 周

检查证实为癌症所致的恶性胸腔积液。非小细胞癌 18 例（腺

以上；稳定（S）：积液减少<50%或积液无增加，症状部分

癌 10 例、鳞癌 8 例）
，乳腺癌 7 例（导管癌 6 例、黏液癌 1 例）
，

缓解；无效（PD）：积液无减少或增加。生活质量以 Karnofsky

结肠癌 3 例，食管癌 1 例，肾癌 1 例，胸膜间皮瘤 2 例；所有

（KPS）评分标准，治疗后增加 10 分以上为提高，降低 10

病例 Karnofsky 评分≥30 分，无明显肝肾功能障碍，预计生存

分以上为下降，介于两者之间为稳定。毒性反应按 WHO 统

期>2 个月。

一标准分为 0～IV 度。生存时间（MST）：指从化疗开始至

1.2 治疗方法

死亡或末次随诊时间。

①首先在胸腔 B 超定位和 2%利多卡因局部麻醉下，行患
侧胸腔留置中心静脉导管，2～3d 内分次负压引流胸腔积液，
直至总出量与引流前 B 超估计量接近或 B 超证实少量积液。然

2

结

果

2.1 临床疗效（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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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临床疗效

表 2 生活质量

类型

例数

CR

PR

S

PD

总有效率（%）

类型

例数

提高

稳定

降低

评分提高率（%）

胸水

32

10

19

2

1

90.6

Karnofsky 评分

32

27

5

0

84.4

2.2 中位生存期（MST）

2.4 毒副反应

12.5 个月。

骨髓抑制主要为粒细胞，见表 3。在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

2.3 生活质量

激因子的支持下，全组均能顺利完成治疗。血小板无明显下降。

经过治疗后生活质量变化见表 2。多数患者临床症状胸闷、
心慌、气急不能平卧明显好转，精神、体力、睡眠与生活质量

其他毒副反应见表 4。本组无明显脱发、周围神经炎、肝肾功
能及心电图异常。

得到改善。
表 3 骨髓抑制 [n（%）]
类型

例数

I度

Ⅱ度

Ⅲ度

Ⅳ度

粒细胞减少

21（65.6）

11（34.4）

8（25）

2（6.2）

0

火（龙火）停滞在胸肋之位，集聚形成胸腔积液。治病当以急

表 4 其他毒副反应 [n（%）]
恶心

呕吐

乏力

胸痛

则治其标，用利水逐饮之法；缓则治其本，用温化，温补脾肾，

9（28.1）

6（18.8）

11（34.4）

4（12.5）

引火归元之法为原则。因痰饮总属阳虚阴盛，本虚标实之证，
故健脾、温肾为其正治，发汗、利水、攻逐，乃属治标的权宜

1.5 生存期随访

之法，待水饮渐去，仍当温补脾肾，扶正固本，以杜水饮生成

本组随访率 100%，见表 5。

之源。[3]自拟温阳泻胸汤，方中桂枝、白术、砂仁、制附子、
骨碎补、炙甘草温补脾肾，引火归元，通阳化饮。茯苓、葶厉

表 5 生存期随访
例数

超过 24 个月

超过 12 个月

超过 6 个月

6 个月以下

子、泽泻利水逐饮，正是标本兼治之方。因已联合应用西药顺

32

8

10

11

3

铂，故方中未应用抗癌中药。本组用自拟温阳泻胸汤联合顺铂
胸腔灌注治疗老年恶性胸腔积液，显效 31.2%，有效 59.4%，

3

讨

论

顺铂是一种高效、广谱的抗肿瘤药物，具有分子量大、水
溶性和渗透力强等特点，注入胸腔后可在胸腔内形成局部高浓
度，抗瘤作用持久；另外对胸膜具有硬化作用，刺激胸膜产生
无菌性化学炎症，形成胸膜粘连而限制胸水形成。顺铂注入胸
腔经胸膜吸收入血极少，全身毒副反应小，适用于不能耐受化
疗的老年患者[2]。
恶性胸腔积液按中医辨证当属悬饮。
《金匮要略·痰饮咳嗽
病》：“饮后水流在胁下，咳唾引痛，谓之悬饮。”发病机理主
要为中阳素虚，三焦气化失宣，肺脾肾对津液的通调转输蒸化
失职，阳虚阴盛，水饮内停[3]。但临床上所见的恶性胸腔积液
多为血性积液，而良性疾病所致的胸腔积液很少为血性积液。
故我认为恶性胸腔积液发生主要为脾肾阳虚，中焦气虚，龙宫
水寒，阴火离位，胸肋乃肝胆之位，阴火离位寻肝胆经络上攻
于胸肋部，脾肾阳虚则脾肾主水、治水的功能减弱，水液随阴

总有效能达 90.6%，疗效好，毒副作用轻，患者可耐受，主要
是胃肠道反应和白细胞下降，常规处理后可恢复，提高了生活
质量和生存期，显示出中西药结合在老年恶性胸腔积液治疗上
具有独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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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痰祛瘀方治疗痰浊瘀血型偏头痛 52 例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the Huatan Quyu recipe on treating 52 cases of
migraine of Tanzhuo Yuxue type
董欢欢 1 刘 玲 1 潘怡宏 2
（1.湖北省中医院，湖北 武汉，430061；2.湖北中医药大学 2012 级博士研究生，湖北 武汉，430061）
中图分类号：R74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1-0020-02

【摘 要】 目的：观察化痰祛瘀方治疗痰浊瘀血型偏头痛的临床疗效。方法：治疗组采用化痰祛瘀方加减治疗，对照组用西
比灵治疗。结果：两组临床疗效比较，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6.15%，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88.46%，但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两组中医证候疗效比较，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6.15%，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69.23%，差异有显著意义（P<0.01）
。结论：化痰祛瘀方
治疗偏头痛与西比灵临床疗效相当，但化痰祛瘀方对改善中医症候明显优于西比灵。
【关键词】 偏头痛；痰浊瘀血型；中医药疗法；化痰祛瘀方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Huatan Quyu recipe on treating migraine of Tanzhuo Yuxue type. Methods: The
treatment group takes the Huatan Quyu recipe. The control group takes flunarizine capsules. Results: Comparing with clinical efficacy,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96.15% in treatment groups and control group was 88.46%.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al tests,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Compared with TCM symptoms efficacy,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96.15% in
treatment groups and control group was 69.23%.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al tes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1). Conclusion:
Treatment of Huatan Quyu recipe and flunarizine has properly effect on migraine of Tanzhuo Yuxue type. But according to the TCM
symptoms efficacy study, treatment of Huatan Quyu recipe has more significant effect than flunarizine.
【Keywords】 Migraine; Type of Tanzhuo Yuxue; TCM treatment; The Huatan Quyu recip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07
偏头痛是一种临床常见病，主要表现为反复发作的头部疼

助检查：血常规、血压，必要时进行颅脑 CT、MRI 检查、脑

痛，部位在一侧或两侧，常有搏动感、紧锢感，可伴有恶心呕

脊液、脑电图、经颅多普勒彩色超声（TCD）、血液流变学指

吐。其中痰浊瘀血型偏头痛较为常见，而以中药化痰祛瘀方加

标，排除器质性疾病。

减治疗痰浊瘀血型偏头痛在临床上取得较好疗效，现总结如

1.2.2 中医辨证标准
参照 200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药新药临床研究

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病例来自 2009 年 10 月～2011 年 10 月湖北省中医院脑病
科门诊及住院部患者，共 52 例，随机分成两组：治疗组 26 例，

指导原则》
（试行）
，属痰浊瘀血型头痛。主症：头痛如裹，或
头痛如刺。次症：口淡，食少，舌胖大，舌质紫暗，或有瘀斑、
瘀点，舌苔白腻，脉弦滑或沉细。
2

治疗方法

男性 11 例，女性 15 例；年龄 23～67 岁，平均年龄（48.08±

治疗组：服用化痰祛瘀方，由湖北省中医院中药房提供，

11.98）岁；病程 2～9 个月，平均病程（5.58±2.08）个月；平

药物组成为：法半夏 10g，枳实 10g，茯苓 15g，橘红 10g，石

均临床积分为（11.23±2.63）分。对照组 26 例，男性 13 例，

菖蒲 6g，竹茹 10g，炙甘草 6g，桃仁 10g，红花 10g，白芍 10g，

女性 13 例；年龄 24～69 岁，平均年龄（47.35±12.88）岁；

川芎 10g，当归 10g，干地黄 10g。随症加减：伴眩晕者加天麻

病程 1～9 个月，平均病程（5.04±2.16）个月；平均临床积分

10g，心烦易怒、面红目赤、口苦者加黄连 6g，黄柏 6g，夜寐

（11.15±1.97）分。两组临床资料经统计学处理（P>0.05），

不安者加酸枣仁 30g，夜交藤 10g，恶心呕吐者加旋复花 10g，

具有可比性。

代赭石 15g，枕部疼痛者加羌活 10g，蔓荆子 10g，前额疼痛者

1.2 诊断标准

加葛根 10g，白芷 10g，知母 10g，颞部疼痛者加柴胡 10g，黄

1.2.1 偏头痛诊断标准

芩 6g，巅顶疼痛者加吴茱萸 10g，藁本 10g，头痛剧烈者加玄

参照 200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药新药临床研究

胡 10g，或全蝎 5g，或蜈蚣 1 条。患者自煎或代煎，按传统煎

指导原则》
（试行）中的规定：①主要症状：头痛，或全头痛，

法，先煎 30min，二煎 30min，两煎合兑，1 付/d，分 2 次温服，

或局部头痛，性质可为剧痛、隐痛、胀痛、搏动痛等。急性起

200ml/次。对照组：服用西比灵胶囊（盐酸氟桂利嗪）
，每粒含

病，反复发作，发病前多有诱因，部分病人有先兆症状；②辅

氟桂利嗪 5mg，5mg/d，每晚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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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均以 2 周为 1 个疗程，治疗期间不得同时服用其它有

作。显效：治疗后积分减少 50%以上。有效：治疗后积分减少
21%～50%。无效：治疗后积分减少 20%以下。

相同作用的药物。
3

3.2 中医证候疗效评定标准

观察方法

临床痊愈：中医临床症状、体征消失或基本消失，证候积

参照 200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药新药临床研究

分减少≥95%。显效：中医临床症状、体征明显改善，证候积

指导原则》
（试行）中的规定。

分减少≥70%。有效：中医临床症状、体征均有好转，证候积

3.1 疗效判定标准

分减少≥30%。无效：中医临床症状、体征均无明显改善，甚

观察偏头痛的发作次数、头痛程度、每次发作的持续时间、

或加重，证候积分减少不足 30%。

伴随症状：①偏头痛发作次数：以月计算，每个月发作≥5 次计 6

注：计算公式（尼莫地平法）为：[（治疗前积分－治疗后

分，3～4 次计 4 分，≤2 次计 2 分。②头痛程度：发作时需卧床

积分）/治疗前积分]×100%。

休息计 6 分，发作时无法正常工作计 4 分，发作对工作无影响计

3.2 结果

2 分。③偏头痛每次发作持续时间：持续时间≥2d 计 6 分，持续

3.2.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组总有效率 96.15%，对照组总有效率 88.46%。经统

12h～2d 计 4 分，≤12h 计 2 分。④伴随症状：伴恶心、呕吐、畏

计学检验，两组总有效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间临床

声、畏光等症状≥3 项计 3 分，2 项计 2 分，1 项计 1 分。

疗效比较，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临床治愈：疗程结束无发作性偏头痛症状，停药 2 周不发
表 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n（%）]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26

5（19.23）

8（30.77）

12（46.15）

1（3.85）

96.15

对照组

26

2（7.69）

5（19.23）

16（61.54）

3（11.54）

88.46

注：两组治疗前后临床疗效比较，P<0.05。

3.2.2 两组中医证候疗效比较

计学检验，两组总有效率有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组较对

治疗组总有效率 96.15%，对照组总有效率 69.23%，经统

照组改善头痛中医证候方面的疗效更明显（P<0.01）
，见表 2。

表 2 两组中医证候疗效比较 [n（%）]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26

5（19.23）

10（38.46）

10（38.46）

1（3.85）

96.15*

26

0（0）

3（11.54）

15（57.69）

8（30.77）

69.23

对照组
*

注：两组中医症候疗效比较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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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偏头痛属于祖国医学头痛的范畴，常有内伤头痛的病理基
础存在，因外感因素而诱发。元代医家朱震亨在《丹溪心法》
中指出，头痛“多主于痰”
，
“痰夹瘀血，遂成窠囊”
。清代医家
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用血府逐瘀汤治疗瘀血头痛，指导后
世医家从瘀治疗头痛。全国名老中医邓铁涛教授提出“痰瘀相
关”理论，认为“痰是瘀的早期阶段，瘀是痰的进一步发展”[1]。
痰、瘀为头痛的重要病因之一，有瘀血兼证者占偏头痛各证型
的 74.3%[2]。瘀血内阻，导致脑络不通；痰瘀相关，痰浊上扰，
蒙蔽清窍，不通则痛，治当化痰祛瘀止痛。本研究根据“痰瘀
相关”理论，以桃红四物汤、涤痰汤两方化裁而成化痰祛瘀方。
桃红四物汤的方名首见于《医宗金鉴》，具有活血养血的

祛瘀，当归补血活血，是治疗血瘀证的基本药物。此六味共为
臣药。石菖蒲辛苦温，归心、胃经，具有开窍醒神，化湿和胃，
宁神益气之功，助茯苓健脾利湿；竹茹清热化痰，除烦止呕，
与枳实配伍，加强清热化痰之效；白芍养阴柔肝，养血敛阴，
与当归配伍具有养血调肝之功效；川芎乃血中之气药，与桃仁、
红花、当归配伍，加强行气活血祛瘀之效。此四味共为佐药。
炙甘草益气和中，合茯苓健脾助运以绝生痰之源，兼调和诸药，
为使药。诸药合用，共奏益气祛痰、化浊开窍、活血养血之功。
参考文献：
[1]李辉,邱仕军.邓铁涛教授对“痰瘀相关”理论的阐释和发挥[J].湖北民族学
院学报:医学版,2005,22(1):45-47
[2]付秋菊,杨德功,徐重白.中医药从瘀血论治偏头痛研究近况[J].现代中西

作用。由于痰湿血瘀易化生内热，而熟地性微温，恐过于滋腻

医结合杂志,2011,20(1):114-116

而助热邪，故化痰祛瘀方中改用清热凉血之干地黄。涤痰汤出

[3]高学敏.中药学[M].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6.4:498

自南宋•严用和的《济生方》
，由于本临床研究病例中有部分高
血压患者，而长期服用人参可能导致血压升高[3]，且天南星具
有毒性，故化痰祛瘀方中去人参、天南星。本方中法半夏燥湿
化痰，和胃降逆，使气降则痰降；橘红苦辛微温，理气和胃，
燥湿化痰，助半夏化痰理气，使气顺则痰降，与法半夏共为君
药。枳实苦辛微寒，降气化痰，开结除痞；茯苓健脾利湿，使
湿去痰消，兼能宁心安神；干地黄凉血止血；桃仁、红花活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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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芪地黄汤加减治疗慢性肾小球肾炎蛋白尿 40 例的
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40 cases of chronic glomerulonephritis
proteinuria with the Shenqi Dihuang decoction
全春梅 陈小娟 何 岩 屈欢欢 余仁欢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北京，100091）
中图分类号：R69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1-0022-02

证型：DBG

【摘 要】 通过 40 例慢性肾炎蛋白尿患者自身前后对照临床观察，总结参芪地黄汤加减治疗慢性肾炎蛋白尿的临床疗效。
结论：运用参芪地黄汤加减治疗，可明显减少慢性肾炎患者的蛋白尿，促进慢性肾炎患者的康复，同时明显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
【关键词】 慢性肾炎；蛋白尿；临床观察；参芪地黄汤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40 cases of chronic glomerulonephritis patients self-controlled, the clinical
efficacy for treating chronic glomerulonephritis with Shenqi Dihuang decoction will be summarized. Conclusion: Use Shenqi Dihuang
decoction for treatment,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proteinuria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nephritis, promote the rehabilitation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nephritis, an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patient’s clinical symptoms.
【Keywords】 Chronic nephritis; Proteinuria; Clinical observation; Shenqi Dihuang decoc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08
蛋白尿是慢性肾小球肾炎的最主要的临床表现，也是导致

苓 15g，白术 10g 等；兼有湿热证者，加汉防己 12g，黄柏 10g，

肾功能进行性减退的独立危险因素。气阴两虚证是慢性肾脏病

石韦 15g 等；兼有血瘀证者，加益母草 30g，红花 10g，当归

最常见的中医证候，在多种慢性肾小球疾病中占很大比例[1]。

15g，白芍 15g 等；兼有热毒者加金银花 30g，连翘 15g，半枝

参芪地黄汤出自《沈氏尊生书》，是治疗慢性肾脏病常用方之

莲 15g 等；兼有风湿者加穿山龙 30g，防风 10g，汉防己 12g

[2]

一，在延缓肾功能进展方面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 。我们通

等。并根据症候变化调整用药和剂量。②基础治疗，主要包括

过近几年的随访观察，运用参芪地黄汤加减，在控制慢性肾

饮食营养、控制血压、血脂等。治疗过程中还注意监测及纠正

小球疾病患者临床症状与减少蛋白尿方面取得了较满意的疗

水、电解质紊乱及酸碱平衡等。

效。本文是对 2010 年 3 月～2012 年 3 月运用参芪地黄汤加减

1.3 观察项目

治疗原发性慢性肾小球疾病蛋白尿 40 例的临床资料进行分
析。
1

常见主症的变化；24h 尿蛋白定量、血浆白蛋白（ALB）
；
血压变化；血常规、肝肾功能。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1.4 疗效评价标准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
》
“慢性肾炎的
诊断及疗效评价标准”[3]与《中药临床药理学》[4]。

病例均来源于西苑医院肾内科余仁欢教授门诊 2010 年

完全缓解：症状、证候与体征完全消失，尿蛋白转阴，尿

3 月～2012 年 3 月慢性肾脏病患者。诊断为符合原发性肾小

蛋白定量持续<0.3g/d，肾功能恢复/保持正常，3 个月以上。基

球疾病；慢性肾脏病（CKD）1～2 期；24h 尿蛋白定量在

本缓解：症状、证候与体征基本消失，尿蛋白较治疗前减少≥

0.5g 以上；中医辨证符合脾肾气阴两虚证。伴高血压者，血

50%，且尿蛋白定量持续在 1.5g/d 以内，肾功能恢复/保持正常，

压控制在 130～90/80～60mmHg。排除正在使用激素和免疫

3 个月以上。有效：症状、证候与体征明显好转，尿蛋白较治

抑制剂的患者。剔除治疗过程中加用激素或免疫抑制剂的患

疗前减少≥25%，尿蛋白定量持续在 3g/d 以内，肾功能恢复/

者。

保持正常，3 个月以上。无效：未达到上述标准。

1.2 治疗方法

1.5 统计方法

①中医辨证属脾肾气阴两虚者，给予参芪地黄汤加减（生

运用 SPSS18.0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数资料以

黄芪 15～30g，太子参 15～30g，地黄 10～30g，山药 10～30g，

频数及百分数描述，计量资料以平均数±标准差描述；计量资

山萸肉 10～20g，丹皮 10～15g，茯苓 15～30g，荷叶 10g，苏

料如符合正态性检验采用 t 检验，如不符合正态性检验采用秩

叶 10g，蝉衣 10g）
。如兼有水湿证者去山药，加泽泻 15g，猪

和检验，α<0.05 为统计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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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常广泛。本文观察了 40 例原发性肾小球疾病的患者，治疗后

果

患者的尿蛋白明显下降，同时患者的临床症状明显改善。有动

2.1 病例特征
病例总数 40 例，其中男性 15 例，女性 25 例；年龄在 20～
70 岁，平均年龄（47.25±14.05）岁，中位数 49.5 岁；患者就
诊前病程最短为 0.5 年，最长为 20 年，平均病程：
（4.01±3.66）
年，病程中位数：3.25 年；有明确病理类型的共 22 例，其中
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 1 例，膜性肾病 4 例，微小病变１例，
IgA 肾病 16 例，病理类型不明确的共 18 例；伴高血压者 25
人，血压均控制在 130～90/80～60mmHg，血压正常者 15 人；
曾使用激素或免疫抑制剂治疗蛋白尿的患者 15 人，但入组前
均已停用此类药物至少 3 个月，未曾使用激素或免疫抑制剂的
患者 25 人。

物实验[5-6]也证明加味参芪地黄汤具有明显降低尿蛋白的作用，
其作用机制可能与干预活化的系膜细胞分泌炎症介质、增加 T
细胞数及淋转率、增强红细胞免疫功能的有关。肾以阴精为其
根本，肾阴既要滋养全身，又要化为阳气温煦全身，慢性肾炎
病位主要在肾，肾阴必先受损，所谓“虚处受病”，加之即病
之后，肾失封藏，精微物质丢失，病情缠绵不愈，可使肾阴进
一步损伤，又“阴虚则无气”，最终导致气阴两虚。参芪地黄
汤由六味地黄汤去泽泻加人参、黄芪组成，地黄滋阴补肾，填
精益髓，山萸肉补养肝肾，固涩精气，山药补益脾阴，固肾涩
精，三种药合用三阴并补，重在补肾；茯苓淡渗脾湿，并助山
药之健运，丹皮清泄虚热，并制山萸肉之温涩；人参补中益气

2.2 临床疗效评价

养阴，黄芪补气升阳，可以减少蛋白尿，促进肝脏蛋白的合成，

2.2.1 治疗前后尿蛋白定量的比较

减少肾组织的损伤，两者合用，使脾气健运，清阳得升，肺气

表 1 治疗前后 24h 尿蛋白定量程度分布情况 [n（%）]

充足，精微得布，方中加入紫苏叶、蝉蜕、荷叶等，疏风通络

尿蛋白定量（g）

0.5～1.5

1.5～3.5

>3.5

涩精药物，可获得良效[7]。综观全方，一方面益气固肾涩精，

治疗前（n＝40）

6（15.0）

22（55.0）

12（30.0）

减少蛋白尿的漏出；另一方面健脾补肾填精，以充起源。偏于

治疗后（n＝40）

27（67.5）

10（25.0）

3（7.5）

气虚者合用四君子、参苓白术散加强健脾益气之效；偏于阴虚

治疗前 24h 尿蛋白定量≥1.5g 患者居多，占 85.0%；治疗
后蛋白尿<1.5g 患者居多，占 67.5%。

者增加生地、山萸肉等养阴药物用量；如兼有水湿证者去山药，
加泽泻、猪苓、白术等健脾渗湿利水；兼有湿热证者，加汉防
己、黄柏、石韦等清热利湿；兼有血瘀证者，加益母草、红花、

2.2.2 治疗前后尿蛋白定量的比较
治疗前 24h 蛋白定量平均值为：
（3.28±2.50）g，治疗后
的平均值为：（1.09±1.23）g，治疗后尿蛋白定量比治疗前有
明显降低，平均下降 66.77%，经秩和检验，P<0.01，具有显著

当归、白芍等活血利水；兼有热毒者加金银花、连翘、半枝莲
等清热解毒；兼有风湿者加穿山龙、防风、汉防己等祛风胜湿，
充分体现中医的个体化治疗。
参考文献：

差异。
2.2.3 临床疗效评价
完全缓解 7 例（18%）
、基本缓解 22 例（54.0%）
、有效 7
例（18.0%）
、无效 4 例（10.0%）
，临床缓解率 72.0%，总有效
率达 90.0%。

[1]聂莉芳,余仁欢,于大君,等.15 年来我国 IgA 肾病中医证候学研究分析[J].
上海中医药杂志,2004(2):59-61
[2]高辉,汪涛,余仁欢,等.以加味参芪地黄汤为主延缓慢性肾衰竭进展的队列
研究[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12,32(1):35-38

2.2.4 临床取效时间分析

[3]郑筱黄主编.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M].北京:中国中医药科技
出版社,2002,5(1):157-162

表 2 取效时间分布情况（月）

[4]翁维良.中药临床药理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387

取效疗程

n（%）

<3 个月

6（15.0）

[5]龚学忠,等.加味参芪地黄汤对系膜增殖性肾炎家兔影响的研究[J].中医药学

3～6 个月

19（47.5）

刊, 2002,20(3):333-334

6～9 个月

10（25.0）

[6]龚学忠,等.加味参芪地黄汤对大鼠系膜细胞分泌 IL-1,IL-6 的影响[J].深圳

9～12 个月

5（12.5）

中西医结合杂志,2001,11(2):78-80
[7]余仁欢,乔雪枫,李玉海,等.浅谈肾风的内涵及其治疗[J].中国中医基础医

取效时间最短为 1 个月，最长为 12 个月，平均取效时间：

学杂志,2009,15(1):59-60

（4.65±2.28）个月，中位数：4.5 个月。
2.2.5 治疗前后血浆白蛋白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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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拟方治疗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57 例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57 cases of acute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with self-made recipe
张瑞萍 1 尹亚东 2
（1.河南省灵宝市第一人民医院，河南 灵宝，472500；2.河南省舞阳县人民医院，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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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单纯中医药治疗急性呼吸道感染的效果。方法：单纯使用中医药治疗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57 例，观察
临床效果。结果：治疗 3 日，痊愈 22 例；显效 21 例；有效 12 例；无效 2 例。有效率 96.49%，治愈率 38.60%；治疗 1 周，痊愈
38 例；显效 16 例；有效 2 例；无效 1 例。有效率 98.25%，治愈率 66.67%。结论：中医药治疗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有良好疗效。
【关键词】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中药；治疗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pure Chinese medicine on treating acute respiratory infections. The method is simple
to use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of acute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in 57 cases and observe clinical effect. The results of treatment
for 3 days, 22 cases were cured; 21 cases markedly; 12 cases were effective; 2 cases were invalid. Efficiency of 96.49%, the cure rate of
38.60%; After 1 week treatment, 38 cases were cured, 16 cases were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2 cases were effective, 1 cases were invalid.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98.25%, and the cure rate was 66.67%. Conclusion: TCM has a good effect on treating acute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Keywords】 Acute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TCM; Treatmen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09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简称上感，为呼吸道鼻孔至环状软骨下

1.4.1 自拟方组成
金银花 20g，连翘 15g，黄芩 10g，菊花 12g，薄荷 8g，荆

缘，包括鼻腔、咽或（和）喉部急性炎症的概称。主要致病因
素是病毒，少数为细菌。因为直至目前，尚无特别有效抗病毒

芥 12g，生地黄 10g，生石膏 10g，太子参 20g，甘草 5g。

药物，所以现代医学对上感的治疗基本上为对症处理[1]。疗效

1.4.2 煎服法
取汁 300ml；
二煎加水 600ml，
头煎加水 700ml，
煎煮 20min，

不甚满意。笔者在临床实践中，用自拟方使用单纯中药治疗上
感，取得了满意疗效。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本组病例共 57 例，均为 2008 年 12 月～2012 年 12 月我院

煎煮 20min，取汁 300ml。两煎相混，早晚分服。
1.4.3 加减方法
咳嗽加杏仁 15g，咽疼加桔梗 25g，口干加天花粉 15g，咳
痰加浙贝母 12g，气虚明显易太子参为党参 30g；苔腻加藿香、

门诊病人。病人依从性均好，可以随访复查。

佩兰各 12g。

1.1 纳入病例

1.5 疗效评定

起病比较急促，喷嚏、鼻塞、清水样涕、咽干咽痒或咽痛、
咳嗽、发热、咽腔充血、甚或扁桃体肿大充血。主要包括以下

开始中药治疗即填写观察表，记录主要症状以及服药以后
变化。结合上感主要症状，疗效分以下四级：治愈：临床症状

类型：普通感冒；急性病毒性咽炎和喉炎急性疱疹性咽峡炎；

全部消失；显效：临床症状 2 项以上消失或明显改善；有效：

急性咽结膜炎；急性咽扁桃体炎。

临床症状 1 项以上消失或有改善；无效：临床症状无改善甚至

1.2 剔除病例

加重。

过敏性鼻炎；流行性感冒；急性气管炎；急性支气管炎；
其它急性传染病，如麻疹、脑炎、肝炎心肌炎等；治疗中断者；

2

无效 2 例。有效率 96.49%，治愈率 38.60%。
治疗 1 周，57 例中，痊愈 38 例，显效 16 例，有效 2 例，

1.3 一般资料
本组病人共 57 例。其中男性 23 例，女性 34 例，15 周岁
以下 7 例，15～50 周岁 33 例，50 岁以上 17 例。
1.4 治疗方法
服用自拟方中药治疗，分别以 3d 和 1 周为观察周期。

果

治疗 3d，57 例中，痊愈 22 例，显效 21 例，有效 12 例，

未按规定用药，包括治疗期间加服西药者；无法随访判断疗效
或因资料不全影响疗效判断者。

结

无效 1 例。有效率 98.25%，治愈率 66.67%。
3

结

论

中医药治疗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有良好疗效。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JCM 中医临床研究 2013 年第 5 卷 第 11 期
4

讨

论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是最常见的感染性疾病。大部分由病毒
引起，细菌感染常继发于病毒感染之后。本病一年四季、任何
年龄段均可发生，常于机体抵抗力降低时发病。现代医学认为
本病预后良好，有自限性。但临床实际情况与此有些差异。不
少病人即便给予积极治疗，也常继发支气管炎、肺炎、副鼻窦
炎，甚至可引起急性心肌炎、肾炎等严重疾病。比较常见的后
遗问题，是表病已除、内热仍在的重复感冒，低热微咳数月乃
至数年。体格壮实者当然可以期之自愈，对大多数病人来说，
积极治疗，仍然是需要的。
祖国医学没有上呼吸道感染的病名。结合病人症状表现，
似应归属于感冒、咳嗽、风温之类的外感时邪疾病。早在《黄
帝内经》就认识到本病为外感所致。
《素问•骨空论篇》就说“风
从外入，令人振寒，汗出头痛，身重恶寒”
。治疗方面，
《伤寒
论•太阳病》所载中风、伤寒正治之桂枝、麻黄汤证，即是感
冒风寒的轻重两类症候。至元《丹溪心法•伤风》则明确指出，
本病病位在肺，辨证论治可分辛温辛凉两大治法。后世对虚人
感冒又有所发挥，提出了扶正祛邪。李素云等[2]探讨分析了急
性上呼吸道感染的中医证候及其临床特征，是对历代认知本病
的一个总结。通过计算机检索，将原始资料数据量化，进行统
计分析。收集合格文献 46 篇，计 65 条记录，出现频率较高的
证型为风热袭肺者占 47.76%，风寒束表占 13.43%，挟湿者
16.42%，兼暑（火）者 13.43%，肺胃郁热者 8.96%，及虚弱体
质外感者，包括气虚、阳虚、阴虚、血虚等共占 7.46%。对本
病的宏观认识以及治疗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当代医家受现代医学病因学认识的影响，在治疗上自觉不
自觉的偏重清热解毒药物的应用。此方向的探索比较多。如李

-25即便起病源于受凉被风，但基本上都有“上火”表现在先，因
此治疗上，也几乎全部使用清热解毒之品。但内心也时常有疑
惑：为什么医圣张仲景治疗疾病，可以大量应用温热之品而疗
效卓著，而笔者偶有应用麻桂之品，即便三五克亦需要寒凉药
佐治燥性，否则病患就有极度口干口苦？是否笔者无意之中成
了寒凉派的愚徒？这个疑惑，直到笔者读研期间，在有幸受教
于刘渡舟大师关门博士以后才终于得解。医圣生活的年代，战
乱纷仍、食不果腹，病患虚寒不足体质者居多；而现下社会稳
定、食不厌精，尤其是经常而且大量的肉食，使得病患者火热
有余体质成了常态。即便刘老应用麻桂之属，亦是少少而为且
需寒凉佐治。因此不由感叹，辨证论治实在是祖国医学不二法
宝，即如医圣以及金元诸大家，亦是三因制宜、辨证论治造就。
因此，在本病的临床实践中，笔者既遵循八纲结合脏腑的辨证
论证，也想找出一个相对比较固定统一、易于掌握的治疗大法。
所以笔者在临床实践中，有意固化方药，以清热解毒为大法，
辅以扶正，变通于挟湿挟暑，治疗急性上感，效果是不错的。
之所以不设对照组，是因为中医药的治疗是治病求本的对因治
疗，而现代医学是着眼于症状的对症处理，二者的对比，意义
不大。
自拟方虽有银翘散的方义，但因为感觉银翘散清热之力
不足，所以加用黄芩、生地黄、生石膏。黄芩“疗痰热、胃
中热、消谷”（《别录》）；生地黄既能清热凉血，亦可养阴生
津；生石膏“除时气头痛身热三焦大热（《别录》）”，合金银
花“清络中风火湿热，解温疫秽恶浊邪”（《重庆堂随笔》），
连翘“主寒热……结热”（《本经》），并随症加减，使热毒得
清，病体向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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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味洗心汤合多奈哌齐治疗老年性痴呆的临床研究
Clinical research on treating senile dementia with
the Xixin decoction plus the donepezil
栗广辉
（河南省驻马店市中医院，河南 驻马店，463000）
中图分类号：R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1-0026-03

【摘 要】 目的：观察加味洗心汤合多奈哌齐治疗老年性痴呆的疗效。方法：将 126 例患者随机分成两组，治疗组 63 例用
加味洗心汤合多奈哌齐口服；对照组用尼莫地平、茴拉西坦、多奈哌齐口服。两组均治疗 3 个疗程，治疗前后测定精神状态评分
量表（MMSE）
，长谷川简易智能修订量表（HDS-R）
，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评分值。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 95.2%，对照
组总有效率 77.8%，MMSE、HDS-R、ADL 评分改善，治疗组优于对照组，统计学具有差异（P<0.05）
。结论：加味洗心汤合多奈
哌齐治疗老年性痴呆疗效显著，具有补骨填精，益气安神，化痰醒脑的功效，明显优于对照组。
【关键词】 加味洗心汤；多奈哌齐；老年性痴呆；中医药疗法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the Xixin decoction plus the donepezil on treating senile dementia. Methods: 126
cas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63 cases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given the Xixin
decoction plus oral donepezil,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oral nimodipine, aniracetam and the donepezil. The treatment of each
group lasts 3course. To measure scores of the MMSE, the HDS-R and the ADL.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95.2%,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77.8%. The scores of the MMSE, the HDS-R and the ADL improved.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better.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the Xixin decoction plus the donepezil was significant and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Keywords】 The Xixin decoction; The donepezil; Senile dementia; TCM treatmen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10
老年性痴呆包括阿尔海默病、血管性痴呆、混合型痴呆

为基础记忆障碍，通过数字广度测验至少 3 位数字表现辅助记

和其它痴呆，是一种因脑组织细胞退行性变、萎缩为病理基

忆障碍，间隔 5min 后不能复述 3 个词或 3 件物品名称。长期

础引发的痴呆症候群。痴呆的程度呈阶梯式发展，随着我国

记忆力障碍：表现为不能回忆本人的经历或一些常识。b.功能

人口老龄化，发病率逐年增多，目前国内外尚未发现治疗本

损害至少具备下列一项：失语：除经典的各类失语外，还包括

病或控制进展的可靠李想方法。笔者自 2009 年 1 月～2011 年

找词困难，表现为缺乏名词和动词的空洞语言，类比性命名困

9 月运用加味洗心汤合多奈哌齐治疗 63 例，疗效满意，现总

难，表现在 1min 内能说出的动物名称数，痴呆病人至少 10 个，

结如下。

且常重复。失用：包括观念性失用及运动性失用。失认：包括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126 例均为我院门诊或住院患者，按就诊顺序随机分成治

视觉和触觉失认，抽象思维或判断力损害；包括计划、组织、
程序和思维力损害。②上述两类认知功能障碍，明显干扰职业
和社交，或与个人以往相比明显减退。③不只是发生在潺忘的
病程中。④上述损害不能用其它的精神及情感性疾病来解释

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 63 例，男 41 例，女 22 例；年龄 60～

（如：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等）。

88 岁；病程 6 个月～3 年，合并冠心病 15 例，高血压 19 例，

1.3 排除标准

糖尿病 9 例，脑梗塞 17 例，脑出血 5 例；对照组 63 例，男 39

①突然及卒中样起病；②病程早期出现局部的精神系统体

例，女 24 例；年龄 61～86 岁；病程 8 个月～3 年；合并冠心

征，如偏瘫，感觉障碍及视野缺损等；③发病或早期出现癫痫

病 17 例，高血压 21 例，糖尿病 8 例，脑梗塞 18 例，脑出血 6

或步态异常；④全身性疾病引起的痴呆，精神疾病（如抑郁症、

例。两组在性别、年龄、病程及合并症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精神分裂症等）
。

（P>0.05）
，具有可比性。

1.4 治疗方法

1.2 诊断标准

治疗组：内服汤剂：加味洗心汤，组成：何首乌 30g，炙

采用美国精神病协会《美国精神病学会的精神障碍诊断手

龟板 30g，炙黄芪 30g，人参 10g，炒枣仁 20g，石菖蒲 20g，

册和统计手册，第四册，1994 年修订》（DSM-TV）痴呆诊断

半夏 15g，陈皮 12g，茯神 20g，川芎 15g，炙甘草 10g，水煎

标准。①认知功能障碍表现在两个方面：a.记忆力障碍：表现

2 次，取汁 400ml，分两次温服，1 剂/d。加减法：痰热盛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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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茹 10g，胆南星 10g，心火旺者加麦门冬 15g，莲子心 10g，

比较结果分为临床控制（治疗前后相比，智力分数提高 10 分

黄连 10g；肾阴虚火旺者加知母 15g，黄柏 12g；肾阳虚者制附

以上，且治疗后总分数达到 23 分）
；显效（治疗前后对比，智

子 6g，肉桂 10g；血瘀明显者加地龙 15g，水蛭 15g；肝阳亢

力分数提高 5～10 分）
；有效（治疗前后相比，智力分数提高

者加天麻 15g，钩丁 15g。同时服多奈哌齐分散片 5mg，1 次/d，

低于 5 分）
；无效（治疗后智力分数无变化甚至比治疗前下降）

第 2 月增至 10mg，1 次/d。治疗期间停用其它治疗老年性痴呆

IV 级。

的相关药物（包括扩张脑血管、抗凝、增强脑细胞代谢、改善

1.6 统计学处理
应用 SPSS12 统计学软件。计量资料以（ x ± s ）表示，采

神经递质调节、促智及抗精神病药物）。对照组：尼莫地平片
20mg，3 次/d；茴拉西坦胶囊 0.2，3 次/d；多奈哌齐分散片 5mg，

（P<0.05）为差
用秩和检验及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

1 次/d，第 2 月增至 10mg，1 次/d。两组若合并高血压病、冠

异有统计学意义。

心病、糖尿病均给予常规处理。同时可进行记忆训练（近期、

2

远期）
、智能训练（接受能力，反应能力，应对能力）
、生活能

结

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见表 1）

力训练（生活常识，自理能力，自我护理能力）
。两组均为为 1

根据 MMSE 评分标准，经过 3 个疗程治疗后评价，3 个月

个月为 1 个疗程，3 个疗程后评价疗效，结束治疗后 3 个月再
随访评价 1 次。

后再评价。治疗组临床控制 14 例，占 22.2%；显效 33 例，占

1.5 观察指标及疗效标准

52.4%；有效 13 例，占 20.6%；无效 3 例。总有效率 95.20%。

两组治疗前后测定精神状态评分量表（MMSE），长谷川

二次评价有反复 5 例，占有效率的 8.3%。对照组临床控制 5

简易智能修订量表（HDS-R），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的

例，占 7.9%；显效 16 例，占 25.45；有效 28 例，占 44.4%；

变化，并观察相关不良反应。

无效 14 例，总有效率 77.8%。二次评价有反复 7 例，占有效率
的 14.3%。两有效率相比（P<0.05）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疗效标准按照 MMSE 评价标准，以治疗后，治疗前积分
表 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n（%）]
组别

n

临床控制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63

14（22.2）

33（52.4）

13（22.2）

3

95.2

对照组

63

5（7.9）

16（15.4）

28（44.4）

14

77.8

△

△

注： 与对照组相比较 P<0.05。

2.2 两组治疗前后 MMSE、HDS-R 积分增加比较（见表 2）

ADL 积分显著降低（P<0.05）
；且治疗组在升高 MMSE、HDS-R

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后 MMSE、HSD-R 积分增加显著，

及降低 ADL 评分方面优于对照组（P<0.05）
。

表 2 两组治疗前后 MMSE、HDL-R、ADL 积分比较（ x ± s ）
MMSE

HDS-R

ADL

治疗组

治疗前

15.86±3.51

15.43±3.61

42.16±6.18

n=63

治疗后

21.83±4.28

对照组

治疗前

15.17±3.27

15.31±3.68

41.82±6.03

n=63

治疗后

19.81±4.18

19.16±4.62

30.92±6.17

组别

△

22.39±5.17

△

28.71±5.91

△

△

注： 与对照组相比较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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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性痴呆表现为语言、记忆、视空间技能、情感、人格
和其它认知功能（如计算力、抽象判断力）的障碍或缺损。属
中医学“呆病”
、
“善忘”、
“郁证”等范畴。中医认为脑为髓海，
元神之府，灵机记忆皆出于脑。精髓是脑生理活动的物质基础。
髓乃精所化，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生髓，上输于脑。人
至老年，肾精所亏，髓减脑空，神机失用；或中风之后，气血

佐药；炙甘草调和诸药，协同作用，共发挥补肾益精、化痰豁
瘀、益气安神醒脑功效。使肾精充、气血畅、脑髓养、神机明
而渐渐康复。配合多奈哌齐通过提高胆碱能神经的功能发挥治
疗作用。它可逆性的抑制乙酰胆碱酯酶对乙酰胆碱的水解，从
而提高乙酰胆碱的浓度。
经现代药理研究表明，石菖蒲、何首乌、川芎、人参为治
疗痴呆使用频率最高的前几味中药[1]，其中石菖蒲对记忆获得

运行不畅，痰瘀內结，蒙蔽清窍，神机受损，而发本病。因此

和记忆巩固有增强作用，对记忆障碍有改善作用[2]。人参可提

临床上治疗以滋肾充髓以治其本，化瘀豁痰以治其标，使肾精

高脑内乙酰胆碱的含量，促进脑蛋白和核酸的合成，改善海马

充足，经脉调畅，脑髓得养，神机灵活而渐渐康复。洗心汤出

区神经元功能，拮抗钙超载，增进脑神经细胞发育，从而增强

自清•陈士铎《辩证记录》
。笔者结合现代药理研究成果，新拟

学习和记忆能力[3]。何首乌能增加谷胱甘肽水平从而保护脑神

定加味洗心汤。方中何首乌、熟地黄、乌龟板滋阴益肾，补髓

经元，大大增加人参抗氧化延缓衰老作用，二者协同活血化瘀

填精为主药；炙黄芪、人参、炒枣仁、茯神益气安神，健脾化

药可增加机体免疫力，改善记忆[4]。川芎不仅抗血小板聚集，

痰为辅药；石菖蒲、川芎、半夏、陈皮化痰祛瘀、开窍醒脑为

扩张小血管，改善微循环，还对氧自由基、过氧化物歧化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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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及钙离子通道有明显抑制作用，能明显改善脑功能。熟地黄可

用[J].现代应用药学,1993,10(4):4-6

增高血清中谷胱甘肽过氧化物的活性，降低血清中过氧化物的

[3]蒋唯松,陈涛.人参治疗老年性痴呆的研究进展[J].解剖学研究,2007,29(6):

含量而抗细胞衰老[5]。黄芪中含有大量与雌激素结构相似的化

463

学成分，能结合并激活人体的雌激素受体，延缓痴呆发生，改

[4]荆素华,纪立金.强脾益智胶囊治疗老年性痴呆的相关实验研究[J].福建中
医药,2008,39(4):47-48

[6]

善脑认知功能 。
此治疗方法，中西医结合，疗效确实显著，便于基层推广，

[5]王本详.现代中药药理学[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890-892,
1290-1293

值得进一步研究。

[6]李雪琴,王致道.七福饮加减治疗血管性痴呆 30 例的疗效观察[J].中国中

参考文献：

医急症,2010,19(3):417-431

[1]蔡建伟.血管性痴呆临证用药特色评析[J].中医学学刊,2004,22(4):706-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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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大兴,李昌煜,张文龙,等.石菖蒲的促进小鼠学习记忆和提高耐缺氧力作

真武汤加减治疗心肾阳虚型慢性心衰临床疗效观察
Clinical effect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heart and kidney yang deficiency
syndrome of CHF with the Zhenwu decoction
黄 靖 1 周鸿图 2
（1.湖南中医药大学 2010 级硕士研究生，湖南 长沙，410007；2.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湖南 长沙，410007）
中图分类号：R54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1-0028-02

【摘 要】 目的：探讨真武汤加减治疗心肾阳虚型慢性心衰患者的临床疗效及其作用机制。方法：采用随机对照的临床研究
方法，对照组服用呋塞米、依那普利和倍他乐克。观察组服用真武汤加减中药水煎剂。观察服药前后中医症候积分，射血分数以
及 N 端脑利钠肽的情况。结果：观察组较对照组能改善中医症候、射血分数以及患者 NT-proBNP 指标。
【关键词】 真武汤；慢性心衰；心肾阳虚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Zhenwu decoc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heart and kidney yang
deficiency syndrome of chronic heart failure (CHF) and its mechanism of action. Methods: In a randomized control clinical study, the
control group taking furosemide, enalapril and betaloc.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treated with Zhenwu decoc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decoction. Integral were observ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of TCM syndrome integral, heart failure, ejection fraction and N terminal
pro-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 Results: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can alleviate symptoms of heart failure, improving
the TCM syndrome, ejection fraction and patients with NT-proBNP.
【Keywords】 Zhenwu decoction; CHF; Heart and kidney yang deficien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11
慢性心力衰竭（CHF）是各种病因所致的心脏疾病的终末

1.2 诊断标准

阶段且心衰的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急剧上升。笔者采用真

西医诊断标准参照 2007 年《中国慢性心力衰竭诊断和治

武汤加减治疗心肾阳虚型慢性心衰，疗效满意，现报告如下。

疗指南》[1]中医病名及症候诊断标准参考 2002 年《中药新药治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80 例患者均来自 2012 年 6 月～2013 年 1 月湖南中医药大

疗心衰的临床研究指导原则》[2]。
2

方

法

2.1 观察组

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病人。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40

予以真武汤加减：附子 9g（先煎） 白术 9g，茯苓 12g，

例。观察组男 21 例，女 19 例；平均年龄（65.32±5.82）
，平

干姜 9g，白芍 9g，猪苓 12g，桂枝 6g，细辛 3g；用法：水煎

均病程（10.94±4.32）
。对照组男 20 例，女 20 例；平均年龄

服，1 剂/d，早晚分服。

（65.12±6.24）
，平均病程（11.12±3.98）
。两组性别、年龄、

2.2 对照组

病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

予以①利尿（呋塞米 20mg po Qd）；②ACEI（依那普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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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g po Qd）
；③β 受体阻滞剂（倍他乐克 12.5mg po Bid）
。

3.2 统计学处理

两组均 4 周为 1 个疗程，1 个疗程后判断疗效。
3

参考《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2]。
各组数据均以均数±标准差（ x ± s ）表示。若方差齐、

疗效观察

符合正态分布则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若方差不齐则采用秩和

3.1 疗效判定标准

检验。

心衰计分法采用 Lee 氏计分系统。中医证候疗效判定标准

3.3 结果

表 1 两组治疗前后中医症候疗效比较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加重

总有效率（%）

对照组

40

12

21

5

2

80.2

观察组

40

7

15

12

6

57.5

注：两组秩和检验：Z＝-2.338，P<0.05。

提示：两组在改善中医症候方面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抑制细胞凋亡、减轻细胞钙超载损伤等作用机制发挥保护神经
细胞作用[8]。桂枝内的桂皮油可调节血液循环，使血液流向体

（P<0.05）
，真武汤组优于西药组。

表[9]。细辛提取物可使离体心脏冠脉血流量增加、心肌收缩力

表 2 两组左室射血分数比较
组别

n

治疗前

对照组

40

42.59±3.61△

观察组

40

43.79±3.58▲

增强、心率加快[10]。 细辛还具有抗氧化作用，从而起到抗衰

治疗后
▽

▽

老作用[11-12]。

55.16±2.69△

☆

59.82±3.07▲

本观察结果显示观察组在改善心肾阳虚型慢性心衰患者

☆

注：治疗前组间比较 P>0.05；治疗前后组间比较△P<0.01，▲P<0.01；治疗
▽

心衰症状以及左室射血分数、NT-proBNP 等方面的疗效优于对
照组，为患者提供了一种廉价有效的治疗方法。

☆

后组间比较 P<0.05。

参考文献：
提示：治疗前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治疗后患者射
血分数都有改善，且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治疗后的疗效优于

[1]心衰诊断标准(Framingham 标准)[J].临床荟萃,2006,21(13):932

对照组。

[2]郑筱萸.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M].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2
[3]赵雪燕,杨跃进,张健,等.B 型利钠肽对心力衰竭者心源性事件的预测价值

表 3 两组 NT-proBNP（pg/ml）比较

[J].中国循环杂志,2008,23:263-266

组别

n

治疗前

对照组

40

1852.60±122.37△

观察组

40

1908.52±112.43▲

治疗后
▽

▽

[4]张京梅,李志忠,高玉龙,等.冠心病患者血浆脑钠肽 N 末端前体浓度的变化

1008.33±212.08△

☆

852.86±132.85▲

☆

注：治疗前组间比较 P>0.05；治疗前后组间比较△P<0.01，▲P<0.01；治疗
▽

☆

后组间比较 P<0.05。

及临床意义[J].北京医学,2007,29:129,131
[5]扬辉,吴伟康.四逆汤全方及拆方对心衰大鼠血液动力学影响的实验研究[J].
新中医,2001,33(11):75-77
[6]欧芹,江旭东,王桂杰,等.白术水煎剂对老龄大鼠心肌 Na+,K+-ATPase 和血

提示：治疗前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治疗后患者

清 TAA 的影响[J].黑龙江医药科学,2001,24(4):1

NT-proBNP 都有改善，且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治疗后的疗效

[7]侯安继,陈腾云,彭施萍,等.茯苓多糖抗衰老作用研究[J].中药药理与临床,

优于对照组。

2004,20(3):10-11
[8]郑世存,李晓宇,等.药苷药理作用研究新进展[J].中国药物警戒,20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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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心衰属于中医“心悸”
、
“怔忡”
、
“喘证”、
“水肿”等

[9]赵建一.桂枝的药理研究及临床新用[J].光明中医,2010,25(8):1546

范畴。病机为本虚标实。属于心脏疾病的终末阶段，心排量不

[10]韩俊艳,孙川力,纪明山.中药细辛的研究进展[J].中国农学通报,2011,27

能满足全身对血液的需求。NT-proBNP 作为心力衰竭的一个检

(9):46-50

测指标反映心脏充血情况。与心衰严重程度相关。可以根据

[11]费可,胡瑕瑜.细辛临床应用与药理作用研究进展[J].上海中医药大学学

[3-4]

NT-proBNP 判断心衰进程和预后

报,2010,24(6):89

。

此方以附子为君，用以温肾助阳化气行水。臣以干姜以助
附子温阳散寒。茯苓、猪苓利水渗湿，使水邪从小便去，白术

[12]戎玲勤.细辛的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J].海峡药学,2011,23(2):94-95

作者简介：

健脾燥湿。白芍为佐：一者利小便行水气；二者防附子燥热伤
阴。细辛为使，引附子干姜通心阳。附子能显著增加心输出量[5]。

黄靖（1987-）
，男，湖南常德人，湖南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

干姜提取物能改善心衰兔的心肌舒缩性能，从而减轻心衰症

周鸿图（1959-），男，通讯作者，湖南邵阳人，教授，硕士研究生导

[6]

状。白术可改善心肌能量代谢，提高细胞活性 茯苓多糖具有
[7]

抗寒及抗衰老作用 。猪苓可增加肾小球滤过率，芍药苷通过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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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闭经溢乳综合征之不孕 206 例
Treating 206 cases of amenorrhea galactorrhea syndrome infertility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张 华
（河南省许昌市第三人民医院•许昌红月医院，河南 许昌，461000）
中图分类号：R27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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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闭经溢乳综合征引起的不孕症的中西医综合治疗方法。方法：通过临床收治的因闭经溢乳综合征引起
的不孕症患者 206 例的中西医综合治疗并进行分析总结。结果：中西医综合治疗因闭经溢乳综合征引起的不孕症患者的治愈率及
总有效率均高于单纯西医治疗组。结论：中西医结合治疗闭经溢乳综合征不孕症是值得推广的治疗方法。
【关键词】 闭经溢乳综合症；不孕症；中西医综合治疗；临床分析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amenorrhea galactorrhea syndrome caused infertility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treatment.
Methods: Clinical admitted due to amenorrhea galactorrhea syndrome caused infertility patients in modern medicine treatment of 206 cases
and analyze. Results: The cure rate and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integrative treatment due to amenorrhea galactorrhea syndrome caused
infertility patients than purely modern medicine treatment group. Conclusion: Integrative medicine amenorrhea galactorrhea syndrome
infertility treatment is worth promoting.
【Keywords】 Amenorrhea galactorrhea syndrome; Infertility; Integrative treatment; Clinic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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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经溢乳综合征指非产褥期妇女出现持续性溢乳且合并

样液体滴出，另外可有体重增加、水肿、肢端肥大、毛发脱落、

闭经及生殖器管萎缩者。大多数患者合并高泌乳素血症。而血

月经不调、多毛等。②妇科检查：发病时间短，子宫大小正常

清高泌乳素干扰了下丘脑—垂体—卵巢轴，使卵巢合成性激素

或稍小，双侧卵巢增大；发病时间长者，子宫萎缩，卵巢不易

能力下降，卵泡不发育，不排卵导致不孕。有时不孕是唯一主

扪及。阴道黏膜可能萎缩变薄，干燥发红或有小出血点。③内

诉。我们收集了临床上因闭经溢乳综合症引起的不孕症患者，

分泌检查：泌乳素测定，成年妇女未妊娠时<0.8nmol/L，上午

进行了中西医综合治疗，并进行了分析总结，现报道如下。

10 时左右采血至少两次测定值>1.36nmol/L，方诊断高泌乳素

1

血症。促卵泡激素（FSH）、黄体生成素（LH）处于正常底限

资料与方法

或低于正常水平。甲状腺功能减退者，TSH 水平可能增高，甲

从 2002 年 3 月 1 日～2011 年 12 月 1 日近 10 年来，临床

状腺激素 T3、T4 水平低。④垂体—卵巢轴功能检查：阴道涂

上收治的因闭经溢乳综合征引起的不孕症患者共 380 名，有病

片：雌激素水平常呈低落状态。基础体温单相型或呈现黄体功

历可查的、无法随访或失访者除外，排除其他不孕原因，患者

能不足。黄体酮试验可呈阳性。雌二醇（E2）测定水平偏低。

丈夫均为非不育症健康男性。随自愿分成中西医综合治疗组

⑤影像学检查：包括 X 线头颅侧位摄片，蝶鞍正侧位断层摄片，

206 名，
单纯西医治疗组 174 名。
中西医综合治疗组年龄在 23～

了解蝶鞍有无扩大、破坏、有无垂体肿瘤存在。CT 与磁共振

38 岁之间，平均 27.1 岁，而单纯西医治疗组年龄在 22～38 岁

诊断垂体瘤准确率相仿。⑥诊断标准：两次不同时间的血清

之间，平均 26.8 岁，差别不大；不孕的年限中西医综合治疗组

PRL 值高于 30μg/L 者，即可诊断为高泌乳素血症。还可据病

在 2～8 年，平均 4.3 年，单纯西医治疗组在 2～7.6 年，平均

史、症状、体征及有关辅助检查，做出病因诊断。

4.1 年，差别也不大；而原发不孕与继发不孕的比例中西医综
合治疗组为 1∶6.3，单纯西医治疗组为 1∶6.4，差别同样不大。
三组数据均差别不明显，具有可比性。
2

3

治疗方法及疗效标准

3.1 中西医综合治疗
用自拟的调经回乳汤辨证加减治疗配合西医综合治疗。

诊断与检查方法

3.1.1 中医治疗

据病史和体检，如闭经病人可挤压出乳汁者，应测定内分
[1]

泌激素，特别是泌乳素 。①用力挤压双侧乳房，有少量乳汁

用自拟的调经回乳汤加减，辨证施治。自拟调经回乳汤组
成：当归 15g，茯苓 15g，香附 10g，陈皮 10g，麦芽 60g，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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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10g。方中当归补血活血、调经止痛，茯苓利水渗湿、健脾

为 1 个治疗周期。

和中、宁心安神，香附理气解郁、调经，陈皮行气健脾、燥湿

3.1.2 西医治疗

化痰，麦芽解脾开胃、回乳和中，莪术行气破血，诸药合用共

①病因治疗：由药物诱发者，停药后症状多能自行消失。

奏活血补血调经回乳之功。①肝郁气滞：闭经，不孕，乳汁自

甲状腺功能减退者，可采用甲状腺素替代疗法，颅内病变者应

溢，其量较多，色黄白，质浓稠，乳头痒痛，乳房胀痛，精神

酌情行手术治疗或放射治疗。②药物治疗：溴隐亭、左旋多巴、

抑郁，时有叹息，胸闷胁胀，少腹胀痛。舌苔薄白，脉弦细。

维生素 B6、克罗米芬、硫丙麦角林、麦角苄酯、溴隐亭 SRO

治法：疏肝解郁，理气调经。方药：自拟调经回乳汤加减：自

等。③手术治疗：垂体微腺瘤经蝶鞍显微手术切除肿瘤，手术

拟调经回乳汤加柴胡 12g，白芍，赤芍各 15g，川芎，牛膝，

较为安全。垂体大腺瘤先用溴隐亭治疗 6～8 周，瘤体明显缩

炙甘草各 10g，担皮 12g，栀子 12g，蒲公英 15g。②肝肾不足：

小后再手术或放射治疗，可减少手术或放射治疗中的神经损

月经初潮较迟，或月经后期量少，渐至闭经，不孕，时有溢乳，

伤。

头晕耳鸣，精神不振，腰膝酸软。舌红脉弦细。治法：补益肝

3.2 单纯西医治疗
单独用上述西医治疗的方法治疗患者。

肾，退乳调经。方药：自拟调经回乳汤加减：自拟调经回乳汤
加菟丝子 15g，杜仲 10g，枸杞子 15g，山萸肉 10g，熟地 15g，

3.3 疗效标准
中西医综合治疗组与单纯西医治疗组的患者治疗 3 个月为

山药 15g，鸡血藤 15g，首乌 20g，紫河车 12g，鹿角胶 12g，
去香附、莪术、陈皮。③脾虚痰阻：形体肥胖，月经后期，量

1 个治疗周期，治疗后闭经溢乳的症状消失，PRL 值恢复正常，

少，渐至闭经，不孕，或有乳汁自溢，或挤出乳汁，胸闷腹胀，

恢复正常后停药准备怀孕，治疗 1 个周期后 3 个月内怀孕者为

口中淡腻，纳呆便溏。舌质淡胖，边有齿痕，苔薄白或白腻，
脉滑或缓滑。治法：健脾燥湿，豁痰调经。方药：自拟调经回
乳汤加减：自拟调经回乳汤加苍术 15g，半夏 10g，南星、枳
壳、神曲、菖蒲各 10g，生姜 3 片，去当归莪术。上述 3 种症
型用法均为 1 剂/d，水煎服，连服 7～10 剂为 1 个疗程。如经

治愈，治疗 2 个周期后 3 个月内怀孕为显效，治疗 2 个周期后
3 个月内症状未缓解且未孕为无效。疗效标准参阅世界中医药
学会联合会妇科专业委员会制定的不孕症疗效评价标准及中
国具体情况而定[2]。
4

潮乳回，经净后 8～10d 开始下 1 个疗程治疗；如仍闭经溢乳，

结果与结论
两组治疗效果比较，见表 1。

服药 1 个疗程停药 18～20d 开始服用下 1 个疗程药物。3 个月
表 1 两组治疗效果比较 [n（%）]
组别

治愈率

显效率

总有效率

中西医综合治疗组
单纯西医治疗组

无效率

159（77.2）

23（11.1）

182（88.3）

24（11.7）

83（47.7）

29（16.7）

112（64.5）

62（35.5）

闭经溢乳综合征之不孕症的中西医综合治疗组的治愈率

也是基于这种思路进行中西医综合治疗，用中药调经回乳对因

及总有效率均高于单纯西医治疗组。说明闭经溢乳综合征之不

对症治疗，配合西医治疗，中西医综合治疗，治标又治本，收

孕症的中西医综合治疗方法值得推广与应用。

到了较好的临床疗效。毒副作用小，能够最低限度的减少人体

5

讨

损害，用药后疗效比较满意，能够在短期内症状消失且受孕，

论

缩短病程和用药疗程，值得临床应用和推广。

引起闭经溢乳综合征的病因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种：①垂体
泌乳素瘤。②垂体或下丘脑疾病，肿瘤或空泡蝶鞍综合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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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兼症及肝阳上亢—头痛之兼症。这与西医对本病的研究有契
合之处。在泌乳素升高的同时，有低促性腺激素和低雌激素水
平的存在。治则宜疏肝理气，补肾固冲，调经回乳。方中用柴
胡舒肝理气调经，据现代药理研究，生麦芽中含有麦角类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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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有拟多巴胺抑制泌乳素分泌的作用。李祥云[4]用自拟中药
分型治疗本病；韩百灵[5]经验方分型治疗本病。而我们临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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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咳嗽变异性哮喘的病机与治法
Analysis on the pathogenesis and treatment of C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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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长期大量的临床经验，基于中医认知模式，从病因、病性、病位、病机及治法上认识咳嗽变异性哮喘。
【关键词】 咳嗽变异性哮喘；病因；病位；病机；中医治法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long-term clinical experience, and based on TCM cognitive pattern, recognizing the CVA from etiology,
pathogenesis, disease location, pathogenesis and treatment.
【Keywords】 CVA; Pathogen; Disease location; Pathogenesis; TCM trea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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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嗽变异性哮喘（CVA）是一个现代医学病名，自 1972

2

年 Glauser 命名以来，至今仅有 40 年历史。其临床表现主要为
阵发性干咳、无痰或少量黏痰，早、晚症状加重，常伴咽痒、
流涕等症状，可因异味、受凉、冷空气、运动、说话、大笑等

病属实证
本病病因为感受风寒，“邪盛为实”是中医的共识。如果

对感受的邪气不引起足够的重视，却泛泛而谈“邪之所凑，其
气必虚”，就难免抓不住该病的本质要害，做不到有的放矢。

诱发。其本质是气道高反应性。中医治疗本病见效快，疗效巩

因此，祛邪应为本病治疗第一要务。中医学和现代医学是两种

固，具有明显优势。笔者根据长期临床研究分析，从本病病因、

完全不同的医学体系，虽然现代医学病名中有“哮喘”二字，

病性、病位、发病机理及治疗法则谈如下认识。

而且认为咳嗽变异性哮喘与典型哮喘都存在着气道特异性炎

1

症和气道高反应性，发病原因和发病机制非常相似，只是严重

风寒为主要病因
风具有“其性轻扬”
、
“风善行而数变”
、
“风盛则挛急”之

特点，与本病所表现的咳嗽突然，呈阵发性，痉挛性特征相似，
符合风邪为患特征。对此，古代医家有相当深刻的认识。《素

程度不一或病程进展阶段不同[4]。就将其与中医学的“喘证”
联系起来，认为“内有痰饮夙根”、“本虚标实”。这样就会混
淆视听，就抓不住本病以邪实为主之要害，治难免拖泥带水，
难以取得好的疗效。通过临床实践和研究证实，咳嗽变异性哮

问•风论》：“肺风之状，多汗、恶风、色皏然白，时咳气短，

喘的原因、病机及治疗均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喘证，而与中医

昼日差，暮则甚。
”指出了本病早、晚加重的特点；随•巢元方

所谓“干咳”、“呛咳”的描述基本相似[5]。其治疗结果也大相

《诸病源候论》
：
“一日风咳，欲语因咳言不得是也。
”明•李梃

径庭。因此，我们强调本病是一个实证而非虚证，其治疗着力

《医学入门•咳嗽总论》
：
“风乘肺咳，则鼻塞声重，口干喉痒，

点在于祛邪。

语未尽而咳。”不仅提出了风邪为患，症的描述也与临床相当
贴切。
“寒主收引”，亦与本病特征相符。早、晚阴阳之气交替，

3

病在膜腠
本病病位中医界常各抒己见，认识尚不统一，少有着力指

尤其是晚上脱衣上床、初入冷铺，或夜间翻身，或早上醒来

出其病位者。笔者认为，认识本病的病位极其重要，它能帮助

翻动身体，均易遭受凉气袭扰，同气相求诱发阵咳。夜间受

我们认清该病的病机本质，为诊断、治疗及判决预后提供依据。

凉，其咳不止，用手撑搓背心致热或饮热饮，其咳可缓。热

太师陈公潮祖翁[6]在阐明三焦组织结构时指出“少阳三焦的

能温散寒邪，说明本病其性偏寒。临床上病人描述“走热后

组织结构包括膜原和腠理两个部分。膜原是筋的延展部分，腠理

发生阵咳”，有医者即将病性错误地定为热性。其实，本病春、

是膜外的组织间隙。
”正是由于“腠理”的这种特殊结构，容易遭

秋最多，空气偏凉，病人因运动身热，呼吸加快、加深，鼻

受风寒之邪侵袭，并使邪气留滞其间，在外受风寒袭扰，或冷气

腔来不及预热吸入之气，实为受冷气刺激而咳。当今医家也

从气道吸入之时，引动腠理内滞之邪，而致津气受阻，膜络痉挛，

提出了风寒观点。如李友林等[1]认为本病由外邪侵袭而诱发，

肺失宣降出现阵咳、痉咳或咯少量黏痰。这也正是本病既不同于

[2]

外邪包括风、寒、燥、火，但以风寒为主；吴海雁 认为本

外感之咳，也不同于内伤之咳的原因所在。同时也是该病“气道

病的病因病机为屡感风寒，失于表散，则寒邪深入肺腧；唐

高反应性”的根本原因。认识了这一点就抓住了本病的关键，为

[3]

雪春等 认为 CVA 以寒证、虚证为多，少有热证。他们都明

我们从根本上治愈该病提供了着力点。当代医家吴海雁[2]的“寒

确给出了本病的寒性属性，与临床实际完全吻合。由此可见，

邪深入肺腧”
，周静冬等[7]的腠理失密或郁滞不通而发病。其所指

风寒之邪是本病的主要原因。

病位与笔者所谓“上焦膜腠”是非常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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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夺主，其治才能经纬分明，治愈该病可期。

中药联合针灸治疗三叉神经痛疗效观察
Clinical effect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trigeminal neuralgia with TCM medicine
plus acupuncture
刘彦龙
（河南省三门峡市中心医院，河南 三门峡，472000）
中图分类号：R745.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1-0033-02

证型：AGD

【摘 要】 目的：探讨中药联合针灸治疗三叉神经痛临床效果。方法：选取我院 2010 年 5 月～2012 年 3 月收治三叉神经痛
患者 150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联合治疗组，每组各 75 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单纯针灸治疗，联合治疗组患者在对照
组治疗基础上，加用天麻钩藤饮治疗，两组疗程均为 2 周；比较两组患者临床改善总有效率，疼痛评分，疼痛持续时间及疼痛发
作频率等。结果：对照组和联合治疗组患者临床改善总有效率分别为 77.3%，94.6%；联合治疗组患者临床改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
对照组患者，组间比较差异显著（P<0.05）
；联合治疗组患者疼痛评分，疼痛持续时间及疼痛发作频率等均明显优于对照组，组间
比较差异显著（P<0.05）
。结论：中药联合针灸治疗三叉神经痛可有效改善临床症状，缓解疼痛，具有临床推广使用价值。
【关键词】 中药；针灸；三叉神经痛；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CM medicine plus acupuncture in treating trigeminal neuralgia. Methods:
To select 150 patients divided into the treated and control groups, 75 for each. In the control acupuncture solo was applied; Tianma
Gouteng decoction was taken more than the control group; for 2 weeks. Results: The total efficacy for clinical improvement in the treated
94.6, it is 77.3% in the control; the difference is significant (P<0.05); the score about pain also is better in the treated. Conclusion: TCM
medicine plus acupuncture is effective in improving clinical symptoms.
【Keywords】 TCM medicine; Acupuncture; Trigeminal neuralgia; Clinical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14
原发性三叉神经痛作为临床颌面部常见疼痛性疾病之
一，患者主要表现为三叉神经走行区域短暂反复疼痛 [1] ，针
刺、刀割样疼痛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传统西药治疗效果
尚可，但是长期应用疼痛缓解作用下降，且伴有不同程度不
良反应[2-3]。笔者选取我院 2010 年 5 月～2012 年 3 月收治三
叉神经痛患者 75 例，采用中药联合针灸治疗，并与单纯采用

针灸治疗相比，探讨其在临床症状及疼痛缓解方面的作用，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 2010 年 5 月～2012 年 3 月收治三叉神经痛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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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50 例，均符合吴江《神经病学》
（2005 年版）中原发性三叉神
[4]

经痛临床诊断标准 ，接受西药治疗无效，并排除合并其他神经

草 5g，川芎 5g 等；两组患者疗程均为 2 周。
1.3 疗效评定标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系统疾病者。入选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联合治
疗组，每组各 75 例；其中对照组患者中男性 31 例，女性 44 例，

第 2 辑》[5]拟定三叉神经痛临床疗效判定标准，分为痊愈、显

年龄 35～72 岁，平均年龄（57.8±6.5）岁；联合治疗组患者中

效、有效及无效 4 级，主要评价内容为疼痛自觉、疼痛发作频

男性 33 例，女性 42 例，年龄 37～75 岁，平均年龄（58.4±7.0）

率及持续时间改善情况等。

岁；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及治疗前疼痛评分，疼痛持续时间

1.4 统计学处理
本次研究选择 SPSS15.0 为统计学处理软件；其中计量资

及疼痛发作频率等临床资料方面组间比无显著差异（P>0.05）
。

料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检验水准为 α＝0.05。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单纯针灸治疗，主穴为神庭、风池、印堂
及人中等，根据疼痛分支选择配穴，即第 1 支疼痛选择阳白、
头维，第 2 支疼痛选择四白、太阳，第 3 支疼痛选择下关、大
迎；留针 30min 次，2 次/d；联合治疗组患者在对照组治疗基
础上，加用天麻钩藤饮治疗，方剂组分包括天麻 10g，钩藤 20g，
生石决明 20g，白芍 20g，菊花 10g，木瓜 10g，半夏 10g，甘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改善总有效率比较
对照组和联合治疗组患者临床改善总有效率分别为
77.3%，94.6%；联合治疗组患者临床改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
照组患者，组间比较差异显著（P<0.05）
，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临床改善总有效率比较
n

组别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临床改善总有效率（%）

对照组

75

8

17

33

17

77.3

联合治疗组

75

17

35

19

4

94.6

注：P<0.05。

2.2 两组患者疼痛改善情况比较

等均明显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显著（P<0.05）
，见表 2。

联合治疗组患者疼痛评分，疼痛持续时间及疼痛发作频率
表 2 两组患者疼痛改善情况比较
组别

n

疼痛评分（分）

疼痛持续时间（s）

疼痛发作频率（次/d）

对照组

75

3.5±1.1

3.8±1.5

1.8±0.5

联合治疗组

75

1.4±0.5

2.3±0.9

0.7±0.3

注：P<0.05。

3

讨

参考文献：

论

原发性三叉神经痛发病机制还未完全阐明，可能与外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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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菌感染密切相关 ；中医认为其属于“头风”、“面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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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用共奏平肝熄风、清热镇痛、柔肝活血之功效。本次研究
结果显示，对照组和联合治疗组患者临床改善总有效率分别
为 77.3%，94.6%；联合治疗组患者临床改善总有效率明显高
于对照组患者，组间比较差异显著（P<0.05）；联合治疗组患
者疼痛评分，疼痛持续时间及疼痛发作频率等均明显优于对
照组，组间比较差异显著（P<0.05）。综上所述，中药联合针
灸治疗三叉神经痛可有效改善临床症状，缓解疼痛，具有临
床推广使用价值。

[6]徐翔,李平.针灸治疗原发性三叉神经痛 50 例临床观察[J].世界中西医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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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合理用药,2011,4(8A):35-36
[9]程梦琳,方向明,冯美果.天麻钩藤饮配合针灸治疗原发性三叉神经痛的疗
效观察[J].湖北中医杂志,2010,32(10):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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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肝健脾法治疗脂肪肝临床分析
Clinical analysis of treating fatty liver by Shugan Jianpi therapy
任艳红
（河南省周口市中医院，河南
中图分类号：R57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1-0035-02

周口，466000）

证型：GD

【摘 要】 目的：分析中医药治疗脂肪肝之临床疗效。方法：将所选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各 60 例，治疗组疏肝健
脾为原则，治定中药方剂。对照组给予洛伐他定口服。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0%，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71.67%，两组疗效比较，
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经统计学比较（P<0.05）
，有对比意义。结论：疏肝健脾法可有效治疗脂肪肝临床分析，且疗效确切。
【关键词】 脂肪肝；疏肝健脾法；洛伐他定；临床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of the treatment of fatty liver in TCM. Methods: The selected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treated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ith 6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treated group adopt Shugan Jianpi
principle, and set prescription of TCM.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oral lovastatin.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treated group was
90%, and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71.67%, compared two groups of curative effect, the treate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statistically (P<0.05), comparative significance. Conclusion: Shugan Jianpi therapy was effective in the
treated of fatty liver clinical analysis, and curative effect.
【Keywords】 Fatty liver; Shugan Jianpi therapy; Lovastatin; Clinic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15
脂肪肝为临床常见疾病，为脂类物质的动态调节平衡失

成：郁金 10g，柴胡、赤芍各 12g，枳实、白芍、茯苓、泽泻

调，脂肪在肝组织细胞内堆积而形成，其后期可发展为肝硬化

各 15g，丹参、草决明、生山楂各 30g。并根据临床症状的不

等疾病，严重威胁人类健康。我院运用疏肝健脾法治疗脂肪肝

同给予加减：若患者脾胃有积热，痰浊偏盛可加用黄连、黄芩、

60 例，取得了较好之临床疗效，分享如下。

藿香、佩兰、苍术、瓜蒌之类。若肝郁气滞，血脉瘀阻，瘀滞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09 年 9 月～2012 年 1 月间来我院就诊之脂肪肝患者
120 例，按就诊顺序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各 60 例。治疗组中，

偏重，可加用川芎、三棱、莪术、王不留行、木香、青皮、厚
朴、枳壳之类，并酌减泽泻、姜半夏、茵陈蒿之用量或不用。
1 剂/d，入水浸泡半小时后煎服，分早晚两次温服。3 个月为 1
个疗程，1 个疗程后统计疗效。
2.2 观察指标

男 42 例，女 18 例；年龄 17～65 岁，平均年龄 40.11 岁；病程 9

观察患者用药前后临床症状，并定期进行 B 超检查，血脂、

个月～18 年，平均 5.9 年；肝功能（主要为谷丙转氨酶 ALT）

肝功化验。

异常者 40 例，总胆固醇（TC）异常者 16 例，甘油三酯（TG）

2.3 疗效标准

异常者 25 例，脂蛋白异常者 32 例，HBsAg 阳性者 28 例。

参照文献[1]以临床症状、体征基本消失，肝脏 B 超示脂肪

对照组中，男性 45 例，女性 15 例，年龄 19～66 岁，平

肝消失或下降 2 个级别为显效，肝功能、血脂恢复正常或改善

均 39.92 岁；病程 8 个月～16 年，平均 6.1 年；肝功能（主要

为显效；以临床症状、体征明显改善，肝脏 B 超示脂肪肝表现

为谷丙转氨酶 ALT）异常者 43 例，总胆固醇（TC）异常者 17

明显好转或下降 1 个级别，肝功能、血脂指标改善率>30%为

例，甘油三酯（TG）异常者 26 例，脂蛋白异常者 31 例，HBsAg

有效；以临床症状、体征无改善，肝脏 B 超示脂肪肝表现无明

阳性者 27 例。

显变化；肝功能、血脂指标无明显改善为无效。

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等一般资料方面，经统计学
分析，无明显性差异（P>0.05）
，具有可比性。
1.2 临床诊断标准
①临床症状表现为：肝区隐痛，胃脘胀痛，纳呆，乏力，

3

结

果

3.1 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0%，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71.67%，两

恶心；②检查体征：肝大；③B 超检测显示肝光点细小密集多

组疗效比较，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经统计学比较（P<0.05）
，

增强，回声不均，近场回声增强，远场回声衰减；④生化检查：

具有临床价值（见表 1）
。

ALT 及血脂升高。其中以四条为必备条件。
2

治

疗

2.1 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予洛伐他定 20mg，晚餐前 1 次顿服。
治疗组运用疏肝健脾法，给予中药自拟方治疗，基本方组

表 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治疗组

60

39

15

6

90

对照组

60

16

27

17

71.67

3.2 不良反应比较

无效

总有效率（%）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Clinical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2013 Vol.(5) No.11

-36两组患者均未见明显不良反正，对照组有 1 例患者出现胃
肠胀气症状，经治疗症状消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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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化痰，益气活血之功。另，现代药理研究表明：柴胡中含有柴
胡皂苷、亚油酸、烟酸、烟酰胺等有效成分，具有明显降血脂
的作用，且以降低 TG 为主。泽泻具有干扰胆固醇和甘油三酯

论

的吸收、分解和排泄作用，可促进血清 HDL-ch 水平升高的功

脂肪肝是常见的代谢性疾病。是指多种原因引起的肝细胞内

用。生山楂可减轻脂类在器官沉积，抑制肝脏胆固醇的合成，

脂质、特别是甘油三酯过多堆积的病变，该病呈慢性渐进性发展，

从而起到降脂作用。丹参中的丹参素具有抑制内源性胆固醇合

最终导致肝功能衰竭（肝硬化）
，西医对脂肪肝的药物降脂治疗尚

成作用以及抗脂蛋白的氧化作用，从而降低胆固醇，降低脂质

有争议，而且疗效不理想，许多降脂药可能驱使血脂更集中于肝

沉积。决明子有降低血清胆固醇、甘油三酯的作用[3]。文中治

[2]

脏进行代谢，反而促使脂质在肝内的蓄积并损害肝功能 。
脂肪肝属中医学的“胁痛”
、
“痞满”
、
“积聚”、
“积证”、
“痰

疗组与对照组相比较，治疗组显效 39 例（显效率 65%）
，有效
15 例，总有效率达 90%，对照组显效 16 例（显效率 26.67%）
，

浊”等范畴。临床表现多为身倦乏力，胁肋发胀，腹胀便溏，

有效 27 例，总有效率为 71.67%，两组疗效对比治疗组在显效

舌质淡，舌暗，苔白腻等，表现出典型的肝郁脾虚证候，且兼

率及总有效率均明显优于对照组，说明中医药治疗脂肪肝确有

有痰湿、血瘀征象。分析其发病因素多为饮酒过度，或嗜食肥

其优势，值得做进一步的运用及探讨。

甘厚味，酒食内伤，而滋生痰浊，痰湿阻滞，使气机郁滞，血
脉瘀阻，致气、血、痰、浊互相搏结，聚滞为积，肝郁气滞，

参考文献：

肝失疏泄可致胁肋发胀，抑郁烦闷，肝病传脾，脾失健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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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目地黄丸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疗效
Effect of Mingmu Dihuang pills on long-term prognosis in patients with DR
宋 茹
（首都国际机场医院，北京，100621）
中图分类号：R339.1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1-0036-02

【摘 要】 目的：研究明目地黄丸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的疗效。方法：选取 2009 年 5 月～2011 年 5 月我院门诊就
诊的 DR 患者 80 例, 随机将入选患者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40 例；治疗组西医规范化治疗基础上，加用明目地黄丸，6g/d，2 次/d，
口服；连续治疗 3 个月后，评价临床治疗疗效。结果：治疗组显效率为 22.5%，总有效率 92.5%， 对照组显效率为 7.5%， 总有
效率 65.0%；治疗组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对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故明目地黄丸治疗 DR，治疗期
间两组均没有出现明显的不良反应，具有副作用小，安全性高，疗效确切等优点，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明目地黄丸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Mingmu Dihuang pills on diabetic retinopathy (DR). Methods: 80 cases
of consecutive patients under DR was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eated group (n=40) and control group (n=40), and the treated (n=40) with
Mingmu Dihuang pills, 6g once, twice a day; besides routine medication, treated for 3 months continuously,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basic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both groups. evaluate the value in clinical application. Results: The
significant efficiency of the treated group was 22.5%,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92.5%, the significant efficiency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7.5%,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65.0%.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reated group is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wo groups of
control (P<0.05). Conclusion: During the treatment, two groups of all did not appear obvious adverse reaction, have little side effect, high
safety, definite effect etc, and is worth clinical promotion.
【Keywords】 DR; Mingmu Dihuang pill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16
随着糖尿病发病率的增加和人均寿命的延长，我国城市化

和人口老龄化的出现，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尤其是糖尿病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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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病变（Diabetic Retinopathy，DR）的患病率也明显增加，因
其病程长、治疗难度大、花费高昂及致残、致死率高，是糖尿
病常见且严重并发症之一，以视网膜微血管瘤、出血、渗出为

见表 1。
表 1 两组临床效果比较 [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人主要致盲原因之一[1]；给家庭、社会和国家带来了沉重的经

治疗组

40

9（22.5）*

28（70.0）

3（7.5）*

92.5*

济负担。目前，有效地预防和减少 DR 的发生是十分必要的。

对照组

40

3（7.5）

寻找到治疗 DR 的有效手段成为眼科医疗工作者的共识。本研

*

主症，后期可因增殖性改变牵拉造成视网膜脱离而失明，是成

究采用西医治疗的基础上加用明目地黄丸治疗 DR 取得了很好
的疗效，具体报道如下。
1

23（57.5） 14（35.0）

65.0

注： 与对照组比较 P<0.05。

2.2 不良反应
两组患者在治疗期间均未出现明显不良反应及肝肾功能

资料与方法

损害，各组实验均顺利完成，治疗后血、尿、大便常规及生化
指标未见明显异常改变。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 2009 年 5 月～2011 年 5 月我院门诊就诊的 DR
患者 80 例。诊断标准参照 1995 年中华眼科学会眼底病学组制

3

讨

论

定的六级分期标准和 2002 年国际眼科大会上制定的新的国际

糖尿病的发病机制迄今尚未完全明了，但已认识到糖代谢

分级标准拟定。即在扩瞳情况下进行详细的眼底检查。I 级（轻

紊乱是引起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的根本原因。视网膜动脉系统

度）：以后极部为中心，出现数个微血管瘤、小出血点、硬化

灌注降低和静脉系统瘀血，造成视网膜局部微循环障碍、缺氧、

渗出。II 级（中度）
：介于轻度和重度之间，小出血点多于 10

瘀血，严重者可导致不可逆的病理改变，改善视网膜微循环障

个，少于 20 个，可以见到血管瘤样改变。III 级（重度）
：眼底

碍[3]。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DR）为中医之消渴病眼部并发症，

4 个象限中任一象限视网膜出血点多于 20 个，或 2 个以上象限

属中医眼科“视瞻昏渺”
、暴盲”
、云雾移睛”范畴。中医认为，

[2]

有明显的静脉呈串珠样改变及硬性渗出、棉絮斑 。均明确诊

在糖尿病发生发展过程中，常有阴虚津亏加重燥热，而燥热更

断为 DR 患者。

是耗气伤阴[4]。

1.2 分组方法

明日地黄丸由熟地黄、生地黄、山茱萸、淮山药、泽泻、

根据就诊顺序随机将入选患者分为治疗组（明目地黄丸

茯神、牡皮、柴胡、当归、五味子等组成，具有滋肾、养肝、

组）和对照组，奇数为治疗组，偶数为对照组，每组 40 例。

明目的功效，原方以六味地黄丸为滋养肝。肾之基础，更增熟

两组性别、年龄、吸烟、体重指数、血压、血脂、血糖及血肌

地黄、当归、五味子益精养血；柴胡升散，疏肝解郁。全方补

酐，既往吸烟史、高血压史、糖尿病史、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病

中有泻，升降得宜，共呈补养肝肾，益精明目的作用[5]。

情、高脂血症、及心脑血管病史等基线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P>0.05）
。
1.3 治疗方法
对照组用常规降糖，同时控制高血压、高血脂及用羟苯磺
酸钙改善微循环等西医规范化治疗基础上，治疗组加用明目地
黄丸（北京勃然制药有限公司），6g/次，2 次/d，口服；连续治
疗 3 个月后，评价临床治疗疗效。
1.4 疗效判断标准
显效：视力由手动或指数增加到 0.02 以上，或 0.01 增加
到 0.1 以上，或 0.1 增加 4 行以上；眼底出血、渗出、水肿、

本研究在西医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明日地黄丸治疗 DR，
两组临床疗效对比，治疗组显效率为 22.5%，总有效率 92.5%，
对照组显效率为 7.5%，总有效率 65.0%；治疗组的总有效率明
显高于对照组，两组对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故明
目地黄丸治疗 DR，治疗期间两组均没有出现明显的不良反应，
具有副作用小，安全性高，疗效确切等优点，值得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1]张忠勇,祁月英,苏秀海.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中医药治疗进展[J].河北中

微血管瘤 4 项中，有 3 项以上减轻。有效：视力由手动增加到

医,2011,33(2):307-309

指数 20cm 以上，或指数增加到 0.01 以上，或 0.01 增加到 0.04

[2]魏冠男,刘仁波,刘炯.益阴活血明目汤治疗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 52 例总结[J].

以上，或 0.1 增加 1～3 行；眼底出血、渗出、水肿和微血管瘤

湖南中医杂志,2007,23(1):7-8

4 项中有 1 项以上减轻。无效：视力无明显变化或增加少于 1

[3]任平,胡惠君,张瑞.葛根素治疗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疗效观察[J].中国中

行；眼底无明显变化。

西医结合杂志,2008,20(8):574-576

1.5 统计学方法检验
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使用 c2 检验。采用 SPSS15.0 软

[4]列菊,陈辉,李秀娟.真武汤加减治疗老年 2 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临床观
察[J].中国中医药科技,2011,18(3):228-229

件包进行统计分析，P<0.05 认为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5]宋立,王笑莲.明目地黄丸治疗干眼症临床观察[J].中华中医药杂志,2008,

2

23(8):747-749

结

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对比
治疗组显效率为 22.5%，总有效率 92.5%，对照组显效率为
7.5%，总有效率 65.0%；两组对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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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积汤与铂类化疗联合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
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by
the Xiaoji decoction plus platinum chemotherapy
张永杰 冯 莹
（山东省寿光市中医医院，山东 寿光，262700）
中图分类号：R2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1-0038-02

证型：IAD

【摘 要】 目的：消积汤与含铂类化疗联合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临床治疗效果观察。方法：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随机
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给予消积汤联合铂类化疗方案；对照组仅给予铂类化疗方案。结果：治疗组在瘤体大小变化、症状
改善、毒副反应及生存质量方面较对照组改善明显。结论：消积汤与铂类化疗联合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时可有效稳定瘤体，改
善患者临床症状，提高化疗药物疗效的作用。
【关键词】 消积汤；中医药疗法；晚期非小细胞肺癌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effects of the Xiaoji decoction plus platinum chemotherapy on treating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Methods: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the platinum chemotherapy, while another was given
the Xiaoji decoction more. Results: In the tumor size changes, the improvement of symptoms, the reaction of the toxic side effects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The total efficiency in the treated group is significant higher. Conclusion: The Xiaoji decoction plus platinum chemotherapy
has a significant efficiency in treating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It has stabilizing effects on the tumor, improved clinical symptoms and
improved chemotherapy drug efficacy.
【Keywords】 Xiaoji decoction; TCM;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17
非小细胞肺癌大约占肺癌的 80%，确诊时大部分已属晚

具体用量用法根据患者体表面积调整。以上方案 21d 为 1 个周

期，而无手术时机，化疗治疗非小细胞肺癌重要组成部分，化

期。治疗组在对照组化疗基础上加用消积汤治疗，患者在应用

[1]

疗疗效到达平台 。本研究旨在研究中医药与铂类化疗联合治

化疗之前开始应用（当归 12g，川芎 12g，茯苓 12g，附子 6g，

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疗效，从而为肺癌患者提供较好的治疗

黄芪 30g，桃仁 12g，红花 12g，干姜 12g，浙贝母 10，陈皮

方法。
1

临床资料与治疗方法

1.1 诊断标准
经病理学或细胞学检查证实为非小细胞肺癌，根据国际
TNM 分期标，选择分期为Ⅲ-Ⅳ期，KPS 评分>70 分，预计生
存期 6 个月以上，化验无化疗禁忌证。治疗前未服用影响血象，
免疫功能药物，依从性好，可随访。
1.2 分组
全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 60 例，其中男性 35 例，女性 25
例。TNM 临床分期为Ⅳ期 34 例、Ⅲ期 26 例；腺癌 28 例、鳞
癌 30 例、大细胞未分化癌 2 例，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30 例，

12g，半夏 12g，茯苓 6g，白术 12g，甘草 6g）
，水煎服，1 剂
/d，2 次/d。
2

评价标准

2.1 中医症候疗效
主要观察治疗前后变化情况：咳嗽、咳痰、喘促、咳血、
纳呆、神疲乏力、舌暗、脉涩等。
显效：治疗后积分值比治疗前降低 2/3 以上；有效：临床
症候积分改善在 2/3～1/3；无效：症候积分值不变或减少不足
1/3；加重：症候积分值较前增加。
2.2 生存质量
根据卡氏评分标准评定：提高，治疗后较治疗前提高 10

男 18 例，女 12 例；年龄 25.5～75.6 岁，平均 54.7 岁；对照组

分以上；稳定，治疗后较治疗前升高或降低不足 10 分；下降，

30 例患者，男 17 例，女 13 例；年龄 27.5～75.5 岁，平均 55.4

治疗后较治疗前降低 10 分以上。

岁。治疗组与对照组一般资料比较无统计学差异，具有可比性。

2.3 毒副反应

1.3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化疗 3 周期，化疗方案两组基本一致，均
予含铂化疗（NP 方案、GP 方案、TP 方案）
，21d 为 1 个疗程，

以常见的血象及胃肠反应为观察指标，两者均按抗癌药物
急性或亚急性毒性反应分度标准[2]。
2.4 瘤体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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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PR，总有效率的 46.7%，对照组 30 例，1 例达 CR，8 例达 PR，

参照世界卫生组织（WHO）实体瘤治疗客观效果判定

总有效率的 30.0%，两组瘤体变化总有效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

标准，有效率＝[（CR＋PR）]/[（CP＋PR＋NC＋PD）]×
100%。
3

结

学意义（P<0.05）
，治疗组优于对照组。
3.2 临床症状改善情况

果

两组经治疗后在临床症状改善率上治疗组优于对照组。两

3.1 瘤体变化

组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两组前后治疗比较：治疗组 30 例，1 例达 CR，13 例达
表 1 临床症状改善情况（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加重

总改善率（%）

治疗组

30

9

12

5

4

70.0

对照组

30

5

8

11

6

43.3

3.3 毒副反应

组，有统计学意义（P<0.05）
。

3.3.1 白细胞变化比较

3.3.2 两组胃肠反应情况
9

治疗组与对照组在胃肠反应方面比较较轻，经 x2 检验比较

治疗组治疗前白细胞数（7.46±2.24）×10 /L，治疗后（5.35
9

9

±2.89）×10 /L；对照组治疗前（7.51±2.35）×10 /L，治疗

两组有显著性差异（P<0.05）
。

9

后（3.91±2.77）×10 /L。两组治疗后比较，治疗组高于对照

见表 2。

表 2 两组治疗后胃肠反应情况
组别

n

治疗组

30

15

10

3

1

1

对照组

30

5

14

7

3

1

分度

3.4 两组治疗后生存质量比较

期非小细胞肺癌有减毒增效的作用。主要有：①减毒方面：孙

两组 KPS 指标以提高/稳定/下降为评价标准，治疗组为

燕等[5]研究证明能使骨髓细胞核裂率增加，从而减少化疗导致

15/9/6 ， 对 照 组 为 8/8/14 。 治疗 后 两 组 比 较 有 显 著 性 差 异

的白细胞减少的副作用；②增效方面：陈达理等研究证明中药

（P<0.05）
，治疗组优于对照组。

有明显抑制荷瘤小鼠肿瘤生长的作用；解氏等提到中药能选择

4

体

性的杀伤具有高转移潜能的细胞，对恶性肿瘤成因阶段学说中

会

的起始与启动阶段有明确阻断作用，从而达到抑制肿瘤转移的

晚期肺癌的重要手段是化疗，而抗肿瘤药物在抑制或杀

作用。

死肿瘤的同时，对正常的组织细胞造成损害。毒副作用即使

本研究证明，消积汤以祖国医学整体观念及辨证论治理

患者生活质量下降又有使患者不能承受而放弃化疗。而中药

论下，应用“活血化瘀、祛痰消积”为治法，联合铂类化疗

应用于肿瘤的治疗，特别是联合铂类化疗，能起到稳定肿瘤、

化疗，能明显改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治疗效果及生存

扶正减毒、延长生存期的优势。肺癌属祖国医学“肺积”范

质量。

畴，中医认为，邪留于肺，肺气壅滞，气滞日久必致血瘀，
瘀积日久则成块，而肺积的发病病机为脏腑功能紊乱和/或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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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胆泻肝汤联合西药治疗急性湿疹 45 例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45 cases of acute eczema with
the Longdan Xiegan decoction
陈宣恺 周彦彤
（广西南宁市江南区吴圩镇卫生院，广西 南宁，530225）
中图分类号：R758.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1-00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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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龙胆泻肝汤联合西药治疗急性湿疹的疗效。方法：对 45 例急性湿疹患者进行中西医结合治疗。结果：
总有效率 93.33%。结论：龙胆泻肝汤联合西药治疗急性湿疹效果显著，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龙胆泻肝汤；急性湿疹；中西医结合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effects of the Longdan Xiegan decoction plus modern medicine on treating acute eczema.
Methods: 45 patients were given integrative medicine therapy. Result: The total efficacy was 93.33%. Conclusion: The Longdan Xiegan
decoction plus modern medicine was effective in treating acute eczema, worthy of a wide application.
【Keywords】 Longdan Xiegan decoction; Acute eczema; Integrative medicin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18
湿疹是皮肤科临床常见病和多发病，是由多种内、外因素
[1]

10g，山桅 10g，当归 10g，柴胡 10g，生地 10g，白鲜皮 15g，泽

引起的浅层真皮及表皮炎症 。临床上本病急性期渗出明显，

泻 8g，苦参 10g，甘草 5g。水煎服，1 剂/d，分早、晚 2 次服。

单纯采用抗组胺药治疗常难于见效，常需酌情加用糖皮质激素

以上治疗 2 周为 1 个疗程。治疗期间要求患者忌辛辣及高

方能控制病情。中医统称本病为“湿疹”。近年来，我们采用

蛋白食品，勿用热水及碱性刺激物，尽量保持心情愉快及生活

中西药结合治疗急性湿疹 45 例，疗效满意，现报道如下。

规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45 例急性湿疹患者均为本院皮肤科门诊确诊，其中男 21
例，女 24 例；年龄 14～81 岁，平均年龄（37.6±5.5）岁；病

1.4 观察指标
包括瘙痒、渗出、红斑、浸润、苔藓化、脱屑等。各项指
标在评估时按 4 级评分法进行（0 分为无，1 分为轻度，2 分为
中度，3 分为重度）
。
1.5 疗效标准

程 3～9d，平均病程 5d。
1.2 诊断标准
1.2.1 西医诊断标准
所有患者均符合《临床皮肤病学》第 3 版[2]中急性湿疹诊
断标准。
1.2.2 中医诊断标准
参照《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3]：皮损呈多形性，如潮

参照相关文献[4]制定：积分下降指数＝（治疗前总积分－
治疗后总积分）/治疗前总积分×100%。治愈：积分下降指数
大于 95%。显效：积分下降指数为 60%～95%。好转：下降指
数为 20%～59%。无效：积分下降指数不足 20%。
2

结

果

2.1 疗效
45 例病例中，治愈 10 例，显效 15 例，好转 17 例，无效

红、丘疹、水疱、糜烂、渗出、痂皮、脱屑，常数种形态同时
存在；皮损常对称分布，以头、面、四肢远端、阴囊等处多见，

3 例，总有效率 93.33%。

可泛发全身；起病急，自觉灼热，剧烈瘙痒；部分慢性患者往

2.2 不良反应
所有患者随访 1～2 周，均未发现明显不良反应。所有患

往呈急性发作，时轻时重，反复不愈。
1.2.3 中医辨证标准
湿热浸淫型湿疹证[3]：发病急，皮肤潮红、丘疹、丘疱疹、
渗出、水疱、糜烂、皮损潮红灼热，瘙痒无休，渗液流汁。伴身
热、心烦口渴，大便干，尿短赤，舌质红、苔薄白或黄，脉滑数。
1.3 治疗方法
西医治疗：口服盐酸西替利嗪片 10mg/次，1 次/d；外用哈
西奈德乳膏，早晚各 1 次。

者在治疗前和治疗结束时查血常规、小便常规及肝肾功均未见
异常。
3

小

结

湿疹是临床常见病和多发病，其确切的病因及发病机制还
不明确，目前多认为系过敏性疾病，过敏原可来自外界，也可
来于机体内界。治疗上宜消除各种诱发因素及过敏原，给予抗

中医治疗：以清热利湿，疏风止痒为法。方用龙胆泻肝汤加

组胺药、钙剂等，急性期或病情严重者可考虑给糖皮质激素，

减内服：黄芩 10g，黄连 10g，龙胆草 10g，生石膏 15g，车前子

（下转 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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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栀黄注射液对急性肝衰竭大鼠细胞凋亡的影响
Effects of Yinzhihuang injection on the expression of the apoptosis in rats with
acute liver failure
舒劲松
（湖北中医药大学，湖北 武汉，430065）
中图分类号：R-3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1-0041-02

【摘 要】 目的：观察茵栀黄注射液对急性肝衰竭大鼠细胞凋亡的影响。方法：30 只 SD 大鼠随机分为正常组、模型组和茵
栀黄组。茵栀黄组大鼠予 0.2g/（kg·d）茵栀黄注射液腹腔注射，连续给药 7d，末次给药后 1h，除正常组外其余两组给予 D-氨
基半乳糖（D-Ga1N）和内毒素脂多糖（LPS）腹腔注射制备大鼠急性肝衰竭模型。造模后 6h，取大鼠肝组织，采用原位末端标记
（TUNEL）法检测肝细胞凋亡情况，并以免疫组化法（SP 法）检测各组大鼠肝组织 Bcl-2 和 Bax 蛋白表达情况。结果：与正常
组比较，模型组肝组织中 Bcl-2 蛋白表达明显下降，肝细胞凋亡指数和 Bax 蛋白表达均明显升高（P 均<0.01）
；与模型组比较，茵
栀黄组肝细胞凋亡指数和 Bax 蛋白表达均明显下调，而 Bcl-2 蛋白表达明显上调（P 均<0.05）
。结论：茵栀黄注射液对急性肝衰竭
大鼠肝细胞凋亡有保护作用，其作用机制可能与上调 Bcl-2 蛋白表达和下调 Bax 蛋白表达有关。
【关键词】 急性肝衰竭；细胞凋亡；茵栀黄注射液；大鼠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effects on the apoptosis of rats with acute liver failure by the Yinzhihuang inject. Methods: 30
SD rats were divided into normal group, model group and Yinzhihuang group, the Yinzhihuang group was given the Yinzhihuang injection
0.2g/(kg·d), and 7 days consecutively, 1 hour after the last time, both group were given D-Ga1N and LPS except the normal group, in order
to make the model, 6h later, take the liver tissue of rats In situ end labeling (TUNEL) assay hepatocyte apoptosis, and Bcl-2 and Bax
protein expression and detection of liver tissue by immunohistochemical method (SP).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group, Bcl-2
protein expression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the liver tissue of the model group, the the liver apoptotic index and Bax protein
expression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0.01).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 the group of Yinzhihuang hepatocyte apoptosis index
and Bax protein expression were significantly down-regulated Bcl-2 protein expression was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 (P<0.05).
Conclusion: The Yinzhihuang injection have protective effect on the apoptosis of rats with acute liver failure, its mechanism of action may
be related to the increase in Bcl-2 and Bax down.
【Keywords】 Acute liver failure; Apoptosis; Yinzhihuang injection; Ra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19
茵栀黄注射液是一种保肝中药注射液[1] ，本研究采用 D-

黄注射液 0.2g/kg，1 次/d，正常组和模型组予等量生理盐水，

氨基半乳糖（D-Ga1N）和内毒素脂多糖（LPS）腹腔注射制备

连续 7d。

大鼠急性肝衰竭模型，观察茵栀黄注射液对急性肝衰竭大鼠肝

1.4 造模方法
末次给药后 1h，模型组和茵栀黄组参照张金良等[2]造模方

细胞凋亡的影响，为临床运用提供实验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
清洁级 SD 大鼠 30 只，体重（200±20）g，购自湖北省医
学科学院动物实验中心。
1.2 试剂及药品
D-GalN 和 LPS 购自 Sigma 公司，TUNEL 细胞凋亡检测试

法，用 D-GalN（400mg/kg）/LPS（0.5mg/kg）剂量造模，
D-GalN/LPS 混合液 25ml/kg 腹腔注射造成急性大鼠肝衰竭模
型。
1.5 标本采集
造模后 6h，所有大鼠用 2%戊巴比妥钠腹腔注射，麻醉后
迅速剪开胸腔，取大鼠肝左叶部分肝组织用 10%福尔马林溶液
固定后进行石蜡包埋、切片。

剂盒、Bcl-2 和 Bax 免疫组化试剂盒购自武汉博士德生物工程

1.6 指标检测

有限公司；茵栀黄注射液，神威药业有限公司生产，批号为

1.6.1 肝细胞凋亡检测

100215。
1.3 动物分组及给药
30 只 SD 大鼠采用数字表法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 10 只，
模型组 10 只，茵栀黄组 10 只。茵栀黄组大鼠予腹腔注射茵栀

按照 TUNEL 检测试剂盒按说明书步骤进行，常规脱蜡、
水化，DAB 显色、苏木素复染。凋亡指数（Apoptotic Index，
AI）＝凋亡细胞数/细胞总数×100%。随机选倍镜下随机选择
5 个高倍镜视野，分别计数每个视野内 AI，取各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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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6.2 肝组织 Bcl-2 和 Bax 蛋白表达检测

凋亡和出血坏死表现，与临床急性肝功能衰竭发生机制相似，

采用免疫组化（SP）法按照试剂盒说明书检测，细胞浆染
成棕色棕褐色为蛋白阳性表达。在 400 倍镜下采集标本图像，

可用于对急性肝衰竭的机制研究、治疗药物评价筛选，也是研
究急性肝衰竭肝细胞凋亡机制与治疗的较理想模型[4]。

用 LEICAQWINICI 像分析仪进行图像分析，每张样品随机选取

急性肝衰竭属中医学“急黄”
、
“瘟黄”等范畴，其基本病

5 个视野，分析 Bax 和 Bcl-2 蛋白阳性染色指数（Positive Index，

机为湿热疫毒蕴结中焦。茵栀黄注射液是由茵陈、栀子、金银

PI）
。PI＝阳性细胞数/视野中所有细胞总数×100%。

花、黄芩四味中药组成，具有清热、解毒、利湿之功效，符合

1.7 统计学方法

急性肝衰竭的病因病机。现代药理研究表明[5]，茵栀黄注射液

采用统计软件 SPSS13.0 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以

中的茵陈有利胆、保肝的作用；栀子有退黄疸、利胆、降低谷

（ x ± 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

丙转氨酶（ALT）
、谷草转氨酶（AST）作用；金银花有抗病原

统计学意义。

微生物、解毒、抗炎作用；黄芩有抗炎、抗变态反应、抗氧化

2

结

的作用。本研究结果显示，与模型组比较，茵栀黄组肝细胞凋

果

亡指数和 Bax 蛋白表达均明显下调，而 Bcl-2 蛋白表达明显上

各组大鼠肝细胞凋亡指数及 Bcl-2 和 Bax 蛋白表达情况比

调（P 均<0.05）
，提示茵栀黄注射液可抑制急性肝衰竭大鼠肝

较，见表 1。与正常组比较，模型组肝组织中 Bcl-2 蛋白表达

细胞凋亡，其作用机制可能与上调 Bcl-2 蛋白表达和下调 Bax

明显下降，肝细胞凋亡指数和 Bax 蛋白表达均明显升高（P 均

蛋白表达有关，可能是其临床治疗重症肝炎有效的机制之一。

<0.01）
；与模型组比较，茵栀黄组肝细胞凋亡指数和 Bax 蛋白
表达均明显下调，而 Bcl-2 蛋白表达明显上调（P 均<0.05）
。
表1

各组大鼠肝细胞凋亡指数及 Bcl-2 和 Bax 蛋白表达情况比较
（ x ± s ，%）
组别

n

凋亡指数（AI）

Bcl-2

Bax

正常组

10

0.42±0.21

3.02±0.96

1.38±0.27

模型组

10

19.81±6.36

△

1.65±0.63

△

2.16±0.51

△

茵栀黄组

10

13.29±4.15

※

2.53±0.89

※

1.69±0.42

※

△

※

注：与正常组比较， P<0.01；与模型组比较，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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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肝衰竭是临床常见的严重肝病证候群，病死率极高。
研究显示，肝细胞凋亡是急性肝衰竭的重要发病机制之一，
Bcl-2 家族的抗凋亡和促凋亡蛋白在介导和调节凋亡信号途径
中具有重要的作用，Bcl-2 和 Bax 均属于 Bcl-2 家族，Bcl-2 具
有对抗细胞凋亡作用，而 Bax 具有诱导细胞凋亡作用 [3] 。
D-GalN 联合 LPS 腹腔注射诱导急性肝衰竭是国内外学者普遍
认可和使用的实验动物模型，在造模后 6h 就可见大片肝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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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加用激素后，虽能控制病情，但激素的使用可能会出现一

祛风除湿止痒，标本兼治，湿热得清，诸症得愈。诸药合用，

些副作用，如电解质紊乱、二重感染、血糖及血压升高等，甚

泻中有补，清中有养，既能泻肝火清湿热，又能养阴血；祛邪

至是突然停药可能导致病情反复。

不伤正，泻火不伐胃，使肝火泻，湿热清，诸证自愈。

湿疹类似中医学的浸淫疮、旋耳疮、绣球风、四旁风等，

通过以上的效果观察，说明中西医结合可以标本兼治，中

湿疹急性期常表现为湿热侵淫型，清《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

西药互补，临床疗效显著，安全性高、不良反应小，值得深入

诀》中说，
“此症初生如疥，搔痒无时，蔓延不止，抓津黄水，

研究。

浸淫成片。
”常因饮食失节、或过食腥发动风之品，伤及脾胃、
脾失健运，致使湿热内蕴，造成脾胃湿热所困，复感风、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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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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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为臣，以加强君药清热除湿之功，泽泻导湿热下行，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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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而去，清利下焦湿热用以为佐，生地养阴，当归补血，使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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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而不伤正；用柴胡疏畅肝胆，能引诸药归经，苦参、白藓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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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炮制品的变异原因及对策
Variability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CM processed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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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中药炮制品的变异原因并采取防治对策。方法：对所提供药材，分别利用视觉、嗅觉和味觉及其他方
法进行检测。结果：本组 200 种；虫蛀 5 种、霉变 3 种、变色 3 种，泛油、泛糖、粘连各 2 种。挥发 1 种，均为部分现象。结论：
中药炮制品的变异原因为基原因素，环境因素，生物因素，及时间因素等。加强库房管理（干燥、通风）
。调整适宜温度和、湿度
和采用物理、化学等方法可有效防治各种炮制品变异。
【关键词】 中药炮制品；变异现象；变异原因；防治对策
【Abstract】 Objective: Analyzing the variation reason of the processed products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taking preventive
measures. Methods: Use sight, smell, taste and other methods to detect herbs. Results: The group of 200 drugs. 5 kinds were destroyed by
insects; three kinds of mildew, three kinds were discoloration; weeping, pan-sugar and adhesions both had 2kinds; and 1 kind was volatized.
All of those are part phenomenon. Conclusion: The reason of the TCM processed products variation including the base of the original
factors, environmental factors, biological factors, and time factors, atc. Strengthen the treasury management (dry, ventilated). Adjust the
appropriate temperature, humidity and use physical, chemical and other methods can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various processed products
mutation.
【Keywords】 Processed products of TCM; Variation; Cause of the variation; Control measure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20
中药炮制品在贮存过程中会发生很多变异现象，炮制品的

仓虫啮蚀，是中药贮藏中危害最严重的变异现象。变色：是指

优劣，直接影响到临床使用和病人服药疗效及安全[1]。2010 年

药物的固有颜色发生了变化，或变为其他颜色，或失去了原来

2 月～2012 年 8 月，我们对某药材供应商提供的 10 批次中药

的颜色。变味：中药的味，分为口味和气味。口味是通过品尝，

饮片及其他非饮片炮制品进行变异检测，报告如下。

有味觉得来；气味是由嗅觉辨别而来。泛油：含有挥发油、脂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检测中药饮片 160 种，非饮片炮制品 40 种；来自 3

肪油的药物，在一定温度、湿度下，造成油脂外溢，质地饭软，
发黏、颜色变深。并发出油败气味的现象。如苦杏仁、桃仁、
郁李仁、炒莱菔子、炒酸枣仁等。泛糖：含糖类药物在一定温
度、湿度下，造成糖类外溢，质地饭软，发黏、颜色变深。并

家药物加工贮存单位及中药房现存药材。

发出酸败气味的现象。粘连：某些熔点比较低的固体树脂类或

1.2 方法

动物胶类药物，受潮、受热后容易粘结成块。如乳香、没药、

对所提供药材，分别利用视觉、嗅觉和味觉等，检测有无

阿魏、芦荟、儿茶、阿胶、鹿角胶和龟板胶等。挥发：某些含

虫蛀、变色，变味、霉变、挥发，泛油、泛糖、粘连、风化。

挥发油的药物，因受空气和温度的影响以及贮存日久，使挥发

2

结

果

本组 200 种；虫蛀 5 种，霉变 3 种，变色 3 种，泛油、泛
糖、粘连各 2 种，挥发 1 种，均为部分现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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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散失，失去油润，产生干枯或破裂现象。如肉桂、沉香、厚
朴等。腐烂：某些鲜活药物，因受湿度、空气微生物的影响，
引起发热，使微生物的繁殖和活动增加，导致药物的酸败、臭
腐。鲜生地、先生姜、鲜芦根、鲜石斛、鲜茅根和鲜菖蒲等。
风化：某些含有结晶水的化合物，经风吹日晒或过分干燥失去
结晶水而逐渐成为粉末的现象。潮解：某些盐类固体药物，容

中药炮制品在贮存过程中会发生很多变异现象，究其原因

易吸收潮湿空气中的水分，使其表面慢慢融化或成液体状态，

有两个方面。一是炮制品本身的性质，二是炮制品贮存的外部

如咸秋石、大青盐、芒硝等。冲烧：（自燃）轻质薄松散的植

条件，两者缺一都会发生变异。而炮制品本身的性质是固有的，

物，如红花、艾叶、甘松等，由于本身干燥不适度，或在包装

所以，影响炮制品变异原因主要是外部因素。归纳起来主要有

码垛之前吸潮，再紧实状态中细菌产生的热量不能散发，当温

基原因素，环境因素，生物因素，时间因素[2]。

度 67℃以上时，热量能从中心一下冲出垛外，轻者起烟、重者

3.1 中药炮制品的变异现象

起火。本组检测到虫蛀、霉变、变色，泛油、泛糖、粘连、挥

发霉：药物受潮后，在适宜的温度下造成霉菌的滋生和繁
殖，在药物表面布满菌丝的现象。虫蛀：是指中药或炮制品被

发等，均为部分现象。而无风化、潮解和冲烧等变异。
（下转 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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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位注射加温灸法治疗原发性痛经的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primary dysmenorrhea with point injection plus
warm moxibustion
吴志强 罗苑媚 陶加平
（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附属医院，广东 深圳，518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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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穴位注射三阴交、太冲、足三里穴为主加温灸法治疗原发性痛经的临床疗效。方法：随机选择治疗组
36 例患者，以复方当归注射液 4ml 注射单侧三阴交、太冲、足三里穴位，左右交替，得气后缓缓注入，同时配合温灸下腹部。随
机选择对照组 34 例患者，给予芬必得胶囊口服，3 个疗程后观察治疗效果。结果：治疗组：显效 28 例，有效 7 例，无效 1 例；
对照组：显效 26 例，有效 8 例，无效 0 例。结论：通过穴位注射加温灸法治疗原发性痛经效果确切，可以减少或者不用消炎镇痛
药而完全达到止痛目的。
【关键词】 针灸疗法；水针疗法；原发性痛经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treatment effect of point injection at Zusanli, Taichong, Sanyinjiao combined with
warming moxibustion on primary dysmenorrhea. Methods: 7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36 in the treated group and
34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point injection at Sanyinjiao, Taichong, Zusanli combined with warming moxibustion
at lower abdomen.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Fenbid capsules. The effect of treatment was observed after 3 courses. Results: There were
excellent 28 cases, effective 7 cases, invalid 1 case in the treated group and excellent 26 cases, effective 8 cases, no invalid i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Point injection plus warm moxibustion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treating primary dysmenorrhea, it could achieve
the purpose of relieve pain without anti-inflammatory drugs.
【Keywords】 Acupuncture; Water acupuncture; Primary dysmenorrhea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21
原发性痛经是指女性生殖器官无明显器质性改变，月经期
或经期前后 1 周内出现周期性下腹疼痛为主症，
伴随其他不适，

1.3 排除标准
排除其他因器质性病变导致的继发性痛经、以及合并消化

以致影响工作及生活者，主要发生群体为青春期少女和未婚或

道溃疡、消化道出血、高血压、肝肾功能不全、近期计划怀孕、

未孕的年轻妇女，据 1980 年我国妇女月经生理常数协作组的抽

以及对其他非甾体抗炎药过敏者不列入研究范围。

样调查显示，我国痛经发病率为 33.19%，其中原发性痛经占

1.4 症状评分标准

[1]

36.06%，严重影响工作者 13.55% 。西医多用药物治疗，具有

参照《中药新药治疗痛经的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对其症状

药物不良反应。为此，笔者探求用穴位注射三阴交、太冲穴加

进行评分和分级[4]，其中重度为痛经症状积分≥14 分；中度为

温灸法治疗原发性痛经，取得较好疗效，报告如下。

痛经症状积分 8～14 分；轻度为痛经症状积分<8 分。70 例患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者中，轻度 23 名，中度 36 名，重度 11 名。经随机数字表分
组后，统计两组症状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差异（P>0.05）
，
具有可比性。

患者来源于我院针灸科和妇科门诊 2012 年 11 月～2013 年

1.5 治疗方法

3 月的就诊患者。经妇科门诊专科检查及 B 超检查后确诊为原

1.5.1 治疗组

发性痛经，采用随机数字法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

选取单侧太冲穴、三阴交、足三里穴；常规消毒后，用 5ml

36 例，年龄最小 15 岁，最大 28 岁，病程最短半年，最长 11

一次性注射液抽取复方当归注射液 4ml，快速穿刺过真皮层，

年，对照组 34 例，年龄最小 16 岁，最大 29 岁，病程最长 12

缓慢刺入穴位，可调整进针方向和做提插手法，待患者有酸麻

年。两组患者年龄病程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胀重等得气感觉后，回抽无回血，则可将药液缓慢推入穴位中，

（P>0.05）
，具有可比性。

其中太冲穴推注 1ml 药液，三阴交推注 1ml 药液，足三里推注

1.2 诊断标准

2ml 药液，注射毕快速拔离针头，用无菌棉枝压迫片刻；双侧

西医诊断根据《妇产科学》[2] 和《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

穴位左右交替进行穴位注射；并辅以自制辅灸器（边长 20cm、

准》 [3] 中符合原发性痛经的标准的患者，经患者本人知情同

高 10cm 之木框，顶覆盖 2 层钢丝网，网格大小为 1mm 见方）

意，纳入观察对象。

上置艾条温灸下腹部，火力以患者感受温热并能耐受为宜，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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灸时间 30min 以上。疗程：经前期疼痛为主者，于月经来潮前

变化采用目视 10cm 模拟标尺法（VAS）进行标记。

3d 开始治疗，经期中后期疼痛为主者，则经前 1d 开始治疗，

1.7 统计学处理

每日治疗 1 次，左右交替施穴位注射，7d 为 1 个疗程，连续治
疗 3 个月经周期后观察疗效。

利用 stata/MP11.0 软件统计分析。根据统计学原理分别进
行卡方检验、Wilcoxon 秩和检验、t 检验。

1.5.2 对照组
给予芬必得胶囊 300mg 温水送服，每天早晚各 1 次，痛经

2

治疗结果
治疗组：显效 28 例，有效 7 例，无效 1 例；对照组：显

时服用，至单次月经来潮痛经消失为止。连续服用 3 个月经周

效 26 例，有效 8 例，无效 0 例。见下表 1。

期后观察疗效。
1.6 疗效标准

表 1 两组治疗效果比较

参照《中药新药治疗痛经的临床研究指导原则》中关于痛
经疗效的判定标准[4]。痊愈：指治疗后积分为 0 分，腹痛及其
他症状消失；显效：指治疗后积分降至治疗前积分的 1/2 以下，
腹痛明显减轻，其余症状好转；有效：指治疗后积分降至治疗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z

P

治疗组

36

28

7

1

0.06

0.9550

对照组

34

26

8

0

治疗效果方面，经 Wilcoxon 秩和检验，两组治疗后疗效

前积分的 1/2～3/4，腹痛减轻，其余症状好转；无效：指腹痛

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治疗组和对照组均有效，没有

及其他症状无明显改变者。

显著性差异。

治疗组和对照组患者分别在治疗前后对痛经疼痛程度的
表 2 两组痛经积分治疗前后比较
n

组别

治疗前

t

治疗后

P

*

36

治疗组

34

对照组

12.35±3.14
11.93±3.86*

4.52±1.32

*

P>0.05 *

t =0.50

△△△

**

*

t =6.82
t

6.87±1.96**

P<0.01

△△

△△

=13.79

P<0.01

△

△

t =5.91

对症状改善方面，治疗前后积分对比，经 t 检验，两组治
疗前积分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前后比较均有统

P<0.01

计学意义（**P<0.01、 P<0.01）
，且治疗组症状改善效果要优
△△

△

于对照组（ P<0.01）
。

表 3 两组患者对痛经疼痛程度 VAS 的评分比较
n

组别

36

治疗组

34

对照组

治疗前

t

治疗后

7.45±1.38

2.76±1.42

7.63±1.54*

△△△

4.83±1.61**

对痛经疼痛程度改善的评估方面，经 t 检验，两组治疗前
*

t*=0.52
T**=7.33

P
*

P>0.05

**

P<0.01

△△

△△

△

△

T

=14.21

t =5.71

P<0.01

P<0.01

而言，与冲任、肝经经脉密切相关，因冲任二脉直通胞宫，肝

，两组治疗前后比较均有统计学
评分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经绕阴器循行；就气血精津而言，与气血密切相关；就脏腑归

意义（**P<0.01、 P<0.01）
，且治疗组评分改善效果要优于对

属而言，与肝脾二脏密切相关，因肝藏血，脾统血，故原发性

△△

△

照组（ P<0.01）
。说明治疗组治疗后对疼痛改善的评估要优于

痛经的病机主要是经脉失疏，血行瘀滞、
“不通则痛”，治疗要

对照组。

点在于行气活血通经，以“通”为要，通则不痛。

3

讨

本临床研究采取复方当归注射液注射太冲、三阴交、足三

论

里等穴位。其中复方当归注射液具有活血通经、祛瘀止痛的功

痛经为妇科常见病和多发病。其反复性大，治疗棘手，给

效；太冲是肝经的输穴、原穴，有疏肝行气止痛的作用；三阴

女性的身心健康和工作学习带来了严重的影响。西医认为痛经

交为肝脾肾三经的交会穴，能统治三阴经之病症，刺激该穴可

与血内前列腺素 F2 含量增高引起子宫平滑肌痉挛有关[5]，治疗

以活血、行血、补益气血。足三里是足阳明胃经之经穴，与脾

主要是通过抑制前列腺素合成酶的活性减少前列腺素产生，从

经相表里，为多气多血之经，四总穴歌云“肚腹三里留”，又

而减轻消除疼痛[6]，常用药物为非甾体消炎镇痛药，长期服用

“血为气之母，气为血之帅”，因此刺激足三里穴，能激励足

[7]

该类药物不良反应明显，因而有部分患者不愿意接受 。中医

阳明胃经经气，发挥其行气活血之功，亦能起调经止痛的作用；

则通过天然药物或中医独特疗法治疗痛经，安全可靠，具有较

此外，配合下腹部温灸，下腹部为胞宫所在之处，分布有任脉、

[8]

好的应用前景 。

带脉、冲脉以及足三阴经，主要的穴位有关元、中极、子宫，

祖国医学认为，女子胞为奇恒之腑之一，主月事和孕育胎

其中关元穴为任脉、脾、肾、肝四脉交会穴，是人身元气之根，

儿，与胞宫关系密切的经络主要为任脉、冲脉和足厥阴经、足

三焦之气所出之处，有培肾固本、补益元气、理血暖宫的作用，

[9]

太阴经、足少阴经 ，且女子以血为本，故月经疾病，就经脉

中极穴可疏经行气、化瘀散寒，且中极通于胞宫，具有调理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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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任，温通胞脉之功，子宫穴为经外奇穴，具有调经理气，是治

[4]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M].北京:中

疗胞宫疾病的要穴。综上所述，综合运用穴位注射和温灸法治

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2:54-58

疗原发性痛经，利用穴位，药物、针刺、温灸热力的多重作用，

[5]金孟梓.穴位注射治疗原发性痛经 66 例[J].浙江中医杂志,2012,2(47):121

通过经络的传导，使胞宫中滞留的瘀血消散，气机通畅，气血

[6]侯秀军.调肝汤治疗原发性痛经 50 例[J].陕西中医,2010,31(7):808-809

运行恢复正常，达到“通则不痛”
、接触痛经的目的。

[7]刘秀丽.中医药对原发性痛经治疗的研究概况[J].中国社区医师,2005,7

研究表明，虽然采用西药和穴位注射加温灸法治疗痛经均

(124):5-6

有效，但穴位注射加温灸法对患者的症状和疼痛改善体验较为

[8]宋李冬,钱定广,等.痛经 I 号方口服与外敷方治疗气滞血瘀型原发性痛经

明显，值得临床推广。

35 例[J].陕西中医,2012,1(33):58-59

参考文献：
[1]全国妇女月经生理常数协作组.中国妇女月经生理常数的调查分析[J].中
华妇产科杂,1980,15(4):219
[2]丰有吉.妇产科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331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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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61

[9]李俭莉.改良 312 经络锻炼法对原发性痛经的疗效观察[J].中国妇幼保健,
2012(27):390-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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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中药炮制品的变异原因
3.2.1 基原因素

仓库库房要保证干燥、清洁、通风，堆垛层不能太高。要
注意外界温度、湿度的变化，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调节室内的温

主要包括采集、加工、包装运输。药材在采集过程中不适

度和湿度。药材入库前应做详细检查有无虫蛀、发霉等情况。

时，会造成枯萎、干瘪、更主要的是有效成份含量不够。加工

贮存方法要根据药材本身的特性分类保管，容易吸潮、霉变的

是采收后的产地加工。产地加工好坏直接给贮存带来影响，如

药材应特别注意通风干燥，必要时可翻晒、烘烤或在小包装袋

陈皮，烘干的较晒干的不易回潮、产霉和虫蛀。桑螵蛸、白果

内放入氯化钙或硅胶等吸湿剂。含淀粉、蛋白质、糖类等容易

等蒸后干燥品才稳定，延胡索、郁金蒸煮后是淀粉粒糊化，质

虫蛀的药材应贮存于容器中，放置通风干燥处。密封即隔绝空

地坚硬，不易虫蛀。

气、湿气、微生物、害虫的一种方法。对于名贵药材如人参、

3.2.2 环境因素

鹿茸、冰片、熊胆、牛黄、猴枣可行单独真空包装。对抗：是

药物经日光照射，可发生光化学反应，颜色逐渐褪色或变色；

将两种和两种以上的药材放在一起存放的方法，以防治虫蛀和

具有香气的中药气味散失；中药的氧化变质加快，油脂类的酸败

霉变。人参与细心，花椒与白花蛇、全蝎、海马等一起贮存。

均与光照有关。空气：空气中的氧和臭氧是药物质变的重要因素，

3.3.2 霉变防治

挥发油、脂肪油，糖类等中药可以发生氧化、分解，微生物滋生

防治霉变最彻底的办法就是使霉菌不能在药材上生长，其

等而出现酸败、泛油、泛糖、发霉、虫蛀、变色、变味等。温度：

次就是消灭寄附在药材上的霉菌，时它们不得传播。药材的防

温度升高，物理化学和生物反应加速，微生物繁殖增快，挥发油、

霉措施，主要是控制库房的湿度在 65%～70%。药材含水不能

脂肪油发生氧化、分解反应，造成泛油，酸败和挥发散失；树脂

超过其本身的安全水分。一般要求保持在 15%以下[3]。保管贮

类、动物胶类发生粘连等。温度过高，某些药物会发生干裂等。

存要合理掌握，“发陈贮新”和先进先出的原则。有些药物可

湿度：湿度过高可引起药物的物理化学变化，也可导致微生物和

先放在石灰缸或谷糠中保存。

仓虫繁殖，会对药物质量造成严重危害。所以，一般炮制品绝对

3.3.3 虫害的防治

含水量应控制在 7%～13%，相对湿度应在 60%～70%之间，因为，

利用某种药材具有挥发性的气味，可以防止同存药物虫

湿度在 80%以上，最利于微生物和仓虫的繁殖，可出现发霉、虫

蛀。调节温度，使害虫不易生存，调节气体成分，使害虫窒息

蛀、泛油、泛糖、变味、潮解等变质现象，而低于 60%时，含水

而死。化学防治方法：应用挥发性强，有强烈渗透性，能渗入

量下降，可造成某些药物失水、风化、干裂等。

包装内，效力确实，作用迅速，可在短时间内杀灭一切害虫和

3.2.3 生物因素

虫卵，杀虫后能自动挥散而不粘附在药材上。对药材质量基本

微生物和仓虫是主要危害因素。适宜的温度湿度可加速微
生物、仓虫的繁殖，可使药物发霉、腐烂、泛油、泛糖、酸败、
变味、变色等。
3.2.4 时间因素
任何药物都不能长期贮存。长期贮存会造成药物的氧化分

不受影响。常用的药物有氯化苦、磷化铝等，另外，电离辐射
也是具有杀菌、杀虫的较好方法。
参考文献：
[1]徐翠华.中药炮制品的变异现象及预防措施[J].职业与健康,2007(2):147

解，使药物有效成份降低。

[2]龚千峰.中药炮制学[M].3 版.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2:56-58

3.3 中药炮制品的变异的对策

[3]康廷国.中药鉴定学[M].3 版.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2:33-36

3.3.1 加强库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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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风后吞咽困难深刺内大迎穴的疗效分析
Effect analysis of treating dysphagia following stroke by
acupuncturing the point of Daying
吴伟凡 许文莉 梁汉彰
（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医院，广东 深圳，518081）
中图分类号：R3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1-0047-02

【摘 要】 目的：探讨中风后吞咽困难患者应用深刺内大迎穴方法治疗的疗效。方法：随机抽选 82 例中风后出现吞咽困难
患者，进行分两组，各 41 例，均予以“醒脑开窍”的针法进行治疗：对照组选取玉液、金津穴位进行点刺放血，治疗组予以深刺
内大迎穴的方法治疗，4 周后采用吞咽障碍以及洼田饮水试验评分、临床总体治疗疗效对比来评定两组疗效。结果：治疗组总有
效率为 85.4%，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70.7%，两组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
；两组组内比较，治疗前、后吞咽障碍评分以及洼
田饮水试验评分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
；两组组间比较，治疗后吞咽障碍评分以及洼田饮水试验评分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
（P<0.05）
；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结论：在中风后吞咽困难的临床针灸治疗中，深刺内大迎的方法治疗，其临床疗效优于传统
针刺组，疗效显著，提高了中风病人的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深刺；中风；大迎穴；吞咽困难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clinical effects of acupuncturing the point of Daying on treating dysphagia following stroke.
Methods: 82 stroke patients with dysphagia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41 for each. The control group was acupunctured with
the point of Jinjin and Yuye,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acupunctured with the point of Daying, comparing the two groups by dysphagia,
Kubota drinking water test score and clinical efficacy after 4 weeks.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85.4%, while the
control was 70.7%,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difference among the group was significant by dysphagia
score and bedside water test score (P<0.05);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re was also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reating dysphagia
following stroke by acupuncturing the point of Daying is better than the traditional acupuncture, it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stroke
patients, worthy of a wide application.
【Keywords】 Deep puncture; Stroke; The point of Daying; Dysphagia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22
吞咽困难是脑卒中病人的常见并发症。大约有 22%～65%
的住院中风患者均存在严重程度不一的吞咽困难现象。中风后
伴吞咽困难的病人出现并发症以及发生死亡的概率较高，易引

院一般情况上差异无显著性（P>0.05）。
1.2 方法
两组均予以“醒脑开窍”的针法进行治疗，治疗组针刺进

发呼吸道感染、造成营养缺乏和产生水电解质紊乱等，最终影

行 1 次/d，对照组隔日 1 次，14d 为 1 个疗程，治疗两个疗程：

响康复及预后[1]。目前，现代西医学对于中风后吞咽困难的治

①对照组：选穴：金津、玉液；点刺出血 1～2ml。②治疗组：

疗尚缺乏特效方法，本研究以深刺大迎穴配合“醒脑开窍”针

选取内大迎穴，定位在下颌骨内侧缘，下颌角前下 1 寸的凹陷

法对中风后吞咽困难病人进行治疗，临床疗效显著，现报道如

处：选用 2.5 寸 30 号毫针进行针刺，向舌根的方向进行直刺，

下。

进针 1.5～2.0 寸，予雀啄手法，选取双侧穴位，各予以雀啄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82 例中风后吞咽困难患者，均符合临床诊断标准，经头颅

法 1～3min，然后留针 30min。针感需达到舌根部有胀麻感，
并且向舌尖放射，咽喉感觉麻痒为主。
1.3 观察指标
1.3.1 洼田饮水试验

CT 或者是 MRI 检测证实为脑出血、脑梗塞，患者生命体征平

嘱病人喝下 30ml 温开水，根据其表现对吞咽功能进行分

稳，意识清醒，均具饮水呛咳、吞咽障碍的临床主症，洼田饮

级：1 级：5s 内顺利地咽下 30ml 温水，为 1 分；2 级：在 5～

水试验评级均在 III 级及以上。治疗组：男 25 例，女 16 例；

10s 的时间内分>2 次不呛地咽下温水，为 2 分；3 级：在 5～

年龄 40～78 岁，平均（59.8±7.9）岁；脑出血 26 例，脑梗

10s 时间内能 1 次咽下但是出现呛咳，为 3 分；4 级：在 10s

塞 15 例；对照组：男 24 例，女 17 例；年龄 41～81 岁，平

内分 2 次以上咽下，有呛咳，为 4 分；5 级：10s 内全量温水

均（60.5±8.1）岁，脑出血 25 例，脑梗塞 16 例；两组在入

咽下困难，并屡屡发生呛咳，为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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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3.2 吞咽障碍评分[2]

呛咳；③有效：饮水试验达 4 级，患者能部分进食，但营养仍

1 分：不能经口进食；2 分：在鼓励和安慰中可进少量的

需静脉补充；④无效：饮水试验仍为 5 级，评定无变化，患者

食物，但是需要静脉营养；3 分：可经口进食 1～2 种食物，需

完全不可经口进食。

要静脉输入部分营养；4 分：可以经口进食 3 种食物，需要静

1.5 统计学方法

统计分析是采用 SPSS13.0 软件，计量资料以（ x±s）表

脉输入部分营养；5 分：可经口进食 3 种食物，且不需要静脉

示，采用 x2 检验，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营养；6 分：除一些吞咽特别困难的食物外，其余均可经口摄
入；7 分：可以经口进食，但是仍需要进行临床观察指导；8

2

分：摄食吞咽功能正常。

结

果

2.1 两组疗效比较

1.4 疗效判定

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85.4%，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70.7%，两

①痊愈：患者能正常进食，且洼田试验达到 1、2 级；②显

组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
；详见表 1。

效：饮水试验达 3 级，患者基本能进食，不需要进行鼻饲，有
表 1 两组疗效对比 [n（%）]
项目

人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41

11（26.8）

17（41.5）

7（17.1）

6（14.6）

35（85.4）

对照组

41

5（45.5）

12（29.3）

12（29.3）

12（29.3）

29（70.7）

注：P<0.05。

2.2 两组治疗前后吞咽障碍及吞咽功能比较

详见表 2。

表 2 两组治疗前后吞咽障碍及吞咽功能对比 （ x ± s ）
项目

人数

吞咽障碍评分

饮水试验评分

治疗后

治疗组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41

2.62±0.94

4.36±1.22

4.4±0.33

1.5±0.33

对照组

41

2.65±0.92

3.62±1.21

4.3±0.55

2.8±0.46

注：P<0.05。

3

讨

论

吞咽动作是需口、舌、面以及咽喉部的肌群共同协调运动
才能完成。正常吞咽运动可分为：第一期口腔期，主要是由咬
肌、口轮匝肌等参与运动；第二期咽喉期，是由咽喉肌、舌肌
参与；第三期食管期。因此，中风后患者如发生吞咽困难，大
多出现在吞咽运动的第 2 期。表现为舌运动随意性延迟，与吞
咽运动相关的肌肉运动其协调性明显降低[3]。
中风后吞咽困难，属中医学的“类噎膈”
、
“瘖痱”等范畴。
其病机亦多是从中风病来论述。中风其病位在脑，同时与心、
脾、肝、肾等脏腑密切相关。中风后患者发生吞咽困难的机理
可归结为由于神窍闭匿，神不导气，导致神明散乱，机关不利。
故本研究以“醒脑开窍”的针刺方法来醒神开窍，活血通络，
同时补益肝肾。
本文入选的吞咽困难的患者主要表现在饮水或者是进食
时出现呛咳，食物以及唾液滞留于口腔中，推进困难。而整个
过程中咽喉肌、舌肌的相互协调运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内
大迎穴其定位在颈前下颌三角内，主要涉及舌神经、舌咽、舌
下、迷走等神经以及颏舌肌、咽缩肌、舌骨舌肌等肌肉组织结
构。深刺内大迎穴，针刺的针感可沿着舌体放射到舌根部位以
及咽喉部位，针刺时产生的兴奋可以通过迷走神经、舌神经、

咽功能恢复的治疗目的[4]。
本文结果显示，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85.4%，对照组总有效
率为 70.7%；两组组内比较，治疗前、后吞咽障碍评分以及洼
田饮水试验评分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表明两种方
法均能有效改善患者吞咽功能；但是两组组间比较，从治疗后
吞咽障碍评分以及洼田饮水试验评分来看，治疗组的疗效明显
优于对照组。
因此，综合所得，在中风后吞咽困难的临床针灸治疗中，
深刺内大迎的方法治疗，其临床疗效优于传统针刺组，疗效显
著，提高了中风病人的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1]李振华,李莉莉,胡兴旺.人迎,水突为主穴治疗中风后吞咽困难 36 例[J].现
代中西医结合杂志,2010,19(6):709
[2]大西幸子,孙启良.摄食,吞咽障碍康复实用技术[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
版社,2000:43
[3]毕颖,邵晓梅,李丽萍.深刺内大迎穴治疗中风后吞咽困难的疗效观察[J].
中华中医药学刊,2012,30(6):1392
[4]佟帅,刘建桥.舌针加电针治疗吞咽困难疗效观察[J].上海针灸杂志,2008,
27(7):10

舌咽神经上传至高级中枢，再由高级中枢整合后，下传至舌咽
部肌肉，从而使肌肉随意运动功能得到恢复，达到促进患者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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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临床疗效分析
Clinical analysis of acupuncture in treating knee osteoarthritis
刘 强
中图分类号：R593.22

文献标识码：A

（广西北流市人民医院，广西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1-0049-02
证型：IDBG

北流，537400）

【摘 要】 目的：分析研究针灸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临床疗效。方法：把我院所接收的 120 例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患者分
成针灸治疗组（60 例）以及药物对照组（60 例）
，其中药物对照组采用常规中药（布洛芬加骨刺片）治疗；针灸治疗组针对患者
内、外膝眼、阳陵泉、足三里、委中、承山、三阴交等部位进行针灸治疗。最后对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进行分析。结果：针灸治
疗组以及药物对照组的总有效率分别为 100%、87%，得到的比较结果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针灸治疗组无副作用现象
发生。结论：采用针灸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可以有效的提高治疗效果，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可在临床中推广进行使用。
【关键词】 针灸；膝关节骨性关节炎；临床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and study of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acupuncture in treating knee osteoarthritis. Methods: 120
cases were divided into acupuncture treatment group (60 cases), and medicine control group (60 cases), the medicine control group with
conventional medicine treatment; Acupuncture treatment group was given acupuncture treatment. Finally,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acupuncture treatment group and medicine control group was 100%, 87%,
compared the results, had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acupuncture treatment group without side effects. Conclusion: In
treating knee osteoarthritis, acupuncture treatment coul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and improve the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could be used in clinical practice.
【Keywords】 Acupuncture; Knee osteoarthritis; Clinical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23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是关节周围组织所产生的一种慢性炎
症，引起原因主要是膝关节软组织遭到破坏，其临床表现主要

刺平片每日服用 3 次，3 片/次，1 个疗程为 15d，共 2 个疗程。
1.3 疗效判定标准

包括关节疼痛、晨僵、肿胀以及活动不灵敏等，严重影响了患

显效：患者的疼痛以及晨僵均消失，并且膝关节的活动度明

者的正常生活和工作，如果患者患病时间过长，则有可能会引

显的得到了改善，对患者的正常生活和工作均没有影响；改善：

起关节畸形，甚至残废，因此患者一旦出现膝关节骨性关节炎，

关节活动功能较前好转，局部疼痛减轻，上下楼梯疼痛较前好转，

就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治疗。本文就对针灸治疗膝关节骨

关节活动时偶有骨摩擦音，晨僵较前减轻；无效：患者的临床正

性关节炎的临床效果进行观察，报道如下。

常在治疗之后，没有得到任何改善，甚至还有加重的趋势。

1

2

资料与方法

组 60 例，一组采用口服布洛芬加骨刺片治疗，称为药物对照

果

经过对比得到两组治疗疗效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0.05）
，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120 例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患者随机分成两组，每

结

治疗组优于对照组，详见表 1。
表 1 两组治疗疗效结果对比 [n（%）]

组；另外一组采用针灸治疗，称为针灸治疗组。其中这些患者

组别

例数

显效

中男性 55 例、女性 65 例；年龄为 45～72 岁，平均年龄（60.5

针灸治疗组

±7.4）岁；病程 2 个月～20 年，平均病程（7.3±2.1）年。两

60

42（70.0）

18（30.0）

0（0）

药物对照组

60

8（13.33）

44（73.33）

8（13.33）

有效

无效

组患者性别、年龄以及病程等基本情况差异比较不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病理的纳入标准为：①没有伴有原发疾病或
者精神疾病；②患者的临床表现符合于《中华医学会骨科会议

3

讨

论

骨性关节炎临床上又称为是退行性关节病和增生性关节

确定的诊断标准》
；③患者可以配合医生做好各项检查。

炎，一般认为骨性关节炎主要与患者的生理性衰退、软骨代谢

1.2 方法

异常以及遗传因素等有很大的关系，骨性关节炎主要病理改变

针灸治疗组治疗方法：禁止使用其他药物。针灸过程中均

包括的内容主要有关节周围骨质异常增生和关节软骨退行性

1～1.5cm 长的艾条插在针柄上行温针灸，患者需取屈膝坐位，

病变等。骨性关节炎主要病理改变包括的内容主要有关节周围

以内外膝眼、阳陵泉、足三里、委中、承山、三阴交为主穴，

骨质异常增生和关节软骨退行性病变等，用传统的临床西药药

内外膝眼、足三里、委中以及承山直刺 1.5 寸，其中内外膝眼

物治疗的效果不好，长期服用容易产生不良反应。并且临床采

需捻转平补平泻，阳陵泉直刺 3 寸，三阴交直刺 1 寸需施捻转

用的化学药物虽然能够达到止痛的效果，但是达不到治本的效

泻法。所有针灸部位均留针 20～30min，1 次/d，10d 为 1 个疗

果，并且止痛药的不良反应也很容易对患者造成严重的损伤。

程，共约 2～3 个疗程。

并且临床采用的化学药物虽然能够达到止痛的效果，但是达不

药物对照组治疗方法：口服布洛芬，0.2g/次，3 次/d，骨

到治本的效果，并且止痛药的不良反应也很容易对患者造成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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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重的损伤。而采用中医针灸治疗方法不仅能够减轻老年骨性关

察，该方法治疗效果比较好，能够有效地减轻患者的疼痛，提

节炎患者的痛苦，而且对缓解病情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和价值。

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并且临床采用这种方法不良反应少，安全

治疗关节疼痛的药物有很多种，所以临床上应该辨证施治。

性高，疗效显著，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我国的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多发于 40 岁以上的人群中，其
中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高达 78.5%，而且女性发病率比男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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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为 87%。通过我们对针灸治疗骨性关节炎的临床效果观

超微针刀治疗产后乳腺增生伴乳房下垂一例
Treating a case of postpartum breast hyperplasia plus sagging breasts with the
super micro needle knife
王远庆
（上海中冶医院，上海，200941）
中图分类号：R65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1-0050-01
【摘 要】 本文记录了一例超微针刀治疗产后乳腺增生伴乳房下垂的成功案例，疗效确切。
【关键词】 超微针刀；乳腺增生；乳房下垂
【Abstract】 The author records a successful case of treating postpartum breast hyperplasia plus sagging breasts with the super micro
needle knife. The efficacy is exact.
【Keywords】 The super micro needle knife; Breast hyperplasia; Sagging breast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24
1

病

例

患者甲，女 27 岁。主诉：产后双乳疼痛 6 月余。病史：
患者自述断奶前乳房饱满乳头坚挺，产后 4 月因患感冒输液后
出现药物过敏，全身皮肤、大关节处出风团，搔抓后风团更甚，
状如牛皮癣，用抗过敏药后症状缓解，停药后又出风团。患者
因惧怕继续哺乳会影响孩子，遂于产后 4 个月强制性断奶，断
奶后出现乳房胀痛、乳房下垂，曾多处求医服用中药汤剂 30
余剂，风团症状缓解，但乳房症状缓解不大。
2

查

体

BP：115/65mmHg，面色萎黄，双侧乳房下垂、乳头内陷，
乳房呈外八字型，双乳头自然下垂平剑突部。乳房皮肤松弛，整
个乳房状如干瘪后的丝瓜，双乳房内外上下项限内可触及约 2～
4cm 大小不等单个或多个肿块，肿块柔软，个别较硬，活动度正
常。挤压后乳房胀痛明显伴乳头溢乳，乳汁呈深黄色，质黏稠。
胸大肌在第 1～6 肋间隙处近胸骨端压痛（＋）
，胸骨体中段可明
显触及痛性筋节点。T3-6 棘突旁压痛（＋）
，胸椎后凸较明显。X
线钼靶、彩色多普勒超生检查排除乳腺癌、乳腺纤维病等病变。
3

治

疗

近胸骨端处筋节点，膻中穴附近筋节点，剑突部结节点。第 1 次
松解后，患者自觉乳房疼痛、憋胀感消退大半，后又于第 2 周、
第 4 周用超微针刀各松解 1 次。2 个月后患者电话告知乳房基本
恢复到产前状态，胸型好了很多，整个人走路也有了气质。
4

体

会

超微针刀疗法的治疗思路是根据运动医学的原理，结合患
者疼痛受限的动作分析出受损伤的肌肉，然后用直径为 0.5mm
的超微针刀进针深度只有 1～1.5cm，在病变部位的起点、止点
或肌腹部的筋膜进行松解治疗，从而阻断神经末梢通路的传
导，解除神经血管的卡压，松解肌紧张及粘连，使局部动态平
衡得以恢复，改善局部血液循环达到治愈的目的。超微针刀疗
法进针手法操作简单，且不留针，治疗一个患者仅需 3～5 min，
不讲究提插捻转手法，疗效好，复发率低，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在四大理论指导下的超微针刀疗法，能够真正从立体角度
去认知人体，从而实现治疗手段上的全方位、立体化松解，这
也正是超微针刀速效、神奇的地方了。
作者简介：
王远庆，单位：上海中冶医院。

经过：用超微针刀松解 C6、7 棘突旁，C7 棘突尖，T3-6 棘
突旁，锁骨下窝前斜角肌附着点，喙突筋节点，第 1～6 肋间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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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花穴的功用探析及临床应用
Function analysis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Sihua points
苏国龙 1 林国华 2
（1.广州市萝岗区中医医院，广东 广州，530510；2.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东 广州，530405）
中图分类号：R2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1-0051-02

【摘 要】 目的：探讨四花穴的功用及其临床应用。方法：选取我院自 2008 年 1 月～2010 年 12 月收治的各类杂症 72 例，
依据诊治方法的不同分为观察组（联用四花穴组）和对照组（常规治疗组）各 36 例，分析四花穴的临床使用方法及功效，指导临
床对四花穴的实践应用。结果：联用四花穴治疗的患者在症状改善、治愈率方面均好于对照组，两组比较有明显差异（P<0.05）
。
结论：四花穴虽然在临床不常用，但其独特的宽胸利膈、降逆止呕、补虚祛疲功效，具有较广泛的应用与发展前景，值得临床应
用。
【关键词】 四花穴；应用；功用；探析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function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the Sihua points. Methods: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08 to December 2010, 72 cases of various diseases were treat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methods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were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36 cases for each, analyzed of clinical using and efficacy of Sihua points. Results:
Combining with Sihua points to treat patients, the symptom improvement in patients, the cure rate were better,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The Sihua points was not commonly used in clinical practice, but its unique
wide chest and diaphragm, Jiangni vomiting, tonic dispel fatigue effect, has a wider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Sihua points; Application; Function; Analys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25
临床诊治疾病的过程中，会有一些慢性或难治性疾病让医

正中线旁开 1.5 寸处，从解剖来看在斜方肌下缘，有背阔肌，

者颇感棘手，如慢性咳嗽、绝经综合征、焦虑症、呃逆等。中

最长肌，布有第七肋间动、静脉后支，第七或第八胸神经后支

医认为这类疾病往往是由于阴阳失调，气血阻滞不畅，造成组

的皮支，深层为第七胸神经后支外侧支。胆俞在第十胸椎棘突

织器官血流减少，新陈代谢异常而致组织器官功能衰退或障

下，旁开 1.5 寸处。从解剖来看在背阔肌，最长肌和腱肋肌之

碍。若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就容易发展成顽固性疾病。笔者

间，有第十肋间动、静脉后支，第十胸神经后支的皮支，深层

通过对古今文献的学习，尝试对这类疾病运用四花穴在常规用

为第十胸神经后支的外侧支。

穴的基础上进行针灸治疗，以研究此穴的功效，下面就具体的

1.3 方法

措施及体会分析报告如下。

1.3.1 对照组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进行常规治疗，主要是常规性的基础治疗和对症药物治疗
（具体略）
。
1.3.2 观察组

选取我院自 2008 年 1 月～2010 年 12 月收治的各类杂症

在上述治疗基础上我们加以运用四花穴针灸治疗，具体

72 例，其中观察组（联用四花穴组）36 例中，男 16 例，女 20

为：①针刺治疗患者取坐位或俯卧姿势，膈俞穴向脊柱方向

例；年龄 28～58 岁，平均 43 岁，包括绝经综合征例 14 例，

斜刺 1 寸，胆俞穴向脊柱方向斜刺 1 寸。在得气后给予疏波

呃逆 10 例，焦虑症 5 例，咳喘 5 例，慢性咳嗽 2 例。对照组

电脉冲治疗 20min，连用 6 周。②艾灸治疗上述病证属虚寒

（常规治疗组）36 例中，男 17 例，女 19 例；年龄 30～58 岁，

性者，加用艾灸治疗，将艾条的一端点燃，对准四花穴进行

平均 44 岁，包括绝经综合征例 12 例，呃逆 11 例，焦虑症 7

雀啄灸，均匀地上、下或向左右方向移动或作反复地施转施

例，咳喘 5 例，慢性咳嗽 1 例。两组从年龄、性别、疾病种类

灸，注意随时调节施灸的距离和防止烫伤，15min/次，连续

等各方面比较差异不大（P>0.05）
，具有可比性。

灸 6 周。

1.2 四花穴概述

1.4 疗效标准

四花穴为膈俞、胆俞两穴位的合称，左右各一，均是足太

两组治疗 6 周后对症状缓解、各项指标进行检测评定。按

阳膀胱经的背部俞穴。膈俞穴内应于膈，为八会穴之血会，胆

《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治愈：症状完全消失，检查无阳

俞为胆腑经气输注的穴位。膈俞穴位于背部第七胸椎棘突下，

性体征。好转：症状基本消失，检查阳性体征好转。无效：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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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状稍有缓解或无变化，甚至加重，体征无明显改善。
1.5 统计学方法
本组数据采用 SPSS13.0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
量资料以（ x ± s ）表示，且进行 t 检验，以（P<0.05）为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

果

临床疗效详见表 1。

表 1 四花穴针灸治疗 6 周后效果比较分 [n（%）]
组别

治愈

好转

无效

观察组（n＝36）

8（22.22）

26（72.22）

2（5.55）

对照组（n＝36）

2（5.55）

29（80.55）

5（13.88）

注：*P<0.05。

3

讨

论

针灸治疗疾病有比中药更悠久的历史，尤其是某些特定穴
的使用往往能收到奇效。特定穴是十四经穴中具有特殊治疗作
用，并以特定称号概括的腧穴，如“俞穴”
、
“八会穴”等等，
其中“四花穴”是一组穴位组合，即膈俞、胆俞的合称，位于
足太阳膀胱经第一侧线上，都是背俞穴，共四个穴位，临床上
常配合一起使用。包括本科教材在内的很多书籍都把它们归为
经外奇穴。但在对诸多古代医籍的考证中，古籍中记载的“四
花穴”和现代的四花穴概念和定位有所出入，此“四花”并非
彼“四花”也。
“四花”穴的名称及定位原出于唐•崔知悌《骨
蒸病灸方》
（原书已佚），幸其内容多被后世医籍收录。现存医
籍中最早记载“四花”穴的名称及定位系唐•王焘《外台秘要》
一书，其四花穴的定位的四个点呈棱形分布；而后《针灸聚英》
所载则明确指出“四花乃膈俞、胆俞”，呈正方形分布，乃为
后世演变简化所致，非原崔氏“四花”穴的定位[1]。但后世医
家及现代针灸书籍均认同和遵从后者，即膈俞、胆俞为“四花
穴”
。
《难经》曰：
“血会膈俞。疏曰：血病治此，盖骨蒸劳热，
血虚火旺，故以补之。胆者肝之府，藏血，故亦取俞是也。”
足太阳膀胱经是人体重要的一条经络，其背俞穴是脏腑之气输
注于背部的特定穴，是内脏与体表联系的部位，具有调整五脏
六腑的功能，它具有反映内脏疾病和治疗相应内脏疾病的特异
性。膈俞内应于膈，为八会穴之血会，有“补气养血、宽胸利
膈，平逆化於，益损补虚”[2]的作用；胆俞为胆腑经气输注的
穴位，有“和胃理气宽膈、利胆解郁”[3]之功。膈俞以养血活
血为主，胆俞以理气，利枢机见长，两穴合用能相互补充相互
促进，相辅相成，更好发挥调整气血阳阴的作用。本组病例中，
包括绝经综合征例、呃逆、焦虑症、盗汗等一些临床杂症，我
们在实践中联用四花穴进行针灸治疗，从效果来看，膈俞宽胸
利膈、降逆止呕、调节气血、活血化瘀，胆俞补虚祛疲，两穴
相配，在功能上相互协调，对于改善症状，调节患者自身状态
有着很好的治疗效果。
实践中我们发现，四花穴虽然临床应用较少，使它的功能
作用并没有得到发挥。我们体会到，四花穴属足太阳膀胱经背
俞穴，足太阳膀胱经是人体经络之枢纽，属膀胱络肾，与心、
脑有联系，背俞穴是五脏六腑之气输注于背部的一些特定穴，

病机理与背俞穴的位置有密切关系，背俞穴大都是脏腑在体表
的反映，而位置上也处于脊神经后根范围[4]。在治疗实践中，
我们除针刺外，还进行艾灸治疗，通过局部温热刺激效应、经
络调节作用而达到温经散寒、行气通络、扶阳固脱目的，通过
对背俞穴的良性刺激，不但改善了局部组织代谢，激发经气；
还可通过作用于躯体感觉神经末梢、交感神经末梢及神经伴随
的血管达到调整内脏功能的目的。有研究也表明，针灸四花穴
后能回升外周血白细胞数量，增强巨噬细胞诱生粒细胞-巨噬细
胞集落刺激因子的能力。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四花穴的应用范围也不断增
加，其治疗病种包括偏头痛、抑郁症、潮热、坐骨神经痛、瘰
疬、胸痹、乳顽固性偏头痛、肺痿等[5]。有文献也记载四花穴对
于潮热、盗汗、四肢怠惰、饮食不下、嗜卧等均有调治作用[6]。
甚至可以直接灸四花穴预防肺癌化疗药物所致的副反应[7]。在
当前亚健康人群及慢性疾病的增多下，四花穴以其独特的宽胸
利膈、降逆止呕、补虚祛疲功效，具有较广泛的应用与发展前
景，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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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穴位内联于脏腑外联于肢体的作用，四花穴可以治疗神志
病以及与其相关的脏腑病证。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背俞穴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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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线联合盐酸依匹斯汀治疗慢性荨麻疹的临床疗效
Clinical efficacy of treating chronic urticarial by the catgut embedding therapy plus
the epinastine hydrochloride
朱金鸽 牛慧卿
（河南省漯河市第二人民医院，河南 漯河，462000）
中图分类号：R758.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1-0053-02

【摘 要】 目的：观察盐酸依匹斯汀联合穴位埋线治疗慢性荨麻疹的临床疗效。方法：140 例患者随机分两组，治疗组 72
例采用穴位埋线联合口服依匹斯汀，对照组 68 例单口服盐酸依匹斯汀，60d 后进行疗效评定。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88.89%，
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75%。观察期间未见严重不良反应。结论：穴位埋线联合口服药物治疗慢性荨麻疹，疗效显著，安全可靠，副
作用小。
【关键词】 慢性荨麻疹；穴位埋线；盐酸依匹斯汀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clinical effects of the epinastine hydrochloride combined with the catgut embedding therapy
on treating chronic urticarial. Methods: 142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72 in the treated, and others in the control.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the epinastine hydrochloride,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the catgut embedding therapy more, comparing clinical
results after 60 days.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88.89%, 75% in the control, and without any adverse reaction.
Conclusion: The epinastine hydrochloride combined with the catgut embedding therapy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in treating chronic
urticarial.
【Keywords】 Chronic urticarial; Catgut embedding; Epinastine hydrochlorid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26
慢性荨麻疹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瘙痒皮肤病，发病原因不

取双侧膈腧合谷、曲池、足三里、三阴交穴用 00 号医用羊肠

明，发病机理复杂多样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和工作，中西药物

线剪成长 1cm 的线段若干，侵泡在 75%的酒精内备用，局部皮

能控制改善症状，但停药后即可复发，我科于 2009 年 8 月～

肤消毒后以 0.5%利多卡因做浸润麻醉，将针芯抽出 2cm，取

2012 年 8 月期间治疗的 140 例慢性荨麻疹患者，应用埋线，联

1cm 长的羊肠线，放入埋线针管前端，以不露出为度，绷紧皮

合盐酸口服依匹斯汀（北京朗依制药有限公司）治疗慢性荨麻

肤右手持针，针尖缺口向下以 150～400c，方向刺入，进入皮

疹，取得较好疗效，先报告如下。

肤，四肢穴直刺，出现针感后，边推针芯边退针管，将羊肠线

1

病例和方法

1.1 病例
1.1.1 一般资料
140 例患者，为我院皮肤科门诊患者，符合慢性荨麻疹诊

埋入穴内皮下组织与肌层之内，线头不能露出皮肤，针孔处消
毒后，外敷创可贴，2 周治疗 1 次，每次取 1～3 个穴位，2 次
为 1 个疗程，同时，口服盐酸依匹斯汀 10mg，1 次/d，4 周为
1 个疗程，两组患者治疗 2 个疗程，两组患者均治疗 2 个疗程。
1.2.2 观察指数及疗效判断标准

断标准，而且自愿接受治疗观察，积极配合者，其中女 68 例，

按 4 级评分[1]分别记录患者在治疗前及治疗第 1、2 个疗程

男 72 例，平均年龄 36.6 岁（16～60 岁）平均病程为 14.2 个月

后。其瘙痒，风团数目和大小，持续时间和发作次数，各项指

（1 个月～8 年）将 140 例患者随机分成两组，治疗组 72 例，

标的分值相加为总积分，症状积分下降指数＝[（治疗前积分－

对照组 68 例，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和病程差异无显著性，

治疗后总积分）/治疗前总积分]×100%，基本治愈为治疗指数≥

具有可比性。

90%，显效为治疗指数 60%～90%，有效为疗效指数 20%～59%；

1.1.2 排除标准

无效为疗效指数<20%，基愈加显效例数的百分比合计为有效率。

①患有严重心肺，肾及代谢疾病者，②妊娠及哺乳期妇女，

1.3 统计学方法

③接受治疗前 1 个月内，使用过糖皮质激素，1 周内未使用过
抗组胺药，④正在服用抗真菌药，大环内酯类抗生素者，⑤已
知对治疗药物过敏者，不予入选。
1.2 方法
1.2.1 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予盐酸依匹斯汀 10mg 口服，1 次/d，治疗组患者

本组资料采用 x2 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2

结

果

临床疗效：第 1 疗程结束后，治疗组与对照组基愈分别为
18 例和 15 例，显效 22 例和 19 例，有效 21 例和 24 例，无效
11 例和 10 例，有效率分别为 56%和 50%；两组的疗效差异显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linical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2013 Vol.(5) No.11

-54著性（P>0.05）
。第 2 个疗程结束后，两组的疗效见表 1。
表 1 穴位埋线联合依匹斯汀治疗慢性荨麻疹的效果比较 [n（%）]
组别

例数

基愈

显效

有效

治疗组

72

36（50.0）

28（38.9）

对照组

68

22（32.4）

29（42.6）

无效

有效率（%）

7（9.7）

1（1.4）

88.89

13（19.2）

4（5.9）

75.00

注：经统计学处理，两组疗效差异有显著性（P<0.05）。

3

讨

论

上肠线作用，共同达到治疗慢性荨麻疹的目的。

临床上治疗慢性荨麻疹的药物较多，但疗效不一，我们采
用联合治疗法取得了满意疗效，盐酸依匹斯汀片是一种新型抗
组胺药物。本品对组织胺，白三烯 C4PAF，5-羟色胺有抑制作
用，并能抑制组胺，慢反应物 A（SRS-A）化学介质的释放且不
通过血脑屏障，中驱镇静作用最小，既无嗜睡和 CNS 作用，又
无心脏毒性。穴位埋线治疗法[2-3]是在我国传统针灸治疗的基础
上利用埋藏的羊肠线等对穴位持久刺激来防治疾病的一种方
法，穴位埋线可获得，具有“以线代针”的长效针蕊治疗效果，

通过观察，联合疗法治疗慢性荨麻诊的临床痊愈率；有效
率均优于对照组，穴位埋线，配穴简单，操作简便安全，减少
了长期服药的毒副作用，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参考文献：
[1]吴瑞勤,孙越,朱光斗,等.依匹斯汀治疗慢性特发性荨麻疹临床观察[J].临
床皮肤科杂志,2004,33(8):507
[2]黄鼎坚,庞勇,李保良.穴位埋线疗法[M].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11
[3]陆建,杨东方.埋线治疗学[M].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11

由于肠线长期持续刺激穴位，以达穴位刺激的续效作用，提高
穴位的兴奋性与传导性，具有止痒，解经调和气血，疏通经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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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针疗法配合针刺委中穴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
临床研究
Clinical research on treating lumbar disc herniation by abdominal needle
therapy combined with needling Weiz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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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腹针疗法配合针刺委中穴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疗效。方法：治疗组采用腹针疗法配合针刺委中
穴治疗本病 30 例，对照组采用采用常规用体针治疗 30 例。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 93.3%，对照组总有效率 76.6%，两组疗效比
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腹针疗法配合针刺委中穴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可调气血、益肝肾、通经络，方法简便，疗效
显著。
【关键词】 腰椎间盘突出症；中医治疗；腹针疗法配合针刺委中穴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n treating lumbar disc herniation by abdominal needle therapy combined with
needling Weizhong. Methods: 30 cases of the treated group were given abdominal needle therapy combined with needling Weizhong and 30
cases of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conventional needle.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treated group was 93.3%,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76.6%. The differences were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Abdominal needle therapy combined with needling Weizhong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reating lumbar disc herniation.
【Keywords】 Lumbar disc herniation; TCM treatment; Abdominal needle therapy combined with needling Weizhong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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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椎间盘突出症是一种临床常见病，主要表现腰腿疼痛及

采用腹针疗法，选穴：中脘（深刺）、下脘（深刺）、气

活动受限，严重困扰患者的工作和生活。随着人们生活节奏加

海（深刺）、关元（深刺），健侧气旁（中刺）、患侧外陵（浅

快，如电视、电脑的普及，长期久坐，腰部劳损，腰椎间盘突

刺）、患侧下风湿点（气海旁开 2.5 寸）（浅刺）、患侧下风

出症发病率越来越高，笔者采用腹针配合针刺委中穴治疗本

湿下点（下风湿点旁开 0.5 寸再下 0.5 寸）（浅刺）、双侧气

病，取得较好疗效，现报告如下。

穴（中刺）、患侧委中穴。根据腹壁脂肪及体形的胖瘦分别

1

选用 0.22mm×（30～40）mm 的毫针，常规消毒，对准穴

临床资料

位直刺，不捻转或轻捻转慢提插手法，再用 0.32mm×40mm

1.1 一般资料

毫针对准患肢委中穴直刺，用大幅度提插手法，直到患者感

共观察 60 例患者，均为柳州市中医院针灸门诊患者，随

觉有触电感为止，此穴不留针，腹部穴位留针 30min，每日

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30 例，其中男 18 例，女 12 例，年龄最

治疗 1 次。

小 22 岁，最大 64 岁；病程最短半个月，最长 7 年。对照组 30

2.2 对照组

例，其中男 17 例，女 13 例，最小年龄 21 岁，最大年龄 62 岁；

采用常规用体针：取穴：相应腰夹脊环跳（患侧）陵阳泉

病程最短半个月，最长 6 年。两组病例从性别、年龄、病程、

（患侧）委中（患侧）承山（患侧）昆仑（患者），采用常规

病情轻重比较比较，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
。

针刺，得气为止，留针 30min，每日针 1 次。

1.2 诊断标准

2.3 疗程

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1994 年颁布的《中医病证诊断疗
效标准》[1]制定。表现为：①有腰部外伤史、慢性劳损或受寒
湿史，大部份患者在发病前有慢性腰痛史；②腰痛向臀部及下
肢放射，腹压增加（如咳嗽、喷嚏）时疼痛加重；③脊柱侧弯，
腰生理弧度消失，病变部位椎体旁有压痛，并向下肢放射，腰

两组均 10d 为 1 个疗程，隔 3d，再进行下 1 个疗程，2 个
疗程后统计疗效。同时嘱患者多卧硬板，避免腰部劳累。
3

疗效观察

3.1 疗效标准

部活动受限；④下肢受累神经支配区有感觉过敏或迟钝，病程

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腰椎间

长者可出现肌肉萎缩；⑤直腿抬高或加强试验阳性，膝、跟腱

盘突出症的疗效标准制定，治愈：腰腿痛消失，直腿抬高 70

反射减弱或消失，拇趾背伸力减弱；⑥腰椎磁共振显示椎间盘

度以上，能恢复原工作。好转：腰腿痛减轻，腰部活动功能改

突出的部位及程度。

善。未愈：临床症状体征无改善。

2

3.2 治疗结果

治疗方法

见表 1。

2.1 治疗组
表 1 治疗后总体疗效比较
组别

n

治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30

17

11

2

93.3

对照组

30

9

14

7

76.6

注：两组间比较，总有效率 P<0.05。表中显示两组疗效有显著性差异（P<0.05）
，说明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

4

典型病例
患者甲，女，43 岁，于 2012 年 3 月来我科就诊，主诉是

左侧腰腿疼痛 1 月，表现为腰部疼痛并向左下肢放射，腰部活
动受限，咳嗽时疼痛加重，查体：腰部活动受限，L4/L5 椎旁
有压痛，并向左下肢放射，左小腿外侧皮肤痛觉过敏，直腿抬
高患肢 15°，左拇趾背伸力减弱，腰 MRI 提示 L4/L5 椎间盘

通过针刺腹部穴位，调节脏腑失衡来治疗全身疾病的一种新型针
刺疗法，具有“安全、无痛、简便”的特点，治疗取任脉中脘、
下脘、气海、关元为引气归元组合，具有调补五脏气血，益肝肾
功效，并能通调任督二脉，气海、关元培肾固本，中脘、下脘为足
阳明胃经腧穴，补后天气血不足，取下风湿点、下风湿下点疏通患
肢经气，取委中穴加强疏通膀胱经，气旁、气穴为足少阴肾经穴，

向左后方突出。经腹针配合针刺委中穴治疗 2 个疗程后，症状

可加强补肾之功，诸穴合用以达调节气血脏腑，补肝肾，通经

完全消失，随访半年未复发。

络，正气充足，气血运行通畅，经络通则不通，标本得以兼治。
此外，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多为劳损原因所致，故临床治

5

体

会

腰椎间盘突出症又名腰椎间盘纤维环破裂症，是由于椎间盘
组织的退变、损伤、纤维环破裂、髓核组织从破裂的纤维环向后

愈后，患者在平时的生活中要注意避免腰部劳累，减少腰部负
重，才可防止复发。
参考文献：

方或侧后方突出，从而压迫临近神经根，出现一系列临床症状。
在中医属“腰痛”
、
“痹病”范畴，病机为风寒湿邪阻滞经络，或

[1]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S].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外伤或劳损致筋脉受损，气血运行不畅，不通则痛；或因肝肾阴

1994:201-202

虚经脉失养，不荣则痛。主要是督脉及膀胱经受累。腹针疗法是

编辑：赵玉娟 编号：EA-130122487（修回：2013-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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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药同施治疗急性胰腺炎后胃痞临床分析
Clinical analysis of treating the Weipi following acute pancreatitis with
acupuncture and TCM
刘 明
（四川省渠县人民医院，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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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县，63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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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急性胰腺炎后胃痞患者应用针药同施的治疗方式治疗的临床疗效。方法：随机将 2010 年 6 月～2012
年 6 月，我科收治的急性胰腺炎后胃痞患者 60 例，分为针药同施治疗组和常规治疗组各 30 例，对比两组的治疗效果。结果：针
药同施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常规治疗组，（P<0.05），有统计学意义。结论：针药同施治疗急性胰腺炎后胃痞效果显著，值得临床
推广应用。
【关键词】 针药同施；急性胰腺炎；胃痞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acupuncture and TCM in treating the Weipi following acute pancreatitis.
Methods: From June 2010 to June 2012, 60 patients collected in our hospital were randomly into two groups, 30 patients in the acupuncture
and TCM treatment group, 30 patients in the conventional treatment group. comparing two groups of treatment effect. Results: The efficacy
in the acupuncture and TCM treat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ventional treatment group (P<0.05). Conclusion: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TCM had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reating the Weipi following acute pancreatit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Acupuncture and TCM; Acute pancreatitis; Weipi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28
急性胰腺炎是临床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之一，其病理机制
主要为胰腺的自身消化所引起的炎症性反应。本病的临床表现

内庭、内关、三阴交，毫针平补平泻，得气后留针 30min；中药
汤剂方选半夏泻心汤加减，组方如下：半夏 12g，黄芩 9g，干姜 9g，

为发热、左上腹部疼痛及恶心呕吐等症状。本病发病迅速，如

党参 10g，黄连 3g，莱菔子 20g，贝母 12g，陈皮 10g，炙甘草 3g。

不及时治疗，极易出现休克，危及生命。虽然目前多种治疗方

以水煎服，煎至 500ml，分早晚两次，每次服 250ml，温服。

式的综合应用，使本病的临床治愈率明显升高[1]。但是在临床

1.2.2 常规治疗组
予马来酸多潘立酮 10mg，3 次/d 口服治疗。两组患者均持

治愈后，患者往往会出现纳差、胃部胀满或恶心等消化不良症
状，严重影响患者病愈后的机体恢复。目前临床常用马来酸多

续治疗 4 周。

潘立酮或甲氧氯普胺来治疗急性胰腺炎治愈后出现消化不适

1.3 疗效评定标准

症状，但是其临床效果却并不理想。在长期的临床治疗中发现，

疗效评定分为临床痊愈、显效、有效及无效四个等级。临

运用中医理论，采用针药相结合的治疗方法，可达到较好治疗

床痊愈：患者自觉胃部痞满症状完全消失；显效：患者自觉仍

效果[2]。本文观察了我院急性胰腺炎后胃痞患者应用针药同施

胃部痞满，但明显缓解；有效：患者自觉仍胃部痞满，症状略

治疗的临床疗效，报道如下。

有缓解；无效：患者自觉胃部痞满症状未见好转或加重；总有

1

资料与方法

效率＝临床痊愈率＋显效率＋有效率。
1.4 统计学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我科 2010 年 6 月～2012 年 6 月收治的，急性胰腺炎经
治疗痊愈后，出现胃痞症状的患者共 60 例，随机分为针药同
施治疗组和常规治疗组各 30 例。针药同施治疗组中，男性 16

选用 SPSS19.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本实验数据，用卡
方检验比较，
（P<0.05）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例，女性 14 例；年龄在 19～50 岁之间，平均（26.69±3.85）

针药同施治疗组和常规治疗组疗效比较针药同施治疗组

岁；常规治疗组中，男性 15 例，女性 15 例；年龄在 20～48

中临床痊愈 19 例（63.33%）
，显效 6 例（20.00%）
，有效 3 例

岁之间，平均（27.05±3.59）岁。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方面

（10.00%），总有效率为 94.33%；而常规治疗组临床痊愈 16

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
，具可比性。

例（53.33%）
，显效 6 例（20.00%）
，有效 2 例（6.67%）
，总有

1.2 治疗方法

效率为 80.00%。两组对比，针药同施治疗组治疗效果明显优于

1.2.1 针药同施治疗组

常规治疗组，
（P<0.05）
，有统计学意义。

予针灸结合中药汤剂治疗。针灸选穴：中脘、承山、足三里、

（下转 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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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打结合刺络拔罐治疗肩关节周围炎 34 例
Treating 34 cases of periarthritis of shoulder by massage combined with
blood-letting puncture and cupping
叶武汉
（增城市中医医院，广东 广州，511300）
中图分类号：R24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1-0057-02

【摘 要】 目的：观察拍打结合刺络拔罐治疗肩关节周围炎的临床疗效。方法：拍打结合刺络拔罐治疗肩关节周围炎 34 例
进行疗效观察，另设常规电针治疗对照组 34 例。结果：经过 1～2 个疗程的治疗，拍打结合刺络拔罐治疗组：治愈 24 例，显效 8
例，有效 1 例，无效 1 例，总有效率 97.06%，常规电针治疗组：治愈 20 例，显效 7 例，有效 3 例，无效 4 例，总有效率 88.24%。
两组间总有效率比较经统计学卡方检验，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拍打结合刺络拔罐治疗肩关节周围炎有较好疗效，值得
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 肩关节周围炎；拍打；刺络拔罐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massage combined with blood-letting puncture and cupping on treating
periarthritis of shoulder. Methods: 34 cases in the blood-letting puncture and cupping group, 34 cases in the conventional acupuncture
treatment control group.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of 1 or 2 courses, 20 cases in the blood-letting puncture and cupping group were cured,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88.24%,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Massage combined with
blood-letting puncture and cupping was effective on treating periarthritis of shoulder, worthy of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Periarthritis of shoulder; Massage; Blood-letting puncture and cupping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29
肩关节周围炎（Periarthritis of shoulder）简称肩周炎，是

关节周围炎一般特征且肩关节活动度低于正常 50%为严重活动

以肩部逐渐产生疼痛，夜间为甚，逐渐加重，肩关节活动功能

障碍。

受限而且日益加重，致一定某种程度后逐渐缓解，直至最后完

1.3 治疗方法

全复原为主要表现的肩关节囊及其周围韧带、肌腱和滑囊的慢

1.3.1 治疗组

性特异性炎症。自 2008 年以来，笔者治疗肩周炎 68 例，分别
用常规电针治疗和用拍打结合刺络拔罐法治疗，发现用拍打结
合刺络拔罐法有较好疗效，现报告如下。
1

采用拍打结合刺络拔罐治疗。
1.3.1.1 操作方法
①患者先仰卧位，患侧肩关节下方垫一薄枕头，嘱患者放
松，头转向健侧，医者双掌呈空掌状，交替拍打患者肩关节前

资料与方法

部及肩关节上部，操作过程中医者必须做到沉肩、垂肘、腕松、

1.1 一般资料

掌虚。拍打声音清脆响亮。整个过程密切注意患者反应，操作

全部病例均系增城市中医医院康复科门诊病人，共 68 例，

时间 3～5min，以肩周出痧为度。②患者体位同上，医者一手

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34 例，男 14 例，女 20 例；年龄 50～

抓握患者患侧上臂，将患者上臂适度外展，露出患侧腋窝，另

76 岁，平均 63 岁；病程 1～5 年，平均 3 年。对照组 34 例，

一手掌呈空掌状，拍打患者患侧腋窝，操作要求同①。③患者

男 14 例，女 20 例；年龄 51～75 岁，平均 63 岁；病程 1.1～

健侧卧位，医者双掌呈空掌状，交替拍打患者肩关节后部，

5.6 年，平均 3.35 年。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病程及治疗前

操作要求同①。④常规消毒出痧部皮肤，用梅花针叩刺痧点

的临床症状评分经统计学处理，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具有可

密集部，以微微渗血为度。然后在渗血部位拔火罐，留罐 5～

比性。

8min。

1.2 诊断标准

1.3.1.2 疗程

参照国家中药管理局颁布的《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中
[1]

隔日治疗 1 次，每 5d 刺络拔罐 1 次，10d 为 1 个疗程。共

的肩关节周围炎的诊断标准 ：①有肩部痛逐渐加重，肩关节

治疗 2 个疗程。

活动逐渐困难史；②疼痛部位在肩部和上臂，呈阵发性或持续

1.3.2 对照组

性疼痛，严重者疼痛难忍，夜不成眠；③肩部有明显压痛点，
以肱骨结节间沟、肱骨大结节、喙突等处多见，严重者可见肩
部肌肉明显萎缩；④X 摄片提示肩关节无骨性病变；⑤具有肩

常规电针治疗。
1.3.2.1 操作方法
采用《针灸治疗学》（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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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材 6 版教材，王启才主编）治疗方案[2]。处方：肩髃、肩髎、

上举≥140°，屈肘内旋指尖达 T12 以上，外旋指尖达对侧颞

肩前、肩贞、天宗、曲池、外关、阿是穴、阳陵泉、中平穴（足

部，能参加轻体力劳动；有效：肩部疼痛及压痛均减轻，肩关

三里下 1 寸）
，行平补平泻手法，每次 3～5 穴，接通电针仪，

节活动度较治疗前增大，但仍有活动受限；无效：肩部疼痛与

早期用连续波、后期断续波强刺激 10～15min。

压痛无改善，肩关节活动无变化。

1.3.2.2 疗程

2

隔日治疗 1 次，10d 为 1 个疗程，共治疗 2 个疗程。

结

果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由表 1 可见，经过 1～2 个疗程

1.4 疗效判断标准[3]
治愈：肩部疼痛完全消失，肩关节活动范围恢复正常，外

的治疗后，治疗组经治疗后总有效率为 97.06%；对照组总有效

展≥90°，举≥160°，屈肘内旋指尖达 T9 以上，屈肘外旋指

率为 82.35%，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提示

尖达到对侧上耳轮，恢复劳动和生活能力；显效：肩部疼痛及

治疗组总有效率优于对照组，说明采用拍打结合刺络拔罐疗法

压痛基本消失，仅持重物时有轻微酸痛，肩关节外展≥70°，

能提高肩关节周围炎患者的临床疗效。

表 1 两组治疗前后总有效率比较（n，%）

3

讨

组别

n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34

24

8

1

1

97.06

对照组

34

18

7

3

6

82.35

论

作简单，易为患者接受，值得进一步研究。

肩关节周围炎是指肩关节囊和关节周围软组织损伤、退变
而引起的肩周肌、肌腱、滑囊及关节囊的慢性劳损性炎症[4-5]，
以肩关节疼痛、活动功能障碍和肌肉萎缩为主要临床特征。临
床上好发于 50 岁左右的中老年人，故又称“五十肩”
。本病常
发生单侧肩部，偶见于双侧，其痛可向颈部和上臂放射，或呈
弥散性疼痛，主要表现为静止痛，常日轻夜重。早期多出现局
部广泛性压痛，多伴有肩关节活动明显受限；后期则出现病变
组织粘连，功能障碍严重，相反疼痛情况减轻。因此本病早期
以疼痛为主，后期以功能障碍为主[6]。中医学又称之为“凝肩”
或“漏肩风”等，属“痹证”范畴。认为人过中年阳气虚弱，
正气渐损，肝肾不足，气血虚弱，营卫失调，遇风寒湿邪入侵，
瘀血阻滞于肩关节而致局部疼痛和功能障碍。
笔者采用拍打结合刺络拔罐治疗肩关节周围炎，拍打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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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02
[2]王启才.针灸治疗学[M].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3:203
[3]郭秀英,刘彦卿,刘丽军,等.臂丛阻滞后手法松解治疗粘连性肩周炎的临床
观察[J].中华物理医学和康复杂志,2004,26(1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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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亚成.关于肩周炎的分类分型和治疗问题[J].光明中医,2008,23(6):83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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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通气血、舒筋活络，刺络拔罐可以去邪化瘀、活血通络，两
者结合，所以切中病机，疗效显著，能够明显缓解患者肩部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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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的情况，改善肩关节前屈、外展、后伸、外旋的范围，其操
（上接 56 页）
3

讨

可见，针药同施治疗急性胰腺炎后胃痞疗效显著，值得临床应

论

急性胰腺炎治愈后所出现的消化不良症状属于中医胃痞
的范畴。目前临床上将胃痞分为食滞胃腕、肝气犯胃、寒热错
[3]

杂、脾虚气滞及湿滞脾胃五型 。根据急性胰腺炎治愈后所出
现消化不良症状的临床特点，本证应属胃痞中的寒热错杂型。

用。
参考文献：
[1]谢贻祥,马建中.急性胰腺炎的综合治疗[J].安徽医学,2009,8(30):67
[2]费景兰.针药同施治疗急性胰腺炎后胃痞临床体会[J].中国中医急症,

我科所用的针药同施治疗方案中，针灸治疗主要针对患者消化

2008,9(17):1294

不良症状，借针灸之力以行经络之气，且选穴均以脾胃两经为

[3]刘敏.胃痞的中医辨证施治[J].中国医药导报,2008,19(5):184

主，迅速有效的达到缓解消化不适症状；中药汤剂则主要针对
患者胃痞的寒热错杂证型，主方选择可辛开苦降的半夏泻心
汤，同时根据患者病情随症加减，以通条全身气机，跟本上达
到理气和胃的作用。针药同施，既可以快速缓解患者消化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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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又可以调理患者脾胃，达到标本兼治的作用。
本研究显示，针药同施治疗组中总有效率为 94.33%；明显
高于常规治疗组的 80.00%，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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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针灸思维模式的特色
Discussion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cupuncture thinking mode
李雪青 1 石志敏 2
（1.河北联合大学中医学院，河北 唐山，063000；2.唐山市中医医院，河北 唐山，06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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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个民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思维模式，中医是建立在中国古代文化的思维模式上。针灸的思维模式根于中
医思维模式，但又不完全一致，可以说是中医思维模式的发展。本篇从经络病机、整体观、辨经论治、向心性思维、纵横思维五
个方面说明针灸特有的思维模式。
【关键词】 针灸；思维
【Abstract】 A nation, a culture both have their own unique mode of thinking. Chinese medicine is based on the thinking mode of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Acupuncture mode of thinking rooted in the Chinese mode of thinking, but not exactly the same ones, it can be
said a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hinking. The author described peculiar thinking mode of acupuncture from pathogenesis, the meridian,
the overall concept,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centripetal thinking,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thinking and so on.
【Keywords】 Acupuncture; Thinking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30
一个民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思维模式，中医是建立在

脉所过，主治所及”。在针灸治病时，取穴的主要根据是辨经

中国古代文化在思维模式上。中医思维特色：把抽象概括的理论

论治，其他辨证方法则作为补充。中医药物治疗讲辨证论治，

寓于具体事物的述说之中，或者把具体事物存在的具体问题寓于

是脏腑辨证、八纲辨证、气血津液辨证等辨证方法的综合运用。

玄而又玄的深奥理论当中，需要人们或者由近兼远地去体悟，或

针灸治疗是通过给予机体以适当的、良性的刺激帮助机体实现

者从远到近的去思辨[1]。而针灸又是建立在中医的思维模式上。

其状态的自我调整从而达到治疗目的；而药物治疗则是通过机

针灸的思维模式根于中医思维模式，但又不完全一致，可以说是

体对药物的吸收（通过内服或外用及利用来实现其状态的调

中医思维模式的发展，下面就针灸的思维模式简单论述。

整。或许也可以说针灸给予机体的治疗因子是“无形的”，而

1

经络病机
《灵枢·经别》说：
“夫十二经脉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

药物给予机体的治疗因子是“有形的”[4]。
4

向心性思维

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学之所以始，工之所止也”
。

针灸医师临床思维非常重要的一种思维模式就是“向心性

杨介宾老先生指出：经络病机学是沟通经络理论和针灸临床的

思维”。而向心性思维的基础就是标本、根结理论。如果把人

桥梁，建立、与中医脏腑理论相适应的经络病理学，或称经络

体进行分割，我们可以从横、纵、矢状面来进行，而针灸思维

病机学，则是发展针灸学术理论，并提高临床疗效之关键所在[2]。
《素问·缪刺论》
：
“夫邪之客于形也，必先舍于皮毛，留而不
去，入舍于孙脉……极于五脏之次也。”指出：病邪侵袭人体
首先侵入皮毛-再进入孙脉-再进入络脉-再进入经脉-再内延
及五脏—再流散到肠胃，这是邪气从皮毛而入，最终影响到
五脏的次序。
2

整体观
天人合一提倡礼、道、佛法和天理是至高无上的理论[3] 。

特殊之处在于把人体分成特殊的上下两个部分，所谓上是指人
体头面胸背，所谓下是指人体四肢下端。它强调上下两极的对
应关系，尤其强调下级对上级的治疗作用，因为下级指的的四
肢，在人体四周，而上级指的是头身躯干，在人体中心，所以
我们把她称为“向心性思维”
。针刺下级的腧穴易于激发经气，
调节脏腑经络的功能，是特定穴产生的基础，如五输穴、原穴、
络穴、郄穴等均位于四肢肘膝关节以下。临床上是远部取穴的
基础。上病下取，下病上取，即是以此为根据。
《灵枢·卫气》

《素问•八正神明论》中说：
“法天则地，合以天光，凡刺之法，

也说：
“能知六经标本者，可以无惑于天下”
。由于经脉的上下

必候日月星辰四时八正之气，气定，乃刺之。”从针灸的角度

联系及气血运行的周而复始，使人体四肢和头身形成一种相互

来说，经络系统与自然界是统一的，经络系统内部包括的皮毛、

对应的关系，利用这种关系去治疗疾病，长久以来就形成了针

孙脉、络脉、经别、经筋、皮部、经脉都不是孤立的，我们都

灸治病的规律和特有的思维模式。

看做有密切联系的一个整体。
3

辨经论治
古人重视“辨经论治”
，强调“宁失其穴，勿失其经”
，
“经

5

纵横思维
所谓“纵”，主要指经络系统都是纵行结构。经络系统若

都是纵行结构，往往是不稳定的，一定要有横行结构来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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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才会稳固。所谓“横”指：气街、四海、带脉这些横行结构。
气街，是脏腑和诸经气血横向输注的捷径，反映了经络系统在
人体头、胸、腹、胫循行分布中相互交通的关系，体现了经络
在人体各部联系形式的多样性。四海是全身血气、精神的生成
和汇聚所在，是十二经脉的依归，是对头、胸和上下腹功能的
最大概括。带，在古代多指“官僚贵族腰间系的大带”与带脉
横行腰腹之间，回身一周相仿。《难经•二十八难》
：
“带脉者，
起于季胁，回身一周。
”
《难经•二十九难》
：
“带之为病，腹满、
腰溶溶若坐水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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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从肺论治的理论与临床探讨
Treating depression based on the therapeutic rationale of lung and
clinical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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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抑郁证是临床常见病，中医认为属“郁证”范畴。目前多认为气机郁滞是基本病变，心、肝是主要病变脏腑。本
文从肺主气、肺在志为悲、肺藏魄角度探讨肺与郁证的关系，总结提出宣肺疏肝法、润肺养阴法、宣肺逐痰法、补肝泄肺法等治
疗郁证的治法。
【关键词】 抑郁症；从肺论治；理论
【Abstract】 Depression is a common disease, TCM believes that it belongs to the “Melancholia” category. At present, most people
believe that qi stagnation is a basic lesions, the heart, the liver are the main lesion organs. In this paper, from three different angle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ung and melancholia summed up a variety of treatment depression syndrome approach.
【Keywords】 Depression; Based on the therapeutic rationale; Theor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31
抑郁症是以心境低落为主症，并有相应的思维和行为改变的

气机失常为主要病机的疾病中的重要地位。
《灵枢•经脉》从经

一种情感障碍。临床表现为心境低落、思维迟缓、言语动作减少，

络上对肝、肺的关系上加以了阐述：足厥阴肝经“其支者，复

并伴随有食欲降低、性欲减退、睡眠障碍等躯体症状。中医认为

从肝，别贯膈，上注肺”，故肺气不达，能影响到肝的气机紊

属“郁证”范畴。目前多认为气机郁滞是基本病变，心、肝是主

乱，造成悲忧之变化。《素问•刺禁论》曰：“肝生于左，肺藏

要病变脏腑。治法亦相应的以疏肝解郁为主。笔者从理论及临床

于右”。指出人体气机升降调节方面，肝气生于左，肺气藏于

角度探讨肺在郁证中的作用及治肺以解郁的方法。
1

理论渊源

1.1 肺主气与郁证

右，肝气从左升，肺气由右降，肝气以正常的升为宜，肺气以
生理的降为顺，此为肝肺气机升降特点所在。肝升肺降协调，
对全身气机的通畅、气血的调和起着重要的作用，古人称“龙
虎回环”
。肺气的宣发肃降运动协调，有利于肝气的升发条达，

郁证的基本病机是气机不畅，如《证治汇补•郁证》云：
“郁

肝气正常的升发条达有利于肺气的宣发肃降。肺气的宣发运动

证虽多，皆因气不周流，法当顺气为先。”《医方论•越鞠丸》

对肝气的升散有推动作用，防止肝气升散障碍而郁滞；肺气的

亦说：
“凡郁病必先气病，气得流通，郁于何有?”可见郁证多

肃降运动是防止肝气升发太过的抑制力。肺气的宣发和肃降运

有气机不畅。

动是肺气中肺阳和肺阴作用的具体实现。若肺阴不足，肃令不

“肺主气、主制节”对气机有十分重要的调节作用。《素

行，则肝气升发太过，出现肝火上炎的病证。若肺阳不足，或

问•至真要大论》言：“诸气膹郁，皆属于肺。”说明了肺在以

肺阳被郁，清肃太过，宣发不行，则抑制肝气的升发条达，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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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肝气郁结证。因此，肺气宣降失调是郁证形成的重要机制。

《金匮要略•百合狐惑阴阳毒脉证并治第三》中提到“百合病，

1.2 肺在志为悲

百脉一宗，悉致其病也。意欲食复不能食，常默默，欲卧不能

抑郁症常见表现有悲哀、委屈易泣、兴趣丧失和能力下降，

卧，欲行不能行，饮食或有美时，或有不用闻食臭时，如寒无

其中悲哀、委屈易泣在七情上属于悲忧的范畴，而悲忧在五脏

寒，如热无热……如有神灵者。”这段话明确概括出百合病的

的归属上由肺所主。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
“在脏为肺……

主要症状为精神、饮食、睡眠失调，与抑郁症的症状有相似之

在志为忧。
”、
“精气并于肺则悲。
”说明悲忧为肺之本志。肺在

处。从病因来看，百合病除有“热病之后，余热未清”的致病

四季应秋，秋日万物消索，人体生机收敛，情绪从夏日张扬状

原因外，
《医宗金鉴》提出：
“或平素多思不断，情志不遂，或

态收敛，以减少精气消耗，收涩太过则为病，易发以情绪低落，

偶触惊疑，卒临景遇……”，即忧愁过度，再加上感受精神刺

表情淡漠为主的抑郁症。故古代文人常有“悲秋”之作。

激而发病。病机属心肺阴虚，百脉失养，可影响到精神、饮食、

1.3 肺藏魄与肝藏魂

睡眠等多方面的功能。以百合地黄汤润养心肺治之。

魂魄理论是《内经》五脏藏神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素

2.3 宣肺逐痰法
痰是病理产物，亦是致病因素，一旦形成，易储于肺，阻

问•六节藏象论》云：
“肺者，气之本，魄之处也”
，
“肝者，罢
极之本，魂之居也”
，指出魄居于肺而魂居于肝。

碍气机运行，肺气的宣发肃降运动失调，从而影响肝之疏泄而

《素问•五运行大论》
“其在天为燥，在地为金，在体为皮

形成郁证。清代《续名医类案》载：朱氏怫郁神识不清，胸满

毛，在气为成，在脏为肺……其志为忧”，阐述了：魄是“在

谵语，上不得入，下不得出，此因郁所伤，肺气不降所致，但

天之燥”与“在地之金”相合而化生之精，与“生”并始，是

通其肺气。用紫菀宣太阴以清气化；干葛透阳明以散火郁；枳

人身燥金属性之源，是人身金属性之脏（包括肺系统之物质构

桔散胸中之结；杏仁、苏子导肺中之痰。一剂而脉转神清[3]。

成，生理功能及运动规律）
、志（情志、情绪及相关心理活动）
、

另叶桂治一案，患者情怀郁悒，五志热蒸，痰聚阻气，脘中窄

智之本原。魄在精神活动及情绪方面有肃敛刚劲、革从坚韧的

隘不舒，胀及背部。此上焦清阳欲结，即治肺以展气化。药用

特点；使一身气机之降敛肃洁、清劲刚坚、散落革从容平；从

鲜枇杷叶、杏仁、瓜萎皮、郁金、半夏、茯苓、姜汁、竹沥[4]。

而影响到悲忧及相类之情绪、相类之心理活动的形成与调节。

此两则病案皆痰去而肺气畅、气运行则郁解的典型。

《素问•五运行大论》
“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体为筋，

2.4 补肝泄肺

在气为柔，在藏为肝……其志为怒”，指出：肝系统之脏、志

肺在五行属金，肝在五行属木，肺肝之间存在着相克关系，

本源于“在天之风”与“在地之木”相合而化生为魂。魂使一

金气亢盛，对木过度克制之谓“金旺乘木”，导致木气抑制不

身气机之启兴和平、疏敷发散、曲直柔顺条达；使精神活动及

展，可出现肝气疏泄障碍的肝气郁结证。若肝气太虚，虽金气

情绪柔和从顺、曲伸；从而影响怒及与怒相类之情绪、相类之

处于正常水平的克制，肝气亦难以承受，亦可出现“金气乘木”

心理活动的形成与调节。

的肝气郁结病变。治宜补肝泄肺。《二续名医类案》载：振江

魂与魄相对而言，魂为阳，魄为阴。魂主升而魄主降，魂主

杨石泉之室，终日悲伤，必痛哭一次，方能安逸，遍治无功，

启生而魄主肃杀，魂主化荣而魄主成丰，魂主发陈启坼而魄主容

费承祖诊脉右寸实，左关弱。认为是肺实肝虚，金来克木，治

平革从，魂主柔顺而魄主刚坚；魂其用为动而魄其用为固，魂疏

必补肝泻肺。以女贞子、旱莲草、淮小麦、甘草、大枣、桑白

志之所藏而达于神以炎、以明，魄固神之所明而藏于志以识、以

皮、地骨皮组方，连进八剂，病即霍然[5]。

起，魂属木而魄属金，魄为魂之主，其两相乘侮，以魂与魄两相
对立、制约而又相互协调，共同调节人体气机及情志变化[1]。所

3

结

郁证是临床常见病，历代多从“木郁达之”以疏肝为主或

以肝和肺在抑郁症情志及气机病变的形成中有重要作用。
2

常用治肺解郁方法

2.1 宣肺疏肝法

语

据“心主神明”从心论治。但抑郁症就中医来说，病涉及多脏，
一味从心、肝论治未必奏效，如张景岳便直言“自古言郁者，
但知解郁顺气，通作实邪论治，不无失矣”，认为治郁不能以

郁证的基本病机是气机不畅，肺气的宣发肃降运动协调，

疏肝解郁通治。本文试从理论及临床探讨肺与郁证的关系。治

有利于肝气的升发条达。风寒外束，肺失宣发，悲忧过度亦可

抑郁症可合理应用宣肺疏肝法、润肺养阴法、宣肺逐痰法、补

影响肺气宣降，进而出现气机不畅。宣肺可以疏肝。如关凤岭

肝泄肺法，恢复肺主气、藏魄的功能，当可取得良好疗效。

治一案例：脘腹胀满两月余，自觉剑突下不适，睡眠差，断为
肝胃不和证，予柴胡疏肝散 10 剂舒肝和胃，未收寸功。仔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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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润肺养阴法

1825

魂、魄是物质的，受五脏之精的滋养，肺阴不足可使魄调
节神志及气机的功能受到影响，导致悲忧之变及气机郁滞，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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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晞星教授治疗胰腺癌临床辨证经验总结
Clinical experience of Professor WANG Xi-xing for treating pancreatic cancer
陈海富 王晞 星
（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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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王晞 星教授擅长治疗胰腺癌，本文总结了王晞星教授对胰腺癌病因病机的分析，和他的治疗方法和用药特点。
【关键词】 王晞 星；胰腺癌；病因病机；治疗方法；用药特点
【Abstract】 Professor WANG Xi-xing is good at treating pancreatic cancer. In this article, the etiology and pathogenesis analysis of
pancreatic cancer by Professor WANG Xi-xing, as well as his treating method and medication characteristics were summarized.
【Keywords】 WANG Xi-xing; Pancreatic cancer; Etiology and pathogenesis; Treating method; Medication characteristic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32
胰腺癌是常见的一种消化道恶性肿瘤。以腹中积块、黄疸

脏、脾脏在生理功能与病机方面互相关联。气机不畅，肝郁脾

及疼痛为主症的疾病。中医对此无专门论述，散见于“脘痛”、

虚，水湿困滞，郁久化热，湿热蕴结，日久成毒，脾胃湿热熏

“膈痛”
、
“痞气”
、
“积聚”
、
“伏梁”
、
“黄疸”等篇章。王晞星

蒸肝胆而一身面目俱黄；情志郁怒，肝气郁结，或饮食不节，

教授治疗胰腺癌有着丰厚扎实的临床经验和理论知识，辨证用

或过食厚味，而致脾失运化，形成肝脾瘀结；或有毒素郁热，

药有其独特之处。本文从以下几方面详细论述。

耗阴伤血，阴虚内热，热毒迫血妄行。关于消瘦的成因，《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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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因病机
王晞星教授认为胰腺癌疾病的发生与脾胃、肝胆脏腑功能

匮要略》在虚劳病篇描述，患者因内有干血，日久而呈“五劳
虚极赢瘦，腹满不能食，……肌肤甲错，两目黯黑”等虚劳病
的表现，类似胰腺癌晚期的症状。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曰：

的失调密切相关，脾胃、肝胆功能的失调是产生这些病理因素

“积聚……致脏腑元气虚弱，而饮食不消……若积引岁月，人

的关键。胰腺癌总的病机系脾胃虚弱、肝胆湿热致气滞、血瘀、

即柴瘦，腹转大，遂致死。
”关于腹水的产生，
《医门法律》记

湿热为患，久而结成坚块。胰头癌以湿热表现为多，胰体、胰

载：“凡有癥瘕、积块、痞块，即是胀病之根，日积月累，腹

尾癌则多见脾虚气滞之证。故治疗上多采用健脾和胃、疏肝利

大如箕瓮，是名单腹胀。”胰腺癌其他全身症状的出现亦可用

胆等法，常根据病人的临床表现辨证施治。

湿、热毒邪互结的病机得到解释。如里热偏盛，故发热、口渴、

王晞星教授认为胰腺归属于中医的脾和胆，因此胰腺的生

小便黄赤；湿困脾土，阻遏气机，故身重乏力，等等。

理功能既体现脾的运化功能，也兼见胆的疏泄功能。而胰腺癌

总之，王晞星教授认为本病的病因病机是由于外感湿热毒

的成因最终归结于湿、热、毒邪互结所致。这些病理产物则是

邪、饮食不洁、情志失调、后天失养等病因，致脾的运化和胆

由内因或外因或二者同时致病损伤脾、胆的生理功能所致。王

的疏泄功能失司，损伤人体正气，导致脾胃虚弱；产生湿、热、

教授认为胰腺癌常见症状多由湿热内生引起，或为湿、热、毒

毒等一系列病理产物，导致肝胆湿热。正虚表实，则致此病。

邪所致，胰腺癌的症状体征多表现为纳差食少、大便溏泻、脘
痞腹胀、恶心呕吐、胃脘痛等胃肠道症状，以及黄疸、消瘦、
腹水等恶病质。胃肠道症状乃是湿热困脾后造成的一系列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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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证论治
胰腺癌的治疗以辨证论治为基础，王晞星教授根据临床表

表现。脾胃乃人体“后天之本”，为水谷运化、阴阳升降之枢

现特点和中医基本原则将胰腺癌分为以下三型辨证论治。

纽。由于湿邪易致脾虚，热邪可致胃热，脾失健运，胃失和降，

2.1 脾胃虚弱型

而出现运化失常的病证。脾虚不运，故纳差食少，湿浊趋下则
大便溏泻，升降失常，气机失于疏化则脘痞腹胀，浊气上逆故
恶心呕吐。
《素问》论及胃脘痛时指出：
“热聚于胃口而不行，

主症：消瘦，纳呆，上腹部不适或按之痛减，肢体乏力或
腹泻，大便稀溏，舌淡苔薄或白腻，脉濡细。
证候分析：脾主运化，脾失健运，则湿浊内生。湿困脾胃，

故胃脘为痛也。
”究其成因，乃热毒与痰、瘀相结，阻塞经脉，

阻塞气机，胃失和降，则脘腹胀满，纳呆，甚则恶心，呕吐。

不通则痛。关于黄疸，
《金匮要略•黄疸病》指出：
“黄家所得，

湿邪下注大肠，则大便溏薄，甚则腹泻。
“阳气者，养在精神”
，

从湿得之。”由于气化不利，湿阻中焦，湿热交蒸，以致肝胆

今湿困脾阳，固倦怠乏力，舌苔白腻或濡细均体现了，湿困中

疏泄功能失司，胆液不循常道，渗入血液，溢于肌肤，而发生

焦，脾胃虚弱之象。治法：健脾和胃；方药：六君子汤加减；

黄疸。《圣济总录•黄疸门》中记载：“多因酒食过度，水谷相

党参 15g，白术 10g，云苓 15g，陈皮 10g，半夏 10g，厚朴 15g，

并，积于脾胃，复为风湿所搏，热气郁蒸，所以发生为黄疸。”

白芍 18g，蛇舌草 30g，猫爪草 30g，山慈菇 30g，半枝莲 30g，

王清任观察了胰腺的解剖位置及其邻近器官，认为胰腺与肝

蛇六谷 15g，天龙 6g，甘草 6g。方中党参、白术健脾益气，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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苓、厚朴健脾燥湿，陈皮、半夏燥湿和胃止吐，蛇舌草、猫爪

30g，乌贼骨 30g，甘草 6g。

草、山慈菇、半枝莲、蛇六谷消肿解毒，散结止痛。如伴胸脘

3.2 以黄疸为主

痞满，可加枳壳；纳呆食滞，加山楂、神曲；痰吐不利加瓜蒌、

多因肿瘤压迫所致，侵犯肝外胆管或发生胆管转移所致，

竹沥等。

也有肝转移等导致的肝细胞性或混合型黄疸。王晞星教授认为

2.2 肝胆湿热型

根据“开鬼门，洁净府”的方法辨证论治。治法因利胆退黄。

主症：面目身黄，恶心呕吐，上腹部胀满不适或胀痛，胁

方药：茵陈四逆散加减。茵陈 10g，柴胡 10g，白芍 15g，枳实

肋疼痛，口苦口臭，心中懊恼，口渴不喜饮，舌红苔黄腻脉滑

10g，青蒿 15g，黄芩 10g，茯苓 15g，猪苓 30g，栀子 10g，郁

数。

金 10g，薏苡仁 18g，蛇舌草 30g，猫爪草 30g，山慈菇 30g，

证候分析：由于肝胆感受外邪，或过食肥甘，产生湿热，
湿热交蒸，胆失疏泄，胆汁外溢肌肤，则面目身黄。湿热壅滞

甘草 6g。
3.3 以疼痛、呕吐为主

中焦，胃失和降而上逆，则恶心、呕吐。湿热滞中，则肝气失

胰头癌晚期常伴有消化道梗阻。当有持续性呕吐或呕吐物

畅，肝经循行两胁，故胁肋疼痛，舌苔黄腻，均为湿热之征。

含有胆汁时，表示癌肿侵犯或压迫十二指肠下段。对于不完全

病机为湿蕴热郁，胆失疏泄。

性肠梗阻王教授临床治则为：通腑泻热。方药：大承气汤加减。

治法：疏肝利胆；方药：大柴胡汤加减；柴胡 10g，黄芩

生大黄 6～10g，厚朴 15g，枳实 15g，芒硝 15g，旋复花 12g，

10g，半夏 10g，大黄 10g，枳实 15g，白芍 18g，蛇舌草 30g，

代赭石 30g，党参 15g，半夏 10g，生姜 3 片，甘草 6g。

公英 30g，郁金 10g，三棱 10g，莪术 30g，片姜黄 30g，天龙

3.4 消化道的非特异性症状

6g，厚朴 18g，甘草 6g；本方是由小柴胡汤合小承气汤加减而

如恶心，腹胀，便溏等。特别是在放化疗过程中，上述症

来，是以和解为主及泻下并用之剂。方用柴胡、枳实为君；黄

状加重，胃失和降而致呕吐。成因多因肝木不舒，脾胃升降失

芩、大黄为臣，合用和解少阳，内泻热结。白芍清泄肝胆，半

常，治当疏肝理气，和胃降逆，药用半夏、茯苓、厚朴、生姜、

夏和胃止呕。如身热不退，可加银花，连翘清热解毒；若呕恶

竹茹、陈皮等。晚期恶液质最常见的腹水，常用车前子 30g，

者，加陈皮，竹茹以降逆止呕；若腹胀满，加大腹皮以行气消

龙葵 30g，猪苓 30g 等。

胀；小便黄赤加滑石、车前子，苔白腻而湿重者去大黄加猪苓，
泽泻，白蔻仁，砂仁甘淡渗湿，使湿从小便而去。
2.3 肝阴亏损型

4

用药特点

4.1 扶正为本，顾护脾胃

主症：上腹痞满或触及肿物疼痛，烦热口干，低热盗汗，

王晞星教授认为，正虚是胰腺癌发病的基础，脾胃虚弱贯

胸胁不舒或疼痛，消瘦纳呆，舌红少苔或光剥有裂纹，脉细弦

穿于胰腺癌各个阶段，早期实证为主，中晚期虚证为多，“善

或细涩。

为医者，必责其本”
，故治疗胰腺癌宜从健脾益气，调理脾胃，

证候分析：由于湿热交蒸，热毒内蕴，阴津受损，则烦热

扶助正气入手，尤以健运脾胃为要，常以六君子汤作为治疗胰

口干，低热盗汗，肝气失畅，故胁肋不舒或疼痛。舌红少苔或

腺癌的基本方，正所谓“养正则积自消”。健运脾胃可恢复和

光剥，脉细均为阴津受损、亏耗之象。

重建脾运胃纳功能，提高抗病能力增强，增进食欲，改善临床

治法：养阴涵木；方药：一贯煎加减；沙参 18g，麦冬 15g，

症状，减轻痛苦，提高生存质量，延长生存期，充分体现了中

生地 15g，枸杞子 30g，白芍 18g，当归 10g，女贞子 30g，旱

医治疗肿瘤的优势。此外，王教授认为，胰腺归属于中医的脾、

莲草 30g，丹皮 18g，桃仁 10g，蛇舌草 30g，芦根 30g，夏枯

胆，因此胰腺癌病理特点决定了脾的运化功能失司，清气不升，

草 30g，川楝子 10g，甘草 6g；方中生地、枸杞子滋养肝胃之

浊气不降，因此，追根溯源，因从顾护脾胃入手。除此以外，

阴；女贞子、旱莲草滋阴补肾；沙参、麦冬和养胃阴；白芍柔

手术或多程放化疗均可伤及脾胃；胰腺癌晚期，癌毒弥漫，邪

肝止痛；如伴腹部肿块坚实者，可加三棱、莪术；大便秘结严

盛正衰，脏腑气血戕害，全身状况很差，进食量少或不能进食，

重者，可加大黄、芒硝；如兼血虚者，可加何首乌。

呈恶病质状态。“四时百病，胃气为本”，“胃气一败，百药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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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病论治
在中医临床实践中，经历了以中医辨证论证为主向辨病论

施”，如脾胃虚弱，则饮食难以消化，药物不易吸收，纵有良
药亦难奏效；危重之患，如胃尚能纳，则犹有生机，若谢谷不
纳，胃气败绝，势必不救，所谓“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
。

治为主治疗胰腺癌逐步转移的渐进过程，也体现了中医辨病论

因此胰腺癌治疗的整个过程，无论早期还是晚期，均应立足于

治的可能性及其价值，以及胰腺癌治疗强调辨病论治为主的重

患者的整体情况，以人为本，辨证施治必须首先照顾脾胃，时

要性。胰腺癌疾病过程中可有出血、疼痛、呕吐、黄疸、腹水

时注意保护胃气。处方中适当加以健脾益胃之品，以维持脾胃

等表现，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甚至危及生命。王教授在临

协调升降的正常功能。制方选药宜平和轻灵，少用味厚燥烈之

床诊治中针对患者之所苦，强调在辨证基础上，辨病为先，急

属，禁忌苦寒滋腻之品，切忌“除恶务尽”，猛浪攻伐，反败

则治标。

其胃，加速病情。顾护了人体的正气之本，即抓住了疗效的根

3.1 胰腺癌术后，或以恶心为主

本所在。

治法：健脾和胃降逆。方药：六君子汤合四逆散加减。党

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健脾药物对癌细胞具有一定的细胞

参 10g，白术 15g，茯苓 15g，半夏 10g，陈皮 10g，柴胡 10g，

毒作用、能抗癌增效、保护正常细胞、反突变、抑制肿瘤转移，

白芍 18g，枳实 15g，砂仁 10g，郁金 15g，莪术 30g，浙贝母

此亦提高疗效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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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2 以和为主

4.4 择药有度

王晞星教授认为，和法的应用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和解少阳

王晞星教授治疗胰腺癌的用药原则是辨证论治为基础，现

之清法。在临床实践中，和法的应用也渗透到各种疾病的治疗

代研究融其中。在辨证基础上，结合现代中药药理研究成果辨

中，而且取得很好疗效。所谓“和法”即运用寒凉、温热、辛

病用药，多选用猫爪草、半枝莲、壁虎、山慈姑、白花蛇舌草、

散、补益等不同功效的药物配合使用，以达到疏通表里、和解

莪术、薏苡仁等。辨病用药一定要符合辨证规律，做到辨病与

寒热、调理脏腑等作用的治法。适应范围很广，如外感少阳证，

辨证相统一，如心下实痛，难以转侧，选用瓜蒌，青皮；呕吐

肠胃不和，肝脾不和等病证。而本病的发生多因湿热毒邪互结

不止加芦根、竹茹；肿块结节选用山慈菇、猫爪草；热毒内盛

所致，出现的黄疸、口苦、胸胁疼痛，等症状，一般思路，我

选用白花蛇舌草、半枝莲。对于术后不全肠梗阻，选用三棱、

们常会清热解毒利湿为治则。而王教授认为，应当从疏肝利胆，

莪术、厚朴，鸡内金；对于腹痛、背痛选用元胡、片姜黄。对

和解少阳入手。临床中常用大柴胡汤治疗胰腺癌肝胆湿热型，

于胰腺癌转移，择药亦有规律可循，如肝转移，多用三棱、莪

效果显著。大柴胡汤由小柴胡汤合小承气汤化裁而来，是以和

术、郁金、蜈蚣；腹水，多用猪苓、薏苡仁、大腹皮、车前子、

解为主及泻下并用之剂。从调理肝胆功能为主，兼清热祛湿，

龙葵。王教授治疗胰腺癌除选药精确，且剂量把握得当，运用

共凑奇功。

自如。临床中治疗胰腺癌常用药物有补虚药、和胃药、理气药、

4.3 善用经方

解毒药、散结药、活血药几类，性温性平味甘的药物居多，入

王晞星教授临证擅于准确辨识主症，灵活合用经方。根据

脾、胃、肝、胆经的药物为重，说明临床立足于补益脾胃，治

胰腺癌病机特点，健脾和胃为常用之法，故首推六君子汤及大

疗以脾胃为中心，强调采取攻补兼施的治则，“和”的思想贯

柴胡汤为治疗胰腺癌的基本方，其他核心处方有四逆散、参苓

穿于理法方药的整个过程。

白术散、一贯煎、竹叶石膏汤、逍遥散等。脾运失健，湿滞内
阻者，六君子汤合参苓白术散健脾利湿；脾虚肝胃不和者，六

作者简介：

君子汤合四逆散健脾疏肝和胃；肝郁脾虚，脾胃气滞者，宜疏

王晞星，通讯作者，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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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胫骨平台骨折 21 例临床分析
Clinical analysis on treating 21 cases of tibial plateau fractures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黄 炯 肖德茂 罗 毅 梁树祥
（东莞市寮步医院，广东 东莞，523400）
中图分类号：R2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1-0064-02

【摘 要】 目的：探讨中西医结合治疗 21 例胫骨平台骨折的临床疗效。方法：对我院在 2007 年 5 月～2012 年 5 月收治的
21 例胫骨平台骨折患者作为治疗组给予中西医结合方法进行治疗，把同时期的 21 例胫骨平台骨折患者作为对照组给予西医手术
治疗，对两组治疗方法的临床疗效进行对比观察。结果：治疗组临床治疗效果的优良率为 90.5%，对照组临床治疗效果的优良率
为 76.2%，两组治疗方法在临床疗效上存在的差异性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两组患者治疗后都没有出现严重的并发症。结论：
中西医结合治疗胫骨平台骨折取得的临床疗效显著，值得在临床上广泛使用和推广。
【关键词】 中西医结合；胫骨平台骨折；功能锻炼；临床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in treating 21 cases of tibial plateau fractures.
Methods: In the hospital, 21 patients who were treated from May 2007 to May 2012 as a treated group, given integrative medicine, the
same period, 21 patients as a control group, given modern surgical treatment,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observed. Results: The clinical excellent rate of the treated group was 90.5%, was 76.2%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two groups there were differences,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after treatment did not appear serious complications. Conclusion: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was significant in treating tibial plateau fractures, worthy of using and promotion.
【Keywords】 Integrative medicine; Tibial plateau fractures; Functional exercise; Clinical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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胫骨平台骨折在膝关节创伤中是一种较为常见的骨折，主
要是因为内外翻暴力和压缩暴力导致，在临床上的症状表现为
膝关节肿胀疼痛，活动受到限制。胫骨平台骨折如果得不到及

-65则表示存在的差异性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稳定等

。胫骨平台骨折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交通工具的增加，

发病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寻找临床治疗中的有效方法已经成
[3]

为了临床难题 。现在对我院在 2007 年 5 月～2012 年 5 月收

果

治疗组临床治疗效果的优良率为 90.5%，对照组临床治疗

时有效地治疗，会导致创伤性关节炎、关节功能障碍和关节不
[1-2]

结

效果的优良率为 76.2%，两组治疗方法在临床疗效上存在的差
异性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如下表 1 所示；治疗组患者
中没有出现严重并发症，对照组患者中出现皮肤坏死的患者占

治的胫骨平台骨折患者分别使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法和单纯

1 例，出现创伤性的关节炎患者占 2 例，两组患者在并发症的

的西医手术治疗方法进行治疗的临床疗效进行对比观察，报道

发生率上没有明显的差异性，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

如下。
1

表 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对比（n，%）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我院在 2007 年 5 月～2012 年 5 月收治 21 例胫骨平台骨折
患者作为治疗组给予中西医结合方法进行治疗，其中男性患者
占 15 例，女性患者占 6 例，患者的年龄在 28～70 岁之间；同
时期的 21 例胫骨骨折患者作为对照组，给予西医手术治疗，
其中男性患者占 14 例，女性患者占 7 例，患者的年龄在 27～
69 岁之间。两组患者均给予影像学诊断进行确诊，从骨折的原
因分析，交通事故致伤的患者占 35 例，跌伤的患者占 5 例，
重物砸伤的患者占 2 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和年龄等基本资料上
没有明显的差异性，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
性，对两组治疗方法的临床疗效进行对比观察。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患者给予西医手术治疗，在 C 臂透视的监控下进行手术操
作，对于 I～VI 型骨折患者给予经皮复位治疗，使用螺钉或者
加螺栓进行内固定，经过非骨折区域在塌陷的部位凿骨孔，复
位之后把空腔植骨填入到邻近股骨外踝部的松质骨内，对于 V
型患者使用外侧支撑钢板联合前内侧的抗滑钢板进行固定，对
于 IV 型患者使用梯形加压钢板进行固定。术后使用静脉滴注
抗生素对伤口进行处理，对伤口进行负压引流治疗 24～48h 之
后拔除，拔管之后指导患者进行膝关节方面的功能锻炼，对于
不稳定的骨折在术后使用长腿石膏进行固定，固定期间指导患
者进行股四头肌的收缩锻炼，拆除石膏之后进行膝关节的屈伸
锻炼，根据患者的病情对锻炼的强度进行合理调整。
1.2.2 治疗组
患者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联合中医治疗，术后早期给予患
者消肿合剂进行治疗，方药主要包括当归 15g，红花 10g，苏
木 10g，赤芍 10g，陈皮 10g，乳香 6g，茯苓 10g，三七 8g，
没药 6g 等，用水煎服，每天服用 1 剂，1d 分两次进行服用；
对于中后期的患者给予接骨续筋汤并加中药进行外洗，有利恢
复关节屈伸功能，防止关节粘连，接骨续筋汤主要的方药包括
当归 15g，甘草 10g，白术 10g，山药 10g，狗脊 10g，续断 10g，
杜仲 10g，丹参 6g，自然铜 10g，陈皮 10g，泽泻 6g 等用水煎
服，1 剂/d，分为两次进行服用。对两组治疗方法的临床疗效
进行对比观察。
1.2.3 统计学处理

3

组别

例数

优

良

可

差

优良率（%）

治疗组

21

12

7

2

0

90.5

对照组

21

10

6

3

2

76.2

讨

论

胫骨平台骨折的临床治疗方法中主要包括手术治疗和非
手术治疗，手术治疗前要对患者损伤的程度、类型以及合并伤
的情况选择合适的术式进行治疗；术中要对已经受伤的软组织
进行保护，避免出现大面积的剥离现象，避免导致继发性的感
染和皮肤坏死等，使用 C 臂透视进行监测，对植骨、复位和内
固定的胫骨平台进行观察；术后根据患者的情况使用抗生素避
免出现感染[4-5]。给予手术内固定的同时联合中医药物进行辨证
治疗，早期使用消肿合剂具有活血化瘀和消肿止痛的功效，降
低了伤口感染和皮肤坏死发生率；中后期给予接骨续筋汤进行
治疗，并加中药进行外洗，有利恢复关节屈伸功能，防止关节
粘连，具有补脾益气和接骨续筋的功效，能够促进患者骨折早
日愈合。通过上述结果显示：治疗组临床治疗效果的优良率为
90.5%，对照组临床治疗效果的优良率为 76.2%，两组治疗方
法在临床疗效上存在的差异性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
疗组患者中没有出现严重并发症，对照组患者中出现皮肤坏死
的患者占 1 例，出现创伤性的关节炎患者占 2 例，两组患者在
并发症的发生率上没有明显的差异性，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中西医结合治疗胫骨平台骨折取得的临床疗效显
著，是一种安全有效地治疗方法，值得在临床上广泛使用和推
广。
参考文献：
[1]胡超,张桃根,蔡林.胫骨平台骨折的治疗现状[J].中国骨与关节损伤杂志,
2012,4(2):93-94
[2]罗贝尔,陈晓,苏佳灿.胫骨平台骨折治疗进展[J].中国骨与关节损伤杂志,
2011,15(12):168-169
[3]陈超,刘英秀.21 例胫骨平台骨折的手术治疗体会[J].医学信息:上旬刊,
2011,11(8):172-173
[4]黄维琛,郭礼跃,吴修军,等.胫骨平台骨折 67 例手术疗效分析[J].贵州医药,
2011,14(11):135-136
[5]廖益辉,谭明,鲍飚,等.AO 分型中 C 型胫骨平台骨折手术治疗疗效观察[J].
中华临床医师杂志:电子版,2012,5(2):101-102

选用软件 SPSS16.0 对观察的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使用 t
对计量资料进行检验，使用 x2 对计数资料进行检验，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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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的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vulvovaginal candidiasis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杨美云
（河南省扶沟县人民医院，河南 扶沟，461300）
中图分类号：R2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1-0066-02

【摘 要】 目的：观察中西医结合治疗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的临床效果。方法：分析 130 例外阴阴道炎假丝酵母菌病患者
的临床治疗资料，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分别使用中西医结合及单纯西医治疗，比较患者的治疗效果统计学差异。结果：治疗组
患者完成治疗后的治疗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具有明显统计学意义，患者的治疗效果优于对照组患者。结论：外阴阴
道炎假丝酵母菌病的治疗可以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进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临床可以进行推广使用。
【关键词】 中西医结合；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临床效果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Methods: The clinical treatment data of 130
patients were analyzed,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treated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respectively give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and modern medicine treatment, compared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efficiency of the treate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P<0.05), with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nclusio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coul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atient’s treatment effect, worthy of widely used.
【Keywords】 Integrative medicine; Vulvovaginal candidiasis; Clinical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34
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主要表现为强烈的阴痒、阴肿等症

龙胆草 20g，透骨草 50g，煎熬 30min，将汁液分 4 份，分别加

状，给患者带来非常大的身心痛苦，临床常规治疗主要通过抗

入明矾、雄黄各 7g 中，早晚各熏洗 30min，2d1 剂，连续使用 1

真菌药物对患者进行治疗，但其治疗效果却并不是十分理想，

周[1]，治疗疗程与对照组相同。完成疗程治疗后，按照临床疗效

治疗之间较长，患者的有效率较低。本文通过中西医结合对该

标准比较两组患者的整体治疗效果，采用统计学方法进行处理分

病症进行临床治疗分析，采用对比方法讨论中西医结合治疗的

析。本文疗效标准按照临床通用标准进行，分为治愈、好转和无

效果，详细报告如下。

效，治愈为患者症状消失，阴道分泌物消退；好转为阴道分泌物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基本消退，具有轻度炎症，症状减轻，真菌检查中镜检或细菌培
养转阴；无效为症状无好转，真菌检测呈现阳性。
1.3 统计学方法

文章选取我院 2011 年 3 月～2012 年 4 月间收治的外阴阴
道假丝酵母菌病患者 130 例，患者的年龄在 20～40 岁之间，
平均年龄为 34 岁，通过临床询问，患者的病症情况在 3d～3
个月之间，患者据具有不同程度的性生活史，没有使用过光谱
抗生素及激素药物治疗。130 例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外阴瘙痒、

文章所有数据均使用 SPSS17.00 统计学软件处理，采用方
差检验，以 P<0.05 为具有统计学差异。
2

结

果

治疗组和对照组均顺利完成 4 个疗程的治疗，患者治疗期

灼痛、性交痛等情况，部分患者的阴道分泌物呈现白色粘稠或

间没有出现并发症或不良反应情况。治疗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明

豆腐渣样，外阴可见红斑、水肿，抓痒患者具有明显抓痕，临

显高于对照组患者，P<0.05，患者在治疗 1 个疗程后就具有较

床检测患者阴道分泌物具有假丝酵母菌的芽生孢子或假菌丝，

为明显的好转，2～3 个疗程后，患者的阴道分泌物基本消退，

确诊为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按照随机原则，将 130 例患者

真菌检测结果转阴较多，与对照组形成较为强烈的差异，

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65 例，治疗组平均年龄 34 岁，对

P<0.05，详细的治疗效果比较情况见下表 1。

照组 34 岁，两组患者之间的病程、病史情况无统计学意义。
1.2 治疗方法

表 1 治疗组与对照组患者的详细治疗效果比较情况
组别

n

治愈

氟康唑 150mg 次/d 治疗，睡前使用达克宁栓 1 粒置入阴道深部，

治疗组

65

55

8

2

96.92

使用 1 周，并在第 2 月同样时间再次使用，连续治疗 2～4 个月。

对照组

65

33

15

17

73.95

<0.05

-

-

<0.05

治疗中对照组采用单纯西医治疗，在月经完后 3d 给予患者

治疗组患者在对照组治疗方法的基础上同步使用中医冲洗治疗，
采用防风、贯众、黄柏、苏梗、蛇床子、苦参、茵陈、花椒各 30g，

P值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下转 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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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气活血法联合外科手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 40 例
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lower extremity varicose veins by
the Yiqi Huoxue method with surgery
袁 东1 周 栋2
（1.兰州大学 2012 级研究生，甘肃 兰州，730000；2.兰州大学第二医院，甘肃 兰州，730000）
中图分类号：R54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1-0067-02
【摘 要】 目的：观察益气活血法联合外科手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疗效。方法：79 例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40 例和对照组
39 例。对照组采用大隐静脉高位结扎、小切口分段结扎术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自拟益气疏筋方口服药物。两组均
15d 为 1 个疗程，3 个疗程后统计疗效。
结果：
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7.5%，
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84.61%。
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结论：中药疗法联合手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疗效确切，并发症少，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益气活血法；手术；下肢静脉曲张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Yiqi Huoxue method with surgery on treating lower extremity varicose veins.
Methods: 79 cas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treated group (40 cases) and the control group (39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the great saphenous vein high ligation and small incision segmented ligation.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the self-made oral Yiqi Huoxue
recipe. 15 days for a course. 3 courses for each group.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treated group was 97.5%,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84.61%.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effect of the treated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TCM method plus surgery treatment has exact effect and little complication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Yiqi Huoxue method; Surgery; Lower extremity varicose vein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35
静脉曲张是常见的周围血管疾病，主要是发生在较低的四

膜功能正常，无血栓形成；③40～70 岁；④已经签署了知情同

肢浅表性静脉，如病情继续进展，当交通静脉瓣膜破坏后，可

意书并能坚持完成试验者。

出现踝部轻度肿胀和足靴区皮肤营养性变化，包括萎缩，脱屑，

1.2.3 排除标准

瘙痒，皮肤色素的沉着和皮下组织硬化，湿疹及溃疡。目前，

①糖尿病和其他严重的疾病；②下肢深静脉超声表现出严

西医对下肢静脉曲张多采用大隐静脉高位结扎、分段抽剥及交

重的不完整或深静脉血栓形成；③其他继发性因素所致的下肢

通支结扎术治疗，但疗效不高，且常伴一些术后并发症。在过

静脉曲张。

去的 2 年里，我们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 40 例下肢静脉

1.3 治疗方法

曲张的患者，并与 39 例纯手术组对比，观察结果如下。

1.3.1 对照组

1

材料与方法

1.1 一般情况
79 例患者均来自医院周围血管科住院患者，我们采用随机
排列的方法，奇数入治疗组，偶数入对照组。其中治疗组患者

采用大隐静脉高位结扎、小切口分段结扎术治疗。本组病
例除较大切口需缝合外，其余点式切口均不用缝合，术毕用弹
力绷带全腿加压包扎。
1.3.2 治疗组
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自拟方的益气疏筋方口服药物，由

40 例，男 22 例，女 18 例，年龄 41～70 岁，平均 56.6 岁，病

黄芪 30g，白术 12g，党参 12g，红花 12g，丹参 13g，乳香 9g，

程为 2～11 年，平均 5.2 年，单侧 31 例，双侧 9 例。在对照组

没药 9g，丝瓜络 30g，伸筋草 15g，寻骨风 13g，丁公藤 12g，

的 39 例患者中，20 名男性和 19 名女性，年龄 41～69 岁，平

制附片 9g，杜仲 12g，熟地黄 15g，甘草 3g。水煎取汁 300ml，

均 57.3 岁，病程为 2.1～10.3 年，平均 5.1 年，单侧 27 例，双

分早、晚 2 次温服。予祛痰解毒方煎汤浴足，药物组成：半夏

侧 12 例。两组一般情况无统计学意义（P>0.05）
。

15g，白芥子 9g，陈皮 12g，皂角刺 30g，桃仁 12g，红花 9g，

1.2 诊断依据

赤芍 15g，川芎 15g，蒲公英 12g，土茯苓 30g，蛇床子 9g，白

1.2.1 诊断标准

鲜皮 30g，川牛膝 15g，花椒 6g，艾叶 15g，桑寄生 15g，独活

西医诊断根据《临床疾病诊断依据治愈好转标准》的项目。

12g，威灵仙 30g，升麻 9g。每剂水煎 400ml 原液，用 10L 40℃～

中医诊断参照《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中臁疮的诊断标准确诊，

45℃的温水稀释，保持温度恒定，浸泡双足，未浸及部位用毛

并结合临床辨证为心脾不足，气滞血瘀型，证见溃疡多呈黯黑色

巾蘸药液湿敷。3 次/d，30min/次。

或淡红色，边皮肤紫黑色常伴散在硬结，下肢肿胀、有乏力、沉

1.3.3 疗程及其他

重感，舌质暗紫边有齿痕，脉浮缓而芤或沉涩紧。
1.2.2 纳入标准
①符合中西医诊断标准；②下肢深静脉超声提示深静脉瓣

两组均 15d 为 1 个疗程，3 个疗程后统计疗效。治疗期间
患者卧床休息，患肢抬高与床面成 30°。
1.4 疗效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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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根据《临床疾病诊断依据治愈好转标准》拟定。治愈：患
肢久站沉重、肿胀、疼痛等症状消失，色素沉着改善，足背部

无效：经治疗 3 个疗程后，症状、体征均无改善。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3.0 统计软件来读取数据，使用 x2 测试。

水肿消失，观察 3 个疗程下肢静脉隆起、扭结成团改善。显效：
患肢久站后沉重、肿胀、疼痛等症状消失，色素沉着改善，足
背部水肿减轻但仍有轻度浅静脉扩张、弯曲。有效：患肢久站

2

结

果

见表 1。

后沉重、肿胀、疼痛好转，但浅静脉扩张、弯曲未见明显好转。
表 1 两组主要症状、体征、舌象及脉象改善率比较 [%（改善例数/治疗前例数）]
组别

例数

皮肤紫黑

疼痛

散在硬结

下肢水肿

下肢乏力沉重

舌象

脉象

治疗组

40

93.93（31/33）

85.29（29/34）

87.50（28/32）

89.65（26/29）

80.00（28/35）

87.50（35/40）

82.50（33/40）

对照组

39

70.00（21/30）

64.28（18/28）

61.29（19/31）

56.52（13/23）

66.67（22/33）

33.33（13/39）

28.20（11/39）

2.1 两组主要症状、体征、舌象及脉象改善率比较
由表 1 可见，两组主要症状、体征、舌象及脉象改善率比

停留而瘀，血活而不瘀，气通血活，何患疾病不除”。本病病
本在心，心主血脉，脾主肌肉，血脉肌肉受损日久则心脾不足。

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组优于对照组。

因此，下肢静脉曲张的病机为心脾不足，气虚血瘀，在治疗上

2.2 两组疗效比较

应补气行气、活血化瘀，我们采用自拟益气疏筋方口服治疗。

治疗组 40 例，治愈 28 例，好转 11 例，无效 1 例，总有

益气疏筋方中黄芪、白术、党参益气扶正；赤芍、乳香、丹参、

效率 97.5%。对照组 39 例，治愈 24 例，好转 9 例，无效 6 例，

红花、没药活血止痛，散结消肿；伸筋草、寻骨风、丝瓜络舒

总 有 效 率 84.61%。 两 组 总 有 效 率 比 较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筋活络，搜风定痛；制附片、杜仲、川牛膝、熟地黄滋补肝肾，

（P<0.05）
，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

助阳通脉；甘草调和诸药。全方以益气活血、通络导滞，旨在

3

讨

整体调理，以复气血之平衡，中药现代药理研究表明，黄芪、

论

党参增强机体免疫力；丹参、白术有扩张血管的作用，对多种

下肢静脉曲张系因下肢浅静脉瓣膜关闭不全，使静脉内血

细菌有抑制作用；赤芍具有抗炎作用；丝瓜络、伸筋草具有抗

液倒流，远端静脉淤滞，继而病变静脉壁扩张、变性，出现不

菌、轻度利尿作用。本研究结果表明，点式剥脱术配合中药疗

规则膨出和扭曲，引起下肢浅静脉淤血，局部皮肤营养障碍，

法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疗效确切，并发症少，值得临床推广。

久治不愈而出现溃疡。传统的手术治疗效果肯定，但创伤大、
影响美观、恢复较慢，且下肢浅静脉为血液回心通道，大隐静

参考文献：

脉为其主干，手术去除后易造成血液回流障碍，使部分患者下

[1]陈孝平.外科学[M].2 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761-762

肢肿胀或加重原有肿胀，同时手术损伤淋巴系统，造成部分患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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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溃疡反复发作。

1994: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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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治疗组患者的治愈率、有效率等

论

都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P<0.05）
，具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

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在临床属于多发病症，与患者的

中西医结合过程中，中医通过熏洗，有效的完成对患者的清

生活习惯、性交健康度等都具有一定的关系，在患者发病之

热、燥湿、杀虫、止痒，而西医药物有效的完成对患者真菌

后，会给患者带来较大的影响，阴部肿胀、瘙痒会导致患者

的消灭，有效的完成患者阳性转为阴性的治疗，联合治疗后

的生活出现较大的困扰。从临床角度来看，这种病症主要就

患者的有效率达到 96%以上，效果非常明显。因此，在临床

是患者真菌感染，造成患者外阴、阴道感染，出现的病症，

对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的治疗期间，可以推官中西医结合

常规治疗通过抗真菌药物进行治疗，需要时间较长，通常在

的治疗方法，提升患者的治疗效果，减少患者的治疗时间。

4 个疗程左右，患者的病症可以出现好转及痊愈，但仍有部
分患者治疗无效，而该病症 4 个疗程需要 4 个月的时间，这

参考文献：

就造成患者的治疗周期较长，治疗效果不是非常理想，仍然

[1]高学敏.中药学[M].2 版.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157-237

会给患者带来较强的影响。中医辨证角度来看，该病症为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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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循肝下注，造成阴阳、阴肿，治疗通过清热燥湿，杀虫止

中医中药杂志,2010,31(1):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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痒就可以有效的对患者的病症进行有效治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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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更年期综合征 51 例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51 cases of menopause syndrome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何明清
（河南省周口市中医院，河南
中图分类号：R271.11+6

文献标识码：A

周口，466000）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1-0069-02

【摘 要】 目的：观察中药黄芩汤合百合地黄汤加减与雌激素联用治疗更年期综合征的治疗效果。方法：将 102 例更年期综
合征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51 例和对照组 51 例，治疗组给予中药黄芩汤合百合地黄汤加减与雌激素联用治疗；对照组只给予雌激
素治疗。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 92.1 %，对照组为 39.2 %，且治疗组效果好于对照组。结论：中药黄芩汤合百合地黄汤加减与小
剂量雌激素联用治疗更年期综合征有明显疗效。
【关键词】 更年期综合征；滋肾法；中西医结合治疗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clinical effects of the Huangqin decoction and the Baihe Dihuang decoction plus estrogen for
menopause syndrome. Methods: 102 menopausal syndrome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51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TCM medicine with estrogen therapy, while the control was given estrogen therapy.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92.1% in the treated group and 39.2% i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The Huangqin decoction and the Baihe Dihuang decoction
plus estrogen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reating menopausal syndrome.
【Keywords】 Menopausal syndrome; Zishen method; Integrative medicin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36
更年期综合征[1]是因体内雌激素水平下降而引起的一系列

汤合百合地黄汤加减，方药组成：生地 18g，黄芩 12g，苦参

症状。更年期妇女，由于卵巢功能减退，垂体功能亢进，促性

10g，百合 12g，麦冬 12g，黄连 12g，淫羊藿 10g，水煎服，1

腺激素分泌过多，致内分泌系统、植物神经及心血管系统功能

付/d，早晚分服。

紊乱，引发的一系列程度不同的体征和症状，如潮热（烘热）

1.3 疗效标准
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2]。治

汗出、情绪变化、月经变化、心悸、失眠、乏力、抑郁、多虑，
注意力不集中等，称为“更年期综合征”。我科采用中药黄芩

愈：临床症状消除；好转：临床症状减轻一半以上；无效：治

汤合百合地黄汤加减与雌激素联用治疗更年期综合征效果理

疗前后无变化。

想，现回顾性总结如下。
1

2

材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我院 2004 年 11 月～2006 年 11 月期间的住院及门诊的 102
例符合文献[1]诊断标准的女病人，随机分为治疗组及对照组：
其中治疗组 33 例，且年龄在 44～56 岁，大致平均在（50±1）
岁之间；而且病程在 2～12 年，大致平均在（8±3.1）年之间；

治疗结果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治疗组 51 例，治愈 32 例，好转 15 例，

无效 4 例，总有效率 92.1%；对照组 51 例，治愈 5 例，好转
15 例，无效 31 例，总有效率 39.2%；两组总有效率比较有明
显差异（P<0.05）
。
3

讨

论

对照组 51 例，且年龄 45～58 岁，大致平均在（51±3）岁之

妇女更年期为妇女卵巢功能逐渐消退到完全消失或卵巢

间；而且病程在 2～11 年，大致平均（7.5±1.1）年之间。治

切除后的一个过渡时期，也是妇女自生育旺盛的性成熟期逐渐

疗组及对照组在性别年龄病程等上无显著差别（P>0.05），明

过渡到老年期的一段时期，一般发生于 45～55 岁之间，属中

显具可比性。

医“绝经前后诸证”包括现代的“更年期综合征”中医认为，

1.2 治疗方法

肾气是女性生理活动的根本，肾气的盛衰与人的生长、发育、

对照组只采用西药替代疗法：口服尼尔雌醇片开始 4.5mg/

生殖密切相关。肾气日衰，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人

次，每 12d 1 次，症状好转后 14d 服 1.5mg，服药都不超过半

体调节阴阳的功能衰竭，以致阴阳平衡失调，一部分妇女这段

年。如果患者是绝经者，每 90d 服安宫黄体酮片 1 次，9mg/ 次，

时间内不能适应，由此出现潮热（烘热）汗出、情绪变化、月

服 9d 后停药；治疗组在激素替代疗法的基础上加用中药黄芩

经紊乱在内的不同程度的临床表现，故中医称“绝经前后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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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证”
。更年期综合征最早出现的症状是盗汗、潮热、情绪变化，

但本人临床体会其性味为甘温偏平，温而不燥，实为补肾佳品，

潮热开始于胸部，再上行至颈面、背后，汗出后热消，规律性

且药理研究表明淫羊藿具有雄性激素样作用，又能促进卵巢功

明显，发作于激动、急躁时；情绪变化多为易怒，易激动，无

能的作用。综上以黄芩汤合百合地黄汤为主加减，取养阴补血

故哭泣，多愁善感，烦躁不安等。此外，还有失眠、多梦、记

滋肾、清心安神定志、交通阴阳水火的之作用，治更年期综合

忆力减退、头晕、耳鸣、头痛、腰酸、腿痛、月经紊乱等症，

征，使阴虚得养，肾气得充，心肾、水火既济，心火得清，肝

肾气虚衰，天癸竭尽，绝经前后精气衰退，肾阴不足，肾阴虚

阳得平，心神、肝气复常，所以中药黄芩汤合百合地黄汤加减

不能上济心阴，心阴失养，心阳独亢，心火偏旺，故心肾不交，

与雌激素联用治疗，临床往往能取得良好效果。

所以潮热、急躁、心悸、心烦失眠、盗汗等心阴不足、心神失
守、心火独亢的表现。故病因为肾虚，心肾不交。肾气虚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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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肢丹毒中医药内外合治的临床效果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lower limb erysipelas in TCM internal and
external therapy
赖韵良
（湖南省永州市双牌县中医院，湖南 双牌，42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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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下肢丹毒患者中药内外合治的临床效果。方法：对我院 2011 年 2 月～2013 年 2 月收治的 64 例下肢
丹毒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观察组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为 92.8%，对照组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为 75%。和对照
组相比，观察组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较高，二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的复发率为 6.3%，对照组患者的复
发率为 25%。和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的复发率较高，二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下肢丹毒患者中药内外合治
能够显著提升对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同时有效降低复发率，具有良好的临床效果，值得在临床广为推广。
【关键词】 下肢丹毒患者；中药内外合治；临床效果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CM internal and external therapy in treating lower limb erysipelas.
Methods: clinical data of 64 patients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in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11 to February 2013.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2.8%; the control group was 75%.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reatment was
higher. The recurrence rate was 6.3%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other was 2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recurrence rate was
higher in observation group,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in two groups. Conclusion: There is a significantly improved
clinical effect in TCM internal and external therapy, which effectively reduces the recurrence rate, and is worthy of a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Lower limb erysipelas; TCM internal and external therapy; Clinical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37
下肢丹毒是一种急性感染性疾病，在临床极为常见，西医又称
急性网状淋巴管炎。血分有热、外受火毒、郁阻肌肤是其形成的主
要原因，大部分患者会兼加湿热，常伴有发热等全身不良症状。清
热利湿是临床对其治疗时坚持的原则[1]。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我院
2011 年 2 月～2013 年 2 月收治的 64 例下肢丹毒患者的临床资料，
运用中药内外合治治疗取得了令人满意的临床效果，现报告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1 年 2 月～2013 年 2 月收治的 64 例下肢丹毒
患者，所有患者经青霉素皮试均为阴性，均有下肢局部红肿热
痛、伴高热、头痛等全身症状，实验室检查中性粒细胞和血白
细胞计数均增高；将合并糖尿病、下肢深静脉疾病及重要脏器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JCM 中医临床研究 2013 年第 5 卷 第 11 期

-71-

功能不全等患者排除在外。其中有 18 例男性患者，14 例女性
患者，年龄在 35～75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55.31±2.56）岁；
病程在 1d～7 年之间，平均病程为（3.51±2.14）年。有 5 例
患者合并足癣，1 例患者下肢外伤致皮肤破损，1 例患者患肢
浅静脉曲张。将这些患者随机平均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32 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合并症等方面的差异均
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2.2 两组患者的复发率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复发率为 6.3%，对照组患者的复发率为
25%。和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的复发率较高，二者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
。具体情况如表 2 所示。
表 2 两组患者的复发率比较 [n（%）]

1.2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入院后均以卧床休息为主，抬高其患肢。静脉运
用 800 万 U 的青霉素，1 次/d，连续运用 10d。如果患者有继
发现象，则对其原发病进行积极有效的治疗[2]。给予对照组患
者西药治疗。给予本组患者常规抗生素治疗的基础上，在患者

例数

复发

未复发

32

2（6.3）

30（93.8）

对照组

32

8（25.0）

24（75.0）

注：P<0.05。

3

讨

论

丹毒是一种急性网状淋巴管炎，诱发因素为 β-溶血性链球

的患肢外敷林州市亚神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批号为 H20023385
[3]

组别
观察组

的 50%的硫酸镁 ；给予观察组患者中药内外合治治疗。嘱咐

菌向皮肤侵入及粘膜内有网状淋巴管，主要特点是皮肤突然发

本组患者充分卧床休息，多饮水，禁止吃辛辣、油炸等刺激性

红、热如火烧等。《素问·至真要大论》是其病名的出处，又

食物，如果患者的下肢肿胀渗出，则将其患肢适当抬高。在中

被称为天火、火丹，具有较快的起病速度和蔓延速度，一般情

药内服方面，给予患者龙胆泻肝加减，具体药方为：车前子 30g，

况下不化脓，组织坏死的情况也很少出现，面部、下肢是其好

黄芩 15g，龙胆草 10g，通草 6g。如果患者有恶寒发热症状，

发部位。如果患者反复发作，就会阻塞淋巴管，增加皮肤的厚

则将板蓝根 20g，柴胡 15g，黄连、薄荷、升麻各 10g 加入其

度，促进象皮肿的形成。西医临床在对其进行治疗时通常只给

中；如果患者有局部红赤肿胀、灼热疼痛症状，则将滑石、丹

予患者抗生素治疗，常常达不到较好的治疗效果，并且具有相

参、薏苡仁、淮山药各 30g，土牛膝、黄柏各 15g 加入其中。

对较高的复发率。丹毒常突然发病，因此要想对丹毒进行有效

用水煎服，1 剂/d，服用 2 次/d，早晚各 1 次；在中药外用冷湿

的治疗，在发病早期就积极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至关重要。运

敷方面，取龙胆草、白头翁、黄芩、苦参、仙鹤草、九里光各

用中医辨证治疗，应该尽可能在短时间内促进患者局部炎症的

30g，将其在冷水中进行 1h 的浸泡，并煮沸 15min，倒出药液，

有效减轻，对病情恶化的情况进行阻止。龙胆泻肝方加减汤中

冷却之后用药液浸湿无菌纱布，然后将其湿敷于患者的患处，

的龙胆草、薏苡仁的主要功用是清热燥湿，车前子、滑石等的

1～2 次/d，期间应该清洗干净皮肤，完成后充分通风干燥[4]。

主要功用是清热利尿，促使患者通过排小便排除下焦湿热，淮

两组患者均 1 周为 1 个疗程，治疗 2 周 2 个疗程后对其临床疗

山药的主要功用是健脾养阴，土牛膝的主要功用是凉血、引热

效进行评定和比较。如果患者的白细胞计数明显增高，则应及

下行，丹参的主要功用是凉血活血，黄芩、金银花等得主要功

时给予其相应抗菌药物治疗。

用是解毒燥湿，这些药物联合使用，再配合中药经验方冷湿敷，

1.3 疗效评定标准

能够起到清热解毒、抗菌消炎等功用，从而促进患者治疗有效

依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疑病症诊断疗效标准》
，如果患者

率的显著提升[6]。同时，中药内外合治还能够促进患者病程的

的全身和局部症状消退，则评定为显效；如果患者的全身症状消

显著缩短，对患者出现并发症或后遗症等情况进行有效的预防

退，局部症状部分消退，则评定为有效；如果患者的全身和局部

和避免，在丹毒的治疗中具有无比的优越性。

症状均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出现“陷证”
，则评定为无效[5]。
1.4 统计学处理
运用 SPSS20.0 统计学软件对所有数据进行处理。用率或
百分比表示计数资料，用 x2 检验组间比较。如果 P<0.05，则

结

值得在临床广为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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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例数

观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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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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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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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

无效

总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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眩晕病的中医辨证及治疗
TCM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of vertigo
陈小凤
（甘肃省陇南市武都第一人民医院，甘肃 陇南，74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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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回顾了各个历史时期对中医眩晕的认识及治疗，探讨了眩晕的病因病机，并从中医角度论述了眩晕各种辨证
及治疗方法。
【关键词】 眩晕；中医；辨证及治疗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CM recognition and mechanism of vertigo were reviewed; Treatment and differentiation also were
summarized.
【Keywords】 Vertigo; TCM;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38
中医对“眩晕”的认识有自己的认识，它认为“眩”是指
眼花或眼前发黑的自觉症状；“晕”是指头晕或感觉自身或外
界景物旋转的自觉症状。因二者常同时并见，故统称为“眩晕”。
1

不同历史时期中医对“眩晕”的认识

使头目失养而致“眩晕”
），总之，风、火、痰、湿、瘀扰乱清
空，髓海空虚、气血不足清窍失养等都是导致“眩晕”的因素。
3

辨证论治

3.1 肝阳上亢证

“眩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认识：如《内经》认

症状：眩晕，耳鸣，头目胀痛，头胀，口苦口干，每因劳

为“诸风掉眩，皆属于肝”
。
《灵枢》有“上虚则眩”
，
“上气不

累、恼怒而诱发并加重，伴面红目赤，心烦失眠，急躁易怒，

足，脑为之不满，……头为之苦倾，目为之眩”
；
“髓海不足，

舌红苔黄，脉弦数。

则脑转耳鸣，胫酸眩冒”等。
东汉张仲景认为“眩晕”于“痰饮”有很大的关系，并创
设“苓桂术甘汤”
、
“小半夏加茯苓汤”等方剂进行治疗。隋唐

治法：平肝潜阳，熄风泻火。
方药：天麻钩藤饮加减，天麻 10g，钩藤 15g，白芍 15g，
夏枯草 10g，栀子 10g，丹参 30g，牛膝 15g，白蒺藜 15g，石

时代，
《诸病源候论•风病诸候•风头眩候》云：
“风头眩者，由

决明 30g，菊花 10g，黄芩 10g；方义分析：肝阳上亢证多见于

血气虚，风邪入脑，而引眩故也”。其后孙思邈认为“眩晕”

平素肝肾不足，时有眩晕，每因情志、劳累等因素诱发并加重。

于“风”
、
“热”
、
“痰”有关，但以风作为主要病因。

中医治病强调“急”则治“标”，“缓”则治“本”。此证肝风

刘河间认为“火本动也，火得风自然旋转”，注重熄风降

肝火上扰，为“标”为“急”
，肝肾不足为“本”为“缓”
。治

火；朱丹溪认为“无痰不作眩”。可见隋唐至金元对眩晕的治

当平肝潜阳，熄风降火为先，方中天麻、钩藤、白蒺藜平肝熄

疗基本从风、痰、火着手，很少涉及本虚。

风；石决明重镇潜阳；白芍柔肝敛阴，平抑肝阳；夏枯草、菊

明清时期，人们对“眩晕”的认识比较完善，华岫云阐发

花、黄芩、栀子清肝泻火；丹参、牛膝凉血化瘀；牛膝兼能引

叶天士治法，提出“肝胆风阳上冒”的论点，认为“症有夹痰、

火下行。诸药合用，共奏平肝潜阳，熄风泻火之功。

夹火、中虚、下虚”之不同，治有“治胆、治胃、治肝之分”，

3.2 痰湿中阻证

尤其提出的“中虚则兼用补气”，
“下虚者，必从肝治，补肾滋
肝，育阴潜阳，镇摄之治是也。”这些观点对治疗“眩晕”很
有指导意义。
2

病因病机
现代中医认为“眩晕”的病因病机为情志不遂（如忧郁恼

证候：眩晕，头重昏蒙，或伴胸脘满闷、恶心、呕吐痰涎，
食少多寐，舌淡苔白腻，或滑润，脉濡缓或滑。
治法：化痰祛湿，健脾和胃。
方药：半夏白术天麻汤加减，半夏 10g，白术 10g，天麻
10g，陈皮 10g，茯苓 20g，苡仁 15g，苍术 10g，竹茹 10g，葛
根 30g，泽泻 15g；方义分析：脾主运化，为生痰之源。脾气

怒导致肝郁化火损伤肝阴，从而使肝火上拢头目而致“眩晕”
）
、

亏虚，健运失职，痰湿内生，内阻清阳，使脾阳不升，浊气不

髓海空虚（如年老体衰或房过度而致肾精不足，髓海空虚而致

降，同时导致肝失条达，郁而化风，风痰上扰，发为眩晕。方

眩晕）、病后休虚（如久病体虚、饮食不节、忧思劳倦等耗气

中半夏燥湿化痰、和胃降逆，白术健脾化痰，天麻平肝熄风，

伤血致气血不足而“眩晕”
）
、饮食不节（如饮食不慎损伤脾胃，

三者配伍，健脾化痰、熄风止眩；陈皮理气化痰，茯苓、苡仁、

导致脾失健运，痰浊不化，阻遏清阳而致“眩晕”
）
、跌打损伤

苍术健脾渗湿，竹茹祛痰热、降逆气，葛根、泽泻相配，升清

（如因不慎外伤损伤经络，使气血瘀阻，气血不能上行头目，

（下转 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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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肠梗阻的效果观察及分析
Effect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on treating ileus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刘天基 罗春权
（高州市人民医院，广东 高州，525200）
中图分类号：R5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1-0073-02

【摘 要】 目的：观察中西医联合治疗肠梗阻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92 例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46 例。对照组使
用西医常规禁食、胃肠减压、抗感染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使用加味承气汤，100ml/次，口服或胃管注入，后夹胃管
2～3h，1 次/d。观测肠梗阻症状、治疗效果、肛门排气时间、腹胀腹痛缓解时间、不良反应。在治疗 5d 之后对其疗效进行判定。
结果：对照组总有效率 76.10%，观察组总有效率 93.40%，观察组总有效率优于对照组。肛门排气时间和腹胀腹痛缓解时间明显
短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中西医联合治疗肠梗阻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值得推广。
【关键词】 肠梗阻；加味承气汤；中西医结合；治疗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in treating ileus. Methods: 92 case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46 cases for each.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conventional modern fasting, gastrointestinal decompression, anti-infective
therapy,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the Chengqi decoction based on the treatment of the control group, 100ml one time, orally
or injected into the tube, later clamp tube 2～3h, 1 time a day. Intestinal symptoms, the treatment effect, anal exhaust time, bloating
abdominal pain time and adverse reactions were observed, after the treatment of five days, their effects were judged. Results: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3.40%, and was better than 76.10% of the control group. Anal exhaust time and abdominal
bloating relief tim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was good in treating ileus, worthy of promoting.
【Keywords】 Ileus; Chengqi decoctio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Treatmen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39
外科常见的急腹症之一就有肠梗阻，该病起病急、并且病

参照相关资料决定疗效判定标准为：治愈：肠梗阻症状表

情严重，临床处理非常困难，如果是急性结肠梗阻时必须型急

现和体征解除程度彻底，腹部 X 线片及 CT 检查结果均显示，

诊手术，由于不能做充分的肠道准备，临床治疗方案的选择直

肠梗阻征象已经消失，进食 3d 没有再次出现肠梗阻症状；有

接影响患者的预后。本文研究分析了中西医联合治疗肠梗阻的

效：肠梗阻症状表现和体征的缓解程度明显，恢复进食再次出

临床疗效，并发现其具有良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现肠梗阻症状；无效：肠梗阻症状表现和体征没有能够被有效

1

资料与方法

解除，甚至病情程度进一步加重，或有肠瘘形成。
1.4 统计学处理

1.1 一般资料
我院在 2010 年 6 月～2011 年 6 月收治的 46 结肠癌合并肠梗阻
患者，其中男 29 例，女 17 例，年龄 51～86 岁之间，平均年龄（65.4
±5.7）岁，其中右半结肠 12 例，左边结肠 21 例，直肠 7 例。
1.2 治疗方法
将所有患者平均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对照组采用西医常
规禁食、胃肠减压、抗感染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
使用加味承气汤，药方为：大黄 12g（后下）
，厚朴 10g，芒硝 5～
10g（冲服）
，槟榔 15g，大腹皮 15g，苏梗 5g；脾胃虚弱加木香、
白术；气血明显可加：党参 12g，一般不加。100ml/次，口服或
胃管注入，1 次/d。治疗 5d 后观察两组的症状治疗效果、肛门
排气时间、腹胀腹痛缓解时间以及不良反应。患者的诊断标准
为：①患者出现明显的腹痛、恶心、腹胀以及呕吐症状，并且
肛门排便和排气停止；②检查患者腹部有压痛感，并伴有肠鸣
音；③经过腹部 X 线检查，发现患者腹部出现多个气液平面。
1.3 判定标准

采用 SPSS13.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用均数标准差
（ x ± s ）表示计量资料，用 t 检验两组的计量资料比较，用
x2 检验两组计数资料的比较。
2

结

果

2.1 一般情况
两组性别、年龄、病程等一般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 1。
表 1 两组一般情况比较
项目

观察组（n=46）

对照组（n=46）

性别（男/女，n）

25/21

27/19

年龄（岁）

13～81

15～82

平均年龄（ x ± s ，岁）

38.9±6.7

36.7±4.8

病程

4h～6d

2h～5d

平均病程（ x ± s ，d）

（1.8±1.2）d

（2.1±1.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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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 5d 之后的疗效，观察组总有效率优于对照组，详见表 2。

临床疗效

表 2 两组患者肠梗阻症状治疗效果 [n（%）]
组别

n

治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46

14（30.40）

21（45.70）

11（23.90）

76.10

观察组

46

18（39.10）

25（54.30）

3（6.60）

93.40

2.3 肛门排气时间、腹胀腹痛缓解时间

组。详见表 3。

对照组和观察组肛门排气时间均有减短，观察组优于对照
表 3 两组肛门排气时间和腹胀腹痛缓解时间情况（d， x ± s ）
组别

n

肛门排气时间

腹胀腹痛缓解时间

对照组

46

5.25±0.58

5.66±1.17

观察组

46

2.16±0.47

2.94±0.82

2.4 不良反应
两组均未见不良反应。
3

讨

论

中医学理论认为，导致肠梗阻症状形成的主要原因包括气

以便能够对气液平面及肠管的变化情况进行准确了解。
参考文献：
[1]杨利群,陈哲宇.莱菔承气汤灌肠对术后腹胀的治疗作用[J].中国中西医结
合外科杂志,2009,9(3):194-195

滞、血瘀、寒凝、热结、湿阻、积食等几大方面，中医的基本

[2]尚晓滨,吴咸中,李东华,等.活血化瘀中药对清解通下中药增效作用的实验

病理学发病机制为不通则痛。该类患者在临床上多见实证、热

研究Ⅰ-治疗急性细菌性腹膜炎的实验观察[J].中国中西医结合外科杂志,

证，气机通降出现异常、气机出现闭阻。治疗应该以通腑泻热、

2009,12(2):93-94

急下存阴为基本原则，以使脾、胃、大肠的升降传导功能恢复

[3]尚晓滨,吴咸中,李东华,等.活血化瘀中药对清解通下中药增效作用的实验

正常状态，使气血津液的代谢功能逐渐恢复。
加味承气汤是中药中的行气祛瘀通下之剂，中医临床上主

研究Ⅱ-对急性细菌性腹膜炎大鼠肠粘膜通透性的影响[J].中国中西医结合
外科杂志,2009,12(2):127-128

要将其用于对阳明腑实证之痞、满、燥、实四证及脉实者进行

[4]李晓玉,钱培贤.辨证施治粘连性肠梗阻[J].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

治疗。该方剂主要具有峻下热结的治疗功效。临床实际应用结

2008,15(15):232-233

果表明：大承气汤随证加减，可以达到通腑泻热、活血化瘀的

[5]孟令建.中西医结合治疗单纯性肠梗阻 64 例[J].中国中西医结合外科杂志,

治疗效果，对肠道循环具有明显的改善作用，可以使机体的免

2010,16(13):208-209

疫力显著增强，使胃肠道功能得到改善，可使粘连性肠梗阻疾

[6]陈国卫,刘玉村.肠梗阻的手术适应证[J].中国实用外科杂志,2009,23(17):

病的临床治疗成功率得到显著提高。但在用药的过程中应患者

398-399

的病情变化情况进行密切观察。当频繁呕吐、腹痛加剧等症状
出现时，应立即停止用药。注意对立位腹部平片进行定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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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浊。诸药合用，共奏补气健脾，化痰熄风之功。
3.3 肾精不足证
证候：眩晕，日久不愈，伴神疲健忘，腰酸膝软，耳鸣目
涩，潮热盗汗，舌体瘦小，舌红少苔，脉细或数。

治法：补益气血，调养心脾。
方药：归脾汤加减，黄芪 30g，党参 15g，白术 10g，陈皮
10g，升麻 10g，当归 15g，白芍 15g，柴胡 10g，葛根 30g，川
芎 10g，丹参 15g，甘草 10g；方义分析：中医认为脾胃为“气

治法：滋补肝肾，填精益髓。

血生化之源”，气血亏虚者，源于脾气亏虚，化源不足，气虚

方药：左归右归丸加减，熟地 30g，山萸肉 15g，山药 15g，丹

清阳不升，血虚脑海失养，发为本病。

皮 10g，云苓 10g，泽泻 10g，枸杞 10g，菊花 10g，葛根 15g，川

方中黄芪补中益气，升发清阳；党参、白术补气健脾；当

芎 15g，丹参 30g；方义分析：肾主骨而生髓上充，脑为髓之海。

归、白芍补血；陈皮理气和胃；升麻、柴胡、葛根升发清阳；

肾精不足，脑海失养，发为本病。方中熟地、山萸肉、山药滋养肾、

因虚久必瘀，故配川芎、丹参祛瘀生新。诸药合用，益气养血，

肝、脾之精血，为“三补”
；泽泻、丹皮、云苓为“三泻”
，以防滋

升阳化瘀。

补太过；枸杞、菊花滋补肝肾、益精明目；葛根升发清阳；川芎、

总之，本病的病因病机可概括为风、火、痰、瘀、虚。肝

丹参行气活血。诸药合用，补肝肾，益精血，兼以活血，眩晕得除。

肾不足，气血亏虚为本虚，风、火、痰、瘀为标实。但疾病的

3.4 气血亏虚证

发作、发展是复杂的，临床常有不同证候并现，或证候转化现

证候：眩晕，劳累加重，伴少气懒言，面色恍白，唇甲不
华，心悸少寐，纳呆腹胀，舌淡体胖苔白，脉细弱。

象，故处方用药需灵活掌握。
编辑：李妍 编号：EA-13010953（修回：2013-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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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髋关节滑膜炎的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hip synovitis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张尊旭 1 王会超 2
（1.河南省鹿邑县中医院，河南 鹿邑，477250；2.河南中医学院 2010 级研究生，河南 郑州，450002）
中图分类号：R32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1-0075-02

【摘 要】 目的：观察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髋关节滑膜炎的疗效。方法：通过对我院自 2002 年 1 月～2010 年 9 月收治的 47
例髋关节滑膜炎患者进行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进行治疗后并随访。结果：治疗后 47 例患者中有 39 例患者疼痛完全消失。在随访中
1 例患者因活动度较大出现疼痛、休息后症状减轻。结论：中西医结合治疗髋关节滑膜炎疗效确切，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中西医结合；髋关节滑膜炎；临床观察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on treating hip synovitis. Methods: The 47 patients
with hip synovitis were observed and follow-up, received from January 2002 to September 2010.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pain of
patients completely disappeared in 39 cases. One case of pain appeared again in the follow-up and the symptoms relieved for a time.
Conclusio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had clinical efficacy on treating hip synovitis, worthy a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Integrative medicine; Synovitis of the hip; Clinical observ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40
髋关节滑膜炎由多种原因引起，以髋关节肿痛、活动受限
为主要表现，在临床中比较常见。我科自 2002 年 1 月～2010

髋，用可见光照射辅助药效渗透。
2.4 西药治疗

年 9 月收治髋关节滑膜炎患者 47 例，采用中西医结合方法进

对于 6 例关节肿胀明显、白细胞及血沉升高患者，常规应

行治疗取得满意疗效，现报告如下。

用青霉素 240～480 万单位静脉输入，1 次/d，5d 为 1 个疗程。

1

3

临床资料

治疗结果
本组 47 例患者，治疗时间最短 1 周，最长 4 周，治疗后

1.1 一般资料
本组 47 例，男 29 例，女 18 例。最小年龄 4 岁，最大 52

疼痛症状均有好转，活动受限者活动度得改善，其中 39 例患

岁，平均（9.3±0.4）岁，病程最短 1d，最长 37d。单侧发病

者疼痛完全消失。治疗后 3 个月随访，1 例患者在出院后因活

44 例，双侧发病 3 例。发病前有上呼吸道感染者 11 例，有受

动度较大再次出现左侧髋关节疼痛、休息后症状减轻。

伤史及活动量大者 31 例，无明显诱因者 5 例。
1.2 临床表现

4

讨

论

47 例患者均有髋部疼痛、活动受限，重者髋关节肿胀、跛

髋关节滑膜炎多为髋关节骨性关节炎、风湿、类风湿性疾

行、患肢假性增长；“4”字实验阳性，Thomas 试验阳性；实

病、股骨头坏死等病变在滑膜组织的一种特定表现，其病因尚

验室检查见 3 例白细胞及血沉增高，细菌培养阴性；X 线示：

不清楚。单纯的髋关节滑膜炎可能与感染、外伤或劳累有关[1]，

无骨性结构异常，部分患者双侧髋关节间隙不等宽；彩色 B 超

多见于 3～10 岁儿童，近年来成人患病率有所提高。滑膜组织

显示髋关节关节腔内有不同程度积液。

内血管及神经丰富，外伤、感染或其他病变引起的炎症刺激导

2

治疗方法

2.1 基本治疗
卧床休息，儿童及痛甚者行患侧皮牵引。
2.2 中药口服
党参 15g，茯苓 12g，炒白术 10g，赤芍 9g，当归 9g，川

致滑膜部出现炎症反应，炎性介质的刺激造成肌肉痉挛、滑液
分泌与吸收失调，从而导致局部肿胀与疼痛的出现。因此，有
学者主张以抗炎作为该病的主要治疗目的[2]。中医将该病归属
于痹症范畴，有学者以健脾益肾、利水渗湿、活血化瘀等法治
疗该病取得满意疗效[3]。我们运用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在
缓解疼痛、改善髋关节活动度、防止病情进一步发展方面取得

芎 9g，木瓜 6g，元胡 6g，生地 9g。肿痛甚者加桃仁 6g，红花

了满意的效果。首先需明确诊断，排除股骨头坏死及其他疾病，

6g，制乳没各 3g；发热及白细胞高者加金银花 10g，蒲公英

然后依据患者病情，卧床休息或牵引制动同时配合适当活动，

10g。1 剂/d，分 2 次，200ml/次，口服。

以促进髋关节滑膜对关节液分泌与吸收的平衡，以求达到减少

2.3 中药熏洗及外敷

关节内积液降低关节内压的目的。考虑该病多由气滞血瘀、脾

川芎、当归、大黄、薄荷、海桐皮、红花、透骨草熏蒸 2

虚湿胜等原因所致，给予健脾益气、活血化瘀中药等中药，方

次/d，0.5h/次。上药打碎，以蜂蜜调为糊状在不熏蒸时敷于患

用四君子汤与四物汤加减。运用活血化瘀、祛湿止痛的川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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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当归、红花等中药熏蒸可使药物通透肌肤、直达病所，增加疗

热效应本身也具有促进血管扩张、增强细胞通透性，加快组织

效。熏洗方中川芎具有活血祛瘀，祛风止痛之功效；当归具有

代谢从而改善微循环的功能，最终可以起到消肿、止痛、消炎

补血活血，通经止痛的作用，有研究认为当归中的阿魏酸钠成

及改善关节活动度的作用。

分则可以扩张血管改善血液循环同时增强巨噬细胞吞噬功能

参考文献：

从而起到抗炎作用；大黄味苦性寒，具有祛瘀攻积之功效，可
用于瘀血凝滞、跌打损伤、瘀滞作痛等症状；薄荷可疏肝行气，

[1]张敏刚,王继孟.髋关节滑膜疾病[J].山东医药,2003,43(21):52-53

现代药理认为其具有抗炎抗病毒及促进透皮吸收侧作用；海桐

[2]齐立强,等.译.美国骨科专家临床会诊[M].天津:科技翻译出版社,2002:

皮可以祛风除湿、通经络、达病所；红花中的红花素能够改善

155-156

微循环、促进瘀血及积液吸收；透骨草可舒筋活络、活血止痛

[3]刘召勇.中医辨证治疗儿童暂时性髋关节滑膜炎[J].中医正骨,2007.2(19):36-

用治筋骨一切风湿疼痛挛缩。这些药物通过熏蒸共同作用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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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外伤后综合征患者应用归脾汤加减治疗疗效分析
Effect analysis of treating traumatic brain injury syndrome with
the Guipi decoction
钟 波 刘艳红
（潍坊医学院附属益都中心医院，山东 潍坊，262500）
中图分类号：R65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1-0076-02

证型：GDA

【摘 要】 目的：观察归脾汤对脑外伤综合征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本院 2010～2012 年收治的脑外伤综合征患者 30 例为
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给予归脾汤治疗，随症加减，20d 为 1 疗程；2 个疗程后根据患者临床有效率和患者治疗前后生活质量评分
评估其临床疗效。结果：临床有效率：经 2 个疗程的治疗，治愈 2 例，显效 17 例，有效 10 例，无效仅 1 例。总有效率为 96.7%。
生活质量：治疗后，患者生活质量评分（51.1±11.4）分，显著高于治疗前（11.4±7.13）
（P<0.001）
。结论：归脾汤临床治疗脑外
伤综合征，疗效确切，可显著改善患者临床体征和主诉症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具有较高的临床推广价值。
【关键词】 归脾汤；脑外伤综合征；临床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the Guipi decoction on treating traumatic brain injury syndrome. Methods: 30
patients with traumatic brain injury syndrom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2010 to 2012 were selected for study object, all patients were
given Guipi decoction, 20 days for a course of treatment. After two courses, to compare the clinical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to assess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Guipi decoction. Results: After two courses of treatment, 2 cases were cured,
markedly effective 17 cases, effective 10 cases, invalid 1 case,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96.7%. After treatment, patients’quality of life score
(51.1±11.4)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before treatment (11.4±7.13) (P<0.001). Conclusion: Guipi decoction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treating traumatic brain injury syndrome, worthy of a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Guipi decoction; Traumatic brain injury syndrome; Clinical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41
脑外伤综合征又称脑外伤后神经官能症，系由机械性损伤

人意。研究表明，中医辨证论治在脑外伤综合征的临床治疗中

后病理表征持续性存在所致；因其神经系统检査缺乏典型征

彰显出较高优势；本院选取脑外伤综合征患者 30 例，根据其

象，患者临床表现形式多样，在致病因素和发病机制的定义上，

主诉症状，以补虚组方归脾汤加减治疗，取得了良好疗效，报

尚无统一意见。研究结果显示，患者多以头痛、眩晕、失眠、

告如下。

多汗、心悸、记忆力衰退等植物神经紊乱样症状为主要临床表
现，部分患者可见烦躁、抑郁、意识障碍等情志病变。且多数
患者的主诉症状严重程度常超出临床检查结果，常规西医治疗
方案在药物选择和配比上存在较大限制，最终治疗效果易差强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 2010 年 4 月～2012 年 11 月收治的门诊患者 30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JCM 中医临床研究 2013 年第 5 卷 第 11 期

-77-

例为研究对象；其中男 24 例，女 6 例；年龄 19～75 岁，平均

1.3 观察指标和评价标准

（34.4±12.7）岁；病程 2 个月～3 年，平均（1.4±0.4）年。

1.3.1 临床有效率

临床表现：头痛、眩晕 13 例；失眠 7 例；心悸、多汗 11 例；

根据患者临床体征和主诉症状改善率将其治疗疗效分为

记忆力衰退 9 例；情绪失调 7 例；意识障碍 3 例。诊断标准：

四个标准：①痊愈：患者临床体征和主诉症状均完全消失，生

所有患者均符合《神经系统疾病诊断治疗学》中的脑外伤后综

活和工作步入正轨。②显效：患者临床体征和主诉症状显著改

合征诊断标准；其中失眠患者符合《CCMD-3 中国精神障碍分

善，生活和工作基本可正常进行。③有效：患者临床体征和主

类与诊断标准》中关于失眠症的诊断标准；心悸患者符合《中

诉症状有所改善，对生活和工作稍有影响。④无效：患者临床

医内科学》中心气不足引起的心悸的诊断标准。经神经系统和

体征和主诉症状治疗前后无变化或加重。

头颅 CT、五官科相关检查均无无神经系统器质性损伤，并排

1.3.2 患者生活质量

除眼、鼻、颈椎病变或颅内占位性病变引发的头痛。
1.2 治疗方法

自制生活质量量表，包括学习、记忆、生活、工作、情感、
睡眠等 6 个方面；各单项指标满分均为 10 分，即以 0 代表极

临床基本方药为：人参（或太子参）20g，黄芪 20g，炒白
术 15g，木香 6g，酸枣仁 30g，菖蒲 10g，远志 9g，炙甘草 6g，

差，以 10 代表满意；由根据自身感知自行填录，总分 60 分。
1.4 统计学方法

生姜 3 片，大枣 5 枚。失眠患者，加党参 15g，当归 10g，茯
神 20g，木香 4g，龙眼肉 15g，夜交藤 30g，灵芝 10g；顽固性
失眠或惊悸多梦者，追加朱砂 3g、琥珀末 6g。频发嗳气者，
加佛手 10g，紫苏梗 10g。心烦、口苦者，加丹皮 10g，黄连
15g。纳呆、苔腻者，加半夏 5g。手足筋脉拘挛收紧、痴言或
不语者加半夏 5g，天竺黄 10g，云苓 5g。情志抑郁者加当归

所得生活质量评分以表示，采用统计学软件 SPSS17.0 进
行 t 检验，
（P<0.05）表示有统计学差异。
2

结

果

2.1 临床疗效
经 2 个疗程的治疗，治愈 2 例，显效 17 例，有效 10 例，

10g，茯神 15g，清半夏 10g，陈皮 10g，柴胡 15g；肝亢肾虚

无效仅 1 例。总有效率为 96.7%。

者加首乌 15g，枸杞 35g；头痛顽固者加蔓荆子 15g，赤芍 15g，

2.2 治疗前后生活质量评分

血蝎 6g。1 剂/d，水煎服，早晚各 1 次，20d 为 1 个疗程，疗
程间隔 7d，治疗期间禁用其他药物，2 个疗效后，评价疗效。

治疗后，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显著高于治疗前（P<0.05），
见表 1。

表 1 治疗前后患者生活质量评分对比（分， x ± s ）
生活质量评分

3

讨

治疗前

11.4±7.13

治疗后

51.1±11.4

论

脑外伤后综合征是一种常见的头伤疾病，其特点是：病程
较长且缠绵、治愈率低、易反复等。目前西医针对此病常用镇
痛、舒张血管、调节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等药物，配合心理辅导，
但效果不甚理想，且长期服用对消化道、心血管有一定不良反
应。临床针对病症，对归脾汤基本的 8 味药进行加减，能初步
观察到其方能使血小板升高，红细胞、白细胞数量增加；能明
显缓解精神神经障碍，调节自律神经；改善脑细胞状态，对于
老年人可起到补脑健脑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身体免疫
力。因此常用此方治疗脑外伤后引起的心脾两虚而发的失眠、
心悸等，现在临床也用其治疗慢性胃炎、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
紫癜等。
归脾汤是由四君子汤和当归补血汤衍生而来的，可随症
酌量加入酸枣仁、远志、木香、龙眼肉等，具有补益气血的
功效。本方的配伍特点：一是归心脾，着重补脾气，因脾旺

T

P

7.876

0.000

外伤综合征。
尽管归脾汤在临床应用效果明显，但归脾汤的作用机制
至今尚未明确，方中药品种较多，中药成分复杂，需进一步
研究其作用机制，得到国内外的认可。临床用药需凭借临床
经验和患者的具体病症加减灵活治疗，发挥较好的治疗作
用。
参考文献：
[1]邵怀琳.天麻钩藤饮与归脾汤加减治疗慢性头痛 80 例[J].甘肃中医,能力
2010,23(11):45-46
[2]黄茜,石娅萍,郑轶峰.归脾汤实验室研究进展及临床应用[J].重庆医
学,2009,38(12):1537-1538
[3]李惠芳,封建涛.归脾汤临床运用[J].内蒙古中医药,2010,29(15):64-71
[4] Scalzo P, Kummer A, Cardoso F, et al.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perception
of quality of life in Parkinson’s disease[J]. Arq Neuropsiquiatr,2009,67(2A):
203-208

则气血化生有源，气足则生血，血足以养心，且脾气足，则
可以统摄血行。若方中佐以木香以理气疏肝、健脾消滞，可
缓解补益过多引起的气滞；佐以黄芪可温补脾益气；佐以酸

作者简介：
钟波，医师，本科，潍坊医学院附属益都中心医院。

枣仁、远志、茯神可养肝安神；佐以大枣可调和脾胃。综上
所述，归脾汤在临床可治疗因心脾两虚，气血不足引起的脑

编辑：赵玉娟 编号：EA-130426131（修回：2013-06-12）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linical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2013 Vol.(5) No.11

-78-

48 例四肢骨折患者中医特色治疗效果分析
Effect analysis on treating 48 cases of limb fracture characteristics in T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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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分析中医特色治疗四肢骨折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我院收治的 96 例四肢骨折患者应用电脑随
机号的方式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均 48 例患者。试验组采用中医特色治疗如手法复位、内服和外敷中药等方法进行治疗。对
照组采用西医治疗方法。对患者进行 4 个月的随访，观察记录两组骨折愈合的时间和四肢功能恢复情况，进行比较。结果：试验
组患者骨折愈合的时间、骨折愈合情况和四肢功能恢复情况均明显好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中医特色
治疗方法对四肢骨折患者具有较好疗效，能加速伤口消肿和帮助骨折愈合，且治疗后四肢功能恢复良好。
【关键词】 中医特色治疗；四肢骨折；临床效果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clinical effect on treating 48 cases of limb fracture characteristics in TCM. Methods: 96
patients with limb fractures selected in our hospital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es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48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test group was given TCM.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modern medicine treatment. 4-month follow-up, the patients were observed
and recorded two sets of fracture healing and limb functional recovery to compare .Results: The time and the condition of the fracture
healing and the limb function recovery in the tes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TCM on treating limb fractures has a good effect, and it can accelerate wound swelling and fracture
healing. After the treatment , limb function also has a good recovery.
【Keyword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CM treatment; Limb fractures; Clinical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42
四肢骨折在临床上常采用手法复位联合小夹板外固定的

移位。可以采用外敷联合小夹板固定治疗疗法。一般小夹板可

方法。随着中医在治疗中的地位日益提高，越来越多的中医疗

以根据患者骨折的严重程度采用杉木、柳木和椴木。②若患者

[1]

法也随之应用于临床治疗中 。以往的四肢骨折主要使用手术

骨折移位，必须先用中医正骨法进行骨骼的复位最少达临床复

切开复位和内固定等手段进行治疗，不仅手术费用高昂，而且

位，然后再用已经中药药水浸泡的纱布进行伤口包扎。再用杉

恢复时间也较慢。中医特色治疗是采用手法复位、小夹板固定

木小夹板进行固定。纱布每隔 1d 更换 1 次，但包裹前仍要使

和内服外敷中药。现我院采用中医特色方法治疗四肢骨折患

用中药药剂浸润。随着患处的消肿和骨折的愈合，小夹板也应

者，以下是我院的结果报告。

进行调整松紧度。同时应根据患者病情的缓解，叮嘱患者要有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充足的休息和适当的锻炼。4～7d 后，对骨折处进行 X 线检查，
观察骨折移位情况，若有则应纠正。约 3～8 周后，骨折处消
肿且基本无疼痛时，再进行 X 线检查，确定骨折达临床愈合，

选取 2010 年 9 月～2012 年 6 月间我院收治的 96 例四肢骨折

即可拆去小夹板进行关节和肌肉的恢复锻炼。对没有达临床愈

患者作为临床研究对象。应用电脑随机号的方式将 96 例患者分

合的患者，再等待 2 周，然后进行 X 线复查，直至骨折处完全

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均 48 例患者。试验组中男 25 例、女 23

康复才能进行功能恢复性训练。在治疗时，可使用中药进行配

例，年龄 25～56 岁，平均年龄为（32.8±13.4）岁。肱骨干骨折

合治疗。内服中药法以活血化瘀、续筋接骨为主。如桃仁、红

10 例，肱骨远端骨折 5 例，尺、桡骨骨折 6 例，指骨骨折 6 例、

花、川芎、赤芍、乳香、没药、自然铜、骨碎补、当归等。

桡骨远端骨折 8 例，股骨远端骨折 6 例，趾骨骨折 2 例，胫腓骨

对照组：采用手术治疗，根据患者骨折情况，使用相应内

骨折 3 例，踝关节骨折 2 例。对照组中男 24 例、女 24 例，年龄

固定材料进行固定。

23～54 岁，平均年龄为（31.7±12.7）岁。肱骨干骨折 9 例，肱

1.3 观察指标

骨远端骨折 6 例，尺、桡骨骨折 5 例，指骨骨折 7 例、桡骨远端
骨折 9 例，股骨远端骨折 5 例，趾骨骨折 1 例，胫腓骨骨折 4 例，
踝关节骨折 2 例。经检验，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情等方面，

骨折愈合时间、骨折愈合情况、肢体功能恢复情况。
1.4 统计学处理
对文中所述治疗的数据，采用 SPSS15.0 软件进行分析，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组间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t 检验，
组间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x2 检验，

1.2 方法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判定标准。

试验组：根据患者的不同病情对症治疗：①若患者骨折未

（下转 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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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儿童咳嗽变异性哮喘临床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cough variant asthma in children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王艳喜
（河南省扶沟县人民医院，河南 扶沟，461300）
中图分类号：R25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1-0079-02

【摘 要】 目的：研究中西医结合治疗儿童咳嗽变异性哮喘的临床效果。方法：整理 80 例儿童咳嗽变异性哮喘患者的临床
治疗资料，按照患者治疗方法不同，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分别为中西医结合治疗及西医治疗，比较两组临床疗效差异。结果：
治疗组患者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进行治疗，其临床疗效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患者的治愈、显效情况优于对照组，整体有
效率高于对照组（P<0.05）
，具有显著统计学差异。结论：在儿童咳嗽变异性哮喘患者的治疗中，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可以有效
提高患者的治愈及治疗有效率情况，具有较强的临床实用效果，可以进行推广使用。
【关键词】 中西医结合；儿童咳嗽变异性哮喘；临床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on treating cough variant asthma in children. Methods:
The clinical treatment data of 80 patients were handl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methods of treatment of patients;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treated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respectively give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and modern medicine treatment, compared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treate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P<0.05), cure rate and
significant efficiency were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overall efficiency higher (P<0.05), with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nclusio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coul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atient’s cure rate and significant efficiency, with a strong clinical
practical effect, could be widely used.
【Keywords】 Integrative medicine; Cough variant asthma in children; Clinical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43
儿童咳嗽变异性哮喘属于儿科呼吸系统疾病中的常见病

1.2 治疗方法

症，在检查中与支气管炎及反复上呼吸道感染具有相似性，临

本文研究治疗与对照组患者采用分别治疗，对照组患者按

床容易出现误诊，导致延误患者的病症治疗。该病症的临床治

照临床单纯西医常规治疗方法进行，给予患者酮替酚<3 岁的患

愈情况较少，西医单纯治疗很难对患者的病症进行根治，致使

儿 0.5mg/次，2 次/d；>3 岁的患儿 1mg/次，2 次/d；2 次为 1

患者病症反复发作，影响患者的生活及健康。本文研究从患者

个疗程。舒喘宁每次 0.1mg/kg，3 次/d，2 周为 1 个疗程。治疗

的治疗角度出发，观察中西医结合治疗与单纯西医治疗的临床

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同时使用方剂：杏仁、麻黄、前胡、知

效果差异，为临床提供一定的参考，详细报告如下。

母、甘草、桔梗、百部、苏子、紫苑、冬花、苏子。加减：风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选用我院在 2011 年 4 月～2012 年 4 月间进行救治的儿
童咳嗽变异性哮喘患者的临床资料，共计患者 80 例，其中男性患

寒重者加生姜、细辛；咽干氧加麦疼；痰多加爪萎；久咳加红
花、桃仁；喘者加五味子、细辛。1 剂/d，水煎服，1～3 个月
为 1 个疗程[1]，随年龄对剂量进行调整的中药治疗方法进行治
疗。完成治疗周期后，比较观察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
1.3 疗效标准

者 36 例，女性患者 44 例，患者年龄在 2～14 岁之间，临床患者

按照临床治疗标准将其分为治愈、显效、有效、和无效，

均具有不同程度的咳嗽症状，多发生在清晨或夜间及运动之后，

治愈为患者症状消除，偶尔轻咳，不适用药物就可以缓解；显

80 例患者均出现反复发作或持续发作情况，
时间均在 1 个月以上，

效为临床症状减轻，咳嗽次数减少；有效为咳嗽次数相对减少；

通过检查，患者体征无阳性变现，X 线胸片和肺功能正常，支气

无效为临床症状无变化或加重。

管舒张阳性，气道可逆性及反应性阻塞，使用止咳药物治疗无效。

1.4 统计学方法

通过临床辨证，80 例患者均符合咳嗽变异性哮喘的诊断标准。临
床按照患者治疗方法的差异，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40 例，
治疗组男性 18 例，女性 22 例，患者年龄 2～14 岁，平均年龄 7.6
岁；对照组男性 18 例，女性 22 例，平均年龄 7.7 岁，两组患者
之间的病史、性别、年龄等情况无统计学意义。

研究将两组患者的数据采用 SPSS17.00 统计学软件进行处
理，采用方差检验，以 P<0.05 为具有统计学差异。
2

结

果

两组患者顺利完成治疗疗程，治疗组患者出现 16 例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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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症状，属于药物使用常见并发症，没有通过治疗，患者恢复正

结合治疗，组方中苦杏仁可化痰敛肺定喘，炙麻黄对气道的高

常。患者治疗效果比较差异显著，治疗组治愈、显效和有效率

敏状态起到缓解作用，冬花有轻微的舒张支气管作用，化痰止

高于对照组，P<0.05，详细比较情况见下表 1。

咳宣肺，苏子、紫苑降气利痰，百部、前胡对痉挛性咳嗽有较
好的治疗效果，甘草祛痰止咳、中枢性镇咳嗽，抗过敏、抑制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的效果比较情况（n，%）
组别

n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40

22

10

5

3

92.5

对照组

40

15

7

10

8

80

<0.05

<0.05

-

-

<0.05

P值

炎症，并调和药性，诸药合用，达到化痰平喘、宣肺止咳的功
效[3]。
通过对两组患者治疗效果观察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治疗
组患者的治疗效果远高于对照组，P<0.05，且患者治疗后的复
发情况较少，P<0.05，患者及患者家属对治疗的满意度也较高，

在完成治疗后，对两组患者进行为期 3 个月的回访，结果

P<0.05，具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证实在临床儿童咳嗽变异性

治疗组患者出现 2 例复发情况，对照组患者出现 12 例复发情

哮喘患者的治疗中，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可以有效提高患者

况，两组患者复发情况差异明显，
（P<0.05）
，治疗组患者对治

治疗效果，可以在临床期间推广使用，提高患者治疗效果，降

疗的满意度为 36/40，对照组为 21/40，两组患者的满意度差异

低患者的复发情况及身体痛苦。

明显，P<0.05。
3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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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通不畅，使固定失败，致使骨折移位[4-5]。而小夹板固定可以根

果

试验组患者骨折平均愈合时间为 15.9W，明显短于对照组
21.4W，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试验组骨折愈合情况
和四肢功能恢复情况亦明显好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详见下表 1。

组别

理想

3

不理想

四肢功能恢复情况
理想

不理想

试验组

47（97.92）

1（2.08）

45（93.75）

3（6.25）

对照组

35（72.92）

13（27.08）

33（68.75）

15（31.25）

讨

同时小夹板的材料为木质物，具有一定的韧性，方便根据患者
情况而剪裁。使用药物配合治疗。采用了桃仁、红花、川芎、
赤芍、乳香、没药、自然铜、骨碎补、当归等，这些药物具有
活血化瘀和消肿止痛的作用，可以加速患者伤口的愈合。同时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后骨折愈合情况和四肢功能恢复情况比较表 [n（%）]
骨折愈合情况

据患者消肿情况，随时调整松紧度。使患者血运始终处于畅通。

在包裹伤处时，我们也采用中药配制而成的药剂浸湿纱布，同
样对伤处的恢复和血运的畅通具有一定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采用中医特色疗法对四肢骨折患者具有显著的
疗效，它不仅方法简单易行，对患者的不利影响小，加快患者
伤处消肿和骨折痊愈的时间，值得在临床上推广。
参考文献：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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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杂志,2011,27(4):699-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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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小儿支气管肺炎临床分析
Clinical analysis of treating bronchial pneumonia in children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马玉娟
（青海省化隆县中医院，青海
中图分类号：R563.1＋2

文献标识码：A

化隆，810900）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1-0081-02

【摘 要】 观察总结中西医结合治疗小儿支气管肺炎的疗效。方法：选取我院自 2008 年 5 月～2012 年 5 月住院治疗的小儿
支气管肺炎患者 98 例，所有患者均采用穿琥宁注射液联合抗生素静脉滴注，同时，煎服自拟止咳定喘汤，每日 1 剂，水煎服，50～
100ml/次，3～4 次/d，7d 为 1 个疗程。结果：所有患者经过治疗 1～2 个疗程后，全部治愈，治愈率 100%，随访 3 个月均未见复
发。结论：中西医结合治疗小儿支气管肺炎疗效显著。
【关键词】 小儿支气管肺炎；中西医结合；止咳定喘汤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Methods: 98 patients of children bronchial pnermonnia
were selected from May 2008 to May 2012. All the patients of children bronchial pnermonnia were treated with antibiotic and
Andrographolide injection , and the Zhike Dingchuan decoction was used through decocted in water for oral dose, one dose per day, 50～
100ml one time, 3～4 times a day, one course of treatment was 7 days. Results: The course of treatment of all the patients was 1～2 course,
and the curive rate of all the patients was 100%, recurrence of all the patients was 0% after following up three months. Conclusio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is a good method for treatment of children bronchial pnermonnia.
【Keywords】 Children bronchial pnermonnia;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Zhike Dingchuan decoc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44
儿科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为小儿支气管肺炎，致病因素以
细菌和病毒为主。治疗上多采用西医为主，在临床实际工作中，

水煎服，3～4 次/d，7d 为 1 个疗程。
1.3 疗效标准[2]
痊愈：体温正常，临床症状消失，肺部啰音消失，X 线胸

我们应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小儿支气管肺炎患者，疗效确
切，现报告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我院自 2008 年 5 月～2012 年 5 月治疗的小儿

片复查病灶吸收，血象正常；好转：体温正常，咳嗽减轻，肺
部啰音减少，X 线胸片复查病灶未完全吸收；无效：临床症状
及 X 线胸片复查无明显改变。
2

支气管肺炎患者 98 例，均为青海省化隆县中医院住院病例，
诊断标准[1]以细菌培养及病毒检测为主，同时结合临床症状及
影像学检查，全部病例均排除葡萄球菌性肺炎、真菌性肺炎、
流感嗜血杆菌肺炎及重症肺炎合并多脏器功能衰竭者。男 68
例，女 30 例；年龄 6～14 岁；病程 3～5d。全部病例均有不同

治疗结果
所有患者经过治疗 1～2 个疗程后，全部治愈，治愈率

100%，随访 3 个月未见复发。
3

讨

论

小儿肺炎是指各种致病因素引起的肺部炎症，临床以发

程度的发热及肺部症状等，胸部 X 线摄片肺纹理增粗，点状、

热、咳嗽、气促、呼吸困难、肺部啰音为主要表现。支气管肺

片状或斑片状阴影。

炎是最常见的一种肺炎，婴幼儿好发。营养不良、维生素缺乏、

1.2 治疗方法

先天性心脏病时易患本病。本病常可在病毒感染的基础上继发

据病原体的种类适当选用抗菌或抗病毒药物等。每日液体

细菌感染，单纯采用西药治疗该病疗程相对较长。

补充量为 60～80ml/kg，1 个疗程为 7d。咳嗽症状明显的患者

本病中医亦称肺炎喘嗽，病因为感受外邪所致，主要有风

加用雾化治疗，穿琥宁注射液（由黑龙江省珍宝岛制药有限公

寒、风热两大类。由于小儿为纯阳之体，易于化热，在上述病

司提供，
国药准字
（H23023628）
，
每日 6mg/kg 加入 5% GS100ml

变发展过程中，无论风寒、风热之邪皆易化热化火，而表现为

中静脉滴注，1 次/d。自拟方止咳定喘汤加味：杏仁 6g，麻黄

痰热闭阻、肺气上逆[3]。若肺气闭阻严重，血脉瘀而不畅，进

6g，丹参 15g，鱼腥草 20g，甘草 3g，桔梗 6g，地龙 10g，有

而导致心阳不振、心阳虚衰；若痰热内闭，可内陷心肝，导致

发热症状的患者加服黄芩、青蒿、板蓝根，痰多者加服苡仁、

昏痉之证。治疗原则是宣肺定喘、清热化痰，我们在临床工作

泽泻、茯苓，高热惊厥者加用禅衣、僵蚕。1 剂/d，50～100ml/d，

中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效果明显，具有病情恢复快、症状消失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linical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2013 Vol.(5) No.11

-82完全等优点。结果显示：98 例患者经过治疗 1～2 疗程后，

小儿支气管肺炎疗效显著，退热、止咳、祛痰、抑菌的效果比

全部治愈，治愈率 100%，随访 3 个月未见复发。穿琥宁为纯

较明显，并有免疫调节的作用，且不良反应较少，值得临床推

中药提取物，现代药理证实其对多种病原菌及病毒均有抑制和

广应用。

灭活的作用，临床应用过程中未见其有严重副作用的报道[4]。
该病症从发病情况看，年龄越小发病率越高；鸣痰越多，吼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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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气，宣肺、清热、平喘之功效，加用活血化淤药，能明显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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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肺循环、促进炎症吸收。本观察结果显示，中西医结合治疗

葛根素配合中医辨证治疗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
疗效评价
Evaluation effect on treating transient cerebral ischemia by puerarin plus TCM
郭 锐
（郑州市中医院，河南 郑州，450007）
中图分类号：R74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1-0082-02

【摘 要】 目的：为了探讨葛根素配合中医辨证治疗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总结我院收治的短暂性脑
缺血患者 51 例资料，按照治疗方法不同分为两组：选择葛根素配合中医辨证治疗的 26 例资料为观察组，选择常规西药治疗的 25
例资料为对照组，治疗后按照文章疗效标准进行统计，最后统计学方法比较疗效结果差异性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观察组
显效 13 例（50%）
，有效 11 例（42.3%）
，无效 2 例（7.7%）
，总有效率 92.3%，对照组显效 10 例（40%）
，有效 7 例（28%）
，无
效 8 例（32%）
，总有效率 68%，两组疗效结果具体统计学差异性（P<0.05）
。结论：葛根素配合中医辨证治疗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具有满意的临床疗效。
【关键词】 葛根素；中医辨证；短暂性脑缺血；疗效评价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puerarin plus TCM on treating transient cerebral ischemia. Methods: To
retrospective summary data of 51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treatment method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26
cas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by puerarin plus TCM, 25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by routine modern medicine,
last comparative efficacy results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Results: 13 cases markedly effectiv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of
(50%), effective in 11 cases (42.3%), invalid in 2 cases (7.7%),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92.3%, control group 10 cases (40%), effective in 7
cases (28%), invalid in 8 cases (32%),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68%,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Conclusion: The puerarin plus TCM is
effective in treating transient cerebral ischemia.
【Keywords】 Puerarin; TCM; Transient cerebral ischemia; Evaluation clinical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45
短暂性脑缺血患者发病的原因主要是颅内血管的病变而
导致的短暂性、局限性的脑病或者视网膜障碍，该类疾病的发
作以反复性和短暂性为主要特点，虽然每次发作的持续时间较
短（一般不超过 1h）
，但是其发病时会严重影响患者的正常生
活[1]，为了探讨葛根素配合中医辨证治疗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

临床疗效，笔者回顾性总结我院收治的短暂性脑缺血患者 51
例资料，现将总结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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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资料对象来自于 2010 年 10 月～2012 年 12 月期间
我院收治的短暂性脑缺血患者 51 例资料，
其中包括男性 30 例，

夏枯草 15g，黄芩 25g，药方以水煎煮两次，水煎液早晚两次
饭后服用，对于肝阳化风型患者治疗以滋阴降火和平肝潜阳为

女性 21 例，年龄范围 50～70 岁，平均年龄为（60.1±9.8）岁，

主，丹参 25g，钩藤 10g，黄芩 10g，怀牛膝 12g，天麻 10g，

所有患者入院时临床表现：在最近一周时间内反复出现头晕耳

益母草 10g，郁金 8g，生地 8g，当归 10g，药方以水煎煮两次，

鸣、口眼歪斜现象或者站立不稳（一侧肢体麻木无力）现象，

水煎液早晚两次饭后服用，所以症型患者连续服药 1 周为 1 个

发病表现一般在 1h 内消失。统计资料入选标准：所有纳入研

疗程，连续治疗 2 个疗程后进行疗效统计。对照组患者选择常

究的资料对象临床前诊断结果符合全国脑血管病会议制定的

规西药（肠溶阿司匹林，盐酸氟桂利嗪胶囊等对症治疗）治疗

关于短暂性脑缺血疾病的诊断标准，同时经过 CT 影像学进行

方法治疗，连续治疗半月后进行疗效统计。

了近一步的确诊。统计资料排除标准；排除对治疗药物过敏者，

1.3 疗效标准

排除同时合并其他严重的内科疾病患者。51 例资料按照治疗方

所有患者治疗半月后进行随访调查和疗效评定[2]：对于临

法不同分为两组：选择葛根素配合中医辨证治疗的 26 例资料

床症状表现完全消失，无交替的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现象出现的

为观察组，选择常规西药治疗的 25 例资料为对照组，统计学 t

患者视治疗结果显效，对于临床表现减轻，交替发作现象减少

检验方法对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检验，结果表明差异不具有统计

的患者视治疗结果有效，治疗前后症状表现无明显改善的视为

学意义（P<0.05），说明两组患者在不同治疗方法治疗后的结

失败。

果具有可比性。

1.4 统计学方法

1.2 治疗方法

统计数据经总有效率（包括治疗显效者和治疗有效者）计

观察组患者选择葛根素配合中医辨证治疗：葛根素（剂量
为 0.4g，产自北京科宝制药）与 5%葡萄糖（剂量为 250ml）
充分混合后静脉滴注给药，在此治疗基础上给予中医辨证治
疗：对于气虚血瘀类型患者治疗以益气活血和化瘀通络为主：

算后，数据结果录入 SPSS17.0 统计学软件包中进行统计学分
析，对百分率的组间比较结果选择 x2 值检验方法进行。
2

结

果

药方组成：生黄芪 25g，当归 10g，桂枝 15g，桃仁 15g，红花

观察组显效 13 例（50%）
，有效 11 例（42.3%）
，无效 2

15g，川牛膝 15g，金蝎 5g。药方以水煎煮两次，水煎液早晚

例（7.7%）
，总有效率 92.3%，对照组显效 10 例（40%）
，有效

两次饭后服用，对于风痰上扰型患者治疗以健脾豁痰为主，药

7 例（28%）
，无效 8 例（32%）
，总有效率 68%，两组疗效结

方组成：天麻 10g，半夏 8g，橘红 10g，怀牛膝 10g，白术 12g，

果具体统计学差异性（P<0.05）
，具体比较结果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疗效结果比较表
组别

n（例）

显效（例）

有效（例）

总有效率（%）

观察组

26

13

11

92.3

对照组

25

10

7

68.0

2

3

讨

x 值

7.7008

P值

<0.05

论

对于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患者，中医认为[3]发病的原因是由
于患者体内正气不足、或气血瘀阻、或痰浊中阻等引起的，葛根
素是中药葛根的有效成分之一，现代天然药物化学研究结果表明
其为一种异黄酮类的化合物，主要功能包括扩张血管、显著性降
低血管的外周阻力、加强血浆红细胞的变形能力，同时兼有抑制
血小板聚集的功能。
本研究用药方法中将葛根素与 5%葡萄糖溶液混匀后进行静
脉点滴给药，可以显著性改善患者体内的微循环[4]，同时扩张脑
部血管和增加脑部血流量的作用。在葛根素治疗的基础上再加用
中医辨证治疗方法进行针对性治疗，对于气虚血瘀的患者进行益
气活血和化瘀通络的调理治疗，对于风痰上扰的患者给予健脾豁
痰和平肝熄风的治疗，对于肝阳化风的患者给予平肝潜阳的治疗，
充分发挥中医药辨证论治的治疗思想，为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患者
调整阴阳，扶正祛邪，从而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5-6]。
最后，本研究 51 例临床资料的研究结果也表明了，使用
中药葛根素配合中医辨证治疗方法，能够明显降低患者脑缺血
的发病频率，显著降低患者的痛苦，从而提高了患者生活质量，

具有满意的临床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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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血润肤饮联合 NB-UVB 治疗老年皮肤瘙痒症
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elderly pruritus by the Yangxue Runfu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NB-UVB
胡 冰
（郴州市中医医院，湖南 郴州，423000）
中图分类号：R75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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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评价养血润肤饮联合 NB-UVB 治疗老年皮肤瘙痒症的疗效。方法：85 例老年瘙痒症患者随机分为两组，
治疗组予养血润肤饮联合 NB-UVB 治疗，对照组口服氯雷他定。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 94.0%，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77.1%，两组
差异有显著性（P<0.05）
。随访半年，治疗组复发率为 8%，对照组为 30.8%。结论 中药养血润肤饮联合 NB-UVB 治疗老年瘙痒
症具有疗效显著，复发率低的特点。
【关键词】 老年瘙痒症；养血润肤饮；NB-UVB
【Abstract】 Objective：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Yangxue Runfu decoction and NB-UVB in treating elderly pruritus. Methods:
85 cas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oral Yangxue Runfu decoction and NB-UVB.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oral loratadine. Results: In the treated group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94.0%, while the efficiency of control
group was 77.1%.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P<0.05). Follow-up for half a year, the relapse rate of treated
group was 8%, while control group was 30.8%. Conclusion: Yangxue Runfu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NB-UVB proved to be highly
effective and low relapse rate in treatment of elderly pruritus.
【Keywords】 Elderly pruritus; Yangxue Runfu; NB-UVB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46
老年性皮肤瘙痒症为临床常见病、多发病，是一种无原发

蜕 10g，制首乌 12g，刺蒺藜 12g，白鲜皮 15g，麦冬 15g，炙

性皮损，仅见瘙痒或伴继发性抓痕、结痂、色素沉着和苔藓样

甘草 6g，夜间睡眠差者加酸枣仁 30g，合欢皮 15g，远志 10g，

变等的皮肤病。我科自 2008 年 1 月～2011 年 12 月，以养血润

瘙痒明显者加石决明 20g，龙骨 20g，牡蛎 20g。上方水煎两次，

肤饮加减联合窄谱中波紫外线（NB-UVB）治疗老年瘙痒症 50

20min/次，取汁 400ml，分两次饭后温服，1 剂/d。患者同时采

例，并与 35 例口服氯雷他定的患者做同期对照，观察两组治

用 UV100L 紫外线皮肤病治疗仪（德国 Waldmann 公司生产）

疗效果，现报道如下。

全身照射，初始剂量为 0.3J/cm2，根据照射后有无红斑反应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渐增加剂量 0.1J/cm2，隔日照射 1 次。10d 为 1 个疗程，3 个疗
程后观察疗效。随访半年观察复发率。
1.3 疗效判定标准

85 例患者均来自门诊，男 48 例，女 37 例，年龄 60～89

参照《实用中西医结合诊断治疗学》皮肤瘙痒症疗效标准：

岁，病程 3 个月～5 年。所有患者均符合老年瘙痒症诊断[1]。

①治愈：瘙痒及皮肤继发损害抓痕、血痂、皮肤粗糙消失；②

85 例病人随机分为两组，其中治疗组 50 例，男 29 例，女 21

显效：无明显瘙痒，继发性皮损消退 80%以上；③无效：瘙痒

例，年龄 61～89 岁，平均 69.9 岁，平均病程 2.8 年；对照组

无减轻，继发皮损消退不足 20%，治疗期间仍有加重。总有效

35 例，男 20 例，女 15 例，年龄 60～87 岁，平均 70.5 岁，平

率为治愈率与显效率之和。

均病程 2.7 年。所有患者排除糖尿病、肝病、肾病、甲状腺功

1.4 统计学处理

能亢进等引起者，
近 1 个月内未使用过糖皮质激素和抗组胺药，

使用 SPSS13.0 对各项资料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

1 周内未外用糖皮质激素者。两组性别、年龄、病程及临床症

（P<0.05）表示有显著性差
用 x2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

状等具有可比性。

异。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予氯雷他定口服，10mg/次，1 次/d，睡前服。治疗
组予养血润肤饮口服，方药如下：黄芪 30g，当归 15g，白芍
15g，川芎 10g，熟地 12g，生地 20g，桃仁 12g，皂刺 12g，蝉

2

结

果

2.1 疗效结果
治疗效果比较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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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治疗效果比较（n）
分组

n

治愈

显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数目及功能，降低 NK 细胞活性，抑制淋巴细胞活性，明显降

治疗组

50

25

22

3

94.0

低 IL-2、IL-10、干扰素-γ[3] ，从而调节老年人的免疫功能。

对照组

35

13

14

8

77.1

NB-UVB 照射可以抑制真皮肥大细胞脱颗粒释放组胺，从而减
轻瘙痒症状[4]，另外 NB-UVB 照射后，角质层增厚，脂质含量

注：两组比较 P<0.05。

增加，增强皮肤的屏障作用[5]。养血润肤饮联合 NB-UVB 治疗

2.2 远期疗效
停药半年后电话随访治愈患者，治疗组 25 例中 2 例复发，

避免了氯雷他定的耐药性，具有疗效显著，复发率低的特点。

复发率为 8%，对照组 13 例中有 4 例复发，复发率为 30.8%。

参考文献：

3

[1]赵辨.临床皮肤病学[M].3 版.南京:江苏科技出版社,2001:707

讨

论

老年皮肤瘙痒症中医称之为“风瘙痒”
。
《诸病源候论》记
载：“风瘙痒者，是体虚受风，风入腠理，与血相搏，而俱往
来，在皮肤之间，邪气微，不能冲击为痛，故但瘙痒也。”方
中黄芪益气固表，当归、白芍、熟地、制首乌养血润肤，麦冬、
生地滋阴润燥，蝉蜕、刺蒺藜、白鲜皮祛风止痒。久病必夹瘀，
则予桃仁，川芎活血化瘀，甘草调和诸药。本方养血与滋阴相
济，扶正与祛邪并用，针对老年人人老体衰，肝肾亏虚、气血
两虚的特点共奏养血润肤、祛风止痒之功。
老年皮肤瘙痒与老年人性激素水平下降，皮脂腺、汗腺分

[2]张晓忠,刘姝,贾丽梅.中医药对老年性皮肤瘙痒的认识与治疗研究[J].中
医研究,2007,20(5):1-2
[3]王雷,李春英,高天文.窄谱中波紫外线的生物学效应及应用[J].国外医学•
皮肤性病学分册.2003,29(5):282-284
[4]赵桂香,刘春梅,张红岩,等.窄谱中波紫外线治疗老年皮肤瘙痒症的疗效观
察及护理[J].医学研究与教育,2009,26(2):72-73
[5]于燕,付爱华,郑华,等.窄谱 UVB 治疗老年单纯性皮肤瘙痒症的疗效观察
[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0,30(9):1302-1303

作者简介：

泌减少，皮肤血液循环减慢、皮肤干燥失去润滑保护作用有关。

胡冰（1979-），女，汉族，主治医师，中医临床硕士，湖南省资兴市。

而组织胺、慢反应物质等过敏介质的作用是瘙痒的主要原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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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术散加味外洗结合指推掌拍法治疗膝关节骨性
关节炎的临床效果分析
Efficacy analysis of the Baizhu powder wash outside plus the push palm beat
method in treating osteoarthritis of the knee
卢 正 郭 俊
（广西梧州市中医医院，广西
中图分类号：R322.7+2

梧州，5430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1-0085-02

【摘 要】 目的：对白术散加味外洗结合指推掌拍法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临床效果进行分析。方法：把我院门诊和住院
部所收治的 56 例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患者随机分成两组，每组 28 例，其中一组采用双氯芬酸钠治疗，称为对照组；另外一组采用
白术散加味外洗结合指推掌拍法治疗，称为观察组。最后采用 WOMAC 量表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各项临床指标进行对比。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各项指标变化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为 92.9%高于对照组的 85.7%，两组差
异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采用白术散加味外洗结合指推掌拍法和双氯芬酸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均可以有效的提
高治疗效果，其中白术散加味外洗结合指推掌拍法的治疗效果更好可以进行推广使用。
【关键词】 双氯芬酸钠；骨伤洗剂；膝关节骨性关节炎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clinical effects of the Baizhu powder modified wash outside plus the push palm beat method
on treating osteoarthritis of the knee. Methods: 56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28 for each.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the
diclofenac treatment,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the Baizhu powder modified wash outside plus the push palm beat method,
compared the two groups by WOMAC scale.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treated group was 92.9%,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85.7% (P<0.05). Conclusion: The Baizhu powder modified wash outside combined with the push palm beat method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worthy of a wide application.
【Keywords】 Diclofenac; Bone-setting lotion; Osteoarthritis of the kne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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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是关节周围组织所产生的一种慢性炎

大黄 30g；风重加钩藤 30g、破故纸 60g；湿盛加苏木 40g、独

症，引起原因主要是膝关节软组织遭到破坏，其临床表现主要

活 40g。1 剂/d，水煎外洗；15d 为 1 个疗程。指推掌拍法：

包括关节疼痛、晨僵、肿胀以及活动不灵敏等，严重影响了患

每天双食指揉按犊鼻穴 200 次、手掌拍打患肢关节 200 次、

者的正常生活和工作，如果患者患病时间过长，则有可能会引

患膝关节坐位屈伸 200 次。佩戴护膝保护。对照组采用口服

起关节畸形，甚至残废，因此患者一旦出现膝关节骨性关节炎，

双氯芬酸钠缓释胶囊，1 粒/次，1 次/d，配合雷尼替丁胶囊 1

就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治疗[1]。下面本文就对白术散加味

粒护胃。

外洗结合指推掌拍法和双氯芬酸钠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

1.4 疗效判定

临床效果进行对比分析。
1

患者的疼痛以及晨僵均消失，并且膝关节的活动度明显的得
到了改善，对患者的正常生活和工作均没有影响，为显效；患者

资料和方法

的疼痛以及晨僵基本消失，其膝关节活动度也有所改善，为有效；

1.1 一般资料

患者的临床正常在治疗之后，没有得到任何改善，甚至还有加重

把我院所接收的 56 例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患者随机分成两
组，每组 28 例，其中一组采用双氯芬酸钠治疗，称为对照组；

的趋势，为无效。其中治疗有效率为显效率和有效率之和。
1.5 统计学处理

另外一组采用采用白术散加味外洗结合指推掌拍法治疗，称为

采用 SPSS13.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用均

观察组。其中这些患者男性 21 例、女性 35 例；年龄为 41～73

数±标准差表示，所得数据用 t 检验，
（P<0.05）代表其差异比

岁，平均年龄（48.4±1.6）岁；病程 0.3～4 年，平均病程（1.3

较具有统计学意义。

±0.4）年。两组患者性别、年龄以及病程等基本情况差异比较
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1.2 病例纳入标准

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各项指标变化具有统计学意义

病理的纳入标准为：①患者年龄是在 33～80 岁之间；②没

（P<0.05）
；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为 92.9%高于对照组的

有伴有原发疾病或者精神疾病；③患者的临床表现符合于《中

85.7%，两组差异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其中两组患

华医学会骨科会议确定的诊断标准》
；④患者可以配合医生做好

者治疗前后 WOMAC 评分如表 1 所示。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

各项检查。

如表 2 所示。

1.3 治疗方法
观察组采用白术散加味外洗结合指推掌拍法治疗，其具体
方法为重用白术 150g，加入宽筋藤、骨碎补、千斤拔、威灵仙、
桑寄生、细辛、羌黄、三棱、莪术各 50g，组为方底，审症寒
者加桂枝 30g，重者可加鲜品辣椒 30g，研碎后入药；热痹加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WOMAC 评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P值

观察组

28

35.49±18.91

22.31±14.98

P＝0.0452

对照组

28

39.48±14.59

24.25±18.12

P＝0.0319

表 2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 [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28

7（25.0）

19（67.9）

2（7.1）

92.9

对照组

28

6（21.4）

18（64.3）

4（14.3）

85.7

注：两组差异比较 P<0.05。

3

讨

论

白术散加味外洗结合指推掌拍法的效果更好一点，并且其为中

通过以上分析，双氯芬酸钠和白术散加味外洗结合指推掌
拍法，均属于是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有效方法，患者的临
床症状也均得到了有效的改善。其中双氯芬酸钠属于是一种非

药治疗，性状稳定，引起不良反应少、使用方便等优点，所以
更方便在临床中进行推广使用。
参考文献：

[2]

甾体类抗炎药，其作用主要是解热、抗炎以及镇痛等 ，它可
以对环氧化酶产生抑制作用，从而有效的控制花生四烯酸对致
炎物质前列腺素的转变，以此来减轻因为前列腺素所引起的炎
症反应，即起到消炎止痛的效果[3]。白术散加味外洗结合指推
掌拍法，是中医中的一种外治方法，其作用主要包括水温的理
疗作用，中药的药物作用以及对神经末梢素所产生的刺激作
用。其疗效主要为续断强筋骨、止痛、消水肿、定经络等。其
中黄柏清热燥湿，在加上和其他中药的共同作用，从而可以起
到很好的舒筋活络、消肿止痛以及通经脉的作用[4]。虽然说两
种方法，在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效果差别性不是太大，但是

[1]黄伟东,吴华贵,林春豪,双氯芬酸结合盐酸氨基葡萄糖对膝关节骨关节炎
的疗效观察[J].当代医学,2012,18(9):13-14
[2]茹靖涛,曹靖,任秀花,等.硫酸氨基葡萄糖对佐剂关节炎大鼠镇痛作用及
IL-6 表达影响[J].中国医疗前沿,2010,6(5):20-21
[3]章权,膝骨性关节炎的药物治疗进展[J].中国中医骨伤科杂志,2009,17(8):
70-72
[4]朱伟南,叶青合,朱江伟.双氯芬酸与骨伤洗剂治疗膝骨性关节炎疗效对比
[J].中国医药导报,2011,8(15):175-176

编辑：赵玉娟 编号：EA-130122376（修回：2013-06-13）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JCM 中医临床研究 2013 年第 5 卷 第 11 期

-87-

52 例慢性咽炎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效果分析
Effect analysis of treating 52 cases of chronic pharyngitis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吴通照
（贵州省剑河县民族中医院，贵州 剑河，556400）
中图分类号：R32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1-0087-02

【摘 要】 目的：对慢性咽炎使用中西医联合治疗的效果进行分析研究。方法：选取 26 例慢性咽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对
其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同时对另外 26 名慢性咽炎患者应用西药治疗。观察两组的治疗结果，分析其痊愈率。结果：使用中西医
联合治疗慢性咽炎的治愈率比只使用西医治疗的要高，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治疗慢性咽炎时应用中西医联
合治疗的方法具有显著的效果，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慢性咽炎；中西医联合治疗；推广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integrative treatment on chronic pharyngitis. Methods: 26 cases were treated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While another 26 cases were treated with modern medicine. To observe the effects and the efficiency. Results: The
efficiency of the former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latter one.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integrative treatment has significant effects on chronic pharyngitis and is worthy of application.
【Keywords】 Chronic pharyngitis; Integrative treatment; Promo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48
慢性咽炎多发于成年人，其是由慢性感染引发的淋巴组织

生地黄 6g，玄参 6g，菊花 6g，甘草 6g，热重加金银花 10g。对

弥漫性炎症，引发慢性咽炎的原因有很多，例如有害气体的刺

于脾肾阳虚患者进行补益肾阳处理：早晨服用黄芪精、五味子

激、烟酒过度、身体抵抗力降低等。随着环境的利益破坏，空

糖浆、生脉饮各一次量，晚上服用保和丸以及知柏地黄丸各一

气中的细菌粉尘也逐渐增多，引发慢性咽炎几率也在逐步增

次量。对于痰火郁结患者进行疏肝理气处理：6g 厚朴，9g 半夏，

多。在以往的医疗临床中仅仅使用抗生素对慢性咽炎进行治疗

10g 生姜，10g 紫苏叶，5g 射干，10g 连翘等。所有患者连服 20d

已经难以奏效，从而造成病情延误。基于此，我院着手于研究

为 1 个疗程，共需服用 3 个疗程。在进行治疗的时候要尽量避

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咽炎，结果表明其具有显著的效果。现报

免由于环境以及患者自身的影响效果因素的发生，这些因素不

道如下。

仅会影响疗效，在一定程度上海会加重病情症状。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1 年 1 月～2012 年 5 月收治的 52 例慢性咽炎

1.3 疗效标准
治愈：慢性咽炎症状消失，咽后壁淋巴滤泡显著消失。好
转：慢性咽炎症状有所减缓。无效：所有病症转转无较大改变。
1.4 统计学处理
运用 SPSS15.0 统计学软件对所有数据进行处理。用 x2 检

患者，选用标准参照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其中男 30 例，
女 22 例，平均年龄为 35 岁，所有患者中有 20 例慢性单纯性
咽炎；10 例慢性肥厚性咽炎；5 例慢性干燥性及萎缩性咽炎；
其余患者均只出现干咳、咽部疼痛以及咽部异物感等症状。将

验率的比较，如果 P<0.05，则说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对对照组采用西医治疗的方法：对咽后壁粘膜注射 2%利
多卡因 0.2ml，1 次/4d，根据患者的实际病情症状，对患者进

果

实验结果表明观察组的治疗有效率为 91%，明显比对照组

搜有患者平均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并进行治疗观察。
1.2 方法

结

的 59%要高，两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
见表 1。
表 1 观察组与对比组的治疗有效率比较 [n（%）]

行每天口服不同剂量抗生素，3 次/d。患者如果是肥厚性咽炎

组别

应当再涂抹 10%的硝酸银，如果是萎缩性咽炎还需要再口服维

观察组

10（38.46） 8（30.76） 6（23.07） 2（7.69）

91

生素 B2、维生素 B6 以及维生素 E。

对照组

5（19.23） 4（15.38） 3（11.53） 14（53.84）

45

对观察组采用中西医联合治疗的方法：除了运用上述西医
治疗方法外，还要进行中医治疗，在治疗过程中同样要按照患
者的实际病情进行处理，对于肺肾阴虚患者进行滋阴清热处理：

3

讨

治愈

显效

好转

无效

有效率（%）

论

慢性咽炎的病理机制主要表现在咽黏膜层慢性充血、淋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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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组织以及结缔组织增生，其主要可以分为慢性萎缩性咽炎、慢

进行中医治疗时严格按照患者的相关实际病情进行调理，对于

性单纯性咽炎以及慢性肥厚性咽炎，其引发的临床主要表现为

肺肾阴虚患者进行滋阴清热处理；对于脾肾阳虚患者进行补益

咽部发干，有异物感，同时伴随着轻度疼痛、咳嗽等。引发慢

肾阳处理；对于痰火郁结患者进行疏肝理气处理。同时在进行

性咽炎病症的原因在中医看来主要是肺肾损伤，津液不足等导

中医治疗时还配合使用中药泡饮以期进一步改善患者症状。

致的。随着科学技术与医疗水平的进步，对于导致慢性咽炎病
症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寒冷、干燥、以及被粉尘、
化学气体污染等环境下容易引发慢性咽炎。②人们自身不注重
个人卫生，生活不规律，致使身体抵抗力下降，同时长期吸烟

本院的实验结果表明，对慢性咽炎使用中西医联合治疗的
方法具有显著的效果，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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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行业标准中医病症诊断疗效

③其他病症引发慢性咽炎，例如慢性扁桃体炎、慢性鼻炎、慢

标准[S].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218-220

性鼻窦炎等，都会致使炎性分泌物流入咽部，致使感染。④过

[2]李莉莉,陈隆晖,陈晓林,等.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咽炎 80 例临床疗效观察

敏体质的人群对于环境改变比较敏感，容易引发感冒，进而引

[J].中医耳鼻喉科学研究杂志,2010,9(3):25-26

发咽炎。⑤用嗓过度的人群也容易得慢性咽炎，例如教员、歌

[2]张建林.自拟利咽汤治疗慢性咽炎 82 例疗效观察[J].山西中医学院学

手等。

报,2010,11(1):46-47

针对慢性咽炎的治疗，我院进行了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其

[4]ChenYJ.

Chronic

pharyngitis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of

clinical

中西药主要是以抗生素为主，同时利用利多卡因延长神经传导

observation[L].Mathemat Med J,2009(14):187-188

时间，并促进药物的吸收，有利于提高抗生素充分发挥其疗效。

[5]田勇泉.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149-151

中医治疗主要以滋阴清热为主。为了使疗效更为突出。我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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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屏风颗粒加减联合火针疗法治疗扁平疣 76 例
疗效观察
Efficacy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76 case of flat wart by Yupingfeng particles
combined with acupuncture
林益辉 陈阿文
（福建省长泰县医院，福建 长泰，363900）
中图分类号：R75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1-0088-02

【摘 要】 目的：探求新形势下扁平疣的中医特色疗法。方法：对 76 例扁平疣患者，内服采用玉屏风颗粒为主药配合中药
配方颗粒加减，玉屏风颗粒每次 1 包，中药配方颗粒根据患者临床表现，采用辨证论治的方法随症加减，3 次/d，10d 为 1 个疗程，
停药 3d 后再服 1 个疗程，共 2 个疗程；外治用火针疗法，用毫针在酒精灯火焰上烧红后直接烙刺皮损，根据皮损多少及患者依从
性分 1～4 次刺完，每次间隔 1～2d。结果：76 例患者全部治愈，随访 6 个月，4 例轻度复发（占 5.26%）
，未发现明显毒副作用
及不良反应。结论：本组治疗两法合用、内外兼治、疗效确切、疗程较短、无明显毒副作用及不良反应（患者依从性好）
、复发率
低、简单方便（符合新形势下人们快节奏生活的要求）
、不失为新形势下的中医特色疗法，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新形势；扁平疣；玉屏风颗粒；中药配方颗粒；火针；中医特色疗法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TCM techniques in treating flat wart. Methods: 76 cases were given TCM based on
Yupingfeng particles, every time a pack of Yupingfeng particles, 3 times a day, 10 days for a course, after stop drug 3 days to take 1 courses
again; External treatment with acupuncture therapy, The time interval of 1 to 2 days. Results: 76 cases were cured, follow-up of 6 months, 4
cases of mild recurrence (accounted for 5.26%)，no obvious adverse reactions. Conclusion: Yupingfeng particles combined with
acupuncture were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treating flat wart, worthy of a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The new situation; Flat wart; Yupingfeng particles; The pellet formula of TCM; Acupuncture; TCM therap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49
扁平疣，中医学称为扁瘊，为皮肤科常见病，多见于青年

美观。临床上治疗方法众多，但多数疗程较长，疗效较差。随

男女。虽有时可自愈，但病程长，好发于颜面部和手背，影响

着时代的发展，在新形势下人们生活节奏加快，对生活质量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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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更高，对中医事业的传承和发展及临床工作提出了新的要

依从性较差，经耐心解释并试验性治疗后，均可耐受并按要求

求。笔者于 2010 年 3 月～2012 年 6 月，采用玉屏风颗粒为主

完成治疗；未发现其它不良反应。所有患者对治疗效果均表示

药配合中药配方颗粒加减联合火针疗法治疗扁平疣 76 例，试

满意。

探求新形势下扁平疣的中医特色疗法，取得较好疗效，现报告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76 例患者均来自我院皮肤科门诊，所有患者均符合扁平疣

3

讨

论

随着社会及医学科学的发展，在新的形势下对中医事业的
传承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中药配方颗粒是新形势下的产物，
是中医事业发展的需要；而中医外治（如鲜药、针刺）等特色
传统疗法，也正受越来越多医家的重视，并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的临床诊断标准，排除扁平苔藓等其它皮肤病，年龄 11～48

是未来治疗的发展方向；为此笔者试探求新形势下扁平疣的中

岁，平均 25.6 岁，男 40 人，女 36 人，病程 2 周～4.5 年。平

医特色疗法。中医学认为，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表虚腠理不密，

均 1.5 年。入选标准：近 2 个月未接受其它治疗，且能按要求

气血不和，风热毒邪郁于少阳胆经，肝失血养，风热血燥博于

完成治疗的患者。排除标准：①近 2 个月接受过其它治疗，且

肌表，而生扁瘊，治宜益气固表、清热解毒、活血祛风。玉屏

不能按要求完成治疗的患者；②妊娠期妇女、有严重瘢痕体质、

风散为扶正祛邪的经典名方，以其散邪而不伤正，固表而不屏

心脑血管疾病、肾病、白血病、糖尿病等严重疾病不能耐受治

邪，而备受历代医家所推崇；现代药理研究表明玉屏风散对机

疗的患者。

体免疫系统具有广泛影响（活化单核巨噬细胞、增屏 NK 细胞

1.2 治疗方法、内服

活性等），具有增强机体非特异性免疫功能、改善过敏体质、

用玉屏风颗粒为主药配合中药配方颗粒根据患者临床表

抵御外邪入侵的作用；经历代医家临床运用研究、推广应用于

现，采用辨证论治的方法随症加减。玉屏风颗粒 1 包/次；加减：

治疗多种皮肤科病症。玉屏风颗粒为盈天医药广州环球制药厂

风热蕴结者加马齿苋 K
（10g）
、木贼草 K
（10g）
、
板蓝根 K
（15g）、

采用现代科学工艺从地道药材中提取精华生产而成的中成药，

败酱草 K（15g）
、紫草 K（6g）各 1 包；热瘀互结者加桃仁 K

具有药物含量高、服用量小、携带方便、口感好等特点，笔者

（10g）
、红花 K（5g）
、当归 K（10g）
、薏苡仁 K（15g）
、板

用为主药。中药配方颗粒采用现代科学工艺精制而成，既保留

蓝根 K（15g）
、大青叶 K（15g）各 1 包；肝郁血燥者加香附 K

了传统中药汤剂的优势（其性味、功效与原中药饮片一致），

（10g）
、当归 K（10g）
、何首乌 K（6g）
、生地 K（10g）各 1

具有不需煎煮、直接冲服、疗效确切、卫生安全、保存携带方

包；痒甚者加地肤子 K（10g）
、白藓皮 K（10g）
、刺蒺藜 K（10g）
、

便、服用量少等优点，又克服了传统中药汤剂的某些缺点（煎

蛇床子 K（10g）各 1 包。
（注：K 表示颗粒剂，括号内数字表

煮不规范、质量难以保证、费时、保存携带不方便、服用量大

示每包颗粒剂相当于原生药的克数，上述中药配方颗粒可根据

等），满足了现代人快节奏生活的要求。根据患者临床表现，

患者临床表现及辨证论治的结果随症加减用量）。把上药撕开

采用辨证论治的方法随症加减，二者配合共凑益气固表、清热

混合后冲服，3 次/d，10d 为 1 个疗程，停药 3d 后再服 1 个疗

解毒、活血祛风、散结化瘀之效，以治本。火针疗法是把针烧

程，共 2 个疗程。外治：用火针治疗，常规消毒皮损部位皮肤，

红后，快速烙刺患处的治疗方法，以火热消除病变，直接破坏

用毫针在酒精灯火焰上烧红后从皮损顶部刺入，根据皮损厚度

皮损，热因热用，快速清除博结于肌表的风热血燥之毒，以治

刺入 0.5～1mm，根据皮损大小每个皮损刺 1 次或多次（以能

标。两法合用内外兼治、标本兼顾、疗效确切、疗程较短、无

破坏皮损为度）
，根据皮损多少及患者依从性分 1～4 次刺完，

明显毒副作用、简单方便、患者依从性好、复发率低取得较好

每次间隔 1～2d，仔细观察，尽量每个皮损都刺到，刺完后以

疗效、患者对治疗效果满意，不失为新形势下的中医特色疗法，

碘酊消毒（过敏者用酒精消毒）；术后注意局部卫生，保持干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燥，保护痂皮，避免搔抓，让痂皮自然脱落（一般 5～7d 脱落）
。
（注意点：局部消毒应彻底，尽量无菌操作，以避免感染；针
刺速度宜快，留针时间不宜过长，以减少疼痛，增加患者依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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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76 例患者均能按要求完成治疗，所有患者火针术后痂皮均
5～7d 自然脱落，皮损全部消退，局部遗留轻度黑色色素沉着，
大部分（71 例）2～5 周消退，少数（5 例）肤色较黑者 2 个月
左右消退，均未留下疤痕，全部治愈；随诊 3 月、4 月各有 1

[5]邓丙戌.鲜药在皮肤病中医外治中的应用[J].中国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
杂志,201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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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6 月有 2 例轻度（皮损少于 20 个）复发（占 5.26%）
，均
为素体较虚者，重复上述治疗，并延长内服药物疗程为 4 个疗
程，重复上述随诊过程，均无复发；部分患者针刺时害怕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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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辨证结合刮痧疗法治疗失眠
Treating insomnia in TCM differentiation plus scraping therapy
陈昆鹏
（郑州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河南 郑州，450047）
中图分类号：R25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1-0090-02

证型：GDA

【摘 要】 失眠是临床上常见的疾病之一，本文通过临床经验发现运用中医辨证结合刮痧治疗失眠具有重要的作用，值得临
床推广。
【关键词】 失眠；刮痧
【Abstract】 Insomnia is one of the common diseases in the clinic. This article found that TCM combined with scraping have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treatment of insomnia, worthy of a wide application.
【Keywords】 Insomnia; Scraping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50
失眠在现代社会中是非常常见的，是以经常不能获得正常

神魂无主，所以不眠。
”
《类证治裁•不寐》说：
“思虑伤脾，脾

睡眠为特征的一类病，中医属“不寐”范畴，主要临床表现睡

血亏损，经年不寐。”这类人群在现在社会十分常见，劳倦太

眠时间、深度的不足，轻者入睡困难，或寐而不酣，时寐时醒，

过则伤脾，过逸少动也致脾虚气弱，运化不健，气血生化乏源，

或醒后不能寐，重则彻夜难寐。西药副作用太大，而且容易产

不能上奉于心，以致心神失养而失眠。或因思虑过度，伤及心

生依赖性。单纯运用中药治疗此病，见效慢，易反复，我在临

脾，心伤则阴血暗耗，神不守舍；脾伤则食少，纳呆，生化之

床运用中医辨证结合刮痧疗法治疗失眠取得了非常好的疗效。

源不足，营血亏损，不能营养于心，而致心神不安。此类病人

1

精神因素导致失眠
社会生活压力大，竞争日益加剧，人际关系复杂，使人们

多以多梦易醒，不易入睡，心悸健忘，神疲乏力，食少纳呆，
伴头晕目眩，四肢倦怠，面色无华，舌质淡，苔薄，脉细或缓
而无力。治法当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基础方药：党参 24g，

更容易受来自社会、心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资料显示失眠患

白术 12g，云苓 15g，当归 15g，炒枣仁 30g，龙眼肉 12g，甘

者受精神因素而诱发的占所有诱发因素的 51.7%[1]。肝主疏泄，

草 3g，夜交藤 30g，炒神曲 12g。随症加减。刮痧疗法，通过

调畅气机，使气血和顺，脏腑功能活动也就正常。如果肝疏泄

辨证，进行膀胱经腧穴（双侧心腧、膈腧、脾腧），脾经，心

失职，则可使气机失调，气血紊乱，使阳不潜阴，阴阳失交而

经刮痧，每条经脉刮痧时，都是从上至下，直至痧出。一周一

不寐。气滞日久，郁而化火，火性炎上，搅乱心神而致不寐。

次。经脉与药物结合，疏通经脉，补养心脾，达到治疗目的。

此类患者多以心情不畅，容易急躁，不寐多梦为主要症状。治

按：此类型的病人，大多劳身劳心太久，以致脾运化失职，

法当以舒肝清火，养心安神。基础方药：柴胡 12g，生白芍 30g，

精微物质运化乏力，以致神疲倦怠，食少纳呆。日久血脉亏损，

炒栀子 12g，佛手 10g，炒枣仁 30g，丹参 15g，甘草 3g。随症

心神失养，致心悸健忘，失眠多梦。治以四君子汤以健脾恢复

加减。刮痧疗法，通过辨证，心包经、心经、肝经受阻，每条

运化，加神曲促进精微物质运化吸收，当归以养营血，炒枣仁、

经脉刮痧时，都是从上至下，直至痧出。一次选一条经脉刮痧。

龙眼肉养心血，安神志，配夜交藤加强安神。配合刮痧膀胱经

三日一次。经脉与药物结合，已达到疏肝解郁，清热，养心，

腧穴（双侧心腧、膈腧、脾腧），以调和心脾，刮心经、脾经

安神。

解除郁阻，使血脉畅通，增强运化。这类病人血脉失养，刮痧

按：因精神因素导致肝气郁滞，气血失和，运行不畅，以
致心情不舒，郁闷不畅，经脉瘀阻。日久化火，耗伤肝阴，以
致心情烦躁，易怒。火炎于上，搅乱心神，而致失眠。方中柴

易一周一次，或两周一次，配合药物事半功倍。
3

饮食失节所致失眠

胡、佛手以疏肝理气，生白芍以养肝阴，炒栀子以清肝火，炒

现在社会，人们饮食不规律，暴饮暴食者比比皆是，饮食

枣仁养心血，丹参清心活血，甘草调和诸药，配合刮痧疗法，

不规律，暴饮暴食，肥甘厚味，加之饮浓茶、咖啡、酒水饮料

刮心包经，能达到泄肝火心火的目的，在疏通肝经、心经遇阻

太过，导致宿食停滞，脾胃受损，酝生痰湿，壅遏于中焦，胃

点，达到标本兼治的作用。药物配合经脉刮痧，表里结合，临

气失和，而不得眠。
《素问•逆调论》说：
“胃不和则卧不安。”

床效果确实很满意。

乃胃气上逆，心神受扰而致不寐[2]。此类病人常表现心烦不寐，

2

劳倦、思虑过度所致失眠
《景岳全书•不寐》云：
“劳倦、思虑太过者必致血液耗亡，

胸闷，嗳腐吞酸，脘腹胀满，大便不爽，舌质红或淡红，苔厚
（下转 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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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肝郁血瘀论治慢性萎缩性胃炎伴不典型增生的
临床研究
Clinical research on treating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with atypical
hyperplasia based on the Ganyu Xueyu theory
周 渊 周 琴
（江苏省宜兴市人民医院，江苏 宜兴，214200）
中图分类号：R57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1-0091-02

证型：IBD

【摘 要】 目的：观察从肝郁血瘀病机立法拟方论治慢性萎缩性胃炎伴不典型增生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60 例慢性萎缩性
胃炎伴不典型增生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予口服维酶素片、多潘立酮片等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药物的基础
上加服中药煎剂疏肝活血汤治疗。两组患者均治疗 30d 为 1 个疗程，连续治疗 2 个疗程。结果：观察组总体有效率 86.67%，明
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在西医常规治疗的基础上，从中医肝郁血瘀立法拟方辨治慢性萎缩性胃炎伴
不典型增生可明显提高疗效，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慢性萎缩性胃炎；不典型增生；肝郁血瘀；临床研究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recipe based on the Ganyu Xueyu theory in treating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with atypical hyperplasia. Methods: 60 cas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oral vitacoenzyme tablets and domperidon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the Shugan Huoxue decoction based on the
control group. 30 days for a course. Two courses for each group.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86.67%,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s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Conclusion: Recipe based on the
Ganyu Xueyu theory has more significant effect and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Atypical hyperplasia; Ganyu Xueyu; Clinical research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51
慢性萎缩性胃炎以胃黏膜腺体萎缩为特征的一种常见的

在性别构成、年龄、病程及病情严重度等方面无统计学差异

消化系统疾病，常伴有不典型增生。由于不典型增生是胃癌的

（P>0.05）
，具有可比性。

癌前病变，因此探寻有效的治疗手段一直是医学界的研究热

1.2 治疗方法

点。近年来中医界对本病的辨治思路、临床方药等方面也进行

对照组常规予维酶素片，口服，6 片/次，tid；多潘立酮片，

了广泛而卓有成效的研究。我们在此基础上从肝郁血瘀病机立

口服（饭前 15～30min）
，10mg/次，tid。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

法拟方，系统评价了应用疏肝活血汤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伴不

药物的基础上，加服中药煎剂疏肝活血汤治疗，组方如下：金

典型增生 30 例患者的疗效，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铃子 10g，延胡索 10g，香附 10g，郁金 10g，陈皮 6g，枳壳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0 年 2 月～2012 年 10 月间在我院消化内科门诊接
受系统诊治的慢性萎缩性胃炎伴不典型增生患者 60 例，均经

6g，莪术 6g，三七 3g（冲服）
，当归 12g，丹参 12g，川芎 6g，
赤芍 10g，白芍 10g，乌梅 10g，炙甘草 6g，水煎服，1 剂/d，
分 2 次服。两组患者均治疗 30d 为 1 个疗程，连续治疗 2 个疗
程。
1.3 疗效标准[2]

胃镜活检证实为胃黏膜不典型增生，因上腹部隐痛、腹胀、反

①显效：临床症状消失或基本消失，食欲增加，病理复查

酸、食欲缺乏等症状就诊，符合诊断标准[1]，排除有严重心脑

不典型增生恢复正常或由重度转为轻度；②有效：临床症状明

血管疾病或血尿常规、肝肾功能明显异常患者。按照随机、对

显减轻，不典型增生由重度转为中度或由中度转为轻度；③无

照的原则分为两组：对照组 30 例，男性 17 例，女性 13 例；

效：临床症状及病理无改善且无恶化者。总体有效率＝[（显效

年龄（48.6±5.3）岁；病程（13.8±6.5）年；胃镜及病理分级：

例数＋有效例数）/总例数]×100%。

轻度 18 例，中度 9 例，重度 3 例。观察组 30 例，男性 19 例，

1.4 统计方法

女性 11 例；年龄（49.3±4.9）岁；病程（14.3±6.0）年；胃

应用 SPSS18.0 统计软件统计，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镜及病理分级：轻度 16 例，中度 10 例，重度 4 例。两组患者

（ x ± s ）表示，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x2 检验。P<0.05 为差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Clinical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2013 Vol.(5) No.11

-92-

论认为，本病病位主要在胃，与肝密切相关。外感六淫或饮食所

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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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伤，致胃府受伤，若加之情志不遂，肝气郁结，则横逆犯胃，肝

果

胃同病，出现气机郁滞而发为疼痛。若久不得治，则气滞血瘀，

2.1 观察组与对照组临床疗效比较（见表 1）

胃络受损，痛处固定，也即表现为胃局部微循环障碍，局部缺血
缺氧，胃运动分泌功能紊乱，进而发展为现代医学所谓的“不典

表 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n（%）]
n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型增生”
。治疗当谨循病机，以疏肝行气、活血通络为主，辅以

总体有效
△

观察组

30 16（53.34） 10（33.33） 4（13.33）

26（86.67）

对照组

30 10（33.33） 9（30.00） 11（36.67）

19（63.33）

养胃和中。笔者遂自拟疏肝活血汤治疗，方中一则以金铃子、延
胡索、香附、郁金、陈皮、枳壳等疏肝行气为主，二则以莪术、
三七、当归、丹参、川芎、赤芍等活血通络为要，更添白芍、乌

△

注：由上表可知， 与对照组比较，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梅、炙甘草养胃和中，防止大队辛燥药物徒耗胃阴。现代药理研

2.2 药物不良反应观察

究也认为，活血化瘀药物能改善微循环，增加血流量，使局部缺

观察组有 1 例服药初期出现大便稀溏，后自行好转，未影

血缺氧得到改善，有利于炎症的吸收和萎缩腺体的恢复和不典型

响继续治疗，其余患者未见不良反应。所有患者治疗前后查血

增生的消退，而稍佐酸甘化阴之品可增加胃酸浓度，使胃泌素得

尿常规、肝肾功能均未见明显异常。

以正常释放，胃分泌功能趋于正常[3]。本项研究在常规西药治疗

3

讨

论

的基础上，运用自拟疏肝活血汤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伴不典型增
生患者 30 例，结果显示观察组总体有效率 86.67%，明显高于对

慢性萎缩性胃炎多由慢性浅表性胃炎发展而来，典型临床表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进一步表明从中医肝郁血

现为胃脘部位疼痛，可呈胀痛、隐痛或刺痛、痛处固定不移，可

瘀立法拟方辨治慢性萎缩性胃炎伴不典型增生可明显提高治疗

有轻度压痛，少数疼痛还可出现在胸胁部、腹部，伴有嗳气、消

疗效，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化不良、纳差、乏力等。尽管典型患者有明显症状，但也有患者
无明显自觉症状，因此其症状、体征无特异性，不能作为诊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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腻，脉滑。治法和胃化痰祛湿，安神。方药：半夏 12g，陈皮

蒲 12g。5 付。刮痧疗法，通过辨证，对心腧、胃腧、大肠腧、

12g，茯苓 30g，炒枳实 12g，竹茹 10g，甘草 3g，炒山楂 15g，

中脘、胃经，连续刮痧 3d。5d 后复诊，脘腹胀满，嗳腐吞酸

炒莱菔子 15g，炒枣仁 15g，节菖蒲 12g。随症加减。刮痧疗法，

消失，睡眠改善，但仍感多梦，神疲乏力，头晕，四肢倦怠，

通过辨证，对心腧，胃腧，大肠腧，中脘，胃经。连续刮痧 3d，

饮食欠佳，舌质淡，苔薄腻，脉缓。治法当以补益心脾，养血

隔 3d，再连续刮痧 3d。经脉与药物结合，疏通经脉，调和肠胃，

安神。基础方药：党参 24g，白术 12g，云苓 15g，炒枳实 10g，

祛痰化湿，养心安神多见奇效。

当归 15g，炒枣仁 30g，炙远志 12g，甘草 3g，夜交藤 30g，炒

按：饮食不规律，暴饮暴食，肥甘厚味，长期如此，以致

神曲 12g，炒山楂 15g，荷叶 12g；7 付。刮痧疗法，通过辨证，

胃气失和，宿食停滞，以致嗳腐吞酸，脘腹胀满。脾胃受损，

进行膀胱经腧穴（双侧心腧、膈腧、脾腧）
，脾经，心经刮痧，

酝生痰湿，痰湿郁阻，胃气不和，上搅于心，致心脉瘀阻，心

每条经脉刮痧时，都是从上至下，直至痧出。1 周 1 次。复诊，

窍不通，致胸闷，心烦不寐。方中竹茹、半夏化痰，炒莱菔子、

诸症大减。嘱其服归脾丸，而愈。

炒枳实，陈皮化痰调气，配炒山楂祛除宿食，茯苓健脾祛湿，
节菖蒲开心窍利心气，炒枣仁以安神志。配合刮痧疗法，刮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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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清热为主治疗外感病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exogenous disease in TCM clearing heat
（金水王建平中医诊所，河南
中图分类号：R254

文献标识码：A

王建平
郑州，450003）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1-0093-02

【摘 要】 通过总结临床经验，探索一种外感病的中西医治疗方案。将方案应用临床，观察治疗 128 例，总有效率 93.75%，
从中医理论、现代医学理论证明本方案治疗外感病理论确凿，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中西医；清热；外感病；临床经验
【Abstract】 To explore an integrative treatment program for exogenous disease. The program was applied in 128 cases.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93.75%. The program has a conclusive theory and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Integrative medicine; Clearing heat; Exogenous disease; Clinical experienc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52
近代医家张锡纯治病擅长中西药结合运用，精于伤寒，在
温病治疗方面也有很深造诣，多用辛凉、辛寒之法。笔者在借
鉴张锡纯治病经验的基础上，应用中医清热为主自拟处方配合

征无明显缓解，或病情加重。
4

所有病例经 1 个疗程治疗后进行疗效评价，治愈 87 例，

西药治疗外感病 128 例，疗效满意，介绍如下。
1

一般资料
128 例观察病例均为 2011 年 11 月～2012 年 11 月期间，

以外感发病为主来我门诊就诊的患者。来诊患者主要临床表现

治疗结果

有效 33 例，无效 8 例，总有效率 93.75%。
5

应用体会
外感病是因外邪袭表、外邪入里或外邪留恋引起脏腑功能

为发热、咳嗽、流涕、喷嚏、鼻塞、吐痰、咽痛、头痛、身痛、

失调所导致的各种症状，有季节性、发病急、病程短等特点，

出汗等，以发热、咳嗽、流涕、喷嚏为主，共发生症状频次 348

包括感冒、外感发热、湿阻、疟疾等，治疗外感病首先要及时

人次，其中发热症状 59 人次，占 16.95%；咳嗽 48 人次，占

有效地祛除外邪，根据外邪性质和症候特征的不同，有疏风、

13.79%；流涕 35 人次，占 10.06%；喷嚏 32 人次，占 9.20%。

散寒、清热、化湿、祛暑等治法。仅清热就有辛温清热、辛凉

此外，来诊部分患者伴见腹痛、腹泻、呕吐等胃肠症状，皮肤

透热、泻火清热、养阴清热等 18 种具体方法[2]，所以准确诊查

瘙痒、湿疹等皮肤症状。治疗前根据患者临床症状，结合现代

外感症状和体征，明确诊断是治疗的基础。辛凉解表法应用最

医学检验、检查结果准确辨证，制定治疗方法。

为广泛，辛味药能散能行，可使邪从肌表而出，随辛散而解，
凡病位在上、在表，病因属风热者皆可用此法治之。临床上

2

治疗方法

应用西药治疗外感病的特点就是方便、快捷、有效，对常见的

2.1 中药处方

感冒、发热症状，经头孢的抗生素治疗，大多能很快控制症

银花、桑叶、连翘、菊花、牛蒡子各 12g，黄芩、桔梗、葛

状。从中医的观点看西药，部分药物在应用中也有促进发汗、

根各 15g，薄荷、芦根、甘草 6g。随症加减：伴见胃肠症状者

解热镇痛的作用，如张锡纯擅长应用阿司匹林配白虎汤治疗发

加白术、砂仁、干姜等；伴见皮肤症状加柴胡、升麻、防风等。

热病症[3]，所以笔者在临床中不断摸索，总结出一套疗效确切

2.2 西药处方

的中西医治疗方法。

头孢四联针（头孢唑林针 0.5g，氨基比林针 2ml，地塞米

根据来诊患者以发热、咳嗽、流涕、喷嚏为主要表现的特点，

松针 2～5mg，利多卡因溶媒 2ml）
、上感四联片（肠溶阿司匹

治疗上以辛凉解表、祛邪外出为治则，处方以银翘散、桑菊饮为

林片 0.6g，碳酸氢钠片 2 片，吗啉胍片 2 片，甘草片 2 片）
。

基础，加用临床治疗发热、感冒、咳嗽常用的头孢四联针、上感

2.3 疗程

四联片等西药。银花、连翘为辛凉平剂，有辛凉透表、清热解毒

中药服用 2 次/d，上感四联片 2 次/d，头孢四联针每疗程 3
次，3d 为 1 个疗程，若病情加重，头孢四联针可每疗程 6 次。
3

疗效评价标准

之功，对发热、咳嗽、流涕等症状可有效缓解，配用黄芩清热燥
湿、葛根升阳解肌，对头身疼痛者有较好地缓解作用。蝉蜕、牛
蒡子、薄荷为轻清之药，疏风除热、利咽透疹，透汗外出，尤其
是薄荷[4]气清郁香窜，最善透窍，其力可内透筋骨，外达肌表，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和西医《内科学》疗

宣通脏腑，贯串经络，透热发汗，为外感清解发汗常用之药，配

效评价标准制定[1]。痊愈：体温正常，外感症状和体征全部消

用蝉蜕、连翘等，引胃中化而欲散之热还于表，作汗而解，对外

失；有效：体温正常，外感症状和体征缓解；无效：症状和体

感伴见胃肠症状者尤为适宜，再借芦根、甘草之力，引热从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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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小便而出。桔梗开宣肺气、祛痰排脓，配以甘草对外感咽喉疼痛
能有效缓解。诸药配用能有效缓解外感病常见的发热、咳嗽、流
涕、喷嚏等症状。同时配用西药头孢四联针、上感四联片等，不
仅能有效控制症状，对患者身体的进一步恢复奠定基础。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薄荷能促进呼吸道液体分泌，促进痰液
排泄，对多种细菌、病毒等也有较好的抑制和抗炎作用。连翘、
银花、菊花、桑叶等对肺炎链球菌、葡萄球菌、冠状病毒、流
感和副流感病毒等有较强的抑制作用。芦根、甘草有增强免疫，

参考文献：
[1]薛蓉,李明珠.银翘桑菊饮治疗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120 例[J].中外健康文摘,
2008,5(3):133-134
[2]戴美友.中医除热十八法临证应用探析[J].实用中医内科杂志,2003,17(4):
275-276
[3]郭海军,赵聚山.张锡纯汗法治疗温病探析[J].江西中医药,2007,38(3):10-11
[4]孙浩,龚婕宁.张锡纯擅用汗法治温病[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7,23(3):
143-144

促进淋巴细胞转化的作用。桔梗、甘草有祛痰止咳、抗炎作用
等。诸药相配加用头孢四联针、上感四联片治疗外感病，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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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拟骨痹痛消方治疗膝骨性关节炎的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knee osteoarthritis with
the self-made Gubi Tongxiao recipe
汪俊红 柴喜平 王承祥
（甘肃省中医院，甘肃 兰州，730050）
中图分类号：R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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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骨痹痛消方治疗退行性膝关节炎的临床疗效。方法：采用随机数字表将符合要求的 60 例膝关节滑膜
炎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实验组 120 例，对照组 100 例。实验组患者采用骨痹痛消方治疗，对照组患者口服奈丁美酮胶囊，治疗 4
周后对两组患者疗效进行评定。结果：实验组临床疗效优于对照组（Z＝－08.992，P＝0.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
论：骨痹痛消方能明显减轻膝骨性关节炎患者的临床症状，改善膝关节功能，其疗效优于萘丁美酮胶囊。
【关键词】 骨性关节炎；膝关节；骨痹痛消方；消炎药；非甾类治疗；临床研究性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knee osteoarthritis with self-made Gubi Tongxiao recipe. 60 cases
of knee synoviti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34 cases in experimental group, 26 cases in control group.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given Gubi Tongxiao recipe, whil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Naiding ketone capsul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two groups was
compared after 4 weeks. Results: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an the control group (Z＝－08.992, P= 0.000)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Gubi Tongxiao recipe can reduce the clinical symptoms of knee osteoarthritis
and improve knee function. Its efficacy is superior to nabumetone capsules.
【Keywords】 Osteoarthritis; Knee; Gubi Tongxiao recipe; Anti-inflammatory drugs; Non-steroidal therapy; Clinical research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53
退行性膝关节炎又称老年性关节炎，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

纳入研究患者共 60 例，男 18 例，女 42 例，年龄 40～75

的加快，此类疾病在临床上为常见病、多发病。中医将其归为

岁，中位数 47 岁。单侧发病者 37 例，双侧发病率 23 例。病

痹症的范畴，西医认为该病是优于无菌性炎症引起。非甾体抗

程 2～10 年。中位数 6 年。

炎炎治疗膝关节有一定疗效，但是优于胃肠道反应较多，限制

1.2 诊断标准

了它的使用。骨痹痛消方是笔者自拟治疗膝骨性关节炎的经验

1.2.1 西医标准

方。2011 年 6 月～2011 年 12 月，我们对骨痹痛消方治疗膝骨
性关节炎的临床疗效进行前瞻性研究，现总结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按照 2007 年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修订的膝骨关节炎临
床诊断标准[1]：①近 1 个月反复膝关节疼痛；②X 线片（站立
或负重位）示关节间隙变窄，软骨下骨硬化和（或）囊性变关
节缘骨赘形成；③关节液（至少 2 次）清亮、黏稠，WBC<2000
个/ml；④中老年患者≥40 岁；⑤晨僵 30min；⑥活动时有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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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g/次，1 次/d，共治疗 4 周。

摩擦音（感）
。
综合临床、实验室及 X 线检查，符合（1+2）条或（1+3+5+6）

2.3 疗效指标观察

条或（1+4+5+6）条，可诊断膝骨性性关节炎。

疗效评定：治疗结束后根据根据《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
原则》中关于膝骨性关节炎的标准[3]进行评定：痊愈：膝关节

1.2.2 中医诊断标准
按照《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2]：膝骨性关节炎在中医

肿胀、疼痛完全消失，受累关节活动自如；显效：膝关节疼痛

属于“骨痹”范畴，骨痹由于年老体衰，骨失滋养，气血失凋，

明显减轻，仅余轻微关节疼痛或活动受限；有效：膝关节疼痛、

所致局部或全身骨关节退化改变。临床表现以大关节疼痛，活

肿胀、活动受限有一定程度的改善；无效：症状无明显改善，

动受限为主症。多见于退行性骨关节病，肥大性改变等。

甚至继续加重。

1.2.2.1 初起多见腰腿、腰脊、膝关节等，隐隐作痛，屈伸、俯

2.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6.0 统计学软件处理数据。两组患者性别的比

仰、转侧不利，轻微活动稍缓解，气候变化加重，反复缠绵不愈。
1.2.2.2 起病隐袭，发病缓慢，多见于中老年。

较采用检验，年龄、病程的比较采用 t 检验，临床疗效的比较

1.2.2.3 局部关节可轻度肿胀，活动时关节常有喀刺声或摩擦

采用秩和检验，检验水准。

声。严重者可见肌肉萎缩。关节畸形，腰弯背驼。
1.2.2.4 X 线摄片检查：示骨质疏松，关节面不规则，关节间隙

3

尫痹相鉴别。

表 2）
。
表 2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n，%）

1.3 纳入标准
①符合 2007 年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修订的膝骨关节炎
临床诊断标准者；②年龄>40 岁者；③排除伴有其他严重的心
脑肾等原发性疾病；④愿意接受本次科研调查研究者。
4

1.4 排除标准
①患者依从性差，未能按照要求配合者；②合并其他膝关
节疾病，如骨肿瘤、类风湿性关节炎、关节结核、化脓性关节；
③合并膝关节骨折、膝关节半月板、副韧带、交叉韧带损伤；
④合并膝关节创伤性滑膜炎或血肿；⑤精神病患者、不合作者。
2

方

组别

n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实验组

34

10

15

5

4

88.2

对照组

26

6

10

5

5

80.8

讨

论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是一种好发于中老年人的退行性疾病，
其确切的发病原因目前尚不完全清楚，一般认为与年龄、性别、
内分泌等多种因素有关。而关节软骨的退变是本病发病的主要
病理基础。有研究发现膝骨关节炎患者多数存在骨内微循环障
碍的病理状态，导致骨内压增高，加速了软骨的退变。关节软

法

骨退变、滑膜增生及慢性炎症是引起膝关节疼痛和功能障碍的

2.1 分组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将符合要求的 60 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
实验组 34 例，对照组 26 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有可比性（见表 1）
。

血亏虚，肝肾不足，筋骨痿弱，复感风寒湿邪，筋络阻滞，不
通则痛，故临床治疗以补益肝肾，温通经络，化瘀除湿，散寒
益肝肾，强壮筋骨，且牛膝引诸药下行，直达病所；当归、川

性别
年龄（岁）

病程（月）

男

女

实验组

10

24

46.10±15.20

6.15±3.94

对照组

8

18

45.23±16.71

6.05±4.10

2

主要原因。本病属祖国医学“骨痹”范畴，多因长年劳作，气

止痛为主。自拟骨痹消痛方中桑寄生、川牛膝、熟地、杜仲补

表 1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
组别

果

实验组临床疗效优于对照组（Z＝－9.232，P＝0.000）
（见

狭窄，软骨下骨质硬化，以及边缘唇样改变，骨赘形成。
1.2.2.5 查血沉、抗“O”、粘蛋白、类风湿因子等与风湿痹、

结

检验统计量

x ＝0.128

t=0.135

t=0.186

P值

0.718

0.879

0.426

2.2 治疗方法

芎、白芍活血养血，化瘀止痛；独活、威灵仙祛风湿，止痹痛；
苍术、茯苓健脾除湿。诸药相伍，可使肝肾健，瘀血通，湿邪
祛，痹痛止[4]。
本研究结果显示，骨痹痛消方能明显减轻膝骨性关节炎患
者的临床体征，改善膝关节功能，其疗效优于萘丁美酮胶囊，
而且不良反应也较非甾体抗炎药少。
参考文献：

2.2.1 实验组
采用骨痹痛消方治疗，药物组成：当归 15g，川芎 15g，

[1]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骨关节炎诊治指南(2007 年版)[J].中国临床医生

白芍 15g，熟地 15g，牛膝 10g，杜仲 12g，威灵仙 12g，独活

杂志,2008,38(1):28-30

12g，桑寄生 12g，茯苓 12g，生甘草 9g。关节肿胀者加苍术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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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g，萆薢 15g；疼痛较剧者加乳香 10g，没药 10g；痛遇寒加

1994:48-49

重者加炙附子 6g，桂枝 6g；随症加减。以上药放入 500ml 水

[3]郑筱萸.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S].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2:349

泡 30min，诸药加水煎服，1 剂/d，共 10d。

[4]柳海平.中医综合疗法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 252 例总结[J].甘肃中医,

2.2.2 对照组

2005(8):21-22

口服萘丁美酮胶囊（上海集成药厂生产，国药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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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拟温阳通络汤加减治疗缺血性中风 37 例
Treating 37 cases of ischemic stroke with the Wenyang Tongluo decoction
李 东
（广西浦北县中医医院，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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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温阳通络汤治疗缺血性中风的临床疗效。方法：服用温阳通络汤药，3 次/d，100～150m/次。结果：37
例患者中在治疗 14d 内服用温阳通络汤治疗，总有效率达 94.6%。结论：自拟温阳通络汤加减治疗缺血性中风疗效满意。
【关键词】 缺血性中风；温阳通络汤；治疗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n treating ischemic stroke by Wenyang Tongluo decoction. Methods: Taking
Wenyang Tongluo decoction three times a day, every time was 100～150ml. Results: After 14 days of treatment, the total efficiency rate
was 94.6%. Conclusion: Wenyang Tongluo decoction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treating ischemic stroke.
【Keywords】 Ischemic stroke; Wenyang Tongluo decoction; Treatmen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54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脑梗死）是最常见的脑卒中类型，占
全部脑卒中的 60%～80%。缺血性中风，亦称急性脑血管病，
是指一种急性非外伤性脑局部血液供应障碍引起的局灶性神
经损害，其临床特点猝然昏倒、不省人事，伴有口眼歪斜、语
言不利、半身不遂，或不经昏仆而仅以歪僻不遂为主证，且可
见不同程度的意识障碍。缺血性中风为中老年人常见的疾病，
因而引起普遍重视。自 2012 年 5 月～2012 年 9 月笔者运用自
拟温阳通络汤加减治疗 37 例缺血性中风患者，取得了较好的
治疗效果。报道如下。
1

3

疗效观察

3.1 疗效标准[2]
①痊愈：症状消失，肢体活动、语言、吞咽正常，五官端
正，肌力恢复到Ⅳ～Ⅴ级，生活自理；②显效：症状消失，下
肢能行走，上肢能抬举，但有不同程度功能障碍，语言吞咽正
常，五官端正，肌力较治疗前提高 II～III 级，生活部分自理；
③好转：临床症状改善，肌力提高 I 级；④无效：症状未改善，
病情趋于稳定或恶化死亡。
3.2 治疗结果

临床资料

37 例患者中，治愈 21 例，治愈率达 56.8%，显效 8 例，显

1.1 一般资料

效率达 21.6%，治疗好转 6 例，好转率达 16.2%，疗效不明显的

37 例患者均为门诊和住院病人，男 28 例，女 9 例，年龄
53～75 岁，临床表现为半身不遂，口角歪斜，言语不利，感觉

有 2 例。以痊愈＋显效＋好转计算总有效率，总有效率达 94.6%。
4

讨

论

减退或消失等，兼见有耳鸣、腰膝酸困、神疲，纳呆，舌淡，
苔白，边有齿痕，脉沉而无力。
1.2 诊断标准
所有病例均符合 1995 年中华医学会第四次全国脑血管病
学术会议各项脑血管病诊断标准[1]，同时每个病例均经头颅 CT
检查，发现有梗死病灶，确诊为脑梗死，而排除脑出血、大面
积梗死或有意识障碍者。

中风病因其死亡率，致残率高，已成为现代医学三大杀手
之一，但在中风病例中，缺血性中风占了全部脑卒中的 60%～
80%。因其西医药治疗费用高，每年国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
价，因此对缺血性中风的防治已成为社会界和医学界共同关注
的重要问题。随着临床和基础研究的不断深入，目前中医药在
治缺血性中风方面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因其治疗费用低，治疗
方法灵活，疗效明显而越来越体现它的优势所在。

2

治疗方法
方药选用附子先煎 20g，干姜 20g，桂枝 15g，砂仁 10g，

中医对缺血性中风的病机病因主要认为由“风、火、痰、
瘀、虚”所致，而“风、火、痰、瘀、虚”的形成也皆本于虚，

黄柏 10g，云苓 30g，炒白术 30g，仙灵脾 20g，肉苁蓉 30g，

也就是说与阳不足有关。在卢崇汉《扶阳讲记》中提到“心无

川牛膝 10g，杜仲 15g，山萸肉 10g，地龙 15g，乌梢蛇 30g，

阳则血不行，脾无阳则水谷不化，肝无阳则疏泄不行，肺无阳

炙甘草 15g 为基本方随证加减，若抽搐者加蜈蚣 2 条（研末冲

则宣降失司，肾无阳则浊阴凝闭[3]”这些都有可能直接或间接

服）
，全蝎 10g 驱风止痉，气虚血瘀明显者加黄芪，党参等。

产生“风、火、痰、瘀、虚”等病理产物。清代医家郑钦安《医

肝阳上亢者治以平肝潜阳加用天麻，钩藤，桑寄生，夏枯草等。

法圆通》中风篇中明确提到“夫人身原凭一气包罗，无损无伤，

痰浊瘀阻明显者加石菖莆，瓜蒌，半夏等，1 剂/d，水煎分 3

外邪何由而得入，内邪何由而得出？凡得此疾，必其人内本先

次温服，100～150ml/次，14d 为 1 个疗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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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夏泻心汤新论
New issue on the Banxia Xiexin decoction
陈百顺 赵秋升 魏小兵 高新建 李茂帅 布振忠
（焦作市中医院，河南 焦作，454000）
中图分类号：R573.3
【摘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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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目的：观察半夏泻心汤原方治疗胃病的临床疗效。方法：中医诊断为胃痞的患者，服用半夏泻心汤，1 剂/d，3

次/剂。结果：患者服药 2d 后症状缓解，四周后临床治愈。结论：半夏泻心汤治疗胃病效果显著。
【关键词】 半夏泻心汤；寒热错杂；胃炎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Banxia Xiexin decoction in treating stomach trouble. Methods: Taking the
Banxia Xiexin decoction on treating gastritis, 3 times a day. Results: Patients feel good was given medication after two days, be cured after
four weeks. Conclution: The Banxia Xiexin decoction was effective in treating gastritis.
【Keywords】 Banxia Xiexin decoction; Mixed cold and heat; Gastrit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55
消化道疾病是国人的常见病，多发病。半夏泻心汤作为一

黄芩、黄连苦寒泄热；干姜、半夏辛温散寒，寒热并用，辛开

个久经实践检验的古方也是常常被医者所用。但是，现在能用

苦降；更佐人参、大枣、炙甘草补益脾胃，共达调和中焦脾胃

半夏泻心汤原方治疗胃病并疗效显著者却不多。笔者临床多

升降之功。然而清代医家张锡驹则以“水火不济”来解释“痞”。

年，自感有所得，且自述所得与大家共同探讨一二。

其在《伤寒直解》中云：
“痞者，否也。天气下降，地气上升，

1

明源流知方义
“半夏泻心汤”一方出自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所撰《伤寒

论》
，
“伤寒五六日，呕而发热者，柴胡汤证具，而以他药下之，
柴胡证仍在者，复与柴胡汤。此虽已下之，不为逆，必蒸蒸而振，
却发热汗出而解。若心下满而硬痛者，此为结胸也，大陷胸汤主
之。但满而不痛者，此为痞，柴胡不中与之，宜半夏泻心汤。
”
（149
条）本方为少阳误下成痞所设，是辛开苦降、寒温并用、攻补兼

上下交，水火济谓之泰；天气不降，地气不升，上下不交，水
火不济谓之痞。故用半夏以启一阴之气；黄芩黄连助天气而下
降，引水液以上升；干姜人参甘草大枣助地气之上升，导火热
而下降，交通天地，升降水火，以之治痞，谁曰不宜。
”
2

辨指征细化裁

2.1 中医辨证
在应用半夏泻心汤时，需明辨寒热虚实。一为虚：脾气虚、

施、调和脾胃的代表方剂。伤寒病在表，经五六日，邪气有内传

胃阳弱而见乏力便溏、泄泻；二为实：气机升降失常而见胃脘

之机，症见“呕而发热者”
，为病在少阳，本应治以和解之法，

痞满、腹胀；三为寒：胃阳不足而见恶食生冷、脘腹冷痛；四

而误行泻下，从而发生不同转归。半夏泻心汤证作为一种转归，

为热：脾胃运纳不健、食积化热上蒸而见口舌生疮、口干口苦、

则是误下后邪气内陷中焦，脾胃同居中焦，内陷邪气，势必通过

舌红苔黄、脉数等。上呕、中痞、下肠鸣，病变在整个胃肠道。

影响脾脏胃腑而发生一系列的病理变化。因其配伍精当，效专力

呕吐是本方证的主要特征，往往患者见饮食物无食欲，或有恶

宏，故后世广泛应用于各种消化系统等疾病。

心感，甚至入口即吐，或者进食不久以后，上腹部发胀，或者

《金匮要略》中云：“呕而肠鸣，心下痞者，半夏泻心汤

消化液返流。这类患者饮食多不下出现上反症状。现在许多上

主之。”其经文中“心下”为半表半里部位（在胸之下、腹之

消化道炎症均可表现为“心下痞”
。
“痞”证即胃痞，是消化系

上），故其为病，当用泻心汤和解为宜。所谓痞，表现为上腹

统病变慢性胃炎的典型证型，当然也包括部分功能性消化不良

部不适，但按压后并不是硬满如石，也不是腹满如覆瓦，相反

（FD）病证类型的患者。

很软。关于其成因笔者认同清代医家柯韵伯之论，他在《伤寒

2.2 西医研究

来苏集》论及痞证云：
“痞因寒热之气互结而成”
。笔者在临床

近年来药理研究证明本方能增加胃黏蛋白的含量，显著降

中体会：以中青年群体为主的“痞”证患者以实证（湿热中阻

低溃疡指数，具有抗胃溃疡作用，是一个有效的胃黏膜保护剂。

证型）偏多，以老年群体为主的“痞”证患者则虚实相兼（脾

其作用机理可能是加强胃黏膜、黏液屏障作用，促进黏膜细胞

胃虚弱证型）偏多。

再生修复、胃黏蛋白分泌及加强黏蛋白合成等，加快了溃疡的

半夏泻心汤方药组成及用法原文为：“半夏（洗，半升）

愈合过程。本方能促进机体清除氧自由基，减轻或阻断组织的

黄芩干姜人参甘草（炙，各三两）黄连（一两）大枣（擘，十

脂质过氧化反应，同时提高 SOD 活力。动物实验发现其可增

二枚）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

强大鼠的抗氧化能力，减少自由基对胃黏膜上皮细胞的损伤作

服一升，3 服/d。
”方中重用半夏和胃降逆止呕，为全方之君药；

用和致癌致突变作用。该方对正常机能下的胃肠运动无明显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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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用而对偏抑或偏亢机能状态下的胃肠运动具有“双向调节作

苔腻，大便不爽。去人参、干姜加枳实、生姜、法夏、藿香；

用”。体外药敏试验发现，本方对幽门螺杆菌（HP）有一定的

偏于中气不足者：恶心反胃明显，早饱或食后痞甚，面色白，

抑杀作用，其单味主药黄芩、黄连对 HP 亦具有明显药敏作用。

脉缓或濡。加太子参、白术、茯苓、陈皮以益气健脾；心下痞

该方还可增强机体免疫功能和抗缺氧作用。据临床研究报道，

甚，呕恶者合不换金正气散。

本方对消化性溃疡、慢性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
炎、胃窦炎、胃脘痛、贲门痉挛、幽门梗阻、肠炎、腹泻、消
化不良、肠易激综合征、复发性口疮等消化道疾病、妊娠恶阻
等妇科疾病以及泌尿、生殖、呼吸、循环、血液等系统多种疾

3

不泥古重临证

3.1 经方重量
古代医书中，方中的重量和当今的度量衡不太一样，故如

病均有明显疗效。

何准确换算，被人们争论不休。近期的一些考古资料间接的解

2.3 名家化裁

释了人们的疑惑。汉代的一两折算为现在计量单位，为

半夏泻心汤方中半夏干姜合黄连、黄芩，辛开苦降使湿化

15.625g。而半夏半升则在 50～60g 之间。笔者在临床中半夏多

热清，脾气升运而胃气和降，则逆降，呕止而痞消，合人参、

在 30g 以上，效果更佳。当然必须先用沸水洗过数遍后再煎煮，

大枣、甘草甘温益气而和中，以凑补虚泻实之功，使脾胃升降

可减轻毒性。服用时可服 3 次/d，饭前为佳。

复常，邪去而胃肠得安。

3.2 临证重辨

吴鞠通在《温病条辩》中对阳明湿热，热饮内搏，呕而痞

患者甲，女，52 岁。上腹部胀满不适 6 年，复发 1 个多月，

者，用半夏泻心汤加减，去“人参、干姜、大枣、甘草加枳实、

食后加重，伴有隐痛，时有烧心，泛酸，嗳气明显，纳差，大

生姜”。对阳明暑温，湿热互结，不饥不食不便，心下痞者，

便不爽，素有嗜酒及辛辣史，舌红苔黄白相兼，脉滑数。胃镜

用半夏泻心汤加减，去“人参、干姜、大枣、甘草加枳实、杏

检查提示：慢性浅表性胃炎伴反流性食管炎，C14 尿素呼气试

仁”，发展了半夏泻心汤的临床化裁。薛生白《湿热病篇》提

验（＋＋）。中医诊断为胃痞，辨证为湿热内蕴，胃失和降，

出中焦湿热随中气的虚实而有脾胃不同病变的临床转化特点：

治以半夏泻心汤加减以清热化湿、和胃降逆。方药组成：半夏

“湿热病属阳明太阴病者居多，中气实则病在阳明，中气虚则

30g（洗）
，黄连 10g，黄芩 20g，吴茱萸 10g，沙参 30g，生姜

病在太阴”，并提出注重舌诊是判断中焦湿热病邪多少的重要

10g，枳实 10g，乌贼骨 20g，煅瓦楞子 20g，蒲公英 30g，甘

临床佐证——即“湿邪内盛则舌白，湿热交蒸则舌黄”。叶天

草 10g，1 剂/d，3 次/剂。患者服药 2d 后症状缓解，心下痞好

士《温热论》提出注重腹部体征结合舌诊苔“黄或浊”，深化

转，1 周后烧心、泛酸、嗳气症状改善，四周后临床治愈，复

了临床对“痞”证用泻心汤的论述。王孟英提出湿热内结重者

查 C14HP 转阴。
按：本例患者见心下痞满胀痛，恶心呕吐，肠鸣，便粘不

苦泄之“枳实、连、夏，皆可用之”
。运用。

爽，舌质红，苔黄白相间，显系脾胃升降失调，湿热结聚。故

2.4 随症加减
笔者在临床上观察此类患者多表现为心下痞、反胃、恶心、

用半夏泻心汤寒热并用，辛开苦降，调理脾胃气机；枳实、公

呕吐或大便溏、大便不爽；兼证：口苦、口腻、口中泛酸；舌

英清热理气行滞。湿热清，气滞行，脾胃健，升降调，胃之通

象：舌淡红或偏红，苔白腻、白滑或黄白相兼或白少苔或黄腻；

降功能复，则诸证均愈。

脉象：滑或滑数或濡。
偏于中焦湿浊盛者：恶心明显，口多粘腻或口淡，大便多

作者简介：

溏，喜热饮或渴不欲饮，苔白腻或白滑。加大腹皮、云苓皮以

陈百顺，河南省焦作市中医院。

化浊利湿；偏于中焦热盛者：如口苦，泛酸，烧心或口中异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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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一切外邪始能由外入内，一切内邪始由内出外，闭塞脏腑、

之根本，经过笔者临床实观察，疗效满意。

[4]

经络气机、皆能令人死，不得概谓谐由外致也 。
”其所提到的
“本先虚”也是指先有人体阳气的不足，阳虚后才发病。他在

参考文献：

阴阳两纲中提到“阳统乎阴，阳主阴从”。他认为“阳者阴之

[1]中华医学会第四次全国脑血管病学术会议.各项脑血管病诊断标准要点[J].

根”，“有阳则生，无阳则死”。并且进一步的提出“人生立命

中华神经内科杂志,1996,29(6):379

全在坎中一阳”
，
“坎中一阳”即肾阳，在诸阳中肾中之阳是真

[2]石西康.补阳还五汤加减治疗缺血性脑中风临床体会[J].临床合理用药,

阳，元阳，为人身阳气之本，立命之根。基于此，方中重用温

2011,4(12B):76

补肾阳之药，其中附子、桂枝、干姜，分别有温补肾阳、心阳、

[3]卢崇汉.扶阳讲记[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6:44

脾阳的作用，各有侧重，特别是附子，虽然能补五脏之阳，但

[4]郑钦安.中医火神派三书: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M].北京:学苑出

更能补肾阳，为药物中阳中之阳药。肉苁蓉，川牛膝，杜仲，

版社,2007:174-175

山萸肉伍附子侧重于温补肾阳；砂仁、白术、茯苓共起健脾祛

作者简介：

湿有助干姜温补脾阳之功；地龙、乌梢蛇熄风通络。“治之但
扶其真元，内外两邪皆能绝灭”[4]，运用本方在临床中治疗缺
血性中风，随证变通，注意扶阳，培育真阳，这才是治病立命

李东，本科，中西医结合内科主治，浦北县中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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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手法加中药外敷、内服治疗老年性膝骨关节炎的
临床疗效
Clinical efficacy on treating senile knee osteoarthritis by
the practices plus TCM
陈 默 1 黄 羚 1 熊 洋 1 赵飞白 2
（1.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100029；2.浙江省温岭市中医院，浙江 温岭，317500）
中图分类号：R2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1-0099-02

【摘 要】 目的：观察中医治疗老年膝骨关节炎的疗效。方法：77 例老年膝骨关节炎患者分两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
实验组采用中医综合治疗，对比疗效。结果：实验组治疗效果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采用中医手法、外敷内服治疗老年性
膝骨关节炎的疗效好。
【关键词】 中医手法；中药外敷；内服；老年性膝骨关节炎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icacy of TCM treatment of senile knee osteoarthritis. Methods: 77 elderly patients with
knee osteoarthriti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with conventional therapy, the experimental group using the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of TCM, comparative efficacy. Results: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CM practices, topical oral treatment of senile knee osteoarthritis efficacy.
【Keywords】 Chinese medicine practices; TCM herbs; Orally; Senile knee osteoarthrit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56
本文研究分析中医对老年性膝骨关节炎的治疗效果，报告
如下。
1

归尾、桃仁、白芍、红花、络石藤、莪术、甘松、生甘草、生
草乌、生川乌等，研磨成粉后用谁煮沸，搅拌成稠，随后对病
变部位给予消毒，将中药覆盖好，温度以患者感觉可以接受为

资料与方法

宜，1 次/d。中药内服为六味地黄丸加减。

1.1 一般资料

观察比较两组患者治疗 2 个月后的疗效。

选择 2009 年 9 月～2011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老年性膝骨关

1.3 观察指标

节炎患者 77 例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 43 例，女性 34 例，患

痊愈：患者疼痛、肿胀等症状消失，活动正常，可以生活

者年龄在 65～78 岁之间，平均为（69.96±2.58）岁；患者病

自理。好转为关节疼痛基本消失，压痛减轻，但大活动后有疼

程在 3～11 年，平均为（6.62±1.02）年。随机将患者分为两

痛肿胀，可以恢复，关节功能基本恢复。无效：患者关节功能

组，对照组患者 38 例，实验组 39 例，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

和症状等无改善。

较无显著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4 数据处理

1.2 方法

疗效为计数资料，组间通过 x2 检验对比。统计学软件采用

对照组患者给予临床常规治疗，包括口服活血通络药物，
并消肿止痛，每周注射注射透明质酸钠 2ml。
实验组给予中医综合治疗，包括手法治疗、中药内服和中

SPSS17.0 软件包。以 0.05 为检验水准。
2

药外敷。其中手法治疗为按揉花在哪髌骨，拿捏其股四头肌，
擦揉膝盖，旋膝并提腿，每日治疗 1 次。外敷药物包括：海桐

结

果

实验组患者经过我院的治疗后，其治疗效果优于对照组患
者，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详细结果见表 1。

皮、威灵仙、羌活、透骨草、伸筋草、独活、川芎、赤芍、当
表 1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n，%）

3

讨

组别

例数

痊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实验组

39

26

10

3

92.31

对照组

38

15

13

10

73.68

论

膝骨关节炎是临床常见的一种老年疾病，为中医中的“痹证”
范围，主要是由于患者肝肾两亏，导致精血不足，引起筋骨失养

等[1]。加之风寒邪气入侵，导致营卫不和，引起退行性病变。
使用中医综合治疗中，手法治疗能够改善患者痉挛的肌
（下转 1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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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穴压豆结合腹部按摩促进术后肠蠕动功能恢复的
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promoting intestinal tract function recovery after the
surgery with ear pressure beans plus abdominal massage
潘兰霞 施 华
（河南中医学院护理学院，河南 郑州，450000）
中图分类号：R4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1-0100-02

【摘 要】 目的：探讨耳穴压豆配合腹部按摩对促进腹部术后病人肠蠕动恢复的影响。方法：将 80 例胆囊切除术病人随机
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40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实验组则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实行耳穴压豆结合腹部按摩治。观察两组肠鸣
音恢复时间及首次排气时间。结果：实验组肠呜音恢复时间及首次排气时间明显早于对照组（P<0.05）
。结论：耳穴压豆结合腹部
按摩能有效刺激其肠蠕动，促进术后肠功能恢复。
【关键词】 腹部手术；肠蠕动；耳穴压豆法；腹部按摩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ear pressure beans plus abdominal massage on promoting intestinal tract
function recovery after the surgery. Methods: 80 cases of cholecystectomy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p,
each of 40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car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care and ear pressure beans combined
with abdominal massage. To observation the recovery time of bowel sound and first passage of flatus. Resul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recovery time of bowel sound and first passage of flatus was early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Ear pressure beans plus
abdominal massage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promoting intestinal tract function recovery after the surgery.
【Keywords】 Abdominal operation; Bowel movement; Ear pressure beans; Abdominal massag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57
腹胀是腹部外科手术后最常见的临床表现，常由于手术刺
激、麻醉抑制等可引起胃肠蠕动减弱或消失，导致腹胀、腹痛、

2.2.1 耳穴压豆
病人手术回病房，测生命体征平稳，术后 10～12h 开始王

排气困难等，重度腹胀可增加病人的不适、导致膈肌上升而引

不留籽耳压法。取大肠穴、小肠穴、胃穴、交感穴、腹穴、三

起呼吸困难、影响切口的愈合等。传统的解除腹胀的方法是禁

焦穴，耳廓局部用 75%酒精消毒，在一块 0.6cm×0.6cm 的胶

食、胃肠减压、床上锻炼及下床活动等，但很多病人由于体质

布中央放一粒饱满的王不留籽，探棒将其贴于患者相应耳穴区

虚弱，肠蠕动功能恢复较慢，严重影响了病人术后的康复。为

域的敏感点上贴紧后加压力，让患者感到局部有酸、麻、胀、

促进病人肠蠕动尽早恢复，消除腹胀，本研究拟在传统护理方

痛或发热感，即为得气。每隔 5～10min 按压 1 次，反复 5～8

法的基础上结合耳穴压豆和腹部按摩，对肠蠕动恢复的时间及

次，每次每穴约 1min（100 次左右）
，以加强对耳穴的刺激，

肛门排气时间进行疗效观察。

每次只贴单侧耳穴，两耳交替应用，每隔 3d 换 1 次压豆，直

1

至排气、腹胀逐渐缓解。
临床资料

2.2.2 腹部按摩

选取 2012 年 1 月～2012 年 12 月我院普外科收治的胆结

术后 10h 开始进行腹部按摩，操作者一手按切口，另一手

石、慢性胆囊炎择期行胆囊切除手术的病人。征得部分患者知

以整个手掌按摩切口对侧腹部，按顺时针方向按摩 5～8min，

情同意，愿接受耳穴压豆结合腹部穴位按摩治疗。随机分为实

以不引起切口疼痛为度。3 次/d，重点揉按上脘、中脘、下脘、

验组和对照组各 40 例。排除合并其他疾病者及年龄在 70 岁以

天枢穴。

上者。

2.3 观察指标

2

干预方法

2.1 对照组
常规术前准备和术后护理。
2.2 实验组
在外科常规护理的基础上，结合耳穴压豆和腹部穴位按摩。

分别观察并记录两组病人术后肠鸣音恢复时间和肛门排
气时间。术后 3 次/d 听诊肠鸣音，每分钟闻及 3 次～5 次中等
强度的肠鸣音则表示肠鸣音恢复正常。观察首次肛门排气时间
和排便时间，以患者及家属的主诉为准。
2.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t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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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101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无显著差异 （见表 1）
。

果

3.1 一般资料
表 1 两组患者基本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年龄

手术方式

麻醉方式

是否使用镇痛泵

对照组

40

56.71±7.32

胆囊切除术

全麻

是

实验组

40

58.89±4.32

胆囊切除术

全麻

是

－

P>0.05

－

－

－

3.2 两组术后肠鸣音恢复时间及首次肛门排气时间（见表 2）
表 2 两组术后肠鸣音恢复时间及首次肛门排气时间比较（h）
组别

肛门排气时间（t/h）

肠鸣音恢复时 t/h

16～

26～

36～

≥46

x ±s

对照组

29.71±4.05

2

8

22

8

40.29±4.86

实验组

23.2±3.01

＊

9

14

12

5

31.69±3.17

＊

＊

注： P<0.05。

4

讨

论

泄作用，防止和解除便秘。同时，腹部按摩对胃肠道是一种机械
刺激，增加肠蠕动，促进排便，使小肠的紧张状态得到缓解，从

4.1 耳穴压豆促进肠蠕动恢复原理
从表 2 可以看出，实验组病人的肠鸣音恢复时间及首次排
气时间明显早于对照组。提示耳穴压豆疗法对促进术后肠功能
恢复效果明显。借助耳廓进行诊治疾病和预防保健在我国有着
悠久的历史。内经曰：“耳者，宗脉之所聚也”，“十二经脉，
三百六十五经，其气血皆上于血而走空穴……其别气走于耳而

而使术后肠功能提早恢复，患者提前进食，促进康复。
中医学认为：“背为阳，腹为阴”，腹部是五脏六腑所居之
处，被喻为“五脏六腑之宫殿，阴阳气血之发源”
。腹部穴位按
摩有健脾润肠、消滞通腑，刺激大肠蠕动作用，达到减轻腹胀。
5

小

为听”
。表明了耳与人体的整体观。耳穴压豆疗法具有疗效高，
见效快；经济安全，无副作用，便于推广；操作简单，易学易
用的优点。鉴于病人手术后腹胀、排气困难是由于麻醉药物使
肠蠕动减慢所致，我们选用了大肠穴、小肠穴、交感穴、内分
泌穴、胃穴、三焦穴。交感穴有调节自主神经的作用，大肠、

结

我们采用耳穴压豆联合腹部按摩的方法预防腹部手术患
者术后腹胀，结果表明可有效地促进胃肠功能恢复，预防术后
腹胀的发生。耳穴压豆联合腹部按摩方法简单、可操作性强、
无任何毒副作用，同时还可改善护患关系，增加护患沟通机会，
从而提高患者的满意度。

小肠及胃穴都与消化功能有关，能调整阴阳、温通气血，使胃
气下降。内分泌、三焦穴可刺激肠蠕动，促进肠蠕动恢复。诸
[1]

参考文献：

穴相互配合，起到消除腹胀的作用 。

[1]王克芳.耳穴压豆法在促进腹部术后病人肠功能恢复中的应用[J].护理研

4.2 腹部按摩促进肠蠕动恢复原理

究,2011,25(1):139-141

腹部按摩能促进血液及淋巴液的流动，有助于排除废物；兴
奋和刺激迷走神经，刺激肠蠕动，从而减轻肠胀气及腹胀。腹部
按摩可增加腹肌和肠平滑肌的血流量，增强胃肠内壁肌肉的张力
及淋巴系统功能，活跃胃肠等器官的分泌功能，从而加强对食物
的消化、吸收和排泄，明显地改善大小肠的蠕动功能，可起到排

作者简介：
潘兰霞，讲师，河南中医学院护理学院。
施华，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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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并改善血液循环，起到消肿和镇痛的效果，并提高肌肉肌
力，使关节的稳定性增加。而中药外敷可以起到活血化瘀、祛
风除湿、补肾强筋的效果，并能够行气活血，消除患者的肿胀

膝骨关节炎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感。而中药内服则可以行血逐瘀，并舒筋活血，消肿止痛，温

[1]银波,张锡智.中医综合疗法治疗老年性膝骨关节炎 30 例[J].实用中医内

阳补肾且强筋壮骨。

科杂志,2008,22(2):37-38

将手法、中药内服和外敷联合使用，能够起到协同的作用，

作者简介：

以消除患者的肿胀感受，祛瘀活性，生津生新，提高临床治疗
效果。
实验结果我们也可以看出，实验组使用中医综合治疗的效
果较好，
（P<0.05）
，说明采用中医手法、外敷内服治疗老年性

陈默（1990-），男，湖北省恩施州，本科在读，土家，北京中医药大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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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仓地区绝经女性的中医体质评估情况分析
Analysis on TCM constitutional types of natural menopausal women in Taicang
贾 彤
（太仓市妇幼保健所，江苏 太仓，215400）
中图分类号：R271.1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1-0102-03

【摘 要】 目的：旨在了解太仓地区自然绝经女性的中医体质况。方法：用随机整群法抽取由太仓市某社区管理的自然绝经
女性 130 人，使用统一问卷评定中医体质，用改良的 Kupperman Menopausal Index（KMI）评定绝经综合症的症状情况。结果：
①质类型分别为平和型 95 例（73.1%）
，偏颇体质 35 例（26.9%）；②MI 正常者为 33 人（25.4%）
，有症状者为 97 人（74.6%）；
③质分类与 KMI 有相关性（r＝0.313，P<0.01）
；④MI 分值的中位数在平和、气虚、气郁、血瘀、阳虚和阴虚体质中分别为 10、
；有偏颇体质（指非平和体质）的在 KMI 中判别为正常、轻度、中度、
15、19、7 和 17，组间有统计学意义（x2＝23.150，P<0.01）
；⑤MI 中潮热汗出、
重度的分布依次为 4/33（12.1%）、13/58（22.4%）
、18/39（46.2%）
，有统计学意义（x2＝11.605，P＝0.003）
眩晕、疲乏和皮肤蚁走感在 6 种检出的中医体质中的分布有统计学意义（x2＝19.235、12.924、21.386 和 11.977，P<0.05）
。结论：
太仓地区自然绝经女性中医偏颇体质以气虚、阴虚为主，中医体质分类与 KMI 配合使用，可以为绝经女性提供更丰富的健康评估。
【关键词】 绝经；中医；体质
【Abstract】 Objective: It was to investigate Chinese medicine constitution of natural menopausal women in Taicang. Methods：With
random cluster sampling used 130 natural menopausal women of some community were interviewed, while given assessment by unity
questionnaire of Chinese medicine constitution and kupperman menopausal index (KMI). Results: ①There were 95 gentleness type
(73.1%) and 35 non-gentleness type (26.9%). ②There were 33 normal KMI (25.4%) and 97 abnormal KMI (74.6%). ③Constitutional
types were related with KMI (r＝0.313,P<0.01).④Median of KMI in the gentleness, Qi-deficiency, QI-depression, blood-stasis,
Yang-deficiency and Yin-deficiency six types respectively were 10, 15, 19, 19, 7 and 17, which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x2＝23.150，
P<0.01). Normal, mild and moderate-to-severe of KMI with non-gentleness type laid were respectively 4/33 (12.1%), 13/58(22.4%),
18/39(46.2%), which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x2＝11.605，P＝0.003). ⑤There wer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between hot flash and
sweating, whirling, tired and formication of KMI allocated in six constitutional types (x2＝19.235, 12.924, 21.386 和 11.977，P<0.05).
Conclusion: QI-deficiency and Yin-deficiency were major types in natural menopausal women of Taicang. Constitutional types coordinated
with KMI could make health assessment better.
【Keywords】 Menopausal; Chinese medicine; Constitu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58
随着社会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绝经后女性的健康状况倍受

《中
断前后诸的诊断标准分别参考《妇产科学》
（第 2 版）[1]、

重视。绝经期是女性从生育期逐渐衰退，经历围绝经期后进入

医妇科学》（修订版）[2] ；评定绝经综合症的症状使用改良的

的一个自然阶段，有 5%～10%的女性绝经期综合症症状表现明

Kupperman Menopausal Index （KMI）
（6 分以下为正常，7～

显，甚至绝经多年后仍然存在。本文调查了太仓地区绝经后女

15 分为轻度，16～30 分为中度，30 分以上为重度）
；绝经年限

性的绝经期综合症发生和中医体质类型情况，为开展适宜本地

分为绝经早期（<5 年）和绝经晚期（>5 年）[3]。中医体质的

绝经女性的健康促进提供依据。

评估标准参考王琦等[4]设定的体质分类法。调查的质量控制为

1

对象及方法

自设，按照调查前既定标准进行填写和询问。
1.3 统计学处理

1.1 对象
在 2011 年 7 月～2011 年 9 月，用随机整群法抽取由太仓市

OFFICE2007 建立数据库后，用 SPSS18.0 进行分析。不符
合正态分布的数据用中位数及四分位数来表示[M（Q1，Q3）]，

某社区管理的自然绝经女性 130 人，知情同意参加本次调查及

样本的比较用 Mann-Whitney 和 KruskalWallis 检验，相关性分

体检，年龄为 47～68 岁，平均（56.33±4.23）岁，均居住本

析用 Spearman 检验、计数资料用 x2 或 Fisher 精确概率检验，

地 10 年及以上。绝经年龄为 42～56 岁，平均（50.22±3.18）

P<0.05 即为有统计学意义。

岁。
1.2 方法
受检者接受问卷调查，工作人员均统一培训的妇保医生。
问卷包含一般情况，孕产信息，保健知识等。绝经综合症、经

2

结

果

2.1 中医体质类型及 KMI 结果
体质类型分别为平和型 95 例
（73.1%）
，
气虚型 9 人
（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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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郁型 5 人（3.8%）
，血瘀型 5 人（3.8%）
，阳虚型 4 人（3.1%）
，

2.2 KMI 与中医体质

阴虚型 12 人（9.2%）
。KMI 正常者为 33 人（25.4%）
，有症状

体质分类与 KMI 有相关性（r＝0.313，P<0.01）
。KMI 分值

者为 97 人（74.6%）
：轻度者 58 人（58/130，44.6%）
，中度者

在中医体质中呈偏态分布，平和体质中为 10（5，14）
，气虚体

36 人（36/130，27.7%）
，重度者 3 人（3/130，2.3%）
。KMI 症

质中为 15（7，19）
，气郁体质中为 19（18，25）
，血瘀体质中

状前五位分别为性生活（77.7%）、骨关节痛（53.8%），失眠

为 19（15，20）
，阳虚体质中为 7（4，9）
，阴虚体质中为 17（14，

（49.2%）
、心悸（47.3%）和疲乏（45.4%）
；若以绝经年限分为

。有偏颇体质（指
18）
，组间有统计学意义（x2＝23.150，P<0.01）

早期和晚期，KMI 症状前五位在晚期与前相同，在早期，则以

非平和体质）的在依据 KMI 判别绝经综合症症状为正常、轻度、

潮热出汗居第 4 位，而疲乏未选入。中医体质和 KMI 在绝经早

中度重度的分布依次为 4/33（12.1%）、13/58（22.4%）、18/39

期和晚期的分布均没有统计学意义（x2＝9.424 和 2.635，P>0.05）

。
（46.2%）
，组间有统计学意义（x2＝11.605，P＝0.003）

表 1 KMI 症状在各体质的分布情况 [n（%）]

3

症状

n

平和

气虚

气郁

血瘀

阳虚

阴虚

x2

P

潮热汗出

50

31（62.0）

3（6.0）

4（8.0）

2（20.0）

0（0.0）

10（20.0）

19.235

0.002

感觉异常

35

24（68.6）

1（2.9）

4（11.4）

2（5.7）

1（2.9）

3（8.6）

8.051

0.153

失眠

64

41（64.1）

6（9.4）

3（4.7）

5（7.8）

2（3.1）

7（10.9）

10.241

0.069

情绪波动

48

30（62.5）

5（10.4）

4（8.3）

3（6.3）

2（4.2）

4（8.3）

7.806

0.167

抑郁、疑心

17

9（52.9）

1（5.9）

2（11.8）

2（11.8）

1（5.9）

2（11.8）

6.250

0.283

眩晕

54

43（79.6）

5（9.3）

3（5.6）

2（3.7）

0（0.0）

1（1.9）

12.924

0.024

疲乏

59

38（64.4）

7（11.9）

5（8.5）

4（6.8）

3（5.1）

2（3.4）

21.386

0.001

骨关节痛

70

50（71.4）

5（7.1）

5（7.1）

4（5.7）

2（2.9）

4（5.7）

9.823

0.080

头痛

42

30（71.4）

4（9.5）

1（2.4）

2（4.8）

1（2.4）

4（9.5）

1.215

0.943

心悸

61

42（68.9）

6（9.8）

3（4.9）

5（8.2）

1（1.6）

4（6.6）

11.244

0.047

皮肤蚁走感

20

11（55.0）

2（10.0）

0（0.0）

3（15.0）

0（0.0）

4（20.0）

11.977

0.035

性生活

101

72（71.3）

9（8.9）

3（3.0）

5（5.0）

2（2.0）

10（9.9）

9.749

0.083

泌尿系感染

20

13（65.0）

2（10.0）

1（5.0）

2（10.0）

1（5.0）

1（5.0）

3.126

0.681

讨

较大影响，因此使用中医体质和 KMI 合参评估其健康情况有

论

王琦[5]认为体质是个体生命过程中，在先天遗传和后天获
得的基础上表现出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和心理状态方面综合
的、相对稳定的特质，并将体质学说的基本原理概括为体质过
程论、心身构成论、环境制约论及禀赋遗传论，其具有可分性、
体病相关和可调节的特点[6]，具有相对稳定性，又是动态可变
的，先天禀赋是决定与影响体质形成和发展的内在重要因素，
而后天因素如地理环境、气候特点、饮食习惯以及社会文化因
素等对体质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在治未病时，及早采
取针对性措施，纠正或改善由于阴阳气血偏盛偏衰所导致的体
质偏颇，以减少偏颇体质对疾病的易感性，可预防或延缓发病。
崔海英等[7]认为绝经综合症的中医病机中以肾虚为本质，病因
源于肾气衰弱，天癸将竭，围绕此产生一系列症候群及各种病
理改变，又从朝医体质理论出发，认为各种不同体质之间尽管
同样发生肾虚的改变，又存在着不同的区别，以太阴、太阳、

重要意义。吴承玉等[10]研究江苏地区的总体偏颇体质以气虚、
阳虚为主，而本资料中的人群为自然绝经女性，平和型体质较
其比例大，偏颇体质以阴虚、气虚为主，
《素问•上古天真论》：
“女子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女性在绝经后，
肾气衰落，阴精渐少，精血不足而易成虚；肾气弱则一身阴阳
均受负面影响，且太仓地处江南，湿盛则易致脾气运气不畅，
这可能是本地绝经女性偏颇体质以气虚、阴虚为主的原因之
一，更为详尽的地方环境、人群特点、生活习惯等原因需要进
一步调查研究。
绝经综合症的发生与社会文化背景、生活水平、地理环境
等因素均相关，KMI 的分值可以反应绝经综合征的症状强度，
本资料显示轻度者所占比例最大（44.6%），中重度的为 30.0%
（39/130），仅 2.3%为重度，总的发生率为 74.6%，居于文献
报告 44.1%～78.1%[11-15]的中高水平。以 5 年区分绝经年限为

少阴、少阳等为依据，不同体质人在绝经前、绝经后 2 年、绝

早期和晚期，两者在症状的发生率上无差异，说明这些症状

经 3～5 年所出现的症状各有所不同，这有益于探讨不同体质

会较长时间存在，经年难失。潮热汗出在绝经早期更为明显，

的人发生绝经综合征的病机病理有所进一步认识。

而随着绝经年限的延长，代之以疲乏，可能是因为雌激素从

绝经期是女性保健分期中的重要组成，与一般性老年保健

围绝经期至早期的波动逐渐变至绝经晚期的低值稳定，血管

有所不同，本调查人群平均绝经年龄为（50.22±3.18）岁，稍

舒缩症状下降，因年龄增长，身体机能下降，衰老加深，疲

[1]

[8]

高于国内南方妇女的 48.99 岁 ，接近欧洲的 50.1～52.8 岁 ，
其距离进入老年期尚有 10 年，日本近 1/4 的处于围绝经期和绝
[9]

经后的妇女有绝经综合征的症状 ，对她们每天的生存质量有

乏感增强。
中医体质分类与 KMI 有相关性（r=0.313）
，潮热汗出、眩
晕、疲乏和皮肤蚁走感在各体质类型中的分布有统计学意义，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linical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2013 Vol.(5) No.11

-104潮热汗出、皮肤蚁走感在偏颇的体质中多出现在阴虚中，眩晕、

向性[C].2003

疲乏多出现在气虚中，
此 4 种症状与中医相应证中的主症相同；

[8]S Palacios,W Henderson V. N Siseles. Age of menopause and impact of

与平和体质相比较，气虚、气郁、阴虚、血瘀的 KMI 分值均

climacteric symptoms by geographical region[J]. Climacteric,2010,13:419-428

高于平和体质，而阳虚者低于平和体质，说明有体质偏颇的绝

[9]Cn Soares, Prouty J. Treatment of menopause related mood disturbances[J].

经女性 KMI 异常的可能性较高，阳虚者分值较之为低的原因

CNS Speatr,2005,10:489-497

可能是因为雌激素的作用或样本数量问题，需要深入分析，两

[10]吴承玉,骆文斌,王娜娜,等.江苏地区 2043 例中医体质流行病学调查研究[J].

种方法虽然具有相关性，但相关系数未能达到高值，且 KMI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9,15(2):138-140

中的症状 50%以上均可出现在平和体质中，说明两者的合用在

[11]周赞华,王伟杰,朱亚丽,等.丽水地区农村围绝经妇女健康状况和保健需

绝经女性的绝经综合症评估中会更丰富和具体，如中医体质中

求研究[J].中国妇幼保健,2012,27(28):4360-4363

阳虚型的症状畏寒易冷、食冷易泻等，改良的 KMI 中性生活、

[12]沈小玲.罗定市妇女围绝经期症状与保健需求调查分析[J].现代医院,

骨关节痛，可以相互补充，了解得更为全面。

2008,8(6):142-144
[13]陈华,丰有吉,舒慧敏,等.上海市浦东新区妇女绝经年龄及行经年限调查

参考文献：

与影响因素分析[J].中华妇产科杂志,2010,45(6):415-419
[1]丰有吉,沈铿.妇产科学[M]. 2 版.北京:中国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263-267

[14]田丰莲,杨冬梓,张小庄,等.广东地区围绝经妇女健康状况和需求调查[J].

[2]马宝璋.中医妇科学[M].修订版.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2:145-149

第一军医大学学报,2004,24(8):928-932

[3]R Michael, Ss Soules, P Estella. 76Executive summary: stages of reproductive

[15]刘红雪,郑建华,郁琦.哈尔滨地区围绝经女性健康现状及保健需求分析[J].

aging workshop (STRAW) [J]. Fertil Steril,2001,76(5):874-878

现代生物医学进展,2012,12(21):4065-4068

[4]王琦.9 种基本中医体质类型的分类及其诊断表述依据[J].北京中医药大
学学报,2005,28(4):1-8

作者简介：

[5]王琦.中医体质学[M].北京:中国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1-2

贾彤（1981-），男，第一作者，硕士，主治医师，中西医结合妇产科

[6]王琦.中医体质三论[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31(10):653-655

学，太仓市妇幼保健所。

编辑：张红敏

[7]崔海英,魏文杰,林长青,等.体质类型决定了围绝经期综合征症状的群体倾

编号：EA-130117127（修回：2013-06-12）

脑出血患者便秘的原因分析及对策
Cause analysi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onstipation in patients with
cerebral hemorrhage
黎丽银
（东莞市中医院，广东 东莞，523005）
中图分类号：R256.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1-0104-02

【摘 要】 通过对 31 例脑出血便秘患者进行原因分析，提出相应对策：对脑出血患者施行饮食调护及中医适宜技术护理，
配合药物治疗，心理护理，创造良好的排便环境，促进患者顺利排便。减少患者的痛苦，预防患者再发脑出血。
【关键词】 脑出血；便秘；护理对策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ason and nursing strategy of cerebral hemorrhage constipation. Methods: 31 cases of
cerebral hemorrhage constipation were analyzed and given diet nursing and TCM nursing, combined with medicine treatment. Results:
Reasonable nursing and treatment method was developed. Conclusion: Diet nursing and TCM nursing combined with medicine treatment
should be given to provide good defecation environment and promote smooth defecation.
【Keywords】 Cerebral hemorrhage; Constipation; Nursing strateg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59
便秘是多种疾病的一个症状，表现为大便量过少、过硬、排

血患者，男性 15 例，女性 16 例，年龄（67.5±5.2）岁。31

出困难或排便间隔时间大于 3d 或长时间用力排便、直肠胀感、排

例患者在住院期间均不同程度地发生便秘，采取有效的护理措

便不尽感。脑出血患者便秘往往导致颅内压升高，容易引起第二

施后，患者顺利排便，无因排便加重病情病例发生。

次出血，威胁患者生命[1]。防止便秘，避免用力排便，对脑出血
患者进行护理干预，改善预后对抢救患者生命有着重要意义。
1

临床资料
调查对象均为我科 2011 年 1 月～2012 年 6 月收治的脑出

2

原因分析

2.1 进食少或膳食不合理
摄入的食物及水分不足以刺激肠蠕动。
2.2 卧床、不能适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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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出血的病人需卧床 4～6 周，活动量少，腹肌无力，胃

见大便秘结，欲便不得，嗳气频作，甚则腹中胀痛，纳食

肠蠕动缓慢，食物和残渣不易向下推进，容易发生便秘。

减少，舌苔薄腻，脉弦。应用黄芪汤治疗，增强脾胃运化、大

2.3 精神因素

肠传导功能。食疗方：参芪粥。用法：党参、黄芪各 20g，大

因体位及生活环境的改变，不能适应床上排便的习惯，致

米 50g，白砂糖适量。将党参、黄芪切片，水煎取汁，加大米

粪便在体内滞留过久，粪便干燥引起便秘。

煮成粥，1 次/d，连服 3～5d。

2.4 用药方面

3.5.3 冷秘

脑出血病人常使用甘露醇、速尿等脱水剂及激素和抗生

见大便艰涩，排出困难，小便清长，四肢不温，喜热怕冷，

素，使患者胃肠功能进一步紊乱，导致患者不能正常排便。

腹中冷痛，或腰脊酸冷，舌淡苔白，脉沉迟。药用当归、肉苁

2.5 其他因素

蓉、仙灵脾等。食疗方有：苁蓉羊肾汤。用法：将羊肾剔去筋

部分患者伴有脏器功能衰竭，不敢用力排便，或无力排便，

膜细切，用酱油、淀粉、黄酒拌匀稍腌渍。肉苁蓉加水适量，

致其便秘加重。另外，中医认为，外感寒热、内伤饮食情志、阴

煮 20min，去渣留汁。再入羊肾同煮至水沸，加葱、姜、盐、

阳气血不足是引起便秘的常见病因，大肠传导失职是其基本病机。

味精、香油调味即成。

3

护理对策

3.1 心理护理

3.5.4 虚秘
虚秘分气虚和血虚。气虚见虽有便意，临厕又难以排出，
便后疲乏，大便并不干硬，神疲气怯，舌淡嫩，苔薄，脉虚。

了解患者的心理状况，根据病情对患者的心理产生的影

血虚见大便秘结，面色无华，头晕目眩，心悸，脉细涩。药用

响，有的放矢解除患者的心理压力，以免因恐惧、焦虑心理，

玉竹、生地、熟地、元参、佛手等。食疗方：人参黑芝麻饮。

使交感神经兴奋性增强，副交感神经作用减弱产生便秘，向患

用法：黑芝麻 15g 捣烂备用。人参 5～10g（体质偏寒者用红参

者及家属讲解便秘的危害，以及预防便秘对疾病康复的意义

或高丽参，体质偏热用西洋参），水煎去渣留汁，加入黑芝麻

等，并取得患者及家属理解与配合。

及适量白糖，煮沸即可。可作早晚餐饮品食用。

3.2 饮食调护

3.6 辅助针刺疗法

向患者及家属讲解合理膳食的意义，对于神志清能进固体

针灸治疗多取大肠俞、募穴及三焦、肾经穴为主。主穴如

食物的患者给予富含营养含渣和高纤维膳食，如糙米、麦片、

支沟、天枢、照海、大肠俞、左水道。热盛，加曲池、合谷；气

红薯、新鲜蔬菜（韭菜、芹菜、萝卜、油菜等）、水果（香蕉、

滞，加中脘、太冲；气血两亏，加脾俞、胃俞、足三里；下焦虚

火龙果、梨）等。鼻饲者给予豆浆、牛奶、米汤、菜汁、果汁，

寒者灸神阙，气海。实秘用泻法，以清热润肠，疏肝理气；虚秘

每日果汁 400ml 左右，以保证营养、水分摄入。除急性脑水肿

用补法，以补益气血，润肠通便；冷秘加灸以温下焦通便秘[2]。

高峰期外，适当增加水分摄入，每天饮水量保持在 1500～

3.7 药物应用

2000ml，以缓解利尿药、脱水剂应用所致的组织脱水。用蜂蜜

可用中草药番泻叶 2g/d 用开水冲泡代茶饮，或采用甘油

（30g）加入 300～400ml 温开水调匀，每天早晚各服 1 次，以

栓，开塞露或口服缓泻剂。

达到润肠作用。

3.8 低压灌肠

3.3 提供良好的解便环境
为病人使用屏风，避开查房，治疗和进餐时间，培养定时
排便习惯，平时有便意，嘱立即排便。每天早餐后半小时提醒
患者排便，即使无便意，也安排患者自行排便或床上排便 10～
15min，嘱其勿用力过猛。
3.4 适当活动与按摩

对仍无法解除便秘的，根据便秘情况及病情可采用低压灌
肠或少量油剂灌肠以促进排便[3]。
4

结

论

脑出血患者常因需要绝对卧床休息或进食量减少和不习
惯床上排便等原因致便秘。对脑出血便秘患者的处理，主要是

患者病情稳定、允许进行床上或下床活动时，可适当鼓励和

去除病因，进行饮食调护及采用中医适宜护理技术，并对患者

指导患者活动，但早期应严格控制活动量，以患者不出汗、不气

加强心理和身体护理，使其保持心情愉快，帮助其实现内外环

喘为宜；昏迷患者应定时翻身、拍背、被动活动肢体，以增加肠

境的平衡，促使肠蠕动，使粪便排出。对减少患者的痛苦，预

蠕动，提高排便肌群的收缩。可以在患者腹部依据肠道走行方向

防再发脑出血，促进其康复起到很大的作用。

行按摩。方法：患者取仰卧位，操作者用掌根在患者脐周顺时针
方向由内向外，范围含盖整个下腹部（包括脐周穴位及升、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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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中心摆药的工作现状及思考
The situation and thinking in central dispensing of our hospital
车景超 苏 昕 袁月明
（山东青岛中西医结合医院，山东 青岛，266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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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找出中心摆药工作需注意的问题及解决办法，探讨中心摆药工作与医院药品管理、临床药学工作之间的联
系。方法：通过中心摆药日常工作内容、盘点、药品养护、退药、消毒等环节进行观察，以摆入服药杯的药品、拆零药品的保存、
药品的核对、药品的小剂量使用为重点。结果：临床用药实行中心摆药是医院药品质量控制和系统管理的具体体现，在药品合理
使用、提高用药安全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结论：提高中心摆药工作水平对加强医院药品管理、促进临床药学工作有非常重要
的作用。
【关键词】 中心摆药；药品质量；医院药品管理；临床药学
【Abstract】 Objective: To find out the problems and solutions of central dispensing work and explore the connection among central
dispensing work, hospital drug administration and clinical pharmacy. Methods: To observe the content of central dispensing daily work,
drugs stocktaking, drugs conservation, drug withdrawal, disinfection, and other sectors, focused on the drugs in medication cup, unbundled
drugs preservation, medicines checking and small doses of the drug application. Results: The clinical drug implement central dispensing is
a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the hospital pharmaceutical quality control and system management, plays a part role in the rational use of
drugs to improve drug safety. Conclusion: Improve the central dispensing level have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strengthening the management
of hospital drugs and promote the work of clinical pharmacy.
【Keywords】 Central dispensing; Drug quality; Hospital drug administration; Clinical pharm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60
我院于 2009 年成立中心摆药室，工作人员全部由药学专

1.2 中心摆药室药品盘点工作

业技术人员组成，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关于

中心摆药室药品每月盘点一次，盘点时间一般安排在每月

“非药学技术人员不得直接从事药剂技术工作”的精神。本文

最后一周/大领药的前一天进行，此时库存药品数量较少，易于

通过我院中心摆药室的工作现状，具体对日常工作内容、盘点、

盘点。为不影响临床科室用药，盘点当天先打印发药单发药、

药品养护、退药、消毒等环节进行观察，以摆入服药杯的药品、

摆药后开始盘点。盘点拆零药片需要精确到片/粒，工作人员严

拆零药品的保存、药品的核对、药品的小剂量使用，找出中心

格按照操作要求，戴口罩、手套进行操作，避免药品因盘点工

摆药工作需注意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并分析中心摆药工作对医

作受到污染。

院药品管理及临床药学工作的作用。
1

我院中心摆药室工作现状

1.1 中心摆药室日常工作内容
中心摆药室的主要工作内容是每天完成全院临床科室住

盘点前进行药品货位的维护，并打印以货位号排序的盘点
表，盘点表内容包括：药品信息、规格、产地、批号、数量、
售价、金额、有效期等信息。工作人员根据盘点表次序清点货
架上的药品实际数量，有与盘点表上数量不符的药品登记并查
找原因。盘点完将药品实际数量输入计算机存盘，并上报审核。

院患者的长期医嘱、临时医嘱及患者出院带药的摆发药工作。

盘点时若发现拆零药品有变色、裂片、粘连等质量问题，及时

每日上午各病区查房结束后，口服药录入电脑并通知中心摆药

报告和登记。盘点后，将近效期药品重点登记，及时周转，最

室。中心摆药室工作人员审查药物用量用法是否合理，如发现

大限度降低药品损耗。

问题及时与相关科室联系处理，若无问题则直接打印双联发药

1.3 中心摆药室药品养护

单并发药。

中心摆药室工作人员请领药品须根据日常消耗，少领勤

工作人员摆药前须核对患者服药卡上的信息，确保其与服

领，每次领药核对无误后在领药单上签字。领回的药品按规定

药杯盖上的信息（患者姓名、科别、床号）一致后，照服药卡

位置摆放在药橱内，控制室内温湿度，避免药品受潮、氧化。

摆药。每名住院患者四个服药杯，带盖，服药时间分别为：早、

经常检查药品的质量、有效期，发现不合格药品或过期药品，

午、晚、睡前。摆药时按照药品名称、剂量、剂型、用法的不

一律不得使用。

同，将药品分别摆入四个服药杯，力求准确无误。摆药完成后

1.4 中心摆药室退药管理

通知各病区，取药护士核对无误后在发药单上签字。临时医嘱
可随时打印发药单进行发药。

因患者病情变化医嘱变更、发生药品不良反应、患者提前
出院等原因要求退药的，由医师用红笔书写退药处方并填写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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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申请单，经所在科室主任签字，中心摆药室对退回药品仔细

燥剂），如雅施达、美肠安等，拆除铝塑袋后干燥剂则失去作

检查，符合要求的方可退药。

用，剩余药品需放入原药盒内干燥避光保存。为保证药品储藏

1.5 中心摆药室消毒管理

条件，中心摆药室温湿度每日监测登记。

在摆药过程中，摆药台的环境卫生状况是否达到要求、摆

2.3 药品的核对

药人员是否按照操作规程如正确应用器皿、药杯的卫生状况以

没有特定标识的药片、胶囊外观上很像，一旦脱离原包装，

及核对药品的护士等，都会对药品造成污染[1]。为避免因摆药

很难分辨。有的药片虽有特定标识，但仍易混淆，如沐舒坦与

工作对药品产生的污染，中心摆药室拆包装用的手术剪、药勺、

糖适平片；有的胶囊虽为不同厂家生产，但采用同一颜色、规

盛药容器、摆药台定期进行紫外线消毒，拆包及摆药前必须清

格的胶囊壳，如西比灵与赖诺普利胶囊，一旦拆了外包装，难

洁双手，戴口罩、手套进行摆药。摆药时要采用消毒过的药匙，

以分辨。不同厂家生产的同一种片剂往往大小、厚度不一，药

严格按照操作规范进行，防止药品受到污染。

品换厂家后，增加了护士核对工作的难度。中心摆药室工作人

2

中心摆药需要注意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2.1 摆入服药杯的药品

员熟悉各种药片/胶囊的大小、厚度、颜色、光泽、形状及标识，
对护士核对药品提出的问题有问必答，确保患者用药安全。
2.4 药品的小剂量使用

由于中心摆药实行提前摆药，对于易吸潮、特定储藏条件、

临床医师根据患者的年龄、病情个体化用药，很多药品需

含有毒性、特殊服药时间的药品不能像普通片剂/胶囊一样直接

要从较小剂量开始服用，
有时会有处方药品最小剂量的 1/2，
1/3，

摆入服药杯。

1/4 的医嘱，药师都是凭经验手工操作，不可能准确称量。所以，

2.1.1 易吸潮药品

拆分后的药品无法保证给药剂量完全准确[3]。我院中心摆药室

阿卡波糖片等为易吸潮药品，拆包装后置于温度≥25℃、
相对湿度≥60%的环境下，易出现变色、吸潮现象，需要带原

采用手术剪剪开药片，目前尚未出现因剪开药片的重量差异造
成的药品不良反应发生。

包装壳（铝塑板）剪下摆药，控制室内温湿度在规定范围内，

根据药品的制剂技术不同，大部分缓释片、控释片、肠溶

每日监测登记。

片不能剪开使用，如波依定（非洛地平缓释片）、拜新同（硝

2.1.2 需冷藏避光保存的药品

苯地平控释片）、洛赛克（奥美拉唑肠溶片）等。普通的片剂

调节肠道菌群的药物，要求在 2℃～8℃避光保存，如金双

以及部分缓释片可以剪开服用而不影响药效，如采用了多微囊

歧片若拆包装摆药在室温下放置 24h 或更长时间，药片易粉碎

技术的倍他乐克缓释片，剪开后每一部分仍保持稳定的缓释特

失效。因此，这类药品不直接摆药，由护士领回科室置于冰箱

性，这一点药品说明书中有明确说明。

冷藏保存，临用前按医嘱单剂量发药。
2.1.3 毒性药品

3

中心摆药对医院药品管理的影响

有一定毒性的洋地黄类药地高辛，有效量与中毒量接近，

临床用药实行中心摆药，是医院质量控制和系统管理的具

误服或过量服用有生命危险，需单包摆入服药杯，在临床医嘱

体体现，在药品合理使用、提高用药安全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

停药时可轻易挑出，保证患者用药安全。

用，可大幅度减轻临床护士的工作量，减少各科室药品库存积

2.1.4 特殊服药时间药品

压失效现象，减少药品流失，是目前医院住院药房加强药品管

在餐前 15～30min 服用可以起到良好治疗作用的健胃药、

理的有效方法之一[4]。

降糖药拆包装摆药后给护士核对、发药带来一定困难。故该类

开展中心摆药工作之前，由各科护士在病房药房打印领药

药品一般带原包装壳（铝塑板）剪下摆药，以便于护士核对、

单取药后回各病区为患者摆药。患者只需几片药也得开一瓶，

发药，在临床医嘱停药或减量时易于辨认。

剩余药品因开封而无法退药，造成药品积压浪费，同时也增加

2.2 拆零药品的保存

了患者的医疗费用。有的药品在某一病区有积压，在另一病区

拆包装工作人员本人须在《中心摆药室药品拆零记录表》

又急用缺货，影响了药品周转；有的药品因保管不善或者退药

上登记拆包装日期、药品名称、规格、数量、生产企业、生产

不及时导致过期变质，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开展中心摆药工作

批号、有效期等信息并签字。拆包装后的药品保存根据其说明

后，药学人员对住院患者口服药实行统一摆药，提高了工作效

书中的贮藏条件进行分类保存。拆包装药品最好在 2 周内用完，

率，并做到近效期先用，先进先出，保证了药品质量和储存条

稳定性差的药品随拆随用[2]。

件，提高了药品周转利用效率，防止了药品积压浪费，同时也

2.2.1 瓶装药品

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

拆包装摆药后剩余的药品，若日常用量较大，则倒入统一
规格的棕色广口瓶中保存，防止药品因光照变色分解，密封防

4

中心摆药对临床药学工作的影响

潮保存，注意避免同一棕色广口瓶中倒入不同批号的药品情

开展中心摆药工作加强了药剂科与临床科室的联系，促进

况；若日常用量少，可放入原包装瓶中保存。某些极易吸潮的

了临床药学工作的开展。中心摆药工作使药学人员更多地掌握

药品，瓶盖内部装有干燥剂，防潮性能好，这类药品必须放入

患者的用药情况，及时反映临床用药急需解决的问题，如发现

原包装瓶中保存，如德巴金缓释片。

有不合理用药的情况，第一时间与临床医护人员联系解决，减

2.2.2 盒装药品

少药源性疾病的发生，提高患者用药质量。

某些盒装药品采用铝塑板+密封铝塑袋包装（袋内附带干

药学人员可以及时为临床提供药物信息和用药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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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外周动静脉同步换血治疗中的
护理要点剖析
Profiling points of the peripheral arteriovenous synchronization exchange
transfusion in treating neonatal hyperbilirubinemia
董 聪 李怡秋 周传銮
（山东省枣庄市妇幼保健院，山东 枣庄，277100）
中图分类号：R27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1-0108-02
【摘 要】 目的：剖析并总结在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外周动静脉同步换血治疗中的临床护理要点。方法：对 33 例高胆红素
血症新生儿采用静脉留置针和换血一体化装置进行外周动静脉同步换血。重点加强术前准备和术中术后医护配合。结果：32 例顺
利安全完成换血治疗，未发生并发症，术后血清胆红素下降明显，P<0.001。结论：护理配合在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外周动静脉同
步换血治疗中的占有重要作用，掌握并剖析护理要点使得医护配合密切则患儿治疗时间可缩短，效果显著并减少术后并发症。
【关键词】 新生儿黄疸；换血疗法；护理
【Abstract】 Objective: The anatomy and summarized of clinical care points in peripheral arteriovenous synchronization exchange
transfusion in treating neonatal hyperbilirubinemia. Methods: 33 cases of neonatal hyperbilirubinemia intravenous catheter and
shake-integration devices for peripheral arteriovenous synchronous exchange transfusion. Focus strengthens preoperative preparation and
intra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health care. Results: 32 cases have smooth and safe completion of the shake-up treatment, no
complications, postoperative serum bilirubin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P<0.001. Conclusion: The nursing with the outer peripheral
arteriovenous synchronization exchange transfusion in treating neonatal hyperbilirubinemia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treatment, grasp
and dissect the care points so that health care and close coordination in children with treatment time can be shortened, the effect is
significant and reduce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Keywords】 Neonatal jaundice; Blood transfusion therapy; Nursing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61
换血（Exchange Transfusion）疗法是目前新生儿重症监护中

对 33 例早期新生儿重症高胆红素血症患儿进行了外周动静脉

重要的抢救技术之一。当新生儿发生母婴血型不合溶血症或其他

同步换血疗法，除 1 例因未禁食出现吸入性肺炎而延长病程，

原因所致的严重高胆红素血症时，为了避免脑损伤及其后遗症的

其余 32 例均取得满意的疗效。在换血治疗过程中，掌握专项

发生，换血疗法是目前唯一迅速有效的抢救手段，平均治疗时间

技术护理要点，医护密切配合是确保换血疗法成功的重要条件

为 3～5d[1]。换血疗法的作用是迅速换出血中游离未结合胆红素、

之一。现将体会总结报告如下。

抗体和致敏红细胞，阻止继续溶血；降低胆红素，防止核黄疸发
生；纠正溶血导致的贫血，防止缺氧及心功能不全。亦可换出致
病菌及毒素，故可用于重症母婴血型不合溶血病、败血症[2]。
我院新生儿科重症监护室自 2009 年 8 月～2012 年 6 月，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样本数 33 例，男 21 例，女 12 例；日龄 0～12d；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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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体重 3100g；其中足月儿 19 例，早产儿 14 例；黄疸出现于

通知血库准备<3 天新鲜血液。②根据患儿病因，采用混合血配备：

24h 内 19 例。诊断均为新生儿重症高胆红素血症，其中 ABO

血液的选择为 Rh 血型不合溶血病，采用与母亲 Rh 血型相同，与

血型不合溶血病 25 例，败血症 5 例，原因不明 3 例。换血前

病儿 ABO 血型一致。亦可选用抗 A 或抗 B 效价不高的“O”型血

总胆红素平均 489μmol/L，血色素 98g/L，均达到换血指标，

液；混合血应现配现的血液；ABO 血型不合溶血病，采用洗涤

换血指征以《实用新生儿学》为标准[3]。33 例患儿均 1 次换血

“O”型红细胞，
“AB”型血浆混合的血液。亦可选用抗 A 或抗

成功，全部治愈出院。

B 红细胞，
“AB”型血浆混合的血液用以防发生溶血反应。③血

1.2 操作方法

源均为枸橼酸钠抗凝血，严格进行血型交叉配血试验并医护双签

置患儿于远红外线辐射台上，取仰卧位，头偏向一侧，吸
干净口鼻腔分泌物，插入胃管，镇静，连接心电监护仪各导联，

名核对。换血量为 150～180ml/kg 体重（约为患儿全血量的 2 倍）
。
3.3 换血过程中的护理要点

换血过程中严密监测生命体征，血压、血氧饱和度、皮肤颜色

①补钙：由于枸橼酸盐可结合游离钙而换血源是枸橼酸钠

等。采用 20 或 22 型号静脉留置针开放 1 条动脉和 2 条静脉通

抗凝血，输血过程中易引发患儿低钙血症而抽搐，故每换血

道，其中 2 条外周静脉通路中一路用于输血，另一路用于输入

100ml 应静滴 10%葡萄糖酸钙 1ml，换血结束时仍需缓慢推注

药物；1 条动脉通路，桡动脉最佳，用于外抽血液。穿刺采用

2～3ml[5]。②出入量：由于换血后短时间内要复查血生化情况，

动静脉留置针，动脉端外接三通管，三通管外侧两端中，一端

有血液丢失，且枸橼酸血中保养液占 1/5，血液被稀释，加之

接肝素盐水，另一端引流动脉血用。静脉输血，速度为 150～

输入的是成人红细胞，故在最后输血剩余 30ml 左右即停止抽

200ml/h；同时动脉放血，换血出入量差≤20ml。每抽血 40ml，

血，以尽可能避免术后因继发性贫血而再输血。

用少许肝素盐水冲洗三通管，换血前、中、后均在动脉通路三

3.4 换血术后的护理要点

通管处抽血测血糖、电解质、胆红素、血气、血常规并记录各

①密切观察病情：术后每 30min 测心率、呼吸、2h 后平稳可

项临床参数，换血中静滴稀释 10%葡萄糖酸钙。换血后给予双

改为 1 次/2h。密切注意有无青紫、惊厥、水肿、嗜睡、肌张力低

面蓝光照射，一般连续光照 24～48h，监测心率、血压及血氧

下等核黄疸早期症状；注意有无并发症（心功能不全、低血糖、

饱和度 1～2d，隔天复查胆红素及血常规。

低血钙、酸中毒、休克等）
，若有异常及时报告医师。若血红蛋白

2

结

果

样本中换血前平均总胆红素浓度为 489μmol/L（301.5～

小于 100g/L（10g/dl）
，可通知医生建议少量输血，若胆红素又大
于 342umol/L（20mg/dl）
，可通知医生考虑再次换血[6]。一般情况
良好，术后 2～4h 可试喂糖水，无不良反应可喂奶。②观察有无

750.4μmol/L）
，换血后为 186.1μmol/L（131.6～262.6μmol/L），

水肿：因红细胞大量破坏，术后易引起低蛋白血症而出现水肿，

平均换血胆红素下降率 62.8%，置换出的主要为间接胆红素。

应仔细观察并作出相应处理。③观察黄疸消退的情况：术后

样本中 29 例经换血后再辅以光疗，胆红素均降至正常后出院。

15min 监测经皮胆红素，观察患儿胆红素消退情况及有无核黄疸

4 例术后查血常规，Hb<10g/L，输同型血治疗，术后 40d 随访，

反应出现，以便及时处理。④预防感染：新生儿免疫能力差，整

均无明显神经系统后遗症，出院后生长发育均良好。

个过程应严格消毒隔离制度，准确使用抗生素预防感染。

3

讨

论

综上所述，在换血治疗过程中，掌握专项技术护理要点，
医护密切配合是确保换血疗法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而专项技

外周动静脉同步换血近年开始来得到广泛应用，因其外周
动静脉的通路开放简单，血管选择空间较大，密闭式感染率小，
抽血和输血同步可降低血压波动和血流动力学紊乱，效果好换

术护理要点包括三项：术前的充分准备、术中的正确配合、术
后的密切观察，及时处理。

出率高[4]。但此过程需要医护人员的密切配合才能保证 1 次换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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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出血的预防及护理措施
The prevention and nursing measures of postpartum hemorrhage
莫彦华
（甘肃省陇南市成县中医院，甘肃 成县，74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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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产后出血的预防及护理措施。方法：对我院 2007 年 1 月～2011 年 10 月收治的 40 例产后出血的临床
资料进行分析，总结临床护理效果并探讨预防产后出血的有效方法。结果：40 例患者出血量均有减少，34 例患者痊愈，6 例患者
好转（其中 2 例经子宫全切术后好转）无 1 例死亡。结论：进行积极有针对性的护理，对产后出血的治疗非常重要。而做好产后
出血的预防工作，可大大降低其发病率。
【关键词】 产后出血；预防；护理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asure of prevention and nursing of postpartum hemorrhage.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40 cases of postpartum hemorrhage in our hospital from 2007 January to 2011 October were analyzed to summarize the clinical nursing
effect and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 method of preventing postpartum hemorrhage. Results: 4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bleeding amount have
decreased, 34 patients were cured, 6 cases improved. Conclusion: Actively targeted the measure of nursing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treatment of postpartum hemorrhage and do prevention of postpartum hemorrhage can great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the disease.
【Keywords】 Postpartum hemorrhage; Prevention; Nursing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62
产后出血是产科的严重并发症，为产妇死亡的重要原因之

并密切观察吸氧的效果，如面色、口唇、指甲是否转红润，呼

一。有文献报道，孕产妇死亡 49.9%是由产后出血所致，居于

吸是否恢复顺畅。同时用手按摩子宫底，刺激子宫收缩，使子

[1]

我国孕产妇死亡原因的首位 。产后出血往往来势凶猛，直接

宫壁血窦闭合[2]。在按摩子宫过程中将子宫腔内积血压出，以

危及产妇生命。因此，做好产后出血的预防及护理，对产后出

免影响子宫收缩，达到止血目的。

血的治疗非常重要，是降低其发病率及死亡率的重要手段。

2.1.3 迅速协助医生边抢救边查明原因，及时、有效地止血，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2007 年 1 月～2011 年 10 月，在我院分娩产妇 1526 例，

做好各种检查及相关的术前准备。协助产妇取平卧位，必要时
取头低足高位，有利于下肢静脉回血，注意保暖，积极预防并
发症的发生。
2.1.4 做好心理护理。绝大多数病人对出血存在恐慌心理，应

发生产后出血 40 例，发生率 2.62%。其中阴道分娩 1145 例，

在做好抢救及护理工作的同时，安慰病人，解除其紧张心理，。

发生产后出血 29 例，发生率 2.53%；剖宫产 381 例，发生产后

可对产妇进行一些安慰性动作，如抚摸手或者擦汗等，让产妇

出血 11 例，发生率为 2.88%。产妇年龄 19～45 岁，孕周 35～

感到医护人员的关心和努力，提高产妇的信心。

42 周，初产妇 34 例，经产妇 6 例。

2.2 做好产后出血的预防、监测

1.2 出血量的测量

2.2.1 产前监测：产前检查时注意识别高危因素，对高危孕妇

采用称重法：将分娩后所用敷料称重减去分娩前敷料重量
为失血量。
2

护理措施

加强管理，凡高危评分 5 分以上及有一项危险因素的孕妇列入
专案管理、定期检查。对过去有凝血功能障碍史者定期检查凝
血功能。
2.2.2 产时监测：①第一产程要密切注意观察产程、胎心、宫

2.1 抢救及护理

缩情况，定期肛查，了解宫口扩张和胎先露下降情况，用产程

2.1.1 迅速有效地补充血容量，把握抢救时机，马上建立 2 条

图监测产程进展，及时发现和处理产程延缓和停滞。如需剖宫

静脉通道，必要时可用留置针。密切监测生命体征的变化。视

产时做好术前准备和预防产后出血的准备。使用催产素时要专

病情而正确掌握静脉输液、输血的速度，快速输液的同时，要

人守护，严密监测。②第二产程要注意胎心变化和科学接生，

注意产妇的自觉症状，以免输液过多、过快而发生急性肺水肿。

注意保护会阴，防止软产道损伤。③第三产程注意识别胎盘剥

2.1.2 保持呼吸道通畅、有效、及时的吸氧。因失血过多，流

离征象，避免过早粗暴揉挤子宫或牵拉脐带，正确协助胎盘娩

经肺的血流量减少，吸氧可加大肺泡及血液的氧化作用，使机

出。仔细检查胎盘胎膜是否完整。胎盘娩出后认真检查软产道

体缺氧得以改善。吸氧时采用双鼻导管，流量为 4～6L/min。

（下转 1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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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体后叶素在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术中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pituitrin in myomectomy under the laparoscopic
吴秋云
（黔西南州人民医院，贵州 黔西南，562400）
中图分类号：R3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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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子宫肌瘤是女性生殖器最常见的良性肿瘤，近年来，育龄妇女的发病率有上升起势。其引起的月经量增多、
不孕、腹痛、肌瘤压迫等临床症状，影响了众多患者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由于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和生育能力的保留，越来越
多的患者要求保留子宫。方法：2011 年 1 月～2013 年 1 月两年间，共收集 115 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研究组（垂体后叶素）57
例，对照组（缩宫素）58 例。对两组手术患者的手术时间、出血量进行观察。结果：用腹腔镜下垂体后叶素局部注射后再剔除子
宫肌瘤的术式治疗子宫肌瘤患者，治疗效果良好，故报道如下。
【关键词】 子宫肌瘤剔除术；垂体后叶素；缩宫素；腹腔镜
【Abstract】 Objective: Uterine fibroids are the most common benign tumor of 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in recent years,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incidence rate is rising. The menstrual quantity increased, abdominal pain, and infertility caused by fibroids clinical
symptom such as oppressive, affected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nd quality of life of many patients. Because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fertility retention, more and more patients require the uterus. Methods: Between January 2011 and January 2013, 2
years were collected, 115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reasearch group (pituitrin) 57 cases, 58 cases in control group
(oxytocin). Two groups of surgical patients of operation time and blood loss were observed. Results: After local injection of pituitrin in
laparoscopic hysteromyoma patients with surgical treatment of uterine fibroids, well to treatment.
【Keywords】 Uterine fibroids weed out; Pituitrin; Oxytocin; Laparoscopic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63
1

资料与方法

瘤恶变可能；④尽量排除宫颈肌瘤和阔韧带肌瘤等特殊部位肌
瘤；⑤B 超下肌瘤个数不超过 3 枚。将同期在我院施行腹腔镜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1 年 1 月～2013 年 1 月两年间要求施行子宫肌瘤
剔除术而又符合以下条件者 57 例行腹腔镜下宫体注射垂体后
叶素再施行子宫肌瘤剔除术：①经 B 超检查和临床明确诊断的
子宫浆膜下肌瘤或壁间肌瘤；②肌瘤直径小于 8cm；③排除肌

下局部注射缩宫素后行子宫肌瘤剔除术者 58 例作为对照组，
该组术中应用缩宫素 20 单位宫体注射，余施术方法相同。两
组患者入选条件相同。两组患者在年龄、手术史，肌瘤大小及
数目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表 1 两组临床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人）

年龄（岁）

手术史（例）

肌瘤大小（cm）

肌瘤数目（个）

研究组（垂体后叶素）

57

35.55±3.54

15

5.1±0.5

2.10±1.66

对照组（缩宫素）

58

36.05±3.07

17

4.8±0.6

1.99±1.70

1.2 临床症状
月经改变 65 例，表现为月经期延长和/或经量增多；尿频、

子宫体，注射垂体后叶素 6 单位（加入生理盐水 4ml）
，宫体变
色（白色或紫蓝色）后，单极电钩切开肌瘤包膜，大抓钳抓住

排尿不畅 13 例，白带增多 32 例，不孕 21 例，有的患者同时

肌瘤，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剥除肌瘤，尽量不损伤子宫肌层，

存在几个症状，9 例患者无症状，因无生育要求，恐惧肌瘤恶

创面予 1 号可吸收线连续或间断缝合，标本通过碎瘤器取出。

变要求手术。

对照组除在宫体上注射缩宫素 20 单位外，余步骤同研究组。

1.3 术前准备

1.5 观察指标

术前常规检查心电图、胸片、三大常规、肝肾功能、血清
电解质、术前四项和凝血功能；阴道 B 超确定肌瘤数目；TCT
排除宫颈病变；术日清洁灌肠。
1.4 手术方法

手术时间、出血量。是否再次手术。
2

结

果

2.1 手术时间

两组患者随机分组，按入院时的顺序奇数列入研究组，偶

从腹腔镜置入腹腔开始至缝合好腹壁穿刺口止。研究组平

数列入对照组，固定由两位副主任医生施术，两位医生施术对

均用时（71±24.5）min，对照组平均用时（97±28.6）min。

象不分研究组还是对照组。研究组先排除高血压、心脏病，通

研究组用时明显少于对照组（见表 2）
。

过硬膜外麻醉穿刺针于耻骨联合上方 1～2 横指处垂直进针进入

2.2 术中出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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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出血量的计算由吸引瓶中液体量减去腹腔冲洗的生理盐

明显减少，缩短了手术时间，减少了电凝止血的操作，也就减

水量。研究组平均出血量（60.17±21.5）ml，对照组平均出血

少了对子宫肌壁的损伤，减少了术后子宫裂开、子宫窦道形成、

量（128.5±26.8）ml，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2）
。

妊娠期子宫破裂的危险。

2.3 中转开腹及再次手术

垂体后叶素是从猪、牛、羊等动物的脑垂体后叶中提取的水

研究组 1 例因为系阔韧带肌瘤中转开腹，对照组 1 例因肌

溶性物质，内含缩宫素和加压素，缩宫素刺激子宫平滑肌收缩，

瘤位置靠近宫颈，术中出血难止中转开腹，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压迫子宫肌层血管，达到止血目的。加压素直接收缩小动脉及毛

两组均无再次手术和切除子宫病例。

细血管，有利于血管破裂处血栓形成而止血。该药常用于产后出
血、肺咯血等疾病，有“内科血管钳”之称。因其收缩血管可诱

表 2 两组手术时间及术中出血量比较
组别

3

例数（人） 手术时间（min） 出血量（ml）

研究组（垂体后叶素）

57

71±24.5

60.17±21.5

对照组（缩宫素）

58

97±28.6

128.5±28.6

讨

论

子宫肌瘤是女性生殖器官肿瘤中最常见的一种良性肿瘤，
好发于 30～50 岁的育龄妇女[1]。子宫肌瘤是否需要治疗及采取
何种治疗方法，主要根据患者的年龄、对生育的要求、肌瘤数
目、大小、部位、有无症状、肌瘤生长速度、有无合并症、以
及个人意愿等综合考虑。以下情形需要手术：a、月经过多，
继发贫血，药物治疗无效者，b、严重腹痛、性交痛、或慢性
腹痛、有蒂肌瘤扭转引起的急性腹痛；c、有膀胱、直肠压迫
症状；d、能确定肌瘤是引起不孕的唯一原因；e、肌瘤生长过
快，怀疑恶变者都应行手术治疗[2]。既往子宫肌瘤剔除术常用
于有生育要求的年轻患者，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的增
加，选择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术的患者越来越多，不再局限

发心绞痛，对动脉硬化、冠心病、心力衰竭、高血压、肺源性心
脏病患者禁用。由于少数患者会发生血管神经性水肿、荨麻疹等
过敏反应，极个别人发生过敏性休克，故过敏体质者禁用。由于
子宫肌瘤好发于 30～50 岁的育龄妇女，此年龄段患心血管疾患
者较少，故实用范围广。对确有应用垂体后叶素禁忌症者，则选
用术中宫体注射缩宫素再施术，也可减少出血量。
我院腹腔镜手术均在全身麻醉下进行，患者症状无法观
察，心电监护显示，用药后部分患者血压一过性增高，心率一
过性增快，但幅度均小，持续数分钟内缓解，未引起心血管系
统明显的副作用。
我们的经验是子宫前壁肌瘤取纵行切口，子宫后壁肌瘤横
向切开，便于缝合。两组术中中转各一例，均因肌瘤位置特殊
所致，腹腔镜下行肌瘤剔除术，缺乏触感，易漏掉不突向子宫
表面的病灶，故术前阴道 B 超确定肌瘤位置和数目极为重要。
从本组研究可见，垂体后叶素局部注射后再行肌瘤剔除术能减
少术中出血，缩短手术时间，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前景。

于年轻患者。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术具有创伤小、恢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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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无裂伤，及时缝合。④准确收集和测量产后出血量，至少
2h。如 2h 阴道出血量超过 200ml 应积极查找原因给予相应

4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经过良好的护理，产后出血患者的预后

的处理。密切观察产妇生命体征、全身情况和面色。检查宫

较好，无 1 例死亡。说明进行积极的有针对性的护理对于产后

缩和阴道出血量。特别要警惕识别产妇大出血发生休克的症

出血的治疗非常重要。做好产前、产时的监测，及时发现导致

状。

产后出血的高危因素，给予恰当的预防、治疗措施，对减少产

2.2.3 加强健康教育，促进住院分娩健。向孕妇讲解孕期保健

后出血的发生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知识及住院分娩的重要性，提高孕产妇自我保健意识。
3

结

果

经护理后 40 例患者出血量均有减少，36 例患者恢复到正
常水平；4 例患者好转（其中 2 例发生失血性休克，经子宫全
切术后好转）
，无 1 例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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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旋股外动脉升支血管蒂髂骨瓣治疗
青壮年股骨颈骨折
Treating femoral neck fracture in young adults with the ascending branch of lateral
femoral circumflex artery vascular pedicled iliac bone flap
卢小健 陈和平 郭小明
（海丰县彭湃纪念医院，广东 海丰，51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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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带旋股外动脉升支血管蒂髂骨瓣治疗青壮年股骨颈骨折的临床疗效。方法：将我院 2007 年 1 月～2010
年 12 月之间收录的 32 例青壮年股骨颈骨折患者采取带旋股外动脉升支血管蒂髂骨瓣进行治疗，观察治疗效果。结果：本组的 32
例患者均取得了较好的治疗效果，并通过术后 1 年的随访分析，2 例出现骨折不愈合，其余的患者均已经愈合较好，而且临床治
疗总有效率为 93.8%。结论：临床中对于青壮年股骨颈骨折采取带旋股外动脉升支血管蒂髂骨瓣治疗具有较好的临床效果，有效
的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提高生活质量。
【关键词】 青壮年；股骨颈骨折；带旋股外动脉升支血管蒂髂骨瓣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scending branch of lateral femoral circumflex artery vascular pedicled iliac bone flap for the
treatment of femoral neck fractures. Methods: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07 to December 2010 included 32 cases of femoral neck
fracture patients take with ascending branch of lateral femoral circumflex artery vascular pedicled iliac bone flap for treatment, curative
effect. Results: In this group of 32 patients obtained good therapeutic effect, and by 1 years of postoperative follow-up analysis, 2 cases of
nonunion of fracture, the rest of the patients were healed well, and clinical treatment of the excellent and good rate was 93.8%. Conclusion:
Clinical for femoral neck fracture in young adults take with ascending branch of lateral femoral circumflex artery vascular pedicled iliac
bone flap therapy has good clinical effect,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linical symptoms of the patient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Keywords】 Young; Femoral neck fractures; With ascending branch of lateral femoral circumflex artery vascular pedicled iliac
bone flap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64
股骨颈骨折是临床中常见的一种疾病，造成该病的发生多

切口入路处理，并逐层的切开其皮肤与组织以及筋膜，同时需

数由于交通伤和摔伤以及其他。对于青壮年股骨颈骨折患者若

要保护好其股外侧的皮神经，并进行分离旋股外侧动脉升支主

不采取有效的治疗方法，很有可能出现骨折不愈合的情况发

干，同时需要保护好其分布在髂前下棘附近的分支血管。然后，

生，严重的影响青壮年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笔者结合自己

使骨前段内外板完全显露，并采取 3.5cm×2.0cm×2.0cm 的髂

多年的临床工作经验，对我院 2007 年 1 月～2010 年 12 月之间

骨块，同时备好生理盐水纱布。紧接着进行切开患者的关节囊，

收录的 32 例青壮年股骨颈骨折患者采取带旋股外动脉升支血

并使其股骨颈完全显露，在直视下进行准确的复位处理。在其

管蒂髂骨瓣进行治疗，并且取得了较好的临床治疗效果。具体

大转子下方向股骨颈方向进行钻入 3 枚刻度导针，并使其到股

的分析如下。

骨头软骨面下的 0.5～1.0cm 处，同时进行拧入 3 枚 4.5mm 的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本次研究主要选取我院 2007 年 1 月～2010 年 12 月之间收

空心加压螺钉进行固定处理。在患者的股骨颈前面并跨越骨折
进行凿一骨孔，并且留置双股丝线与可吸收的缝线进行备用。
最后，将选取的髂骨瓣进行植入骨槽内部，同时采取备用的线
缝进行缝合骨瓣，并采取松质骨进行填充间隙，术后冲洗伤口，

录的 32 例青壮年股骨颈骨折患者，男性患者 24 例，女性患者

并留置引流管，逐层缝合，术毕[1]。

8 例，患者的年龄为 26～45 岁，平均年龄为（37.3±2.3）岁。

1.3 疗效评定

骨折类型：头下型患者 10 例，经颈型患者 4 例，头颈型患者

本次研究对于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主要依据 Harris 髋关节

18 例。病因：车祸伤患者 24 例，高处坠伤患者 8 例。

的功能评分标准进行综合的判断，主要分为 4 个等级[2]：①优：

1.2 治疗方法

患者 Harris 髋关节功能评分在 90～100 分之间；②良：患者的

本次研究的所有患者均采取带旋股外动脉升支血管蒂髂骨

Harris 髋关节功能评分在 80～89 分之间；③可：患者的 Harris

瓣法进行治疗，具体的操作方法如下：所有的患者均采取硬膜

髋关节功能评分在 70～79 分之间；④差：患者的 Harris 髋关

外麻醉或者全麻，并在其髋关节前外侧进行改良 Smith-Peterson

节功能评分<70 分。其中，治疗总有效率＝[（优＋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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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降低坏死的可能性[3-4]。血液的不断供应，从而使患者伤口愈

治疗总患者数]×100%。
2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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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得更加快。同时，在治疗前应做好牵引，从而有效的保持患

果

者骨折的制动，便于手术。在治疗中的血管蒂应有肌肉的保护，

通过本次的研究分析，本组的患者均采取带旋股外动脉升

避免出现血管的损伤，保持血运的良好性[5]。因此，临床中对

支血管蒂髂骨瓣进行治疗，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治疗效果。术后

于青壮年股骨颈骨折患者在临床治疗中采取带旋股外动脉升

2 例患者出现骨折不愈合，其余的 30 例患者均较好的愈合，临

支血管蒂髂骨瓣移植治疗具有较好的临床效果，在提高临床治

床治疗总有效率为 93.8%。而且通过术后 1 年的随访观察，其

疗总有效率的情况下，并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中，优 18 例，良 12 例，可 2 例，差 0 例。
3

讨

因此，临床中对于青壮年股骨颈骨折患者采取带旋股外侧
动脉升支血管蒂髂骨瓣治疗治疗具有较好的应用效果，值得临

论

床中应用。
青壮年股骨颈骨折在临床中属于常见的一种疾病，由于青
壮年患者的骨质比较坚硬，而且经常出现为高能量的损伤，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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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药贮存质量的因素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quality of TCM medicine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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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药饮片是将中药材经过炮制处理后的制成品，可以直接供应临床配方、煎制汤剂或生产中成药。中药饮片质量
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临床用药安全和疗效。实践证明，影响中药饮片质量的因素除了选用地道的药材和严格把握炮制工艺操作等直
接因素外，间接因素如贮存与养护不当等也可以引起其变形、变质，导致各种各样的变异，直接影响中药饮片的质量和临床疗效，
甚至病人安危。
【关键词】 中药；贮存质量；温度；湿度；光线；空气；时间
【Abstract】 The TCM pieces is the finished product of TCM, it can supply clinical recipe, fried decoction or production of
proprietary TCM. The quality of the TCM medicine pieces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clinical drug safety and efficacy. Practice has proved
that selection of authentic herbs, processing technology operations, storage and curing could affect the quality of TCM medicine pieces and
clinical efficacy.
【Keywords】 TCM; Storage quality; Temperature; Humidity; Light; Air; Tim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65
本文就中药饮片在贮存中常出现的与其质量相关的一些

艺复杂多样，极易发生质量变化，这对中药饮片的使用及保管

因素，以及如何避免这些问题所采取的对策作一分述，以期提

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做好中药饮片的贮存养护工作事

高中药饮片的贮存与养护质量，确保其疗效。

关重要。中药饮片在贮存中，由于干燥程度不当或所含的某些

1

贮存中常发生的质量变异现象
中药饮片的原料大多来自动植物，加上种类繁多及炮制工

成分受到了外界气候或虫害等的影响，就会逐渐发生变化，使
药物的颜色、气味、形态、内部组织等出现各种各样的变异。
常见的变异现象大致分为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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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虫蛀、霉变
中药饮片中常因含淀粉、糖、脂肪、蛋白质等成分较多而

-115一。因此，中药饮片在贮存中的避光防热尤为重要。
2.4 空气

有利于害虫生长繁殖，易生虫的饮片如白芷、北沙参、前胡、

空气中的氧和臭氧对中药的变异起着重要作用，以氧化反

大黄、桑螵蛸等。霉变对饮片的危害仅次于虫蛀，中药饮片常

应最为主要，如常见的牡丹皮、大黄、黄精等颜色变深。臭氧

因受潮而导致发霉，使饮片腐烂、变质、气味走失，而且有效

在空气中的含量虽然很低，但却是一种强氧化剂，可加速中药

成分也遭到很大的破坏，以致不能药用，如车前草、马齿苋、

中的有机物质，特别是脂肪油的变质。此外，药材经炮制加工

独活、紫苑等。

制成饮片后，不同规格的饮片与空气接触面积较原药材大，更

1.2 泛油

容易发生泛油、虫蛀、霉变等变异现象。

中药饮片中常因含挥发油、油脂、糖类等，在受热、受潮

2.5 时间

或贮藏保管不善时，其表面易泛油，是一种酸败、变质现象，

贮存中的中药材或饮片，如时间过长，虽不会发生某种明

影响疗效，甚至还产生不良反应，如当归、丁香、柏子仁、桃

显的质变，但会出现品质降低，甚至失效。因此，为保证药品

仁、杏仁、麦冬等。

质量，减少损失，保证病人用药安全，对中药饮片我们必须有

1.3 变色、气味散失

一个时限性概念，以免影响药效。

中药饮片常因所含色素受到外界影响（如酶作用、发热、霉
变等）使饮片失去了其原有的色泽，饮片发霉、泛油、变色，均
能使其气味散失，如泽泻、白芷、红花、菊花、肉桂、砂仁等。
1.4 风化、潮解
某些含结晶水的无机盐类药物，由于风化使药物变为粉末

3

养护中应采取的措施
为保证中药饮片的质量，在贮存中应视中药饮片形态、性

质及加工炮制方法不同，科学地做好防冻、防热、防潮、防霉、
防污染、防虫害等工作。为中药饮片的贮存创造一个稳定而适

状，其质量和药性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如胆矾、硼砂、芒硝等。

宜的养护环境。

而一些固体饮片常因吸潮而使得饮片功效降低，并难以贮藏，

3.1 保持清洁卫生

如青盐、芒硝等。
1.5 粘连、腐烂
有些固体饮片的溶点较低，遇热则粘结在一起，使原来的

中药库除在硬件上应具备优良的通风、防尘、防虫害设备，
保持干燥阴凉外，还应保持清洁卫生，对库房周围的环境及室
内墙壁、天花板、地板等应进行定期的灭菌、消毒，以减少霉

形态发生改变，如芦荟、没药、乳香等。某些新鲜药材或饮片

腐微生物的传播媒介，有利于防止药物的霉变。

易腐烂败坏，如鲜生姜、鲜生地、鲜芦根等。

3.2 分类贮存

2

影响贮存的因素
引起上述变化的外界因素是多方面的，鉴于以上情况，应

特别注意以下几个因素。
2.1 温度

药品管理人员应掌握中药饮片的性质特点，按其不同的要
求严格分类、科学存放，防止挤压过多过重，以免人为的损坏
变形。定期检查中药饮片变化情况，及时发现药品的变异现象。
3.3 加强检查
保管人员应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每批药品进库时，

药物在贮存过程中，需要有稳定而适宜的温度，过热或过

除必须认真检查有效期、厂方负责期、使用期或批号等以外，

冷都会使其变质或损坏。当温度在 25℃以下的常温情况下，贮

还应严格按先产先出、贮新发旧的原则进行外，对药品的外包

藏中的中药饮片一般都比较稳定。当温度升高时，害虫和霉菌

装是否符合要求，有无破损等应同时进行检查，必要时应进行

容易繁殖，饮片也易生虫霉变。贮存温度过高，会给饮片带来

性状等方面的检查，对可疑的应及时送药检部门检查，以杜绝

不利影响，易使药物的理化性质发生改变，如饮片软化、挥发、

劣质药品进库。

变形、发霉、生虫、变质等。所以降低温度不仅可避免饮片在

3.4 加强温湿度的管理

理化性质发生改变，而且还可抑制霉菌的生长。但如果温度过

温度、湿度会直接影响药库内药品的温度和含水量。因此，

低，对某些新鲜的药物如鲜石斛、鲜芦根等也会产生有害的影

管理人员建立健全温、湿度管理制度，及时掌握室内、外温湿

响。因此，应根据中药饮片的不同性质灵活掌握贮藏温度。

度情况。根据季节、气候的变化随时采取调温、调湿措施。为

2.2 湿度

便于药品的养护，对无条件配备空调器、吸湿器等设备的单位，

湿度对中药饮片保管的影响也很大，一定湿度的环境，不

可用吸潮剂来帮助降潮。常用的吸潮剂有生石灰、干燥木炭、

仅可使中药饮片的理化性质变化，而且能导致微生物的繁殖及

无水氯化钙等，但要注意经常检查吸潮剂的吸潮力，发现失效

害虫的生长。因此，在养护贮存中，要注意仓库的相对湿度（特

应立即更换。

别是在雨水季）应控制在 70%以下，一般炮制品的绝对含水量

总之，影响中药饮片质量的外在因素是多方面的，且这些

控制在 7%～13%。这不仅可防止上述现象的发生，还可防止

因素往往不是孤立的，而是综合的，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

大部分霉菌的生长。

因此，我们应根据具体情况和条件，因地制宜，采用合理有效

2.3 光线

的措施，确保中药饮片的质量及其所特有的疗效，使其更好地

日光对中药饮片可直接引起或促进各种化学变化而变质，

为人类健康服务。

如阳光中的红外线可使室内及饮片温度（特别是夏天）升高，
故日光是使中药变色、气味散失、挥发、风化、泛油的因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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痹证中医药治疗研究进展
A review of TCM medicine on treating certification of Bi
李小兵
（甘肃省成县妇幼保健站，甘肃 成县，742500）
中图分类号：R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1-0116-02

【摘 要】 痹证是正气不足，感受风寒湿热外邪，阻滞经络，痹阻气血，引起肌肉、筋骨、关节等部位酸痛、麻木、重着、
肿胀、届伸不利或关节肿大、变形为临床表现的病证。其病机是邪气阻滞，故祛邪活络、缓急止痛为治疗大法，但祛风、散寒、
除湿、清热应互相配合，又有主次，并视病情佐以养血祛风、温阳散寒、健脾化湿及凉血清热之法，以增强祛邪活络之力；病程
日久应辅以补益气血、补养肝肾、祛痰、化瘀等治法，虚实兼顾，标本并治。中医药治疗风湿痹症有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对于控
制和延缓疾病的发生、发展以及并发症的治疗有独特临床优势。
【关键词】 痹证；中医治疗；进展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ound clinical pathogenesis and treatment guidelines. TCM has its unique theoretical system on
treating rheumatoid arthralgia and has a unique clinical advantage on the controlling and delaying the development of diseases and treating
complications.
【Keywords】 Arthralgia; TCM treatment; Review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66
痹证指正气不足，风、寒、湿、热等外邪侵袭人体，痹阻

阻、寒湿痹阻、寒热错杂、湿热痹阻、热毒痹阻，瘀血痹阻、

经络，气血运行不畅所导致的，以肌肉、筋骨、关节发生疼痛、

痰浊痹阻、痰瘀痹阻、气阴（血）两虚、肝肾阴虚型。路志正

麻木、重着、届伸不利，甚至关节肿大灼热为主要临床表现的

等[4]将本病活动期分为卫阳不固、痹邪阻络型和邪郁而壅、湿

病证。

热痹阻型；缓解期分为痰瘀互结、经脉痹阻型和肝肾同病、气

肢体经络痹病，为常见病，发病率甚高，有些甚为难治，

血两损型。戴慎等[5]将本病分为风寒湿阻证、风湿热郁证、痰

求治于中医者多，疗效亦佳。现收录国内中医治疗风湿痹证的

瘀互结证、肾虚寒凝证、肝肾阴虚证、气血亏虚证 6 型，分别

相关资料，供同道学习交流，不妥之处请同仁斧正。

选用不同的方剂进行治疗。陈龙全等[6]将类风湿性关节炎分为

1

气血亏虚、肝肾亏虚、脾肾阳虚、风寒湿痹、风湿热痹、寒热

病因病机

错杂、痰瘀阻滞等证型辨证论治。曹惠云[7]将本病分为湿热阻

“痹”之为病，其意义有三：一曰“湿病也”（《说文•疒

络型、寒湿阻络型、肝肾亏损型、气血不足型 4 型。刘健[8]根

部》
）
，此说既禀先秦论“痹”
（《荀子•解蔽》
）旨意，又为《内

据老年 RA 的病因病机特点将其分为营卫失和、外邪入侵型，

经》所认可（
《灵枢•贼风》
）
，说明“湿邪”浸渍是生痹的主要

气血不足、肝肾亏虚型，湿邪壅阻、痰瘀互结型 3 型。

原因。二曰“闭也。五脏六腑，感于邪气，乱于真气，闭而不
仁，故曰痹”
（
《华氏中藏经•论痹》
）
。三曰“病在阴者命曰痹”

3

临床治疗

（
《灵枢•寿夭刚柔》
）
，似指阴分疾病的泛称，这一看法与“邪

临床上运用实验方、自制方、民间方、秘方等治疗风湿痹

入于阴则痹”
（
《素问•宣明五气》
）的观点一致。关于痹症的病

证收到较好的疗效。如张琪[9]自拟六虫汤（全蝎、地龙、穿山

因病机，
（
《素问•痹论》
）曰：
“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

甲、乌梢蛇、蜈蚣、土鳖虫、川乌）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屡用

[1]

其风气胜者为行痹，寒气胜者为痛痹，湿气胜者为著痹也” 。

屡验。临床证明，虫类药多偏辛咸，辛能通络，咸能软坚，有

这是《内经》论痹的纲领。然风寒湿三邪杂合伤人致痹的病因

攻坚破积，活血祛瘀，熄风定惊，通阳散结之功，对诸邪凝滞

病机却是十分复杂的。“所谓痹者，各以其时，重感于风寒湿

不除所致的顽痹，如能长期以虫类药擅长剔风寒湿邪，驱寒蠲

之气也”（《素问•论痹》）。这是《内经》对致痹成因的基本看

痹，可获良效。朱良春[9]自制益肾蠲痹丸（熟地黄、淫羊藿、

法，也是两千多年来中医学对其病因病机研究的基本思路[2]。

鹿衔草、鸡血藤、当归、肉苁蓉、蜂房、炮山甲、僵蚕、全蝎、

2

辨证分型

蜈蚣、靳蛇、蜣螂虫、土鳖虫，生甘草）治疗 155 例痹症的总
有效率为 91%，后又不断的修订，现有效率提高到了 97%。孟

证候与治法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当代医家在临床实践中

德清[10]用“除痹止痛方”治疗 300 例风湿病患者，治疗组 214

总结了许多治疗风湿痹证的有效方药，取得了较好的疗效，但

例，采用除痹止痛方，对照组 86 例，采用甾体及非甾体抗炎

不同医家的辨证分型不尽相同。王永炎等[3]将本病分为风湿痹

药、慢作用抗风湿药、细胞毒药物治疗，治疗组的治愈率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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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分别为 50.46%和 96.71%，明显优于对照组的 29.06%和
80.21%。彭至善等[11]用“天乌饮”（天麻、生草乌、生川乌、
乌梅、威灵仙、秦艽、甘草等用米酒浸泡 1 个月）治疗 100 例

等，疗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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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的研究进展
A research review of TCM in treating CAG
秦艳龙
（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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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慢性萎缩性胃炎（CAG）是消化系统常见病、多发病，其伴发肠上皮化生或异型增生被公认为是胃癌前病变。

目前西医尚无理想的治疗方法，中医学辨证属“胃痛”
、
“胃痞”等范畴，运用各种方法治疗卓有成效。
【关键词】 慢性萎缩性胃炎；中医药治疗；综述
【Abstract】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CAG) is a common and frequently-occurring disease of the digestive system, its associated
with intestinal metaplasia or dysplasia is regarded as precancerous lesions of gastric cancer. At present there is no ideal therapeutic methods
in modern medicine, TCM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pertains to “stomachache”, “distention and fullness” and so on, using various treatment
methods has achieved good results.
【Keywords】 CAG; TCM treatment; Review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67
慢性萎缩性胃炎（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CAG）是以
胃黏膜固有腺体萎缩、黏膜变薄、黏膜肌层变厚，或伴有肠
上皮化生、异型增生为其特点。胃镜和病理活检是诊断本病
的主要依据。其公认的演变规律为“正常胃黏膜-炎症-萎缩肠化-异型增生-胃癌”，在 CAG 基础上伴发的肠上皮化生或
异型增生被世界卫生组列为癌前疾病，因此 CAG 的研究和治
疗受到广泛的重视。本文就近年来中医药治疗 CAG 的研究进
展作一综述。
1

2

临床治疗

2.1 名家经验总结
由于对本病认识的不同，不少医家对本病治疗形成了自己
的独特理论。单兆伟[5]认为瘀血阻络是 CAG 的重要发病机制，
是一个由气及血，由经入络的渐变过程，因此临床常用化瘀法
治疗本病。临床应用随证而施：气虚血瘀者，健脾益气而化瘀，
方选四君子汤合失笑散加味。中阳不足者，温中补虚而化瘀，
予小建中汤或理中汤合生化汤、失笑散加减治之。胃阴亏耗者，

病因病机

养阴清化而化瘀，方择益胃汤合通幽汤化载。肝郁气滞者，疏

CAG 病因错综复杂，中医学根据其临床表现胃脘疼痛胀

肝理气而化瘀，选方可以四逆散、柴胡疏肝散合失笑散、丹参

满，嘈杂不适，腹胀，打嗝嗳气，纳食乏味，身倦喜卧，形体

饮，或加莪术、九香虫等。湿热蕴中者，清化湿热而化瘀，故

消瘦等，多辨证为“胃痛”“胃痞”。王光铭 认为本病多与先

可用黄芩滑石汤合没药散加减。汤建光[6]认为本病属本虚标实，

天禀赋不足，饮食不节，劳倦太过，情志不畅等有关。其病位

虚瘀并存之证，即阴虚为本，血瘀为标，病机关键是阴虚血瘀，

在胃，与肝脾关系密切，病机多为气虚血瘀。朱峰等[2]认为本

胃气失和。根据多年的临床经验立养阴化瘀法，自拟滋胃化瘀

病多因饮食内伤和情志不舒，导致肝郁克土，湿浊内蕴，郁而

方治疗 CAG 取得较好疗效。其方由麦冬、莪术、白芍、太子

成毒，形成“浊毒”内壅之势，影响脾胃气机升降，导致胃体

参、丹参、乌梅、山楂、百合、香橼、佛手等组成。汤教授认

[1]

失滋润，胃腺体萎缩。沈明 认为本病为老年慢性疾病，较长

为中医的精髓在于辨证施治，本病虽然病机复杂，症状多变，

病程中往往演变为血瘀证，其形成的机制为：因气致瘀；津亏

但临床辨证时，只要抓住阴虚、血瘀的病机关键，随证加减就

[3]

致瘀；因寒致瘀。李雪峰 认为本病多因嗜好烟酒、饮食不节、

能获得满意疗效。谢晶日[7]认为本病的基本病机是脾虚失于健

忧思恼怒、素体衰弱、劳倦内伤及用药不当等因素有关。病变

运，中焦气机阻滞，久则由气及血，亦可累及于肝。故其辨证

部位在中焦脾胃，病性以虚为主，虽有虚实夹杂，也是虚多实

总属本虚标实，虚实夹杂。脾胃同居中焦，互为表里，为后天

少，本虚标实。

之本，全身气机升降之枢纽，主升清降浊，运化水湿。因此治

[4]

可见多数医家认为本病与素体虚弱，饮食失调，情志内伤，

疗本病理气通降以助脾胃，清热利湿以助祛邪为主，活血祛瘀

或药毒等原因有关，基本病机为脾胃虚弱，兼夹肝胃不和，气

贯穿始终，结合辨病用药。冯五金[8]认为本病多发生于中老年

虚血瘀，气滞血瘀，气阴两虚，湿热浊邪，肾虚等，病变脏腑

人，脾虚血瘀热毒是该病发生的根本原因。脾虚是本病的病理

以脾胃为主，与肝胆肾密切相关，临床多表现为本虚标实，虚

基础，热毒是该病的重要病因，血瘀既是病因又是结果，三者

实夹杂。

相合为病。针对其发病机制，应用益气健脾、活血化瘀、清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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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毒法，创制了珍珠舌草方（黄芪、白术、木香、砂仁、枳实、

察，认为中西医结合组疗效明显优于单用中药组或西药组，有

香附、丹参、莪术、蒲公英、白花蛇舌草、珍珠层粉），论治

效率为 98.21%，说明中西医结合治疗本病是有效的治疗方法，

本病取得了满意的疗效。

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王倍[20]等对照组仅以西医治疗，治疗组

2.2 基本方加减治疗

则在西医治疗的基础上结合中医辨证治疗。结果治疗组效果优

辨证论治是中意的灵魂，不少医家结合自己的根据临床经

于对照组，两组治疗后总有效率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
。

验和本病的基本特点，在临床中以基础方为主，进行随证加减

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胃炎不仅症状缓解较快且不易复发，认为

治疗本病，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崔宏春等[9]采用胃复方（党参、

中西医结合是治疗慢性胃炎的一种有效方法。

白术、柴胡、陈皮、莪术、佛手、半夏曲、生姜等）加减治疗

2.5 针灸及其他疗法

本病 78 例，并设对照组观察。结果总有效率治疗组为 89.75%，

不少医家应用针灸及其他各种疗法在论治本病上也进行

对照组为 76.39%，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因

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张越等[21]对 5 年来中医非

此认为疏肝和胃，健脾益气，除湿化痰，消痞除满法治疗 CAG

药物治疗 CAG 的研究，发现非药物疗法治疗 CAG 方法多样，

[10]

应用当归芍药汤加减治疗本病取得良好

包括针刺、穴位注射、穴位埋线、艾灸、穴位贴敷等等，各种

效果.他通过给予当归芍药汤与口服胃复春片对照，结果治疗

方法都有其独特的疗效。王淑华等[22]通过观察穴位敷贴加服用

组总有效率 92.0%，对照组总有效率 76.7%，两组比较有显著

中药治疗本病总有效率 89.34%；对照组总有效率 79.0%，两

行之有效。成坤等

性差异（P<0.05）。曾勇

[11]

采用四逆散合六君子汤加减治疗本

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证明穴位敷贴加化浊解毒活

病与西药对照观察，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 86.6%；对照组总

血通络方治疗 CAG 疗效确切。莫湘[23]给予对照组一般治疗、

有 效 率 65.7% ， 两 组 总 有 效 率 比 较 差 异 有 显 著 性 意 义

弱酸治疗及抗幽门螺杆菌治疗，治疗组给予中药辨证治疗配

（P<0.05）。杨炳权[12]从肝论治，对本病不进行辨证分型，均

合针灸的内服外治的结合方案。结果两组治疗前后不仅在症

以柴胡疏肝散加味治疗，取得较满意效果，结果总有效率
96.87%。庞家善等[13]用萎康方为基本方加减治疗本病与口服
维生素作对照，结果治疗组 2 个疗程后其临床疗效及胃镜检查
疗效治愈率分别为 90.6%和 75%，总有效率分别为 96.9%和
90.6%，优于对照组。

状，胃镜黏膜形态学，组织病理学检测，还是幽门螺旋杆菌
试验等均有统计学差异。认为采用中药内服结合针灸治疗的
方案能显著提高本病的临床疗效，安全性高，值得临床上推广
应用。陈菲[24]等采用黄芪注射液足三里穴位注射治疗本病，并
设对照组西药组，观察治疗前后两组的临床症状积分、胃镜、
病理、远期疗效等。结果治疗组临床症状改善情况明显优于对

2.3 专方专药治疗
现代医家在充分把握本病的病机特点的基础上，积累了很
多治疗本病有效方剂。周莺歌[14]通过口服小建中汤和多潘立酮

照组。
3

总

结

片对照观察，小建中汤治疗本病较多潘立酮片能明显改善患者

综上所述，国内中医学家对 CAG 进行了的深入研究，不

的临床症状，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0.0%；对照组总有效率

仅对本病病因病机的认识日趋全面，而且治疗方法也是丰富多

76.7%，两组疗效比较差异显著。王欢等[15]采用扶正祛瘀中药

彩。大多数医家认为其病位在脾胃，多涉及肝胆肾，病机特点

圣和散（SHP）治疗本病，并与西医服泮托拉唑胶囊对照观察

为本虚标实，本虚以脾胃气阴两虚为主，标实则有气滞、血瘀、

疗效及胃镜下黏膜改善情况，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8.7%明

热毒蕴胃等。治疗上多采用辨病与辨证、宏观与微观辨证相结

显优于对照组的 74.0%（P<0.05）
。戴明等[16]用养阴活胃合剂与

合，从传统的名家经验、专方专药到中西医结合、针灸、穴位

胃复春片对照治疗本病，结果治疗组在改善症状方面优于对照

注射、敷贴等，均取得了满意的疗效。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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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风湿关节炎的中医研究概况
TCM research profile of 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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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病因病机及内服药物治疗和其他疗法进行探究，表明中医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疗效确
切。
【关键词】 类风湿性关节炎；病因病机；中医治疗
【Abstract】 This article talk about the etiology and pathogenesis of RA, and introduce the oral medicines and others therapy.
Indicating the TCM therapy was effective in treating RA.
【Keywords】 RA; Etiology and pathogenesis; TCM therap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1.068
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ris，RA）是一种以慢性
破坏性关节病变为特征的全身性自身免疫病。本病以双手、腕、

产后机体防御能力低下。再若劳后汗出当风，或汗后冷水淋浴
等，外邪乘虚而入而发病[2]。
随着现代医学的对类风湿关节炎研究的深入，现代中医学

膝、踝和足关节的对称性多关节炎为主。可伴有发热、贫血、
皮下结节及淋巴结肿大等关节外表现[1]。
本病属于中医学“痹症”范畴，中医认为寒冷、潮湿，疲
劳、创伤及精神刺激、营养不良等均可成为本病诱因。外因感
受风寒湿热之邪、居处潮湿、冒雨涉水、气候骤变、冷热交错
等原因，以致邪侵入体，注于经络，留于关节，痹阻气血而发
病；内因禀赋素亏，荣血虚耗，气血不足，肝肾亏损或病后、

者结合现代医学认识，对类风湿关节炎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
病因病机、辨证论治、治法方药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提高了本病的治疗效果。
1

病因病机
刘健[3]认为脾胃虚弱导致湿浊内生，气血不足，营卫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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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形成痰瘀互结，脉络阻滞是类风湿关节炎的主要原
[4]

肾气血不足。有的认为气血不足为主，以黄芪桂枝汤[20]等补养

因。强调了脾虚在类风湿关节炎发病中的作用。陈纪藩 认为

气血之剂加减治疗；有的则认为肝肾亏虚为主，以独活寄生汤[21]

肝肾、气血亏虚是类风湿关节炎发生的内因，而风寒湿邪侵袭

等补益肝肾之剂加减治疗。
辨证治疗：娄多峰[22]教授将 RA 分为风湿热型（给予娄氏

则为发病的诱因。在病变的发展和转归中表现为寒热错杂、阴
阳两虚的证候，终则脏腑功能失调，湿邪胶着不解，痰瘀凝结
[5]

清痹汤，基本方：忍冬藤，败酱草，络石藤，青风藤，土茯苓，

关节而筋伤骨损，肢体畸形废用。张镜人 认为类风湿关节炎

老鹳草，丹参，香附。）
、风寒湿型（给予娄氏通痹汤。基本方：

的病机是风寒湿热之邪入侵，肝肾亏损；稳定期主要是阳气亏

当归，丹参，鸡血藤，海风藤，透骨草，独活，钻地风，香附。
）、

虚，阴血不足，发作期则因营卫不和再感外邪所致，分为寒热

瘀血型（给予娄氏化瘀通络汤，基本方：当归、丹参、鸡血藤、

[6]

二证。王永炎 提出类风湿关节炎是“新病入络”的观点，病

炙乳香、炙没药、延胡索、香附、透骨草。
）
。焦树德[23]将本病

络为类风湿关节炎病变的主要渠道和重要环节，毒损肢节络

分为行痹、痛痹、著痹、热痹、尪痹五种证型论治。陈纪藩[24]

脉，络道亢变，络脉虚滞是类风湿关节炎的主要病理改变。赵

临症将类风湿关节炎辨证分型为寒湿痹阻、湿热痹阻、寒热

健雄[7]认为肾的阴阳不足在类风湿性关节炎发病中的起主要作

错杂、痰瘀阻络、肝肾不足、气血亏虚六型。寒湿痹阻方药

[8]

用，痰瘀内阻是病情缠绵难愈的原因。周学平 等认为肝肾阴

用乌头汤加减，湿热痹阻方药用四妙丸加味，寒热错杂方药

虚，经络蓄热，风湿痹阻，痰瘀互结是其基本病机，脏腑之虚

用桂枝芍药知母汤加减，痰瘀阻络方药用桂枝茯苓丸加味，

重在肝肾，但以肾为主。

肝肾不足方药用独活寄生汤加减，气血亏虚方药用黄芪桂枝

[9]

五物汤加减，临床效果显著。王少纯[25]等采用补脾祛湿法治

娄多峰 指出了痹病的病因病机为虚、邪、瘀的观点。虚，
指正气虚，这是引起痹病的首要条件；邪，即外来病邪，是致
痹的重要条件；瘀，即瘀血。焦树德

[10]

认为类风湿关节炎主

疗类风湿关节炎也取得了较好的临床效果。考诸文献临床分
型较复杂，但不外乎风、寒、湿、热、痰、瘀、毒邪，或一

要是风寒湿三气杂至之邪，尤其是寒湿之邪，已经深侵入肾，

邪独胜或多邪相兼，或兼有肝肾气血亏虚。其治疗则针对相

并影响到肝，致骨损筋挛。鲁贤昌[11] 认为类风湿关节炎可归

应病机或祛风、散寒、燥湿、活血、涤痰、清热、解毒或补

入寒痹一类，即使有发热症状，一般也属真寒假热。陆拯

[12]

益肝肾、调补气血。
专方专药治疗：如余阗[26]运用桂枝芍药知母汤治疗类风湿

认为类风湿关节炎病机为风淫为诱发之邪，又始终潜藏于筋
骨；毒邪为致病主因，且贯穿于病之全程；痰浊为再生病邪，

性关节炎患者 208 例取得了较好的临床效果。薛书燕[27]等采用

肿胀木重是其所为；瘀血为血瘀变生，僵硬疼痛为其所致；络

中药肿节风注射剂和灯盏花素注射剂治疗 RA 患者，其中湿热

脉为邪之传导，又是气血运行通路；骨节为邪聚之处，且与肾

内蕴组 40 例予肿节风注射剂，寒湿瘀阻组 46 例予灯盏花素注

[13]

肝关系密切之观点。周翠英

认为本病是由于机体阴阳失调，

射剂，两组均以 2 周为 1 个疗程。结果两组总有效率分别为

脏腑蕴热，或由五志化火，饮食不节，湿热内生，复感风寒湿

95.0%和 93.5%。闫霞等[28]采用血府逐瘀汤加味，方中重用蜈

热毒邪，内外相合，邪郁蕴毒，酿生热毒或湿热毒邪，邪毒伤

蚣治疗 RA28 例，总有效率 89.29%。

正，气血津液运行失常，痰瘀内生，蕴结化毒。邪毒痹阻经脉

单味药研究：张良[29]等认为白花蛇舌草含有甾醇类、多肽

肢节，流注骨骱经隧，气血不通而发病，而毒是贯穿始终的关

类、多糖类、熊果酸、齐果酸等多种化学成分，具用抗免疫调

键因素。

节、抗化学诱变等多种作用，而且对类风湿关节炎滑膜细胞增
[14]

认为肝血亏虚是类风湿关节炎发病的内因，肝郁

殖有抑制作用，且有一定的剂量依赖性。张长河[30]将本病辨证

血瘀是其主要病机，强调了肝在发病中的作用，提出疏肝活络

分为 3 型，即风热型、湿热型、寒湿型，在辨证治疗的基础上

张智勇

[15]

认为 RA 患者因久病累及肝肾而致阴虚

重用白芍 50g，共治疗 32 例，总有效率为 84.38%。姜田[31]等

火旺，热毒炽盛，这一类患者应该用滋阴清热的方法来治疗。

重用细辛 60g，配伍制附子 30g，制川乌 10g，莶草 40g，防风

治疗的方法。周裕仓
[16]

秦林

等认为风寒湿邪是内生，内生之因是肝脾失调，内生风

10g，羌活 10g，薏苡仁 10g，川芎 3～9g，黄芪 30g，甘草 20g，

寒湿诸邪合而为痹，进一步发展成为寒热、痰瘀、虚实错杂，

防已 20g，白术 20g，白芍 15g，淫羊藿 15g，巴戟天 15g。治

并最终累及心肝脾肺肾诸脏。金实[17]教授认为湿邪在 RA 的发

疗 40 例 RA 的患者，疗效明显优于细辛只用 3g 者。

病中起重要作用，并贯穿病程始终。无论内湿或外湿伤人，均
可流入关节，湿邪痹阻，营卫不行，卫气郁滞，卫外不固，风
寒热等外邪乘虚侵入而发病。
2

3

其他疗法
魏福良[32]等采用长蛇灸（取督脉经大椎穴至腰俞穴）配合

针刺（针刺以局部患处取穴为主）治疗 RA60 例，结果总有效

内服药物治疗

率 88.2%，血沉复常率 54.2%，类风湿因子复常率 15.9%；C

分期辨证治疗：各医家都认为：发作期为实，治以驱邪为

反应蛋白复常率 54.0%。张俊莉[33]等对确诊为类风湿关节炎的

主，缓解期为虚，治以扶正为主。但对邪气性质却有寒热两种

患者，采用脊里药针（丹参、当归、祖师麻、地塞米松等）治

[18]

认识，如周翠英等

认为此时以热毒为主，治以清热解毒之法，

疗，共治疗 108 例，总有效率 95%。牛俊明等[34]则采用铺灸治

方以痹速清合剂；而金实[19]则认为活动期是风寒湿邪壅滞治以

疗类风湿关节炎与常规针刺组对比显示有更好的疗效。何悦硕

辛温发汗，重者则用发汗峻剂，使用麻桂等药。正虚主要是肝

等[35]采用麦粒灸治疗类风湿关节炎 40 例，1 次/周，3 次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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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个疗程，2 个疗程后观察疗效，结果有效率为 92.5%。周四雄[36]

[16]秦林,滕佳林,叶蕾,等.类风湿性关节炎从肝脾辨证的研究概况[J].上海中

等用自制“斑乌合剂”
：斑蝥 10g，红花 10g，生川乌 15g，生

医药杂志,2006,3:65-67

草乌 15g，苏木 12g，秦艽 15g，郗莶草 15g，鸡血藤 15g，老

[17]周全,等.金实教授从湿论治类风湿性关节炎经验介绍[J].新中医,2005,37

鹳草 20g。上述药物用 75%医用乙醇 600ml 浸泡 3～4d，过滤

(1):21-22

装瓶密封备用。局部外搽受累关节皮肤，1～4 次/d，用药前

[18]周翠英,樊冰,孙素平,等.清热解毒法对类风湿关节炎炎性细胞因子作用

局部按摩皮肤；与英太青（双氯芬酸钠凝胶）对照，结果斑

的临床研究[J].山东中医杂志,2004,23(3):137-139

乌合剂组总有效率 91.66%，英太青组总有效率 60.60%。

[19]刘喜德,万力生.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诊断与治疗[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

总之，现代中医对 RA 从各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

社,2006:307-309

RA 的病因、病机、证型、治法、方药都取得很大的进展，也

[20]王志坤,解国华.黄芪桂枝汤加味治疗气阳两虚型类风湿性关节炎 30 例

开发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药物和治疗方法，使广大 RA 患者

[J].陕西中医,2006,27(8):947-948

的症状和预后有了极大的改观。中医药治疗 RA 在病因病机、

[21]艾英.独活寄生汤加味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临床观察[J].中医杂志,1998

辨证论治，内服外用等方面的研究可谓百花齐放。即说明了

(8):501

我们在对 RA 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好的成就，体现了中医以人

[22]郭会卿.娄多峰教授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 120 例[J].中医研究,2006,19(5):

为本的辨证思想，也反应了中医药研究缺乏客观化、标准化、

57-59

规范化，仍处在经验总结阶段的现实。加强对古今中医文献

[23]焦树德.治痹心得[J].河北中医,2004,26(6):405-408

中有关 RA 文献的整理，制定客观、科学的临床疗效评定方

[24]林昌松,关彤,刘晓玲.陈纪藩治疗类风湿关节炎临证经验述要[J].中医药

法，严格临床有效方剂的验证和筛选，是我们当前的紧迫任

学刊,2004,22(2):214-216

务。

[25]王少纯,王俊颀,王明杰.补脾祛湿法治疗类风湿关节炎[J].中医正骨,2008,

参考文献：

9(20):68
[26]余阗,卿茂盛,林远方,等.桂枝芍药知母汤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临床疗效

[1]王吉耀主编.内科学(下)[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1052
[2]路志正,焦树德.实用中医风湿病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453
[3]刘健.类风湿性关节炎从脾论治探讨[J].安徽中医学院学报,2004,1:1-3
[4]林昌松,关彤,刘晓玲,等.陈纪藩治疗类风湿关节炎临证经验述要[J].中医
药学刊,2004,2:214-216
[5]张镜人.中医对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诊治思考及经验[A].中国百年百名中医
临床家丛书-张镜人[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1:257-265
[6]李梢.王永炎院士从“络”辨治痹病学术思想举隅[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2(25):43-45
[7]孙守华.赵健雄教授辨治类风湿关节炎经验[J].甘肃中医,2001,14(3):14
[8]周学平,周仲瑛.类风湿性关节炎阴虚络热证辨治初探[J].中国中医基础医
学杂志,2004,1:53-56
[9]郭会卿.娄多峰教授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 120 例[J].中医研究,2006,5:57-59
[10]何羿婷,陈伟,焦树德.应用焦树德教授学术思想临证体会[J].中国中医基
础医学杂志,2004,4:59-61
[11]周光武.鲁贤昌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经验[J].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06,
3:267-268
[12]方红.陆拯辨治痹的经验[J].浙江中医杂志,2002,11:464-466
[13]周翠英,樊冰,孙素平,等.清热解毒法对类风湿关节炎炎性细胞因子作用
的临床研究[J].山东中医杂志,2004,3:137-139
[14]张智勇.疏肝活络法在类风湿关节炎中的应用[J].浙江中医杂志,2004,5:

观察[J].深圳中西医结合杂志,2006,16(2):87-88
[27]薛书燕,于静,张杰.辨证应用中药注射剂治疗类风湿关节炎 86 例[J].辽宁
中医杂,2006,33(6):697
[28]闫霞,吴云华.血府逐瘀汤加减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 28 例[J].广西中医药,
2003,26(2):31
[29]张良,邢国胜,白人骁.白花蛇舌草对类风湿关对滑膜细胞增值的影响[J].
江西中医药,2008,5:64
[30]张长河.白芍为主治疗类风湿关节炎 32 例临床观察[J].中国老年学杂志,
2008,8(28):1542-1543
[31]姜田,薛文仲.细辛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临床观察[J].中华临床医学研究
杂志,2008,9(14):1357
[32]魏福良,张友贵.长蛇灸配合针刺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 60 例[J].安徽中医
学院学,2002,21(4):30-31
[33]张俊莉,刘英纯,商风楼.脊里药针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 108 例[J].陕西中
医,2004,25(1):62-63
[34]牛俊明,彭海霞,赵红星.铺灸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 60 例临床观察[J].光明
中医,2007,12(22):43-44
[35]何悦硕,梁维超,傅春文.麦粒灸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 40 例[J].中国针灸,
2008(4):243
[36]周四雄,左玉初.发泡疗法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 36 例[J].湖南中医杂志,
2000,16(5):35

200
[15]周裕仓,郑丽静.滋补肝肾清热养阴法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 15 例[J].江苏
中医药,2004,9:31-32

编辑：李妍 编号：EA-130119148（修回：2013-06-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