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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评价补肾健脾方对 HBeAg 阳性乙肝病毒携带者血清细胞因子的调节作用。方法：采用多中心、随机、双盲、
对照的研究方法。400 例 HBeAg 阳性乙肝病毒携带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分别给予补肾健脾方、安慰剂治疗 52 周。观察治
疗前后血清细胞因子 IL-2、IL-4、IL-10、IFN-γ、TNF-α 水平及 HBV DNA 载量的变化。结果：治疗 52 周后，补肾健脾方组患者
的血清细胞因子 IL-2 和 IFN-γ 显著上升，TNF-α、IL-4 和 IL-10 则明显下降（P<0.01）
；治疗前后的各细胞因子差值比较，均优于
。结
安慰剂对照组（P<0.01）；而血清 HBV DNA 载量较基线下降>1 log10, >2 log10, >3 log10 比例均显著高于安慰剂对照组（P<0.01）
论：补肾健脾方通过调节 Th1/Th2 型细胞因子水平，打破 HBV 感染的免疫耐受状态，实现对 HBV 复制的抑制作用。
【关键词】 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免疫因子；中医药疗法；补肾健脾方；随机对照试验
【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imate the modulatory effect of Bushen Jianpi recipe on serum cytokines in HBeAg-positive hepatitis B
virus carriers. Methods: With the multi-center, randomized, double-blinded and controlled methods, 400 cases of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treated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During the 52-week treatments, Bushen Jianpi recipe was applied in treated group and placebo was
adopted in control group. The serum cytokine levels, including IL-2、IL-4、IL-10、IFN-γ and TNF-α, and HBV DNA level were detected
pre-treatment and post-treatment in all patients. Results: After the 52-week treatments, in the Bushen Jianpi recipe treated group, the serum
levels of IL-2 and IFN-γ were markedly increased, while the serum levels of TNF-α, IL-4 and IL-10 were obviously decreased（P<0.01).
The variation of each cytokine level pre-treatment and post-treatment in the Bushen Jianpi recipe treate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at in the placebo control group (P<0.01). The proportions of patients in the Bushen Jianpi recipe treated group in whom serum HBV
DNA levels decreased from the baseline by more than 1 log10, 2 log10, 3 log10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placebo control
group(P<0.01). Conclusion: Bushen Jianpi recipe breaks the immunological tolerance of hepatitis B virus infection by modulating the level
of Th1/Th2 type cytokines, to achieve the inhibition for HBV replication.
【Keywords】 Hepatitis B virus carriers; Immunologic factors; TCM therapy; Bushen Jianpi recipe;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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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肝疫苗的普遍接种以及干扰素、核苷（酸）类似物等抗

学华西医院、北京地坛医院、北京佑安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乙肝病毒药物的问世，使我国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

302 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

HBV）感染及其相关疾病的发病率与死亡率得到有效控制。然

院、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泰安市中医医院）在 2009

而现代医学不主张治疗的 HBeAg 阳性 HBV 携带者，却面临着

年 5 月～2009 年 12 月收集的 HBeAg 阳性 HBV 携带者共 400 例，

高度的传染性与疾病进展的较高风险。与现代医学不同疾病认

通过广州中医药大学临床科研设计、衡量与评价（DME）国家培

识观的中医药疗法，或可改善这一困局。我们采用补肾健脾方

训中心的交互性语音应答系统自动进行随机分组。本试验获得伦

治疗临床结局高风险的 HBeAg 阳性 HBV 携带者，观察治疗前

理委员会批准，所有入组的受试者都必须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

后血清细胞因子及 HBVDNA 的变化。

1.1.1 诊断标准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全国十九家知名肝病医疗机构（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附属医
院、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浙

参照我国 2005 年版《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1]，HBeAg
阳性 HBV 携带者的诊断标准如下：
①血清 HBsAg 和 HBVDNA
阳性；②血清 HBeAg 阳性；③1 年内连续随访 3 次以上，血
清 ALT、AST 均正常；④肝组织学检查无明显异常。
1.1.2 纳入标准

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广东省中

① 符 合 上 述 诊 断 标 准 ； ② 血 清 HBVDNA 载 量 >1 ×

医院、广东省中医院珠海医院、佛山市中医院、深圳市第三人民

10 copies/ml；③属中医脾肾亏虚证候或体质；④血清 ALT 水

医院、武汉市医疗救治中心、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四川大

平男性在 30～40IU/L 之间，女性在 19～40IU/L 之间[2]；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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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龄在 30～65 岁之间；⑥肝组织炎症分级<G2，并纤维化分期<S2。

包括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2、IL-4、IL-10、干扰
素（interferon，IFN）-γ，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

1.1.3 排除标准

TNF）-α，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在基线和治疗 52

①入选前一年内曾出现血清 ALT 和或 AST 异常；②入选
前 6 个月内曾接受过抗 HBV 药物、免疫调节或抗肿瘤治疗；

周后检测，试剂盒购自上海森雄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③同时感染其它病毒性肝炎或 HIV；④有酒精和或非法药品滥

1.4.2 血清 HBVDNA 载量
在基线和治疗52 周后，
采用美国罗氏公司的COBASAmpliPrep

用史；⑤肝硬化、肝癌或血清甲胎蛋白升高；⑥合并自身免疫
性或代谢性肝病；⑦入选前 30d 内参加其它临床试验；⑧对本

系统进行荧光定量 PCR 检测（检测下限为 12IU/ml）
。

试验药物任一成分过敏者；⑨孕妇及哺乳期妇女；⑩合并其它

1.4.3 安全性指标
在基线和治疗结束后，检测所有入组的受试者的心电图、

严重疾病或研究者认为不适合入组研究者。
1.2 试验设计

粪便常规、尿常规、血液常规、血尿素氮、血肌酐；并在试验
全过程中，随时观察受试者出现的任何不适症状与体征。

采取多中心、大样本、随机、双盲、安慰剂模拟对照的方

1.5 统计学处理

法，将 400 例 HBeAg 阳性 HBV 携带的合格受试者随机分为补

由专业统计人员采用 SPSS18.0 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处理，连

肾健脾方治疗组与安慰剂对照组，每组均为 200 例，治疗 52
周，治疗结束后揭盲。

续性变量以（ x ± s ）表示，二分类变量以频数和百分比表示，

1.3 治疗药物及方法

组内治疗前后比较及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
方差不齐采用 t′检验；

治疗组予以补肾健脾方治疗（组成：淫羊藿 30g，怀牛膝

组间率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以 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5g，杜仲 15g，菟丝子 10g，白术 15g，黄芪 15g，猪苓 10g，
茯苓 15g，印度叶下珠 30g 等）
。对照组予以与补肾健脾方药物

2

试验结果

2.1 试验完成情况

性状、重量以及外包装相同而口感相似的安慰剂治疗（组成：

治疗组完成 52 周治疗 174 例，脱落失访 26 例；对照组完

藿香、苦味剂、淀粉、色素等）。上述试验用药由国家 GMP 认
证的深圳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制备提供，每 1 小包相当

成 52 周治疗 187 例，脱落失访 13 例。

于生药 1 剂。用法：每次 1/2 小包，早晚各一次，200ml 左右

2.2 基线特征比较
两组受试者在性别、年龄、病程、血清 ALT 及 HBVDNA

开水冲，适温服用，共 52 周。
1.4 观察指标及方法

载量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提示两组受试者的一般基线

1.4.1 血清免疫学指标

特征均衡，可比性良好（P>0.05）
。见表 1。

表 1 两组受试者的一般基线特征比较
项目

n

性别（男/女）

年龄（岁）

病程（月）

ALT（U/L）

HBVDNA（×109IU/ml）

治疗组

174

114/60

35.1±6.7

87.9±78.1

28.0±12.9

1.463±6.587

对照组

187

112/75

34.4±8.2

92.9±77.5

29.4±12.5

0.749±1.766

2

x /t

1.218

0.884

0.610

1.047

1.384

P值

0.270

0.377

0.542

0.296

0.166

52 周后，与基线比较，补肾健脾方治疗组血清 IL-2 和 IFN-γ

2.3 血清细胞因子的变化

水平显著上升，而 IL-4、IL-10 及 TNF-α 水平则明显下降，差

治疗前两组受试者的血清细胞因子 IL-2、IFN-γ、IL-4、
IL-10、TNF-α 水平的比较，均有 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而安慰剂对照组各血清免疫因子

提示两组各血清免疫因子水平基线均衡（相对应的 t 值、P 值

均无显著变化（P>0.05）。各血清免疫因子治疗前后差值的比

分别为：t＝0.005，P＝1.000；t＝0.640，P＝0.523；t＝0.474，

较，补肾健脾方治疗组全部显著优于安慰剂对照组（均有

P＝0.636；t＝0.428，P＝0.669；t＝0.185，P＝0.853）。治疗

P<0.01）
。见表 2。

表 2 两组受试者血清细胞因子治疗前后的变化情况（ x ± s ）
IL-2（pg/ml）

项目

治疗组（n=174）

对照组（n=187）

IFN-γ（pg/ml）

IL-4（pg/ml）

IL-10（pg/ml）

TNF-α（pg/ml）

84.51±54.30

15.34±7.27

109.28±50.69

42.49±27.56▲

8.31±5.93#

90.97±41.94△

治疗前

107.78±70.14

17.33±13.59

治疗后

189.12±111.46*

27.57±14.62

治疗前后差值 d

-81.60±112.38

-10.42±17.78

40.94±55.68

7.04±8.07

18.11±50.12

治疗前

107.82±69.26

18.22±12.83

82.04±43.76

15.03±6.49

110.30±53.74

◆

治疗后

113.17±71.08

17.90±10.13

79.52±55.08

14.94±8.25

110.25±50.71

治疗前后差值 d

-5.85±71.44

0.37±13.02

2.42±71.77

0.01±7.74

0.26±60.22

t 值（d 值比较）

7.697

6.538

5.719

8.448

4.665

P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注：治疗组各细胞因子治疗前后比较，t 值、P 值分别为*t=8.147，P=0.000； t=6.767，P=0.000；▲t=9.102，P=0.000；#t=9.884，P=0.000；△t=3.671，P=0.000。
◆

治疗组与对照组差值 d 比较用成组 t 检验，具体 t 值、P 值见表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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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和 9.2%，均明显高于安慰剂对照组（均有 P<0.01）；而血清

2.4 血清 HBVDNA 载量下降情况
治疗 52 周后，补肾健脾方治疗组血清 HBVDNA 载量较基线

HBVDNA 阴转率的比较，
治疗组与对照组各自仅有 1 例受试者出

下降>1log10、>2log10、>3log10 的受试者比例分别为 46.0%、21.8%

现血清 HBVDNA 阴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3。

表 3 治疗后两组受试者血清 HBVDNA 载量的下降情况 [n（%）]
项目

n

HBVDNA 下降>1log10

HBVDNA 下降 2log10

HBVDNA 下降>3log10

HBVDNA 阴转

治疗组

174

80（46.0）

38（21.8）

16（9.2）

1（0.6）

对照组

187

26（13.9）

9（4.8）

5（2.7）

1（0.5）

x2 值

44.70

23.07

7.00

0.43

P值

0.000

0.000

0.008

0.510

2.5 不良反应情况

最常用的有效方法。因此，其中药治疗应以补肾健脾为主法，

研究全过程中没有受试者出现任何明显的不适症状及异

兼顾清热解毒、活血化瘀、利湿养肝等法。补肾健脾方是周大

常体征；治疗结束后两组受试者的心电图、粪便常规、尿常规、

桥教授创制的、针对 HBeAg 阳性 HBV 携带者的经验方，由淫

血液常规、血尿素氮、血肌酐均无明显异常，与基线时比较，

羊藿、怀牛膝、杜仲、菟丝子、白术、黄芪、猪苓、茯苓、叶

其变化无临床意义。表明补肾健脾方对人体无明显不良反应，

下珠、丹参、郁金、枳壳、三七、枸杞子组成。本方紧扣 HBeAg

安全性良好。

阳性 HBV 携带的中医基本病机，主以大补脾肾，又针对乙肝

3

讨

病毒的邪毒性质清热利湿解毒，更考虑到病位所以及兼夹的病

论

因病机而施行活血、疏肝、养肝、行气。药理证实，方中菟丝

HBV 感染在我国是一个严重的公众卫生问题，据 2006 年

子[29-30]、白术[31-33]、黄芪[34-35]、猪苓[36-37]、茯苓[38-40]和枸杞

的全国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估算，我国约有 9300 万 HBsAg 阳性

子[41-42]均有增强免疫与护肝作用；淫羊藿、怀牛膝均可提高 T

[3]

携带者 。现代医学目前缺乏对 HBeAg 阳性 HBV 携带者的有
[4-7]

效治疗手段

[2，8-15]

。但是，研究资料显示

，年龄 30 岁以上、

淋巴细胞活性[43-44]，淫羊藿配伍三七后该作用更强[45]；丹参、
郁金对肝细胞有直接保护作用[46-48]；而叶下珠有较强的直接抑

血清 HBVDNA 高载量、ALT 处于正常值上限或轻度升高的

制 HBV 作用[49-53]。这些药理研究结果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补

HBeAg 阳性 HBV 携带者，不仅有高度的传染性，是 HBV 重

肾健脾方有增强机体免疫、抑制 HBV 复制、保护肝细胞的药

要的传染源，而且存在着进展为肝硬化、肝癌等不良结局的较

理作用。

大风险。在我国，HBeAg 阳性的慢性 HBV 携带，即免疫耐受，
多数源自围（生）产期和婴幼儿时期感染[7

，16-17]

。目前认为[18-20]：

本研究从临床试验的角度，进一步揭示：补肾健脾方能显
著提高 HBeAg 阳性 HBV 携带者血清细胞因子 IL-2、IFN-γ

辅助性 T 细胞（Th）是 HBV 感染的免疫调节中枢；Th 细胞分

水平，降低 IL-6、IL-10 和 TNF-α 水平，从而恢复 Th1/Th2

为 Th1 细胞和 Th2 细胞两个亚群，二者分泌的细胞因子可以

细胞比例平衡，促进免疫应答，打破免疫耐受，进而达到清

促进自身增殖，抑制对方的生长分化；Th2 细胞较 Th1 细胞

除 HBV。本研究结果为以补肾健脾法为主法的中药复方治疗

容易导致免疫耐受；Th1/Th2 的平衡是正常的免疫应答所必须

HBV 感染免疫耐受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而对于如何优化

的。HBeAg 是一种免疫耐受原，优先耗竭 Th1 细胞，诱导 Th2

处方以提高疗效，以及探求其详细作用机制等问题，需要继续

类免疫反应；而 HBcAg 倾向于诱导 Th1 类免疫反应。由于

深入研究。

HBeAg 与 HBcAg 的共同氨基酸序列高达 75%，导致了其细
胞免疫的交叉反应性，使 HBeAg 可引起 HBcAg 特异性 T 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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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王补心丹加减治疗习惯性便秘伴失眠的
临床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Tianwang Buxin pill on treating
habitual constipation following with insomnia
肖彦燕
（韶关市中医院，广东 韶关，512026）
中图分类号：R256.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2-0005-02

【摘 要】 目的：观察天王补心丹组方加减对习惯性便秘伴失眠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63 例符合诊断患者随机分为两
组。治疗组 32 例以天王补心丹汤剂加减治疗；对照组 31 例口服西沙必利（20mg/次，2 次/d）及脑益嗪片（25mg/d，睡前服）治
疗。疗程均为 30d，随访 3 个月，观察患者便秘及失眠缓解情况，并记录其副作用。结果：治疗组有效率达 93.75%，对照组为 74.1%，
两组比较有显著差异（P<0.05）
。结论：天王补心丹组方加减治疗习惯性便秘伴失眠有肯定的临床疗效。
【关键词】 天王补心丹；习惯性便秘；失眠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ianwang Buxin pill on treating Habitual constipation following with
insomnia. Methods: 63 cas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2 groups, 32 cases were treated with the Tianwang Baoxin pill in the treatment
group, 31 cases were given cisapride (20mg/time, 2 times/day) and stutgeron tablet (25mg/day, taken at bed-time) orally in the control
group. Treatment durations for both groups are 30 days and we followed the cases for three month and observed the remission rates of
constipation and insomnia and the side-effects. Results: The efficiency rate was 93.7% in the treatment group, another was74.1%,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Conclusion: There is a positive treatment effect of Tianwang Buxin pill in treating habitual constipation
and insomnia. With few side-effects and little medicine dependence, it is worthy for clinical extending.
【Keywords】 Tianwang Buxin pill; Habitual constipation; Insomnia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02
习惯性便秘是指排便时间延长，一周内排大便少于三次，

45.1 岁，大便平均<2 次/周，平均睡眠时间 4.3h/d）
、对照组 31

或排便经常感到困难，钡餐或肠镜检查排除肠道器质性疾病。

例（其中男性 8 例，女性 23 例，平均年龄 44.3 岁，大便平均

便秘在所有年龄段均可发生，伴发失眠者比例高达 70%。天王

<2 次/周，平均睡眠时间 4.5h/d）
。两组年龄、性别、病程等因

补心丹出自元代危亦林《世医得效方》。该方用以滋阴养血，

素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补心安神。笔者在临床上使用天王补心丹加减治疗习惯性便秘

1.2 诊断标准

伴失眠患者，多有验效，现将临床相关研究总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以《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行
业标准 ZY/T0001.1-94）作为诊断依据。
1.3 排除标准
肠道器质性病变患者；有消化道手术病史患者；严重原发

选取 2011 年 1 月～2012 年 2 月我院住院及门诊习惯性便

性疾病；严重精神病患者；盆腔恶性肿瘤放疗后患者；严重心

秘伴失眠患者 63 例，年龄 32～65 岁，病程 6 个月～5 年。随

肝肾功能损伤者；血液系统疾病有出血倾向者；不愿意接受本

机分为治疗组 32 例（其中男性 11 例，女性 21 例，平均年龄

治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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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法

①采用“便秘症状及疗效评估问卷”评定便秘的治疗效
果[5]。该问卷共分 6 方面问题：6 题相加总分越高证明该问题

2.1 治疗方法
治疗组：以天王补心丹方剂为基础加减：气虚者去玄参、
丹参，人参加至 30g；血虚明显者生地改为熟地 15g，加制首
乌 15g，桑葚 20g；阳虚者去丹参、玄参，加干姜 15g，菟丝子
15g，锁阳 10g，肉桂 6g；气滞者去人参、天冬、五味子，加
厚朴 15g，枳壳 15g，莱菔子 15g。

症状越重。②根据 1994 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的《中医病
证诊断疗效标准》判定失眠治疗的疗效。
2.3 统计学处理
使用 SPSS13.0 分析软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处理；所有的
结果以均数±标准差进行表示；定量资料的组内前后比较用配
对 t 检验进行，检验水准 α=0.05。

对照组：口服西沙必利（20mg/次，2 次/d）及脑益嗪片

3

（25mg/d，睡前服）治疗。
2.2 疗效判定标准

结

果

见表 1、表 2、表 3。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便秘症状及疗效评估问卷各条目评分
排便困难
分组
治疗组
n=32
对照组
n=31

治疗前

粪便形状

治疗后

治疗前

排便时间

治疗后

治疗前

下坠、不尽、胀感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排便频度
治疗前

治疗后

腹胀
治疗前

治疗后

2.45±0.45

0.85±0.48 2.26±0.63 0.75±0.52 2.40±0.60 0.46±0.40 2.12±0.44 0.65±0.41 0.69±0.24 2.23±0.50 1.67±0.43 0.82±0.30

2.46±0.54

1.24±0.48 2.30±0.47 1.17±0.46 2.36±0.54 1.29±0.48 2.02±0.52 1.83±0.49 0.72±0.30 1.21±0.05 1.50±0.45 1.15±0.37

血，补心安神。方中生地滋阴补肾，养血润燥；玄参、天冬、麦

表 2 两组对便秘疗效比较（n，%）
组别

治愈

好转

未愈

总有效率

冬清热养阴；丹参、当归调养心血；人参、云苓益气宁心；酸枣

治疗组 n=32

16

15

1

96.80

仁、五味子敛心气，安心神；柏子仁、远志养心安神；桔梗载药

对照组 n=31

7

16

8

74.10

上行。而该方中，生地、玄参、麦冬为增液汤组成，有养阴生津、
润肠通便功效，当归、柏子仁具有润肠通便作用，桔梗具有宣肺

表 3 两组对失眠疗效比较（n，%）
组别

治愈

好转

治疗组 n=32

12

18

对照组 n=31

6

24

理气、提壶揭盖、通调大便之效。现代药理研究证实，五味子对
未愈

总有效率

大脑皮层的兴奋、抑制过程有影响，使之趋向平衡[6]；丹参、柏

2

93.75

子仁、当归、酸枣仁有镇静、催眠和安定的作用，其中丹参对中

1

96.77

枢的作用主要是皮层抑制，从而产生镇静作用；酸枣仁主要影响

从表 1、表 2 可以看出，治疗前的总分比较，治疗组和对
照组两者相差不明显（P>0.05）；治疗后的总分比较，治疗组

慢波睡眠的深睡阶段，使睡眠平均时间延长[7]。而增液汤（玄参、
麦冬、生地）可增强肠道蠕动、增加肠道水份，从而促进排便[8]。

得分明显低于对照组，也低于治疗前的得分。从便秘治疗的总

本研究利用天王补心丹失眠与便秘同治。通过加减组合，

有效率（好转率＋治愈率）来说，治疗组为 96.87%，明显优于

改丸剂为汤剂，灵活化裁，治疗习惯性便秘伴失眠患者，较单

对照组的 74.19%，有显著差异（P<0.01）
。从表 3 可以看出，

纯使用西药疗效为佳。且单纯服用中药汤剂，具有患者依从性

两组对失眠的总有效率差别不大（P>0.05）
，但对照组中有 13

高、副作用小、疗效显著等特点。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名患者出现白天精神倦怠、注意力不集中，对药物产生依赖。

参考文献：

总体而言，治疗组对便秘及失眠的治疗作用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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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雷载权主编.中药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200-317

去甲肾上腺素等神经递质大量释放，并通过激动广泛存在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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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枢神经系统的 α1-受体而导致焦虑、失眠等症状

。故睡眠障

碍与便秘并见有一定必然性。
天王补心丹出自元代危亦林《世医得效方》
。该方用以滋阴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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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桃软肝丸含药血清对 HepG-2 细胞凋亡及细胞周期
影响的实验研究
Experimental study of the pharmaceutical serum of Shentao Ruangan pills
containing serum on the effect of the HepG-2 cells apoptosis and cycle
梁艳菊 1 李穗晖 2 陈 瑶 2
（1.广东省广州市中医医院，广东 广州，510130；2.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东 广州，510405）
中图分类号：R73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2-0007-02

证型：IAD

【摘 要】 目的：观察参桃软肝丸含药血清对人肝癌细胞 HepG-2 细胞凋亡及细胞周期的影响，验证参桃软肝丸可能的作用
机理。方法：将 9 只雄性新西兰家兔分为 3 组，每组 3 只，实验分空白对照组、实验组和阳性药物对照组，人肝癌细胞株 HepG-2
细胞接种于 RPMI 1640 培养液中，细胞培养为 3～5d。MTT 法观察细胞抑瘤率，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凋亡率和细胞周期。结果:
参桃软肝丸对人肝癌细胞株 HepG2 的生长有抑制作用，且随剂量的增加而增强。其中，高浓度组抑瘤率最高可达 43.2%。有较好
的诱导凋亡作用，凋亡率可达 15.6%，且阻滞细胞增殖于 G0/G1 期。结论：参桃软肝丸对人肝癌细胞 HepG-2 有较好的抑瘤和诱
导细胞凋亡作用，诱导肿瘤细胞凋亡可能是其抗肿瘤作用机制之一。
【关键词】 参桃软肝丸；细胞凋亡；细胞周期；实验研究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hentao Ruangan pills containing serum on the effect of the HepG-2 cells apoptosis and
cycle, and to verify the possible action mechanism of the Shentao Ruangan pill. Methods: 9 New-Zealand male rabbit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treated group, blank serum group and positive group, 3 for each. The human hepatoma cell line HepG-2 cells
were seeded in RPMI 1640 culture medium, for 3～5d. Observing the cell inhibition rate in MTT, and detecting apoptosis rate and cell
cycle in flow cytometry. Results: Shentao Ruangan pills have inhibitory effect on the growing of the human hepatoma cell line HepG2, and
increased with the dose increasing. Among them, the inhibition rate in the high concentration group was up to 43.2%, had a better induction
of apoptosis; apoptosis rate reached 15.6%, and block cell proliferation at G0/G1 phase. Conclusion: Shentao Ruangan pills were effective
in inhibition and induce apoptosis of the human hepatoma cell line HepG-2, induce tumor cell apoptosis may be one of the mechanisms of
its anti-tumor effect.
【Keywords】 Shentao Ruangan pills; Cell apoptosis; Cell cycle; Experimental research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03
“参桃软肝丸”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科周

PI 染液（广州合达生物有限公司）
，RPMI-1640 培养液（美

岱翰教授根据肝癌特点创制经验方，该方主要由生晒参、大

国 GIBCO）
，四甲基偶氮唑盐（MTT，美国 SIGMA）
，EPICS

黄、当归、仙鹤草等组成，临床用于治疗原发性肝癌具有较

型流式细胞仪（美国 Beckmancoulter 公司）
。

好的疗效。本研究拟以“参桃软肝丸”为研究对象，通过观

1.3 实验方法与步骤

察其对人肝癌细胞 HepG2 细胞周期及细胞凋亡的影响，验证

1.3.1 含药血清的制备

参桃软肝丸可能的作用机理，为参桃软肝丸的临床运用提供

人口服剂量的 10 倍给雄性新西兰家兔灌胃。空白血清组以等

理论依据。
1

将雄性新西兰家兔分为 3 组，3 只/组，参桃软肝丸组以成
量生理盐水灌胃，阳性药物对照组（5-氟尿嘧啶组）
，给予药液

材料及方法

41.67mg·kg-1·d-1 灌胃[3]。连续给药 3d，每日分两次给药，第

1.1 材料来源实验动物

3 日给药 2h 后同剂量追加给药 1 次，于最后 1 次灌药后 1h 心

雄性新西兰兔，普通级，体重 2～2.5kg，由广东省实验动

脏采血，无菌分离血清，同组家兔药物血清混匀，水浴灭活处

物中心提供，合格证号：2007A001。细胞株：人肝癌细胞株

理后，置－20℃冰箱保存备用。

HepG2，由中山大学细胞库提供。药品及制备：参桃软肝丸按

1.3.2 细胞培养

中药水煎剂的常规制备方法制备[1]，给药量根据人与动物体表
[2]

人肝癌细胞株 HepG2 细胞接种于含 10%新生牛血清、抗生

面积与计量换算法计算 ，由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

素（100U/ml 青霉素和链霉素）的 RPMI1640 培养液中。细胞培

剂科制备成 2.04g 生药/ml。5-氟尿嘧啶，上海旭东海普药业有

养为 3～5d，以 0.25%胰蛋白酶消化适当后 1∶3 传代。

限公司生产，产品批号：071001。

1.3.3 MTT 显色法测定抑瘤率

1.2 主要试剂和仪器

取 1×104 浓度的人肝癌细胞接种于 96 孔的细胞培养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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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设八复孔。置于培养箱中培养 24h，加入含药血清 10%、20%、

1.4 统计分析
应用 SPSS11.5 统计软件处理，实验结果用（ x ± s ）表示，

30%浓度的培养液各 200uL，继续培养，于酶联仪长 570nm 处测
各孔吸光度值，按下列公式计算抑瘤率：抑瘤率＝[1－（含药血
清孔平均吸光度值/对照孔平均吸光度值）]×100%。

组间参数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2

1.3.4 细胞凋亡率和细胞周期分析
人肝癌细胞株 HepG2 细胞，以 0.25%胰蛋白酶消化适当后

实验结果

2.1 含药血清对人肝癌细胞 HepG-2 抑瘤率的影响
随着参桃软肝丸浓度的提高，其抑瘤率亦提高，其中，高

传代，置于培养箱中培养 24h，至细胞生长旺盛后，加入含药
血清 3ml，另设阳性对照组和空白组，每天换液，培养 24～72h。

浓度抑瘤率最高可达 43.2%，与空白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离心固定后用 1ml PI 染液染色，4℃避光，30min 内流式细胞

（P<0.01）
，且其抑瘤率随着时间的增加而逐渐提高，48h 达高

仪检测，应用流式细胞学软件（Multicycle）分析细胞凋亡率。

峰，与空白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1）
。

表 1 含药血清对人肝癌细胞 HepG-2 抑瘤率的影响（ x ± s ）
24h

组别

n

空白组

8

0.61±0.11

阳性组

8

低浓度组
中浓度组

OD 值

OD 值

0.46±0.05

23.5

8

0.47±0.06

8

0.44±0.05

8

高浓度组

48h
抑瘤率（%）

▲

0.45±0.09

72h
抑瘤率（%）

OD 值

0.37±0.14*

45.1

0.38±0.12*

51.4

23.3

0.67±0.03

1.6

0.56±0.06

28.9

28.4

0.51±0.06*

24.1

0.54±0.17

24.5

26.2

*

43.2

*

32.6

0.68±0.06

0.38±0.10

抑瘤率（%）

0.68±0.98

0.50±0.13

注： 与空白组比较 P<0.05，*与空白组比较 P<0.01。
▲

2.2 流式细胞仪检测结果
参桃软肝丸对人肝癌细胞 HepG-2 有较好的诱导凋亡作
用，凋亡率可达 15.6%，且阻滞细胞增殖于 G0/G1 期。
表 2 含药血清对细胞周期和凋亡率的影响
组别

G0/G1

G2

S

APO（%）

空白组

74.0

8.3

17.7

5.2

实验组

66.8

12.4

20.8

15.6

阳性组

48.5

4.3

47.2

5.0

2.3 流式细胞仪检测结果直方图
在 DNA 直方图上，实验组 G1 峰前出现特征性的亚二倍
体峰，即凋亡细胞所形成的凋亡峰面积最大，凋亡峰的面积反
映凋亡细胞在整个细胞中比例。

图 3 阳性组流式细胞仪检测结果

3

讨

论

肿瘤的发生、发展与细胞凋亡密切相关，细胞凋亡的定性
检测依赖于形态学观察及 DNA 电泳，其定量检测则需借助于
流式细胞检查。使用碘化丙啶（PI）染色检测 DNA 含量是最
早出现的凋亡定量检测方法[4]。
参桃软肝丸具有健脾养肝，清热解毒，凉血祛瘀之功效。药
虽六味，但切中肝癌发病之“虚”
、
“毒”
、
“热”
、
“瘀”之病机，
本实验表明，参桃软肝丸对人肝癌细胞 HepG-2 有较好的抑瘤和
诱导凋亡作用，对人肝癌细胞株 HepG2 的生长有抑制作用，且随
剂量的增加而增强。其中，高浓度组抑瘤率最高可达 43.2%。有
较好的诱导凋亡作用，凋亡率可达 15.6%，且阻滞细胞增殖于

图 1 空白组流式细胞仪检测结果

G0/G1 期，诱导肿瘤细胞凋亡可能是其抗肿瘤作用机制之一。
参考文献：
[1]李仪奎主编.中药药理实验方法学[M].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1:36
[2]陈奇主编.中药药理研究方法[M].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1993.1:1103
[3]徐叔云,卞如廉,陈修主编.药理实验方法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2.3:1761-1762
[4]Levine AJ, Momand J, Finlay CA, et al. The p53 tumor suppressor gene[J].
Nature, 1991:351,453

图 2 实验组流式细胞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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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营汤治疗全身炎性反应综合征患者 32 例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32 cases of SIRS with the Qingying decoction
张亚静
（河南省郑州市中医院，河南
中图分类号：R364.5

文献标识码：A

郑州，450007）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2-0009-03

【摘 要】 目的：观察在常规西医治疗的基础上加用清营汤治疗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63 例患
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 31 例予单纯西药治疗，治疗组 32 例在使用西药的基础上加用清营汤口服，连续使用 14d。结果：对照组有
效率 81%；清营汤治疗组有效率为 96%，
（P<0.05）
，两组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清营汤辅助西药治疗 SIRS 疗效满意。
【关键词】 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清营汤
【Abstract】 Objective：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iency on treating 63 cases of systemic inflammatory reaction syndrome (SIRS)
with Qingying decoction base on modern medicine treatment. Methods: 63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in the control
group, 31 cases were given modern medicine treatment, 32 cases were given Qingying decoction based on modern medicine treatment,
after 14 days. Results: The efficiency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81%; another was 96% (P<0.05), two groups hav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 The Qingying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modern medicine is effective on treating SIRS.
【Keywords】 SIRS; Qingying decoc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04
全身炎性反应综合征（Systemic Inflammatory Reaction

性 14 例；年龄 51～79 岁平均 71.6 岁。两组年龄、性别、原发

Syndrome，SIRS）是机体在各种严重感染、创伤、烧伤、缺氧

病等资料差异无显著性（P>0.05）
，有可比性。

及再灌流损伤等感染与非感染性因素刺激下产生的一种失控

1.2 诊断标准

的全身炎症的统称。SIRS 一词于 1992 年由美国胸科医师学会
/重症医学学会（ACCP/SCCM）联席会议委员会提出后[1]，受
到了医学界广泛的关注。SIRS 在当前的危重病人中十分常见，

根据人民卫生出版社《病理生理学（第 2 版）
》提出：具
有下列临床表现中两项以上者即可诊断：
①体温>38℃或<36℃；②心率>90 次/min；③呼吸频率>20

危重病人因机体代偿性抗炎反应能力降低以及代谢功能紊乱，

次/min 或过度通气，PaCO2<32mmHg；④WBC>12×109 或<4

最易引发 SIRS。
SIRS 是多器官功能衰竭综合征
（Multiple Organ

×109 或幼粒细胞>10%。

Dysfunction Syndrome，MODS）的必经之路，而 MODS 是 SIRS

1.3 纳入病例标准

[2]

的必然发展结果 。SIRS 已成为重症监护治疗病房（ICU）中

①年龄在 18～70 岁之间；②符合全身炎性反应综合征诊

危重病患者主要死亡原因，给国家及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和

断标准；③知情同意，愿意受试者。

社会负担。

1.4 排除标准

阻断 SIRS 的发生和发展，即是预防和治疗多器官功能衰

①近期有感染性疾病；②血液系统疾病及化疗病人；③严

竭（Multiple Organ Failure，MOF）的关键，所以早期的诊断

重心、肝、肾疾病及糖尿病。

和治疗 SIRS 是控制 MODS 的关键。我国中西医结合急救医学

1.5 剔除与脱落标准

临床专家近年来将中医理论、辨证施治引入此领域，由此，中

①纳入后发现不符合纳入标准或伴有排除标准的病例予

药参与 SIRS 治疗在临床上引起了高度的重视。现将笔者近年

以剔除；②受试者依从性差、发生严重不良反应事件、发生

采用清营汤治疗 SIRS 63 例结果报告如下。

并发症或特殊生理变化等不宜继续接受试验，自行退出者等，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 2012 年 1 月～2012 年 10 月入住我院 ICU 全身

均为脱落病例；③未按规定用药，无法判断疗效或资料不全
等影响疗效判断者；④因其他原因疗程未结束退出试验的病
例。
1.6 治疗方法

炎性反应综合征患者 63 例，63 例中呼吸系统疾病 24 例，心血

对照组：给予吸氧，常规抗感染、对症、营养支持治疗及

管系统疾病 12 例，脑血管疾病 10 例，肾脏疾病 6 例，内分泌

安慰剂口服，2 次/d，200ml/次；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

代谢性疾病 2 例，消化系统疾病 1 例，结缔组织疾病 1 例，创

去除安慰剂，加服清营汤（水牛角 30g，生地黄 15g，元参 9g，

伤、外科手术 4 例，肿瘤 2 例，原因未明 1 例。治疗入选病例

竹叶心 3g，麦冬 9g，丹参 6g，黄连 5g，银花 9g，连翘 6g，

按随机双盲法分为常规用药加安慰剂组（对照组）31 例，常规

本方由我院药剂科统一熬制）
，2 次/d，200ml/次。

用药加清营汤组（治疗组）32 例。对照组 31 例，男性 16 例，
女性 15 例；年龄 54～75 岁平均 70 岁，治疗组男性 18 例，女

两组均以 15d 为 1 个疗程，1 个疗程结束后进行疗效评定。
1.7 观察指标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linical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2013 Vol.(5) No.12

-101.7.1 安全性观测

有效：具备疗效评定条件中任何 1 项者。
无效：各项指标无改善。

①血、尿、便常规；②心、肝、肾功能。

1.8 资料统计学处理

1.7.2 有效性观测

所有数据使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计量资料治

检测患者记录治疗前及治疗后的体温、外周血白细胞计
数、心率、呼吸频率和 PaCO2，对患者病情进行评定。

疗前后采用成对 t 检验；组间比较用两样本的 t 检验；计数资

1.7.3 疗效评价标准

料用 x2 检验。

①36℃<体温<38℃；②50 次/min<心率<90 次/min；③呼吸频

2

率<20 次/min 或过度通气改善，32mmHg< PaCO2< 50mmHg；④4

结

果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见表 1。治疗组有效率高于对照组

×109<WBC<12×109 或幼粒细胞<10%。

（P<0.01）
。

显效：具备疗效评定条件中所有 2～4 项者。
表 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n，%）

3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P值

治疗组

32

27

4

1

96

0.037

对照组

31

18

7

6

81

讨

论

疾病、皮肤科疾病、眼科、伤科等疾病的治疗，虽然治疗的疾

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是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的一种新概念，
是机体遭遇到伤害刺激（如感染、创伤、大手术、休克、烧伤
等）时，免疫系统释放炎性介质，引发炎性瀑布效应，炎症反
应过度，超出机体的代偿能力，导致组织广泛损伤的病理生理
学 过 程 。 1992 年 美 国 胸 科 医 学 会 与 危 重 感 染 急 救 医 学 会
（ACCP/SCCM）正式提出 SIRS 的概念及标准[3]，指出其机制
与细胞因子风暴和促炎抗炎失衡有关。SIRS 的病理过程中，炎
性介质大量释放导致过度的炎症反应，因此，多年来人们把如
何清除炎性介质作为治疗 SIRS 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既往和最
近的研究中，这些药物的特点是阻断 SIRS 过程中炎症反应的
某一通道，如 TNF-A 抗体、抗 IL-1 抗体，以及国外近年最新
提出核因子 JB 作为新型抗炎靶点药物[4]。但这些多在实验中应
用，临床没有得到大规模推广，其实际效果还不确定。SIRS
病程是由于众多炎症介质构成复杂的网络及炎性介质过度释
放时形成瀑布效应，单一针对炎性介质逐一对抗措施显得力不
从心。

病广泛，但是大多都伴有发热、斑疹、出血或神志异常的症状。
在实验研究方面，宋乃光[11]等发现清营汤具有抗感染和提高免
疫力的双重功效。范呁[12]等试验证实清营汤对炎症早期的毛细
血管扩张、通透性增加、炎性物质渗出、组织水肿等病理改变
具有一定的缓解和抑制作用。同时，本方能够影响大脑 LDH，
脑脊液的 MDA，CPK，从而达到改善神志异常症状；能够影
响血清 Na+、K+，纤溶系统，从而改善血瘀以及斑疹出血等症
状。
本临床研究也进一步证实了清营汤的这些作用，通过对照
组和治疗组疗效对比我们发现治疗组总有效率高，与对照组相
比有显著性差异，且中药汤剂制作成本低，价格低廉，安全性
高，可为全身炎性反应综合征的治疗提供新的治疗方法。
参考文献：
[1]Bone RC.Sepsis, sepsis syndrome and the systemic inflammatory syndrome
(SIRS).JAMA,1995,273:155
[2]Bone RC. Immunologic dissonance: a continuing evolution in our

清营汤载于《温病条辨》，是著名温病学家吴鞠通创立的

understanding of the 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 (SIRS) and the

治疗热入营血分证的代表方，由犀角（现用水牛角代）、生地

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 (MODS)[J].Ann InternMed, 2006, 125(8):

黄、元参、竹叶心、麦冬、丹参、黄连、银花、连翘九味药物

680-687

组成。方用苦咸寒之水牛角清解营分之热毒，热伤营阴，又以

[3] Bone RC, Balk RA, Cerra FB,et al1American College ofChest Physicians/

生地黄凉血滋阴、麦冬清热养阴生津、玄参滋阴降火解毒，三

Society of Critical Care Medicine Con-sensus Conference: definitions for

药共用，甘寒养阴保津，清营凉血解毒，银花、连翘、竹叶清

sepsis and organ failure and guidelines for the use of innovative therapies

热解毒，轻清透泄，使营分热邪有外达之机，促其透出气分而

in sepsis [J].1CritCareMed, 1992, 20: 864-874

解，此即“入营犹可透热转气”之具体应用；黄连苦寒，清心

[4]Yamamoto Y, Gaynor RB1Therapeutic potential of inhib-ition of theNF-

解毒；丹参清热凉血，并能活血散瘀，可防热与血结。具有清

kappaB pathway in the treatment of inflam-mation and cancer[J]1Clin Invest,

营解毒，透热养阴的功能，传统用于热入营分证。我们在长期

2001, 107 (2): 135-1421

的临床观察中发现 SIRS 患者常伴有身热夜甚，心烦不寐，时

[5]翟玉祥,卞慧敏,杨进,等.清营汤对营热阴伤证动物模型的作用及其机理

有谵语，斑疹隐隐，舌绛而干，脉数等症，符合卫气营血辨证

[J].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04,10(5):53

中热入营份证的表现，故选用清营汤以清营解毒为主、配以养

[6]范昀,徐晋,龙期伯.清营通脉法抗炎作用的实验研究[J].江苏中医药,2002,

阴生津、透热转气，使入营之邪透出气分而解。现代药效学研

23(11):59

[5]

[6]

[7]

究也证明清营汤具有解热作用 、抗炎作用 、免疫调节作用 、
[8]

[9]

抗氧化作用 ，
、改善血液流变性、改善心肌损害 、干预糖病
[10]

早期肾脏病变

等，在临床上被广泛使用，可用于治疗感染性

[7]傅雷,吴颢昕,徐晋,等.加减清营汤对大鼠体液免疫及血液流变学的影响[J].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3,19(4):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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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夏白术天麻汤加减联合西药治疗脑梗死急性期
临床效果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the Banxia Baizhu Tianma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modern medicine on treating acute period of cerebral infarction
陈永炎
（广东省信宜市中医院，广东
中图分类号：R743.33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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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宜，525300）

证型：BGD

【摘 要】 目的：观察半夏白术天麻汤加减联合西药治疗脑梗死急性期临床效果。方法：选择我院 2010 年 12 月～2012 年
12 月收治的 156 例脑梗死急性期患者，分别给予半夏白术天麻汤加减联合西药（观察组，n＝78）或单纯西药（对照组，n＝78）
治疗，并比较分析它们的疗效。结果：观察组的疗效总有效率为 97.43%，对照组疗效总有效率为 84.62%，观察组患者的疗效显
著地优于对照组，另外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和生活活动能力明显地优于对照组。结论：半夏白术天麻汤加减联合西
药治疗脑梗死急性期，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半夏白术天麻汤；脑梗死；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the Banxia Baizhu Tianma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modern medicine on
treating acute period of cerebral infarction. Methods: To select 156 patients with acute period of cerebral infarction in our hospital from
December 2010 to December 2012.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the Banxia Baizhu Tianma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modern medicine
(Observation group, n＝78) or modern medicine (Control group, n＝78).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97.43% in observation group, in
control group was 84.62%. The efficiency 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The Banxia
Baizhu Tianma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modern medicine on treating acute period of cerebral infarction is effective, safe. It is worthy to
be popularized．
【Keywords】 Banxia Baizhu Tianma decoction; Cerebral infarction; Clinical effect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05
脑梗死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多发的脑血管疾病之一，患

1.2 治疗方法

者的致残率和病死率均较高[1] ，已成为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

两组患者都均予西药治疗：0.9%氯化钠注射液 250ml＋注

疾病之一，因此，如何提高脑梗死急性期患者的治疗效果成

射用血塞通 400mg 滴注、1 次/d；0.9%氯化钠注射液 250ml＋

为大家关注的重点。笔者近年来采用半夏白术天麻汤加减联

脑蛋白水解物 120mg 滴注、1 次/d；口服肠溶阿司匹林 100mg

合西药治疗脑梗死急性期取得了满意的临床效果，现总结报

qd、辛伐他汀 20mg qd；给予颅内高压患者甘露醇脱水剂控制

道如下。

颅内压、有糖尿病患者积极控制血糖，有高血压患者积极控制

1

血压等治疗。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 2010 年 12 月～2012 年 12 月收治的 156 例脑梗
死急性期患者，所有患者经头颅 CT 或者 MRI 检查证实，并
符合 1995 年第 4 届全国脑血管病会议制定的急性脑梗死诊断
标准。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 78 例，男 41 例，

观察组患者在上述西药治疗基础上加用半夏白术天麻汤
加减治疗：药物组成：半夏 10g，白术 10g，天麻 10g，丹参
15g，地龙 12g，陈皮 10g，枳实 10g，僵蚕 10g，甘草 5g。患
者气虚血瘀型加黄芪 30g，红花 5g，川芎 10g；属痰热腑实证，
加胆南星 10g；属风痰阻络型加石决明 30g，菊花 12g，钩藤

女 37 例，年龄 48.45～79.23 岁，平均（63.45±3.64）岁，发

12g。1 剂/d，煎水 400ml，分 2 次口服，7d 为 1 个疗程，共 2

病至就诊时间 1.54～21.82h，平均（8.42±3.32）h，患者采用

个疗程。

半夏白术天麻汤加减联合西药治疗。对照组 78 例，男 43 例，

1.3 评价指标

女 35 例，年龄 47.13～77.94 岁，平均（62.16±3.26）岁，发

治疗前后分别采用脑卒中患者临床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

病至就诊时间 1.35～21.29h，平均（8.05±3.29）h，患者采用

分标准（1995）
（CSS）评分和生活活动能力量表 Barthel 指数

西药治疗。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病程等情况无显著地差

（BI）评分判断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和生活活动能力。疗效采

异。

用以下判断标准：痊愈：功能缺损评分减少 91%～100%；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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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效：功能缺损评分减少 46%～90%；好转：功能缺损评分减少

2

18%～45%；无效：功能缺损评分减少<7%。

2.1 两组患者疗效情况比较

结

果

两组患者疗效情况见表 1。x2 检验显著观察组的疗效显著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18.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数据采用 t 检验或

地优于对照组患者（x2＝24.517，P＝0.011）
。

x2 检验，检验统计学显著水平为 P<0.05。
表 1 两组患者疗效情况比较（n，%）
分组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78

21

47

8

2

97.43

对照组

78

9

33

24

12

84.62

2.2 两组治疗前后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和生活活动能力评分情况

活活动能力评分都没有显著地差异（P＝0.123，P＝0.208）
；但

两组治疗前后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和生活活动能力评分情

是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和生活活动能力评

况见表 2。t 检验显示治疗前两组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和生

分都显著地优于对照组患者（P＝0.012，P＝0.032）
。

表 2 两组治疗前后神经功能缺损和生活活动能力评分改变情况比较

3

神经功能缺损评分

生活活动能力评分

分组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78

13.35±5.51

6.09±2.25

64.65±4.15

78.54±5.11

对照组

78

12.89±4.87

8.87±3.13

63.23±3.12

68.59±4.12

讨

论

急性期脑梗死的缺血病灶中心脑组织已发生了不可逆的
病理改变，但是病灶周围的缺血区域可能因为侧枝循环存在而
处于可逆状态。如果能够在短时间内重新灌注病灶周围的缺血
区域，脑细胞新陈代谢可能重新得到恢复，神经元保留原来功
能，神经功能得到改善[2-3]。因此脑梗死的治疗原则是在急性期
尽快尽可能地改善缺血区域脑组织的血液血液和氧供应，控制
脑组织水肿，降低患者血液黏稠度，改善患者微循环，降低缺
血区域脑组织代谢，增加的氧饱和度，阻止血栓扩延，最大限
度地减轻急性期和继发脑损伤[4-6]。
脑梗死属中医“中风”范畴。患者随着年龄增长，脏腑功
能都将减退，肝肾阴虚，脾不正常运化，湿聚生痰，痰郁化热，

明显提高治疗脑梗死急性期能效果，改善患者的预后。
综上所述，在治疗急性期脑梗死方面，半夏白术天麻汤加
减联合西药能明显提高治疗效果，能改善患者的预后，并且无
明显副作用，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朱晓云,祝小燕,温兰娟.依达拉奉和降纤酶联合治疗急性进展型脑梗死的
疗效观察[J].当代医学,2012,18(2):144-145
[2]吴友贵.天丹通络胶囊治疗脑梗死(恢复期)的临床研究[J].中医临床研究,
2012,4(8):15-16
[3]刘春燕,花爱辉,李嘉民.自由基损伤在急性脑梗死合并代谢综合征发病中
的作用[J].中国全科医学,2010,12(7):2206-2207
[4]卢先彬,赵凤林,李艳景.自拟益气通脉汤治疗脑梗死急性期(气虚血瘀证)

故中风认为脑梗死是本虚标实之症。本虚为肝肾阴虚，标实为

临床观察[J].中国中医急症,2011,20(1):12-13

痰热上扰，痰热腑实，因此，治疗脑梗死急性期以清热化痰为

[5]杨步流.降浊活血汤灌肠治疗慢性肾功能不全疗效观察[J].实用中医内科

主[7]。半夏白术天麻汤方中的半夏、天麻为君药，半夏性温，具

杂志,2012,26(1):71-72

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功效；天麻性平，具有入厥阴经、善

[6]方爱娟.半夏白术天麻汤治疗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性眩晕 57 例疗效观察

平肝息风而止眩的功效；半夏与天麻共同其化痰熄风的效果。

[J].光明中医,2012,27(4):728-730

白术为臣药，性温，具有健脾燥湿的功能。诸药相伍既扶正又

[7]郑合芳.血栓通注射液治疗脑梗死急性期疗效观察[J].中国中医急症,2012,

祛邪，标本兼顾，佐以茯苓俾湿祛痰消，陈皮理气燥湿，瓜蒌

21(6):996-997

清热化痰，加胆南星以清火化痰，加地龙丹参以活血化瘀、理

[8]楼玉敏,熊安保.六虫汤合半夏白术天麻汤治疗脑梗死 69 例[J].山东中医

气通络。全方共同其通经络、去痰热、使肢体功能恢复的功效

杂志,2010,29(6):387-388

[6，8]

作用

。本文结果也显示使用半夏白术天麻汤加减联合西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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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糠中阿魏酸的提取分离与测定分析
Analysis and determination of ferula acid extraction separation in rice bran
周士臻
（广东省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广东 广州，510000）
中图分类号：R2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2-0013-02

【摘 要】 目的：对米糠中阿魏酸的提取分离以及含量测定方法进行分析探讨。方法：提取工艺：将 1%氢氧化钠溶液同乙醇
以 4∶1 的比例进行混和，而后在 80℃条件下提取 6h，固液比为 1∶8，抗氧剂为 0.2g/L 的亚硫酸钠。含量测定方法为：高效液相色
谱法。结果：经上述提取方法可获得阿魏酸，经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证实阿魏酸浓度在 1.0～5.0ug/ml 之间存在良好线性关系，r＝
0.9996，回收率为 99.8%。结论：采取高效液相色谱法对米糠中提取的阿魏酸进行测定，操作简单、结果准确，灵敏度高，值得关注。
【关键词】 米糠；阿魏酸；提取分离；高效液相色谱法；含量测定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method of content determination of ferula acid extraction and isolation in rice bran.
Methods: Extraction technology: 1% sodium hydroxide solution with ethanol in the ratio of 4:1 for mixed, extraction of 6h at 80 ℃,
Solid-liquid ratio was 1:8, antioxidant was 0.2g/L sodium sulfite. Metho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content: HPLC. Results: HPLC
detection confirmed ferulic acid concentration has good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1.0～5.0ug/ml, r＝0.9996, the rate of recovery was
99.8%. Conclusion: The result of HPLC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ferulic acid in rice bran extract is accurate, worthy of attention.
【Keywords】 Rice bran; Ferulic acid; Extraction; HPLC; Content determin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06
本次研究中出于米糠中阿魏酸的提取分离以及含量测定

1.3 高效液相色谱条件
色谱柱为 C18ODS，规格为（4.6mm×150mm），流动相为∶

方法进行分析探讨的目的，采取碱和醇的混合液进行提取，并

甲醇∶水∶冰乙酸＝35∶65∶0.9，流速控制为 1.0ml/min，检

采取高效液相色谱法进行含量测定，现汇报如下。
1

测波长为 322nm，进样量为 10uL，柱温为室温（25℃）
。

材料与方法

2

1.1 仪器与试剂[1]
本次实验中所用仪器为 LC-2010A 高效液相色谱仪；W201

结

果

2.1 线性关系考察结果
本次实验中，取 1.0mg 阿魏酸标准品，经甲醇定容至 10ml，

恒温水浴锅、R201 型旋转蒸发仪；电子天平；KQ2200B 型超

分别配制成浓度为 1.0、2.0、3.0、4.0、5.0ug/ml 的溶液，经上述色

声波清洗器；800B 离心机。
所用试剂为：市售新鲜米糠，阿魏酸标准品、氢氧化钠、

谱条件进行测定，并将阿魏酸浓度为横坐标（X）
，峰面积为纵坐标

无水乙醇、碳酸钠、乙酸乙酯、无水亚硫酸钠、亚硫酸钠、冰

（Y）
，最后得回归方程为：Y＝875＋4.87931×105X，r＝0.9996，

乙酸、甲酸，以上试剂均为分析纯，甲醇为色谱纯。

最终发现阿魏酸浓度在 1.0～5.0ug/ml 之间存在良好线性关系。

1.2 方法

2.2 精密度考察

本次实验中采取碱-醇提取法。首先称 20g 米糠，将 1%氢

精密吸取 3.0ug/ml 阿魏酸标准品，以上述色谱条件平行测

氧化钠溶液同乙醇以 4∶1 的比例进行混和，米糠与液体的比

定 5 次，结果得 RSD 为 0.98%。

例为 1∶8，而后在 80℃条件下加热回流提取 6h，减压过滤，

2.3 回收率实验

经 HCl 将 pH 值调节至 1 作用，而后抽滤，挥干乙醇，取上清

以加样回收法对阿魏酸展开回收实验，
取 3 份同一批样品，

液 10ml，在 4000r/min 条件下离心分离 3min，而后取上清液，

精密加入不同浓度的阿魏酸对照品，以上述检测方法平行测定

在分液漏斗中经乙酸乙酯进行 3 次萃取，合并萃取液，挥干乙

2 次，计算回收率，最终得到 3 份样品的回收率分别为 98.3%、

酸乙酯，在所得残渣中加入 5ml 的甲醇进行溶解，而后采取

99.5%、100.1%。平均回收率为 99.3%。

[2]

0.22um 的滤膜进行过滤，即得阿魏酸，备用 。
表 1 回收率实验结果统计
样品溶液（ug/ml）

加入标准溶液（ug/ml）

测定量（ug/ml）

回收率（%）

1.024

1.024

1.213

100.1

1.024

1.024

1.221

101.2

1.024

0.400

1.446

99.5

1.024

0.400

1.453

99.2

1.024

0.600

1.658

98.3

1.024

0.600

1.658

98.5

平均回收率（%）

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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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实验中采取 1%氢氧化钠溶液同乙醇以 4∶1 的比例混和，

取上述提取分离得到的阿魏酸样品 3 份，
经甲醇溶液溶解，

在 80℃条件下提取 6h，固液比为 1∶8，抗氧剂为 0.2g/L 的亚

并定容，而后在上述色谱条件下进行含量测定，最终得到阿魏

硫酸钠的提取工艺进行提取，并采取高效液相色谱法进行测

酸含量分别为 2.43mg/L、2.17mg/L、2.39mg/L，平均为（2.33

定，结果发现，经上述工艺可分离得到纯度较高的阿魏酸，经

±0.76）mg/L。

1.3 色谱条件进行测定，得知阿魏酸浓度在 1.0～5.0ug/ml 之间

3

讨

存在良好线性关系，精密度良好，回收率高，值得在今后的实

论

验研究中可以对其给予推广。

近段时间高效液相色谱法在中药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的
应用，为现阶段比较先进的一种检测手段。该方法具有灵敏度
高、重复性好等诸多优势[3-4]。

参考文献：
[1]欧仕益,张颖,张景,等.碱解麦麸制备阿魏酸的研究[J].食品科学,2012,23

对于米糠中阿魏酸的提取可采取碱溶液提取法、乙醇溶液

(8):162-165

提取法、超声提取法、甲醇-甲酸回流提取法、碱-醇提取法等，

[2]季芳,吕雪芳,阮琴,等.川芎中阿魏酸的 HPLC 测定[J].中国现代应用药学,

最终证实采取碱-醇提取法，并以亚硫酸钠为抗氧剂，阿魏酸的

2011,20(2):149-151

[5]

提取含量最高 。曾有研究采取氢氧化钠-甲醇对米糠中阿魏酸

[3]欧仕益,包惠燕,篮志东.阿魏酸及其衍生物的药理作用研究进展[J].中药

进行提取，氢氧化钠浓度为 35%，回流时间为 5～6h，在本次

材,2011,24(3):220-221

实验中我们发现，提取得到的阿魏酸易被氧化而受到破坏，因
此若是氢氧化钠的浓度过高时，反倒会降低阿魏酸的提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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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武汤加减治疗前列腺增生症的疗效观察
Clinical efficacy on treating hyperplasia of prostate with the Zhenwu decoction
张振武
（广州市海珠区妇幼保健院，广东 广州，510240）
中图分类号：R69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2-0014-02

【摘 要】 目的：观察真武汤加减治疗前列腺增生的临床疗效。方法：将我在广州市海珠区石溪中医医院院门 2011 年 1 月～
8 月门诊接诊的 59 例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 30 人，对照组 29 人，两组患者均符合前列腺增生的诊断标准，
观察组患者给予真武汤加减治疗，对照组患者给予口服非那雄胺片治疗，治疗 3 个月后，观察两组患者的症状改善情况和临床有
效率。结果：观察组患者显效 17 例，有效 12 例，无效 1 例，总有效率 96.7%；对照组患者显效 8 例，有效 11 例，无效 10 例，
总有效率 65.5%。观察组患者治疗效果优于对照组，且 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真武汤加减治疗前列腺增生的临床
效果显著，疗效确切，有效率高，是治疗前列腺增生的有效方法。
【关键词】 真武汤；前列腺增生；临床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Zhenwu decoction. Methods: 59 outpatient admissions with benign
prostatic hyperplasia in Haizhu District of Guangzhou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Stony Brook courtyard from January 2011 to August,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observation group 30 cases, 29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two groups patients met the
diagnostic criteria for benign prostatic hyperplasia,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Zhenwu decoction,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oral finasteride tablets, after three months of treatment, improvement of symptoms and clinical efficiency were observed. Results: 17
cases were markedly effective, effective in 12 cases, 1 case ineffective,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96.7%; in the control group, 8 cases were
markedly effective, effective in 11 cases, ineffective in 10 case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65.5%. The efficacy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P<0.05,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Zhenwu
decoction is significant in treating benign prostatic hyperplasia, high efficiency, is an effective method.
【Keywords】 Zhenwu decoction; Hyperplasia of prostate; Clinical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07
前列腺增生是老年男性群体中的多发病，主要的临床表现

治疗前列腺增生的方法很多，但疗效不一而足，尤其是目前临

是尿频、尿急、尿不尽、排尿困难、尿失禁、急性尿癃闭[1]。

床中广泛应用的西药治疗，其副作用大，不良反应多，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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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考证，中医认为前列腺增生属于“癃闭”的范畴[2]，发病

观察组患者给予真武汤加减煎服。真武汤的中药成分包

的根源在于命门火衰，肾阳不足，正气亏虚，所以中医治疗多

括：丹参、黄芪、车前子、生姜、升麻、滑石、白芍、淫羊藿、

以补肾温阳，利水化气为主。本文就中药真武汤和西药非那雄

橘核、炮附子、琥珀、白术等。2 次/d，用水煎服，可以根据

胺片进行对照治疗，比较二者的临床疗效，现报告如下。

患者的临床症状等对中药材的用量做相应的调整，小便失禁的

1

患者可以酌情加入芡实和益智仁，便秘患者可加大黄河桃仁。

资料与方法

服用十天作为一个疗程。注意煎药过程中，附子需要先煎 1h，

1.1 一般资料

1h 后再加入其他药材进行煎煮。

选取我在广州市海珠区石溪中医医院院门诊接诊的 59 例

对照组的患者给予非那雄胺片口服治疗，1 次/d，5mg/次。

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两组，观察

1.4 疗效评价标准

组 30 例，年龄在 54～79 岁之间，平均年龄（65.3±2.1）岁；

患者的临床症状基本消失，排尿顺畅，残尿测定呈阴性，

病程 4 个月～7 年不等，平均病程（4.1±1.4）年之间；有合并

B 超检查显示前列腺为正常状态视为显效[3]。临床症状显著改

高血压的患者 6 例，有合并冠心病患者 4 例，有合并糖尿病患

善，患者可以进行自主排尿，但不是十分顺畅，B 超检查结果

者 2 例，有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 5 例。对照组 29 例，年

表明前列腺腺体呈缩小的趋势视为有效。患者的临床症状未得

龄在 50～76 岁之间，平均年龄（64.2±2.5）岁；病程 2 个月～

到改变，排尿不畅，B 超结果表明前列腺腺体增大无改善，残

9 年不等，平均病程（4.4±1.6）年之间；有合并高血压的患者

尿测定呈阳性者视为无效。

5 例，合并冠心病患者 2 例，合并糖尿病患者 4 例，合并慢性

1.5 统计学方法

阻塞性肺病 2 例。

本次实验数据采用 SPSS12.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其中

两组患者在年龄、病程、合并症等方面去显著差异，具有

计量资料对比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对比采用卡方检验，以

比较意义。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2 诊断方法

2

根据《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中关于“癃闭”的诊断标

结

果

治疗 3 个月后观察观察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可以看到真

准：符合下列指标的即为前列腺增生：年龄在 50 周岁以上；
临床表现为小腹胀满，夜尿增多，尿流细，尿量少，排尿时间

武汤治疗组的患者显效 17 例，有效 12 例，无效 1 例，总有效

长，排尿困难或者尿失禁；对患者的残尿进行测定显示阳性，

率高；而采用西药非那雄胺片治疗的患者显效 8 例，有效 11

B 超检查显示患者前列腺腺体增大；直肠指检前列腺增大，表

例，无效 10 例，总有效率明显低于真武汤治疗组，具体结果

面光滑，中央沟变浅；排除泌尿系统及前列腺的其他病变。

见表 1。

1.3 治疗方法
表 1 对照组与观察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n（%）]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30）

17（56.7）

12（40）

1（3.3）

96.7

对照组（29）

8（27.6）

11（37.9）

10（33.3）

65.5

统计结果显示观察组有效率 96.7%，对照组有效率 65.5%，

胃，升麻、黄芪可以举中气，车前子具有利水的功效，几味中

观察组患者在一个疗程的治疗之后，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药材联合使用具有升清降浊，补肾阳的作用，对治疗癃闭证具

且 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有很好的疗效。近年来，中药治疗前列腺增生在临床上取得了

3

讨

显著的疗效，临床上还有将五苓散或者桂枝茯苓丸与真武汤联

论

合使用的先例，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相对于西药副作用大，

良性前列腺增生在祖国医学中属于“癃闭”的范畴，中医
的辨证理论认为其发病的主要群体是体虚、体弱的老年男性，
主要发病跟鱼在于肾阳不足，膀胱气化乏力，开阖失控，加上

不良反应多的特点更具有临床推广意义。
参考文献：

患病老年人多有各类合并症，致使循环不畅，中气不足，神奇

[1]刘成,李磊.真武汤合桂枝茯苓丸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J].中国实用医药,

衰竭，其在中医诊断多表现为虚证，极少数患者为实证，即中

2010,5(5):162-163

[4]

医常说的实证为标，虚证为本 。
中医认为，人体机能的正常运行在于各脏器正常运行，相

[2]程晓春,张世荣,岳代荣,等.五苓散合真武汤加味治疗前列腺增生症 48 例
[J].中国中医急症,2006,15(12):1404-1405

辅相成，互相协调。心、肝、脾、肺、肾中，肾主水，主要调

[3]潘欣可.真武汤加减治疗前列腺增生症 36 例[J].浙江中医杂志,2012,48 (2):

节尿液的生成，肾和膀胱相表里，肾气足则促使尿液的生成与

112

汽化，使膀胱顺利排便。

[4]杨楠.真武汤加减治疗前列腺增生症 54 例[J].甘肃中医,2009,22(2)

真武汤中涉及到的白术具有健脾运湿功效，升降可以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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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金化痰汤联合西药治疗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的
疗效分析
Analysis of the Qingjin Huatan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modern medicine in
treating multi-medicine 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徐慕娟 黄若兰 乔秋杰 常

晓 张 忠 王 玲

（深圳市中医院，广东 深圳，518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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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清金化痰汤联合西药治疗鲍曼不动杆菌的临床效果。方法：将我院 ICU 于 2009 年 1 月～2012 年 3
月收治的 40 例感染鲍曼不动杆菌的肺炎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其中对照组 20 例单用西药治疗，观察组 20 例使用清金化痰汤联合西
药治疗。比较两组患者症状改善时间，并评价疗效。结果：对照组患者病情好转所需时间多于观察组，且总有效率为 73.3%低于
观察组的 93.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对感染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的肺炎患者采用清金化痰汤联合西药治疗，
疗效显著，患者预后良好，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清金化痰汤；鲍曼不动杆菌；抗生素；多重耐药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sis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Qingjin Huatan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modern medicine in treating
multi-medicine 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Methods: 40 cas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from January 2009 to March
2012 in our hospital, 20 cases in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modern medicine, 20 cases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Qingjin Huatan
decoction. Comparing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symptoms improve time and evaluate the effect.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73.3% in the control group, which is lower than the observation group (93.3%),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re is a significant effect of the Qingjin Huatan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medicine therapy on treating multi-medicine
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pneumonia patients, which is worth for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Qingjin Huatan decoction;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Antibiotic; Multi-medicine resistan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08
目前，随着抗生素的滥用，临床上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

对照组患者根据其病情，给予头孢哌酮-舒巴坦（舒普深，

的检出率越来越高，治疗也变得复杂，而且多发于 ICU 肺炎患

辉瑞投资有限公司，1.5s/瓶，头孢哌酮：舒巴坦＝2∶1，批号

者。因此，如何有效治疗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成为我们研究

H20020597）大剂量 9～12g/d 于 100ml 的 0.9%氯化纳注射液

的热点，故对我院 2009 年 1 月～2012 年 3 月收治的感染鲍曼

中，静滴，持续 14d。在此基础上，观察组患者联用中药清金

不动杆菌的肺炎患者采用中西医联合治疗，取得满意结果，现

化痰汤汤剂，药物组成为：全瓜蒌 25g，鱼腥草 25g，麦冬 15g，

报道如下。

茯苓 12g，黄芩、桑白皮、山栀、知母、贝母各 10g，桔梗 6g，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 ICU 于 2009 年 1 月～2012 年 3 月收治的 40 例

炙甘草 6g，胸闷加枳壳和葶苈子各 10g，便秘加麻仁 30g，1
剂/d。14d 为 1 个疗程。1 个疗程结束后，观察比较两组患者症
状改善时间，并评价药物疗效。
1.3 疗效评价指标[3]

感染鲍曼不动杆菌的肺炎患者，年龄 39～72 岁，平均年龄

根据《中医病症诊疗标准与方剂选用》评定：①治愈：体

（53.8±9.7）岁，随机分为两组。其中对照组患者 20 例，男

温正常，临床症状消失，体征消失，各项生化指标正常，经 X

11 例，女 9 例，平均年龄（52.5±9.1）岁，病程 2～7d。观察

线检查肺实质病变基本消失。②显效：体温正常，临床症状基

组患者 20 例，男 12 例，女 8 例，平均年龄（55.1±10.2）岁。

本消失，但仍存在肺部哕音或湿哕音，X 线检查肺实质病变明

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情比较无差异（P>0.05），具有可比

显消失。③有效：体温正常，临床症状减轻，肺部体征有所改

性。所有患者均符合细菌性肺炎的中医诊断标准[1]和西医诊断

善，X 线检查肺实质病变部分消失。④无效：治疗后，病情无

标准[2]，经病原学检查确定为鲍曼不动杆菌感染。患者均无药物

变化或恶化。总有效＝治愈＋显效＋有效。

过敏史。

1.4 统计学方法

1.2 方法

对文中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采用 SPSS15.0 软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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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P<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分别为（8.5±1.7）、（9.9±1.7）、（18.4±2.0）d，均高于观察

果

组的（6.4±1.4）、（8.0±1.4）、（15.4±1.7）d，比较差异具有

2.1 两组患者症状改善时间的比较

统计学意义（P<0.05）
。详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症状改善时间地比较（d）
组别

例数

咳嗽

肺部啰音

胸片肺部病变

对照组

20

8.5±1.7

9.9±1.7

18.4±2.0

观察组

20

6.4±1.4

8.0±1.4

15.4±1.7

<0.05

<0.05

<0.05

P值

2.2 两组药物疗效比较

有效 2 例、无效 2 例，总有效率为 93.3%，比较总有效率，差

对照组患者：治愈 6 例、显效 10 例、有效 6 例、无效 8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详细见表 2。

例，总有效率为 73.3%；观察组患者：治愈 15 例、显效 6 例、
表 2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20

3

7

4

6

70.0

观察组

20

10

6

3

1

P

3

讨

论

鲍曼不动杆菌是近年来 ICU 肺炎患者常见的感染病原菌
之一，其多重耐药率逐渐升高，给临床的治疗带来了较大的困
难。
舒巴坦为广谱酶抑制剂，能对抗多种 β 内酰胺酶的降解作
用，其作用机制是能不可逆地结合不动杆菌中的 PBP-2，抗菌
谱广，但对某些阴性杆菌染色体介导的 β-内酰胺酶无活性，
头孢哌酮是一类第三代头孢菌素，对 β-内酰胺酶的稳定性较
差，二者联合，对阴性杆菌显示明显的协同抗菌活性，联合
后的抗菌作用是单独头孢哌酮的 4 倍。有研究表示大剂量头
孢哌酮-舒巴坦应作为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治疗的首选治
疗方法 [4] ，故在本次研究中，我们对两组肺炎患者均采用头
孢哌酮-舒巴坦治疗，1 个疗程结束后，发现对照组治疗有效
率为 75.0%，说明其疗效值得肯定，但效果不高，而且治愈
患者仅为 3 例，无效者 6 例，这也提示我们鲍曼不动杆菌的
耐药率较高，患者要取得良好的治愈结果，单用抗生素治疗
是不现实的。
我们对观察组患者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因为细菌性肺炎
属中医学咳嗽范畴，病位在肺，与肺脾关系密切。细菌性肺
炎根据症候分为多个证型，其中痰热阻肺型较为常见，主要病
因、病机为温热之邪或风燥犯肺，肺病日久，子盗母气，势必
导致脾气亦虚，脾虚失于运化则痰湿内生，上干于肺，导致肺
失宣降，咳嗽、咳痰诸症立现，主要表现为：身热烦渴，汗出，
咳嗽气促，或喘促，或痰黄带血，胸闷胸痛，口渴，舌红苔黄，
脉洪数或滑数 [5] 。故中医自古以“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
之器”为治痰纲领。采用清金化痰汤，有清热化痰、宣肺止
咳的功效，其中全瓜蒌清热涤痰，宽胸开结；黄芩、山栀、

95.0
<0.05

痰的作用。
1 个疗程结束后，我们发现观察组患者各项症状改善情况
要优于对照组，其咳嗽、肺部啰音、胸片肺部病变消失所需
时间分别为（6.4±1.4）d、
（8.0±1.4）d、
（15.4±1.7）d 均低
于对照组的（8.5±1.7）d、
（9.9±1.7）d、
（18.4±2.0）d，说
明采用中药合并治疗，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症状、体征和各项
实验室指标，这与薛香菊 [6] 的研究结果相似。而且观察组的
总要效率为 95.0%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70.0%，提示我们此法
显著提高了治疗的有效率，临床治愈率高，达到 50%，在研
究中，我们也意识到通过缩短住院时间，可以节约患者的治
疗费用，使得该法更易被患者接受，这也具有较好的社会意
义。但由于本组病例较少，统计学意义仍有欠缺，有待进一
步的研究。
终上所述，对感染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的肺炎患者采用
清金化痰汤联合抗生素治疗，疗效显著，安全可靠，为患者节
约时间与费用，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周仲瑛.中医内科学[M].2 版.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235
[2]陆再英.内科学[M].7 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155
[3]戴慎.中医病症诊疗标准与方剂选用[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74
[4]王刚,黄洁,等.不同抗菌药物对 ICU 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感染的疗效比较[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医学版),2011,31(1):111-112
[5]张成军,封继宏.中西医结合治疗成人肺炎支原体肺炎 20 例临床观察[J].
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2012,19(6):373-374
[6]薛香菊,高洁.中西医结合治疗细菌性肺炎临床观察[J].山西中医,2010,26
(4):19-20

桑白皮和鱼腥草清泄肺火，甘草补土而和中；橘红、贝母、
桔梗理气化痰，使气顺痰降；麦冬、知母养阴清热，润肺止
咳；茯苓健脾利湿，湿去则痰自消，诸药合用，达到祛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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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瘫宁系列中药治疗缺血性中风的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Futanning series of TCM on treating ischemic stroke
孟 旭 1 曹晓岚 2
（1.烟台市中医院，山东 烟台，265600；2.山东省中医院，山东 济南，250011）
中图分类号：R2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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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型：BGD

【摘 要】 目的：观察复瘫宁系列中药治疗缺血性中风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60 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其中治疗组在常规西医治疗的基础上辨证服用复瘫宁系列中药治疗。结果：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结论：复瘫宁系列中
药能改善缺血性中风的临床症状，疗效显著。
【关键词】 缺血性中风；复瘫宁；辨证论治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Futanning series of TCM in treating ischemic stroke. Methods: 6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treated group and the control, 3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Futanning
series of TCM based on conventional modern medicine treatment. Results: The treated group efficiency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Futanning series of TCM can improve ischemic stroke clinical symptoms,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Keywords】 Ischemic stroke; Futanning series of TCM;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09
1

临床资料

医治疗的基础上辨证服用复瘫宁系列中药，而对照组不服用中

我科自 2009 年 3 月～2011 年 3 月一共选取缺血性中风病
例 60 例，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其中治疗组在常规西

药，通过临床观察，我们发现治疗组患者的神经功能恢复程度，
血脂及血液流变学的改善均明显优于对照组，现报告如下。

表 1 神经功能缺损评分的比较（ x ± s ）
组别

治疗前

治疗 14d

治疗 30d

治疗组

23.84±3.45

16.98±7.85

10.56±4.35

对照组

22.21±4.59

18.62±5.38

14.56±5.46

两组病例中，治疗组 14d 和 30d 后与治疗前自身比较
P<0.01（14d t＝3.91，30d t＝11.69）
；对照组 14d 后与治疗前

P<0.01（t＝5.13）；30d 后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P<0.01（t＝
2.78）
，说明治疗 30d 后，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

自身比较 P<0.05（t＝2.47）
，对照组 30d 后与治疗前自身比较
表 2 治疗前后两组血脂的比较（ x ± s ）
项目名称

治疗组（n=30）
治疗前

对照组（n=30）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胆固醇

6.72±0.71

6.24±1.10

△▲

6.54±0.69

6.75±0.70

甘油三脂

2.52±1.21

1.79±0.99

△▲

2.41±1.02

2.35±1.01

HDL-C

1.25±0.11

1.59±0.11

△▼

1.28±0.13

1.27±0.11

△▼

4.37±0.40

4.20±0.42

LDL-C

4.34±0.34

3.87±0.43
△

经 t 检验，治疗组治疗前后比较， P<0.01，有非常显著性
▲

▼

差异；治疗后两组组间比较， P<0.05、 P<0.01，有显著性差

异，说明复瘫宁系列中药能显著改善脑梗塞患者的胆固醇、甘
油三脂以及高、低密度脂蛋白，且改善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

表 3 治疗前后两组血液流变学的比较（ x ± s ）
项目名称

治疗组（n=30）

对照组（n=30）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全血高切（200/S）

4.53±1.02

3.79±0.96△▲

4.62±1.33

4.54±1.27

全血中切（30/S）

5.92±0.88

4.28±1.13△▲

5.71±0.98

5.81±1.11

全血低切（3/S）

9.36±1.32

8.57±1.62△▲

9.48±1.42

9.45±1.26

血浆粘度（mPas•s）

1.45±1.05

0.98±0.78△▲

1.51±0.90

1.47±1.03

纤维蛋白原（G/L）

3.72±1.29

3.24±1.20

▽▼

3.63±1.41

3.71±1.37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JCM 中医临床研究 2013 年第 5 卷 第 12 期

-19-

△

▽

经 t 检验，治疗组治疗前后比较， P<0.01、 P<0.05，有
▲

▼

复瘫宁系列中药三个证型，均应用当归、川芎、红花、全

显著性差异；治疗后两组组间比较， P<0.01、 P<0.05，有显

虫、水蛭等药活血化瘀、改善患肢血液循环为主，而息风复瘫

著性差异，说明复瘫宁系列中药显著改善脑梗塞患者全血高、

宁加用柴胡、枳实、胆南星、菖蒲、郁金、赤芍等药调气熄风、

中、低切血粘度，血浆粘度以及纤维蛋白原等血液流变学指标，

祛痰开窍；益气复瘫宁加用黄芪、鸡血藤、豨莶草、威灵仙、

且改善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

伸筋草、菖蒲、郁金、地龙等药益气活血、开窍通络；补肾复

2

讨

瘫宁加用首乌、杜仲、玄参、知母、鸡血藤、怀牛膝、白芍等

论

药滋补肝肾、熄风通络。全方组方严谨、配伍科学，充分体现

复瘫宁系列中药是山东省中医院中风病专家曹晓岚教授
总结多年经验，筛选有效药物组成的治疗缺血性中风的系列方
药，分为息风复瘫宁、益气复瘫宁及补肾复瘫宁三方。曹教授

了中医辨证论治的优势、特点，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应用。
基金项目：

根据常见临床证候将急性缺血性中风病归纳为三个证，风痰瘀

山东省科技发展计划，课题编号：2006GG2202019。

编辑：李妍 编号：ER-13051001（修回：2013-06-21）

阻证，气虚血瘀、脉络瘀阻证，肝肾亏虚、血瘀阻络证。

当归补血汤对动脉粥样硬化大鼠血脂的影响
Effect of the Danggui Buxue decoction on blood lipid of rats with atherosclerosis
林增炜 1 周凌云 2 衣巧蕾 1
（1.贵阳中医学院，贵州 贵阳，550003；2.贵阳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贵州 贵阳，550003）
中图分类号：R322.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2-0019-02

证型：BGD

【摘 要】 目的：研究当归补血汤对动脉粥样硬化大鼠血脂的影响。方法：将 50 只大鼠随机分为对照组、高脂饲料组，造
模后高脂饲料组又随机分为模型组、当归补血汤大剂量组、当归补血汤中剂量组、当归补血汤小剂量组。对照组与模型组给予生
理盐水，其余三组分别给予不等剂量的当归补血汤。在干预第 14 周取血检测 TC、TG、HDL-C、LDL-C。结果：与对照组、模型
组、当归补血汤小剂量组、中剂量组相比，当归补血汤大剂量组的 TC、TG、LDL-C 明显降低（P<0.01）
，HDL-C 明显提高（P<0.01）。
结论：当归补血汤可降低动脉粥样硬化大鼠的血脂水平，为临床运用补气活血之法防治动脉粥样硬化提供实验依据。
【关键词】 动脉粥样硬化；血脂；补气活血；当归补血汤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the Danggui Buxue decoction on blood lipid of rats with atherosclerosis. Methods: 50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normal group and high-fat group, after modeled, the success of high-fat diet group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model group, Danggui Buxue decoction high dose group, Danggui Buxue decoction the middle dose group, Danggui Buxue decoction low
dose group, in addition to the normal group, the other four groups established atherosclerotic dyslipidemia model. Normal group and model
group were given an equal volume of saline; the other three groups were given different doses of Danggui Buxue decoction. In 14 weeks
test point are based detection TC, TG, HDL-C, LDL- C. Results: Compared with normal group, model group, Danggui Buxue decoction the
middle dose group, Danggui Buxue decoction the low dose group, Danggui Buxue decoction high dose group TC, TG, LDL-C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P<0.01), HDL-C levels increased (P<0.01). Conclusion: Danggui Buxue decoction could reduce blood lipids of
atherosclerotic rats and provide experimental basis for the clinical use of the Buqi Huoxue method to prevent and treat atherosclerosis.
【Keywords】 Atherosclerosis; Blood lipid; Buqi Huoxue; Danggui Buxue decoc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10
动脉粥样硬化（Atherosclerosis，AS）是心脑血管疾病重
要的病理基础，也是代谢综合症的一个重要枢纽，其中以血脂
异常作为最重要的危险因素之一[1]。因此，积极的纠正血脂异
常，已成为防治 AS 的重要措施。近年来国内外众多医者运用
西药治疗脂代谢紊乱，但其作用单一、依赖性较强、副作用较

疗效及临床运用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
选取健康雄性 SD 大鼠 50 只，体重 180～200g（贵阳医学

多、复发率较高；相对而言，中医药在中医基础理论的指导下

院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

进行辨证论治，在治疗中显示出独特的优势，具有整体观念、

1.2 药品试剂

因时制宜、因人制宜、不良反应小等特点。中医基础理论与临
[2]

①维生素 D3 注射液（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制

床实践认为，气虚、血瘀是 AS 的基本病因病机 。本实验主

药厂，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32021403，2010-09-30 1ml/支）
。

要研究补气活血经典方当归补血汤对动脉粥样硬化大鼠血脂

②高脂饲料：2.0%胆固醇、0.3%去氧胆酸钠、7.5%猪油、0.2%

的影响，进一步探讨当归补血汤抗 AS 的作用机制，为该药的

丙基硫氧嘧啶、5.0%蛋黄粉、85.0%基础饲料。③当归补血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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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取材方法

（贵阳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制剂室制备）。④TC、TG、
HDL-C、LDL-C 试剂盒（由桂林优列特公司提供）
。

动物试验 14 周末禁食 12h，眼眶取血 3ml，做血脂检测。

1.3 检测仪器

1.7 指标检测
眼眶取血 3ml，血液标本经 4000r/min 离心 5min，取血清，

①台式低速自动平衡离心机（型号：TDZ5-WS，产地：湘
仪）。②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桂林优列特公司提供型号：Eos

采用生化分析法检测 TC、TG、HDL-C、LDL-C。

Bravo Plus，产地：意大利）
。

1.8 统计方法
使用 SPSS 16.0 系统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用

1.4 动物分组

（ x ± s ）表示。

选取健康 SD 大鼠 50 只，适应性喂养 1 周，随机分为 2
组：对照组 10 只，喂普通饲料；高脂饲料组 40 只，随机分为

2

4 组，每组各 10 只：模型组、当归补血汤小剂量组给药（当归

结

果

补血汤煎液 1.68g/kg）
；当归补血汤中剂量组给药（当归补血汤

当归补血汤对大鼠血脂的影响：模型组 TC、TG、LDL-C

煎液 8.4g/kg）；当归补血汤大剂量组给药（当归补血汤煎液

含量均显著高于空白组（P<0.01）
，HDL-C 含量显著低于空白

16.8g/kg）
。

组（P<0.01），证明模型出现脂代谢紊乱。当归补血汤小剂量

1.5 造模方法

组与模型组对比 TC、TG、HDL-C 降低（P<0.05）
，LDL-C 升
高（P<0.05）
；当归补血汤中、大剂量组与模型组对比 TC、TG、

对照组 10 只，喂普通饲料；高脂饲料组 40 只，予维生素
D3 70 万 IU /（kg•只）分 3d 灌胃，喂养高脂饲料，自由摄食、

LDL-C 明显降低（P<0.01，P<0.05）
，HDL-C 明显升高（P<0.01）
，

饮水，第 9 周给药组以当归补血汤煎液灌胃；对照组与模型组

这表明小剂量的当归补血汤在调节血脂上效果不明显，而中剂

给予同等体积的生理盐水灌胃，喂食饲料不变，继续给药 5 周，

量和大剂量的当归补血汤均有明显的调节血脂作用，其中以大

试验周期共 14 周。

剂量的当归补血汤调节血脂的效果最显著。见表 1。

表 1 当归补血汤对大鼠血脂的影响（ x ± s ，n=10，mmol/L）
TC

组别

TG

2.11±0.30

对照组

▼

4.62±0.43

模型组

HDL-C

0.86±0.07

3.78±0.70

▼★

1.08±0.12

当归补血汤（中）

3.18±0.41

▼☆

0.93±0.11

2.63±0.18

当归补血汤（大）
▼

▽

▼

0.70±0.19

0.37±0.04

0.69±0.14

▽★

1.24±0.32

▼☆

1.71±0.24

▼★

0.73±0.11

▼

2.31±0.47

▼

▼

1.21±0.26

▽☆

0.72±0.12
★

LDL-C

1.28±0.12

1.64±0.37

当归补血汤（小）

▼

▼

▽★

▼☆

0.43±0.08

▼

☆

注：与模型组对比： P<0.01， P<0.05；大剂量组与中、小剂量组对比： P<0.01， P<0.05。

3

讨

论

AS 是一种与脂代谢紊乱密切相关的血管性疾病。研究表
明，AS 是一个缓慢且错综复杂的病理演变过程，各种发病机
制（脂代谢紊乱等）可使血管内皮细胞损伤，改变了内皮细胞
的通透性，使脂质更易进入内膜与氧自由基相结合，形成脂质
过氧化物；脂质过氧化物可抑制内皮细胞的代谢和增殖，促进
脂质沉积，从而加速 AS 斑块的形成[3]。AS 所导致的疾病的临
床表现类似中医学中的“胸痹”
、
“眩晕”
、
“中风”等病症。中
医学认为气血亏虚、瘀血阻络、痰浊中阻、情志内伤、饮食失
节为 AS 形成的主要发病机制。刘发益等[4]根据中医气血理论，
对本病提出气虚为本，血瘀是标。气是推动和调控津液、血液
运行的动力，气与血是相互资生、相互依存的；气虚，则血无
以生化；气虚，则推动乏力，故血液、津液运行不畅，久之则
生痰、生瘀，痰瘀又可阻碍气血运行，进一步加重血液的瘀滞，
因而补气在 AS 的治疗中是关键。当归补血汤为一首补气活血、

动脉内膜损伤，保护血管内皮的作用，从而降低 AS 的发生。
综上所述，当归补血汤以“补气生血”之功，降低血清
TC、TG、LDL-C，升高 HDL-C，从而调节脂代谢紊乱，最终
起到防治 AS 的目的。本研究证明补气生血法在 AS 治疗中的
重要性，进一步完善临床应用和丰富了中医疗法，为后续的研
究提供了新的实验方法和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SteinerováA, Racek J, Stozicky F, et al.Antibodies against oxidized LDL
theory and clinical use[J].Physiol Ress,2001,50:131-141
[2]张艳,杨关林.动脉粥样硬化中医虚瘀痰毒病因病机实质研究探讨[J].时珍
国医国药,2007,18(6):1513-1514
[3]刘飞.氧化修饰低密度脂蛋白对血管内皮细胞氧化损伤的研究[J].卫生研
究,2004,33(1):89-91
[4]刘发益,文志斌.补阳还五汤抗家兔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的实验研究[J].湖南
医科大学学报,2010,25(1):33-35

祛瘀生新的经典名方，方中重用黄芪重在补气生血，已达补血
活血的目的；辅以当归益气和营，使阳生阴长，气旺血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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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结果提示：小剂量的当归补血汤对脂代谢紊乱无明显的调节

林增炜，贵阳中医学院 2011 级在读研究生。

作用；中、大剂量的当归补血汤有明显降低血清 TC、TG、LDL-C，

衣巧蕾，贵阳中医学院 2011 级在读研究生。

升高血清 HDL-C，尤以大剂量的当归补血汤调节血脂的效果最

周凌云，通讯作者。

为显著，这表明大剂量的当归补血汤具有显著降低血脂、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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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在慢性心衰康复治疗中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in the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of
chronic heart failure
梁 湛 吴冠林
（1.广东省茂名市人民医院，广东 茂名，525000）
中图分类号：R54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2-0021-02

【摘 要】 目的：探究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对慢性心力衰竭康复治疗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 2011 年 12 月～2013 年 1
月我院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病人 78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对照组 39 例，给予西医利尿、强心、运动康复和减轻心脏负
荷等常规训练。治疗组 39 例，在采用西医治疗的基础上依据中医辨证疗法选用炙甘草汤加味对患者进行治疗。4 周为 1 个疗程，
总计 3 个疗程。结果：将两组治疗结果进行对比，治疗组的显效率和总有效率分别为 38%和 87%均优于对照组的显效率和总有效
率的 27%和 76%，具有显著差异性，有统计学意义（P<0.05）
。对两组左心室射血分数、6min 步行试验以及治疗后基础心率均有
明显改善，相比于治疗前，差异有明显性或非常明显性意义（P<0.05，P<0.01）
；将治疗后两组 6min 步行试验结果进行比较，表
明治疗组优于对照组，具有明显性差异（P<0.05）
。治疗过程结束后治疗组以及对照组的 Boston 心力衰竭诊断标准积分都得到了
显著的改善。相比于治疗前，具有明显性差异（P<0.05）
。结论：运用中西医结合疗法针对慢性心衰康复治疗的过程中，可采用西
药和心衰恢复运动训练联合中药炙甘草汤加味进行治疗，可以有效的提高临床治疗效果，缩短心衰病人的体能恢复时间，从根本
上改善病人的生存质量。
【关键词】 中西医结合；慢性心衰；康复治疗；效果；方法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on the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of chronic heart
failure. Methods: To select 78 cases with chronic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from December 2011 to January 2013 in our hospital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eated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 control group of 39 cases, treated with modern medicine diuretic, strong heart,
exercise rehabilitation and reduce the load on the heart and other conventional training. The treated groups of 39 cases were treated with
TCM therapy selection of Zhigancao decoction based on the modern medicine treatment. 4 weeks for 1 courses of treatment, a total of 3
courses. Results: Comparing the results of two groups, the treated group markedly effective rate and total efficiency rate were 38% and
87% were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27% and 76%, there wa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On two groups of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6 minutes walking test and the basis of heart rate after treatment were obviously improved, compared with before
treatmen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or ver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P<0.01); the two groups after the treatment, 6 minutes walking
compared the test results, the treated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Group and Boston heart
failure diagnosis standard group integral process after the end of treatment was markedly improved. Comparing with first treatment, there
wa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and heart failure recovery training combined with Zhigancao
decoc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linical treatment effect on treating chronic heart failure, shorten the recovery time of the patients
with heart failure, improve the survival quality of patients radically.
【Keywords】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Chronic heart failure;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Effect; Method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11
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CHF）是一种临床上极为常见的危
重病症，是不同病因器质性心脏病均会出现的主要并发症状。
由于近几年来心脏介入和手术治疗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多类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的 78 例病人全部为 2011 年 12 月～2013 年 1 月我院老

新型有效药的出现，使得许多严重的心血管疾病（如瓣膜病、

年病科住院病人，经过心脏超声、胸片、体检和病历等检查，已

冠心病和高血压等）的死亡率和发病几率都得到了有效的控

经对其患有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进行了确诊，选择无合并肢体

制，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快，病人存活的时间越长，心力衰

活动失调和障碍及肺部疾病的患者，依据纽约心脏病学会心功

竭的发病率就会随之增高。文章通过我院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治

能分级标准（NYHA）对患者心功能等级进行划分。心功能 II～

疗方法对 39 例慢性心力衰竭病人进行的康复性治疗，并将结

III 级，其中男性患者 44 例，女性患者 34 例，年龄结构为 55～

果与 39 例出采用西医运动康复训练和常规药物治疗组进行比

82 岁，平均年龄为 68 岁。其中 2 例风湿性心脏病，23 例高血压

较，效果显著，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性心脏病，5 例心肌病，48 例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心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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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能 II 级者 32 例，心功能 III 级者 46 例，合并快速型心房纤颤 19

1.3 统计学处理

例，频发室性旱搏 6 例，阵发性室性心动过速 3 例。将 78 例病人

财通 SPSS12.0 统计软件对所得结果进行处理，计量资料

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39 例，采用中西医结合方法进行治疗；对

采用（ x ± s ）表示，采用 t 对两组间的比较进行检验，运用

照组 39 例，两组间心功能、基础血压、体质量指数、年龄和性别

x2 对计数资料进行检验。

等方面没有明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可以进行对比。
1.2 方法

2

结

果

2.1 对比疗效

1.2.1 对照组

治疗组的显效率和总有效率分别为 38%和 87%均优于对

对照组采用运动康复训练和一般西医的治疗方法进行治
疗。依据病人实际情况酌情给予倍他乐克、消心痛、依那普利、

照组的显效率和总有效率的 27%和 76%，具有显著差异性，有

安体舒通、双氢克尿噻、呋塞米、地高辛、吸氧等进行治疗。

统计学意义（P<0.05）
。如表 1 所示。

同时按照二阶段简化充血性心力衰竭运动康复程序表对病人
的运动训练进行指导。
1.2.2 治疗组
对治疗组在采用西医治疗的基础上依据中医辨证疗法选
用炙甘草汤加味对患者进行治疗。药方为：生晒参 12g，桂枝
10g，麦门冬 15g，生地 10g，阿胶 10g，火麻仁 15g，木香 5g，
远志 15g，五味子 10g，大枣 5 枚和生姜 3 片。对于有明显气

表 1 治疗组与对照组临床疗效比较 [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39

16（40）

20（51）

3（9）

91

对照组

39

10（25）

17（44）

12
（31）

69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2.2 两组 LVEF 变化、基础心率和 6min 步行实验比较

喘患者，辅加葶苈子 10g；针对严重下肢肿胀的患者者，追加

对两组左心室射血分数、6min 步行试验以及治疗后基础心率

冬瓜皮 20g；对于失眠患者者，加琥珀 10g。1 剂/d，沸水煎制，

均有明显改善，相比于治疗前，差异有明显性或非常明显性意义

分 2 次进行口服，治疗 4 周后，将所用方剂混合研制为细末，

（P<0.05，P<0.01）
；将治疗后两组 6min 步行试验结果进行比较，

装入胶囊，每粒 0.5g，每次口服 2g，3 次/d。

表明治疗组优于对照组，具有明显性差异（P<0.05）
。如表 2。

表 2 治疗前后两组基础心率、6min 步行试验及 LVEF 变化比较（ x ± s ）
组别

例数

治疗组

39

对照组

39

时间

基础心率（次/min）

治疗前

89±16

治疗后

72±13

治疗前

91±15
80±14

治疗后

△

6min 步行实验（m）
290±102

△

432±95

43±5

△

273±99

△

360±120

LVEF（%）

△

52±9

△

41±7

△

48±10

△

※

注：与治疗前比较， P<0.05，与对照组比较， P<0.05。

2.3 Boston 心力衰竭诊断标准即烦恼对比

断标准积分都得到了显著的改善。相比于治疗前，具有明显性

治疗过程结束后治疗组以及对照组的 Boston 心力衰竭诊

差异（P<0.05）
，见表 3。

表 3 疗前后两组 Boston 心力衰竭诊断标准积分变化比较（ x ± s ）
组别

例数

治疗组

39

对照组

39
△

Boston 心理衰竭诊断标准积分

时间

8.97±0.82

治疗前

5.60±1.44

治疗后

△※

治疗前

9.02±0.80

治疗后

6.98±1.05

△

※

注：与治疗前比较， P<0.01，对对照组比较， P<0.05。

其中从我院治疗效果上可以发现，治疗组与对照组 Boston 心
理衰竭诊断标准积分与治疗前相比明显降低，存在显著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且治疗组 Boston 心理衰竭诊断标准积分较之对照
组相比数据要低很多，存在差异性，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结

论

运用中西医结合疗法针对慢性心衰康复治疗的过程中，可

数，降低了患者血压，使其心率趋于平稳，具有显著的治疗意
义，值得临床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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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南孙治疗不孕症验案举隅
Experience for treating infertility from Professor ZHU Nan-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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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朱南孙教授对于不孕症的治疗有深辟的见解，临诊见效显著且神速。本文列举了朱教授在治疗不孕症时辨证施治
的经验。
【关键词】 朱南孙教授；不孕症；经验
【Abstract】 Professor ZHU Nan-sun has incisive opinions on treating infertility. The effect is significan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introduced the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experience of Pro. ZHU for treating infertility.
【Keywords】 Professor ZHU Nan-sun; Infertility; Experienc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12
朱南孙教授行医近七十载，自祖父起三代悬壶海上，博采

药：生地 12g，白芍 12g，女贞子 12g，菟丝子 12g，桑寄生 12g，

众长，医术精湛，独辟蹊径，自成一派，终成闻名沪上的朱氏

桑海螵蛸各 12g，苎麻根 15g，金银花 12g，生甘草 6g，太子

妇科流派。先生幼承庭训，得祖父南山、父亲小南之薪传，加

参 15g，淡芩 6g，12 剂。

之刻意求新，探微索隐，领悟殊深，继承并完善了朱氏妇科学

评析：此例患者为子宫内膜异位症导致的原发性不孕，典

术思想，在中医妇科领域颇多建树，尤其对于不孕症的治疗有

型临床表现如痛经、性交痛，加之 B 超诊断即可确诊。内异症

深辟的见解，每于临诊见效神速，令人称奇。笔者有幸侍师出

在中医归属为痛经的范畴，其基本病机为瘀血阻滞胞宫、冲任，

诊，获益良多，此篇总结了朱老在治疗不孕症时的几点经验，

治疗提倡根据月经周期的不同阶段各有侧重，经期以调经止痛

以飨读者。

为先，平时重在化瘀攻破。朱老治疗本症化瘀消癥的同时尤重

1

内异症导致的不孕症—活血消癥，利气为先
患者甲，女，26 岁，初诊（2011-11-9）
，主诉：结婚 2 年

未避孕未孕。病史：月经史：14，7-9/28，量多，痛经（＋）
。
生育史：0-0-0-0。2007 年腹腔镜下行左卵巢巧囊剥离术，术后
切口疝，再行开腹手术。2010 年 B 超示：双侧卵巢囊肿。间
断服中药调理，
（2011.11.9）B 超：左卵巢内膜囊肿可能，子宫

利气，认为气为血之帅，气能行血，且冲任以通利为贵。故拟
方以生蒲黄、丹参、丹皮、赤芍、蒲公英、红藤、刘寄奴清热
利湿化瘀，皂角刺、三棱、莪术、柴玄胡、留行子、川楝子疏
利冲任，理气止痛。守方守法，药简力专，收效甚佳。
2

PCOS 导致的不孕症—动静相宜，巧治多囊
患者乙，女，29 岁。初诊（2011-10-29），主诉：发现多

内膜 9mm。平素有性交痛，宫颈炎病史。刻下：胃纳可，二便

囊卵巢综合征 6 年。病史：患者既往月经不规律，月经史：15，

调，夜寐安。脉弦浮数，舌淡暗尖红，苔黄厚腻，边有齿印，

5-6/30d—数月，量中，色红，无血块，痛经（－）。患者自初

四诊合参，证属瘀阻胞脉，冲任气滞。治拟活血化瘀，疏利冲

潮有月经延后，2005 年行左侧卵巢囊肿剥离术，术后诊断为多

任。方药：生蒲黄 15g，丹参 30g，丹皮 15g，赤芍 15g，蒲公

囊卵巢综合征，并开始服用达英-35，已服用 6 年，经水按时转，

英 20g，红藤 20g，刘寄奴 15g，皂角刺 15g，三棱 12g，莪术

目前停药。结婚 4 月，为求嗣寻中药调理备孕。末次月经：10

12g，留行子 15g，川楝子 12g，柴玄胡各 6g。嘱服 12 剂。

月 10 日（服用达英-35）
。刻下：烦躁易怒，胃纳可，二便调，

二诊（2011-11-23），末次月经：10.23×10d，量多，痛经
（＋）。经期将近，有行经预感，脉弦细数，舌淡尖红，苔腻

夜寐安。脉细弦，舌淡红，苔薄腻，四诊合参，证属肝肾不足，
冲任失调。治拟益肾养肝，疏利冲任。方药：当归 30g，丹参

少津，边有齿印，证治同前，方药：上方蒲公英、红藤改为 30g，

30g，丹皮 15g，赤芍 15g，川芎 6g，制香附 12g，川楝子 12g，

皂角刺改为石见穿 15g，12 剂。

川牛膝 12g，益母草 20g，马鞭草 15g，红花 15g。12 剂。

三诊（2011-12-7），末次月经：11.24×8d，量偏多，痛经

二诊（2011-11-19）
：末次月经：10 月 10 日，至今未转。

较前减轻，经后无不适，性交后腹痛，脉弦浮数，仍属湿热夹

右腹有轻微胀痛，基础体温未测。脉舌详前，治宗原法增进。

瘀交阻，冲任气机不利，治宗原法。方药：上方去柴玄胡，加

方药：当归 30g，党丹参各 30g，炙黄芪 30g，熟地 15g，菟丝

路路通 15g，12 剂。

子 12g，覆盆子 12g，枸杞子 12g，巴戟天 15g，仙灵脾 15g，

四诊（2012-1-4）
，末次月经：11.24×8d，今自测尿 HCG
（＋）。脉弦细数，舌质暗淡，苔薄腻，湿热夹瘀交结，留滞
冲任经久，肝肾虚弱，防不固，治拟滋肾清肝，养血安胎，方

制香附 12g，川楝子 12g，益母草 20g。12 剂。
三诊（2011-12-3）
：末次月经：10 月 10 日，自 2011 年 10
月停服达英-35 后仍未转经，基础体温有双相，尚无行经预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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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白带分泌增多。脉细弦，舌淡红苔薄腻。治宗原法。方药：上

女贞子 12g，旱莲草 12g，仙鹤草 15g，苎麻根 20g，菟丝子 12g，

方去制香附、川楝子，加鹿角片 12g，马鞭草 15g，三棱 15g，

桑寄生 12g，杜仲 12g，川断 12g，南瓜蒂 12g，生地 12g，12

莪术 15g。12 剂。

剂。此后 3 月中药保胎，随证加减，随访生育一男婴，母子平

四诊（2011-12-24）
：末次月经：12 月 11 日，经后无不适，

安。

基础体温有双相，脉舌详前，治宗原法。方药：上方×14 剂。
五诊（2012-1-14）末次月经：12 月 11 日，基础体温低温

评析：本例患者年近七七而未育，内经云女子“七七任脉
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卵

不典型双相，月经逾期未至，自测尿 HCG（－）
。脉细弦迟，

巢功能已见下滑，故以现代科技 IVF 辅助生殖。综合四诊，本

舌淡苔薄腻少津，证属肝肾不足，冲任气滞。治拟养肝益肾，

患者辨证属虚，虚证应先调补气血，以静待动而济其源，源充

通利冲任。方药：上方去鹿角片，菟丝子、枸杞子、覆盆子，

冲任自通盛。患者经两次流刮，三次 IVF 失败，胞宫失养，肝

加川芎 6g，赤芍 15g，川牛膝 12g，泽兰叶 12g。12 剂。

肾已亏，其热像表现皆为虚火表象，故治疗时先滋养肝肾，调

六诊（2012-2-18）
：末次月经：12 月 11 日，经水 2 月未

补冲任，兼清虚火。二诊植入胚胎成功后，考虑其体质肝肾亏

转，基础体温低温单相，神疲畏寒，近日自觉右少腹作胀，略

虚，仍以菟丝子、桑寄生、杜仲、川断、生地滋补肝肾，太子

有带下，脉细缓，舌淡边尖红。仍属肝肾不足，冲任气滞，治

参、黄芪益气，女贞子、旱莲草、仙鹤草、苎麻根养血安胎。

宗原法，补肾养肝疏冲。方药：党参 30g，黄芪 30g，当归 30g，
熟地 15g，菟丝子 12g，覆盆子 12g，巴戟天 15g，仙灵脾 15g，
鹿角片 12g，小茴香 6g，陈艾 6g，益母草 20g。12 剂。

4

管性不孕—通补兼施，审时易法
患者丁，女，37 岁，初诊（2008-2-20）
，主诉：未避孕半

七诊（2012-3-3）
：末次月经：2 月 25 日，经行腹痛，经

年未孕，发现输卵管通而不畅 1 月。病史：患者平素月经周期

后无其他不适，经前基础体温不典型双相。脉细缓，舌质淡苔

尚调，月经史：13，4-6/28，量中，无痛经。生育史：0-0-3-0

薄黄腻，属肾气虚寒，冲任不足，治拟补肾益气养血，通利冲

（两次人流日期不详，末次妊娠于 2006 年 12 月孕近 3 月难免

任。方药：上方加青陈皮各 6g。12 剂。

流产行清宫术）。近半年未避孕未孕，今年一月在瑞金医院查

：末次月经：2 月 25 日，今测尿 HCG
八诊（2012-4-21）

输卵管碘油造影（HSG）示：右侧输卵管通而不畅，左侧通而

（＋）。脉缓尺弱，舌暗偏红，苔薄黄腻。证属脾肾气虚。治

极不畅。既往有子宫肌瘤病史近 4 年（自述约 1 公分大小）。

拟补肾益气，健脾养血安胎。方药：党参 15g，白术 9g，白芍

末次月经：2.14～2.19，量少。刻下：纳可，寐安，便调，脉

12g，枸杞子 12g，菟丝子 12g，桑寄生 12g，淮山药 12g，山

细软，舌暗胖，苔薄黄少津。证属肝肾耗损，冲任络道受阻，

萸肉 12g，制狗脊 12g，炒川断 12g，桑海螵蛸各 12g。7 剂。

治拟养肝益肾，疏利冲任。方药：当归 15g，丹参 30g，赤芍

评析：本例患者为多囊卵巢综合征导致的不孕症，朱老认
为 PCOS 病机主要为肾虚，或兼血瘀、肝郁、痰湿，而 PCOS

15g，川芎 6g，蒲公英 20g，红藤 20g，刘寄奴 15g，石见穿 15g，
制香附 12g，川楝子 12g，留行子 15g，川柏皮 9g。7 剂。

导致的不孕多由于肾气虚鼓动乏力而致。四诊合参，此例患者

二诊（2008-3-1）
，面部痤疮频发，带下增多，大便日解数

证属肝肾亏虚，初诊时值经前，以动治之，予活血调经，清热

次，不成形，脉细弦，舌淡红，苔薄黄腻。证属肝肾阴虚，冲

利气之药，以期经行瘀下。经后以静治之，予大量补肾益气填

任气机不利，治拟滋养肝肾，疏利冲任。方药：当归 15g，赤

精之品，以期肾强精充，气血得资，但防过补壅滞，稍加制香

芍 15g，蒲公英 20g，红藤 20g，白头翁 12g，炮姜 4.5g，熟军

附、川楝子等通利药物。动静交替，经水渐调。六诊时基础体

4.5g，制香附 12g，川楝子 12g，川断 12g，桑枝寄生各 12g，

温呈低温单相，考虑阳虚，予鹿角片、小茴香、陈艾之类温阳

狗脊 12g。12 剂。

暖宫，后体温渐现双相，成功受孕。朱丹溪云“求子之道，首
先调经”
，一言以尽之。
3

辅助 IVF—治重肝肾，育麟之本
患者丙，女，48 岁。初诊（2011-9-21）
，主诉：未避孕十

三诊（2008-3-19）
，经水逾期未转，已有乳胀预兆近一周，
药后易矢气，大便日解数次，多至日行四次，脉弦细，舌淡，
苔薄黄腻，治宗原法。上方去当归、赤芍、川断、桑枝、桑寄
生、狗脊，加怀山药 12g，焦白术 9g，广木香 6g，12 剂。
四诊（2008-4-2）
：3 月 22 日起阴道有少量咖啡色分泌物，

余年未孕，拟行体外受精（IVF）
。病史：平时月经规律，月经

至今未净，基础体温（BBT）持续高温相已近两周，无腹痛腰

史：4-5/26-28，量中，痛经（-）
，末次月经：9 月 19 日。生育

酸。今查尿 HCG（＋）
。脉细数，舌暗，苔薄黄腻，仍属肝肾

史 0-0-2-0（分别于 91 年、96 年行 2 次人流）
，于日本行 3 次

阴虚，防胎元不固，拟清热养阴，益肾固胎。方药：生地 15g，

IVF 均失败，本月拟再行胚胎植入，求中医药辅助治疗。刻下：

淡子芩 6g，白芍 9g，旱莲草 15g，仙鹤草 15g，苎麻根 20g，

胃纳可，夜寐安，二便尚调，偶有便秘。脉细，舌质红，苔薄

川断 12g，桑寄生 12g，菟丝子 12g，陈皮 6g，白术 6g，太子

少津。四诊合参，证属虚火上炎，治拟滋养肝肾，调补冲任。

参 20g。12 剂。

方药：知母 12g，生地 15g，女贞子 12g，炒白术芍各 9g，茯

五诊（2008-4-9）
：停经 59 天，服上药四剂后血止，未再

苓神各 12g，何首乌 15g，淮山药 12g，山萸肉 12g，桑寄生 12g，

下血，略感腰酸，口苦，无恶心呕吐，脉细，舌淡暗，苔薄腻

桑椹子 12g，威灵仙 12g。嘱服 12 剂。

少津，仍属肝肾阴虚，孕后体虚，拟滋肾养血安胎。方药：生

二诊（2011-10-19）
，已于 10 月 7 日顺利植入胚胎，
（10.17）

地 15g，淡子芩 6g，白芍 12g，白术 9g，旱莲草 15g，苎麻根

查血 HCG48mIU/ml，10 月 15 日有少量阴道出血，目前无出血、

20g，山萸肉 12g，杜仲 12g，桑寄生 12g，桑海螵蛸各 12g，

腰酸。孕后治拟益气养血安胎，方药：太子参 20g，黄芪 15g，

生黄芪 15g，太子参 20g。12 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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嘱其服上药至孕 3 个月以固护胎元，随访再无阴道下血发生。
评析：对于输卵管阻塞性不孕，朱老以通补兼施，审时易
法为治疗原则，因络道阻塞或不畅者，确需疏通，然一味通利

余，再无阴道下血，胎儿得保。
基金项目：

耗气，亦可致气虚鼓动无力，而阻塞更甚。通补兼施，治亦有

上海市中医药事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项目（海派中医流派传承研究基

时，对于输卵管炎症患者提倡经后清热疏化，理气通络；而经

地，编号：ZYSNXD-CC-HPGC-JD-008），上海市科委自然基金资助项目（编

前补肾益气，养血活血。本例患者多次流刮，肝肾耗损，冲任

号 ： 12ZR1432700 ）， 上 海 市 中 医 药 发 展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 编 号 ：

络道受阻，故治以滋养肝肾，通利冲任。方中蒲公英、红藤为

ZYSNXD-CC-ZDYJ05），上海市高级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项目（编号：

朱老治疗输卵管阻塞症的首选之品，其性苦寒而有清热解毒、

ZYSNXD012-RC-ZXY011），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科研计划项目（编号：

散结消肿之功效；川楝子、留行子、石见穿、制香附活血通络，

12401903303）。

络道通畅则毓麟有望。近氤氲期时，用川断、桑枝、桑寄生、

作者简介：

狗脊补养肝肾。又根据患者服药后的反应，及时调整，避免过
于苦寒。四诊时业已怀孕，但考虑肝肾耗损已久，防有胎漏滑

陶金红（1986-）
，女，硕士，研究方向：女性生殖内分泌疾病发病机制研究。

胎之虞，故予胎元饮加川断、桑寄生、菟丝子、旱莲草、仙鹤

董莉，女，通讯作者，主任医师。

草、苎麻根等补肾止血之药物以固护胎元。如此调治至孕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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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脾清热化瘀法治疗老年慢性萎缩性胃炎及其
胃黏膜病理改变的临床研究
Clinical study of Janpi Qingre Huayu therapy on treating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and pathological changes of gastric mucosa
余伟云
（广东省兴宁市中医医院，广东 兴宁，514500）
中图分类号：R57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2-0025-02

证型：IDBG

【摘 要】 目的：采用健脾清热化瘀法对患有慢性萎缩性胃炎的老年患者进行治疗，在观察治疗疗效的同时探究胃粘膜病理
改变因由。方法：对比分析法是将胃复春作为阳性对照药对患者进行治疗与健脾清热化瘀法对患者进行治疗的疗效进行对比观察
的方法。本文采用这种方法将我院自 2012 年 1 月～2013 年 1 月收治的 100 例患者进行临床观察与分析，按照随机抽取法将其分
为试验组与对照组，其中对照组患者应用胃复春片进行治疗，试验组患者应用健脾清热化瘀法进行治疗，每组患者各 50 例。结果：
无论从病理疗效还是症候疗效分析，试验组患者的治疗疗效均要高于对照组，两组数据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在治疗
过程中患者病情均未恶化以及出现药物副作用。结论：健脾清热化瘀法能够有效恢复老年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的胃粘膜腺性形态，
提高治疗效果，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关键词】 健脾清热化瘀法；老年慢性萎缩性胃炎；胃粘膜病理改变；临床研究
【Abstract】 Objective: To treat the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by Janpi Qingre Huayu therapy, and to investigate the
causes of pathological changes in gastric mucosa. Methods: 100 patients with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were selected in our hospital,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patients in the test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Jianpiqingrehuayu assay, while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Weifuchun, 5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Results: To analyze the effect, the treatment effect of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ha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Conclusion: Jianpi Qingre Huayu therapy can effectively restore the
morphology of gastric mucosa gland senile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patients, improv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has the value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Jianpi Qingre Huayu assay; 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Gastric mucosa pathological change; Clinical research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13
慢性胃炎患者出现胃粘膜萎缩状态时即转变为慢性萎缩

自身免疫力低下等因素有关[1]。一般情况下病理学认为此种病

性胃炎，这种病症是对胃癌病发的提前预警，因此必须予以重

症的引发主要是在胃粘膜修复与损伤的过程中出现炎症、肠化

视。自身免疫性胃炎与多灶萎缩性胃炎是慢性萎缩性胃炎的两

生以及萎缩的情况下出现的，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治疗方法阻断

种类型，其发病原因多样，主要与饮食、环境、幽门螺杆菌、

这种情况的发生，提高患者的治愈效果[2]。老年患者由于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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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能力低下，且极易病发慢性萎缩性胃炎，本文采用健脾清热化

为治疗疗程，每日监督患者口服 3 次药片，每次服用药片数量

瘀法对老年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进行治疗，观察其疗效的过程

为 4 片，观察患者服用效果。

中探究胃粘膜病理的改变。

1.2.2 试验组

1

健脾清热化瘀法在治疗老年慢性萎缩性胃炎的过程中具

一般资料与方法

有良好的治疗疗效，其中培土泄木法、益脾养阴法、化湿健脾

1.1 一般资料

法、健脾化瘀法均是此类药方的组成部分[3]。

我院自 2012 年 1 月～2013 年 1 月共收治了 100 例患有慢

纾萎方是健脾清热化瘀法中的常用药方，我院采用 30g 白

性萎缩性胃炎的患者，对其进行临床观察与分析，按照随机抽

英，15g 绞股兰，30g 爵床，15g 香附，15g 黄岑，30g 白术，

取法将其分为试验组与对照组，其中对照组患者应用胃复春片

15g 丹参，15g 赤芍，15g 党参，5g 蝴蝶兰，10g 生甘草用水煎

进行治疗，试验组患者应用健脾清热化瘀法进行治疗，每组患

熬，将其煎熬成 150ml 一次的药剂，每日为患者服用 2 次。根

者各 50 例。

据患者病症严重程度，进行药材的增减。

在这 100 例患者中，男性患者有 58 例，男性患者有 42 例，

1.3 统计学分析

年龄在 68～89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67.54±5.12）岁。对治

首先进行数据分析，选用的软件为 SPSS17.0。其次采用假设

疗前两组患者的 IM、ATP、HP 感染情况进行检测，发现不存

检验方法即卡方检验进行计数资料的对比应用。再次应用 Studentt

在差异性，因而其基本资料不具有可比性。

检测方法进行计量资料的对比应用。最后检测 P 值，如果 P 值

1.2 方法

<0.05，那么数据之间存在差异性，说明其具有统计学意义。

1.2.1 对照组
由于胃复春片具有活血解毒、健脾益气等功效，因此在治

2

结

果

见表 1、表 2。

疗萎缩性胃炎患者的过程中具有良好的治疗疗效，其作为常见
药物经常被应用于慢性萎缩性胃炎的治疗中。我院以 6 个月作
表 1 对试验组与对照组治疗前后胃粘膜腺体萎缩疗效的比较
治疗前
分组

例数

试验组
对照组

治疗后

Z值

P值

28

-4.1998

0.0001

20

-2.0914

0.0354

+++

++

+

——

+++

++

+

——

50

1

15

34

0

0

10

12

50

1

18

31

0

0

10

20

通过表 1 可以看出，试验组患者治疗后胃粘膜腺体恢复程
度明显要高于对照组，两组数据比较存在差异性，具有统计学

药方中具有健脾养胃、理气通络功效的代表性药方，是进行对
症下药的首要选择[5]。

意义，P<0.05。

根据临床病理进行分析，此种药方根据患者不同病症进行
药材的增减，既起到了消炎化瘀的作用，又有利于防止患者被

表 2 中医症候疗效对比（n，%）
分组

例数

临控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试验组

50

3

10

36

1

98.00

对照组

50

0

2

28

20

60.00

HP 病毒所感染，从而将有法患者病发的致病因子消除，使患
者胃粘膜区血液得以循环，从而对患者病变的胃粘膜进行修
复，具有良好的治疗疗效，且在治疗过程中具有安全性，因而
值得临床应用与推广。

对患者治疗前后 IM、ATP、HP 感染指数进行统计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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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肝健脾丸治疗慢性乙型肝炎肝郁脾虚证的
疗效观察
Clinical effect on treating the liver stagnation and spleen asthenia syndrome of
chronic hepatitis B with the Shugan Jianpi pill
伍榆剑
（广东省台山市中医院，广东
中图分类号：R512.6+2
【摘

文献标识码：A

台山，529200）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2-0027-02

要】 目的：观察应用自拟中药方“疏肝健脾丸”治疗慢性乙型肝炎肝郁脾虚证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我院收治的

50 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各 25 例，治疗组给予自拟中药方“疏肝健脾
丸”治疗，对照组给予拉米夫定（LAM）治疗，以连续治疗 6 个月为 1 个疗程，疗程结束后随访 3 个月，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
效。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ALT、AST、胁痛、纳差及乏力均较对照组改善明显（P<0.01）
，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应用自拟
中药方“疏肝健脾丸”治疗慢性乙型肝炎肝郁脾虚证效果理想，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疏肝健脾丸；慢性乙型肝炎；肝郁脾虚证；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Shugan Jianpi pill. Methods: 50 cases of chronic hepatitis B in our
hospital were chosen as the object of stud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treated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25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treated group was treated with the Shugan Jianpi pills,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to Lamivudine (LAM) treatment, continuous 6
months of treatment for 1 course, followed-up for 3 months after treatment, compared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ALT, AST, flank pain, anorexia and fatigue in the treated group were improved significantly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1),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Conclusion: The efficacy of Shugan Jianpi pill are satisfactory in treating the liver stagnation and
spleen asthenia syndrome of chronic hepatitis B, it was worthy of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Keywords】 Shugan Jianpi pills; Chronic hepatitis B; Liver stagnation and spleen deficiency syndrome;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14
慢性乙型肝炎（Chronic Hepatitis B，CHB）是我国常见的

岁；病程 1～11 年，平均（6.0±1.2）年；按照指南分级标准

慢性肝炎类型，现代常规抗病毒治疗效果并不理想，即便给予

轻度 15 例，中度 10 例。两组患者从年龄、性别、病程等各方

价格昂贵的干扰素治疗效果也不尽人意，且副作用较大，有报

面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道[1]称其有效率仅为 50%左右。CHB 属于中医“黄疸”、“胁

1.2 治疗方法

痛”等范畴，由于中医药治疗费用较低、副作用小，成为现代

1.2.1 对照组

临床治疗 CHB 的重要方法。我院近年来自拟中药方“疏肝健
脾丸”治疗慢性乙型肝炎肝郁脾虚证患者取得了不错效果，现

给予拉米夫定（LAM）口服 100mg，1 次/d。
1.2.2 治疗组

报告如下。

给予自拟中药方“疏肝健脾丸”治疗，口服 10g/次，3 次/d。

1

两组患者均连续治疗 6 个月为 1 个疗程，疗程结束后随访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09 年 2 月～2012 年 5 月收治的 50 例慢性乙型
肝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治疗组与
对照组各 25 例，选取病例均符合《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
中诊断标准[2]及《新药（中药）治疗病毒性肝炎临床研究指导
原则》中关于肝郁脾虚证的辨证诊断标准[3]，且排除严重肝肾
功能不全、肿瘤、心肌梗死、脑梗死、血液系统疾病、哺乳期

观察 3 个月。
1.3 观察指标
①对治疗前后主要临床症状、体征（胁痛、黄疸、纳差、
乏力等）进行观察记录；②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治疗前
后主要肝功能指标。
1.4 疗效评价标准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4]中关于病毒性乙型

及妊娠期患者。治疗组 25 例患者中男 18 例，女 7 例；年龄 17～

肝炎临床疗效判断标准制定。

69 岁，平均（40.5±5.8）岁；病程 1～13 年，平均（6.2±1.4）

1.5 统计学方法

年；按照指南分级标准轻度 13 例，中度 12 例。对照组 25 例

采用 SPSS17.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采用 t

患者中男 19 例，女 6 例；年龄 16～66 岁，平均（39.8±5.4）

检验，率的比较采用 x2 检验，均以 P<0.05 为有统计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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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治疗 1 个疗程后，治疗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x2＝

果

8.026，P<0.01），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1。

2.1 临床疗效比较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 1 个疗程后临床疗效比较 [n（%）]
组别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n＝25）

3（12.0）

16（64.0）

5（20.0）

1（4.0）

76.0

对照组（n＝25）

0（0）

12（48.0）

10（40.0）

3（12.0）

48.0

2.2 治疗前后肝功能指标比较

善（P<0.01），但治疗组改善水平较对照组明显（P<0.05），

两组患者治疗前 ALT、AST 及 TBil 水平比较无明显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2。

（P>0.05），1 个疗程结束后 ALT 及 AST 均较治疗前显著改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肝功能指标比较（ x ± s ）
组别
治疗组（n＝25）

对照组（n＝25）
*

时间

ALT（U/L）

AST（U/L）

TBil（umol/l）

治疗前

135.2±35.6

115.2±29.7

20.8±5.9

治疗后

31.8±10.4

*Δ

*Δ

20.5±3.6*

治疗前

133.8±34.9

108.9±26.3

21.3±6.8

治疗后

*

*

20.2±7.6

46.2±12.7

30.6±8.2

51.8±17.9

Δ

注：与治疗前比较， P<0.01；与对照组比较， P<0.05。

2.3 治疗前后症状、体征改善比较

（P<0.01），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3。

治疗组胁痛、纳差及乏力治疗后均较对照组改善明显
表 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主要症状、体征改善水平比较（治疗后/治疗前，n）
组别

胁痛

治疗组（n＝25）

19/23

对照组（n＝25）

7/22

*

黄疸

纳差
*

3/6

21/25

2/7

12/23

乏力
16/19*
7/20

*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1。

3

讨

论

中医学认为，慢性乙型肝炎发病原因以情志所伤、饮食不
节、久病体虚、跌仆损伤为多见。临床以肝郁脾虚症型最为多
见，表现为胸胁胀满、恶心、呕吐、乏力、纳差或急躁易怒、
口苦等症状。本研究治疗组患者采用的自拟疏肝健脾丸遵循疏
肝通络、健脾利湿的原则，方中白术、山药、茯苓健脾利湿，
治病之本；柴胡、乌药、青皮疏肝理气；白芍、当归、丹参养
血活血；白花蛇舌草、蜂房、穿山甲解毒破淤；炙甘草调和诸
药。诸药合用使得脾气健旺、肝气升达，临床诸多肝郁脾虚之
症得到缓缓消除。
本研究治疗组患者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治疗后肝功
能各项指标、症状体征也较对照组改善明显（P<0.01），显示
治疗组疗效更佳，对改善肝功能程度优于对照组，且能够最大
程度缓解临床症状及体征，对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具有一定价
值。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5]，中药中“疏肝柔肝”类如柴胡、
白芍、青皮等具有清除肝细胞炎症病灶、降低肝细胞损伤及坏
死、促进肝细胞重生及修复等作用；而“健脾利湿”类中药如
茯苓、白术、山药等可促进肝功能恢复、提高血清特定补体含

显著性意义，但在治疗结束后 3 个月随访时，中药治疗组的
DNA 阴转率为 81.3%，LAM 对照组为 20.0%，有显著性意义。
总之，本研究所用的疏肝健脾丸治疗肝郁脾虚型 CHB 具
有良好的疗效，其可显著改善主要临床症状及体征，且可改善
肝功能状态，但具体治疗机理还有待现代药理学研究进一步证
实。
参考文献：
[1]陈书杰.慢性乙型肝炎的中医证候与辨证论治[J].中医研究,2013,26(1):
58-60
[2]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和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联合制定.慢性乙型
肝炎防治指南[J].胃肠病学,2006,11(9):550-557
[3]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政局.中药新药治疗病毒性肝炎临床研究指导
原则[S].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第一辑),1993:112-117
[4]郑筱萸.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2:
150-151
[5]田广俊,池晓玲.慢性乙型肝炎中医证型分布与免疫学指标;HBV-DNA 定
量关系的研究[J].实用临床医药杂志,2012,16(21):31-32

量；丹参、白花蛇舌草、蜂房等具有促进微血管扩张、消除小
血管炎症、抗肝脏纤维化等效果。有研究表明，在 DNA 阴转
率方面，中药治疗组在治疗过程中与 LAM 对照组比较差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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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味奔豚汤治疗中风后抑郁 55 例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55 cases of PSD with the Bentun decoction
史先芬 吴自光
（河北省永年县中医院，河北 永年，057150）
中图分类号：R7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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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加味奔豚汤治疗中风后抑郁作用。方法：观察组单服黛力新，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同时口服加味奔豚汤，
2 个疗程后总结其疗效。结论：加味奔豚汤能显著增加黛力新的抗抑郁作用。
【关键词】 中风后抑郁症；加味奔豚汤；黛力新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s of the Bentun decoction in treating PSD. Method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Deanxit single-serving, on this basis,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the Bentun decoction, two courses later, their efficacy was summarized.
Conclusion: The Bentun decoction could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antidepressant effect of Deanxit.
【Keywords】 PSD; Bentun decoction; Deanxi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15
中风后抑郁症（Post-stroke Depression，PSD）是发生在中

（CCMD-3）
》抑郁症诊断标准，排除合并心、肝、肾功能不全，

风后的一种包括多种精神症状和躯体症状的复杂的情感障碍

语言及理解力障碍者。

性疾病。主要表现为持久的情绪低落、思维迟缓和思维内容障

1.3 方法

碍及意志活动减少，从而引起一系列胃肠道、心血管、呼吸等

治疗组口服中药及黛力新治疗，中药基本方：李根白皮

多系统的临床不适症状，甚至部分患者出现厌世和自杀等行

20g，半夏 9g，川芎、当归、白芍各 12g，葛根 15g，陈皮 15g，

为，是脑血管病常见的并发症，可以发生在中风后的数小时到

枳实 10g，石菖蒲 15g，郁金 12g，黄芩、甘草各 9g，生姜 3

数天，高峰时间发生时间是在中风后的 3～6 个月，可持续到

片。以上药材均由邯郸市药材公司提供，经鉴定均为纯正药材。

中风后的 1～3 年。它能延缓神经功能缺损恢复的时间并使其

上述药物水煎浓缩至 100ml，高压灭菌，4℃冰箱保存，1 剂/d，

劳动能力丧失，甚至增加脑血管病的死亡率。不仅给患者带来

50ml/次，2/d，加用黛力新，1 片，早、中餐前各 1 次，同时

躯体和精神上的痛苦，而且增加了家庭和社会的负担。近年来，

配合心理疏导，纠正不合理认知模式，树立自信心。对照组单

笔者采用加味奔豚汤治疗中风后抑郁症，取得了较为满意的疗

服百黛力新，1 片，早、中餐前各 1 次。两组患者皆以 1 个月

效。现报告如下。

为 1 个疗程，共 2 个疗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入组病例均为本院 2006 年 9 月～2011 年 9 月门诊、或住
院的脑卒中患者，所有患者均经头颅 CT 证实为缺血或出血性

1.4 观察指标
参考 HAMD 评分标准及参照 1995 年中华医学会第四届全
国脑血管病学术会议通过的脑卒中患者临床神经功能缺损程
度评分标准[3]。
1.5 疗效标准

脑卒中，符合第四届全国脑血管疾病会议制定的诊断标准。采

抑郁症疗效评定：痊愈；HAMD 减分率>75%；显效：HAMD

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进行评定。选 HAMD 总分≥

减分率>50%；进步：HAMD 减分率 25%～50%；无效：HAMD

17 分的抑郁患者，患者同时符合《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

减分率<25%。

断标准》
（CCMD）
（第 3 版）抑郁发作的诊断标准，排除意识

1.6 统计学方法

障碍、严重失语、痴呆，既往有脑器质性疾病、严重的心、肺
疾病及原有神经症、抑郁症患者。对入组后依从性差或对研究

采用 SPSS10.0 软件包进行 x2 检验。

药物过敏及治疗期间出现严重不良反应者予以剔除。按上述条

2

件共入组 105 例：治疗组（中药＋黛力新）55 例，男 32 例，

2.1 抑郁症状疗效比较

女 23 例，年龄 40～76 岁，入组时 HAMD 总分为（27.34±5.2）

结

果

治疗组 55 例，显效 38 例，有效 14 例，无效 3 例，总有

分；对照组（黛力新）50 例，男 26 例，女 24 例，年龄 42～

效率 95.4%。对照组 50 例，显效 28 例，有效 10 例，无效 12

77 岁，入组时 HAMD 总分为（28.24±4.8）分；以上二组各项

例，总有效率 76%。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

2.2 不良反应

1.2 诊断标准
所有病例均符合第四届全国脑血管病学术会议《各类脑血
管病诊断标准要点》，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

对照组共 6 例，出现不同程度的口干、心悸、尿潴留、恶
心、失眠、便秘等症状。治疗组未发现不良反应。
（下转 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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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小儿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60 例的
临床分析
Clinical analysis on treating 60 cases of acute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钱 丹 鲁菊香
（广州市越秀区儿童医院，广东 广州，510115）
中图分类号：R2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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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中西医结合治疗小儿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效果。方法：上呼吸道感染患者 120 例根据治疗方法的不同
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各 60 例，两组首先给予常规西药治疗，在此基础上治疗组加用双黄连口服液治疗。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100.0%，而对照组有效率为 83.3%，两组对比差异明显（P<0.05）
。两组治疗前肺功能指标对比无明显差异，治疗后都有明显上升
（P<0.05）
，组间对比差异明显（P<0.05）
。结论：中西医结合治疗小儿急性上呼吸道感染能有效提高疗效，同时改善肺功能状况，
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小儿；肺功能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 of treatment
methods, 120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treated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60 cases for each, two groups were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modern medicine, based on this, the treated group were added the Shuanghuanglian oral for treatment.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100.0% in the treated group,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83.3% (P<0.05). The pulmonary function contrasted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 after treatment w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P<0.05), contrasted the two groups had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Conclusio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for treating acute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in childre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efficacy while improve pulmonary function, should be widely applied.
【Keywords】 Integrative medicine treatment; Acute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Children; Lung func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16
上呼吸道感染为儿科临床常见病症，主要由病毒及继发

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各 60 例，两组小儿上呼吸道感染的流行

细菌感染引起，有 85%由病毒引起，包括鼻病毒、腺病毒、

病学资料对比类似（P>0.05）
。

流感病毒、冠状病毒以及呼吸道合胞病毒等 [1] 。上呼吸道感

1.2 治疗方法

染多为急性，如果不及时处理容易发展为慢性上呼吸道感

两组首先给予常规治疗：利巴韦林分散片，0.1g/片（国瑞

染，给小儿预后带来严重影响 [2] 。小儿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多

药业有限公司生产）+阿莫西林分散片 0.125g/片（圣大张家口

见于冬春气候多变时节。据其症状和体征，小儿急性上呼吸

药业有限公司生产）治疗，其中利巴韦林分散片使用方法为

道感染可归属于祖国医学“外感发热”范畴。在治疗中，当

0.1g/次，3 次/d，阿莫西林分散片使用方法为每日每千克体重

前运用中医药防治上呼吸道感染取得了较大进展，实践证明

20mg，3 次/d。在此基础上治疗组加用双黄连口服液（河南太

中医药治疗本病具有疗效好，价廉等优点 [3]。本文为此具体

龙药业）治疗，10ml/次，3 次/d。两组疗程都为 3d。

探讨了中西医结合治疗小儿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效果，现报

1.3 观察指标

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疗效标准：①痊愈：治疗 3d 以内体温恢复正常，食欲正
常，临床主要症状体征消失；②显效：治疗 3d 以内体温正常，
食欲正常，临床主要症状体征大部分消失；③有效：治疗 3d
以内体温较以前降低，食欲改善，临床主要症状体征部分消

选择 2011 年 2 月～2012 年 10 月我院收治的小儿急性上呼

失；④无效：治疗 3d 以内体温未降低或反而升高，食欲改善

吸道感染患者 120 例分析，入选标准：符合上呼吸道感染诊断

无改善，临床主要症状无改善甚或加重。同时两组小儿在治

标准；符合中医感冒风寒表证的辨证标准；发病 48h 以内；年

疗前后采用 CHESTAC-8800 型肺功能测量仪进行肺功能检

龄在 1～6 岁之间；其中男 82 例，女 38 例；年龄最小 1 岁，

查。主要测定以下指标：第 1 秒最大呼气量（FEV1）和用大

最大 4 岁，平均年龄 （3.52±0.26）岁。根据治疗方法的不同

肺活量（FV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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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统计方法

年来，在治疗小儿上呼吸道感染发热时，许多医家用清热药配

使用 SAS9.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疗效对比采用轶和检验，

伍辛温发散之品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双黄连

肺功能指标组间对比采用 t 检验，组内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口服液是国内常用的抗病毒、抗菌的纯中药制剂，临床试验药

P<0.05 代表差异显著。

效学研究证实，其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甲型链球菌

2

结

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且不易使细菌产生耐药性的变异[7]。双黄

果

连口服液还有增强细胞免疫、体液免疫和清除氧自由基的作

2.1 总疗效对比

用，其有效成分黄芩甙，明显降低由细菌内毒素引起的发热家

经过观察，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100.0%，而对照组有效率为
83.3%，两组对比差异明显（P<0.05）
。见表 1。

兔的体温[8]。本文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100.0%，而对照组有效率
为 83.3%，两组对比差异明显（P<0.05）
。
小儿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病理特点是由于终末细支气管

表 1 两组有效率对比（n，%）
组别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到肺泡持续性扩张，伴有壁的破坏及气管变形，则会出现

治疗组（n=60）

40

15

5

0

100.0

FEV1/FVC%的减少，其他肺功能指标值也会发生变化[9]。分析

对照组（n=60）

20

20

10

10

83.3

结果显示，两组治疗前肺功能指标对比无明显差异，治疗后都

U

10.525

P

<0.05

有明显上升（P<0.05）
，组间对比差异明显（P<0.05）
。
总之，中西医结合治疗小儿急性上呼吸道感染能有效提高
疗效，同时改善肺功能状况，值得推广应用。

2.2 肺功能对此
经过观察，两组治疗前肺功能指标对比无明显差异，治疗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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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风后抑郁症，当属祖国医学的“郁证”
、
“癫证”
、
“脏躁”

症。治疗则宜“木郁达之”
，使肝气郁结得以畅达。奔豚汤出自
张仲景《金匮要略》
，原为治疗肝郁化热之奔豚而设。临床加减
用于治疗中风后抑郁甚切病机。方中李根白皮性苦咸寒，入足

等范畴。黛力新为目前临床常用的抗抑郁药，为 5-HT 再摄取抑

厥阴肝经，清热下气，加黄芩、葛根加强清热平肝之功；芍药、

制剂，但由于易伴发口干、食欲减退、心动过速、尿潴留、便

甘草缓急止痛；陈皮健脾化痰，菖蒲、郁金解郁开窍，当归、

秘，诱发癫癎、心绞痛等不良反应，致使不少患者不能耐受而

川芎养血行气；半夏、生姜降逆止呕。治疗中若无李根白皮，

被迫停药。而中药在此体现了独特的优势，早在《内经》中就

可代之以桑白皮或川楝子。临床辨证得当，每获良效。

有“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
下，思则气结”的记载，笔者认为中风后抑郁乃患者中风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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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不舒，肝失调达，气失疏泄，而致肝气郁结，久而肝郁化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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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减参苓白术汤对脾气虚弱型溃疡性结肠炎的
疗效分析
Effect analysis of treating the temper weakness ulcerative colitis with
the modified Shenling Baizhu decoction
何昌能
（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安徽
中图分类号：R574.62

合肥，230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2-0032-02

证型：IDGA

【摘 要】 目的：观察加减参苓白术汤对脾气虚弱型溃疡性结肠炎的疗效。方法：将 30 例溃疡性结肠炎脾气虚弱证患者随
机分为两组（每组 15 人）
，在常规治疗基础上，治疗组加用参苓白术汤，疗程为 30d，观察两组肠镜积分、有效率及复发率。结
果：治疗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肠镜积分改善明显优于对照组，复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结论：参苓白术汤能明显提高溃疡性
结肠炎患者疗效，降低复发率。
【关键词】 溃疡性结肠炎；脾气虚弱证；参苓白术汤；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clinical effects of the modified Shenling Baizhu decoction on treating temper weakness
ulcerative colitis. Methods: 30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15 for each.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the normal treatment,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the modified Shenling Baizhu decoction more, comparing clinical results after 30 days.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and the colonoscopy integral improvement in the treated group i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and the recurrence rat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The modified Shenling Baizhu decoction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in treating
temper weakness ulcerative colitis.
【Keywords】 Ulcerative colitis; Weakness of temper; Shenling Baizhu decoction;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17
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是一种病因尚不

共识（草案）[2]。主症：①腹泻、便溏，有黏液或少量脓血；

十分清楚的直肠和结肠慢性非特异性炎症性疾病。病变部位主

②纳差食少；③肢体倦怠；④舌质淡胖或有齿痕，苔薄白。次

要限于大肠粘膜与黏膜下层。临床表现为腹泻、黏液脓血便、

症：①腹胀肠鸣，②腹部隐痛喜按，③面色萎黄，④脉细弱或

腹痛。病情轻重不等，多呈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程。多见于青壮

濡缓。具备主症 2 项（第①项必备）加次症 2 项，或主症第①

[1]

年，近年发病率有明显增加 。由于其病因和发病机制很复杂，

项加次症 3 项。

目前尚未完全阐明，单纯西药治疗疗效较低，且复发率较高。

1.3 病例选择

笔者在西医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中药汤剂内服，取得较好疗
效，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纳入标准：符合西医诊断标准，符合中医脾气虚弱证候辨
证诊断标准，16 岁≤年龄≤60 岁。排除标准：合并有肠梗阻、
肠穿孔、结肠癌、直肠息肉及肛门疾患者，合并严重肝肾疾病
者，合并心功能衰竭者，精神病患者，妊娠期或哺乳期妇女。
1.4 治疗方法

30 例病例均来自我院 2010 年 1 月～2012 年 8 月门诊及住

各组予以常规治疗，包括一般营养支持治疗、口服柳氮磺

院患者，病程 8 个月～5 年。随机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

吡啶等。治疗组另给予参苓白术汤（人参 8g，炒白术 15g，茯

组 15 例，其中男 9 例，女 6 例；年龄最小 28 岁，最大 42 岁，

苓 12g，炒山药 30g，陈皮 10g，木香 12g，砂仁 7g，炙黄芪

平均（34.2±3.7）岁；对照组 15 例，其中男 10 例，女 5 例；

20g，白扁豆 10g，炒薏苡仁 20g，炙甘草 6g）
，1 剂/d，分早晚

年龄最小 27 岁，最大 44 岁，平均（34.3±4.2）岁。两组在性

2 次口服。疗程为 30d。

别、年龄、病程等方面经统计学分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5 疗效标准

（P>0.05）
，具有可比性。

参照对我国炎症性肠病诊断治疗规范的共识意见[3]。显效

1.2 诊断标准

（或完全缓解）：临床症状消失，结肠镜检查黏膜大致正常；

1.2.1 西医诊断标准：参照溃疡性结肠炎中西医结合诊疗共识

有效：临床症状基本消失，结肠镜复查黏膜轻度炎症或假息肉

（草案）[2]。

形成；无效：经治疗后临床症状、内镜及病理检查无改善。

1.2.2 中医证候诊断标准：参照溃疡性结肠炎中西医结合诊疗

1.6 观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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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两组治疗前后分别行结肠镜检查，并参照 Wallace 法[4]

1.7 统计学方法

对结肠镜表现进行评分（见表 1）
，观察两组积分变化。

采用 SPSS13.0 统计软件分析。所有数据进行正态性检验，
计数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x ± s ）表示。采用 t 检验与 x2 检

1.6.2 观察两组有效率及 6 个月复发率。

验；当 P<0.05 具有统计学差异，P<0.01 为差异具有高度显著

表 1 结肠镜表现评分表

性。

结肠镜表现

分值

黏膜无损伤

0分

2

结肠黏膜充血、水肿，但无溃疡

1分

2.1 两组治疗前后结肠镜表现积分比较

黏膜颗粒状、质脆易出血，有 2～3 处溃疡

2分

黏膜附着脓性分泌物，病变弥漫分布，有多

果

治疗组患者治疗后的积分明显低于治疗前（P<0.01），治
疗组患者治疗后的积分低于对照组治疗后（P<0.05）
。见表 2。

3分

处溃疡

结

表 2 两组治疗前后结肠镜积分比较（ x ± s ）
n

组别
治疗前

治疗组

2.60±0.88

15

治疗后
治疗前

对照组

积分

0.87±1.11**

△

2.60±0.80

15

治疗后

1.8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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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组复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1）
。见表 3。

结果示治疗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治疗
表3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n（%）]
n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治疗组

15

9（60）

5（33.33）

1（6.67）

对照组

15

3（20）

6（40）

6（40）

总有效

复发
**

14（93.33）

2（13.33）**

9（60）

6（40）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1。

3

讨

论

溃疡性结肠炎是一种病因不明的病变主要限于结肠的黏
膜的慢性非特异性结肠炎，单纯西药疗效较差。中医学据其临
床表现等当属“泄泻”范畴，《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有“湿
盛则濡泻”之记载。
《难经》亦谓“湿多成五泄”
。张景岳认为
“凡泄泻之本，无不由于脾胃”。因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若
长期饮食失调，或劳倦内伤，或久病缠绵，均可导致脾气虚弱，
不能运化水谷精微，以致水反为湿，谷反为滞，湿滞内停，清
浊不分，混杂而下，遂成泄泻。
参苓白术汤源自《太平惠民合剂局方》
，方中人参、白术、
茯苓益气健脾渗湿合为君药。炒山药健脾止泻，白扁豆、薏苡
仁健脾渗湿，共为臣药。砂仁醒脾和胃、行气化滞为佐药。炙
甘草补脾益气，缓急止痛，调和诸药，为使药。全方共奏益气

治疗后肠镜积分均低于治疗前（P<0.05 或 P<0.01）
，治疗组与
对照组治疗后肠镜积分有差异（P<0.05），提示参苓白术汤不
仅能有效改善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临床症状，且能明显降低患
者肠镜积分。由此说明参苓白术汤对溃疡性结肠炎脾气虚弱证
疗效确切。
参考文献：
[1]陆再英,钟南山.内科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410
[2]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系统专业委员会.溃疡性结肠炎中西医结合诊
疗共识(草案)[J].中国中西医结合消化杂志,2011,19(1):61-65
[3]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炎症性肠病协作组.对我国炎症性肠病诊断治
疗规范的共识意见[J].中华消化杂志,2007,27(8):545-550
[4]Wallace J L, Keenan C M, Gale D, et al. Exacerbation of experimental colitis
by 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s is not related to elevated leukotriene B4

健脾、渗湿止泻之功。脾主运化水湿，脾主肌肉，溃疡性结肠

synthesis[J]. Gastroenterology,1992,102(1):18-27

炎多有肠道粘膜水肿，肠粘膜的保护和修复需赖气血的旺盛，

[5]贺海辉,沈洪.健脾益气法在溃疡性结肠炎治疗中的应用[J].中国中医药信

通过健脾益气，脾虚转健，正气转旺，则肠疾亦愈[5]。

息杂志,2011,18(2):89-90

本研究表明，在两组常规治疗均衡的情况下，加用参苓白
术汤的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3.33%，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60.0%，

作者简介：

其疗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表明治疗组临床疗效优

何昌能（1967-），男，本科，主治医师。

于对照组，且复发率治疗组明显低于对照组（P<0.01）
。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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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病中医证型分布规律的临床研究
Clinical research on the TCM distribution of hypertension
杨国棠 黄金花
（深圳市龙岗中心医院，广东
中图分类号：R259.441

深圳，5181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2-0034-02

证型：BDG

【摘 要】 目的：探讨高血压病中医证型分布规律。方法：156 例高血压患者，采用问卷调查和中医辨证论证的方法。结果：
辨证分型从高向低依次为肝火亢盛型>痰湿壅盛型>阴虚阳亢型>阴阳两虚型，4 型证型的体重、病程、性别、年龄差异有非常显著
性意义，身高差异无显著性意义。结论：探讨高血压病中医证型分布规律对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高血压病；中医证型分布规律；临床研究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TCM distribution of hypertension. Methods: Take questionnaires and TCM argumentation
methods to investigate 156 cases of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Results: The syndrome type were divided into the Ganhuo hyperactivity
type>phlegm dampness type>Yinxu Yangkang type>Yinyang deficiency type from high to low, the weight, duration of disease, gender and
age of 4 types had a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 but the height difference has significant meaning. Conclusion: It has important meanings to
investigate the TCM distribution of hypertension in the integrative research.
【Keywords】 Hypertension; TCM distribution; Clinical research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18
2002 年国家卫生部调查显示，我国年龄大于 60 岁的老年

下类型：肝火亢盛型、痰湿壅盛型、阴虚阳亢型以及阴阳两虚型。

高血压患病率已达 49.1%[1]，是老年最常见慢性病，但仅 32.2%

1.2 方法

接受治疗，控制率仅为 7.6%。为了研究老年高血压病中医中医

同时通过问卷调查记录其他情况，如高血压病程、身高、

证型的分布规律以及主要证型与高血压病程、体重、身高、年

体重、年龄，研究总结后由相关专业人员进行统计学处理[2]。

龄等的相关性及其规律，对该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效果进行分

1.3 诊断方法
对高血压诊断主要是参照 2005 年的时候国家发布的高血

析。具体结果分析如下。
1

压预防指南。

资料与方法

中医辨证标准主要是参照 2002 年国家卫生部颁发的《中

1.1 资料

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中的中药高血压病诊断分型标准。

通过电脑系统随机选取我院 2011 年 2 月～2012 年 5 月收治

1.4 统计学方法

156 例高血压病患者。其中男性患者 88 例，女性患者 68 例；年

本次研究所有患者的临床资料均采用 SPSS15.0 统计学软

龄最大的为 78 岁，年龄最小的为 30 岁，平均年龄为 63.22 岁；

，计数资
件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加减标准差表示（ x ± s ）

患者的病程最长为 11.5 年，病程最短为 6.3 年，平均病程为（8.81

料采用 t 检验，组间对比采用 x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显著性，

±8.95）年；患者高血压分期如下：72 例患者为 1 期，25 例患者

有统计学意义。

为 2 期，59 例患者为 3 期。所有患者的诊断标准以及分期标准，

2

均是以 WHO 发布的《高血压指南》
（1999 年）当中对于高血压

结

果

全部病例根据中医辨证分型分为 4 型，各型按比例高低排

的定义还有分类内容为标准；对患者的辨证分型，主要以《中药

列：肝火亢盛型>痰湿壅盛型>阴虚阳亢型>阴阳两虚型。

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相关内容作为参考，将所有患者分为以
表 1 高血压的证型与身高、体重、年龄关系

年龄（岁）
证型（n）

身高（cm）

体重（kg）

肝火亢盛型（78）

163±6.6

痰湿壅盛型（33）
阴虚阳亢型（27）

31～40

41～50

51～60

>60

71.5±10.1

2

18

24

34

162±5.8

67.7±12.5

1

11

8

13

164±3.7

65.6±7.0

0

6

7

14

阴阳两虚型 18 例

162±8.5

66.8±7.5

0

0

0

18

P值

>0.05

>0.05

<0.01

<0.01

<0.01

<0.01

注：从表 1 中可以看出 4 型证型的体重、病程、性别、年龄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P<0.01）
；身高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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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问卷调查得知，156 例高血压患者，男 88 例，女 68

经过相关实践研究显示，较为年轻的患者（<60 岁）
，大多

例，男性患者高于女性患者；高血压病的病程，肝火亢盛型为

数的都是属于痰湿壅盛型，这个类型的患者大部分都会变现出

（6.3±8.61）年，痰湿壅盛型为（7.6±6.97）年，阴虚阳亢型

神疲乏力、喘促还有气短等典型的气虚证表现，也就是此类患

为（8.44±7.19）年，阴阳两虚型为（11.5±8.78）年，4 型间

者经常会有气虚以及痰湿两种症状同时合并出现，两者之间又

高血压病病程阴阳两虚型平均病程最长，表明高血压病病程较

起到一个互辅互助的因果作用，通常情况下单纯出现痰湿壅的

长者多表现为阴阳两虚。其中 4 个类型里面患者的体重以及身

概率并不高。高血压病大多数患者均是中老年人，人到中年以

高等对比无显著差异性（P>0.05）；肝火亢盛型患者相对于其

后皮肾之气会呈现一种逐渐衰退的趋势，正气先虚，在我国如

它类型患者，在体重方面存在有显著差异性（P<0.01），其它

广州地区等，地理位置处于南方，气候炎热且热期持续时间较

三组类型患者体重对比之间无显著差异性（P>0.05）。这个对

长，人们都喜欢贪凉饮冷，导致对于脾胃的阳气有了很大的伤

比提示了肝火亢盛型患者大多数体重较高。

害，脾气虚弱之下痰浊内生，且南方地区很多均是潮湿多雨，

3

讨

因此人们生痰的概率更高，在南方地区高血压患者主要是以气

论

虚痰湿辨证类型最为多见。

本研究表明，阴阳两虚及阴虚阳亢型偏于虚证的发病率在

本研究对于进一步制定统一的高血压病中医辨证分型标

60 岁以上，肝阳上亢及痰湿壅盛偏于实证型则主要集中在小于

准，有效指导高血压病的中医临床治疗和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

60 岁这样的年龄段，随着年龄的增长，高血压病由实证变为虚

具有重要意义。

证，早期表现为肝火亢盛，后期表现为阴阳两虚型。
通过问卷调查得知，156 例高血压患者，男 88 例，女 68

参考文献：

例，性别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P<0.01），这符合高血压病

[1]张德勤.方显明高血压病中医证型及其客观指标的临床研究进展[J].广西

的特征，男性的发病率高于女性。

中医学院学报,2010(4)

高血压病患者证型中以肝火亢盛证型和痰湿壅盛为主，从

[2]胡嵘.高血压病中医证型的现代医学研究进展[J].江苏中医药 2004,25(7)

中医角度来看，随年龄增加肾气减少，脏气虚衰，升降失调，
从而导致头晕、目眩、头重脚轻等高血压症候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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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例原发性高血压中西医结合治疗体会
Experience for treating 35 cases of hypertension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杨倩宇
（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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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45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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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中西医结合治疗原发性高血压之临床疗效。方法：将入选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各 35 例，对
照组给予尼群地平和卡托普利口服，实验组在此基础上通过辨证论治给予中药方剂口服。结果：实验组在临床显效率及总有效率
方面均明显优于对照组。结论：中西医结合可有效治疗原发性高血压，且疗效显著。
【关键词】 原发性高血压；辨证论治；中西医结合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in treating hypertension. Methods: 7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35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nitrendipine and
captopril, the experimental group on the basis of differential treatment was given TCM medicine oral. Resul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clinical significant efficiency and total efficiency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treating hypertension.
【Keywords】 Hypertension; Differential treatment;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19
高血压为临床常见病多发病之一，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

选择 2010 年 3 月～2012 年 9 月间来我院就诊之原发性高

生活方式的改变，其发病率呈连年上升驱势，严重威胁着中老

血压患者 70 例，并符合 1999 年《中药（新药）高血压治疗指

年患者的生命健康。自我院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本病以来，取

南》诊断及分级标准并参考文献[1]。按就诊之顺序随机分为实

得较理想之疗效，现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验组与对照组各 35 例。实验组 35 例中，男性患者 19 例，女
性患者 16 例；年龄在 31～70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54 岁；病
程最短 1 年，最长达 14 年，平均 6.8 年；轻度患者 15 例，中
度患者 13 例，重度患者 7 例。对照组 35 例中，男性患者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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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例，女性患者 14 例；年龄在 33～68 岁间，平均 52 岁；病程

2.4.2 不良反应

最短 4 年，最长达 13 年，平均 6.8 年；轻度患者 17 例，中度
患者 12 例，重度患者 6 例。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病程及
患病程度等方面，经统计学处理 P>0.05，未见明显性差异，具
有可比性。

治疗过程中，实验组患者有 1 例出现头痛、头晕及大便干
燥症状，对照组出现 3 例，经对症治疗好转。
3

讨

论

高血压是临床最常见的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病的治疗最重

1.2 排除方法
排除继发性高血压病患者；排除年龄在 30 岁以下者或年

要的是进行降压治疗，但更重要治疗的同时不能损害靶器官，

龄在 70 岁以上者，并排除妊娠或哺乳期妇女；排除合并有心、

或及早预防可能对靶器官产生的损害因素，从而提高患者的生

脑、肾、肝功能不全者或（和）精神病患者；排除对本药过敏

存质量及寿命。西药治疗具有降压迅速、可靠之特点，但用药

者和不配合用药治疗患者。

较局限，常需联合用药，存在有较多的不良反应，如可影响血

2

治

糖、血脂及血尿酸代谢，可引发患者心悸、头痛、高血钾症等，

疗

因而不利于长期使用和治疗。

2.1 治疗方法

中医学中无高血压之病名，但依据其临床表现应归属“眩

两组患者均给予尼群地平 10mg，口服，3 次/d，卡托普利

晕”
、
“头痛”等的范畴，
《内经》云：
“诸风掉眩，皆属于肝”，

25mg，口服，3 次/d，治疗期间所有患者均根据血压情况的改

又如张景岳云：
“无虚不能作眩”
，说明其的发生多于“肝肾”

变给予适当调整药物剂量，并对有并发症者给予对症治疗。

两脏密切相关。临床发现，本病发展的早期多属肝阳上亢，发

实验组在以上治疗的基础上，给予中医辨证治疗。中医辨证

展中期多属风痰阻络，而晚期常表现为肝肾阴虚或者阴阳两

分型的标准是参照《新药治疗高血压临床研究指导原则》给予分

虚，而以上证侯又可随致病因素的改变，相互转化，因此临床

型的并参考文献[2]。基本分为以下四型。第一，肝阳亢盛型，症

治疗应根据不同证侯特点及分期给予辨证论治[2]，如早期肝阳

见：头晕且痛，目赤，口苦，胸胁胀痛，烦躁易怒，失眠多梦，

亢盛型，应以平降肝阳为治则，方选龙胆泻肝汤为主；阴虚阳

舌红，苔薄黄腻，脉弦数，以平降肝阳为治则，方选龙胆泻肝

亢型，以滋阴潜阳为治则，方选天麻钩藤饮为主；肝肾阴虚型，

汤，并进行化裁加减；第二，阴虚阳亢型，症见：眩晕耳鸣，

以滋肝养肾为治则，方选六味地黄汤主；阴阳两虚型，则以养

头痛且胀，遇劳或恼怒加莺，肢麻震颧，失眠多梦，舌红，苔
黄，脉弦细数等，以滋阴潜阳为治则，方选天麻钩藤饮，并随
证加减；第三，肝肾阴虚型，症见眩晕头痛，失眠心悸，精神
不振，耳鸣耳聋，面唇紫暗，舌有瘀斑，脉弦涩或细涩，以滋肝
养肾为治则，方选六味地黄汤主，并给予加减；第四，阴阳两虚
型，症见：头晕目眩，动则加剧，遇劳则发，面色恍白，心悸，
失眠，舌淡，苔薄白，脉细弱，以养阴助阳为则，方以二仙汤为
主，并给予加减。以上中药使用方法，均为水煎口服，1 剂/d，分
早晚两次温服，28d 为 1 个疗程，连用 3 个疗程后观察疗效。
2.2 观察指标
定时测量血压并观察降压的效果、症状改善情况和用药后
不良反应。

加减。众所周知，患者一旦确诊为高血压病常需终身服药，所
以抗高血压药物应具有高效、长效，并无副作用或副作用轻微
之特点。中医药治疗从病因出发，改善症状的同时又可以标达
本，标本兼治，不仅如此，临床发现中西药治疗还可减轻西药
的副作用之作用。本案结果显示，实验组在显效率（85.71%）
和总有效率（97.14%）方面明显优于对照组（显效率 65.71%，
总有效率为 91.42%）
，且副作用亦优于对照组（1∶3）
。
尼群地平是钙离子拮抗剂，降压的同时，又可保护心、肾
等靶器官，且副反应则较低，是临床最常用且对亚洲人有效的
降压药物之一，卡托普利是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可有效
降压，对心肌梗死、脑卒中或心血管病死亡的危险因素及糖尿

2.3 降压疗效标准[3]
以舒张压下降≥15mmHg 并达到正常范围，或者舒张压虽
未降至正常，但已下降 15～20mmHg 为显效；以舒张压下降≤
15mmHg，但已达到正常范围，或者舒张压下降 10～15mmHg，
但未达到正常范围，或收缩压较治疗前下降≥30mmHg 为有
效。以未达到以上标准为无效。

病的发生[4]。
综上所述，中西医结合充分发挥中西药优势，在治标的同
时兼治本，因而取得较理想之治疗效果，值得做进一步研究与
探讨。
参考文献：

2.4 结果

[1]吕放光.中西医结合治疗原发性高血压 65 例临床疗效比较[J].中国组织工

2.4.1 降压疗效
实验组 35 例中，显效率为 85.71%，总有效率为 97.14%，
对照组显效率为 65.71%，总有效率为 91.42%。两组相比较，
▲

实验组在显效率及总有效率方面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5，
＊

P<0.05，差异性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1）
。

例数

显效

程研究与临床康复,11(52):10480-10482
[2]任江华.中西医结合治疗原发性高血压的临床分析[J].中国实用医药,
2010,5(16):79-80
[3]佟淑兰.中西医结合治疗原发性高血压临床观察[J].临床合理用药,2011,4
(5B):74-75
[4]诸骏仁.高血压病最佳治疗(HOT)的研究及其启示[J].中华内科杂志,1999,

表 1 两组疗效比较 [n（%）]
组别

阴助阳为治则，方以二仙汤为主等，并可根据临床之特点随证

有效

无效

▲

总有效率
＊

实验组

35

30 （85.71） 4（11.43） 1（2.86）

97.14

对照组

35

23（65.71）

91.42

9（25.71） 3（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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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和肝脾为主治疗慢性非萎缩性胃炎伴平坦糜烂的
临床研究
Clinical study on treating chronic non atrophic gastritis with erosion flat by
reconciling the liver and spleen
刘一星
（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广东 中山，528400）
中图分类号：R573.3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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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型：IDBG

【摘 要】 目的：观察自拟调和肝脾中药对慢性非萎缩性胃炎伴平坦糜烂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84 例慢性非萎缩性胃
炎伴平坦糜烂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两组均以雷尼替丁胶囊治疗 8 周，治疗组同时服用自拟调和肝脾中药，疗程结束后，
对比两组治疗前后临床症状总积分、内镜下表现及 HP 根除的变化。结果：2 组治疗后症状总评分、胃镜下炎症评分均降低，与本
组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治疗组症状总积分及胃镜下炎症评分降低降低情况优于对照组，具统计学意义
（P<0.05）
；2 组 Hp 根除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自拟调和肝脾中药能更有效地改善慢性非萎缩性胃炎伴平坦糜
烂患者的临床症状及胃镜下胃黏膜炎症的修复。
【关键词】 慢性非萎缩性胃炎；中医疗法；调和肝脾
【Abstract】 Objective：To observe clinical effects of reconciling the liver and spleen on treating the chronic non atrophic gastritis
with erosion flat. Methods: 84 cases of chronic non atrophic gastritis with erosion flat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eated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two groups were given treatment of ranitidine capsules eight weeks. In this foundation, patients in treated group were given
reconciling the liver and spleen TCM therapy more. After the end of treatment, compare the total score of clinical symptoms, endoscopic
findings and Hp eradication rate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Treated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reduced the total symptom score and
gastroscope inflammation score after treatment,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treated group
was more effective in any above aspects,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P<0.05). However,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comparison of Hp eradication rate (P>0.05). Conclusion: Reconciling the liver and spleen TCM medicine is effective on treating the
chronic non atrophic gastritis with erosion flat.
【Keywords】 Chronic non-atrophic gastritis; TCM therapy; Harmonization the liver and splee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20
慢性胃炎按照传统的悉尼分类标准，分成萎缩性胃炎和非

性胃炎共识意见[2]；③以消化道症状就诊的患者，1 周内经内

萎缩性胃炎，伴胃粘膜糜烂者又分为平坦糜烂和隆起糜烂，笔

镜及病理诊断为慢性非萎缩性胃炎伴平坦糜烂。

者从调和肝脾为主对慢性非萎缩性胃炎伴平坦糜烂患者进行

1.3 排除标准
①经胃镜及病理诊断为慢性萎缩性胃炎、胃癌、消化性溃

治疗，取得了较好的临床疗效。汇报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84 例患者均为 2010 年 1 月～2012 年 12 月期间我院消化
门诊及住院病人，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 42 例，
其中男 24 例，女 18 例，年龄 18～65 岁，平均（40.7±9.45）
岁，病程 3 个月～6 年；对照组 42 例，男子 22 例，女 20 例，

疡及慢性非萎缩性胃炎伴息肉、重度异型增生者；②特殊类型
胃炎；③有严重的心、肝、肾及其他系统疾病；④妊娠或哺乳
期妇女。
2

研究方法

2.1 内镜检查及 Hp 诊断
慢性胃炎诊断参照我国慢性胃炎内镜分型标准[3]，选取慢

年龄 18～67 岁，平均（41.8±7.89）岁，病程 2 个月～6 年；2

性非萎缩性胃炎伴平坦糜烂病例，于胃窦取 1 块黏膜做快速尿

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素酶试验，同时于胃窦距幽门 3cm 处及胃体各取 l 块组织行组

1.2 纳入标准

织学检查。以快速尿素酶试验阳性或病理证实阳性判断为 Hp

①中医诊断参照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系统疾病专业
委员会 2011 年天津慢性胃炎中西医结合诊疗共识意见[1]；②西
医诊断标准参照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 2006 年上海中国慢

阳性。
2.2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中凡 Hp 阳性患者，先予标准三联（奥美拉唑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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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溶片 20mg，2 次/d＋替硝唑胶囊 0.5g，2 次/d＋克拉霉素 0.5g，
2 次/d）治疗 1 周，1 周后入组治疗，其他所有患者均予以 H2

由表 2 可看出，两组治疗后胃镜下炎症评分均降低，与本
组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治疗组胃镜

受体拮抗剂治疗，口服雷尼替丁胶囊 0.15mg，2 次/d。治疗组

下炎症评分降低情况优于对照组，具统计学意义（P<0.01）
。

除上述治疗外同时服用自拟调和肝脾中药汤剂，方药组成：白

3.3 Hp 根除率比较

芍 15g，甘草 5g，云苓 15g，白术 15g，郁金 15g，佛手 10g，
香附 10g，川朴 10g，枳壳 15g，神曲 10g，救必应 15g，蒲公
英 20g，海螵蛸 20g。煎服法：上药加清水 1000ml 煎至 250ml，
温服，1 剂/d。

治疗组 Hp 根除率 88.6%，对照组 84.1%，两组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
。
4

讨

论

慢性胃炎的发病因素尚不完全清楚，现认为幽门螺杆菌感

2.3 疗程和观察内容
两组均治疗 8 周为 1 个疗程，所有病例于治疗开始前记录

染为慢性活动性胃炎的主要病因，饮食、环境亦为相关因素，

各患者临床症状（上腹痛、上腹胀、烧心、嗳气和反酸）情况

部分慢性胃炎患者可无任何症状，有症状者主要为上腹痛、上

并予评分，记录胃镜下胃黏膜病变程度，并根据糜烂程度，并

腹胀、早饱、嗳气、反酸等非特异性的消化不良症状。研究证

予评分，治疗开始后患者每周复诊 1 次，记录患者临床症状的

实精神因素在功能性消化不良中起作用，同时也与慢性胃炎消

变化，8 周（疗程结束）时再予各临床症状评分。疗程结束后

化不良症状发生相关[2]，但精神因素是否与慢性胃炎胃粘膜炎

复查胃镜，观察胃镜下胃粘膜炎症情况并予评分，取胃窦及胃

症相关却并不明确，临床治疗过程中发现部分患者虽临床症状

体黏膜各 1 块行组织学检查，观察 Hp 感染情况及胃黏组织学

有所缓解，但胃粘膜糜烂却持续存在，仔细观察这些患者发现

改变。

他们往往精神较紧张，对于这些患者配合调和肝脾中药往往能

2.4 症状评分

提高疗效。

症状严重程度评分标准如下：0 分：无症状；1 分：症状

慢性胃炎属中医“胃脘痛”
、
“痞满”等范畴。
《素问•玉机

较轻；2 分：症状明显，部分响日常工作及生活；3 分：症状

真脏论》云“五脏者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脏之本也”。脾胃居

严重，影响日常工作及生活，需要服药。

中央，属土，脾为阴脏，胃为阳腑，脾经自足走胸，络胃，主
升；胃经自头走足，络脾，主降，脾升胃降，为升降之枢轴，

2.5 胃镜评分
[3]

内镜下胃黏膜病变程度根据糜烂程度分为 I、II、III 级 ，

脏腑功能的正常发挥全赖脾胃升降功能的正常运行，肝木克脾

相应评为 1、2、3 分，糜烂消失者为 0 级评为 0 分。

土，若肝脾不和，则脾胃升降运化功能失常，可见痞满、嗳气、

2.6 数据统计分析

胃脘疼痛等症，本研究以调和肝脾为治法拟方，方中以云苓、

统计分析软件应用美国的 SAS 统计分析软件，计量资料采

白术健脾化湿，白芍、甘草和肝泄木，郁金、佛手、香附疏肝

（均数士标准差）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
用（ x ± s ）

解郁，使肝气得舒，脾气得以升清，辅以厚朴、枳壳、神曲理
气消胀，使胃气得降，再佐以救必应、薄公英清热祛湿，全方

2

用 x 检验，P<0.05 时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

以调和肝脾为主，兼以理气、消胀、清湿热，在缓解临床症状、

果

促进胃镜下胃粘膜炎症的修复等方面均取得良好效果，治疗组

3.1 临床症状总积分改善程度比较见表 1。

症状总积分降低情况优于对照组，P<0.05，具统计学意义；并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症状总评分（ x ± s ，n＝42）

且治疗组胃镜下炎症评分降低情况优于对照组，P<0.01，具统

治疗组

评分
症状总积分

计学意义；治疗组幽门螺杆菌根除率优于对照组，但无统计学

对照组

治疗前

治疗后

4.12±0.27

0.96±0.12

治疗前
﹡

意义，P>0.05。
治疗后

4.10±0.31

﹡

1.84±0.11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治疗慢性胃炎的疗效判定应含病理组
﹡△

织学的疗效判定，本研究组患者因费用的原因，相当部分患者

△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 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P<0.05。

未能在疗程结束后复查病理行组织学的检查，故未能从病理组

由表 1 可看出，两组治疗后症状总评分均降低，与本组治
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治疗组症状总积

织学方面进行疗效判定，这也是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参考文献：

分降低情况优于对照组，具统计学意义（P<0.05）
。
[1]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系统疾病专业委员会.慢性胃炎中西医结合诊

3.2 胃镜疗效比较

疗共识意见(2011 年天津)[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12,6:738-743

见表 2。

[2]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中国慢性胃炎共识意见(上)(2006,上海)[S].中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胃镜下糜烂评分（ x ± s ，n＝42）
治疗组

评分
症状总积分

对照组

治疗前

治疗后

3.92±0.36

0.93±0.15

﹡

华消化杂志,2007,1:45-49

治疗前
﹡

[3]于中麟.慢性胃炎的内镜分型分级标准及治疗的试行意见[J].中华消化内
治疗后

3.89±0.34

2.10±0.10
△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 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P<0.01。

镜杂志,2004,21(2):77-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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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腰椎骨质增生的临床疗效研究
Clinical research on treating lumbar spine bone hyperplasia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崔庆奎
（贵州省威宁县人民医院，贵州 威宁，553100）
中图分类号：R6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2-0039-02

【摘 要】 目的：探讨中西医结合治疗腰椎骨质增生的临床疗效。方法：选自 2011 年 1 月～2012 年 1 月进行我院进行治疗
的 90 例腰椎骨质增生患者。将这 90 例患者随机分为 3 组，每组 30 例。一组为中药治疗组，一组为西药治疗组，一组为中西医结
合治疗组。对中药治疗组的患者采取中药治疗的方式，对西药治疗组的患者采取西药治疗的方式，对中西医结合治疗组的患者采
取中药西药结合治疗的方式进行治疗。临床研究为 4 周，对比这三组患者在治疗四周后的临床疗效。结果：中药治疗组的临床总
有效率为 86.7%。西药治疗组的临床总有效率为 90%。中西医结合治疗组的临床总有效率为 96.7%。结论：中西医结合治疗腰椎
骨质增生的有着很好的临床疗效，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中西医结合；腰椎骨质增生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on treating lumbar spine bone hyperplasia.
Methods: 90 patients with lumbar spine bone hyperplasia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1 to January 2012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3 groups, 30 in each group. A group of TCM medicine group, a group of modern medicine group, a group for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group. The TCM medicine group was given TCM medicine treatment; the modern medicine group was given modern medicine
treatment,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group was give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The clinical study was four weeks, comparing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three groups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The clinical total efficiency in the TCM treatment group was 86.7%, the modern
medicine treatment group was 90% and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was 96.7%. Conclusio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was effective on treating
lumbar spine bone hyperplasia,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Lumbar spine bone hyperplasia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21
腰椎骨质增生主要由于患者的活动多、负重大导致的骨和

脂 15g，葛根 30g 为 1 剂，打磨成末，温水服用，每日早晚各

关节发生病变。并且随着患者的年龄的增长会发生骨质疏松，

1 剂；对西药治疗组的 30 例患者采用口服布洛芬 30mg/次，3

或者由于患者的外伤和劳损诱发关节增生肥大等并发症。由此

次/d；服用维生素 B6 25mg/次，3 次/d；对中西医结合治疗组

可见，腰椎骨质增生严重的威胁着人类的身心健康[1]。腰椎骨

的患者采用上述中药治疗组采用的中药和西药治疗组采用的

质增生的发病率较高，病程长，对劳动的损害非常的大。因此，

西药进行中药和西药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治疗。
临床治疗为 4 周。

本文主要探讨了中西医结合治疗腰椎骨质增生的临床方法，从

分析 3 组患者的治疗后的临床疗效。

而寻找治疗腰椎骨质增生的有效方法。现将具体报告如下。

1.3 疗效评定标准

1

依照我国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关于腰椎骨质增生的疗

资料与方法

效标准。治愈：疼痛消失，关节活动正常。显效：疼痛有所减

1.1 一般资料
选自 2011 年 1 月～2012 年 1 月进行我院进行治疗的 90 例
腰椎骨质增生患者。其中男性患者 50 人，女性患者 40 人。年

轻，关节活动基本正常。有效：疼痛略微有所减轻，关节活动
稍有好转。无效疼痛无变化，关节功能无改变。
1.4 统计学方法

龄在 35～65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41 岁。将这 90 例患者随机分
为 3 组，每组 30 例。一组为中药治疗组，一组为西药治疗组，
一组为中西医结合治疗组。中药治疗组男性患者 18 人，女性患
者 12 人。西药治疗组男性患者 19 人，女性患者 11 人。中西医
结合治疗组男性患者 13 人，女性患者 17 人。三组患者在年龄

采用 SPSS20.0 软件进行统计，对计量资料采用卡方检验，
P<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通过为期四周的临床研究，得出相应的临床结果。中药治

构成和性别构成上无明显差异，具有临床资料的可比性。

疗组的临床总有效率为 86.7%。西药治疗组的临床总有效率为

1.2 治疗方法

90%。中西医结合治疗组的临床总有效率为 96.7%。具体如表 1

对中药治疗组的 30 例患者，采用桂枝 10g，炙草 10g，白
芍 30g，威灵仙 30g，杜仲 15g，狗脊 15g，桑寄生 30g，补骨

所示。
（下转 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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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肺源性心脏病合并心力衰竭的
临床分析
Clinical analysis of treating chronic pulmonary heart disease combined with
heart failure by integrative medicine
陈 玲 白黎峰 李占江 王红玉 王延荟
（河南省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河南 平顶山，46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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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中西医结合疗法对肺源性心脏病合并心力衰竭的临床治疗效果。方法：将我院自 2009 年 6 月～2011
年 6 月收治的 96 例患有肺源性心脏病心力衰竭的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对照组采用西医常规治疗，治疗组是在西医治疗
的基础上结合中药制剂生脉注射液和黄芪注射液进行联合治疗。结果：对照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79.2%，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5.8%，
且治疗组中患者临床症状改善时间优于对照组，P<0.05，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采用西医联合生脉注射液和黄芪注射液
对于治疗肺源性心脏病联合心力衰竭的疗效显著，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慢性肺源性心脏病；心力衰竭；中西医结合；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clinical effects of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therapy on treating chronic pulmonary heart disease
combined with heart failure. Method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09 to June 2011, 96 patients with pulmonary heart disease
combined with heart failur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eated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routine
modern medicine,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the TCM preparation Shengmai injection and Huangqi injection combination therapy.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79.2%, 95.8% in the treated, and the clinical symptoms improved tim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P<0.05, the difference ha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Conclusion: The modern medicine combined with the Shengmai
injection and Huangqi injection was effective in treating chronic pulmonary heart disease combined with heart failure, worthy of a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Chronic pulmonary heart disease; Heart failure; Integrative medicine;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22
肺源性心脏病简称肺心病，是由于肺部疾病导致右心室的

给予吸氧、抗（控制）感染、祛痰、平喘、改善呼吸道功能、

负荷增加，致使右心室扩大的一种疾病。这是一种临床常见病

合理的使用利尿剂和强心剂、纠正酸碱平衡以及水电解紊乱等

与多发病，在临床中分为急性与慢性两种，其中慢性在临床中

[2]

尤为常见。西医治疗通常是以控制呼吸道感染，以改善患者的

5%的葡萄糖溶液 250ml 中静滴，并且还需要 40ml 的丹参注射

呼吸功能与控制心力衰竭为主要治疗目的。选取我院自 2009

液也是加入到 5%的葡萄糖溶液 250ml 中静滴，两种药物均为

。观察组患者在此基础上给予 50～80ml 的生脉注射液加入到

年 6 月～2011 年 6 月内科收治的 96 例患有肺源性心脏病心力

每天 1 次静滴。治疗两周过程中观察患者的体征、临床症状以

衰竭的患者，将分组治疗后的效果报告如下。

及心电图、血常规等变化。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1.3 疗效标准
显效：患者的临床体征及症状完全缓解或者有明显的好
转，肺罗音消失，心功能等级改善 2 级，患者下肢的水肿明显

本研究选取的病例均符合全国肺心病专业会议修订的慢

消退；有效：患者的临床体征以及症状有所缓解，心功能改善

性肺源性心脏病心力衰竭的治疗标准[1]。并排除了因为其他的

1 级，肺罗音有所减轻，下肢水肿有所减退；无效：患者的临

疾病导致的心力衰竭，其中男性 54 例，女性 42 例，年龄为 36～

床症状以及体征没有减轻的迹象，心功能丝毫没有改善，病情

71 岁，平均年龄（43.8±5.6）岁，其中心功能 II 级 25 例，心

甚至出现恶化的状况。

功能 III 级 71 例；将两组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每组

1.4 统计学方法

均为 48 例患者，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构成、心功能以及病
程等方面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临床诊断标准是以《中医临床病证诊断疗效标准》为依据，
气虚血瘀型：咳喘，心悸，胸腹胀满；口唇青紫，肋下痞块或
者痰中带血、乏力等症状，两组患者均给予西医常规疗法治疗，

采用 SPSS16.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患者临床改善所需的时间
两组患者在经过治疗之后，治疗组患者症状改善所需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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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明显少于对照组。将统计结果汇总如表 1。

负荷状态，最终产生了心力衰竭的表现。肺动脉高压的引发原
因非常多，比如，反复的慢性支气管炎以及支气管周围炎症常

表 1 两组患者临床症状改善所需时间

常累及到临近的肺小动脉，使血管壁因炎症的反复侵袭而变

组别

例数（n）

肝肿大

下肢浮肿

口唇紫

咳喘

治疗组

48

4.52±1.81

4.31±1.54

3.02±2.18 4.21±1.32

竭常见于老年人群体，尤其是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病的老年人患

对照组

48

5.96±2.01

5.34±2.01

5.89±1.32 7.21±1.82

者，因为该病有病程长、产生较多的并发症，所以一旦急性发

厚，造成管腔狭窄甚至闭塞；因此，慢性肺源性心脏病心力衰

注：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作，对患者的生命安全造成极为严重的影响。
本研究应用的两种中药注射液中，生脉注射液主要是有红

2.2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参、麦冬、五味子的提取物构成，其主要的作用是活血化瘀。

两组患者经过治疗后，治疗组的总有效率为 95.8%，对照
组的总有效率为 79.2%，将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对比统计如下，

丹参不仅可以解除肺小血管痉挛而且对于冠状动脉扩张起到

见表 2。

一定的作用，可以有效的改善心功能；麦冬的提取物对于心力
衰竭的治疗效果是非常明显的。而黄芪注射液其主要成分是从

表 2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比较 [n（%）]

中药黄芪中提取出来，根据研究表明，黄芪有强心的功效，尤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其是对于失代偿的心脏效果更为明显，而且黄芪能降低血压且

治疗组

48

26

20

2

95.8

对肝脏也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根据本文中的研究也表明，

对照组

48

18

20

10

79.2

西医联合两种中药注射液对于肺源性心脏病合并心力衰竭的

注：x2=6.10；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治疗效果是显著的，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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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三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表（n，%）
组别

人数（n）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中药治疗组

30

5

13

8

4

86.7

西药治疗组

30

6

15

6

3

90

中西医结合治疗组

30

8

14

7

1

96.7

x2

4.1453

4.9835

4.7124

5.4453

5.2321

4.3243

P值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注：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3

讨

通过本次的临床研究，从而得出相应的临床结论，中西医

论

腰椎骨质增生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疾病，其主要是引起患
者的腰腿疼痛，严重的容易导致患者失去劳动能力，严重的影
响着患者的身心健康。中医上常以腰痛、腿痛论治本病。因而
确立了活血通络、补益肝肾的治疗原则[2]。西医以解热止痛药
对腰椎骨质增生进行对症治疗。通过本文临床研究，通过单一

结合治疗腰椎骨质增生有着很好的临床疗效，值得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1]董加萍.补肾壮骨汤治疗腰椎骨质增生 136 例疗效观察[J].山东中医大学
报,2005,29(6):454
[2]程光丽.杜仲有效成分分析及药理学研究进展[J].中成药,2006,28(5):723-

的中药治疗或者西药只要都无法收到较好的临床疗效，本次临

724

床研究采用了中西医结合治疗腰椎骨质增生，通过中药对患者

[3]周起蛟,周端求,刘运清,等.中医药治疗骨质增生症的研究进展[J].湖南中

进行补肾强腰和散寒通络止痛[3]。现代药理证实，威灵仙以及

医杂志,2006,22(4):92-94

杜仲有很好的消肿散结止痛的作用，桑寄生和补骨脂能够进行
血流循环和淋巴循环，能够给疼痛部位组织减胀和减压，进而
改善患者组织的营养代谢的能力。通过西药对患者进行消炎止
痛。实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腰椎骨质增生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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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例肝硬化腹水中西医结合临床分析
A clinical analysis on treating 38 cases of cirrhosis ascites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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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中西医结合治疗肝硬化腹水之临床疗效。方法：回顾分析我院救治之肝硬化腹水患者 75 例，对照组
给予西医药及常规，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服中药自拟方。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 86.85%；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66.67%。治疗
＊

组临床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经统计学比较， P<0.05，具有对比意义。结论：中西医结合可有效治疗肝硬化腹水，疗效显著。
【关键词】 肝硬化腹水；逍遥散；中西医结合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on treating cirrhosis ascites. Method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75 patients with cirrhosis ascites in our hospital,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modern medicine and conventional therapy,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TCM medicine more.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86.85%, the total efficiency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66.67%.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treate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treating cirrhosis ascites.
【Keywords】 Cirrhosis ascites; Xiaoyao powder;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23
肝硬化腹水是肝硬化发展后期最突出的临床表现，具有治
愈难，易反复之特点，自我院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本病以来，
取得了较理解之临床疗效，特汇报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发现纠正电解质紊乱。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加服自拟中药方剂逍
遥疏肝消胀散，基本方：柴胡、白术各 20g，泽泻、桂枝各 12g，
当归、茯苓、白芍、桃仁、大腹皮各 10g，炙甘草 15g。并依
据临床症状给予对症治疗。如：腹胀甚者加木香 6g，槟榔 9g；
腹满甚者加枳实、厚朴各 6g；口干舌降少津液者加玄参、石斛
各 20g；若患者泛吐清水者则加半夏、干姜各 6g；小便少者则

回顾分析我院 2010 年 1 月～2012 年 7 月间就诊之肝硬化腹

加猪苓、滑石各 10g 或少许肉桂反佐之；大便色黑者需加三七

水患者 75 例，均符合肝硬化诊断标准[1]。以采用中西医结合治

6g，侧柏叶 10g。如此等等。上药方 1 剂/d，加水浸泡半小时

疗的患者归述治疗组，将采用西医药治疗的患者归属于对照组。

后，煎两次兑后，分两次温服，病情重者可依情况加服一剂。

其中，治疗组中患者 38 例，男性患者 34 例，女性患者 4 例；

治疗期间，两组患者均采用住院休息治疗，控制饮水，给予低

年龄 24～72 岁不等，平均 47.83 岁；病程最短 1 年，最长达 10

盐、低脂、高蛋白、高热量、高维生素、易消化的流质饮食为

年；按病因分：肝炎肝硬化 22 例，酒精性肝硬化者 4 例，两者

主，禁食粗糙及刺激性食物。14d 为 1 个周期，休息 3～5d 后，

兼有者 5 例，营养性及其它原因所至肝硬化 7 例；腹水严重程

开始下 1 个疗程，4 个周期为 1 个疗程。

度分：轻度者 9 例，中度者 15 例，重度者 14 例。对照组 37 例

1.3 观察指标

中，男性患者 31 例，女性 6 例；年龄 21～71 岁不等，平均 48.31

观察患者用药前后症状改善情况，并定期进行 B 超检查，

岁；病程最短 1 年，最长达 11 年；肝炎肝硬化 18 例，酒精性

肝功能检查。

肝硬化 5 例，两者兼有者 5 例，营养性及其它原因所至肝硬化 9

1.4 疗效标准[2]

例；按腹水严重程度分：轻度者 10 例，中度者 12 例，重度者

以临床自觉症状基本消失，腹部超声波等检查无腹水，肿

15 例。两组患者在一般资料如性别、年龄、病程、病情及各项

大的脾脏明显缩小，肝功能基本正常为显效；以自觉症状明显

指标等方面，经统计学处理无明显差异（P>0.05）
，具有可比性。

改善，腹部超声波等检查腹水有所减少，肿大的脾脏无明显变

1.2 治疗

化，肝功能好转或无明显变化为有效；以症状及体征基本无变

两组患者均根据肝损伤程度给予甘利欣或美能、门冬氨酸
钾镁、维生素 C、促肝细胞生长素，还原型谷胱甘肽、支链氨
基酸等，并根据腹水的多少给予口服利尿剂，一般用安体舒通
片和双氢克尿塞片联用，大量、顽固的腹水选用速尿肌注或静

化，理化检查无改变，或病情恶化为无效。
2

结

果

表 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n，%）

注，个别严重腹水可先用甘露醇后再服利尿剂。门脉高压者口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服心得安片。较严重的低蛋白血症病人应用人血白蛋白 10g 静

治疗组

38

14

19

5

86.84

对照组

37

8

17

12

67.57

脉滴注，每日或隔日 1 次，或新鲜血浆 200ml 每日或隔日 1 次。
合理使用抗生素（常用头孢噻肟钠）防治自发性腹膜炎，注意

＊

注： P<0.05。

总有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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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体而助肝用，更配伍入脾之茯苓、白术，共达理脾补中之功，

肝硬化为临床常见病、多发病之一，现代医学认为肝硬化
是以弥漫性肝实质变性、坏死，继而结节形成和肝纤维组织增
生，导致肝内结构改变、肝血流障碍，出现门静脉高压和肝功
能减退为主要特点的一类疾病。腹水是其发生发展的最突出表
现，约有 75%以上失代偿期患者[3]。西医治疗多用护肝、抗肝
纤维化、利尿、降低门静脉压等治疗，且临床疗效确切，但病
情易反复，不易根治。
肝硬化腹水属祖国医学“积聚”“膨胀”等范畴。病变复
杂，缠绵难愈。临床表现以腹部胀大，皮色苍黄，甚至腹部青
筋暴露、四肢不肿或微肿为特征。现代中医认为其多由肝、脾、
肾三脏受病，致使气血水等积瘀于腹内，以至腹部日渐胀大而
成，其病理病机多因情志郁结或饮酒过度或感染虫毒，以及黄
疸、积聚等能伤及肝脾，但两者之间又相互影响，
《金匮要略》
记载“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在肝，肝郁日久，势必克制脾

加入少许薄荷、生姜为佐，助本方之疏散条达，最后，以炙甘
草为使，助健脾并调和诸药。众药合用，使肝郁得解，血虚得
养，脾虚得补，从而达到治疗之目的。
现代药物研究证明，逍遥散具有减轻肝细胞变性坏死以及
降低血清谷丙转氨酶的作用，而方中最显著的当为茯苓、当归，
除能使肝细胞气球样变性、坏死明显减轻，还可使谷草转氨酶活
力显著下降，并使肝细胞内糖元与核糖核酸的含量趋于正常[4]。
综上所述，中医药在肝硬化等慢性病方面表现出越多的优势，
值得临床进一步运用与探求。
参考文献：
[1]全国病毒性肝炎研究委员会.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J].中华传染病杂志,
2000,8:324-329
[2]常明华.中西医结合治疗肝硬化腹水 40 例[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2011(13):53

土，而在脾，脾胃既病，肝木又乘虚侵侮，故起病虽殊，而后

[3]吴春玲.中西医结合治疗肝硬化腹水 40 例临床观察[J].兵团医学,17(3):

果则同，最终都会导致肝脾俱病，脾胃运化失职，清阳不升，

10-11

水谷精微就不能输布以奉养其他脏腑，浊阴下降，水温亦不能

[4]薛秀华,王欣英.中西医结合治疗肝硬化腹水 30 例[J].长春中医学院学报,

转输以排泄于体外，于是清浊相混，进而形成膨胀。本案以逍

16(1):22

遥散为基本方，方中柴胡疏肝解郁，白芍、当归补肝养血，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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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中医清利湿热法为主治疗肾炎蛋白尿的疗效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TCM based on Qingli Shire therapy in
treating nephritis albuminuria
陈晓婉
（广东省潮州医院，广东

潮州，5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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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中医清利湿热法为主治疗肾炎蛋白尿的临床疗效。方法：将我院收治的 196 例肾炎蛋白尿患者随机分
为两组，即观察组 98 例，对照组 98 例。对照组患者行口服西药胰激肽释放酶治疗，观察组患者行中医清利湿热法为主治疗。分
别观察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疗效，
同时观察 2 组患者治疗前后的 24h 尿蛋白定量。
结果：
对照组患者临床治疗的总有效率为 74.49%，
观察组为 91.84%。两组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P<0.01）。治疗后，对照组和观察组患者 24h 尿蛋白定量水平较治疗前均下降
（P<0.05）
。在组间比较上，治疗后较治疗前，观察组患者 24h 尿蛋白定量水平的下降幅度大于对照组（P>0.05）
。结论：中医清
利湿热法为主治疗肾炎蛋白尿的疗效显著，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肾炎蛋白尿；中医治疗；清利湿热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CM based on Qingli Shire therapy in treating nephritis albuminuria.
Methods: 196 cases of proteinuria glomerulonephritis in our hospital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2 group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8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was 98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oral modern medicine pancreatic kallikrein treatment;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TCM based on Qingli Shire therapy.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wo groups, at the same time to
observe the 24h urinary protein quantity of 2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The clinical total efficiency was 74.49% in the
control group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1.84%. Comparing 2 groups,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P<0.01). After treatment, 24h
urine protein levels of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reduced (P<0.05). In the comparison between groups,
after treatment and before treatment,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24h urinary protein levels declined more than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curative effect of TCM based on Qlingli Shire therapy on treating proteinuria glomerulonephritis is significant,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Proteinuria glomerulonephritis; TCM therapy; Qingli Shir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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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看出，对照组患者临床治疗的总有效率为 74.49%，

中医学上，肾炎归于“虚损”病范畴，
“湿热”为肾炎蛋白
尿致病之标，且贯穿于病程始终。中医辨证多为脾肾亏虚，湿

观察组患者临床治疗的总有效率为 91.84%。两组比较，差异具有

热内蕴，治则清利湿热，健脾补肾[1]。本文以我院 2007 年 1 月～

显著性（P<0.01）
。观察组患者临床治疗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

2012 年 12 月期间收治的 98 例肾炎蛋白尿患者为研究对象，采

5.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24h 尿蛋白定量比较

用中医清利湿热法为主治疗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24h 尿蛋白定量比较

临床资料

组别

例数

治疗前（g/d）

治疗后（g/d）

2007 年 1 月～2012 年 12 月期间，我院收治肾炎蛋白尿患

对照组

98

2.72±0.92

1.77±0.54

者 196 例。其中，男 112 例，女 84 例。年龄 18～68 岁，平均

观察组

98

2.74±0.93

1.21±0.42

（37.6±4.5）岁。病程 6～40 个月。所有患者均符合《实用内

从上表可以看出，治疗前，对照组患者和观察组患者 24h

科学》急性肾炎、慢性肾炎的诊断标准。随机将 196 例患者分

尿蛋白定量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治疗后，对照组

为两组，即观察组 98 例，对照组 98 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

和观察组患者 24h 尿蛋白定量水平较治疗前均下降（P<0.05）
。

龄、病情、病程以及体征等一般情况上差异均无显著性

在组间比较上，治疗后较治疗前，观察组患者 24h 尿蛋白定量

（P>0.05）
，具有可比性。

水平的下降幅度大于对照组（P>0.05）。表明：治疗后，观察

2

组患者的尿蛋白改善情况优于对照组。

方

法

对照组 98 例患者中，针对急性肾炎蛋白尿行口服西药胰

6

讨

论

激肽释放酶治疗，2 片/次，3 次/d，疗程 4 个月；针对慢性肾

蛋白尿是慢性肾炎疾病的典型症状，主要指尿中的蛋白质含量

炎蛋白尿行激素强的松治疗，30～60mg，每日 1 次顿服，2 个

增加。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环境的变化以及生活习惯的改变，慢

月后逐渐减至维持量。

性肾炎的发病率日趋上升，蛋白尿症状亦日益严重。然而，当人

观察组 98 例患者行中医清利湿热法为主治疗。基本方：

体长期出现大量蛋白尿时，不仅会引起肾小球硬化和肾小管间质

生黄芪 20g，白花蛇舌草 20g，萆薢 15g，凤尾草 15g，车前草

纤维化，应易导致并加重肾衰竭，对患者的生命质量造成严重威

12g，茯苓 12g，怀山药 12g，泽泻 10g，丹参 10g，炒陈皮 6g，

胁。因此，减少和控制蛋白尿是预防肾衰竭，提高患者生存质量

红花 4g，炙甘草 4g。水煎，1 剂/d，疗程 4 个月。

的关键。中医学上，肾炎归于“虚损”病范畴，
“湿热”为肾炎蛋

3

白尿致病之标，且贯穿于病程始终。湿热的产生以水湿为基础，

观察指标

可自体内、体外而来。因于内者，脾失健运，水湿内停，久蕴生

3.1 临床治疗疗效
根据《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中中药新药治疗慢性
肾炎的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制定的标准分别对两组患者的临床治
疗疗效进行评定[2]。评定标准分为痊愈、显效、有效和无效 4 个
级别。痊愈：尿常规检查尿蛋白转阴性或 24h 尿蛋白定量恢复
正常状态；显效：尿常规检查蛋白减少 2 个“＋”
，或 24h 尿蛋
白定量减少大于或等于 40%；有效：尿常规检查蛋白减少 1 个
“＋”
，或 24h 尿蛋白定量减少小于 40%；无效：上述实验室检
查指标均无改善，甚至加重。总有效率为痊愈率＋显效率＋无
效率。
分别对两组患者治疗前 24h 和治疗后 24h 的尿蛋白定量进行
检测。

本研究中，将我院收治的 196 例肾炎蛋白尿患者随机分为
两组，即观察组 98 例，对照组 98 例。对照组患者行口服西药
胰激肽释放酶治疗，观察组患者行中医清利湿热法为主治疗。
分别观察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疗效，同时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
后的 24h 尿蛋白定量。结果：对照组患者临床治疗的总有效率
为 74.49%，观察组为 91.84%。两组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
疗后，对照组和观察组患者 24h 尿蛋白定量水平较治疗前均下
降（P<0.05）。在组间比较上，治疗后较治疗前，观察组患者
观察组患者的尿蛋白改善情况优于对照组。

检验方法用 t 和 x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医治疗，辨证多为脾肾亏虚，湿热内蕴，治则清利湿热，健脾补肾。

24h 尿蛋白定量水平的下降幅度大于对照组（P>0.05）
。治疗后，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l0.0 统计软件，所有检测数据以（ x ± s ）表示，

5

受阻，水湿内停，湿蕴化热，伤及血络，见蛋白尿[3]。故本病的中

（P<0.01）。观察组患者临床治疗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治

3.2 治疗前 24h 和治疗后 24h 尿蛋白定量比较

4

热，湿热流注下焦，见蛋白尿；因于外者，外邪犯肺，通调水道

因此，中医清利湿热法为主治疗肾炎蛋白尿的疗效显著，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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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疗效比较（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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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98

10

22

41

25

74.49

观察组

98

18

38

34

8

91.84

[3]高尚梅.振源胶囊治疗糖尿病肾病蛋白尿的临床观察[J].中医临床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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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肝后肝硬化腹水中医为主治疗临床分析
Clinical analysis on treating ascites cirrhosis after hepatitis B in
TCM-based therapy
刘日媛
（广东省河源市和平县中医院，广东 河源，51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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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乙肝后肝硬化腹水的中医治疗临床疗效。方法：选取在本院进行治疗的乙肝后肝硬化腹水的患者 48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对照组采用常规的西医进行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采用中医的方法进行治疗，15d 为一
个疗程，治疗 6 个疗程，观察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结果：治疗后，治疗组的总有效率为 96.16%，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80.77%，
两组相比，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采用中医为主，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乙肝后肝硬化腹水，能够有效的提高临床疗
效，值的在临床上推广使用。
【关键词】 乙肝；肝硬化腹水；中医；临床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CM in treating ascites cirrhosis after hepatitis B. Methods: 48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reated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conventional modern medicine treatment,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TCM on the basis of treatment of the control group, 15 days for a course, treatment for 6 courses,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treated group was 96.16%,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80.77% of the control group, with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Conclusion: The use of TCM-based, integrative medicine to treating
ascites cirrhosis after hepatitis B, coul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worthy of clinical practice.
【Keywords】 Hepatitis B; Cirrhosis ascites; TCM; Clinical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25
肝硬化是一种慢性疾病，它表现在肝组织弥漫性纤维化、

对照组采用西药护肝的方法治疗，给予甘利欣、门冬氨酸

假小叶和再生结节的形成[1]。临床上早期无症状，后期会出现

钾镁注射，利尿选择安体舒通。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采用

肝功能减退以及多系统受累的各种表现，而肝硬化腹水为常见

中医疗法，服用软肝消癥利水汤，处方：鳖甲 30g，薏苡仁 10g，

的并发症，此时肝功能损害严重。在中医的角度，肝硬化腹水

绵茵陈 15g，蒲公英 10g，桑白皮 15g，葶苈子 15g，龙葵 10g，

属于“鼓胀”说我范畴，表现为腹胀大如鼓，皮色苍黄，脉络

海藻 10g，昆布 8g，赤芍 5g，每日 1 剂水煎服，将处方煎煮两

暴露。近年来对肝硬化腹水的治疗以西医治疗为主，但是只是

次，
鳖甲先煎 30min，
然后与药汁兑匀，
在药汁中加入蜂蜜 200ml，

治标不治本，本院采用中医为主，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肝硬

在清晨和睡前各服 1 次。然后随症加减：腹胀者加麸炒枳壳 10g，

化腹水，取得了较好的临床疗效效果，现报道如下。

大腹皮 10g，呃逆者加姜半夏 8g，便秘者加郁李仁 10g，炒瓜蒌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子 10g，下肢浮肿者加冬瓜皮 30g，泽泻 10g，猪苓 10g。15d 为
1 个疗程，治疗 6 个疗程观察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
1.3 疗效标准

选取在本院 2011 年 6 月～2012 年 10 月进行治疗的乙肝后

显效：主要临床症状减轻，肝功能恢复正常，腹水减退；

肝硬化腹水的患者 52 例，其中男性 33 例，女性 19 例，年龄

有效：主要临床症状减轻，肝功能明显得到改善，腹水减退

32～78 岁，平均年龄（49.2±1.2）岁，病程 2～6 年，平均病

50%；无效：主要临床症状没有明显改善，腹水未见消退[3]。

程 4.9 年；所有的研究对象符合以下标准：①初期腹部作胀，

1.4 统计学处理

腹部膨胀，叩之呈鼓音，继而腹部胀满高于胸部，重者腹壁青

使用 SPSS17.0 统计软件包进行处理数据，计量资料以

筋暴露；②乏力纳呆，尿少浮肿，可见面色萎黄、黄疸、肝掌、

（ x ± s ）表示，进行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P<0.05

蜘蛛痣；③血浆白蛋白下降，球蛋白上升，白球比降低或倒置，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凝血酶原时间延长；④B 超可见肝缩小或者结构比例失调，可
见腹内积液[2]；⑤排除肝癌以及能够引起腹水的其他疾病。将
所有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紫和对照组，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

2

结

果

治疗后，治疗组的总有效率为 96.16%，明显高于对照组

病程以及病情上无显著性差异（P>0.05）
，具有可比性。

80.77%，说明中医为主，中西医结合治疗乙肝后肝硬化腹水，

1.2 治疗方法

临床效果较好，能够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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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医为主，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疗效明显，总有效率达

表 1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 [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到 96.16%，值的在临床上推广，但是目前临床对肝硬化的中医

对照组

26

19（73.08）

6（23.08）

1（3.84）

96.16

辨证还没有制定出统一规范的标准，而且临床上采用的用于治

26

治疗组

10（38.46）

11（42.31）

5（19.23）

80.77

▲

疗肝硬化的药方组成各有不同，所以在疗效判定上还缺乏统一

注：与对照组相比， P<0.05。

的标准，并且中药的作用机理不明确，需要进一步的进行研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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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肝、健脾、补肾，标本兼治，疗效持久 。在本研究中，采

中医综合疗法治疗乙肝后肝硬化腹水的
临床效果分析
Clinical effect analysis on treating cirrhosis ascites after hepatitis B by
TCM comprehensive therapy
兰文春
（甘肃省临夏市民族医院，甘肃 临夏，731100）
中图分类号：R5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2-0046-02

证型：IBD

【摘 要】 目的：本文将对乙肝后肝硬化腹水患者进行临床分组研究，从而探讨中医综合疗法治疗乙肝后肝硬化腹水疾病的
临床疗效，为提高此类患者的治疗效果提供可靠依据，最终保障患者生活质量与生命安全。方法：对照组乙肝后肝硬化腹水患者
进行西医常规治疗措施；研究组乙肝后肝硬化腹水患者在进行上述常规治疗措施基础上，给予中医综合治疗方法。结果：研究组
患者经中医综合疗法治疗后总有效率高达 90.48%，显著高于对照组进行常规方法治疗后总有效率 76.19%，且 P<0.05，两组患者
对比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对乙肝后肝腹水肝硬化患者实施中医综合疗法进行治疗，能够显著提高患者临床治疗效果，保
障患者生活质量与生命安全，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中医综合疗法；乙肝后肝硬化腹水；临床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his article aims to research cirrhosis ascites after hepatitis B, so as to explore clinical results analysis on treating
cirrhosis ascites by TCM comprehensive therapy, providing a reliable basis for improving quality of life and safety. Methods: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modern conventional treatment; the research group was given TCM comprehensive therapy on the basis of modern conventional
treatment.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research group was up to 90.48%,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76.19%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mparing the results with the two groups,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 It can improve clinical effect on treating
cirrhosis ascites by TCM comprehensive therapy, and protect patient safety and quality of life, worth a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TCM comprehensive therapy; Liver cirrhosis after hepatitis B; Clinical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26
本文将对我院在 2011 年 1 月 1 日～2011 年 12 月 31 日前
来就诊的 42 例乙肝后肝硬化腹水患者进行临床分组研究，从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而探讨中医综合疗法治疗乙肝后肝硬化腹水疾病的临床疗效，

本文将对我院在 2011 年 1 月 1 日～2011 年 12 月 31 日前

为提高此类患者的治疗效果提供可靠依据，最终保障患者生活

来就诊的 42 例乙肝后肝硬化腹水患者进行临床分组研究，按

质量与生命安全，现结果如下。

照随机的方式将其平均分为两组，即研究组与对照组，每组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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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21 例。研究组中男性患者为 13 例、女性患者为 8 例，患者

-471.3 统计学方法

最大年龄为 73 岁，
最小年龄为 24 岁，
平均年龄为
（49.38±1.24）

所有数据均使用 SPSS13.0 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对于

岁，患者病程在 1 个月～7 年之间，平均病程为（2.61±0.67）

计量资料用（ x ± s ）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

年，首次发生腹水患者为 7 例、再次发生腹水患者为 14 例；

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对照组中男性患者为 14 例、女性患者为 7 例，患者最大年龄
为 71 岁，最小年龄为 25 岁，平均年龄为（50.06±1.27）岁，

2

首次发生腹水患者为 8 例、再次发生腹水患者为 13 例。研究
腹水发生次数、教育背景以及社会经历等方面无显著性差异，

果

研究组与对照组乙肝后肝硬化腹水患者经不同方法给予

患者病程在 1 个月～6 年之间，平均病程为（2.58±0.71）年，
组与对照组乙肝后肝硬化腹水患者在性别、年龄、例数、病程、

结

治疗后，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对比分析，具体情况见表 1。
表 1 两组乙肝后肝硬化腹水患者临床治疗效果对比分析（n，%）

且 P>0.05，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具有临床可比性。
1.2 方法
1.2.1 纳入与排除标准[1]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研究组

21

12

7

2

90.48

对照组

21

7

9

5

P值

①所有患者均符合 2000 年中华医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分
会肝病学会联合制定的《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相关标准，确

76.19
<0.05

由表 1 可知，研究组患者经中医综合疗法治疗后总有效率

诊为乙肝后肝硬化疾病；②患者经临床医学影像检查（如 CT、

高达 90.48%，显著高于对照组进行常规方法治疗后总有效率

MRI 等）证实腹腔出现积液；③患者无肝性脑病、上消化道出

76.19%，且 P<0.05，两组患者对比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

血、肾脏综合症等疾病；④患者腹水性质排除肝癌、心源性、
结核性以及肾源性等；⑤患者手术治疗后伤口愈合良好；⑥患

3

讨

论

者无任何外敷中药过敏现象；⑦患者无精神类疾病；⑧患者意

研究表明，我国是乙肝疾病高发国家，临床发病率及携带

识清醒，能够积极配合本次研究；⑨患者对本次研究具有知情

率高达 10%左右，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与生命安全。乙肝后

权，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肝硬化腹水是肝硬化晚期患者临床常见并发症之一，其特点为

1.2.2 分组治疗方法

病情复杂，患者临床治疗具有较大难度，且预后效果不良，临

对照组乙肝后肝硬化腹水患者进行西医常规治疗措施，如利

床治疗此类患者往往选用利尿、腹水排放、腹腔颈内进行静脉

尿、补充白蛋白、使用拉米夫定等抗病毒药物、对症进行各

分流以及输注白蛋白等方法，但应根据患者实际情况选择合适

种治疗，日常饮食以低盐低脂为主，限制患者液体输入量等；

的治疗措施，一旦治疗措施不当，患者易发生肝性脑病、肾脏

研究组乙肝后肝硬化腹水患者在进行上述常规治疗措施基础

综合征等严重并发症危及生命安全[3]。

上，给予中医综合治疗方法：（1）中药内服。①湿热蕴结型。

临床应用中医综合疗法注意事项：①中药内服应根据患者

治疗原则为攻下逐水、清热利湿，方剂组成为黄连、茯苓、茵陈、

病情首先给予辨证，之后确定患者疾病类型，采用具有针对性

二丑、枳实、黄岑、猪苓、栀子、厚朴、泽泻、大黄等，1 剂/d，

的治疗药物，从根本上对患者病情进行加减，在使用中药方剂

以水煎服后分两次服用；②脾肾阳虚型。治疗原则为行气利水、

内服给药时，应时刻观察患者病情变化，随时调整方剂组成及

温补脾肾，方剂组成为白术、茯苓、泽泻、车前子、党参、炮

各成分含量；②对患者进行中药外敷治疗时，其治疗原则为扶

附子、干姜、猪苓、莪术、桂枝等，1 剂/d，以水煎服后分两次

正、行气、化瘀、逐水等，经醋调节之后外敷患者肚脐，即神

服用。
（2）中药外敷。采用自拟中药消胀散，方剂组成为大黄、

阙穴，可有效改善患者腹胀如鼓、行气利水、气水交结等情况；

黄芪、厚朴、甘草、槟榔、沉香、大戟，将上述药物研细磨粉

③患者灌肠原则为通腑导泻、行气化淤，若加用食醋可达到迅

后，取 12 克药物粉末，以食醋调匀，待其呈糊状后敷于患者脐

速消除腹胀的目的，两者结合可有效行气活血、峻下逐水、泻

部，之后用纱布将药物覆盖并使用医用胶布固定，纱布上方放

下消胀，达到治疗疾病消除腹水的目的。

置热水袋目的为使药物热敷，每次敷药时间持续 12h，每日敷用

综上所述，对乙肝后肝腹水肝硬化患者实施中医综合疗法

一次。
（3）中药灌肠。采用自拟中药灌肠方，方剂组成为枳实、

进行治疗，能够显著提高患者临床治疗效果，保障患者生活质

大黄、芒硝、厚朴、桃仁等六味中药材，以水煎后取 100～150ml

量与生命安全，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药汁，加入 50～100ml 食醋，调至 200ml 总量，每天 1 次对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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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覆代赭汤治疗中毒呕吐 84 例疗效观察
Effect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84 cases of poisoning vomiting with
the Xuanfu Daizhe decoction
庞建国
（南阳市中医院，河南 南阳，473057）
中图分类号：R5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2-0048-02
【摘 要】 目的：观察旋覆代赭汤治疗急性中毒引起的呕吐的疗效。方法：84 例有呕吐表现并除外需要外科紧急处理的病
人，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n＝42）在给予支持治疗的基础上胃复安、奥美拉唑止吐。观察组（n＝42）加用旋覆代赭汤汤剂，
连用 7d。统计两组 3d 及 7d 临床有效率，观察呕吐频率的变化，呕吐停止时间及患者饮食的情况。结果：观察组 3d 治愈率优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7d 治愈率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旋覆代赭汤治疗中毒引起的呕吐疗效
确切，值得推广。
【关键词】 旋覆代赭汤；中毒；呕吐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Xuanfu Daizhe decoction on treating poisoning vomiting. Methods: 84 cases were
randomly and equal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Weifu’an and omeprazo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the
Xuanfu Daizhe decoction for 7 days. Results: The cure rate of 3-day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ure rate of 7-day of the two groups wasn’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 The Xuanfu Daizhe decoction is effective on treating vomiting from poisoning and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The Xuanfu Daizhe decoction; Poisoning; Vomiting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27
经口中毒患者在治疗早期常出现呕吐，多为消化道受损的
表现，原因可为毒物对胃肠道的腐蚀性、自动洗胃机洗胃等操
作的影响、以及导泻药物（如甘露醇）的使用等，呕吐程度可

①符合上述诊断标准；②患者及其家属配合治疗。
1.4 排除标准
经腹部 X 线、腹部 B 超、消化道钡餐等检查发现：①上

轻可重。目前临床常规治疗一般处理是给予患者流质易消化饮

消化道大出血；②消化道梗阻或穿孔。

食、上腹部局部热敷、胃复安、B 族维生素类药物注射，以及补

1.5 剔除标准

充能量维持水电解质平衡等，但有时患者呕吐较为顽固，单纯

①观察期间出现消化道穿孔，需要急诊手术者；②平素有

西药治疗效果不佳，此时使用中药可有意想不到效果。旋覆代

慢性病，观察期间急性发作者③中途拒绝接受中医治疗，不能

赭汤出自《伤寒论》
，为治疗胃气虚弱，痰浊内阻之要方，其加

完成疗程者。

减可治疗美尼尔病、化疗等原因引起的多种呕吐，但对经口中

1.6 治疗方法

毒患者引起的呕吐报道较少[1-2]。本研究采用随机对照的方法观
察旋覆代赭汤对经口中毒患者的呕吐的疗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2011 年 7 月～2013 年 1 月南阳市中医院急诊科收治急性中毒

对照组患者在常规治疗基础上给予胃复安针（天津力生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肌注，10mg/次，2 次/d，同时给予奥美
拉唑粉针（江苏吴中制药集团生产）加入溶媒 10ml 缓慢静推，
每次 40mg，2 次/d。液体不足患者给予补液治疗以维持水、电
解质、酸碱平衡，有肝脏、心脏损伤者给予保肝、营养心肌类
药物；有感染指征者使用抗生素。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

患者 84 例，年龄 12～76 岁，发病时间 2～16h，均为经口中毒。查

旋覆代赭汤。方药组成为：旋覆花 12g，代赭石 15g，人参 6g，

随机数字表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n＝42）中，男 16 例，女 24

制半夏 9g，生姜 15g，炙甘草 6g，大枣 2 枚，上方代赭石先煎

例，其中有机磷类中毒者 26 例，氨基甲酸酯类中毒者 8 例，百

30min 后，加入他药（旋覆花需包煎，人参另炖）武火同煎，

草枯中毒者 3 例，其他类中毒者 3 例，发病时间（5.20±3.66）

水沸后文火煎 10～15min。1 剂/d，分早晚 2 次，饭前温服，连

h。观察组（n＝42）中男 13 例，女 27 例，其中有机磷类中毒

服 7d。不能进食者，药液注胃管。

者 24 例，氨基甲酸酯类中毒者 6 例，百草枯中毒者 5 例，其

1.7 观察指标

他类中毒者 5 例，发病时间（5.41±3.96）h。两组病例在性别、
年龄、发病时间及原发病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具有可比性。
1.2 诊断标准
根据 WHO 标准将呕吐分级如下：0 级：无呕吐；I 级：呕吐
1～2 次/d；II 级：呕吐 3～5 次/d；III～IV 级：呕吐超过 5 次/d。
1.3 纳入标准

治疗期间记录患者呕吐频率、呕吐停止时间、每日进食量。
1.8 疗效判定标准（自拟）
以患者呕吐症状消失，饮食增加为临床治愈标准。①显效：治
疗后 3d 达临床治愈；②有效：治疗后 3d 患者症状逐步好转，呕吐
次数减少，进食量较前增加，在 7d 内呕吐停止；③无效：治疗 7d
后患者症状无变化，或虽有好转但仍有呕吐，饮食改善不明显。
（下转 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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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的真伪鉴别方法与分析
Methods and analysis for identifying authenticity of Sanqi
韩清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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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三七为名贵中药材，价格昂贵，临床效果独特。由于以各种以某某三七命名者居多，如菊三七、藤三七等，有的
性状、味道相似，如莪术、竹节参等冒充三七进入市场。为了加强三七管理，保证用药安全，掌握三七的真伪优劣鉴别，具有重
要意义。
【关键词】 三七性状鉴别；显微鉴定；理化鉴定；真伪鉴别
【Abstract】 Sanqi is expensive medicines and clinical effect is unique. There are variety of names of Sanqi, such as chrysanthemum
Panax, rattan notoginseng. Some TCM is similar to Sanqi on traits and taste. So Ezhu and Zhujie enter the market. In order to strengthen
Sanqi management to ensure medicine safety, it is important to grasp the merits of identification.
【Keywords】 Character identification of Sanqi; Microscopic identification; Physical and chemical identification; Authenticity of
identific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28
中药的真伪优劣，即中药品种的真伪和质量。伪劣中药不

寒，振摇 10min，放置 2h，离心，取上清液，加正丁醇饱和的

仅有损中医药信誉，更会导致生产研究及临床疗效的失败，不

水 3 倍量摇匀，放置使分层（必要时离心）
。取正丁醇层，蒸

[1]

仅造成经济损失，还会误病害人 。目前市场流通药材 3000 余

发皿中蒸干，残渣加甲醇 1ml 使溶解，作供试品溶液。另取人

种，常用药材 1200 余种，各地加工的饮片 2000 余种。由于各

参皂甙 Rb1、Rg1，及三七皂甙 R1 加甲醇制成对照品溶液。吸

种原因，药材和饮片真伪问题严重。特别是三七，由于其疗效

取上述两种溶液各 1μL，分别点于同一硅胶 G 薄层板上，以氯

显著，价格昂贵，因此，各地药材市场发现大量以菊三七、藤

仿-醋酸已酯-甲醇-水（15∶40∶22∶10）10℃烘约 10min。供

[1]

三七、莪术、竹节参等伪品充当三七销售 。为此，根据多年中

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颜色的斑

药工作经验，现将三七性状、显微理化及真伪鉴别讨论如下。

点，紫外灯下，显相同的荧光斑点。

1

4

三七性状鉴别

质量控制

三七为五加科植物三七的干燥根及根茎。根呈类圆锥形或

总灰分不得超过 6.0%，酸不溶性灰分不得超过 3.0%，水

圆柱形。长 1～6cm，直径 1～4cm，表面灰黄至棕黑色或灰黄

分不得超过 14%。浸出物：按醇溶液浸出物热浸法测定，甲醇

色。顶部有根茎痕，周围有瘤状突起。体重，质坚实，气微，

浸出物不得少于 16.0%。含量测定：按照《中国药典》采用高

[1-2]

味苦

。击啐后皮部与木部常分离；侧面有断续的纵皱。剪口

效液相色谱测定人参皂甙 Rb1、Rg1，及三七皂甙 R1 总量不得

呈不规则皱缩块或条状，表面有数个明显的茎痕及环纹，横断

少于 5.0%。

面呈灰绿、黄绿或灰白色，边缘深绿色或灰色。皮部有细小棕

5

色脂道斑点，木部微呈放射状排列。筋条呈圆柱形或类圆锥型，
长 2～6cm，上端直径 0.8cm，下端直径 0.3cm。味微凉而后回
甜，以体重，质坚，表面光滑、断面色灰绿或绿者为佳[1]。

三七伪品鉴别

5.1 菊三七
根呈拳形肥厚的圆块状，表面灰棕色或棕黄色，鲜品常带
有紫红色，全体多有瘤状突起。有断续的弧状沟纹，在突起物

2

三七显微鉴别
三七根（直径约 1.5cm）的横切面：木栓层为数列木栓细

顶端常有茎基或芽痕，下部有须根或已折断。质坚实，不易折
断，断面不平，新鲜时白色，干燥者呈淡黄色，有中心有髓部。

胞，栓内层不明显；韧皮部有树脂道散在；形成层成环，有时

韧皮部有分泌道。薄皮细胞含菊糖[2]。显微鉴别无淀粉粒，无

呈强波状弯曲。木质部束导管 1～2 列径向排列。射线宽广。

树脂道，有菊糖，理化鉴别无皂苷反应。气无，味甘淡后微苦。

薄壁细胞中含有淀粉粒，草酸钙簇晶稀少。粉未灰黄色。树脂

5.2 藤三七[3]

道碎片内含棕黄色滴状或块状分泌物。导管内有网纹，梯纹及

类圆柱形，株芽呈不规则块状，断面粉色经水煮后干燥者

螺纹导管，直径 15～55μm。淀粉粒众多，单粒类圆形，半圆

角质样、味微甜，咀嚼有粘性。为落葵科植物落葵薯藤上的干

形或多角形，直径 4～30μm，脐点呈点状或裂缝状；复粒多见，

燥瘤块状珠芽。显微鉴别：珠芽横切面表皮细胞壁微木化。皮

由 2～10 分粒组成。木栓细胞长方形或多边形，壁薄，棕色。

层细胞类多角形，散有草酸钙簇晶；内皮层明显。中柱散有多

草酸钙簇晶少见，直径 48～80μm，其棱角较钝。

数大形粘液细胞。维管束外韧型，多数，呈数层环状排列本品

3

理化鉴定[1]
取粉末 0.5g，加水 5 滴搅匀，再加水饱和的正丁醇 5ml 密

薄壁细胞含草酸钙簇晶及淀粉粒。
5.3 竹节参
本品横切面：木栓层为 2～10 列细胞。皮层稍宽，有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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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分泌道。维管束外韧型，环状排列，形成层成环。韧皮部偶见

表面呈黄褐包，长 3～6cm，直径 2～3cm，顶端无茎痕。可见

分泌道。木质部束略作 2～4 股性放射状排列，也有呈单行排

有人工雕刻而成的皱纹和瘤状突起，却都甚酷似真品。体重质

列；木纤维常 1～4 束，有的纤维束旁有较大的木化厚壁细胞。

坚硬，断面棕褐色或黄绿包，蜡样，气微辛，味微苦而辛。另

中央有髓。薄壁细胞中含众多草酸钙簇晶，直径 17～70μm，

外还有劣者，是用树脂经压膜仿造，外形极似，但断面可见树

并含淀粉粒。粉末黄白色至黄棕色。木纤维成束，直径约 25μm，

脂样光泽，伴树脂样气味。

壁稍厚，纹孔斜裂缝状，有的交叉呈人字形。草酸钙簇晶多见，
直径 15～70um。梯纹、网纹或具缘纹孔导管直径 20～7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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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长方形或不规则形，壁厚。淀粉粒众多，多单粒，呈类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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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姜科植物的干燥根茎。它呈卵圆形、圆锥形或长纺锤形。
（上接 48 页）
2

1.9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2.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
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2.1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
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n（%）]
n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3d 治愈率（%）

7d 治愈率（%）

*

90.48
92.86

观察组

42

31（73.8）

7（16.7）

4（9.52）

73.8

对照组

42

26（61.9）

13（30.9）

3（7.14）

61.9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

观察组患者 3d 治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
。7d 治愈率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
2.2 两组患者呕吐停止时间比较

村多为各种农药如敌敌畏、百草枯等，城市多为镇静药等如舒
乐安定。西医常规处理措施有脱离毒物，洗胃、口服吸附毒物
药物如活性炭等，导泻剂清除残存毒物，保肝护胃保护心肌细
胞等支持治疗。但在早期，常因洗胃等治疗措施损伤胃黏膜，

见表 2。

以及导泻药物的使用，加上毒物本身的腐蚀性，部分患者可出
现呕吐，干扰治疗。西医多使用保护胃黏膜的药物如硫糖铝、

表 2 两组患者呕吐停止时间比较
组别

n

呕吐停止时间（ x ± s ，h）

果胶铋类制剂，联合质子泵抑制剂或中枢性止呕药物，但仍有

观察组

42

54.82±26.02**

相当部分无效者，且胃复安等药物还可引起锥体外系等的不良

对照组

42

69.78±30.27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

反应。中医认为，毒邪经口而入者，首犯脾胃，脾胃同属中焦，
为后天之本。脾主升清，脾气散精，上归于心肺，化生气血，
以荣全身。胃主降浊，以降为和。两者一升一降为人体气机升

观察组两组患者呕吐停止时间均短于对照组（P<0.05）
。
3

讨

降的关键。升清降浊失权，脾胃运化障碍导致恶心呕吐。故治
呕重在调理中焦脾胃之气机。本研究即在上述西医常规治疗的

论

旋覆代赭汤出自《伤寒论》
：
“伤寒发汗，若吐，若下，解
后，心下痞鞕，噫气不除者，旋覆代赭汤主之。”方中旋覆花
苦辛性温，可下气化痰，降逆止噫，
《药性论》云其能“开胃，
止呕逆不下食”
，为君药。代赭石甘寒降气，
《长沙药解》云其
能“驱浊下冲，降摄肺胃之逆气，除哕噫而泄郁烦，止反胃呕

基础上加用旋覆代赭汤，发现其能明显缩短患者呕吐的时间，
有益于整个治疗的开展。
综上所述，急性经口中毒患者治疗早期出现的呕吐，在常
规使用西药的基础上合用旋覆代赭汤，能明显缩短患者呕吐时
间，增加患者进食量，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

吐”。制半夏和胃降逆；生姜温中止呕；身、草、枣补益中焦

参考文献：

受损之脾胃之气。诸药合用，标本兼顾，使脾胃升降有序，故

[1]李素领,高浚丽.旋覆代赭汤临床应用札记[J].中医杂志,2011,26(5):609-610

此方实为调中焦之气机之良方。梁世绍老中医亦认为，此方“凡

[2]白晓娟.旋覆代赭汤加味配合穴位注射治疗化疗所致呕吐 30 例[J].陕西中

呕吐顽症，中气受损，胃虚，气逆，痞滞嗳气等，均可辨证治

医,2013,34(1):23-24

之”，为止呕之要方，临床应用不必拘泥于原文之汗、吐、下

[3]李方.梁世绍老中医运用旋覆代赭汤经验举隅[J].广西中医药,2008,31(2):34

[3]

后表已解而中气已伤者 。治疗中毒引起的呕吐时，代赭石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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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较原方为大，以增加降逆之功。而在中毒早期，以邪实为主，
补益类药物人参、甘草、大枣用量宜小。
急性中毒为常见急症，毒物多经口进入人体。常见毒物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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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酸味药既能收敛固涩又能通利散泄
Discution on the Shoulian Guse and Tongli Sanxie function of
sour medicines
张慧玲 张 恒
（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山西
中图分类号：R284.6

文献标识码：A

太原，030012）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2-0051-02

【摘 要】 历代医家多认为酸味药具收涩之性，甚至把酸味药与涩味药并提合论，也有少数医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指出酸
味与涩味不宜相提并论，认为酸味药既能收敛固涩又能通利散泄。本文通过阐述具有代表性的几味药物，说明酸味药既能收敛固
涩又能通利散泄。
【关键词】 酸味；收涩；散泄
【Abstract】 Most doctors think that sour medicines have Shouse effect, even the sour medicines and astringent medicine put on a par
with. But there are a few doctors propose a different view, they think that sour medicines can both Shoulian Guse and Tongli Sanxie. This
article describes several typical medicines, indicating that sour medicines can both Shoulian Guse and Tongli Sanxie.
【Keywords】 Sour medicines; Shouse; Sanxi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29
《黄帝内经•素问》提出“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
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这是对酸味药功效的

用乌梅为主药，涩肠止泻。⑤《本草新编》
：乌梅，止痢断疟，
每有速效等。

最早概括。新世纪《中药学》教材在论及酸味药时，言其能收、

这些均说明乌梅酸收之性之用，但乌梅确有散泄之功，以

能涩，一般固表止汗、敛肺止咳、涩肠止泻、固精缩尿、固崩

下将给予论述。

止带的药物多具有酸味。并未言其酸能通利散泄。但是《黄帝

1.2 乌梅的散泄功用

内经•素问》还提出“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
。而对“酸

关于乌梅的散泄之用，历代医家也是有记载的。如：①《本

苦涌泄为阴”，历代诸多医家仍解释为酸主收，苦主泄。如王

草衍义》：食梅则津液泄。②《汤液本草》言“治一切恶疮肉

冰云：
“酸收苦泄，故涌泄为阴”
，只有少数医家认为酸苦味的

出，以乌梅烧为灰，杵末，敷上，恶肉立尽”，来说明乌梅能

药，有涌泄痰涎、水饮、瘀血等有形之物故为阴的说法，如清

除瘀血。③《妇人大全良方》中用黑神散治疗产后儿枕心腹刺

代名医张志聪提出：“苦主泄下，而又炎上作苦；酸主收降，

痛，金黄散治疗产后余血奔心烦闷[1]。二方中均用乌梅通经脉、

而又属春生之木味；故酸、苦皆能上涌而下泄，故酸苦涌泄为

化瘀血的作用。④《本草易读》有乌梅“清痰涎、开痰厥之牙”

阴也”。其实酸苦之味的涌泄作用很好体现，吃过乌梅或酸性

关记载。⑤上海名中医乔仰先在《方药传真》中也说道，乌梅

食物的都能体会到酸的涌泄作用。五味子、乌梅、五倍子、诃

外搽牙龈可治牙关紧闭等。
这些古人的临床记载均说明酸味药的乌梅却有散泄之功，

子、石榴皮、山茱萸、金樱子、芍药、醋等均为酸味药，正如
《汤液本草》所说：
“酸能收能散也”
。
下面笔者就从历代医家均认可的，具有代表性的四味酸味
药出发，论述其既能收涩又能散泄的功用。
1

乌

梅

1.1 乌梅的酸收功用
乌梅在传统中药教材、药典中均收录于于收涩药，味：酸，
性：涩，功效：敛肺止咳、涩肠止泻。历代医家对乌梅的收涩
之性用法有着丰富的记载。如：①《汤液本草》：乌梅，能收
肺气，治燥嗽，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②《世医得效方》一
服散用乌梅为主药治疗暴嗽或肺虚久咳。③《本草纲目》：乌
梅，敛肺涩肠，治久嗽，泻痢，等。④《证治准绳》的固肠丸

可以起到通经络、化瘀血的作用。而且笔者运用乌梅治病的过
程中也体会到当归四逆汤或少腹逐瘀汤治疗寒凝血瘀或气滞
血瘀所致痛经和月经过少疾病，加乌梅，可提高散泄、活血逐
瘀之功。清代名医，张隐庵，曾说道“后人不体经义，不穷物
理，但以乌梅为酸敛收涩之药，而春生上达之性未之”，这句
话充分说一些医家对酸味药乌梅散泄功用认识的欠缺。因此要
高度重视酸味药乌梅的散泄之性之用。
2

山萸肉

2.1 山萸肉的酸涩功用
山萸肉在传统中药教材、药典中收录于于收涩药，味：酸，
性：涩，功用：补益肝肾，收敛固涩。历代医家对山萸肉收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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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之性的用法有着丰富的记载。如：①《本经逢原》
：滑则气脱，

则滑脱不禁，当用酸温之剂以收之，况滑精便滑、小便不固，

涩以收之。山萸肉止小便利，秘经气，取其酸涩以收滑也。②

以及虚汗等证属虚者哉。⑦《医学衷中参西录》：山萸肉，味

《本草分经》
：山萸肉酸涩微温，固密精气。③《本草便读》
：

酸性温，大能收敛元气，振作精神，固涩滑脱。张锡纯重用山

山萸肉，酸温无毒，入肝肾。肝主疏泄，肾主闭藏。疏泄太过，

萸肉创方“来复汤”
，固元救脱，并在来复汤医案后大赞山萸

肉，曰：萸肉救脱之功，较参、朮、芪不更胜哉！该萸肉之功，

配用芍药活血通经；伤寒论中，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和真武

不独补肝也，凡人身之阴阳气血将散着，皆能敛之。故救脱之

汤用其芍药利水气；张锡纯也喜用芍药治疗淋证、淋证、癃闭、

药，当以萸肉为第一。④《傅青主女科》：固冲汤方中配用山

痰饮、水肿等病证等。

萸肉固冲止崩等。
这些记载均说明历代医家很喜好用山萸肉的收涩之性，但
山萸肉却有散泄之功，如以下所论述。
2.2 山萸肉的散泄功用
山萸肉的散泄功用历代医家也有记载。如：①《神农本草
经》谓主寒湿痹。②《本草分经》
：山萸肉，通九窍兼能发汗。

4

醋
醋，又名苦酒，可谓酸中之最，历代医家对醋的收敛、散

泄之功用有着丰富的临床体会。以下分别叙述。
4.1 醋的收敛功用
关于醋的收敛功用，历代医家记载论述如下：①《会约医

③《医学正中参西录》：山茱萸得木气最浓，酸收之中，大具

镜》
：醋治肠滑泻痢。②《金匮要略》
：黄芪芍桂苦酒汤，用苦

开通之力，以木性喜条达故也。除此叙述之外，张锡纯还附两

酒协芍药敛阴，方后“若心烦不止，以苦酒阻故也”充分说明

则治案，来说明山萸肉散痛气血之功等。

苦酒的收敛之性。③《伤寒论》：苦酒汤，用苦酒酸涩敛咽疮。

以上名家本草的描述均说明山萸肉有其利通气血、能通利

④《千金方》：治鼻血出不止，醋和胡粉半枣许服。⑤《现代

九窍，其性不但是酸收，若但视其山萸肉为收涩之品，岂不浅

实用中药》：醋，用于结核病之盗汗，为止汗药；又伤寒症之

视山茱萸。

肠出血，为止血药等。

3

芍

药

4.2 醋的散泄功用
醋的散泄功用，历代医家也有较深刻的认识，如：①《名

芍药，唐末宋初将分为赤、白芍，但二者同出一物，赤、

医别录》：消痈肿，散水气，杀邪毒[2]。②《本草拾遗》：破血

白芍也均具酸性。如医家云：芍药分赤、白，各有偏性，然不

运，除癥决坚积，消食，杀恶毒，破结气，心中酸水痰饮。③

知芍药花开赤白，其类总一。李时珍也指出：根之赤白，随花

《日华子本草》
：治产后妇人并伤损，及金疮血运；下气除烦，

之色也。

破癥结。④《证类本草》
：除块坚积。⑤《本草备要》
：散瘀，

3.1 芍药的收敛功用

解毒，下气消食，开胃气。历代医家这些记载认识均说明醋具

关于芍药的收敛之功，历代医家均有深刻临床体会如：①
《本草经百种录》：芍药能收拾肝气，使归根返本，不支以有

散泄之功。
明•李时珍撰《本草纲目》中论到：
“大抵醋治诸疮肿积块，

余肆暴，犯肺伤脾，乃养肝之圣药也。②《药品化义》：白芍

心腹疼痛，痰水血病，杀鱼肉菜及诸虫毒气，无非取其酸收之

药，微苦能补阴，略酸能收敛。③《本草备要》：芍药，苦酸

意，而又有散瘀、解毒之功。
”这充分说明醋可收可散。

微寒，泻肝火（酸敛汗，肝以敛为泻，以散为补），安脾肺，

通过以上典型酸味药的论述可知，酸味药既能收敛固涩又

固腠理，和血脉，收阴气，敛逆气，散恶血，利小便。④《医

能通利散泄，也正验证了《尚书•洪范》的记载：
“曲直作酸”。

学正中参西录》：镇肝熄风汤、建瓴汤，张锡纯均配用芍药收

药性酸味，其功悉是若此，能曲能直，曲者收之义，直者散之

敛上逆之肝气等。

义。酸味收敛之性为历代医家所公认，其散泄之性则应用较少，

古今医家芍药的收敛之性，甚是喜用。如：外感风寒，营

从中医理论阐述其散泄之性或为酸味属阴中之阳，故可入阴分

卫不和之汗出恶风，用芍药合桂枝调和营卫治疗；阴虚盗汗，

而散其结，其行散主要行阴邪之结滞，水聚、瘀血之类是也[2]，

常与龙骨、牡蛎、浮小麦同用敛阴止汗；肝阳上亢，常与芍药

而不似辛味药行气分、阳分之积滞，且木性喜条达。在临床治

配龙骨牡蛎同用养血敛阴，平抑肝阳治疗等。

疗一些结聚之症时或可用酸味药为主去潜方组药，以体会其通

3.2 芍药的散泄功用

利散泄之性。

历代医家对芍药的散泄功用记载甚是妙神。如：①《神农
本草经》
：主邪气腹痛，除血痹，破坚积，寒热，症瘕，止痛，

参考文献：

利小便，益气。②《本草新编》：芍药……能泄能散，能补能

[1]朱鹏.《妇人大全良方》中乌梅的应用特点[J].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9,

收，赤白相无分彼此。③《本草备要》：芍药……散恶血，利

26(2):191-193

小便。④《本草经读》：芍药，主邪气腹痛、小便不利及一切

[2]郑虎占.酸味初探[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1,24(2):9-10

诸痛，皆气滞之病。⑤《本经疏证》：芍药，能破阴凝，布阳

作者简介：

和……酸能破能收，故凡阴结既破，不欲其大泄降者宜之。
⑥《本草思辨录》：芍药，能入脾破血中之气结，又能敛外散

张慧玲，女，在读硕士研究生。

之表气以返于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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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医家对芍药的散泄之功，甚是喜用，如：四物汤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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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风凉血丸质量标准的研究
Study on quality standard of Soufeng Liangxue pill
张红星
（安阳市中医院，河南 安阳，455000）
中图分类号：R2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2-0053-02

【摘 要】 搜风凉血丸是我院制剂，养血润燥、祛风、凉血、除湿、止痒。用于血虚风燥型白疕、牛皮癣、湿疮、血风疮等
皮肤病。为了控制产品质量，采用制剂中羌活、山茱萸、大黄作定性鉴定，用薄层色谱法鉴别。实验重现性好，阴性对照实验无
干扰。该鉴定方法可作为该药的定性鉴定方法。
【关键词】 搜风凉血丸；羌活；山茱萸；大黄
【Abstract】 Soufeng Liangxue pill is our hospital preparation. The effects are nourishing and moistening, chills, cooling,
dehumidification and itching. It applies skin diseases, such as White Mange, psoriasis, eczema, acne. In order to control the quality of
products, Qianghuo, Shanzhuyu and Dahuang were used to identify qualitative by thin layer chromatography. Experimental reproducibility
was well and negative control experiments was without interference. The authentication method can be used as qualitative identification.
【Keywords】 Soufeng Liangxue pill; Qianghuo; Shanzhuyu; Dahuang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30
慢性湿疹、神经性皮炎是常见的皮肤病。相当于中医的湿
疮，摄领疮。临床以皮肤粗糙肥厚、苔藓化、瘙痒为主要表现。

与对照药材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的五个橙黄色荧光斑
点；置氨蒸气中熏后，日光下检视，显相同的红色斑点（图 1）
。

其病机为营血亏损，生风生燥，肌肤失于濡养而成。其皮损常
对称发生，好发于颈、肘、骶骨、双下肢及手足等处，经久不
愈，反复发作，治疗颇为棘手。我院皮肤科对此病治疗进行了
几十年的研究探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研制出了搜风凉
血丸，并被制成本院制剂。由羌活、独活、大黄、苦参、枳实、
川牛膝、制何首乌、山茱萸（制）、地黄、菟丝子等十四味制
为丸剂。养血润燥、祛风、凉血、除湿、止痒。用于血虚风燥
型白疕、牛皮癣、湿疮、血风疮等皮肤病。为了更好控制质量，
进行以下研究。
1

实验材料与制备
搜风凉血丸（安阳市中医院自制制剂），羌活对照药材，

1

大黄对照药材，熊果酸对照品购于中国药品检验，所用试剂均

2

3

4

5

图1

为分析纯，硅胶（青岛海洋化工厂产品）
。

注：1：大黄对照药材；2～4：三批样品；5：缺大黄阴性对照。

2

2.2 羌活的鉴定

方法和结果

2.1 大黄的鉴定
取本品 10g，研细，加甲醇 50ml，浸泡 1h，滤过，滤液蒸

取本品 10g，研细，加石油醚（60℃～90℃）50ml，加热
回流 20min，放冷，滤过，滤液挥干，残渣加乙酸乙酯 1ml

干，残渣加水 20ml 使溶解，再加盐酸 2ml，加热回流 30min，

使溶解，作为供试品溶液，另取羌活对照药材 0.5g，加石油

立即冷却，用乙醚分 2 次振摇提取，20ml/次，合并乙醚液，蒸

醚（60℃～90℃）20ml，同法制成对照药材溶液。照薄层色

干，残渣加乙酸乙酯 1ml 使溶解，作为供试品溶液。另取大黄

谱法（《中国药典》2010 版一部附录 VIB）试验，吸取供试品

《中
对照药材 0.1g，同法制成对照药材溶液。照薄层色谱法（

溶液 10μL、对照药材溶液 5μL，分别点于同一硅胶 G 薄层板

国药典》2010 版一部附录 VIB）试验，吸取上述两种溶液各

上，以正己烷-甲苯-乙酸乙酯（2∶1∶1）为展开剂，展开，

10μL，分别点于同一硅胶 G 薄层板上，以石油醚（30℃～60℃）

取出，晾干，喷以 1%香草醛硫酸溶液，在 105℃加热约 5min。

-甲酸乙酯-甲酸（15∶5∶1）的上层溶液为展开剂，展开，取

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药材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颜色

出，晾干，置紫外光灯（365nm）下检视。供试品色谱中，在

的斑点（图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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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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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1

2

3

4

注：1：熊果酸对照品；2～4：三批样品；5：缺山茱萸阴性对照。

5

3

图2
注：1：羌活对照药材；2～4：三批样品；5：缺羌活阴性对照。

结

论

本实验分别用搜风凉血丸中羌活、山茱萸、大黄作定性鉴
定，用薄层色谱法鉴别。实验重现性好，阴性对照实验无干扰。

2.3 山茱萸的鉴定
取本品 9g，研细，加乙酸乙酯 60ml，浸泡 60min，时时

该鉴定方法可作为该药的定性鉴定方法，可有效的控制搜风凉

振摇，滤过，滤液蒸干，残渣加无水乙醇 2ml 使溶解，作为供

血丸的质量。

试品溶液。另取熊果酸对照品，加无水乙醇制成每 1ml 含 1mg

参考文献：

的溶液，作为对照品溶液。照薄层色谱法（《中国药典》2010
版一部附录 VIB）试验，吸取上述两种溶液各 10μL，分别点

[1]中国药典（一部）[M].2010

于同一硅胶 G 薄层板上，以甲苯-乙酸乙酯-甲酸（20∶4∶0.5）

作者简介：

为展开剂，展开，取出，晾干，喷以 10%硫酸乙醇溶液，在 105℃
加热至斑点显色清晰。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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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上，显相同的紫红色斑点（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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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炮制中的常用炙法及其临床应用
Common moxibustion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the processing of TCM
medicine
黄建忠
（隆林县人民医院，广西 隆林，533400）
中图分类号：R2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2-0054-02

【摘 要】 中药炮制是我国的一项传统制药技术，炙法是中药炮制的常用方法，药物通过不同种炙法炮制后，可扩大临床药
用范围，还可保证中医临床用药安全、有效。
【关键词】 中药炮制；炙法；运用
【Abstract】 The processing of TCM medicine is a traditional pharmaceutical technology in China. Moxibustion is a common
method of the processing of TCM medicine. TCM medicine through different kinds of moxibustion after processing can enlarge the scope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ensure the clinical medication safe, effective.
【Keywords】 The processing of TCM medicine; Moxibustion; Applic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31
中药炮制，是我国的一项传统制药技术，由于中药材大都

是将药物与液体辅料共置锅中加热拌炒，使辅料渗入药物组织内

是生药，其中不少的药物必须经过一定的炮制处理，才能符合

部或附着于药物表面，以改变药性，够增强疗效或降低药物毒性

临床用药的需要。炙法就是炮制法中不可缺少的主要方法。它

作用。常用的液体辅料有：蜜、酒、醋、姜汁、盐水、童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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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炙法

和泻下作用。乳香、没药醋炙后能增强活血止痛，收敛生肌，

蜜炙，系将定量蜂蜜置于热锅中，加少许开水稀释后，倒
入药物拌匀，炙炒至蜜汁吸尽为度。蜂蜜本身是一种常用中药，
其功效为清热补中、润燥滑肠、润肺生津止咳、止渴解毒解痛
等，作为辅料多用于清热润肺、补中益气药的炮制。炮制时常

并矫臭、矫味，缓和刺激性。总之，醋炙的作用，以收敛为主
导，但是也具有解毒散瘀止痛之功，也可以增强药物柔肝消积，
软坚散结的作用。
5

盐炙法

用的是经加工炼熟的蜂蜜，经过蜜炙后的药物不仅具有补益脾

将净选或切制后的药物，加入一定量的食盐水溶液拌抄的

胃、润肺止咳等功用，还能解毒、矫味及缓和药性。如黄芪蜜

方法称之为盐炙法。食盐是较常用的一种辅料，其味咸入肾，

炙后能增强其补中益气、扶脾生血的功能，适用于气虚血弱患

具清热凉血，软坚散结之功。盐炙中药主要取其下行入肾，增

者。葶苈子、白前、紫苏子经蜜炙后，润肺祛痰力增强，常用

强药物对下焦病证的治疗效果。比如盐炙杜仲可直达下焦，能

于肺虚咳嗽的治疗[1]。

够增强补肝肾的作用；补阳药巴戟天，经盐炙后，增强了补肾

2

助阳，强筋健骨的作用。盐炙的药物不仅能够表现出引入肾经

姜炙法

的作用，而且能够增强滋阴降火之功。如知母苦寒滑利，泻火
将净选或切制后的药物加入定量姜汁拌炒的方法，称为姜

之力较强，盐炙可引药下行，专于入肾，增强滋阴降火之功。

炙法。因生姜味辛温，有发表散寒、化痰止咳、降逆止呕和解

再者，盐炙药物还有增强疗病止痛、缩尿之效：如小茴香，得

毒等功效，故姜炙法多用于祛痰止咳、降逆止呕的药物。用生

盐则入肾，亦治寒疝；吴茱英治病盐水炒。一些药物经盐炙后

姜为辅料炮制药材，可增强药物疗效，或抑制某些药物的寒性，

同样具有降低药物毒性的作用，如附子所含毒性成分为乌头

还能减轻或消除药物的毒性及副作用。如黄连姜炙后可缓和其

碱、中乌头碱、次乌头碱，盐炙后可使一部分毒物溶出。

过于苦寒之性，并善治胃热呕吐；竹茹经姜炙其止呕作用可明
显增强；厚朴性烈，味辛辣，对咽喉有刺激性，姜炙后峻烈之

6

童便炙法

性和辛辣味都有所缓和；半夏、天南星等姜炙则毒性减低，且
能增强其降逆化痰的作用。
3

取药材与童便同炒，即童便炙，如炙制香附子等。尿制是
古代中药炮制的一种方法，所用辅料是人尿，且绝大多数用的
是小孩的尿，即童便。童便作为炮制中药的一种辅料，其应用

酒炙法

历史源远流长。如桃仁在在《太平圣惠方》中用童便煮制，用

酒炙，将净选或切制后的药物加入一定量酒拌炒的方法。

治骨蒸痨热；地骨皮在《景岳全书》中用童便制阴虚血热，利

酒炙中药在我国已有悠久的历史，中药炮制常用的酒有黄酒和

用童便增强退虚热的作用。历代医家认为应用童便炮制中药主

白酒两大类，炙药时常用黄酒，浸药时则用白酒。药物经酒

要有三方面的作用[3]：一是解毒，如明《本草发挥》：“如治风

[2]

炙后，有助于有效成分溶出，从而增加疗效。酒炙的作用 ：

治寒，有必须用附子、乌头者，当以童便浸之以杀其毒。”二

①改变药性，引药上行。如黄连、黄芩、黄柏，性味大苦大寒，

是滋阴，如明《本草蒙筌》
：
“青篙入童便熬膏，退骨蒸劳热。”

性本沉降下行，多用于清除中、下焦湿热。酒炙后不但缓和寒

三是降火、下行，如明《景岳全书》
：
“香附，童便炒欲其下行。”

性，免伤脾胃阳气，并可借酒的升提之力引药上行，以清上焦

此外历代医家认为用童便炙还有下气、利尿、止血、疗伤等作

邪热。②增强活血通络作用。如川芎经酒炙后，能增强活血行

用。由于种种原因，到现在中药童便制法已近失传，笔者认为，

气止痛作用。当归既能补血，又能活血，酒炒则其活血作用增

童便制一法有悠久的历史和临床实用价值，应对其作进一步研

强。③降低药物的毒副作用。生大黄有引起腹痛、恶心、呕吐

究。

等胃肠道反应，而熟大黄则无上述消化道不适反应。常山能催
吐、截疟，若用于治疗疟疾，须酒炙，方能制约其催吐作用。

7

小

综上所述，炙法可使药物在性味、功效、作用趋向和理化

④矫臭去腥。如乌梢蛇、蕲蛇、紫河车等，药经酒炙后，可减
其腥味。
4

醋炙法
将净选或切制后的药物加入一定量米醋拌炒的方法称为

醋炙法。炮制中药常采用米醋，以陈醋为好。醋性酸苦，入肝
经血分，具有收敛解毒、散瘀止痛作用，故醋炙目的有：引药
入肝、增强活血止痛作用；增强药效；降低毒性、减少不良反

结

性质方面都发生变化，从而发挥如下作用：①引药入经，便于
定向用药；②矫味、矫臭；降低毒副作用；③使有效成分易于
溶出，增强药物功能，提高临床疗效。药物通过不同种炙法炮
制后，不仅扩大了它的临床药用范围，还能保证中医临床用药
安全、有效，符合中医辨证论治的要求。
参考文献：

应；矫味、矫臭。如白芍醋炒后，增强了柔肝止痛功效；莪术

[1]王江川.20 种常见中药生品及蜜炙品临床应用[J].时珍国医国药,2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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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后加大了溶解度，其镇痛作用也大为提高。甘遂、芫花生用

48-49

均为峻泻逐水药，作用猛烈，毒性大。醋炙后能降低毒性，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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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位贴敷对剖宫产术后子宫复旧效果的探讨
The effect of point sticking therapy on cesarean section uterine instauration
黄桂添 陈 瑶 曾丽玲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广东 广州，510010）
中图分类号：R271.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2-0056-02

【摘 要】 目的：探讨穴位贴敷对剖宫产术后子宫复旧的影响效果。方法：将 100 例产妇随机分成治疗组 50 例和对照组 50
例。治疗组给予缩宫素治疗加穴位贴敷；对照组给予缩宫素治疗。观察两组产妇的宫底高度、恶露量、术后 5dB 超检测子宫大小。
结果：产后两组子宫逐渐缩复，术后第 5d 治疗组子宫缩复好于对照组；恶露量治疗组少于对照组；B 超检测子宫三径之和治疗组
小于对照组，P<0.05，差异有显著性。结论：穴位贴敷对剖宫产后子宫复旧有显著的疗效，是一项经济简便，产妇易于接受的操
作，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穴位贴敷；剖宫产后；子宫复旧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cesarean section uterine instauration by point sticking therapy. Methods: 100 cases of
puerpera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eated group 50 cases and control group 50 cases.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oxytocin add point
sticking therapy;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oxytocin treatment. Observed two groups of maternal fundus height, amount of lochia,
ultrasound detection of uterine size 5 days postoperatively. Results: After postpartum uterus shrink gradually of the two groups, treated
group 5 days postoperatively after uterine contraction was better than control group; amount of lochia treated group was less than control
group; ultrasound detection of uterine three diameter combined treated group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nclusion: Point sticking to cesarean section uterine instauration have remarkable curative effect, is an economic and simple method,
women are easy to accept the operation, worthy of a wide clinical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Keywords】 Point sticking therapy; Cesarean section; Involution of uteru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32
产褥期是产妇分娩后身体各器官复原的一个重要时期。随

贴敷三阴交穴、血海穴及委中穴。对照组剖宫产的产妇仅给予

着剖宫产率升高，术后子宫复旧慢、恶露量多，产后子宫复旧

缩宫素 20 单位静脉滴注，1 次/d。

单用西医西药效果不够显著。本科通过穴位贴敷对剖宫产后子

1.3 观察指标

宫复旧进行治疗，希望能给临床上提供更好的促进剖宫产后子
宫复旧的方法。现将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1

①记录宫底高度（cm）：分别于剖宫产后每天上午用软尺
测量耻骨联合上缘中点至子宫底的距离，测量前排空膀胱、平
卧位。②记录恶露量（ml）：出血量估计用称量法：将产妇用

资料及方法

的卫生垫巾一律称量，然后将被血液浸湿的卫生垫巾称量，减

1.1 临床资料

去初称重量为失血量，按血液比重 1.05g 核算为 1ml[1]。用称重

2012 年 1 月～2012 年 12 月在我院产科剖宫产的 100 例初

法称出每天恶露总量。③记录术后 5d B 超检测子宫大小：测

产妇，产妇年龄为 22～40 岁，平均年龄 28.5 岁，孕周 37～41

量子宫各径线大小并计算长径、前后径、横径之和。

周，均无合并严重的产科并发症以及全身性疾病。将剖宫产的

1.4 统计学处理
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表示（ x ± s ），采用 t 检验，计数

100 例产妇随机分为治疗组 50 例和对照组 50 例，两组产妇年
龄、孕周、胎儿体重等一般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资料用卡方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1.2 方法
治疗组剖宫产的产妇给予缩宫素 20 单位静脉滴注，
1 次/d。
同时由经培训护士对产妇进行穴位贴敷，1 次/d，穴位贴敷的

结

果

2.1 宫底高度比较
术后第 1d、第 2d，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术

方法：剖宫产术后当天即开始给予王不留行子耳贴贴耳朵的子

后第 3d、第 4d、第 5d 治疗组子宫缩复好于对照组（P<0.05）
，

宫穴、肾穴、内分泌穴、内生殖器穴、腹穴，给予活血袪淤膏

见表 1。

表 1 两组产妇子宫缩复情况比较（cm）
组别

术后 1d

术后 2d

术后 3d

术后 4d

术后 5d

治疗组

15.12±0.95

14.23±0.89

12.18±0.81

10.12±0.83

8.08±0.78

对照组

15.15±0.93

14.56±0.86

13.35±0.88

12.23±0.89

10.68±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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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产妇恶露比较

术后第 3d、第 4d、第 5d 治疗组恶露量少于对照组，差异有显

术后第 1d、第 2d，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

著性意义（P<0.05）
，见表 2。

表 2 两组产妇恶露量比较（ml）
组别

术后 1d

术后 2d

治疗组

45.23±0.68

35.18±0.56

23.26±0.62

12.68±0.63

5.89±0.67

对照组

45.32±0.76

36.38±066

28.52±0.58

20.78±0.65

12.23±0.69

2.3 两组产妇治疗后 B 超检测子宫大小比较
两组产妇治疗 5d 后 B 超检测子宫大小，差异有显著性意

术后 5d

子宫复旧；③肾：在对耳轮下脚下方后部，即耳甲 10 区，主
治腰酸腰痛，耳鸣，血瘀，月经不调；④内分泌：在屏间切迹
内，耳甲腔的前下部，即耳甲 18 区，主治：气滞血瘀，痛经，

表 3 两组产妇治疗后 B 超检测子宫大小比较（mm）
组别

子宫长径

子宫前后径

子宫横径

子宫三径之和

治疗组

92.5±17

61.8±16

89.3±15

243.6±16

对照组

128.8±18

90.2±18

121.2±15

340.2±17

讨

术后 4d

耳轮内侧缘的中点，主治月经不调，白带，痛经，遗精及促进

义（P<0.05）
，见表 3。

3

术后 3d

论

3.1 产后子宫复旧不全的中医病因病机
产妇在胎盘娩出后，生殖、消化、循环及泌尿等系统发生
一系列的变化。剖宫产由于手术操作对腹腔环境的干扰、术前
用药和麻醉用药，对产妇身体各器官功能影响更大。根据产后
复旧不全的临床表现，归于中医属“产后恶露不绝”范畴。
恶露是指孕妇正常分娩后阴道内排出的一些棕红色的液
体，内含有血液、坏死的脱膜组织、细菌及黏液等。恶露可分
为：血性恶露（持续 3～4d）
；浆液性恶露（持续 7～10d）
；白
色恶露（持续 2～3 周）
。产后首重恶露，恶露为产后胞宫排出
的余血浊液，若恶露迁延日久淋漓不尽，必伤血耗液，损伤正
气。出血时间长易招邪毒逆犯胞宫，故恶露宜畅不宜滞，易祛
不易留。
恶露不绝指产后血性恶露持续 3 周以上仍淋漓不止者，
是产后常见病。
中医关于产后恶露不绝的病因病机认识，有气虚、血瘀、
血热之说，临证治疗有补气、活血、清热等方法。①气虚：素
体气血虚弱，或多产耗气，或产程延长或羊水过多或巨大儿等

月经不调，更年期综合症；⑤腹：在对耳轮体前部上 2/5 处，
即对耳轮 8 区，主治：腹痛，腹胀，痛经，产后宫缩痛[3]。
3.2.2 调理脏腑
子宫复旧不全的原因虽然很多，但中医认为其主要病变与
肝肾诸脏关系甚为密切。因肝主疏泄，藏血。肝功能失调，气
机运行不畅，冲任失和，以致经脉瘀阻，肾气不足，不得温煦，
气血运行不畅，津液布化失司，冲任失于通盛，而成为本病的
基础。耳者宗脉之所聚也，人体十二经络均直接或间接与耳联
系，而刺激耳穴可引起相应经络感传，调节脏腑功能，使其功
能趋于平衡；再通过耳穴疗法辨证论治，从而可以达到促进子
宫复旧的目的。[4]穴位是人体经络在身体表面的反应点，当各
种适宜病情的药物作用脐部时均能刺激局部的神经末梢，再通
过神经系统的反射与传导，反馈性调节盆腔脏器的植物神经功
能[5]。对促进子宫复旧起主要作用的几个穴位：足三里属足阳
明胃经，具有气血双补的功效，是治疗妇产科疾病的重要保健
穴，三阴交具有促进任脉、督脉、冲脉畅通，保养子宫卵巢，
促进气血畅通之效，血海是生血和活血化瘀的要穴，委中为人
体足太阳膀胱经上的重要穴道之一，有疏调经气，达到通则不
同，强腰健膝的作用，药膏贴敷者，具有散瘀活血，舒筋通络，
缓解疼痛之效。
4

小

影响子宫缩复，子宫收缩乏力，气虚无力摄血，而致恶露不绝；
②血瘀：产妇因产时耗气，正气已虚，若产时受寒，与胞宫内
淤血搏结，胎盘滞留，淤血不去，新血不得归经，以致恶露不
净；③血热：素体阴虚，复因产时伤血，阴液更亏，阴虚内热，
或感受热邪，或肝郁化热，热扰冲任，迫血下行，导致恶露不

结

西医对促进子宫复旧均是对症治疗，疗效欠理想，具有一
定的依赖性和副作用。中医的暖宫贴和康复理疗按摩及生化丸
有一定疗效，但如果加上穴位贴敷治疗剖宫产后子宫复旧不全
症，显现出了中医药治疗该病的独到优势，该方法无副作用，
且简单易操作，为临床治疗提供了一个简便易行的方法。

净。但以气虚夹瘀多见，气虚血瘀证恶露不绝因气虚与血瘀相
互夹杂为患，气虚无力推动血液运行而导致，同时，出血日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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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在三角窝前 1/3 的下部，即三角窝 2 区，主治：痛经，月
经不调，白带过多，子宫收缩不良；②子宫（精宫）：三角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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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气与针感辨析
Discriminating the acupuncture sensation and Deqi
沈彬慧
（成都中医药大学，四川 成都，61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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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今临床普遍认同“针感”等同于“得气”，并将之视作针刺取得疗效的标准。本文从中医学基础，临床疗效，
现代研究的角度，阐述了得气与针感的关系，即有针感一定得气，得气不一定有针感。
【关键词】 得气；针感；疗效
【Abstract】 In clinical trials acupuncture sensation always equals to Deqi, and regard them as therapeutic effect criterion. This text
explai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qi and acupuncture sens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based on TCM, clinical efficiency and modern
research. I come to a conclusion that has acupuncture sensation should Deqi, but Deqi shouldn’t have acupuncture sensation.
【Keywords】 Deqi; Acupuncture sensation;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33
得气，是针灸学专业术语，语出《灵枢•九针十二原》
：
“刺
之要，气至而有效”，说明气至是针刺取得疗效的关键所在。
针感，是现代针灸临床中出现的新名词，包括患者和医者两方
面的感觉。当针刺入腧穴一定深度或施以一定行针手法后，患
者有酸、麻、胀、重，有时出现凉、热、痛、痒、抽搐、蚁行
等感觉，而医者手下会有沉紧、涩滞的感觉。
“得气古称气
现行教材《针灸学》[1]，书中对得气的定义：
至，近称针感，是指毫针刺入腧穴一定深度后，施以提插或捻
转等行针手法，使针刺部位获得经气感应谓之得气”。此处将
得气等同于针感，有待商榷。
1

得气与疗效
经络腧穴是针灸临床的理论基石，经络纵横交贯，遍布

全身，将人体内外、脏腑、肢节、官窍联结成一个有机整体，
在人体生命活动中发挥重要的生理功能，而腧穴是人体脏腑
经络气血输注于体表某个部位，针灸治疗疾病的刺激点与反
应点。从中医的整体观来看，腧穴是形神统一的整体，皮肉
筋骨等正常组织构成腧穴的“形”，“神”则是充斥于腧穴中

效较差或无效及预后不良。
2

针刺得气可无针感

2.1 得气的表现形式多样，不限于针感
部分患者在针刺之后，并无针感，但可以肉眼观察或特殊
仪器检测到机体发生的物理、生理、化学等变化，且往往是有
利于疾病转愈的改变。如针刺穴周皮肤潮红，循经出现红白线，
针刺过程中针体自摇，穴周表皮温度增高等，都表明受针刺治
疗的机体对刺激有了反应，得气已无质疑[2]。这些得气的表现
形式大大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针感，而给了得气以客观依据。
医学检测手段（心电图、脑电图、X 光透视）的介入，为针刺
的疗效提供了客观的数据支持，进行针刺治疗后的患者，体征
是否向愈，通过这些医学仪器能客观且真实地反应。
2.2 特殊部位及人群得气，不寻求针感
在肌肉浅薄及四肢末端部位，如商阳、少商、厉兑等，患者
常能感觉一定程度的疼痛，但酸麻胀等针感甚微甚至未能感觉，
这些穴位是现代针灸临床实践中的常用穴位，临床上的疗效不容
忽视。
《灵枢•逆顺肥瘦》中就有关于婴儿及瘦人的针刺应浅刺疾
出，不宜留针的记载，因为小儿形瘦体弱，脏腑未充，且易动难

的经气及其功能活动。
《素问•宝命全形论篇》有言：
“人以天

静，瘦人皮薄肉少，易脱于气，易损于血，宜浅刺。
“气至而有效”

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气是组成人体结构、维持人体生命

的理论，这种效果显然是建立在“得气”的基础上的。因此，受

活动的无形但真实存在的物质，故针刺得气的物质基础在于

针者的感觉作为一种“得气”的表现形式当无异议了。

经气的客观存在。得气是经络被刺激后机体内气血发生变化

2.3 特殊针具及针法得气无针感

的一种状态。

《内经》中记载的络刺、大写刺、毛刺、直针刺、半刺等，

古典医籍对得气与疗效的关系有大量描述。《金针赋》有

因其针刺深度、部位及手法特殊，患者常常感到进针时刺破皮

言：
“气速效速，气迟效迟”
。
《针灸大成》解释说：
“言下针若

肤之疼痛，而无酸麻胀重等针感，此类针法得气与否？临床实

得气来速，则病易痊，而效亦速也。气若来迟，则病难愈，而

践给出了肯定答案。由这些刺法发展而来的皮内针、皮肤针、

有不治之忧”。可见“气”在针灸治病中的重要性，足以体现

腕踝针、激光针、火针等技术手段在现代临床上广泛应用且疗

得气与疗效之密不可分。针刺得气的有无、快慢、强弱不同，

效显著。叶立汉等[3]曾指出穴位皮下埋线治疗面肌痉挛，能明

疗效大有不同，得气快而强，则病愈速度快而明显；反之则疗

显降低面肌痉挛的强度和频度，能提高治疗面肌痉挛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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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涛等[4]采用经皮二氧化碳释放量（TCE）为观测指标，发现
有效针刺，即针刺得气后，其穴点处 TCE 值升高，表明得气
明显提高相关经线上的体表能量代谢。
3

4

结

语

有针感一定得气，得气不一定有针感，即针感是得气的一
种表现形式，但不是唯一的表现形式，针感并不能与疗效等同。
“得气”或酸麻胀等感觉只能称之为针感，不能等同于得气。

得气实质的现代研究
有医家将得气分为显性得气与隐性得气，并对其进行实验

在临床实践中，不一味追求针感，不将针感与疗效正相关理所

研究。黄晓卿[5]曾将胃电变化和心功能变化作为针效指标，观

当然化，而应注重得气实质。

察不同“得气”状态对针效的影响，两部分实验观察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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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早有学者[8]证实及投入临床应用。所以，机体的阈下刺激
同样可使机体产生效应，进而朝疾病向愈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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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胃舒联合穴位埋线治疗糖尿病性胃轻瘫 38 例
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38 cases of diabetic gastroparesis by
the Tangwei Shu capsule plus the catgut embedding therapy
李冬梅 庄克生 卞书森
（河北省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河北 沧州，06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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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糖胃舒联合穴位埋线疗法治疗糖尿病性胃轻瘫的疗效。方法：将 76 例糖尿病性胃轻瘫患者随机分为
两组，治疗组给予糖胃舒联合穴位埋线疗法治疗，对照组给予多潘立酮口服治疗，观察两组临床疗效和治疗前后中医症状积分。
结果：治疗组显效率 63.2%，总有效率 94.7%。对照组显效率 36.8%，总有效率 71.1%。两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
，且中
医症状积分比较，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糖胃舒联合穴位埋线疗法治疗糖尿病性胃轻瘫疗效满意，优于多潘立
酮。
【关键词】 糖尿病性胃轻瘫；糖胃舒；穴位埋线疗法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clinical effects of the Tangwei Shu capsule combined with the catgut embedding therapy on
treating diabetic gastroparesis. Methods: 76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the Tangwei Shu capsule
combined with the catgut embedding therapy,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the domperidone, comparing clinical results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The significant efficiency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63.2%, 36.8% in the control. And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treated
group was 94.7%,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71.1% (P<0.05). Conclusion: The Tangwei Shu capsule combined with the
catgut embedding therapy was significantly more effective than domperidone in treating chronic urticarial diabetic gastropar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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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糖尿病的发病率不断增高，约 50%以上患者伴有
胃轻瘫（DGP），病史长和 60 岁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尤为常见。

前改善。无效：症状体征无改变，钡餐造影无改善。
3.3 两组总体疗效比较：
治疗组 38 例中，显效 24 例占 63.2%；好转 12 例占 31.6%；

临床多采用西药治疗但效果欠佳。笔者采用糖胃舒联合穴位
埋线疗法治疗糖尿病性胃轻瘫 38 例，取得满意疗效，现报告

无效 2 例占 5.3%；总有效率为 94.7%。对照组 38 例中，显效

如下。

14 例占 36.8%；好转 13 例占 34.2%；无效 11 例占 28.9%；总

1

临床资料
全部病例均为我院糖尿病科 2010 年 3 月～2012 年 6 月门

，
有效率为 71.1%。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
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
3.4 两组中医症状积分比较：

诊或住院病人，随机分为糖胃舒联合穴位埋线疗法治疗组和西

治疗组 D 值治疗前为（16.31±2.19）
，治疗后为（5.26±

药对照组。治疗组男 17 例，女 21 例；年龄 41～73 岁，平均

0.57）
，与治疗前比较有显著性意义（P<0.05）
；对照组 D 值治

年龄（53.12±3.13）岁；病程 5～15 年，平均病程（8.23±2.02）

疗前为（16.29±2.38），治疗后为（7.98±1.36），与治疗前比

年；空腹血糖（8.17±1.18）mmol/L，餐后 2h 血糖（14.23±

较有显著性意义（P<0.05）
。两组治疗后 D 值比较差异有显著

3.19）mmol/L。对照组男 18 例，女 20 例；年龄 41～75 岁，

性（P<0.05）
，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

平均年龄（52.19±3.13）岁；病程 5～17 年，平均（8.16±2.13）
年；空腹血糖（8.16±1.15）mmol/L，餐后 2h 血糖（14.18±
3.11）mmol/L。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及生化指标方面，

4

讨

论

糖尿病性胃轻瘫的主要特征是胃动力下降排空迟缓，属于

差异无显著性（P>0.05）
，具有可比性。均符合 WHO 制定的糖

中医“痞满”范畴，病机多为中焦脾胃不足，肝郁乘脾，导致

尿病诊断标准[1]，且符合 DGP 诊断标准：伴有餐后饱胀、早饱、

虚实夹杂、运化失司、枢机失常。糖胃舒为小柴胡汤和半夏泻

上腹胀痛、嗳气、恶心、饮食难下甚或呕吐等消化道症状，查

心汤加减。方中重用党参、白术以益气健脾，使脾旺而运化如

体可见上腹饱胀，震水声阳性，X 线钡餐检查提示有胃蠕动减

常；黄芩、黄连配干姜、半夏辛开苦降，柴胡疏肝解郁和胃，

弱、胃排空延迟。并排除胃肠、肝胆器质性病变和其他可引起

升举脾阳，枳实、白豆蔻化湿降浊、理气和胃，白术合枳实健

上述症状的系统性疾病、精神性疾病、电解质紊乱等。

脾除痞，炙甘草益气健脾、调和诸药。诸药共奏健脾和胃、升

2

治疗方法

降气机、化湿降浊之功，标本兼治。穴位埋线疗法是把羊肠线
埋植在相应穴位中，利用其对经穴持续性刺激作用来治疗疾病

两组患者均进行糖尿病教育，饮食控制，运动疗法及降糖

的一种方法，根据脏腑辨证选穴的原则，选用足三里、中脘、

治疗。治疗组予糖胃舒联合穴位埋线疗法。糖胃舒组成：柴胡

脾俞穴以健脾益气，调理气机，升清降浊；羊肠线在穴内通过

6g，黄芩 6g，制半夏 9g，党参 15g，白术 15g，黄连 3g，干姜

软化、液化、吸收的过程，通过对穴位经络产生持久而柔和的

6g，枳实 6g，白豆蔻 9g，炙甘草 3g。1 剂/d，水煎 2 次，共取

刺激，激发经气畅通。诸法合用使脾胃升降有序，枢机正常，

药汁 300ml，早晚分服。同时配合穴位埋线疗法，穴位选用足

运化得复。

三里、中脘、脾俞穴，采用注线法[2]，每 10d 埋线 1 次。对照

本研究结果表明糖胃舒联合穴位埋线疗法具有明显改善

组予多潘立酮 10mg/次，3 次/d，餐前 0.5h 口服。两组疗程均

胃轻瘫患者症状、体征及提高胃动力的作用，未见明显不良反

为 30d，疗程结束后判定结果。

应，疗效优于多潘立酮，是临床治疗糖尿病性胃轻瘫的有效方

3

法。

治疗结果

由于本研究例数偏少，时间较短，尚需进行多中心、大样
3.1 观察指标
治疗前后中医症状积分（D）
：将餐后饱胀、早饱、上腹胀
痛、嗳气、恶心、呕吐等主要症状按发生的频率、程度分为无
（记 0 分）
、轻（记 1 分）
、中（记 2 分）
、重（记 3 分）4 个等

本的随机对照研究进一步验证糖胃舒联合穴位埋线疗法对改
善糖尿病性胃轻瘫的作用。在以后的科研中尚需长期随访观察
其对患者死亡率、生活质量等终点目标的影响。

级。并观察胃排空时间、血糖等变化。

参考文献：

3.2 疗效判定标准

[1]陈灏珠.实用内科学[M].12 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1015-1026

显效：症状、体征基本消失或明显改善，症状积分减少≥

[2]郑祥容,温木生编著.埋线疗法[M].2 版.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4:31-34

70%，钡餐造影明显改善，胃排空时间<50min。好转：症状、
体征改善，症状积分减少≥30%，钡餐造影胃排空时间延长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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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配合穴注治疗婴幼儿臂丛神经损伤的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point injection therapy for
infants with brachial plexus injury
杜继萍
（湖南省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湖南 郴州，423000）
中图分类号：R64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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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针灸配合穴注治疗婴幼儿臂丛神经损伤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 60 例患儿，采用随机分组的方法分
为治疗组（30 例）和对照组（30 例）
，治疗组患儿采用针刺、穴位注射恩经复及运动训练相结合的治疗方法；对照组患儿采用肌
注恩经复加运动训练的方法。结果：治疗组临床有效率及肌电图改善率分别为 93.3%和 90%；对照组临床有效率及肌电图改善率
分别为 83.3%和 76.7%，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结论：针灸配合恩经复穴注治疗婴幼
儿臂丛神经损伤的疗效优于常规肌注恩经。
【关键词】 臂丛神经损伤；婴幼儿；针灸；穴位注射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of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point injection nobex on treating infants
with brachial plexus injury. Methods: 6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eated group (30 cases) and control group (30 cases).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acupuncture, point injection Nobex method combined with movement training;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by
point injection Nobex and movement training. Results: In the treated group, clinical efficiency and EMG improvement rate were 93.3% and
90%; those were 83.3% and 76.7%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curative effect of treated group surpasses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point injection nobex on treating
infants with brachial plexus injury is more effective than conventional intramuscular nobex.
【Keywords】 Brachial plexus injury; Infant; Acupuncture; Point injec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35
臂丛神经损伤是周围神经中常见的较严重的损伤之一。由
于臂丛神经损伤平面高，神经再生速度较慢，部分神经终生变

弱、皮肤感觉异常、关节活动障碍以及肌电图的诊断。
1.2.2 排除标准

性，至今对臂丛神经损伤的治疗仍是世界难题之一[1]。而婴幼
儿在治疗过程中依从性差，治疗更是难上加难，且其过程需要
家长的长期配合及悉心照顾，给家庭社会造成极大的负担。为
了探求针刺配合穴注治疗婴幼儿臂丛神经损伤的效果，为临床
治疗提供有效的方法，笔者进行了本次临床观察，现将分析结
果报告如下。
1

资

料

1.1 一般资料
2008 年 1 月～2012 年 10 月间在我院儿童康复科门诊和住

①合并有骨折。②合并有癫痫者。③不能坚持完成整个治
疗周期。
2

治疗方法
将 60 例符合标准的病例，采用随机分组的方法分为治疗

组（30 例）和对照组（30 例）
，治疗组患儿采用针刺，穴位注
射恩经复及运动训练相结合的治疗方法；对照组患儿采用肌注
恩经复加运动训练的方法。
2.1 治疗组
2.1.1 针刺

院病房治疗的小儿臂丛神经损伤的患儿 60 例，随机分为治疗

取穴：取颈 5-胸 1 夹脊穴、肩髃、肩髎、臂臑、曲池、手

组 30 例和对照组 30 例，其中治疗组男性 17 例，女性 13 例，

三里、外关、合谷、后溪。操作：患儿俯卧位，采用华佗牌 0.35mm

年龄最小 20d，最大 6 个月，上中干损伤 17 例，下干损伤 4

×13mm 针灸针，皮肤常规消毒后先取夹脊穴以押手法快速斜

例，全干损伤 9 例；对照组男性 16 例，女性 14 例，年龄最小

刺进针，予以提插捻转补法运针 2～3min 出针，尔后取仰卧位，

17 天，最大 6 个月，上中干损伤 18 例，下干损伤 4 例，全干

选用华佗牌 0.35mm×25mm 针灸针，患侧肢体消毒后予以常

损伤 8 例；两组在年龄，性别，病程，损伤程度上差异无统计

规直刺进针，行提插捻转补法，得气后接电针（G6805 型电针

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治疗仪）予以断续波刺激，刺激强度以患肢肌肉有收缩且患儿

1.2 入选标准和排除标准

能赖受为度，留针 15min，1 次/d，5 次/周，28d 为 1 个疗程。

1.2.1 入选标准

2.1.2 穴注

参照臂丛神经损伤诊断的相关标准[2]：上肢下垂、肌力减

取穴：第一组：肩髃、外关、第二组：曲池、大椎；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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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华医学会手外科学会上肢部分功能评定试用标准为

S20060052）
。操作：取恩经复 1 支加 0.9%生理盐水 2ml 溶解，

依据[3]，对患儿在治疗前后患肢主要功能恢复的程度进行评定。

选两组穴位中任意一组，常规消毒后以无痛快速进针法刺入穴

3.2 疗效评定

位，上下提插得气后，回抽无血即可推药。每个穴位 1ml，2

痊愈：患侧肢体症状消失，各关节活动自如，肌力恢复正

穴/次，1 次/d，两组穴位交替注射，28d 为 1 个疗程。

常，肌电图正常。显效：患侧肢体症状明显改善，各关节活动

2.1.3 运动训练

大致正常，肌力提高 2 级以上，肌电图有明显改善。有效：患

患侧肢体予以感觉输入，采用 Babath 中促通手技进行功能

侧肢体症状部分改善，各关节活动较前灵活，肌力提高 1 级以

训练 40min/次，1 次/d，5 次/周，28d 为 1 个疗程。并嘱家长

上，肌电图有部分改善。无效：患侧肢体症状无改善，各关节

适当予以患儿患肢功能位姿势以防止关节畸形，如：用三角巾

活动度、肌力、肌电图无改善。
肌电图改善疗效标准[4]：痊愈：肌电图神经传导速度恢复

悬吊患肢保持提肩、屈肘、伸腕姿势。
2.2 对照组

正常。显效：肌电图神经传导速度增加 5m/s 以上。有效：肌

2.2.1 肌肉注射

电图神经传导速度增加 3m/s 以上。无效：肌电图神经传导速
度增加 3m/s 以下。

恩经复规格同治疗组，取恩经复 1 支加 0.9%生理盐水 2ml

3.3 统计学分析

溶解，臀部深部肌肉注射，1 支/次，1 次/d，28d 为 1 个疗程。

采用 SPSS13.0 的统计学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

2.2.2 运动训练
方法同治疗组。

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差异进行 t 检验，计数资料用

以上病例均治疗 2 个疗程，疗程间间隔 10d（运动训练未

卡方检验。
3.4 治疗结果

间断）
。
3

两组患儿患侧肢体功能及肌电图比较见表 1、表 2。

疗效观察

3.1 判断依据
表 1 两组患儿患侧肢体功能比较（n，%）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治疗组

30

1

17

10

2

93.3

对照组

30

0

11

14

5

83.3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具有显著性差异。

持中起着重要作用[6]。我们将其行局部穴位注射，是将针刺刺

表 2 两组患儿患侧肌电图比较（n，%）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激和药物的性能及对穴位的渗透作用充分结合，无疑起到事半

治疗组

30

1

15

11

3

90

功倍的效果。通过本次临床观察笔者体会到运用现代医学康复

对照组

30

0

10

13

7

76.7

与传统医学康复相结合的理念扬长避短，将神经营养药、针刺、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具有显著性差异。

穴注、康复训练有机结合治疗婴幼儿臂丛神经损伤大大提高了
疗效，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应用。

4

讨

论

臂丛神经由 C5-T1 神经根组成。其损伤病理主要表现神经
失用（包括传导阻滞、脱髓鞘）、轴索断裂、神经断裂等。有
研究指出臂丛神经损伤后骨骼肌萎缩时肌细胞凋亡加强[5]。为

参考文献：
[1]燕铁斌,窦祖林,冉春风.实用瘫痪康复[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
685
[2-3]潘达德,顾玉东,侍德,等.中华医学会手外科学会上肢部分功能评定试用

了避免萎缩，恢复其功能，现代康复医学主要是依靠营养神经，

标准[J].中华手外科杂志,2000,9(3):130-134

促通神经再生，以及感觉重建，增强肌力等方法。臂丛神经损

[4]汤晓芙.临床肌电图学[M].北京: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院联合出版

伤在祖国医学中属于“痿证”范畴。由于“阳明者，五脏六腑

社,1995:4

之海，主润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也”
。
“阳明虚则宗筋纵。
”

[5]田涛,吴朝晖,金惠铭,等.大鼠臂丛神经损伤后骨骼肌萎缩时肌细胞凋的研

《素问·痿论》有“治痿独取阳明”治则，故取手阳明经腧穴，

究[J].中华医学杂志,2000,80(7):530-532

以补益气血舒筋通络，配合电针输以断续波以提高肌肉组织特

[6]孔习良,刘洪珍.神经生长因子的研究近况[J].中国临床康复,2004,4(10):

别是横纹肌的兴奋性；选取颈夹脊穴，是因其位于督脉之旁可

1920

通行气血调阴阳，依据解剖位置其下有 C5-T1 神经通过。整个
针刺过程融贯了“经脉所过，主治所及”的针灸原则。而神经
营养因子恩经复有研究证实它是一类由神经元、神经支配的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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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继萍（1969-），女，主治医师，神经系统疾病的康复治疗。

组织或胶质细胞产生的能促进中枢和外周神经分化、生长和存
活的活性蛋白质，它们在神经系统的发育和正常的生理功能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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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穴籽压治疗术后尿潴留的疗效观察
Efficacy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urinary retention after surgery by
the ear point’s seed pressing therapy
韩路璐 张 宁 杜琳婧 韩 志
（贵阳中医学院针灸推拿学院，贵州 贵阳，550001）
中图分类号：R256.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2-0063-02

证型：BDGI

【摘 要】 目的：采用耳穴籽压治疗手术后尿潴留，观察其治疗效果，为患者尽快减轻痛苦。方法：取耳穴，尿道＋交感，
膀胱＋肾。结果：总有效率为 86%。结论：耳穴治疗术后尿潴留疗效显著，可快速解除患者痛苦，减少尿路感染，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耳穴；手术后尿潴留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clinical effects of the ear point’s seed pressing therapy on treating urinary retention after
surgery. Methods: The ear points were selected, urethra hole combine sympathetic hole, bladder hole combine kidney hole.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86%. Conclusion: The ear point’s seed pressing therapy was effective in treating urinary retention after surgery, worthy
of a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Ear point; Urinary retention after surger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36
尿潴留为外科术后常见症状。发病时，患者会出现排尿

3

疗效标准

困难，膀胱充盈，精神焦躁不安，并伴有其他全身症状，给

显效：患者施术后 20min 内可顺利排尿；有效：患者施术

患者身心带来极大的痛苦。在临床治疗中，选择耳穴这种方

后 1h 内在自行努力下可排出尿液；无效：患者施术后 2h 不能

便、快速的方法治疗术后尿潴留，得到较好的疗效，现总结

排尿。

报告如下。
1

4

一般资料

1.1 患者资料
共治疗患者 14 例，其中男性 10 例、女性 4 例，年龄从 29～
79 岁；既往无泌尿系统疾病，男性排除前列腺肥大病史患者。
1.2 诊断标准

结

果

患者在用耳穴治疗后，均有症状的改善，最短 5min 起效，
最长的 30min。14 例患者中有 4 名显效，8 名有效，2 名无效。
总有效率为 86%。
5

典型病例
患者甲，31 岁，就诊时间：2012 年 5 月 12 日。患者跌伤

参照《手术并发症学》中尿潴留的诊断标准 [1] ：凡是手
术后 6～8h 未排尿且患者有尿急，窘迫感，下腹胀痛拒按，

至腰 1 椎体爆裂性性骨折，入院后于 2012 年 5 月 18 日在全身

检查发现耻骨上方隆起，压痛，叩诊浊音，可触及胀大的膀

麻醉下行“后路腰 1 椎体压缩性骨折旁直肌入路切开复位，经

胱。

腰 1 右侧椎弓根撬拨纸钉，经胸 12、腰 2 钉棒系统内固定术”
。

2

骨上方隆起，压痛，叩诊浊音，可触及胀大的膀胱。西医诊断：

治疗方法
取患者耳穴中的尿道、交感、膀胱、肾。以王不留行籽按

压相应耳穴，嘱患者 5min 按摩一次，每次按摩 1min 至患者有
酸、胀、痛感为度。
2.1 耳穴定位[2]
尿道：在直肠上方的耳轮出，耳轮 3 区。
交感：在对耳轮下脚末端与耳轮内缘相交处，即对耳轮 6
区前端。

患者术后，拔除尿管后无法自行排尿，膀胱充盈。查体可见耻
尿潴留。中医诊断：癃闭。取左侧耳穴中的尿道、交感、膀胱、
肾，贴完后，指压耳穴嘱患者 5min 按摩一次，每次按摩 1min
至患者感贴穴处酸胀为宜。患者在第 1 次按摩后 5min，感尿意
明显，随经自行努力下排出尿液。
6

讨

论

尿潴留，中医称之为“癃闭”。手术后患者出现尿潴留西
医认为是由于：①因麻醉因素使排尿反射初级中枢受到暂时的

膀胱：在耳轮下脚下方中部，即耳甲 9 区。

抑制，使膀胱过度充盈造成排尿困难，形成尿潴留；②因术前

肾：在对耳轮下脚下方后部，即耳甲 10 区。

使用阿托品抑制膀胱逼尿肌收缩；③由于患者不习惯卧床排尿

2.2 治疗原则
取单侧耳穴，尿道＋交感，膀胱＋肾。

或因切口疼痛、情绪紧张等原因也会引起[3]。中医认为是由于：
术后多由元气大伤，气血双亏，离经之血则瘀，气血滞于脏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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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之间，使气血流通不畅，而出现脏腑功能失调出现尿潴留[4]。
尿潴留患者应诊时常处于焦躁不安的精神状态，伴尿急，窘迫
感，下腹胀痛拒按，检查发现耻骨上方隆起，压痛，叩诊浊音，
可触及胀大的膀胱；此病严重影响患者术后恢复。传统中医理

参考文献：
[1]用文明,徐根贤主编.术并发症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142
[2]陆寿康主编.刺法灸法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125-128

论认为，耳穴分布在耳廓表面，与人体脏腑经络、组织器官、

[3]龙巧仙,朱华燕.穴位按摩联合艾灸治疗术后尿潴留疗效观察[J].吉林医

四肢躯干有着重要联系。当内脏或躯体发生病变时，在耳廓相

学,2011,32(33):7118

应部位会出现敏感等改变，因此，耳穴可作为防止疾病的刺激

[4]韩叶芬,赖丽娟,李砺,等.穴位按摩联合艾灸缓解妇科腹腔镜术后患者疼痛

[5]

点 。耳穴中“尿道”主治：尿频，尿急，尿痛，尿潴留。
“交

的效果观察[J].中国实用护理杂志,2010,36(8):43

感”主治：胃肠痉挛，心绞痛，胆绞痛，肾绞痛，植物神经功

[5]陆寿康主编.刺法灸法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118

能紊乱，心悸，多汗，失眠等。
“膀胱”主治：膀胱炎，遗尿，

[6]陆寿康主编.刺法灸法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125-128

尿潴留，腰痛，坐骨神经痛，后头痛。“肾”主治：腰痛，耳
鸣，神经衰弱，水肿，哮喘，遗尿症，月经不调，遗精，阳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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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治疗疗程短，见效快，能快速减轻患者痛苦，值得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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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

超微针刀立体松解法治疗颈心综合症 60 例探析
The analysis of sixty carotid-cardiac syndrome by the treatment of
ultrastructural acupotomy solid pine relaxing therapy
王远庆
（上海中冶医院，上海，200941）
中图分类号：R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2-0064-02
证型：BDG
【摘 要】 目的：探讨超微针刀立体松解法治疗颈心综合症的临床疗效。方法：运用超微针刀立体松解法松解颈、胸、背部
病变筋结点。结果：治愈 42 例，显效 12 例，有效 4 例，总有效率为 100%。结论：超微针刀立体松解法是治疗颈心综合症的安
全、快速、有效方法。
【关键词】 超微针刀；立体松解法；颈心综合症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ultrastructural acupotomy solid pine relaxing therapy for the treatment
of carotid-cardiac syndrome. Methods: Using ultrastructural acupotomy solid pine relaxing therapy release neck, chest, back in the tendons
node. Results: 42 cases were cured, markedly improved in 12 cases, effective in 4 cases,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100%. Conclusion:
Ultrastructural acupotomy solid pine relaxing therapy is safe, fast, effective for the treatment of carotid-cardiac syndrome.
【Keywords】 Ultrastructural acupotomy; Solid pine relaxing therapy; Carotid-cardiac syndrom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37
颈源性心脏病是临床上常见病，近年来发病率不断提高，

①心慌、胸闷、心前区疼痛或肩背部针刺样痛。疼痛性

且发病年龄日益提前。目前，临床上采用药物治疗只能暂时缓

质常与颈部体位有关，伴有颈、肩、上肢疼痛、麻木等症状；

解症状，而很少能治愈。笔者自 2008 年开始收治来门诊治疗

②心电图、超声心电图和生化检查等都排除心源性疾患；③排

颈源性心脏病患者，至 2012 年共收治 60 例，采用超微针刀立

除其他原因引起的心脏病患者；④颈椎 X 线、CT、MRI 检查

体松解法松解，取得显著的临床效果，现报告如下。

显示颈椎病的相应改变；⑤按其他心脏病治疗无效，而按颈椎

1

材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患者 60 例，其中女性 39 例，男性 21 例；年龄在 26～

病治疗上述各种症状可缓解或消失。
1.4 临床表现
①临床症状：头晕、头痛 13 例。心慌、胸闷、气短 21 例，
心前区疼痛 26 例，伴颈、肩、背部软组织酸困痛或不适 34 例。

70 岁；病程 1～15 年。

②临床体征：心脏体检闻室性早搏或房性早搏 13 例，心尖区

1.2 纳入标准

收缩期杂音 7 例，左上肢感觉异常 14 例，C2～C6 双侧横突，

60 例均符合颈心综合征的诊断标准。
1.3 诊断标准

C7 横突，左侧肩部、岗上角、冈下肌或 T3～T6 双侧横突，剑
突等处有压痛点，以左侧为著。余查体无异常体征。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JCM 中医临床研究 2013 年第 5 卷 第 12 期
1.5 治疗方法
采用超微针刀立体松解法治疗。
1.5.1 超微针刀治疗点

-65前斜角肌位于颈椎外侧的深部，起于颈椎 3～6 横突的前
结节，止于第一肋骨内缘斜角肌结节。前斜角肌是一呼吸辅助
肌，前斜角肌的病变（肥厚痉挛或是因为解剖学变异）会直接

a 点：左侧 T5～6 棘突旁；b 点：左侧 C7 横突尖上方筋结

影响胸廓的扩张动度、使斜角肌间隙变小，卡压通过的神经、

点；c 点：左侧锁骨下窝，前斜角肌的附着点；d 点：左侧剑

动脉而出现的症候群。比如卡压动脉会影响心脏的射血功能，

突结节点。

增加心脏的前后负荷，使心脏产生应激反应，久而久之诱发心

1.5.2 超微针刀立体松解法操作方法

脏病；卡压刺激 C3～5 神经根或交感神经链，会影响心脏神经

①对 a、b 两点进行超微针刀治疗时，患者取俯卧位，颈

丛中的交感神经功能，对冠状动脉产生反射性影响，使冠脉发

前屈，两手叠压置于前额下，暴露治疗部位，术者站在患者正

生血供障碍，导致心前区疼痛、胸闷、心悸、气短等似冠心病

前方。常规消毒，戴无菌手套， 按超微针刀四步进刀法操作。

的临床表现，甚至发生严重的心律失常[2]。松解前斜角肌可有

a 点治疗时，左手拇指摸准局部筋节点，刀口线与身体纵轴平

效解除拉杆效应对心脏的影响。

行，沿左手拇指指甲边缘进刀 0.5～1cm，呈扇形切割 2～3 刀，
当感觉到指下的痉挛结节以缓解或消除时出刀，用干棉球按压
针眼 1min 即可；b 点治疗时，刀口线与指下筋节的走行方向垂
直进行切割、剥离松解，在结节或钙化点上重点松解[1]。②c、
d 两点治疗时患者取仰卧位，术者站在患者右侧前方。c 点治
疗时，嘱患者屏住呼吸，进到深度 0.5cm；d 点治疗时以剑突
左缘与左肋弓缘夹角处（及剑突左侧结节点）为进刀点，刀口
线与局部筋结点垂直进行切割、剥离松解，在结节或钙化点上
重点松解。其余方法同 a 点。术后每个刀口敷创可贴，超微针
刀每隔 5d 治疗 1 次。
2

治疗效果

2.1 疗效标准
临床治愈：临床症状消失，体征消失，心电图正常，能正

膈肌是由颈部的肌节迁移至胸腹腔之间而形成的向上膨
隆的扁薄阔肌。也是筋膜在“前浅层线上”、“前深层线上”[3]
移形连接的重要一环。 膈的肌纤维起自胸廓下口的周缘和腰
椎前面，胸骨部起自剑突后面，肋部起自下 6 对肋骨和肋软骨，
腰部以左右两个膈脚起自上 2～3 个腰椎，各部肌纤维向中央
移行于中心腱。以上三部之肌纤维向中央部集中，止于膈的中
心腱。
“膜原是内脏的结缔组织支架”[4]，而膈肌就是心脏的膜
原。所以膈肌的病理状态直接影响心脏正常功能，造成心脏的
长期处于“高压状态”，引发心脏病。松解膈肌胸骨部可直接
解除膈肌紧张状态，缓解膈肌对心脏的压迫。同时，还可调节
“前浅层线上”
、
“前深层线上”的力学平衡，解除链条传导因
素所致的“膜原”高压应力状态。
松解 C7 横突尖部筋节点可缓解 C7 和 C8 神经根受刺激，

常工作；显效：临床主要症状明显缓解，体征大部分消失，心

间接缓解胸大肌痉挛出现的胸部疼痛、活动受限，胸部紧缩感、

电图正常或轻微改变，功能基本恢复正常，能参加正常工作；

胸闷和深吸气疼痛现象。以此消除杠杆力对心脏的影响。

有效：临床体征减轻，功能部分正常；无效：临床症状无改善。
2.2 结果
本组 60 例，一般治疗 3～6 次。治愈 42 例，占 70%，显
效 12 例，占 20%，有效 4 例，占 6.6%，总有效率 100%。心
电图两周后恢复正常。随访时间半年～2 年，均未复发。
3

典型病例
患者甲，女，45 岁。心慌、气短、心前区闷痛 7 年，时

根据弓弦理论，T5、6 为胸段弓弦高应力点，松解 T5、6
可以解除胸椎在矢状面上的高应力状态，减低胸廓对心脏的横
向压迫力。松解 T5、6 还可以松解胸横肌，有效发挥其协助降
肋功能，改善心脏活动的空间。
综上，笔者在临床上，以超微针刀四大理论为指导，从空
间结构上认知颈源性心脏病，运用超微针刀浅筋膜立体松解术
定点围绕心脏做前后上下四 D 立体式松解，既缓解了脊源性疾
病对心脏的致病因素，又缓解了“膜原性”[4]疾病对心脏的影响，

有前臂内侧放电感，伴颈肩背部酸疼。心电图示各导联 ST-T

较以往对颈源性心脏病的认识（大多停留在颈椎病、胸椎关节

普遍降低（0.05mv），心脏 B 超检查正常，检验：血常规、血

紊乱等脊柱相关病上，治疗多注重脊柱后侧肌群的病变对心脏

沉、抗“O”、肝功、血脂均正常。既往按冠心病用药输液疗
效不佳，2011 年 11 月 8 日转来行超微针刀治疗。检查：血压
130/75mmHg，心率 76 次/min，心脏无杂音，节律齐。X 线

的影响，忽略了前侧肌群拮抗作用对心脏的影响）和治疗有了
一定的提高，可谓“内外同调”
，
“阴阳兼顾”
，取得满意疗效。

摄片示：颈椎生理曲度变直，颈椎向左侧弯曲，项韧带钙化，

参考文献：

C4、5、6 棘突左旋，椎体后缘骨赘增生，C6、7 椎间隙变窄。

[1]胡超伟.超微针刀疗法[OL].2012,2(1):93

左侧颈部横突尖可触及条索状硬结与压痛，左岗上角、T5～T6

[2]李国田.35 例颈心综合症误诊分析[J].医学信息,2008,21(9):1679

左侧均有压痛点。用超微针刀立体松解法治疗一次后患者症状大

[3] ThomasW.Myers.Anatamy Trains,2011:97,179

减轻，两次治愈。后复查心电图恢复正常，随访 2 年无复发。

[4]原林,等.筋膜学[M].2011.7:63

4

讨

论

由颈椎病引起的心血管损害，统称为“颈心综合症”。超

作者简介：
王远庆，住院医师，上海中冶医院。

微针刀立体松解法之所以能快速治愈颈心综合症，是建立在对
其立体解剖的认识之上的，以下作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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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针结合艾灸治疗三叉神经痛 9 例
Electric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moxa-wool moxibustion on
treating 9 cases of trigeminal neuralgia
赵盛惠
（重庆市沙坪坝区陈家桥医院，重庆，401331）
中图分类号：R74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2-0066-01

证型：IDBG

【摘 要】 目的：利用电针结合艾灸治疗三叉神经痛 9 例疗效显著。方法：电针结合艾灸治疗三叉神经痛 1 次/d，10d 为 1
个疗程。结果：有效率 100%，治愈率 77.8%。结论：电针结合艾灸治疗三叉神经痛疗效满意。
【关键词】 三叉神经痛；电针；艾灸
【Abstract】 Objecti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reating 9 cases of trigeminal neuralgia with electric acupuncture and moxa-wool
moxibustion. Methods: To treat trigeminal neuralgia with electric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once a day, a course of 10 days. Results:
The efficiency was 100%, cure rate was 77.8%. Conclusion: The effect is significant on treating trigeminal neuralgia with electric
acupuncture and moxa-wool moxibustion.
【Keywords】 Trigeminal neuralgia; Acusector; Moxibus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38
三叉神经痛是最常见的脑神经疾病，多发生于中老年人，

病史，在重庆新桥医院就诊后诊断为三叉神经痛，给予卡马西

以一侧面部三叉神经分布区内反复发作的阵发性剧烈痛为主

平片内服治疗后痊愈。10d 前突发剧烈疼痛，如刀割、电击、

要表现。笔者近 2 年来运用针刺结合艾灸治疗本病，疗效满意，

撕裂般，给予卡马西平片内服未有好转，发作逐渐频繁疼痛发

现报道如下。

作持续时间由最初的十几秒可以延长至一两分钟，说话、吃饭，

1

临床资料
9 例患者均为门诊患者，其中男性 4 例，女性 5 例；年龄

最小为 42 岁，最大 82 岁；病程最短 1 个月，最长 4 年。
2

治疗方法

2.1 电针治疗

微风拂面都会引起疼痛，甚至不敢洗脸、刷牙。查：患者痛苦
面容，形体消瘦，右侧三叉神经眼支及上额支区域轻按疼痛剧
烈。给予电针结合艾灸治疗 2 次后疼痛症状明显好转，洗脸时
未诱发疼痛，治疗 10 次后三叉神经痛痊愈，2 月内嘱患者局部
勿受凉。随访半年未复发。
5

体

会

①取穴：阳白、迎香、颧髎、风池、地仓、百会、合谷、

三叉神经痛中医称为“面痛”，是一种在面部三叉神经分

曲池、足三里、三阴交穴等为主。②操作：患者取平卧位，取

布区内反复发作的阵发性剧烈神经痛，是神经外科常见病之

30 号 0.5～2 寸毫针，局部常规消毒，针刺以泄法为主，先取

一，也是国际公认的疑难杂症。多数三叉神经痛于 40 岁起病，

远端穴位，局部穴位在急性发作期轻刺。用汕头 6805-D 电针

多发生于中老年人，女性多于男性，发病以右侧多于左侧。该

仪，选用连续波，治疗 30min/次。

病的特点是，在头面部三叉神经分布区域内，发生骤发，骤停、

2.2 艾灸治疗

闪电样、刀割样、烧灼样、顽固性、难以忍受的剧烈性疼痛。

电针治疗完毕后用药艾条温和灸风池、翳风、太阳、四白、
下关、听会、地仓、百会穴或痛点，灸 30min/次。
以上治疗 1 次/d，10 次为 1 个疗程。
3

疗效观察
本组 9 例，其中痊愈（临床症状完全消失，随访半年未复

发）7 例，占 77.8%；显效（临床症状明显减轻）2 例，占 22.2%。

说话、刷牙或微风拂面时都会导致阵痛，三叉神经痛患者常因
此不敢擦脸、进食，甚至连口水也不敢下咽，从而影响正常的
生活和工作。也有人称此痛为“天下第一痛”。电针结合艾灸
能够缓解血管痉挛，消除神经炎症，起到温经散寒、疏通经络、
活血化瘀、通络止痛的作用。
参考文献：

其中经 1 个疗程治愈者 2 例，经 2 个疗程治愈者 3 例，经 3 个

[1]梁繁荣主编.针灸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5.1

疗程治愈者 2 例，无效 0 例，总有效率 100.0%

[2]梁建涛,鲍遇海.三叉神经痛

4

作者简介：

典型病例
患者甲，男，82 岁，农民，2012 年 3 月就诊。主诉：右

侧头顶部、面颊、额部阵发性剧烈疼痛 10d。4 年前曾有发作

赵盛惠，本科学历，主治医师，重庆市沙坪坝区陈家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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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名经配穴法在肱骨外上髁炎针灸治疗中的
临床应验与发微
Research on acupuncture point method with meridians of the samename in
acupuncture treatment of humeral epicondylitis
史坚鸣
（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上海，200061）
中图分类号：R2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2-0067-03

【摘 要】 目的：以肱骨外上髁炎的针灸治疗为例，来验证同名经配穴法在针灸治疗中的重要作用。方法：选取肱骨外上髁
炎患者 73 例做单纯的针灸治疗，随机分为对照组 36 例，治疗组 37 例。对照组：经络辨证选穴；治疗组：经络辨证选穴合同名经
配穴。均为针灸治疗，1 次/3d，15 次为 1 个疗程，观察评价临床疗效。结果：治疗组、对照组总有效率分别为 100%、100%；治
愈率分别为 72.97%、52.78%；组间临床疗效比较，总有效率无差异，治愈率差异明显，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同名经
配穴法，辨证全面，标本兼治，疗效更为显著。
【关键词】 同名经配穴法；肱骨外上髁炎；针灸治疗
【Abstract】 Objective: With acupuncture treatment of humeral epicondylitis for example, to verify the clinical value of acupuncture
point method with meridians of the same name. Methods: To select 73 patients with humeral epicondylitis to accept the simple acupuncture
treatment. 36 cas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37 cas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eated group. To select points with
meridia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in control group and select points with meridia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acupuncture point method
with meridians of the same name in treated group. Both accepting acupuncture treatment, once three days, 15 times for one cours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Results: In the treated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 total efficiency were 100%, 100% respectively;
the cure rate were 72.97%, 52.78% respectively.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comparison between treated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as
compared. The total efficiency had no difference, the cure rate had difference.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Acupuncture point method with meridians of the same name is comprehensive, effective on both manifestation and root cause
of disease. The curative effect is more significant.
【Keywords】 Acupuncture point method with meridians of the same name; Humeral epicondylitis; Acupuncture treatmen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39
所谓“同名经”即手足太阴，手足厥阴，手足少阴，手足
阳明，手足少阳，手足太阳十二经脉的概括[1]。
同名经配穴法是指在针灸治疗中，以同名经“同气相通”
的理论为依据，以手足同名经腧穴相配的方法。如，牙痛可取

既能充分反应实验目的，又具有较强的实验可复制性，科
学性更强。兹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手阳明经的合谷配足阳明经的内庭；头痛取手太阳经的后溪配

1.1 病例选择

足太阳经的昆仑等。

1.1.1 诊断标准

为了验证同名经配穴法在临床针灸治疗中的重要作

《黄家驷外科
肱骨外上髁炎的诊断参照《中医伤科学》[2]、
[3]

用，特选取了临床上常见的病种—肱骨外上髁炎来做单纯

学》 的诊断标准。

针灸治疗，以作同名经配穴法的临床应用研究。之所以选

1.1.2 纳入标准

择肱骨外上髁炎来作为治疗病种研究同名经配穴法，其一

①以肘部肱骨外上髁处疼痛 1 个月以上为主症；②年龄

是因为其为临床常见疾病，有普遍性与代表性；其二是因

18～65 岁；③生命体征平稳，神智清楚，具有表达能力与执行

为诊断与治疗简单，可以单纯使用针灸治疗，而不需要药

力，能配合治疗及临床观察者；④其他夹杂疾病病情稳定者。

物及任何辅助治疗，更具有可信性与证明力；其三是因为

1.1.3 排除标准

肘部肱骨外上髁处最主要只有手阳明大肠经循行通过，经
络循行简单，经络辨证选穴，同名经配穴治疗相对简单，

①伴有严重躯体疾病者；②精神疾病者；③恶性肿瘤患者；
④治疗过程有突发其他急性疾病者；⑤有饮酒史且酒量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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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140G/周者；⑥未按规定治疗，资料不全，无法判断疗效者。

患侧上肢经络辨证选穴，针刺（平补平泄）曲池，尺泽。

1.2 临床资料

针刺（平补平泄）太渊，偏厉。

73 例观察对象均为 2010 年 3 月～2012 年 6 月上海同济大

合同名经配穴法，患侧下肢针刺（平补平泄）太白，丰隆，

学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中医科就诊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

得气后留针 20min 左右。

为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组 37 例，其中男性 9 例，女性 28 例，

1.4 疗效评定
参照《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4]。治愈：疼痛压痛消失，

平均年龄（46.37±11.67）岁，平均病程（3.6±0.3）个月；对
照组 36 例，
其中男性 8 例，
女性 28 例，
平均年龄
（47.67±13.37）

持物无疼痛，肘部活动自如；好转：疼痛减轻，肘部功能改善；

岁，平均病程（3.7±0.7）个月。两组患者年龄、性别，及病

无效：症状无改善。

程等基线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5 统计学方法
试验数据采用 SPSS11.5 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

1.3 治疗方法

料采用 t 检验，等级资料采用 Radit 分析。

单纯针灸治疗（无任何内服外用药物及任何其它辅助治
疗）3d 1 次，15 次为 1 个疗程。

2

1.3.1 对照组

结

果

治疗组、对照组总有效率分别为 100%、100%；治愈率分

患侧上肢经络辨证选穴，针刺（平补平泄）曲池、尺泽，
针刺（平补平泄）太渊，偏厉，得气后留针 20min 左右。

别为 72.97%、52.78%，组间临床疗效比较，总有效率无差异，

1.3.2 治疗组

治愈率差异明显，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

表 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n（%）]

3

讨

组别

n

治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治愈率（%）

治疗组

37

27

10

0

100

72.97

对照组

36

19

17

0

100

52.78

论

包络三焦，肝脉循阴器，故有气上撞心，心中疼热，烦满而囊
缩的上热下寒证；两太阳之脉相接于眼部睛明，其脉行于项膊，

所谓“同名经”即手足太阴，手足厥阴，手足少阴，手足

挟脊抵腰，故头项痛，腰脊强，两少阳之脉相接于眼部瞳子耀，

阳明，手足少阳，手足太阳十二经脉的概括。这六对经脉在人

其脉挟鼻上络于目，故身热目疼而鼻干，阳明经别通心，故不

体头面躯干互相交接联成一起，就是中医文献里常常说的“六

得卧也。
”

经”
。
《素间•热论》中的六经热病，
《伤寒论》中的“六经辨证”
，

通过以上文字可以看出：在经络学说里，表里阴阳互为属

就是以同名经同气相通的关系作为理论根据的。

络的表里两经把人体脏腑经络阴阳内外紧密相连，而人体脏腑

手之同名经在上，足之同名经在下，那么手足同名经具体

经络上下之间紧密联系的重要纽带则是手足上下的同名两经，

是怎么相连的呢？已故四川医家杨介宾在《何谓同名经》[1]中

同时脏腑经络生理机能的上下协调之重要性非常突出。

记录：“两少阴之脉相接于胸部心中，心肾之气相通，水火既

因为脏腑经络的表里阴阳，同名上下之间的紧密联系，所

济，则神志安宁，心肾不交，则现少寐多梦等症；两太阴之脉

以十二经脉脏腑又可以规律性地分为内在紧密联系的三组，每

相接于胸部中府，故脾气散精，上归于肺，其脉布胃挟咽连舌

组则为互为表里阴阳同名上下的手足四经四脏腑（表 2）
。

本，故腹满而咽干；两厥阴之脉相接于胸部天池，其脉出属心
表 2 十二经脉分组
组
经络

组

组

里

表

里

表

里

表

手经（上部）

手太阴肺经

手阳明大肠经

手厥阴心包经

手少阳三焦经

手少阴心经

手太阳小肠经

足经（下部）

足太阴脾经

足阳明胃经

足厥阴肝经

足少阳胆经

足少阴肾经

足太阳膀胱经

如果同组中某一经某一脏腑有了病候表现，那么除了有病

综上即是同名经配穴法的理论依据，要点一是辨证治疗时

候表现的一经一脏腑以外，其余三经三脏腑亦与疾病密切有

要同时关注表里阴阳同名上下的四经四脏腑，辨证治疗要完整

关：或者因为疾病的循经传导而受到不同程度累及，甚或本来

全面。二是辨证治疗要注意四经四脏腑的标本虚实，要上下兼

就是疾病发生的根本原因。四经四脏腑之间互相影响互为因

治，标本兼顾，治病求本。

果。例如，皮肤科的荨麻疹疾病中既有皮疹型荨麻疹，亦有胃

以本实验病种肱骨外上髁炎来做具体举例分析如下。

肠道型的荨麻疹。可以同时发病，或者交替发病。究其原因，

根据《经络学》[5]肘部肱骨外上髁部位，最主要为手阳明

是因为肺主皮毛，而肺、大肠、脾、胃，是互为表里阴阳，同

大肠经循行通过，而与手阳明大肠经，循行路线、脏腑属络，

名上下的密切相关的四经四脏腑。而其中肺经、大肠经的病候

互为表里阴阳的经络为手太阴肺经。

其实为病之标，脾胃虚弱其实为病之本。两者同时也互相影响
互为因果。临床上有许多类似实例可寻，在此不一一例举。

从经络辨证首先说明了肱骨外上髁炎与互为阴阳表里的
（下转 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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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纲与《伤寒论》体悟
Experience from the eight principal syndromes and Treatise on febr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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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学习陈逊斋，汤本求真、胡希恕、刘绍武等经方大家研究伤寒论的成果，阐述了八纲辨证，八纲辨证是
一切辨证方法的总纲，论证了八纲辨证与伤寒论的关系，提示在临床上要认真细致辨好寒热虚实，辨对阴阳，搞对病位。只有这
样，才能提高临床辨证施治水平。
【关键词】 八纲辨证；伤寒论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rough studying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reatise on febrile of CHEN Xun-zhai, TANG Ben-qiu-zhen, HU
Xi-shu, LIU Shao-wu, the author explains the eight principal syndromes. Eight principal syndromes is the master of all the dialectical
method, demonstr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ight principal syndromes and Treatise on febrile, suggesting distinguishing chills or
fever, deficiency or excess syndrome and the Yin or Yang, engage in disease location.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improve the level of clinical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Keywords】 Eight principal syndromes; Treatise on febril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40
八纲即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是患病机体正邪斗争的反映，

表阳证是太阳病，表阴证是少阴病；里阳证是阳明病，里阴证

具有唯物辩证法思想。仲景《伤寒论》就是八纲具体运用的典

是太阴病；半表半里阳证是少阳病，半表半里阴证是厥阴病[3]。

范。寒：就是寒性。如四肢厥冷背恶寒，分泌物澄澈清冷等。

①太阳病，属于表阳热实证。病理是外邪侵犯表部，人体的正

热：就是热性。如发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分泌物浓粘稠

气奋起抗邪，津液血液充盈于表部、上部，想要通过出汗的办

黄等。虚：就是人虚。如乏力、痠软、头晕、心悸等。虚就是人

法，把病邪祛除于体外，但由于人的体质关系，有的想出汗而

体的气血津液等物质的匮乏或胃等脏腑的虚弱。主要是指疾病

出不来汗，也有的虽出汗了，但不足以祛除病邪，而胃气却虚

未去，病人的体力精力已不足的状态。实：就是病实。如头项

了。中医对于太阳病的治疗，就是帮助人体正气用发汗法治疗，

强痛、身肿、体痛关节痛、胃家实、机体的肿块等。实就是指

顺势利导，对于无汗的用麻黄汤系列方剂治疗，对于有汗的，

病邪未去，病人的体力强，精力不衰的状态。阴：凡是寒性的，

用桂枝汤系列方剂治疗。②少阴病，属于表阴虚寒证。病理是

虚弱的都属之。即是人体的代谢机能处于减退或沉衰状态。阳：

外邪侵犯表部，而人体的正气不足，津液虚血液虚，人体想通

凡是热性的，充实的都属之。即是人体的代谢机能处于亢进的状

过出汗的办法祛除病邪，但达不到目的。中医对于少阴病的治

态。

疗，同样是帮助人体用发汗法治疗，与太阳病不同的是，少阴
阴阳是总纲，寒热虚实是阴阳的具体化。阴包括虚证、寒

病是阴证，必须加入附子、干姜、细辛等温性亢奋药于麻黄汤

证、虚寒证、实寒证；阳包括实证、热证、虚热证、实热证。

或桂枝汤系列方中，才能治疗。③阳明病，属于里阳热实证。

都是病情的反应。

病理是机体把病邪包围在消化道内部，津液血液及病邪齐聚胃

根据陈逊斋、汤本求真、胡希恕、刘绍武等经方大家的研

肠，正邪斗争剧烈，发热有时很高，想通过呕吐或泻下把病邪

究，人体大致可分为三部：①外面及与空气直接接触的身体表

祛除于体外，但由于体质的关系，往往不能排除体外。中医对

面[1]，包括皮毛、肤腠、筋骨、经络等，也就是人体的躯壳，

于阳明病的治疗，同样是帮助人体用吐下及清热法治疗，如瓜

[1]

在八纲中称为表部；②里面即与饮食物直接接触的身体里面 ，

蒂散、大承气汤、白虎汤等。④太阴病，属于里阴虚寒证。病

包括食道、胃、小肠、大肠等消化道内部，在八纲中称为里部；

理是胃气不足，肠胃虚寒，机体想通过呕吐泻下把病邪祛除体

③两面的中间部分包括大脑、五脏六腑、淋巴、神经、血液循

外，但由于体质的关系，虽然呕吐或下利，肠胃却虚寒了，也

环等，在八纲中称为半表半里部。

不足以祛除病邪。中医对于太阴病的治疗用温补法扶助人体正

表、里、半表半里三者是病位的反映。三部是互相联系的

气，以利康复，如理中汤、四逆汤等。⑤少阳病，属于半表半里，

整体，里部从饮食物中摄取水谷精微，表部从空气中吸取氧气，

半寒半热，半虚半实，但偏于热实，是阳证。病理是病邪入于半

水谷精微和氧气进入血液循环系统，营养周身，身体代谢后的

表半里，邪无直接出路，不可用汗吐下法，只能用和解法，像小

废物通过汗、大便、尿液，呼吸等排出体外，以保证人体的新

柴胡汤等。⑥厥阴病，属于半表半里、半寒半热、半虚半实，但

[1]

陈代谢 。
三个病位，两种病情，就是仲景的《伤寒论》中的六病[2]。

偏于虚寒，是阴证，病理同少阳病一样，只是更偏于虚寒。治疗
用和解法，不过用药更偏于温补强壮，如乌梅丸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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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疾病是复杂的，病情往往寒热错杂，虚实互见，兼挟水毒、血
毒、食毒等[4]，病位不一，给辨证施治造成很大困惑。这样，在临
床上就要首辨阴阳，一般说，阳证相对要容易治一些，而阴证的治
疗就困难些，对于阴证，要设法将其变为阳证，才好治疗。要辨阴
阳，就要详辨病情的寒热虚实，这主要通过望闻问切来完成。
每一个病人，都是医者新的研究课题，这就要求医者对待

的方剂，药味少，配伍精，疗效捷，但前提是辨对证。尽管中
医辨证方法很多，但八纲辨证是各种辨证方法的总纲。
参考文献：
[1]马文辉,刘绍武.三部六病传讲录[M].科学出版社,2011:第一部分
[2]冯世纶,张长恩.解读张仲景医学[M].人民军医出版社,2006:85-86,13-14

病人要认真细致，只有详细的望闻问切，认真调查研究，才能

[3]陈逊斋.1935 年在前中央国医馆附设训练班演讲词[Z].

辨好寒热虚实，辨对阴阳，辨准病位。阴证用阳药，阳证用阴

[4]汤本求真·皇汉医学·周子叙译[M].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

药，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虚则补之，实则泻之，在表用汗法，
在里用吐下清或温补法，在半表半里用和解法。《伤寒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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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理论浅析肝与糖尿病的关系
A review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liver and diabetes mellitus in T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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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糖尿病是临床常见病，发病率逐年增高。糖尿病在发病机理上与肝脏密切相关，作者以脏腑辨证理论为指导论述
糖尿病与肝的关系，为临床治疗提供思路。
【关键词】 肝；糖尿病；中医病机
【Abstract】 Diabetes is a common clinical disease, incidence of diabetes disease to rise year after year. The pathogenesis of diabetes
disease was associated with liver, to integrati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ver and diabetes mellitus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principle, to
provide reference evidence for clinic practice.
【Keywords】 Liver; Diabetes disease; TCM pathogenes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41
糖尿病是一组常见的代谢内分泌病[1]，基本病理为胰岛素相

关，这三种因素均可伤肝[7]，从而造成肝失调畅，引起气机紊

对或者是绝对不足和胰升糖素活性增高所引起的代谢紊乱，临床

乱，化火伤阴，使得气血津液等人体精微物质不能随气行，维

以高血糖和糖尿为特征[2]。属祖国医学“消渴”范畴，早在《灵

持正常代谢，发而为消渴，并且可进一步并发诸多并发症。

[3]

枢•本脏》就有“肝脆善病消瘅易伤”之论 。说明肝在糖尿病的

2.1 肝与肺的关系肝与肺经络相通，在全身气机的调畅方面密切

发生及发展中有重要的地位。笔者在此谈谈糖尿病与肝的关系。

相关，肝主升，肺主降，一升一降调节气机的升降出人运动[8]。

1

升降协调才能保障气机调畅。如若肝失疏泄，肝气郁结，郁而

肝正常的生理功能是机体保持正常基础

化火，上行伤灼肺金，则见烦躁、口渴多饮、口鼻干燥等上消
肝主疏泄，调畅气机，其疏泄功能，表现在促进脾胃的运
化功能，即协助脾胃之气升降，使脾之升清与胃之降浊之间协
调平衡，同时使胆汁输入肠中，而促进消化。其调畅气机表现
在调节气之升降出入，协调各脏腑平衡，使水谷津液在体内输
布排泄正常运行，同时调节人的情志活动[4]。肝疏泄之能正常，
气机调畅，血运畅通，则心情舒畅，五志安和，才能使得机体
气血津液代谢正常。肝具藏血和调血的双重功能[5]。肝之疏泄
正常，气机才能舒畅条达，血随气行，才能流通顺畅，以保证
人体各组织器官、经络以及脏腑对血液的需求而达到其生理功
能的正常发挥。因此肝的疏泄是保持肝脏本身功能协调及其它
脏腑正常生理的重要条件[6]。

征象，日久肺阴亏耗，阴虚火旺，失其宣降之功可见劳嗽等。
2.2 肝与脾胃的关系脾升胃降，有运化水谷之功，是气血生化
的来源[9]。但这一功能的发挥有赖于肝之疏泄条畅，若肝之疏
泄不及则木不疏土，或素体肥胖，痰湿奎盛，阻滞气机，气血
津液不布则出现疲乏无力、消瘦等；若肝郁化火，则会燔灼中
土，出现多食善饥、便秘等“中消”症，若肝疏泄太过，肝气
横逆克脾犯胃，胃热炽盛则见消谷善饥的“中消”证。
2.3 肝与肾的关系肝藏血、肾藏精，精血互生，共同维持生命
活动所必需的精微物质，精血亏虚上不能荣，可出现头晕、视
力减退、耳鸣等症状；下不作强，则见早泄、阳痿、性欲下降
等。肝主疏泄，肾主封藏。肝的升发之气受肝肾之阴的制约。

2

肝在糖尿病中的作用
糖尿病的发生与多食少动，素体阴虚以及情志因素密切相

若肝失却疏泄之功，气郁化火，则可下劫肾阴，使肾的封藏之
功失职，精微下泄出现多尿、尿甜之“下消”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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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与糖尿病并发症的关系
现代医学认为眼底、肾、神经、心脑血管病变是糖尿病的

重要慢性并发症[11]。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最常见的严重慢性并
发症[12]。肝开窍于目，肝血黯耗，不得承养眼目，致白内障及
视网膜病变。肝主筋，筋主运动，肝气郁结，化火伤阴，致肝
血不足，血虚不能濡养经脉，易见四肢挛急，肢体麻木疼痛等
血管神经病变[13]。肝肾不足，精血耗伤，日久则气血阴阳失调，
阴虚阳亢，化热生风发为脑中风证（脑血管病变）
。肝失疏泄，
气滞血瘀，痹阻心脉则胸痹心痛（心血管病变）。肝肾阴虚日
久，阴损及阳，肾阳亦虚，肾失温化，水液运行不利，水湿停
滞，产生慢性肾功能不全，乃至尿毒证（糖尿病肾病），导致
水肿发生。
综上所述糖尿病虽有“三消”之说，但在其发病、发展及
其心、脑、肾、眼、神经等脏器主要并发症的演变上，均与肝
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密切相关，从肝论治糖尿病，运用疏肝
调气法调节控制整个机体新陈代谢变化，值得深入探索与研究。
参考文献：
[1]陈瑞萍,陈冬梅.从肝论治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J].中国医疗前沿,2010,5
(12):9,14
[2]郑敏,杨宏杰.2 型糖尿病从肝论治[J].时珍国医国药,2010,21(11):2969-

-71-

2971
[3]张彦丽.肝与消渴刍议[N].中医药导报,2009,15(10):10-12
[4]高绍芳,赵克景,杜立建,等.浅谈糖尿病从肝论治[J].现代中西医结合杂
志,2006,15(18):2512-2513
[5]李志奇,黄新华.中医调肝法干预糖尿病各阶段用方浅论[J].现代中西医结
合杂志,2011,20(16):2014-2015
[6]贾海骅,赵红霞,赵凯维,等.探讨糖尿病(消渴)中医病因病机[J].中国中医基
础医学杂志,2012,18(1):22,25
[7]刘剑,方朝晖,李中南,等.历代医家从肝论治糖尿病探析[J].中医药临床杂
志,2012,24(2):148-151
[8]郭艺娟,杨叔禹.消渴目病的古代认识[J].中医药信息,2012,29(1):5-7
[9]葛林清.消渴的辨证论治[J].中外健康文摘,2009,6(23):45-48
[10]钱春,郭宏敏.中医药治疗糖尿病血瘀证研究进展[J].实用中医内科杂
志,2009,23(2):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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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太阴肺经、手阳明大肠经密切相关。
其次手太阴肺经、手阳明大肠经在上，他们的同名经则为

经络辨证准确，但从选穴治疗方法来看，主要为治病之标。而
治疗组，经络辨证选穴以外联合运用了同名经配穴法，同名上

在下的足太阴脾经、足阳明胃经。依据同气相通的同名经理论，

下两经皆表里原络配穴，两两对应，上下兼顾，标本兼治，治

这四条经脉分别属络于四个脏腑，它们互为表里阴阳同名上

病求本。所以从实际疗效结果来看，因为经络辨证准确，对照

下，彼此交通，密切相关。

组、治疗组总有效率无差异，但在治愈率上，联合运用了同名

因此经络辨证结果：肱骨外上髁炎发病机理，在经络，则
为互为表里阴阳同名上下的手太阴经、手阳明经、足太阴经、
足阳明经，在脏腑则为互为表里阴阳的肺与大肠，脾与胃。

经配穴法的治疗组取得了更为显著的疗效。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诚如我文章开首所说，选择肱骨外上
髁炎作为阐述同名经配穴方法的病种，只是因为该病种简单，

因为肱骨外上髁炎是炎症性疾病，火性炎上，症状上，肘

易于说明经络辨证、同名经配穴的原理与实验的可复制性。事

外侧疼痛，较重时局部可有微热、压痛明显，疼痛甚至可向上

实上同名经配穴法体现了中医辨证的完整性，治疗的上下兼

臂及前臂放散[2]，与火性阳邪易于炎上特性相吻合；水湿阴邪

顾，标本兼治，疗效显著。同名经配穴法可以应用于中医各科

易于流于下，在下则脾胃虚弱，易于为水湿所患。四经四脏腑

疾病的针灸治疗，有着重要作用。

在疾病上易于互相传导互为因果。
所以肱骨外上髁炎，进一步经络辨证结果：在上的手太阴
经、手阳明经，肺与大肠有热，循经发于肘部体表，为病之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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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同名经配穴法：针刺（平补平泻）在下的同名经足太阴脾
经原穴太白，足阳明胃经络穴丰隆，此为同名经配穴，又为阴
阳表里两经原络配穴法，旨在补益脾胃，运化水湿。以收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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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本之效。此选穴治疗方法主要为治病之本。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对照组只取了在上手经的穴位，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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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治疗子宫肌瘤在腹部取穴的理论初探
Theoretical discussion on treating uterine fibroids with a cupuncture
范小婷 陈 攀
（广西中医药大学，广西 南宁，530001）
中图分类号：R246.3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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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有各式各样的针刺疗法治疗子宫肌瘤，无论是传统中医针灸还是腹针疗法，都离不开在腹部取穴，本文综述
了针灸治疗子宫肌瘤研究的相关成果，并探讨在腹部取穴的缘由和优势，提出针灸治疗子宫肌瘤的独特见解，旨在在传承基础上，
挖掘整理出更简、便、验、廉的方法以治疗子宫肌瘤，为针灸事业添砖加瓦。
【关键词】 针灸；子宫肌瘤；腹部取穴；理论
【Abstract】 There are a variety of acupuncture treatment of uterine fibroids, either TCM acupuncture or abdominal acupuncture are
inseparable from acupoints in the abdomen.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lated outcomes of acupuncture in treating uterine fibroids, to explore
the reason and advantage of the abdominal acupoints and proposed unique insights of acupuncture treatment in treating uterine fibroids. On
the basis of inheritance find a better treatment of uterine fibroids in order to develop the acupuncture.
【Keywords】 Acupuncture; Uterine fibroids; Abdominal acupoints; Theor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42
子宫肌瘤是女性生殖器最常见的良性肿瘤，主要由平滑肌

增高有关，现代医学主要采取手术和抗雌激素药治疗。由于价

细胞增生而成，其间有少量纤维结缔组织。多见于 30～50 岁

格昂贵，手术的创伤性和易复发性，患者在生理上、心理上都

妇女，以 40～50 岁最多见，20 岁以下少见，其发病成逐年上

难以接受。现在中医治疗癥瘕（子宫肌瘤）的方式分为中药治

[1]

升趋势 。临床表现为月经过多、腹痛、不规则阴道出血、贫

疗与非药物治疗。中药治疗要求辨证准确，根据虚实寒热来调

血甚至不孕等[1]，严重威胁着女性的健康，影响女性的生活质

理，否则效果不明显，且中药口感不好，长期治疗患者难以坚

量。寻求有效简便的治疗方法，是众多女性患者的期望。本文

持。非药物治疗主要是运用针灸治疗。针灸治疗子宫肌瘤早在

旨在探讨针灸治疗子宫肌瘤在腹部取穴的缘由和优势，以期能

《黄帝内经》就有记载，长期以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标本兼

在传承中创新，挖掘到更简便的治疗子宫肌瘤的方式。

治，在治疗疾病的同时，疏通经络，调理五脏六腑，阴平阳秘。

1

子宫肌瘤病因病机和治则
子宫肌瘤属中医“癥瘕”范畴。从历代各种文献看，本病

的成因主要是由于风寒邪气乘虚入侵，气血运行受阻；内因责
之于情志过极，气机郁滞，气滞血行不畅，脏腑气血失调，日

治疗时不仅不会损伤胞宫，还能提高机体机能，是很多育龄女
性的首选方法，而且创伤小、疗效较好、副作用相对较小，并
且患者容易接受。
3

针灸治疗子宫肌瘤重视腹部穴位选取

积月累，渐成癥瘕。临床上发现，子宫肌瘤患者，多以寒凝血

任冲二脉起于胞中，沿腹部正中线上行。任脉为“阴脉之

瘀为多，因寒为阴邪，易伤阳气，使人体阳气易于受损；又寒

海”，调节阴经气血，主胞胎；而冲脉亦调节十二经气血，与

性凝滞，寒邪伤人，易使气血津液凝结，经脉阻滞，人身气血

女子月经和孕育功能有关。《素问•上古天真论篇》曰：“女子

津液之所以畅行不息，全赖一身阳和之气的温煦推动，一旦阴

二七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
；
“七

寒之邪侵犯，阳气受损，失其温煦，易使经脉气血运行不畅，

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

[2]

甚或凝结阻滞 。而在于妇人，则易形成癥瘕，即子宫肌瘤。

也”
。所以任脉气血的盛衰，直接影响到女子月经的正常与否。

临床上治疗多根据《灵枢•水胀第五十七》
：
“岐伯曰：石瘕

根据多年文献记载和临床实践，针灸治疗子宫肌瘤，离不

生于胞中，寒气客于子门……先泻其胀之血络，后调其经，刺

开腹部穴位。薄氏[3]说过：“腹者有生之本，百病根于此”。腹

去其血络也。
”
《灵枢•百病始生第六十六》
：
“黄帝曰：积之始生，

部与五脏六腑密切相关，有任脉、督脉、肾经、胃经、脾经、

至其已成奈何……治之奈何？岐伯答曰：察其所痛，以知其应，

胆经和肝经共 6 条经脉经过腹部，且脏腑募穴位于腹部，而腹

有余不足，当补则补，当泻则泻，毋逆天时，是谓至治。
”治疗

部腧穴大部分分布在任脉、肾经和胃经这 3 条经脉上。例如《针

癥积，应辩清虚实，活血祛瘀的同时，兼顾正气，虚者补之，

灸甲乙经》中早有记载“女子胞中痛，月水不以时休止，天枢

实者泻之，并且要采取调理脏腑，温经散寒、温通经脉等法则。

主之。小腹胀满痛，引阴中，月水至则腰脊痛，胞中瘕，子门

2

针灸治疗子宫肌瘤优势
目前子宫肌瘤病因尚不明了，主要考虑与雌激素和孕激素

有寒，引髌髀，水道主之。”可见，腹部上一些穴位，可用于
治疗妇科疾患，针刺子宫肌瘤，同样可参考此些穴位。
《素问》曰：
“腹为阴，背为阳。
”五脏为阴，六腑为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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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阳之六腑全居阴腹之中，亦是阴中有阳。治疗上，通过在腹

生姜片灸，治疗时患者有温热感觉直达腹内。配穴每日选取 2～

部施治，从阴引阳，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素问•通评虚实

4 穴交替使用，常规刺法，用泻法。每日 1 次，10 次为 1 个疗

论》：“五脏不平，六腑闭塞之所生也。”五脏的问题，由六腑

程，在治疗 1～6 疗程后，结果：在 40 例病例中，治愈 9 例，

闭塞所引起，在机体，五脏六腑各个脏器互相影响，六腑贵在

显效 16 例，有效 9 例，总有效率为 85%。中极穴乃膀胱之募，

通畅，以通为用，腑通，五脏才能发挥藏的功能。故针刺腹部

足三阴、任脉之会。《针灸大成》：“……失精绝子，疝瘕，妇

穴位，可疏通阻滞从根本上调理机体，使五脏六腑发挥正常功

人产后恶露不行……”
。

能，从而从根本上治疗子宫肌瘤。

4.3 火针疗法

4

腹部穴位的选取和穴位分析

4.1 针刺疗法

也有少数医家如李氏[8]运用火针疗法治疗子宫肌瘤时，以
中粗火针点刺关元、中极、归来、痞根，在针阿是穴时有坚硬
感可留针半分钟，经治疗 10 次后，症状明显改善，且 B 超复

针刺疗法治疗子宫肌瘤效果显著，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治
疗选穴与操作方法各有所异。殷氏[4]在浅析子宫肌瘤的针刺治疗
中，针刺治疗此病时，除了选取命门、肾俞、合谷、内关、血

查肌瘤基本消失。
5

结

语

海、阴凌泉、足三里、三阴交、太溪、太冲等穴位，更重视天

在众多文献里，针灸治疗子宫肌瘤时，选取的穴位大部分

枢、气海、关元、中极、子宫穴，针法针感也有一定要求，如

在腹部的任脉、肾经、胃经等经络上，《灵枢•五音五味》：“冲

天枢（双）直刺 1.2 寸，行飞法，使针感向下腹部放射；气海、

脉、任脉皆起于胞中，上循脊里，为经络之海……”
，冲为血海，

关元、中极直刺 1.5 寸，子宫（双）
，向子宫方向平刺 2.0 寸，

任主胞胎，二者具有调节月经和生育的功能，冲任失调，则产

平补平泻。治疗 3 个月后复查 B 超肌瘤已缩小，患者自述现无

生妇科诸疾。因此在针刺治疗子宫肌瘤，都离不开此处穴位。

明显不适。温氏[5]则主要观察针刺天枢穴治疗子宫肌瘤，选取天

在临床观察发现，子宫肌瘤患者均有寒凝血瘀，气血不足，

枢穴，于腹部直刺 1.5 寸，提插捻转，得气使针感向下腹部放射。

正如其成因主要是由于风寒邪气乘虚入侵，气血运行受阻，脏

再配以中极、归来、气海、关元、三阴交、血海等穴位，血海

腑气血失调，日积月累，逐渐形成。阳不化阴，阴成形，当机

穴采用泻法（强刺激），三阴交采用平补平泻法（中刺激），气

体阳气不足，五脏精气输布不平衡，会导致六腑之气壅滞不通，

海、关元采用补法（弱刺激）
，留针 30min，15 次为 1 个疗程，

血液流通不畅形成淤血，停留胞宫形成癥瘕。腹为阴，背为阳，

治疗 1～2 个疗程后，统计治疗结果：共治疗 36 例，疗程结束

诸腑之募穴、阴脉之海任脉等均分布于腹部，正好治疗子宫肌

后，11 例痊愈，16 例明显好转，6 例症状略有减轻，3 例无效。

瘤时选取腹部穴位，从而从阴引阳，引发阳气上升，元阳充足，

针刺治疗子宫肌瘤，天枢穴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针灸

气血输布得以动力，四肢百骸得以濡养，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甲乙经》中记载“女子胞中痛，月水不以时休止，天枢主之。”

仅天枢、气海、关元、中极、子宫穴、归来、气冲等穴位，就

《针灸大成》
：
“天枢主妇女女子癥瘕，血结成块，漏下赤白，

可联系到了人体的五脏六腑，且均分布于腹部，与妇人子宫相

月事不时。”天枢属大肠经募穴，不仅能和胃通肠，还能健脾

邻，根据经络的主治和局部治疗作用，腹部穴位治疗子宫肌瘤

理气，调经导致。脾胃健运，气血化生有源；又大肠与肺经相

具有明显优势。

表里，募穴治脏病，因此，针刺天枢，能化生气血，气机顺畅，
气行而血行，从而治疗癥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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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岩.火针疗法在妇科疾患应用举隅[J].针灸临床杂志,2005,2l(6):31

之气得以充养。关元穴乃小肠募穴，任脉、足三阴经交会穴，

作者简介：

能益肾调经、回阳补气，《图翼》：“……乃男子藏精，女子蓄
范小婷（1986-）
，女，第一作者，在读硕士，从事壮医药防治疾病的

血之处。针刺关元、气海三穴，能补阳气，使先天之气得以充
盛，填精益髓。又任主胞胎，有调节月经和生育的功能。

基础与临床研究。
陈攀（1974-），女，通讯作者，讲师，从事民族医药的临床与教学研

区氏[7]主选中极梅花形穴治疗子宫肌瘤（即取中极穴，并
以中极穴为中心上下左右各旁开 1 寸取四穴如梅花形）
，配以
三阴交，血海，阴陵泉等穴。中极梅花形穴在得气后，用艾条、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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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药当归-4 味散联合消炎痛治疗痛经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Mengyao Danggui - 4 Wei San combined with
indomethacin on treating dysmenorrhea
李 花
（内蒙古医科大学，内蒙古 呼和浩特，010110）
中图分类号：R271.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2-0074-02

【摘 要】 目的：研究蒙西医治疗原发性痛经的临床疗效。方法：60 例原发性痛经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
用消炎痛联合用蒙药当归-4 味散，对照组用消炎痛。结果：治疗组原发性痛经的总有效率为 90%，对照组原发性痛经的总有效率
为 83.3%，治疗组优于对照组 P<0.05。结论：经系统临床观察，蒙西医治疗原发性痛经疗效显著。
【关键词】 蒙药当归-4 味散；原发性痛经；疗效观察
【Abstract】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Mengyao combined with modern medical clinical efficacy for the treatment of
primary dysmenorrhea. Methods: 60 patients with primary dysmenorrhea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Mengyao Danggui - 4 Wei San combined with indomethac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indomethacin.
Results: The primary dysmenorrhea total efficiency rate was 90%, primary dysmenorrhea control group,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83.3% in
the treated group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system of clinical observation, Mengyao combined with modern
medical had significant effect on treating primary dysmenorrhea.
【Keywords】 Mengyao Danggui - 4 Wei San; Primary dysmenorrhea; Clinical observ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43
月经前后或者月经期出现下腹疼痛、坠胀伴腰部酸痛，

肢厥冷、呕吐、腹泻或肛门坠胀等症状，采用止痛措施无明显

而且且疼难忍着为痛经。原发性痛经又叫功能性痛经，是女

缓解。入选 60 例患者均符合诊断标准的原发性痛经患者。随

性生殖器官无器质性病变所指的痛经。蒙医药对痛经有着独

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 30 例，平均年龄 34.9 岁；平

[1]

特的认识和疗效。蒙医学病因为赫依运行受阻所致 。蒙药

均病程 4.5 年；对照组 30 例，平均年龄 36.6 岁；平均病程 4.8

当归-4 味散治疗原发性痛经疗效显著。为进一步观察其疗

年。两组一般情况比较无显著差异（P>0.2）
。治疗组轻度病人

效，于 2009 年 6 月～2011 年 6 月收治原发性痛经患者 60

14 名，中度病人 13 名，重度 3 病人名；对照组轻度病人 13

例，与消炎痛联合用药和单用消炎痛对照系统观察，观察结

名，中度病人 12 名，重度病人 5 名，治疗前两组病情情况比

果如下。

较：P>0.2，无显著性差异。

1

2

临床资料

1.1 诊断标准

试验方法

2.1 治疗方法

参照《妇产科学》[2]和《现代中西医结合实用妇科手册》[3]

对照组：月经前 3d 口服消炎痛片，25mg/次，2 次/d，7d

中有关痛经的诊断标准：①青少年期常见，多在初潮或初潮后 1～

为 1 个疗程。治疗组：口服消炎痛的基础上煎服蒙药当归-4 味

-2 年内发病。②疼痛出现在经前 12h 至行径后 2～3d 以行经第

散，和消炎痛间隔 0.5h，2 次/d，3g/次，两组服用 3 个月经周

一天痛甚，疼痛多呈痉挛性，位于下腹部耻骨上，可放射至腰

期为 1 个疗程。

骶和大腿内侧。③可伴恶心、呕吐、腹泻、头晕及乏力等症状，

2.2 疗效判定标准
参照《妇产科学》[2]和《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严重时面色苍白及出冷汗。④妇科检查无异常发现。
[4]

[5]

1.2 疼痛分级标准 （参照山东主编《实用妇科学》拟定）
轻度：经期或经期前后腹痛明显，伴腰部酸痛，但能坚持

中有关标准。痊愈：行经前后无任何症状，随访 1 年无复发

者；好转：下腹痛等症状减轻，不影响日常学习和工作者；无

工作，无全身症状；中度：经期或经期前后小腹疼痛难忍，伴

效：用药后症状无变化者。

腰部酸痛，恶心呕吐，四肢不温；重度：经期或经期前后小腹

3

疼痛难忍，坐卧不安，严重影响患者的工作、学习和日常生活，

治疗结果
见表 1。

必须卧床休息，同时有腰部酸痛、面色苍白糜、冷汗淋漓、四
表 1 两组总疗效比较（n）
组别

n

痊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R值

治疗组

30

17

10

3

90.0

9.56（R1=0.34）

对照组

30

11

14

5

83.3

14.7（R2=0.49）

注：*x2=6.87，P<0.05；经 Ridt 检验 u=2.32，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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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麻钩藤饮加味治疗肝阳上亢型高血压病
60 例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60 cases of HBP diseases in TCM
柳素珍
（河南省偃师市中医院，河南
中图分类号：R259.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2-0075-02

偃师，471900）

证型：BDG

【摘 要】 目的：探讨天麻钩藤饮加减治疗肝阳上亢型高血压病的临床疗效。方法：选择自 2010 年 1 月～2012 年 1 月近两
年来我院门诊或住院部收治的肝阳上亢型高血压病患者 120 例，所有患者均符合高血压诊断标准及舌、脉、症均符合肝阳上亢型
中医辨证。将其随机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各 60 例，其中实验组给予中医饮片天麻钩藤饮加减治疗，1 剂/d，水煎服，早晚分服；
对照组给以硝苯地平缓释片 20mg，2 次/d，4 周 1 个疗程后观察两组的临床疗效。结果：两组患者经治疗后血压均有不同程度的
降低（P<0.05）
；实验组 60 例日常生活各项指标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有明显改善，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与对照组比较也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天麻钩藤饮加味治疗肝阳上亢型高血压病疗效肯定，降压效果突出，使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到进一步
提高，值得临床中医师学习应用。
【关键词】 天麻钩藤饮；肝阳上亢型；高血压病；临床观察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Tianma Gouteng decoction in treating HBP diseases. Methods: 120
patients with HBP were diagnoses in TCM, and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 In the treated group the decoction was given, and in the
control Nifedipine 20mg was given 2 times/d, for 4 weeks. Results: All Patients were improve in HBP (P<0.05); in the treated group many
life indexes were improved following treatment than in the control (P<0.05). Conclusion: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Tianma Gouteng
decoction was verified in treating HBP, and is worth being spread.
【Keywords】 The Tianma Gouteng decoction; Ganyang Shangkang; HBP; Clinical observ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44
高血压病是心血管内科常见病、多发病，可直接诱发脑血

平均年龄为（41.8±8.26）岁；患高血压病程 4 月～34 年，病程

管、心血管意外，控制不理想也可导致肾功能衰竭。一旦确诊

平均为（6.62±2.18）年；高血压病 I 级 32 例，II 级 28 例。两

为高血压病，患者应及时治疗，按时服药，定期复查，只有这

，具有可比性。
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样，血压才能得以控制，降低了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临床

1.2 方法

观察一般高血压患者均伴有三高，所以患有该病都要终身服

实验组给予中医饮片天麻钩藤饮加减治疗，其方药如下：

药。轻中度高血压临床症状多为头晕、耳鸣、心慌、眼花、四

天麻 10g，钩藤 10g，郁金 12g，石决明 16g，柴胡 6g，川牛膝

肢乏力等症状，多属中医辨证肝阳上亢型，中医经典名方天麻

12g，大黄 6g，山栀 10g，丹参 10g，黄芩 10g，杜仲 10g，当

钩藤饮，其主以平肝潜阳熄风为法，通过改善患者血管内皮功

归 6g，桑寄生 9g，生地 9g，夜交藤 10g，益母草 15g，根据患

能，使血压得以控制，进而提高患者生活质量[1]。笔者选择自

者舌、脉、症不同给予辨证施治增减药物治疗，1 剂/d，水煎

2010 年 1 月～2012 年 1 月近两年来我院门诊或住院部收治的

服，早晚分服；对照组给以硝苯地平缓释片 20mg，2 次/d，4

肝阳上亢型高血压病患者 60 例给予中医饮片天麻钩藤饮加减

周 1 个疗程后观察两组的临床疗效。

治疗，取得满意疗效，现报道如下。

1.3 生活质量评定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自 2010 年 1 月～2012 年 1 月近两年来我院门诊或住

参照世界卫生组织（WHO）生活质量量表进行评估，主要
内容包括：①四肢活动能力；②日常生活能力；③心情舒畅感；
④心理健康状态；⑤生活乐观度。所有项目均采用 5 级评分。
1.4 统计学方法

院部收治的肝阳上亢型高血压病患者 120 例，所有患者均符合
高血压诊断标准及舌、脉、症均符合肝阳上亢型中医辨证。将
其随机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各 60 例，其中实验组 60 例，男
性患者 38 例，女性患者 22 例；年龄在 21～72 岁之间，平均年
龄为（42.2±8.21）岁；患高血压病程 2 个月～32 年，病程平均
为（6.29±2.68）年；高血压病 I 级 33 例，II 级 27 例。对照组
60 例，男性患者 34 例，女性患者 26 例；年龄在 20～74 岁之间，

应用 SPSS11.0 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处理分析，计数资料
用 t 检验及 x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血压变化比较
两组患者经治疗后血压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P<0.05），
但两组之间比较血压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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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相当，详见表 1。

表 1 两组血压变化比较（mmHg， x ± s ）
组别
实验组

对照组

血压

治疗前

治疗后

差值

收缩压

161.4±12.4

134.4±12.0

14.8±6.2

舒张压

98.5±7.4

82.6±4.8

12.4±6.5

收缩压

159.4±12.3

134.5±12.5

13.9±5.7

舒张压

92.5±7.8

81.4±5.9

11.8±5.4

2.2 生活质量比较

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对照组比较也具有

实验组 60 例日常生活各项指标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有明

统计学意义（P<0.05）
，详见表 2。

表 2 两组治疗前、后生活质量情况比较（分， x ± s ）
项目

3

讨

实验组

对照组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四肢活动能力

80.1±3.8

94.8±6.7

79.5±5.4

86.7±7.4

日常生活能力

11.8±3.5

7.2±1.8

11.2±3.1

10.0±2.1

心情舒畅感

70.5±3.4

90.2±6.4

69.8±6.4

81.2±3.4

心理健康状态

12.4±3.6

9.4±2.3

12.9±4.6

10.2±5.2

生活乐观度

31.2±7.6

41.2±6.8

31.1±6.4

32.1±6.5

论

高血压病是心血管内科常见病、多发病，可直接诱发脑血
管、心血管意外，控制不理想也可导致肾功能衰竭。临床观察
一般高血压患者均伴有三高，所以患有该病都要终身服药。高
血压病归属中医范畴“眩晕”、“风眩”、“头风”，主因肝气郁
滞，郁久化火，日久伤阴，肝阴不足，阴不敛阳，肝阳偏亢，
上扰清窍而致[2]。主以平肝潜阳熄风为法，方选血府逐瘀汤。
其方药如下：天麻 10g，钩藤 10g，郁金 12g，石决明 16g，柴
胡 6g，川牛膝 12g，大黄 6g，山栀 10g，丹参 10g，黄芩 10g，
杜仲 10g，当归 6g，桑寄生 9g，生地 9g，夜交藤 10g，益母草
15g，天麻与钩藤合用，共奏平肝熄风之力；石决明、夏枯草
平肝除热明目，川牛膝引血下行，夜交藤定志安神，杜仲滋补
肝肾，栀子、黄芩清热泻火，诸药相伍，共奏平肝潜阳补益肝

组患者的血压均有明显下降，但实验组 60 例日常生活各项指
标与治疗前比较有明显改善，天麻钩藤饮加味治疗肝阳上亢型
高血压病疗效肯定，降压效果突出，使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到进
一步提高，值得临床中医师学习应用。
参考文献：
[1]王评,李忠业.天麻钩藤饮治疗高血压病的作用机制研究进展[J].甘肃中医,
2007,20(2):25
[2]江涛.天麻钩藤饮治疗高血压病的临床研究[J].中国民族民间医药,2009,
18(2):110
[3]林展增,邢之华.天麻钩藤饮对高血压病肝阳上亢证患者血浆内皮素的影
响[J].湖南中医学院学报,2003,23(1):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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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确诊为高血压病，患者应及时治疗，按时服药，定期
复查，只有这样，血压才能得以控制，降低了心、脑血管意外
的发生。通过对 120 例肝阳上亢型高血压病治疗情况可知：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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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

论

原发性痛经是女性生殖器官无器质性病变所指的痛经。认
为和病人的精神神经因素、体内内分泌等因素导致的子宫过度

参考文献：
[1]策·苏荣扎布.蒙医妇科学[S].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193
[2]乐杰.妇产科学[M].5 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291

收缩、子宫缺血缺氧而引起的。研究表明，痛经病人的子宫内

[3]尤昭玲,李克湘.现代中西医结合实用妇科手册[M].长沙:湖南科学科技出

膜和月经血中 PG 浓度明显升高，PG 含量越高，痛经也越严重。

版社,1997.12

消炎痛为抗炎镇痛类药物，对痛经有明显的镇痛作用[6]。虽然起

[4]黎烈荣,刘培云.中西医结合治疗难治妇产科疾病良方妙法[M].北京:中医

效快，但有诸多毒副作用、且远期疗效欠佳。蒙药当归-4 味散，

药科技出版社,1997:319-325

由当归、血竭、大黄及刺柏叶等 4 味药组成，具有止痛、活血

[5]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2 辑)[S].2002:151- 155

化瘀、调经之功效。临床观察表明，组间比较治疗组明显优于

[6]丁全福.药理学[M].4 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98

对照组，且无明显不良反应。为进一步明确其疗效、药理作用
及其不良反应，有待于扩大样本和观察指标开展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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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暑益气汤治疗梅雨季节癌病并发症的临床体会
Clinical experience for treating cancer complications in rainy season with
the Qingshu Yiqi decoction
吴人杰 杨上望
（建瓯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福建 建瓯，353100）
中图分类号：R2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2-0077-02

证型：IAD

【摘 要】 癌病患者多程治疗后，脾胃元气先虚，遇夏天气热盛，易患暑夏疾病。治当益气运脾、清热除湿、生津止渴。运
用清暑益气汤治疗梅雨季节癌病并发症能起捷效。
【关键词】 清暑益气汤；梅雨季节；癌病并发症
【Abstract】 After multi-trip treatment, cancer patients, stomach and spleen are weak, and easy to get summer disease. So it should
supplement Qi and strength spleen, clear heat and dampness, and generate saliva. Qingshu Yiqi decoction has effect on treating cancer
complications.
【Keywords】 Qingshu Yiqi decoction; Rainy season; Cancer complication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45
清暑益气汤渊于李东垣《脾胃论》，功能清解暑湿，以清
燥之剂达到湿热去则脾运健、津液复的目的。在梅雨季节，巧
用此方，医治癌病并发症多有效。现结合验案将我们运用中医
药治疗癌病并发症的体会介绍如下。
1

病因病机
清•费伯雄曰：
“惟夏季则暑、热、湿三气迭乘，合操其柄”。

上者，引而去之”及“因时制宜”的原则，治以益气运脾、清
热除湿、生津止渴。
3

方药介绍
《医学源流论》指出：“欲治病者，必先识病之名……一

病必有主方，一病必有主药。”东垣清暑益气汤，方中参芪术
草，培养后天，升麻、葛根以升清，生脉散以益气阴，共建脾

《医醇賸义•暑热湿》曰：
“但暑热之气自上而下，湿气自下而

胃生化之权。脾胃乃生化之源，暑伤脾胃元气则生化无权。在

上，人在其中，无时无处不受其熏蒸燔灼，致病已非一端，又

梅雨季节，运用此方，大有益气运脾、清热除湿、生津止渴之

况起居不慎，饮食不节，其受病尚可问乎？”清•叶天士曰：
“热

功用。

得湿而热愈炽，湿得热而湿愈横。湿热两分，其病轻而缓，湿
热交合，其病重而速。”《南病别鉴》曰：“湿热一合，则身中
少火悉化壮火，而三焦相火有不皆起而为暑者哉？所以上下充

4

病案举例

4.1 防治“疰夏”
，应手而效

斥，内外煎熬，最为酷烈。”综合以上认识，中医学认为，由

夏秋之际，癌症患者，经多程化疗后，脾胃元气不足，每

于人体的正气亏虚，病邪亢盛，机体抗邪无力，不能制止邪气

多湿阴之证。表现为胸闷不思食，口腻淡或苦，肢倦酸重，脉

的致癌作用，机体不断受到病理性的损害，导致脏腑生理功能

濡，或低热。有的每入夏季便作，秋凉自止，俗称“疰夏”。

失调、紊乱，瘀血、痰湿等病理产物就因此而生，形成了肿瘤

近年来，本人用清暑益气汤治疗“疰夏”
，颇有药到病除之效。

发病的病理基础。癌症患者经手术及多程放化疗后，体质多为

对常年发作者，黄梅季节即用此方预防，亦验。

虚实夹杂，脾胃虚弱尤为突出，脾胃升降失常，则水谷的受纳、

患者甲，男，61 岁，2012 年 6 月 13 日初诊。

腐熟、转输等功能发生障碍，同时脾失健运，化源衰少，脏腑

初诊：患者为右小细胞肺癌，经 EP 方案化疗四周期后，

经络、四肢百骸无不失于滋养。湿热大胜，蒸蒸而炽，损其脾

呕泻不止，恰逢梅雨季节，天气闷热，患者经止吐止泻对症治

胃，乘天暑而病作。暑必伤气，暑必耗阴，暑又夹湿。因此，

疗后，症状缓解，则出现不思饮食，便溏不畅，神疲乏力，胸

临床辨证多属脾胃气虚，湿热暑互结。

满痞闷，口干，脉濡数重按无力，舌红苔腻。本人四诊合参，

2

治则治法

辨证如下，患者经多程化疗后，脾胃元气不足，气虚不能化湿，
夹暑交滞中宫，运化未复使然。宗东垣清暑益气法。处方：党

《内经》曰：“阳气者，卫外而为固也。炅则气泄。”《刺

参 20g，升麻 10g，苍术 15g，白术 15g，葛根 15g，川朴 6g，

志论》曰：“气虚身热，得之伤暑，热伤气故也。”《南阳活人

麦冬 10g，黄柏 9g，神曲 15g，五味子 10g，茯苓 18g，麦芽

书》曰：“因名识病，因病识证，如暗得明，胸中晓然，无复

15g，半夏 9g，水煎服。7 剂。

”基于以上认识，应遵循《内经》
“从下
疑虑，而处病不差矣。

二诊：药后精神见振，纳食亦增，诸症随除，惟精力未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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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脉濡数已有力，腻苔渐化，用上方加黄芪 30g，7 剂。药

苔薄白，脉细弦而数。证属暑湿交困脾胃，气阴已衰，亟须恢
复其生化之权，治以清暑益气，适当予以补液。处方：党参 25g，

后随访，此前症状痊愈。
4.2 “低钾”顽症，一方而定

生芪 25g，炒苍术 25g，葛根 15g，茯苓 15g，青陈皮各 15g，

本人在多年临床实践中发现本方具生化之功，用治一例老

神曲 12g，泽泻 9g，升麻 12g，麦冬 18g，五味子 10g，炒黄柏
9g，水煎服。

年癌病低钾血症而效。
病史：患者乙，男，77 岁，为胃癌根治术后 3 年，于 2011

服上方两剂，纳增，日纳 150g，每餐约 50g，纳食有味，

年 6 月 7 日就诊于我门诊。症状为头晕纳差，腰酸，形体日益

汗止，口不干，二便调。6 剂后复查血钾至 3.50mmol/L。患者

消瘦，血钾 2.01mmol/L。了解病史，患者每到梅雨季节均出现

持此方连续服用 1 个月，复查血钾在正常范围内。此后患者血

低钾血症，且较顽固。既往患者补钾每天总量 6g 左右，适当

钾出现波动，宗此方治疗。至今年梅雨季节，患者血钾未出现

补血，血钾只维持在 3.00mmol/L 左右，反复不见好转可持续

异常。

两月余。
辰下证：面色萎黄，肌肉日削，精神疲惫，不能转侧，动
则眩晕，纳呆，日进食不足 150g，口唇红，边有脱皮，入夜多
汗，汗出口干而少饮，便溏，小便少，色黄。舌红，边有齿痕，

作者简介：
吴人杰，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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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功能性子宫出血
Treating dysfunctional uterine bleeding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陈改枝
（河南省西平县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站，河南 西平，463900）
中图分类号：R24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2-0078-02

【摘 要】 目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功能性子宫出血的临床疗效。方法：自拟止血方与调经方治疗该病 56 例。结果：全部治
愈。结论：中药对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具有较好的治疗优势，有调经止血的作用，且远期疗效巩固，而西药可以弥补中药不足，
因此中西医结合治疗功能性子宫出血疗效显著。
【关键词】 功能性子宫出血；中西医结合；止血方；调经方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clinical efficacy on treating dysfunctional uterine bleeding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Methods: 56 cases were treated by self-made Zhixue recipe and Tiaojing recipe. Results: All the cases were cured. Conclusion: The TCM
has a better advantage on treating dysfunctional uterine bleeding, and there is the role of menstruation bleeding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long-term efficacy, but the modern medicine can make up for lack of TCM. So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has significant effect on treating
dysfunctional uterine bleeding.
【Keywords】 Dysfunctional uterine bleeding;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Zhixue recipe; Tiaojing recip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46
功能性子宫出血是妇科常见病，祖国医学又称“崩漏”。
治疗比较棘手且容易导致患者心理负担，轻者病人出现慢性贫
血，体质逐渐衰弱，重者如治疗不及时可危及生命。在临床实
践中，我们用中西医结合治疗 56 例，疗效甚佳，全部治愈，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56 例患者均来源于我院门诊及住院患者，年龄：14～20
岁 15 例，占 26.7%；21～30 岁 25 例，占 44.7%；31～45 岁

1.3 治疗方法治疗原则
急则治其标，缓者治其本。
1.3.1 中医治疗
养阴止血治疗，根据女性生理特点，易于耗阴耗血，再加
之有子宫出血，则津液更易大伤，故临床上肾阴虚弱较为多见，
治疗上重点以滋阴为主。
活血化瘀：功血病人，长期出血不止，或月经周期紊乱，
由于淤血阻滞，新血不能归经所致，因此，要在行经前给以调
经行气，经期则以活血化瘀，调节其血循之功能。
方剂组成：熟地 30g，菟丝子 30g，桑寄生 15g，枸杞 12g，

16 例，占 28.6%；月经周期：月经周期规律者 25 例，占 44.7%；

五味子 10g，山萸肉 15g，泽泻 10g，生山药 30g，白术 15g，香

月经周期不规律者 31 例，占 58.3%。

附 15g，党参 15g，当归 12g，白芍 12g，陈皮 10g，荆芥炭 10g。

1.2 出血程度的评价
慢性失血而无明显贫血者 20 例，占 35.7%；慢性失血且有
轻度贫血者 30 例，占 43.6%；大出血并休克者 6 例，占 10.7%。

方解：功血，祖国医学又称“崩漏”，有以“崩”为主，
也有以“漏”为主，
“崩”为“漏”之甚，
“漏”为“崩”之渐。
根据气虚不能摄血，气血足而血止，故用党参、白术、山药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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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健脾，使脾胃健气血生而血自止；重用熟地、菟丝子、枸杞、

2.3 随访结果

泽泻、五味子滋肾补肾，养阴而止血；配合山萸肉、白芍、桑
寄生滋补肝肾；陈皮、香附理气健脾，解郁止痛而达到补血不
滞；当归调经止血而理冲任；荆芥炭理血止血，使血止而不瘀。
综合全方止而兼补，补而不呆，组方周密，主次分明，经临床

连续随访半年无一例复发。月经周期、经量、经期均正常，
无自觉症状。
3

讨

论

现代医学认为功能性子宫出血是由于下丘脑-垂体-卵巢性

验证，是治疗各种功能性子宫出血之良方。

腺轴的生殖调节和激素分泌功能尚未，健全导致的月经异常。

1.3.2 西医治疗
对于大出血有休克症状者，立即补充血容量，包括输血、补

中医学认为，经病之由，其本在肾，其冲任损伤，不能约制经

液、血管活性药物应用、止血等抢救。对于生殖期和更年期，经

血。肾藏精，系胞宫，肾中精气的盛衰，主宰着人体生殖功能

上述治疗，血仍不止者，可采用刮宫止血。对于无排卵，青春期

的变化。功血的致病原因是由于肾气未充，冲任二脉发育未全，

功血者，要迅速调整月经周期，恢复排卵。常用甾体激素治疗，

血海不固故而非时妄行所致。因此，治疗该病，现代医学是以

如乙烯雌酚，第一天服 5mg，分二次口服，第二天减为 4mg，分

止血、调经、促排卵为原则，而祖国医学根据“经水出诸肾”，

两次口服，以后逐日减量，减到每日 1mg，连服 20d 为止。

重在补肾，调理冲任是关键，治法上立足于见崩先塞，塞其流，

2

结

治其标。塞流即是止血，崩漏以失血为主，因此止血乃是治疗

果

本病的当务之急，但出血时间长了，难免有伤阴气血两虚，故

2.1 疗效标准

方中用凉血止血化瘀、补气生津、调肝健脾补肾，必要时配西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
[1]

药治疗弥补中药治疗不足，不但缩短了疗程而且减少了患者经

则》的疗效标准 。痊愈控制出血后连续 3 个月经周期、经量、

济负担和精神负担，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具有很好的临床效

经期均恢复正常，自觉症状消失。显效：控制出血后月经周期、

应，值得推广应用。

经量基本正常，但经期仍较长，自觉症状消失。有效：月经周
期、经期、部分自觉症状得到明显改善，血量减少。无效：以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S].1993:236-240

上症状均无明显改善。
2.2 治疗结果

编辑：赵玉娟 编号：E-13050852（修回：2013-06-24）

治疗 56 例全部治愈。总有效率 100%。

马云枝教授从肝论治失眠经验
Clinical experience of Professor MA Yun-zhi for treating insomnia
郑太昌
（河南中医学院 2010 级在读硕士研究生，河南 郑州，450008）
中图分类号：R25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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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云枝教授擅长治疗失眠，本文总结了马云枝教授从肝论治失眠的临床经验。
【关键词】 马云枝；从肝胆论治；失眠；老中医经验
【Abstract】 Professor MA Yun-zhi is good at treating insomnia. This article introduce the clinical experience of Professor MA
Yun-zhi in treating insomnia by the liver treating
【Keywords】 MA Yun-zhi; Treating from the liver and gallbladder; Insomnia; Clinical experience of old TCM doctor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47
失眠是以经常不能获得正常睡眠为特征的一类病证，主要

胆俱怯，处事易惊，梦多不祥，虚烦不眠”
、
“思虑伤脾，脾血

表现为睡眠时间、深度的不足，轻者入睡困难，或寐而不酣，

亏损，经年不寐”等，病因虽多，但其病理变化，总属阳盛阴

时寐时醒，或醒后不能再寐，重则彻夜不寐，常影响人们的正

衰，阴阳失交。马师认为在本病的发病过程中，肝的影响最为

常工作、生活、学习和健康。马云枝教授从事中西医结合内科

密切。肝为“刚脏”，五行属木，喜条达而恶抑郁，主疏泄，

临床工作 30 余年，医术精湛，学验俱丰，擅长运用中医药方

调畅气机；肝藏血，血舍魂，因暴怒伤肝，或情志不遂，或气

法治疗脑病及内科顽症，笔者有幸师从马教授，对导师辨治失

郁化火，均影响肝的疏泄功能，导致肝藏血功能失调，以至魂

眠有所感悟，现将马教授从肝论治失眠经验整理如下。

不能藏于肝，阳气动而不静，神不潜藏而发生不寐。

1

2

病因病机
失眠一病，古籍中多有描述，如“胃不和则卧不安”
、
“心

辨证论治

2.1 肝气郁结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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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肝乃将军之官，禀春木之性，喜条达而恶抑郁，主调畅气
机。若因情志所伤，或暴怒伤肝，或抑郁忧思，皆可使肝失调
达，失于疏泄，肝气郁结，久则肝气不舒；肝气不舒，则肝血

等镇肝熄风，清热止痉。
3

验

案

必耗；肝血既耗，则木中之血上不能润于心而发不寐。此类多

患者甲，男，70 岁，2011 年 5 月 9 日就诊。2009 年 1 月

见于中青年以及脑力劳动，表现为辗转难以入寐，甚则彻夜不

因患脑出血后出现左侧肢体瘫痪，在我科治疗好转后出院，但

眠，两胁胀满疼痛，走窜不定，胸闷腹胀，得嗳气则胀痛稍舒，

仍遗留肢体瘫痪。患者因生活不能自理及家人不能很好照顾，

纳少口苦，舌淡红、苔薄白，脉弦。治以理气解郁为主，以柴

半年后出现入睡困难，甚则彻夜难寐，并伴情绪低落、急躁易

胡疏肝散加减，若不寐较重，彻夜难眠者，加夜交藤、五味子，

怒，曾辗转于多家医院诊治，效不佳，仍每晚需服“阿普唑仑

琥珀、生龙牡等养血镇静安神；胁痛甚者，加青皮、元胡增强

片 4 片”方能入睡 3～4h。遂以失眠、口服镇定药物无效前来

理气止痛之功；肝气犯胃，胃失和降，而见嗳气频作，脘闷不

诊治。症见：头晕目眩，胸闷心烦，面赤，口苦且臭。查体：

适者，常加法半夏、旋覆花、代赭石和胃降逆；肝气乘脾而见

血压 160／90mmHg，舌质紫，苔黄腻，脉弦滑，左上肢近端

腹胀、腹痛、腹泻者，则加茯苓、苍术、厚朴健脾化湿、理气

肌力 3 级，远端肌力 1 级，左下肢肌力 3+，左侧肢体肌张力高、

止痛；善太息者加合欢、郁金。

腱反射亢进。辨证为痰火扰心证。治宜清化痰热，和中安神。

2.2 肝郁化火型
肝为刚烈之脏，郁而气滞，久则化火；或平日饮食不节，

投以黄连温胆汤加减：黄连 9g，半夏 10g，陈皮 10g，炒枳实
10g，竹茹 12g，龙胆草 12g，生龙牡各 30g，珍珠母 30g，玄

恣食肥甘厚味，嗜酒过度，日久积热，火热蕴肝，肝经热盛，

参 12g，桃仁 9g，红花 10g，地龙 15g，茯神 20g。1 剂/d，水

神魂被扰而至不寐。本型青年患者居多，青年人气盛火多，且

煎服。7 剂后复诊，症状明显改善，但伴见四肢困重，嗳腐吞

工作、生活压力大，精神常处于高度紧张，常因情志不遂，气

酸，舌质紫，苔白腻，脉弦滑。在原方上去龙胆草，加藿香、

郁不得疏泄，久则化热而发。症见：不寐多梦，重则彻夜不眠，

佩兰各 10g，神曲、麦芽、焦山楂各 6g，又进 10 剂而愈。平

急躁易怒，常伴目赤耳鸣，头晕头张，口干而苦，便秘溲赤，

素注意饮食，情绪舒畅，适当运动，随诊 1 年如常。

舌红苔黄，脉弦数。治当清肝泻火，镇心安神。马师临证常用

按：失眠为中风后抑郁常见合并症，张景岳在《景岳全

龙胆泻肝汤加减。方中可适当加大柴胡用量，以疏利肝气，显

书•不寐》中云：
“盖寐本乎阴，神其主也，神安则寐，神不

现“火郁发之”之意。胸闷胁胀，善太息者，加香附、郁金、

安则不寐。其所以不安者，一由邪气之扰，一由营气之不足

佛手以疏肝解郁；若头痛欲劈，不寐躁怒，大便秘结者，加大

耳。
”且引用徐东皋之语：
“痰火扰乱，心神不宁，思虑过伤，

黄、黄连、黄柏、木香等品，着重于泄实火，使从二便分消。

火炽痰郁而致不眠者多矣。”患者久卧伤气，气为血之帅，气

2.3 痰热内扰型

虚行血无力则瘀血内生，血瘀阻于脉络，气行不畅，郁而化热，

胆者“中正之官”
，为清净之腑，主决断，胆与肝相表里，

炼液为痰，痰湿内生，加之情绪抑郁，肝气郁结，疏泄失常，

夜卧则魂归于肝；胆主少阳春升之气，胆气冲和则魂神安定。

肝病及脾，脾湿生痰，痰热上扰心神，心烦不寐；气滞则血瘀，

情志乃伤，气行不畅，郁久痰生，久郁化火，灼津为痰；或肝

故舌质暗紫。本例系痰热内扰，兼有肝火血瘀，故以黄连温胆

郁不得，克伐脾土，脾失健运，痰热乃生；诸痰壅遏化热，扰

汤开郁化痰佐以龙胆草泻肝清热；珍珠母、生龙牡清肝热，降

动神魂，发为不寐。正如《景岳全书•小寐》中所云：
“痰火扰

心火，安心神；玄参滋阴，清浮游之火，以防苦寒伤阴；桃仁、

乱，心神不宁，思虑过伤，火炽痰郁而致不眠者多矣。”症见

红花活血化瘀，使痰热清，肝火降，瘀祛血活，心神安而痊愈。

不寐心烦，脘痞胸闷，嗳气泛恶，常伴头重，口苦，目眩，舌

4

体

会

偏红，苔白腻，脉滑数。治宜清热化痰，和中安神。方选黄连
温胆汤加减。常用半夏、陈皮、竹茹、茯苓、枳实、黄连、茯

马师临证，本着“谨守病机，各司其属，疏其血气，令其

神、珍珠母、磁石、甘草等。湿邪重加藿香、佩兰；饮食停滞，

调达，而致和平”的精髓，审病查因，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同

胃中不和，嗳腐吞酸，消化不良者，加神曲、焦山楂、麦芽、

时在选方用药时，融疏肝、平肝、养肝、镇肝为一炉。上述诸

莱菔子、以消导和胃；兼大便不爽者，酌加大黄通腹泻热。

法在临床应用中运用中融会贯通，相互补充，或一法为主，或

2.4 肝阳上亢型

多法联用，同时注重心理治疗的作用，并从饮食起居等方面综

肝为木脏，于卦为巽，巽原主风，若气郁日久，化火伤阴；

合调理。且在治疗同时兼顾脾肾，不忘气血痰瘀，用药灵活，

或年老体弱之人，精血暗耗，肾阴亏损，复因恼怒郁愤，五志

巧用专病专药，使得肝阴得养，肝阳得敛，阴平阳秘，不寐自

过极，阴不制阳，肝阳上亢，肝风心火相煽，气血逆乱，不寐

愈。

乃发。本型多见于更年期女性及年老久病之人，临床常见：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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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盆腔炎的疗效分析
Efficacy analysis on treating chronic pelvic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郭杨柳
（河南省扶沟县人民医院，河南 扶沟，461300）
中图分类号：R246.3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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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盆腔炎的临床疗效。方法：回顾分析我院 180 例慢性盆腔炎患者的临床资料，将
患者按照治疗方法差异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患者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进行，对照组单纯采用西医治疗，比较观察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差异。结果：治疗组 90 例患者的治疗效果远远优于对照组，患者的总治疗有效率较高，与对照组相比，P<0.05，
具有显著统计学差异。结论：慢性盆腔炎在治疗期间可以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进行，有效的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在临床上可
以进行推广使用。
【关键词】 中西医结合；慢性盆腔炎；疗效分析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clinical effects of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in treating chronic pelvic. Methods: Reviewed and
analyzed the clinical data of 180 patient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treatment methods,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the control group only given modern medicine.
Result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ith significantly higher efficiency,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0.05, with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nclusio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could improve the patient’s clinical efficiency, and could be performed in clinical.
【Keywords】 Integrative medicine; Chronic pelvic; Efficacy analys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48
慢性盆腔炎是临床上较常见的妇科疾病之一，常为急性盆

患者有体温增高、血象高等，考虑患者在急性感染情况时给予

腔炎未能彻底治疗或患者体质差病情迁延所致，或无急性炎症

左氧氟沙星和甲硝唑联合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同

过程直接发生慢性炎症，该病症在临床治疗时容易出现复发情

步采用中药汤剂治疗，方剂：黄柏 10g，白芷 10g，茯苓 15g，

况，且患者的治疗周期较长，往往会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困扰，

丹皮 10g，赤芍 15g，红藤 30g，蒲公英 30g，金银花 30g，丹

影响患者的正常生活。本文对我院 180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

参 10g，湿热较重者加苍术 10g，伴腰膝酸软者加牛膝 10g，杜

统计分析，观察不同治疗方法下患者的临床疗效差异，详细研

仲 10g，疼痛者加川芎 6g，元胡 6g，桃仁 6g。水煎服，1 剂/d，

究内容如下。

分 2 次服用。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1.3 疗效标准
按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中对慢性盆腔炎的治疗
标准进行划分，分为治愈（患者临床症状消失，指征正常，治

研究选取我院 2011 年 4 月～2012 年 5 月间收治的 180 例

疗后半年内无复发）、有效（症状消失、指标检测与正常患者

慢性盆腔炎患者，患者的年龄在 19～48 岁之间，平均年龄 37

具有一定差异，伴有炎症或轻微疼痛情况，临床无复发）、无

岁，患者均具有不同程度的持续性下腹痛，具有明显的腹胀坠

效（临床症状无变化或加重，指标检测与治疗前无明显差异，

和牵引疼，发部分患者伴随有腰骶部疼痛，具有月经不调、痛

临床出现复发情况）[1]。

经等情况，部分患者白带较黄，通过临床检测，可以明显发现

1.4 统计学方法

患者分泌物增多，子宫一侧或两侧可扪及增粗的条索状物，少
部分患者出现盆腔炎症广泛侵润。通过临床确诊，患者均符合
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中对慢性盆腔炎的诊断标准，确诊
为慢性盆腔炎。研究将 180 例患者按照治疗差异分为治疗组和

治疗组与对照组的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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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照组，治疗组 90 例，患者平均年龄 38 岁，病程在 5 个月～

两组治疗较为顺利，对照组无明显并发症或不良反应，治

3 年之间，对照组 90 例，平均年龄 38 岁，病程 5 个月～3 年

疗组出现 6 例患者用药后恶心、呕吐情况，属于中药使用时的

之间，两组患者年龄、病程情况无统计学意义。

常见反应，不影响治疗，完成治疗后两组治疗效果差异显著，

1.2 治疗方法

治疗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远高于对照组，P<0.05，具有显著统

治疗时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治疗，避免重体力劳动，增加
营养，提高机体抵抗力。去除治病诱因，进行抗感染治疗，若

计学差异，详细比较情况见下表 1。
（下转 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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蜈蚣细辛汤配温针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30 例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lumbar disc herniation with
the Wugong Xixin decoction plus warm acupuncture
孔 荣
（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城东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江苏 泰州，22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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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腰间盘突出症是临床常见疾病，可表现为腰痛合并下肢痛，通过对 30 例患者临床治疗的观察，证实了蜈蚣细辛
汤配温针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疗效显著。
【关键词】 腰椎间盘突出症；蜈蚣细辛汤；针灸
【Abstract】 Lumbar disc herniation is a common clinical disease, it can be expressed as lumbago combined with leg pain. Through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bservation of 30 patients, confirmed that Wugong Xixin decoction plus warm acupuncture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in treating lumbar disc herniation.
【Keywords】 Lumbar disc herniation; Wugong Xixin decoction; Acupunctur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49
1

前

并排除其他疾病。脊髓造影可见硬膜前方有压迹缺损；⑦CT

言

腰间盘突出症是临床上较为常见的腰部疾患之一，腰椎间
盘存在于腰椎的各个椎体之间，为腰椎关节的组成部分，对腰
椎椎体起着支撑、连接和缓冲的作用，由髓核、软骨板、纤维
环三部分组成。当由于外伤、退变等原因造成纤维环后凸或断
裂，髓核突向后方或突至椎板内致使相邻组织遭受刺激或压迫
而出现一系列临床症状者，就称为腰间盘突出症。腰间盘突出
症是临床比较常见的一种腰椎病，多见于青壮年，20～40 岁的
患者约占 80%以上，由于腰 4～5 和腰 5 骶 1 这两个间隙劳损

扫描、MRI 提示椎间盘突出。
临床上需注意“腰椎间盘突出”与“腰椎间盘突出症”是
不同的概念，腰椎间盘突出是指椎间盘的病理改变，腰椎间盘
突出症是指病名，一个人如果有椎间盘突出不代表就是一个腰
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只有当椎间盘相邻组织受到刺激或压迫出
现一系列临床症状时，才能视为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蜈蚣细辛汤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2]是泰州市首批中医药适
宜技术推广项目之一，笔者在临床中运用蜈蚣细辛汤加减配以

重、退变重，90%以上的椎间盘突出都发生在这两个间隙。祖

温针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30 例，收到了满意的疗效，现在总

国医学对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认识：中医学典籍中并无腰椎间盘

结报告如下。

突出症之名，根据该病的临床表现，将其归于“腰痛”
、
“腰腿

3

痛”、“痹症”等范畴。如《素问·刺腰痛篇》说：“衡络之脉
令人腰痛，不可以俯仰，仰则恐仆，得之举重伤腰”
，又云“肉
里之脉令人腰痛，不可以咳，咳则筋缩急。
”
《医学心悟》也说：
“腰痛拘急，牵引腿足”。以上均说明，本病可由外伤引起，
咳嗽加重，表现为腰痛合并下肢痛，这与西医所说的腰椎间盘
突出的症状基本相似。分析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病因，多为外受
伤损，内有亏虚或感受风寒湿邪等，故辨其临床证候分为气滞
血瘀、风寒痹阻、肝肾亏虚等型。
2

临床资料

3.1 一般资料
30 例患者，年龄最大者 78 岁，最小者 19 岁，平均年龄
46 岁；突出部位：L3～4 节段 2 例，L4～5 节段 12 例，L5～
S1 节段 14 例，L4～S1 节段 6 例；病程最长者 5 年，最短者
10d。其中男性患者 13 例，女性患者 17 例。
3.2 治疗方法
中药内服：取蜈蚣 2 条，细辛 3～6g，徐长卿 10g，川牛
膝 10g，荆芥 6g，甘草 6g，先以清水洗净中药，再以清水泡

诊断标准

2h 左右，浓煎至 100ml，待冷却后复以水另煎 100ml，两者相
[1]

参照《常见疾病的诊断与疗效判定标准》 。①有腰部慢
性损伤史；②腰痛伴坐骨神经痛；③腰椎侧凸畸形，生理前凸

混，分早晚两次口服，1 剂/d，半个月为 1 个疗程。
针灸治疗：取穴以足太阳经和足少阳经穴为主，穴取肾俞、

消失，活动受限，棘突旁具有压痛并放射至下肢；④直腿抬高

白环俞、环跳、承扶、殷门、委中、阳陵泉、昆仑等。每次选

试验及加强试验阳性，屈颈试验、颈静脉压迫试验、股神经牵

用 3～5 个穴位，根据其疼痛可加夹脊穴、阿是穴及循经取穴，

拉试验阳性；⑤神经系统检查示膝腱、跟腱反射异常，下肢皮

温针灸，每次灸 2 壮，1 次/d，10 次 1 个疗程。

肤神经节段分布区感觉过敏或迟钝，拇趾背伸或跖屈力减弱；
⑥X 线平片可见椎间隙变窄、椎缘增生，腰柱侧弯，前凸消失，

注意事项：治疗期间宜平卧板床休息。严格掌握细辛的用
量，细辛用量大可出现舌涩、唇麻等中毒症状。阴虚火旺者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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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局部红、肿、热、痛，热证明显者慎用。施灸时注意艾火

疗上，非手术治疗可以治愈 80%以上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勿烧伤皮肤或衣物，施灸后局部皮肤出现微红灼热是正常现

腰椎间盘突出症的非手术治疗主要包括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

象。一个月后评定疗效。

疗，药物治疗的主要作用为消除神经根水肿、无菌性炎症、营

3.3 疗效评定

养修复神经、调节免疫动功能，而在非药物治疗中，中医治疗

参照《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1994

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在解除（或减轻）机械压迫、松解神

年颁布）的疗效标准。治愈：腰腿症状与体征全部消失，直腿

经根粘连方面是任何药物无法替代的。因此，中医保守治疗应

抬高大于 70°，活动功能正常，能恢复原工作，随访 6 个月不

该是腰椎间盘突出症非手术治疗的最佳选择之一。祖国医学认

复发；显效：腰腿痛症状与体征基本消失，直腿抬高大于 50°，

为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病因多为外受伤损，内有亏虚或感受风寒

活动功能正常，但尚有轻微的腰部及下肢的残留症状，可恢复

湿邪等，所以治疗以散寒除湿止痛为大法，
《医学衷中参西录》

原工作，随访 3 个月不复发；有效：腰腿痛症状与体征明显减

中记载“蜈蚣走窜之力最速，内而脏腑，外而经络，凡气血凝

轻，直腿抬高小于 50°，活动功能改善明显，但尚有下肢麻木

聚之处皆能开之。
”
《本草经》中记载“细辛能驱逐寒气，疏散

酸胀症状，可担任较轻工作；无效：腰腿痛症状与体征无明显

上下风邪。”方中诸药合用，可以减轻炎性反应，缩短炎症期

改变，不能恢复工作，基本症状加重。

和减轻结缔组织形成，促进变性神经纤维恢复，减少胶质纤维

3.4 治疗结果

增加，减轻瘢痕化及瘢痕对周围神经组织的挤压，能够加速神

本组 30 例经综合治疗后，治愈 22 例，显效 6 例，有效 1

经根水肿的吸收，防止局部粘连及机化，促使患处代谢产物的

例，无效 1 例，总有效率 96.7%。

清除。而温针通过温热效应，可以改善局部血液循环，缓解肌

3.5 典型病例

肉痉挛，消除局部水肿，达到消肿止痛的目的。

患者甲，男，46 岁，工人，2008 年 9 月就诊。腰痛伴左下

中医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具有方法简便、安全、费用低、

肢走窜痛一月余。患者一个多月前着凉后觉腰痛，渐出现走下

疗效高的特点，其临床使用将越来越广泛。但目前仍存在一些

肢疼痛，大腿后则痛甚，腰部沉重活动不利，纳谷不馨，夜寐

问题如：多数研究局限于临床观察，诊断及评估标准不统一，

不安，舌淡苔白腻，脉沉紧。查体：腰椎生理弧度存在，L4、

缺乏严格的科研设计，实验研究少，缺乏神经电生理、医学影

L5 棘突下及棘突旁偏左压痛、叩击痛（＋），直腿抬高试验左

像学等定量的客观指标等等。而这些问题也将随着医学的不断

30°，右 70°。外院 CT 示：
“L4-5、L5/S1 椎间盘偏左突出，

发展而得以不断完善与改进。

硬膜囊受压。
”诊断：中医：痹症（寒湿痹阻）西医：腰椎间盘突
出症，用上法治疗 1 个疗程后症状明显好转，两疗程后临床治愈。
4

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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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组与对照组患者常规资料无统计学差异，但完成治疗

表 1 两组治疗结果比较（n，%）
组别

n

治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90

63

23

4

95.56

对照组

90

32

25

33

63.33

<0.05

-

<0.05

<0.05

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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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盆腔炎多为产后或流产感染、宫腔手术操作致术后感
染、经期及性交卫生不良导致的子宫、输卵管及宫旁结缔组织
和盆腔腹膜等处的炎症，患者患病后的病菌可能长期存在，采
用抗生素治疗容易在临床上出现耐药性，造成患者治疗效果不
理想，临床病症复发发作的情况。从中医辨证角度来看，该病
症主要为湿热或感受外邪所致，与肝、脾二脏有关。行经、产
后，脑脉空虚，兼之平素体质虚弱，湿热邪毒乘虚内侵，蓄积
下焦，客于胞中，与气血相搏，致气滞血瘀，情志抑郁、恼怒，
伤及肝脏，肝郁化火，若肝郁气滞则血瘀；因饮食失调，或忧

后两组患者的疗效差异非常明显，有效率 P<0.05，具有显著统
计学差异，证实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可以有效治疗慢性盆腔炎，
临床疗效优于常规西医治疗，患者复发情况较少。
方中黄柏、白芷、茯苓清热利湿，丹皮、赤芍、红藤、丹
参活血止痛，金银花、蒲公英清热解毒，共奏清热利湿，解毒
止痛、活血化瘀之效，使得癓瘕散、湿热利、淤血通，临床结
合西医治疗，可以有效在短时间内改善患者的症状，同时又可
以在长期治疗中彻底根除患者病症，杜绝复发情况，效果显著，
临床可以推广使用[3]。
参考文献：
[1]汪斌,闵宏,王洪华.慢性盆腔炎的药物治疗进展[J].中华今日医学杂志,
2003,3(19):83-84
[2]乐杰.妇产科学[M].6 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274-275
[3]李增玉,黄平.金刚藤胶囊复合抗生素治疗慢性盆腔炎疗效分析[J].现代医
院,2008,8(2):29-30,2011-03-18

思所伤，使脾运化失调，水湿停滞，郁久化火而导致湿热内蕴，
肝脾功能失调均可导致气血郁滞，郁久而形成癓瘕，采用清热
利湿、活血止痛可以有效治疗患者的病症[2]。

编辑：李妍 编号：ER-13020101（修回：2013-06-22）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linical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2013 Vol.(5) No.12

-84-

血府逐瘀汤结合耳穴压豆治疗失眠临床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Xuefu Zhuyu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the ear pressure beans in treating insomnia
朱永清 张晓睿
（新疆乌苏市中医院，新疆 乌苏，833000）
中图分类号：R25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2-0084-02

证型：GDA

【摘 要】 目的：观察血府逐瘀汤结合耳穴压豆治疗顽固性失眠的临床疗效。方法：50 例符合顽固性失眠标准患者，随机
分为两组。治疗组 25 例，予血府逐瘀汤加减，配合耳穴压豆，对照组予阿普唑仑片口服。两组均治疗 10d 为 1 个疗程。结果：
。结论：血府
对照组总有效 64%，治疗组总有效率 92%，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总有效率经 x2 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逐瘀汤结合耳穴压豆治疗顽固性失眠，疗效显著，且不良反应小。
【关键词】 失眠；血府逐瘀汤；耳穴压豆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Xuefu Zhuyu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ear pressure beans in treating
intractable insomnia. Methods: 50 cases of intractable insomnia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treated group of 25 cases, treated
with Xuefu Zhuyu decoction and ear pressure beans,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by alprazolam tablets orally. The two groups were 10 days a
course of treatment. Results: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64%,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reatment group was 92%,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wo groups after x² test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Xuefu Zhuyu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ear pressure beans in treating intractable insomnia, obvious curative effective, and less
adverse reaction.
【Keywords】 The insomnia; Xuefu Zhuyu decoction; Ear pressure bean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50
失眠，中医学又称为不寐，以不易入睡，睡后易醒，醒后

1.3.1 对照组予阿普唑仑 0.8mg，每晚睡前口服。每晚睡眠时间

不能再寐，或时寐时醒，彻夜不寐为其症候特征。大多病程较

达 4h 者，药量减 1/2。

长，疗效差，易反复。为疲劳综合症或亚健康的代表症状。目

1.3.2 治疗组予血府逐瘀汤加减，配合耳穴压豆。药物组成：

前西医多采用催眠、镇静药物治疗，疗效差，且易引起药物依

川芎 20g，白芍 20g，当归 15g，生地黄 15g，怀牛膝 15g，桔

赖性。我院从 2008 年 7 月～2012 年 7 月，采用血府逐瘀汤结

梗 9g，红花 6g，柴胡 10g，枳壳 6g，夜交藤 15g，柏子仁 18g，

合耳穴压豆治疗顽固失眠患者 25 例，疗效显著，现总结报道

酸枣仁 18g，桃仁 9g，朱砂 1g，冲服。1 剂/d，水煎取汁 400ml，

如下。

分早晚 2 次温服。耳穴压豆取穴：神门、心、肾、交感（下脚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50 例均为门诊病人，均属原发性长期性失眠，病程均为半
年～10 年，随机分为对照组及治疗组。对照组 25 例，男 12
例，女 13 例，年龄 30～71 岁，平均年龄 55.9 岁；治疗组 25

端）
、脾、脑（皮质下）
。常规消毒耳廓皮肤，寻找上述穴位最
敏感点，以王不留行籽，贴单侧耳穴。每次按压 3min，每 3～
5d 更换 1 次，两耳交替。10 次为 1 个疗程。
2

疗效观察与结果

2.1 疗效标准

例，男 11 例，女 14 例，年龄 32～73 岁，平均年龄 56.5 岁。

临床治愈：症状消失，睡眠时间恢复正常，或睡眠时间在

两组病例在年龄、性别、病程等方面无明显差异（P>0.05），

6h 以上，醒后精神充沛；显效：临床症状基本消失，睡眠明显

具可比性。所有病例均排除疼痛、感染等各系统严重疾病、药

好转，睡眠深度增加；有效：症状减轻，睡眠时间较前增加<3h；

物等引起的失眠。

无效：失眠无明显改善或加重。

1.2 诊断标准

2.2 结果

诊断标准，符合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几乎

2 组临床疗效比较，治疗组 25 例，临床治愈 10 例，显效

均以失眠为唯一的症状，其他症状均继发于失眠，包括疲乏、

8 例，有效 5 例，无效 2 例，总有效率 92%。对照组 25 例临床

白天困倦、头痛、头晕、健忘等，并至少持续半年。舌质暗，

治愈 4 例，显效 8 例，有效 4 例，无效 9 例，总有效率 64%。

边有瘀斑，脉涩。

，治疗组
两组总有效率经 x2 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1.3 治疗方法

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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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搏出量，改善脑供血。全方配伍有扩张血管、增加脑血流量，

失眠属于中医不寐，不得卧，不得眠等范畴。中医认为本
病是由于气血阴阳失和，神不守舍所致，与心、肝、脾、肾关
系密切。临床常以补益心脾，安神定志为主要治法，但对于部
分患者却难获良效，因此病程较长。清·叶天士云：“失眠，
初病气结在经，久则血伤入络”；王清任则认为“一切久治无
效之证无不善从瘀论治，夜不能寐，用安神养血药治之不效者，
血府逐瘀汤若神”，故笔者对顽固性失眠从瘀论治，以活血化
瘀，通窍安神为治法，以血府逐瘀汤加减为法。方中：桃仁、
川芎、红花活血化瘀；当归、生地、夜交藤养血活血，祛瘀生
新；柴胡、枳壳行气解郁；酸枣仁、柏子仁养心安神；朱砂重
镇安神；牛膝、桔梗引诸药上行下达。诸药合用共奏活血祛瘀、
安神定志之功。现代药理表明，川芎、柴胡、酸枣仁有镇静作

促进脑部能量代谢，从而改善睡眠。耳与经络脏腑关系密切，
它是人体整体的一部分，分布于耳廓上的穴位，可做为针灸的
刺激点治疗各部病症。
《灵枢·口问篇》说：
“耳为宗脉之所集
也”，人体的十二经脉均循行分布于耳廓周围，耳通过经络与
脏腑相连接，穴取：脑（皮质下）
、神门、交感（下脚端）
、心、
肝、肾、脾以宁心安神。皮质下调节大脑皮层的兴奋与抑制；
神门镇静安神，心主神明，肾藏精，脾主运化。几穴共用，以
养心安神。从现代病理生理角度去讲，刺激耳穴，可调节大脑
皮质功能，引起大脑网状系统正常有序化的激活和抑制从而使
病理性睡眠状态向正常的生理性睡眠转化。
研究表明：血府逐瘀汤结合耳穴压豆治疗顽固性失眠有较
好的临床疗效，依从性好，不良反应小，值得进一步推广。

用，白芍、生地、当归、红花、枳壳可降低心肌耗氧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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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自拟方用于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的可行性分析
Feasible analysis of TCM in treating functional dyspep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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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中药自拟方用于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的可行性。方法：选取我院消化科 2011 年 1 月～2013 年 1 月收
治的 50 例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随机将这些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每组平均 25 例。给予对照组患者多潘立酮片治疗，
给予观察组患者中药自拟方治疗。然后对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进行分析比较。结果：观察组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为 92%，对照组
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为 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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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中药
自拟方用于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能够显著提升对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具有良好的临床疗效，安全可行，值得在临床广为推广。
【关键词】 中药自拟方；功能性消化不良；可行性
【Abstract】 Objective: Feasible analysis of TCM in treating functional dyspepsia. Methods: Select 50 functional dyspepsia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1 to January 2013;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25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domperidone tablets, another group was given TCM therapy. To compare analyze clinical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2%, and 80%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between two groups. Conclusion: TCM had significant effect on treating functional dyspepsia, worthy of a wide
clinical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Keywords】 TCM; Functional dyspepsia; Feasibilit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51
功能性消化不良是消化内科一种功能性胃肠疾病，在临床
极为常见，患者餐后具有饱胀不适、上腹痛等症状，经检查将
引发这些症状的器质性疾病排除之后出现的一组临床综合征。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和不断进步，人们的生活方式发

选取我院消化科 2011 年 1 月～2013 年 1 月收治的 50 例功

生了极大的改变，功能性消化不良也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有

能性消化不良患者，所有患者均符合 2006 年制定的罗马Ⅲ功

关医学统计显示，我国已经达到了 20%～30%的发病率 ，因

能型消化不良的诊断标准，将疑有恶性疾病、代谢性疾病、药

此对其的治疗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我院消化科

物过敏、妊娠和哺乳期妇女等患者排除在外。其中有 22 例男

2011 年 1 月～2013 年 1 月收治的 50 例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的

性患者，28 例女性患者，年龄在 20～69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1]

临床资料，运用中药自拟方治疗取得了良好的临床疗效，现报

（39.2±1.6）岁；病程在 6 个月～25 年之间，平均病程 为

告如下。

（6.5±3.4）年。随机将这些患者分为观 察组和对 照组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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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组，每组平均 25 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等方面的

者带去极高的医疗费用，因此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差异均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3.2 功能性消化不良的病因和发病机制
现代医学还不是很清楚功能性消化不良的病因和发病机

1.2 诊断标准
①患者有反酸、上腹痛、上腹不适、饱胀、恶心呕吐等消

制，有关医学研究显示，功能性消化不良的发生受到了多种因

化道不良症状；②胃镜检查没有发现器质性病变，比如，食管、

素的影响。一般情况下，功能性消化不良的病例生理学基础主

胃等有溃疡、肿瘤等；③实验室、X 线、B 超检查将肝胆和胰

要是胃肠动力障碍，同时，其发生还受到患者内脏感觉过敏及

[2]

腺疾病排除在外 。

精神社会因素等的重要而深刻的影响。有关医学研究还证实，

1.3 治疗方法

有 50%左右的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存在着幽门螺杆菌感染[5]。

给予对照组患者多潘立酮片治疗。让本组患者餐前 20min

从上面的医学研究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治疗功能性消化不

口服 10mg 由西安杨森制药厂生产的多潘立酮片，3 次/d，3 周

良患者的过程中，对症治疗是重中之重，临床应该联合运用抑

[3]

为 1 个疗程 ；给予观察组患者中药自拟方治疗。具体药方为：

酸药、促胃肠动力药和治疗幽门螺杆菌的药物，现阶段还没有

柴胡、陈皮、麦芽、谷芽各 15g，广木香、川厚朴各 12g，茯

治疗方法具有确切的疗效。

苓、枳壳、槟榔各 10g，甘草 6g。依据患者的实际病情进行合

3.3 中药自拟方用于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的可行性

理的加减。如果患者有恶心欲吐症状，则将姜竹茹 10g，和柿

中医认为，功能性消化不良证治分型有饮食积滞、肝郁气

蒂 6g 加入其中；如果患者有噪杂吞酸症状，则将浙贝母 12g，

滞、寒热错杂、胃阴亏虚等多种类型，临床很难掌握。一般认

黄连 6g，吴茱萸 3g 加入其中；如果患者有食滞症状，则将神

为，功能性消化不良的主要病机是肝气郁结、脾胃不和，因此

曲 12g 和炒莱菔子 10g 加入其中；如果患者有舌苔厚腻症状，

治疗应以疏肝理气、健脾和胃为主。本方中柴胡疏肝理气；陈

则将滑石粉 15g 和杏仁 9g 加入其中；如果患者有胃疼症状，

皮理气和中；麦芽、谷芽消食健胃；广木香行气止痛、健脾消

则将元胡 15g 和川楝子 12g 加入其中。用水煎服，1 剂/d，分

食；川厚朴燥湿，下气除满；茯苓健脾和胃；枳壳理气宽中，

早晚两次服用，3 周为 1 个疗程[4]。

行滞除胀；槟榔行气消积；甘草和中缓急，调和诸药。全方疏

1.4 疗效评定标准

肝理气、健脾和胃、消积止痛。

如果患者上腹部饱胀不适、恶心呕吐等胃肠道症状均消

在运用中药治疗的过程中，选用主方为柴胡疏肝散合保和

失，则评定为显效；如果患者的上述症状有所减轻，患者有自

丸化裁，然后依据患者的临床症状变化，将虚实寒热临证化裁

觉症状，但是正常生活和工作都没有受到影响或只受到很小的

考虑进去，就能够收到良好的效果[6]。本研究结果表明，观察

影响，则评定为有效；如果患者的上述症状没有好转，甚至有

组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为 92%，对照组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为

加重的迹象，患者的正常生活和工作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80%。和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较高，二者

则评定为无效。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P<0.05），充分证实了中药自拟方用于治

1.5 统计学处理

疗功能性消化不良的可行性。

运用 SPSS20.0 统计学软件对所有数据进行处理。用率或

总之，中药自拟方用于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能够显著提升

百分比表示计数资料，用 x2 检验组间比较。如果 P<0.05，则

对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具有良好的临床疗效，安全可行，值

说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得在临床广为推广。作为中医内科医师，我们应该在对自身临

2

结

床经验进行充分总结的基础上，以“辨证论治”为治疗，尽可

果

能地将有效的中医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的简易方法探索出来，

观察组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为 92%，对照组患者治疗的总
有效率为 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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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情况如表 1 所示。

献出版社,2008:166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

25

10（40.0）

13（52.0）

2（8.0）

23（92.0）

对照组

25

8（32.0）

12（48.0）

5（20.0）

20（80.0）

注：P<0.05。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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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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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减轻患者病痛、提升医学综合效益做出积极贡献。

论

3.1 功能性消化不良疾病的现阶段情况
欧美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功能性消化不良人群中有 19～
41%的患者有症状。我国有关医学调查报道，在医院胃肠病专
科门诊患者中，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已经达到了总就诊患者的

[2]张明园.精神科评定量表手册[M].湖南:湖南科学技术出社,2009:12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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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左右，这个数字极高。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功能性消化
不良一方面会影响到患者的生存质量，另一方面也会给就诊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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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针治疗变应性鼻炎 82 例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82 cases of allergic rhinitis by
abdominal acupuncture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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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腹针引气归元法治疗变应性鼻炎 82 例。方法：采用腹针疗法治疗 2 周。结果：大部分患者经 2 个疗
程治疗都取得了较好的疗效，82 例患者中痊愈 48 例，占 58.7%；有效 29 例，占 35．6%；无效 5 例，占 5.7%。总有效率为 94.3%。
结论：腹针治疗变应性鼻炎效果显著。
【关键词】 中医鼻鼽；变应性鼻炎；腹针疗法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clinical effects of the abdominal acupuncture entraining return element method on treating 82
cases of allergic rhinitis. Methods: Take the abdominal acupuncture entraining return element therapy for 2 weeks. Results: Most patients
after two courses of treatment have achieved better results, 48 cases were cured(58.7%), 29 cases were effective(35.6%), 5 cases have no
effect (5.7%).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94.3%. Conclusion: The abdominal acupuncture therapy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in treating
allergic rhinitis.
【Keywords】 TCM allergic rhinitis; Allergic rhinitis; Abdominal acupuncture therap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52
变应性鼻炎是由于鼻腔粘膜感受特异性过敏原（如冷空

上 5 分）
、配穴：中脘上穴（中脘穴上 0.5 寸）[1]。操作：选用

气、花粉、化学制剂等）的刺激所产生的过敏症状，1 年发病

华佗牌一次性针灸针，规格为 0.22mm×40mm 号毫针，按腹针

日数累计超过 6 个月的属常年性变应性鼻炎，季节性发病，每

的标准化取穴，中脘、下脘、气海、关元深刺，商曲、滑肉门、

年发病季节与花粉传粉期相符合的为花粉症。我科对于本病多

上风湿点中刺，中脘上穴浅刺，留针 30min 后按照腹针的标准

采用采用腹针疗法治疗，取得了显著效果。共观察该病患者 82

化规范出针。每天针刺 1 次，10 次为 1 个疗程，疗程间隔 3d。

例，现总结如下。

1.3.2 对照组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服用通窍鼻炎胶囊，每次 4 片（每粒生药重 0.4g，四川川
大华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3 次/d，10d 为 1 个疗程，疗
程间隔 3d。

选择 2011 年 3 月～2013 年 1 月在我院收治的变应性鼻炎患
者 82 例，82 例患者均西医诊断为变应性鼻炎，喷嚏频作、伴有
鼻痒，鼻塞流清涕时发时止、缠绵不愈等临床表现，少数患者
伴有粘液性分泌物。82 例患者均系门诊病人，其中男 50 例，女

两组治疗 2 个疗程及随访半年统计疗效。
2

参照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中过敏性鼻

果

2.1 疗效标准

32 例；年龄在 15～68 岁之间，病程在 1 个月到 10 余年之间。
1.2 诊断标准

结

根据 1997 年在海口修订的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科分会中
华耳鼻咽喉科杂志编辑委员会“变应性鼻炎诊断标准及疗效评
定标准”判定疗效。痊愈：1 个疗程后症状及体征全部消失，

炎的诊断标准：①阵发性鼻痒、连续喷嚏，鼻塞、鼻涕清稀量

随访半年无复发；有效：2 个疗程后症状消失，体征明显减轻，

多为主要症状，伴有嗅觉减退、眼痒，咽喉痒症状；②起病迅

但偶有复发；无效；2 个疗程后症状及体征无变化[2]。

速，症状一般持续数分钟至数十分钟，间歇期无喷嚏及鼻塞；

2.2 临床疗效

③常因接触致敏物质或因温度变化而诱发；④鼻腔检查见鼻黏
膜水肿，苍白或充血，鼻甲肿胀，发作时有较多清稀分泌物。
⑤实验室检查，可见嗜酸性粒细胞增多。
1.3 治疗方法
1.3.1 治疗组
采用腹针疗法，处方：主穴：引气归元（中脘、下脘、气
海、关元）
、商曲、滑肉门、上风湿点（位于滑肉门穴外 5 分、

经 2 个疗程治疗后，82 例患者中痊愈 48 例，占 58.7%；
有效 29 例，占 35.6%；无效 5 例，占 5.7%。总有效率为 94．3%。
3

讨

论

现代医学认为过敏性鼻炎是一种变态反应性疾病，是机体
对外界过敏原敏感性增强，而表现出鼻黏膜病变为变态反应，
（下转 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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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叶石膏汤合补中益气汤治疗复发性口疮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recurrent aphthous with the Zhuye Shigao
decoction plus the Buzhong Yiqi decoction
赵俊爱
（保定市顺平县中医院，河北
中图分类号：R364.1+6

顺平，0722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2-0088-02

证型：IDGA

【摘 要】 目的：观察竹叶石膏汤合补中益气汤治疗复发性口疮的临床疗效。方法：60 例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30 例，对照
组 30 例，治疗组给予竹叶石膏汤合补中益气汤治疗，对照组给与竹叶石膏汤治疗，两组均中药内服，1 剂/d，15d 为 1 个疗程，
治疗 2 个疗程。结果：治疗组的近期疗效和远期疗效均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竹叶石膏汤合补中益气汤治疗复发性口疮比
单纯采用竹叶石膏汤治疗具有疗效满意，不易复发的优点，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复发性口疮；竹叶石膏汤；补中益气汤；疗效观察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clinical effects of the Zhuye Shigao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the Buzhong Yiqi decoction on
treating recurrent aphthous. Methods: 60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30 for each.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the Zhuye Shigao
decoction,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the Buzhong Yiqi decoction more, both groups were taken orally, 1 times a day, 15 days for a
course, and two courses of treatment. Results: The total efficacy of the treated group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P<0.05). Conclusion: The
Zhuye Shigao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the Buzhong Yiqi decoction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in treating recurrent aphthous, worthy of a
wide application.
【Keywords】 Recurrent aphthous; Zhuye Shigao decoction; Buzhong Yiqi decoction; Effect observ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53
复发性口疮，中医称“口疳”，现代医学称“复发性口腔

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溃疡”，是常见的一种口腔疾病，其临床特点是反复发作，缠

1.3 治疗方法

绵难愈。患者生活工作均受影响，极为痛苦。目前西医一般认

1.3.1 对照组
予竹叶石膏汤。药物组成：竹叶 15g，石膏 20g，麦门冬

为本病的发生与免疫异常、遗传因素、血液流变学、社会心理、
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但是对本病的具体发病机理尚不明了。

10g，人参 6g，半夏 10g，甘草 6g，1 剂/d，水煎，分 2 次，早

西医在治疗上尚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常规中药治疗虽能缓解

晚温服。15d 为 1 个疗程，治疗 2 个疗程。

症状，但是不能控制病情复发。2009 年 2 月～2012 年 5 月，

1.3.2 治疗组
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加黄芪 30g，白术 10g，当归 10g，

笔者运用竹叶石膏汤合补中益气汤治疗复发性口疮 30 例，疗
效显著，复发率低，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诊断标准

升麻 6g，柴胡 15g，陈皮 10g，白芍 12g，炙甘草 6g，1 剂/d，
水煎，分 2 次，早晚温服。治疗时间同对照组。
1.4 疗效标准
1.4.1 近期疗效

参照《临床疾病诊断依据治愈好转标准》确诊。①口

痊愈：口腔溃疡愈合，局部无不适感；有效：口腔溃疡个

腔溃疡反复发生，严重时此起彼伏，有剧烈的刺激痛。②

数或溃疡面明显减少或减小（减少或减小 2/3 以上）
，局部仍有

在口腔粘膜任何部位均可发生，溃疡为圆形或椭圆形，中

轻微不适感；无效：口腔溃疡症状及溃疡无明显变化。

心凹下，其上覆以淡黄色纤维素膜。身体其他部位无溃疡

1.4.2 远期疗效

及糜烂。
1.2 一般资料
全部 60 例均为本院门诊收治的口疮患者，病变部位分别
在上、下粘膜、颊粘膜、牙龈、舌部、软腭等。随机分为两组。
治疗组 30 例，男 18 例，女 12 例；年龄在 15～65 岁之间，病
程 6 个月～3 年；溃疡面 0.3～1.0cm，溃疡数目 1～5 个。对照
组 30 例，男 14 例，女 16 例；年龄 13～62 岁；病程 6 个月～
3 年；溃疡面 0.4～1.3cm，溃疡数目 1～4 个。两组病例一般资

按复发性阿弗溃疡疗效评价试行标准评定。痊愈：口腔溃
疡终止复发 1 年以上；有效：总间歇时间延长和总溃疡个数无
变化，或总间歇时间无改变和总溃疡个数减少；无效：间歇时
间及口腔溃疡数均无改变。
2

结

果

2.1 两组近期疗效比较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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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近期疗效比较例 [n（%）]
组别

n

痊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30

17（56.67）

10（33.33）

3（10.00）

90.0

30

8（26.67）

5（16.67）

17（56.67）

43.3

对照组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由表 1 可见，两组近期疗效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2.2

两组远期疗效比较
见表 2。

义（P<0.05）
，治疗组近期疗效优于对照组。
表 2 两组远期疗效比较例 [n（%）]
组别

n

痊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30

14（46.67）

12（40.00）

4（13.33）

86.67

30

5（16.67）

6（20.00）

19（63.33）

36.67

对照组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由表 2 可见，两组远期疗效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
，治疗组远期疗效优于对照组。
3

讨

论

复发性口疮是以口腔黏膜反复出现的溃疡和疼痛为主要
症状，目前病因尚不明确，但多认为与机体免疫功能失调有关。
中医对本病的认识主要是基于《素问•气交变大论》曰：
“岁金

不恋邪；充分发挥甘草的双向调节免疫作用，提高了治愈率，
标本兼治，重在固本，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从而抑制口疮反
复发作，收到很好的远期效果，值得临床推广。
注意口腔清洁，避免刺激性饮食，情志保持舒畅，增强锻
炼等对抗复发亦有一定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不及，炎火上行……民病口疮，甚则心痛”中对本病的认识。

[1]焦瑛.东垣健脾降火法对复发性口疮的辨治[J].河北中医学院学报,1987,

多认为因心脾有热，气冲上焦；或认为脾胃湿热，上熏于口；

2(3):7-8

重用黄芩、黄连等苦寒之品，伤及脾胃，损耗正气；竹叶石膏

[2]张小红.转移因子腋下封闭联合竹叶石膏汤加味治疗复发性口疮 52 例[J].

汤虽能既清热又养阴，扶助正气的功能尚弱，对久病不愈的患

河北中医,2007,29(8):724-725

者疗效欠佳，临床上，本病患者常常有溃疡面色淡不红，溃疡

[3]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黏膜病专业委员会.复发性阿弗它溃疡疗效评价试

面长时间不愈合以及自汗、多汗、易感冒等气虚表现，病因病

行标准[J].临床口腔医学杂志,2001,17(3):209

机在于，初为热毒火盛，损及阴气，正气亏虚不能托毒外出，

作者简介：

形成邪恋所致。元代朱震亨《丹溪心法•口舌》篇指出：
“口疮，
服凉药不愈者，因中焦土虚，且不能食，相火冲上无制，用理
中汤。”笔者在竹叶石膏汤方的基础上加入补中益气汤，黄芪

赵俊爱（1968-），女，副主任中医师，1990 年毕业于河北中医学院针
灸系，从医 22 年，研究中医中药治疗疑难杂病。

重用 30g，扶助正气，托毒生肌；白术健脾益气；生甘草与炙
甘草合用成为对药，相须为用，补中有清，清中有补，扶正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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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87 页）
它的发生与肌体的免疫状态进入过敏原（如冷空气、尘螨、花

功能。商曲、滑肉门位于神阙之上，可治躯干上段的疾患，具

粉、鱼虾、化学制剂）的刺激及个体差异、遗传体质因素有关。

有通调气血、疏理经气之功。而上风湿点具有消肿止痛的作用，

西医认为本病的发生除与接触变应原等因素有关外，还与个人

中脘上穴在腹全息图上相当于鼻，故针刺此穴起到通鼻窍之

体质、遗传、免疫功能等因素有重要的关系。过敏性鼻炎虽然

功。诸穴合用起到益气固表、通利鼻窍的作用，故疾病可愈。

非重大疾病，但其严重时可影响患者的工作生活。
本病属中医“鼻、鼽”范畴，与肺、脾、肾之脏功能失调
有关，病机是肺气虚弱，肺气不足，腠理疏松，卫表不固，风
寒外邪，乘虚而入，犯及鼻窍，邪正相搏，津液停聚，鼻窍壅
塞，而致本病。治当益气固表，健脾补肾，散寒通窍。腹针取
引气归元（中脘、下脘、气海、关元组成），方中中脘、下脘

通过临床观察，腹针疗法对过敏性鼻炎，具有独特的治疗
作用和疗效显著的特点，且腹针操作简便，取穴规范，针刺时
基本无痛感，易被患者接受，值得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薄智云.腹针疗法[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10

均属胃脘，两穴含有理中焦，调升降的作用，且手太阴肺经起

[2]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科学分会.关于变应性鼻炎的诊断标准[J].中华耳鼻

于中焦，故兼有主肺气肃降的功能。气海为气之海，关元培肾

咽喉科杂志,1998,32:134-135

固本，肾又主先天之原气，故其有治心肺、调脾胃、补肝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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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疗法治疗慢性扁桃体炎 58 例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58 cases of chronic tonsillitis in
the combination therapy
王聘益
（河南省商丘市中医院，河南
中图分类号：R766.18
【摘

商丘，4760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2-0090-02

证型：IBD

要】 目的：观察综合疗法治疗慢性扁桃体炎的疗效。方法：58 例患者均采用中药内服、配合局部冲洗上药治疗，1

周为 1 个疗程，连续治疗 3 个疗程。结果：治愈 35 例，有效 19 例，无效 4 例，总有效率为 93%。结论：综合疗法治疗慢性扁桃
体炎，疗效满意。
【关键词】 慢性扁桃体炎；内服；外治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clinical effects of the combination therapy on treating chronic tonsillitis. Methods: 58 patients
were given the TCM medicine orally with local irrigation external application, 1 week for a course, continuous 3 courses. Results: 35 cases
were cured, effective 19 cases, no effective 4 case,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93%. Conclusion: The combination therapy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in treating chronic tonsillitis.
【Keywords】 Chronic tonsillitis; Orally; External applic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54
慢性扁桃体炎是耳鼻喉科的常见病、多发病，以儿童及青

者，加苍耳子、辛夷花。水煎服，1 剂/d，早晚 2 次分服。7d

年为多见。因其病程迁延、反复发作，患者十分痛苦。笔者自

为 1 个疗程，连用 2～3 个疗程。

2007 年 5 月～2012 年 5 月，采用综合疗法治疗慢性扁桃体炎

2.2 外治疗法
首先采用 0.3%左氧氟沙星氯化钠注射液 30ml 冲洗扁桃体

58 例，疗效满意，现总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自 2007 年 5 月～2012 年 5 月共治疗慢性扁桃体炎 58 例，
均为门诊患者，其中男性 33 例，女性 25 例；年龄最小者 5 岁，
最大者 32 岁；病程最短者 4 个月，最长者 6 年，均有反复发
作史。

上隐窝，然后取适量喉用消肿散喷于扁桃体表面，1 次/d，连
续治疗 1 周。喉用消肿散组成：煅炉甘石 60g，青黛 30g，硼
砂 6g，朱砂 15g，冰片 3g，煅珍珠 2g，枯矾 2g。诸药共研极
细末，贮瓶内密封备用。
3

疗效观察

3.1 疗效标准
参照《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3]制定。治愈：咽部症状

1.2 诊断标准
参照《中医耳鼻咽喉科学》[1]及《实用耳鼻咽喉科学》[2]

及体征消失，舌腭弓充血消失，扁桃体不充血、无脓点；好转：

诊断标准确定。①有反复咽痛病史，咽部经常不适或有口臭。

咽部症状及体征明显减轻，舌腭弓充血减轻，扁桃体脓点消除；

②腭舌弓明显慢性充血。③扁桃体肿大、充血呈暗红色，或不

无效：症状及体征无明显变化。

充血，表面有脓点，或挤压后有少许脓液溢出。全部患者均排

3.2 治疗结果
58 例中，治愈 35 例，占 60.3%；好转 19 例，占 32.7%；

除扁桃体生理性肥大、扁桃体结核、扁桃体角化症及扁桃体肿
瘤等疾患。

无效 4 例，占 7%。总有效率为 93%。

2

4

治疗方法

2.1 中药治疗
内服银射消蛾汤，基本方药：金银花 12g，蒲公英 15g，

典型病例
患者甲，男，22 岁，2010 年 4 月初诊。患者咽痛反复发

作 10 余年，极易感冒，稍受凉即咽痛发烧，常有口臭，咽喉

射干 12g，柴胡 12g，半夏 9g，僵蚕 12g，浙贝母 9g，赤芍 12g，

中有异物感。经常采用静滴抗生素治疗，症状虽能缓解，但易

皂角刺 9g，防风 9g，桔梗 9g，甘草 6g。10 岁以下儿童剂量酌

复发。经本院内科医师介绍而到我科治疗。检查：咽部及舌腭

减。加减：咽痛明显者，加山豆根、蝉蜕；扁桃体明显肿大者，

弓黏膜慢性充血，扁桃体 II 度肿大，表面有少许黄白色渗出物，

加夏枯草；体质虚弱，反复发作者，加党参、黄芪；鼻塞多涕

咽后壁淋巴滤泡部分增生。给予内服中药及扁桃体冲洗上药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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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治疗，1 个疗程后，诸症有减。又连续治疗 2 个疗程，咽部

散，乃清热解毒、祛腐利咽之品。正切慢性扁桃体炎病机，故

症状消失，扁桃体明显缩小，检查正常。随访 1 年余，扁桃体

疗效显著。

炎未再复发。
5

讨

笔者在临床治疗中体会到，在病情稳定时，一定要加入益
气固表之党参（或太子参）、黄芪，以增强患者机体免疫力，

论

达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之目的，这样才能有效减少本病

慢性扁桃体炎多由急性扁桃体炎反复发作，或因扁桃体隐

的再复发。通过对 58 例患者随访观察，发现复发病例与其生

窝引流不畅，窝内细菌、病毒滋生繁殖而演变为慢性炎症。亦

活起居、饮食嗜好有密切关系，应根据不同的诱因辨证施护。

可继发于某些急性传染病如猩红热、流行性感冒、麻疹之后。

注意起居有常，饮食宜清淡，禁忌辛辣刺激食物，参加体育锻

机体抵抗力降低和变态反应形成（包括细菌性及自身变态反

炼，增强体质和抗病能力。对于儿童患者，家长要注意其衣服

应）是慢性扁桃体炎发病机理的两个重要因素，需予重视。

的增减，尽量减少呼吸道感染，避免本病的急性复发。

慢性扁桃体炎属中医“乳蛾”范畴，其发病与肺脾肾的关
系密切。究其病因，发病早期多为风热邪毒循口鼻入侵，肺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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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毒，化痰散结，祛腐托脓之功。配合抗生素扁桃体隐窝冲洗，
能有效清除隐窝内积存物，消除病菌毒素。加之外用喉用消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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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中药治疗冠心病快速房颤的临床疗效及
用药安全性
Clinic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TCM in treating coronary heart disease
rapid atrial fibrillation
王 晶 1 马春梅 2 黄 梅 3
（1.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辽宁 沈阳，110003；2.徐州市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徐州，221000；3.徐州市铜山
新区铜山中医院，江苏 徐州，221000）
中图分类号：R3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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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中药治疗冠心病快速房的疗效以及对其安全性作出评价。方法：选取冠心病快速房颤患者 60 例，分
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人数均等。对照组患者使用常规方法进行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配以中药治疗，治疗 1 周后确
定治疗效果。在治疗前以及治疗后的 3d、7d 进行心电图的检查。结果：观察组患者与对照组在临床症候、心电图以及动态心电图
的改善方面相比较，观察组有显著的改善效果。结论：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辅以中药治疗冠心病合并快速房颤具有良好的疗效，
值得在临床中推广使用。
【关键词】 中药；冠心病；快速房颤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urative effect of TCM medicine treatment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HD) rapid atrial
fibrillation and evaluate its safety. Methods: 60 patients with rapid atrial fibrillation were equal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conventional methods.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TCM treatment. The effect were recorded after treatment for a week.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in the treatment of three day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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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n days, patients accepted electrocardiogram (ecg) examination. Results: To compare the clinical symptoms, electrocardiogram (ecg)
and dynamic ecg improvement of the two groups, the observation group significantly improved. Conclusion: Conventional treatment with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has a good curative effect on treating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HD) combined with rapid atrial fibrillation,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TCM medicine; Coronary heart disease; Rapid atrial fibrill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55
在临床中的多发病、常见病之一就是冠心病合并快速房颤[1-2]。

入 10g 的浙贝；如果是患有痰稠咽干的患者就加入 15g 的黄苓，
20g 的桑白皮；如果是患有胸闷、有隐痛感的患者就加入 20g 的

本文针对中医治疗心病合并快速房颤进行了研究，结果如下。
1

枳壳；如果是患有不寐的患者就加入 20g 的酸枣仁，30g 的生龙

基本资料与方法

齿；如果是患有便秘的患者就加入 10g 的桃仁。患者将中药煎

1.1 基本资料

服，1 剂/d，分两次在早晚温服，每次服用量约为 150ml。

选取在 2010 年 1 月～2013 年 1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冠心

1.3 效果判定

病快速房颤患者 60 例。所有患者依照中医证型均为痰火扰心

显效的效果判定标准为：患者在安静的状态下心率每分钟

并且心阴不足，经心电图或是动态心电图确诊为冠心病快速房

在 60～80 次，在有轻微的活动时心率控制在 100 次/min，在经

颤。将其按照入院的先后顺序分为两组，即对照组与观察组，

过治疗后，病症全部消失，积分为 0 或是积分与治疗前比较下

每组人数均等。对照组中 17 例男患者，13 例女患者，年龄在

降 70%以上。经动态心电图检测发现症状改善甚至恢复正常，

51～85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73.2±8.76）岁。观察组患者中

房颤得到了控制或是只有偶发的情况。有效的效果判定标准

18 例男患者，12 例女患者，年龄在 49～86 岁之间，平均年龄

为：患者在安静的状态下心率每分钟在 100 次左右，但是没有

为（73.12±9.27）岁。两组中均有患者患有冠心病合并高血压、

达到有效标准，在经过治疗后，积分与治疗前比较下降 50%～

高血脂、糖尿病以及脑卒中，两组在基础病例方面没有明显的

70%以上。经动态心电图检测发现症状改善，房颤发作频率减

差别，具有可比性。

少一半以上，持续时间也缩短了一半以上。无效的效果判定标

1.2 方法

准为：患者在安静的状态下心率每分钟未控制在 100 次左右，

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西药治疗方法，观察组在西药基础上

症状没有显著的改善，真症候积分减少不足 50%，甚至出现积

配合服用中药黄连温胆汤或者是炙甘草汤加减。黄连温胆汤加

分比治疗前更高，动态心电图无变化或是加重。

减配方：15g 的陈皮，10g 的半夏，15g 的茯苓，10g 的竹茹，

1.4 统计学分析

10g 的枳壳，10g 的菖蒲，10g 远至，6g 的黄连。炙甘草加减配

本次试验所得的数据均使用 SPSS12.0 统计学软件进行分

方：15g 的沙参，15g 的麦冬，15g 的甘草，15g 的生地，15g 的

析处理，以 P<0.05 表示具有统计学意义。

白芍，10g 的桂枝，6g 的阿胶，10g 的麻仁，30g 的酸枣仁，30g

2

的生龙齿。加减的变化配方：如果是患有水肿的患者就加用 40g

结

果

见表 1。

的茯苓，30g 的车前子；如果是患有咳嗽等类似症状的患者则加
表 1 对照组与观察组患者疗效比较 [n（%）]
症候积分

心电图

动态心电图

疗效
观察组

对照组

观察组

对照组

观察组

对照组

显效

20

18

21

14

21

16

有效

9

9

7

11

6

9

无效

1

3

2

5

3

5

总有效率

96.6

90

93.3

83.3

90

83.3

注：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P<0.05。

3

讨

论

药导刊,2010,12(1):67-68
[2]唐文峰,孙鲁民,张守林,等.心室率控制对快速房颤患者血浆 BNP、CRP 及

中药配合常规方法治疗冠心病合并快速房颤减少了抗心率
失常药物的使用率，同时也降低了抗心律失常药物带来的副作
用[3]，对用药的安全性有了保障，而且对比两组的疗效，观察组
总有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值得在临床中广泛推广使用。

心脏形态的影响[J].山东医药,2009,49(51):85-86
[3]韩宝德.针刺配合药物治疗阵发性快速房颤 62 例临床观察[J].中国中医急
症,2012,21(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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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妍 编号：ER-13051701（修回：2013-06-18）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JCM 中医临床研究 2013 年第 5 卷 第 12 期

-93-

瓜蒌薤白半夏汤加桂枝治疗心肌桥致心绞痛 1 例体会
Experience for treating 1 case of angina caused by myocardial bridging with
the Gualou Xiebai Banxia decoction plus Guizhi
顾 旭 吕静静 李建杰 张亚静
（郑州市中医院，河南 郑州，450007）
中图分类号：R5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2-0093-01

证型：BDG

【摘 要】 冠状动脉心肌桥是一种先天性的冠状动脉发育异常，多在中年以后才出现心肌缺血的症状。冠状动脉心肌桥可导
致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严重心律失常、心悸缺血、甚至心脏性猝死。通过瓜蒌薤白半夏汤加桂枝汤通阳散结，祛痰宽胸作用，
改善患者心肌缺血。
【关键词】 瓜蒌薤白半夏汤；心肌桥；心绞痛
【Abstract】 Myocardial bridge is a congenital coronary artery abnormalities, mostly in middle age to appear symptoms of
myocardial ischemia. Myocardial bridge can lead to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severe arrhythmias, ischemic heart palpitations, and even
sudden cardiac death. The Gualou Xiebai Banxia Guizhi decoction had the function of Tongyang Sanjie, Qutan Kuanxiong in improving
myocardial ischemia.
【Keywords】 Gualou Xiebai Banxia decoction; Myocardial bridge; Angina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56
冠状动脉心肌桥是一种先天性的冠状动脉发育异常，是指

采用壁冠状动脉的肌桥清除的简单手术或者在壁冠状动脉内

冠状动脉或其分之的某个节段行走于室壁心肌纤维之间，被心

植入支架，可以缓解症状。如在肌桥近端冠状动脉有粥样硬化

肌覆盖的冠状动脉段称之为壁冠状动脉，而该心肌纤维束称为

狭窄病变，作经皮腔内球囊扩张术应注意在壁冠状动脉内发生

心肌桥，进来研究发现冠状动脉心肌桥可导致急性冠状动脉综

血栓的潜在性危险。由于心肌桥是一种较常见的先天性解剖畸

[1]

合征、严重心律失常、心悸缺血、甚至心脏性猝死 。我们采

形故目前尚无有效的预防措施。应注意预防冠心病的各种危险

用瓜蒌薤白半夏汤加桂枝治疗心肌桥致心绞痛 1 例报告如下。

因素防止冠状动脉的粥样硬化。

患者甲，女，40 岁，职员，以反复发作性胸痛 1 月入院，

本例患者以胸痛为主要表现，中医诊断胸痹心痛（冠心病

1 月前在寒风中运动时突发胸痛，胸痛彻背，伴肢冷汗出、气

心绞痛）[2]，证属痰浊闭阻型，治以温阳通痹，化痰开结，给

短、胸闷，经休息及保暖后症状缓解，之后遇寒及运动时常发

瓜蒌薤白半夏汤加桂枝治疗。《金匮要略·胸痹心痛短气病脉

作胸痛，舌暗红，苔白厚腻，脉涩。血压 120/75mmHg，心率

证治》曰：“胸痹，不得卧，心痛彻背者，瓜蒌薤白半夏汤主

82 次/min，心电图未见异常，心电图运动试验阳性，怀疑冠心

之。”瓜蒌薤白半夏汤通阳散结，祛痰宽胸，治胸痹，痰浊较

病，经冠状动脉造影检查发现前降支中段心肌桥，排除冠心病，

甚，心痛彻背，不能安卧者。强调温阳除痰湿，恢复胸中阳气。

给瓜蒌薤白半夏汤加桂枝治疗，方药：瓜蒌 15g，薤白 15g，

方中半夏燥湿化痰，降逆散结；配以栝楼、薤白豁痰通阳，开

半夏 15g，桂枝 12g。水煎温服，200ml/次，2 次/d，服药两周

结宣气，理气宽胸，桂枝通心阳，本方加桂枝温化寒饮、温通

症状完全消失。

血脉、散寒逐瘀止痛，病邪自去。现代药理学认为，瓜蒌对豚

体会：心肌桥是一种先天性血管畸形。心脏收缩时被心肌

鼠离体心脏具有扩张冠脉、增加冠脉血流量的作用，并有耐缺

桥覆盖的这段冠状动脉受到压迫，出现收缩期狭窄，而心脏舒

氧、抑制血小板聚集、抗心律失常等作用，对缺血的心肌具有

张时冠状动脉压迫被解除，冠状动脉狭窄也被解除，多在中年

明显的保护作用；在扩张冠脉强度方面，瓜蒌皮大于瓜蒌仁[3]。

以后才出现心肌缺血的症状。心肌桥最常出现在左前降支，且

薤白中所含腺苷具有扩张动脉血管、增加冠脉流量、扩张周围

多位于该支血管的近、中 1/3 之间，心肌桥可单个，也可多个

血管的作用；对花生四烯酸代谢有干扰作用，能抗血栓及防治

出现，多个出现的肌桥可位于同一血管或不同冠脉或它们的分

动脉粥样硬化；薤白还有强烈的抗血小板聚集作用[3]。故瓜蒌

支，覆盖于冠状动脉上的浅层心肌称为肌桥。壁冠状动脉也可

薤白半夏汤加桂枝治疗心肌桥致心绞痛值得临床进一步探索。

见于左对角支或左钝缘支壁冠状动脉段一般不易发生动脉粥
样硬化病变，但壁冠状动脉近端易于发生动脉粥样硬化。心肌

参考文献：

桥的诊断比较困难，表浅型因无症状或症状轻而难以确诊，冠

[1]陈群.冠状动脉心肌桥的研究进展[J].医学综述,2012,18(5):715-718

脉造影可以检出那些纵深型心肌桥。对有症状的心肌桥及心肌

[2]焦树德,路志正.实用中医心病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599-605

桥处有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者可采用药物或手术治疗。收缩期壁

[3]王本祥.现代中药药理与临床[M].天津: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2004:

冠状动脉受压引起的心绞痛对 β-受体阻滞药和钙拮抗药，如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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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帕米和地尔硫卓可能有效。如果药物治疗无效时，可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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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疹汤联合窄谱中波紫外线治疗玫瑰糠疹
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pityriasis rosea by NB-UVB and
the Xiaozhen decoction
韩冬雪 1 甄希成 2
（1.辽宁省抚顺中心医院，辽宁 抚顺，113006；2.沈阳体育学院，辽宁 沈阳，110102）
中图分类号：R75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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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消疹汤联合窄谱中波紫外线治疗玫瑰糠疹的疗效。方法：140 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72 例采
用内服消疹汤（自拟方）联合窄谱中波紫外线照射；对照组 68 例单纯采用窄谱中波紫外线照射（1 次/d），10d 为 1 个疗程，观察
疗效。结果：治疗组有效率 88.89%，对照组 72.06%，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消疹汤联合窄谱
中波紫外线治疗玫瑰糠疹疗效好，起效快，安全有效。
【关键词】 玫瑰糠疹；中药；窄谱中波紫外线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n treating pityriasis rosea by NB-UVB and the Xiao Zhen decoction. Methods:
14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72 cases in the treated group were given NB-UVB and Xiao Zhen decoction, 68 cases
in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NB-UVB. 10 days as a course. Results: The efficiency rates were 88.89% in the treated group and 72.06% in
the control group ,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NB-UVB and the Xiaozhen decoction has a
satisfactory effect in treating pityriasis roseas.
【Keywords】 Pityriasis roseas; TCM; NB-UVB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57
玫瑰糠疹为一种原因不明的自限性炎症性皮肤病。一般持

双花 15g，防风 15g，生地 20，丹皮 15，甘草 6g，瘙痒明显加

续 6～8 周，也有经久不愈，持续半年以上者，本病大多有轻

白鲜皮 12g，苦参 12g，心烦加栀子 6g，舌苔厚腻加黄柏 6g，

重不等瘙痒，脱屑，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积极治疗有重要意义。

茵陈 6g，同时进行 NB-UVB 照射治疗。采用上海希格玛高技

采用消疹汤联合窄谱中波紫外线治疗玫瑰糠疹取得良好效果，

术 有 限公 司 SS-03AB 紫 外线 治 疗机 进行 照 射。 辐射 波长

现报道如下。

311nm。照射前初步评定患者的皮肤类型，一般初始剂量为最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140 例患者来源抚顺中心医院皮肤科门诊，确诊为玫瑰糠

小红斑量（MED）的 70%～80%，未作 MED 测量的患者，首
次剂量为 0.15～0.2J/cm2，以后每次照射剂量在前次照射后无红
斑前提下，按 10%～20%的增幅增加，累计最大剂量为 0.4J/cm2，
1 次/d，10d 为 1 个疗程；对照组仅进行 NB-UVB 照射，方法

疹，其中男 68 例，女 72 例，年龄 12～55 岁，病程 3d～5 周，

同治疗组。

平均 2 周，随机分为治疗组 72 例，对照组 68 例，入选患者 1

1.4 疗效判定标准

个月内未用过皮质类固醇激素、维甲酸类、抗组胺类、抗细菌

痊愈为皮损消失，仅留有暂时性色素沉着斑，瘙痒消失；

及抗真菌药物，，均无紫外线照射禁忌症，排除妊娠及哺乳期

显效为皮损消退>70%，瘙痒明显减轻或基本消失；有效为皮

患者。

损消退 50%～70%，瘙痒减轻；无效为皮损消退<50%或无变化，

1.2 诊断标准

有效率为痊愈率加显效率。

西医诊断标准根据赵辨《临床皮肤病学》相关标准进行诊

1.5 统计学处理

断。中医诊断标准：风热疮属血热内蕴证型：发病急骤，皮疹
红色，皮肤干燥，脱细碎鳞屑，有轻重不同的痒感，常有心燥
易烦、夜难入睡、口渴、大便干燥、小便短黄。舌尖红，苔薄
黄，脉弦滑微数。
1.3 治疗方法
治疗组：内服消疹汤（自拟）加减。方药组成：紫草 20g，

有效率比较采用 x2 检验。
2

结

果

2.1 两组疗效对比
治疗组有效率为 88.89%，对照组有效率为 72.06%，差异
有显著性意义（x2＝6.36，P<0.05）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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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疗效对比（n，%）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治疗组

72

33

31

6

2

88.89

对照组

68

23

26

15

4

72.06

2.2 不良反应

肤而发，本研究中使用的消疹汤含有紫草，有凉血、活血、清

治疗组 5 例发生不良反应，发生率 6.9%，红斑疼痛 1 例，

热解毒的功效，双花，防风解表，散风，清热，生地丹皮，清

瘙痒加剧 4 例，对照组 6 例，发生率 8.82%，红斑 3 例，瘙痒

血分热，凉血消斑，甘草有补中益气、清热解毒，白鲜皮，苦

3 例，治疗组略少于对照组，但两组无差异显著性，调整剂量

参解毒，止痒，黄柏茵陈，清利湿热。本观察结果显示消疹汤

后，红斑及瘙痒减退，未影响治疗。

联合窄谱中波紫外线治疗玫瑰糠疹皮疹消退快，明显缩短病

3

讨

程，不良反应少，安全可靠，值得推广。

论

玫瑰糠疹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炎症性皮肤病，有自限性，一
般经 4～6 周皮疹即自行消退，少数病例皮疹反复成批出现，病
[1]

参考文献：
[1]赵辨.临床皮肤病学[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775

程可延至半年以上才能痊愈，亦有少数达数年之久始能痊愈 。

[2]张洪明,毕志刚.紫外线治疗皮肤病的新进展[J].国外医学皮肤性病学分册,

多数学者认为与病毒有关，但其确切机制尚无定论。玫瑰糠疹

2003,29(3):147-149

的治疗目的主要是减轻症状和缩短疗程，提高疗效，西药治疗

[3]张晓斌,姜其学,曾庆伟.窄谱中波紫外线照射联合复方甘草酸苷治疗玫瑰

以抗组胺药物为主，可减轻症状，不能有效缩短病程近年来发

糠疹疗效分析[J].中国皮肤性病学,2010,24(5):491-492

[2]

现 311nm 左右的 NB-UVB 是 UVB 光谱中最有效的部分 ，能
有效诱导真皮中 T 细胞凋亡，因而它能有效治疗玫瑰糠疹。波
长为 311～313nm 的窄谱光源，单一性好，红斑反应轻微，滤

作者简介：
韩冬雪（1972-），女，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皮肤性病临床。

[3]

去了紫外线中对人体的有害光，更加安全 ，中医称玫瑰糠疹
为“风热疮”。认为血热内蕴，复感风邪，内外合邪，蕴与肌

编辑：李妍 编号：EA-130116118（修回：2013-06-23）

奔豚汤治疗惊恐发作验案举隅
Cases of the Bentun decoction in treating panic attack
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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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惊恐发作是焦虑症中惊恐障碍的主要原发症状，目前西医对于惊恐发作的症状标准已较为明确，治疗方法详细，
但是因其症状的特殊性诊断时很容易与心内科疾病、消化内科疾病、神经系统等内科疾病相混淆，因此门诊误诊率较高，西药治
疗的药物副作用较大，治疗费用较高，中医对于焦虑症分型和治疗的研究已较为完善，但对中医治疗焦虑症中的惊恐发作症状的
临床描述和理论研究并不多。笔者所学专业为中医学和心理学，对于中医药治疗心理疾病焦虑症中的惊恐发作很感兴趣，通过个
人临床实习和观察及指导老师的指导和临床验证，笔者总结了些个人的观点，本文对以奔豚汤（《金匮要略》）为主方治疗惊恐发
作个案的有效性做简单阐述。
【关键词】 奔豚汤；惊恐发作；《金匮要略》
【Abstract】 Panic attacks is one of the main primary symptoms of panic disorder in anxiety neurosis. modern medicine has
established detailed standard and treatment for symptoms of panic attacks. But, because of its symptoms’ particularity, it’s always confused
with diseases in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disease, nervous system diseases in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at the time of diagnosis, so there are high misdiagnosis rates of outpatient service, big side effect of modern medicine and
expensive costs. In Chinese medicine there is more perfect classification and treatment research for anxiety neurosis, but rare clinical
description and theory research for symptoms of panic attack. As a TCM and psychology major, I’m very interested in TCM treatment for
panic attacks in anxiety. Neurosis and sum up some personal view through personal clinical practice and observation of guiding teacher's
guidance and clinical verification. This paper elaborates my case observation of Bentun decoction (Synopsis of Golden Chamber) as main
therapy to treat panic attacks.
【Keywords】 Bentun decoction; Panic attacks; Synopsis of Golden Cha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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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恐发作是焦虑症中惊恐障碍的主要原发症状，表现为：

费用增加[2]。③治疗所使用的主要药物存在较多不足[3]。中医

突感心悸胸闷、胸痛、呼吸困难、时冷时热，濒死感，腹痛，

对于焦虑症的理论研究和临床治疗的实践日臻完善，基于希望

胃肠道不适等，多为一过性，恢复后如常人。目前西医在临床

对上述西医药对惊恐障碍的治疗还存的问题的解决，我们不禁

上对惊恐发作的治疗多使用抗焦虑药结合心理治疗，但是还存

想到惊恐发作系列症状与奔豚气病的症状十分相似（见图表）
，

在一些问题，如：①误诊率高，多数被误诊为冠心病[1]。②治

故考虑用奔豚汤治疗惊恐发作，结果收到良好疗效。

疗费用较高，主要是药物费用高，另一方面是反复误诊使医疗

病因

症状

1

奔豚气病症状

惊恐发作

皆从惊恐得之

有受惊吓或恐惧经历、焦虑……

腹痛，往来寒热

自主神经症状，如：腹痛，胃肠不适，时冷时热……

发作欲死，复还止

濒死感，恐惧，发作后如常人

典型病例

1.1 奔豚气病典型病例
患者甲，男，32 岁，工人。初诊诉右胸胁疼痛 3d。自述
3d 前因工作中需要搬动贵重仪器，搬动过程中险些从手中滑
脱，慌忙去接，不慎而致闪腰岔气，初起病情较轻，后逐渐
加重，且感右下腹有一股气体向上冲撞至咽喉部，恐惧感，
日 4～5 行，痛苦异常，发作后如常人。听其所述似有奔豚之
症，观其舌偏红，故在奔豚汤原方之基础上加黄芩，作诊断
性治疗。
处方：川芎 14g，李根皮 16g，当归 12g，清半夏 12g，生
葛根 15g，白芍 14g，生姜 9g，黄芩 10g，大枣 4 枚，甘草 9g，
3 剂，水煎服，2 次/d。
患者服上药后告愈。随访无复发。
1.2 肾寒气逆型
患者乙，男，68 岁。2010 年 6 月初诊，诉 3 年前冬天行
夜路，视线不清，行至一结冰处脚下忽然打滑，险些跌倒，心
中惶恐，第二天突然自觉有气从少腹逆行上冲胸腹及背部，发
作时心悸气短，且胸胁疼痛难忍，喜温喜按，气上冲至咽喉时，
感觉呼吸困难，头痛，眩晕，手足震颤，每日约发作 2～3 次，
发作间歇期，除害怕再发作外，无明显症状，发作时意识清晰，
事后能回忆。其舌质淡，苔薄白，脉弦紧，左关较甚。诊断为
肾积奔豚病。
治法：温肾助阳，交通心肾，降逆和胃。
处方：人参 12g，川芎 14g，当归 12g，清半夏 16g，生葛
根 14g，白芍 12g，吴茱萸 10g，黄芩 10g，李根皮 18g，花椒
3g，砂仁 6g，独活 15g，用法：取药 5 剂，嘱其水煎分 2 次服，
每服 250mL。
复诊：服上方后，上冲之气稍有好转，胸胁疼痛减轻，效
不更方，继服 10 余剂，诸症消失，后单用奔豚汤善后，随访 1
年未复发
1.3 肝气犯胃
患者丙，女，52 岁。2010 年 12 月初诊，诉 6 个月前与邻
里因琐事发生口角之争，后感觉情志不畅，烦闷恼怒，自觉少

每次发作持续 10min 左右，发作后如常人。舌淡红，苔薄白，
脉弦细。诊断为奔豚病。治宜疏肝理气，降逆和胃。
处方：葛根 15g，白芍药 12g，当归 10g，川芎 10g，茯苓
15g，黄芩 10g，半夏 10g，甘草 6g，代赭石（先煎）30g，炒
酸枣仁 15g，柴胡 10g，李根白皮 30g，旋覆花（包煎）10g，
石菖蒲 10g。5 剂。1 剂/d，水煎分 2 次服。
复诊：服上方后效果甚微，问其详情，因李根白皮缺而未
放。嘱家属自采李根，刮去皱皮，取其白皮入药，原方继服 5
剂，服药后，症状大有好转，虽偶有发作，但时间缩短，疼痛
亦减轻，继服数 10 剂，诸症消失未再复发。
2

讨

论

奔豚汤以甘李根白皮，治奔豚之专药为君药，清热降气；
黄芩、葛根为臣药，清解肝胆郁热；佐以当归、川芎，柔肝理
血；白芍、甘草共奏缓急止痛作用，半夏和甘草降逆和胃。川
芎、葛根与半夏、黄芩配合，两升两降，共奏“辛开苦降”之
妙，通达上下以平逆散冲。
惊恐发作是惊恐障碍的主要原发症状，惊恐障碍是焦虑症
的一种，属于医学心理学范畴，是近代研究最活跃的领域之一。
奔豚汤治疗惊恐发作应属于现代医学中的心身疾病的范
畴。本文所收录的个案也证明了奔豚汤对于治疗惊恐发作的有
效性。但惊恐发作的发病机理、分类与奔豚汤的辨证分型的关
系有待进一步研究，奔豚汤治疗惊恐发作是否优于现在西药治
疗还有待更进一步详细的论证。希望通过医学科技的进步，在
不久的将来，奔豚汤在惊恐发作的治疗得到更广泛的认可和发
挥更重要的作用。也希望通过更深入的研究，中医中药能在治
疗心身疾病的领域得到更广泛的认可。
参考文献：
[1]陈娓,桂立辉,娄百玉,等.惊恐障碍误诊为冠心病 38 例分析[J].临床心身疾
病杂志,2005,11(4):366-367
[2]陈康宁,张帆,图永华,等.70 例惊恐障碍患者的医疗费用调查[J].第三军医大
学学报,2002,24(12):1411-1412
[3]梅其一.焦虑障碍的治疗[J].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003,13(4):238-239

腹胀，有气上冲咽喉，手足震颤，出冷汗，吸气欲吸不得，欲
呼不得，有失控感，自述感觉自己命不久矣。伴有腹部绞痛，
胸部满闷，恶心，呕吐清水，痛苦欲死，气还则止，反复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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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 1628 张门诊中药处方分析
Analysis of 1628 outpatient prescriptions of TCM in our hospital
刘 滢 姚恩霞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 郑州，450002）
中图分类号：R4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2-0097-02

【摘 要】 目的：通过对我院第一个季度门诊中药处方情况进行分析，了解我院中药处方和中药临床使用存在的问题，并指
导中药房工作和中医临床用药提供参考。方法：随机抽取我院 2011 年最后一季度和 2012 年第一季度我院门诊中药处方 1628 张，
采用列表分析的方法,找出处方用药的规律及存在的问题。结果：我院门诊中药处方在重复用药、临床诊断、处方脚注、用药剂量、
配伍禁忌、给药途径和单张处方药数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结论：要重视和加强对中药处方的管理，制定适应于中医中药的处方
管理办法，指导临床医师、药师处方的使用，以确保临床用药安全、有效。
【关键词】 中药处方；问题；统计分析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sis the outpatient prescriptions of TCM situation according to the first quarter, understanding the
questions of the prescriptions of TCM, and clinical use of TCM, provide a reference guide for pharmacy work and TCM clinical medication.
Methods: The last quarter of 2011 and the first quarter of 2012 in our hospital were randomly selected outpatient prescriptions of TCM
1628, the list of methods of analysis, finding out the regular pattern and question. Results: There are some questions of outpatient
prescriptions of TCM in our hospital, like repeat medication, clinical diagnosis, prescription footnoting, dosage, contraindications, route of
administration and single prescription number. Conclusion: It is necessary to value and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outpatient
prescriptions of TCM; To formulate a management method for suitable TCM prescription, to direct clinicians, pharmacists using the
prescriptions, in order to ensure safe and effective medicine use.
【Keywords】 Prescriptions of TCM; Problem; Statistical analys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59
中药是我国传统医学的瑰宝，有着几千年悠久的发展

1

资料与方法

历史，并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不断完善，逐步创立了独

笔者随机抽取 2011 最后一季度和 2012 年第一季度我院门诊第

特的中医药学理论体系，为保护人类的健康和疾病的防治做

一季度中药处方 1628 张。根据《中国药典》2010 版和《处方管理

出了重大的贡献 [1]。中药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不断完善、发
展，形成了独特的中医药理论体系，中药名称、煎服、用法、
数量等内容和制备任何一种中药制剂的书面文件，既反映
了临床医师的辨证理法，又符合临床医师用药要求，具有
法律和技术上的意义。笔者通过对我院中药处方的随机抽

办法》的规定，从临床诊断、配伍禁忌、用药剂量、处方脚注、给
药途径、重复用药和单张处方药味数等七个方面进行统计分析。
2

结

果

2.1 不规范处方统计结果
在随机抽取的中药处方中对临床诊断、配伍禁忌、用药剂量、

取与统计分析，为指导中药房工作和中医临床用药提供有

处方脚注、给药途径、重复用药统计不合格率做比较，结果见表 1。

益的参考。
表 1 不规范处方统计表（n，%）

处方总数

临床诊断

配伍禁忌

用药剂量

处方脚注

给药途径

重复用药

1628

1628

1628

1628

1628

1628

不合格

253

36

98

9

14

15

合格

1375

1592

1530

1619

1614

1613

不合格率（%）

15.6

2.43

6.02

0.53

0.85

0.92

诊断术语西医化或诊断不明确是指临床诊断不合格；超

断西医化处方 201 张，占临床诊断不合格处方 63.80%。从处方

2010 版《中国药典》用药剂量规定用药是指用药剂量不合格；

的统计中发现，临床诊断西医化占处方临床诊断不合格处方的

应该标明处方脚注的地方没有标注是指处方脚注不合格；外用

比重大，值得我们反思。

处方未注明外用均为给药途径不合格。如果去除临床诊断一

2.2 单张处方药味数统计结果

项，我院中药不合格处方总共 315 张，不合格率达 19.34%，其
中用药剂量问题达到 6.02%，处方脚注问题占 0.53%，临床诊

在随机抽取的中药处方中对单张处方药味数做了统计表，
充分体现了中医处方中药味数总结，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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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单张处方药味数统计表

3

讨

单张处方药味数

处方张数

所占比例（%）

<5 味

458

28.13

5～10 味

660

40.54

11～15 味

330

20.27

16～20 味

152

9.33

21～25 味

28

1.72

比如某腮腺炎病人，青黛 20g，口服。外用药物剂量一般比口

论

服药要大，如果外用患者口服以后，药量过大，毒副作用亦可

3.1 分析
3.1.1 中药处方临床诊断西医化严重经过统计分析，临床诊断
西医化严重，其比例占处方临床诊断不合格处方的 63.80%，说
明一个问题，我院一些中医科医生在过于依赖现代医学，善于
运用现代医学思维进行诊断，弱化了作为中医应具有的整体观

以造成药害事件。
3.1.8 单张处方药味数表 2 处方统计中单张处方药味数小于 5
味处方数占 28.13%，5～10 味处方数占 40.54%，而据统计《中
国药典》2005 版一部所载中成药处方中，10 味药及其以下占

念和辨证论治的优势。比如诊断为高血压、上呼吸道感染、糖

67.61%，平均味数 9.41/方[4]。表明我院中药处方味数上相对合

尿病、冠心病等。这种状况不利于促进中医药自身的发展。

理，有利于避免药物不良反应的产生。

3.1.2 中医临床诊断太过笼统比如感冒，没有进一步明确是风

3.2 总结
中药作为传统用药已经有悠久的历史，我国政府虽然历来

寒感冒还是风热，是实证还是虚证，这样就给中药调剂师的处
方审核带来一定的难度。

对中医中药非常重视，但是在制度和实际工作中往往存在着重

3.1.3 超剂量用药问题统计中用药剂量问题达到 6.02%，比如在

西不重中问题，中医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存困境得不到根本改

处方中制草乌、制川乌的用药剂量达到 15g，而《中国药典》

善。21 世纪中医之现状，一方面海外掀起中医热，另一方面是

2010 版中制川乌、制草乌的用量都是 1.5～3g，用药剂量大大

国内中医虚浮的外表之下，中医医道的丢失中医的西化，中医

超过。中药是化学成分比较复杂的物质，许多中药的毒副作用

的被否定[5]。现在存在着严重的中医性医院西化问题，导致大

还不明确，超剂量用药可能带来严重的安全问题。梁进权等[2]

多中医师对自身中医信任危机。国家应当组织对中药的使用剂

对 937 例中药不良反应个案进行总结分析，认为剂量过大的不

量进行全面重新的梳理，制定不同等级、不同产地中药材的剂

合理用药是主要原因。因此中药处方，特别是毒性中药处方应

量标准和价格标准，加强对中药材和中药饮片质量控制的研

该按照药典规定开具，以避免药物的毒副作用，防止医疗纠纷。

究，加强对医院中药材质量控制进行指导和研究，使医院中药

3.1.4 处方脚注的问题处方统计中未标注脚注占 0.53%，说明处

材的质量检验手段更加科学有据、快速准确[6]。加强中药材的

方脚注问题不是太过严重。中药的脚注包括烊化、包煎、先煎、

有效期管理，使医师在处方开具时更加有据可依。

后下、冲服等。比如制川乌没有先煎可能导致中毒，大黄如果
没有标注后下，其通腑泄热作用大大折扣，中药处方的脚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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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重复用药处方处方统计中重复用药占 0.92%，此类所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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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比较容易导致调剂错误二是容易导致药物过量，造成药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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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3.1.7 给药途径处方统计中给药途径处方不合格率为 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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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甾体抗炎药在眼科围手术期的应用分析
Application analysis of NSAIDS in eye surgery perioperative
陈 馨
（武汉爱尔眼科医院，湖北 武汉，430061）
中图分类号：R473.77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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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非甾体抗炎药（Non-steroid Anti-inflammatory Drugs，NSAIDS）在眼科围手术期的使用情况，评价该
类药物对眼科手术术前及术后非感染性炎症的预防和抗炎效果。方法：通过随机抽取 2010 年 1 月～12 月手术病历 200 份，回顾
性分析非甾体抗炎药在眼科围手术期的使用情况、抗炎效果及不良反应。结果：在 242 例术眼中有 198 例使用非甾体抗炎药，均
能显著改善患者术后主观症状，不良反应发生率<6%。结论：非甾体抗炎药在眼科围手术期疗效确切，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且无
糖皮质激素升高眼压的危险性.但也要重视一些严重并发症的发生。
【关键词】 非甾体抗炎药；眼科；围手术期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usage of the non-steroid anti-inflammatory drugs (NSAIDS) and to evaluate its prevention
and anti-inflammatory effects on non-infectious inflammation during the perioperative period of eye surgery. Methods: 200 in-patient
medical records within surgerie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in 2010. The usage, anti-inflammatory effects and
adverse reactions of NSAIDS in perioperative period of eye surgery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Results: 198 of total 242 surgical cases
used NSAIDS, of which got improved subjective symptoms. The rate of adverse reactions was lower than 6%. Conclusion: NSAIDS have
reliable therapeutic effects，low rate of adverse reactions and no risk of higher intra ocular pressure during the perioperative period of eye
surgery. Despite, some severe complications should be noted.
【Keywords】 NSAIDS; Ophthalmology; Perioperative period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60
长期以来，糖皮质激素被广泛作用于眼科各类疾病，尤其

表 1 非甾体抗炎药在不同疾病中的使用率（n，%）

是围手术期的使用占其主导地位，但由于该类药物可引起依赖

使用非甾体抗炎药

使用率（%）

疾病

术眼（例）

药是一种具有解热、镇痛、抗炎等作用的药物。在某些方面比

白内障

50

41

82

糖皮质激素更具优势，且无糖皮质激素升高眼压的危险性。不

青光眼

50

43

86

仅抗炎镇痛、改善患者术后主观症状效果显著，还具有抑制术

准分子激光

92

79

85.9

后并发症发生的作用[1]。因此，近年来各种非甾体抗炎药在眼

视网膜疾病

50

35

70

性，长期用药可导致眼压升高等诸多不良反应，而非甾体抗炎

科的局部用药得到广泛的使用。为此通过抽取我院 2010 年 1
月～12 月手术病历 200 份针对该类药物的使用情况进行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例）

2.2 围手术期使用非甾体抗炎药的种类及用药时间
在抽查的使用非甾体抗炎药的病历中，主要使用的是 0.1%
双氯芬酸钠眼液和 0.1%普拉洛芬眼液，在表 1 的几类疾病中，
白内障，青光眼科、视网膜疾病大多于术前 3、2、1、0.5h 各

随机抽取我院白内障科、青光眼科、准分子激光科、眼底

滴 1 次，1 滴/d，术后 24h 开始使用，4 次/d，持续 2 周，准分

病科四科室手术病历各 50 份累计 200 份，其中术眼累计 242

子激光手术大多于术前 3d 开始使用，4 次/d，术后 12h 开始使

例。

用，4 次/d，持续 3d。

1.2 方法

2.3 抗炎效果

通过查阅抽取的 2010 年 1 月～12 月手术病历 200 份，对

在 198 例使用非甾体抗炎药的患者中，79 例准分子激光切

使用该类药物情况进行分析，按自行设计表格，主要内容包括

削术中有 77 例均能明显抑制术后疼痛及各种炎性水肿。76 例

患者姓名、性别、年龄、住院号、临床诊断、手术名称、术前

白内障及视网膜疾病患者中 70 例术后炎症及黄斑囊样水肿可

用药时间、药物种类、用法、用量、给药途径、起止时间、不

以明显改善及消除、43 例青光眼患者中 41 例滤过术后能促进

良反应，有无感染等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滤过泡形成及明显改善疼痛及炎症水肿，没有对眼内压产生影

2

结

果

2.1 非甾体抗炎药使用率（见表 1）

响。总有效率达到 94.9%。其它 10 例均因产生不良反应中途停
用。另据医生回顾性临床观察总结，使用非甾体抗炎药能显著
抑制白内障手术中缩瞳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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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抗青光眼药。因此，对伴有以上疾病的患者，须谨慎使用非

在围手术期使用非甾体抗炎药 198 例患者中，有 11 例发

甾体抗炎药，确需使用时，应密切观察、一旦出现毒性反应，

生了不良反应，其中刺痛感 5 例、刺痛且伴异物感 2 例、眼睑

应即刻停用，并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在本次的抽查病例中，

发红 2 例、结膜充血 1 例、出现较多分泌物 1 例。在上述不良

滴用非甾体抗炎药未见引起角膜溃疡或融解，但在应用过程中

反应中，出现分泌物的 1 例，医生嘱其注意眼部卫生后，症状

仍有各种不良反应，原因可能是手术自身创伤或药物中含有的

随即改善，其他不良反应即刻采取停药或改用其它药物，不良

防腐剂等引起，因此在使用时应尽量选用不含防腐剂或防腐剂

反应也随之消失。

为低毒或无毒的制剂，以减少对眼部的损伤或刺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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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同时伴有糖尿病、干眼症，部分病例同时滴用皮质类固醇

胸部创伤患者预防肺部感染护理干预
Nursing intervention of chest trauma patients for prevention of lung infection
熊亚琴 蔡小敏
（广东省中山市中医院，广东
中图分类号：R563.1

中山，52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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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深入研究胸部创伤患者预防肺部感染护理干预的作用。方法：对我院收治的 2011 年 1 月～2011 年 6 月 40
例胸部创伤患者实施护理，将 40 例胸部创伤患者分成对照组（20 例）和实验组（20 例）
，并对两组患者的预防疗效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实验组（20 例）胸部创伤患者，均未出现肺部感染现象；对照组（20 例）胸部创伤患者，18 例未出现感染现象，2 例出现
感染现象。同时比较结果有显著差异（P<0.05）且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化瘀祛痰饮不仅有助于提高患者自身的免疫力，而且还
能够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对胸部创伤患者预防肺部感染护理干预有着重要作用，值得临床广为推广和应用。
【关键词】 化瘀祛痰饮；胸部创伤；感染；护理干预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of lung infection in patients with thoracic trauma
nursing intervention. Methods: 40 patients with chest trauma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1 to June 2011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p, 20 in each group. Preventive efficacy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There was no phenomenon of lung infection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20 cases). Lung infection occurred in 2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and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Conclusion: Huayu Qutan decoction
could improve the immune system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orthy of a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Huayu Qutan decoction; Chest trauma; Infection; Nursing interven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61
胸部是人体重要部位之一，当胸部受到创伤时，容易引发
多重并发症，且病情严重，死亡率较高。因此对胸部创伤患者
进行治疗，并实施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可以降低胸部创伤患
者的死亡率。因胸部创伤而长期卧床的患者，不仅需要用翻身、
清洁空气、吸痰等方法预防其肺部感染，同时还需要结合药物

本文笔者对化瘀祛痰饮对胸部创伤患者预防肺部感染的效果
进行分析研究，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进行治疗。我院对实验组（20 例）胸部创伤患者，采用常规护

我院于 2011 年 1 月～2011 年 6 月 6 个月的时间内收治了

理结合化瘀祛痰饮雾化吸入的方法预防患者肺部感染。因此，

40 例胸部创伤患者。其中男患者为 26 例，女患者为 14 例，年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JCM 中医临床研究 2013 年第 5 卷 第 12 期

-101-

龄 19～76 岁，平均年龄为 34.7 岁。由于胸部创伤患者长期卧
床，肺部容易受到感染，因此在对患者实施治疗后，需要对其
进行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本文笔者将 40 例胸部创伤患者分
为两组，对照组 20 例患者，男性患者 12 例，女性患者 8 例；

我院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患者进行有效率的调查，总有
效率为 100%。
2

结

果

笔者对实验组（20 例）和对照组（20 例）胸部创伤患者的

实验组 20 例患者，男性患者 14 例，女性患者 6 例。
1.2 护理干预方法

预防效果进行对比，其中，实验组患者均未出现肺部感染现象；

1.2.1 常规护理的干预措施

而对照组患者，18 例未出现感染现象，2 例出现感染现象。两

对胸部创伤患者实施常规护理的干预措施主要有：①保持

组患者的预防效果比较具有明显差异（P<0.05），且有统计学

病房环境的整洁、干净。每天早、晚开窗通风 0.5h，保证空气流

意义。如表 1 所示。

通，不仅需要保持病房的室内温度在 22℃～24℃，而且还需要保

表 1 两组患者预防疗效对比分析表 [n（%）]

证室内的湿度在 50%～60%，每天进行一次阳光消毒[1]。②加强
胸部创伤患者的呼吸道管理。呼吸道对于胸部创伤患者来说至关
重要，维持呼吸道的畅通需要清除患者的痰液，从而保证呼吸
道的清洁。由于患者长期卧床，机体的抵抗力相对降低，自身
的杀菌作用也不断下降，所以要及时清理患者的口腔和呼吸
道。护理人员需要将患者口腔和呼吸道的痰、呕吐物、血液等
清除，进而保证患者呼吸道的通畅，从而避免患者因呼吸道堵
塞而窒息的现象。③对胸部创伤患者实施皮肤护理。由于手术
后患者不能活动，因此护理人员要及时的为患者换被褥，衣物
等，定时为患者翻身、按摩，并为胸部创伤患者做好皮肤护理
[2]

。④护理人员应时刻观察胸部创伤患者的病情。护理人员不

仅要观察患者是否有咳血的现象，同时还要注意观察患者的胸
部、神智、肢体活动等生命体征。⑤对胸部创伤患者的饮食进
行指导。在胸部创伤患者胃肠功能恢复，且肛门能够排气后，
护理人员可以使患者食用少量的流质饮食，并且可以根据患者
的自身情况逐渐增加食用量。由于胸部创伤患者经过治疗，需
要充足的营养，才能够促进自身的康复。因此，护理人员可根
据患者的恢复情况指导患者食用定量的高纤维素、高蛋白的食
物，但需要注意，不可以食用刺激性的食物。⑥对胸部创伤患
者实施心理护理。由于在胸部创伤患者受伤住院后，患者的情
绪极易不稳定，并且时常出现性情暴躁的现象，因此，需要护
理人员对胸部创伤患者实施心理护理。护理人员不仅要及时与
患者以及患者的家属进行沟通交流，倾听患者的心声，而且还
需要为患者制定特别的护理计划，并对患者实施相应的护理干
预措施，从而增加患者战胜病痛的勇气和信心[3]。⑦加强胸部
创伤患者的肺部管理。护理人员需要每天定时定点监督和辅助
患者翻身，有利于患者顺利将痰排出[4]。⑧实施止痛措施。由

组别

病例

未感染

感染

总有效率（%）

实验组

20

对照组

20

20（100）

0

100

18（90）

2（10）

90

注：总有效率 P 均<0.05。

3

结

论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的高速化，交通事故发生
的机率不断增加。
而胸部创伤占身体各部位创伤的 10%～30%，
且大多由交通事故造成。由于胸部创伤患者极易出现循环和呼
吸系统障碍，因此对胸部创伤患者感染的预防，主要是祛除患
者的痰液，增强患者抗感染的能力，同时还需要根据患者的自
身情况采取相应措施[5]。虽然常规的肺部预防感染护理干预措
施可以对患者肺部感染进行预防，但是总有效率没有达到百分
之百。当结合化瘀祛痰饮雾化吸入后，对胸部创伤患者肺部感
染的预防护理效果显著提高，化瘀祛痰饮含有中药成分，其成
分为柴胡、桂枝、三七、赤芍、红花、桃仁，其中柴胡具有解
热、镇痛、抗菌、抗病毒等作用；三七具有止血、促进造血、
抗炎、镇痛等作用；桂枝具有抗菌、抗病毒、利尿等作用；赤
芍具有止痛、化瘀、凉血等作用；红花具有活血、止痛、化瘀
等作用；桃仁具有祛瘀、抗炎、抗过敏等作用，综上所述，化
瘀祛痰饮具有活血、祛痰、化瘀、镇痛等显著功效[6]。本文笔
者通过研究化瘀祛痰饮对胸部创伤患者预防肺部感染护理干
预的作用，并得到良好的预防效果。因此，化瘀祛痰饮不仅有
助于提高胸部创伤患者自身的免疫力和生活质量，同时对胸部
创伤患者预防肺部感染护理干预也有着重要作用，值得临床广
为推广和应用。

于胸部创伤患者会产生强烈的疼痛，且疼痛不但难以避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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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最后过滤为 100ml 用于雾化吸入，10～15ml/次，2～3 次/d。
1.3 诊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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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外复位法整复颞颌关节脱位
Treating dislocation of temporomandibular joint by oral external reset therapy
韩靖宇
（广西北海市中医医院，广西
中图分类号：R274.2

北海，5360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2-0102-01

【摘 要】 目的：口腔外复位法治疗脱位的疗效观察。方法：选取 28 位脱位患者，进行复位治疗。结果：28 位患者，1 次
整复成功 26 例，2 次整复成功 2 例，功能全部恢复正常。结论：口腔外复位法值得临床广泛推广。
【关键词】 口腔外复位法；脱位；复位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n treating dislocation of temporomandibular joint by oral external reset therapy.
Methods: To select 28 patients in treating by reset therapy. Results: 26 patients were cured in the first reset; 2 patients were cured in the
second time. Conclusion: Oral external reset therapy is worthy of a wide application.
【Keywords】 Oral external reset therapy; Dislocation; Rese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62
颞颌关节脱位是骨伤科门诊十分常见的躯干脱位之一[1]，

3

传统复位以口内复位法最为常用。但此方法弊病较多。患者配
合度较差。我科于 2010～2012 年对 25 例脱位采用口腔外复位
均获得成功，效果满意，现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本组 28 例，男 13 例，女 15 例；年龄 20～85 岁。单脱位

16 例，双脱位 12 例。就诊时间 1～8h，均为为急性前脱位。
临床表现：双侧颞颌关节脱位者表现为下颌下垂，向前突出，
不能闭口，唾液外溢，语言不清，咬肌痉挛呈块状隆起，双侧
颧弓下方可触及下颌髁状突，耳屏前方均可触及明显凹陷，患
者常用手托住下颌。单侧脱位表现为口角歪斜，口呈半开合状
态，有流涎和吞咽困难，下颌骨偏向检测，脱位侧颧弓下可触
及下颌骨髁状突，耳屏前可触及凹陷。
2

治疗方法
患者端坐于矮凳之上；头后部、背部靠墙；仰头，头的高

度大概于术者肘部为宜。术者立于患者的前方。单侧脱位时，
一手拇于患侧之颊车穴，由轻而重按摩，并嘱咐患者放松，配
合。待局部肌肉紧张缓解后，先向下按压下颌支，同时另一手
托住下颌体使患者张嘴。并逐渐向患侧移动，待术者拇指感觉
髁状突明显移位，靠近关节窝时，托住下颌骨的另一只手将下
颌骨上托，即使患者尽量闭口，然后双手配合向下后方突然加
大力度往后推送下颌骨，若术者感觉有明显骨头滑动入臼感
觉，则复位成功。双侧脱位时，双手拇指分别置于下颌体及下
颌支前缘交界处，其余指托于下颌体，双手拇指按压双侧颊车
穴接触肌肉痉挛，然后向下按压下颌支，同时张嘴，同时用力
向后方推送，待感觉髁状突明显移位，靠近关节窝时，推送的
同时将下颌骨上托，即使患者尽量闭口，听到入臼声，即表示

治疗结果
本组 28 例，经本法 1 次整复成功 26 例，2 次整复成功 2

例。功能全部恢复正常。
4

讨

论

颞颌关节是下颌骨的一对髁状突和颞骨之间的关节，是头
面部唯一能动的关节。与饮食、语言、表情等活动密切先关，
对人的生活极其重要。而生活中，颞颌关节脱位又相当常见，
好发于中老年或身体虚弱者。当张口过大，过猛时，如大笑，
打呵欠，打喷嚏，或在咬食较大硬物等，髁状突易向前滑到关
节结节的前方，而不能自行滑回关节窝，形成颞下颌关节前脱
位[1-2]。既往传统复位以口内复位法为主。此法简单易学，适合
初学者。但缺点明显，主要有以下下方面：①患者对复位方法
比较恐惧，容易紧张，难以放松配合；②复位成功时术者容易
被患者咬伤；③复位过程中容易损伤口腔黏膜从而并发感染。
我院曾出现口内复位后并发破伤风病毒感染的病例。口外复位
法则可以最大程度避免上述问题。本人认为口外复位要点在
于：①患者必须背靠墙壁，否则复位时术者后推关节时将无处
借力；②复位时要先张嘴，然后待髁状突靠近关节窝时，再使
患者闭嘴，利用杠杆原理将关节复位。③对于咬肌紧张较重的
患者，要耐心按摩松解局部痉挛，并且设法使患者放松，大部
分可以一次顺利复位。
综上所诉，口外复位法有卫生、安全、有效的特点，值得
临床广泛推广以取代口内复位法。
参考文献：
[1]张安桢.中医骨伤学[M].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290
[2]严振国.正常人体解剖学[M].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50

复位成功。复位后患者口即可正常开合。术毕常规用绷带兜住
下颌部固定 1～2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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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国演义谈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医学生培养的
重要性
Talk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on
TCM students from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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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R2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2-0103-02

【摘 要】 文章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发展的关系，从纵观全局的整体观、注重时机、天人相参、阴
阳学说为指导三因制宜几个方面探讨了中医核心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使学生们在学习中医的过程中享受中国文化。
【关键词】 三国演义；中国传统文化；中医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presented by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combined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CM, from the overall the whole concept, pay attention to time, Tianren Xiangcan and Yinyang
theory as guidance for three factors of the TCM core philosophy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losely, make the students enjoy Chinese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TCM.
【Keywords】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CM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63
中国医学与其他地域的医学不同，不仅仅是一种技术，而

其行于脉中循循然……卒然逢之，早遏其路”。也就是说邪气

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指在远古

新入于经脉之中，由于其立足不稳，正邪乍离乍合，医生就可

或很久以前在中国区域内产生和发展的、世代流传至今的、具

以发现病邪侵入的部位，判断出正邪离合的态势，选择正确的

[1]

有自身特点的精神文化 。中医药学植根于中国文化，是我国

治疗方案。有人认为，军队的迅速机动和闪电般冲击是真正的

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融合的典范。尤其是近现代，在中国文化

战争的灵魂。其实中医治病就像古时行军打仗，士兵人数再多，

传统精神的影响下，更形成了中医药学以临床实践为依归的发

条件再有利，也要选对战机，否则会一败涂地。其实中医治病

展模式和开放兼容的创新精神[2]。

也是同理，我们现代有很多疾病反反复复，缠绵难愈，有两个

1

纵观全局的整体观
我在给中医的学生讲《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中其中有

一句：
“有所堕坠，恶血留内，若有所大怒，气上而不下，积于
胁下，则伤肝。
”这句话说的是：从高处坠落跌伤，就会使瘀血

原因：其一：在疾病初期的时候没有抓住有利的时机，“救其
萌芽”，错过了宝贵的战机；其二：已形成的不良生活习惯难
以改变，
“三分治，七分养”
，习惯改变不了，疾病自然难愈。
3

法天则地，天人相参

留滞在内，若此时又有大怒的情绪刺激，就会导致气上逆而不

《素问·八正神明论》讲到“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

下，血亦随之上行，郁结于胸胁之下，而使肝脏受伤。凡读过

四时八正之气，气定乃刺之。是故天温日月，则人血淖液而卫

《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孔明三气周瑜这个故事。纵观整个故

气浮；天寒日阴，则人血凝泣而卫气沉。”这段话说的是：凡

事，大多数人认为周瑜由于心胸狭窄，眼光短浅，常怀妒贤嫉

针刺之法，必须观察日月星辰盈亏消长及四时八正之气候变

能之心，人们无不为之扼腕叹息。实际上，若是正常之人，即

化，方可运用针刺方法。所以气候温和，日色晴朗时，则人的

使生再大的气，气绝身亡的少之又少，何况是壮年的周瑜，周

血液流行滑润；气候寒冷，天气阴霾，则人的血行也滞涩不畅。

瑜之所以能被气死，有一个先决条件，也是内因，就是他有剑

月亮初生的时候，血气开始流利；月正圆的时候，则人体血气

伤，也就是体内有瘀血，再遇上暴怒，内因外因综合作用导致

充实，肌肉坚实；月黑无光的时候，肌肉减弱。所以要顺着天

这样一个结果，我每每给同学讲到这里，学生都精神专注，频

时而调血气。《三国演义》中草船借箭的故事就是法天则地，

频点头，可见，学生们是乐于接受中国文化，也享受中国文化。

天人相参思想的典范。

2

4

注重时机

阴阳学说为指导，三因制宜，活法圆机

我在给中医的学生讲《黄帝内经·离合真邪论》篇中其中

《老
阴阳概念是西周末年伯阳甫论地震时首先提出来的[3]。

有一段：“亦如经水之得风也，经之动脉，其至也亦时陇起，

子》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把阴阳二气看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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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道生万物的中间环节[4]。中医理论是以阴阳理论为指导的。在
《灵枢•终始》篇也提到：
“和气之方，必通阴阳。五脏为阴，
六腑为阳，传之后世，以血为盟。敬之者昌，慢之者亡。无道

好的领悟中医思维体系，相得益彰。
参考文献：

行私，必得夭殃”。阴阳理论在整个社会发展史上，是政治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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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肖父,李锦泉主编.中国哲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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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三国演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作，而用三国演

基金献目：

义里的故事来阐释中医理论，学生容易接受，也享受其中，达
唐山市科技计划项目支持项目，课题编号：12140209A-57。

到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的完美结合。
最近几年，网上有关于是否“告别中医”的争论，超过 62%

作者简介：

的网友表示认同中医，著名中医刘力红教授认为，“除非告别
中国文化，否则无法告别中医”[5]。中国传统文化融入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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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血，而中医是与中国传统文化共同开始、共同发展、共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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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学习中医可以更好的发展中国文化，学习中国文化可以更

我院 2400 张中药处方调查分析与用药点评
Investigation, analysis and medication review of 2400
TCM medicine prescriptions in our hospital
李会勤
（漯河市召陵区人民医院，河南 漯河，462000）
中图分类号：R4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2-0104-02

【摘 要】 目的：探讨我院中药处方使用与用药点评。方法：收集 2012 年 1 月～9 月间 2400 张门诊处方进行统计分析。结
果：性别女性较多；年龄偏向于老年人；内科诊断处方较多，其次为骨伤科和外科。中药味数集中在 11～15 味处方；金额集中在
16～30 元；处方规范性多集中于处方书写、用药量、配伍禁忌、脚注、每张张处方剂数、重复用药等方面。结论：临床医师、药
师应严格把关，确保用药安全、有效。
【关键词】 中药处方；分析；点评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use of TCM medicine prescription and medication review in our hospital. Methods: From
2012 January to September 2400 TCM medicine prescriptions were select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The female was more, age bias
in the elderly, medical department prescriptions more than orthopedics and surgical department. The number of TCM medicine from 11 to
15, expense was from 16 to 30. The normative of prescriptions focus on prescription writing, dosage, incompatibility, footnotes, the number
of doses per prescriptions, repeated medicine use, etc. Conclusions: Clinicians and pharmacists should be strict checks to ensure medicine
safety and effective.
【Keywords】 TCM medicine prescription; Analysis; Review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64
随着群众生活水平和健康保健意识逐渐提高，中药越来越受

管理办法》及《医院处方点评管理规范（试行）
》规定，本文对我

到人们的重视，同时用药不当引起不良反应也明显增加。对中药

院 2012 年 1 月～9 月门诊中药处方进行随机抽查，就处方要素的

处方有效分析，可以建立医、护、药三者之间的干预机制，规范

年龄、性别、疾病诊断、药物味数、剂量、配伍禁忌等方面进行

医师处方行为，促进合理用药，保障患者用药安全。依据《处方

了评价和分析，促进临床药物合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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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讨

1.1 资料来源及处方

论

中药是我国传统药物的总称，多是动物、植物、矿物质，

抽取我院 2012 年 1 月～9 月间门诊和住院中药处方的全部

早期主要局限在传统的药物调配、供应等基础工作，但随着药

原始资料。随机抽取 2400 张中药处方。

学事业的发展，实施全程化药学服务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必

1.2 处方分析

然。中药处方是医生对病人用药的书面文件，是中药调剂人员

依据《处方管理办法》
、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
、
《中
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医院处方点评管理规范（试行）》制定

调配药品的依据，具有法律、技术、经济等多重意义，因此中
药房的处方分析是药学服务中的关键环节。

的药物使用管理规范和卫生专业委员会制定的用药指南[1]和我

本研究者，就性别而言，女性患者人数多于男性，这与女

院处方点评的标准，对随机抽取的 2400 张处方按点评标准和

性的生理方面和他人的影响有一定的联系，女性给予自己的关

评价表详细填写，并就处方要素的年龄、性别、疾病诊断、药

心要多于男性，注重个人健康，认为中药对个人的副作用较小，

物味数、处方价格和规范性等方面进行统计和分析。

药效好；就年龄而言，中老年人居多，这与老年人的体征有一

1.3 统计学方法

定的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体质不断的下降，使用药物的频

采用 SPSS15.0 统计软件，计数资料采用%表示，统计分析
采用 x2 检验，以 P<0.05 为有差异统计学意义。
2

结

率增加，但是西药通常会带来不良反应，因此过多的老年人选
择中药来治疗，降低药物带来的痛苦。
处方中疾病诊断分布来看，内科诊断的处方较多，多集中

果

于肝病、肺病、肠病。其次为骨伤科和外科，分别集中骨折病、

2.1 性别与年龄分布
2400 张处方中，男性有 1142 人，占总数的 47.58%；女性
有 1258 人，占 52.42%；患者年龄从 11 个月～88 岁，平均年
龄为 47.01 岁，其中 0～15 岁患者有 70 人，16～30 岁 312 人，
31～45 岁 624 人，46～60 岁 754 人，60 岁以上患者 640 人。
2.2 处方中疾病诊断分布
在 2400 张处方中，内科诊断的处方较多，其次为骨伤科
和外科。主要疾病诊断分布见表 1。

创伤病、骨质疏松病和肛肠病、皮肤病、乳房病。其原因可能
是通过方剂中药物配伍诸味药共煎和系列工艺处理，药物相互
制约和促进，毒副作用降低，从而显示出中药慢性病、疑难杂
症以及康复治疗等治疗效果独特[2]。而且传统的中药治疗深入
人心，在某些疾病方面治疗效果突出，在患者个人要求和药师
的推荐影响下，相关科室偏向于中药治疗较大。
中药味数显示，多集中在 11～15 味处方中，占处方总数
的 33.9%。这些组方比较严谨，配伍精当，疗效显著。合理配
伍可以优化药性和药理，缩短疗程，降低不良反应的作用[3]。

表 1 处方中疾病诊断分布
科别

处方（张，%）

疾病分布

当然药味与疗效不是成正比，过多药味容易造成配伍禁忌和过

内科

731（30.5）

肝病、肺病、肠病

多的不良反应，影响治疗效果，并增加患者的负担和医院的信
誉。

外科

349（14.5）

肛肠病、皮肤病、乳房病

妇产科

268（11.1）

妊娠病、妇科病

儿科

249（10.4）

儿科杂病、流行病

短缺和工艺成本增加相关，而且伴随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

眼科

158（6.6）

眼睑病、外伤眼病

中药成本将进一步提高增加了患者的诊疗成本。

耳鼻喉科

264（11.0）

鼻病、咽喉病、耳病

骨伤科

381（15.8）

骨折病、创伤病、骨质疏松病

2.3 中药味数
2400 张处方组成的药味数为 1～33 味。每张处方平均用药
11 味，其中 1～5 味 274（11.4%）张，6～10 味 68（28.5%）4
张，11～15 味 814（33.9%）张，16～20 味 496（20.6%）张，
21～25 味 111（4.6%）张，>25 味 21（0.9%）张。主要集中在
11～15 味处方中，占处方总数的 33.9%。
2.4 处方价格
2400 张中药处方中，1～15 元 297（12.4%）张，16～30
元 869（36.2%）张，31～45 元 62（26.1%）7 张，46～60 元
357（14.9%）张，>60 元 250（10.4%）张。处方金额主要集中
在 16～30 元，共 869 张，占总数的 36.2%。
2.5 处方规范性
2400 张中药处方中，处方书写不合格 121（5.0%）张，用
药量不合格 214（8.9%）张，配伍禁忌不合格 21（0.9%）张，
脚注不合格 300（12.5%）张，每张张处方剂数不合格 214（8.9%）
张，重复用药 312（13.0%）张。

中药的处方价格基本合理，部分有些偏高，这与中药资源

处方规范性中，部分处方中药用量偏大，过多药物增加不
良反应，并影响转归和预防。部分处方未写临床诊断或临床诊
断书写不全，诊断与用药不符；部分处方脚未写注，不写脚注，
病人服用效果就会打折扣。用法用量不规范，用法含糊不清，
不讲君、臣、佐、使，不注意药物配伍，简单地根据药物性能
加以堆砌，或是根据病人症状随便加减[4]。
据此，中药处方要严格把关，加强医药人员的继续教育，
建立处方点评制度，定期对数量、配伍合理性等进行点评，确
保用药安全、有效。
参考文献：
[1]潘力.我院 5600 张门诊处方评价结果分析[J].临床合理用药,2012,5(6A):
146-147
[2]郑昆,王金玉,张艳艳,等.9036 张中药处方调查分析与探讨[J].中国医院药
学杂志,2012,32(7):549-551
[3]谭英.中药处方合理用药点评及方法探讨[J].兵团医学,2008,18(4):45-46
[4]陈建新.我院 3400 张中药处方分析[J].中医临床研究,2011,3(1):11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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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胰岛素控制血糖对重度颅脑外伤的效果分析
Efficacy analysis on treating severe brain injury with
intensive insulin for control the blood sugar
周正山 张好臣
（山东省茌平县人民医院，山东 茌平，252100）
中图分类号：R65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2-0106-02

【摘 要】 目的：讨论在重度颅脑外伤患者治疗中，应用强化胰岛素控制血糖，对治疗和预后的意义。方法：选择 80 例重
度颅脑外伤患者（排除患有原发糖尿病或其它影响糖代谢疾病的患者）
，分为强化控制组和正常控制组，各 40 例；其它治疗方法
相同，强化控制组加大胰岛素浓度，控制血糖值在 4.5～6.5mmol/L，正常控制组胰岛素用量正常，血糖值控制在 8.5～11.0mmol/L，
比较两组的疗效和预后。结果：强化控制组与正常控制组相比，治疗的总有效率更高，并发感染率和死亡率更低，P<0.05，有统
计学意义。强化控制组平均呼吸机使用天数、抗生素类药物使用天数和住院天数比正常控制组少，P<0.05，有统计学意义。两组
低血糖发生率无明显差异，P>0.05，无统计学意义。结论：在重度颅脑外伤患者的救治过程中，积极控制血糖，对改善患者的病
情，减少感染，降低死亡率和提高疗效上，有积极的意义，值得临床学习推广。
【关键词】 强化；胰岛素；控制血糖；重度颅脑外伤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ignificance of treatment and prognosis in treating severe brain injury with intensive
insulin for control the blood sugar. Methods: 80 patients with severe brain injury were divided into the strengthen control group and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40 for each group. The strengthen control group increased insulin to control blood sugar value in 4.5-6.5mmol/L.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normal amount of insulin, blood sugar control in the 8.5-11.0mmol/L. The efficacy and prognosi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treatment was higher in the strengthen control group, concurrent
infection rate and mortality rate were lower than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P<0.05, the different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e average
days of respirator application and antibiotic application were less than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P<0.05, the different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With both groups the incidence of hypoglycemia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
Actively control the severe brain injury patients' blood sugar could improve the condition and efficacy of the patients, has positive
significance, worthy of a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Strengthen; Insulin; Control of blood sugar; Severe brain injur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65
重度颅脑外伤属于高危症候，因为中枢神经系统受损，会

岁；致病原因包括 42 例车祸，11 例高处坠落，14 例高空坠物

影响全身一系列的应激性变化，造成内分泌失衡，代谢紊乱，

撞击，12 例钝物打击，1 例尖锐器具刺入。两组患者的年龄分

如果糖代谢紊乱引起血糖值升高，对患者的生活和生命将造成

布、性别比例、格拉斯哥评分、病因、病情等无明显差异，对

[1]

极大的威胁，致残率和致死率极高 。所以治疗过程中，积极

治疗和试验无影响，具有可比性。

控制血糖是关键所在。但对于如何控制血糖，血糖值控制的范

1.2 治疗方法

围与治疗和预后的关系，国内相关报道较少，笔者以此选作科

所有患者均正常程序检查和救治。用床边快速检测血糖法

研项目，得到医学会和医院领导的支持，并取得很大成果，现

监测血糖，并每小时测定一次，根据血糖值变化用微量胰岛素

分享如下。

泵输入胰岛素加以控制，胰岛素均选用重组人胰岛素注射液。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正常控制组血糖值控制在 8.5～11.0mmol/L，当发现血糖值高
于 11.0mmol/L 时，胰岛素 40U＋39ml 0.9%生理盐水泵入[2]，
观察血糖值变化，当控制在 8.5mmol/L 时停止泵入；强化控制

选择 2009 年 6 月～2012 年 6 月，来我院紧急救治的 80

组加大胰岛素浓度，
控制血糖值在 4.5～6.5mmol/L，
胰岛素 40U

例重度颅脑外伤患者（排除患有原发糖尿病或其它影响糖代谢

＋20ml 0.9%生理盐水，当血糖值高于 6.5mmol/L 时，输入胰

疾病的患者）
，将其分为强化控制组和正常控制组，各 40 例。

岛素，当血糖值在 4.5mmol/L 时停止输入。

所有患者入院时的状态均在格拉斯哥评分 3 分以上，已前瞻性

1.3 观察要点

排除垂危及救治无效患者。80 例患者包括 47 例男性患者和 33
例女性患者，年龄分布在 23～59 岁，中位年龄在（40.3±1.5）

观察两组患者平均血糖值，呼吸机使用时间，抗生素类药
物使用时间，发生感染、低血糖及死亡例数，平均住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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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疗效标准

1.5 统计学方法

根据格拉斯哥评分系统（GOS）[3]对重度颅脑外伤患者恢

计数资料用卡方 14.0 检验，比率用%表示，计量资料用

复的疗效标准：痊愈：患者恢复良好，神经功能无障碍，自理

SPSS15.0 检验，均数用（ x ± s ）表示，当 P<0.05 时，有统计

能力正常，GOS 评分为 5 分；显效：患者有轻度神经障碍，在

学意义。

别人协助下可自理，GOS 评分为 4 分；有效：患者思维清楚，
生活不能自理，GOS 评分为 3 分；无效：患者重度伤残，无意
识，无自理能力，GOS 评分为 2 分；死亡。总有效率＝痊愈率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
见表 1。

＋显效率＋有效率。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后疗效比较表（n，%）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死亡

总有效率

强化组

40

6

11

15

6

2

80.0

正常组

40

3

7

16

8

6

65.0

2.2 两组患者并发症感染和低血糖发生情况比较

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感染和低血糖发生情况比较表 [n（%）]
组别

例数

感染

强化组

40

7（17.5）

2（5.0）

正常组

40

14（35.0）

2（5.0）

2.3 两组患者呼吸机应用天数、住院天数、抗生素应用等治疗

低血糖

见表 3。

情况对比
表 3 两组患者治疗情况比较表 [d， x ± s ]
组别

例数

呼吸机应用

抗生素应用

住院天数

强化组

40

1.6±0.4

3.8±1.6

5.3±2.8

正常组

40

3.8±1.6

6.2±2.4

11.4±3.2

从以上各表分析来看，强化控制组与正常控制组相比，治

式里，也关注术中血糖变化，但没有绝对要求控制在

疗的总有效率更高，并发感染率和死亡率更低，P<0.05，有统

6.5mmol/L 以下，所以对治疗和预后有很大影响。这次分组

计学意义。强化控制组平均呼吸机使用天数、抗生素类药物使

进行考察，
血糖控制在 4.5～6.5mmol/L 之间的比控制在 8.5～

用天数和住院天数比正常控制组少，P<0.05，有统计学意义。

11.0mmol/L 的患者预后要好，患者发生感染和死亡的人数锐

两组低血糖发生率无明显差异，P>0.05，无统计学意义。

减，而应用呼吸机和抗生素，以及住院天数都明显缩短，说

3

讨

明在重度颅脑外伤患者的救治过程中，积极控制血糖在

论

6.5mmol/L 以下，对改善患者的病情和提高疗效上，有积极

重度颅脑外伤在现在社会中发生率越来越高，并且救治
过程中病情会出现多种变化，剖析原因主要是中枢神经受损，
引起所支配的各大系统功能紊乱。如果是交感神经肾上腺髓

的意义，值得临床学习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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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骶裂孔硬膜外前间隙置管法注射胶原酶治疗
腰椎间盘突出症
Treating lumbar disc herniation by injection of collagenase
王义斌 李雅楠
（洛阳市第二中医院，河南 洛阳，471003）
中图分类号：R3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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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经骶裂孔硬膜外前间隙置管法注射胶原酶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疗效。方法：选择 1998～2011 年收治
我院 800 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运用经骶裂孔硬膜外前间隙置管法注射胶原酶治疗。结果：800 例患者，优：410 例，良：290
例，可：32 例，总有效率：91.5%。结论：经骶裂孔硬膜外前间隙置管法注射胶原酶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具有良好疗效。
【关键词】 腰椎间盘突出症；骶裂孔硬膜外前间隙；胶原酶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injection of collagenase through the sacral hiatus epidural space for treatment of lumbar disc
herniation. Methods: 800 cases of lumbar disc herniation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1998 to 2011, were treated by the collagenase
injection therapy. Results: 800 patients, excellent: 410 cases; good: 290 cases; OK: 32 cases,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91.5%. Conclusion:
The sacral hiatus epidural space collagenase injection for lumbar disc herniation has a good effect.
【Keywords】 Lumbar disc herniation; Sacral hiatus before the epidural space; Collagenas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66
我院自 1998～2011 年采用经骶裂孔硬膜外前间隙置管法

1.3 术后处理

注射胶原酶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800 例，
经 3 个月～10 年随访，

1.3.1 术后要求患者俯卧或侧俯卧（患侧在下）8h，使药物尽

疗效显著，现报告如下。

可能多停留在病变部位，平卧 48h。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共 800 例，男 440 例，女 360 例。发病时间 3 个月～
25 年，平均 1 年 6 个月，全部病例均经 CT 或 MR 检查。依据
病史、症状、体征及 CT 或 MRI 影像符合者为确诊病例。CT
及 MRI 显示：L3～4 椎间盘突出者 70 例，L4～5 椎间盘突出

1.3.2 继续心电检测，观察生命体征、下肢运动感觉及有无过
敏反应。
1.3.3 术后当天给予消炎、脱水、营养神经、活血化瘀等药物。
1.3.4 术后 48h 下床，指导腰背肌锻练、腰围固定等。
2

适应症及禁忌症

2.1 适应症
①经临床和影像学确诊为腰椎间盘突出症经正规三个月

者 482 例，L5～S1 椎间盘突出者 384 例，2 个或 2 个以上间盘
突出者 136 例。

保守治疗无效；②手术失败或复发。

1.2 操作方法与步骤

2.2 禁忌症

病人取俯卧位，定位骶裂孔（正常骶 4 棘突与左右骶角连

①合并骨性椎管狭窄或韧带肥厚者；②腰椎间盘突出钙

线的三角形凹陷处），做好标记，皮肤常规消毒，铺无菌巾，

化、游离型；③马尾神经综合征，表现为二便障碍及机能障碍

局部利多可因 3ml 浸润，当针穿过骶尾韧带时有明显落空感，

者；④严重器质性疾病及过敏体质及出血倾向；⑤孕妇及 14

作为进入骶管腔标志。用 18 号硬膜外穿刺针从标记处刺入，

岁以下儿童；⑥精神病及术中不能配合者。

针干与皮肤呈 15°～30°夹角，针尖向头侧刺入 3～5cm，当

3

有落空感后即停止进针，用 10ml 注射器连接，回抽无血液及
脑脊液流出，C 臂 X 光机下透视证实或注入少量空气无阻力，
证明针已进入骶管内，然后将带钢丝硬膜外导管经硬膜外前间
隙置入病变椎间盘平面（用 C 臂 X 光机透视证实）
，抽出针芯，
连接注射器反复回抽无血液及脑脊液流出，证实在硬膜外腔
（有条件者注入造影剂）
，缓慢注入 1200u 胶原酶 3ml，将针连
同导管一并拔出。
术中心电检测，备用氧气及急救药品等。

结

果

胶原酶溶解术疗效评价，依据 MaCaob 疗效改良标准评
定，具体标准如下：优：疼痛消失，无运动功能障碍，恢复
正常工作与运动，410 例，占 51.2%；良：疼痛消失，能做轻
工作，290 例，占 36.3%；可：症状有所改善，仍有疼痛，不
能工作，32 例，占 4%；差：68 例，有神经受压症状，需行
手术治疗，
（下转 1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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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对妇科肿瘤患者术后的心理影响分析
An analysis of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on
gynecologic oncology patients
孙丽萍
（河南省许昌市中心医院，河南 许昌，461000）
中图分类号：R3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2-0109-02

【摘 要】 目的：研究并分析心理护理对妇科肿瘤患者术后的心理影响，并总结患者的心理护理措施。方法：我院妇科门诊
共收治肿瘤患者 122 例，随机将所有患者进行分组处理，即对照组的 61 例患者进行常规护理，观察组的 61 例患者在常规护理的
基础上加用心理护理，对比上述两组手术后的心理状态。结果：观察组患者术后的心理状态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二者之间的差
异具有显著性，即 P<0.05。结论：对妇科肿瘤患者进行积极的心理护理有助于缓解患者的负面、消极情绪，对促进患者病情康复
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值得推广。
【关键词】 心理护理；妇科肿瘤患者；心理影响；分析
【Abstract】 Objective: To research and analyze the psychological nursing on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patients with gynecologic
oncology and summarize the nursing measures of patients. Methods: 122 patients with gynecologic oncology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61 for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psychological nursing more. Results: The mentation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of
patien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psychological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gynecologic oncology was positive improve the patients' negative emotions which had great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patients' recovery,
worthy of a wide promotion.
【Keywords】 Psychological nursing; Gynecologic oncology patients; Psychological impact; Analys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67
随着现代医学模式的不断转变以及护理技术的迅速发展，

其三，具有一定文化程度，且能够配合治疗的患者。将本组 122

将护理学与护理对象心理学有机结合便形成了一门崭新的学

例妇科癌症患者进行随机分组，对照组与观察组均由 61 例患

科，即护理心理学。适当运用护理心理学的有关知识，为患者

者组成，且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其年龄、疾病类型与化

提供更为优质的临床护理服务，不仅可以促进和谐医患关系的

疗次数等均无显著性差异，即 P>0.05，具有可比性。

建立，且对提高临床护理质量，促进患者早日康复，提高患者

1.2 护理方法

的预后效果等均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1]。为了更为深入的

对照组患者进行常规护理，观察组患者则在常规护理的基

探讨妇科肿瘤患者的最佳心理护理方法，我院特组织并开展本

础上进行科学的心理护理干预，运用心理症状自评量表来对比

实验研究，并总结研究报告如下。

上述两组患者的术后心理恢复状况。

1

1.3 统计学处理

资料与方法

本研究中的研究数据均经过 SPSS13.0 数据处理软件的分

1.1 临床资料

析和处理，当 P<0.05 时，研究结果之间的差异具有显著性，

我院妇科门诊 2009 年 12 月 1 日～2012 年 12 月 1 日期间
共收治肿瘤患者 122 例，其年龄为 25～75 岁不等，平均（43.4
±3.2）岁。本组患者的疾病类型如下：宫颈癌、卵巢癌、子宫
内膜癌等。本组患者的临床纳入标准如下：其一，无精神病史、
无严重意识障碍的患者；其二，年龄>25 岁、<75 岁的患者；

研究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观察组患者术后的心理状态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二者之
间的差异具有显著性，即 P<0.05。具体的数据统计情况如下。

表 1 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术后心理症状自评量表的分数对比
组别

患者例数

紧张

焦虑

悲观

对照组

61

2.43±0.59

2.36±0.81

2.66±0.83

观察组

61

1.61±0.47

1.78±0.61

1.93±0.67

<0.05

<0.05

<0.05

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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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法律意识的丰富，患者
及其家属对临床护理工作的认识有了显著的进步，医疗机构在
为患者进行临床护理工作时，应时刻本着以人为本的临床护理
理念，方可为患者提供优质的护理服务，进而保障其临床治疗
效果。本组研究中，观察组患者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运用了科
学的心理护理措施如下。
3.1 术前心理护理
临床研究表明，患者的性别、年龄、性格、职业、文化程
度以及生活方式等均对术前的心理护理工作产生重要影响，其
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患者的术前心理护理效果。所以，护理人
员应根据患者的病情特点与上述各因素的不同情况，为其制定
个性化的心理护理方案，以促进患者术后心理状态的恢复。患
者在刚刚入院的时候，难免会产生陌生、紧张、恐惧等负面情
绪，且大部分患者对手术操作者的技术、手术后的预后以及手
术对其生活产生的影响等过分担忧，而出现焦虑情绪[2]。针对
此种状况，护理人员应加强术前病房巡视，并积极向患者讲解
疾病的相关知识、手术治疗的必要性与安全性等，对于手术中
经常出现的问题，也应及时向患者解释，例如对于惧怕麻醉、
惧怕疼痛等患者，护理人员可告知其手术麻醉的作用与性质，
并告知其麻醉穿刺是无痛、安全的，以最大限度的消除其思想
顾虑，进而以积极的心态面对治疗。对于那些担心操作者技术、
担心手术效果的患者，护理人员可告知其操作者的临床经验与
资历，还可将手术成功的案例告知患者，以消除其紧张、焦虑、
不安和恐惧等情绪，增强其战胜疾病的勇气与信心。
总而言之，手术前对妇科肿瘤患者及其家属做好积极的解
释与沟通工作是手术成功的重要基础，其可以使患者以最佳的
心理与身体状态接受手术治疗，对保障患者的临床疗效、降低

积极的心理护理是妇科肿瘤患者术后不可缺少的护理措
施，其可以有效的帮助患者面对现实，树立信心。手术结束后，
麻醉药物的药效减弱，患者的伤口随之疼痛，部分患者在此种
情况下会产生焦虑等负面情绪，进而表现为食欲不振、乱发脾
气等。此外，随着患者伤口的愈合，其手术切口也会出现不同
程度的红肿、发胀和瘙痒等状况。针对患者出现的上述情况，
护理人员应多与患者沟通，告知其切口疼痛、瘙痒、红肿等均
属于正常情况，切勿过于担忧，过几天这种情况就会消失的。此
外，部分患者由于对医疗知识的缺乏等过于担忧手术的成功率，
进而影响了术后康复[3]。在此种状况下，护理人员应该理解患
者、尊重患者、鼓励患者，加强与患者的沟通，并为其认真检
查手术切口，告知其促进身体恢复的有效方案、例如加强营养
等。护理人员在患者出院前应对其进行科学的自我保健知识宣
传，教会其腹部切口的保护方法，并告知其定期回医院进行复
查；子宫切除术后月经将消失，但不会对夫妻生活产生影响；术
后 2、3 个月后，待其阴道残端愈合之后便可恢复正常性生活等。
本组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术后的心理状态明显优于
对照组患者，二者之间的差异具有显著性，即 P<0.05。由此提
示，对妇科肿瘤患者进行积极的心理护理有助于缓解患者的负
面、消极情绪，对促进患者病情康复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值得推广。
参考文献：
[1]周莉萍.妇科肿瘤患者的临床心理护理[J].中国现代医生,2010,48(11):67- 68
[2]沈艳,黄仁寅.心理护理对妇科肿瘤患者术后心理状态的影响[J].中国实用
护理杂志,2011,27(27):47-48
[3]杨淑贤.妇科肿瘤患者的心理护理[J].中国现代药物应用,2011,5(10):
121-122

术中应激反应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3.2 术后心理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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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8.5%。本组患者无一例出现椎管内感染及脊髓神经损伤。

降低，从而在临床上得以广泛应用。主要方法有盘内注射、盘

4

外注射、盘内外联合注射法。盘内注射效果较好，但存在术后

讨

论

疼痛加剧，椎间隙狭窄等不足之处。盘外注射术后疼痛轻，对
胶原酶注射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属于微创介入法一种，其

神经根周围突出溶解充分，但要求定位准确。本组治疗均在

治疗原理是根据胶原酶对胶原有特异而专一的降解作用，对突

CT 或 C 臂 X 光机透视定位下进行，多能准确到达病变部位。

出椎间盘部分成分溶解，使突出物萎缩、变小，从而达到治疗

总之，经骶裂孔硬膜外前间隙置管法注射胶原酶治疗腰椎

目的。正常椎间盘由纤维环、髓核、软骨板构成。髓核中水分

间盘突出症，作为介入法具有创伤小、痛苦少、便于操作等优

占 80%～90%，干性成分中蛋白多糖占 65%，胶原约占 25%，

点，治疗中要严格掌握适应症，定位要准确，操作要精细，多

纤维环中的水分占 60%～70%，干性成分中，蛋白多糖占 2%，

能取得满意疗效。

胶原占 60%。当腰椎间盘突出时，髓核中的水分下降，胶原含
量增加可达 60%，而蛋白多糖下降至 5%。由此可以看出，病变

参考文献：

的椎间盘基本成份都是胶原，而胶原酶能特异性的降解胶原，

[1]刘勇,任建政,等.胶原酶溶解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应用[J].中华

能在正常的生理环境下和酸碱度下分解胶原纤维，使其降解为

现代临床医学杂志,2004.7

氨基酸，并被血浆所吸收，所以胶原酶可对其产生溶解作用。

[2]甘纪元,苏峰.胶原酶溶盘术与手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疗效分析[J].颈腰

1968 年美国学者 Sussman 使用胶原酶进行了椎间盘组织

痛杂志,2006,4

的体外溶解试验，在动物实验的基础上，并于 1969 年首次使

[3]蒋煜青,余庆阳,马小敏,等.盘外胶原酶溶核术治疗不同类型腰椎间盘突出

用胶原酶来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经过四十多年来，国内外医

症的临床研究[J].中国中医骨伤科杂志,2002,2

务人员不断探索，同时随着治疗技术的改进，使其并发症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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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椎术后下腰痛的机制探讨及中药治疗方法
Investigation mechanism of low back pain after lumbar and treatment in TCM
王帮民 刘海鹰（指导）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100044）
中图分类号：R3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2-0111-04

【摘 要】 腰痛病因有椎间盘源性、小关节源性、骶髂关节源性、肌肉源性、硬膜外瘢痕源性、骨质疏松源性、社会精神源
性；中药治疗有风寒湿痹证、寒湿瘀血证、寒瘀气滞证、肾阳亏虚证、阳虚寒痰证、肾阴亏虚证、阴虚瘀阻证、湿热痰瘀证等。
【关键词】 腰椎术后下腰痛；病因及机制；中药治疗方法
【Abstract】 The cause of low back pain is discogenic, small arthrogenous, sacroiliac joint endogenous muscle origin, derived from
epidural scar, osteoporosis endogenous, and social spirit derived; TCM treat low back pain by adhering to treatment based o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Keywords】 Low back pain after lumbar; Etiology and mechanisms; TCM treatment method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68
腰椎术后综合征（FBSS）是由多种原因所致的一组临床病

伸时加重，坐位和前屈可缓解。

症即术后腰腿疼痛症状未缓解或未完全消除，甚至症状加重或

腰椎关节突关节是由相邻椎体的上下关节突形成的滑膜

出现新症状，其发病率较高，据国外文献报道约 5%～40%。

关节，是维持脊柱平衡稳定的基础结构。研究者[6-7]认识到椎弓

常见椎间盘源性的疼痛，小关节源性疼痛，骶髂关节源性疼痛，

根螺钉内固定术后小关节平衡系统被打破，机械应力分布发生

肌源性疼痛，肌肉疤痕源性疼痛及骨质疏松源性疼痛等，近年

变化。腰椎前部结构承载减小，应力集中于椎体后部，从而后

来又有精神及社会源性疼痛，深入探讨其病因则有助于针对性

部承受应力增大，引起小关节一系列退行性病变：小关节内压

治疗。

增高，小关节内应力的改变以及上下关节突之间压力增大，均

1

可导致小关节间发生损伤，接着发生滑膜炎，关节间隙狭窄，

腰痛病因及机制

骨赘增生导致中央管、椎间孔及侧隐窝的狭窄，甚至退行性滑

1.1 椎间盘源性

脱。另外，脊神经被内侧支有些小分支进入关节突关节的关节

椎间盘源性疼痛是腰椎术后发生下腰痛最常见病因，其发

囊上，这些富含神经支配的关节也是潜在的疼痛来源，其对脊

生率约占腰椎术后综合征的 21%。临床上多表现 L4/L5，L5/S1

柱负载承受的高张力及扭转应力比较敏感，导致自发激活，放

棘突间，髂后上棘，股前，股后的酸胀痛，活动时加重，坐位

电等相关神经源性疼痛[8-9]。

症状重于站位，咳嗽时疼痛加重。症状易反复发作，持续时间

1.3 骶髂关节源性

长，可达数月。

骶髂关节源性疼痛的发生率约占腰椎术后综合征的 2%～

研究表明腰椎间盘的炎性物质是引起腰痛的重要原因之

3%，临床表现为患侧下肢不能负重，不能端坐，严重者疼痛可

一[1]。椎间盘神经支配丰富，正常椎间盘的感受器分布在纤维

向股骨大转子侧及大腿前方放射，多数不过膝。弯腰、翻身、

环的外层 1/3。研究还发现，伤害神经性纤维 SP，VIP 和降钙

仰卧位均可加剧疼痛。患侧骶髂部有明显压痛，髂后上棘及骶

素基因相关肽存在于纤维环的外层[2-3]。因椎间盘退变的发生，

髂关节部有肿胀，耻骨联合处压痛。

伤害性神经末梢开始增殖，随着退变的进展，神经逐渐向纤维

骶髂关节源性所产生的下腰痛以往常被忽视，但随着该类

环内部生长，甚至抵达髓核。Burke[4]等研究显示，椎间盘源性

患者日益增多已被逐渐认可和重视。其骶髂关节错位是骶髂关

下腰痛者的疼痛的椎间盘产生高水平的炎症介质和炎性因子，

节源性的重要原因[10-11]。骶髂关节错位的主要病因是术前病程

刺激分布于纤维环外层，纤维环内层和髓核的窦椎神经，引起

较长，为单侧肢体酸胀麻痛、乏力，行走跛行导致肌肉平衡失

神经支配范围的疼痛。这些介质和因子也可能使椎间盘内的神

调使得两侧骶髂关节受力不均，骶骨和髂骨的耳状关节在外力

经末梢处于致敏状态，对于机械应力的敏感性异常增加，出现

和其他致病因素的作用下，造成其周围韧带肌肉损伤和超出生

[5]

反复发作和不易缓解的顽固性疼痛 。

理活动范围使耳状关节面产生微小移动而不能自行复位，导致

1.2 小关节源性

该关节内外力学环境失衡和相关软组织损伤[12-13]。

小关节源性疼痛的发生率约占腰椎术后综合征的 3%～

再者，由于椎间盘术后，椎间隙高度下降，椎体活动度降

16%，随着年龄的增加，小关节增生日益明显，小关节源性可

低，会加速邻近节段的退变。腰椎融合术后脊柱的运动和生物

起明显的腰痛。小关节源性腰痛表现多为中线一侧或双侧旁开

力学均发生了明显改变，邻近节段活动度代偿增大。Frymoyer[14]

数厘米的下腰痛，可放射至臀部，疼痛在腰部扭转，站立，后

等认为这同样能解释骶髂关节的退变，即融合术后机械负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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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移至骶髂关节。维持正常腰椎曲度很重要，即腰前凸越大，腰
部肌肉韧带就会长期处于紧张疲劳状态，其身体重心前移。若
使其腰曲变直，则脊柱重力后移使固定节段及其邻近节段的椎
间关节过度负重，从而导致小关节突的退行性变，骶髂关节失

术疗效，这方面的教训应引起重视。
2

中药治疗及思路
腰椎术后下腰痛虽是临床中难治病证之一，但从中医分型

去稳定性，骶髂关节的活动度代偿性增大，导致应力异常，促

辨治则可改善症状缓解疼痛，常用辨治分型探讨如下。

使骶髂关节发生退变，从而产生术后腰痛。

2.1 风寒湿痹证
中医认为风寒湿侵袭，阻滞经脉，可引起腰腿冷痛，转侧不

1.4 肌肉源性
在站立位躯干前后力臂比约 15∶1，故腰背肌的张力尤为

利，腰如坐水中，或间歇性跛行，或酸胀重着，或拘急不舒，或

重要，特别是椎旁肌是伸展腰椎的主要肌肉。其临床表现为在

痛无定处，或痛夹抽搐，或痛上连脊背，或痛引腿足，或腰背沉

术后可有反复发作或持续性腰背痛，疼痛在腰部活动时或坐位

重麻木，因阴雨天加重，得温痛减，舌质淡，苔薄白，脉沉迟。

及站立位时加剧。

治当祛风散寒，胜湿除痹；可选用乌头汤与小活络丹合方，炙甘

肌源性术后腰痛主要原因，其一，用骨膜剥离器将椎旁肌

草 6g，麻黄 9g，白芍 9g，黄芪 9g，制川乌 9g，制草乌 9g，制天

从骨质上剥离范围超过了关节突外侧，因而使支配椎旁肌及其

南星 9g，乳香 6g，没药 6g，地龙 9g；若风胜者，可乌梢蛇、防

椎间关节的腰神经后内侧支受损，导致椎旁肌失神经支配，进

风、羌活，以祛风除湿；若寒重者，加干姜、桂枝，以温阳通经；

而发生肌肉萎缩、无力。同时腰背肌肉疲劳时肌肉运动的协调

若湿甚者，加防己、薏苡仁、通草，以渗利湿浊等。

性和控制能力也下降，有时可能使腰椎的运动超出正常范围，

2.2 寒湿瘀血证

脊柱结构失稳，长期如此，肌肉即产生代偿性肥大，增长，同
时腰部肌肉持续呈紧张状态，使小血管受压，供氧不足，代谢

中医认为寒湿阻滞，血脉运行不畅而为瘀，寒湿与瘀相结，
可引起腰腿冷痛，转侧不利，腰如坐水中，或间歇性跛行，或

。

站立行走困难，或夜间痛甚，或疼痛拒按，或痛夹抽搐，或痛

其二，在手术中受到剥离，牵拉，电凝等损伤刺激腰脊神经后

上连脊背，或痛引腿足，或腰背沉重麻木，因阴雨天加重，痛

支，后内侧支及后外侧支等分支，导致神经内毛细血管通透性

如针刺，舌质暗淡瘀紫，苔白腻，脉沉迟涩。治当温阳散寒，

增高，形成水肿，进而发生出血，炎症改变，肿胀或者瘢痕等

活血化瘀；可选用麻黄加术汤与身痛逐瘀汤合方；麻黄 9g，桂

[15]

产物积累刺激局部而形成损伤性炎症，即产生软组织腰痛

。

枝 6g，杏仁 12g，白术 12g，炙甘草 6g，秦艽 3g，川芎 6g，

等研究认为，静脉淤血是造成神经根疼痛的一个重要

桃仁 9g，红花 9g，羌活 3g，没药 6g，当归 9g，五灵脂 6g，

因素，其对神经的激惹均可通过神经反射引起术后下腰痛的临

香附 3g，牛膝 9g，地龙 6；若寒甚者，加大桂枝用量、再加附

床症状。

子，以温阳散寒；若湿甚者，加苍术、厚朴，以芳香化湿；若

1.5 硬膜外瘢痕源性

瘀甚者，加大桃仁、红花用量，以活血化瘀；若麻木者，加大

[16-17]

病变，这些均可影响神经根的营养运输造成淤血和缺血
[18]

Parke

大多数学者认为硬膜外瘢痕粘连是 FBSS 的重要原因之
[19]

一，大约占 FBSS 的 5%～24%

。硬膜外瘢痕组织主要来源

于椎旁的结缔组织，当椎管内减压后，成纤维细胞在几周内形
[20]

成纤维膜与硬膜囊在神经根处发生粘连

[21]

。Ross

等领导的一

当归用量、再加黄芪，以益气补血；若抽搐者，加全蝎、白芍，
以祛风缓急止搐等。
2.3 寒瘀气滞证
中医认为寒凝不通，瘀血内生，气机不利，可引起腰腿冷

个多中心，双盲，随机对照的队列研究认为硬膜瘢痕与术后复

痛，转侧不利，腰如坐水中，或间歇性跛行，或站立行走困难，

发下肢放射痛有关，且腰椎术后有症状和无症状患者的硬膜外

或夜间痛甚，或疼痛拒按，或痛夹抽搐，或痛上连脊背，或痛

瘢痕不同。硬膜外瘢痕组织的粘连收缩会牵拉硬脊膜和神经

引腿足，或腰背沉重麻木，因阴雨天加重，痛如针刺，舌质暗

根，这样神经纤维的轴浆运输，动脉血供，静脉血流受到影响，

淡瘀紫，苔白腻，脉沉迟涩。治当温经散寒，行气化瘀；可选

由于神经根和背侧神经节对机械压迫很敏感，就会产生麻木，

用温经汤与金铃子散合方，吴茱萸 9g，当归 6g，川芎 6g，白

疼痛，肌乏力等症状。

芍 6g，人参 6g，桂枝 6g，阿胶 6g，生姜 6g，牡丹皮 6g，麦

1.6 骨质疏松源性

冬 24g，半夏 15g，炙甘草 6g，金铃子（川楝子）15g，延胡索

骨质疏松是常见的全身性骨骼疾病，以骨量减少和骨组织

15g；若寒甚者，加大桂枝、生姜用量，以温阳散寒；若瘀甚

微结构破坏为特征，随着年龄的增加，其发病率逐渐提高。很

者，加大当归、桂枝、川芎用量，以活血通经；若气滞甚者，

多患者术后发生下腰痛其术前就有骨质疏松症。Polikeit

[22]

等认

加香附、木香，以行气解郁；若沉重麻木者，加大桂枝用量、

为骨质疏松可以改变脊柱单元受力，加速腰椎退变，故骨质疏

再加羌活、独活、白术，以益气通经祛湿等。

松术后仍有下腰痛。

2.4 肾阳亏虚证

1.7 社会、精神源性

中医认为阳虚生寒，阳虚不能温养，阴寒凝滞，可引起腰

近年来，研究认为有 22%慢性下腰痛患者伴有至少一项精神

腿冷痛，转侧不利，手足不温，或腰部隐痛，或间歇性跛行，

疾病，躯体形式障碍和焦虑症分别以 18%和 12%占据前两位[23]。

或腰酸腿软，或疼痛因休息缓解，或耳鸣耳聋，或倦怠乏力，

随着社会压力逐渐增加，以及人们对精神疾病认识的加深，社会、

或气短，或小便频数，因活动及阴雨天加重，舌质淡，苔薄白，

精神所致的下腰痛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目前，国内术

脉沉弱。治当温补肾阳，强健筋骨；可选用甘草附子汤与右归

前缺乏精神-心理状态评价制度，只能依靠术前骨科医生与患者

丸合方，炙甘草 6g，附子 10g，白术 6g，桂枝 12g，熟地黄 24g，

的交流，凭经验进行直观评估，可能出现一定的偏差，影响手

山药 12g，山茱萸 9g，枸杞子 9g，菟丝子 12g，鹿角胶 1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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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仲 12g，肉桂 6g，当归 9g；若阳虚甚者，加巴戟天、锁阳、

若瘀甚者，加桃仁、红花，以活血化瘀；若痰甚者，加胆南星、

仙茅，以温补肾阳；若气虚者，加黄芪、白术，以健脾益气；

贝母，以清热化痰；若肢体困重者，加羌活、川芎，以行气理

若寒甚者，加大肉桂用量、再加吴茱萸，以温阳散寒；若小便

血，胜湿通络等。

频数者，加乌药、益智仁，以温肾缩尿等。
2.5 阳虚寒痰证
中医认为阳虚不化津，津因寒凝而为痰，寒痰阻滞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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膏方防治支气管哮喘研究进展
Research review of the cream in treating asthma
程颖琦 王学东（指导）
（南京中医药大学，江苏 南京，21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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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加强支气管哮喘临床缓解期的治疗对于减少本病的发作和防治尤为重要。膏方是最古老的剂型之一，对支气管哮
喘具有很好的防治作用。本篇通过查阅近几年来膏方治疗哮喘方面的有关报道，从理论基础、临床观察及实验研究方面对膏方治
疗支气管哮喘进行归纳与展望。
【关键词】 膏方；支气管哮喘；临床缓解期
【Abstract】 Its quite important to treating asthma during clinical remission to prevent acute aggravation. The cream, a major part of
TCM, has become an effective therapy for asthma. This paper is a summary of clinical reports of the cream treatment for asthma, including
theory research, clinical trials and experiments.
【Keywords】 The cream; Asthma; Clinical remiss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69
支气管哮喘是由多种细胞和细胞组分参与的气道慢性炎
[1]

症性疾病 ，表现为反复发作的喘息、气急、胸闷和咳嗽等症

肺肾两虚”四型，史锁芳[12]则分为“寒饮伏肺、痰热蕴肺、风
痰痹阻、肺肾气虚、肺脾两虚”五型。

状，属于中医学的“哮病”
、
“喘证”
、
“痰饮”等范畴。膏方是

明代秦景明在《症因脉治•哮病》中指出：
“哮病之因，偶

最古老的剂型之一，近年来的临床实践也提示膏方在防治支气

有七情之犯，饮食之伤，或外有时令风寒来其肌表，则哮喘之

管哮喘方面有较好的疗效，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现对其综

症作矣。
”说明在哮喘急性发作控制后如不加强缓解期的治疗，

述如下。

常会因气候、饮食等诱因而复发；《丹溪心法》则提出“未发

1

以扶正气为主，既发以攻邪气为急”的治疗总则。王学东[13]

理论研究

认为支气管哮喘缓解期应以补益肺肾为主，注重脾胃，在应用

膏方[2]，是一种将中药饮片反复煎煮．去渣取汁，经蒸发

膏方时须针对病机正确使用滋补之品及膏类、糖类、辅料。吴

浓缩，加蜂蜜等制成的半流体状剂型，又称“煎膏”
、
“膏滋”，

银根[14-15]则强调温肾健脾，善于应用淫羊藿-巴戟天补肾固本、

冬令服用膏方可收敛肺气，藏精于肾，提高机体免疫力，以预

化痰止咳，党参-黄芪健脾益肺，首乌-黄精滋肺肾之阴，胡颓

防及减少哮喘复发，其遣方用药，亦应随症加减，量体裁方，

叶、野荞麦根和黄荆子止咳化痰平喘等药对治疗。

注意宜忌。

秦伯未尝谓：“膏方者，盖煎熬药汁成脂溢而所以营养五

支气管哮喘可分为急性发作期、临床缓解期，各临床医家

脏六腑之枯燥虚弱者，故俗亦称膏滋药”
，
“膏方非单纯补剂，

更为注重哮喘缓解期的治疗。奚肇庆[3]认为哮喘缓解期的主要

乃包含救偏却病之义”。膏方具有“救偏却病”的双重功用，

病机为肺肾亏虚，病及气之本、肾之根，宜峻补而不宜呆补。

因病致虚、因虚致病及慢性、顽固性、消耗性的疾患均可用膏

吴银根[4]认为哮喘缓解期虚象更为明显，以肾阳虚为主，治疗

方调养[16]，不同于其他补药、补方，而哮喘则具有慢性、反复

[5]

关键在于补肺健脾温肾，不宜峻补，宜图缓治。徐志瑛 强调

发作性的特点，其病理性质属本虚标实，未发时如单纯使用汤

痰是哮喘发作的关键因素，且久病多虚，缓解期当以益气健脾

剂治疗恐难以达到补虚去实的目的，而应予膏方调补，并适当

补肾为本。周仲瑛[6]强调风痰内伏是哮喘反复发作的根本原因，

地兼顾祛邪[6]，以期预防复发。在社会经济效益方面，虽然膏

[7]

应将祛风化痰作为哮喘各期的基本治法。张伟等 将瘀血作为

方价格较昂贵，但同时也能改善患者症状及控制发作，这在一

哮喘的主要病理因素，主张将活血化瘀法贯穿哮喘防治全过

定程度上也减轻了患者经济负担，且膏方具有服用方便、易于

程，结合治气、治痰，以期祛除“夙根”
。任传云等[8]认为肺肝

储藏、口味好等优点。因此膏方用于防治支气管哮喘是合理有

血瘀及肺气不足为哮喘缓解期的主要病机，因肝气失于调达，

效且颇有前景的。

气滞日久，血行瘀滞，瘀血阻肺，耗伤肺气，久而致肺气不足，
故迁延不愈。
目前哮喘缓解期仍未形成统一的分型标准。如《中药新药
临床研究指导原则》[9]将哮喘缓解期分为肺气亏虚、脾气亏虚、
[10]

肾气亏虚三型，《中医内科学》
[11]

两型，郑靖铁等

2

临床观察
顾红等[17] 应用健脾益肾、化痰平喘膏方治疗支气管哮喘

46 例，结果显示膏方可有效改善 ACT 评分。吴银根等[18-21]用

则分为肺脾气虚、肺肾两虚

温阳补肾膏方治疗支气管哮喘肾虚证，发现随着患者服用膏方

则分为“阴虚肺燥、痰瘀阻肺、脾肺气虚、

时间的延长，痊愈率及总有效率明显提高，并减少激素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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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服膏方三年以上者 ACT 评分改善更为明显，肺功能有明显

统一标准，可参考的依据不多；中医膏方内药物的配伍应用大

改善。王宏长等[22] 应用膏方治疗支气管哮喘肾阳虚证，结果

多是基于经验，缺乏药理、药代动力学等的验证，其疗效尚需

38 例患者一年内哮喘急性加重次数、急救药物使用量及住院次

大规模的临床验证及循证医学支持。实验研究方面，目前哮喘

数明显减少，具有较好的长期疗效。赵杜鹃[23]自拟膏方（基本

膏方在分子、基因水平的中医药研究较少，具体机制尚不明确。

组成：生黄芪、党参、白术、茯苓、陈皮、半夏、佛手、紫苑、

哮喘缓解期总的病机为肺脾肾脏气不足，风痰瘀邪内伏，然各

款冬、苏子、白果、山药、山萸肉、熟地黄、麦冬、泽泻、五

临床医家在具体治则上各有侧重，在此笔者认为在应用膏方时

味子、杜仲、狗脊、肉苁蓉、补骨脂、仙灵脾、巴戟天、菟丝

仍应坚持辨证论治。此外临床上不同患者的体质存在差异，临

子、龟板、紫河车、首乌、胡桃仁、鳖甲、女贞子）治疗支气

床证型及相关检查指标也因人而异，因此有必要进行哮喘人群

管哮喘 58 例，结果提示膏方能减少哮喘发作频率，降低发作

大样本的临床证候学研究，探索临床指标对中医辨证的指导意

严重程度。

义。

杨建方

[24]

自拟补肾活血膏治疗老年哮喘缓解期肺肾两虚

证 62 例，对照组予口服金匮肾气丸合六君子丸，结果膏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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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肾病中医证候研究进展
Research review of TCM in treating DN
田爱荣
（河南省职工医院，河南 郑州，450002）
中图分类号：R692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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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糖尿病肾病中医证候研究进展。方法：分别从传统中 DN 医理论分型、DN 西医分期分型、中医证型
与现代医学关系研究三大方面进行分析。结果：总结出 DN 的发生发展关键在肾，气虚血瘀是 DN 的基本病机，肾阳虚是其发展
趋势和最终结局。结论：在未来的治疗中应该充分考虑到证候的复杂性特征，以便对糖尿病肾病采取及早的干预治疗，以便从最
大程度上减少糖尿病肾病的发生率和发生终末期糖尿病肾病的机会，提高糖尿病病人的生存质量，减轻患者和社会的经济负担。
【关键词】 糖尿病肾病；中医药治疗；证候；研究进展
【Abstract】 Objective: Research on the review in treating the diabetic nephropathy (DN) by TCM. Methods: From the traditional
theory of DN medical type, the DN modern installments typing, analysis of TCM syndrome and study three aspects of modern medicine
relations. Results: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key of DN was the kidney, the basic pathogenesis of DN was Qixu Xuyu, the trend of
development and the final outcome was insufficiency of kidney-YANG. Conclusion: In the future treatment should fully consid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yndrome, in order to take early intervention treatment of DN, in order to minimize the incidence of DN and end-stage
DN, improve diabetes the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reduce the financial burden of patients and society.
【Keywords】 DN;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Syndromes; Research review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70
糖尿病肾病（DN）是糖尿病（DM）常见的慢性微血管并

型，进一步增减或细化。如程益春[2]认为 DN 病证属本虚标实，

发症，有统计资料表明，在终末期肾功能衰竭患者中 DN 占首

脾肾亏虚为本，水肿瘀血为标，故将之分为脾肾亏虚、脾阳虚

位，约为 36.39%，预计 DN 将在发展中国家成为慢性肾功能衰

衰、肝肾阴虚，瘀血内阻、肾阳衰微、命门火衰；并认为瘀血

竭的最主要原因，其病因和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西医认为

足导致 DN 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且贯穿于 DN 的始终。黄春

主要与肾小球高滤过、糖脂代谢紊乱、氧化应激、蛋白激酶 C

林[3]将 DN 归纳为：气阴两虚证、阴虚阳亢证、肾虚血瘀证、

活化、多元醇通路激活、蛋白非酶糖基化、血液流变学变化及

脾肾两虚证、阳虚水泛证、肾虚关格证 6 种证型。林兰[4]认为，

遗传易感性等多因素的相互影响有关。中医药在防治 DN 的发

气阴两虚是 DN 的基本病机，治疗上以益气养阴为主，但由于

生和发展、延缓肾功能的进行性恶化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DN 常兼夹瘀血、水湿、痰浊等病邪，临床又必须视标奉缓急

[1]

灵活掌握。李涛[5]认为阴虚燥热足 DN 的基奉病机，脾肾两虚

。辨证论治是中医临证精华，中医证候是联系理论和实践的

重要环节。现就 DN 中医证候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1

结合传统中医理论分型
DN 日前尚无统一的辨证分犁标准，有以脏腑、气血、阴

阳分型的，有以虚证、实证分型的。临床各家备执己见。比较
一致的观点认为：DN 病机早期为阴虚燥热。中期因燥热耗气、
日久气阴两虚，晚期困阴损及阳而发展为肾阳亏虚或阴阳两

足病机关键，
“湿”、
“瘀”是贯穿始终的病理环节，气血俱虚、
浊毒内停足最终病理变化。南征[6]强调毒损肾络，认为毒邪贯
穿于 DN 的始终，其致病具有虚、郁、痰、瘀等特点，故创立
益肾通络解毒法作为治疗 DN 根本治法，具体治疗：则以益气
养阴，温肾健脾，活血化瘀，解毒，降糖立法。
2

结合 DN 西医分期分型

虚；根据不同病理阶段相应分为阴虚热盛、气阴两虚、肾阳亏

有学者从临床实际出发，提出 DN 分型应结合西医分期，

虚及阴阳荫虚等 4 个基本证型，大多数学者均围绕这些基本证

使每一证型与糖尿病肾脏改变的各期相对应。成玉斌等[7]对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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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的 13 篇文献的中医证型进行分析，发现脏腑分型以肾虚为

肌酐、β-微蛋白均高于正常人，浊阴上逆组显著高于脾肾两虚

主，其次是肝虚证和脾虚证，脏腑复合虚证以肝肾两虚、脾肾

组。林哲章等研究发现 DN 阴虚内热组尿表皮生长因子（EGF）

两虚居多，并且 DN 分型具有以肾虚为中心，相关脏腑阴阳气

含量明显高于正常组，气阴两虚组尿 EGF 明显低于正常组。

血复合虚损的特点。杨霓芝等[8]认为 DN 的 I 期及 II 期以阴虚

尿 EGF 在 DN 中由增高继而转向降低的趋势与 DN 中医证型从

燥热为主，DN 微量蛋白尿期以气阴两虚为主，临床期以脾肾

邪盛阴亏到气阴两伤或阴阳两虚的演变发展过程相吻合，提示

气（阳）虚为主，终末期则以阳衰湿浊痰瘀为主要表现。按肾

EGF 可以作为 DN 由实转虚、由阴虚转阳虚的客观依据。成玉

功能将 DN 分为三期九度，早期（肾功能正常或代偿期）主证

斌等探讨了 DN 肾虚证患者与 ACE 基因多态性的相互关系，

为肝肾气阴虚证、脾肾气阳虚证、阴阳气虚证，中期（肾功能

采用补肾为主进行治疗，并从疗效上推测肾虚证与 ACE 基因

不全失代偿期及肾功能衰竭期）主证为气血阴虚、浊毒内停证、

多态性及其基因表达有关。

气血阳虚、浊毒内停证和气血阴阳俱虚、浊毒内停证，晚期（尿

虽然对 DN 的证候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截至日前为止，

毒症期）证候同中期，只是程度更重，病情更险恶。对 2 型糖

还多为小样本或针对 DN 某一阶段的证治研究，尚缺少对 DN

尿病肾病患者进行调查，结果表明中医本证以气阴两虚证为

全程的病机实质（或病机关键）及中医证候较规范、系统的研

多，中医兼证以血瘀、湿邪致病发生率高；早、中期精尿病肾

究，也未形成统一的辨证“金标准”
，缺乏对临床诊治 DN 的

病出现率高的证型为气阴两虚证，终末期肾病时以阴阳两虚证

指导意义。在临床上我们经常发现，在同样血糖、血压等控制

发生率高，血瘀、湿邪致病则贯穿于病程始终。
3

中医证型与现代医学关系研究

3.1 中医证型与血小板活性及纤溶系统的关系研究

良好的情况下，有的病人患 DM 几年就已合并有 DN，而有的
病人患 DM 几十年却不会合并 DN，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
况，西医可能用基因来解释，而中医方面足否存在病理机制方
面的实质上的差异，而这种实质上的差异很可能成为早期防治

一般认为微血管病变的部分临床表现符合中医血瘀证，有

DN 的突破口。通过古今文献调研、回顾性临床调查以及临床

人报道糖尿病合并血管病变时，血瘀的发生率为 50%以上，DN

流行病学调查和前瞻性临床研究等方法，对 DN 所涉及的证型

同时存在血脂升高。血液流变异常，血液粘稠性增高，而循环

进行合理的数理统计分析，通过理性分析确立基本证型，以便

灌注不足，微血栓形成等，通常被认为是血瘀证微观辨证的重

对糖尿病肾病采取及早的干预治疗，以便从最大程度上减少糖

要指征临床也证实，DN 患者不同程度的存在舌质紫暗瘀黑，

尿病肾病的发生率和发生终末期糖尿病肾病的机会，提高糖尿

肢体麻木，疼痛等血瘀表现。实验室血液黏度增加，毛细血管

病病人的生存质量，减轻患者和社会的经济负担。

血流速度缓慢甚至瘀滞。随后的研究还表明，血小板及纤溶活
性改变是 DN 气虚血瘀证的重要分子学基础，可作为辨证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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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蜈蚣药用历史沿革及其安全性探讨
Discussion on the medicinal history and security of the centipede
车景超
（山东青岛中西医结合医院，山东 青岛，266000）
中图分类号：R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2-0118-03
【摘 要】 目的：对中药蜈蚣的药用历史及其安全性进行探讨。方法：查阅相关文献资料，从古文献对蜈蚣药性认识、临床
毒副作用、现代毒理研究及蜈蚣的安全使用等方面进行总结阐述。结果与结论：中药蜈蚣具有悠久的药用历史，古文献中多见其
有毒的记载，现代毒理学研究表明，蜈蚣具有妊娠毒性、致过敏、肝肾毒性、神经系统毒性等多方面毒性作用。服用不当可引起
过敏反应、肝、肾功能损害、神经系统损害及心肌受损、消化道疾患等不良反应，临床应用过程中应对其引起足够的重视。
【关键词】 蜈蚣；药用历史；安全性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medicinal history and security of the centipede. Methods: Consulted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summarized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anci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centipede’s medicine properties, clinical toxic effects, modern
toxicology studies, and the safe usage of the centipede, etc. Results and Conclusions: Centipede a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s a long
history. Its toxic recorded is more common in ancient literature. Modern toxicology studies show that the centipede has pregnant toxicity,
anaphylactic reaction，liver and kidney toxicity, nervous system toxicity and many other toxic effects. Improper use can cause allergic
reactions, liver and kidney damage, nervous system and myocardial damage, gastrointestinal diseases and other adverse reactions. It should
be caused enough attention in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Centipede; Medical history; Securit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71
蜈蚣应用于临床，既可单味使用，也可配入复方，一般多

中药蜈蚣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具有息风镇痉、通络止
[1]

痛、攻毒散结的功能，《中国药典》 记载蜈蚣可用于治疗小

配入复方；既可用于汤剂，也可做为散剂，散剂之效果优于汤

儿惊风、抽搐、中风、破伤风、风湿顽痹、疮疡、瘰疬、毒蛇

剂；既可做外敷用，也可内服，一般多外用。《本草纲目·卷

咬伤。蜈蚣全虫含两种似蜂毒的有毒成分，即组胺样物质及溶

四十二·蜈蚣》引《枕中方》配以茶叶共为细末，敷治瘰疬溃

血性蛋白质，使用不当可引起不良反应，蜈蚣同时也是通心络

烂。引《海上方》用本品和盐浸油，取油擦小儿秃疮。《神农

胶囊、散风活络丸、中风回春片等中成药的组成成分，在成方

本草经》：味辛，温。主鬼疰蛊毒，啖诸蛇虫鱼毒，杀鬼物老

制剂中有着独特的药效，因此对于本品的有效性及安全性值得

精，温疟，去三虫。《名医别录》：有毒。疗心腹寒热结聚，

商榷。本文将就中药蜈蚣的古代文献资料和现代研究进展进行

堕胎，去恶血。《抱朴子》：末，以治蛇疮。《日华子本草》：

总结，对其药用历史及其安全性进行探讨。

治颓癣。蛇毒。《拔萃方》：不二散，以本品同雄黄配伍，外

1

药用历史沿革
我国古籍中早就有“蜈蚣”的记载，蜈蚣最早叫“吴公”，

敷恶疮肿毒。《纲目》：治小儿惊厥风搐，脐风口噤，丹毒，
秃疮，瘰疠，便毒，痔漏，蛇伤。《本草述》：治疠风。《玉
揪药解》：味辛，微温。拔脓消肿。《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

南梁陶弘景《名医别录》云：“蜈蚣生太吴川谷及江南，头足

诀·卷七十五》：蜈蚣星风散，是以本品为主药，配合南星、

赤者良”；陶弘景又在《本草经集注》中提到：“恶用药及积

防风等同用。治癫痫抽搐，火盛者配黄连、龙胆草；痰多者与

聚用药均作吴公，证明为古写，虫旁为俗字，后世所加”。明

天竺黄、贝母同用。治风邪中经络之口眼斜，以蜈蚣配白附

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进一步阐述：
“蜈蚣西南处处有之”。

子、防风、僵蚕，或配半夏、南星、白芷内服，以祛风化痰定

此外，蜈蚣的异名还有“刀还虫”、“百足”、“天龙”、“百

搐。《新方》结核散，配合全蝎、土鳖，共研细末服，治骨结

脚”、“百足虫”、“千脚虫”、“鱼公”、“雷松虫”、“雷

核。《经验方》瘰疬散，即以本品配全蝎、鹿角粉、胡桃仁等

公虫”、“嗷高姆”、“钱串子”等。我国蜈蚣品种较多，分

共为末，黄酒送服，4 天后用羊蹄根，水煎去渣，打入鸡子 1

布广泛。少棘蜈蚣（Scolop endra subsp inipesmultilans L.Koch）

枚，1 次服食，治颈淋巴结。《医学衷中参西录》记载：“蜈

分布于江、浙、鄂、湘、川等地；多棘蜈蚣（S.multidens Newport）

蚣，走窜之力最速，内而脏腑，外而经络，凡气血凝聚之处皆

为地方用品种，《中国药用动物志》及《广西药用动物》收载，

能开之，性有微毒，而转善解毒，凡一切疮疡诸毒皆能消之。

分布在桂、粤、鄂等地；黑头蜈蚣（S.negrocapitis Zhanget

其性尤善搜风，内治肝风萌动，癫痫眩晕，抽掣瘛疚，小儿脐

Wang）、墨江蜈蚣（S.mojiangica Zhanget Chi）分布在滇，《云

风，外治经络中风，口眼歪斜，手足麻木。为其性能制蛇，故

南省药品标准》收载；其它几种为模棘蜈蚣（S.srbspinipes

能治蛇症及蛇咬中毒。外敷治疮甲（俗称鸡眼）。用时宜带头

Leach），分布台、川，哈氏蜈蚣（S.dehaani Brandat）分布两

足；去之则力减，且其性原无大毒，故不妨全用也。”

广，马氏蜈蚣（S.mazbii Gravely）分布西藏。2010 版《中国药
典》[1]（一部）规定，蜈蚣的正品来源为蜈蚣科动物少棘蜈蚣
（Scolopendra subspinipes mutilans L.Koch）的干燥体。

2

临床毒副作用

2.1 过敏反应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JCM 中医临床研究 2013 年第 5 卷 第 12 期

-119-

吴玉[2]报道 1 例患者服用的中药处方中含蜈蚣 3g，
服用 24h

异位妊娠时，应减少剂量，低剂量对异位妊娠的作用明显。戴

后，四肢出现散在红色皮疹、瘙痒，继而遍及全身，逐渐融合

峻[13]研究宫外孕 II 号方加味蜈蚣保守治疗异位妊娠的副作用

[3]

成片，呈斑片状，疑是对异性蛋白过敏体质。尤菊松 报道 1

最小且杀胚作用最佳的剂量为 6g，能明显缩短异位妊娠保守治

例患者服用炙蜈蚣粉后，颜面及颈部出现黄豆大小丘疹，瘙痒，

疗的时间。

口腔粘膜有粟粒大小溃疡，咽痛。余圣龙[4]报道 1 例患者服生

3.2 蜈蚣咬伤致过敏反应
蜈蚣毒液呈酸性，含有类似蜂毒的有毒成分，即组胺样物质

蜈蚣粉（去头足），1g/次，2 次/d，腹部及下肢起红疹，瘙痒，
病情加重后全身起粟粒状红疹，以下腹部及下肢内侧为甚，经

和溶血蛋白质，此外尚含有酪氨酸、蚁酸、脂肪油、胆固醇等。

诊断为过敏性皮疹。陈昕[5]报道 1 例有吃鱼过敏史的患者服用

蜈蚣咬伤后伤口局部出现红肿、疼痛、淋巴管炎、组织坏死，严

含蜈蚣 2g 中药 1 剂后表现为典型的组织胺样反应，感恶心呕

重者可发生横纹肌溶解、甚至急性肾衰竭。全身症状可有发热、

吐，口唇肿胀，鼻部分泌物流出，呼吸困难，经抗过敏治疗后

头晕、头痛、恶心、呕吐、呼吸障碍、全身麻木、痉挛谵语、甚

症状消失，诊断为异种蛋白过敏，后用蜈蚣煎液在患者右前臂

至昏迷；偶有过敏性休克[14-15]，严重者可诱发心肌梗死[16-17]。而

做涂斑试验，呈阳性反应，证实过敏由蜈蚣引起。

引起过敏性休克的原因可能主要是组胺样物质作用于微血管，引

2.2 肝脏毒性作用

起微血管的痉挛、扩张、血浆渗出等，导致微循环障碍[18]。

[6]

伍玉元 报道，一肝功能正常患者自购蜈蚣治疗神经性皮

3.3 肝肾毒性作用

炎，以 10 条蜈蚣（含头足）研粉，2d 分 4 次冲服，服后出现

蜈蚣含有的组织胺样物质及溶血蛋白质，可引起溶血作用

黄疸，肝功能异常；另一患者因坐骨神经痛以蜈蚣 15 条（含

及过敏反应，对肾脏及肝脏造成损伤[19]。赵鹏俊[8]在对服用蜈

头足）研粉，分 3d 6 次与药酒兑服，服后 2d 内出现黄疸，肝

蚣导致肾功能衰竭死亡的分析中认为，蜈蚣中溶血蛋白质的溶

功能异常，诊断为药物性肝功能损害。张志敏[7]报道，一腰腿

血作用可直接引起急性肾皮质坏死，造成急性肾小管损伤，而

痛患者服用蜈蚣 20 条（大者，含头足），薪蛇 10g，全蝎 1g，

所含组织胺样物质能使平滑肌痉挛，毛细血管扩张及通透性增

研末分 7 次服，1 次/d。患者服用 5d 后，引起中毒性肝炎。

加，同时还有致敏作用，因此对急性肾功能衰竭的发生、发展

2.3 肾脏毒性作用

及全身广泛性出血均起到了促进作用。

赵鹏俊[8]报告 1 例服蜈蚣粉致死病例。患者因腰痛服用蜈

3.4 神经系统毒性作用

蚣，2 条/d，研末分早晚服；服 4 条后出现尿少，腰痛加剧，

Bucherl[20] 通过毒性实验发现用药后动物的中毒症状为不

停药第 4d 后出现呕吐，眼睑浮肿等，经利尿、纠正酸中毒及

安、呼吸加快、惊厥、呼吸衰竭，最后死亡，认为死亡原因是

电解质紊乱，少量多次输血，先后 3 次血液透析等抢救无效死

呼吸中枢麻痹，从而推测蜈蚣毒属于神经毒。汪猷[21]用蜈蚣粗

亡，诊断为服用蜈蚣粉引起急性肾功能衰竭。

毒腹腔注射小鼠也得到了极为相似的结果。Rates[22]用蜈蚣粗毒

2.4 神经系统中毒反应

对家蝇进行腹部注射，能使家蝇致死，在稀释 10 万倍（1μL

[9]

肖贻纯 报道 1 例患者自服蜈蚣、全蝎（蜈蚣 0.2g，全蝎
0.4g，研末冲服，1 次/d）治疣状癌者，服 5d 后出现神经性病
变，切除肿瘤后症状仍未消失；1 周后又服五虫散，每次口服
蜈蚣粉 0.3g，服用 2 次后患者夜间发生两腿挛急抽筋，颈部阵
发性角弓反张，鼻音重，左耳听力下降，左眼开合障碍，喝水

的注入量），也可以立刻使家蝇中毒，在注射此毒素之后家蝇
立刻出现腿和翅膀麻痹的症状。
4

蜈蚣的安全使用

4.1 蜈蚣的用法用量

时卷舌，呛水，似有舌、舌咽、三叉、瞪眼、面听等多条神经

历代医家用蜈蚣治病，均取其“以毒攻毒”之意，但用量

不同程度的病理改变。经查排除癌肿转移等因素影响，确诊为

要准确，不宜过大，否则易引起中毒。2010 年版《中国药典》[1]

蜈蚣、全蝎中毒，尤其是蜈蚣中毒造成的神经肌肉病变；服药

（一部）规定，蜈蚣的成人日用量为煎服 3～5g，研末冲服 0.6～

解蜈蚣毒后诸症缓解。

1g，外用适量。使用注意：本品有毒，用量不宜过大，孕妇忌

2.5 心肌受损、消化道疾患

用。蜈蚣临床应用中常以条数来计量，蜈蚣的重量与市场商品

报道 1 例神经麻痹患者服用每剂含蜈蚣 4～5 条

规格直接相关，规格越大，相对越重；相同规格的蜈蚣，有一

的中药，1 剂/d，用药 35d，累计服蜈蚣 150 余条之后，出现心

定的重量差异，蜈蚣大小不一，易造成超量服用。临床实践中

悸、胸闷、气短，经检查发现频发室性早搏、十二指肠溃疡。

应按照国家药典规定的以克为计量单位，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

[10]

郭志达

3

现代毒理学研究

3.1 妊娠毒性作用

保障用药安全和临床疗效。
4.2 蜈蚣的使用注意
蜈蚣的毒性主要存在于活体中，药材蜈蚣加工后活体所含

《中药大辞典》记载：蜈蚣为“息风止痉、通络散结；孕

的毒性成分含量会大大降低。有的患者用生蜈蚣粉后出现过敏

妇忌服”之品。2010 年版《中国药典》（一部）规定，蜈蚣有

反应，而将蜈蚣文火焙至黑褐色再服，则不再过敏，说明炮炙

毒，其用法与用量为：3～5g，孕妇禁用。毛小平[11]通过实验

可减弱毒性。但由于毒性物质仍然存在，服用后则会不同程度

发现，蜈蚣可使小白鼠怀孕率降低，致畸率升高，并出现个别

地影响人体，服用药材蜈蚣引起的不良反应包括过敏反应、肝、

动物死亡。蜈蚣虽属妊娠禁忌药，但也可用于孕妇治疗异位妊

肾功能损害、神经系统损害及心肌受损、消化道疾患。临床应

[12]

娠。徐敏

研究发现，蜈蚣汤可以降低小鼠早期妊娠的孕酮含

量，且存在一定的量-效关系，提示临床中使用蜈蚣汤保守治疗

用时应注意患者的体质，充分考虑个体差异，尤其是患者的肝、
（下转 1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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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治疗中风后肩关节半脱位及推拿机理探讨
Discussion on the effect of TCM in treating post-stroke GHS and massage
mechanism
叶 斌 1 白玉龙 2 孙莉敏 2 于健君 2 徐 卿 1 南向亮 1 周 磊 1 孙伯平 1
（1.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永和分院，上海，200436；2.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上海，20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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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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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风后肩关节半脱位是脑卒中患者常见并发症，可不同程度影响患侧上肢功能的恢复，传统中医中药对于本症具
有一定疗效。本文就中医对卒中后肩关节半脱位的治疗方法及推拿的作用机理作一综述。
【关键词】 中风；肩关节半脱位；中医；推拿
【Abstract】 Glenohumeral subluxation (GHS) is a common complication after stroke, which may restrict the upper-limb functional
recovery in various degrees. Nowadays, TCM have certain therapeutic effects in treating GHS after stroke. The present summarized the
Chinese medical approaches for treating post-stroke GHS and the massage mechanism.
【Keywords】 Stroke; Glenohumeral subluxation; Chinese medicine; Massag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2.072
中风后肩关节半脱位（Glenohumeral subluxation，GHS）是

加康复及针灸治疗 1 个月，电针局部取穴：肩髃、肩髎、臂臑、

中风患者的常见并发症，如果治疗不当或不及时，会影响患者

天宗，远端取穴：曲池、合谷；施灸则对准肩髃、肩髎、臂臑、

上肢功能的恢复，也是引起肩痛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医方法治

天宗穴。经相应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疗效较对照组有明显改善，

疗本症屡有报道，现就其治疗方法及推拿的作用机理作一综述。
1

观察组 VAS 评分、简化 Fud-meyer 评分、BI 评分等均显著优
于对照组。孙永 [6] 应用针刺结合康复手法治疗脑卒中后患者

治疗方法

GHS，其中针灸取穴：肩井、天髎、天宗、肩髃、臂臑、肩髎、

1.1 针灸治疗

臑会。结果显示电针透刺辅助康复疗法可有效提高肩关节周围

从临床报道来看，目前对于中风后 GHS 主要采用促通技

各关键肌肌力，稳固肩胛骨、缓解肩痛，从而有效治疗脑卒中

术。常规的康复训练以及传统针刺按摩作为主要治疗手段，有

后 GHS，降低致残率，提高患者生活质量。ChenCH 等[7]亦报

的配合低频、中频、超声、脉冲、磁疗等物理因子进行治疗，

道了电针疗法可作为中风后 GHS 有效的辅助治疗。卒中后

这些治疗的效果是肯定的，但针灸治疗以其有效、便利、价廉

GHS 属于中医痹证范畴，电针采用疏密波交替作用，缓解肌肉

而得以成为传统疗法在偏瘫患者康复治疗中运用最广泛的方

疼痛同时可引起肌肉收缩；灸法则起到补虚同脱的作用。阳明

法之一。针灸治疗 GHS 的有效性表现在镇痛、止痉、增强肌

经多气多血，故针灸循阳明经透刺肩髃、臂臑可疏经活络，濡

力、促进神经的感觉和运动的传导速度等方面。常用的针灸疗

养筋脉。阳明经气血通畅，则正气旺盛，筋脉得以濡养。此外，

法主要有：①电针：以手阳明大肠经为主，辨证治疗，局部取

肩井属足少阳胆经，天髎、天宗属手太阳小肠经，肩髎、臑会为

穴配合远道取穴。②头针：主要在顶区、顶前区取穴进行针刺，

手少阳三焦经，诸穴位于斜方肌上缘、冈上肌、冈下肌、三角肌

能通过扩张脑血管，改善微循环，激发大脑皮层功能区的生理

位置，采用透刺法 1 针可以贯通 2 经或数经，能加强邻近经脉的

功能及增强中枢外周传导功能等方面，直接调整脑卒中患者机

沟通，增强刺激量，使针感易于传导，从而达到有效疏通经络、

能状态[1]。头穴丛刺法是针灸专家于致顺教授所创于氏头针法

调和气血、濡养筋骨之目的[8]。我国学者分别从针刺、推拿、穴

之一，即在相应的刺激区采用丛刺、长留针、间断捻转的方法，

位注射和综合疗法4 方面论述了近10 年针灸与推拿治疗卒中后肩

可提高疗效。孟昭亮等[2]将 60 例卒中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

关节半脱位的概况，通过分析、对比各种疗法的临床疗效，认为

照组，两组均进行康复训练并应用神经网络仪，观察组增加头

针灸配合康复疗法治疗卒中后肩关节半脱位疗效满意[9]。

穴丛刺疗法，结果显示两组治疗前后均有显著疗效，且头穴丛

1.2 推拿疗法

刺结合神经网络重建仪对卒中偏瘫肩关节半脱位具有更好的

与针灸治疗相比，推拿手法操作相对简单，患者依从性好，

疗效（P<0.05）
。赵一宇等[3]应用头针配合康复手法治疗偏瘫肩

起效较快，可有效缓解疼痛，且能防止局部肌肉的萎缩，降低

关节半脱位，总有效率达 100%，而单纯应用康复手法治疗组

肩关节半脱位的发生率，受到广大中医工作者及患者的青睐。

有效率仅 81.4%，有显著差异。现代头针研究表明，头穴针刺

陈敏生[10]等采用推拿配合运动疗法治疗包括 GHS 的肩部功能

[4]

后较针刺前相应的肌电幅度有明显增高 ，通过头针刺激相应

障碍，主要手法有滚法、揉法、拿法等，具体操作方法包括松

的功能区配合康复手法治疗能尽快提高肌张力及肌力，促进主

解放松法、解痉止痛法和运动关节法，平均治疗 23 次，有效

动运动的尽早出现。除头针外，患肢局部的电针治疗亦多有报

率为 85.7%，显著优于单纯运动疗法。王诗忠等[11]将针刺夹脊

[5]

道。张海燕 将 56 例脑卒中 GHS 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 28 例和

穴配合推拿应用于治疗偏瘫患者的患侧上肢。针刺夹脊穴留针

对照组 28 例，2 组患者均采用神经科常规药物治疗，观察组增

同时，配合一指禅推法：一手托患者肘部使患肢处良肢位，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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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循经推揉肩髃、肩贞、臂臑、曲池、手三里、合谷等穴，

维持肩关节的活动功能；在肌肉痉挛期，可使痉挛的肌肉张力

重点推揉冈上肌和三角肌后部，以患者舒适、患肢微热为度，

得到控制，肩关节疼痛得到缓解，使肩关节脱位和肩部肌肉萎

30min 后起针。2 个月后疗效评定显示，针刺夹脊穴配合推拿治

缩的症状得到改善，缩短了偏瘫后肢体功能恢复的时间[10]。

[12]

疗偏瘫后肩关节半脱位优于传统康复疗法。万子超

通过取穴

推拿治疗手法多样，常用的点穴推拿主要是以运用点按穴

天鼎、缺盆、肩井、天宗、肩中、臂臑、极泉、曲池、合谷等，

位为主的推拿治疗方法，具有疏经通络、行气活血的功效。滚

应用一指禅、推、点、按、拿、摇、搓、抖等手法治疗中风后

法的主要作用是舒筋活血、滑利关节、缓解肌肉、韧带痉挛、

肩关节半脱位，总有效率达 100%，其中痊愈 33.9%，显效 62.5%，

增强其活动能力、促进血液循环及消除肌肉疲劳等[19]。郭氏等

[13]

好转 3.6%。刘路明等

采用分期推拿治疗伴有 GHS 的中风后肩

[20]

认为滚法主要通过抑制局部 α 运动神经元的作用，使肌张力

关节功能障碍，初期用一指禅推法、揉法、摩法等，中期以滚

降低，缓解了肌肉痉挛。王氏等[11]采用的一指禅推法循经取穴，

法、抖法结合中药热疗，后期以中药滋补肝肾、温经通络并施

手法作用于局部有疏经通络、行气活血、理筋正骨、散结止痛、

以按摩推拿、小针刀疗法，治疗后肩关节活动度明显改善。

滑利关节的功效，可缓解肌痉挛，减轻对神经的刺激，恢复局

1.3 其他治疗

部解剖关系和力学平衡，增强冈上肌、三角肌肌力，可以使患

除了以上所述针灸与推拿疗法外，传统中医中药尚有很多
治疗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如砭石所具有特殊理化特性使得砭石

者安全有效无痛苦地恢复肩关节功能。
2.2 缓解疼痛

疗法兼有针、灸、推拿的作用，可以起到内服外治的功效。庄

卒中后肩痛可导致上肢主动活动减少，阻碍了功能恢复和

平等[14]交替使用砭石温法、叩法、刮法、滚法和刺法，配合肩

整体康复进程。临床实践证明单纯康复治疗虽然可以减轻肩痛

关节功能训练治疗 GHS 引起的肩痛，10 次 1 个疗程，2 个疗

的发作程度，但其过程较长，严重延迟了病人患肢的恢复，常

程后总有效率达到 96%。又如针刀所特有的针灸针的反复刺激

常因此错过最佳恢复时机。所以缓解疼痛、改善因疼痛造成的

作用可替代运动疗法诱发牵张反射，可缓解局部软组织因机械

对患者康复过程中的负面影响是临床治疗研究的重点。

性摩擦和挤压损伤所致的疼痛，提高了局部肌张力及活动性。
[15]

偏瘫肩痛发病的确切机理目前尚不完全清楚，但一般认为

用针刀疗法治疗 GHS 所致肩痛也取得了疗效。此外

与肩关节半脱位、肩关节周围肌肉的松弛、肩手综合征及软组

中药组方对治疗中风后 GHS 的功效亦不容忽视。黄氏[16]以威

织损伤等因素关系密切。且常常是以上多种因素互为因果、相

灵仙等十余味中药组方熏洗，配合现代运动疗法，治疗前后采

互叠加的结果。中医认为偏瘫肩痛的病机在于脉络瘀阻，不通

用 UCLA、ADL 等量表评分，平均治疗 30 次后，与单纯使用

则痛。故而在肩部常见痛点及穴位，如肩胛骨的脊柱缘内上角、

窦育红

[17]

运动疗法的对照组相比，有显著差异；石青

用田三七等近二

中点、内下角、大圆肌肌腹、肩峰下痛点及喙突处痛点等处，

十味中药制成中药封包治疗本病，治疗组在 VAS 评分、肩关

采用按、揉、滚等手法予以推拿治疗，可改善肌肉的营养代谢、

节运动功能、神经功能缺损程度等方面，与对照组相比，有明

缓解肌肉痉挛，纠正异常的解剖位置，松解组织粘连，滑利关

显疗效（P<0.01）。汪永坚[18]采用经脉穴位治疗仪，选肩髃、

节，促进血液循环及淋巴循环，促进炎性介质及代谢产物的消

肩廖、臂臑、肩贞 4 穴，1 次/d，20min/次，15 次为 1 个疗程，

散、吸收，疏通经络、活血化瘀，从而达到“通则不痛”的目

2 个疗程后发现，此法对于肌张力的改善非常明显，并认为低

的[21]。现代医学证明，推拿手法可以加速体内致痛物质 5-羟色

频脉冲经脉治疗仪不仅具有低频脉冲电流的作用，可兴奋运动

胺的破坏，使损伤处及周边的血液循环加快 4～5 倍，淋巴循

神经和肌肉，改善神经系统的功能，同时还可以通过特制的吸

环加快 7 倍，明显提高血清中镇痛因子内啡肽的含量，利于偏

引泵对肩关节周围的穴位进行按摩，具有较好的疗效。

瘫肿胀肩手部的消炎祛肿止痛[22]。

从以上可以看出，中医方法对于 GHS 的治疗具有较为显著的

行推拿手法宜轻柔，速度宜缓，活动幅度不宜过大，在鼓

疗效，在临床上的应用也比较多，但是目前主要与其它方法如

励患者自主运动的同时给予适当的辅助力，以持续的向上、向

电刺激、功能训练等配合治疗，单纯的中医治疗并不多见，特

外和向前方的牵拉作用来提高和协调肩周围肌肉的肌力和张

别是推拿方法使用并不广泛，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推拿的作

力，同时需注意辨证取穴，兴奋瘫痪肌群，注意协调及平衡主

用机理作一探讨，为今后的临床研究提供参考。

动肌与拮抗肌的张力，控制痉挛模式，建立正常运动模式[23]。

2

推拿的作用机理
中风后 GHS 按照其病情结果，主要是患肩疼痛和肌力下

由上可见，推拿治疗可使局部肌肉萎缩的症状得以康复，
改善痉挛肌的肌张力；同时减轻肩痛程度和发作频率，缩短病
程，帮助患侧肩关节、上肢活动功能的恢复，从而对卒中后

降，以下就推拿对于改善肌力和镇痛作用进行初步总结。

GHS 起到较好的预防及治疗作用。因此传统的推拿可作为中风

2.1 改善肌力

后肩关节半脱位一很好的康复治疗方法，有助于患者早日恢复

中风后，患侧臂丛神经功能丧失，维持肱盂关节完整性的
肌肉（尤其是冈上肌和三角肌）软瘫；之后随着痉挛状态的产
生及患肢自身重力作用加重了肩关节周围的牵拉而致患侧肩

正常运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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