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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制剂固肾片治疗儿童肾病综合征疗效及
免疫功能状态的临床分析
The research of clinical effect on Gushen tablet on treating nephrotic synd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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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中药制剂固肾片减少儿童肾病综合征的临床疗效以及对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为此类患者的治疗提供
临床依据。方法：选择我院 2009 年 12 月～2012 年 9 月入院接受治疗的 60 例符合中西医肾病综合征诊断标准的患儿作为研究对
象，按照随机分组原则将所有患儿分为治疗组 30 例与对照组 30 例，两组患儿均接受激素诱导缓解后，治疗组在上述基础上每日
加服用固肾片，对照组加服用左旋咪唑，治疗 2 个疗程即 6 个月后，使用流式细胞仪检测血清中 T 细胞亚群 CD3、CD4、CD8、
CD4/CD8 细胞水平，免疫分析仪测定免疫球蛋白水平，并随访 3 个月内感染率，反复或复发率。结果：两组治疗前血清 T 细胞亚
群和免疫球蛋白水平无显著差异性，治疗 2 个疗程后，两组患儿的血清 T 细胞亚群水平比较，对照组的 T 细胞亚群水平明显低于
治疗组，IgG、IgA、IgM 也明显低于治疗组，组间差异明显（P<0.05）同时临床疗效评价显示，3 个月内感染率、反复或复发率
治疗组明显低于对照组，治疗组感染控制时间明显少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显著（P<0.05）
。结论：中药制剂固肾片针对儿童肾
病综合征具有保护患儿免疫功能，降低和预防感染的作用。可以调节免疫功能，并能够通过有效降低抑制性 T 细胞水平而提高治
疗效果，减少和预防肾病综合征的反复发作，说明是治疗儿童肾病综合征重要的辅助措施，值得进一步推广使用。
【关键词】 儿童肾病综合征；免疫功能；中医治疗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Gushen tablet on treating children with nephritic syndrome, it was a clinical
basis for the patients. Methods: To choose 60 patients in accordance with nephrotic syndrome diagnostic criteria of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from December 2009 to September 2012 in our hospital. All of them were divided into treated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each of them was
30 patients. Two groups of children were accept hormone induced remission, treated group was taking Gushen tablet based on the daily, the
control group was taking levamisole, after 6 months, using flow cytometers instrument detection serum T cell subsets CD3, CD4, CD8 and
CD4/CD8, cell level, immunity analyzer measurement immune globulin level, and follow-up of 3 months, repeated or recurrence rates.
Results: The serum T cell subsets and immune globulin level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wo groups, after 2 course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TCM medicine Gushen tablet i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treating children
nephrotic syndrome with the protection of children immune function, it worths a wide application.
【Keywords】 Children nephritic syndrome; Immune function; TCM treatmen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01
儿童原发性肾病综合征的发病原因目前尚不清楚，相关报
[1]

血液系统而肾病综合征，过敏体质者，出血倾向者。根据统计

道分析其与免疫功能的紊乱有重要关系 ，我们选择强中药固

学处理，两组患儿的年龄、性别、患病时间等基线资料差异比

肾片治疗儿童肾病综合征，并观察了患儿治疗前后细胞及体液

较无显著性，组间具有可比性（P>0.05）
。

免疫的变化，以期明确其治疗此类疾病的机理，现将具体内容

1.2 方法

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 2009 年 12 月～2012 年 9 月入院接受治疗的 60
例临床诊断结果为原发性肾病综合征的患儿作为研究对象，按
照随机分组原则将所有患儿分为治疗组 30 例与对照组 30 例。

两组患儿均接受激素诱导缓解后，治疗组在上述基础上每
日加服用固肾片，服用方法为 7 岁 4～5 片，3 次/d 口服，3 个
月为 1 个疗程，观察 2 个疗程；对照组缓解后加服用左旋咪唑，
每日口服 2.5mg/kg，口服 3d 停用 2d，两组均治疗 2 个疗程即
6 个月。
1.3 检测内容
使用流式细胞仪检测血清中 T 细胞亚群 CD3，CD4，CD8，

入选标准：参照 1981 年全国儿童肾脏病研究协会关于儿童肾

CD4/CD8 细胞水平，免疫分析仪测定免疫球蛋白水平，并随访

病综合征的临床诊断标准[2]。治疗组中男 15 例，女性 15 例，

3 个月内感染率，反复或复发率。

年龄 5～8 岁，平均年龄（6.3±1.4）岁；对照组中男 22 例，

疗效评定标准，以 3 个月内临床消失，尿蛋白转阴为肾病

女性 8 例，年龄 2～8 岁，平均年龄（6.1±1.9）岁。所有患儿

缓解，3 个月内感染率，感染后控制天数，3 个月内反复或复

均排除合并有严重肝肾损害疾病，排除因内分泌，免疫系统，

发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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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统计学方法
将所得数据结果采用 SPSS 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其中计
量资料包括患儿的细胞免疫，体液免疫细胞水平采用均数±标

结

果

2.1 治疗前后两组患儿 T 淋巴细胞群及体液免疫水平的变化
两组患儿 T 淋巴细胞群及体液免疫水平症于治疗前两组

准差表示，组间比较使用 t 检验，计数资料包括反复率，复发

比较无显著差异性，治疗组治疗后细胞免疫，体液免疫水平均

率采用%表示，组间比较使用卡方检验，当 P<0.05 时为两组差

显著上升，明显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显著（P<0.05），

异具有显著性。

具体见表 1、表 2。

表 1 治疗后两组患者症细胞免疫检测结果对比
组别

例数

CD3

CD4

CD8

CD4/CD8

治疗组

30

60.5±9.4

33.6±6.8

29.8±7.7

1.35±0.61

对照组

30

52.2±8.9

29.0±4.3

21.4±3.9

1.05±0.2

t

4.394

6.450

8.590

1.401

P

<0.05

<0.05

<0.05

<0.05

表 2 治疗后两组患者的体液免疫指标变化比较
组别

例数

IgG（g/L）

治疗组

30

11.5±8.4

1.58±0.25

2.58±0.25

对照组

30

7.2±5.0

1.12±0.49

1.92±0.84

t

12.491

1.959

1.952

P

0.000

0.01

0.02

2.2 两组患儿临床治疗效果比较

IgA（g/L）

IgM（g/L）

的脾肾亏虚，因此导致湿浊潴留水肿，经气血行不畅导致病情

临床疗效评价显示，3 个月内感染率、反复或复发率治疗

反复发作，迁延不愈，因此补肾健脾是治疗此类疾病最根本所

组明显低于对照组，治疗组感染控制时间明显少于对照组，两

在。而重要固肾片的功效即以滋阴补肾健脾为主，同时现代药

组比较差异显著，P<0.05。具体数据见表 3。

理学证明了固肾片中的大黄，水蛭均具有明显的免疫活性，促

表 3 两组患儿 3 个月内感染率复发率，感染控制时间比较
组别

感染率（%）

复发率（%）

感染控制时间（D）

治疗组

10*

6.7

5.7±1.5*

对照组

23.3

30

8.6±2.3

注：*表示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

论

儿童肾病综合征是临床常见，多发疾病，治疗目前国内外
仍以糖皮质激素为首选，大多数患儿对激素较为敏感，但复发
率高，据统计接受激素治疗的患儿频复发率为 25%左右[3]，引
起了医学界较高的关注，主要认为感染是引发复发的主要原
因，其次是免疫功能的低下。相关研究表明原发性肾病综合征
的患儿多数存在 T 淋巴细胞释放的紊乱及细胞因子异常。由于
患儿体液免疫功能的低下，细胞免疫功能的紊乱会造成大量蛋
白尿形成，会导致患儿营养不良，水肿局部血液循环障碍，影
响免疫调节功能及淋巴功能的改变。另外激素的使用会抑制机
体免疫功能，相应得导致在肾病综合征的整个发病过程中，感
染都有可能随时发生。
中药制剂固肾片是以温养脾胃的鹿角，龟甲，淫羊藿伍加
清热解郁的生地黄[4]，大黄水蛭配制而成，经过临床治疗与观
察具有较好的滋阴补肾功效。在相应的临床报道中发现，在儿

进机体抗体生成，增强体液免疫功效，并能够减少激素引起的
免疫组织减弱，具有纠正细胞免疫功能紊乱，增强体液免疫功
能的作用。
本研究显示，治疗组患儿治疗后细胞免疫，体液免疫水平
明显增高，随这免疫功能的改善及恢复，其继发感染率，复发
率均较对照组显著下降。说明中药固肾片对于儿童肾病综合征
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可以做进一步研究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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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肾病综合征的患儿中肺脾气虚的患儿占 47%，气阴两虚的患
儿占 36%。且中医认为频繁发作的肾病综合征根本原因是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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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内服结合针灸治疗骨质疏松症的临床研究
Clinical effect on treating osteoporosis by
oral TCM medicines plus acupun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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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左归丸和独活寄生汤加减结合针灸治疗骨质疏松症的临床疗效。方法：从本院门诊招募 120 例患者，
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60 例，观察组采用左归丸和独活寄生汤加减结合针灸治疗，对照组口服钙尔奇 D 片和阿法骨化醇片
治疗，治疗 3 个月后观察治疗前后中医症候评分及临床疗效。结果：两组治疗后中医症候评分比治疗前显著改善，均取到一定的
疗效，中医症候评分观察组优于对照组（P<0.01）
。结论：左归丸和独活寄生汤加减结合针灸治疗骨质疏松症为临床一有效治疗方
法，值得推广。
【关键词】 左归丸；独活寄生汤；骨质疏松症；针灸；临床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clinical effects of modified Zuogui pills and Duhuo Jisheng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acupuncture
on treating the osteoporosis. Methods: 120 patients from our hospital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2 groups, 60 for each;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the modified Zuogui pills and Duhuo Jisheng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acupuncture,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the oral caltrate D tablets and alfacalcidol tablets therapy, comparing clinical results after 3 months. Results: The TCM syndrome score
after treatment is improved in both two groups,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is higher (P<0.01). Conclusion: The modified Zuogui pills and
Duhuo Jisheng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acupuncturek was effective in treating the osteoporosis, worthy of a wide application.
【Keywords】 Zuogui pills; Duhuo Jisheng decoction; Osteoporosis; Acupuncture; Clinical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02
骨质疏松症为临床内科常见疾病之一，是以骨胶原纤维和
粘多糖蛋白减少，导致骨组织中骨密度下降，骨质脆性增高，

两组年龄、性别、病程、病情无显著性统计学差异，具有可比
性（P>0.05）
。

骨折风险性增高，骨显微结构退行性病变的一种慢性顽固性全

骨密度诊断标准参照 1994 年 WHO 制定的[5]，用同性别骨

身性的疾病，主要表现为老年人全身性或局部性的骨痛、腰背

量峰值减去所测得的骨密度值来衡量，小于 1 个标准差为正常

酸痛、下肢抽搐、全身乏力等，影像学检查显示骨密度减少、

骨量范围；小于 1～2.5 个标准差为骨量减低；小于 2.5 个标准差

骨结构变形等[1-2]。据 2004 年前的综述显示，全球骨质疏松症

为骨质疏松症。中医诊断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6]，

患病人数超过 2 亿，发病率据常见病中居第六位[3]，我国部分

主症：周身骨痛，腰背酸软疼痛，常易抽筋，下肢萎软，不能

地区患病率达到 12.4%[4]。目前对该病的治疗主要是现代采用

持重，多汗。次症：腰膝酸软，头晕眼花，或视物昏花，发脱，

减少骨吸收、促进骨形成和骨矿化的药物，虽然对骨质疏松症

齿摇，耳聋耳鸣，小便清长或夜尿频，舌质淡，苔白，脉沉细

的某阶段症状有很好的疗效，但是也未能有效治疗该病，特别

无力。

是副作用、疗效不稳定性给很多患者带来了巨大困扰。传统中

凡属于以下情况均排除，有明确严重的原发疾病，除外甲

医药对该病治疗有疗效明确，副作用少越来越受到患者的欢

状腺功能亢进症、风湿病、肾性、营养性、血液性、药物、失

迎，然而面对琳琅满目的中医药传统方法，本研究者采用左归

用型、先天性所致的骨质疏松症；长期服用其他有关药物，不

丸和独活寄生汤加减结合针灸的方法治疗该病，取得满意疗

能立即停用；晚期畸形、残废、丧失劳动力；过敏体质及对多

效，报道如下。

种药物过敏者；合并有心、脑、肝、肾脏衰竭和造血系统等严
重疾病患者；在 4 周内参加或正在参加其他临床研究者。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所有骨质疏松症患者均来自于 2007 年 6 月～2011 年 6 月

1.2 治疗方法
观察组采用中药左归丸和独活寄生汤加减，10 副 1 个疗
程，每副 2d，水煎服，早晚分服，总共 3 个月。同时配合针灸

于我院骨科门诊和住院部，共 120 例，其中男性 41 例，女性

治疗，针灸取穴以悬钟、太溪、足三里、阳陵泉、风池、百会、

79 例，采用计算机随机方法随机分为中医综合治疗组和对照组

肝俞穴、肾俞、阿是穴等，均采用温针灸，每周治疗 3 次，连

各 60 例，其中中医综合治疗组年龄 39～84 岁，平均（63.13

续治疗 3 个月。

±11.54）岁，对照组年龄 46～86 岁，平均（65.13±7.96）岁。

对照组给予西药治疗，每天口服钙尔奇 D 片（惠氏制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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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限公司生产，600mmg/片），口服，1 片/次，1 次/d，阿法骨化

影响日常工作为 2 分，症状严重，影响日常工作为 3 分。

醇片（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生产，0.5ug/片），口服，1

1.4 统计方法

片/次，1 次/d，口服 3 个月。

所有数据均用 IBM SPSS19.0 统计软件处理，年龄、中医
以 P<0.05
症状积分等采用 t 检验 S 表示，
疗效评价采用 x2 检验，

1.3 疗效指标

为疗效显著性差异。

疗效评价及中医症状积分，治疗效果参照《中药新药临床
研究指导原则》及相关文献判定[6-8]，治愈：胸腰背疼痛消失，
功能活动基本正常；显效：胸腰背疼痛明显好转，功能活动明

2

结

果

2.1 中医症状评分

显改善；有效：胸腰背疼痛、压痛有所减轻，但仍较明显，胸

治疗前两组中医症状评分均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

腰背功能活动改善但仍受限较明显；无效：胸腰背症状、体征
无明显变化。骨质疏松症症状分级量化表 进行中医证候评分，

治疗后两组相比均有显著性差异（P<0.01），观察组和对照组

无症状为 0 分；偶有症状或症状较轻为 1 分；经常发生，部分

治疗前后组内比较皆有显著性差异（P<0.01）
，详情见表 1。

[6]

表 1 两组膝关节 VAS 评分比较

观察组
对照组

治疗前

治疗后

12.12±2.21

2.38±1.23

12.09±2.13

7.19±2.27

▼

▼

注：中医症状评分：治疗前两组 P>0.05，治疗后两组 P<0.01。

2.2 疗效结果

有效 9 例，无效 26 例，总有效率达到 56.7%，两组疗效比较有

治疗后观察组痊愈 55 例，痊愈率 91.2%，显效 3 例，无效

显著性差异（P<0.01）
，详见表 2。

2 例，总有效率达到 96.7%；对照组痊愈 25 例，痊愈率 41.7%，
表 2 观察组和对照组疗效比较结果 [n（%）]
痊愈

显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55（91.2）

3（5）

2（3.3）

96.7*

对照组

25（41.7）

9（15）

26（43.3）

56.7

*

注：与对照组相比 P<0.01。

3

讨

论

骨质疏松症发病多见于老年人和绝经后的妇女，在中医中
虽无骨质疏松症的病名，却有类似的提法，如“骨萎”、
“骨痹”、
“骨枯”。中医认为该病主要是老年人肝肾亏虚，骨髓失养导
致该病的发生，现代研究[9]也证实肾的盛衰与骨矿含量密切相
关，随着年龄的增长骨骼中骨矿含量逐渐减少，骨代谢相关的
体内激素水平下降[10]，同时伴随着肾虚证发病率逐渐升高。
本研究采用左归丸和独活寄生汤加减结合针灸的方法治
疗该病，体现了标本兼治。其中左归丸善于补肾壮骨，研究表
明，左归丸能使激素水平下降型的骨质疏松老鼠骨小梁体积百

[5]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Definition, diagnosis and classifications of
diabetes mellitus and its complications. Report of a WHO consultation, Part1:
Diagnosis and classification of diabetes mellitus [M].Geneva: WHO, 1999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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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356-360
[7]徐俊,王微,徐军平.肩关节腔内药物注射治疗肩周炎的临床观察[J].上海
医学,2010,33(8):773-774
[8]王建勋,李国瑛,唐慧.针灸配合中药治疗骨质疏松症的临床观察[J].中国
中医骨伤科杂志,2011,19(11):63
[9]赵天堂,刘凯军,李金花,等.骨矿含量与肾虚,肾主骨关系的研究[J].中国骨

分比增高[11]，能有效治疗绝经后妇女骨质疏松[12]，独活寄生汤

质疏松杂志,1996,2(3):19

能有效地治疗骨质疏松症患者的腰背酸疼[13] ，同时具有补肝

[10]刘忠厚.骨质疏松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170-261

肾，强筋骨的作用。同时配合针灸，疏通经络，改善中医症状
有着很好的疗效，针灸处方中悬钟为髓会，善于治疗髓海不足
的骨质疏松，足三里、肾俞、肝俞调补肝肾。

[11]邹军,吕爽,屠嘉衡,等.有氧运动配合左归丸对去卵巢所致大鼠骨质疏松
的影响[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9,15(4):272-276
[12]张秋万.左归丸加减治疗绝经后骨质疏松症 20 例[J].中国民间疗法,
2007,15(12):29-30

参考文献：

[13]李健康,廖素清.独活寄生汤治疗 60 例骨质疏松症腰背痛(肝肾不足证)的

[1]中华医学会.《临床诊疗指南》骨科分册[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观察[J].中国社区医师:医学专业,2012,26(14):181-182

2009:1193-1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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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忠厚.骨质疏松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142
[3]赵冀伟.骨质疏松药物治疗概述[J].天津药学,2004,16(2):68-70
[4]李宁华,杨定焯.中国部分地区中老年人群原发性骨质疏松症患病率研究[J].
中华骨科杂志,2001,21(5):275-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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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筋恢刺”治疗原发性膝关节炎 40 例的临床疗效分析
Clinical effect analysis on treating 40 cases of primary osteoarthritis of
the knee with Fenjin Huici method
杨武斌 单醒瑜 刘洁文
（增城市中医医院，广东 增城，511300）
中图分类号：R59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3-0005-03

证型：IDBG

【摘 要】 目的：观察“分筋恢刺”法与普通针刺法治疗原发性膝关节炎的临床疗效，分析“分筋恢刺”法治疗本病的优越
性。方法：从增城市中医医院收治符合纳入标准的患者 80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40 例，治疗组给予“分筋恢刺”
疗法，对照组给予普通针刺疗法，观察对比两组的临床疗效。结果：治疗组的总有效率为 92.5%，对照组的总有效率为 77.5%，
两组数据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
。结论：分筋恢刺法治疗原发性膝关节炎疗效显著，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分筋恢刺；原发性膝关节炎；临床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Fenjin Huici method and ordinary acupuncture method on treating primary
osteoarthritis of the knee clinical efficacy, to analyze the superiority of Fenjin Huici method for the disease. Methods: 80 patients admitted
to Zengcheng TCM hospital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eated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Fenjin Huici method
treatment,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ordinary acupuncture treatment, to observe and compar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92.5% in treated group, while in control group was 77.5%,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Fenjin Huici method i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treating primary osteoarthritis of the knee, worthy of a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Fenjin Huici; Primary osteoarthritis of the knee; Clinical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03
原发性膝关节炎是中老年人的常见病、多发病。以关节疼
痛、僵硬、肿胀、活动受限、蹲起困难等为主要临床表现[1-2]。
[3]

其发病率与患者的年龄、性别、民族及地理因素有关 。据统
计[4]，本病多发生在 50 岁以后，女性多于男性，其发病率在

僵<30min。D 年龄大于或等于 38 岁。E 膝关节检查示骨性肥大。
膝关节炎存在如 A，B，C，D 或 A，B，C 或 A，D，E 存在。
1.2.2 临床及放射学
A.前个月大多数日子有膝痛。B.X 线示关节边缘骨赘。C.

50 岁以上人群中近 50%，在 65 岁以上人群中女性高达 90%，

关节炎实验室检查符合骨性关节炎。D.年龄大于或等于 40 岁。

男性占 80%，70 岁以上则接近 100%。随着我国人口的老龄化，

E.晨僵<30min。F.关节活动时有骨响声。膝关节炎存在如 A，B

膝关节炎发病日趋增多。
目前我国膝关节炎患者约有 1 亿以上，

或 A，C，E，F 或 A，D，E，F 存在。

门诊的膝痛患者多半是原发性骨性关节炎，严重影响了老年人

1.3 纳入标准

[5]

的生活质量 。为此，寻求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具有重要的临

①符合原发性膝关节炎的诊断标准；②年龄在 40～70 岁；

床意义。笔者自 2010 年起，采用“分筋恢刺”法治疗原发性

③至少 3 个月内未曾用过非甾体抗炎药、激素等西药者，并且

膝关节炎，取得了满意效果，现报道如下。

近期未曾接受过与本病相关的治疗。

1

1.4 治疗方法

资料与方法

1.4.1 取穴

1.1 基本资料

两组所取穴位相同，均为内膝眼、外膝眼、梁丘、血海、

在增城市中医医院共收集符合纳入标准的原发性膝关节炎
患者 80 例，其中，女 52 例，男 28 例；年龄 49～73 岁，平均

足三里、阿是穴（1～3 个）
，均取患侧。
1.4.2 操作方法

56.4 岁；病程 2 个月～6 年，平均 2.7 年。将 80 例患者随机分

治疗组：采用“分筋恢刺”法治疗。

为治疗组和对照，各 40 例。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病程等基

先确定 1～3 个压痛点，在压痛点上进行常规消毒，然后

本资料经统计学分析，无显著性差异（P>0.05）
，具有可比性。

以一次性刃针在压痛点或筋结处进行分层拨离松解，挑割局部

1.2 原发性膝关节炎的诊断标准

肌纤维，以行“分筋术”
。
“分筋”后，拔出一次性刃针，再行
[6]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2002 年试行版 。
1.2.1 临床
A 前个月大多数日子有膝痛。B 关节活动时有骨响声。C 晨

“恢刺”法，即：相关穴位消毒后，快速进针，捻转得气后，
或前或后提插运针，以舒通经络，恢复拘急，每 10min 行手法
一次，留针 20min 后，把针提至皮下，嘱患者轻轻活动患侧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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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节 10min，然后起针。其中“刃针分筋”术每 7d 一次，
“恢

2002 年第 1 版）中药新药治疗骨性关节炎的临床研究中所制

刺”法每天 1 次。

定。

对照组：采用普通针刺疗法。

1.5.2 疗效评定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
》[3]制定。

患者仰卧位，膝下垫软枕成 60°，穴位常规消毒后，快速
进针，得气后，在内膝眼、外膝眼及阿是穴加电，疏密波，留

2

针 30min。每天治疗 1 次。

结

果

痊愈：疼痛等症状消失，关节活动正常，疗效指数≥95%；

1.4.3 疗程

显效：疼痛等症状消失，关节活动基本不受限，75%≤疗效指

每天治疗 1 次，2 周为 1 个疗程，共治疗 2 个疗程，每疗
程之间休息 2d。

数<95%；有效：疼痛等症状基本消失，关节活动轻度受限，

1.5 疗效观察

30%≤疗效指数<75%；无效：疼痛等症状与关节活动无明显改

1.5.1 疗效指标

善，疗效指数<30%。
疗效指数采用尼莫地平法计算，疗效指数＝[（治疗后积分

以膝骨性关节炎症状分级量化表作为观察量化指标，参考

－治疗前积分）/治疗前积分]×100%。

《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出版，
表 1 治疗前后两组症状分级量化积分的比较（ x ± s ）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1 个疗程后

2 个疗程后

治疗前与 1 个疗程后比较

治疗前与 2 个疗程后比较

治疗组

40

49.47±1.62

对照组

40

48.61±1.49

23.71±2.89

8.34±2.39

P<0.01

P<0.01

32.41±2.78

15.49±2.93

P<0.05

P<0.01

如表 1 及图 1 所示，
治疗后两组患者的症状均有明显好转，

60

P<0.01，差异非常显著。可以表明两种疗法对本病均有明显的

50

疗效。其中，第 1 个疗程后，治疗组经比较，P<0.01，差异非

40
治疗组
对照组

30

常显著，而对照组 P<0.05，差异显著，可见经过 1 个疗程的治

20

疗后，治疗组已经出现非常显著的疗效，患者临床症状的改善

10

比对照组要快，从图 1 两组曲线的变化也可看出，治疗组的疗

0
治疗前

1疗程后

效显著且见效快。

2疗程后

图 1 两组症状分级量化积分变化折线图
表 2 治疗后两组的临床疗效分析 [n（%）]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治疗组

40

21（52.5）

11（27.5）

对照组

40

15（37.5）

9（22.5）

无效

总有效率（%）

5（12.5）

3（7.5）

92.5

7（17.5）

9（22.5）

77.5

注：经 Ridit 检验，得 P<0.05，差异显著，即两组临床疗效存在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如表 2 所示，两组临床疗效有显著差异，治疗组的总有效
率为 92.5%，普通针刺组的总有效率为 77.5%，治疗组的临床
疗效优于对照组。
3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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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术”及“恢刺法”的综合应用。
“分筋术”本是一种推拿手法，可见于《中医正骨经验概
述》。是指用拇指指端深压于筋结或压痛点的边缘部，稳缓地
进行按揉拨动，有助于解除筋结或软组织粘连的分离。但本研
究中所言的“分筋”，是采用现代的刃针代替指针，直接深入

中医古籍中并无膝关节炎这一病名记载，历代文献中多以

到筋结或压痛点的深层进行分离、松解，作用更直接、透彻，

“膝痛”
、
“历节风”、
“骨痹”、
“骨萎”等名称或条目出现，杂

直达病灶。
“恢刺法”是指十二刺之一，
《灵枢·官针》
：
“恢刺

合于许多以关节疼痛为特征症状的疾病记录中。有关此类疾病

者，直刺傍之，举之前后，恢筋急，以治筋痹也。”是治疗筋

的症状描述多见于“痹”或“痿”的范畴。

肉挛急痹痛一类病症的针刺方法。其法将针直刺在拘急筋肉之

中医认为本病的病因较为复杂，与年老体衰、长期劳损，
致肝肾不足，感受风寒湿热等邪，造成痰瘀痹阻、筋络瘀滞有
关。从外因上说，
《素问·痹论》言：
“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
为痹也。
”从内因的角度分析，
《景岳全书》云：
“盖痹者闭也，
以气血为邪所闭，不得通行而病也。
”在治疗上，
《灵枢》则明
确提出：“经脉者，所以行血气而营阴阳，濡筋骨，利关节者
也。血和则经脉流行，营复阴阳，筋骨强劲，关节清利矣。”
因此，通过针灸，可以刺激经络穴位，通行气血，滑利关节，
从而从根本上治疗本病。笔者所用的“分筋恢刺”法，乃是“分

傍侧，并或前或后提插运针，以舒通经络，恢复拘急，然后把
针提至皮下，结合活动肢体，进一步滑利关节。
笔者根据多年的临床经验，发现常规的针刺治疗虽然对本
病有一定的治疗效果，但对于部分病程较长、病位较深的患者，
“分筋恢刺”法既能快速松解局部的粘连以滑利关节，也可以
增强疏经通络、行气活血的功效。并从临床实践中采用“分筋
恢刺法”治疗原发性膝关节炎，取得了满意的疗效，故以共享。
（下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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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疗法对湿热蕴结型老年痛风性关节炎的
临床研究
Clinical research of triple therapy on treating the old gouty arthritis of
damp-heat accumulation type
赵 影 袁 林
（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广东 广州，510800）
中图分类号：R59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3-0007-03

证型：IDBG

【摘 要】 目的：通过观察中药内服、外敷、敷贴三联疗法对老年原发性痛风性关节炎（湿热蕴结型）患者的临床疗效、安
全性，探讨其可能的作用机理，为中医药综合治疗老年痛风性关节炎寻找理论依据。方法：符合纳入标准的 60 例老年原发性急性
痛风性关节炎患者，按组间均衡一致原则，随机分为中药治疗组和西药对照组各 30 例。两组均在基础治疗之上，治疗组予中药三
联疗法，对照组予双氯芬酸钠双释放肠溶胶囊口服。采用中医症候积分评定法，并就上述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两组在主
要症状（关节疼痛、关节红肿、关节皮温、活动障碍）积分方面，组内比较具有极显著性差异（P 值均<0.01），组间比较无显著
性差异（P 值均>0.05）；两组在次要症状（口渴多饮、神疲乏力、纳差、五心烦热）积分方面，组内比较治疗组具有极显著性差
异（P 值均<0.01）
，对照组无明显差异（P 值均>0.05）
，组间比较具有极显著性差异（P 值均<0.01）
。从总体疗效来看，中药组的
有效率 93.33%，西药组则达 83.33%，中药组在改善次要症状方面优于西药组。结论：①中药三联疗法可改善患者中医症候，其
疗效与双氯芬酸钠双释放肠溶胶囊相当，且有明显降低血尿酸的作用。②不良反应低于对照组，值得临床推广运用。
【关键词】 三联疗法；老年痛风性关节炎；湿热蕴结型；临床研究
【Abstract】 Objective: Through the observation of clinic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TCM medicine taken orally, external application,
dressing of triple therapy on elderly patients with primary gouty arthritis (damp-heat accumulation type) to explore its possible functional
mechanism to find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CM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of old gouty arthritis. Methods: 60 elderly patients with
primary acute gouty arthriti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CM medicine treated group and modern medicine control group, 30 for each.
The two groups were given basic treatment,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TCM medicine triple therapy more,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dual release diclofenac sodium enteric-coated capsules more. Results: In TCM symptom integral, the two groups in the main symptoms
(joint pain, joint swelling, skin temperature, joint movement disorder) of integral, comparison within group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1),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P>0.05). In a secondary symptoms (thirsty much drink, lassitude, anorexia,
five upset hot) of integral,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1) between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comparison between groups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1).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treated group was 93.33%，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83.33%, TCM medicine group in improving secondary symptoms was superior to modern medicine group. Conclusion:
TCM medicine triple therapy has a good curative effect, worthy of a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Triple therapy; Old gouty arthritis; Damp-heat accumulation type; Clinical research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04
痛风（Gout）是一种慢性嘌呤代谢紊乱性疾病，以高尿酸血

于糖尿病的第二号代谢病[3]。现代医学已证实，痛风与代谢综合

症、反复发作的痛风性急性关节炎为临床特征。先天因素如遗传

征、心血管疾病密切相关，并明显影响患者的生存质量[4]。治疗

与后天因素如饮食行为等是导致痛风的主要原因[1]。急性痛风性

目的是纠正体内嘌呤代谢紊乱，控制炎症的发作与进展。临床以

关节炎一旦形成慢性后，往往是不可恢复的，而且在慢性的基

秋水仙碱、非甾体抗炎镇痛药、糖皮质激素缓解症状为主，但上

础上仍可有反复的急性发作，使关节损害更加明显，严重影响

述药物均有较多且较为严重的不良反应，而控制痛风急性发作

患者的日常生活。近年来，随着膳食结构的变化、老龄化的到

的药物无降低血尿酸的作用，降低血尿酸的药物又常常有诱发

来，老年期痛风患者的发病率显著高于老年前期（45～59 岁）
，

痛风急性发作的可能，给临床带来不便。因此，从中医药开发

且随年龄增长，发病率有逐步增高的趋势，
至 70～79 岁达高峰[2]，

治疗急性痛风的有效药物具有重要意义。我科采用三联疗法治疗

痛风是老年人的常见病，预计在 21 世纪，痛风在我国将成为仅次

老年痛风性关节炎 60 例，疗效显著，现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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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资料
所有病例均来源于 2010 年 10 月～2012 年 10 月期间就诊

于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的老年病及风湿免疫科门诊或住院
部，符合观察要求条件，自愿参加治疗，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纳入 60 例，按组间均衡一致原则，随机分为中药治疗组和西
药对照组，各 30 例。比较两组病例性别、年龄、病程、其他
表现、诱发因素、疼痛部位等方面，经统计学处理，均无显著
性差异（P 值>0.05）
，具有可比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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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与结果

2.1 自拟痛风舒解汤组成
生石膏 24g，黄柏 10g，生苡仁 18g，知母 10g，苍术 10g，

后各记录 1 次；②尿、大便常规检查，治疗前后各检查 1 次；
③肝肾功能、心电图，治疗前后各检查 1 次；④治疗前发病关
节 X 线检查。
2.5.3 疗效性观测指标
2.5.3.1 中医症候积分观察及评分标准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对痛风的主要症状、
次要症状分级，制定急性痛风性关节炎观察表，于治疗前后分
别记录并观察患者的临床疗效，不良反应随时观察记录。
2.5.3.1.1 主要症状
①关节疼痛：0 分：无压痛；3 分：轻度，压之诉痛；6
分：中度，压之蹙眉；9 分：严重，压痛伴关节退缩；②关节
红肿：0 分：正常，无红肿；l 分：轻度，局部皮肤稍红；2 分：

怀牛膝 15g，三七 10g，太子参 15g，五加皮 15g，茯苓 30g，

中度，局部皮肤红热，关节稍肿；3 分：严重，局部皮肤明显

桂枝 10g，大血藤 15g，蜈蚣 2 条，炒枳实 10g，生甘草 6g。

红烫、肿胀。③关节皮肤温度：0 分：正常；l 分：轻度，局部

汤药由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中药制剂室统一机煎，药渣外

皮温略高；2 分：中度，扪之较热；3 分：重度，扪之明显灼

敷患处。具有清热利湿，化瘀降浊，益气扶正，健脾益肾的

热。④关节活动受限：0 分：活动正常；1 分：活动轻度受限，

功效。

但能正常活动；2 分：活动明显受限，生活能自理；3 分：活

金黄膏来源于祖国传统名方如意金黄散，其方组成：大
黄 250g，黄柏 250g，姜黄 250g，白芷 250g，制胆南星 50g，

动严重受限伴疼痛难忍。
2.5.3.1.2 次要症状

陈皮 50g，苍术 50g，厚朴 50g，甘草 50g，天花粉 50g，与凡

①口渴多饮：0 分：正常；l 分：饮水量较前增多；2 分：

士林 10∶8。由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药剂科制备提供，制剂

饮水量较前稍增加半倍以上；3 分：口渴显著，饮水量较前稍

号：2009017，具有清热利湿、解毒消肿、活血祛瘀、行气止

增加一倍以上。②神疲乏力：0 分：正常；l 分：精力、耐力减

痛等功效。对于临床症状为红、肿、热、痛的相关病症疗效

退，不影响日常生活；2 分：精神倦怠，动则乏力；3 分：精

很好。

神疲倦，休息时也感乏力。③纳差：0 分：正常；l 分：不思饮

2.2 常规用药

食，但食量正常；2 分：不思饮食，食量稍有下降；3 分：不

两组均予以口服碳酸氢钠片（四川珍珠制药有限公司，批

思饮食，食量明显下降，甚则拒食。④五心烦热：0 分：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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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分：偶有手足心热，或稍感心烦；2 分：时时手足心热，或心

尿 pH 值调整，使其稳定在 6.2～6.8 之间。

烦明显；3 分：持续手足心热，或烦躁不安。

2.3 治疗方法

2.5.3.2 中医症候疗效评定方法

治疗组：在基础治疗上予以中药内服、外敷、敷贴三联疗

疗效指标 N＝[（治疗前积分－治疗后积分）/治疗前积分]

法治疗，方案如下：第一步口服痛风舒解汤，1 剂/d，3 次/d，

×100%。显效：N≥90%；有效：90%>N≥70%；稳定：70%>N

每日早中晚饭后 1h 口服 200ml；第二步痛风舒解汤药渣布包，

≥30%；无效：N<30%，临床症状无改善或加重。

待自然冷却到 42℃外敷患肢，每次治疗 15～20min，2 次/d。

2.6 疗效判定标准

第三步局部外敷中药金黄膏，根据肿痛关节面积大小，将药膏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分级：临床痊愈：症

均匀涂在 5cm×10cm 棉敷料上，睡前贴在患痛处，用绷带固

状完全消失，关节功能恢复正常，主要理化检查指标正常；显

定，每天换药 1 次，每日贴敷 8h。对照组：在基础治疗上采用

效：主要症状消失，关节功能基本恢复正常，主要理化检查

双氯芬酸钠双释放肠溶胶囊（戴芬）
：生产厂家：Temmler Werke

指标基本正常；有效：主要症状基本消失，关节功能及主要

GmbH，进口药品注册证号：H20090492（75mg×10S）
，75mg/

理化指标有所改善；无效：与治疗前相比较，各方面均无改

次，1 次/d，饭后 0.5h 服。

善。

2.4 用药疗程

2.7 统计方法

治疗组、对照组均 7d 为 1 个疗程。治疗 1 个疗程结束评

计数资料采用 x 列表的 x2 检验；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价疗效。

（ x ± s ）表示，各组间治疗前后比较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各组

2.5 观察项目

内治疗前后比较用配对 t 检验，等级资料用秩和检验。所有数

2.5.1 一般记录项目

据借助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

受试者性别、年龄、病程、其他表现、诱发因素、疼痛部
位，联系电话等。
2.5.2 安全性观测指标
①一般检查项目：体温、脉搏、血压、呼吸、舌脉治疗前

2.8 研究结果
治疗 7d，中药三联疗法治疗组的总有效率为 93.33%，双
氯芬酸钠双释放肠溶胶囊对照组的总有效率 83.33%，治疗组较
对照组疗效明显，但无统计学意义（P 值>0.05）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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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病例总体疗效比较（n，%）
组别

例数

临床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30

10

15

3

2

93.33

对照组

30

9

12

4

5

83.33

两组患者治疗后关节疼痛、关节红肿、关节皮温、活动障

神疲乏力、纳差、五心烦热积分方面，治疗组疗效明显（P 值

碍的积分较治疗前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P 值均<0.01）
，治疗

均<0.01）
，对照组略有改善，但无统计学意义（P 值均>0.05）
，

组与对照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 值均>0.05）
。在口渴多饮、

见表 2、表 3。

表 2 两组病例主要症状积分统计比较（ x ± s ）

治疗组

组别

关节疼痛

关节红肿

关节皮温

活动障碍

治疗前

6.70±2.32

2.27±0.58

2.50±0.63

1.90±0.76

治疗后
治疗前

对照组

治疗后

2.40±2.66

＃＃

6.60±2.28
2.30±2.45

＃＃

0.80±0.61

＃＃

0.73±0.74

2.20±0.61
0.75±0.63

＃＃

＃＃

2.37±0.67
0.77±0.68

＃＃

0.67±0.84

＃＃

2.13±0.68
0.73±0.52

＃＃

＃＃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P<0.01。

表 3 两组病例次要症状积分统计比较（ x ± s ）

治疗组

组别

口渴多饮

神疲乏力

纳差

五心烦热

治疗前

2.50±0.63

2.13±0.63

2.67±0.76

2.33±0.76

治疗后

对照组

0.57±0.50

＃＃

0.67±0.61

＃＃

0.50±0.51

＃＃

0.47±0.63

＃＃

治疗前

2.47±0.68

2.20±0.66

2.57±0.77

2.57±0.68

治疗后

1.27±0.69

1.33±0.61

1.43±0.50

1.13±0.51

＃＃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3

结

P<0.01。

论

中药治疗组的总有效率为 93.33%，西药对照组 83.33%，
临床研究表明中药治疗组疗效与双氯芬酸钠双释放肠溶胶囊
相当，但中药组在改善次要症状方面优于西药组；两组在主要
症状（关节疼痛、关节红肿、关节皮温、活动障碍）积分方面，
组内比较具有极显著性差异（P 值均<0.01）
，组间比较无显著
性差异（P 值均>0.05）
；两组在次要症状（口渴多饮、神疲乏
力、纳差、五心烦热）积分方面，组内比较治疗组具有极显著

痛风有良好的效果，避免了目前西药治疗痛风急性发作的药物
无降低血尿酸的作用，降低血尿酸的药物又常常诱发痛风急性
发作的尴尬，西医对本病尚缺乏有效的防治手段，中医以其整
体性和综合性的优势展现了其在治疗痛风性关节炎方面良好
的应用前景，值得临床上逐步探索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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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抗肝纤维化的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antifibrotic of TCM
谢家能
（广西灵山县人民医院，广西
中图分类号：R563

灵山，5354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3-0010-02

证型：IBD

【摘 要】 目的：探讨中医药辨证治疗对肝纤维化患者的临床疗效，并进行分析。方法：选取 2010 年 12 月～2012 年 12 月
期间就诊于我院的肝纤维化患者 120 例进行回顾性分析并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60 例。其中，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的西药治疗（本
研究口服甘草酸二铵肠溶胶囊为主，150mg/次，3 次/d）
；而观察组则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自拟中药方剂辨证治疗。观察两组患者治
疗前后肝纤维化标志物的变化情况，比较两种方法的临床疗效。结果：治疗后，观察组肝纤维化标志物的降低情况明显优于对照
组；另外，观察组的总有效率为 96.67%，而对照组的总有效率则为 75.00%，观察组的疗效也明显高于对照组，经分析，各组差
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中医药辨证治疗具有逆转肝纤维化的作用，其疗效确切，安全性高，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
用。
【关键词】 中医药；抗肝纤维化；辨证治疗；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CM for antifibrotic and analyze it. Methods: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120 patients with liver fibrosis in our hospital from December 2010 to December 2012.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nd 6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modern medicine (In this study, oral the enteric-coated capsules of
diammonium glycyrrhizinate,150mg/time, 3 times/day).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in TCM on the basis of treatment of the
control group.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observed the liver fibrosis markers of the two groups and compared the clinical efficacy.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liver fibrosis marker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reduced more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In addition,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6.67%,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75.00%. Visible, the efficacy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hich ha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Conclusion: TCM intervention
could reverse liver fibrosis. It is effective and safe, worth clinical practice.
【Keywords】 TCM; Antifibrotic; Dialectical therapy;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05
肝纤维化（Hepatic Fibrosis，HF）主要是指由慢性肝病及
某些有毒物质所致，其引起的肝脏损伤易引发肝细胞坏死及炎
症刺激，从而使肝内纤维结缔组织增生的病理过程。若得不到
[1]

及时有效的治疗，可进一步发展为肝硬化 。我国导致肝纤维

年龄介于 24～68 岁，平均年龄（38.3±5.6）岁，病程 2～10 年，
平均病程（6.3±2.1）年；而观察组患者男 31 例，女 29 例，年
龄介于 23～67 岁，平均年龄（37.1±5.8）岁，病程 3～11 年，
平均病程（6.8±2.3）年。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以及患

化的主要原因是乙型病毒性肝炎，传统上认为肝纤维化不可

病情况等方面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
，具有可比性。

逆，但近年来国内外相关学者研究表示，典型的肝纤维化疾病

1.2 治疗方法

完全可以逆转[2-3]。目前临床上对于本病的治疗还是以西药治疗

对照组患者根据不同病因，采取具体的用药方案进行个体

为主，但该法不但疗效不佳，而且毒副作用大，已经不能满足

化治疗，治疗时采用常规的西药治疗，本研究患者口服甘草酸

患者的需要。其中，中医药辨证治疗在抗肝纤维化上显示了很

二铵肠溶胶囊[6]为主，150mg/次，3 次/d。而观察组则在对照

大的潜力和优势[4]。本文现对中医药治疗肝纤维化的疗效展开

组的基础上进行中医药辨证治疗，其中药方剂组成为：药用水

研究，取得了满意的效果，现报告如下。

蛭 10g，柴胡 10g，大黄 10g，甘草 10g，大枣 10g，当归 20g，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川芎 20g，郁金 20g，白芍 20g，茯苓 20g，土元 20g，丹参 30g，
茵陈 30g，赤芍 50g，并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随症加减给药：
脘腹胀满者，则配以砂仁 12g，莱菔子 12g，沉香 10g，以消食

选取 2010 年 12 月～2012 年 12 月期间就诊于我院的肝纤

导滞；湿热重者，则加泽泻 10g，茅根 12g，车前草 15g，以清

维化患者 120 例作为研究对象并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60 例。经

热利湿；胁肋胀痛者，则加延胡索 10g，莪术 10g 以活血通络

过病史询问以及检查，均确诊为本病患者，其诊断均符合中国

止痛。1 剂/d，水煎得药液约 500ml，分早中晚 3 次服用，以 1

中西医结合学会肝病专业委员会通过的《肝纤维化中西医结合

个月为 1 个疗程，治疗 2 个疗程后，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肝

诊疗指南》所定标准[5]。其中，对照组患者男 32 例，女 28 例，

纤维化标志物的变化情况，比较两种方法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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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疗效标准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3.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资料采用 t 检验，

本研究检验的肝纤维化标志物主要有：透明质酸（HA）、

组间对比采用 x2 检验，以 P<0.05 为显著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层黏连蛋白（LN）
、III 型前胶胶原（PC-III）
、IV 型胶原（IV-C）
。
另外，本次研究对两种治疗方法的评价分为三个等级：治愈，

2

临床症状完全消失，肝功能正常，肝纤维化指标恢复正常；好

结

果

2.1 治疗前后肝纤维化标志物变化

转，临床症状明显减轻，肝功能基本正常，肝纤维化指标部分

结果显示，治疗后观察组肝纤维化标志物的降低情况明显

恢复正常；无效，临床症状无减轻或稍有加重，肝功能异常，
肝纤维化指标不变或增高。总有效率=[（治愈例数＋好转例数）

优于对照组，经分析，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
（结

/总例数]×100%。

果见表 1）
。

表 1 两组治疗前后肝纤维化标志物变化情况
组别

HA

例数

LN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PC-III
治疗后

治疗前

IV-C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60

237.1±51.8

136.1±55.8

198.1±67.8

99.2±33.8

166.4±67.8

77.5±58.5

172.5±87.1

79.5±53.2

对照组

60

238.2±53.2

189.5±59.1

200.1±63.2

133.1±29.9

170.3±71.2

137.1±51.9

169.2±65.6

122.7±38.6

2.2 两种方法临床疗效比较

效率则为 75.00%，可见观察组的疗效也明显高于对照组，经分

结果显示，观察组的总有效率为 96.67%，而对照组的总有

析，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
（结果见表 2）

表 2 两种方法临床疗效比较情况 [n（%）]

3

讨

组别

例数

治愈

好转

观察组

60

45

对照组

60

16

论

肝脏纤维增生是机体对于肝实质损伤的一种修复反应，由
肝细胞和库普费细胞等释放一系列细胞因子，激活肝星状细胞
（HSC）
，活化的 HSC 分裂增值，转为肌纤维细胞，合成分泌
大量细胞外基质（ECM）
，同时释放多种促纤维化细胞因子，
激活更多的 HSC，抑制 ECM 的降解，最终导致了肝纤维化的
发生。无可否认，传统的西医药学在治疗本病上有着突出贡献，
如甘草酸二铵等具有较强的抗炎、保护肝细胞膜以及改善肝功
能的作用，通过防治肝脏炎性损伤，以防止肝纤维化的启动。
但理想的方法或药物并不多，临床疗效也不甚可观[7]。近年来，
抗肝纤维化治疗成了目前肝病界不能回避的问题之一，而中医
药学在抗肝纤维化治疗方面显示出了独特的优势。
本病归属于中医学肝癖、黄疽、瘕积、胁痛、臌胀等范畴，
其主要病因病机为感受湿热疫邪，内传仁理，耗伤脏腑功能，
日久气滞血瘀、脉络瘀阻而成。因而软肝活血、健脾解毒以及
攻调兼施成了中医治疗本病的基本方法。针对肝纤维化“血瘀
正虚”的病机，并根据中医“治未病”以及“既病防变”的指
导思想，本文自拟方剂中，赤芍泻肝火，清热凉血祛瘀；丹参
活血祛瘀，凉血消痈；茵陈清利湿热；水蛭破血逐瘀；当归破
恶血而养新血，补血活血；川芎活血行气，为血中之气药；白
芍养血敛阴，益营柔肝；土元破血逐瘀，疗伤续筋；柴胡升举

无效

总有效

13

2

58（96.67）

29

15

45（75.00）

甘草调诸药，补脾益气，缓急止痛；全方合用共凑祛瘀活血、
养血行气、疏肝健脾、清热通络之功，共达攻补相调相益之效，
药法中的，是故疗效好。本研究也进一步证实，中医药辨证治
疗具有逆转肝纤维化的作用，其疗效确切，安全性高，值得在
临床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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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液汤加减治疗消渴病 45 例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45 cases of diabetes
陈万有
（湖南省沅陵县中医医院，湖南 沅陵，419600）
中图分类号：R2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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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目的：本文通过观察研究增液汤加减治疗消渴病的临床疗效，为消渴病的临床治疗作出指导。方法：选择我院

2011 年 9 月～2012 年 12 月收治的 45 例消渴病患者为观察组，给予增液汤加减治疗，选择同期就诊的 45 例消渴病患者为对照组，
给予安慰剂治疗，比较两组在降低空腹血浆葡萄糖水平及缓解躯体不适症状的疗效。结果：治疗后观察组与对照组的空腹血浆葡
萄糖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伴有腹胀、大便干结、多饮等躯体症状的人数显著降低，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增液汤加减
治疗消渴病，可显著降低空腹血浆葡萄糖水平，有效缓解多饮、腹胀、大便干结等躯体症状。
【关键词】 增液汤；消渴病；临床观察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and study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Zengye decoction in treating diabetes, providing clinical
guidance for the treatment of diabetes. Methods: 45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from September 2012 to December 2012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given the the Zengye decoction for treatment. The same period, 45 cases as a control group, given a placebo, compared the efficacy
of two groups in reducing fasting plasma glucose levels and alleviate the symptoms of physical discomfort.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 fasting plasma glucose level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the persons of accompanied by
abdominal distension, dry stool, multi-drink and other physical symptoms significantly reduce, with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Conclusion: The Zengye decoction could be significantly reduced fasting plasma glucose level, effectively alleviate polydipsia, abdominal
distension, dry stool somatic symptoms.
【Keywords】 Zengye decoction; Diabetes; Clinical observ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06
在中国传统医学的病名中，消渴病是指一组以多饮、多

依据 198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政局》
，中医诊断

食、多尿、消瘦为主的综合征，以阴津亏耗、燥热偏盛为主要

凡具有口渴多饮、消谷易饥、尿多而甜、形体渐见消瘦等症候

病理机制，多因火热炽盛，消耗肺肾阴津，或阴虚火旺，上蒸

者即可诊断。

肺肾，使肾虚、肺燥、胃热齐现，导致消渴。消渴病辨证可分

1.2.2 糖尿病诊断标准

为上消（肺热津伤）
、中消（肾热炽盛）
、下消（肾阴亏虚）
（阴

依据 2004 年《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的糖尿病诊断标准[1]，

阳两虚）三型。现代医学将此称为糖尿病，结合现代医学检查

糖尿病症状＋任意时间血浆葡萄糖水平>11.1mmol/L（200mg/

手段，主要有血糖升高、尿糖等表现。中国传统医学方剂增

dL）或空腹血浆葡萄糖（FPG）水平≥7.0mmol/L（126mg/dL）
，

液汤，具有增液润燥之功效。此方闲寒苦甘同用，为增水行

OGTT 试验中，2hPG 水平≥11.1mmol/L（200mg/dL）
。

舟之计，而消渴病实为阴津不足所致。为进一步观察研究增

1.3 纳入标准

液汤治疗消渴病的临床效果，选择我院 2011 年 9 月～2012 年

符合上述消渴病及糖尿病的诊断标准，年龄在 40～60 岁

12 月期间收治的 45 名消渴病患者作为观察对象，现将结果报

之间。

告如下。

1.4 排除标准

1

材料和方法

1.1 一般材料
选取我院 2011 年 9 月～2012 年 12 月收治的 45 例消渴病

不符合纳入标准者；妊娠期或哺乳期患者；合并有其他原
发性内分泌系统疾病者；合并有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大血管病
变、糖尿病肾病、糖尿病神经病变、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糖
尿病足等急慢性合并症者；对本方剂过敏者；不能按时服药、

患者，其中男 25 例，女 20 例，最小年龄 41 岁，最大年龄 53

擅自中断治疗、无法判断疗效及资料不全者。

岁，平均年龄 46 岁，作为观察组。选取我院同期收治的 45 例

1.5 方法

消渴病患者，其中男 24 例，女 21 例，最小年龄 40 岁，最大

观察组：在维持原运动、饮食的情况下，给予增液汤。方

年龄 56 岁，平均年龄 47 岁，作为正常对照组。两者在年龄、

药组成：玄参 30g，麦冬连心 24g，细生地 24g。若津亏热盛严

性别、并发症等方面无统计学差异，具有可比性（P>0.05）
。

重、服增液汤不便者，可加生大黄 10g，芒硝 10g 以清热泻下，

1.2 诊断标准

软坚润燥；腹胀明显者可加大腹皮 10g，陈皮 5g；口干渴甚者

1.2.1 消渴病诊断标准

加花粉 15g，葛根 30g，纳差者加神曲 10g，山楂 10g，1 剂/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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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煎取汁 300ml，早餐及晚餐后各服 150ml，14d 为 1 个疗程。

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设定 a=0.05，当 P<0.05 时，差异具有

对照组：在维持原运动、饮食的情况下，给予安慰剂治疗。

统计学意义。

两组患者分别在治疗前和治疗 1 个疗程后次日早晨空腹
抽取肘静脉血，检查空腹血浆葡萄糖水平，同时记录伴有大
便干结、明显腹胀、口干渴、纳差等阴津不足表现的患者数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空腹血浆葡萄糖水平比较
观察组经过为期 14d 的治疗后，空腹血浆葡萄糖水平明显

量。

下降，对照组实验前后空腹血浆葡萄糖水平无显著变化，具体

1.6 统计学方法
选择 SPSS13.0 进行数据统计，均数的比较采用 t 检验，计

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浆葡萄糖水平比较
空腹血浆葡萄糖水平 mmol/L

组别

P值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8.42±1.21

6.45±1.24

<0.05

对照组

8.31±1.26

8.20±1.19

>0.05

P值

>0.05

<0.05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躯体症状比较

组实验前后无显著变化，具体见表 2。

观察组经过为期 14d 的治疗后，躯体症状明显缓解，对照
表 2 两组患者躯体症状比较 [n（%）]
观察组

指标

对照组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大便干结

16（35.56）**

5（11.11）*

15（33.33）

16（35.56）

腹胀

21（46.67）**

8（17.78）*

23（51.11）

20（44.44）

**

9（20.00）*

40（88.89）

38（84.44）

**

*

20（44.44）

17（37.78）

39（86.67）

口干渴

18（40.00）

胃纳不佳
*

5（11.11）
**

注：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P<0.05。与对照组治疗前比较 P>0.05。

3

讨

论

消渴病的发生主要是由于阴津亏耗，燥热偏盛，导致肾虚、
肺燥、胃热齐现，表现为消渴。针对阴津亏耗，给予增液汤增
液润燥，取得了较好的临床效果。
3.1 有效降低空腹血浆葡萄糖水平
有研究表明，中医治疗消渴病，注重整体治疗，与西医相
比，具有毒副性小、安全性高的优势，在改善症状的方面明显
优于西医药。在增液汤的加减治疗中，玄参、麦冬、细生地、
葛根等都属于具有降低血糖的中药[2]。观察组在治疗前，平均
空腹血浆葡萄糖水平在（8.42±1.21）mmol/L，与对照组空腹
血浆葡萄糖水平无显著性差异。经过一个疗程的增液汤治疗
后，空腹血浆葡萄糖水平显著降低，平均降至（6.45±1.24）
mmol/L，在统计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提示按照疗程服用增液
汤能够有效降低患者空腹血浆葡萄糖水平。在运动、饮食控制
疗法的前提下，及早定量服用增液汤，对稳定空腹血浆葡萄糖
水平，减少远期并发症具有重要意义。
3.2 明显改善躯体症状
根据《内经》的记载以及后世医家发展经论，消渴病的发
病机理主要还是，由于津液亏耗，导致燥热，两者互为因果，
阴俱损阳则亏。因消渴日久，气阴两伤，气虚运肠无力，阴虚

效治疗由于阴津亏损而表现出的肠道症候及口渴多饮等症状。
观察组在服用增液汤后，腹胀、大便干结、胃纳不佳等症状得
到明显改善，伴随症状人数比例显著降低，与对照组同期伴随
症状人数比例形成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消渴病的具体症状主要表现为阴虚、燥热、口渴、消瘦[4]，
其发病机制实则为阴津亏耗。服用增液汤能够增液润燥，显著
降低空腹血浆葡萄糖水平，改善由于阴津亏耗导致的相应躯体
症状，疗效确切，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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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道失润，导致腹胀、胃纳不佳、大便干结难以排出。同时由
于肺热津伤，肺失宣发肃降，不能正常调通水道，致使津不上
承则口渴多饮[3]。增液汤有增液润燥的作用，增水行舟，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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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血化瘀在老年高血压病治疗中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Huoxue Huayu in treating elderly hypertensive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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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到老年或多虚多瘀，或因虚致瘀，或久病入络，结合临床研究认为：老年高血压病患者无不存在着血瘀现象，
瘀血阻络是老年高血压病的基本病机，治疗当分型施治，活血化瘀贯穿于治疗的始终，分别采用清肝泻火、清热化痰、通腑泄热、
补气健脾、育阴潜阳、温补肾阳诸法，配合活血化瘀，取得显著疗效。
【关键词】 老年高血压；活血化瘀；清肝泻火；清热化痰；通腑泄热；补气健脾；育阴潜阳；温补肾阳
【Abstract】 Old people more Xu and Yu or Yinxu Zhiyu, Jiubing Ruluo. Clinical studies suggest that all elderly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have blood stasis phenomenon. The basic pathogenesis of elderly hypertensive disease is Yuxue Zuluo, the treatment of that
should be classified, and Huoxue Huayu run through the entire treatment process. Qinggan Xiehuo, Qingre Huatan, Tongfu Xiere, Buqi
Jianpi, Yuyin Qianyang, Wenbu Shenyang combined with Huoxue Huayu achieved a significant effect.
【Keywords】 Elderly hypertensive; Huoxue Huayu; Qinggan Xiehuo; Qingre Huatan; Tongfu Xiere; Buqi Jianpi; Yuyin Qianyang;
Wenbu Shenyang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07
人到老年或多虚多瘀，或因虚致瘀，或久病入络。现代研

纳差，失眠多梦，心情紧张易激动，或见便秘、小便黄，舌质

究也表明，老年人普遍存在着微循环障碍[1]，约 48.3%的健康

红，苔薄黄，脉弦数或弦细。治宜清肝泻火、活血化瘀，方用

[2]

老年人在虚证的基础上夹有血瘀的表现 ，常见老年性疾病如

丹栀逍遥散加赤芍、川芎、桃仁、红花、郁金等活血化瘀药。

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中风等，其血液循环无不存在着浓、

现代药理研究证明：赤芍的药效成分主要是以芍药苷为主的单

[3]

粘、凝、聚的瘀血状态 。因此，笔者认为：老年高血压病患

萜及其苷类成分，没食子酸及其衍生物等，有非常明显的抗凝

者无不存在着血瘀现象，瘀血阻络是老年高血压病的基本病

血及抗血小板聚集作用[4]，对家兔实验性 AS 病灶有明显的消

机。一方面，老年脏腑功能衰退，气血阴阳失调，阴阳俱虚，

退作用，能使主动脉 AS 病灶分别减少达 93.7%、82.0%，使冠

血气失和，气血运行不畅，虚中夹瘀；另一方面，老年高血压

状动脉 AS 病灶分别减少达 84.2%、90.0%，RPR 具有比 NT 明

病病情日久，瘀血阻络，正如叶天士谓：“久病必治络。其所

显的降脂（LDL）
、抗脂质过氧化、降解血浆纤维蛋白原及抗平

谓病久气血推行不利，血络之中必有瘀凝，故致病气缠延不去，

滑肌细胞增殖作用，对主动脉 AS 病灶的消退作用也更明显[5]。

必疏其络而病气可尽也”（引自《读医随笔·证治总论》）。基

川芎嗪可显著改善大鼠异常神经症状和抑制 ALP 活性的下降，

于以上认识，结合多年临床经验，对老年高血压病分别采用清

显著抑制 ADP 致血小板的聚集。川芎总生物碱、川芎嗪能降低

肝泻火、清热化痰、通腑泄热、补气健脾、育阴潜阳、温补肾

麻醉犬的外周血管阻力，也有明显的降压作用。肝胆火盛明显

阳诸法，配合活血化瘀，取得显著疗效，现结合临床介绍如下。

加龙胆草、菊花、夏枯草以平肝泻火通络；便秘加大黄，或单

1

清肝泻火、活血化瘀
患者甲，女，58 岁。患高血压病多年。平素性情急躁，常

用番泻叶 5g 代茶饮；失眠严重加炒酸枣仁、夜交藤以养心安神。
2

清热化痰、活血通络

服复方罗布麻片、复方降压片等，血压尚稳定。近期因情志刺

患者乙，男，62 岁，眩晕，头胀痛如裹，胸闷心烦，口苦

激出现头晕，头胀痛，两眼干涩，口苦，胁痛，胸闷，纳呆，

咽干，失眠多梦，形体肥胖，平素嗜食酒肉，舌质暗淡，苔黄

小便黄，舌质红苔薄黄，脉弦细，口服复方降压片症状不减，

厚腻，
舌下脉络青紫，
脉弦滑。
血压 24/14.3kPa，
血糖 5.8mmol/L，

血压 22/13.3kPa。给予丹栀逍遥散加减：牡丹皮 15g，栀子 10g，

胆固醇 6.75mmol/L，三酰甘油 2.15mmol/L，血流变示高粘血

当归 10g，赤芍 10g，白术 10g，茯苓 10g，柴胡 10g，夏枯草

症。治宜清热化痰、活血化瘀，黄连温胆汤加味：黄连 10g，

15g，菊花 10g，川芎 10g，桃仁 10g，红花 10g。水煎服，1

半夏 10g，茯苓 10g，白术 10g，陈皮 10g，枳实 10g，竹茹 10g，

剂/d。服药 5 剂，头晕、口苦、两眼干涩等症状明显减轻。上

天麻 10g，夏枯草 15g，栀子 10g，牛膝 15g，赤芍 10g，川芎

方加蔓荆子 10g，共服药 30 余剂，诸症消失，测血压 20/12kPa，

10g，胆南星 10g。水煎服，1 剂/d。共服药 30 余剂，症状消失，

嘱其调情志，节饮食。随访半年，血压比较稳定。

时有口渴但不甚，
复查胆固醇 5.3mmol/L，
三酰甘油 1.07mmol/ L，

适用于更年期的高血压病患者，阴阳平衡失调，内环境紊
乱，性情急躁易怒，肝郁气滞，郁久化火；或五志过极，心火
暴盛，上扰神明。症见：眩晕，头胀痛，耳鸣目赤，口苦咽干，

血流变正常，血压稳定在 20～18/12～11.6kPa。
适用于素体肥胖、嗜食酒肉之人。饮食不节，损伤脾胃，
运化失职，聚湿生痰，早期往往不能引起重视，日久阻遏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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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湿生痰，痰生热”
，甚则“热生风”
，痰热内扰清窍，气血

茯苓 30g，陈皮 10g，半夏 10g，天麻 6，当归 30g，赤芍 15g，

瘀滞。症见：眩晕，头重如裹，甚或头目胀痛，胸闷恶心，心

川芎 10g，红花 10g，炙甘草 6g。服药 1 个月后，血压平稳，

悸失眠，心烦口苦，舌质紫暗或暗淡，舌见瘀斑或舌下脉络青紫，

偶有短暂血压升高，卧床休息后或服用罗布麻即恢复正常。上

苔黄腻，脉弦滑。本型多伴高脂血症、高粘血症、脂肪肝。治宜

方稍作加减，服用 2 个月后，症状基本消失，饮食、二便均正

清热化痰通络，方选黄连温胆汤加牛膝、川芎、丹参、泽兰等。

常，血压正常平稳。

金铭，陈文梅等人的研究发现红花总黄色素抑制 PAF 导致的血小
2+

[6]

本型高血压患者常伴有糖尿病、冠心病或脾胃病，或饮食

板聚集及血小板内游离 Ca 浓度的增加 。眩晕甚者加天麻、代

所伤，或长期服药，致脾虚胃弱，中气不足，不能上荣清窍，

赭石以平肝潜阳；痰多或见呕痰者加天竺黄、胆南星以清热化痰。

气虚日久则血瘀，瘀血阻络则导致气血运行更加无力，从而加

3

通腑泄热、活血化瘀

重眩晕、头昏、乏力等症状。正如《灵枢·卫气》曰：“上虚
则眩”；《景岳全书·眩晕》曰：“原病之由有气虚者，乃清气

患者丙，67 岁。头晕头昏，全身活动乏力，腹胀便秘，口

不能上升……当升阳补气”。临床多伴有神疲乏力，面色萎黄

渴口臭口粘，饮食无味，小便时清时黄，舌质暗红，苔厚腻，

或咣白，舌红苔薄白或少苔，舌下脉络迂曲，脉沉、细、涩，

脉弦滑。嗜烟酒 20 余年。血压 26.7/14kPa，胆固醇 5.28mmol/L，

头痛、眩晕不甚，遇劳则发或加重。治疗以补中益气汤加味为

三酰甘油 3.04mmol/L，血流变示：全血粘度 4.93mPa·s，血

主，配合活血化瘀的当归、川芎、赤芍、桃仁、红花等以改善

浆粘度 1.87mPa·s，红细胞压积 0.51，微循环滞留时间 33.2s，

血液循环，降低血粘度，抗血小板聚集，减轻心脏负荷，减少

血栓形成系数 0.98。辨证为热壅腑实、瘀血阻络，清胃散合增

外周阻力，从而有利于血压下降。痰湿重加天麻、半夏；心悸

液汤加减：生地黄 45g（先煎 30min）
，黄连 20g，牡丹皮 15g，

失眠者加茯神、酸枣仁。畏寒肢冷者加肉桂、仙灵脾；胸闷、

当归 20g，玄参 30g，生槐米 30g，桃仁 15g，牛膝 15g，益母

心绞痛者加瓜萎、薤白、元胡等。本型患者临床较少见，属难

草 30g，天麻 10g，石决明 30g，菊花 15g，夏枯草 15g，大黄

治性高血压。但若遇此患者，只要精确辨证，选方得当，必能

6g。水煎服，1 剂/d。服药 10 剂，头晕头昏明显减轻，大便正

效如浮鼓，祛除多年顽疾于须臾。

常。上方去大黄，改生地黄为 30g，续服 15 剂，症状消失，测
血压 20/11.7kPa。嘱其戒烟酒，多食富含维生素之品，随访半

5

育阴潜阳、活血化瘀
患者戊，男，70 岁。患高血压病 10 余年，脑血栓 5 年，

年血压比较稳定，无明显不适。
老年高血压病患者多伴有便秘，究其原因乃以往嗜酒成

常服卡托普利、复方罗布麻等，血压不稳定。现头晕，有时耳

性，日久助湿生热，热毒蕴结肠道，腑气不通，湿热伤阴，阴

鸣，视物不清，右侧肢体乏力，行走如踩棉团，甚则右侧肢体

虚津亏，至清气不升，浊气不降，气机升降失常，血行受阻。

震颤，口渴，小便淋漓不尽，饮食可，大便有时秘结，舌质红

症见：头晕或头痛而昏，乏力，甚则肢体活动不灵，腹胀，纳

少苔，舌体瘦小，舌下脉络青紫，脉弦细。测血压 24/13.7kPa，

呆，便秘，口臭，舌质红，苔厚腻或见舌尖少苔、根部厚腻，

胆固醇 6.5mmol/L，三酰甘油 2.07mmol/L，糖 5.3mmol/L，血

舌下脉络青紫，脉弦滑或弦细。治宜通腑泻热、活血化瘀，清

流变示：全血粘度 5.02mPa·s，红细胞压积 0.53，凝血因子Ⅰ

胃散合增液汤加减，药用黄连、生地黄、牡丹皮、当归、牛膝、

4.6g/L，血浆还原粘度 8.2mPa·s，微循环滞留时间 32.2s，血

玄参、菊花、益母草、桃仁、生槐米等。腹胀、便秘严重，加

栓形成系数 1.23。辨证为肝肾阴虚、瘀血阻络，治以育阴潜阳、

大黄、芒硝，或用增液承气汤加桃仁、红花等活血化瘀药；现

活血通络。药用：天麻 10g，牛膝 15g，龙骨 30g，生白芍 30g，

代研究证明：桃仁有抗凝及较强的溶血作用，对血流阻滞、血

天冬 15g，代赭石 30g，牡蛎 30g，玄参 30g，龟板 10g，茵陈

行障碍有改善作用；能增加脑血流量，扩张兔耳血管；对呼吸

6g，丹参 30g，三棱 10g，莪术 10g，益母草 15g，鸡血藤 30g。

中枢呈镇静作用；脂肪油有润肠缓下作用，从而有利于血压下

水煎服，1 剂/d。本方加减共服药 30 余剂，头晕消失，行走平

降。血压高、眩晕甚，加天麻、石决明，可加地龙、水蛭以增

稳有力，视物不清减轻，有时口渴，血压稳定在 19.5～21/11～

强化瘀通络之力，其中生地黄用量宜大，常用 45g，取其滋阴

12.7kPa 之间，给予杞菊地黄丸以善后。
年老体衰，肾阴不足；肝失所养，致肝阴不足；或由肝胆

清热之功，用时宜先煎。本型患者肠道热毒蕴结日久，阴津已
伤，非大剂不能奏效，故用药量宜大。
4

补气健脾、活血化瘀
患者丁，女，76 岁，
“高血压病”10 余年，每日血压在 12～

火盛发展而来。长期忧思恼怒，气郁化火，肝阴暗耗，终致肝
肾阴虚，甚或阴虚风动，眩晕较甚。症见：眩晕，耳虚鸣，腰
膝酸软，两目干涩，视物模糊，疲乏无力，行走脚下无根，如
踩棉团，舌质红，苔薄白或薄黄，舌下脉络青紫而细，脉弦细数。

21.3/8～10.7kPa 间波动，头昏头晕，体倦乏力，活动后则血压

本型临床亦较多见，往往以眩晕、走路脚下无根为主，治疗当育

骤升，静卧则降，服用寿比山血压则降至正常，但不能维持，

阴潜阳、熄风通络，方用镇肝熄风汤或大定风珠加减，常用天麻、

数小时后血压又升高，更换多种降压药物均如此，要求服中药

玄参、龙骨、牡蛎、龟板、牛膝、白芍、天冬、麦冬等，加三棱、

治疗。有“糖尿病”病史 7～8 年，口服降糖药物维持。刻诊：

莪术、川芎、丹参、桃仁、红花等活血化瘀药物以改善微循环，

面部稍有浮肿，面色晄白，气短懒言，精神萎靡，纳差，大便

降低血液黏滞度，降低外周阻力，促进血压下降。

溏泄，舌淡红，苔薄白，舌下脉络迂曲，脉沉细。辨证为脾失
健运，气虚血瘀，治以补中益气，健脾祛湿，活血化瘀。处方：
黄芪 30g，党参 15g，白术 12g，杜仲 20g，柴胡 6g，升麻 6g，

6

温补肾阳、活血化瘀
患者己，男，62 岁。眩晕反复发作，心悸，胸闷，头痛，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linical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2013 Vol.(5) No.13

-16多梦，有时腹泻，舌质暗淡，苔厚腻，舌下脉络纡曲，脉

总之，高血压病目前是威胁人类健康的最常见病之一，发

弦细。发作时四肢厥冷，汗出发凉，口唇暗淡，每次持续 10～

病机制复杂，其中外周血管阻力的增高对血压有重要影响，而

20min，清晨血压一般在 24～26.7/13.3～14kPa，服卡托普利，

血液黏滞度又是影响外周阻力的因素之一，活血化瘀中药具有

血压可降至正常，但次日清晨依然。辨证为阳虚血瘀，治以温

显著的改善微循环，降低血液黏滞度，抗血小板聚集作用，因

阳化瘀法：熟地黄 30g，山药 15g，山茱萸 10g，枸杞子 15g，

此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配合活血化瘀中药，能促进降压疗效[7]。

杜仲 15g，菟丝子 15g，淫羊藿 30g，当归 20g，炮附子 6g，牛
膝 15g，赤芍 15g，川芎 10g，山楂 30g，益母草 30g，炙甘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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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性皮炎应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的疗效观察
Efficacy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allergic dermatitis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李红锦
（山西省长治市钢铁有限公司职工总医院，山西 长治，046031）
中图分类号：R75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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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型：IBD

【摘 要】 目的：探讨过敏性皮炎疾病应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的疗效优势。方法：回顾性分析 49 例过敏性皮炎患者的临
床资料，进行分组，一组为西药组，21 例患者，采用纯西药治疗：5～10mg 的磷酸地塞米松注入 10ml 的葡萄糖酸钙和 2g 的维生
素 C 注射液中，进行静脉推注，同时予以 20 ml 的溴化钙注射液，静脉滴注；另一组为中西组 28 例患者，在西药基础上辨证使用
中药治疗，加用 50ml 的复方甘草酸苷静脉滴注，比较两组疗效。结果：中西组 28 例患者治愈 21 例（75%）
、好转 6 例（21.4%）
、
无效 1 例（3.6%）
，总有效率为 96.4%，西药组治愈 11 例（52.4%）
、好转 7 例（33.3%）
、无效 3 例（14.3%）
，总有效率为 86.7%，
中西组疗效显著。结论：中西医结合辨证治疗过敏性皮炎，疗效肯定，有效改善病人的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西药；过敏性皮炎；中医辨证；中西结合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advantage on treating allergic dermatitis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Methods: To
review and analyze the clinical data of 49 patients with allergic dermatitis, 49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21 in the
modern medicine group and 28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group. The modern medicine group was given modern medicine treatment only,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group was given TCM medicine treatment more. Results: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group, 21 cases were cured
(75%), improved in 6 cases (21.4%), invalid in 1 case (3.6%), the total efficiency were 96.4%; in the modern medicine group, 11 cases
were cured (52.4%), improved in 7 cases (33.3%), invalid in 3 cases (14.3%),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86.7%. The effect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Conclusion: Treating allergic dermatitis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worthy of a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Modern medicine; Allergic dermatitis; TCM differentiatio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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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性皮炎是指因接触到过敏性抗原导致皮肤发生过敏

单的西医治疗后能够达到康复目标，而一些中重型病人，如果

反应，它是一种 I 型变态反应，主要由 IgE 介导。凡是有遗传

仅是依靠单一的西药治疗，治疗效果往往不能令人满意。因此，

性的或者是体质上对特异性抗原易感的人，在接触到各种致敏

积极有效的临床治疗方法是必须，亦是急需的，不仅能够减轻

抗原时，可引起迟发型或者是速发型的过敏性皮炎，皮肤产生

病人的痛苦，还能缩短发病时间，使病人免受疾病折磨[3]。

[1]

红肿、瘙痒、蜕皮、风团等症状 。过敏原具体可分为注射性、

过敏性皮炎主要的西药治疗药物有免疫抑制剂、抗组织胺

吸入性、接触性和食入性四大类，并且每类过敏原均会产生相

药、糖皮质激素、过敏递质拮抗药、钙类药物等等，其中本文

应过敏反应，临床表现为湿疹、斑丘疹、皮炎或者是荨麻疹，

将葡萄糖酸钙和维 C 注射液联用，能够起到稳定血管壁，降低

过敏性皮炎是临床上经常遇到一种多发病，亦是疑难病之一。

渗出液的作用，而使用盐酸地塞米松，主要是起抗内毒素、抗

过敏性皮炎患者，应及早治疗，尽快将病因过敏原找出，同时

过敏、抗炎的作用[4]。

[2]

做好日常护理 。我科对过敏性皮炎患者应用中西医结合方法

过敏性皮炎在其急性期应用西药治疗是必不可少的，西药

治疗，取得了较好临床疗效，现报道如下。

治疗优势在于，它能够迅速稳定血管壁和细胞壁，拮抗受体，

1

有效控制疾病的快速发展。弊端在于西药在后期治疗中，无法

资料和方法

对体内过敏病变过程进行改变，而中医是根据病人发病特点、
1.1 临床资料

症状、时间或者是地域特点进行辨证论治，综合分析。把疾病

49 例过敏性皮炎患者，均由油漆、花粉或者是化妆品以及
其他不明原因导致的过敏性，症状有荨麻疹、皮肤裂纹、斑丘
疹、渗出、湿疹等；病情可划分为轻、中、重型三种，轻型皮
肤有瘙痒，或伴有抓痕，中型一般为慢性，病情迁延变化，重
型病程短，病情发生快速变化。西药组 21 例：男 12 例，女 9
例，年龄 5～66 岁，平均（39.5±8.7）岁，病程 5h～13 年；
中西组 28 例：男 15 例，女 13 例，年龄 4～63 岁，平均（37.8
±8.6）岁，病程 6h～14 年；两组在临床表现、性别、病程、
年龄上差异（P>0.05）
，不具统计学意义。

辨证分型，根据分型的不同进行药物加减，达到根治目的。本
文中使用荆芥、蝉蜕、防风开发腠理，疏风止痒；大黄荡清利
胃肠湿热积滞；丹皮、川芎、生地清热凉血、化瘀；土茯苓、
栀子清三焦湿热；芦根生津凉血；木通清利湿热，让湿毒通过
小便泄走。诸药合用，共奏清利湿热、疏风止痒、解毒、化瘀、
凉血之功效。
复方甘草酸苷是以甘草主要成分，富含甘草酸苷，是一种
复方制剂。甘草酸苷具有多种生物活性，其苷元部分的结构和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极为相似，能够起到与激素相同的消炎、抗

1.2 方法
①西药组：采用纯西药治疗，5～10mg 的磷酸地塞米松注
入 10ml 的葡萄糖酸钙和 2g 的维生素 C 注射液中，进行静脉推
注，同时予以 20ml 的溴化钙注射液，静脉滴注。②中西组：
在以上药物基础上，加用 50ml 的复方甘草酸苷静脉滴注，并
使用中医辨证治疗，主要药物：大黄、荆芥、蝉蜕、栀子、生
地、丹皮、川芎、芦根、土茯苓、防风、木通等，按风热、湿
热、血热、气虚、血虚等辨证分型进行药物加减。

过敏作用但是却无激素样的副作用。此外还具有自然杀伤细
胞、T 细胞的活化，增强胸腺外 T 淋巴细胞分化，诱发 γ 干扰
素等作用[5]。
因此，本文中西组应用中药方剂和西药联合治疗，28 例患
者治疗总有效率为 96.4%，而单纯使用西药治疗的西药组有效
率为 86.7%，中西组疗效显著高于西药组。
简而言之，中西医结合辨证治疗过敏性皮炎，疗效肯定，
有效改善病人的生活质量。临床工作者应该开拓视野，广泛吸

1.3 疗效判定

收中西医优点，综合治疗，兼容并蓄，选择一个最佳治疗方案

①痊愈：皮肤瘙痒等自感症状消失，皮损、抓痕、苔藓等临

为病患服务。

床表现消失；②有效：皮疹消失，或是在夜晚、出汗时仍有瘙痒，
皮损、苔藓、抓痕等临床症状消失；③无效：症状无改善。
1.4 统计学方法

[1]喻国华,刘建国,黄军兵.“荆防汤”治疗过敏性皮炎 52 例临床观察[J].江苏

统计分析是采用 SPSS13.0 软件，计量资料以（ x ± s ）表
示，采用 x2 检验，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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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生物医学进展,2010,10(17):3271

果

[3]谢勇,盛国荣,顾明生.曲安奈德鼻喷雾剂治疗过敏性皮炎疗效观察[J].临

中西组 28 例患者治疗总有效率为 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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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表 1。

[4]欧阳雁红,李宝山,袁素琴.复方甘草软膏的制备及在治疗过敏性皮炎和皮

表 1 二组过敏性皮炎患者疗效对比 [n（%）]

肤瘙痒症的疗效观察[J].山西医科大学学报,2006,37(10):1028-1029

项目

人数

中西组

28

西药组

21

治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

21（75.0） 6（21.4）

1（3.6）

27（96.4）

11（52.4） 7（33.3）

3（14.3）

18（86.7）

注：P<0.05。

3

讨

论

过敏性皮炎是在临床上属疑难病，大多数轻症患者经过简

[5]贾洁.中西药物联合治疗过敏性皮炎的疗效观察[J].当代医学,2012,18(14):
146

作者简介：
李红锦，女，本科，主治医师，山西省长治市钢铁有限公司职工总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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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临床研究
Clinical research on treating later period non-cellule lung cancer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彭曙明
（湖南省祁东县人民医院，湖南 祁东，42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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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中西医结合疗法消瘤汤配合化疗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临床治疗效果。方法：将 2009 年 7 月～2010
年 10 月期间于我院住院治疗的 70 例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按照随机分配的原则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35 例，两组间患者各项
指标无显著差异（P>0.05）
，两组患者均应用 NP 方案进行治疗，实验组在化疗的同时加服消瘤汤。观察治疗 3 个周期。观察患者
治疗后的临床症状改善情况以及生活质量的前后差异。结果：治疗后两组患者的生存治疗均有改善提高（P<0.05）
，且实验组的改
善情况较对照组相比更加明显（P<0.05）
。结论：中西医结合疗法消瘤汤配合化疗能够显著改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临床症状以及
生活质量，具有临床推广价值。
【关键词】 消瘤汤；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P 方案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Xiaoliu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NP chemotherapy regimen in the
treatment of later period non-cellule lung cancer.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s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from 70 patients with later
period non-cellule lung cancer from July 2009 to October 2010. 35 patients in treatment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Xiaoliu decoction and NP
chemotherapy. Simultaneously, 35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NP chemotherapy onl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in disease course, sex, age and fracture classification. The WHO entity lump curative effect evaluation
and the overall response were investigated. 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overall response of TCM-OEC, both the index of stability and the
effective in treatment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e data that come from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The efficacy of NP chemotherapy
combined with Xiaoliu decoction is better than the traditional treatment in later period non-cellule lung cancer. And it may enhance the
quality of the patients lives and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Xiaoliu decoction; Non-cellule lung cancer; NP chemotherapy regime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09
两组患者均应用 NP 方案进行化疗治疗，
即：
顺铂 20mg/m2，

肺癌是现今社会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在全部的肺癌病例
中，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所占比例约为 85%，对于可

连用 3d，1 次/d；长春瑞滨 20mg/m2，第 1d 和第 8d 进行静脉

切除的 NSCLC 患者应选用手术进行根治性切除，然而由于该

应用，21～28d 为 1 个疗程，期间不进行其他放射疗法辅助治

病在诊断时往往已经为晚期，造成 NSCLC 的 5 年生存率不足

疗。消瘤汤组成：重楼 15g，薏苡仁 30g，山药 20g，山茱萸

[1]

15% 的现况。临床上运用中西医结合手术、放疗、化疗、介

20g，白术 12g，熟地 20g，浙贝母 15g，黄芪 30g，白花蛇舌

入治疗等中西医结合疗法，为晚期 NSCLC 患者的治疗开辟了

草 30g，干蟾皮 3g，麦冬 15g，女贞子 20g，茯苓 15g。加水

新途径，现就笔者研究的中西医结合疗法消瘤汤配合化疗对患

300ml，煎至 200ml，分早晚两次服用。实验组与对照组患者

者临床症状和生活质量的改善情况，汇报如下。

均可配合止痛、止血、护肾、营养支持一类的一般治疗，进行

1

资料与方法

3 周期治疗。
1.4 观察指标

1.1 一般资料

生活质量评价：参照（KPS 评分）
《体力状况记分标准》
，

2009 年 7 月～2010 年 10 月期间于我院住院治疗的非小细

治疗后 KPS 评分上升超过 20 分，上升 10～20 分，上升及下降

胞肺癌患者 70 例（经过病理证实为 WHO 分期 III～IV 期）
。

10 分之内，下降 10 分以上分别定义为显效、有效、稳定以及

随机分为两组，实验组 35 例，男性 19 例，女性 16 例，平均

恶化。中医临床症状改善情况观察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年龄 49.92 岁，IIIB 期患者 6 例，IV 期患者 29 例。对照组 35

药政局发布的《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3]。

例，男性 18 例，女性 17 例，平均年龄 48.99 岁，IIIB 期患者

1.5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的过程中的数据处理采用 SPSS13.0 统计软件进行

4 例，IV 期患者 31 例。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治疗前机能
状况（KPS）评分无明显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数据分析。计量资料用（ x ± s ）表示。两样本比较采用 t 检验。

1.2 诊断标准

组间计数资料比较用 x2 检验。P<0.05 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依据 1989 年卫生部制定的《中国常见恶性肿瘤诊治规范》[2]，
病理诊断为非小细胞肺癌患者（WHO 分期 III、IV 期）
。
1.3 治疗方法

2

结

果

2.1 生活质量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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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前两组 KPS 评分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治

组患者生活质量改善状况优于对照组（P<0.05）
。见表 1、表 2。

疗后两组 KPS 评分相比于治疗前有显著提高（P<0.05）
，且治疗
表 1 两组治疗前后 KPS 评分变化情况（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稳定

恶化

有效率（显效＋有效）
（%）

实验组

35

18

对照组

35

10

12

4

1

85.71

8

10

7

51.43

2

注：经 x 检验，两组有效率比较 P<0.05。

2.2 中医临床症状改善情况比较

表 2 两组治疗前后一般状况评分（x2， x ± s ）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P值

实验组

71.44±6.61

88.54±7.87

0.001

对照组

71.51±6.32

79.61±8.32

0.025

P值

0.865

0.007

3 周期治疗结束后，将两组进行对比，实验组主要的临床
症状低热、精神疲乏、胸痛、胸闷、以及食欲不振、咯痰等的
改善程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见表 3。

表 3 两组治疗后临床症状改善情况比较（n，%）
症状
低热

痰中带血

精神疲乏

胸痛

胸闷

食欲不振

气短

咳嗽咳痰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实验组

35

29

5

1

97.14

对照组

35

22

8

5

85.71

实验组

35

26

9

0

100

对照组

35

18

10

7

80

实验组

35

25

8

2

94.28

对照组

35

10

10

5

85.71

实验组

35

22

13

0

100

对照组

35

25

5

5

85.71

实验组

35

25

9

1

97.14

对照组

35

22

7

6

82.86

实验组

35

20

11

4

88.57

对照组

35

24

4

7

80

实验组

35

24

10

1

97.14

对照组

35

22

8

5

85.71

实验组

35

24

11

0

100

对照组

35

21

10

4

88.57

P
<0.05

<0.05

<0.01

<0.05

<0.05

<0.01

<0.05

<0.01

注：经秩和检验，治疗后两组临床症状改善比较 P<0.05。

3

讨

论

本研究采用中西医结合疗法消瘤汤配合化疗的治疗方法。
从中医的角度出发，恶性肿瘤患者的本身已经是肝、脾、肾俱
损的状态，因此在对症治疗的同时，应该注意“养正积自除，
攻补兼施”的理论方法。
消瘤汤中的白术、薏苡仁、桔梗等可以祛痰化湿，健脾益
气；首乌可以生津养阴、润肠通便；山茱萸、熟地养阴益肾，
从而使机体气化有源生生不息。浙贝母攻毒散结，化痰通络；
重楼可以解毒利湿，相互配合可以在杀伤肿瘤细胞的同时增强
机体免疫力。通过实验结果显示，中西医结合疗法的实验组与
单纯进行化疗的对照组相比，临床疗效有明显的提高，具体表
现为实验组的主要症状低热、痰中带血、精神疲乏、胸痛、胸
闷的改善程度高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两组的生活质量
KPS 评分明显高于治疗之前（P<0.05）；治疗后试验组的生活

综上所述，中西医结合疗法消瘤汤配合化疗能够显著改善
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临床症状以及生活质量，比传统的放疗、
化疗治疗方式有更好的临床疗效，具有临床推广价值。
参考文献：
[1]张学民,周永明,钱钢,等.中药配合化疗治疗中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临床研
究[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09,10(5):77-79
[2]周岱翰,林丽珠,陶志广.中医肿瘤疗效评价系统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中的
应用[J].中国肿瘤,2009,14(10):654-657
[3]刘联,王秀问,黎莉.含顺铂的三组联合化疗方案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
随机对照临床研究[J].癌症,2010,25(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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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较对照组有明显提高（P<0.01），均提示本中西医结合疗
效试验的优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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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营解毒汤治疗猩红热 43 例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43 cases of scarlatine with
the Qingying Jiedu decoction
孙淑芹 朱成方 刘 红
（山东省高密市人民医院，山东 高密，26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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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清营解毒汤治疗猩红热的临床疗效，以探讨理想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法。方法：将全部患儿随机分为
两组，治疗组 43 例，对照组 43 例，两组患儿在年龄、性别、治疗前病程及症状、体征方面差异无显著性，具有可比性。对照组
给予常规治疗，治疗组加用清营解毒汤。结果：治疗组体温、皮疹面积、白细胞数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应用中西医结合的治疗组患儿临床症状、实验室指标的改善明显优于对照组。提示中西医结合联合治疗具有协同作用，安
全有效，经济实惠，为治疗儿童猩红热开辟了新的途径，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清营解毒汤；猩红热；中西医结合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deal combination of integrative medicine treatment by observing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scarlatina made by Qingying Jiedu decoction. Methods: All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with 43 case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43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spectively.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ge, gender, duration of symptoms before
treatment and sig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so that they were comparable.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conventional therapy while the
treatment group added Qingying Jiedu decoction. Results: The treatment group had lower temperature, smaller rash area and less leukocyte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s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treatment group, which was
treated by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treatment, had greater improvements in the clinical symptoms and laboratory index.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also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We can see that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treatment has
synergistic effect and is proved to be secure, effective and affordable, thus explores new approaches for the treatment of children with
scarlatina and well worths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Qingying Jiedu decoction; Scarlatina;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10
猩红热为 A 组 β 型溶血性链球菌（也称为化脓链球菌）感

例患儿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对照组给予西医常规治疗，

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其临床特征为发热、咽峡炎、全

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自拟中药方剂-清营解毒汤治疗，由

身弥漫性鲜红色皮疹和疹退后明显脱屑。少数患者患病后可出

本院中药房代煎，早晚各一包，约 300ml，温服。

现变态反应性心、肾、关节的损害。多见于 5～15 岁的儿童，

1.2 诊断标准

潜伏期 1～7d，一般为 2～5d，少数患儿病后 2～3 周发生风湿

1.2.1 西医诊断标准

热或急性肾小球肾炎[1]。在 20 世纪 40～60 年代小儿猩红热是

依据《诸福棠实用儿科学》[3]第 7 版关于猩红热的诊断标

一种严重的传染病，发病率高，临床表现重，并发症多，死亡

准。

率高[2]“猩红热”中医称“烂喉痧”、“疫喉痧”、“烂喉丹痧”

1.2.2 中医诊断标准

等，民间俗称“喉痧”、“番痧”。多因冬春季节气候反常，暴

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1995 年 1 月 l 日实施的《中医病证诊

暖，时疫发生，小儿素体阴虚火旺，外感丹痧时邪而发病。现

断疗效标准》丹痧诊断依据为准。

将高密市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 2010 年 4 月～2012 年 4 月收

1.2.2.1 起病急，突然高热，咽峡红肿疼痛，并可化脓。

治的 86 例猩红热患儿的临床治疗情况报道如下。

1.2.2.2 在起病 12～36h 内，开始出现皮疹，先于颈、胸、背及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腋下等处，迅速蔓延全身，其色鲜红细小呈粟粒状，并可见环
口苍白圈和杨梅舌。
1.2.2.3 皮疹出齐后 1～2d，身热、皮疹渐退，伴有脱屑或脱皮。

选择高密市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 2010 年 4 月～2012 年

1.2.2.4 血白细胞总数及中性粒细胞增高。

4 月收治的 86 例猩红热患儿，其中男 48 例，女 38 例；年龄 6～

1.2.2.5 咽拭子细菌培养有溶血性链球菌。

12 岁。3 例患儿因高热出现惊厥，62 例病程 7d 时开始面部脱

1.3 中医证候分类

屑，其余病例 7d 后出现脱屑，86 例患儿均于 2～3 周脱净。86

1.3.1 邪侵肺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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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寒发热，咽红肿痛，皮疹隐隐。舌尖红，苔薄白，脉浮数。

退热剂，腹泻者给予蒙脱石散口服；其中 3 例伴尿路感染者、
2 例腹泻者发热>3d、白细胞>20.0×109/L，给予头孢呋辛钠 2

1.3.2 邪入气营
高热，烦躁不安，口渴欲饮，咽部红肿疼痛，甚则溃烂，
皮疹成片，猩红若丹。若热毒内陷，出现高热昏迷，烦躁谵语，

次/d，每次 50mg/kg 静脉滴注，疗程 7d。治疗组在上述治疗的
基础上加用自拟中药清营解毒汤治疗，组成：生石膏 l5g（先

或有抽搐。皮疹呈紫红色，或伴有瘀点。舌绛起刺，苔剥，脉

煎）
，栀子 15g，双花 15g，蒲公英 20g，连翘 15g，僵蚕 10g，

数有力。

薄荷 10g（后下）
，大黄 10g，玄参 20g，生地 15g，丹皮 15g，
紫草 15g，芦根 20g，麦冬 20g，知母 15g，甘草 10g。由本院

1.3.3 疹后阴伤
身热渐退，皮疹渐消，继则脱屑严重者退皮，咽部赤烂疼

中药房代煎，每包 300ml，早晚分两次温服，疗程 7d。
1.7 疗效判定标准

痛渐减，午后或有低热。舌红有刺，脉细数。
1.4 纳入标准

以《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为准。治愈：疹回热退，症

①符合猩红热的中西医临床诊断标准；②家长知情同意。
1.5 排除标准

状消失，血象恢复正常。好转：疹回热退，其他症状得到改善。
未愈：病情未能控制或出现合并症。

①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②病毒性咽炎；③夏季痱子。
1.6 治疗方法

2

果

治疗组体温、皮疹面积、白细胞数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

所有病例均每日给予青霉素治疗 10 万 U/kg，2 次/d 静脉
滴注，疗程 7～10d。发热<38.5℃者物理降温，>38.5℃者给予

结

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l。

表 1 两组患儿治疗后体征、症状改善时间及实验室指标变化比较
组别

例数

体温（℃）

皮疹面积（%）

白细胞数（×109/L）

治疗组

43

36.09±2.53*

9.87±3.44*

8.7±2.32*

43

36.98±3.08

11.56±3.97

10.4±2.78

对照组
*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3

讨

论

猩红热冬春季为发病高峰，夏秋季较少，病程 2 周左右，
近几年发病率较高，重症猩红热有上升趋势[4]，有一定的流行
性，本病经治疗后一般预后良好。链球菌感染机体后，机体获
得抗菌免疫和抗毒免疫，抗菌免疫弱，维持时间短，而抗毒免
疫强，维持时间长，甚至可持续终身。链球菌有 80 余个血清
型，机体感染后获得的抗菌免疫每个血清型之问没有交叉免疫
性，各种不同血清型所分泌产生的红疹毒素不同，刺激机体所
获得抗毒免疫无交叉性免疫，所以儿童可能多次发生猩红热[2]。
“猩红热”病属于中医温病范畴，系感受时疫毒邪所敛的
热性传染病。其主症为：初起发热恶寒，咽喉肿痛，头颈痧点
隐隐，继之高热，皮疹丹红成片，喉肿而烂，重者丹痧下陷，
乃至下利气绝。
“猩红热”中医辨证可分为三期：邪侵肺卫（初
期）
，邪入气营（中期）
，疹后阴伤（后期）
。患儿来院就诊时，
多已至邪入气营（中期），证见高热，烦躁不安，口渴欲饮，
咽部红肿疼痛，甚则溃烂，皮疹成片，猩红若丹。若热毒内陷，
出现高热昏迷，烦躁谵语或有抽搐。皮疹呈紫红色或伴有瘀点。
舌绛起刺，苔剥，脉数有力。治则为清营解毒，透热养阴。给
予自拟清营解毒汤治疗。自拟清营解毒汤以蒲公英、金银花、
连翘清热解毒为主，对溶血性链球菌有不同程度的杀灭和抑制
作用；丹皮，栀子，玄参清热解毒利咽排脓；紫草凉血解毒透
疹；芦根清热生津止呕；僵蚕性味咸辛平，不但能祛风治皮疹，

肠腑闭结，如大便干而难下，或尿少、尿黄，为此方选生石膏，
薄荷清心除烦利小便；大黄消积通大便，使其肠腑通畅，热势
得挫；高热伤阴，方选生地，麦冬，知母养阴生津；生甘草清
热解毒、祛痰止咳、调合药性。该方组方严谨，治中防变，切
合病机及小儿病理特点。
近年来，由于抗菌素的广泛运用，甚至滥用导致耐药菌株
产生，使常规治疗临床症状虽有改善，但患儿机体恢复缓慢。
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贵在辨证施治，整体调护能尽快改善临
床症状，缩短病程，对耐药菌株亦有效，从而使患儿能尽早康
复，阴平阳秘无并发症。两者相互协同，相互补充。临床观察
表明，中西药结合治疗该病，治愈率高，值得推广应用，并在
临床继续增加研究样本，进一步验证其疗效的科学性和可靠
性。
参考文献：
[1]薛辛东.儿科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211-213
[2]刘作义.儿童猩红热的诊断治疗[J].中国实用儿科杂志,2001,16(11):653654
[3]胡亚美,江载芳.诸福棠实用儿科学[M].7 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934937
[4]徐开泰.尹洪波,姜琦.类猩红热合并多器官损害 42 例临床分析[J].中华传
染病杂志,1996,14(1):55

软坚利咽喉，同时又能息风止痉，在此用之有防治小儿“肝常
有余”、热极动风之意。因本病多伴高热，常出现邪热炽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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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麻钩藤饮加减治疗高血压性眩晕 55 例
Treating 55 cases of hypertension vertigo with TGD
吴文岭
（河南省洛阳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职工医院，河南 洛阳，471000）
中图分类号：R5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3-0022-02

证型：BDG

【摘 要】 目的：观察天麻钩藤饮治疗高血压性眩晕的临床疗效。方法：55 例高血压性眩晕患者服用天麻钩藤饮加减汤剂。
1 剂/d，水煎分二次服，15d 为 1 个疗程。结果：治愈 25 例，好转 27 例，未愈 3 例，总有效率 94.5%。结论：天麻钩藤饮加减治
疗高血压性眩晕疗效满意。
【关键词】 眩晕；天麻钩藤饮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GD treatment of hypertension vertigo. Methods: 55 hypertensive vertigo
patients accepted the TGD. Results: 25 cases were cured, improved in 27 cases, healed in 3 cases,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94.5%.
Conclusion: Treating hypertension vertigo with TGD is satisfactory.
【Keywords】 Dizziness; TGD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11
高血压是临床常见病，多伴有眩晕症状，轻者头晕眼花，

激动，昨日晨起眩晕加重，自觉天旋地转，如坐舟船，伴呕恶

重者天旋地转，如坐舟船，影响患者的工作与生活。笔者近几

等症，测血压 190/105mmHg，自服降压药血压有所下降，但眩

年用天麻钩藤饮加减治疗高血压性眩晕疗效满意，报导如下。

晕等症不见好转，求中医诊治。患者神志清楚，眩晕，不能自

1

步，口苦，时有头痛呕恶，心烦多梦，便秘，舌红苔黄腻，脉

临床资料

弦。血压 180/100mmHg，X 线颈椎摄片未见异常，排除颈椎病。

观察病例 55 例，诊断均符合《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1]

中医诊断为眩晕，证属肝阳上亢，风阳上扰清窍，治以平肝潜

相关标准。其中，男 35 例，女 20 例；年龄 30～79 岁；病程 6

阳，清火熄风法。予以天麻钩藤饮去桑寄生、益母草加夏枯草

个月～10 年。

12g，川芎 9g，白蒺藜 15g，竹茹 9g，半夏 9g，珍珠母 30g，

2

大黄 9g。1 剂/d，水煎 2 次，取汁 900ml，分早中晚三次服。

治疗方法
采用天麻钩藤饮加减治疗。处方：天麻 12g，钩藤 15g，

石决明 30g，杜仲 15g，川牛膝 15g，栀子 9g，黄芩 12g，夜交
藤 20g，桑寄生 15g，茯苓 15g，益母草 15g。加减：伴头痛者
加夏枯草 10g，川芎 9g，白蒺藜 15g；呕恶者加竹茹 9g，半夏
9g；脘痞纳呆者加白术 12g，焦三仙各 15g；失眠多梦者加炒

配合硝苯地平片，10mg/次，2 次/d 口服。服药 5 剂后，患者眩晕
明显减轻，血压 150/90mmHg，已能独立行走，呕恶便秘等症已
消失，仍心烦失眠，上方去大黄、半夏、白蒺藜，加炒枣仁 30g，
再服 10 剂，眩晕头痛等症已基本痊愈，失眠等症明显好转，行走
自如，已能上班，测血压 135/85mmHg，守方再服 1 个疗程，巩

枣仁 30g，珍珠母 30g；口苦便秘者加龙胆草 9g，大黄 9g。1

固疗效。嘱其注意调节情志，控制血压，以防眩晕再复发。

剂/d，水煎二次，取汁 900ml，兑匀，分早、中、晚三次饭后

5

1h 温服。治疗 15d 为 1 个疗程，最多治疗 6 个疗程。
3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3.1 疗效标准

体

会

高血压是以血压升高为主要临床表现，是多种心、脑血管
疾病的重要病因和危险因素。而高血压患者，特别是中青年高
血压患者，多伴眩晕头痛等症。早在《素问·至真要大论》就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2]相关标准。治愈：

有“诸风掉眩，皆属于肝”、《灵枢·海论》“髓海不足，则脑

眩晕及伴随症状消失，血压趋于正常范围。好转：眩晕基本消

转耳鸣”的记载，认为眩晕与肝肾关系最为密切。天麻钩藤饮

失，血压稍高，能坚持工作或胜任家务。未愈：症状无改变，

中天麻平肝潜阳；钩藤、石决明清热平肝潜阳；黄芩、栀子清

血压下降不明显。

热除烦；杜仲、川牛膝、桑寄生补益肝肾；夜交藤、茯神健脾

3.2 治疗结果

宁心安神；益母草活血利水；诸药合用，共奏平肝潜阳，清火

治愈 25 例，好转 27 例，未愈 3 例，总有效率 94.5%。
4

病案举例

宁心，补益肝肾之功效。现代药理研究[3]也证实，天麻能降压
并降低外周血管和冠状动脉血管阻力；钩藤可降压镇静；石决
明有镇静作用；黄芩可利尿降压镇惊；杜仲降血压、降血脂；

患者甲，男，52 岁，工人，2011 年 5 月 6 日初诊。眩晕

益母草有增加冠状动脉血流量、改善微循环、降血压、抑制血

伴失眠多梦 3 年余，加重 2d。自诉前天与家人发生争执，情绪

栓形成、扩张外周血管作用；桑寄生可降压、镇静、利尿，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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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冠状动脉，增加冠脉血流量。本方组成针对病因，切中病机，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23

临床辨证与辨病相结合，随证加减，对高血压证属肝火上炎或

[2]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药新药临床指导原则(第一辑)[S].1993:25

肝肾阴亏、肝阳上亢所致眩晕等证进行治疗，具有疗效显著，

[3]雷载权,陈松育,高学敏.中药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264

症状缓解率高，血压下降且稳定，无明显不良反应等优点，值
得临床推广应用。

作者简介：
吴文岭（1962-），男，汉族，主治中医师，从事中医临床工作 32 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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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中风后遗症期头昏重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Integrative medicine therapy on treating the dizziness heavy in stroke sequelae
陈晓醒
（周口市第五人民医院，河南
中图分类号：R255.2

周口，4660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3-0023-02

证型：BGD

【摘 要】 目的：研究脑中风后遗症期头昏重的证型特点及中西医治疗方法。方法：回顾性分析近 5 年来诊疗的 92 例以头
昏重为主诉的脑中风后遗症期患者的临床资料，探讨脑中风后遗症期头昏重的证型特点，总结治疗经验。结果：92 例患者可辨证
分型为气虚血瘀型、肾虚血瘀型、痰湿瘀阻型、肝阳上亢型四个证型。辨证应用补肾平肝益气豁痰逐瘀醒神开窍类中草药，联合
应用西药胞二磷胆碱与乙酰谷酰胺针剂、口服心脑健胶囊，有效率高达 90.80%。并同时能够不同程度的改善伴发的其他后遗症状。
结论：中西医结合治疗能够有效地减轻或消除脑中风后遗症期的头昏重症状，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关键词】 头昏重；脑中风后遗症；中西医结合疗法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yndromes characterized of dizziness heavy in stroke sequelae and the treating methods of
integrative medicine. Method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clinical data of 92 patients, and discuss the syndromes characterized of dizziness
heavy in stroke sequelae, to summary the therapeutic experience. Results: 92 patients were syndrome types of QDBS, kidney deficiency
and blood stasis type, phlegm stasis type, and hyperactivity type. Dialectical utilize the TCM medicine of Bushen, Pinggan, Yiqi, Huotan,
Zhuyu, Xingshen, Kaiqiao plus modern citicoline, aceglutamide injections, and oral the heart and brain health capsules, the efficiency rate
was 90.80%. Can improve other sequela in different degree. Conclusio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can effectively reduce or eliminate the
dizziness heavy in Stroke sequelae, and improve the life quality of patients.
【Keywords】 Dizziness heavy; Stroke sequelae; Integrative medicine therap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12
头昏重是脑中风后遗症期最常见的症状之一，但因治疗效

1.2 辨证分型[2]

果差，并且多与倦怠乏力、嗜睡懒言、注意力不集中、健忘、

气虚血瘀型。证见：头昏重，面色晄白，气短乏力，口角

智能衰退、性格改变等症状并存，又可能同时存在偏瘫肢体麻

流涎，神疲自汗，心悸便溏，或伴有半身不遂，口眼歪斜，言

木偏盲失语吞咽困难、共济失调等更严重的功能缺失，因而常

语滞涩或不语，肢体麻木等症。舌质紫暗，舌苔薄白或白腻，

被笼而统之地认为是后遗症难以治愈，临床上专门的治疗研究

脉沉细、细缓或细弦。肾虚血瘀型。证见：头昏重，精神萎靡，

尚不够充分，相关报道及流行病学资料尚很匮乏，故诊疗效果

眩晕耳鸣，形寒肢冷，四肢不温，腰膝酸软，少寐多梦，健忘。

上，尚有待进一步提高。本报道对于脑中风后遗症期头昏重的

或伴有半身不遂，口眼歪斜，言语滞涩或不语，肢体麻木等症。

证型分析及治疗研究，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舌质暗淡，舌苔薄白或白滑，脉沉细无力。痰湿瘀阻型。证见：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头昏重，胸闷呕恶，痰多流涎，食少多寐，肢体沉重，耳鸣重
听。或伴有半身不遂，口眼歪斜，言语滞涩或不语，肢体麻木
等症。舌体胖，苔白腻，脉弦滑。肝阳上亢型。证见：头昏重，

选择 2008 年 6 月～2013 年 2 月以头昏重为主诉的脑中风后

颜潮红，烦躁易怒，目赤口苦，胸胁胀痛，肢体震颤，眩晕耳

遗症期患者 92 例，选择病例脑中风病程均已超过半年[1]。其中脑

鸣。或伴有半身不遂，口眼歪斜，言语滞涩或不语，肢体麻木

出血性中风患者 10 例（均为高血压自发性脑出血）
，脑缺血性中

等症。舌质红，苔黄或黄腻，脉弦细或弦数。

风患者 82 例（脑梗死 7 例，脑血栓形成 75 例）
，年龄最大 86 岁，

1.3 治疗方法

最小 45 岁，男 49 例，女 43 例。平均年龄（61.20±15.80）岁。

所有患者均静脉滴注生理盐水 250ml 加胞二磷胆碱 0.75、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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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酰谷酰胺 0.6，1 次/d，连用 14d；口服心脑健胶囊，0.2/次，3 次

重度头昏重，持续且严重。治疗前及治疗两周后分别评判患者

/d，连用 14d。在此基础上，个体化辨证施治运用中药汤剂，1

头昏重的等级和分值。完全缓解：完全无头昏重，VAS 减少到

剂/d，早晚分服。气虚血瘀型给予益气活血，药用补阳还五汤加

0 分；部分缓解：头昏重较前明显减轻，VAS 减少到 1/2 以上；

减，肾虚血瘀型给予补肾祛瘀，药用六味地黄汤合血府逐瘀汤加

轻度缓解：头昏重减轻，但仍有明显感觉，VAS 评分减少少于

减，痰湿瘀阻型给予豁痰开瘀，药用温胆汤合桃红四物汤加减，

1/2；无效：头昏重较治疗前无减轻，VAS 评分无减少。

肝阳上亢型给予平肝解瘀，药用镇肝熄风汤合抵挡汤加减。

1.5 统计学处理

1.4 疗效评判标准

采用 t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参考 WHO 对于疼痛的 4 级分类标准[3]结合 VAS 评分法：
0 级：0 分，无头昏重；1 级：1～3 分，轻度头昏重，为间歇
性；2 级：4～6 分，中度头昏重，为持续性；3 级：7～10 分，

2

结

果

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总有效率达 90.80%。见表 1、表 2。

表 1 各证型例数及疗效比较（n，%）
组别

完全缓解

部分缓解

轻度缓解

气虚血瘀 n＝36

12

13

10

1

97.22

肾虚血瘀 n＝32

10

11

9

2

93.75

痰湿瘀阻 n＝18

6

5

5

2

88.89

肝阳上亢 n＝6

2

1

2

1

83.33

治疗前

气虚血瘀 n＝36

6.22±3.31

肾虚血瘀 n＝32

6.27±3.22

痰湿瘀阻 n＝18

6.21±3.15

肝阳上亢 n＝6

6.43±3.50

脑健胶囊合用治疗头昏重效果明显。乙酰谷酰胺为谷氨酰胺的

治疗后
3.15±1.02

*

乙酰化合物，有改善神经细胞代谢，维持神经应激能力及降低

3.21±1.15

*

血氨的作用，并能通过血脑屏障，用于脑外伤昏迷、肝昏迷、

*

偏瘫、高位截瘫、小儿麻痹后遗症、脑外伤后遗症、智力减退、

*

神经性头痛及腰痛等。胞二磷胆碱属于神经细胞营养剂，用于

3.24±1.11

3.25±1.21

*

注：与治疗前相比较 P<0.01。

3

有效率（%）

药物，我们反复筛选尝试，发现乙酰谷酰胺与胞二磷胆碱、心

表 2 治疗前后平均积分比较
组别

无效

治疗急性颅脑外伤和脑部手术后的意识障碍。对脑中风所致的
偏瘫可逐渐恢复四肢的功能，亦可用于其他中枢神经系统急性

讨

论

脑中风后遗症一般是指在脑中风发病半年后如果还存在

损伤引起的功能和意识障碍。
心脑健胶囊主要成分为茶叶提取物，具有提神健脑降脂等

半身不遂或者语言障碍或口眼歪斜等症状就叫做脑中风后遗

药理作用。中医辨证施治的基础上，加用芳香开窍醒神类药物，

症。该时期也叫做脑中风后遗症期。与恢复期相比，后遗症状

能显著提高疗效。但总体说来，我们治疗的例数尚少，上述中

恢复速度及程度较慢甚至有人认为已难以恢复。而后遗症期的

西医结合治疗方法，仍属于个人经验的范畴，有待进一步临床

许多非主要症状，如头昏重、头晕耳鸣、倦怠乏力、嗜睡懒言、

验证。

注意力不集中、健忘、烦躁、性格改变等，往往又不易引起医

脑中风后遗症期头昏重，说到底只是脑中风后遗症期的症

生和家属的重视。但这些却是患者本人感觉比较痛苦不适的。

状之一。对脑中风后遗症期头昏重的治疗，同时也就是对脑中

有效地消除患者感觉到的自我症状，能够大大的减轻患者的痛

风后遗症的治疗。我们发现，随着头昏重症状的减轻和消失，

苦，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增强康复的信心。

所伴有的倦怠乏力、嗜睡懒言、注意力不集中、健忘等症几乎

脑中风后遗症的主要病理机制是出血或缺血导致脑细胞

同时减轻和消失，伴有的其他肢体等症状及血液生化指标也有

及其发出的神经纤维受损，相应的功能缺失。传统中医认为是

不同程度的改善。总之，对脑中风后遗症期的治疗不应过于悲

风、火、痰、瘀、虚引起中风进而导致的神机失用。说法略有

观，积极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仍然大有可为。特别对消除某些不

差异，意义基本雷同。治疗的目的是要修复脑细胞的活力和功

适症状，能够短期内收到较为明显的效果。

能，而疏通血管，保持气血的通畅是促使脑细胞修复的前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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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中汤在儿童脾胃病中的临床应用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treating digestive diseases in children with
the Lizhong decoction
贺 辉 涂莹莹
（信阳市中医院，河南 信阳，46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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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理中汤在儿科脾胃病中的临床效果。方法：将我院 92 例患有十二指肠溃疡的儿童随机分为两组，每
组 46 例。对照组采用奥美拉唑联合抗生素阿莫西林和甲硝唑的治疗方案，观察组采用奥美拉唑、抗生素阿莫西林和甲硝唑联合中
药理中汤治疗方案。结果：对照组（奥美拉唑的三联法治疗）中痊愈 19 例，显效 12 例，有效 8 例，无效 7 例，总有效率 84.786%；
观察组（中西医联合疗法治疗）中痊愈 22 例，显效 14 例，有效 8 例，无效 2 例，总有效率 95.65%。两组相比较具有临床效果差
异（P<0.01）
。结论：中西医联合疗法治疗小儿十二指肠溃疡有较好的疗效，值得临床广泛推广。
【关键词】 理中汤；儿科；脾胃病；十二指肠溃疡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Lizhong decoction on treating digestive diseases in children. Methods: 92
children with duodenal ulcer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46 for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Omeprazole combined with Amoxicillin and Metronidazo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Lizhong decoction more than the
control group. Results: In the control group, 19 cases were cured, markedly effective in 12 cases, effective 8 cases, invalid 7 case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84.786%;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22 cases were cured, markedly effective in 14 cases, effective 8 cases, invalid 2 cases,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95.65%,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in the treatment of duodenal ulcer has better curative effect, worthy of a wide clinical promotion.
【Keywords】 Lizhong decoction; Pediatrics; Digestive diseases; Duodenal ulcer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13
儿科临床治疗中消化系统疾病占有率仅次于呼吸系统疾

治疗组与对照组服用抗生素的方法一致，阿莫西林口服每

病，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任何年龄的小儿均可发生消化道出血

日 0.5g/次；甲硝唑片，2 次/d，200mg/次，奥美拉唑 1 次/d，

现象[1]，表现为吐血和便血。小儿消化道出血病因很多，临床中

10mg/次，持续用药 14d，治疗组在与对照组西药治疗的基础上，

最为常见的为消化道溃疡，其中消化道溃疡中又以十二指肠溃疡

口服中药以理中汤为基础方，药物组成：人参 6g，白术 6g，

最为常见，十二指肠溃疡是一种多病因的疾病，主要以幽门螺杆

干姜 6g，甘草 6g。l 剂/d，早晚 2 次分服，连续服用 2 周为 1

菌（HP）感染和服用 NSAID 类药物为主要病因。治疗十二指肠

个疗程。治疗期间随时要观察患者的临床症状，及时对症用方。

溃疡近年采用三联法根除幽门螺杆菌的方法疗效较好，三联法中

1.3 疗效评价标准

的两种抗生素是阿莫西林和甲硝唑，抑制胃酸药物质子泵抑制剂

显效：根据治疗组治疗后的小儿十二指肠溃疡症状基本痊

（PPI）如奥美拉唑、兰索拉唑等。理中汤的功能为温中祛寒、补

愈，各项体征正常，无临床症状，生活行为明显改善；有效：

气健脾。方中人参补中益气，白术健脾补气，干姜温中祛寒，甘

根据治疗组治疗后的小儿十二指肠溃疡症状有所改善，各项体

草和中补脾。药仅四味，配伍周到，疗效显著。本次观察分析理

征趋于正常，无明显临床症状，生活行为有所改善；无效：根

中汤治疗小儿十二指肠溃疡的临床治疗疗效，现归纳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2 年 1 月～2013 年 1 月十二指肠溃疡的儿童 92 例，随
机分为对照组（奥美拉唑三联法治疗）和观察组（中西医联合
治疗）
，每组 46 例。入选标准为儿童患者在入院前均进行医生
检查和辅助检查得以确诊，并排除其他疾病的干扰。对照组男
30 例，女 16 例；治疗组男 28 例，女 18 例，两组患者的性别、
年龄、体重、身高、临床症状等各方面无明显差异（P>0.05）
，
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据治疗组治疗后的小儿十二指肠溃疡无改善或加重，各项体征
不正常，有明显临床症状，生活行为无改善。
1.4 统计学方法
本组数据经卡方检验，以 P<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本次
实验数据采用 SPSS12.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其中计量资料
对比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对比采用卡方检验，以 P<0.05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效果比较见表 1。
（下转 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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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效果观察
Effect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COPD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郭志生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 郑州，450002）
中图分类号：R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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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 2010 年 6 月～2012 年 6 月我院收治的慢
性阻塞性肺疾病 60 例进行回顾性分析，随机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每组 30 例，观察组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对照组仅采用
常规西医治疗，观察两组治疗效果及治疗前后肺功能情况。结果：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两组治疗后肺
功能较治疗前有显著提高（P<0.05），且观察组提高水平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能
够有效改善患者的肺功能，效果显著，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临床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on treating COPD. Methods: 60 cases of our hospital
from Jun. 2010 to Jun. 2012 were randomly and equal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conventional modern medicine treatment.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and the lung function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lung function of the two groups improved markedly (P<0.05)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lung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COPD. The effect is significant. It is worthy of a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Integrative medicine; COPD; Clinical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14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是一种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是指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患者出现的气流受限并不能完全
[1]

解质和酸碱平衡，并进行对症治疗，解痉平喘采用 250mg 氨茶
碱＋250ml 生理盐水静脉滴注；祛痰采用 30mg 盐酸氨溴素，3

可逆的情况 ，其反复发作、致死率较高，并呈进行性发展，

次/d；抗感染采用 2.0g 头孢哌酮舒巴坦钠＋100ml 生理盐水静

严重影响着患者的劳动能力和生活质量，因而必须加强对疾病

脉滴注。观察组在常规西医治疗上采用中医治疗，通过三子养

的治疗。为了探讨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临床疗

亲汤：甘草 6g，山萸肉、紫苏子、白芥子、莱菔子各 15g，菟丝

效，本文选取 2010 年 6 月～2012 年 6 月我院收治的慢性阻塞

子、淫羊藿、川芎各 20g，黄芩、山药各 10g；对于外寒内饮者加

性肺疾病 60 例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结果报告如下。

附片、桂枝各 10g，细辛 6g；对于痰浊壅肺者加陈皮 6g，茯苓 15g，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资料来源于 2010 年 6 月～2012 年 6 月我院收治的慢性阻

法半夏 10g；对于痰热蕴肺者加鱼腥草 30g，桑白皮 15g；服用方
法为水煎服，1 剂/d，150ml/次，2 次/d，2 周为 1 个疗程。
1.4 观察项目和指标
1.4.1 治疗效果

塞性肺疾病 60 例，随机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每组 30 例，

显效：临床症状完全消失，心肺功能显著提高，生活能够

观察组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男性 18 例，女性 12 例，年龄在 50～

自理；有效：临床症状基本消失，心肺功有所改善，生活能够

76 岁之间，平均为（60.4±8.6）岁，病程在 1～15 年之间，平均

基本自理；无效：临床症状无明显变化甚至加重

为（8.2±3.4）年；对照组仅采用常规西医治疗，男性 17 例，女

1.4.2 肺功能

性 13 例，年龄在 51～77 岁之间，平均为（61.5±8.0）岁，病程

比较两组治疗后第 1s 呼出气量（FEV1）和用力肺活量

在 1～12 年之间，平均为（71±3.2）年。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

（FVC）
。

病程等一般资料上无显著差异，不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

1.5 统计学方法

1.2 临床诊断标准
①所有患者均符合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分会制定的诊断标
准[2]；②临床主要表现为咳嗽、喘息加重、痰量增加、发热等；
③血常规检查发现外周血白细胞增多；④排除支气管哮喘、肺
囊性纤维化等患者。
1.3 治疗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西医治疗，通过低流量吸氧，维持水、电

采用 SPSS18.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P<0.05 说明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在治疗效果上的比较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存在统计学意义
（P<0.05）
。结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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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在治疗效果上的比较 [n（%）]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患者气流受阻和呼吸困难的症状，能够在短期内起到良好的效

观察组（n＝30）

19

10

1

29（96.7）

果。中医治疗采用三子养亲汤，其中苏子和白芥子有明显的平

对照组（n＝30）

10

12

8

22（73.3）

喘、祛痰作用[4]，莱菔子有较好的镇咳作用，淫羊藿、菟丝子

<0.05

能够纳气平喘、补肾助阳，山药、山萸肉能够收纳肾气、健脾

P

益肾[5]，半夏、桑白皮能够泻肺平喘，川芎能够祛风止痛、活

2.2 两组治疗前后肺功能情况比较

血行气；多种药物合用能够消散瘀血、疏通血脉、祛痰平喘的

两组治疗后肺功能较治疗前有显著提高，且观察组提高水

功效，效果显著[6]。

平明显优于对照组，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

总之，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
肺功能，效果显著，是一种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法，值得临床推广。

表 2 两组治疗前后肺功能情况比较
组别
观察组（n＝30）

对照组（n＝30）

治疗时间

FEV1

FVC

治疗前

67.42±9.98

78.54±7.02

治疗后

70.84±8.96

82.51±7.52

治疗前

68.27±11.84

78.04±9.54

治疗后

69.15±12.42

80.24±8.51

<0.05

<0.05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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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为本，以痰浊血瘀阻络为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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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观察组与对照组治疗 8 周的临床效果比较 [n（%）]
组别

n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46

19（41.30）

12（26.09）

8（17.39）

7（15.21）

84.78

治疗组

46

22（47.83）

14（30.43）

8（17.39）

2（4.35）

95.65

从上表结果可得出治疗组痊愈 47.83%，显效 30.43%，有

周到[3]，疗效显著。小儿稚阴稚阳，脾胃虚弱，治疗不当易延

效 17.39%，无效 4.35%，总有效率 84.78%；对照组中痊愈

误病情，理中汤可增强小儿自身的抵抗力，提高免疫力，治疗

41.30%，显效 26.09%，有效 17.39%，无效 15.21%，总有效率

脾胃疾病有良效。

95.65%。两组比较差异显著（P<0.01）
，具有临床意义。
3

讨

论

本次治疗组较对照组效果明显，不良反应少，中药与抗
HP 药联合应用治疗十二指肠溃疡，头晕、呕吐、便秘、流涎
等副作用发生率仅为 2%，2 年随访复发率仅为 1.8%。具有疗

小儿十二指肠溃疡是儿科消化系统中比较常见的疾病，随

程短、见效快、治愈率高、复发率低[4]、副作用发生率低的优

着小儿饮食结构改变发病率还在持续上升，对小儿生长发育造

点。通过上述研究观察，中西医联合治疗小儿十二指肠溃疡的

成严重的伤害。其典型症状为中上腹疼痛餐后缓解、也可有夜

疗效很好，并且复发率低，有广泛应用于临床的价值。

间痛，饱胀暖气、饥饿不适、泛酸，严重的出现呕血、黑便；
如果治疗不及时出现出血、穿孔、幽门梗阻等后果。十二指肠

参考文献：

溃疡的治疗根据近年来的临床经验，三联法治疗根除幽门螺杆

[1]邓文,黄苑辉.小儿消化道出血 108 例临床分析[J].中国当代医药,2012,19

菌的疗效较好，复发率也得到降低。三联法为抑制胃酸药物＋

(19):53-54

两种抗生素的治疗方法，奥美拉唑（洛赛克）作为第一代 PPI，

[3]童永超.理中汤在儿科脾胃病中的运用[J].陕西中医,2011,32(9):1249

早已在临床上广泛使用。

[4]吴强华.中西医结合辨证治疗十二指肠溃疡 108 例[J].中华医学实践杂志,

理中汤功能温中祛寒、补气健脾。方中人参补中益气，白
术健脾补气，干姜温中祛寒，甘草和中补脾。药仅四味，配伍

2007,6(4):340-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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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免疫调节法控制强直性脊柱炎病情发展
疗效观察
Efficacy observation on controlling ankylosing spondylitis by
the autoimmune regulator method
田 黎
（深圳市坪山新区坪山人民医院，广东 深圳，518118）
中图分类号：R32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3-0028-02

证型：IDBG

【摘 要】 目的：给予患强直性脊柱炎患者中西药物结合内服法与在此基础上辅以自身免疫调节法两种治疗手段，研讨自身
免疫调节法在控制该病发展上的临床意义。方法：将我院接诊的 107 例患者作为此次研讨主体，按其治疗手段不同区分为对照组
与实验组，对照组 51 例患者给予中西药物结合治疗，实验组 56 例患者在中西药物结合治疗基础上，辅以自身免疫调节法治疗；
对两组患者的疗效进行对比分析。结果：经一个疗程的治疗后，两组患者晨僵时间均有明显下降，且实验组下降时间和对照组比
较有显著差异（P<0.05）；在红细胞沉降率、C-反应蛋白方面，两组患者在用药后均有明显改善（P<0.05）。结论：对患强直性脊
柱炎患者，在利用中西药物进行全身综合治疗的同时，可通过实施自身免疫调节法提高疗效，缓解患者病痛。
【关键词】 自身免疫调节法；强直性脊柱炎
【Abstract】 Objective: The patients were give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oral therapy plus the autoimmune regulator method, and
investigate clinical effects of the autoimmune regulator method on treating ankylosing spondylitis. Methods: 107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51 in the control, and others in the treated.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oral therapy,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the autoimmune regulator method more, compared clinical results. Results: After 1 course of treatment, two groups both
had effect, but the treate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e control group (P<0.05), In the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and
C-reactive protein,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fter treatment (P<0.05). Conclusio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oral therapy
plus the autoimmune regulator method was effective in treating ankylosing spondylitis.
【Keywords】 Autoimmune regulator method; Ankylosing spondylit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15
强直性脊柱炎是脊柱关节病的一种亚型，主要累及骶髂关

且脊背有明显疼痛感；晨僵 30min 且周围有关节肿痛症状；均

节和中轴骨骼[1]。青壮年是该病的高危人群，且男性发病明显

无用药过敏史和其他合并疾病。

多于女性，有数据显示，该病在我国青壮年群体中的发病率约

1.2 治疗手段

为千分之三。该病患病初期一般表现为腰背疼痛和有僵直感，

1.2.1 对照组

[2]

病症加重后会出现脊柱强直、畸形 。该病的致病原因目前尚
不清楚，且存在根治难和预后差的特点，是临床较为棘手的病

实施中西药物结合治疗。取苍术、黄芪、青风藤、黄
柏、防已、狗脊、川乌等用水煎制成中药汤剂服用，1 次/d；

症之一。我院对实验组尝试在采用中西药物结合内服的基础

西药给予患者口服柳氮磺吡啶和甲氨蝶呤，2 次/d，每次

上，实施自身免疫调节法进行辅助治疗，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20g；亦可用芍总苷胶囊和雷公藤多甙片等中成药代替中药

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汤剂。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抽取我院 2012 年 1 月～2012 年 6 月接诊的患者 107 例作

1.2.2 实验组
实施中西药物结合治疗方案同时，辅以自身免疫调节法。
给予患者病变关节穴位处敷贴自制中药成分的贴剂，敷贴一定
时间后在敷贴处会出现水泡，保护水泡同时继续实施敷贴，直

为此次研讨主体，按其治疗手段不同区分为对照组与实验组，

至水泡被完全吸收，持续敷贴一个疗程（90d）
。

对照组 51 例患者给予中西药物结合治疗，实验组 56 例患者在

1.3 观测指标

此基础上，辅以自身免疫调节法治疗；两组中男、女性患者分

对患者用药前后晨僵时间、红细胞沉降率、C-反应蛋白进

别为 71、36 例；年龄范围在 15～40 岁，平均年龄估计在 21

行认真观测并做好记录。

岁左右；所有纳入研讨主体均存在：红细胞沉降率大于 25mm/h

1.4 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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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SPSS16.0 统计软件，计量资料用（ x ± s ）构成，t
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且实验组下降时间和对照组比较有显著差异；在红细胞沉
降率、C-反应蛋白方面，两组患者在用药后均有明显改善；两
组患者用药前后晨僵时间、红细胞沉降率、C-反应蛋白的对比

果

经过 1 个疗程的治疗，两组患者晨僵时间均有明显下降，

情况，见表 1。

表 1 用药前后晨僵时间、红细胞沉降率、C-反应蛋白比较表（ x ± s ）
晨僵时间（h）
类别

n

C-反应蛋白（mg/L）

红细胞沉降率（mm/h）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实验组

51

4.5±0.8

0.8±0.1

77.2±10.18

20.3±3.89

32.8±5.50

19.8±2.49

对照组

56

4.6±0.7

1.2±0.4

76.5±11.29

20.6±4.09

33.1±4.97

19.6±3.29

注：两组患者用药前后各项指标均有明显变化（P<0.05）
；在晨僵时间的改善方面，实验组用药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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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强直性脊柱炎，当前认为该病是遗传、炎症或感染等
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3]。对该病最早的记录在古埃及时就
有描述，但其一直被认为是类风湿关节炎的变异，直至在 1973
年发现该病与 HLA-B27 相关后才对其认识不断加深。目前已
证实遗传和环境因素对该病的发病关系密切，在我国正常人群
的 HLA-B27 阳性率为 6%～8%，可患强直性脊柱炎患者的
HLA-B27 阳性率是 90%左右。另有研究证明：强直性脊柱炎
患病率在患者家系中占 4%，在 HLA-B27 阳性的强直性脊柱炎
患者直系亲属中达至 11%～25%。发病初期患者臀髋部或腰背
部会出现疼痛或发僵，或二者兼具，久卧或久坐后症状尤为明
显，但经一段时间肢体活动后症状会得到一定缓解。该病早期
时疼痛多在一侧呈间断性，随着病症加重则显露为双侧持续性
疼痛，患者病变部位也由骶髂关节向腰椎、胸颈椎延伸，对应
部位也出现疼痛、功能受阻甚至引起脊柱畸形。
类风湿与强直性脊柱炎均是人体自身不正常的免疫反应
所导致的疾病。人体体能处于正常情况时，自身免疫系统会与
入侵的致病因子结合生成免疫复合物，用以防御再次侵犯人体
的类风湿致病因子，起到免疫防御功能；而当人体出现了不正
常的免疫反应，机体对类风湿致病因子的免疫防御功能不仅被
破坏，而且还会助纣为虐，与该因子结合，对人体产生更大的
破坏作用，生成类风湿、强脊炎等疾病。中医认为：通则不痛，
痛则不通。“痹”即为闭塞不通畅，实则近似现代医学所提到
的类风湿，是因病者机体未能守住正气，以致邪气入侵关节，
邪气即为中医所指的风、寒、湿、毒，因其痹症较为顽固，单
靠内服药物难以攻克，因此必须通过给予病变部位敷贴来打开
“窗口”，引出邪气，邪气一旦被引出，则体内通畅，一经通
畅，也就不痛了。
我院本次对接诊的 107 例观察主体在进行中西结合内服药
物的基础上，实施自身免疫调节法，即在患者病变关节穴位处
服帖自制中药成分的贴剂，此即为“开窗”引出邪气，敷贴一
定时间后在患者敷贴处出现一个水泡，对敷贴处出现的水泡要

在患者体内提取出病毒，使其与没有病毒的体内免疫细胞结合
后重新输入患者体内清除体内病毒，达到“以毒攻毒”的作用。
从上表 1 中可以看出：经过 1 个疗程的治疗，两组患者晨僵时
间均出现明显下降，且实验组患者下降时间和对照组比较有显
著差异（P<0.05）；在红细胞沉降率、C-反应蛋白方面，两组
患者在用药后均有明显改善（P<0.05）
。
患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临床病症程度差异较大，甚至有出
现病症反复且持续加剧现象，严重影响患者的身体健康和生活
质量，该病的发病群体集中在青壮年，若未采取及时和科学合
理的诊治，病症一旦被延误，预后将会较差。该病属于一种慢
性进展性疾病，难以彻底根治，应及早进行检查。检查时注重
将骶髂关节的体格检查与辅助检查手段的联合应用[4]，提高对
强直性脊柱炎的早期检出率。临床对该病可以采用中西药物内
服的基础上，施予自身免疫调节法进行辅助治疗，以此提高疗
效，缓解患者病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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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好保护，使其完全被机体吸收才能达到自身免疫调节功能；
即患者自身的物质经过一定的改造后送回患者体内，这相当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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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燕主任治疗抽动症经验总结
Experience summary of Director WANG Xiao-yan for treating tourette
张朝霞
（河南省郑州市中医院，河南
中图分类号：R741.041

郑州，4500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3-0030-03

证型：GDA

【摘 要】 目的：总结王晓燕主任治疗儿童抽动症的临床经验。方法：通过跟师学习，收集、整理、归纳王晓燕主任对本病
病因病机的认识以及治疗方法。结果：抽动症可伴发多种行为障碍，并不同程度地损害儿童的认知功能和身体及心理发育，进而
影响其智力发育和学习、社会适应能力。王晓燕主任认为在治疗该病过程中应该以平抑肝风、熄风止痉以及疏肝柔肝、养阴活血
祛痰为其主要治疗原则，结合患儿的临床不同表现进行辨证治疗和用药，同时应在日常生活中给予生活调理和饮食指导，只有药
物治疗和心理治疗相结合才能取得满意疗效。结论：王晓燕主任治疗儿童抽动症理论依据充分，临床疗效满意，值得借鉴。
【关键词】 王晓燕主任；抽动症；平肝熄风；柔肝疏肝；祛痰活血
【Abstract】 Objective: To summarize clinical experience of Director WANG Xiao-yan on treating tourette. Methods: Learning with
the teacher to collect, organization, summary the etiology and pathogenesis of the disease and treatment. Results: It associated with a
variety of behavioral disorders, and varying degrees of harm is to children’s cognitive function and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there by affecting their mental development and learning, social adaptability. WANG Xiao-yan director considered that
stabilizeliver wind, Xifeng Zhijing and Shugan Rougan, Yangyin Huoxue Qutan is main treatment principles. Combined different clinical
performance differentiation therapy and medication with children, conditioning of life and dietary guidance should be given in their daily
lives. Medication and psychotherapy combined can achieve a satisfactory effect. Conclusion: Director WANG Xiao-yan’s theoretical basis
on treating tourette is full, clinical results were satisfactory, and worthy of learning.
【Keywords】 Director WANG Xiao-yan; Tic disorder; Pinggan Xifeng; Rougan Shugan; Qutan Huoxu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16
抽动症又称抽动秽语综合症，是儿童时期常见的一种神经
[1]

精神疾病 。近年来随着环境污染及食品添加剂的应用，本病
[2]

发病率有增加趋势 。治疗本病，西医一般采用镇静类药物治

等证范畴。在中医文献中可以找到类似的描述。如《小儿药证
直诀》云：“凡病或新或久，皆引肝风，风动则上干头目，目
属肝，肝风入于目，上下左右如风吹，不轻不重，儿不能任，

疗，因其副作用较大，如何有效治疗本病，并减少药物的副作

故目连扎也。”《张氏医通》云：“瘛者筋脉拘急也，疭者筋脉

用，成为广大中医药学工作者不断探求的目标。

弛纵，俗谓之搐。筋脉拘急，屈也；筋脉弛纵，伸也。故手足

王晓燕主任是河南省及郑州市首届名老中医，河南省中医
药“112”人才，曾拜全国小儿王“刘弼臣”为师，现任郑州
市中医院儿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兼任中华中医药

一屈一伸交替抽风不已称瘛疭。”
王主任认为本病与遗传因素、环境污染、食品污染以及自
身体质问题也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学会郑州分会儿科专业主任委员等职，从事儿科临床工作 20

抽动秽语综合征发病时症状多种多样，表现复杂多变，临

多年，对儿科多种疾病都有很深的造诣。余从师于王晓燕主任

床容易被诊为“慢性咽炎、面神经炎、咳嗽变异性哮喘、多等

数年，现将王主任治疗儿童抽动症的经验做一总结，以期为临

症”等，其发病时抽动症状往往先从面、颈部开始，然后逐渐

床治疗本病提供新的思路。

向下蔓延。抽动的部位和表现形式很多，比如摇头眨眼、斜视、

1

王主任对本病的认识

撅嘴、耸肩抬头、缩颈伸臂、甩臂挺胸、弯腰及旋转躯体等。
因为其特异的动作以及奇怪的表情，患抽动症的孩子往往成为

儿童抽动症又名抽动秽语综合症、多发性抽动症，本病发

其他孩子嘲弄的对象，久而久之对患儿的身心对会造成极大的

病原因不明，多数学者认为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伴外显率

伤害，为成年期心理问题、行为问题埋下了祸根。王主任对本

表现度变异的神经精神疾病。临床指以不自主的、突然的、多

病的病因和治疗方面都有着不同的理念和用药侧重。

发性抽动以及在抽动的同时伴有暴发性发声和秽语为主要表

1.1 对病因的认识

现的抽动障碍。它大多起自儿童时期，90% 10 岁以前起病，病

王主任认为抽动秽语综合症的病因应主要责之于肝风，其

程持续时间长，男孩发病率较女孩约高 3 倍，无明显季节性.

发病原因有内因、内因之不同，发病机理有虚实之变化，故临

中医历代文献中无儿童多发性抽动症的病名，据其临床表现，

床应从肝风内动、脾虚木乘、阴虚火旺等证型上进行辨证，并

王主任把它归属于“瘛疭”
、
“筋惕肉瞤”
、
“痉病”
、
“慢惊风”

根据不同临床表现加用相应的治疗药物。小儿肝常有余，脾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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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加之现代社会独生之女较多，父母、祖孙，娇惯溺爱者

明本病与胆气受损密切相关。治疗此类患儿，王主任常以温胆

众，稍有不如意之事则哭闹烦闷不已。久而久之则易积郁化火，

宁神，镇摄熄风为治疗大法，选择柴芩温胆汤为主方临症加减

成痰动风，风痰逆行，横窜经络；或护理不周外受六淫之邪入

应用，疗效卓越。

里化热，引动内风，而致肝亢风动。本型临床以头面、颈肩不

1.4 发病部位不同，临症选药不同

自觉抽动为主，同时可见喉咙部发出异样怪声，且因本型属实

因本病病因复杂，表现多变，王主任在临床治疗本病过程

属热，故抽动频繁有力，伴有急躁易怒，多梦易醒，多动，大

中更注意根据抽动部位及伴见症状的不同灵活选药。如频繁眨

便常数日一行，便质干，舌红、苔黄厚等。又因小儿素体常饥

眼者多选加菊花、木贼、白蒺藜等；扭脖伸脖加葛根；干咳吭

饱不知自控易伤及脾胃，致脾虚木亢，而见肝风内动。本型临

吭的加射干、桔梗、木蝴蝶、薄荷；耸鼻皱鼻加藁本、辛夷、

床表现可见抽动乏力，动作幅度小，时作时止，时轻时重，伴

苍耳子；头部抽动摇动的加川芎、菊花并重用天麻；四肢抽动

见面色黄白，神疲乏力，食少便塘等。另有一类患儿则多见于

加木瓜、伸筋草，上肢为主抽动者加鸡血藤，下肢为主抽动的

热病早期大量使用解热类药物，致后期伤阴或先天肾阳不足、

加川牛膝；注意力不集中，多动者加石菖蒲、郁金、远志、炒

后天肾阴亏耗，故而出现水不涵木，肝风内动，临床属阴虚风

栀子、炒酸枣仁等；胸闷叹气的加瓜蒌、柴胡、佛手；呃逆泛

动范畴。本型临床表现除抽动症表现外可伴见五心烦热、夜间

呕的加枳实、竹茹、代赭石、旋复花等。

多汗，便干叟赤、口渴不喜饮，唇红、舌苔少干红少津等。
1.2 对治疗的认识

2

典型病案

王主任认为应针对不同病因在治疗中选用不同的药物。肝

患者甲，女，9 岁，以“反复眨眼、喉中发出奇怪声音，

亢风动者，治疗应从肝风入手，选用龙胆草、夏枯草、菊花等

伴摇头、面部肌肉抽动半年”为代主诉于 2009 年 12 月来诊。

以平肝熄风，并酌情加用钩藤、僵蚕、天麻等加强平肝之力以

患儿在半年前因洗冷水澡后不慎受凉，出现咳嗽、轻咳，有少

熄风止抽。对脾气暴躁者适当选用镇静安神之品入煅磁石、珍

许痰，无发热等，在当地医院按感冒治疗后咳嗽消失，但反复

珠母之类。考虑到大部分患儿需长期用药，全虫、蜈蚣等毒性

清嗓子，以晨起时为重，未用药。数天后出现眨眼、摇头、面

较大的虫类药物，王主任认为应尽量避免使用。脾虚肝亢者，

部肌肉抽动等症状。曾在当地眼科安结膜炎给予外用药物滴眼，

王主任一般会选择四君子汤、六君子汤或香砂养胃丸等方为主

眨眼症状曾一度好转，其余症状无改善。月余后上述症状复加

以扶土抑木，从脾胃入手以达到治疗肝病的目的。“脾为生痰

重。在来本院就诊前曾在西医院诊为抽动秽语综合症，服用氟

之源”脾虚肝旺，则聚湿生痰，痰阻血瘀，三者“风、痰、瘀”

哌碇醇治疗 3 个月，上述症状明显减轻，但停药半月症状复现。

相互为患，病痼难愈。故在临症治疗时，更应时时注意顾护脾

来诊时患儿频繁发吭、眨眼摇头、面部肌肉频繁抽动，就诊时

胃，建议酌加陈皮，半夏、枳实之流以绝生痰之源。同时本法

面色红，急躁多动，自述睡眠质量差，多梦，大便 3 天一行，

也可起到内经所说的“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

便质干，小便短赤。检查见神情，精神好，咽红，心肺无异常，

先实脾”的作用。对先天禀赋不足之阴虚风动患儿，一般采用

舌质红、苔黄厚、脉弦。辨证属肝风内动范围，王主任根据症

加减复脉汤为主方以滋养肝肾熄风止痉，重用生地、白芍、麦

状拟方：葛根 15g，钩藤 10g，夏枯草 12g，全虫、天麻 10g，

冬等以加强柔肝疏肝之功。

柴胡 6g，薄荷 10g，白芍 28g，炙甘草 6g，木蝴蝶 12g，生地

王主任强调，在治疗本病的过程中，应时时注意痰淤的存

10g，桔煅磁石 30g，陈皮 15g。服药 15 付，发吭，眨眼症状消

在，即所谓“百病多由痰作祟”，“顽病怪病多责之于痰”。而

失，摇头、面部肌肉抽动症状稍减轻，上方去桔梗、木蝴蝶，

肝又为血脏，体阴而用阳。久病入络，血瘀阻络，经脉失养也

患儿夜眠欠佳，加入珍珠母 30g，煅磁石 30g 以安神宁志，白芍

是临床出现抽动症的原因所在。故在治疗本病过程中，不管

换为赤芍 10g，以增强活血柔肝之力。又服用 20 付，诸证皆明

是何型均应加入化痰祛痰、活血化瘀药物，方选温胆汤，二

显减轻，喉中偶有痰鸣发吭，脾气好转，睡眠质量好转。查其

陈汤[3]等，药比用陈皮、半夏、茯苓、莪术、三棱、赤芍之类。

舌质淡红，苔薄白略少，脉弦细，肝火减轻，有脾虚之象，上

1.3 注重从胆论治
王主任认为小儿体秉少阳，全赖少阳胆气之生发以维系生
长之机，对于惊恐紧张等耐受能力也原本就比成人低。故胆气
受损的几率也远远大于成年人。古《类经·藏象类》云：“胆

方去夏枯草、钩藤、加党参 10g，炒薏米 10g，山药 10g，以扶
土抑木，同时做家长和患儿心理调理，4 个月病情痊愈。
3

讨

论

儿童抽动症是目前儿科门诊很常见的一种疾病，因为其发

附于肝，相为表里，肝气虽强，非胆不断，肝胆相济，勇敢乃

病原因不明，且病程较长，缠绵难愈，给患儿家长造成了很大

成。
”沈金鳌在《幼科释谜》亦云：
“小儿脏腑脆弱，易于惊恐。”

的困扰。西医治疗本病一般采用镇静、精神类药物，由于其副

若暴受惊恐，突然受到惊吓，势必损伤小儿稚嫩之胆气而发病。

作用大，用药时间又长，大部分家长难以接受。王主任治疗本

故认为胆气受损为本病之根，可见在治疗本病的过程中亦应时

病经过多年临床实践，反复研究，总结出了一套治疗本病的方

时注意从胆治疗。在临床诊治本病的医疗实践中，也常发现部

法，用于临床，每每凑效。王主任主张在本病的治疗的过程中

分患儿患病之始常与受到惊吓或打骂责罚有关。还有许多患儿

除以平肝熄风，柔肝熄风基础上增加涤痰化痰、温胆利胆，并

自幼胆小，甚至到了中学阶段还不敢独处一室，单独睡觉。每

主张在各个症型基础上加用活血化瘀药物也给本病提出了新

当压力增大或是紧张时，就病情反复，症状加重。这也充分说

的观点，值得临床医师学习。另外在治疗本病时，王主任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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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注重本病的家庭教育和心理调理，为患儿疾病痊愈提供一个舒

[3]王晓燕.中医治疗儿童抽动障碍临床体会[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1,

适、良好的环境，也给本病的康复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为此王

11(17):1283-1284

主任做了大量的工作，值得我们年轻医师学习和推崇。
中医药治疗本病优势较大，力争深研，力求根治，是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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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高胆红素血症的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hyperbilirubinemia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殷海燕
（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中医院，河北 馆陶，057750）
中图分类号：R27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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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中西医结合治疗高胆红素血症的临床疗效。方法：筛选高胆红素血症患者 64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
对照组，对照组给予光疗，鲁米那 5mg·kg-1·d-1，分 3 次口服，同时给维生素 C、B。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另外加用茵陈蒿汤系
列方加减治疗，进行临床观察。结果：通过观察两组治疗结果发现，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治愈率达 96.6%。结论：治疗组比
对照组疗程短，疗效高，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利湿退黄；茵陈蒿汤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on treating hyperbilirubinemia. Methods: 64 patients
with hyperbilirubinemia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treated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phototherapy, Luminal 5
mg·kg-1·d-1, orally 3 times, while giving vitamin C and vitamin B.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modified Yinchenhao decoction more than
the control. Results: Through the treatment of the two groups were found that the treate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cure rate was 96.6%. Conclusion: The course of treatment of the treated group was shor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efficacy was higher, worthy of a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Hyperbilirubinemia; Neonate; Lishi Tuihuang; Yinchenhao decoc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17
高胆红素血症是新生儿期最常见的症状之一，它可以是正

<37 周 5 例，
37～42 周 27 例，
体重 1950～4200g。
血清胆红素 205～

常发育过程中出现的症状，也可以是某些疾病的继发表现。病

256mmol/L8 例；256～360mmol/L15 例；>360mmol/L9 例。所有

因比较复杂，病情严重时可并发胆红素脑病，造成永久性神经

病例均符合高胆红素血症的诊断标准[1]，以未结合胆红素增高为

系统损伤，并可加重肝功损害，造成胆汁郁积，危及患儿生命。

主，除外肝炎综合症、明显溶血性贫血患儿。

我科以中西医结合治疗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 64 例，取得满意
疗效，现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选取 2010 年 12 月～2012 年 12 月在我院儿科治疗的新生

儿高胆红素血症 64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对照组，其中，治疗

2

诊断标准
足月患儿生后 2～3d 黄疸出现，4～6d 达高峰，7～10d 消

退，黄疸程度较轻无伴随症状者为生理性黄疸；早产儿的生理
性黄疸可出现较晚，程度较重，消退也较晚一般 3～4 周方可
消退。

组 32 例：男性 16 例，女性 16 例，年龄最小 1d，最大 20d，胎龄

初生小儿黄疸出现早（常在生后 24h 内）
，且黄疸迅速加重，

<37 周 6 例，
37～42 周 26 例，
体重 1900～4200g。
血清胆红素 205～

或迁延较久，或退后复现，或生后 1 周或数周出现，持续不退，

256mmol/L6 例；256～360mmol/L16 例；>360mmol/L10 例。对照

精神倦怠，不欲吮乳，严重者抽搐、昏迷，危及小儿生命。

组 32 例：男性 16 例，女性 16 例，年龄最小 1d，最大 20d，胎龄

皮肤、巩膜、小便均呈黄色，可有肝脾肿大，大便或呈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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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对照组采用鲁米那，维生素 C、B，方法同治疗组。两组

白色。
实 验 室 检 查 ： ① 血 清 素 峰 值 足 月 儿 超 过 221mmol/L
（12.9mg/dl）；早产儿超过 257mmol/L（15mg/dl）；或每日上
升超过 85mmol/L（5mg/dl）
。对于早产儿如胆红素>171mmol/L，

有合并感染者均给头孢菌素静点。
4

疗效标准
观察两组胆红素治疗前及治疗后第 3～5d 的变化：显效：

结合胆红素浓度超过 25.6mmol/L（1.5mg/dl）
，就应及早干预。
②血常规：血红蛋白、红细胞压积、红细胞形态，网织红细胞

3～5d 消退；有效：血清总胆红素<220mmol/L，间接胆红素

计数；血型鉴定：包括母与子血型。
3

方

血清总胆红素<220.6mmol/L，间接胆红素<170mmol/L，黄疸
<170mmol/L，黄疸 6～7d 消退；无效：血清胆红素>220mmol/L，

法

间接胆红素>170mmol/L，黄疸无消退。

两组病例都给予光疗，治疗组用鲁米那 5mg·kg-1·d-1，
分 3 次口服，同时给维生素 C、B。另外加用以茵陈蒿汤为基

5

治疗结果

础方加减，拟方如下：茵陈 15g，大黄 3g，栀子、白术、黄柏

两组病例经治疗后胆红素都降至正常，黄疸完全消退痊愈

各 6g，郁金 5g，虎杖 15g。
（中药为三九免煎颗粒制剂）加水

出院。但两组第 3d、第 6d 胆红素比较差异显著（见表 1）
。两

90ml，冲服，1 剂/2d，分 6 次口服。

组黄疸消退疗效比较，差异均非常显著（见表 2）
。

表 1 两组治疗前后血清胆红素比较
组别

治疗前

治疗第 3d

治疗第 6d

治疗组

288.84±35.14

168.96±15.07**

9.60±2.90***

285.32±32.9

189.24±19

15.20±6.42

对照组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1， P<0.001。
表 2 两组黄胆消退的疗效比较（n，%）
疗效
组别

总例数

治疗组
对照组

显效（例）

有效（例）

无效（例）

总有效率（%）

32

16

32

12

14

2

93.8

10

10

68.8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1，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治疗组平均 5d，对照组平均 7.5d。

6

讨

论

目前国内高胆红素血症占住院新生儿的首位，高达 30%～
50%。一般足月儿胆红素超过 342μmol/L，早产儿超过 171μmol/
L 即可引起胆红素脑病，而危及新生儿的生命或造成中枢神经
系统损害而致残。降低高胆红素血症及胆红素脑病的发生率，
死亡率和致残率是当务之急，及早预防和诊治是关键[2]。
西医学对黄疸主要采用光疗和药物治疗，光疗是治疗本病
的主要措施，但其只治标不治本，并常引起患儿烦躁、哭闹、
发热、腹泻、皮疹等，如护理不当可导致眼部损伤。该病属于
中医“胎黄”的范畴，绝大多数为阳黄，病因为孕母受湿热传
入胎儿，或婴儿于胎产时、出生后感受湿热邪毒而发。小儿脏
腑娇嫩，形气未充，脾失健运，感受湿热之邪不能输化，郁结
于里，熏蒸肝胆，以致胆液外泄，透发于外，故使皮肤、面部
发黄。茵陈蒿汤是治疗阳黄的经典方，我们以此为基础方，根
据高胆红素血症的原因及新生儿的生理病理特点进行适当加
减配伍。现代药理研究证实茵陈蒿汤加减方中，茵陈能清肝胆
之热，理肝胆之郁。茵陈含有多种利胆成分，如咖啡酸和对羟
基苯乙酮，可使胆汁分泌增加。茵陈制剂可降低奥狄氏括约肌

大黄素、大黄酸，可通过抑制菌体糖代谢、菌体核酸和蛋白质
的生物合成，有抗菌抗病毒之作用。大黄更能疏通肝内毛细胆
管，促进胆囊收缩，使奥狄氏括约肌舒张，促进胆汁排泄，改
善肝组织循环和供氧，消除细胞炎症，促进肝细胞再生，增加
免疫功能；郁金苦寒入肝胆，可利胆退黄，郁金中所含有的姜
黄素能促进胆汁分泌和排泄，减少尿中的尿胆原。虎杖具有清
利肝胆湿热；黄柏具有清热燥湿，清下焦湿热[3]。诸药合用，
使肝气疏泄，脾气健运，祛瘀生新，利胆退黄。西药鲁米那可
加速胆红素在肝细胞中的转化结合，使肝细胞排泄胆红素增
加。中西结合治疗高胆红素血症，可明显提高疗效，缩短病程，
所以中西医结合无疑是治疗高胆红素血症的理想方法。
参考文献：
[1]金汉珍,黄德珉,宫希吉.实用新生儿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2:
144-145
[2]黄德珉.新生儿黄疸[J].新生儿科杂志,1995 (10):148-150
[3]吕兰葸,孙喜才.常用中药药理[M].陕西: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143148

的紧张度，有利胆汁的排泄；栀子利湿退黄，大黄清下瘀热湿
毒，为退黄之要药。大黄含有效成分游离甙元、芦荟大黄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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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制剂配伍研究
Research on the compatibility of TCM medicines
张红星
（河南省安阳市中医院，河南
中图分类号：R289.1

安阳，4550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3-0034-01

【摘 要】 由中药制剂味数引出中药维数概念，用运动思想考虑中药之间的配伍关系，以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和《金匮要
略》
，2010 版《中国药典》
，及本院制剂、门诊药方平均中药味数，进行比较，为合理的应用中药提供一种参考。
【关键词】 中药制剂；维数；合理用药
【Abstract】 TCM dimension concept elicited by the number of TCM medicine, Consider the compatibilit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CM medicine with movement thought, comparing the “Shanghan Zabing essay” written by ZHANG Zhong-jing, the “Golden Chamber”,
the 2010 version of “Chinese Pharmacopoeia”, and the average number of TCM medicine from our hospital preparation and outpatient
prescription,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reasonable application of TCM medicine.
【Keywords】 TCM medicine; Dimension; Reasonable application of medicin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18
如果有一副中药有 63 味药组成，人们会不禁问，是不是

药味数 12 个。门诊草药处方随机 200 个，3614 味药，平均方

方子里的每种药都是必需的，而且，随着所含味数的增加，药

药味数 18 个。从《神农本草经》的单味药，到张仲景辨证施

[1]

物的副作用也急剧上升 。如此多的中药，他们之间的比例是

治理论体系，再到浩如烟海的中医药著作，再到科学发达的今

如何科学的确定的？

天，制剂平均方药味数由少到多，由简到繁的过程。我院制剂
[2]

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反应的问题是普遍的 。

和门诊处方相比较《药典》平均方药味数都要高。这也是国内

中药制剂由一至数十味中药组成，以中医理论为指导，不

普遍现象[3]。

外乎前人总结出“七情”。对制剂效果有影响的因素，一个是

中药是我国劳动人民几千年来在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

配伍的中药组成，一个中药之间的比例.前人研究十八反，甘草

通过实践，不断认识，逐渐积累了丰富的医药知识。属于黑匣

反甘逐，甘草与甘逐比例 1∶4 时，毒性最大，而有些方中用

子理论东方辨证归纳思维方式，指的是先给出一个结论，在根

十八反药配伍，也反映了药效与药物之间比例和其他因素的影

据结论给出的很多假设，在实践中论证这些假设。现根据输出

响。制剂效果与药味和比例需要用更科学更系统的方法研究。

的效果进行定量分析，在从输出的效果看其问题及其结果。在

比如单味药，以单味药的量为横坐标，以可量化的效果为纵坐

保持中药传统研究特色，中药制剂根据中药比例和患者的反应

标，就组成二维的量效图。两味药组成三维，依此类推，n 味

来优化。

药为（n＋1）维。维数，不仅体现了药味对制剂效果的影响，

不仅考虑药物味，还考虑药物之间比例对药效的影响，也

更深入的描述了药物之间的比例，一种量的组合变化，在动态

就是中药制剂维数，要借鉴中药药理学，还要借助计算计模拟

中优化中药制剂的组成，使药物尽其用。

分析，使中药制剂用药能在科学数据指导下合理用药，任重道

在能达到治疗效果的情况下，中药制剂的药味数越少，相
对的药方组织的更合理，当然，这必须在大样本中统计才有可
信度。样本还必须有权威性。
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载方 113 首，
《金匮要略》载方

远。
参考文献：
[1]王光明,王志高.中药不良反应的成因与对策[J].四川中医,2007,4:35

262 首，法度严谨、后世崇为众方之祖，建立了中医辨证施治

[2]王赐华.《从药味数看超大处方之弊端》[N].中国中医药报,2010,10:13

理论体系。2010 版《中国药典》一部是国家监督管理药品质量

[3]吴燕子,张淑兰,王茜.《我院 1052 张中药处方的调查分析》[J].中国药房,

的法定技术标准，是代表中国中药的整体水平。对以上样本，

2010,27:2588-2589

做了比较精确的统计，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和《金匮要略》
共 249 药方，药味数和味 1203，2010 版《中国药典》866 制剂，
药味数和为 8523 味[1]。

作者简介：
张红星（1973-），硕士，研究方向：中药学、分子生物学。

张仲景著作平均方药味数 4.8 个，2010 版《中国药典》一
部平均方药味数 9.8 个。我院制剂 103 种，1237 味药，平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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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中药炮制对药性的影响
Discussion on the impact of TCM medicines concocting on medicine property
杨小琴 窦五应
（甘肃省榆中县第一人民医院，甘肃 榆中，730100）
中图分类号：R2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3-0035-02

【摘 要】 本文旨在探讨中药炮制对中药药性的影响，通过中药炮制对药物的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毒性及配伍的影
响，阐述了临床中药使用中改变药性来提高疗效的治疗方法的重要性，中药的炮制而引起药性的变化是复杂的，但只有通过这样
的方式才能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才能在临床上获得满意的疗效。
【关键词】 药性改变；中药炮制；疗效影响
【Abstract】 The author discussed the impact of TCM medicines concocting on medicine property, including the impact on Siqi
Wuwei, Shengjiang Fuchen, Guijing, toxicity and compatibility. Improve the clinical effect through changing the medicine property. The
changes of medicine property resulted from TCM herbs concocting are complex. But only in such a way, can we achieve the purpose of
treatment of disease and obtain satisfactory in clinical efficacy.
【Keywords】 Medicine property changes; TCM herbs concocting; Impact on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19
1

绪

论

统计显示：大部分的中草药都需要经过一定方法的炮制后
才能入药，炮制的方法主要根据中医药的理论知识来选择不同
的炮制方法和加工技术，中药炮制技术是我国中医学所特有
的，如：中药的药性就是对中药的功效、作用以及药物的性质
的概括[1]。中药炮制对药物的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和毒
性等本身特性具有重要影响。
2

中药炮制对药性的影响

2.1 炮制技术及方法对中药四气五味的影响
四气五味是中药的基本性能，四气即指的药物的寒热温凉
四种药性，五味即指药物的酸苦甘辛咸五种味道，这些都是药
物本身的性质，药物的这些性质的归属是按照中医的理论体系
规定的，由于每种药物都具有自身的特性，中医临床就是通过

表现为升浮，而寒凉性质、味酸苦咸的药物，属阴性，药理作
用主要表现为沉降。气厚味薄者属阳，气薄味厚者属阴，气味
均厚的中药能浮能沉，气味均薄的中药可升可降。中药在经过
炮制后，药物的性味能够发生重大变化，中药作用的趋向性也
随之发生变化，药物趋向性变化说明中药具有双向调节的作
用。例如：用酒炒制的中药能够提升药性，用姜汁炒制的中药
具有较强的散性，用醋炒制的中药具有收敛的特性。
2.3 中药炮制对药物归经的影响
中药的归经指的是中药有选择性地对人体的脏腑或经络
的作用。中药对所归属的脏腑经络产生治疗作用，中药经过不
同的炮制方法后，能够引导药物直达病所，有的能改变药物原始
的归经情况。例如：醋制入肝经，蜜制入脾经，盐制入肾经等就
是根据此道理研制。研究发现，很多中药并非单归某一种经络，
而是能够同时归数数个经络，药物能够同时治疗多个脏腑或经

借助药物的特性来治疗患者的疾病[2]。根据药物作用于机体所

络的疾病，临床上为了使药物更准确地针对患者的主病主证，

表现出来的反应，归纳得出的是从性质上对药物多种医疗作用

使药物的疗效发挥最大，需要通过对中药炮制来达到治疗的目

的高度概括，药物的性、味是完整统一的整体，既能反映出一

的。中药经过炮制后，药物作用的重点可以发生相应变化，对

些药物的共性，又能反应出每种药物的个性，中药炮制后的药

其中某个脏腑或经络的作用增强了，同时对其他脏腑或经络的药

材就是通过对药物性、味的影响，达到调整药物治疗疾病的目

理作用相应地减弱，从而使临床治疗效果更加明确[3]。如：生地

的。中药炮制对药物性味的影响主要可以概括成以下三种情

黄主入心经，主要以清营凉血为其主要治疗，当其被蜜制成熟地

况：①通过中药炮制方法降低药物的毒副作用，使中药的偏性

黄后则主入肾经，变成主要以养血育阴为其主要治疗。

降低；②通过炮制方法增强药物的治疗作用，使中药偏性在治

2.4 中药炮制对药物毒性的影响

疗上发挥较大的功效；③通过炮制来改变药物的用途，使中药

中药的毒性主要是指药物的偏性，在使用药物的治疗过程

的治疗范围扩大。如：用姜制栀子，能够减少栀子的苦寒特性，

中，中医以毒性来纠正脏腑的不适，但药物的毒性不完全都能

使用胆汁炮制黄连能够增强黄连的苦寒特性。

够被释放利用，即出现中药毒性的蓄积[4]。中药通过炮制后，可

2.2 中药炮制对药物升降浮沉特性的影响

以达到去除药物毒性的目的，例如：朱砂水飞，川乌、草乌久

药物升降浮沉的性质，指的是中药作用于机体后所产生的
趋向，是中药的客观属性，通过炮制可以改变中药作用的趋向
性。一般来说，性温热、辛甘的药物，属阳性，药物主要作用

蒸久煮，甘遂、芫花醋制，巴豆制霜等等方式降低药物的毒性。
对于中药的毒性不能采取偏废的措施，应该根据中药药物的性
（下转 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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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医针灸疗法对产褥期康复的影响
The effect of acupuncture therapy in recovering of pregnants
宁 飞
（广州中医药大学祈福医院，广东 广州，511495）
中图分类号：R271.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3-0036-02

【摘 要】 中医针灸产褥期康复治疗作为产褥期保健的一种新模式，本文论述了针对妇女产后身体、脏腑、情志等方面进行
全面而主动的健康恢复治疗，针灸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针灸；产褥期康复
【Abstract】 Acupuncture treatment of puerperal rehabilitation was a new model of puerperal care. This poper describes the health
recovery treatment of the body, viscera, sentiment of postpartum women, the acupuncture playing a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Keywords】 Acupuncture; Puerperal rehabilit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20
产褥期是指从胎儿胎盘娩出至到产妇全身各个器官除乳腺

则气血运行受阻，故全身骨、关节、肌肉疼痛、畏寒恶风。清

外恢复或接近未孕时的正常状态所需要的时段，一般为 6 周[1]。

代名医傅山说：“产后百节开张，血脉流散，气弱则经络多阻

产褥期是母体整个生殖系统恢复的一个过程。在这一时期内，

滞，累日不散，则筋牵脉引，骨节不利。”说明产后痛症与产

产妇由于妊娠和分娩的巨大应激反应，生理和心理上都发生了

后体虚，外感风寒有关。再加之孕妇在妊娠晚期，子宫增大，

很大的变化，如处理不当，极易发生各种疾病。因此产褥期如

身体重心改变，腰背和腿部肌肉伸张，加上分娩时体力透支、

何给产妇提供全方位的人性化服务，改变传统观念，解决她们

引起腰酸背痛，产后宫缩痛，切口痛也增加其不适。产后针灸

初为人母时在身体恢复、情感健康等方面的诸多问题。成为必

可疏经活络，消除组织水肿，松弛过度紧张的肌肉韧带，诱发

要的临床研究课题。

大脑和身体产生内啡呔，即天然止痛剂，达到缓解疼痛的目的。

针灸产后康复治疗是产后尽快恢复的必要手段。它是根据
妇女产后身体、脏腑、情志的变化，运用传统自然疗法与现代

2

对排尿的影响
引起产后尿潴留的病因主要有：手术麻醉引起排尿中枢障

医学手段相结合，针对妇女产后身体主要身体器官，包括乳房、
卵巢、子宫、盆底、阴道、形体，情志等方面进行全面而主动

碍或抑制；分娩过程中膀胱受压、粘膜水肿、充血、肌张力降

的健康恢复治疗。产后康复关系到妇女一生的健康，做得好，

低，对膀胱内压敏感性下降以及会阴部伤口疼痛，不能用力排

促进产妇的身体尽快复原，做得不好，将会损害产妇的健康。

尿，产妇焦虑，窘迫以及不习惯卧床排尿等心理因素。产后尿

自妊娠始，孕妇身体为适应胎儿发育和正常分娩，周身脏腑气

潴留属于中医学“癃闭”的范畴，主要病理机制是膀胱气化不

血发生了很大变化，产后的肌肉、结缔组织不能靠自身条件恢

利，即《素问·标本病传论》所言“膀胱病，小便闭”。治疗

复到原有的状态，身体处于暂时性的组织衰弱状态。不重视及

本病，依据“腑以通为用的原则，用传统针灸取穴足太阳膀胱

时进行恢复治疗，原本暂时性的衰弱就会逐渐转化为永久性的

经，
“透水道”
，利小便。具有调畅膀胱气机、通利水道之功效，

衰退。

本方法治疗产后尿潴留，多为一次建功。用针灸取穴治疗产后

中医针灸产后康复是中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在中

尿潴留具有方便、效捷、经济的特征。产后针灸治疗可改善下

医基础理论指导下，把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理论和技术融为一

腹部血液循环，消除尿道周围组织肿胀淤血，增加膀胱壁张力

体，通过特定的针刺方法、刺激穴位，它可以疏通经络，调和

和腹壁紧张度，预防和治疗尿潴留。

血气，调理脏腑，活血化瘀，缓解拘急，除病保健。达到调节
人体组织、器官、生理及免疫功能，预防和治疗产后并发症，

3

对乳汁分泌的影响

促进产后康复的一种疗法。中医针灸产后康复，对产妇这一特

唐代《经效产宝》认为“气血虚弱，经络不调”为缺乳的

殊人群有着重大的意义。通过针灸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有助

病因。
《卫生家宝产科备要》在择母法中引《千金论》云：
“乳

于产后功能的恢复。且实施的越早，效果越好。如果出院后继

母者其血气为乳汁也，五情善恶悉是血气所生也。”此文道明

续坚持治疗，对孕妇的体形恢复效果更佳。

了乳汁为血气所化，且七情亦受血气变化的影响。《妇人大全

1

对局部疼痛的影响

良方·产后乳汁或行或不行方论第十一》云：“凡妇人乳汁或
行或不行者，皆由气血虚弱、经络不调所致也。”女子乳房属

产后痛症病机多为产后气血俱虚，经脉关节失于濡养，卫

阳明胃经，乳头属厥阴肝经。
《景岳全书·妇人规》云：
“妇人

阳不固，复因起居不慎，风寒湿邪乘虚入侵，留于经脉关节，

乳汁，乃气血所化，故下则为经，上则为乳。若产后乳迟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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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因气血不足而犹或无乳者，其中为冲任之虚弱无疑也。”

恍惚，皆有心虚所致。”《济阴纲目》曰：“夫生神者气，养心

可见乳汁由气血所化生，来源于中焦脾胃运化水谷精微，其分

者血，故气血盛则神明旺而思虑精，其血虚则神明衰而思虑

泌顺利通畅又依赖于肝气的疏泄与调节。临床以气血虚弱，肝

少。”本病病位在心，心血虚心神失养为其主要病机，并涉及

郁气滞最为常见。

脾、肝、肾三脏。产时产后气血俱伤，脏腑皆虚，则易挟瘀、

产后早期进行针灸通乳，根据泌乳原理疏通乳腺管，改善
乳房血液循环，将兴奋上传至垂体引起催乳索释放，加强泌乳

挟痰，邪郁化火，则为正虚邪实，本虚标实，气血俱虚为本，
挟瘀、挟痰、挟火为标。

反射，增加乳汁分泌，并能使乳房变软，乳头和乳头颈弯曲度
自如，易于新生儿吸吮，促进母乳喂养的成功。
4

对子宫复旧的影响
子宫复旧不全是产科的常见病症，以产后子宫缩复欠佳，

恶露过多、持续时间过长为主要表现，直接影响到产妇的身心

产褥期妇女容易发生心理障碍而诱发产后抑郁症，中医针
灸产后康复以通经络，通血达气，平衡阴阳为基础，能使产后
得到很好的放松，有效抵制生理和心理应激的不良影响。中医
针灸产后康复对预防和治疗产后情志失常有着很好的作用。
7

总

结

健康。据资料统计，我国每年有 2000 多万产妇，在产后自然

产褥期是女性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时期，身体恢复得好坏直

恢复的过程中，约有 70%的产妇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产褥期子宫

接关系到今后的健康。中医针灸治疗作为产后康复既古老又新

缩复不良的情况[2]。国外报道亦称该现象有上升趋势。

颖的模式，变被动恢复为主动恢复，能有效预防和治疗各种产

中医经针灸是运用祖国医学的中医经络学说，帮助产褥期

后并发症，加快产妇的整体恢复。

妇女子宫郁闭阻塞者逆而泻之，是通过中医经络理论对产后妇

尽管产褥期保健对产妇和新生儿都非常重要，但相对于产

女进行调理的一种治疗方法。以达到通穴道、走经络、调和营

前检查和分娩，关于产褥期保健的研究却很少，并且缺乏明确

卫、畅通气血的目的。产后极易发生因子宫复旧不良引起的产

的目的和严格的标准，所以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国立卫生研究

后出血。产后针灸作用于骶尾部使盆腔肌肉收缩，筋膜张力增

院等机构均希望加强产褥期的研究[3]。中医针灸产褥期康复治

加，带动子宫韧带运动，消除盆腔淤血；作用于乳房可引起神

疗作为产褥期保健的一种新模式，我科开展的时间不长，远期

经垂体释放内源性催产素，诱发宫缩；作用于下腹部，间接刺

随访的工作以及接受治疗后内分泌系统的变化等实验研究正

激子宫肌肉兴奋性加强，促进宫缩，排出宫内出血，有利于子

在着手起步，但是中医针灸产褥期康复治疗作为一种治疗的新

宫复旧。

模式，新理念已越来越受到重视和欢迎，相信它有强大的生命

5

对形体恢复的影响
传统产后休养即“大吃静养”模式，使产妇在产褥期结束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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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情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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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金要方》中载：
“疗产后暴苦，心悸不定，言语错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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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和毒性表现，选用恰当的炮制方法，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临床医师在处方时对中药各个药物炮制的要求应明确指出，药

2.5 中药炮制对药物配伍的影响

剂师在调剂中药时应遵从医生的用药意图，形成在临床治疗上

各类药物的性能经过配伍后，都能发生复杂变化，药物通
过炮制后，能够一起达到治疗的目的。如：甘草能够补气，蜂
蜜为百花之精能够滋补身体，临床上用蜂蜜炙甘草，将两者的
性味有机结合，增强补中益气、润肺止咳的功用[5]。半夏是性

的有机整体，这样才能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才能在临床上获
得满意的疗效。
参考文献：

味辛温燥烈，且具有较强的毒性，而生姜性味辛温，具有解毒

[1]高学敏.中药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894-895

功能，临床使用生姜制半夏，用生姜减低半夏的毒性，并发挥

[2]王峰.浅谈中药炮制临床应用的疗效和作用[J].山西医药杂志,2009,38(3):

生姜、半夏温化寒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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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由于中药的炮制而引起的药性改变是复杂的，
彼此之间又有相互的联系，这说明中药疗效的好坏，不但取决
于药物本身的作用，而且与中药的炮制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3]谢安永.中药炮制与临床疗效的关系[J].现代医药卫生,2010,12(10):153
[4]翟颖,张寒.浅议中药炮制的临床意义[J].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09,6(3):
173
[5]刘福明,刘金莲.浅谈中药炮制增效的原理[J].时珍国医国药,2010,12(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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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颈四针配合补中益气汤治疗中风后吞咽困难
随机对照研究
Research on treating dysphagia after stroke by acupuncture of four neck
needle combined with the Buzhong Yiqi decoction
关争艳
（焦作市温县赵堡镇卫生院，河南 温县，454850）
中图分类号：R2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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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3-0038-02

【摘 要】 目的：探讨针刺颈四针配合补中益气汤治疗中风后吞咽困难的临床疗效。方法：采用多中心、随机对照、盲法原
则，将 76 例中风后吞咽困难患者随机分为针刺颈四针配合补中益气汤治疗中风后吞咽困难治疗组（38 例）和传统针刺对照组（38
例）
。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治疗组采用针刺与口服中药相结合的治疗方法；对照组采用针刺传统腧穴的治疗方法，治疗结果采用
中风后吞咽障碍中医评价量表进行临床疗效评定。结果：针刺颈四针配合补中益气汤治疗中风后吞咽困难总有效率为 92%，优于
传统针刺组的 74%。结论：针刺颈四针配合补中益气汤是治疗中风后吞咽困难安全而有效的方法。
【关键词】 针刺；颈四针；补中益气汤；中风后吞咽困难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clinical effect of acupuncture of four neck needle combined with the Buzhong Yiqi decoction
on treating dysphagia after stroke. Methods: Based on the multi-center, randomized, controlled, blind method principles, 76 cases were
randomly and equally divided into the treated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On the basis of the conventional treatment,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the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the oral TCM medicine.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the traditional acupuncture. The effects
after treatment were evaluated with the TCM assessment scale.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acupuncture of four neck needle combined
with the Buzhong Yiqi decoction was 92%, better than 74% of the traditional acupuncture group. Conclusion: The method is safety and
effective on treating dysphagia after stroke.
【Keywords】 Acupuncture; Four neck needle; Buzhong Yiqi decoction; Dysphagia after strok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21
中风后吞咽困难属于祖国医学“中风”
、
“喑痱”
、
“喉痹”

1.2 诊断标准

等范畴。该病是脑卒中后延髓麻痹的主要症状之一，由于患者

脑血管病诊断标准：按照中华医学会 1995 年第四届全国

常因吞咽障碍而营养不良，呈极度消瘦，甚至因窒息或吸入性

脑血管病第三次学术会议修订的诊断标准[1]，并经 CT 或 MRI

肺炎而死亡，预后不良。因此，研究中风后吞咽困难的有效治

证实为脑梗死或脑出血。假性延髓麻痹诊断标准参照《实用神

疗方法，在脑血管病康复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经病学》[2]，2 次以上脑卒中，出现吞咽、发音困难，咽反射

笔者在常年临床中以针刺天突，廉泉，人迎、水突（笔者
总结为颈四针）配合口服补中益气汤治疗中风后吞咽困难 38
例，采用多中心、随机对照的方法进行了观察评价，疗效突出，
现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全部病例资料分别来自焦作市温县赵堡镇卫生院 2010 年

存在，下颌反射亢进者。
2

治疗方法

2.1 基础治疗
两组患者均根据病情给予改善脑代谢、抗凝、抗血小板聚
集、降压等西医常规治疗，脑梗塞患者用血塞通注射液 0.5g
加到 5%葡萄糖注射液 500ml 或生理盐水 500ml 中静脉滴注；
脑出血患者用生脉注射液 60ml 加到 5%葡萄糖注射液 500ml

4 月～2012 年 12 月的住院患者。76 例均经 CT 扫描确诊，男

或生理盐水 500ml 中静脉滴注。

52 例，女 24 例；年龄最小 42 岁，最大 83d；病程最短 9d，最

2.2 治疗组治疗方法

长 62d。76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与治疗组各 38 例，两组患者性

中药治疗，补中益气汤加减：北黄芪 45g，砂仁 10g（后

别、年龄、病程及病情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

下）
，党参 30g，白术 30g，升麻 10g，柴胡 10g，当归 15g，天

说明各组之间具有齐同可比性。

麻 15g，法半夏 15g，郁金 15g，远志 5g，石菖蒲 15g，炙甘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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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1 剂/d，分 2 次口服或鼻饲。针灸治疗，取穴：廉泉，人

咽相关肌肉的麻痹，使食物不能充分搅拌成食团及将食物送到

迎、水突、天突。针法：穴位局部常规消毒，人迎取穴先将颈

咽部，造成食物或液体进入喉口而引起剧烈呛咳，目前西医尚

动脉向外侧拨开，然后向喉结方向刺入 0.2～0.4 寸，深刺时令

《奇效良方》谓：
“喑痱之状，舌喑不能语，
无有效治疗方法[5]。

病人出现瞬时窒息感及吞咽动作。
水突穴采取直刺 0.3～0.5 寸。

足废不为用”，说明舌喑不能出声，舌强不能转运，进而不能

廉泉穴采用雀啄刺法，针尖向舌根方向透刺，深度 0.5～0.8 寸。

将食物运送至咽部，从而引起吞咽困难。历代医家认为本证属

天突穴取垂直进针 0.2 寸，然后将针尖转向下方，沿胸骨柄内

本虚标实之证，肝肾亏虚为其本，风、火、痰、瘀为其标。下

缘缓慢进针 1～1.5 寸。

元虚衰，阴不维阳，虚阳上浮，气血逆乱，痰浊与瘀血互结上

2.3 对照组治疗方法

泛舌本，阻塞喉舌之窍，舌体、咽喉失其所用，遂发为吞咽困

按七版《针灸学》[3]教材取穴，取风池、翳风、完骨、廉

难、饮水反呛[5]。另外，本病的病机，虽未明言中气不足，但

泉、旁廉泉。操作：使用直径 0.30mm、长 40～60mm 华佗牌

已有相关论述，
《脾胃论•脾胃虚则九窍不通论》所谓“清气不

毫针，坐位或侧卧位取风池、翳风、完骨、廉泉、旁廉泉，风

升，九窍为之不利”
。国医大师任继学在论述中风病机时说：
“脾

池朝鼻尖方向针刺，完骨平刺，其余穴位均直刺，深度以得气

经受阻，元神不能统于脾（脾之神曰“意”
）
，意失则窍络失用，

为度，得气后均施以提插捻转平补平泻针法，留针 30min。

舌下廉泉开，脾意失约，其症必见唇缓，流涎，吞咽困难”[6]。

两组患者均在治疗前后按照中风后吞咽障碍中医评价量

因此，笔者长期以来认为治疗中风后失语必须针药结合，标本

表进行症状打分，每日针刺 1 次，10 次为 1 个疗程，疗程间休

兼治，一则补中气，健脾气，化痰浊，利咽喉以治本，二则调

息 3d，再进行下 1 个疗程，3 个疗程后统计疗效。

舌利咽，疏通经脉，活血通络以治标。治疗组口服补中益气汤

3

疗效观察

3.1 观察指标
中风后吞咽障碍中医评价量表：包括声嘶言謇、舌强程度、

之方加减涤痰之药，有效地提升了脾胃消化运输和升清降浊的
功能，加强了脾主肌肉的功能，从根本上改善了舌咽部吞咽功
能。同时，咽喉与经络的关系非常密切，是经络循行的要冲，
足阳明经，其支者下人迎，循喉咙；任脉至咽喉。依据中医学

有无口角流涎、食物残留、刺激后干呕、清嗓咯痰、吞咽时咽

“经之所过，病之所及”的原则，可取这些经脉的穴位，治疗

喉上抬、饮水后声音改变、进食饮水呛咳情况，每项评分为 0～

咽喉的疾病，改善咽喉的机能。人迎与水突是足阳明经穴，阳

4 分。量表的最低分为 0 分，最高分为 68 分。

明为多气多血之经，且人迎穴恰当颈内外动脉分叉入颅内处，

3.2 疗效判定标准

故针二穴既刺激了周围神经，又改善了局部循环，起到活血化

痊愈：吞咽功能完全恢复正常，随访二个月以上无复发者；

瘀之功，促使气血运行通畅。《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指出天突

显效：吞咽功能基本恢复正常，偶而有轻微的呛咳现象；好转：

治“胸中气噎”、“舌下急”，廉泉治“口噤，舌根急缩，下食

吞咽功能有所改善，但咽下食物不畅，经用汤水才能咽下；无

难”
。
《针灸大成》曰：
“廉泉主舌头下肿难言，舌根缩急不食，

效：吞咽功能无明显改变或症状反复者。

舌纵涎出”。因此，针刺任脉经穴廉泉和天突可以化痰祛风，

3.3 统计学处理

开关开窍，有效地改善了舌根部和咽喉部的气血循环，改善了

所有数据资料由专人采用 SPSS13.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试验结果描述用均数±标准差（ x ± s ）表示。对正态分布的
计量资料，组内比较采用 t 检验，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计
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
4

治疗结果

吞咽功能。总之，针刺颈四针配合补中益气汤对治疗中风后吞
咽困难效果突出，值得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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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3 个疗程治疗后显示，治疗组 38 例患者中，治愈 18
例，占 47%；显效 9 例，占 24%；有效 8 例，占 21%；无效 3
例，占 7.9%；总有效率 92%。对照组 38 例患者中，治愈 17
例，占 45%；显效 5 例，占 13%；有效 6 例，占 16%；无效
10 例，占 26%；总有效率 74%，经卡方检验，两组有极显著
差异（P<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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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咽是在正常的神经支配下，口腔、咽喉及食道肌肉的循
序有力的舒缩，才能将食物顺利地推往胃中。现代医学认为中
风后导致的吞咽困难是由脑干或双侧皮质脑干束受损，引起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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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引结合推拿和内服中药治疗颈椎病 44 例疗效观察
Effective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44 cases of cervical spondylosis by
the traction therapy plus the massage and internal medicine
李永生 1 唐兵役 2
（1.西南交通大学校医院，四川 成都，610031；2.眉山市仁寿卫生学校，四川 眉山，620500）
中图分类号：R6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3-0040-02

【摘 要】 目的：进一步探索综合多种方法治疗颈椎病的效果。方法：选择了 44 例中医辨证为痹痛型的颈椎病患者，随机
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各 22 例，对照组仅运用牵引疗法，治疗组在牵引的同时再结合推拿和内服中药进行治疗，两组比对观察临床
效果。结果：两组治疗总有效率有显著差异（P<0.05）
。结论：牵引的同时结合推拿和内服中药治疗颈椎病，比单纯运用牵引法治
疗更为有效，具有进一步探讨应用的价值。
【关键词】 牵引；推拿；内服中药；颈椎病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clinical effects of combined different methods on treating cervical spondylosis. Methods: 44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22 for each.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the traction therapy,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the
massage and internal medicine more, comparing the clinical results.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The traction therapy plus the massage and internal medicine was effective in treating cervical spondylosis,
worthy of a wide application.
【Keywords】 Traction therapy; Massage; Internal medicine; Cervical spondylos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22
因颈部发生劳损，致使颈项韧带钙化、颈椎间盘萎缩退化、
颈椎骨刺增生、颈椎横突孔管道扭曲变形，影响到颈部神经根，

1.2 诊断标准
参照《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4]和《第二届全国颈椎病

或颈部脊髓，或颈部主要血管，不能适应相应功能的需要，出

专题座谈会纪要》[5]对颈椎病诊断标准，选定病例有颈项、肩

现颈项转展俯仰受限，肢体麻木酸痛，运动感觉障碍，头痛眩

背部疼痛，肢体酸胀麻木，甚则出现恶心、呕吐、眩晕，或曾

晕，神疲乏力等局部或全身性症候群，临床上将其统称为颈椎

发猝然晕倒，伴颈性眩晕；旋颈试验阳性。部分患者进行 X 摄

病或颈椎综合征。该病多见于颈椎中下段，好发于 40～60 岁

片，12 例示有颈椎曲度变直、反向、椎间孔变窄、钩椎关节增

[1]

的中老年人 ，中医学认为颈椎病内在气血衰退，局部遭受外

生等改变。

伤、劳损、或感受风寒湿邪导致经络凝滞气血不通所致，可辨

1.3 治疗方法

[2-3]

证为痹痛型、瘫痪型、眩晕型等

。

笔者在临床医疗实践中，对 44 例中医辨证为痹痛型颈椎
病患者进行了有目的的疗效对比观察，发现以牵引结合推拿和
内服中药治疗该病，比单纯运用牵引法治疗该病更为有效，具
有一定研究和运用价值，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观察病例共 44 例。按随机数字法分为两组：治疗组 22 例，

两组均采用相同牵引治疗，治疗组加用推拿和中医辨证分
型，内服中药，以供比对。
1.3.1 牵引治疗颈椎牵引
患者取坐位，头颈前屈 15～20°，牵引重量从 4kg 开始，
逐渐增加，最大重量男 14kg，女 12kg，间隙性牵引。牵引时间
与间隙时间之比为 6∶1，即持续牵引 60s，间隙 10s，反复进
行；每次牵引治疗 30min，1 次/d，10 次为 1 个疗程。疗程之
间间隙 3～4d。
1.3.2 推拿治疗组加用推拿疗法

男 10 例，女 12 例；年龄最小者 28 岁，最大者 62 岁，平均（45.62

患者取坐位趴于治疗床的高枕上，术者于患者身后以拇指

±16.13）岁；病程最短者 8 个月，最长者 21 年，平均（9.62

腹从上而下，先左后右揉按患者颈脊两侧 3～4min；用揉按结

±2.15）年。对照组 22 例，男 13 例，女 9 例；年龄最小者 31

合弹拨从上往下治疗项韧带 3～4min；并在患者颈项肩背部进

岁，最大者 64 岁，平均（44.63±15.17）岁；病程最短者 10

行衮法治疗时间 8～10min；再揉按患者风池、风府、大椎、天

个月，最长者 19 年，平均（9.42±2.05）年。两组一般资料经

宗、曲池、合谷等穴，每穴 1～2min；最后于双肩部拿捏 1～

统计学处理无显著差异（P>0.05）
，具有可比性。

2min，双侧颈项肩背做 2～3 遍揉法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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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内服中药治疗组加用内服中药

痊愈：自觉症状及阳性体征基本消失，颈和肢体功能恢复正

基本方药：黄芪 30g，威灵仙、桂枝、葛根、伸筋草、舒

常，能正常工作；显效：自觉症状及阳性体征明显改善，颈

筋草各 20g，炙甘草 8g。风寒湿型加白芷、藁本、羌活、独活

和肢体能自由活动；有效：自觉症状及阳性体征有所改善，

各 20g，防风 15g；气滞血瘀型加姜黄、三棱、莪术各 20g，桃

颈椎活动基本正常；无效：治疗前后，自觉症状及阳性体征

仁、红花各 15g；痰湿阻滞型加苏子、白芥子、钩藤、僵蚕各

均无明显改善。

15g，麻黄 10g；肝肾亏虚型加山茱萸、枸杞、菟丝子、续断、

2.2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0.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以（ x ± s ）表示，

巴戟天各 15g。1 剂/d，3 次/d。
2

组间比较和治疗前后用 t 检验，统计资料用 x2 检验。

疗效观察

2.3 治疗结果

2.1 疗效标准

两组疗效比较，治疗后总有效率治疗组优于对照组，两组

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1995 年制定的有关诊断疗效标准，

疗效比较结果见表 1。

表 1 两组疗效评价比较表（n，%）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22

11

5

4

2

90.9

对照组

22

9

4

3

6

72.7

注：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总有效率分别为 90.9%和 72.7%，两者有显著差异：P<0.05。

3

典型病例
患者甲，男，54 岁，2011 年 10 月 13 日就诊。患者自述 3

年前开始出现项部僵硬酸痛，肩臂麻木，伴触电感，前臂肌力
减弱，时见头痛眩晕，曾在某医院予物理和药物治疗，效果不
佳，特到我院就诊。查体：第 5，6，7 颈椎有明显压痛感，头
顶叩击实验（+）
，椎间孔挤压实验（-）
，MRI：颈曲生理弧度
反弓，颈 5，6 和颈 6，7 突出压迫脊髓。双侧上肢臂丛神经牵
拉实验（-）
，肌力感觉减退。双侧下肢肌张力增高，踝阵挛（+），
足跟腱反射亢进。舌暗红而有瘀斑，苔薄白，脉细涩。诊断为
混合型颈椎病，中医辨证为颈椎病，气滞血瘀型。行牵引治
疗，同时予推拿并中医方药：黄芪 30g，葛根、威灵仙、桂
枝、姜黄、三棱、莪术、伸筋草、舒筋草各 20g，桃仁、红
花各 15g，炙甘草 8g，1 剂/d，3 次/d。患者经治 5 次牵引，
并推拿 5 次和服中药 5 剂，症状大为缓解；又经 5 次牵引和
推拿，中药原方改姜黄、三棱、莪术为各 15g，续服 5 剂，
症状基本消失；再经 5 次牵引和推拿，中药原方祛三棱、莪
术，加当归、川芎各 15g，续服 7 剂后痊愈。半年后随访，
未复发。
4

讨

论

近年因文案、驾车等工作的急剧增加，颈椎病患者越来越
多，并趋向年轻化。该病多为颈项部积累性劳损使肌肉、肌腱
和韧带松弛，甚则椎体错位、滑脱、椎间隙变窄、椎间盘膨出，
或见韧带、肌肉、肌腱及骨组织处于超负荷状态而强行改造，
部分钙化，颈椎生理弧度变平直，钩突增生、椎体后缘唇样增
生，甚至出现骨桥，破坏了椎体间的平衡，致使其稳固和牵拉
功能进行性丧失，对颈神经根、颈脊髓、椎动脉及邻近组织产
生压迫刺激，从而出现一系列的症候群。
牵引法充分利用向上牵拉力治疗颈椎病，可增宽椎间隙，
扩大椎间孔改善小关节的错位及软组织的嵌顿绞锁，有利于

髓核的还纳，改变增生骨质与被压迫组织的位置关系；但
牵拉存在着用力大小不易把握，容易引起新的损伤，加重
无菌性炎症的形成，且单一使用存在着疗程长，进展缓慢
的缺陷。
有鉴于此，我们在该病的治疗中加用了推拿和药物治疗。
推拿有用力轻重易于把握，操作方便的优势，其按揉法具有放
松肌肉、开通闭塞、活血止痛的作用[6]，衮法具疏通受阻经脉，
滑利关节，缓解肌肉、韧带痉挛，增强肌肉、韧带活动能力，
促进血液循环及消除肌肉疲劳的作用[6]，对软组织的重新修复
和脊柱稳定性的恢复疗效确切。中医方药具有配方灵活，作用
广泛，疗效肯定的长处。且现代药理研究表明：黄芪、姜黄具
有很强的兴奋脊髓的作用[7]，有效推进颈部脊髓的修复；葛根
有直接扩张血管使颈部外周阻力下降的作用，能较好地缓解
高血压患者的“项紧”症状 [8] 。将诸法综合运用于治疗组，
经观察，确比对照组的效果更为明显，具有进一步探讨应用
的价值。
参考文献：
[1]白枫.坐式牵引下推拿为主治疗颈椎病体会[J].新疆中医药,2006,24(1):29
[2]张红旗.推拿治疗颈椎病临床观察[J].湖北中医杂志,2006,28(2):47
[3]岑泽波,吴诚德.中医伤科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192
[4]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186
[5]孙宇,陈琪.第二届全国颈椎病专题座谈会纪要[J].中华外科杂志,1993,31
(8):472
[6]俞大方.推拿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42-47
[7]许东晖,王胜,金晶,等.姜黄素的药理作用研究进展[J].中草药,2005, 36(11):
1737-1739
[8]雷载权,陈育松,孙宇.中药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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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推拿联合疗法用于中风后肩-手综合征的
临床研究
Clinical research on treating post-stroke shoulder - hand syndrome with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ma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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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中风后肩-手综合征应用针灸联合推拿方法治疗的临床疗效。方法：予以随机数字表法将 86 例中风后
肩-手综合征的患者分为两组，各 43 例。两组患者均采用相同的常规中风针刺治疗以及康复训练，对照组在上述基础上＋推拿治
疗，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针灸治疗；连续治疗 1 个月以后，比较两组患者肩关节活动度、局部水肿及疼痛程度、临床疗效。
结果：治疗组患者总有效率为 86%，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69.8%；两组组内比较，肩关节活动度、局部水肿及疼痛程度治疗前、后
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两组组间比较，治疗后肩关节活动度、局部水肿及疼痛程度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治
疗组疗效显著。结论：针灸推拿联合应用于中风后肩-手综合征的治疗，其疗效肯定，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针灸；中风；推拿；联合治疗；肩-手综合征
【 Abstract 】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massage on treating post-stroke
shoulder-hand syndrome. Methods: 86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shoulder-hand syndrom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43 in
each group. Both of the two groups were given conventional acupuncture treatment of stroke and rehabilitation. On this basis,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massage therapy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acupuncture therapy more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1 month of
treatment, shoulder mobility, local edema and pain severity of patients and the clinical efficacy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86% and 69.8% in the control group. Comparing both groups, shoulder mobility, local edema
and pain severity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ith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whil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Conclusion: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massage was effective on treating post-stroke shoulder-hand syndrome,
worthy of a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Acupuncture; Stroke; Massage; Combination therapy; Shoulder-hand syndrom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23
中风后肩-手综合征常在患者发生中风后的早期发病，是反
[1]

射性交感神经出现营养不良的临床表现形式 ，约 12%～25%

（P>0.05）
，无统计学意义。
1.2 方法

的中风病人合并有肩-手综合症。但只要早期及时发现，及时予

两组患者入院后均予脑卒中营养脑细胞、改善脑微循环，

以针灸康复治疗，患侧上肢功能障碍情况均可得到有效改善。

降低颅内压，控制血压、血糖，保护脑细胞，维持水电解质平

现对我科应用针灸推拿方法联合治疗的临床疗效，报道如下。

衡等对症处置、防治并发症的常规治疗，同时采用相同的常规

1

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86 例中风后肩-手综合征的患者，符合《脑卒中的康复评

中风针刺治疗以及康复训练，连续治疗 1 个月。
1.2.1 对照组
在上述基础加用推拿方法，先对患侧肩膈、肩髑、肩贞、
曲池、阳谷、手三里、合谷等穴位进行点、按、揉，并扣拨曲

定和治疗》中的诊断标准。治疗组 43 例：男 31 例，女 12 例；

池、极泉、劳宫等穴位以及其周围的韧带组织，再以掖、推、

年龄 51～69 岁，平均（59.6±5.7）岁；肩-手综合征病程平均

拨揉之法放松胸大肌、三角肌、斜方肌、肩胛周围以及上臂、

（16.6±4.1）d；脑梗死 32 例、 脑出血 11 例；肩-手综合征分

前臂等肌群；由远及近，在病人能承受范围内对指关节进行屈

期：I 期 20 例、II 期 15 例、III 期 8 例。对照组 43 例：男 30

伸和牵引拔伸，接着用食拇指进行指关节捏搓；再以双手牵引

例，女 13 例，年龄 49.5～71 岁，平均（60.2±5.4）岁，肩-

腕关节且佐以分、合、挤、归之法校正腕骨，接着用两虎口扣

手综合征病程平均（15.9±4.3）d；脑梗死 30 例、 脑出血 13

住病人腕关节进行屈伸、左右活动；再协助病人作肘关节旋前、

例；肩-手综合分期：I 期 19 例、II 期 17 例、III 期 7 例。两组

旋后以及屈伸运动；最后作肩关节推拿，屈肘摇肩，使其微牵

在性别、肩-手综合征分期、病程、年龄、脑卒中类型上差异

抬，且作外展、外旋活动。继而予以五指捏法，对患肢由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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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手交替挤压 10～15 遍，病人取卧位，首先点揉患肢肩膈、

1.4 疗效判定

肩髑、肩贞、曲池、阳谷、手三里、合谷等穴位；再以掌部按

①痊愈：肩部、手的临床疼痛症状消失，活动度恢复正常，

揉胸大肌、三角肌、斜方肌、肩胛周围以及上臂、前臂等肌群；

水肿消失，肌肉未出现萎缩；②显效：疼痛、水肿消失，无明

最后以不产生疼痛为度轻轻拍打患肢。

显的关节活动受限、肌肉萎缩；③有效：水肿基本已消失，疼

1.2.2 治疗组

痛亦有明显缓解，有轻度的关节活动受限、手小肌肉萎缩；④

在对照组基础上＋针灸治疗，取合谷穴（治疗手阳明症）
，
鱼际穴（治疗手太阴症）
，后溪穴（治疗手太阳症）
，中渚穴（治

无效：症状无改善，或反加重，肌肉严重萎缩。
1.5 统计学方法
统计分析是采用 SPSS13.0 软件，计量资料以（ x ± s ）表

疗手少阳症），且据疼痛的部位兼取以上相关经脉的腧穴。选
用一次性无菌毫针，型号大小 0.32mm×40mm，采用平补平泻
法，至患者感酸胀则得气，留针 30min，且同时活动患侧肩、
腕、肘等关节。

示，采用 x2 检验，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治疗组患者总有效率为 86%，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69.8%；

1.3 评分标准
予以目测比评分法：①疼痛评分：0 分为不痛，10 分则为

两组组内比较，肩关节活动度、局部水肿及疼痛程度评分治疗

剧痛不能触碰；②水肿评分：0 分则为无水肿；6 分为严重水

前、后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两组组间比较，治疗

[2]

肿；③采用测角计测量肩关节活动度，参照美国 Michaelfeese

后肩关节活动度、局部水肿及疼痛程度评分比较具有显著性差

中心的标准进行评分。

异（P<0.05）
；治疗组疗效显著。详见表 1、表 2。

表 1 两组治疗前后肩关节活动度、局部水肿及疼痛程度评分对比 （ x ± s ）
肩关节活动度评分
项目

局部水肿评分

疼痛程度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11.38±1.78

15.26±1.33

3.76±1.26

2.42±1.06

4.46±1.37

2.61±1.03

对照组

11.45±1.64

12.38±1.73

3.85±1.32

3.35±1.21

4.61±1.41

3.59±1.25

注：P<0.05。

本文结果显示，从两组组内比较来看，肩关节活动度、局

表 2 两组疗效对比 [n（%）]
项目

人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43

9

19

9

6

37（86.0）

对照组

43

5

14

11

13

30（69.8）

注：P<0.05。

3

讨

论

肩-手综合征早期临床表现有手背水肿、肩部疼痛，屈指或
者是活动肩时相应部位出现疼痛加剧的症状；后期肩部肿胀症
状消退，继而出现肌肉萎缩，甚至发生挛缩畸形，对患者的日
常活动能力造成严重影响，带来沉重的家庭、社会负担[3]。
本征中医病机为由于病人气血瘀阻，致使经脉不通、关节
痹阻而产生疼痛，属气滞血瘀、经络不通证。故治疗上当活血
益气，通络止痛为主。故推拿选取肩膈、肩髑、肩贞、曲池、
阳谷、合谷等穴位以疏通病人患肢的经络气血，同时活动肌肉、
关节，通过肌肉、关节的主动或者是被动运动向大脑中枢神经
传输大量本体感觉冲动，有利于改善患肢功能。针刺治疗具有
增加大脑病灶局部供血，改善血液供应，减轻组织损害，改善
微循环的作用，这些均能增强病灶未坏死神经细胞的活化性和
兴奋性，对神经系统功能的重塑再造具有促进作用，进而促使
病人患肢运动功能恢复正常[4]。“不通则痛”，只要经络通畅，
则水肿自消、疼痛减轻，因此本文所选腧穴配伍，加上予以针

部水肿及疼痛程度评分治疗前、后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
（P<0.05），表明两种方法均能有效减少水肿、改善关节活动
度、减少疼痛；但从两组组间比较来看，治疗后肩关节活动度、
局部水肿及疼痛程度评分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治
疗组显著优于对照组；并且治疗组针灸加推拿方法治疗，患者
治疗总有效率为 86%，
明显高于单用推拿治疗对照组的 69.8%；
充分显示出针推并用疗法的显著性疗效。
总而言之，针灸推拿联合应用于中风后肩-手综合征的治
疗，不但可以缓解疼痛、减少水肿症状，同时还能提高病人的
运动功能，改善日常生活，其疗效肯定，值得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1]孙辉.针灸推拿联合治疗中风后肩-手综合征的临床研究[J].中医药信息,
2012,29(4):134
[2]郑集成.宣刺配以动气针法治疗闭合性踝扭伤[D].广东中医药大学,2008:
34-35
[3]张鸿萍.综合康复治疗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的疗效观察[J].中西医结合心
脑血管病杂志,2011,9(3):380-381
[4]王雨燕,王显达,麻虹,等.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发病机制的研究进展[J].中
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2008,6(9):1071-1072
[5]杨军,王康峰.中医药治疗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现状[J].山西中医学院学
报,2010,11(5):76-78

推并用的治疗方法，达到了共同通利肩手关节的疗效作用，使
的气血顺畅，灌注全身，脏腑经络调畅，开关通脉，气行瘀散，
活血散瘀，痛止肿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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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治疗急性骶髂关节错缝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acute sacroiliac joints staggered joint by
manipulations
林 立
（四川仁寿县汪洋中心卫生院，四川 仁寿，620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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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手法治疗急性骶髂关节错缝的临床疗效。方法：以我院 2001 年 1 月～2010 年 12 月期间收治的 60 例
急性骶髂关节错缝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整复手法进行治疗。于本组 60 例患者治疗前后，观察患者关节疼痛变化情况，同时进行
端坐正穿袜试验。并根据关节疼痛、端坐正穿袜实验评级标准对临床治疗疗效进行评价。结果：本组 60 例患者的痊愈率为 33.33%；
显效率为 25%；有效率为 33.33%；无效率为 8.34%；总有效率为 91.66%。结论：手法治疗急性骶髂关节错缝的临床疗效显著，
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急性骶髂关节错缝；手法；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manipulations on treating acute sacroiliac joints staggered joint. Methods: 60
cases of acute sacroiliac joints staggered joint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01 to December 2010 were treated by manipulations. To
observe the changes of joint pain in patients. Meanwhile, test for sitting wears socks.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effect according to the joint
pain and test rating standards. Results: The cure rate was 33.33%, the markedly efficiency was 25%, the efficiency was 33.33%, the
ineffective rate was 8.34%. And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91.66%. Conclusion: The treatment of acute sacroiliac joints staggered joint by
manipulations has significant clinical effect, should be widely applied.
【Keywords】 Acute sacroiliac joints staggered joint; Manipulations;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24
骶髂关节错缝根据病史，症状，体征，Х 光检查，诊断并

术者两人，检查床，患者取俯卧位，嘱患者放松，双手紧

不难。但其治疗方法多样，其中手法治疗为其中的一种。临床

拉床沿，轻柔手法按摩。

常用的整复手法主要有按法、拔伸法、牵拉法和扳法，这些手

2.2 整复手法

法在骶髂关节错缝的治疗中具有良好的作用。本文以我院 2001

患侧骶髂关节较健侧偏上者，一术者双手紧握患侧踝关

年 1 月～2010 年 12 月期间收治的 60 例急性骶髂关节错缝患者

节，一术者双手掌叠加紧贴于健侧坐骨结节，同时反向用力推

为研究对象，采用手法治疗取得了较好的疗效，现报道如下。

拉，重复数次；若患侧骶髂关节较健侧偏下者，一术者双手掌

1

叠加紧贴于患侧坐骨结节，一术者双手紧握健侧踝关节，同时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 2001 年 1 月～2010 年 12 月期间收治的 60 例急
性骶髂关节错缝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男 25 例，女 35 例。
年龄 22～74 岁，平均（44.6±5.3）岁。病程 12h～2 年，平均
5.5d。患者伤后就诊时间为 1h～1 周。60 例患者中，左骶髂关
节错缝 27 例，右骶髂关节错缝 33 例。肥胖者 20 例，瘦弱者
40 例。
1.2 临床表现

反向用力推拉，重复数次，治疗结束。嘱患者卧床 1 周。
3

观察指标
于本组 60 例患者治疗前后，观察患者关节疼痛变化情况，

并进行端坐正穿袜试验。该两项指标的评级标准[1]如下：
表 1 关节疼痛、端坐正穿袜实验评级标准
级别

疼痛

端坐正穿袜试验

0

正常

正常

患者伤后即感下腰部疼痛，行走是偏向患侧，不能直腰，

1

仅稍有不适

能完成，但存在轻度酸困沉胀

可放射至患侧大腿，一般不过膝，偶有小腿胀痛或有麻木感。

2

轻度疼痛

勉强完成，存在轻度疼痛感

体检：患侧骶髂关节压痛明显，“4”字试验（＋），骨盆挤压

3

中重度疼痛

不能完成，存在明显疼痛感

试验（＋）
，直退抬高试验（－）
。Х 光片提示骨质正常，或骶
髂关节间隙增宽。
2

治疗方法

2.1 准备工作

疗效评价标准为：痊愈：两个观察指标皆为 0 级，且随访
2～6 个月无复发；显效：两个观察指标皆由 3 级转为 1 级或由
2 级转为 1 级；有效：两个观察指标皆由 3 级转为 2 级；无效：
级差为 0。总有效率为痊愈率＋显效率＋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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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韧带松弛[3]，骶髂关节失去稳定，是发生急性骶髂错缝的内因，

果

弯腰拾重物，突然直立，身体突然后仰等是其外因。在手法治

结果见表 2。

疗前，要求术者仔细触摸检查，弄清患侧骶髂关节是偏上或是

表 2 患者临床治疗疗效分析（n，%）

偏下（与健侧对比），只有明确错缝的位置关系，采用适宜的

疗效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例数

20

15

20

5

55

比率（%）

33.33

25

33.33

8.34

91.66

方法，才能取得满意的疗效。
本研究中，将我院 2001 年 1 月～2010 年 12 月期间收治的
60 例急性骶髂关节错缝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整复手法进行治

注：从上表可以看出，本组 60 例患者的痊愈率为 33.33%；显效率为 25%；

疗。于本组 60 例患者治疗前后，观察患者关节疼痛变化情况，

有效率为 33.33%；无效率为 8.34%；总有效率为 91.66%。

同时进行端坐正穿袜试验。并根据关节疼痛、端坐正穿袜实验

5

讨

评级标准对临床治疗疗效进行评价。显示结果：本组 60 例患

论

者的痊愈率为 33.33%；显效率为 25%；有效率为 33.33%；无

骶髂关节错缝是指骶骨与髂骨的耳状关节面在外力作用
下，造成其周围韧带肌肉损伤和超出生理活动范围，使耳状关

效率为 8.34%；总有效率为 91.66%。
因此，手法治疗急性骶髂关节错缝的临床疗效显著，值得

节面产生微小移动而不能自行复位者。近年来，各种意外事故

推广应用。同时，手法治疗本病，简单实用，易掌握，费用低，

及内在因素引发的外科创伤概率日趋上升，不仅对人们的身体

疗效确切。

健康造成威胁，同时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骶髂关节错缝

参考文献：

根据病史，症状，体征，Х 光检查，诊断并不难。但其治疗方
法多样，其中手法治疗为其中的一种。临床常用的整复手法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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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骨质增生，以致增加治疗难度，影响治疗效果。
同时，骶髂关节的稳定性可受到性别﹑外力﹑内分泌和疾
患的影响[2]，亦与年龄，体重等有关，某些因素可使骶髂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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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结合手法松解治疗肩周炎 30 例临床疗效观察
Efficacy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30 cases of frozen in
the acupuncture plus technique loose
吴 舸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西 南宁，530023）
中图分类号：R32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3-0045-02

【摘 要】 目的：观察针刺结合手法松解治疗肩周炎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60 例患者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每组 30 例，对
照组采用针刺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手法松解。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优于对照组。结论：针刺结合手法松解治疗肩
周炎效果明显，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肩周炎；推拿（按摩）
；针刺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clinical effects of the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technique loose therapy on treating frozen.
Methods: 60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30 for each.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the acupuncture,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the technique loose more.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treate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Conclusion: The acupuncture
plus technique loose therapy was effective in treating frozen, worthy of a wide application.
【Keywords】 Frozen; Technique loose; Acupunctur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25
肩关节周围炎简称肩周炎，是临床常见病、多发病，临床

碍，后者临床上多称之为粘连期肩周炎，药物治疗疗效往往不

以肩部疼痛或和肩关节活动受限为主要症状。早期多以疼痛为

佳。笔者所在科室运用针刺结合手法松解治疗粘连期肩周炎，

主要症状，后期多表现为肩关节周围组织粘连及肩关节活动障

发现本疗法对肩周炎患者的肩部疼痛以及肩关节运动障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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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取穴为肩痛穴，此穴又称“中平穴”，位于患肩对侧

能明显改善，临床疗效显著。现报道如下。
1

010-59431886

小腿腓侧，腓骨小头与外髁高点的连线上，髌骨中线下 5 寸处，

临床资料

或髌骨中线与外踝连线之中上 1/3 处。患者取坐位，取患肩对

1.1 一般资料

侧肩痛穴，常规消毒后，选用华佗牌 0.30mm×40mm 针灸针

60 例经确诊为粘连期肩周炎的患者均为广西中医药大学

快速垂直刺入，并缓慢施以提插捻转平补平泻手法 1～2min，

第一附属医院推拿科住院及门诊病人。按就诊顺序随机分成治

以肩痛穴局部出现触电般针感向足背、足趾或踝关节传导并出

疗组 30 例和对照组 30 例。治疗组中，男 13 例，女 17 例；门

现麻胀感为宜。手法松解：在留针的情况下，先用松解手法放

诊病人 25 例，住院病人 5 例；年龄 36～58 岁，平均（48.5±

松患者肩关节周围软组织 5min 左右，再分别在肩关节上举位、

13.6）岁；病程最短 2 个月，最长 6 年 10 个月，平均（38.2±

外旋位、外展位、后伸内旋位做手法松解。每日治疗 1 次，连

14.3）月。对照组中，男 12 例，女 18 例；门诊病人 22 例，住

续治疗 10 次为 1 个疗程。

院病人 8 例；年龄 39～57 岁，平均（43.5±10.3）岁；病程最

2.2 对照组

短 2 个月，最长 5 年 8 个月，平均（40.1±17.5）月。两组患

患者取坐位，针刺患肩对侧肩痛穴，针刺操作同治疗组。

者年龄、性别、病程等一般情况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无显著性

留针期间，嘱患者自主运动患肩，做肩关节各方向功能活动，

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以逐步改善肩关节的活动度。每日治疗 1 次，连续治疗 10 次

1.2 诊断标准与分期

为 1 个疗程。

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1994 年颁布的《中医病证诊断疗
效标准》中规定的肩周炎诊断标准执行。临床病情分期为粘连
期，其主要临床表现如下：肩痛较为减轻，但疼痛酸重不适，
肩关节功能活动受限严重，各方向的活动范围明显缩小，甚至

3

疗效观察

3.1 疗效标准
疗效评定根据 1997 年卫生部制订发布《中药新药临床研

影响日常生活。

究指导原则》有关“肩周炎”的疗效标准：治愈（临床痊愈）
：

1.3 病例纳入标准

肩部疼痛消失，肩关节活动范围恢复正常；显效：肩部疼痛缓

符合肩周炎诊断标准并属粘连期的患者，年龄 35～60 岁。

肩关节活动范围部分改善；无效：症状无改变。

1.4 病例排除标准
①合并肩部骨折未愈合者；②合并严重骨质疏松患者；③合

3.2 治疗结果
经过 1 个疗程的治疗后进行疗效统计，结果见表 1。将数

并有严重心脑血管、糖尿病及精神病患者。
2

解明显，肩关节活动范围改善明显；有效：肩部疼痛基本缓解，

据输入 SPSS11.0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有序变量

治疗方法

的两独立样本比较的秩和检验。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

2.1 治疗组
表 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例 [n（%）]

4

讨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治疗组

30

22（73.3）

5（16.7）

2（6.7）

1（3.3）

96.7

对照组

30

11（36.7）

12（40.0）

4（13.3）

3（10.0）

90.0

论

肩周炎属于祖国医学“痹证”范畴，好发于中老年人，是
由于年老肝肾不足，气血亏损，复感风寒之邪，阻滞经络，而
致气血运行不畅，久之则肩部筋肉凝结不动。故发病时肩部不
仅疼痛，且多伴有肩部活动受限。肩痛穴是王文远教授提出的
平衡针灸学中的代表性穴位，其作用原理是通过针刺增加脑内
亮--脑腓肽的释放，增强机体对疼痛的耐受力，缓解疼痛，促
进组织的修复[1]。中平穴位于足阳明胃经上，手足阳明经相为
顺接，经气相通，针刺此穴可以疏通手足阳明经之经气，而阳
明经多气多血，针刺后针感直达病所，可以迅速行气通络、祛
风散寒，而达到止痛的效果。现代医学认为，针刺中平穴可能
转移了大脑皮层疼痛的兴奋灶，或直接刺激传导神经，造成神
经中痛觉纤维的传导发生障碍，产生镇痛作用[2]。因此，在针
刺此穴时再配合手法治疗，能够顺利完成松解手法。现代医学
则认为肩周炎是在内分泌紊乱、肩关节周围组织损伤或肩关节
制动等多因素作用下，以肩关节周围滑膜软骨、筋膜、肌肉等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组织痉挛、粘连为病理改变的一种无菌性炎症。故对于粘连期
肩周炎患者，松解粘连是治疗的关键。
本观察发现，针刺加手法松解治疗粘连期肩周炎有显著的
疗效，针刺加运动疗法组也有一定的疗效。但相比较而言，患
者自主运动因粘连未能完全松解，使得患肩的运动功能障碍的
改善有限。本观察综合针刺加手法松解治疗粘连期肩周炎，针
刺肩痛穴疏通经络止痛以调其气，配合手法松解调其形，以松
解粘连，滑利关节，达到明显缓解肩周炎患者的疼痛及改善肩
关节运动障碍的目的，临床疗效显著，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王文远,张利芳.针刺肩痛穴治疗外伤性肩周炎 3850 例[J].中医外治杂志,
2008,17(3):48-49
[2]尹相涛,李晓红.针刺中平奇穴治疗肩周炎 500 例临床疗效分析[J].中国民
间疗法,1997(2):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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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缝伤筋手法治疗膝关节内侧副韧带损伤
临床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medial knee collateral ligament injury by
the Lifeng Shangjin method
谭秋翔 程 博
（河南省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河南 郑州，450012）
中图分类号：R322.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3-0047-02

【摘 要】 目的：探讨里缝伤筋手法治疗膝关节内侧副韧带损伤的临床疗效，并与对照手法[1]对比。结果：228 例膝关节内
侧副韧带损伤患者，两组间治疗后疗效比较，试验组优良率 86.0%，对照组优良率 67.6%，试验组优良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里缝伤筋手法治疗膝关节内侧副韧带损伤疗效确切，且治疗效果优于对照手法。
【关键词】 膝关节内侧副韧带损伤；膝关节；手法；骨科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clinical effect of Lifeng Shangjin method on treating medial knee collateral ligament injury
and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method. Results: 228 patients with medial knee collateral ligament injury, the excellent and good rate of the
experiment group was 86.0%,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67.6%. The former on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P<0.05). Conclusion: The
Lifeng Shangjin method is effective,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method.
【Keywords】 Medial knee collateral ligament injury; Knee joint; Method; Orthopedic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26
膝关节内侧副韧带损伤是一种常见的膝关节韧带损伤疾病，

表 2 两组年龄分布情况（岁）

属于中医膝骨缝伤筋的范畴。它以膝关节半屈曲位、主动被动功

组别

能活动受限，局部肿胀，皮下瘀血，继而出现广泛性的膝及膝下

试验

114

89

25

部位的瘀斑，压痛明显为主要表现，若合并半月板损伤，膝关节

对照

102

78

24

合计

216

167

49

出现交锁痛。近年来，随着人们体育运动的增加，膝部韧带损伤
的发生率也随之增高，其中内侧副韧带损伤的发生率最高。据统
计，膝关节内侧副韧带损伤占膝关节韧带损伤的 46.2%，文献报
道约有 15%成人患有膝关节内侧副韧带损伤，尤以青壮年多见。
1

n

15～35

36～45

2

注：x ＝0.0785，P＝0.7793>0.05。

表 1、表 2 为两组入选患者入组时性别及年龄的基线情况
比较。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两组患者性别及年龄的差异均在 α

临床资料

＝0.05 水准上无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0.05）
，可以认为入组

2008 年 6 月～2012 年 6 月河南中医学院第一、二附属医
院及河南省体工大队门诊部的患者，选择符合《中医病证诊断
疗效标准》[2]的选择符合纳入标准的 228 例，按 SAS 程序设计

的两组患者的临床试验资料具有同质性与可比性。
表 3 两组病程（月）分布基线
n

1～3

>3

随机化方案。随机将研究对象分 A 组和 B 组。两组比较（表 1）
，

组别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1）
。

试验

114

79

35

对照

102

69

33

合计

216

148

68

按 SAS 程序设计随机化方案。随机将研究对象分为两组，
采用标准对照：试验组（A 组）-里缝伤筋手法；对照组（B 组）

注：x2＝0.0680，P＝0.7942>0.05。

-对照手法。
两组病例在性别、年龄、疾病分期、病程构成差异无显著
意义（见下表）
。

n

I 度（早）

试验

114

78

36

对照

102

75

27

合计

216

153

63

组别

表 1 两组性别分布情况
组别

表 4 两组疾病分期基础线

n

男

女

试验

114

80

34

对照

102

75

27

合计

216

155

61

注：x2＝0.2988，P＝0.5846>0.05。

II 度（中）

2

注：x ＝0.6800，P＝0.4096>0.05。

表 3、表 4 为两组入选患者入组时病程及疾病分期的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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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情况比较。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两组患者病程及疾病分期的差

表 5 的统计分析表明，试验组的优良率为 86.0%，对照组

异均在 α＝0.05 水准上无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0.05）
，可以认

的优良率为 67.6%，两组优良率的差异在 α＝0.05 水准上有显

为入组的两组患者的临床试验资料具有同质性与可比性。

著的统计学意义（P<0.05）
，可以认为试验组具有较好的疗效。

2

4

治疗方法

2.1 实验组

讨

论

中医学将膝关节内侧副韧带损伤归属为“膝骨缝伤筋范

患者仰卧位，用“六指六穴”等手法放松局部软组织，扩
大痛阈。

畴”，历代文献中多以“筋断”、“筋歪”、“筋走”、“筋翻”等
名称，认为由于风、寒、湿邪侵犯人体，邪气留着于关节，经

体位：患者坐位，助手坐在伤侧，医者半蹲在患者前方。

脉受阻，加之随着年龄的增加，筋断筋伤、筋脉失养、湿阻筋

准备方法：患者屈膝垂足，正坐床边。助手坐在伤侧，双手固

络，发为本病。因膝内侧副韧带损伤的主症为膝痛和膝功能活

定患者大腿下端。医者半蹲在患者前方，一手由外侧用拇、食

动受限，病理改变主要是组织纤维撕裂、出血，继而出现无菌

二指圈住髌骨，并用拇指按住里缝，余三指在腘部拿住伤骱，

性炎症。当炎症消失，组织在修复的过程中，如副韧带与股骨

另一手由内侧握住伤肢足踝部。

内髁、胫骨内髁或胫骨外髁形成疤痕、粘连，一方面降低了局

隔日 1 次，15 次为 1 个疗程。

部韧带的弹性，不能自由滑动而影响膝关节功能，产生疼痛。

2.2 对照组

另一方面活动时韧带因疤痕或粘连的牵制滑动而受到影响。采

患者平卧床，全身放松。治疗前应良好放松患膝局部肌肉
痉挛。

用里缝伤筋手法进行治疗，舒筋通络，并通过经络的作用，内
调脏腑，加强肝肾的功能，外调病变部位经过的经脉，改善膝

体位：仰卧，术者站于患膝侧。

关节的微循环和供氧状况，促进局部炎症物质的吸收，从而缓

治疗手法：侧副韧带部分撕裂者，初诊即应予屈伸膝关节

解疼痛，恢复关节功能。

1 次，以纠正轻微之错位，并可以舒顺筋膜，但手法不可多做，

里缝伤筋手法是通过选取膝关节周围的经络及其穴位：太

以免加重损伤。晚期行手法，则可解除粘连、恢复关节功能。

阴脾经、足阳明胃经、足少阴肾经、足少阳胆经，穴位：血海、

具体操作：以胫侧副韧带损伤为例，伤肢伸直并旋外。医

梁丘、阴谷、内侧膝窝、膝阳关、外侧膝窝以及经外奇穴的“内、

者先点按血海、阳陵泉、三阴交等穴，然后在损伤局部及其上、

外膝眼”
，据中医基础理论：胃为水谷之海，为气血生化之源，

下施以揉、摩、擦等法。新鲜损伤肿痛明显者手法宜轻，日后

脾主肌肉、主四肢，膝关节内侧副韧带损伤不但与气血密切相

随着肿胀的消退，手法可逐渐加重。若膝关节肿胀明显可先将

关，而且与肝肾亏虚有着密切关系，肝与胆相表里，肝主筋，

膝关节内血肿抽吸干净，用弹力绷带包扎，再以石膏托固定膝

主痛、司关节运动，肾主骨，骨为干，为作强之官，选用拔伸、

关节于功能位 4～5 周。

按摩、捋顺、捻散手法于这些经络及穴位，可以促进局部消肿，

放松膝关节周围软组织：上述手法前后，用双手掌大小鱼

解除肌肉痉挛，松解粘连，理顺筋脉，使气血运行流畅，加速

际分推膝关节周围的软组织的股四头肌，股四头肌舒缩锻炼和

患部血液循环，增强其新陈代谢，使变性的组织得以恢复，从

直腿抬高锻炼，每日两次，每次约 10min； 隔日 1 次，15 次

而起到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的作用，达到“通”的目的。通过

为 1 个疗程。

膝关节被动运动可有效解除关节及其周围组织的痉挛及粘连，

2.3 统计方法

有效的恢复膝关节内外平衡及肌肉肌腱等组织间的平衡状态，

分类资料采用 x2 检验；组间均数比较用 t 检验；统计分析
软件采用 SPSSl3.0 软件包。
3

恢复膝关节正常功能。由于此手法带有突然性和灵巧性的特
点，所以患者往往不感到痛苦，更容易在无痛苦中使组织痉挛、
粘连状态得以解除，关节功能得以恢复，实践证实通过里缝伤

疗效观察

筋手法治疗膝内侧副韧带损伤有突出的疗效。

3.1 疗效评定标准
参照《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2]。治愈：肿胀疼痛压痛

参考文献：

消失，膝关节功能完全或基本恢复。好转：关节疼痛减轻，功

[1]姚共和,刘向前,李建斌,等.中医期刊治疗膝关节骨关节炎方剂用药特点分

能改善，关节有轻度不稳。未愈：膝关节疼痛无减轻，关节不

析[J].湖南中医学院学报,2005,25(6):54-56

稳定，功能障碍。

[2]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 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 [S].南京 :南京大 学出版

3.2 疗效评定结果（见表 5）

社,1994

表 5 治疗后膝关节总体疗效评分（n，%）

作者简介：

组别

n

优良

中差

优良率（%）

试验

114

98

16

86.0

对照

102

69

33

67.6

注：x2＝10.2990，P＝0.001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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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灸治疗脾肾阳虚型绝经后骨质疏松症患者腰背痛的
临床研究
Clinical research of governor vessel moxibustion on treating the low back pain
in postmenopausal osteoporosis of Pishen Yangxu
林海波 李爱青 刘春梅 丘均华
（广东省江门市五邑中医院，广东 江门，529000）
中图分类号：R27.1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3-0049-03

【摘 要】 目的：观察督灸治疗脾肾阳虚型绝经后骨质疏松症患者腰背痛的效果。方法：选择 70 例骨质疏松症腰背痛患者，
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每组 35 例）
。对照组采用常规钙剂治疗；治疗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配合督灸疗法。在治疗前及每个
疗程结束后进行 VAS 和 ODI 评估。结果：督灸能够有效减轻患者腰背痛的程度（降低 VAS）
，并能由此改善患者功能障碍（降低
ODI）。结论：督灸为绝经后骨质疏松症腰背痛的治疗提供一个安全、有效、易于接受的方法，可望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关键词】 督灸；绝经后骨质疏松症；腰背痛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governor vessel moxibustion on treating the low back pain in postmenopausal
osteoporosis of Pishen Yangxu. Methods: 7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low back pain in osteoporosi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treated group (35 patients for each group). The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conventional calcium，those in treated group were
given governor vessel moxibustion in addition. Evaluating VAS and ODI before treatment and at the end of each course. Results: Governor
vessel moxibustion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degree of low back pain (lowering VAS), and thus improve dysfunction in those patients
(decreasing ODI). Conclusion: Governor vessel moxibustion provide a safe, effective and acceptable method for low back pain in
postmenopausal osteoporosis，being expected to improve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Keywords】 Governor vessel moxibustion; Postmenopapsal osteoporosis; Low back pai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27
绝 经 后 骨 质 疏 松 症 （ Post Menopapsal Osteo Porosis ，

1.2.1 西医诊断标准

PMOP） 是由于绝经后雌激素水平降低，成骨与破骨之间的动

参照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的基于双能 X 线吸收测

态平衡破坏[1]，使骨吸收亢进，骨丢失，导致骨量减少，骨组

定法（DXA）测定诊断标准[4]：骨密度值低于同性别、同种族

织显微结构退化，以致骨的脆性增高及骨折的危险性增加的一

正常成人的骨峰值等于和大于 2.5 个标准差为骨质疏松。骨密

种全身性骨病。其发病与绝经后卵巢功能减退，雌激素水平降

度通常用 T-Score（T 值）表示，T 值＝（测定值－骨峰值）/

[2]

低有关 ，是世界公认的六大疾病之一。中国传统医学中虽无

正常成人骨密度标准差。

绝经后骨质疏松的症名，但可归属于“骨痿”
、
“骨痹”、
“骨枯”、

1.2.2 中医症候标准

[3]

“骨极”、“骨缩”等范畴 。疼痛是本病临床最典型表现，可

参照《原发性骨质疏松症中医临床实践指南》[5]中脾肾阳

表现为腰背部疼痛或周身骨骼疼痛，负荷增加时疼痛加重或活

虚型的标准：腰髋冷痛，腰膝酸软，甚则弯腰驼背，双膝行走

动受限，严重时翻身、起坐及行走困难，这也是促使患者就诊

无力，畏寒喜暖，纳少腹胀，面色萎黄，舌淡胖，苔白滑，脉

的主要诉求。2011 年 6 月～2012 年 12 月，我们采用督灸治疗

沉弱。

脾肾阳虚型绝经后骨质疏松症患者 32 例，对其腰背痛症状改

1.3 纳入标准

善明显，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具有腰背痛等临床症状，符合现代医学骨质疏松症诊断标
准及中医辨证属脾肾阳虚证患者：①签署知情同意书，愿意按
要求完成疗程；②绝经 24 个月以上，年龄 45～75 岁。
1.4 排除标准

选取我院针灸科 2011 年 6 月～2012 年 12 月门诊的绝经后

①影响骨代谢的内分泌疾病，类风湿性关节炎等免疫性疾

骨质疏松症患者 70 例，采用数码随机表随机分为治疗组和观

病，影响钙和维生素 D 吸收和调节的消化道和肾脏疾病，多发

察组各 35 例，两组病例的年龄、体质、疼痛程度、病史、绝

性骨髓瘤等恶性疾病，以及骨代谢异常疾病等；②确认由于腰

经时间比较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
，具有可比性。

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等其他疾病引起之腰痛症状；③合并

1.2 诊断标准

心、肝、肾和造血系统等严重疾病者；④精神病或老年痴呆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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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者；⑤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或近 2 周使用其他治疗本病的药物

疗程后即开始显示出疗效（P<0.05）
，并在第 3 个疗程后疗效

和治疗手段。

更为满意（P<0.01），而对照组在第 3 个疗程后才出现疗效

1.5 治疗方法

（P<0.05）
；与对照组比较，治疗组患者在第 2 个疗程后 VAS

1.5.1 对照组

评分明显降低（P<0.05）
。

给予钙尔奇 D 片（由惠氏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每片含元素
钙 600mg、维生素 D3125U）
，1 片/次，2 次/d，口服。

2.3 督灸对 PMOP 患者腰背痛导致功能障碍的影响（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 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ODI）的比较（%， x ± s ）

1.5.2 治疗组

组别

n

治疗前

1 个疗程

2 个疗程

3 个疗程

对照组

31

79.11±7.91

74.69±8.31

69.75±8.37

59.87±6.43

治疗组

32

80.33±6.57

68.75±8.37

在对照组治疗方案基础上，给予督灸治疗，具体操作：患
者俯卧位，暴露背部，在督脉所取穴处（大椎至腰俞穴）作常
规消毒，将生姜捣烂成泥挤榨成汁，涂上姜汁，在脊柱正中线

△

撒上中药粉（附子、肉桂、吴茱萸、肉桂等量为末），并在大

58.72±7.16

△▲

52.87±7.22

△

△▲

▲

注：与治疗前比较， P<0.05；与对照组相同疗程比较， P<0.05。

椎至腰俞穴之间覆盖无菌纱块，其上再铺敷 2 寸宽，5 分厚的

表 2 结果显示：两组在治疗前 ODI 评分无差异（P>0.05）
，

姜泥一条。然后在姜泥上铺成长条形的艾炷一条，点燃头、身、

具有可比性；与治疗前比较，治疗组患者经督灸后，在第 2 个

尾三点，让其自然燃烧。燃尽后可续艾炷施灸，一般以 2～3

疗程后即开始显示出功能恢复（P<0.05）
，而对照组在第 3 个

壮为宜。灸毕移去姜泥，用湿热纱布轻轻揩干。灸后皮肤呈潮

疗程后才出现 ODI 显著降低（P<0.05）
；与对照组比较，治疗

红，若见有水泡，可用消毒针引流水泡液，揩干后，涂以龙胆

组患者在第 2 个疗程后 ODI 明显降低（P<0.05）
。

紫药水（隔日 1 次）
，直至灸疤结痂脱落，皮肤愈合。每月施
督灸 4 次（平均 1 周行 1 次，每次治疗按预约时间进行，提前
或推后不超过 2d）
。两组均以 1 个月为 1 个疗程，连续治疗 3

3

讨

论

随着人类寿命延长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妇女将有 1/3 的

个疗程。

生命在绝经后渡过，我国妇女 PMOP 患病率高达 40%[6]。腰背

1.6 观察指标

痛是本病最典型的临床表现，对患者困扰极大，由此而引发的

通过视觉模拟评分法（Visual Analogue Scale，VAS）观察

功能障碍以及对骨折风险的担忧更是直接影响患者的情绪和

患者腰背痛的程度，通过 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Oswestry

生活质量。PMOP 从生物医学还原论的观点来看，属于不可治

Disabil Ityindex，ODI）观察患者因腰背痛而致功能障碍的程度

愈（复原）的疾病[7]，而现阶段大部分研究都是以骨密度及骨

与改善情况，治疗前及每满 1 个疗程评估一次，评估由专人完

代谢生化指标作为观察重点，这种忽略患者自身感受，过于注

成。ODI 问卷表由 10 个问题组成，每个问题 6 个选项，每个

重影像及实验室指标的研究显然不能满足中老年妇女对于减

问题的最高得分为 5 分，选择第一个选项得分为 0 分，依次选

轻症状、缓和心理压力和提高生活质量的强烈愿望。故本研究

择最后一个选项得分为 5 分，记分方法是：[实际得分/（5×回

以临床最常用的 VAS 评分观察患者腰背痛的程度，
并通过 ODI

答的问题数）]×100%，如越高表明功能障碍越严重。

观察患者因腰背痛而致功能障碍的程度与改善情况。ODI 在国

1.7 统计学方法

外被广泛应用长达 30 余年[8]，被翻译成 12 种以上的语言版本，

所有数据均输入计算机，用 SPSS16.0 for windows 软件进

并在脊柱外科领域作为“金标准”评定和观察治疗效果[9-10]。

行处理。各统计数据均以均数和标准差（n， x ± s ）表示，组

我国学者已将 ODI 翻译成中文，并对其信度、效度和反应度进

间两两比较若方差齐时选择 LSD 法，方差不齐时选择 Tamhane

行了分析研究[11-13]，一致认为 ODI 可较好地反映患者病情和功

法进行方差分析。

能状况的变化，适用于慢性腰痛患者自我功能状态和疗效的评

2

结

定。本研究证实，督灸能够有效改善患者腰背痛症状，并能在

果

疼痛缓解后进一步改善患者各方面的功能障碍。

2.1 一般情况

督灸是一种来源于民间的传统灸疗方法，又称“铺灸”、
“长

剔除因合并其他内科疾病而需要专科治疗 5 例，另有 2 例

蛇灸”等，属于隔物灸。因其对于虚劳性疾病及顽痹等疗效显

未能配合疗程，最终收集对照组 31 例，治疗组 32 例。在治疗

著，故逐渐被临床医家所认识和应用。长期实践证明，督灸是

组 32 例患者实施治疗时，共 6 人次在施灸处出现水泡，经妥

一种极富中医特色的外治疗法，它直接作用于人体“阳脉之海”

善处理后未影响疗程。其余未观察到不适及不良反应。

督脉，直达病所，发挥温肾壮阳、通督散结、祛湿止痛的功效，

2.2 督灸对 PMOP 患者腰背痛严重程度的影响（见表 1）

对各种痹阻疼痛类病症效果尤其明显。而且在临床实践中，患

表 1 两组患者 VAS 评分的比较（ x ± s ）

者普遍反映热感传导能从背脊正中灌流至周身，在非常舒适的

治疗前

1 个疗程

2 个疗程

3 个疗程

对照组 31

7.26±1.39

7.19±1.29

6.37±1.53

4.62±1.33

治疗组 32

7.60±1.51

6.27±1.22

组别

n

△

△△

△

4.23±1.83

△▲

3.47±1.17

感受中接受治疗。
△

△△▲

▲

注：与治疗前比较， P<0.05， P<0.01；与对照组相同疗程比较， P<0.05。

表 1 结果显示：两组在治疗前 VAS 评分无差异（P>0.05）
，
具有可比性；与治疗前比较，治疗组患者经督灸后，在第 1 个

总之，督灸以《素问·骨空论》“督脉生病治督脉，治在
骨上”和《素问·调经论》
“病在骨，焠针药熨”为理论基础，
以督脉、脊柱为直接靶点，综合艾灸和药物的作用，能够发挥
温肾壮阳、散寒通络、阳中求阴的整体效果，有望为 PMOP 的
治疗提供一个安全、有效、患者易于接受的方法，借此提高患
者的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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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医在儿科中的特色优势与发挥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dvantage and exert of TCM in pediatrics
刘改霞
（河南省方城县中医院，河南 方城，473200）
中图分类号：R272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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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医儿科疗效明显，而且方法简单、方便、经济。在诸多小儿常见疾病的治疗中有着独特的疗效，实属值得推广
的非药物、非损伤性治疗手段。
【关键词】 中医；儿科；特色；优势
【Abstract】 The curative effect of TCM pediatrics is obvious, and the method is simple, convenient, economical. In the treatment of
many common diseases in children has a unique effect, it is worth promoting that non-medicine, non-invasive treatment.
【Keywords】 TCM; Pediatrics; Characteristic; Superiorit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28
中医儿科，源远流长，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和儿童保健

胎教、逐月养胎、保护辅翼；生后提倡母乳喂养，防病于未然；

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园中一

⑦对变态反应过敏性疾病，中医儿科有着很好的疗效；⑧中医

株绚丽夺目的奇葩，结合自己的临床心得和体会，粗谈几点见

儿科疗效明显，而且方法简单、方便、经济。

解与同道共飨。
1

中医儿科临床的特色和优势

2

中医儿科特色优势面向临床的发挥
在目前中医、中西医结合、西医儿科并存的格局下，医疗

中医儿科临床的特色和优势，有以下几个方面：①“天人

市场行业竞争激烈。中国和世界各国中医儿科的临床工作发展

合一”
、
“天人相应”
、
“内外环境统一”的整体恒动观，在中医

很不平衡，一些单位的中医儿科迅速发展，也有一些单位的工

儿科疾病发病学上体现得十分充分和突出；②“唯变所适”、
“辨

作在萎缩。凡是工作开展好的单位，共同的经验都是发挥了中

证施治”，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的处理疾病，反对一次辨证

医的特色和优势。因此，能否发挥好中医儿科的学科特色和优

论和“一成不变”地对号入座；③在治疗手段上，内治与外治

势，就成了我们事业成败的关键。关于中医儿科的特色优势病

相结合，针药并施，推拿、脐疗、足疗、刮痧、灯火灸……，

种，汪受传[1]等在 2007 年曾组织了中国城乡不同地区、不同等

灵活多变，丰富多彩；④透邪外出，平衡阴阳，顾护脾胃，注

级医院、不同职称级别、中医中西医不同专业儿科工作者的样

重调理，勿伐生生之气，中病即止，不可过剂等理论在儿科临

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与西医相比，大多认为中医儿科（某

床中显得特别重要；⑤小儿推拿疗法在新生儿、婴幼儿常见疾

些情况下的中西医结合）在下列种（证）或其某个阶段具有治

病治疗中有着独特的疗效，实属值得推广的非药物、非损伤性

疗优势。①新生儿疾病：胎怯（早产儿和足月小样儿）、新生

治疗手段；⑥“治未病”思想贯穿于中医儿科的始终。生前重

儿黄疽、新生儿硬肿症、新生儿腹泻、新生儿脐部疾患等。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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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呼吸系统疾病：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急慢性支气管炎、毛细支

用，如推拿治疗小儿泄泻、便秘、腹痛，董氏指压手法治疗婴

气管炎、病毒性肺炎与其他类型肺炎、反复呼吸道感染等。③

儿吐乳症技术等，这些简便有效诊疗技术的临床推广，扩大了

消化系统疾病：鹅口疮、口炎、胃食管返流及反流性食管炎、

中医特色疗法在中国城市社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及世界各国

胃炎、消化性溃疡、厌食、小儿腹泻等。④营养性疾病：消化

的普遍应用。其他如中医药调补先后天治疗新生儿疾病，调整

儿不良、营养障碍、营养性贫血等。⑤循环系统疾别病：病毒

阴阳治疗小儿心理行为障碍性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小儿肾脏

性心肌炎等。⑥泌尿系统疾病：急性肾小球肾炎、肾病综合征、

病，发时治标、平时治本观点在慢性复发性疾病中的应用等，

血尿、泌尿道感染、遗尿症等。⑦神经肌肉系统疾病：小儿癫

都是发扬儿科中医药治疗优势的例证。中医儿科优势病种及特

痫、脑性瘫痪、业惊厥等。⑧心理行为障碍性疾病：多发性抽

色疗法的临床应用，满足了现代社会对于儿童预防保健的需

搐症、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等。⑨内分泌疾病：性早熟。⑩免

求，适应了现代临床疾病谱的变化，顺应了现代人对于医疗安

疫、变态反应、结缔组织病：支气管哮喘、过敏性鼻炎、过敏

全性的重视，减少了抗生素、激素等化学药物的滥用，在各国

性紫癜、湿疹、皮肤黏膜淋巴结综合征，幼年类风湿病等。⑪

医疗保健事业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感染性疾病：疹、风疹、幼儿急疹、水痘、手足口病、流行性
腮腺炎、流行性感冒、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流行性乙型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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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儿科特色优势面向临床的发展

炎等病毒性脑炎、百日咳、急性感染性多神经根炎等。同时，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医儿科学在规范化、标准化方面所做

中医特色疗法，如推拿疗法、针灸疗法、中药外治疗法等，在

的工作还很不够。中医儿科学科需要建立的规范，必须是能符

儿科疾病治疗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和良好的效果。

合本学科学术特点和规范化要求的各种规范。例如：切合中医

从以上中医儿科特色优势病种来看，涵盖了儿科临床常见

药学本义的中医儿科学名词术语规范，有中医药特色的诊断辨

的多数疾病。中医儿科不仅在许多儿科慢性病中具有整体调

证标准，能反映中医药优势又能得到学术界公认的疗效评价标

节、扶正祛邪的特色，而且在急性疾病，特别是感染性疾病治

准，符合循证医学原则的临床研究规范，利于中成药开发又符

疗中有很大优势。中医儿科临床优势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合新药研究原则的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等。这些规范的产生，

一是急性病毒感染性疾病。据世界卫生组织（WHC）的统计资

要通过科学研究来实现。在临床研究和数理统计分析基础上形

料显示，近年来，在儿科急性感染性疾病中，细菌感染性疾病

成规范，是最佳的研究方法。但是，临床研究成本高、耗时费

呈下降趋势，病毒感染性疾病呈上升趋势。我国近年小儿呼吸

力。临床研究的范围目前仍将侧重那些中医药有优势、儿科临

系统感染性疾病临床研究资料表明，小儿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床常见的病种。例如流行性感冒、病毒性肺炎、手足口病等病

90%以上为病毒感染，急性支气管炎 75%为病毒感染，肺炎中

毒性疾病，哮喘、过敏性紫癜、肾病综合征等免疫性疾病，腹

约 50%为病毒感染。近几年造成广泛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如

泻、营养素缺乏症、肥胖症等脾胃病，多发性抽动症、癫痫、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禽流感、手足口病、甲型流感 H1N1 等，

脑性瘫痪等神经精神疾病，高热、惊风、血症等急症，低出生

都属于病毒感染性疾病。已经有许多的临床研究资料证实，中

体质量儿、新生儿黄疸、新生儿硬肿症等新生儿疾病等。临床

医药治疗多种病毒感染性疾病较西药治疗更加有效、安全。例

研究的重点在提高中医药临床疗效。要遵循现代流行病学、循

如：汪受传 等承担的“十五”国家科技攻关课题“小儿肺炎

证医学和临床科研方法，进行多中心协作攻关，力争探索出一

中医证治规律研究”经过四中心、360 例、随机、盲法、对照

些新的证治规律，研制出一批疗效更好、副作用小而使用更为

临床研究，清肺口服液试验组痊愈显效率 89.62%，利巴韦林对

方便快捷的新药，研究提出中医药治疗的有效、安全、经济的

照 组 痊 愈 显 效 率 73.92% ， 试 验 组 疗 效 显 著 优 于 对 照 组

优化治疗方案并加以推广。临床研究的内容将深化，如从笼统

（P<0.0001）。我们承担的另一项“十五”国家科技攻关课题

的一方治一病发展为辨证立方、异病同治；对难治性疾病或其

“中医药治疗病毒性肺炎疗效评价方法研究”结果，清开灵注

中某一证型、某一严重合并症等研制有针对性的方药；研究有

射液联合儿童清肺口服液的中药治疗方案，与利巴韦林注射液

效方药的剂型改革；研究有效方药的主要有效成分、有效单体

联合复方愈创木酚磺酸钾口服液的西药治疗方案相比，不仅中

并形成体现辨证论治特色的“创新中药”等。

[1]

药组的终点（10d）疾病疗效评价优于西药组，而且多数评价

总之，中医儿科特色优势的发展重点在临床，目的在于围

指标（咳嗽、痰壅、发热、恶寒、紫绀、面色、口渴、食欲食

绕临床疗效的提高，目标是学科创新性理论的产生，为中医儿

量、舌象、脉率）中药组的起效时间早于西药组。二是脾系疾

科特色优势的民挥发展，并最终实现学科现代化积累条件。

病。脾系疾病是儿科临床发病率仅次于肺系疾病的常见疾病。

中医儿科学发展至今，成绩斐然；中医儿科的特色与优势

脾系疾病包括消化道疾病和营养性疾病。中医药治疗消化道疾

有目共睹；中医儿科学发展前景远大光明。我们这一代中医儿

病如泄泻、积滞、厌食、功能性腹痛等，在调整消化道功能方

科人，承前启后，肩负着历史的责任，任重道远。相信经过我

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因矿物元素、维生素等营养物质缺乏

们的不懈追求，中医儿科事业一定会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

所致疾病，如锌缺乏症、营养性缺铁性贫血、维生素 D 缺乏性

参考文献：

佝偻病、疳证等，不仅不少中药中含有一定量的矿物元素和维
生素等营养成分，增加了摄人量，更重要的是中药的调脾助运

[1]汪受传.中医儿科学的特色优势与发展策略[J].中医儿科杂志,2010,6(1):

等作用，促进了机体对各种营养物质的吸收和利用，降低了不

1-3

良反应。一批行之有效的中医临床诊疗操作技术在不断扩大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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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针刺补泻量的要求
Requirements of the amount of acupuncture reinforcing and reducing in
Nei 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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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3-0053-02

【摘 要】 《内经》尤重视补泻，但现在学者研究补泻手法的颇多，关于补泻量的论述较少。在选对补泻手法的前提下，补
泻量的大小对临床疗效影响非常大。针刺补泻量的大小究竟以什么为准，有没有客观指标。本篇将从《内经》理论进行阐述。
【关键词】 《内经》
；针刺；补泻
【Abstract】 Nei Jing paid much attention to reinforcing and reducing. But now, academics study quite a lot of reinforcing and
reducing practices, but the amount of reinforcing and reducing. On the basis of the exact reinforcing-reducing techniques, the amount of
reinforcing and reducing has a very important effect on the clinical efficacy. There is no objective indicators on what should be the
standards of the acupuncture reinforcing and reducing amount. The author expounded based on Nei Jing theory.
【Keywords】 Nei Jing; Acupuncture; Reinforcing and reducing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29
《灵枢·九针十二原》中说：“粗守关，上守机……往者
为逆，来者为顺，明知逆顺，正行无问。”这是说高明的医生
善于感知针下气的情况，在针下得气时判断气之盛虚以施补

虚与实若得若失者，言补者佖然若有得也，泻则怳然若有失也。
”
2

针用泻法时，患者自感针下发凉，说明邪气祛除，已达到

泻。
《灵枢·终始》曰：
“凡刺之道，气调而止”
。
《灵枢集注·终
始》
：
“谓阴阳之气偏盛，刺之和调则止矣。
”大凡针刺的道理，

患者针下寒温的的感觉是决定补泻量的客观指标

泻实的目的，应中止手法；在施用补法时，患者感觉针下发热，

在于阴阳之达到和调，而后止针。指出针刺是以调节经络之气，

说明正气来复，已达到补虚的目的，也应中止手法。
《灵枢》生动

从而治愈疾病为目的。
《灵枢·九针十二原》曰：
“迎之随之，

的从患者的感觉及医生的诊察两方面描述了针刺补泻的效应。
《素问·针解篇》：“言实与虚者，寒温气多少也。”指出

以意和之，针道毕矣。”不管是迎而夺的泻法，还是随而济的
补法，都应当在用心体察气机的变化后，再灵活运用才能调和

讲正气充实和邪气衰退的根据，是病人感觉针下寒热的多少。

虚实。掌握了这个关键，针法的主要道理就尽在其中了。针刺

《素问·针解篇》又提到：“刺实须其虚者，留针阴气隆至，

补泻量的大小究竟以什么为准，有没有客观指标。下面从《内

乃去针也；刺虚须其实者，阳气隆至，针下热乃去针也”针刺

经》理论进行阐述。

实证必须使邪气衰退，针后应留针待病人感觉寒气后，才可出

1

脉象决定补泻量合适与否和针刺效果，而不是患者自我感

觉的症状变化

针；针刺虚证必须使正气充盛，针后应留针待阳气充盛，针下感
觉发热时，才可出针。正如《素问·宝命全形论》所说：
“刺实须
其虚者，留针阴气隆至，乃去针也；刺虚须其实者，阳气隆至，

补虚泻实这一治疗原则，必须根据脉的虚实来决定，而不

针下热，乃去针也。经气已至，慎守勿失者，勿变更也。
”据有关

以主观臆断去推论。患者自我感觉症状的变化不能达到完全客

报道表明：曾有人使用半导体测温仪测定针刺足三里、合谷等穴

观、正确，因为患者是社会的人，他的感觉受到各方面的影响，

位，施用补法后可使针温上升 0.3℃～1.5℃；施用泻法后可使针

比如有的人刚到医院，还没有施针，就感觉症状减轻，这完全

《灵枢·邪客》曰：
“必先明知十二经脉之
温下降 0.3℃～1.5℃[1]。

是心理因素的影响，在整个施针过程中，患者心理也会发生微

本末，皮肤之寒热。
”由此可见，
《内经》也以皮肤温度为施用补

妙的变化，这也会影响到疗效的判定。相对来说脉象的变化客

泻的标准。

观、准确，但不容易掌握，尤其是针前针后的微妙变化，只有
精通脉象，细心体会才能发现。正如《灵枢·终始》
：
“所谓气

3

从古至今得气与否是判定疗效的“金指标”

至而有效者，泻则益虚，虚者脉大如其故而不坚也，坚如其故

《灵枢·终始》
：
“所谓谷气至者，已补而实，已泻而虚，

者，适虽言故，病未去也。补则益实，实者脉大如其故而益坚

故已知谷气至也”
。
《灵枢·九针十二原》
：
“刺之要，气至而有

也，夫如其故而不坚者，适虽言快，病未去也。故补则实，泻

效，效之信，若风之吹云，明乎若见苍天。
”
《标幽赋》云：
“气

则虚，痛虽不随针，病必衰去。
”在针刺施用泻法时，患者的脉

之至也，若鱼吞钩饵之浮沉；气未至也，似闲处幽堂之深邃。

象若由原来的动疾有余变为软而和缓，说明邪退正复，应中止

气速至而效速，气迟至而不治。”气至，医者手下有如鱼吞钩

手法；如施用补法，患者的脉象由原来的虚软无力变为和缓有

饵的沉而浮动感。气未至，则手下如闲处幽堂深处没有感觉。

力，说明正气渐充，也应中病即止[1]。
《灵枢·小针解》言：
“为

（下转 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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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规范化治疗缺血性脑卒中效果观察
Effect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ischemic stroke in
the integrative standardized treatment
翟熙君
（河南省济源市中医院，河南
中图分类号：R255.2

济源，4590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3-0054-02

【摘 要】 目的：观察中西医结合规范化治疗缺血性脑卒中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 2010 年 4 月～2012 年 4 月我院收治的
60 例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地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对照组 30 例给予常规治疗，实验组 30 例给予中西医结合
规范化治疗，对比两组患者在治疗 1 个月、3 个月及 6 个月后的认知能力、神经功能、抑郁程度和生存能力等。结果：与对照组
相比，实验组患者神经功能、抑郁程度及生活能力各项评分有明显改善，两组对比差异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中西医结合规范化治疗缺血性脑卒中临床效果明显，值得临床推广和应用。
【关键词】 中西医结合；规范化治疗；缺血性脑卒中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clinical effects of treating the ischemic stroke by the integrative standardized treatment. Methods:
60 patients from April 2010 to April 2012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30 for each.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the conventional therapy,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the integrative standardized treatment, compared the cognitive ability, nerve function, depression and
viabilit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1 month, 3 months and 6 months.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treated group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P<0.05). Conclusion: Integrative standardized treatment was effective in treating ischemic stroke, worthy of a wide application.
【Keywords】 Integrative medicine; Standardized treatment; Ischemic strok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30
缺血性脑卒中又称脑梗死，由脑部血液循环障碍而引起的

1.3 方法

脑软化、脑部缺氧缺血坏死，最终导致的偏瘫、失语、意识障

对照组 30 例患者给予常规治疗，根据患者发病原因、发

碍等。据临床数据统计，缺血性脑卒中存活患者中约 75%患者

病机制、临床症状和发病时间给予脑保护、改善脑循环及抗脑

大脑有遗留性功能障碍，对患者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不便。近

水肿降压治疗，临床治疗结束后给予相应的康复治疗，主要进

年来，随着我国缺血性脑卒中诊断技术的不断进步，在疾病治

行适当的肢体运动。

疗方面取得了一些效果，但不甚满意。我院对 2010 年 4 月～

实验组 30 例患者给予中西医结合规范化治疗。首先给予

2012 年 4 月收治的缺血性脑卒中患者施行中西医结合规范化

患者同对照组的治疗方法，在此基础上辅以中医针灸治疗，根

治疗，效果显著，现报告如下。

据患者病情，头针、电针、耳针及舌针等按需采用，针灸治疗

1

方案参考我院中医针灸科针灸治疗方法，方法如下：①穴位按

资料与方法

压法[2]：取曲池、内外关、肩髃三阴交、涌泉、足三里及换挑

1.1 一般资料

灯穴位，按压 5min；②滚动法：按摩上下肢体，力道均匀，节

选取 2010 年 4 月～2012 年 4 月我院收治的 60 例缺血性脑

奏协调，每次按摩 10～15min；③按揉法：用掌根由肢体远端

卒中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地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对照

向近端进行揉按，每次 10～15min，力道柔和均匀。给予患者

组 30 例，其中，男 18 例，女 12 例；年龄 35～77 岁，平均年

日常生活能力的训练、语言治疗及心理康复治疗。

龄（47.5±3.5）岁；首发 21 例，再发 9 例；口眼歪斜 14 例，

对两组患者进行为期 6 个月的随访，对比两组患者在治疗

失语 22 例，伴有高血压 12 例，伴有冠心病 14 例。实验组 30

1 个月、3 个月及 6 个月后的神经功能、抑郁程度和生活能力

例，其中，男 14 例，女 16 例；年龄 33～79 岁，平均年龄（46.4

等。

±4.2）岁；首发 19 例，再发 11 例；口眼歪斜 16 例，失语 20

1.4 疗效判定

例，伴有高血压 10 例，伴有冠心病 13 例。两组患者在性别、

在随访 1 个月、3 个月及 6 个月后对两组患者神经功能、

年龄、病史及临床症状等方面对比差异不明显，不具有统计学

抑郁程度及生活能力等方面进行评价和测定。

意义（P>0.05）
。

1.5 统计学方法
[1]

1.2 患者入选标准

年龄 30～80 岁；临床诊断确诊为缺血性脑卒中；发病 1
周入院；神经功能缺损评分>8 分。

本次所有研究资料均采用 SPSS18.0 统计学软件处理，计
，计数资料采用 t 检
量资料采用均数加减标准差表示（ x ± s ）
验，组间对比采用 x2 检验，P<0.05 为差异具有显著性，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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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意义。

较大改善，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

2

（P<0.05）
。见表 1、表 2、表 3。

结

果

实验组患者在神经功能、抑郁程度及生活能力各项评分有
表 1 两组患者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比较
治疗后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对照组

30

实验组

30

1 个月

3 个月

6 个月

8.12±4.98

7.42±5.06

5.39±5.22

3.56±3.21

8.63±5.14

5.33±2.13

3.24±2.31

2.17±2.09

表 2 两组患者抑郁程度评分比较（汉密顿抑郁量表测定比较）
治疗后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对照组

30

实验组

1 个月

3 个月

6 个月

57.16±11.98

43.52±12.45

36.70±17.32

24.98±13.09

30

57.13±12.14

35.73±16.51

31.89±15.15

21.11±17.36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对照组

30

实验组

30

表 3 两组患者日常生活能力比较

3

讨

治疗后
1 个月

3 个月

6 个月

20.53±10.54

20.71±10.31

25.47±9.87

28.59±10.01

22.49±11.10

28.17±11.26

33.57±10.44

36.62±12.47

论

现代医学治疗缺血性脑卒中方法多种多样，较为常见的是
运动疗法，患者由专人负责，以 Bobath 疗法为基础进行起坐、
坐立等训练，需要注意的是，患者在运动疗法过程中一般要陪
护或家属辅助训练，通过正常规律的运动训练使患者达到理想
的康复状态，能更好地适应日常生活。随着我国中医领域的
进一步开拓，采用传统中医治疗缺血性脑卒中体现出了其一
定的优势。从中医角度讲，缺血性脑卒中是阴虚阳亢、肝肾
阴虚的结果，气血冲于脑，而神窍闭阻 [3] 。本文采用传统中
医针灸推拿的方法治疗该病，同时配合语言治疗及心理疏导，
形成了一个中西医结合规范化治疗方案。本文研究结果表明，
从与单一的西医治疗方法相比，患者在神经功能缺损、抑郁
程度及生活能力等方面评分，中西医结合规范化治疗体现了
其较好的优势。

本文采用中西医结合规范化治疗方案，其重视针灸、按摩、
推拿、教育及康复在疾病治疗中的重要作用，从多方面入手，对
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进行综合性干预，显著地改善了患者的临床疗
效，同时，综合性干预也加强医患之间的沟通，融洽了彼此关系。
因此，中西医结合规范化治疗缺血性脑卒中值得临床推广和应用。
参考文献：
[1]尹爱兵,位冰.中西医结合治疗缺血性脑卒中临床研究[J].实用中医药杂志,
2012,28(3):190-192
[2]李治忠.中西医结合治疗缺血性脑卒中的临床效果观察[J].中国当代医药,
2012,3(11):90-92
[3]高春林,刘志伟,李慧波.青年人缺血性脑卒中病因构成及危险因素分析[J].
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2009,7(2):159-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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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速至则速效，气迟迟不至则没有针效。实际上，针刺补泻量
化的实质就是“气调而止”
。针感既能体现机体内的邪正虚实，
同时它也是影响针刺补泻的最基本的因素。针感的调节（其是
通过一定的针刺术式来达到的）是实现针刺补泻的手段，而针
感的变化则是针刺补泻的量化标准[2]。
《内经》是一部经典著作，在《灵枢》也被称为《针经》
，
“神灵之枢要”
。灵枢第一篇《九针十二原》说到：
“言不可治

参考文献：
[1]钱聚义.浅论《内经》中针刺补泻的量学标准[S].天津中医学院学报,1998,
17(3):7-8
[2]叶德宝.也谈针刺补泻定量化[J].中国针灸,2001,21(8):495-496

科研课题：
唐山市科技计划项目支持项目课题编号：12140209A-57。

者，未得其术也。”内经特别重视补泻手法，在不同篇章都有
详细的论述，这在惜墨如金的《内经》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对于
补泻量的要求也有论述，主要从脉象、施术者调气、患者针下的

作者简介：
李雪青（1978-），女，任教河北联合大学中医学院，现任讲师。

寒温感觉，综合上面三个因素，做到中病即止。我们要更加深入
地挖掘古人针刺补泻思想，从而更好地发挥针刺补泻手法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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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王氏化癥灌肠液治疗卵巢囊肿的体会
Experience for treating ovarian cysts with WANG’s Huazheng Guanchang liquid
赵洪强
（山东现代职业学院，山东 济南，250104）
中图分类号：R33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3-0056-02

【摘 要】 目的：对王金权教授研制的王氏化癥灌肠液治疗卵巢囊肿的成果做进一步的推广。以自身临证中运用王金权教授
研制的王氏化癥灌肠液治疗卵巢囊肿，获得效验，进行总结与大家分享。方法：王金权教授对家传验方“溃积汤”进行不断的临
床实践，依据患者的体质与临床变化，进行反复的实验与临床研究，研发出王氏化癥灌肠液，利用灌肠的办法治疗卵巢囊肿，在
导师取得的研究成果上，笔者对临证中遇到的第一位患者的医案进行整理总结，得出体会。结果：以自身临证中运用王金权教授
研制的王氏化癥灌肠液治疗卵巢囊肿，获得效验，进行总结与大家分享。
【关键词】 王金权；王氏化癥灌肠液；卵巢囊肿；体会
【Abstract】 Objective: To promote clinical efficacy of Huazheng Guanchang liquid on treating ovarian cysts. Experience of
Professor Wang for treating ovarian cysts with Huazheng Guanchang liquid was summarized and shared. Methods: The prescription “the
Kuiji decoction” was used in clinical practice by Professor WANG Jin-quan. According to the patient’s constitution and clinical changes,
and clinical study of repeated experiments, WANG’S Huazheng Guanchang liquid was developed on treating ovarian cysts. The first patient
records was summarize by the author on the results obtained. Results: Experience of Professor Wang for treating ovarian cysts with
Huazheng Guanchang liquid was summarize and share.
【Keywords】 WANG Jin-quan; WANG’S Huazheng Guanchang; Ovarian cyst; Experienc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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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囊肿的认识
卵巢囊肿是妇科常见病，多发病。中医归属于“积聚”、
“肠

覃”
、
“癥瘕”等范畴。多发于生育期妇女，发病占生育期妇女
的 15%[1]，临床可见小腹坠胀、腰腹疼痛、月经紊乱、不孕、
白带增多、白带色黄、白带异味、有时性交会发生疼痛等症状。
卵巢囊肿在早期并无明显的临床表现，患者往往因其他疾病就
诊，在行妇科检查时才被发现，以后随着囊肿的生长，患者有
所感觉。其症状与体征因囊肿的性质大小、发展有无继发变性
或并发症而不同。目前西医主要是激素疗法与手术治疗,但是手
术创伤与费用也是患者所焦虑的。再着育龄妇女在家庭中也是

牡蛎、鳖甲、海藻、路路通等 14 味中药。其治疗方法由原来
的口服改为中药煎汁灌肠。中药浓缩煎至 100ml 制成灌肠液，
用一次性导尿管插入肛门 20cm 保留灌肠滴速（40～50 滴
/min）
， 患者取左侧卧，2 次/d，月经期间停用，3 周为 1 个
疗程，观察 1～3 个疗程。目前该方法 2011 年经山西省科技厅
组织专家鉴定达国际先进水平。2012 年 9 月 22 日由晋中市中
医院王金权教授撰写的“王氏化癥灌肠液治疗卵巢囊肿的临床
与实验研究”论文，荣获全国第二届中国卫生人才高峰论坛优
秀论文一等奖。2009 年 3 月～2010 年 10 月所收集的 100 例患者
中，年龄 22～47 岁，已婚已育 80 例，已婚未育 15 例，未婚未
育 5 例，月经周期正常 53 例，先期 30 例，后期 11 例，先后不

半边天，同时也给患有该病的育龄妇女的家庭带来巨大的痛

定期 6 例，经量正常 52 例，经量多 17 例，经量少 31 例，卵巢

苦。中药治疗临床报道虽有很好的疗效，但是由于受煎煮方法

囊肿最大为 8.8cm×7.8cm，最小为 3.6cm×3.6cm。治愈 80 例，

与服用口感的影响，很多患者不能坚持。为了寻求更有效的治

显效 11 例，有效 9 例，无效 0 例，治愈率 80%[3]。该治疗方法确

疗方案，王金权教授对家传验方“溃积汤”不断的进行临床实

实有效，目前王金权教授正在积极的推广该治疗方法。

践，临床思辨，灵活运用，研发出了王氏化癥灌肠液，通过灌

王金权教授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道虎壁王氏中医妇科”

肠的方法进行治疗，在临床上取得了很好的疗效，同时也给患

第 28 代代表性学术传承人，山西省名中医，山西中医学院硕士研

者减轻了很大的痛苦。

究生导师。王教授在继承家传的同时不断的创新，把新的知识与

2

王氏化癥灌肠液的研发过程与取得的成绩

家传融会贯通，不断的创造治疗临床顽疾的佳音。笔者有幸在读
硕士期间，师从于王金权教授，跟师学习接受导师的提耳面授。

王氏化癥灌肠液是王金权教授对家传验方“溃积汤” 进

在跟师学习时广泛的实践王氏化癥灌肠液用于治疗卵巢囊肿。亲

行不断的临床实践，依据患者的体质与临床变化，进行反复的

眼所见导师治疗该病获取的疗效。后来在临床工作中，只要是碰

实验与临床研究，研制而成的。“溃积汤”药物组成为：车前

到了该病，遂采用导师的治疗方法，确实效果不错。现将我运用

子 30g（包煎）
，滑石 15g（包煎）
，官桂 6g，熟附子 4g，川子

导师的治疗方法治疗的第一个案例总结如下，供大家参考。

10g，荔枝核 12g，酒当归 30g，醋元胡 10g，海藻 15g，昆布
15g，鳖甲 15g（先煎）
，生牡蛎 30g（先煎）[2]。王氏化癥灌肠
液主要的药物有车前子、泽泻、肉桂、桂枝、荔枝核、丹参、

3

医案举例

3.1 一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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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甲，11 年 8 月 13 日就诊，主诉：B 超检查发现囊肿
5 日。自诉 8 月 9 日，因右下腹不适于东阳镇中心卫生院 B 超

-57剂。治疗方法：灌肠。
3.8 八诊

检查发现右侧下腹约见 2.1cm×0.9cm 的低回声区，边界清楚，

11 月 29 日，患者服药后未见明显的不适，纳眠可，二便

提示右侧附件区囊性包快，为求进一步的治疗随来我院就诊。

调，舌淡苔博白，脉滑。Lmp：11 月 13 日，行经 4d，量可，

右下腹有下坠感，腰酸困，纳呆，睡眠差，二便调，体胖，舌

色红，无腹痛，诊断：卵巢囊肿（痰湿凝滞证），王氏化癥灌

白苔腻，脉沉滑。Lmp：7 月 15 日，周期不规律，行经 3d，

肠液方加皂刺 15g，山慈菇 15g，陈皮 9g，羌胡 9g。10 剂。治

量少，色暗红伴腹痛下坠感，带下量少，色黄。诊断；卵巢囊

疗方法保留灌肠。

肿（痰湿凝滞型），处方：王氏化癥灌肠液方加皂刺 12g，山慈

3.9 九诊
12 月 12 日，患者服药后未见明显的不适，纳眠可，二便

菇 12g，川牛膝 10g，香附 10g。10 剂。治疗方法保留灌肠。
3.2 二诊
8 月 22 日，患者服药后未见明显的不适，右下腹下坠感减

调，舌淡红，苔博白，脉滑。Lmp：11 月 13 日，行经 4d，量
可，色红，无腹痛，带下色白，无异味。B 超检查：右侧附件

轻，腰酸困无，纳眠可，二便调，舌淡红苔博白，脉细。Lmp：

区可见 0.6cm×0.9cm 的暗区，边界清楚。诊断：卵巢囊肿（痰

8 月 16 日，行经 3d，量少，色红，无腹痛，带下色黄，无异

湿凝滞型）
，处方：王氏化癥灌肠液方加白术 15g，大腹皮 12g，

味。脉诊断：卵巢囊肿（痰湿凝滞兼热型），处方：王氏化癥

陈皮 10g，甘草 5g。14 剂。治疗方法保留灌肠。

灌肠液方加赤芍 15g，皂刺 12g，山慈菇 12g，川牛膝 10g，香

3.10 十诊
2012 年 1 月 15 日 B 超检查，右侧附件区未见明显异常。

附 10g，陈皮 9g。14 剂。治疗方法保留灌肠。
3.3 三诊

继续给予王氏化癥灌肠液方 10 剂，以巩固疗效。
与 2012 年 3 月 30 日随访患者，诉未明显的异常，2012

9 月 7 日，患者服药后未见明显的不适，带下量少，色白，
纳眠可，二便调，舌淡红苔博白，脉细。Lmp：8 月 16 日，行

年 8 月 20 日随访，患者诉与 6 月 10 日当地医院 B 超检查未见

经 3 天，量少，色红，无腹痛。9 月 6 日 B 超检查：右侧附件

明显异常，月经已经有了正常的规律，行经时也无腹痛及腰酸

区可见 2.0cm×0.6cm 的低回声区，边界清楚。诊断：卵巢囊

困，下坠感等症状。患者及家人都比较的高兴。

肿（痰湿凝滞型），处方：王氏化癥灌肠液方加赤芍 15g，皂刺
12g，山慈菇 12g，川牛膝 10g，香附 10g，官桂 6g，甘草 5g，
陈皮 9g。14 剂。治疗方法保留灌肠。
3.4 四诊
9 月 21 日，患者服药后未见明显的不适，纳眠可，二便调，

4

体

会

卵巢囊肿是妇科常见病，多发病，中医归属于“积聚 ”、
“肠覃”
、
“癥瘕”等范畴。道虎壁王氏妇科认为女子素体脾肾
阳虚，脾失健运，水湿停滞凝聚为痰浊，痰滞胞络积久而成癥

舌淡红苔博白，脉缓。Lmp：9 月 14 日，行经 3d，量少，色

瘕。王金权教授结合自身多年的临床经验认为本病多由于新产

红，小腹憋胀感。诊断：卵巢囊肿（痰湿凝滞型），处方：王

或经行不慎，风寒湿之邪内侵下焦寒湿之气，凝聚不散久之脏

氏化癥灌肠液方陈皮 8g，香附 12g，20 剂。治疗方法保留灌肠。

腑功能失调，阻碍气机水湿，停滞发为痰饮湿浊之邪，相继内

3.5 五诊

生停积小腹，胶结不解，日积月累发为本病。因此采用温阳化

10 月１3 日，患者服药后未见明显的不适，纳眠可，二便

痰、健脾化湿、软坚散结、活血行气、疏通经络等法对祖传“溃

调，舌淡苔博白，脉细。B 超检查：右侧附件区约见 5.2cm×

积汤”组方进行配伍研究，研发出王氏化癥灌肠液治疗卵巢囊

1.9cm 的暗区，其内可见 1.7cm×0.9cm 的低回声区，Lmp：10

肿（痰湿凝滞型）。导师在临证时重视辨证，所以我在临床运

月 12 日，行经至今，量少，色红，无腹痛。诊断；卵巢囊肿、

用该方时，注重辨证在主证主方不变的前提下，同时兼顾兼症，

月经量少，
（痰湿凝滞型）
，处方：当归 12g，熟地 24g，炒白

所以在每次的诊疗中，我比较的重视在主方的基础上进行加味

芍 18g，川穹 6g，桃仁 15g，红花 15g，夏枯草 15g，醋元胡

以照顾兼症，这也是受导师的辨证思想的指导。同时该病在治

10g，香附 10g，陈皮 8g。3 剂，口服。

疗时，导师还强调在月经期，我们以调经为主，不可破坏正常

3.6 六诊

的月经周期，女子以血为本，只要月经正常，气血调和，则无

10 月 16 日，患者服药后未见明显的不适，纳眠可，二便调，

疾已。在后来的临床中，碰到的病历更多，用该方均获验，此

舌淡红苔博白，脉滑。Lmp：10 月 12 日，行经 3d，量可，色红，

次总结的目的是以自己的切身体会与感悟与大家进行分享。

无腹痛。诊断：卵巢囊肿（痰湿凝滞型）
，处方：王氏化癥灌肠

参考文献：

液方陈皮 8g，香附 12g。20 剂。治疗方法保留灌肠。
3.7 七诊
11 月 9 日，患者服药后未见明显的不适，纳眠可，二便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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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淡红苔博白，脉缓，Lmp：10 月 12 日，行经 3d，量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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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无腹痛。B 超检查：右侧附件区约见 4.6cm×1.5cm 的暗

[3]王金权,郭育兰,王乾平,等.王氏化癥灌肠液治疗卵巢囊肿 100 例[J].中医

区，其内可见 0.3cm×0.5cm 的低回声区，诊断：卵巢囊肿（痰

杂志,2011,24:2139-2140

湿凝滞型）
，处方：王氏化癥灌肠液方加官桂 6g，陈皮 9g。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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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熏洗防治肛肠病术后并发症的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preventing and treating anorectal complications in
TCM medicine fumigation
韩 鹏
（山东省枣庄市中医医院，山东 枣庄，277101）
中图分类号：R266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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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观察中药熏洗防治肛肠病术后并发症的疗效，将 152 例肛肠病术后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80 例，对照组
72 例。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治疗组采用中药熏洗坐浴，对照组采用 1∶5000 高锰酸钾溶液坐浴，对两组患者术后疼痛、水肿、
出血、瘙痒、分泌物、创口愈合时间等情况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治疗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0.05；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创面愈合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P<0.05。结果表明，肛肠病术后应用中药熏洗能明显减少术后并发
症，促进创口愈合。
【关键词】 肛肠病；术后；中药熏洗；疗效观察
【Abstract】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preventing and treating anorectal complications in TCM medicine fumigation. 152 patients after
anorectal surger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80 in treated group and 72 in control group. On the basis of conventional therapy,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TCM medicine fumigation and bath,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1:5000 potassium permanganate solutions for
bath. To compare and analyze postoperative pain, edema, bleeding, itching, discharge, wound healing time, etc.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otal efficiency in treated group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P<0.05.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wound healing time was shor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results show that TCM medicine fumigation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and promote wound healing.
【Keywords】 Anorectal; Postoperative; TCM medicine fumigation; Clinical observ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32
肛门疼痛、坠胀、水肿、出血是肛肠病术后常见的并发症，

1 次/d，15min/次，连续 7d 为 1 个疗程，2 个疗程后统计疗效。

其不仅影响创面愈合，还使很多患者产生恐惧心理。我科自

两组患者术前均清洁灌肠，术后均常规抗炎治疗，均采用生肌

2012 年引进广州市今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生产的 JS-808A 智

玉红油纱换药。

能肛周熏洗仪，应用于肛肠病术后，通过中药熏洗，能有效防
治并发症，临床效果满意，深受患者欢迎，现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与方法

2

结

果

2.1 疗效判定标准
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订的《中医肛肠科病证诊断疗效标
（试行）[2]执行。显效：
准》[1]及《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1.1 临床资料
我科自 2012 年 11 月 1 日～12 月 31 日，共收治 152 例肛

1 个疗程后肛门疼痛消失，出血停止，水肿明显消退；有效：2

肠病患者，均符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订的《中医肛肠科病证

个疗程后肛门疼痛消失或明显减轻，出血停止或明显减少，水

[1]

诊断疗效标准》 。其中男 85 例，女 67 例；年龄 19～72 岁，

肿消退或明显减轻；无效：2 个疗程后上述症状无明显改善。

平均 43.6 岁；病程 0.5～40 年，平均 13 年；混合痔 83 例，肛

2.2 疗效

裂 12 例，肛瘘 19 例，混合痔并肛裂 23 例，混合痔并肛瘘 15
例。将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80 例，对照组 72 例，两组
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疾病种类及手术方式等方面的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
。
1.2 治疗方法
治疗组采用肛肠洗剂 1 号方，药物组成为大黄、黄柏、苦
参、土茯苓、川椒、五倍子、大青叶、艾叶、细辛、威灵仙、

治疗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表 1）
。
表 1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治疗组

80

62

15

3

96.25

对照组

72

25

20

27

62.50

2.3 术后并发症及创口愈合时间

地肤子、蛇床子，由医院制剂室煎成 400ml 汤剂，加入智能肛

治疗组术后疼痛、水肿、出血、瘙痒及分泌物等并发症发

周熏洗仪熏洗，1 次/d，15min/次，连续 7d 为 1 个疗程，2 个

生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创口愈合时间明显短于对照

疗程后统计疗效。对照组采用 1∶5000 高锰酸钾溶液坐浴，

组，P<0.05（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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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患者术后 2 个疗程后并发症及创口愈合时间比较
组别

并发症（n）

例数
疼痛

出血

创口愈合时间（d）
瘙痒

分泌物

治疗组

80

21

8

16

13

15

18.3±4.0

对照组

72

36

13

33

27

39

22.6±5.0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P值

3

水肿

讨

论

创；土茯苓解毒除湿；川椒、艾叶温中逐湿止痛；大青叶清热

肛肠病术后常见并发症有肛门疼痛、坠胀、水肿、出血等，
尤其是水肿不仅加重创口疼痛，而且直接影响创口修复。中医
认为是手术损伤造成瘀血阻滞，湿热下注而引起。现代医学认
为术后疼痛引起肛门括约肌痉挛，局部循环障碍，血管渗透压
增加，淋巴回流障碍，从而引起水肿。治疗应清热解毒，止痛
燥湿，祛风止痒。中药熏洗坐浴是中医外治法的重要手段之一，
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熏洗法的最早记载始于东汉张仲景所著
的《金匮要略》
。清《医宗金鉴》云：
“洗有荡涤之功，洗涤则
气血舒畅，其毒易于溃腐而无壅滞也。在下部者，浴之。”中
药熏洗借助蒸腾的热汽熏蒸患处，通过药力和热力直接接触病
变部位，使药力直达病处，促进局部血液和淋巴循环，使经络
疏通、气血流畅、水肿消退、炎症吸收、疼痛缓解，促进创口

解毒凉血；细辛、威灵仙祛风燥湿，散寒止痛；地肤子、蛇床
子清热利湿、祛风止痒。诸药合用，有清热解毒，止痛燥湿，
祛风止痒，促进创口愈合之功效。
综上所述，中药熏洗应用于肛肠病术后，能有效改善肛门
局部血液循环，明显减少术后疼痛、水肿、出血、瘙痒、分泌
物等并发症的发生，促进创口愈合，效果理想。
参考文献：
[1]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131
[2]郑筱萸.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02:285-289

愈合。肛肠洗剂 1 号方中，大黄、黄柏、苦参性苦寒，有清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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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毒、燥湿泻火之功效；五倍子清热解毒、止血消肿、收湿敛

中西医结合治疗痛风性关节炎 150 例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150 cases of gouty arthritis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徐 宁
（安徽铜陵有色职工总医院，安徽 铜陵，244000）
中图分类号：R59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3-0059-02

【摘 要】 目的：探讨中西医结合疗法治疗痛风性关节炎的临床疗效。方法：抽取痛风性关节炎患者 210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150
例）和对照组（60 例）
，对照组采用双氯芬酸钠和别嘌呤醇进行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予以服用中药活血化瘀和通络止痛汤，
并熏洗患处。结果：治疗组的治疗总有效率为 92.0%，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73.3%；与对照组相比，治疗组的血尿酸以及血沉值显著降低，
复发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 均<0.05。结论：中西医疗法用于治疗痛风性关节炎疗效显著，不良反应少，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中西医结合疗法；痛风性关节炎；临床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Methods: 210 cas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treated group (150 cases) and the control group (60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with diclofenac and allopurinol treatment, based on this,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the decoction, and washed the affected area.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treated group was 92.0%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73.3% of the control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ESR values and serum uric acid of the treated group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relapse rat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was effective in treating gouty
arthritis, fewer adverse reactions, should be widely applied.
【Keywords】 Integrative medicine; Gouty arthritis; Clinical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33
本研究对 150 例痛风性关节炎患者采用中西医结合疗法进行
治疗，效果满意。现总结报道如下。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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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随机选取 2008 年 1 月～2013 年 1 月期间，我科收治的痛风

表 2 两组治疗前后的血尿酸及血沉值变化 [n（%）]

性关节炎患者 210 例，均经临床确诊，符合《痛风诊断标准》中

组别

例数

治疗组

150

的诊断标准，均无心肝肾功能障碍以及造血系统功能障碍，无精
神疾病，均自愿参与并配合本研究。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150 例，男 139 例，女 11 例；年龄 25～66 岁，平均为（41.3±11.5）
60

对照组

岁；平均病程为（5.1±0.5）年。对照组 60 例，男 46 例，女 4

时间段
治疗前

血沉（mm/h） 血尿酸（umol/L）
43.3±22.5

547.3±120.4

治疗后

33.2±17.3

362.1±63.3

治疗前

47.5±20.7

562.2±116.3

治疗后

45.2±20.2

443.2±74.5

例；年龄 22～65 岁，平均为（40.5±9.2）岁；平均病程为（4.7
2.3 不良反应及复发

±0.5）年。两组一般资料无显著差异（P>0.05）
。

两组均未发生肝肾功能不全等严重并发症，治疗组有 3 例出

1.2 方法

现皮疹，占 2.0%，对照组 4 例皮疹，5 例胃肠道反应，2 例白细

1.2.1 对照组
本组 60 例患者采用西药进行治疗。予以口服双氯芬酸钠
75mg，1 次/d，并口服 0.1g 别嘌呤醇，2 次/d，待其临床症状均完
全消失，且血尿酸以及血沉值恢复正常以后停止给药。
1.2.2 治疗组
本组 150 例患者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内服中药汤剂，并外用熏

胞减少，总发生率 18.3%（11/60）
。治疗组 9 例复发，占 6.0%；
对照组 10 例复发，占 16.7%。两组比较，差异显著，P<0.05。
3

讨

论

痛风性关节炎的致病机制是嘌呤代谢紊乱或者尿酸排泄量减
少而导致晶体性的关节炎，主要症状为高尿酸血症以及尿酸盐结

洗患处。
急性期采用活血化瘀以及通络止痛的汤剂，处方为：红花、

晶沉积等导致反复发作性痛风石以及痛风石性的慢性关节炎，且

当归、丹参、黄柏、赤芍各 15g；川芎、桃仁、牛膝、虎杖、威

常并发尿酸性的尿路结石以及尿酸盐肾病等，甚至可导致关节致

灵仙、稀莶草、土茯苓、革薜各 12g；秦皮、甘草各 9g。加入适

残以及肾功能不全等。近年来，该病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严重

量清水以文火煎服，1 剂/d，分两次服用。1 周为 1 个疗程。

威胁着人们的健康。

缓解期以健脾益肾以及化浊利尿为主，具体处方为：薏苡仁

西医治疗痛风性关节炎主要是降尿酸以及消炎止痛治疗，容

20g；党参、桑寄生、茯苓、猪苓、当归、赤芍、独活、泽泻、防

易损伤关节和组织，虽能控制症状，但治标不治本，且药物毒副

己各 12g；甘草和牛膝各 9g。加入适量清水以文火煎服，1 剂/d，

作用大，难以长期用药，容易复发。中医认为，痛风性关节炎属

分两次服用。1 周为 1 个疗程。

于痛风和痹证的范畴，致病机理为饮食不节，酗酒、体形肥胖等，

外用熏洗处方均一致，具体为：当归、红花、威灵仙、独活、

导致脾胃运化功能失常，络脉瘀滞且湿热蕴结，痹阻不通而导致

丹参、三棱、败酱草、莪术各 50g，菊花、秦皮各 30g，赤芍 25g，

疼痛。治疗应以活血化瘀以及通路止痛为主。方中当归、桃仁、

蒲公英、虎杖、姜黄、木瓜各 20g。置于 2.5kg 白酒中浸泡 1 个月

川芎、红花、丹参等具有活血祛瘀之功效，辅以秦皮、稀莶草和

后取用，熏洗患处，2 次/d，2 周为 1 个疗程。

威灵仙等可通络止痛、祛风除湿。诸药合用共奏祛风除湿、活血

1.3 观察指标

化瘀以及通络止痛的功效，治疗痛风性关节炎可有效改善各项症

观察两组的症状及体征改变情况、治疗前后的血尿酸以及

状，并降低血尿酸的浓度。

血沉值变化、不良反应等。痊愈：各项症状及体征完全消失，

现代药理学证实，丹参、红花、当归等具有扩张末梢血管、

关节无压痛，且活动自如，血沉及血尿酸均恢复正常；好转：

抑制形成抗血栓以及血小板聚集等，还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以及

各项症状及体征明显减轻；血沉及血尿酸下降，但未恢复正常；

炎症的消散，从而缓解疼痛，革解、威灵仙、土茯苓等可抑制炎

无效：症状及体征无明显改善甚至恶化，关节活动受限，血沉

症介质的释放，从而起到抗炎镇痛的作用；泽泻、虎杖、秦皮等

及血尿酸未改变。

可利尿，并可增加尿酸盐的排泄；牛膝、薏苡仁、黄柏、威灵仙

1.4 统计学分析

等可解热、抗炎、镇痛，治疗痛风性关节炎具有一定的疗效。

以 SPSS18.0 软件分析数据，以（ x ± s ）表示计量资料，经

本研究对痛风性关节炎患者采用中西医联合疗法治疗，且与单

t 检验；计数资料经 x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纯西药治疗相比较，结果显示，前者的治愈率显著高于后者，血沉

2

及血尿酸明显改善，且复发率及不良反应率低，提示中西医结合治

结

果

疗痛风性关节炎疗效显著，不良反应少，复发率低，值得推广。

2.1 两组疗效比较
治疗组的痊愈率和治疗总有效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
，详见表 1。

参考文献：
[1]刘英华,伍德军.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痛风性关节炎 32 例[J].河南中医,
2008,28(8):66-67

表 1 两组疗效比较 [n（%）]
组别

例数

无效

好转

痊愈

总有效

治疗组

150

12（8.0）

39（26.0）

99（66.0）

138（92.0）

对照组

60

16（26.7）

15（25.0）

29（48.3）

44（73.3）

2.2 两组治疗前后的血尿酸及血沉值变化
两组的血尿酸及血沉值均较治疗前显著下降（P<0.05）
，且治
疗组的改善情况较对照组更为显著（P<0.05）
。详见表 2。

[2]吴猛军,刘书珍,项淑英,等.中西医结合治疗痛风性关节炎临床观察[J].中
国中医急症,2012,21(7):1149
[3]高云.中西医结合治疗痛风性关节炎临床观察[J].中国实用医药,2010,5
(25):187-188
[4]丁浩,林林,张映等.中西医结合治疗痛风性关节炎 40 例[J].实用中医内科
杂志,2011,25(10):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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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外治法与卵巢囊肿
TCM external treatment with ovarian cysts
王金权 1 常珍珍 2 赵洪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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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卵巢囊肿属妇科常见病、多发病，其多发于生育期妇女，发病占生育期妇女的 15%，中医将卵巢囊肿归属为“症
瘕”、“积聚”、“肠覃”等范畴。目前西医主要是激素疗法与手术治疗，激素治疗副作用太大；手术对未育妇女的生育能力可能受
到影响，且复发率较高而中医药对卵巢囊肿的保守治疗是减少手术痛苦且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中药外治法提高局部药效浓度及
疗效方面弥补了内治法的不足，使药物直接作用于患处，从而达到治疗目的。临床研究报道，中药外治法对卵巢囊肿的治疗得到
良好的效果，并有效的减少了副作用。
【关键词】 中医外治法；卵巢囊肿
【Abstract】 Ovarian cysts are common gynecological disease, which occurs mainly in women of reproductive age, about 15%, TCM
attributed the ovarian cysts to “Zhengjia”, “Jiju”, “Changtan” and so on. At present modern medicine is mainly hormone therapy and
surgery, hormone therapy had too much side effects; surgery may have an impact on fertility in women without a child, and the recurrence
rate is high. While TCM external treatment increased the local concentration of efficacy and effects, take the medicine directly on the
affected area, so as to achieve therapeutic purposes. Clinical studies have reported that TCM external treatment is effective on treating
ovarian cysts, and effectively reduces the side effects.
【Keywords】 TCM external treatment; Ovarian cyst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34
中医将卵巢囊肿归属为“症瘕”
、
“积聚”
、
“肠覃”等范畴。

与肺相为表里，通过经络相互连属，不论生理或病理上，肺与

卵巢囊肿属妇科常见病、多发病，其多发于生育期妇女，发病

大肠都有着密切关系。肺者，五脏六腑之华盖，百脉所朝会，

占生育期妇女的 5%，临床可见临床可见小腹坠胀、腰腹疼痛、

通过肺的宣发与肃降，药物可布达各个脏腑而发生作用。药物

月经紊乱、不孕、白带增多、白带色黄、白带异味、有时性交

保留灌肠虽作用在大肠，但通过脏腑表里，经络连属均通过肺

会发生疼痛等症状。如果卵巢囊肿发生蒂扭转，则有严重腹痛

而发生作用。从现代医学角度讲，直肠为子宫的邻近器官，根

腹胀、呼吸困难、食欲降低、恶心及发热等。较大的囊肿会对

据直肠静脉丛壁薄，缺乏外鞘，中小静脉没有瓣膜和静脉丛多

膀胱附近造成压迫，引起尿频和排尿困难。现代医学研究病因

等特点，而且子宫和直肠阴道静脉丛相吻合。中药保留灌肠由

及发病机制尚未明了，目前西医主要是激素疗法与手术治疗，

于局部药物浓度高，有效成分充分吸收后可直接作用于靶器

激素治疗副作用太大；患者多惧于手术，加之对育龄妇女而言，

官，避免了“肝首过消除效应”，使药物生物利用度得到充分

术后未育妇女的生育能力可能受到影响，且复发率较高。而中

发挥，药物可以很快在盆腔弥散，直达病变部位子宫，所以对

医药对卵巢囊肿的保守治疗是减少手术痛苦且行之有效的治

诸多妇科疾病的治疗有着较为突出的作用。

疗方法。中药治疗临床报道虽有很好的疗效，但是由于受煎煮
方法与服用口感的影响，很多患者不能坚持。

卵巢囊肿多因素体虚弱，机体正气不足，风寒湿热之邪内
侵，或七情所伤，肝气郁结，肝疏泄功能失常，或经期产后，

中医药外治法在优化治疗手段，提高局部药效浓度及疗效

胞脉空虚，余血未尽之际，房事不节，感染湿热邪毒，入里化

方面弥补了内治法的不足，能有效提高治愈率。用药物制成不

热，与血搏结，瘀阻冲任，结于胞脉。痰瘀程度不同地相互夹

同的剂型，采用不同的给药方法，使药物直接作用于患处，从

杂，互为影响，痰浊阻滞，致气机受阻，气阻而血瘀。痰瘀互

而达到治疗目的。包括直肠给药、宫腔注药、中药外敷法、针

结阻于脉道及胞宫胞脉。临床以痰湿凝滞、气滞血瘀、湿热瘀

灸、中药离子导入法、坐浴熏洗、中药阴道灌洗、直流电透入、

阻者居多，用于中药外治的中药大都清热化湿、软坚散结、活

中药药液通液等。其中中药灌肠法因其操作简单，患者可自行

血化瘀之法，通过局部治疗，直达病所，活血化瘀之功效较口

操作，治疗效果显著，且可以根据疾病发展加减用药，日益作

服更甚。

为临床上中医外治法的主要手段。

中药外治法用于治疗卵巢囊肿的报道，近几年来也时有出

中药保留灌肠起源于《伤寒论》中的“导法”，汉代张仲

现，通常都同时辅以微波、高频热疗、TDP 理疗或离子导入，

景《伤寒论》中“蜜煎导法”首开中药肛门给药之先河。历代

这说明中药保留灌肠法在妇科疾病领域的应用也在不断扩大。

医家都对之有论述及临床应用。药物灌肠的作用部位在直肠、

金正琴[1]采用中药红藤灌肠方加减（红藤、败酱草、蒲公英、

结肠，属中医在肠范围，大肠为中医六腑之一，主传导与化物，

（下转 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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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早产儿喂养不耐受的疗效观察
Effect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feeding intolerance in preterm children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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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中山医院，湖北 武汉，43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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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四磨汤联合多潘立酮（吗丁啉）治疗早产儿喂养不耐受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60 例喂养不耐受早产
儿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每组 30 例。两组患儿出现喂养不耐受后均给予口服多潘立酮治疗，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加服四磨汤口
服液，比较两组患儿呕吐、腹胀、胃潴留消失时间及静脉营养停用、恢复出生体重所需时间。结果：治疗组患儿呕吐、腹胀、胃
潴留消失时间及静脉营养停用、恢复出生体重所需时间均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四磨汤联合多潘立酮治疗早产儿喂养不耐
受效果显著，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四磨汤；多潘立酮；早产儿；喂养不耐受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clinical effects of the Simo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the domperidone on treating feeding
intolerance in preterm children. Methods: 60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30 for each.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the
domperidone,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the Simo decoction more. Comparing the vomiting, abdominal distension, gastric retention
time, intravenous nutrition disappearance disabled, and the time required to regain birth weigh.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treated
group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P<0.05). Conclusion: The Simo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the domperidone is effective on treating frozen,
worthy of a wide application.
【Keywords】 Simo decoction; Domperidone; Preterm children; Feeding intoleranc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35
喂养不耐受是早产儿常见的并发症之一，随着现代医学诊

1.3 治疗方法

疗技术的提高，早产儿的存活率日益提高，由于早产儿胃肠道

两组患儿均按照《早产儿管理指南》[3]诊疗规范，在入院

发育不成熟，早期喂养易引起呕吐、腹胀、胃潴留等喂养不耐

后常规给予保暖，积极治疗原发病，保持内环境稳定，静脉营

受的症状，影响早产儿的生长发育及生存质量[1]。我科采用四

养，早期微量喂养等常规治疗。出现喂养不耐受情况后，加服

磨汤联合多潘立酮（吗丁啉）治疗早产儿喂养不耐受取得了较

多潘立酮（吗丁啉，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0.3mg/（kg·次）
，

好的临床疗效，现总结如下。

3 次/d，分别于早、中、晚喂奶前 30min 口服；治疗组在此基

1

资料与方法

1.1 诊断与排除标准

础上经胃管或口服中成药四磨汤（湖南汉森制药有限公司），
剂量 3ml/次，3 次/d，于早、中、晚三餐奶前 30min 喂入。
1.4 观察指标

诊断标准：喂养不耐受指开始喂养后出现呕吐、腹胀、胃

详细记录患儿每日的病情变化，包括基本生命体征，有无

潴留等症状体征中的一项或多项[2]。呕吐指每日呕吐次数≥3

呕吐或腹胀症状，每日奶量、残奶量、每日体重及使用静脉营

次；胃潴留指潴留量超过前次奶量的 1/3，或胃中有咖啡渣样、

养情况。

胆汁样物；腹胀指 24h 腹围增加>1.5cm 伴有肠型。排除先天性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3.0 软件包行 t 检验，计量资料以﹙ x ± s ﹚表

消化道发育畸形、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等外科情况。
1.2 一般资料
选取 2007 年 6 月～2009 年 8 月期间在我院新生儿科住院的
早产儿 6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每组 30 例。对照组男

示。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17 例，女孩 13 例；胎龄 28～36 周，平均 32.2 周；体重为 1.6～

2.1 两组患儿呕吐、腹胀、胃潴留消失时间及恢复出生体重、

2.8kg，平均 2.4kg。治疗组男 18 例，女孩 12 例；胎龄 28～

停用静脉营养的时间比较

35 周，平均 31.8 周；体重为 1.8～2.7kg，平均 2.3kg。治疗

治疗组呕吐、腹胀、胃潴留消失时间及恢复出生体重、停

前两组患儿性别、胎龄、体重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用静脉营养的时间均明显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P<0.05）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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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喂养不耐受治疗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呕吐消失时间

腹胀消失时间

恢复出生体重时间

胃潴留消失时间

停用静脉营养时间

对照组

30

7.9±3.4

5.7±2.5

10.3±2.8

6.8±3.3

12.3±5.9

治疗组

30

4.1±3.0

3.8±3.0

7.1±2.4

4.2±2.5

9.0±3.7

2.2 不良反应

潘立酮中西医结合治疗早产儿喂养不耐受具有良好疗效，值得

两组均未见明显不良反应。
3

讨

临床推广应用。

论

参考文献：

喂养不耐受是早产儿临床较常见的并发症，常表现为喂养

[1]黄军华,刘俊峰,宋冬梅,等.四君子汤联合微量喂养治疗新生儿窒息后喂养

过程中出现呕吐、腹胀、残奶量增多等症状，严重可出现消化

不耐受及其对胃动素、一氧化氮的影响[J].中医药导报,2011,17(8):18-19

道出血，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等，此病在中医证候中可归为“呕

[2]金汉珍,黄德珉,官希吉.实用新生儿学[M].3 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

吐”
、
“腹胀”范畴，多因早产儿脏腑脆薄，脾胃娇弱，脾虚不

192

能运化，胃弱腐熟功能失常，乳汁停滞胃中，气滞食积而发为

[3]《中华儿科杂志》编辑委员会,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新生儿学组.早产儿

腹胀，气机升降功能失调，胃气上逆，发为呕吐。若无有效治

管理指南[J].中华儿科杂志,2006,44(3):188-189

疗，患儿可能需长时间的静脉高营养治疗，而易导致胆汁淤积、

[4]张旭光,麻莉,周翔,等.微生态制剂治疗喂养不耐受早产儿的疗效观察[J].

出血、感染等并发症[4]。近年来临床多使用促胃肠动力药如多

中华全科医学,2011,9(7):1069-1070

潘立酮等治疗[5-6]，多潘立酮为外周多巴胺受体阻滞剂，可通过

[5]牛志民.多潘立酮干预早产儿喂养不耐受 30 例疗效观察[J].新乡医学院学

增加贲门括约肌的紧张性和促进幽门括约肌的扩张程度促进

报,2007,24(2):196

胃肠蠕动加速胃排空，从而缓解喂养不耐受症状。四磨汤口服

[6]刘长靖.小剂量红霉素联合多潘立酮治疗早产儿喂养不耐受疗效观察[J].

液主要由木香、枳壳、乌药、槟榔药物组成，其中木香能疏肝

吉林医学,2012,33(5):3209-3210

理气、导滞消积，枳壳能调气宽中、行滞消胀，乌药能顺气开

[7]陈静.四磨汤治疗早产儿喂养不耐受疗效观察[J].中国误诊学杂志,2007,7

郁、散寒止痛，槟榔能下气、破积、消食。现代药理表明，木

(23):5477-5478

香的主要成份木香内酯、木香碱能兴奋胃肠道平滑肌，增强胃

[8]方广东,姜善雨.四磨汤辅助治疗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的疗效观察[J].医学

动力，减少肠平滑肌张力；枳壳中的挥发油能增加小肠平滑肌

信息,2009,10(1):81

紧张度，促进胃肠道节律性运动，促进排便；乌药能兴奋和抑

[9]王宽宇,张石军,孙晓龙,等.小承气汤药膜敷脐促进胃肠功能恢复的临床观

[7]

制胃肠平滑肌，具有双重作用，并能增加腺分泌 ；槟榔有拟
胆碱作用，能增高胃肠平滑肌张力，增加腺体分泌。四药合用，
调理脾胃，增加胃肠平滑肌张力，促进胃肠蠕动[8-9]，符合本病

察[J].中国中医药科技,2008,15(4):284

作者简介：
吴晓丰（1976-），女，硕士学历，主治医师，主要从事中西医结合儿

病因病机。
本观察结果显示，治疗组呕吐、腹胀、胃潴留消失时间及

科临床工作。

恢复出生体重、停用静脉营养的时间均明显短于对照组
编辑：赵玉娟

（P<0.05），且未见明显不良反应的发生，提示四磨汤联合多

编号：EA-13020413（修回：2013-07-10）

（上接 61 页）
土茯苓等）保留灌肠，并辅以高频热疗，治疗附件囊性包块患
[2]

大增加，减少了肝脏对药物的影响，避免了胃肠道消化液酸碱

者 124 例，总有效率达 95.2%。贾淑华 自拟中药复方（海藻、

度和酶对药物破坏作用。④操作简便，可供患者自行操作，便

昆布、三棱、莪术，红藤、败酱草等）留灌肠配合微波治疗卵

于中医中药的广泛应用。

[3]

巢囊肿患者 60 例，总有效率达 91.7%。黄倍红 采用自拟软坚
消症中药（三棱、莪术、没药、桃仁等）配合中药（毛冬青、
败酱草、蒲公英、白花蛇舌草等）保留灌肠，化瘀散外敷，TD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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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苓、
、车前子、陈皮等）保留灌肠，治疗卵巢囊肿 100 例，

32

总有效率 80%。

[3]黄倍红.中西医结合治疗卵巢囊肿 70 例体会[N].中医药导报,2006,12(12):

中药外治法，尤其是临床上越来越多使用的保留灌肠法相

47-48

对于其他治疗方法，其特点有：①疗效肯定：药物吸收及药物

[4]王金权,郭育兰,王乾平,等.王氏化癥灌肠液治疗卵巢囊肿 100 例[J].中医杂

利用也较口服为高，与静脉给药相似。②副作用小：大部分药

志,2011,24:2139-2140

物不通过肝脏，减少了药物对肝脏的影响，避免了药物对胃肠
道的刺激。③提高了药物的利用率，局部药物浓度高，吸收大

编辑：李妍 编号：EA-13020516（修回：2013-07-11）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linical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2013 Vol.(5) No.13

-64-

血府逐瘀汤治疗中风 56 例临床分析
Clinical analysis on treating 56 cases of stroke with
the Xuefu Zhuyu decoction
李锦川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医院，河南 洛阳，471000）
中图分类号：R255.2
【摘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3-0064-02

证型：BGD

要】 目的：观察血府逐瘀汤治疗缺血性中风的临床疗效。方法：112 例缺血性中风患者，随机分为两组，两组均 56

例，对照组给予神经内科常规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予血府逐瘀汤，1 剂/d，水煎分早晚两次温服，均治疗 1 个月。结
果：治疗后两组疗效相比较，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1）
。结论：血府逐瘀汤治疗缺血性中风疗效显著。
【关键词】 中风；血府逐瘀汤；治疗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Xuefu Zhuyu decoction on treating ischemic stroke. Methods: 112 cases
were randomly and equal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accepted neurology conventional treatment.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the Xuefu Zhuyu decoction based on the control group. One potion a day. Water decoction take twice warmly in the morning
and evening. One month for each group. Results: The effect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1).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the decoction is significant.
【Keywords】 Stroke; Xuefu Zhuyu decoction; Clinical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36
中风具有发病率高、致残致死率高、易遗留后遗症等特点，

1.3 治疗方法

中风临床可分为出血及缺血性中风，其中缺血性脑卒中约占所

两组患者均给予镇静、卧床休息、吸氧。对照组给予神经

有脑卒中的 80%，因此，缺血性卒中是当前防治脑血管病的工

内科常规治疗，包括控制血压、扩血管、抗血小板聚集、抗脑

[1]

作重点 ，笔者在临床上根据辨证论治原则，应用血府逐瘀汤

水肿、保护脑细胞、纠正水电解质平衡等治疗；观察组在对照

治疗中风疗效显著，现报道如下。

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血府逐瘀汤加减治疗，药物组成：桃仁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112 例自 2011 年 5 月～2012 年 8 月在我院收治的急
性期缺血性中风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 56 例，男 30 例，
女 26 例，年龄 48～75 岁，平均（63.57±5.14）岁，病情轻度
者 24 例，中度者 22 例，中度者 10 例；观察组 56 例，男 32
例，女 24 例，年龄 46～76 岁，平均（64.30±4.97）岁，病情
轻度者 22 例，中度者 25 例，中度者 9 例。两组患者在性别、
年龄、病情程度等方面比较，经统计学处理（P>0.05），具有
可比性。
1.2 纳入标准
中医诊断[2]：半身不遂、口舌歪斜，口角流涎、言语蹇涩
或不语、偏身麻木，气短乏力，心悸便溏，或伴头痛、头晕、
舌强，小便频数或遗尿不禁，舌质暗或紫，舌有瘀斑，苔薄白，

12g，红花 10g，当归 15g，生地黄 12g，枳壳 15g，赤芍 15g，
川芎 12g，牛膝 12g，桔梗 10g，柴胡 12g，甘草 6g。1 剂/d，
水煎 400ml，分早、晚两次温服，治疗 1 个月后观察疗效。
2

痊愈：功能缺损评分减少 91%～100%，瘫痪肢体肌力恢
复至 5 级，生活可自理；显效：功能缺损评分减少 46%～90%，
瘫痪肢体肌力提高 2 级以上，生活基本自理或部分自理；有效：
功能缺损评分减少 19%～45%，瘫痪肢体肌力提高 1 级；无效：
功能缺损评分减少 18%及以下[3]。
2.2 疗效比较
治疗后两组治疗总体有效率比较，经 x2 检验，P<0.01，观
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见表 1。
表 1 治疗后两组临床疗效比较（n，%）

西医诊断：所有患者均符合全国第四次脑血管会议制定的
《脑卒中诊断标准》
；并且经过头颅 MRI 或 CT 证实缺血性中
体活动不利，并伴麻木、无力或瘫痪等临床症状；在治疗前未
使用过抗凝制剂、溶栓、降纤等药物及手术治疗；排除出血性
中风患者；脑外伤，脑寄生虫病等；合并有严重心、肝、肾功
能不全者；精神病患者及对所用药物有过敏史者。

果

2.1 临床疗效评定标准

脉弦或细涩。

风；均为首次发病；就诊时均有不同程度的言语不利，患侧肢

结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56

20

24

10

2

96.4

对照组

56

9

20

16

11

80.4

●

注：经 x2 检验， P<0.01。
●

3

讨

论

中风病的记载首见于《内径》
，因其发病急骤，症见多端，
病情变化迅速，与风之善行数变特点相似，故名中风，常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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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遗症，发病年龄也趋向年轻化，因此，是威胁人类生命和生

质过氧化，减轻钙超载来拮抗神经毒性作用，调节内皮素对脑

活质量的重大疾患。中医药在本病的预防、治疗和康复方面，

缺血的影响，抑制脑神经元的凋亡等[7]。所以本次临床观察显

具有较为显著的疗效和优势。

示在缺血性中风患者根据中医辨证论治原则给予活血化瘀法

脑脉痹阻所引起的脑髓神机受损是缺血性中风的症候特
点，
“年四十而阴气自半，起居衰矣”
。年老体弱，或久病气血
亏虚，元气耗伤，脑脉失养。气虚则运血无力，血流不畅，而
致脑脉瘀滞不通，发为本病。《明医杂著》认为：古人论中风
偏枯麻木疫痛不举诸证，气虚死血痰饮而言，指出了中风与气
[4]

治疗可以明显改善患者临床症状，改善中医症候，提高临床疗
效。
参考文献：
[1]袁昌杰,班小姣.活血化瘀治疗中风的临床应用进展[J].实用心脑肺血管病

虚痰瘀有密切关系，此即气虚血瘀所致中风的重要病机 。王

杂志,2012,20(5):911-912

清任亦指出中风半身不遂，偏身麻木是由于“气虚血瘀”所致。

[2]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M].北京:中国医药

所以中风病属于本虚标实，中风病因虽多而复杂，但血瘀为决

科技出版社,2002:99-104

定发展之主因，贯穿于整个发病阶段，活血化瘀乃中风的基本

[3]李华萍.血栓通注射液治疗脑梗死 200 例临床观察[J].中国医药指南,2012,

[5]

10(3):233-234

血府逐瘀汤为清代医家王清任所创，由桃红四物汤合四逆

[4]杨可扬.补气活血化瘀通络法治疗中风的诊疗体会[J].中国医药导报,2008,

治法 。
散加桔梗、牛膝而成，方中桃仁、红花、川芎、赤芍、当归活

5(6):76

血化瘀，牛膝祛瘀血、通血脉，柴胡疏肝解郁，升达清阳，桔

[5]李瑞杰.活血化瘀法在中风治疗中的作用和地位[J].河北中医,2008,30(10):

梗开胸行气，生地凉血清热，合当归又能养阴润燥，甘草调和

1117-1118

褚药。全方诸药配合可使血流气行，瘀散郁解，上开下行，气

[6]章力勤.血府逐瘀汤加减治疗缺血中风 25 例临床观察[J].浙江中医药大学

[6]

血流畅，经脉调达 。现代药理研究亦显示，活血化瘀中药具

学报,2009,33(4):529-532

有增加脑血流量，改善血液流变性及抑制血小板聚集，减轻脑

[7]梁贤栋,刘龙民,胡宗仁.活血化瘀在缺血性中风治疗中的应用[J].吉林中

水肿，改善能量代谢，保护脑组织神经元，改善脑功能，减轻

医药,2009,29(1):21-23

炎症反应及免疫损伤，调节神经递质紊乱，清除自由基，抗脂

编辑：赵玉娟 编号：E-13051504（修回：2013-07-12）

加味半夏泄心颗粒治疗小儿肠系膜淋巴结炎
45 例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45 cases of mesenteric lymphadenitis in
children with the Banxia Xiexin particle
李 霞
（威海市中医院，山东 威海，264200）
中图分类号：R6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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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采用半夏泄心颗粒治疗小儿肠系膜淋巴结炎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89 例小儿肠系膜淋巴结炎患儿，
随机分为治疗组 45 例，对照组 44 例，治疗组予加味半夏泄心颗粒；对照组采用头孢克肟口服。评定各组疗效。结果：治疗组总
有效率 93.3%，对照组总有效率 75%，两组疗效比较有显著差异性（P<0.05）
。结论：加味半夏泄心颗粒治疗小儿肠系膜淋巴结疗
效确切，无不良反应。
【关键词】 小儿；肠系膜淋巴结炎；加味半夏泄心颗粒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Banxia Xiexin particle in treating mesenteric lymphadenitis in children.
Methods: 89 children with mesenteric lymphadeniti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eated group 45 cases and control group 44 cases.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modified Banxia Xiexin particle,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cefixime.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93.3%, and 75%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Modified Banxia Xiexin particle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treating mesenteric lymphadenitis in children, no adverse
reactions.
【Keywords】 Children; Mesenteric lymphadenitis; Modified Banxia Xiexin particl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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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肠系膜淋巴结炎，是引起小儿腹痛的常见病和多发病，目
前西医对该病治疗，大部分在使用抗生素。长期使用抗生素，

无效：经常腹痛伴纳差，疗效指数<35%。
3.2

抵抗力低下，造成反复感染形成恶性循环。滥用抗生素的危害
是众所周知的，国内专家已呼吁遏制抗生素滥用已刻不容缓[1]。
我们从 2010 年开始在临床中使用中药“加味半夏泄心颗粒”

组，差异有显著意义（P<0.05）
。
表 1 两组治疗前后疗效比较（n，%）

治疗本病，取得满意疗效，现报告如下。
临床资料
选择在我院门诊治疗的肠系膜淋巴结炎患儿共 89 例，均

治疗结果
两组治疗前后疗效比较见表 1。治疗组总有效率优于对照

不仅有严重的毒副作用，而且易产生耐药、二重感染，使机体

1

010-59431886

组别

n

治愈

显效

有效

治疗组

45

20

15

对照组

44

12

14

无效

总有效率（%）

7

3

93.3

7

11

75

2

注：x ＝5.64（P<0.05）。

[2]

符合诊断标准 。随机分为治疗组 45 例和对照组 44 例。治疗

两组治疗前后肠系膜淋巴结大小比较见表 2。B 超结果显

组：男 25 例，女 20 例，年龄 3～7 岁 38 例，8～12 岁 7 例，

示：治疗组肠系膜淋巴结减小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显

病程 1 周～22 月，单纯性腹痛的 25 例，伴纳差的 9 例，伴发

著意义（P<0.01）
。

热的 5 例，伴呕吐的 6 例。对照组：男 24 例，女 20 例。年龄
3～7 岁 37 例，8～12 岁 7 例，病程 5d～20 月，单纯性腹痛的

表 2 两组治疗前后 B 超检查肠系膜淋巴结大小比较（ x ± s ）

23 例，伴纳差的 8 例，伴发热的 6 例，伴呕吐的 7 例。两组资
料无显著差异（P>0.05）
，具有可比性。
2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45

12.8±2.3

3.5±1.2

对照组

44

12.3±1.8

8.5±2.1

治疗方法
所有患儿均予清淡、易消化饮食；有呕吐者予吗丁啉每次

0.3mg/kg，分 3 次餐前口服；如有发热者两组均给退热剂口服

4

讨

论

小儿肠系膜淋巴结炎是小儿特有疾病，中医学无此病名，
根据其临床表现，应属于祖国医学的“腹痛”范畴。历代对腹

或肌肉注射。
在此基础上，治疗组予加味半夏泄心颗粒（中药免煎颗粒
剂，来源于北京康仁堂药业有限公司）
。药物组成：半夏 9g，
黄芩 9g，黄连 3g，党参 9g，干姜 6g，蒲公英 12g，金银花 9g，

痛多有论述，认为感受寒邪、乳食积滞、脏腑虚冷、气滞血淤
等原因皆可使气滞于脾胃肠腑，使六腑不通，导致腹痛。
笔者认为本病的发生，是因为小儿脏腑娇嫩，脾常不足，

连翘 9g，败酱草 9g，元胡 9g，白芷 6g，甘草 6g，大枣 3g。3～

形气未充，经脉未盛，卫外不固，寒热不能自调，或贪凉饮冷，

7 岁每日服 1/3～2/3 剂，8～12 岁每日服 2/3～1 剂，分 3 次服；

外邪侵袭，寒热互结，虚实夹杂，搏结肠间，经脉气机瘀滞不

对照组予口服头孢克肟干混悬剂 3mg/（kg·d）
，2 次/d，两组

通，气血运行受阻所致。病位在脾及胃肠。针对病因病机，我

疗程均为 14d。

们采用半夏泻心颗粒加减调其寒热，益气和胃，解毒散结、行

观察指标：观察并记录治疗前后腹痛的程度、呕吐、食欲

气止痛。方中以辛温之半夏散结除痞、和胃降逆为君药；黄芩、

减退、发热情况、治疗前后腹部的压痛情况及 B 超检查肠系膜

黄连苦寒泄热开痞，干姜温中散寒为臣药；党参、大枣补脾益

淋巴结的大小，采用量化评分法计分，参考《最新国内外疾病

气，助其运化，蒲公英清热解毒、消肿散结，配合金银花、连

诊疗标准》 自定。①腹痛程度：偶尔腹痛，不影响日常生活

翘疏风清热解毒，败酱草善治肠痈，散结排脓，祛淤止痛，白

1 分；阵发性腹痛，能坚持上学、玩耍为 2 分；腹痛严重，小

芷透邪、散结消肿止痛，元胡辛散温通，行气活血止痛，共为

儿疼痛哭闹为 3 分。②发热：体温 37.5℃～38.5℃为 1 分；体

佐药。诸药合用，寒去热清，肿消结散，气机调畅，腹痛缓解。

温 38.6℃～39℃为 2 分；体温大于 39℃为 3 分。③呕吐程度：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5]：金银花、连翘具有广谱抗菌作用，对流

每日呕吐 1～2 次为 1 分；呕吐 3～4 次为 2 分；呕吐大于 4 次

感病毒及多种病原微生物有抑制作用；蒲公英不但有抗菌作

为 3 分。④食欲减退程度：饭量稍减少为 1 分；减少原来 1/3

用，而且有抗肿块作用，能激发机体免疫功能。党参具有调节

为 2 分；减少原来 1/2 为 3 分。⑤腹部压痛程度：脐周或右下

胃肠运动，增强免疫功能[6]。本观察表明加味半夏泻心颗粒治

腹压痛不明显为 1 分；压痛明显为 2 分；腹部痛疼拒按为 3 分。

疗小儿肠系膜淋巴结炎，标本兼治，疗效确切，安全无副作用。

⑥肠系膜淋巴结大小：B 超检查肠系膜淋巴结 5～10mm 为 1

参考文献：

[3]

分；11～15mm 为 2 分；大于 15mm 为 3 分。
[1]蔡卓夫,徐峰.遏制抗生素滥用刻不容缓[J].中国药业,2004,3(8):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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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亚美,江载芳,诸福棠.实用儿科学[M].7 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1362
[3]李定国.IBS 研究的若干进展[J].实用内科杂志,1988,8(6):319

3.1 疗效判定标准
[4]

参考《临床胃肠病学》 IBS 积分评价标准制定。疗效指

[4]江绍基.临床胃肠病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682-687

数＝[（治疗前积分－治疗后积分）/治疗前积分]×100%。临床

[5]高学敏.中药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8:119-129

治愈：疗程结束后，症状、体征及 B 超检查淋巴结全部消失，

[6]高学敏.中药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8:500

疗效指数 100%，连续随访 2 个月未复发。显效：无临床症状，
疗效指数≥75%。有效：偶有腹痛，疗效指数为 7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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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痛消肿酊治疗胸壁挫伤 71 例疗效观察
Effect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71 cases of chest wall contusion with
the swelling analgesic tincture
李宝玉
（河南省平顶山市鸿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河南 平顶山，467021）
中图分类号：R32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3-0067-02

【摘 要】 目的：观察镇痛消肿酊治疗胸壁挫伤的临床疗效。方法：观察病例共 142 例，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个 71 例，对
照组应用正红花油治疗，治疗组采用镇痛消肿酊治疗。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结论：镇痛消肿酊治疗胸壁挫伤
效果明显，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挫伤；胸壁；镇痛消肿酊；外治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clinical effects of the swelling analgesic tincture on treating chest wall contusion. Methods:
142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71 for each.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safflower oil, whil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the
swelling analgesic tincture.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in the treated group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Conclusion: The swelling analgesic
tincture i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treating chest wall contusion, worthy of a wide application.
【Keywords】 Contusion; Chest; Swelling analgesic tincture; External treatmen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38
笔者自 2006 年以来，用自制镇痛消肿酊外擦治疗胸壁挫
伤，效果满意，报道如下。
1

观察病例共 142 例，均为 2008 年 10 月～2012 年 9 月收治
的门诊患者，其中，男 112 例，女 30 例；年龄 23～48 岁，平
均 35.5 岁。全部病例随机分为两组各 71 例，两组性别、年龄等
统计学处理，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1.2 诊断标准
①明显的胸部外伤史，外来暴力直接撞击胸壁；②伤后出
现胸痛，深呼吸、咳嗽、喷嚏时疼痛加重；③胸部体征：伤
处肿胀、压痛明显，或可见皮下瘀斑，但皮肤完整，擦破者
不在观察之列，胸廓挤压试验（－）；④X-ray 片示：无骨折
发现。
治疗方法

2.1 治疗组
用棉签沾取自制镇痛消肿酊（生草乌 10g，三七 20g，
栀子 20g，木瓜 10g，桔梗 5g，50%乙醇 250ml。）共装入烧
瓶中，浸泡 24h，然后加热至沸腾后 6min，待冷却后，倒出
煎制液，再往烧瓶中加入 50%乙醇 200ml，同上煎熬。两次
煎液混合后密闭贮藏备用，涂檫胸壁挫伤部位，每次反复涂
檫 2～3min，3 次/d，8d 为 1 个疗程，1 个疗程结束后观察
镇痛消肿疗效。
2.2 对照组
常规应用正红花油涂抹患处治疗，观察镇痛消肿疗效。

结

果

3.1 疗效标准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2

3

治愈：局部不痛，肿胀消失，说话、咳嗽不引起明显胸痛。
好转：局部疼痛明显缓解，肿胀不明显，能忍受说话、咳嗽、
喷嚏引起的胸痛。无效：局部肿胀减轻，疼痛缓解轻微，仍惧
怕说话、咳嗽、喷嚏等动作。
3.2 两组疗效比较
治疗组治愈 38 例，有效 33 例，无效 0 例，治愈率 53.5%，
总有效率 100%；对照组治愈 0 例，有效 40 例，无效 31 例，
治愈率 0%，总有效率 56.3%。经 x2 检验，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0.05），提示镇痛消肿酊治疗胸壁挫伤疗效明显优于正红
花油。
4

体

会

胸部挫伤是胸壁受到外伤作用后引起的一种软组织损伤，
多见于体力劳动者，常单独发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伤科疾病。
中医称之为胸胁内伤。其病因为外力伤害，病机为经脉受损，
气血运行不畅，气滞血瘀，脉络不通，不通则痛。故临床以疼
痛为主要表现，伴有局部肿胀或肿胀不明显。祖国医学认为胸
为气海，乃宗气所聚之处。
《灵枢·邪客》说：
“宗气积于胸中，
出于喉咙，以贯心脉而行呼吸焉。”说明在正常情况下，聚于
胸中的宗气走息道以司呼吸，贯心脉以行气血。外力作用于胸
部后，必致气血内伤，宗气运行不畅，气滞为痛，血瘀为肿，
宗气不畅，深呼吸、说话、咳嗽（即宗气强烈运行）时疼痛加
重，故患者惧怕上述动作。胸壁挫伤病因病机明晰，故确立治
（下转 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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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阳止痛散合奥施康定治疗中、重度癌性疼痛 35 例
Treating 35 cases of moderate and severe cancer pain with
the Wenyang Zhitong powder plus the OxyContin
尚学彬 1 张喜峰 1 李文虎 2 韩克舜 2
（1.河南中医学院硕士研究生 2010 级，河南 郑州，450000；2.河南中医学院硕士研究生 2011 级，河南 郑州，450000）
中图分类号：R4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3-0068-02

证型：LAD

【摘 要】 目的：观察温阳止痛散联合奥施康定治疗癌性疼痛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本院内科门诊和住院的中、重度癌性
疼痛患者 70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 35 例、对照组 35 例，治疗组在奥施康定治疗基础上联合温阳止痛散外敷，对照组给予奥施康定
治疗，两组均 7d 为 1 个疗程，连用 3 个疗程。结果：温阳止痛散联合奥施康定可提高完全缓解率并减少奥施康定的不良反应。结
论：温阳止痛散联合奥施康定疗效安全有效。
【关键词】 温阳止痛散；奥施康定；癌性疼痛；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Wenyang Zhitong powder plus the OxyContin on treating cancer pain.
Methods: 70 cases of moderate and severe cancer pain were randomly and equally divided into the treated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the Wenyang Zhitong powder plus the OxyCont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the OxyContin. 7 days for a
course and a total of 3 courses in both groups. Results: The combination could improve the complete remission rate and reduce the adverse
reaction of the OxyContin. Conclusion: The Wenyang Zhitong powder plus the OxyContin has a significant and safe effect.
【Keywords】 Wenyang Zhitong powder; OxyContin; Cancer pain;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39
疼痛是中晚期癌症患者常见的症状，严重影响癌患者的生
活质量。依照 WHO 大力推广的“三阶梯药物止痛原则”及

⑤无阿片类药物滥用史；⑥均为癌性疼痛相关疼痛。
1.4 排除标准

NCCN 癌痛指南控制癌痛的方案，虽然疗效确切，但因长期使

①非恶性肿瘤相关的疼痛患者；②合并严重心血管、肝脏、

用毒副作用大，部分患者止痛效果欠佳。近年来中医外用治疗

肺脏、肾脏及脑功能障碍患者；③精神病患者；④妊娠及哺乳

癌性疼痛取得了较满意疗效。2011 年 3 月～2012 年 3 月，笔

期妇女；⑤膏药外敷区皮肤破溃或有皮肤过敏史者；⑥对试验

者采用温阳止痛散联合奥施康定治疗 35 例癌性疼痛患者，取

所涉及药物过敏史者。

得了较满意的疗效。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5 治疗方法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内科门诊和住院的中、重度癌性疼痛患者 70 例，

治疗组温阳止痛散（生麻黄、熟地黄、姜炭、肉桂、制乳
香、制没药、黄芪、甘草、制吴茱萸等药物组成）外敷于癌痛
相应的体表部位，胶布固定，1 次贴敷 4h，2 次/d。治疗组及
对照组奥施康定（规格：10mg×10 片，生产厂家：北京萌蒂

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治疗组 35 例及对照组 35 例。治疗组男

医 药 有 限 公 司 ）， 未 使 用 过 阿片类患者直接给予奥施康定

22 例，女 13 例，年龄 32～73 岁，平均（47±3.1）岁，其中

10mg/12h 口服，正在使用阿片类患者按奥施康定等效剂量换算[2]，

肺癌 15 例，乳腺癌 3 例，肠癌 2 例，原发性肝癌 15 例。对照

而后根据病情调整剂量，如出现爆发痛给予即释吗啡解救，两

组 35 例，男 25 例，女 10 例，年龄 35～67 岁，平均（50±3.5）

组疗程均为 7d，连用 3 个疗程。

岁，其中肺癌 18 例，乳腺癌 1 例，胰腺癌 1 例，肠癌 2 例，
原发性肝癌 13 例。两组资料无显著性差异（P>0.05）
，具有可
比性。
1.2 诊断标准
所有病例经影像、细胞、病理学诊断为恶性肿瘤，并以疼
痛为主要或伴随症状。
1.3 纳入标准

2

疗效判定标准

2.1 疼痛评估标准
参照 0～10 数字分级法（NRS）
，评估疼痛程度。评分 0：
无疼痛；1～3 轻度疼痛；4～6 中度疼痛；7～10 重度疼痛。
2.2 疗效评估
参照世界卫生组织（WHO）疼痛疗效标准。完全缓解（CR）
：

①病理组织学或其他检查（如影像学结合甲胎蛋白诊断为

无痛；部分缓解（PR）：疼痛较治疗前明显减轻，睡眠基本不

肝癌）诊断为恶性肿瘤；②年龄≥18 周岁；③按数字分级法[1]

受干扰，能正常生活；轻度缓解（MR）
：疼痛较治疗前减轻，

（NRS）疼痛评分在 4 分以上患者；④与医务人员交流无障碍；

但仍感明显疼痛，睡眠受影响；未缓解（NR）：与治疗前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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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无减轻。

4

3

4.1 疗效比较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3.0 统计分析软件处理。计量资料数据以均数

（ x ± s ）标准差（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
组间比较采用 x2 检验；等级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Ridit 分析；以
P<0.05 为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70 例患者中，中度疼痛 39 例（55.7%）
，重度疼痛 31 例
（44.2%）
，虽然治疗组总有效率 94.3%高于对照组 88.6%，但
经统计学分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完全缓解
率与对照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表 1 两组疼痛缓解率 [n（%）]
组别

n

治疗组

35

2（5.7）

5（14.3）

7（20.0）

21（60.0）

94.3

对照组

35

4（11.4）

7（20.0）

10（28.6）

14（40.0）

88.6

未缓解

轻度缓解

部分缓解

完全缓解

总有效率（%）

围神经所致[3]，目前治疗主要以西医治疗为主，虽然止痛效果

4.2 不良反应
研究期间，治疗组不良反应发生率较对照组低，其中便秘、

良好，但仍存在许多不良反应，许多患者因不能耐受药物不良

恶心、嗜睡、头晕、呕吐、排尿男难地与对照组，治疗 3 个疗

反应而深受疼痛折磨。传统中医药具有简便易行，疗效好而毒

程后除外便秘发生率，其余不良反应无明显差异，见表 2。

副反应小等诸多优点。中医认为疼痛与气血运行不畅，静脉瘀
塞不通有关，治疗上以温通散结为法多能奏效。温阳止痛散由

表 2 两组不良反应 [n（%）]

生麻黄、熟地黄、姜炭、肉桂、制乳香、制没药、黄芪、甘草、

治疗组
不良反应

对照组

制吴茱萸等药物组成，意在行气活血、散结祛瘀，经局部渗透

7d

21d

7d

21d

使药物达到全身治疗的效果。应用温阳止痛散联合奥施康定不

便秘

7（20.0）

3（8.6）

13（37.1）

7（20.0）

仅能减轻患者疼痛提高患者生存质量，还能减少奥施康定用量

恶心

5（14.3）

2（5.7）

9（25.7）

3（8.6）

从而减轻毒副反应。

呕吐

3（8.5）

1（2.85）

7（20.0）

2（5.7）

头晕

3（8.5）

1（2.85）

7（20.0）

2（5.7）

性疼痛安全、有效，与单用奥施康定治疗相比具有毒副反应小、

嗜睡

4（11.4）

2（5.7）

9（25.7）

1（2.85）

完全缓解率高等优势，是治疗中、重度疼痛的理想方案，值得

排尿困难

2（5.7）

1（2.85）

5（14.3）

3（8.6）

临床推广。

其他

2（5.7）

3（8.6）

3（8.5）

1（5.7）

总发生率

12（28.6）

7（20.0）

16（45.7）

8（22.9）

本研究结果表明温阳止痛散联合奥施康定治疗中晚期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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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为急则治其标，治法为通络止痛，化瘀消肿。镇痛消肿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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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其酊剂外用可作为止痛剂[1]；栀子乙醇提取物对白鼠、

[1]江苏新医学院编.中药大词典[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1578
[2]野木瓜的注射液用于手术镇痛 72 例[N].医学导报,2002,21(9):570
[3]甘苦,译栀子果实提取物对培养血管内皮细胞的增殖作用[J].中华血液杂
志,1990,11(9):461

作者简介：

[3]

家兔软组织损伤有显著作用 。诸药合用，共同达到通络止
痛，化瘀消肿的作用。瘀肿消散，经络疏通，气血运行无阻，

李宝玉（1968-），男，汉族，河南平顶山人，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
中医骨伤科工作。

疼痛消失，疾病痊愈。法简效佳，患者易于接受，值得推广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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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儿科常用外治法临床应用举隅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common external in TCM pediatrics
黄华竖
（容县妇幼保健院，广西 容县，537500）
中图分类号：R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3-0070-02

【摘 要】 中医外治法是中医传统疗法之一，包括外洗法、脐疗法、穴位敷贴法、耳穴按压法、针灸法、推拿法、刮痧法、
拔罐法等等。外治法在临床上有很好的疗效。
【关键词】 儿科；外治法；中医疗法
【Abstract】 TCM external therapy is one of the TCM traditional therapy, including the washing therapy, umbilical therapy, acupoint
application therapy, auricular acupressure therapy, acupuncture, massage therapy, scraping therapy, cupping therapy, etc. TCM external
therapy have a good effect in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Pediatrics; External therapy; TCM therap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40
传统祖国医学不仅有常用的内服中药法，还有许多独特而

的持续刺激作用，达到疏通经络、调节气血、调整脏腑生理功

有效的外治方法，其中包括外洗法、外敷法、针灸、推拿、刮

能的作用。如本人采用中药穴位敷贴治疗婴幼儿继发乳糖不耐

痧、拔罐等等方法。外治法的安全可靠、简便易行备受历代医

受疾病，具体做法是：将苍术、肉桂、木香、胡黄连、吴茱萸、

家的重视，在儿科应用也甚为广泛。现将本人将中医外治法防

干姜等制成散剂，以蜜调成膏状制成药饼，用时取适量敷于患

治儿科病症的临床应用情况通过举例的方法介绍如下。

儿神阙及天枢穴。此外，依照“冬病夏治”的原则，运用三伏

1

外洗法
中药熏洗疗法是选配一定的中草药，经过不同的方式加工

天穴位贴敷法治疗哮喘缓解期也能取得较好的疗效，方法：将
白芥子、延胡索各 2 份，甘遂与细辛各 1 份，共研细末，分成
3 份，每年夏天的初伏、中伏和末伏各使用 1 份，用时取药粉

制成中药液，进行全身、半身或局部熏洗的一种透皮外治方法。

1 份，加生姜汁调成稠状药膏，搓成药丸压成 1 分硬币大小的

熏洗疗法所使用药物的有效成分直接透过皮肤、黏膜进入组

药饼，分别贴在肺俞、大椎、膈俞、膻中、天突、脾俞和足三

织、肌肉、经络，使药物直达病所，局部组织肌肉中药物浓度

里等穴，根据患儿的耐受程度，贴 2～4h 后移除。3 次/年，连

高，故能充分发挥药物作用，且取效迅速。如采用中医外洗法

续用药 3～5 年。

治疗夏季气温高、湿度大所引起的小儿“痱子”，其效极佳，
药物可选用金银花、苦参、地肤子、艾叶、蛇不过、徐长卿、

4

耳穴按压法

白鲜皮、蛇床子、紫草和马齿苋等的其中几种，水煮后遍洗全

耳穴疗法是用针刺或特制工具刺激耳穴以防治疾病的一

身（注意水温不宜太高）
，一般连用 3d。此外，对于小儿外阴

类方法，由于其操作方便，简单易行，可补中药针体之不足，

瘙痒者，也可选用。

故也成为儿科外治的常用方法之一。如本人采用王不留行籽耳

2

脐疗法
神阙穴有回阳救逆、温肾培元之功，且脐在胚胎发育过程

中为腹壁最后闭合之处，表皮角质层薄，药物最容易穿透弥散

穴贴压治疗儿童多动症，将王不留行籽放于胶布贴于耳廓，耳
穴主要选取：肾，皮质下，神门，脑干，并配以心、脾、肝等。
5

针灸法

而被吸收。本人常用脐疗法治疗小儿秋季腹泻，本病是一种季

针灸作为传统外治手段，具有广泛的适应证、疗效显著、操

节性疾病，常见于婴幼儿，尤以周岁内的婴儿为多见。其起病

作方法简便易行，以及极少不良反应等优点。如本人治疗脑瘫，

原因往往是乳食不节、喂养不当及季节更换，寒暖失常，外邪

除采用推拿、运动疗法外，还选取头针及上肢和下肢的体穴行针

侵袭等。脐疗法的药物多选择五倍子、干姜、吴茱英、肉桂、

刺治疗，能够降低脑瘫患儿肌张力，促进脑瘫患儿粗大运动功能

公丁香、白胡椒等，将上药共研细末，过筛，置瓷瓶或玻璃瓶

发育，临床疗效明显。四缝穴是本人临床中常用的针灸穴位，三

中盖紧，用时取 15g 左右，用白酒或生姜汁调成糊状，敷于患

棱针点刺或药线点灸之具有清热、除烦、通畅百脉和调和脏腑的

儿脐部，胶布封贴，换药 1 次/d，连用 3d。

作用，常常用于治疗小儿疳积、厌食及小儿营养不良。

3

6

穴位敷贴法
穴位敷贴是将中药加工后外敷于皮肤某些穴位，通过药物

推拿法
小儿推拿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疾病治疗方法，作为一种非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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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无痛苦、易接受且有效的自然疗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

8

注。对于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厌食、便秘及腹泻等，效果较
好。对厌食患儿，根据中医辨证分型，采用补脾、清胃、揉板
门、推四横纹、摩腹、捏脊等推拿治疗，临床疗效显著。对于
小儿便秘，将其分为实证便秘、虚证便秘、脾虚肝旺型，采用
清大肠、摩腹、推下七节骨、捏脊等运脾理肠手法治疗，疗效
很好。捏脊疗法是儿科中常用的一种推拿方法，它具有疏通经
络、调整阴阳、促进气血运行、改善脏腑功能以及增强小儿抗
病能力等作用，临床常用于治疗小儿疳积、消化不良、厌食、

拔罐法
拔罐对局部皮肤的温热刺激，使血管扩张，促进以局部为

主的血液循环，改善充血状态，加强新陈代谢，使体内的废物、
毒素加速排出，还能增强局部耐受性和机体的抵抗力。如本人
用之治疗小儿咳嗽，常取定喘、大椎、肺俞、风门等穴，用 95%
酒精闪火法闪罐至皮肤潮红，留罐 10～12min 后起罐，疗效显
著。
9

腹泻、呕吐、便秘、咳喘、夜啼等症；此外，还可作为儿童保

小

结

中医外治法是中医传统疗法之一，小儿由于脏腑娇嫩，形

健方法使用。

气未充，正气不足而容易受到外邪侵袭。同时又因为小儿稚阴

7

稚阳、脾胃虚弱的生理特点，使得口服药物治疗小儿疾病多受

刮痧法
刮痧，就是利用刮痧器具，刮试经络穴位，通过良性刺激，

充分发挥营卫之气的作用，使经络穴位处充血，改善局部微循
环，起到祛除邪气，疏通经络，舒筋理气，驱风散寒，清热除
湿，活血化瘀，消肿止痛，以增强机体自身潜在的抗病能力和

限制。外治法不良反应较小，使用简便，易于掌握，既可单独
外用，亦可结合内治法配合应用，同时还可减少抗生素的滥用。
因此，自然、安全、有效且无副作用的外治方法亦可在中医儿
科临床中大力推广应用。

免疫机能，从而达到扶正祛邪，防病治病的作用。在背部的督
编辑：李妍 编号：EA-13021542（修回：2013-07-11）

脉、膀胱经上采用刮痧的方法治疗小儿外感发热，效果良好。

辨证治疗慢性盆腔炎 200 例疗效观察
Effect of differential treatment on treating 200 cases of
chronic pelvic inflammatory
左 莉 孙自立 张秀芳
（甘肃省泾川县人民医院，甘肃 泾川，744300）
中图分类号：R71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3-007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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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辨证治疗慢性盆腔炎的疗效。方法：运用辨证施治以口服中药汤剂为主，配合中药外敷，中药保留灌
肠治疗慢性盆腔炎 200 例。结果：痊愈 124 例，显效 44 例，好转 24 例，无效 8 例，总有效率 96%，疗效满意。结论：辨证论治
配合中药外敷及灌肠治疗慢性盆腔炎疗效显著。
【关键词】 慢性盆腔炎；中医药疗法；复方（中药）
；治疗应用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differential treatment on chronic pelvic inflammatory. Methods: Oral administration
of TCM decoction plus the external application of TCM and the enema of TCM to treat 200 cases of chronic pelvic inflammatory. Results:
124 patients have been cured, 44 patients were better and better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24 sick people have been changed, 8 cases were
ineffective.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96%, and the clinical effect was satisfying.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TCM treatment plus the external
application and drinking enema to treat chronic 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 is outstanding.
【Keywords】 Chronic 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 TCM therapy; Compound prescriptions (TCM); Treatment applic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41
慢性盆腔炎是临床常见的妇科疾病，多由急性盆腔炎
治疗不当迁延日久而致，常见症状为少腹一侧或双侧慢性
疼痛、腹胀，经期或劳累后加重、月经失调量多或淋漓不尽、
腰酸带下或以不孕来就诊，我科自 1995 年以来用辨证论治
方法，治疗该病 200 例取得较好的疗效，现予以总结报告如

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年龄最小者 22 岁，最大者 60 岁，病程最短者半个月，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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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长者 5 年，已婚 180 例，未婚 20 例，已生育者 170 例，未生

结块者减少三棱、莪术用量。

育者 30 例。

2.2 外治法

1.2 症状及临床体征
小腹疼痛，腰骶坠胀疼痛，阴道有脓性分泌物，可与少腹

可用煎过药的热药渣装入布袋，锅内蒸热 30min，热敷下
腹部 30min，热度以不烫皮肤为度，早晚各 1 次，每次敷前重

扪及条索状，片块状或囊性包块，有压痛。

新蒸热，15d 为 1 个疗程。亦可用自拟妇科消炎方外敷，由二

1.3 检查与诊断

花 15g，红藤 15g，败酱草 15g，薏苡仁 20g，连翘 15g，马鞭

妇科检查：宫体有压痛或摇摆痛、附件区压痛。B 超检查：

草 15g，丹皮 10g，山栀 10g，赤芍 10g，元胡 10g，川栋子 10g，

可探及子宫直肠窝有液性暗区，或盆腔有混合性包块。血常规

桃仁 20g，当归 15g，乳香 6g，三棱 6g 组成，共研粗末，装入

化验或可见的白细胞升高。尿常规：或可见尿中有白细胞，结

布袋，锅内蒸热 30min，热敷下腹部 30min，热度以不烫皮肤

合临床症状体征妇科检查，B 超，化验即可诊断。

为度，早晚各 1 次，每次敷前重新蒸热，15d 为 1 个疗程。中

2

治疗方法

2.1 辨证论治
2.1.1 湿热瘀结
症见少腹部隐痛，或疼痛拒按，痛连腰骶，低热起伏，经

药灌肠用自拟妇科消炎方加水 1000ml 煎至 300ml，
药温至 37℃
左右，热度以不烫皮肤为度，100ml/次，1 次/d，保留灌肠 30min，
1 剂药用 3d，15d 为 1 个疗程，经期停用。
3

疗效标准

行或劳累时加重，带下量多，色黄，质粘稠，胸闷纳呆，口干

依据诊断标准：痊愈：临床症状消失，妇检宫体无压痛，

不欲饮，大便溏或秘结，小便黄，舌体胖大，色红，苔黄腻，

附件区无明显压痛，B 超子宫及两侧附件未见异常。显效：临

脉弦数或滑数。治宜清热利湿，化瘀止痛。方用银甲丸（王渭

床症状明显好转；妇检宫颈轻举痛，宫体轻压痛或附件区轻压

川妇科经验集）金银花 10g，连翘 10g，升麻 10g，红藤 10g，

痛。好转：临床症状减轻，妇检宫颈轻举痛，宫体轻压痛或附

蒲公英 10g，生鳖甲 10g，紫花地丁 10g，生蒲黄 10g，椿根皮

件区轻压痛，B 超子宫直肠窝液性区缩小，盆腔炎性包块缩小

10g，大青叶 10g，茵陈 10g，琥珀 6g，桔梗 6g，轻者服 3～5

1/3。无效：临床症状未见改善，B 超、子宫直肠窝液性暗区未

剂，重者服 7～10 剂，症状减轻或痊愈。

见缩小，盆腔炎性包块未见缩小。

2.1.2 气滞血瘀证
证见少腹部胀痛或刺痛，经行腰腹疼痛加重，经血量多有

4

结

果

本组 200 例患者，经以上疗法治疗，痊愈 124 例，显效 44

块，瘀块排出痛减，带下量多，婚久不孕，经前情志抑郁，乳
房胀痛，舌体紫暗，有瘀斑，苔薄，脉弦涩。治宜活血化瘀，

例，好转 24 例，无效 8 例，总有效率 96%，疗效满意。

理气止痛，方用膈下逐瘀汤，当归 10g，川芎 10g，赤芍 10g，

5

体

会

桃仁 10g，枳壳 10g，元胡 10g，五灵脂 10g，丹皮 10g，乌药
本病、病因经行产后胞脉空虚，风寒湿热之邪，或虫毒乘

3g，香附 10g，甘草 6g，红花 6g。有炎症结块者加皂刺、三棱、
莪术，胸胁乳房胀痛加郁金、川楝子，带下量多加薏苡仁、白

虚内侵，与冲任气血相搏结，蕴积于胞宫，反复进退，耗伤气

芷。

血，虚实错杂，缠绵难愈。其发病与肝脾肾胞宫有密切关系，

2.1.3 寒湿凝滞证

临床以湿热瘀结、气滞血瘀、寒湿凝滞、气滞血瘀证多见，故

症见小腹冷痛或坠胀疼痛，经行腹痛加重，喜热恶寒，得

治疗应用辨证治疗，对证准确，用药恰当；配合热敷，中药保

热痛缓，经行错后，经血量少，色黯，带下淋漓；神疲乏力，

留灌肠，使药物直接渗透至病变部位，通过温热及药力，促进

腰骶冷痛，小便频数，婚久不孕，舌暗红，苔白腻，脉沉迟。

局部气血运行，使瘀化积消，阻塞疏通，结块消散；热敷可代

治宜祛寒除湿，活血化瘀，方用少腹逐瘀汤，小茴香 10g，干

替理疗等治法，治疗方便，经济；故辨证治疗该病，配合热敷

姜 10g，元胡 10g，没药 10g，当归 10g，川芎 10g，官桂 10g，

及中药保留灌肠能显著提高临床治疗效果，值得临床应用。

赤芍 10g，蒲黄 10g，五灵脂 10g，腹中结块加鸡内金，桃仁，

参考文献：

莪术；带下量多加茯苓，苍术；腰骶痛加桑寄生，续断，牛膝。
一般服 5～10 剂见效，15 剂为 1 个疗程，1～3 个疗程痊愈。
2.1.4 气虚血瘀证
症见下腹部疼痛，结块，缠绵日久，痛连腰骶，经行加重，
经血量多有块，带下量多，精神不振，疲乏无力，食少纳呆，
舌体黯红，有瘀点瘀斑，苔白，脉弦涩无力。治宜益气健脾，
化瘀散结。方用理冲汤（医学衷中参西录）生黄芪 20g，党参
20g，白术 10g，山药 10g，天花粉 6g，知母 10g，三棱 10g，
莪术 10g，生鸡内金 20g，若腹痛不减加白芍、元胡、蜈蚣；
腹泻去知母加大白术用量；虚热未清加生地、天门冬；无腹部

[1]张玉珍.中医妇科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316
[2]潘莉华.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盆腔炎 50 例疗效观察[J].健康必读,2000(5):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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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晞星运用半夏泻心汤治疗胃肠道息肉经验
Clinical experience of Professor WANG Xi-xing for treating
gastrointestinal polyps with Banxia Xiexin decoction
童亚波 王晞星
（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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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王晞星教授擅长治疗胃肠道息肉，本文总结了王晞星教授利用半夏泻心汤治疗胃肠道息肉的临床经验。
【关键词】 临床经验；王晞星；半夏泻心汤；胃肠道息肉
【Abstract】 Professor WANG Xi-xing is good at treating gastrointestinal polyps. This article introduce the clinical experience of
Professor WANG Xi-xing for treating gastrointestinal polyps with the Banxia Xiexin decoction.
【Keywords】 Clinical experience; WANG Xi-xing; Banxia Xiexin decoction; Gastrointestinal polyp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42
王晞星，山西省中医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作为第四批全

薏米、土茯苓、泽泻等。但临床往往病理因素不是单一的，需

国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指导老师，在中医药治疗消化道疾病

综合考虑。此外，王老师认为：无论痰、湿、瘀，均会阻碍气

方面有着很高的造诣，提出“和法”治疗消化道肿瘤。在治疗

机，致气血瘀滞，因此理气很重要。并应根据不同部位选择理

消化道肿瘤、反流性胃食管炎、急慢性胃肠道炎症、胃肠道息

气药，胃脘属中焦，常用厚朴、苏子；肠道则多选枳实、大腹

肉等疾病方面取得了很高的临床有效率。并且在治疗胃肠道息

皮；胸膈则多用枳壳；肝气瘀滞者加香附、川芎。

肉方面别出心裁，善用半夏泻心汤加减，并取得良好的疗效，

临症加减方面：腹痛甚者加白芍缓急止痛；出血者改干姜

在其广大的临床患者中，不乏有完全治愈者。笔者有幸跟师三

为炮姜；腹胀甚者加百合、乌药；若为非典型增生性息肉，则

年，将有限经验分享如下。

加三棱、莪术、蒲公英、山慈菇解毒散结；久泻不止伤阴份者

1

王老师对胃肠道息肉的认识
王老师认为，胃肠道息肉在中医可归属“痞证”
、
“腹痛”

等范畴，且为有形之邪，治疗上应注重消痞散结，而半夏泻心
汤功能寒热平调，散结消痞，正中病机。此外，王老师之所以

加乌梅。
3

病例介绍
患者甲，男，51 岁。结直肠息肉多次切除术后复发，病理：

炎性并伴有非典型增生。2012 年 5 月初诊，患者 2011 年 12 月

在治疗胃肠道息肉中喜用半夏泻心汤，还有以下原因：①关于

行胃镜示直肠可见大小约 0.6×0.8cm，0.5×0.6cm 息肉。现症

胃肠道息肉的病机，
《灵枢·水肿病》言：
“寒气客肠外，与胃

见持续腹痛，腹胀，腹怕凉，大便稀，舌暗红苔黄厚，脉弦。

气相搏，气不得荣，因有所系，癖而内着，恶气乃起，息肉乃

药用半夏 10g，黄连 10g，黄芩 10g，干姜 10g，苍术 15g，土

生。”认为息肉的生成是寒客肠胃，气血壅滞而成。而半夏泻

茯苓 30g，生薏米 18g，柴胡 10g，白芍 18g，枳实 10g，当归

心汤用干姜温中而散气血瘀滞正中此意。②胃肠道息肉的常见

10g，五灵脂 15g，元胡 30g，百合 30g，乌药 30g，甘草 6g，

症状，如恶心、呕吐，脘腹胀痛，大便泄泻等，与半夏泻心汤

服上方 14 剂。复诊大便稀，2～3 次/d，仍腹痛甚。上方去五

的主症基本一致。

灵脂、当归。加乌梅 10g，白芷 15g，嘱坚持长期服药，处方

2

临床运用经验

稍随症加减。2012 年 8 月再诊症状明显减轻，复查胃镜示：息
肉大小约 0.4×0.4cm，继续服药，上方再加山慈菇 30g，莪术

凭借多年的临床经验，王老师认为，胃肠道息肉若为炎性

10g，浙贝母 30g 等加强散结消肿，大便正常，腹胀轻，减乌

或腺瘤性者，是可以中医药治愈的，但是必须常年服药，因此

梅、百合、乌药。又服药两月，2012 年 10 月复查胃镜示：全

病人的依从性很重要。

结直肠粘膜未见异常，嘱继续服药巩固，随访。

辨证用药方面：王老师认为，对半夏泻心汤的选择以及加

按：王晞星老师擅长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结合，认为胃肠

减，应重视两点：①辨证要点：胃肠道息肉患者见呕，痞，下

道息肉病属肠胃，故选择调和肠胃之半夏泻心汤为基础方。并

利等症，方可选择半夏泻心汤为主方。②病理因素：胃肠息肉

认为患者久病，脾胃受损，情志不舒，且木土相克，故用四逆

的病理因素复杂多样，但基本不离痰、湿、瘀。若兼痰湿者，

散疏肝健脾。舌苔黄厚，大便稀，湿气重并化热，故加生薏米、

则加苍术、陈皮、浙贝母、云苓、白芷等；若兼血瘀者则加元

土茯苓、苍术化湿行气。息肉为疾病长期演变所致，且患者舌

胡、五灵脂、蒲黄、丹参、九香虫等；若兼湿热者则加苦参、

（下转 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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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拟“胃肠宁”为主治疗胃脘痛 20 例
Treating 20 cases of epigastralgia with the self-made Weichangning
王建平
（金水王建平中医诊所，河南
中图分类号：R441.1

郑州，450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3-0074-02

证型：IBD

【摘 要】 目的：探讨自拟“胃肠宁”治疗胃脘痛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40 例胃脘痛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
组采用自拟“胃肠宁”治疗，对照组予以口服胃必治。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 95.00%，复发率 6.25%，明显优于对照组的 75.00%
和 40.00%（P<0.05）。结论：自拟“胃肠宁”不仅能有效治愈胃脘痛，且能提高机体免疫力，促进胃肠消化吸收功能，减免胃脘
痛的复发，临床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胃脘痛；中医中药；临床观察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self-made “Weichangning” on treating epigastralgia. Methods: 40 cas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treated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Weichangning,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oral Weibizhi.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and the recurrence rate of the treated group was 95.00% and 6.25%,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75.00% and 40.00% of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The self-made Weichangning can cure the patients with
epigastralgia and improve immunity, promote gastrointestinal digestion and absorption functions, relief the recurrence of epigastralgia,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Epigastralgia; TCM; Clinical observ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43
胃脘痛是中医临床上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其范畴包括西医

乳香、没药、防风、葛根、干姜、甘草为主方，根据证型辨证

的急慢性胃炎、胃及十二指肠溃疡、胃痉挛，胃下垂等，临床

加减。寒邪客胃者，合良附丸以温胃散寒，理气止痛；寒重加

治疗胃脘痛，以调理脾胃，提高机体免疫力为重。自拟“胃肠

吴茱萸、干姜等；肝气犯胃者，合柴胡疏肝散以疏肝理气，和

宁”重在燥湿运脾，和胃降逆，经临床观察疗效满意，总结如

胃止痛；痛甚加川楝子、延胡索理气止痛；饮食伤胃者，合保

下。

和丸、枳实导滞丸等消食导滞，和胃止痛；脾胃虚弱者，合黄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芪建中汤以温中健脾，和胃止痛，或酌加山药、陈皮、吴茱萸
等。
2.1.2 疗程

所有观察病例均来自于 2010 年 1 月～2012 年 6 月到我门

中药 1 剂/d，早晚分服，8d 为 1 个疗程。2 个疗程后进行

诊就诊患者，按来诊顺序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20

疗效观察。

例。其中治疗组男 12 例，女 8 例，年龄 22～68 岁，平均（47.27

2.2 对照组

±7.51）岁，病程 2～10 年，平均（5.47±1.24）年；对照组男
13 例，女 7 例，年龄 23～67 岁，平均（46.85±6.98）岁，病

20 例均口服胃必治，2 片/次，2 次/d，8d 为 1 个疗程。2
个疗程后进行疗效观察。

程 2～10 年，平均（4.96±1.45）年。经统计学处理，两组性

所有来诊患者治疗中，嘱病人饮食适度，生活规律，避免

别、年龄、病程等无显著性差异。

劳累，调理情志，保持精神愉快，配合做气功，打太极拳等，

1.2 诊断辨证标准

利于胃痛的治疗和防止复发。

胃脘痛诊断标准参照卫生部药政局《中药新药治疗慢性胃
炎的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西医诊断标准、病情分级标准》中胃
痛的诊断辨证标准。
2

治疗方法

3

疗效观察

3.1 疗效标准
参照《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 [1] 中胃脘痛的疗效评定
标准制定。治愈：胃脘痛及其它症状消失，X 线钡餐造影或

2.1 治疗组

胃镜检查正常；好转：胃痛缓解，发作次数减少，其他症状

2.1.1 中药治疗

减轻，X 线钡餐造影或胃镜检查有好转；未愈：症状无改善，

治疗组以自拟“胃肠宁”为主治疗，以槟榔、白芷、紫苏、
云苓、藿香、半夏、白术、陈皮、厚朴、桔梗、黄芩、黄连、

X 线钡餐造影或胃镜检查无变化。
3.2 治疗结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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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间疗效比较 [n（%）]
组别

例数

临床治愈

好转

未愈

总有效率

复发例数

复发率（%）

*

治疗组

20

16（80.00）

3（15.00）

1（5.00）

95.00

1

6.25

对照组

20

10（50.00）

5（25.00）

5（25.00）

75.00

4

40.00

注：*两组疗效比较，经秩和检验 P＝0.019<0.05。

由表 1 可以看出，疗程结束后，
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5.00%，

利湿达邪。在此基础上加六药皆入肝、脾二经，除可引药归经，

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75.00%。两组有效率比较 P<0.05；治疗组

亦能增加其平肝和胃的功效。此外，芩、连苦寒清热燥湿；乳、

治愈 16 例中经跟踪随访 6 个月，仅 1 例复发，复发率约占

没辛苦行气止痛；防风、葛根辛甘祛风解表，升阳止泻；再将

6.25%，对照组治愈 10 例中随访 6 个月，有 4 例复发，复发率

腹皮换槟榔以增加胃肠蠕动。诸药合用能行气散寒止痛，化痰

约为 40.00%，P<0.05。其临床疗效有明显统计学意义，说明治

燥湿和中，健脾益胃平肝，则胃脘痛自愈，使“正气存内，邪

疗组在诊治胃脘痛方面明显优于对照组。

不可干”，提高机体免疫力，促进胃肠消化吸收功能，减免胃

4

讨

脘痛的复发。此外，影响药物效应的因素包括机体功能状态、

论

给药时间、药物种类和剂量等 6 方面。用药的具体方法和注意

胃脘痛又称胃痛，是临床最常见的脾胃病症，病名始见于[2]
《灵枢·经脉》：
“脾足太阴之脉……是动则病舌本强，食则呕，
胃脘痛，腹胀善噫，得后与气则怏然如衰”。多由外感邪气，
内伤饮食、情志，脏腑功能失调等导致气机郁滞，胃失所养，

事项应根据疾病及患者的功能状态，在充分考虑 6 个因素及其
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加以有机的选择和组合[5]。
参考文献：

胃气损伤则脾失健运，胃失和降，常与肝脾等脏腑有关。本病

[1]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行业标准中医病症诊断疗效

病机主要是胃失和降，不通则痛，气机不通则痛，古有“通则

标准[S].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6

不痛”的治痛大法，其治疗方法主要包括理气通降，化瘀通络，

[2]吴彼,傅海燕.中医文献关于胃脘痛病名及病因考释[J].实用中医内科杂志,

通腑泄热，降胃导滞，养阴润降，温通脾阳，升清降浊，辛开

2008,22(4):19-20

[3]

苦降等八法 。临床应用时要详细辨证，灵活应用，使阴阳平

[3]徐瑞峰,杨建华,宋会堂.通降为主治疗胃脘痛浅议[J].现代中西医结合杂

衡，邪去正安而胃痛自愈。但要注意的是各类证型不是单独出

志,2007,16(11):1473-1475

现或一成不变的。若虚实互见者，治宜邪正兼顾；寒热错杂者，

[4]李钦元.胃痛治验[J].甘肃中医,2009,22(3):42-43

治宜寒热平调。必须审证求因，辨证施治，多选精方成方，药

[5]吕梅,王玲玲.针药结合的临床应用及机理研究概述[J].针灸临床杂志,

味全面准确和容易获取且疗效显著，于平淡中取胜[4]。

2004,20(5):59-61

主方自拟“胃肠宁”有理气化湿、和中止痛的作用，本方
是在《太平惠民合剂局方》藿香正气散的基础上加以黄芩、黄

作者简介：

连、乳香、没药、防风、葛根六药而成。
《成方便读》有云：
“夫

王建平（1957-），男，河南郑州人，中医学院本科，中医内科专业，

四时不正之气……无不皆有中气不足者，方能受之，而中虚之

副主任医师职称。自幼师承家传，从事临床工作 30 余年，擅长中西医结合

人，每多痰滞，然后无形之气，挟有形之痰，互结为患。”故

治疗心脑血管、消化和呼吸科疾患。自主研发药物 10 余种，国家专利新产

以藿香理气和中，兼治表里；苏、芷、桔梗散寒利膈，佐发表

品新技术金奖三项。

邪；厚朴、二陈燥湿化痰，行气宽中；苓、术、甘健脾益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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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暗，必有气血瘀滞，故加当归、元胡、五灵脂行气活血。患

之肿块。而半夏泻心汤以辛温之半夏为君，功能化痰散结消痞，

者腹胀痛、腹部怕凉，故选百合、乌药温中行气止痛。服药后，

配辛热之干姜为臣，更助寒湿气血瘀滞之宣散。再配伍黄连、

患者仍腹痛，大便次多，故加白芷加强燥湿止泻，并能止痛、

黄芩苦寒泻热开痞，并能燥胃肠之湿气。四药合用，为辛开苦

散结消肿，加乌梅柔阴缓急，酸收止泻。病情稳定后，再加三

降之经典，使寒去热清，升降复常，并能燥湿化痰，散结消痞，

棱、莪术、山慈菇等加强解毒散结之力，争取将息肉消失殆尽。

去有形之邪。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半夏泻心汤性味辛温苦燥，

综上，本方以调理肠胃、调理肝脾为基础，并辅以清热燥湿，

善调畅气机，燥湿化痰散结，但药物味少量轻，而息肉为有形

理气活血，散结止痛，达到标本兼治之功。

之邪，为迁延演变而来，非重剂长服不可。故临床常根据痰、

4

体

会

王晞星老师治疗消化道疾病重视“和法”，认为只有脏腑
气血阴阳平和，才能从根本上治愈疾病，减少复发。胃肠道息
肉病属胃肠，根本病机在于肠胃失和，肠胃功能失调，从而导
致痰、湿，瘀等病理因素出现，久则痰、湿、瘀互结而成有形

湿、瘀的轻重加减，务必重用化痰燥湿之品。
作者简介：
王晞星，通讯作者，博士生导师，第四批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
指导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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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拟通乳消痈汤治疗急性乳腺炎 40 例
Treating 40 cases of acute mastitis with the self-made
Tongru Xiaoyong decoction
高永昌 刘团霞
（河南省汝阳县中医院，河南
中图分类号：R655.8

汝阳，471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3-0076-02

证型：IBD

【摘 要】 目的：观察通乳消痈汤治疗急性乳腺炎（外吹乳痈）的临床效果。方法：用通乳消痈汤口服，配合乳房按摩，抗
生素静滴，分观察组和对照组。结果：治愈、有效率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
【关键词】 急性乳腺炎；外吹乳痈；通乳消痈汤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the Tongru Xiaoyong decoction on treating acute mastitis. Methods: Tongru
Xiaoyong decoction of oral combine with massage and intravenous infusion of antibiotic. To be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Results: The cure rate and efficiency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are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Keywords】 Acute mastitis; Breast carbuncle; Tongru Xiaoyong decoc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44
急性乳腺炎又名乳痈，是发生在乳房的最常见的急性化脓

2

性疾病。临床上以乳房结块，红肿热痛，溃后脓出稠厚，伴恶
寒发热等全身症状为特点；中医学将发生在哺乳期的称“外吹
乳痈”[1]。笔者自 1995 年以来，以自拟通乳消痈汤配合抗生素
静滴治疗外吹乳痈 40 例，并与单纯静滴抗生素组进行对照观
察，疗效满意，现报告如下。
1

治疗方法
两组病例均选用青霉素钠针 400～480 万单位静脉滴注，

每日两次，同时暂停哺乳（患侧）
，借助吸乳器排出淤积乳汁 2；
积极治疗乳头皲裂或乳头内陷等并发症，用乳罩托起乳房，保
持乳头清洁[2]；同时行患侧乳房按摩，使淤滞的乳汁得以宣泄；
其方法为：用温水热敷 20～30min，先在患侧乳房上涂少许液
体石蜡，患者自己或家属用五指由乳房四周轻轻向乳头方向按

一般资料
本文 80 例病例均为我院住院病人，依住院的先后次序，

按随机的原则，随即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观察组 40 例中，
年龄最大的 46 岁，最小的 18 岁，第一胎的 26 例，二胎以上
的 14 例；病程最短的 2d，最长的 15d，发生在左乳房的 22 例，
右乳房的 18 例。对照组，年龄最大的 43 岁，最小的 20 岁，
第一胎的 22 例，二胎以上的 18 例；病程最短的 2d，最长的
12d，发生在左乳房的 16 例，右乳房的 24 例。两组患者在年
龄，胎次，病程等方面经统计学处理，无显著性差异（P>0.05）
具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本文 80 例病人中，均为哺乳期妇女，即：外
吹乳痈，均以乳汁排出不畅，乳房结块，胀痛或见红肿，或见
发热恶寒等为主要症状，B 超检查均为无脓肿形成的病例。80
例中，因伴乳头皲裂的 15 例，哺乳前期乳头内陷的 22 例，婴

摩，不要用力挤压或旋转按压，而是沿着乳腺管方向施以正压，
把淤滞的乳汁逐步挤出。在按摩的同时轻揪乳头数次，以扩张
乳头部得乳腺管[3]。
2.1 观察组
以消为贵，疏络通乳，解毒消肿。通乳消痈汤组成：蒲公
英 24g，二花 24g，连翘 15g，当归 9g，黄芪 12g，青皮 7g，全
栝楼 9g，炒牛蒡子 7g，炒赤芍 6g，漏芦 9g，白芷 9g。偏于气
郁者加柴胡、枳壳，偏于热感者加生石膏、鲜生地，乳汁壅滞
者加王不留行、路路通、鹿角霜，大便秘结者加火麻仁或生大
黄少许，新产妇恶露及未净者加川芎、益母草酌减凉药，对结
块较硬者加浙贝母、丝瓜络，对断乳后乳汁壅塞需回乳者，用
焦山楂，焦麦芽。1 剂/d，水煎早晚分两次口服，5d 为 1 个疗程。
2.2 对照组
口服乙酰螺旋霉素片 0.2/次，3 次/d，5d 为 1 个疗程。

儿含乳而睡的 65 例，因断乳不当而发病的 10 例，两组发病诱
因比较见表 1。

3

表 1 组发病诱因比较

疗效标准及结果

3.1 疗效标准
经过 1～2 个疗程的治疗治愈：乳房肿痛消失，无触及包

组别

n

乳头皲裂

乳头内陷

含乳而睡

断奶不当

观察组

40

8

14

31

6

块，乳管通畅，体温正常，血常规检查正常，B 超检查无异常

对照组

40

7

8

34

4

回声。显效：乳房肿痛消失，触之有包块，或有轻度压痛，乳

注：两组因以上四种情况而发病的，经统计学处理，无显著性差异（P>0.05），

管基本正常，血常规正常，B 超检查有不均质回声，但较治疗

具有可比性。

前明显缩小。有效：乳房肿痛减轻，局部有压痛，可触及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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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温略高，白细胞升高在 15×109/L 以下，B 超检查不均质包

区有低回声或无回声区（成脓）。

块稍有缩小。无效：经治疗无效，肿痛加重，高热不退，包块

3.2 治疗结果

按之有波动感，白细胞计数在 15×109/L 以上，B 超检查包块

两组疗效比较见表 2。

表 2 两组疗效比较例 [n（%）]
组别

n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

40

19（47.5）

13（32.5）

4（10.0）

4（10.0）

36（90.0）

对照组

40

13（32.5）

8（20.0）

10（25.0）

9（22.5）

31（77.5）

注：经统计学处理，两组显愈率（痊愈加显效）及有效率相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

4

讨

论

既可疏络通乳，散结消肿，扶正解毒，又可避免药物过寒，留

急性乳腺炎是乳房的急性化脓性感染，多因产后全身抗感
染能力下降，乳汁淤积，或乳头破损，细菌经淋巴管，乳管侵
入乳腺继发感染而成。祖国医学认为：外吹乳痈，总因内有肝
胃蕴热，复染风热毒邪，引起乳汁郁积，乳络闭阻，气血淤滞
从而腐肉酿脓而成。治疗上强调及早处理，以消为贵，避免过
用寒凉药物[1]。方中取公英、二花、连翘清热解毒消肿散结，
赤芍凉血活血，当归养血活血，合黄芪补产后气血之亏虚以扶

邪而迁延不愈。
参考文献：
[1]陈红风.中医外科学[M].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5:213-217
[2]吴在德.外科学[M].7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305-306
[3]金子刚,周异群.中医外科学[M].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128-131

作者简介：

正，取青皮疏肝理气，栝楼、漏芦，清热破结，解毒消痈，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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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河南汝阳人，汝阳县中医院，副主任医师。

蒡子疏风解毒，疏散肺胃之热，炒制以去过寒之性，合白芷祛

刘团霞（1963-），女，河南省汝阳县中医院，主治医师。

风毒，散郁火，破宿血，化败脓，以防他药过寒。诸药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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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芪桂枝五物汤治疗血虚痹证的临床研究
Clinical research on treating blood deficiency of rheumatism with
the Huangqi Guizhi Wuwu decoction
陈玉琼
（和平县人民医院，广东 和平，517200）
中图分类号：R59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3-0077-02

【摘 要】 目的：探究黄芪桂枝五物汤治疗血虚痹证的临床疗效。方法：抽取 2011 年 2 月～2012 年 5 月本门诊诊治的血虚
痹证患者 5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每组 25 例，对照组患者给予祛风活络丸治疗，治疗组患者给予黄芪桂枝五物汤进行
治疗，3 个疗程后观察两组的临床疗效。结果：治疗组患者的临床有效率（92%）显著高于对照组（64%）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黄芪桂枝五物汤治疗血虚痹证有显著的临床疗效，为临床上该病的治疗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 黄芪桂枝五物汤；血虚痹证；临床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the Huangqi Guizhi Wuwu decoction in treating blood deficiency of
rheumatism. Methods: In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11 to May 2012, 50 cases were treated and choos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treated group, 25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Qufeng Huoluo pills,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the Huangqi
Guizhi Wuwu decoction,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after 3 courses of treatment. Results: The clinical
efficiency of the treated group (92%)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64%),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Huangqi Guizhi Wuwu decoction was significant in treating blood deficiency of
rheumatism, which provided certain reference for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the disease
【Keywords】 Huangqi Guizhi Wuwu decoction; Blood deficiency of rheumatism; Clinical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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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痹证是由于风、寒、湿、热、痰、瘀等邪气闭阻经络，影

将 50 例血虚痹证患者按照编号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

响气血运行，导致肢体、筋骨、关节、肌肉等处发生疼痛、重

每组 25 例。对照组患者年龄 37～63 岁，平均年龄（43.7±0.5）

着、酸楚麻木，或关节屈伸不利、僵硬、肿大、变形等症状的

岁，男 13 例，女 12 例；治疗组患者年龄 41～65 岁，平均年

一种疾病。痹证属于中医的范畴，包括现代医学 200 多种风湿

龄 46.8 岁，男 11 例，女 14 例。经统计学分析，两组组患者在

性疾病，这类疾病的患病率和致残率均较高，严重影响人类的

年龄、性别、病情、病程方面都无显著性差异（P>0.01），具

健康和生活质量。《金匮要略方论本义》中记载“黄芪桂枝五

有可比性。

物汤，在风痹可治，在血痹亦可治也。以黄芪为主固表补中，

1.3 方法[2]
按照 1.2 项下的分组方法，对照组给予祛风活络丸，3 片/次，

佐以大枣；以桂枝治卫升阳，佐以生姜；以芍药入营理血，共
成厥美。五物而营卫兼理，且表营卫里胃肠亦兼理矣。推之中

3 次/d；治疗组给予口服中药汤剂黄芪桂枝五物汤，1 剂/d，分两

风于皮肤肌肉者，亦兼理矣。固不必多求他法也。”本院抽取

次服。每 4 周为 1 个疗程，共 12 周，3 个疗程，观察临床疗效。

2011 年 2 月～2012 年 5 月本门诊诊治的血虚痹证患者 50 例，

1.4 疗效评判标准
本次研究的疗效评判参照《中药新药治疗风湿病的临床研

探究黄芪桂枝五物汤治疗痹证的临床疗效，现报道如下。
1

究指导原则》
（试行）可评为四个级别，即为临床缓解、显效、

资料与方法[1]

有效和无效。临床缓解：症状全部消失，理化检查结果正常；

1.1 临床资料

显效：主要症状消失，理化检查结果有所改善；有效：主要症

选择 2011 年 2 月～2012 年 5 月本门诊诊治的血虚痹证患

状部分消失，理化检查结果有所改善，无效：主要症状及理化

者 50 例，诊断标准为：参照《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
（国家

检查结果无改善。

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1995 年 1 月 1 日）
“骨痹”的分型诊断

1.5 统计学处理

标准拟定如下，血虚证：①主症，关节肌肉疼痛，屈伸不利或

采用最新统计学软件包 SPSS19.0 对临床上调查到的数据

疼痛游走不定，甚至关节剧痛，肿大，强硬，变形等。发病与

进行统计，用 x2 检验计数资料，如果得出 P<0.05，代表差异

病情之轻重常与劳累气候之寒冷、潮湿等气候变化有关；②次

具有统计学意义。

症，倦怠乏力，面白无华或萎黄，唇色淡白，爪甲苍白，头晕

2

眼花，心悸失眠；③舌脉，舌淡惨白，脉虚无力。具备主症 1

结

果

通过 3 个疗程的治疗后，发现对照组和治疗组患者的病情

项，次症两项，结合舌脉即可诊断。
患者年龄在 35～65 岁，男 24 例，女 26 例，男女比例约

具有不同程度的变化，通过使用统计学软件对两个研究组患者

为 1∶1，按收治顺序编号。

的病情进行分析，更加清晰的了解黄芪桂枝五物汤治疗痹证的

1.2 分组

临床效果，详细结果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 [n（%）]

3

组别

例数

对照组

25

治疗组

25

讨

临床缓解

显效/例

有效/例

无效/例

5（20）

8（32）

3（12）

9（36）

16（64）

11（44）

9（36）

3（12）

2（8）

23（92）

x2

4.19

P

<0.05

论

痹证属于中医的范畴，血痹是以肢体局部麻木为主要症状
的一种疾病，现在内科并未将血痹作为疾病名。
《金匮要略·血
痹虚劳病脉证治篇》中记载：
“血痹，阴阳俱微，寸口关上微，
尺中小紧，外证身体不仁，如风痹状也，黄芪桂枝五物汤主
之。”[3]现在中医学认为血痹症即气虚致瘀血，血痹的治疗以黄
芪桂枝五物汤为主方。黄芪桂枝五物汤即桂枝汤去甘草，倍生
姜加黄芪组成。桂枝汤乃仲景群方之魁“为滋阴和阳、调和营
卫……之总方也。
”桂枝汤调和的实质是振奋中焦气血之化源，
故无论外感内伤，皆可用之。用药阴阳相配，气血兼顾，营卫
双调。方中桂枝辛温，辛能发散，温通卫阳，能“温筋通脉”
，
在本方主要具温阳助卫，行营通滞之功；芍药酸寒，酸能收敛，
寒走阴营，能“固膝理，和血脉，收阴气”，具有敛阴和营之
功，桂枝配芍药，一阴一阳，一散一收，一开一合，使外邪得
解，里气以和，协同共奏调和营卫，解肌通脉行血气之功。生
姜倍用，取其辛温宣散，能增强温煦宣发之力，通畅营卫运行

总有效率

道路，佐桂枝增强桂枝通阳行痹、宣达卫阳之力；大枣配芍药，
酸甘合化，增强敛阴和营之功；姜枣相配，辛甘发散，助卫和
营，营血痹阻，应加速鼓舞卫气，使气血畅通，故去甘草置换，
加补益之黄芪，黄芪补营卫之气，益营卫之源，其能浚三焦之
根，利营卫之气，故凡营卫间阻滞，无不尽通”[4]。
本次临床研究证实，黄芪桂枝五物汤治疗痹证疗效显著，有效
率为 92%，安全可靠，为临床上该病的治疗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1]陈思良.黄芪桂枝五物汤加减治疗痹 128 例[J].辽宁中医学院学报,2003,5
(1):25
[2]钟宝兴.黄芪桂枝五物汤治疗血虚痹证的临床研究[J].南京中医药大学硕
士学位论文,2011
[3]李克光.金匮要略讲义[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65
[4]阴健.中药现代研究与临床应用[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5: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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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素联合炎琥宁治疗小儿手足口病疗效分析
Efficacy analysis on treating HFMD with the interferon plus
the Yanhuning injection
张冬雁
（西峡县人民医院，河南 西峡，47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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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手足口病是一种儿童传染病，近年引起高度重视，本文对干扰素联合炎琥宁治疗小儿手足口病的临床效果进行分
析。
【关键词】 手足口病；干扰素；炎琥宁
【Abstract】 HFMD is a disease of children, it’s arouse great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This article analyzes clinical effects of the
interferon plus Yanhuning injection on treating HFMD.
【Keywords】 HFMD; Interferon; Yanhuning injec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46
手足口病是一种儿童传染病，多发于 5 岁以下儿童，表现
为手、足、口腔等部位的疱疹，少数出现心、肺、脑等重症并
发症的患儿情况发展快，可导致死亡，近年引起高度重视。我

发热、手、足、臀部皮疹或疱疹性咽峡炎。
2

对照组：干扰素组患儿单纯采用干扰素治疗，即给予干扰

院应用干扰素联合炎琥宁治疗该病，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现报

素 a-1b，5～8 万 u/kg，肌肉注射，1 次/d，3～5d 为 1 个疗程；

告如下。
1

治疗方法

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炎琥宁 4～8mg/kg，加液体静脉点

临床资料

滴，1 次/d，3～5d 为 1 个疗程。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08 年 6 月～2010 年 12 月，我科收治的小儿手足口

3

疗效指标判断
对比分析两组患儿退热时间，皮疹消退时间以及溃疡愈合

病 86 例为研究对象。其中男孩 49 例，女孩 37 例，最小年龄
13 月，最大 10 岁，平均 4.5 岁。按治疗方法随机分为两组，

时间。

即干扰素组和干扰素联合炎琥宁组，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

4

体温、病程、症状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诊断标准

结

果

治疗组退热时间，皮疹消退时间及溃疡愈合时间明显小于
对照组，见表 1。

表 1 两组疗效比较

5

讨

组别

退热时间

皮疹消退时间

溃疡愈合时间

对照组

2.91±0.71

3.53±0.54

3.57±0.47

治疗组

2.01±0.49

2.57±0.71

2.92±0.37

论

干扰素是一组具有多种功能的活性蛋白质，主要是糖蛋
白，是一种由单核细胞和淋巴细胞产生的细胞因子，通过细胞
表面受体作用使细胞产生抗病毒蛋白，同时还可增强自然杀伤
细胞、巨噬细胞和 T 淋巴细胞的活力，从而起到免疫调节作用，
并增强抗病毒能力。
炎琥宁注射液为中药穿心莲提取物—穿心莲内酯经酯化、
脱水、或盐精制而成，该药能抑制早期毛细血管通透性增高与

炎性渗出和水肿，能特异性地兴奋垂体—肾上腺皮质功能，促
进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释放，增加垂体前叶 ACTH 的生
物合成；体外具有灭活多种病毒的作用，同时有解热，抑菌等
功效。
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到，干扰素联合炎琥宁治疗小儿手足口
病具有很好的临床效果，减少了危重并发症的发生，值得临床
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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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多发性抽动症的治疗体会
Experience for treating tourette syndrome in children
张玉德
（临县第二人民医院，山西 临县，033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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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3-0080-02

【摘 要】 多发性抽动症是一种儿童期起病，其临床特点为慢性、波动性、多发性运动肌快速抽动，并伴有不自主发声和语
言障碍。近年来发病率有明显增多趋势，且治疗困难，难治性病例增多。对患儿学习、生活、社会交往造成危害，给家庭造成沉
重负担，自拟升清降浊制动汤用以治疗，疗效明显。
【关键词】 多发性抽动症；TS；升清降浊法；升清降浊制动
【Abstract】 Tourette syndrome occurred in childhood, the clinical features of it were chronic, volatility, multiple exercise fast twitch
muscle, accompanied by involuntary sound and language barriers. In recent years the incidence rate showed an increasing trend, and
difficult to treat, refractory cases increased. Tourette syndrome would bring damages to children with learning, life, social interaction and
lead to family burden. Shengqing Jiangzhuo Zhidong decoction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treating tourette syndrome.
【Keywords】 Tourette syndrome; TS; Shengqing Jiangzhuo theory; Shengqing Jiangzhuo Zhidong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47
多发性抽动症又称抽动秽语综合征，发病率为 0.1%～1%，
多起病于 2～12 岁，男多于女。目前治疗小儿多发性抽动症，

引动肝风，诱发抽动，喉中异声等一系列 TS 症状。
1.3 升降失常，抽动乃作

普遍使用的药物有氟哌啶醇、泰比利等，虽有一定疗效，但需

《李向·微旨大论》曰：“非出入则无以生长状老已；非

长期服药，常因患儿出现诸多不良发应，不得不减量或停药，

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升降出入是人体气化功能的基本形

根据 TS 临床表现，归属于瘛疭、慢惊风、筋惕肉、梅核气、

式，气化正常，则身体强健；气化失常，则诸病遂起，气机失

郁证、肝风证等范畴。现将升清降浊治疗 TS 的体会介绍如下。

调，升降失常，清阳不升，浊阴不降，痰浊内生，阻滞气机，

1

病因病机

1.1 症多怪异，多责之痰

致脏腑失调，阴阳失衡，变生诸症。痰浊既是病理产物，又是
重要的致病因素。患儿多不以“有形之痰”盛于外，而以“无
形之痰”为主症，如精神、意识、情感异常，出现强迫、自闭、

TS 的临床特点有：①发病无明显诱因，抽动无规律，运

抑郁，精神恍惚，或幻觉等，或抽动发作感觉异常，如眩晕、

动抽动或发音抽动可单独或同时存在，一天可发作多次，也可

麻木、咽中如物梗阻等，即提示存在无形之痰。TS 各种怪异

间歇发作；②TS 患儿眨眼、耸鼻、撅嘴、甩头、抖肩、怪叫、

见症均与清阳不升，浊阴不降，痰浊上蒙清窍，阻滞经脉有关。

秽语、咒骂、以及强迫、自闭、抑郁、精神恍惚、幻觉等怪症

所以 TS 的病因病机是：痰邪内伏，清阳不升，浊阴不降，升

百出；③症发多端，无处不到，可出现“抽动障碍、发声障碍、

降失常，气机逆乱，抽动乃作。

运动障碍、行为障碍、学习障碍、性格障碍诸多症状可从“风”

此外，气机失畅，不但会致津停成痰，血滞成瘀，而且痰

解，然而其致病因素应责之于痰”。因痰可影响气机升降和气

浊瘀血的形成还可使气机阻滞进一步加重，又易蕴热生风，因

血运行而产生多种病变。一旦痰浊形成，注于血脉，就会壅塞

而致使元神之府不但得不到气血的濡养，反受痰、瘀、风、热、

脉道，影响血流，阻滞气血运行，使脉络瘀阻。痰瘀相兼为患

浊邪的侵扰，久而诸邪交结而成难解之势，故使病情加重，缠

的病症，临床表现不但广泛，而且复杂，严重，甚至离奇怪异，

绵难愈。

所以怪病多责于痰。
1.2 脾常不足，聚湿生痰

2

辨治经验

对于本病来说，痰作为一种病理产物和致病因素，其形成

基于以上认识，运用“升清降浊”法疗 TS，并自拟“升

原因主要有：①小儿脾常不足，易为饮食所伤，或因娇惯而膏

清降浊制动汤”用于临床，方药组成：僵蚕、蝉衣、姜黄、大

梁厚味，常致胃肠积滞，升降失常，脾运失健，水谷不化精微

黄、白附子、全蝎、白芍、穿山龙、莲子心、甘草。水煎服，

而成痰浊，聚湿生痰。②小儿为“稚阴稚阳”之体，无论外感

每日一剂。升清降浊制动汤由升降散、牵正散、芍药甘草汤三

内伤，患病易从热化，而临床用药则多寒凉，易损伤脾胃，导

方化裁而成。方中升降散为升清降浊之主方，其中僵蚕清热解

致升降失常，脾虚失运，而痰浊内生。③小儿肝常有余，学业

郁，化痰熄风，为治风痰之圣药，既能升清，又能散逆浊结滞

紧张等因素均可致小儿肝气过壅或郁结，肝失其疏泄之职，气

之痰；蝉衣甘寒无毒，祛风止痉，散热解毒，姜黄善理血中之

机不畅，木犯脾土，炼液成痰，形成痰邪蕴伏之势，日久化火，

气，利肝脾而散邪；大黄力猛善走，荡涤痰浊。四药合用，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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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蝉衣升阳中之清阳，姜黄大黄降阴中之浊阴，一升一降，

诊为 TS，用氟哌啶醇治疗，症状得到控制，后因出现明显的

阴阳相配，升降并用调畅气机，通和内外，正切 TS 病机。

副作用而被迫停药，停药后上诉症状重新出现，且出现秽语，

杨栗山在描诉升降散的所治症候中说：“如肉筋惕者，苦

来求医诊治，诊见：眨眼频繁、甩头、耸肩、秽语连连，心烦

笑无常，目不能闭者，如手舞足蹈，见鬼见神，似疯癫狂祟，

易怒、坐立不安，大便干，舌红，苔薄黄，脉弦滑。诊断：TS，

但服此散，无不取效”，牵正散由白附子、全蝎、僵蚕组成，

辨证：痰火内扰，升降失常。治法：升清降浊，化痰熄风。方

功善化痰祛风，通络止痉。芍药甘草汤平肝缓急而止痉。穿山

用升清降浊制动汤加减，僵蚕 10g，蝉衣 10g，姜黄 6g，大黄

龙化痰通络，莲子心清心安神，交通心肾。全方配伍共奏升清

6g，白附子 6g，全蝎 6g，白芍 15g，穿山龙 10g，莲子心 6g，

降浊，化痰熄风，通络止痉。清心醒脑之效。升清降浊制动汤

黄连 6g，胆南星 3g，甘草 6g。7 剂，1 剂/d，水煎服。10 月

的桂心在升降散，其它均为配伍应用。然究其组方，只要是气

20 日二诊：患儿秽语消失，眨眼、甩头、耸鼻及烦躁明显减轻，

机失调，无论虚实寒热，都可以运用升降散来调节脏腑气机，

大便通畅，舌转淡红，苔薄白，脉弦。上方加柴胡 6g，大黄减

恢复阴阳气血平衡，其辨证运用的关键是气机失调，升降失常。

为 3g，再进 7 剂。10 月 27 日三诊：甩头基本消失、耸肩、眨

临症加减：①痰热重，大便干者，大黄生用量宜偏大；大

眼仍作，守法再调，方用：僵蚕 10g，蝉衣 6g，姜黄 3g，制大

便不干用（酒）大黄，且量宜小；②白芍用量宜偏大，与甘草

黄 3g，白附子 6g，全蝎 6g，柴胡 6g，白芍 15g，桔梗 6g，陈

的比例为 2∶1；③秽语重者，加黄连、胆南星以清心涤痰，咽

皮 10g，白术 15g，甘草 6g。7 剂，1 剂/d，水煎服。11 月 5

有异物者，加升麻、厚朴以增强气机升降之力；④脾虚者，去

日四诊：诸症消失，其母担心复发，要求继续服药，上方去大

大黄、莲子心加白术健脾化痰，以杜生痰之源；⑤症见阴虚阳

黄改为散剂，3g/次，2 次/d，连服 3 个月，患儿一切如常，停

亢者，加鳖甲、龟甲、龙骨、牡蛎，以育阴潜阳；⑥兼见精神

药观察，随访 2 年未见复发。

抑郁者加石菖蒲、郁金、远志以化痰开窍；⑦兼见血瘀者，加（酒）

按：患儿自幼多膏梁厚味，痰火内生，阻碍脏腑气机运行

大黄、桃仁、红花、川芎、鸡血藤等活血化瘀通络；⑧兼见气虚

而致升降失常，浊阴不降，清阳不升，痰热内扰，诸症丛生，

者，去大黄、穿山龙、莲子心，加黄芪、人参补气固本，以助气

投以升清降浊制动汤加黄连、胆南星升清降浊、清热泻火，化

机升降之力。

痰熄风，14 剂痰火得清，抽动明显减轻。三诊去黄连，胆南星、

3

穿山龙、莲子心，加桔梗、陈皮以调气机，加白术以杜生痰之

病案举例

源，7 剂诸症消失。四诊改为散剂巩固疗效而收全功。

患者甲，男，8 岁。2007 年 10 月 1 日初诊，患儿两年前
不明原因出现眨眼、耸鼻、喉中发出“吭吭”声，在当地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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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缺乳的中医辨证施治及疗效观察
Efficacy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postpartum shortage of milk by
TCM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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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产后缺乳原因，以期从身心疗法中寻找预防和治疗产后缺乳的方法，指导产妇以正确及时的方式进行
哺乳，从而提高母婴的生活质量。方法：将 2010～2012 年我院 82 例产后缺乳观察情况通过中医辨证分型，采用中医的崔乳汤及
食疗方结合中医针灸疗法，治疗产后缺乳。结果：治愈 45 例，显效 22 例，有效 12 例，无效 3 例，总有效率为 96.13%。结论：
通过中医辨证施治，采用中医中药结合中医针灸疗法治疗产后缺乳，效果较好。
【关键词】 产后缺乳；辨证施治；体会；气血虚弱型；肝郁气滞型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ason of postpartum shortage of milk, in order to find the right method for breast-feeding,
improving the life quality of mother and baby. Methods: 82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from 2010 to 2012 with postpartum shortage of milk
were treated with the TCM Cuiru decoction and therapeutic side plus acupuncture therapy. Results: 45 cases were cured, 22 cases were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effective 12 cases, 3 cases were ineffective;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96.13%. Conclusion: TCM medicine combined
with acupuncture therapy i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on treating postpartum shortage of milk.
【Keywords】 Postpartum shortage of milk; Differential treatment; Experience; Weakness of Qixue; Liver Qi stagn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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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正常产后乳汁甚少或全无称为缺乳或称乳汁不足。其病因

尿泻热）100g，佛手（行气止痛）9g，共煮汤淡食，1 次/d，

复杂，现代医学认为产妇健康和营养不良或情绪紧张、代乳品

连服 7d。

的频繁应用、哺乳方法不当、乳房刺激减少等原因均可引起乳

2.3 针灸疗法

汁分泌减少。中医认为缺乳多为产妇身体虚弱，气血化源不足，

针灸也是祖医中医治疗途径之一，通过相关穴位针灸，能

或肝气郁结、气机不畅，或气血失调、经脉涩滞，乳汁运行受阻

产生疏肝理气和舒畅气机的作用，改变了气血在经脉中的循行

所致。中医根据病因病机分为两类：气血虚弱型，肝郁气滞型。

现状，调节气血，促进血液循环，促使乳腺管的通畅，利于乳

现代医学认为产后缺乳发病率约占产妇的 20%～30%[2]。我们运

汁的排出。减少乳汁瘀积和乳房胀痛，缓解了产妇哺乳时的疼

用中医护理特点，在整体观的指导下辨证施护产后缺乳，配合

痛和害怕哺乳疼痛的心里。

治疗，效果满意。现对 2010～2012 年我院 82 例产后缺乳观察

2.3.1 体针一：取膻中、少泽、乳中、少泽、内关、太冲穴，

情况及中医辨证治疗及体会总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 82 例，均为我院中医门诊及产科住院患者，并且 24h
母婴同室相处，其中剖腹产 56 例，经阴道产 26 例；年龄最小
23 岁，最大 37 岁，平均 27.8 岁；初产妇 52 例，经产妇 30 例；
病程最短 3d，最长 60d；少乳 61 例，无乳 21 例。
1.2 诊断标准
本病的诊断较为简单，患者多为产后数天至半个月内，开

用泄法“具有舒肝解郁通络之功效”留针 30min。1 次/d，5 次
1 个疗程。
2.3.2 体针二：取膻中、乳根、脾俞、足三里穴，补泄并灸“具
有益气养血通乳之功效”留针 30min。1 次/d，5 次 1 个疗程。
3

治疗结果

3.1 疗效标准
痊愈：治疗后乳胀、乳量明显增加，新生儿完全由母乳喂
养，不添加代乳品。显效：治疗后乳量增加明显，新生儿进食

始哺乳时，乳房无胀满感觉，乳汁稀少或全无。也有产后曾正

量的 2/3 由母乳供给，余用代乳品。有效：治疗后乳量增加，

常哺乳，后因种种原因导致乳汁减少或无乳。乳房多无任何不

新生儿进食量的 1/3 由母乳供给，余用代乳品。无效：治疗后

适，也可有胀痛，或伴乳房结块。

乳量增加不明显，新生儿完全人工喂养或仅 1/3 以下的进食量

2

由母乳提供。
中医辨证治疗

3.2 治疗结果
本组 82 例，治愈 45 例，占 54.19%；显效 22 例，占 26.18%；

2.1 气血虚弱型
因产时失血耗气，气血两亏，或脾胃虚弱，气血生化不足，
乳汁化生乏源，导致乳汁甚少或全无，产妇表现为面色苍白、
胃纳不佳、气短乏力、便溏、乳房柔软、无胀痛感、舌淡少苔、

有效 12 例，
占 14.16%；
无效 3 例，
占 31.7%；
总有效率为 96.13%。
4

讨论及体会

脉象细弱。这种类型的缺乳很容易理解。治则补气养血、通络

对产后缺乳，首先应大力宣传母乳喂养的优点，认识到母

催乳。所以老百姓都有给产妇补的经验，给产妇喝汤、让产妇

乳喂养的好处，要克服畏难情绪，贵在坚持，宜应保持乐观舒

吃高蛋白高营养的食品，都是为了达到补益的目的。所以中医

畅的心情，生活规律，睡眠充足。合理安排食谱。中医学认为

食疗方法如下：猪蹄（补血、通乳、托疮）1～2 只，煮汤饮食；

乳汁为血所化，为气所统，乳血同源。乳汁的有无、多少及排

补气通乳；当归猪蹄，猪蹄一对，加当归（补血、活血）30g，

出情况均与气血有密切关系。若气血虚弱，乳汁分泌障碍，内

炖汤服；猪蹄一对，牛奶 500ml，加水，共煮烂，饮汤。1 次/d，

无乳汁可下，为真性缺乳，属虚；若乳汁来源本非缺乏，而由

连服 7d。

气机壅遏郁滞，管道不通，乳汁不能排出，为假性缺乳，属实。

2.2 肝郁气滞

故缺乳有虚有实。临床上，虚证患者常有产时失血过多等病史，

心情郁闷或暴怒，这一种类型的缺乳是大家了解较少的，

而实证患者多有情志不遂等诱因。虚证患者通常乳房柔软，乳

很容易被忽视的。患者常因产后抑郁，肝失条达，气机不畅，

汁清稀，而实证患者乳房胀硬，乳汁质地浓稠。临床通过中医

导致乳脉不通，乳汁运行不畅，因而缺乳。这种情况不是化源

辨证施治，明辨虚实，运用中医中药结合中医穴位针灸疗法，

不足，而是有乳汁，但是排出不通畅，乳房胀满、疼痛或有肿

能活血养血化瘀，通经络、下乳汁的作用。并且中医治疗具有

胸胁满闷、食少呃逆、舌质暗红、脉弦滑。临床上这样的病例

简便易行、经济有效且无不良反应的特点，且治疗期间不影响

并不少见，且呈不断上升的趋势。现在的生活条件好，因虚而

哺乳，疗效显著，是治疗产后缺乳极好方法。

致乳少的情况较少，很多患者舌苔厚腻很明显，脉也没有明显
虚象。常见患者这样自诉：“昨天穿山甲、今天王不留，早上

参考文献：

猪蹄汤、晚上鲫鱼汤。乳房胀痛特别明显，但乳汁就是下不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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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怀亮教授辨证运用小柴胡汤治疗眩晕
Clinical experience of Pro. ZHANG Huai-liang for treating dizziness with
the Xiaochaihu decoction
周 媛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河南 郑州，450000）
中图分类号：R25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3-0083-01
证型：GDA
【摘 要】 眩晕病是以头晕、眼花为主症的一类病证，患者被迫采取强迫体位。张怀亮教授集多年临床经验，辨证运用经方
小柴胡汤治疗眩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关键词】 小柴胡汤；眩晕；辨证
【Abstract】 Vertigo is a kind of disease with dizziness and giddiness. Patients were forced to take forced position. Pro. ZHANG
Huai-liang set many years of clinical experience for treating dizziness with the Xiaochaihu decoction, the effect of treatment is
significant.
【Keywords】 The Xiaochaihu decoction; Dizziness; Differenti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49
眩晕病是以头晕、眼花为主症的一类病证。以眼花、视物

足少阳之脉起于目锐眦，且胆与肝相表里，肝开窍于目，少阳

不清和昏暗发黑为眩；以视物旋转，或如天旋地转不能站立为

湿热循经上扰清窍，则头目晕眩。而：足少阳经脉，下胸中，贯

晕，因两者常同时并见，故称眩晕。临床表现为视物旋转、天

膈，络肝属胆，循胸胁，故邪郁少阳，少阳经气不利，则见胁肋

旋地转、自身翻滚、漂移等，伴恶心呕吐、面色苍白、汗出、

苦满。少阳为一阳，小阳，稚阳、嫩阳、幼阳，如日初出，不亢

[1]

乏力等，患者被迫采取强迫体位。现代医学认为 ，眩晕是由

不烈，因此其抗邪的能力也远较太阳和阳明为弱。口苦咽干目眩

于人体的平衡系统发生障碍，导致人体对空间定向的一种运动

是热郁少阳胆腑之象。胆腑藏精汁，主疏泄，寄相火，邪入胆腑，

性幻觉。患者十分痛苦，急于寻求能够控制病情的方法。张怀

邪气从阳化热，胆热蒸迫精汁上溢，则口苦；郁火伤津，则咽干。

亮教授集多年临床经验，辨证运用经方小柴胡汤治疗眩晕，每

少阳受邪，胆腑气郁，疏泄失司，情志不爽，故则出现了

见奇效，现将临证所见，供诸同道，以期尽快解除患者病痛，

情绪低落，精神抑郁，心中不爽快的感觉。木郁土壅，脾胃纳

共同提高中医临床疗效。

化呆滞，古见不欲饮食。少阳胆腑内寄相火，感邪则气郁，气

1

典型案例
患者甲，46 岁，2012 年 12 月 17 日初诊。头晕，视物旋

郁则化火，足少阳经别过心脏，胆腑郁火循经上扰心神，则见
心烦。少阳不和，胆热犯胃，胃气上逆，则见多呕。邪入少阳，
少阳主枢，其气畏郁，当以和解为治，汗吐下诸法皆属禁忌。

转，恶心，呕吐，呕吐物为少量为内容物，口苦、心烦痛苦、

其病机总由少阳经腑受邪，枢机不利而致，而小柴胡汤和

胁肋满闷不适、心悸，四肢困重，纳差，舌质红，苔黄厚，脉

枢机，解郁热，达三焦，畅气机，攻补兼施，枢机运转，气机

弦滑。测血压 126/76mmHg。心电图提示：正常。患者既往发

畅达，诸证则愈。

现时有血压升高、有高脂血症病史，均未予重视未做治疗。辨
证：湿热上扰，蒙蔽清阳。治疗以小柴胡汤。组成：柴胡 10g，

4

体

会

黄芩 9g，茯苓 15g，党参 15g，半夏 30g，甘草 6g，生姜 3 片，

张怀亮教授临证时辨证准确，立方谨严，药效明朗，不仅

大枣 5 枚。1 剂/d，水煎服。口服中药 1 付/d，分早晚 2 次温服。

对于常见病、多发病运用中医辨证治疗收效满意，而且对于一

经口服治疗 7 付，眩晕症状消失，恢复正常生活及工作，临床

些复杂、疑难病也每获奇效。要求我们重视和加强中医经典的

痊愈。随访 6 个月未复发。

学习，训练临床思维方法，夯实中医基本功底，提高辨证论治

2

小柴胡汤的方义分析

水平。《内经》云：“言病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疾病的疗
效不好，是我们对辨证施治的真谛尚未认识，小柴胡汤为经典

柴胡：解经邪，舒气郁，达三焦。黄芩：清胆热，清郁火

名方，我们怎么去运用它发挥更好的疗效，今书张怀亮教授辨

《神农本草经》：柴胡“主心肺胃中结气，饮食积聚，寒热邪

证运用小柴胡汤治疗眩晕进行分析，以期能对中医临床辨证的

气，推陈致新。
”开郁畅气，疏利肝胆，通利六腑，推陈致新，

准确性和针对性达重要的启示作用。

有达木郁发火郁之效。①半夏、生姜：辛散助柴胡以解郁；②
化痰消饮去水；③和胃降逆止呕。人参、甘草、大枣：③助少

参考文献：

阳正气以祛邪；④补太阴正气，防止邪传太阴。

[1]粟秀初,黄如训.眩晕[M].重庆: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2008:169

3

作者简介：

病机分析
歌曰“痰火令人头转旋，气虚血失每头眩；风寒暑湿乘虚

致，识得其机可望痊”
。
《伤寒论》
：
“少阳之为病，口苦咽干目眩也”
。

周媛，通讯作者，单位：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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炙甘草汤加减治疗气阴两虚型心悸 26 例
Clinical effect of Zhigancao decoction on treating 26 cases of
Qi and Yin deficiency type palpitations
孙玉洁 1 朱明军 2 张文举 3
（1.河南中医学院 2010 级中医内科学研究生，河南 郑州，450000；2.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河南 郑州，450000；
3.河南中医学院 2011 级中医骨伤科学研究生，河南 郑州，450000）
中图分类号：R25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3-0084-02

证型：GB

【摘 要】 目的：探讨炙甘草汤加减治疗气阴两虚型心悸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气阴两虚型心悸患者 26 例，给予口服炙
甘草汤加减，1 剂/d，分早晚 2 次空腹温服。结果：经过治疗，26 例患者，痊愈 5 例，显效 10 例，有效 9 例，无效 2 例，总有效
率 92.3%。结论：炙甘草汤治疗心悸疗效肯定，值得进一步推广。
【关键词】 炙甘草汤；心悸；气阴两虚；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effect of the Zhigancao decoction on treating 26 cases of Qi and Yin deficiency type
palpitations. Methods: 26 cases were given Zhigancao decoction. One potion per day. Twice for a potion. Taking with fasting plasma and
warming. Results: 5 cases were cured. 10 cases were markedly effective. 9 cases were effective. 2 cases were ineffective.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92.3%. Conclusion: The Zhigancao decoction has an exact effect on treating palpitations and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Zhigancao decoction; Palpitations; Qi and Yin deficiency;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50
心悸指患者自觉心中悸动不已，惊惕不安，甚或不能自主
的一类病症，临床一般多呈发作性，多因情志不遂或过度劳累

用药方法：①将 1 剂药放入砂锅中，加 3 碗凉水，浸泡 30min；
②用大火煎煮 10min，即调小火煎煮 20min，然后将药滤出；

而诱发，常伴胸闷、气短、失眠、健忘、眩晕、耳鸣等症。病

③再往砂锅中加入 2 碗开水，用大火煎煮 10min，再用小火煎

情较轻者为惊悸，病情较重者为怔忡。在临床上，心悸既是一

煮 20min，然后滤出；④两药汁混合在一起，约 400ml，分早、

种独立疾病，又是多种疾病临床表现之一。类似于西医心脏神

晚两次空腹温服。

经官能症、冠心病、心律失常等。故本病病因，不离于心又不

1.4 疗效判定标准

[1]

依据 2002 年卫生部制定发布的《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

止于心 ，中医药治疗心悸优势独特，结合舌苔、脉象，辨证
论治。2012 年 9 月～2013 年 2 月，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

原则》中有关“心悸”的疗效判断标准[3]：①痊愈：临床症状、

院心血管科门诊采用炙甘草汤加减治疗气阴两虚型心悸患者

体征消失或基本消失，中医症候积分减少达 95%以上；②显效：

26 例，取得了良好的疗效。

临床症状、体征明显改善，中医症候积分减少达 70%以上，且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2 年 9 月～2013 年 2 月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
院心血管科门诊气阴两虚型心悸患者 26 例，其中，男 15 例，

在 95%以下；③有效：临床症状、体征改善，中医症候积分减
少达 30%以上，且在 70%以下；④无效：临床症状、体征未改
善，中医症候积分减少在 30%以下。
2

女 11 例；年龄 21～75 岁，平均年龄 49.6 岁；病程 1 周～15
年，平均 4.6 年。
1.2 诊断标准
中医诊断标准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2]：患
者症见心悸、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动则悸发、舌质淡红、脉

结

果

本组 26 例患者，痊愈 5 例（19.2%）
，显效 10 例（38.5%）
，
有效 9 例（34.6%）
，无效 2 例（7.7%）
，总有效率 92.3%。
3

讨

论

心悸，其症状最早可见于《内经》，《素问·痹论篇》言：

结代或细弱等，辨证为气阴两虚证。

“脉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心……心痹者，脉不通，烦则

1.3 治疗方法

心下鼓，暴上气而喘，嗌干善噫，厥气上则恐。”其病名首见

给予炙甘草汤加减。方药组成：炙甘草 20g，桂枝 10g，

于医圣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和《伤寒论》，称为“心下悸”、

党参 10g，生地黄 10g，阿胶 10g，麦冬 15g，麻仁 10g，生姜

“心动悸”
、
“心中悸”和“惊悸”等。心悸病机不外：气血阴

10g，大枣 5g，熟地黄 10g，丹参 30g，甘松 10g，葛根 10g。

阳亏虚，心失所养和邪扰心神，心神不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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炙甘草汤首先记载于东汉张仲景的《伤寒论·辨太阳病脉

[5]熊曼琪.伤寒论[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3:123-124

“伤寒，脉结代，心动悸，炙甘
证并治下》[5]，第 177 条曰：

[6]黄帝内经素问[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188

草汤主之。”方中重用生、熟地黄滋阴养血，为君药；配伍炙

[7]陶弘景.名医别录[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28

甘草、党参、甘松、葛根、大枣益心气、补脾气，以资气血生

[8]王宏利.炙甘草汤治疗冠心病心律失常 48 例[J].光明医,2009,24(12):2275

化之源；阿胶、麦冬、丹参、火麻仁滋心阴，养心血、充血脉，
共为臣药；佐以生姜、桂枝辛行温通，诸厚味滋腻之品得姜、
桂则滋而不腻。诸药合用，滋而不腻，温而不燥，使气血充足，

作者简介：
孙玉洁，女，河南中医学院 2012 级中医内科学研究生。
朱明军，男，通讯作者，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河南省

阴阳调和，则心动悸、脉结代，皆得其平。
[6]

《素问 • 至真要大论》谓： “谨守病机，各司其属”。

优秀专家。担任河南中医学院国家级重点心血管专科学科带头人，中国中

成书于南朝的《名医别录》中则记载了甘草[7]“通经脉，利血

西医结合学会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血栓病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

气”的作用。现代研究表明，炙甘草汤具有明显的正性肌力、

结合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医师分会

抗早搏作用，尚可增加冠脉血流量、改善心肌缺血、提高心肌

心血管病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介入心脏病学专家委员

[8]

会副主任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心病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心

耐缺氧能力 。

血管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等。主要围绕心衰的病机、证候规律、治疗方案、

参考文献：

疗效评价、模型建立、作用机制，中医药对心肌电生理的作用机制，中医

[1]谢胜伟,陈美华.辨治心悸经验撷菁[J].福建中医药,2009,40(1):56-57

药抗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机制等方面开展研究。主持和参加省部级以上科

[2]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S].北京:中国医药科技

研项目 14 项，主持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1 项，国家自然基金项目 1 项，

出版社,2002:68-69

省部级项目 2 项。获科技成果 14 项；其中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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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步一等奖 1 项，省部级科技成果 3 项，研制获得新药临床研究批件 1 个。

社,2002:185-187

获专利 2 项。共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参编专著 6 部。

[4]王闻娜,丁碧云.中医药治疗心悸的临床研究进展[J].亚太传统医药,2009,

张文举，男，河南中医学院 2011 级中医骨伤科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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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中益气汤治疗反复呼吸道感染临床分析
Clinical analysis on treating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with
the Buzhong Yiqi decoction
莫冰泉 刘小琼 叶巧仪
（东莞市塘厦医院，广东 东莞，523721）
中图分类号：R25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3-0085-02

证型：IBD

【摘 要】 目的：观察两种方案治疗反复呼吸道感染的临床疗效。方法：2009 年 5 月～2011 年 5 月反复呼吸道感染的 60
例受试者，将以上患者随机分为两组。两组患者缓解期采取常规的预防措施，急性期采取对照组：常规的西药对症治疗，治疗组：
常规的西药对症治疗＋补中益气汤辨证治疗。结果：治疗组临床症状的改善优于对照组，治疗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两种方案治疗反复呼吸道感染均有疗效，对照组治疗作用缓慢，治疗组治疗作用快且作用持久，可有
效治疗患者的反复呼吸道感染，值得临床上推广应用。
【关键词】 补中益气汤；辨证治疗；反复呼吸道感染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of two schemes on treating recurrent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s.
Methods: From May 2009 to May 2011 repeated respiratory infection of 60 subjects, the more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remission routine preventive measures, and acute phase take control: the conventional modern
medicine symptomatic treatment, treatment group: the conventional modern medicine symptomatic treatment combined with Buzhong Yiqi
decoctio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Results: The improvement of clinical symptoms of treatment group was better than
control group.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reatment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two schemes have curative effect, treatment of recurrent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control group therapy effect
is slow, fast and effect in treatment group, can be effective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recurrent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Buzhong Yiqi decoction; Dialectical treatment; Repeated respiratory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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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呼吸道感染常常在 1 年内高达 8～10 次以上的呼吸道

将以上患者随机分为两个治疗组。中药组治以补中益气汤

感染情况。目前针对反复呼吸道感染常见的发病机制多为机体

加减。基本方：黄芪 18g，人参 6g，白术 6g，灸甘草 9g，当归

免疫功能下降、肾气不足、老年人护理不当导致脾气虚弱、居

6g，陈皮 6g，升麻 6g，柴胡 6g，橘皮 6g。加减辨证应用：鼻

住环境阴冷潮湿等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反复呼吸道感

痒喷嚏者加辛夷花 10g，苍耳子 10g，咽痒加僵蚕 15g，痉咳者

[1]

染如果治疗失当严重的会影响患者的心脏、肾脏 。引起患者

加钩藤 12g，咽痛加牛蒡子 8g，连翘 5g。1 剂/d，100ml/剂，早

反复呼吸道感染病因病机目前还不能确定，免疫功能下降是被

晚分服。对照组给予口服富马酸酮替芬片，患者 1 片/次，2 次。

公认的因素，更多的临床实践证明，临床单纯采取西药的对症

两组疗程为 1 个月。对照组：常规的西药对症治疗；治疗组：

治疗，疗效很不满意。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补中益气汤辨证治疗＋常规的西药对症治疗。

1

1.3 评价标准

资料与方法

疗效判断标准:治愈：停药后 1 年以上未发生呼吸道疾病；

1.1 一般资料

显效：上呼吸道感染次数减少，病程缩短；临床症状减轻，有

选取 2009 年 5 月～2011 年 5 月反复呼吸道感染的 60 例受

效：呼吸道感染的次数少于一半，发作时病程缩短，临床症状

试者，将以上患者随机分为两个治疗组。患者年龄在 65～80

减轻；无效：治疗后没有任何改善。

岁之间，体重在 45～60kg 之间。排除检查有明显心肺、肝肾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5.0 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采用（ x ± s ）表示，

等功能异常患者，排除有凝血功能异常及血栓严重患者，两组
患者在基本资料方面经统计学比较，诊断的标准参照《中医内
科学》：急性发作期指的是患者出现上感、气管炎、大叶性肺
炎等等，同时每位受试者均签定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因疾

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治疗组临床症状的改善优于对照组，治疗组总有效率高于

病或其他原因中断治疗；失访。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1.2 治疗用药
表 1

3

果

两组治疗疗效评价比较 [n（%）]
组别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n=30 例）

5（16.7）

11（36.7）

10（33.3）

4（13.3）

26（86.7）

治疗组（n=30 例）

8（26.7）

10（33.3）

10（33.3）

2（6.7）

28（93.3）

讨

论

在我国，随着医学技术不断的进步，研究人员对患者反复

当归补血，陈皮理气化痰，升麻、柴胡升腾清阳之气。所以补
中益气汤有补中益气，甘温除热的功效[5-6]。
本试验的研究证明：治疗组临床症状的改善优于对照组，

呼吸道感染的病因、病机深入研究，而且相关的药物不断的更
新。为了取得最大疗效，驱使人们寻求联合治疗或序贯治疗的
方法来防治反复呼吸道感染。中医中药是当今循证医学研究最
全面、临床疗效最确切和应用面最广泛，副作用最小的药物，
可用于各种类型的呼吸道的治疗[2]。
“反复呼吸道感染”的祖国医有着自己独到的认识，在中
医治疗中，临床多从肺肾治疗，缓解期侧重于培补脾胃[3]。肺
卫不固，六淫之邪入侵，肺卫娇脏，最易感邪犯病，邪气不除，
常缠绵于体内，导致咳嗽，发热，气喘等等一系列的呼吸道疾
病。肾气虚弱，照顾不当极易导致抵抗力低下，扰乱患者的机
体内环境，削弱机体抵抗力，所以机体反复感染，又由于肺卫
虚表不固，易遭邪侵，机体无力驱邪外出，久而久之病邪则由
表及里，损及肾气，最终肾肺不足，疾病经久不愈，导致了患
者反复的呼吸道感染不愈。而且中医治疗反复呼吸道感染有着
自己独特的见解，在临床疗效方面也是用事实说话的，中医治
疗不但治标，同样治本[4]。
补中益气汤源于《脾胃论》[3]该方的组成是由黄芪、人参、

治疗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两种方案治疗反复呼吸道感染均有疗效，对照组治疗作用缓
慢，治疗组治疗作用快且作用持久，值得临床上借鉴。
参考文献：
[1]侯辉.补中益气汤在临床应用中的体会[J].中国民族民间医药,2010,13(8):
108
[2]虞坚尔,陈慕涵.补肾固表方对肺肾两虚小鼠模型免疫功能的影响[J].上海
中医药大学学报,2000,12(14):35-37
[3]侯辉.补中益气汤在临床应用中的体会[J].中国民族民间医药,2010,10(26):
107-108
[4]韩新峰,田元生,何英,等.中医常见病诊疗常规[M].郑州:河南医科大学出
版社,2008,6(6):23-24
[5]叶仁高.内科学[M].5 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3-6
[6]谢同炳.发锌与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关系探讨[J].蚌埠医学院学报,2000,8(2):
83-84

白术、当归、陈皮、升麻、柴胡、炙甘草组成，方中黄芪补气
以固卫表，人参、甘草补益脾胃，调和诸药，白术健脾益气，

编辑：赵玉娟 编号：EA-130122489（修回：2013-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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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晞星运用苓桂术甘汤治疗痰饮病验案 3 则
Experience of WANG Xi-xing for treating 3 cases of phlegm retention with
the Linggui Zhugan decoction
赵一举 王晞星
（山西省中医院，山西 太原，03000）
中图分类号：R25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3-0087-02

证型：IBD

【摘 要】 文章列举了王晞星教授运用苓桂术甘汤治疗痰饮病的 3 则验案。苓桂术甘汤有温阳化饮，健脾利湿之功效，加减
治疗痰饮病，疗效显著，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苓桂术甘汤；痰饮；验案
【Abstract】 The author recorded the experience from Professor WANG Xi-xing for treating 3 cases of phlegm retention with the
Linggui Zhugan decoction. Wenyang Huayin, Jianpi Lishi. The decoction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reating phlegm retention,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The Linggui Zhugan decoction; Phlegm retention; Proved cas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52
导师王晞星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第四批全

按：王老师指出，患者久病体虚，不耐攻伐，首次给予清

国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指导老师，行医二十余载，学验俱丰，

热化痰，如体格壮实之人便可凑效，然患者主证缓解，但出现

善用经方诊治杂病，常获良效。笔者有幸，从师侍诊，现举验

脘腹冷痛，大便稀，为伤及脾胃之侯。后方认为患者虽然舌苔

案 3 则介绍如下。

黄，但脉弦细，结合病史，辩为本虚标实之证，宗仲景“病痰

百病皆有痰作祟，痰饮致病症状复杂，证候多变。苓桂术
甘汤为《金贵要略》之方剂，原方主治，中阳不足之痰饮。王
老师根据其温阳化饮，健脾利湿之功效，临证加减，用于治疗
本因脾虚不运，中阳不足，痰饮流注三焦脏腑，气化不利之痰

饮者，当以温药和之”选“苓桂术甘汤”为主，佐使清热化痰
药，标本兼治，祛邪而不伤正，获良效。
2

患者乙，女，52 岁，2012 年 8 月 5 日就诊。患者以不欲

饮，每获良效。
1

饮停胸肺

饮流胃肠

饮食 1 月来诊，曾服健脾丸、山楂片等中药效差，详细询问病
史，患者述每至夜间临睡之时自觉腹中肠鸣如气过水声，漉漉

患者甲，男，65 岁，2012 年 8 月 16 日就诊。患者系肺腺

作响，得矢气或大便后消失。其大便溏结不调，舌质淡紫，苔

癌 5 年，多周期化疗后，分子靶向治疗失败后，慢性阻塞性肺

薄白中间略黄，脉滑细。证属中阳不足，饮流胃肠。治以健脾

疾病 10 余年伴肺不张。来诊时症见：气短，活动后加重，需

化饮，拟苓桂术甘汤加减，药用：茯苓 20g，桂枝 10g，炒白

低流量吸氧维持，咳嗽，咳吐大量黄稀痰，纳眠尚可，二便调，

术 15g，陈皮 10g，党参 15g，炒薏仁 20g，泽泻 10g，砂仁 10g，

舌质淡红，苔薄黄，脉弦滑。听诊，左肺呼吸音弱，右肺满肺

谷麦芽 15g，补骨脂 10g，山药 15g，甘草 6g，服药 7 剂后患

痰鸣音，心率 100 次/min。血常规回示：WBC：21.0×109/L，

者临睡时肠鸣症状基本消失，大便基本成型，食欲稍好转。上

NE%：89%。隧给予对症化痰，抗感染治疗。中医四诊合参辨

方去泽泻、补骨脂，加焦山楂 10g，鸡内金 10g，继服 7 剂，

证为：痰热蕴肺。治以：清热化痰。方药：胆南星 6g，瓜蒌

饮食如常。

10g，半夏 10g，芦根 15g，生薏仁 20g，浙贝母 20g，枳壳 10g，

按：王老师认为，该患者水走肠间沥沥有声，为脾失运化，

陈皮 10g，黄芩 10g，桔梗 10g，地龙 15g，甘草 6g。1 剂/d，

饮流胃肠，饮为阴邪，趋下伤阳，每至夜间得天之阴气而发，

服 4 剂后患者自述：咳嗽咳痰稍缓解，纳少，大便稀，脘腹冷

治疗时稍稍益火补土，脾肾同调，使痰饮得化。

痛。观其舌脉，舌质淡红，苔薄黄，脉弦细。辨证：脾失运化，
痰饮内生。方取苓桂术甘汤意，温化痰饮，方药如下：茯苓 20g，
桂枝 10g，白术 15g，生薏仁 15g，桔梗 10g，陈皮 10g，浙贝

3

饮流下焦
患者丙，女，51 岁，主因小腹部憋胀 2 月来诊，患者 2

母 15g，金荞麦 15g，地龙 15g，僵蚕 10g，砂仁 10g，芦根 15g，

个月来无明显原因出现小腹部憋胀，小便不畅，无膀胱刺激征，

甘草 10g，1 剂/d 服药 3 剂后，患者咳吐大量白色大量粘痰，

腹部彩超未见异常。腹部体格检查未见异常体征。舌质胖，苔

继服 4 剂，患者咳吐念痰症状明显缓解，可短暂离开吸氧活动，

白厚，脉沉细。辨证：脾肾阳虚，气化不利。治以：健脾温肾，

双肺听诊痰鸣音减少，脘腹冷痛及大便稀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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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护理应用于糖尿病足溃疡的
临床护理体会
Clinical experience for caring for diabetic foot ulcers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care
宋田芸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中医医院，山东 淄博，25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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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中西医结合护理应用于糖尿病足溃疡的临床体会。方法：将 68 例糖尿病足溃疡患者随机分成观察组
和对照组，每组 34 例，两组均采取常规护理措施，观察组联合中药泡足及穴位按摩，4 周后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疗效。结果：观察
组总有效率 91.2%，明显优于对照组的 76.6%（P<0.05）
。结论：中西医结合护理糖尿病足溃疡具有明显优势，可明显提高疗效，
改善预后。
【关键词】 中西医结合护理；糖尿病足溃疡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experience of diabetic foot ulcers with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nursing. Methods: 68
patients with diabetic foot ulcer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34 for each group. Both of the two
groups were given routine nursing measures,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TCM medicine bubble foot massage and acupuncture
points. The clinical efficacy was compared after 4 week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1.2%, 76.6%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nursing of diabetic foot ulcer has obvious advantage,
coul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curative effect and the prognosis.
【Keywords】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nursing; Diabetic foot ulcer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53
糖尿病足系糖尿病患者的严重并发症，表现为足部麻木、

丹红注射液促进末梢血液循环；对照组患者采取常规护理方

间歇性跛行、溃疡及感染，严重时可导致截肢。我院内科在 2011

法，观察组患者采取中西医结合护理方法。

年 9 月～2012 年 8 月期间，对收治的 68 例糖尿病足溃疡患者

1.2.1 对照组

分别采取了中西医结合护理及常规护理措施，现将结果报告如

1.2.1.1 心理护理

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糖尿病足患者都有多年的糖尿病病史，心理压力和经济负
担较重，加之糖尿病足导致行走不便，又惧怕截肢，患者常有
焦虑、悲观失望等不良情绪，致使血糖控制不佳，影响溃疡愈
合。护士应与患者多沟通，生活方面尽可能提供帮助，随时解

我院内科 2011 年 9 月～2012 年 8 月收住院糖尿病足患者

答患者的疑问，尽量满足其心理需求，积极疏导不良情绪。鼓

68 例，均在足趾、足跟或足背等部位有不同面积的溃疡，伴麻

励患者的亲朋好友关心、安慰患者，提供强有力的心理支持。

木、痛觉减退及间歇性跛行。包括男 38 例，女 30 例，年龄介

护士应及时将溃疡面好转的信息传递给患者，讲解治愈的病

于 41～73 岁之间，平均（56.4±6.2）岁；糖尿病病史 4～20 年，

例，使其树立信心，保持情绪稳定。

平均（8.5±5.3）年；溃疡面积（0.7×1.2）～（6.2×4.7）cm2；

1.2.1.2 饮食护理

溃疡时间 13d～3.5 个月，平均（24.5±6.5）d；空腹血糖 7.9～

合理的饮食控制可有助于控制血糖、改善预后，护士要耐

22.6mmol/L，平均（15.3±7.1）mmol/L；Wagner 分级：1 级 18

心向患者和家属讲解饮食控制的重要意义，按照患者的口味以

例，2 级 24 例，3 级 16 例，4 级 10 例。68 例患者按入院时间

及活动量、血糖等，在控制总热量及营养合理的基础上，与患

先后随机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34 例。两组患者溃疡部位、

者一起制定符合饮食要求且患者易接受的食谱。1 日 3 餐热量

面积及病情分级等一般资料比较无差异（P>0.05）
。

应合理分配，早餐占 1/5，中餐、晚餐各占 2/5 为宜，营养合理

1.2 护理方法

搭配，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及脂肪所占热量比例分别占 50%～

两组患者均采取口服降血糖药物或皮下注射胰岛素控制

60%、20%～25%及 20%～25%为宜。强调戒烟酒的重要性，

血糖，Wagner 分级 2 级及以上患者应合理选择敏感抗生素抗感

告知患者注射胰岛素后 30min 必须进食，以防发生低血糖。

染，同时给予甲钴胺、谷维素等药物口服以营养神经等，静滴

1.2.1.3 糖尿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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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应利用一切时间向患者进行糖尿病教育，讲解 2 型糖
尿病的相关知识，讲解糖尿病足的发生机理，让患者认识到血
糖控制不佳会加重糖尿病足的病变，血糖控制良好则有助于患

-89（ x ± s ）表示，行 t 检验，计数资料用%表示，行 x2 检验。
2

适度运动有助于改善微循环，降低血糖，促进溃疡愈合。

组总有效率 76.5%，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见表 1。
表 1 两组疗效比较 [n（%）]

血糖过高或溃疡严重者暂不宜运动，可由护士协助患肢运动，
2～3 次/d，按摩受压部位，并指导患者于床边做提足活动，2～
3 次/d，5min/次。血糖稳定或溃疡较轻者可在护士指导下进行
“毕格尔”运动[1]：患者平卧，患肢抬高 45°，维持 1～2min，
轻轻放平，反复 5～10 次；患足向多个方向轮流活动，2 次/d，
5min/次。溃疡即将痊愈前，可指导患者下床活动，如原地进行
甩腿锻炼，直至步行，不宜过劳。运动宜在饭后 1h 进行，以
免引起运动性低血糖。
1.2.1.5 创面处理
若溃疡创面表浅且无分泌物，可用山莨菪碱注射液 10mg
和短效胰岛素 8～12U 混合后湿敷；若溃疡创面有较多分泌物，
可用 0.9%盐水和 3%双氧水交替清洗创面，
然后用庆大霉素 8～
24 万 U、山莨菪碱注射液 10～15mg、短效胰岛素 8～20U 和
少许 0.9%盐水混合后湿敷创面，无菌纱布覆盖包扎。若溃疡较
深，创面有较多坏死组织及脓液，应先行清创或切开引流，再
使用上述处理方法，1～2 次/d。
1.2.2 观察组
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中药泡足及穴位按摩。
1.2.2.1 中药泡足
取大黄 30g，毛冬青 30g，丹参 25g，红花 25g，乳香 20g，
没药 20g，
将诸药浸泡于 2500ml 水内 30min 后文火煎煮 20min。
药液 38℃～40℃时开始泡足，药液应高于踝关节以上，为保持
药液温度，泡足过程中可加适量热水，但谨防烫伤。1 次/d，
30min/次，泡足结束后，用软布擦干。
1.2.2.2 穴位按摩
护士坐于患者床尾，患足下置软垫，取患足涌泉、太白、

果

4 周后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观察组总有效率 91.2%，对照

足康复，提高其治疗的依从性。
1.2.1.4 运动指导

结

组别

例数

治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

34

20

11

3

31（91.2）*

对照组

34

12

14

8

26（76.5）

*

注： P<0.05。

3

讨

论

现代医学认为，糖尿病足系下肢远端末梢神经与血管病
变、血液黏稠度增高及感染等多种病理性因素所致[2]。祖国医
学认为，消渴日久必致气阴两虚，气为血之帅，气虚则无力推
动血行，致瘀阻脉络，肢端无血为养，加之湿热下注，热毒蕴
结，故发为坏疽。两组患者均实施常规护理，通过心理护理可
帮助患者及时疏导不良情绪，避免情绪波动影响血糖的控制，
通过饮食护理可使患者在控制总热量的同时保证合理营养，通
过运动指导可帮助患者掌握科学运动方法，有助于增强体质，
促进血液循环等等。观察组用于泡足的中药方中，大黄清热解
毒，丹参、红花活血化瘀，毛冬青活血通脉，适宜的温度还有
热疗的功能，可促进血流加速，血管舒张，药物可通过皮肤直
接吸收[3]，从而发挥活血化瘀、通脉止痛的作用；穴位按摩通
过刺激穴位，在舒筋活血的同时，还能充分调动机体正气，多
种方法可发挥协同作用而提高疗效。
本结果表明，观察组采用中西医结合护理糖尿病足溃疡，
总有效率为 91.2%，明显优于对照组的 76.5%，可见中西医结
合护理应用于糖尿病足溃疡具有明显优势，可明显提高疗效，
改善预后，是一种值得临床推广的有效护理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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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疗效标准

17(8):70-71

溃疡创面基本修复为治愈；溃疡面积变浅并缩小且无渗液
为有效；溃疡创面无改变甚至加重为无效。
1.4 统计学分析
全 部 数 据 使 用 SPSS13.5 软件 进 行 分 析 ， 计 量资 料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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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阳化气。方药：炒白术 15g，茯苓 20g，干姜 10g，肉桂 3g，

疗时仍以温化为主，改桂枝为肉桂，以补肾阳，佐以通利之品，

怀牛膝 15g，炒山药 15g，炒薏仁 15g，通草 10g，甘草 6g，服

标本兼顾，而取良效。

药 7 剂，患者自述症状明显缓解，继服 5 剂，疾病痊愈。
按：王老师指出，本证由于痰饮不化，流注下焦，伤及肾
阳。“膀胱者州渎之官，津液藏也，气化则能出也”膀胱之气

作者简介：
赵一举（1987-），男，在读硕士研究生。

化，全赖于肾阳蒸腾作用，肾阳不足，蒸腾无权，气化不利，
津液既不能上承，亦无出路，固见排尿不畅，小腹部憋胀。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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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治疗泌尿系结石护理体会
Nursing experience for treating urinary calculi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侯东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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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如何进行中西医治疗泌尿系统结石护理。方法：对我院自 2010 年 6 月～2012 年 6 月收治的 123 例患
者临床治疗与护理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和研究。结果：本院收治的 123 例患者治疗有效率为 83.3%。结论：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
式对泌尿系统结石患者进行治疗和护理，效果良好。
【关键词】 中西医；泌尿系统结石；护理研究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tegrative medical treatment of urinary tract stones. Methods: From June 2010 to June
2012, 123 patients were admitted to the clinical treatment and care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and studied. Results: The efficiency was
83.3%. Conclusion: Integrative medical treatment and care for urinary stones patients have a good effect.
【Keywords】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Urolithiasis; Nursing research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54
泌尿系统结石多见于膀胱和肾部，包括尿道结石、膀胱结

对于出现急性绞痛患者，给予注射阿托品 50mg，杜冷丁

石、输尿管结石、肾结石。在临床治疗上绝大多数患者有肾绞

50mg，或者使用维生素 K38mg 进行三足里封闭，患者疼痛症

痛症状，在我国中医学里称为“石淋”
。我院自 2010 年 6 月～

状即可得到缓解。通常情况下可以每天 2 次肌肉注射黄体酮

2012 年 6 月共收治了 123 例泌尿系统结石患者，全部使用中西

20mg；对于出现恶心、呕吐的患者，每天 2 次肌肉注射胃复安

医结合的方法进行治疗和护理，先将具体情况汇报如下。

10mg。

1

2

资料与方法

结石患者中，86 例为男性患者，37 例为女性患者，平均年龄
为 40.2 岁，年龄最大为 60 岁，年龄最小为 15 岁；发病时间最
长的为 3 年，最短的为 3d。9 例患者为膀胱结石，89 例患者为
输尿管结石，25 例患者为肾结石；最大结石为 1.6cm×2.5cm。
1.2 患者临床表现
本院收治的 123 例患者均出现腰部、腹部绞痛或者疼痛，

果

本院收治的 123 例患者中，22 例患者治疗无效，38 例患

1.1 一般资料
我院自 2012 年 6 月～2012 年 6 月收治的 123 例泌尿系统

结

者病情出现好转，63 例患者得到治愈，治愈有效率为 83.3%。
3

患者护理研究

3.1 体位排石护理
依据患者结石的大小以及出现部位的不同，在服用药物以
后运用不同的体位可使结石排出。对于输尿管上段、肾盂、肾
盏出现结石的，可以采用脚低、头高位，垫高患者的背部和头

现镜下血尿或肉眼血尿；出现疼痛症状时常见有呕吐、恶心等，

部、患者侧卧床上，而且要是床面与身体呈 30°角，这么做可

若出现感染情况，则出现尿痛、尿急、尿频、恶寒、发热等症

以患者结石在自身重力作用下向下移动、最后排出体外；若患

状。肾结石患者的疼痛多见于上腹部或者腰部，沿着输尿管呈

者没有出现绞痛、血尿等并发症，也可以配合进行跳跃运动，

现放射性疼痛；输尿管结石患者疼痛多见于下腹部，向着腹股

通常情况下采用单腿跳跃具有良好的效果，它通过提高体内结

沟、大腿内侧、外生殖器放射；膀胱结石患者的疼痛多见于下

石的活动度和震动力，进而促进结石的排出。若患者右肾出现

腹部，向着阴茎或者阴部放射；所有患者均井静脉肾盂造影或

结石则应取左卧位，若患者左肾出现结石则应取右卧位，并用

者 B 超检查确诊。

手轻轻的叩打肾区，这样有助于结石因发生松动而排到输尿管

1.3 患者的治疗

内，进而排出体外。对于肾下盏出现结石的患者，在其自身病

1.3.1 中医治疗方法

情和体力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采用脚高、头低位，也就是患者

泌尿系统结石治疗以理气止痛、利尿通淋、清热利湿、消

取倒立位。这时床面与患者的肾纵轴呈大约 45°，每天应倒立

石排石为主。方剂为：甘草 10g，虎杖 10g，麦芽 12g，山楂

3 次左右，每次需要坚持 15min 以上，这么做有助于结石的排

12g，白术 10g，白芍 15g，鸡内金 10g，茯苓 12g，金钱草 30g，

出。若患者结石出现在输尿管以下，可依据患者自身情况进行

郁金 10g，枳实 10g，柴胡 10g，1 付/d 汤药，早晚各服用 1 次，

单腿跳跃，若结石患者的肾功能不良，则不可进行跳跃运动。

以 7d 为 1 个疗程。

3.2 患者的饮食护理

1.3.2 西医治疗方法

从中医学的角度讲，“石淋”是因患者饮食不节或者外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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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热，进而使得湿热内生等导致湿热蕴结下焦、煎熬尿液，进

间和次数进行观察记录，对患者肾功能受损情况进行动态监

而形成结石。为此，结石患者应当注意保持良好的心情，养成

测，以便能够对患者在治疗期间可能出现的急性尿潴留以及尿

良好的作息习惯，每天多饮水以便达到稀释尿液的作用，降低

道梗阻等病症进行观察，进而采取适当的措施进行处理。

尿盐沉淀的发生；每天多食用新鲜的水果和蔬菜，不仅能够加

3.4 结石患者并发症的护理

大尿液量，而且可以提高输尿管的蠕动，大量的尿液有助于将

在排石过程中，因结石在体内移动会使患者出现绞痛，甚

结石排出体外，有助于尿道结石、膀胱结石患者的康复。通过

至会导致粘膜受损进而出现血尿现象，这时医护人员需要向患

试验研究表明，金钱草、黑木耳有助于胆结石以及膀胱结石的

者解释出现血尿和绞痛的原因，进而消除患者的疑虑。当体积

溶解，核桃仁可以使尿液发生酸化进而产生溶解结石的作用。

较大的结石进入输尿管后，就会导致尿路出现梗阻，严重时可

每天多食用这些东西可以预防结石的出现，不要使用辛辣、煎

能导致尿毒症的发生。这时要密切注意患者病情变化，对患者

炸、肥甘厚腻的食物。

的尿量以及尿液成分进行动态监测，叮嘱患者要卧床休息，多

3.3 患者的排尿护理

食用低蛋白、高维生素、高热量的食物。

嘱咐患者在排尿时，要将尿液排在干净的容器内，在静置

综上所述，采用中西医治疗泌尿系统结石，要密切观察患

2min 后将其缓慢倒入滤网中，若发现有结石存在则使用清水将

者尿液情况，注重患者排石和排尿护理，有助于患者早日康复

结石冲洗干净，晾干以后存放在透明的容器内，以避免结石出

出院。

现流失情况，进而影响患者治疗效果的判定。对患者尿液的性
质、颜色以及有无血尿情况进行观察，若发现有血尿则应详细

参考文献：

记录出现的时间以及结束的时间，少量的血尿则可以忽略不予

[1]杨金廷,塔衣尔,王燕.中西医结合治疗泌尿系结石方法观察[J].中国煤炭

记录。若患者出现血尿通常也不进行处理，在 2d 左右就可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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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若患者出现严重的、长时间的血尿，则应对其采取西药止

[2]张敏.体外震波碎石治疗 2160 例泌尿系结石患者的护理体会[J].吉林医

血或者中药止血、凉血，对于出现尿痛、尿急、尿频的患者应

学,2010(35):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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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抗生素进行配合治疗。对泌尿系统结石患者每天的排尿时

妇产科手术患者的心理护理体会
Psychological care for patients taking gynecologic surgery
陈燕会
（河南省许昌市中心医院，河南 许昌，461000）
中图分类号：R4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3-0091-02
【摘 要】 目的：研究妇产科手术患者围术期心理护理方法及其效果。方法：将 300 例患者根据护理方法分为常规组和心理
组各 150 例，前者进行常规产科护理，后者在前者基础上进行系统围分娩期心理护理，比较两组产妇心理状态及血压、心率等生
命体征变化。结果：心理状态上，心理组产妇心理正常 58.7%明显高于常规组，担忧 25.3%、恐惧 4.0%明显低于常规组（P<0.05）
。
生命体征上，心理组入室 5min 后产妇心率及收缩压明显低于常规组（P<0.05）
。结论：加强对产妇进行系统的围分娩期心理护理，
有利于帮助产妇保持良好的心理和身体状态，保证母婴健康。
【关键词】 妇产科；心理护理；分娩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nursing effects and psychological effects around the gynecologic surgery. Methods: 300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conventional care group and the psychological group for 150 cases each; the former took routine obstetric care, the latter
took psychological care more, comparing maternal mental status, and blood pressure, heart rate and other vital signs in two groups. Results:
The mental stat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ventional group 58.7%; 25.3%, worries, fears of 4.0%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ventional group (P<0.05). At vital signs, 5min-in heart rate and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ventional
group (P<0.05). Conclusion: Strengthen the perioperative psychological nursing of delivery system for pregnant woman. To help weman
maintain good mental and physical state.
【Keywords】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Psychological care; Childbirth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55
随着现代护理理念的不断发展，传统的以身体护理为中心
的护理模式开始向“身心兼顾”模式转变，如人性化护理、整
体护理等模式等都强调心理护理在护理工作中的重要性[1]。在
分娩这个特殊的生命活动过程中，在生育风险面前，产妇面临

显著，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巨大的身心压力，焦虑、恐惧、抑郁等心理问题十分突出。我

选取我院妇产科 2010 年 1 月～2011 年 12 月期间住院分娩

院妇产科近年来加强对产妇的围分娩期的心理护理工作，效果

的产妇 300 例为研究对象，临床资料为：年龄 22～38 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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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均（26.3±1.8）岁；初产妇 208 例，经产妇 92 例；孕程 29～

对无育婴经验的初产妇，要运用护士自身丰富的知识和熟练的

40 周，平均（37.2±2.8）周，分娩过程中出血量均<100ml。

技巧对其进行母乳喂养等指导。耐心讲解母乳喂养的科学知

所有患者均为剖宫产，严格排除妊娠合并症产妇。根据护理方

识，指出常见的误区，以强化产妇分娩及育婴的自信心，这样

法将产妇分为常规组和心理组各 150 例，两组在上述患者基本

还有利于形成信赖、和谐的护患关系，使产妇产后保持明朗、

资料上差异不大，具有可比性。

积极的心理状态。此外，待产妇初步恢复后，护士要通过言语

1.2 护理方法

鼓励和指导产妇进行起早下床活动，以防止术后粘连等并发

常规组进行病情观察、饮食护理、日常生活护理、分娩护
理等常规临床护理，围分娩期内不进行系统的心理护理。心理

症，并促进产后恢复。
1.3 评价方法

组则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增加系统的心理支持性护理，具体

本文主要从产妇的临床心理状态和生命体征两个方面衡

方法为。

量心理护理的效果。心理状态评价标准为：①正常：情绪稳定，

1.2.1 产前护理

心理状态佳，临床体征正常；②担忧：轻度神经过敏，心里紧

首先要为产妇营造安静、整洁、舒适、温馨的病房环境，

张、敏感，爱发问；③焦虑：有呼吸及心跳加速、多汗、口干

以帮助产妇尽快适应病房，并保持良好的心境。术前护士要多

舌燥等体征，内心有不安定感，神经明显紧张，有哭泣、暴躁

与产妇进行沟通、交流，告知产妇手术方法、麻醉效果及分娩

等过激情绪；④恐惧：有四肢乏力、肌肉震颤、呼吸急促、心

期间注意事项等。主动聆听产妇心理诉求，分析产妇存在的心

悸等体征，内心有高度的恐惧、紧张、焦虑感。
生命体征方面，观察和记录产妇产前 1d 及入室 5min 后的

理问题，并用耐心、热情的态度和真诚、温和的语言对患者心
理进行疏导。告知患者持续的消极心理会影响宫缩，进而导致

血压及心率。

产程延长、新生儿窒息严重后果[2]。同时注意做好产妇家属的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ASS17.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

心理工作，动员其在分娩前鼓励产妇，缓解产妇的惧怕、焦虑

α＝0.05 为检验水准。

等情绪，以保证分娩的顺利进行。
1.2.2 产中护理
分娩中采用硬膜外麻醉法，容易出现穿刺点间歇暴露不
良。此时，护士应将患者体位摆放成舒适且有助于分娩的状态，
注意采取防护措施防止产妇坠落病床，并告知产妇麻醉目的及

2

表 1 组别间患者心理状态比较 [n（%）]

心率等基本生命体征进行严密监测。用积极的话语指导并鼓励
产妇屏气用力，及时告知产妇产程，给其分娩提供动力。
产后注意及时进行切口护理，指导产妇进行深呼吸式自主
调节，适当进行产后镇痛，观察并预防各种产后并发症的发生。

果

2.1 组别间心理状态比较（见表 1）

相关注意事项，以取得产妇的配合。术中对产妇的呼吸、血压、

1.2.3 产后护理

结

组别

n

常规组

150

62（41.3）

57（38.0）

18（12.0） 13（8.7）

心理组

150

88（58.7）*

38（25.3）*

18（12.0） 6（4.0）*

正常

担忧

焦虑

恐惧

注：*与常规组相比，P<0.05。

2.2 组别间患者生命体征比较（见表 2）

表 2 组别间患者心率及血压比较
组别

n

常规组

150

心理组

150

术前 1d

入室 5min

心率（次/min）

收缩压（mmHg）

心率（次/min）

收缩压（mmHg）

79.3±5.9

121.3±12.6

112.6±5.3

149.6±13.3

*

126.5±10.8*

75.1±0.5

117.5±4.9

90.3±5.6

注：*与常规组相比，P<0.05。

3

讨

论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临床护理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理念被广泛应用于临床，临床护理开
始由传统单一生理护理向生理、心理、环境等综合护理模式转
变。尤其是对妇产科等特殊科室来说，心理护理有利于保障患

正常者占比近 60%，心理恐惧者占比则明显下降。而生命体征上，
分娩前与入室 5min 后心理组患者血压、心率明显低于常规组
（P<0.05）
，这与周秀繁等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3]。这也充分表明
了心理状态对产妇的身体状态的深刻影响。综上，笔者认为，加
强对产妇进行系统的围分娩期心理护理，有利于帮助产妇保持良
好的心理和身体状态，保证母婴健康，应当在临床护理中加以重视。

者处于良好的身心状态，保证临床治疗的顺利进行，因此，加
强对患者的心理护理非常重要。作为妇产科医护人员，必须认

参考文献：

识到心理护理的重要性，充分了解产妇在各产程中的心理变化

[1]高静.产妇分娩中的心理护理[J].中国中医药,2010,8(13):146-148

并进行对症支持，以保证分娩的顺利进行，保证母婴健康。

[2]黄醒华.妇产科手术患者的心理护理[J].中国实用妇科产科,2010,16(5):5

从本文研究来看，在传统产科护理的基础上，进行系统的围分
娩期心理护理后，护理组患者分娩期内的心理状态明显改善，心理

[3]周秀繁.妇产科手术心理分析与护理体会[J].中国中医药,2009,7(11):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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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熏蒸联合骶管注射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
临床观察与护理
Clinical effects and nursing on treating lumbar disc herniation by TCM
fumigation combined with caudal injection therapy
范碧云 陈竹云
（湖南省邵阳市中医医院，湖南 邵阳，422001）
中图分类号：R32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3-0093-02

证型：AGD

【摘 要】 目的：探讨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行中药熏蒸联合骶管注射治疗的临床疗效与护理。方法：98 例随机分为两组，
治疗组 40 例，采用中药熏蒸配合骶管注射治疗。对照组 58 例，采用牵引、物理治疗及西药对症支持治疗。结果：治疗组和对照
组的有效率分别为 92.5%、67.2%，治疗组治愈、显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中药熏蒸联合骶管注射治疗腰椎间盘
突出症，加以适当的护理，临床疗效确切。
【关键词】 腰椎间盘突出症；中药熏蒸；骶管注射；护理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s and nursing of lumbar disc herniation by TCM fumigation combined with
caudal injection therapy. Methods: 98 cas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40 in the control, others in the treated.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TCM fumigation combined with caudal injection therapy,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the traction, physical therapy
and modern medicine therapy.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treated group was 92.5%, and 67.2% in the control, the treated group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P<0.05). Conclusion: TCM fumigation combined with caudal injection therapy and nursing was effective in treating
lumbar disc herniation.
【Keywords】 Lumbar disc herniation; TCM fumigation; Caudal injection therapy; Nursing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56
2011 年 4 月～2012 年 10 月，我科对 40 例采用中药熏蒸

1.4.1 对照组

联合骶管注射疗法治疗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与牵引、物理

①腰椎牵引用 ORTHOTRACOL–1100 型微电脑腰椎自动

治疗加西药对症支持治疗的 58 例进行对照，疗效满意，总结

牵引床，取仰卧位，间断牵引 30min（每牵引 1min，缓和 1s

如下。

牵引力一般为体重的 55%，
缓和力一般为牵引力的 30%～40%，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 98 例，男 46 例，女 52 例；年龄 23～75 岁，平均 41.7

牵引 1 次/d）
。②药物治疗：20%甘露醇 250ml 加地塞米松 5～
10mg，1 次/d 静脉输入，连用 5d 后间隔 2d 为 1 个疗程（1 周）
。
③中频电疗，采用 YK-2000B 高级电脑中频治疗仪，电极为
107mm×72mm 2 个，置于腰椎的两侧，1 次/d，20min/次，10d

岁；病程 2d～31 年，平均 2.36 年；有腰部外伤史 72 例，劳累

为 1 个疗程，每个疗程间隙 3～5d，连续 2～3 个疗程。

发病 13 例，受凉后发病 14 例，不明原因 8 例；单纯腰痛 67

1.4.2 治疗组

例，腰腿痛 31 例；单个突出 68 例，两个及以上突出 30 例。
所有病例均经影像学检查证实。病例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
组。
1.2 统计学分析
采用治疗前后的组间对照，差别的显著性检验用 x2 检验。
1.3 诊断治疗标准

①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不用药物治疗与中频电疗，而是
采用中药熏蒸加用骶管注射治疗。
中药熏蒸：骶管注射后第 2d 开始进行中药熏蒸，采用
MD-99C 电脑熏蒸治疗仪，病人取仰卧位，中央的空隙足够露
出脊椎，熏蒸药物器具位于空隙下方，熏蒸方用：透骨草、秦
艽、川乌、草乌、各 15g，怀牛膝、木瓜、苏木、红花、海桐

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制定其

皮、威灵仙、防风、荆芥各 10g，将上述中药加工成细粉，制

诊断及疗效标准[1]：①治愈：腰腿痛症状体征消失，工作能力

成小包装袋，封口放入药缸，注入沸水至药缸容积的 4/5 处，

恢复；②显效：腰腿痛消失，直腿抬高 50～70°以上；③有效：

启动电源，使药物加热至沸点，再调节温度，一般为 39℃～

腰腿痛减轻，腰部活动功能改善；④无效：治疗前后症状、体

50℃。协助患者平躺治疗床上，将治疗窗对准腰部，启动熏蒸

征无明显改善。

治疗键开始治疗。温度及时间根据患者体质及耐热力调节，一

1.4 治疗方法

般温度控制在 39℃～50℃，治疗时间为 20～30min，1 次/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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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周为 1 个疗程。②骶管注射：者取俯卧位，操作者拇指沿骶骨

及时更换清洁干燥衣服，在室温下停留 3～5min。熏蒸后的护

中线向下，触及骶管裂孔，常规消毒局部皮肤，铺孔巾，用 7

理尤为重要，如果此时病人外感风寒，否则既达不到治疗目的，

号针头与皮肤呈 45°斜向头端刺入皮肤，突破骶骨韧带后有明

反而会加重病情。病人回房后，嘱病人平卧硬板床休息，适度

显落空感表明针尖已进入骶管，压低针尾，继续进入 2～3cm

活动，活动时需配带护腰。

回抽无血及脑脊液时，将缓慢注入 2%利多卡因 4ml±醋酸曲

2.2.4 并发症的观察

安奈得注射液 20mg±维生素 B12100-200mg±生理盐水 15ml，
每周 1 次，2 周为 1 个疗程。

低血压是硬膜外麻醉中最常见的并发症，
本组发生 5 例低血压，

两组牵引方法相同。治疗 30d 后进行疗效评定。
2

①低血压：骶管注射麻醉药物为低位硬膜外麻醉的一种，
其中 4 例为 60 岁以上老人，老年人由于生理功能衰弱，以致
硬膜外麻醉后阻滞区血管高度扩张，非阻滞区血管收缩代偿功

护理方法

能差，回心量减少，血压下降。所以我们不主张骶管注射一律

2.1 一般护理

采用液体快速冲击疗法，应根据病人的年龄、体质个体化用药，

针对病人心理，应采取热情乐观的态度耐心解释、开导，

对年老体弱者要适当减少注药剂量减慢注药的速度，在完成注

关心体贴病人，以取得病人理解和信任，并告知其治疗方法、

射后静卧 1～2h，密切观察患者血压变化，如有异常及时报告

护理情况和可能的预后，解除思想负担和心理压力，增强治疗

医生。②骶管内感染：骶管内感染是骶管注射最严重的并发症，

信心。

激素局部注射后能降低局部的免疫力，减少血管内抗体的渗

2.2 熏蒸护理[2]

出，破坏多核白细胞和巨噬细胞的化学趋化作用，因此细菌易

2.2.1 熏蒸前准备

从局部或远处病灶经血到达骶部引起感染，所以做骶管注射

熏蒸前，将中药包放人中药锅内，加水浸泡 10min，调节

时，严格无菌操作，掌握用药剂量、时间，如出现对侧肢体的

温控按钮，加热至沸腾，约 20min。帮助病人更换宽大舒适的

症状，体温升高应考虑有感染的可能，应及时处理，本组未发

衣服，以便于暴露熏蒸部位。我们在每位病人使用前严格按要

生骶管内感染。

求进行熏蒸床的消毒：方法是用速消净溶液进行床体擦拭消

2.2.5 功能锻炼指导

毒。

腰椎间盘突出症经中药熏蒸联合骶管治疗治疗后，可减轻

2.2.2 熏蒸过程中的护理

对神经根的压迫或黏连，营养神经及抗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让病人取仰卧位，调节熏蒸温度 45℃～55℃，暴露熏蒸部

但神经根症状及腰腿部功能恢复仍需一个较长的过程，科学合

位。对于初次进熏蒸治疗患者，可将温度适当调低，待病人适

理的功能锻炼，可促进损伤组织修复，维持脊柱的相对稳定性

应后再逐渐调高至耐受温度。在熏蒸过程中密切观察病人的一

和灵活性，改善肌肉萎缩、肌力下降等病理现象，腰腿痛症状

般情况，并及时询问病人，有无不适等。并记录病人熏蒸情况，

消失后，指导患者行腰背肌功能锻炼，根据临床分型选用适当

掌握病人对蒸气温度的适应范围，以利于进行动态的监测和调

的锻炼方式，屈曲型患者可行仰卧起坐、屈膝屈髋锻炼，伸展

整。熏蒸过程中的护理重点在于熏蒸温度和观察病情，熏蒸治

型患者可行五点支撑法和背伸法锻炼。功能锻炼时注意循序渐

疗时间通常为 30min。

进，以患者能耐受为度。

2.2.3 熏蒸后护理

结果经过 30d 治疗后，两组疗效对比见表 1。

熏蒸后病人毛孔开放出汗较多，要注意防止风寒入侵，应
表 1 疗效对比（n，%）
例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治愈率＋显效率（%）

治疗组

40

31

6

3

0

92.5

对照组

58

24

15

16

3

67.2

注：x2=5.01，P<0.05。

3

讨

论

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关键是减轻椎间盘的压力负荷、解
除痉挛、改善血液循环。研究发现中药熏蒸湿热渗透性好[3]，
药物成分通过皮肤渗透吸收，直接作用于患部，局部药物浓度
高。我科熏蒸方具有祛风散寒、祛湿止痛作用，通过蒸汽使药
物经皮肤渗透到病变部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加速机体对炎
症代谢产物的吸收，促使炎症及水肿消退，解除神经根粘连，
减轻或消除肌肉痉挛，减轻压力，软化回缩的椎间盘，使脱出
的椎间盘还纳。治疗组采用熏蒸配合骶管注射的治疗方法，活

复保健知识，解除思想负担和心理压力，积极配合治疗，更有
利于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康复。
参考文献：
[1]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行业标准[M].北京:人民卫生
出版社,1994:212-213
[2]赵艳萍,等.中药熏蒸治疗颈肩腰腿痛病人的护理[J].齐齐哈尔医学院学
报,2007,28(24):3045
[3]王殿民.中药熏蒸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50 例疗效观察[J].河北中医,2011,
33(6):148

血、祛风止痛、松解粘连，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同时有效的
健康教育和临床护理，使病人了解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知识和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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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关节置换致严重骨水泥反应一例分析
Analysis one case of serious bone cement reaction due to
artificial joint replacement
赵 健
（山东省茌平县人民医院，山东 茌平，252100）
中图分类号：R2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3-0095-02

【摘 要】 骨水泥综合症是人工骨头置换术严重并发症之一。本文就骨水泥综合症发生的原因及机理进行阐述，讨论骨水泥
植入综合征的预防与治疗措施。
【关键词】 骨水泥综合症；预防；治疗措施
【Abstract】 Bone cement syndrome is one of the serious complications of artificial bone replacement surgery.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the causes and mechanisms of bone cement syndrome, and discusse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measures for bone cement implantation
syndrome.
【Keywords】 Bone cement syndrome; Prevention; Treatment measure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57
随着外科技术的逐渐发展，人工股骨头置换术已成为治疗

诊，用药后血压心率未见明显上升，继续阿托品 0.5mgiv，此

老年股骨颈骨折患者的主要方法。骨水泥技术的发展使得关节

时 BP 上升至 80/50mmHg，HR 上升至 120 次/min，但血压不

固定技术日臻成熟，然而由于骨水泥毒副作用的特点，术中发

稳定，去氧肾上腺素 60ugiv；并去氧肾上腺素 10mg 加入 0.9%

生骨水泥反应增加病人风险是股骨头置换术的一大难题。现将

生理盐水 500ml 静滴，根据血压调整滴速，HR 下降至 110 次

我院一例骨水泥植入综合征分析如下，讨论骨水泥植入综合征

/min，西地兰 0.1mg 缓慢 iv，HR 逐渐维持在 100 次/min 左右，

的预防与治疗措施。

BP 维持在 100/60mmHg 左右。术毕，患者意识逐渐恢复，自

1

病例资料
患者女性，84 岁，因左髋部外伤收入骨科，诊断为左股骨

主呼吸通畅，去氧肾上腺素静滴维持血压，HR 在 100 次/min
左右，转重症监护室继续治疗。患者转重症监护室后，继续用
去氧肾上腺素静滴维持血压，HR 在 100 次/min 左右，自主呼

粗隆间骨折，拟在硬腰联合麻醉下行左髋关节置换术。对患者

吸良好。去氧肾上腺素的量不断降低直至停止。患者恢复良好，

进行了麻醉前访视，P85 次/min，Bp 120/80mmHg，R 15 次/min，

2d 后病情稳定，转入骨科普通病房。

T36.5℃，患者年龄偏大，既往体格一般，否认肝炎、结核等
传染病史，否认高血压、心脏病及糖尿病史，无手术史，无药

2

讨

论

物食物过敏史及输血史。化验单检查结果：血红蛋白 83g/L，

骨水泥主要是由聚甲基丙烯酸甲酯粉剂和甲基丙烯酸甲

凝血常规及肝肾功能大致正常；辅助检查结果：心电图示慢性

酯单体液组成，人工股骨头置换术中使用骨水泥充填后可获得

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心脏彩超示 EF63%，心内结构未见明显异

微交锁效果，达到假体和骨之间最大稳定效应。但是骨水泥毒

常，心内科专家会诊结果为心功能Ⅱ级，肺功能略低于正常。

性作用及其在髓腔内固化时热反应产生的高压是骨水泥反应

患者入室后，接心电监护，开放静脉通道，桡动脉穿刺置

综合征发病过程中的主要原因。在使用骨水泥时，如果单体被

管，行有创血压监测。实施腰硬联合麻醉，患者左侧卧位，选

机体吸收后，其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低血压、

L2-3 椎间隙穿刺顺利，蛛网膜下腔给予 0.5%布比卡因 1.5ml 进

缺氧、心律失常、弥漫性肺血管栓塞、休克，甚至心跳骤停、

行麻醉，麻醉平面为 T10-S5，准备手术。手术开始，术中监测

死亡等被称为骨水泥植入综合征。其发生机制可能为：①炎性

BP、ECG、SPO2，麻醉机面罩吸氧，麻醉效果良好，未用镇

介质释放引起外周血管广泛扩张而导致心血管并发症；②直接

静药，生命体征平稳，BP 在 115/75mmHg 左右，HR 在 75 次

抑制心肌：可表现为心肌收缩力减弱或传导系统异常，出现心

/min 左右，SPO2 一直维持在 99%，骨水泥植入之前预防应用

输出量下降或心律失常；③促进血小板聚集；④骨水泥进入髓

去 氧 肾 上 腺 素 20ug ， 但 置 入 骨 水 泥 后 ， BP 快 速 下 降 至

腔，髓腔内压急剧上升，导致髓腔脂肪、骨髓颗粒被挤入血液

60/40mmHg，HR 下降至 40 次/min，此时患者意识不清，牙关

循环形成微栓子，或产热使气体膨胀进入血液循环形成气体栓

紧闭，立即麻黄碱 12mgiv，阿托品 0.5mgiv，面罩加压麻醉机

子[1]。本例患者发生骨水泥植入综合征的原因在于，患者年龄

控制呼吸，呼叫主任及其他同事帮忙抢救，急请心内科专家会

大，全身重要脏器功能衰退，对手术耐受力差，更易发生心血

管系统的变化。骨水泥反应的处理以预防为主，术前应详

细询问病史，全面的体格检查，对健康状况作出客观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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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治疗原有伴随疾病，特别对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肺部感

高度重视。术前对病人充分评估，积极准备；术中加强监测，

染，肾功能不全要控制好，是保证手术安全的重要措施。术中

及时准确的对症处理，是保证病人安全的根本。

提前应用激素、扩容、适当提升血压，一旦出现骨水泥反应，
应及时抢救，尽量保证呼吸，循环的平稳，保证供氧，积极补

参考文献：

充血容量，使用血管活性药物及激素可以维持血压稳定，如出

[1]杨天德,陶军,吴悦维,等.术中使用骨水泥引起的严重心血管功能紊乱[J].

现心跳骤停要及时进行心肺复苏。

重庆医学,2006,35(8):673-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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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骨水泥反应是关节置换术中严重的并发症之一，应

雾化吸入布地奈德治疗急性感染性喉炎的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acute infectious laryngitis with budesonide by
atomized inhalation
阴丽霞
（山东省茌平县人民医院，山东 茌平，252100）
中图分类号：R24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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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型：IBD

【摘 要】 目的：探讨雾化吸入布地奈德治疗急性感染性喉炎的疗效。方法：将急性喉炎患儿 198 例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
102 例，治疗组 96 例。将两组于治疗后 12h、24h、36h 后，声音嘶哑、吸气性喉鸣、犬吠样咳嗽症状缓解的有效率进行分析。结
果：布地奈德雾化吸入治疗组喉炎症状得到缓解的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的数值。结论：雾化吸入布地奈德治疗急性感染性喉炎
疗效优于对照组。
【关键词】 雾化吸入；布地奈德；急性感染性喉炎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budesonide by atomized inhalation on treating acute infectious laryngitis.
Methods: 198 cases with acute laryngiti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102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96 cases in the treated
group. The efficiency of relieving hoarseness, the inspiratory Houming, bark-like cough symptoms was analyzed after 12 hours, 24 hours,
and 36 hours. Results: The efficiency of the treate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effect of budesonide by atomized inhalation on treating acute infectious laryngitis is effective than the control group.
【Keywords】 Atomized inhalation; Budesonide; Acute infectious laryngit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58
1

资料与方法
2009 年 9 月～2012 年 4 月共收治急性感染性喉炎 198 例，

均有声音嘶哑，吸气性喉鸣，犬吠样咳嗽症状。随机分为两组，
治疗组 96 例，男 46 例，女 50 例，平均年龄（1.83±0.53）岁。
对照组 102 例，男 58 例，女 44 例，平均年龄（1.70±0.56）
。
岁。这两组年龄、性别、临床表现的差异无显著性（P>0.05）
1.1 治疗方法
患儿在病房中接受治疗。两组患儿都应用了抗生素控制感
染，静脉点滴氟美松，肌注异丙嗪镇静及减轻喉头水肿治疗。
在此基础上，观察组 96 例，雾化吸入布地奈德 1mg/2ml，2h
雾化吸入 1 次，每 12h 内雾化吸入 2 次。
1.2 疗效评价
在住院后 12h、24h、36h 分别对患儿进行体检，以声嘶、
喉鸣音消失为显效。
1.3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采用统计软件 SPSS12.0 处理。检验用 x2 检验。
（P<0.05）差异有显著性。
2

结

果

两组开始治疗的时间都在入院后 1h 内，治疗后均属于治

愈出院。
治疗组 12h 显效率 22.9%（22 例）
，24h 47.9%（46 例）
，
36h 81.3%（78 例）
。对照组 12h 显效率 7.8%（8 例）
，24h 27.5%
（28 例）
，36h 56.9%（58 例）
。
3

讨

论

急性感染性喉炎多数为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一部分，多为
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球菌、链球菌感染导致。由于婴幼儿的
喉腔狭小，软骨软、弱，而局部淋巴结及其黏膜内的血管丰富，
黏膜下的组织比较松弛，极易引起喉水肿。婴幼儿的咳嗽功能
较差，分泌物不能排出，而且神经敏感，刺激后容易致喉痉挛，
从而引起喉梗阻[1]。喉炎为克服上气道梗阻，辅助肌参与，从
而使梗阻下段的气管内负压增大，胸腔外气道动力性塌陷，加
重气道梗阻[2]。应用布地奈德雾化吸入后疗效显著，减少气管
切开及死亡率，在基层医院可广泛使用。
参考文献：
[1]胡亚美,江载芳.诸福棠实用儿科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1162-1163
[2]李家寿.小儿急性感染性喉炎 310 例临床分析[J].中国社区医师,2012,17: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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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发热输液病人体温测量的最佳时间与方法
The best time and method of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of emergency
transfusion patients with fever
罗静娣
（中山市中医院，广东 中山，528400）
中图分类号：R44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3-0097-02

证型：IBD

【摘 要】 目的：探讨急诊发热输液病人体温测量的最佳时间与方法。方法：将发热输液病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300
人。实施降温措施后 30min 由护士测量体温为对照组。输液时、巡视时和接液体时告知病人和家属第二或第三瓶液体余 1/3 时通
知护士测量体温为观察组。结果：观察组病人体温测量次数明显少于对照组（P<0.01）。两组病人降温效果和所需的降温时间比较
无差异（P>0.05）。观察组病人和护士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结论：输液时、巡视时和接液体时告知病人体温测量
的最佳时间和方法，让护士、病人和家属有计划地选择在药物作用最佳效果时测量体温，降温效果显著，明显提高护患双方的满
意度，特别适合发热输液高峰时期，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发热；输液；体温测量
【Abstract】 Object: To investigate the best time and method of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of emergency transfusion patient with
fever. Methods: The transfusion patients with fever were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300 for each group.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temperature was measured by the nurse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measures to cool down for 30 minut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hen patrol and the liquid infusion, the patients and family were told that when the second or the third bottle is filled
with a third, the nurse would take a temperature measure. Results: The times of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for the patien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is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1). The cooling effect and the required cooling time was no difference (P>0.05).
Th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and nurs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1). Conclusion: The
best time and method of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were told to patients when infusion, patrol and liquid collection coul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cooling effect, the satisfaction of both nurses and patients were improved, especially suitable for heating infusion during the
peak period, worthy of a clinical promotion.
【Keywords】 Fever; Transfusion;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59
急诊发热输液病人，应用物理或药物降温后，要密切观察
[1]

人，女 138 人，年龄 5 个月～93 岁，平均年龄（27.8±7.1）岁，

降温情况，须在半小时后测量体温一次 ，但是大部分病人降

腋下温度 38～41℃，平均温度（39.13±0.61）℃。两组病人在

温效果不明显，往往需要多次测量体温，直至病人退热。为了

年龄、诊断、病情、体温、发热程度、输液总量、使用药物和

探求发热输液病人体温测量的最佳时间和方法，笔者对急诊发

降温措施等无显著性差异（P>0.05）
，具有可比性。

热输液病人的体温进行了观察、测量和记录比较，对急诊发热

1.2 方法

输液病人体温测量的时间和方法进行了改变，现报告如下。

1.2.1 测量工具和部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本组病人共 600 人，其中以外感发热病人最多，其余多见

统一使用经过消毒校对好的 35℃以下的玻璃水银体温计，
采取腋下测温，时间为 5～10min。
1.2.2 体温测量的时间及方法
1.2.2.1 对照组

急性扁桃体炎、支气管炎、肺炎等。输液总量 150～700ml，平

按发热输液病人常规进行护理，实施降温措施 30min 后由

均（339±95）ml，多为 2～3 瓶液体，加入降温、消炎、清热

主班护士负责观察、测量和记录体温变化，登记在门诊病历和

解毒等药物。降温药物最多使用静脉滴注赖氨匹林，其次是地

输液卡上，每隔 30min 或病人和家属要求时进行测量体温，直

塞米松。选择 2008 年实施体温测量最佳时间与方法前为对照

到病人退热或输液结束。

组，2009 年实施后为观察组，各 300 人，观察组男 168 人，女

1.2.2.2 观察组

132 人，年龄 5 个月～91 岁，平均年龄（26.5±6.5）岁，腋下

根据病人体温、年龄、病情、液体总量、药物、降温措施

温度 38～41.2℃，平均温度（39.12±0.59）℃。对照组男 162

和发热特点及程度等个体情况，护士输液时、巡视时和接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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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时告知病人和家属第二或三瓶液体余 1/3 时通知护士测量体

的即可拔针。

温，实施物理降温 30min 后测量体温，没有家属的病人按床头

1.2.3 观察指标

铃通知护士测量体温，知道体温计使用的家属可以向护士取体

体温测量次数是输液开始至输液结束体温测量总次数；降

温计测量体温并将结果告诉护士。具体方法：①护士接到输液

温效果是输液用药后的体温和病情变化，用降温后的体温值表

时查对病人、病历、药物，了解病情、体温、药物、液体总量，

示；降温时间是输液开始至退热所用的时间；病人和护士的满

把体温、诊断、化验和检查治疗项目等写在输液卡上，便于护

意度是护患双方合作愉快，对降温效果满意。

士巡视时了解病情和交接班。护士输液时告诉病人和家属到第

1.2.4 统计学方法

三瓶液体余 1/3 时告诉护士测量体温，同时进行健康教育，恶

数据采用 SPSS13.0 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两组病

寒时给予温开水或热饮料。②输液过程中护士定时巡视病人，

人体温测量次数、降温效果、降温时间和满意度比较采用 t 检

观察输液是否顺畅、滴速是否合适，了解汗出等症状变化，判

验。

断降温效果。液体量少的病人适当调慢滴速，等待药物发挥作
用。接第二或三瓶液体时嘱咐病人液体余 1/3 时测量体温。③第

2

结

果

三瓶液体余 1/3 时测量体温，将体温测量结果和时间登记在病历

观察组病人体温测量次数明显少于对照组，对照组需要经

及输液卡上，若出现体温不降或反升或病情变化时，护士立即

过多次体温测量，才达到降温效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报告医生处理，并向病人和家属做好解释工作。④输液完成时，

（P<0.01）。两组病人所用的降温时间和效果比较，差异无统

护士查看输液卡上体温记录，询问病人的感觉，病人自觉症状

计学意义（P>0.05），病人和护士的满意度观察组明显高于对

好转，高热病人体温降至 38.5℃以下，出汗较多，达到退热目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见表 1。

表 1 两组病人体温测量次数、降温效果、降温时间和满意度的比较

3

讨

级别

人数

体温测量次数

降温效果（℃）

降温时间（min）

满意度

观察组

300

1.10±0.31

37.4±0.5

85.2±27.8

88.5±9.4

对照组

300

2.04±0.63

37.3±0.6

83.4±26.8

82.5±7.5

t值

23.0

0.283

0.167

8.6

P

<0.000

0.550

0.943

<0.000

论

3.1 体温测量最佳时间
体温测量最佳时间真正反映了药物降温的最佳效果。急诊
发热输液病人应用赖氨匹林作为第一瓶液体静脉滴注降温，根
据其药代学，显效时间 15～30min，活性高峰 1～2h，持续时
间 4～6h[2]。输液时告知病人和家属在第二或三瓶液体余了 1/3
时通知护士测量体温，降温时间显示与药物在体内血药浓度达
到高峰时间一致，降温效果显著，能够真实反映药物降温最佳
效果。利用药物等降温措施在人体内产生作用的特点，选择最
佳的体温测量时间，减少体温测量次数，病人得到了休息，护
士减少了工作量。避免实施降温措施后 30min 体温下降幅度很
小或不降，甚至反升时，病人和家属产生焦急情绪，反复要求
测量体温和用药，影响病人休息，甚至对治疗效果产生怀疑和
误解，容易引起病人及家属不满和投诉。
3.2 护患配合
护患双方配合测量体温，做到及时、高效、满意。输液时、
巡视时和接液体时告知病人和家属体温测量时间，病人和家属
能在液体余 1/3 时主动通知护士测量体温，做到全体护士、病
人和家属参与体温测量，减轻了主班护士的工作量和压力。液
体余 1/3 时测量体温，避免液体滴完时未能及时测量体温，等
待体温测量结果时，病人和家属害怕液体滴完静脉回血和入空

体维持静脉通道，避免了液体滴完静脉回血引起针头堵塞，需
要重新静脉穿刺，增加病人痛苦和不满。病人和家属知道体温
测量时间，主动通知护士测量体温，增加护患双方联系和合作，
提高护患双方合作程度和满意度。特别适合门急诊发热输液高
峰时期，值得临床推广。
3.3 灵活选择测量时间
灵活选择体温测量时间，及时反映病情变化，为病人治疗
提供参考依据。护士输液时告诉病人体温正处于上升期或高热
持续期或退热期，病人和家属知道降温药物需要时间发挥药
效，知道体温发展变化趋势不催促测量体温，身心放松，得到
休息。护士应特别注意高热特殊病人的体温和病情变化，出现
发冷或发热加重时需要测量体温，出现体温不降或反升时或症
状加重时立即通知医生，向病人和和家属做好解释工作，避免
引起病人和家属误解和不满。
参考文献：
[1]余爱珍.基础护理学[M].江苏: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71
[2]张家铨,吴景时,程鹏编.常用药物手册[M].2 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2:125-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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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出现催促拔针焦急心情，容易引起不满和投诉。能够使用
电子体温计测量体温，可大大减少等待时间，尤其适合婴幼儿
和不合作病人。液体余 1/3 时测量体温，体温不降时有足够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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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科疗法联合微创清除术治疗颅内血肿的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intracranial hematoma by medical therapy plus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
王国立
（河南省长垣县中医院，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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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内科疗法联合微创清除术对颅内血肿的治疗效果。方法：在我院被确诊为颅内血肿并入院治疗的患者
中选取年龄、性别、生活习惯、颅内血肿部位均相匹配的患者 90 名，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对照组给予患者给予患者常规的
内科药物治疗，治疗组常规内科药物治疗＋微创清除术治疗，通过统计分析患者术后的死亡率、神经功能缺损评分以及日常生活
活动能力评价表，比较两组的治疗有效率。结果：治疗组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的总有效率，且 P<0.05，二者之间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结论：内科治疗联合微创清除术治疗法可以有效的提高颅内血肿的治疗效果，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关键词】 内科疗法；微创清除术；颅内血肿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treatment of intracranial hematoma. Methods: 9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eated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conventional medical therapy,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 was added in the
treated group, comparing the two groups treatment efficiency.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treate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and P<0.05. Conclusion: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 for medical treatment combined therapy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Keywords】 Medical therapy;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 Intracranial hematoma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60
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的加大，颅内血肿的
发生率也在逐年增加，因其极高的致残率和致死率成为了人类

制颅内出血，必要时给予镇静剂和止痛剂保持患者情绪稳定，
防止感染、肺炎等并发症，一旦发现应及时处理。

健康的一大杀手。目前临床治疗颅内血肿的最主要的方法是开

治疗组给予患者常规严格内科治疗的基础上联合应用微

颅手术，但是由于其对患者的体质、年龄等因素要求比较高而

创清除术。利用 CT 扫描定位血肿所在部位，以确定穿刺点（血

有很强的局限性。随着微创技术的不断发展，微创清除术越来

肿中心点与颅表的最近点），并进行标记。穿刺时避开重要的

越多的被应用于颅内血肿的治疗中并且内科疗法联合微创清

血管和脑组织并尽量不在颜面部穿刺。我院采用 YL-1 型颅内

除术疗法已经成为了颅内血肿治疗的主流[1]。我县医院就内科

血肿粉碎穿刺针，穿刺针的长度应根据穿刺点到血肿中心的距

疗法联合微创清除术治疗颅内血肿的疗效进行了研究分析，并

离进行选择。操作时严格执行颅内血肿微创清除术全国研究与

收到了良好地效果。现将研究方案汇报如下。

推广协作组制定的标准。备皮后进行严格的消毒和局部麻醉，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自 2011 年 1 月～12 月在我院经 CT 扫描被确诊为颅内血

在穿刺点旁开 0.4～0.7cm 的部位用穿刺针先钻透头皮，然后再
回穿穿刺点，将穿刺针直接缓慢送入血肿中心部位。拔出穿刺
针的针芯后拧紧盖帽后连接引流管，利用引流装置对血肿进行
抽吸、引流和冲洗。第一次血肿引流不宜超过血肿的 1/2，1～
[2]

肿并入住我院进行治疗的患者 90 名。患者入院时进行格拉斯

2 次/d

哥昏迷评分，结果为：5～8 分 40 人，9～12 分 31 人，13～15

吸完成后需注入尿激酶 2～4 万 U 来溶解血肿，
夹闭引流管 2～

分 19 人。患者的年龄、性别、生活习惯、血肿的部位等均相

3h 后开放引流。定期 CT 复查颅内情况，穿刺针留置时间不宜

匹配（P>0.05，无统计学差异），排除心肝肾功能不全者。90

过久，一般不超过 1 周。术后使用抗生素抗感染治疗，防止颅

名患者随机分成治疗组和对照组，其中治疗组男性 31 人，女

内感染的发生。

性 14 人，年龄为 48～71 岁（平均年龄 57.3 岁）
；对照组男性

1.3 评价标准

29 人，女性 16 人，年龄为 45～73 岁（平均年龄 56.7 岁）
。
1.2 治疗方法

，每以抽出的液体由暗红色转变为浅淡色为标准，抽

两组患者的疗效评价均参照两个标准即：神经功能缺损标
准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价标准（ADL）。基本痊愈神经功能

对照组给予常规基础治疗方法为：应用脱水剂防止脑水肿

缺损评分减少 91%以上，患者 ADL0 级病残；评分减少 46%～

和颅内高压甚至脑疝的发生，静脉输液维持水电解质及酸碱平

90%，显著好转患者 ADLI～III 级病残；好转评分减少 45%～

衡，给予吸氧保证脑组织氧供，维持血压水平，应用止血药控

18%，评分减少<18%视为无效，病情恶化评分增加>18%时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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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1.4 统计分析
研究结果利用 SPSS15.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作 x2 检验，
以 P<0.05 为有统计学差异。

结

果

治疗组的有效率为 80.6%，对照组的有效率为 41.3%，P<0.05
二者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内科疗法联合微创清除术可以
提高颅内血肿的临床治疗效果。详见表 1。

表 1 治疗组和对照组临床疗效比较（n，%）

3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著好转

好转

治疗组

45

8

15

13

7

2

80.6

对照组

45

3

8

9

18

7

41.3

讨

论

无效

恶化

有效率（%）

微创清除术可以明显的提高颅内血肿患者的治疗有效率，可以

颅内血肿压迫不但会造成全脑血流的减少导致严重的脑
细胞损伤而诱发颅内高压和颅内水肿，也会释放损伤神经元的
细胞毒性物质，如不及时治疗可引起神经和多器官功能损伤[3]，
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安全。因此一旦发现患者出现颅内血肿应
该及时进行严格内科治疗并积极安排手术。微创术以其操作简
单，创口小，可减轻术后护理工作和减少术后感染等并发症的
发生而被越来越广泛的应用。颅内血肿微创清除术可以粉碎血
肿并液化，加速了血肿的清除，减轻了脑组织的损害[4]。同时
血肿的清除可以减少脱水剂等内科药物的使用减轻了肾脏损
害，有效地保证了患者的预后。我院研究也表明内科疗法联合

为临床广泛应用。
参考文献：
[1]黄家驷.外科学[M].7 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146
[2]陈苏毅,施雪英,等.微创颅内血肿清除术治疗脑出血 60 例临床疗效观察
[J].安徽医学,2011(4)
[3]王维治.神经病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146
[4]金树民,崔广龙.微创清除术治疗脑血肿临床分析[J].河北医学,2010,16(7):
80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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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净化中心常见的护理风险及干预对策
Common care risk and intervention measures in blood purification center
刘红利
（河南省许昌市中心医院，河南 许昌，461000）
中图分类号：R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3-0100-02

【摘 要】 目的：研究并分析血液净化中心常见的护理风险与干预对策。方法：我院 2009 年 12 月 1 日～2012 年 12 月 1 日
期间共收治血液净化患者 820 例，将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并进行随机分组，对照组的 410 例患者遵循常规的血液净化程序、未进
行护理风险分析与干预；观察组的 410 例患者在分析血液净化中心常见护理风险的基础上进行了积极干预，对比上述两组患者护
理风险发生率。结果：观察组患者的护理风险发生率 10.24%，对照组患者的护理风险发生率 2.68%，二者之间的差异具有显著性，
即 P<0.05。结论：对于血液中心而言，护理人员方面、科室管理方法和患者方面均会导致护理风险事件的发生，对患者的血液进
化过程进行积极的护理干预有助于降低血液净化中心的护理风险发生率，值得推广。
【关键词】 血液净化中心；护理风险；干预对策；分析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and analyze common nursing risk and intervention measures. Methods: From December 2009 to
December 2012, 820 patients were treated for blood purification, as the study and control group, 410 patients were given routine blood
purification procedures, no risk analysis and intervention in nursing;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common care on the basis of a risk
active intervention, comparing the incidence of nursing risk.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patient care risk was 10.24% in the control group,
another was 2.68%, the difference is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For blood center, the nurses, the department management and patient
care areas will lead to risk events, the patient’s blood for the positive evolution of nursing interventions can help reduce the risk of blood
purification incidence.
【Keywords】 Blood purification center; Nursing risk;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Analys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61
血液净化中心是医院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为血液透析

患者提供优质的服务，且为急性器官衰竭、急性药物中毒与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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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免疫系统疾病等临床抢救工作提供条件。近些年来，随着医

不够。血液净化中心属于医院中具有较强特点的科室，同时也

疗保障机制的完善与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血液透析技术不断

是医院医疗、护理与感染等重点科室。所以，医院应在正确认

发展与完善，透析患者的人数日益增多，这种患者人数增多与

识血液净化中心性质的基础上加强监管力度，以避免血液净化

血液技术发展不平衡等之间的矛盾为广大血液透析患者带来

中心出现不必要的护理风险。另一方面，环境中存在着不安全

了风险。为了进一步分析并总结血液净化中心常见的护理风险

因素。相关的临床研究结果显示，约有 60%的血液净化中心均

以及干预对策，我院特组织本研究，并作出报告如下。

未有乙型或丙型肝炎的专用血液透析仪器，且突然的停电与停

1

水等均将导致血液透析仪器故障，这些均是血液透析中心存在

资料与方法

的环境不安全因素[2]。

1.1 临床资料

第三，患者自身因素。随着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颁布，社

我院 2009 年 12 月 1 日～2012 年 12 月 1 日期间共收治血

会舆论和卫生行业中的个别不良事件均对患者的就医心理产

液净化患者 820 例，其中，男 420 例，女 400 例，其年龄为 23～

生不良影响，使患者在就医时持有怀疑态度，进而增加血液净

80 岁不等，平均（45.3±2.8）岁。随机将本组 820 例患者进行

化中心的护理风险事件。此外，患者的防病意识薄弱、相关知

分组，对照组的 410 例患者中，男性 210 例，女性 200 例，平

识缺乏等均是导致血液净化中心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的重要原

均年龄为（45.1±2.7）岁；观察组的 410 例患者中，男性 210

因。

例，女性 200 例，平均年龄为（45.5±3.0）岁。对照组与观察

3.2 对策干预

组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其性别、年龄、疾病类型以及临床症

首先，护理人员方面。一方面，医院应积极开展护理人员

状等均无显著性差异，即 P>0.05，具有可比性。

的培训工作，并定期考核，将护理安全与相关法律结合在一起，

1.2 方法

加强护理人员的护理安全意识，进而保障临床护理质量。另一

对照组的 410 例患者遵循常规的血液净化程序、未进行护

方面，医院应加强护理人员的业务培训工作，并通过定期举办

理风险分析与干预；观察组的 410 例患者在分析血液净化中心

经验交流会议、定期选送护理人员去上级医院实习、鼓励大家

常见护理风险的基础上进行了积极干预，对比上述两组患者护

参与在职教育等途径提高护理人员的综合素质与应急事件处

理风险发生率。

理能力。

1.3 统计学处理

其次，科室管理方面。医院应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加强管

本研究的所有数据均经过 SPSS13.0 数据处理系统的分析

理力度，以降低血液透析中心护理风险事件的发生率。医院可

和处理，在结合了众多检验方式，例如卡方检验和 t 检验等基

从如下的几个方面加强科室管理：血液透析机使用后应及时消

础上，以 P<0.05 为研究有统计学意义。

毒；血液透析用水应每月做详细的细菌与内毒素监测；定期进

2

行艾滋、乙肝和梅毒等细菌监测，一旦发现阳性带菌者应立即

结

果

隔离处理等。此外，做好医院的用电和用水管理，并定期做好
观察组患者的护理风险发生率 10.24%，对照组患者的护理
风险发生率 2.68%，二者之间的差异具有显著性，即 P<0.05。
具体的数据对比请见下表：

因素。
第三，患者方面。护理人员应抓准时机多与患者交流和沟

表 1 对照组与观察组患者护理风险的发生率对比（n，%）
组别

患者例数

护理风险例数

护理风险发生率（%）

对照组

410

42

10.24

观察组

410

11

2.68

<0.05

<0.05

P

消毒水管道的处理工作，以最大限度减低医院环境中的不安全

通，在建立良好护患关系的基础上消除患者的戒备心理，进而
为其提供更为舒适与优质的临床护理服务。血液透析中心可成
立健康教育小组，并通过健康教育小组的宣传和教育使患者了
解到更多血液透析知识，以不断提高患者对疾病的认识，促进
其遵医嘱行为，并减少血液透析并发症的发生[3]。
综上所述，对于血液中心而言，护理人员方面、科室管理

3

讨

论

3.1 血液净化中心常见的护理风险
首先，护理人员方面。一方面，现代护理人员的护理风险
意识不足，其主要表现为护理人员不重视护理细节，忽略护理

方法和患者方面均会导致护理风险事件的发生，对患者的血液
进化过程进行积极的护理干预有助于降低血液净化中心的护
理风险发生率，值得推广。
参考文献：

风险隐患；护理人员配置不到位，且欠缺服务意识、法律意识
以及自我保护意识等。另一方面，血液净化中心护理人员经验
不足。现阶段，我国血液净化中心发展较快、血液透析人数的
不断增加等均对护理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有的护理人员
虽然经过一段时间的护理培训，但其临床经验显著不足，其主
要表现为在遇到紧急事件时经常惊慌失措、不知如何处理问题
等[1]。
其次，科室管理方面。一方面，血液净化中心的监管力度

[1]陈海青.血液净化中心护理风险隐患及干预[J].中医药管理杂志,2009,17
(7):647-648
[2]魏敏,张敏.血液透析室的医院感染控制及预防[J].中国医药创新,2010,
7(10):157-158
[3]韦丽玲.血液净化中心常见护理风险分析及干预对策[J].全科护理,2009,7
(11):2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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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的预防及护理
Prevention and nursing of antibiotic associated diarrhea
薛 战 金艳鸽
（河南省许昌市中心医院，河南 许昌，461000）
中图分类号：R442.2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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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型：IBD

【摘 要】 目的：探讨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的预防及护理对策。方法：对我院 2001～2012 年 200 例应用抗生素引起腹泻的患
者进行回顾性分析，总结出更好的预防措施和护理对策。结果：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的发生与抗生素应用得的种类、是否联合应用
抗生素、抗生素应用的时间、患者年龄等因素有关。结论：临床应用抗生素过程中，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的发生与多种因素有关，
因此应合理应用抗生素，尽量减少联合应用抗生素，减少不必要的侵入性操作，长期应用抗生素的患者可补充肠道有益菌等对症
治疗，更好的预防及护理措施可有效的避免或减轻抗生素相关性腹泻。
【关键词】 抗生素；腹泻；预防及护理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revention and nursing countermeasures of antibiotic associated diarrhea. Methods: From
2001 to 2012 in our hospital 200 cases of diarrhea caused by the application of antibiotics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to summarize
better prevention measures and nursing.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antibiotic associated diarrhea associated with the kind of antibiotics,
whether the combined antibiotics, the time of antibiotics application, patient age and other factors. Conclusion: Antibiotic associated
diarrhea were caused by many factors related to antibiotics application, so rational use of antibiotics, better prevention and nursing could
effectively avoid or reduce antibiotic associated diarrhea.
【Keywords】 Antibiotic; Diarrhea; Prevention and nursing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62
抗生素的出现挽救了很多患者的生命，是目前住院患者应

2

用最普遍的药物之一，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问题，
其中抗生素相关性腹泻是常见的抗生素副作用之一，抗生素相
关性腹泻（Antibiotic Associated Diarrhea）是指应用抗抗生素
后发生的继发性腹泻，由于抗生素应用过程中引起的肠道菌群

对长期应用抗生素的患者出现腹泻症状时，护士应密切观
察大便性状、次数、有无膜状漂浮物，并及时与患者管床医生
沟通，了解相关检查如大便分析、培养、大便球菌与杆菌比，
同时可指导患者合理饮食。

失调，导致药物性肠道二重感染，现对我院抗生素相关性腹泻
患者的原因及预防措施进行分析总结。
1

临床表现
抗生素相关性腹泻常发生于 55 岁以上的应用应用抗生素

预防及处理措施

合理应用抗生素；按照医嘱指导患者口服枯草杆菌二联活
菌胶囊调节患者肠道菌群；及时复查患者电解质和血气分析，
根据化验检查结果与患者管床医师及时沟通制定治疗方案；规
范有效洗手。

或应用广谱抗生素或联合应用抗生素患者，症状的发生多见于

3

抗生素治疗 7～10d 内或在停用抗生素 1～2 周内。

3.1 病情评估

1.1 腹痛

护

理

首先应加强对管床护士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知识的培训，使

通常发生在下腹部，尤其是做下腹部，为钝痛、胀痛或痉

其对抗生素相关性腹泻有充分的认识，能够及时准确的判断腹

挛性疼痛，剧烈疼痛的很少，可伴有腹胀、恶心、呕吐，体格

泻的原因，从而做出个体化的规范护理。临床研究表明患者年

检查可有腹部压痛及反跳痛。

龄越大、多脏器功能代偿能力越差、基础病变越多、长期应用

1.2 腹泻

免疫抑制剂等，在同等条件下更易发生腹泻。评估的方法及内

腹泻是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的最主要的最常见的临床表现，

容：①认真观察体温变化；②观察大便次数、性状、颜色和气

一般腹泻多于 4 次/d，表现为消耗性腹泻时可达 20～40 次/d[2]。

味；③密切追踪腹泻患者大便的各项生化、常规及细菌学检查[3]；

大便均不成形，多为黄绿色稀水样便、黏液状水样便、棕黄色

④掌握患者所用抗生素的品种、应用时间；⑤记录腹泻出现的

黏液便等。

时间；⑥患者肛周皮肤情况。

1.3 其它临床表现

3.2 肛周皮肤的护理。

包括心悸、发热、意识模糊，严重者可因为脱水而发生低

保证肛周皮肤干燥、清洁，因为腹泻易造成肛周皮肤粘膜

血压、休克、严重脱水、电解质紊乱、代谢性酸中毒、中毒性

水肿，甚至破溃、渗出或继发感染，护士可在患者肛门处放置

巨结肠、麻痹性肠梗阻等。

一块无菌干燥棉球，随时污染随时更换，以保证局部干燥和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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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者每次排便后均应用质地柔软的毛巾温水清洗，在清洗过程中
切忌用力擦，以免加速局部皮肤的损害，同时在护理过程中尽
量应用防护措施，防止皮肤进一步损伤，保持皮肤的完整性。
红外线具有改善局部循环，促进局部血运，改善缺血缺氧状态、
消炎、促进肉芽生长和痂皮形成、镇痛解痉作用。
3.3 饮食护理
指导患者合理饮食，应给予易消化的食物，避免进食高糖、

论

临床应用抗生素过程中，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的发生率较
高，死亡率也高，故医护人员应提高对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的认
识，及时给予干预，防止由此引发更严重的并发症。综上所述，
在合理的选择和使用抗生素同时，尽量减少侵袭性操作，并提
高护理人员对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的警惕性，做到早发现、早诊
断、早治疗。

高渗性、辛辣、刺激及油腻性的食物；留置胃管饮食的患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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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外科术后颅内感染的相关因素分析
An analysis of the related factors of intracranial infection after operation in
the neurosurgery
张好臣 周正山
（山东省茌平县人民医院，山东 茌平，252100）
中图分类号：R6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3-0103-02

证型：IBD

【摘 要】 目的：讨论神经外科术后颅内感染的相关因素。方法：选择 2009 年 7 月～2012 年 8 月，我院神经外科进行颅脑
手术的患者共 572 例，选择其中发生颅内感染的 70 例患者为观察组，另外随机选择无明显感染症状的 70 例患者作为对照组，比
较两组性别、年龄、手术原因、手术方式、手术时间、手术中置入人工硬脑膜、或手术需要将硬脑膜切开以及是否脑室外引流等
各种因素差异，寻找共同点，确定颅内感染的危险因素，明确各项因素与发生颅内感染的关系。结果：通过两组之间对比发现，
性别、手术位置、手术方式、术后伤口置管，是否脑室外引流等是引起术后感染的危险因素，两组间比较，P<0.05。年龄、手术
时间、是否发生全身并发症与颅内感染的关系不大，P>0.05。结论：在进行神经外科颅脑手术中，手术方式、术后伤口置管，是
否脑室外引流等多种因素都将引起颅内感染，采取适当措施进行预防，是避免术后颅内感染，提高手术成功率的关键。
【关键词】 神经外科；术后；颅内感染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ed factors of intracranial infection after operation in the neurosurgery. Methods: To
select 572 patients with brain surgery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uly 2009 to August 2012, 7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intracranial
infection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70 patients without obvious symptoms of infection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gender, age, operation approach, operation time, operation reasons, and other factors were compared to determine the risk factors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factors for intracranial infection. Results: To compare gender, operation site, operation approach, postoperative
wound catheter, whether caused by ventricular drainage, etc. between two groups, P<0.05. Age, operation time, whether have
complications have little relationship with intracranial infection, P>0.05. Conclusion: During brain operation neurosurgery variety of
factors will cause intracranial infection, to take appropriate measures for prevention is the key of avoid postoperative intracranial infection
and improve the success rate of operation.
【Keywords】 Neurosurgery; Postoperative; Intracranial infec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63
近年，由于交通事故、工程施工安全措施管理不当等多种

进行颅脑手术，但无论是传统的开颅手术还是微创手术，感染

原因，脑外伤患者逐渐增加，一旦发现颅内血肿，常需要及时

都是不可避免的，颅内感染是神经外科手术术后常见的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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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症，也是引起死亡的重要病因[1]，所以，总结分析容易引起颅

为独立因素，P<0.05。性别、缝合方式以及术中术后发生脑脊

内感染的相关因素，在不影响手术效果的前提下，技巧性规避

液渗漏是次高发因素，不能作为独立危险因素，P>0.05。

或进行预防性治疗，是有效的防护措施。
1

资料与方法

3

讨

论

神经外科颅脑手术是一项要求精细程度很高，技术性比较强

1.1 一般资料

的手术，因大多数患者受伤部位在硬脑膜内，手术后要进行脑室

随机选择 2011 年 7 月～2012 年 8 月，我院神经外科进行

外引流、伤口引流等，容易破坏血脑屏障，引起感染。感染可有

颅脑手术的患者发生颅内感染的 70 例患者为观察组，包括男

细菌感染和无菌感染两种[4]。但治疗时，许多抗生素类却不能顺

性患者 47 例，女性患者 23 例；年龄最大的 81 岁，最小的 5

利通过血脑屏障，或通过后药物浓度降低，达不到治疗剂量，而

岁，中位年龄在 45～48 岁；手术原因包括：高血压或外伤性

因颅脑部位位置特殊，不能在局部直接给药，所以对产生感染的

脑出血开颅进行血肿清除 61 例；肿瘤切除术 5 例，其中脑膜

菌类不能彻底消灭和抑制，是术后感染治疗困难的重要原因。

瘤 2 例，胶质瘤 2 例，垂体瘤 1 例；血管疾病 1 例；其它原因

从选择的病例看，脑室外引流是术后引起感染的最重要原

3 例。另外随机选择无明显感染症状的 70 例患者作为对照组，

因，分析是引流通道使内部脑组织包括神经系统与外界联通，

其中男性患者 45 例，女性患者 25 例；年龄最大的 78 岁，最

病菌从引流管外缘逆行进入脑室，引发感染，而且随着引流时

小的 7 岁，中位年龄在 46～49 岁；手术原因包括高血压或外

间的延长，细菌进入的多，在内部滋生繁殖，感染的几率也在

伤性脑出血开颅进行血肿清除 59 例；肿瘤切除术 4 例，其中

增大，并形成的多发感染，出现全身症状，所以，注意监测引

脑膜瘤 3 例，胶质瘤 1 例；血管疾病 2 例；其它原因 5 例。两

流液的性状，如果发现符合拔管要求，要尽早拔除引流管[5]，

组患者年龄、性别、手术原因和方式无明显差异，具有可比性。

减少不必要的感染。其次，在血肿清除和肿瘤切除类的颅脑手

1.2 临床特点及诊断标准

术中，手术位置是引起感染的原因，其中后颅窝手术感染率最

发生颅内感染的患者在术后出现体温持续升高，体温达

高，分析原因是该位置解剖位置复杂，所以手术时耗时较长，

38.5℃以上，并有不同程度的呕吐而不自知、头痛或是意识障

而手术入路位置在乳突，造成了气窦开放，脑内容物与空气接

碍，以及颈部僵硬，角弓反张等，或实验室检查脑脊液发现白

触时间较长，空气中的病菌入侵，导致感染，或手术中出现脑

细胞增高等炎性改变（正常脑脊液为无色透明状），或脑脊液

脊液渗漏，使枕部软组织污染，也是术后感染高发的原因。另

性状不见明显改变，仅有临床体征变化，特别是角弓反张，颈

外幕下手术比幕上手术感染几率大，曾经有报道指出，二者感

部僵硬明显，依照卫生部最新颁发的《医院感染诊断标准》[2]，

染的几率比例达到 6∶1。所以，在后颅窝手术中，提高手术机

均可诊断为颅内感染。

能，缩短手术时间，术后硬脑膜缝合紧密，并随时观察是否有

1.3 观察要点

皮下积液或切口渗液，能减少和预防术后感染。所以，在垂体

将患者性别比例、年龄分布、手术原因、手术方式、手术

瘤经鼻蝶入路切除的患者，要用肌肉组织进行封堵，术后要卧

中时间、手术中置入人工硬脑膜、或手术需要将硬脑膜切开以

床 1 周，防止发生体位性重力吸引下脑脊液渗漏，引起感染。

[3]

及是否脑室外引流，是否有脑脊液渗漏 ，伤口引流以及全身

另外，人工硬脑膜植入，空气中的细菌随之进入[6]，或手术中

其他部位感染等作为观察要点。

通过血液、组织液、引流管、以及硬脑膜缝合封闭不严，都是

1.4 统计学方法

细菌入侵造成感染的原因。

各种因素综合处理，并根据不同类型分为两类，比较两组

综上，在进行神经外科颅脑手术中，手术方式、术后伤口置

的差异，将差异用 SPSS14.0 处理，如果 P<0.05，说明比较有

管，是否脑室外引流等多种因素都将引起颅内感染，采取适当措

统计学意义。

施进行预防，是避免术后颅内感染，提高手术成功率的关键。

2

参考文献：

结

果

发生感染的时间最短在术后 24h，最长的在术后 30d，平均

[1]宋琦,王永和,曹培成,等.神经外科术后颅内感染的临床分析[J].中国临床

为 11.3d；进行实验室检查，观察组 70 例感染患者中，发现细菌

神经外科杂志,2012,17(3):181-184

培养为阳性的患者 9 例，致病菌多样，按其数量多少顺序依次

[2]严勇,于明琨.神经外科术后颅内感染危险因素分析[J].中华神经外科杂

为金黄色葡萄球菌 4 例，大肠埃希菌 2 例，铜绿假单胞菌 1 例，

志,2008,24(11):862-865

肺炎克雷伯菌 1 例，变形菌 1 例。其他患者未发现阳性菌类。

[3]靳桂明,董玉梅,余爱荣,等.开颅手术后颅内感染流行病学调查的荟萃分析[J].

在分别将每个可能因素进行排查，比较可以发现，手术位

中国临床神经外科杂志,2007,12:149-151

置（后颅窝、幕下手术）
、手术方式（传统开颅、微创）
、术后

[4]程飞.神经外科术后颅内感染 290 例危险因素分析[J].中国实用神经疾病

伤口置管、手术中置入人工硬脑膜、脑硬膜是否切开、是否脑

杂志,2012,15(11):47-48

室外引流和脑脊液渗漏、缝合是否紧密、是否有全身其他部位

[5]蔡谦之.神经外科术后颅内感染危险因素分析[J].航空航天医药,2010,

感染等是引起术后感染的危险因素，两组间比较，P<0.05。年

21(6):939-940

龄、手术原因、手术时间、是否发生全身并发症与厉内感染的

[6]程启龙,宋国红,朱广廷,等.腰蛛网膜下腔置管持续引流在神经外科的应用

关系不大，P>0.05。其中后颅窝手术、幕下手术、脑室外引流、

研究[J].中华神经外科杂志,2007,23:54-55

切口置管、植入人工硬脑膜等是高发颅内感染的因素，并可作

编辑：赵玉娟

编号：EC-130118139（修回：2013-07-13）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JCM 中医临床研究 2013 年第 5 卷 第 13 期

-105-

28 例糖尿病足患者综合治疗效果分析
An efficacy analysis on treating 28 cases of DF with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侯保秋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河南 郑州，450052）
中图分类号：R5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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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糖尿病足是慢性进行性糖尿病的常见并发症，选取 2011 年 9 月～2012 年 2 月我院收治糖尿病足患者 28 例，经
过系统的综合治疗及创面处理，取得较好的效果。
【关键词】 糖尿病足；溃疡；综合治疗
【Abstract】 Diabetic foot (DF) is a common complication of chronic diabetes. To select 28 patients with diabetic foot in our hospital
from September 2011 to February 2012, treated these patients with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and wound treatment, which achieved better
results.
【Keywords】 DF; Ulcer;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64
糖尿病足（Diabetic Foot，DF）是一种慢性进行性的糖尿

谱抗生素，后根据药敏实验及细菌培养结果选用敏感抗生素。

病并发症，糖尿病足因高感染率及高截肢率[1-2]严重影响糖尿病

③改善微循环：选用丹参、凯时等静脉滴注或静推，14d 为 1

患者的生活质量。及早进行有效治疗是避免患者致残的关键，

个疗程，选用怡开每日 1 次肌肉注射改善微循环。④营养神经：

因此，糖尿病足患者的早期诊断和正确处理显得尤为重要。

应用硫辛酸、弥可保等营养神经，14d 为 1 个疗程。⑤调脂降

2011 年 9 月～2012 年 2 月我院收治糖尿病足患者 28 例，经过

压治疗：血压控制目标为血压正常范围，应用 ARB、ACEI 等

系统的综合治疗及创面处理，取得较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药物平稳降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2.2 局部治疗 Wagner 4 级
创面有大量坏死组织，根据创面情况采用“蚕食”的方式
彻底清除窦道与深部坏死组织，患者多合并足间隙感染，清除

糖尿病足患者 28 例，所有患者均符合 1999 年 WHO 糖尿

坏死组织后用无菌生理盐水反复冲洗脓腔，若感染尚未控制，

病诊断标准。其中男性 17 例，女性 11 例；年龄范围 46～77

可大剂量有效抗生素联合应用，待局部炎症逐渐消退，再闭合

岁，平均年龄（63.4±5.7）岁；糖尿病足病程 10d～3 个月，

创面。创面怀疑厌氧菌感染者用过氧化氢溶液与生理盐水冲

中位数 19d；入院时随机血糖值 9.0mmol/L～33.5mmol/L，平

洗，冲毕塞入脂质引流条充分引流，直至脓液清除干净。Wagner

均血糖值（16.7±3.4）mmol/L；糖尿病肾病 11 例（39%）
，糖

3 级：溃疡较深，常合并蜂窝组织炎，清创可以根据患者的创

尿病眼病 9 例（32%）
，糖尿病合并心脑血管病变 5 例（18%）
，

面情况，可清创、去痂一次性进行。彻底引流脓肿，变感染伤

糖尿病合并周围神经病变 20 例（71%）
，糖尿病合并周围血管

口为清洁伤口。创面渗液增多时，使用藻酸盐敷料吸收创面渗

病变 6 例（21%）
，糖尿病并局部感染 20 例（71%）
。诱因：有

出液，渗液减少后使用纳米银水凝胶填充创面控制感染，外敷

明显诱因 23 例（82%）
，如修剪趾甲损伤 7 例，抓挠致损伤 5

水胶体敷料，为伤口创造湿性的愈合环境。深部溃疡用胰岛素

例，剪胼胝损伤 5 例，新鞋压迫 3 例，刮伤 3 例，无明显诱因

浸湿的油塞均匀填充到溃疡中，外敷水胶体敷料保护肉芽组

5 例（18%）
。

织。Wagner 2 级：清创、控制感染，创面用生理盐水冲洗后涂

1.2 糖尿病足分级

抹生长因子，外敷脂质水胶体敷料，保护肉芽组织及新生上皮

28 名患者糖尿病足病变程度按 Wagner 分级分为 2 级 14
例，3 级 10 例，4 级 4 例。
2

治

疗

2.1 全身治疗
①控制血糖：所有患者均采用糖尿病饮食，28 例患者中
20 例采用口服降糖药＋胰岛素注射，8 例采用胰岛素注射，将
血糖控制在空腹血糖小于等于 7.0mmol/L。②抗感染：首选广

组织。
2.3 疗效评定标准
治愈：创面完全愈合；好转：创面坏死组织脱落，分泌物
明显减少，新生肉芽覆盖创面；无效：患足坏疽、感染，溃疡
无改善或有恶化的趋势。
3

结

果

，
28 例病人，3～7 周伤口基本痊愈；自行愈合 12 例（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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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植皮后愈合 2 例（7%）
，好转 12 例（43%）
，有 2 例患者行截

有 2 例好转，2 例无效，这表明糖尿病足病变越轻，治疗效果

趾术（7%）
。

越好。因此，早预防、早治疗及正确的足部护理方法是预防糖
尿病足发展的有效措施。

表 1 不同 Wagner 分级患者的疗效比较

4

Wagner 分级

n

治愈

好转

无效

2

14

10

4

0

3

10

4

6

0

4

4

0

2

2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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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DF 的治疗不是一种简单的治疗，需要多个学科的综合治
疗[3]，综合治疗是指以调整血糖、血压、抗感染及均衡营养为
基础，由外科医师会诊后，由外科医师及内分泌科医护人员针
对患者创面条件共同制定的个性化的创面修复方法。积极控制
血糖及抗感染是治疗 DF 的先决条件，系统的内科综合治疗有
利于创面的修复，使局部处理更加有效，忽略全身治疗而单纯
行创面处理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根据糖尿病足的 Wagner 分级，
针对不同的创面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治疗。Wagner4 级 DF

diabetes[J].JAMA,2005,293(2): 217-218
[3]邓健.应用多学科协作序列综合治疗减少严重糖尿病足截肢率的研究[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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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2010,26(20):3839-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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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局部感染控制后，应用组织皮瓣修复术，创面大多可延期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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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4-5]。本组患者中，总治愈率 50%，好转率 43%，2 例患者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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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Wagner2 级的 14 例有 10 例治愈，而 Wagner4 级的 4 例中

合理护理干预对提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
生活质量的影响
Reasonable care interventions for life quality of COPD patients
岳晓香
（河南省许昌市中心医院，河南 许昌，46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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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合理护理干预对提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对我院 120 例内科住院治疗的慢
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给予护理干预，比较给予护理干预前、后 5 个月患者的生活质量及临床症状改善情况。结果：给予护理干预
后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社会功能、躯体动能、心理功能均有所改善。结论：合理的护理干预可明显提高及改善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患者的生活质量。
【关键词】 合理护理干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生活质量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ational nursing intervention to improve COPD quality of life. Methods: 120 patients were
given nursing intervention; giving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clinical symptoms were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five months. Results: A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patients with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social functioning, physical kinetic energy, mental function was improving.
Conclusion: Reasonable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and improve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Keywords】 Reasonable care interventions;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Quality of lif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65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是以气流阻塞为特征的慢性

困难为主要的临床表现，该病病死率高，严重影响患者的劳动

支气管炎和（或）肺气肿，是老年人的常见病、多发病，是以

能力和生活质量，可引起患者运动受限，日常活动减少，进而

不完全可逆性气流受阻为特征，反复咳嗽、咳痰、喘息和呼吸

会产生肌肉萎缩、体重减轻等生理改变[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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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病患者尤为重要，应向患者及家属讲明吸氧的目的、作用及方
法，氧疗装置的清洁消毒和操作注意事项，告知患者每天给予

1.1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 120 例内科住院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均符
合“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诊治指南”的诊断标准，其中男 58 例，
女 62 例。

氧流量及如何调节氧流量。
1.2.4 饮食指导
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中，营养不良和体质量不足是最
常见问题，护理人员应根据患者饮食的喜好，指导患者合理饮

1.2 护理干预

食，避免食用生冷过热的食物，避免进食辛辣、刺激及油腻的

1.2.1 心理护理
给予患者心理干预的护理人员要具备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心理学知识和治疗经验，护士应主动与患者家属进行沟通，取
得理解与配合，鼓励其参与患者的整个治疗过程[3]；向患者及

食物，避免饮用易产气的饮料，可少食多餐，鼓励患者多食水
果和蔬菜以增加患者的机体免疫力并保持大便通畅。
2

评价标准

家属讲解该病的相关知识，使患者及家属了解该病，耐心解答
患者提出的问题，使患者积极主动配合治疗，树立良好的心态
和战胜疾病的信心。

在给予护理干预前、后 5 个月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及临床改
善情况进行评价，生活质量评估主要包括日常生活能力、社会
生活能力、抑郁症状及焦虑症状，评分分为 4 级法，1 级～4

1.2.2 呼吸功能练习
①排痰训练：指导患者熟练掌握二步咳痰法，增加咳痰的
有效性，并指导患者体位排痰的方法及正确体位[4]；②呼吸操

级表示最好到最差。
3

统计分析

练习：护士知道患者学会腹式呼吸及缩唇呼吸，采用吹气球的
方式锻炼呼吸肌功能。

应用 SPSS14 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 x ± s ）
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

1.2.3 氧疗及自我监测
氧疗是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主要手段之一，护理人员

4

结

应向患者及其家属讲解氧疗的重要性，并告知患者家属不可擅

果

患者在进行护理干预前后的日常生活能力、社会活动能

自调节氧流量和中断吸氧，在吸氧过程中避免吸入氧浓度过

力、抑郁症状和焦虑症状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

高，引起二氧化碳潴留及氧中毒；家庭氧疗对慢性阻塞性肺疾

经护理干预后患者的生活质量均有所改善。

表 1 护理干预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x ± s ，分）
项目

日常生活能力

社会生活能力

抑郁症状

护理干预前

23.37±7.03

15.37±3.62

17.58±3.82

护理干预后

16.32±3.67

▲

10.28±2.38

▲

12.06±2.68

焦虑症状

▲

15.79±3.72
9.68±2.86

▲

▲

注：与干预前比较： P<0.05。
表 2 护理干预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临床症状的影响
项目

咳嗽

护理干预前

88

护理干预后

30

咳痰
94

▲

43

▲

喘息
100
54

▲

▲

注：与干预前比较： P<0.05。

5

讨

论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发病呈进行性加重，肺功能为不可逆
性气流受限，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同时由于患者活动受限，
其社会活动也会相应减少，因病程迁延反复发作及疾病发作住
院治疗造成的经济问题，会对患者造成一系列异常心理状态，
如焦虑、抑郁、恐惧等，这不但给治疗带来不便，还将进一步

国医药指南,2009,7(11):272-273
[2]文爱玲.护理干预队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J].中外
医学研究,2010,8(12):158-159
[3]康小文,孔凡武,吴晓梅.间接行为干预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生活质量
的影响[J].实用医学杂志,2010,26(18):3367-3368
[4]胡萍.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并发自发性气胸患者的护理[J].实用护理杂志,

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这些危险因素不能通过药物解决，而护

2011,27(30):13-14

理干预让患者了解此病的发病机制，知道此病是一种可防、可

作者简介：

控、可治的疾病，进而消除患者悲观厌世、情绪低落、抑郁及
焦虑的心理负担，增强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和勇气，使患者的

岳晓香，女。主管护师，科室护士长，河南省许昌市中心医院。

生活质量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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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位敷贴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缓解期（肺肾气虚证）
的疗效观察与护理
Clinical observation and nursing for treating COPD remission with
point application
龙文英
（广东省中山市中医院，广东
中图分类号：R563.1＋2

中山，5284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3-0108-02

证型：GBD

【摘 要】 目的：观察中药穴位敷贴疗法在防治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稳定期的疗效。方法：将 200 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随
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100 例。对照组予口服茶碱缓释胶囊 0.25g bid 治疗，治疗组予口服茶碱缓释胶囊 0.25g bid 加用中药穴位
敷贴治疗。结果：两组治疗 3 年后比较，治疗组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
者常规采用中药穴位敷贴治疗，能有效减少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发作次数。
【关键词】 穴位敷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中医护理学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icacy on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in stable phase treated with point
application. Methods: 200 cases of COPD in stable phase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randomly, named control group and treatment
group,100 in each one. In control group, oraling theophylline sustained-release capsules was applied. In treatment group point application
was given besides oraling theophylline sustained-release capsules. Results : After 3 years two group were compared; the treating group was
better and difference is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Acupoint application of TCM,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times of acute
exacerbation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Keywords】 Point application; COPD; TCM nursing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66
慢 性 阻 塞 性 肺 疾 病 （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是一种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以不完全可逆

40～80 岁。
1.2.2 排除标准

性、呈进行性发展的气流受限为特征。本病属中医“肺胀”、
“喘

①治疗期间为咳喘急性发作的患者；②患有肺部肿瘤、肺

证”范围。大量的临床资料和实验研究表明，中医护理在 COPD

结核、严重肺源性心脏病的患者；③中医辨证为阴虚火旺、肺

稳定期病人护理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特别是穴位敷贴治疗，

热雍盛型的患者；④超敏体质患者。

通过辨证施护，能明显地减轻病人临床症状、延缓肺功能下

1.3 方法

降、改善病人生活质量。我科中医特色明显，穴位敷贴在慢

1.3.1 治疗组

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中广泛应用。笔者对 2009～2012 年 200

常规口服茶碱缓释胶囊 0.25g bid＋穴位敷贴。穴位敷贴方

例用穴位敷贴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进行观察，取得满

法如下。

意效果。

1.3.1.1 药物组成及配制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09 年～2012 年在我科门诊诊治的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 200 例；病程最短 3 年，最长 38 年。随机分为：治疗组 100
例，其中男 88 例，女 12 例，年龄 40～78 岁，平均（60.0±10.2）
岁；对照组 100 例，其中男 80 例，女 20 例，年龄 42～82 岁，

采用我院制剂室生产中药穴位敷贴粉进行治疗，其配方
为：白芥子、延胡索、细辛、甘遂，按 7∶7∶4∶4 比例配制。
使用时每次取药粉 30g，用 25mL 新鲜姜汁调和，做成 6～7 个
直径 1.5cm 圆形药饼。
1.3.1.2 敷贴选穴
膻中、天突及双侧肺俞、肾俞、膈俞、膏盲等穴。每次选

平均（61.4±9.5）岁。

取 6～7 个穴位进行治疗。

1.2 诊断标准[1]

1.3.1.3 敷贴时间及方法

按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会 2002 年《慢性阻塞性肺病诊治

所有患者均于三伏天每伏的第 1d 进行穴位敷贴治疗。将

指南》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1994 年发布的《中医病证诊断疗

药饼贴敷于选取的穴位上，以 5.0cm×7.0cm 胶布固定。每次

效标准》
。

帖敷时间 2～4h。每年进行 3 次贴敷治疗，3 年为 1 个疗程。

1.2.1 纳入标准

1.3.1.4 体治疗组患者在敷贴治疗整个过程中给予护理干预。

①符合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缓解期诊断标准的住院患者；
②符合肺肾气虚证诊断标准；③患者签署同意书；④患者年龄

1.3.2 对照组
常规口服茶碱缓释胶囊 0.25g 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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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干预

2.1 情志护理
慢性咳喘患者病程较长，反复发作，生活自理能力下降或
丧失，加之社会、家庭、环境、经济等因素，多出现焦虑，对

-109情明显加重；有效：咳嗽、咳痰、气喘等症状好转，至发病季
节虽有发作，但较往年症状减轻；无效：症状无明显改善，至
发病季节仍有发作或渐加重。
3.2 结果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见表 1。

治愈疾病失去信心。周氏[2]认为忧伤肺，忧思气结，肝失疏泄
条达，肝气犯肺，肺失宣降，升多降少则气逆，可诱发或加重

表 1 治疗组与对照组临床疗效比较（n，%）

咳嗽、喘促。因此，护理人员需经常关心患者痛苦，态度热情，

组别

病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耐心倾听其主诉，并协助患者获得家庭和社会的支持与关怀，

治疗组

100

80

12

8

92.00

对照组

100

70

10

20

70.00

消除顾虑，安心养病。
2.2 饮食调护

注：用秩和检验分析（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

全面的营养膳食与审因用膳相结合，指导患者了解饮食与药
物配合的重要性。药食同源，药食同用，药食同理。惠氏[3]认为

4

讨

论

饮食宜清淡与辛散，忌生冷、肥甘厚腻等滋痰生湿之品。可食用

稳定期 COPD 病人多属本虚标实之证，本虚表现为不同程

辛温性调味品，如生姜、胡椒、葱等，以助散寒。饮食宜消化、

度的肺、脾、肾三脏之虚，其常见的中医证型有肺肾气虚证。

清淡为主，多食蔬菜和水果，选食梨、莲心、萝卜、枇杷等，忌

结合“虚者补之”
“急则护其标，缓则护本”的中医护理原则，

辛辣、油腻、荤腥、烟、酒等刺激之品，鼓励多饮水。

针对稳定期 COPD 肺肾气虚证病人，采取相应的护理措施。

2.3 敷贴前的准备

现代医学认为，人体皮肤血液循环旺盛，汗腺及毛细血管

加强治疗前的健康指导，向患者说明穴位贴敷治疗的特

开放药物吸收快，皮肤给药除了局部作用显著外，还可透过皮

点、特色、疗效及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以消除其

肤进人全身血液循环，且皮肤问层有储存作用，使药物浓度曲

紧张顾虑的情绪，争取其主动配合；贴敷治疗时，保持环境安
静、清洁、舒适，室内空气流通，温度适宜（24℃～26℃），
避免空调和风扇直接对着患者；仔细询问药物过敏史，警惕皮
肤过敏反应；药物现配现用，以免天气炎热，药物失效。
2.4 敷贴中的护理
敷贴前清洁皮肤，擦干汗液，避开皮肤破损处、伤口和疤
痕，敷贴时一般取坐位，以便充分暴露穴位；用记号笔做好标
记；根据患者的年龄、体质和对药膏的耐受程度选择敷贴时间
的长短。一般成年人首次敷贴时间不超过 4h；第 2 次、3 次根
据首次敷贴时间和皮肤反应情况而调整时间；交代患者敷贴
24h 内禁用冷水洗澡，适当使用电扇和空调，不曝晒，注意休
息。1 个月内忌烟、酒、生冷腥味及辛辣之品。敷贴期间应减
少运动，避免出汗，以利于药物吸收；注意防止药膏污损衣物，
防止药膏脱落，必要时加胶带固定。
2.5 观察与记录
记录每位患者首次耐受时间及敷贴期间皮肤反应情况并实施

线平缓，避免了口服或注射给药中时间-血液曲线上表现出的峰
谷现象。且不经口服，从而避免胃肠道消化液及肝脏首过效应
等因素的影响，能充分地发挥药物的作用。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每到冬季天气寒冷时则会发作或加重。
穴位敷贴利用药物通过皮肤吸收，达到化痰祛寒，扶正固本，
调整人的阴阳平衡，提高机体免疫力，预防旧病复发或减轻其
症状。应用具有温经散寒补虚助阳的中药制成药饼（膏），选
择相应的穴位进行敷贴治疗，此时人体腠理疏松，气血畅通，
药性易于深达脏腑；通过刺激相应的穴位，以达到疏通活络、
温阳益气、驱散外邪，使肺气正常升降，温补脾肾的作用，从
而达到防病治病的作用。
稳定期 COPD 病人的传统康复护理技术，如穴位贴敷等可
以明显改善病人症状，减轻呼吸困难，提高其生活质量，值得
临床推广应用。应继续发挥中医护理在稳定期 COPD 病人中的
作用，进一步挖掘中医护理特色内容，在生活起居、饮食调护、
情志及运动等方面，开展大样本临床随机对照研究，为临床护

护理；最佳的敷贴时间为 2～4h。表现为去药后局部潮红，有热

理提供理论依据；同时加强护理人员中医理论知识和技术的培

痛感，当天或隔日起小水泡或几天后皮肤会有一层薄屑脱落，个

训，强化护理人员应用中医护理知识的意识和能力，推动和促

别对药物敏感者需要严密观察；嘱患者观察局部敷贴后的皮肤反

进中医护理的开展，以促进稳定期 COPD 病人的康复。

应，告之局部出现发热、发痒、发红、有轻微的痛感均属正常现
象。若敷贴后热辣烧灼感明显，皮肤不能耐受者可提前去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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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d；保持敷贴处皮肤清洁干燥，直至全部结痂；若水泡直径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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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例上消化道出血的内科护理研究
Internal medicine nursing research of 168 cases of
upp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张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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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分析上消化道出血的内科护理措施。方法：以我院自 2010 年 6 月～2012 年 1 月收治的 168 例上消化
道出血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 84 人，采用一般性常规治疗，观察组 84 人，在常规治疗基础上，
辅以内科护理，对比治疗效果。结果：观察组在经过内科护理后，再次出血、并发症情况等都比对照组有显著的改善。结论：对
上消化道出血患者进行内科护理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病情，在临床上具有推广意义。
【关键词】 上消化道出血；并发症；内科护理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sis the internal medicine nursing measures of upp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Methods: 168 patients with upp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10 to January 2012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84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general conventional treatment.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more the
internal medicine nursing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reatment effect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bleeding, complications of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Internal medicine nursing for
patients with upp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atients’ condition, worthy of a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Upp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Complication; Internal medicine nursing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67
失血性休克、血象升高、精神萎靡、浑身乏力、发烧发热、出

上消化道出血是重症疾病的一种，常见于急症患者，该病
[1]

的死亡率比较高 。临床症状多为呕血或者黑便，还有急性周

血后疼痛等。将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 84 人，

围循环衰竭症状[2]。为探讨更有效安全的治疗上消化道出血，

采用一般性常规治疗，观察组 84 人，在常规治疗基础上，辅

笔者对本院自 2010 年 6 月～2012 年 1 月收治的 168 例上消化

以内科护理，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病情特点等方面不具备

道出血患者的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现报道如下。

显著性差异（P>0.05）
，具有可比性。

1

1.2 统计学处理

资料与方法

对所得数据以统计学软件 15.0 进行处理分析，以 t 进行检

1.1 一般资料

验。
（P<0.05）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本院自 2010 年 6 月～2012 年 1 月收治上消化道出血

2

患者 168 例，其中男 118 例，女 50 例；年龄为 32～79 岁，
平均年龄 58.7 岁；消化性溃疡 99 例，急性胃黏膜损害 41 例，

结

果

经过治疗，两组疗效对比见表 1。

是到静脉曲张破裂 24 例，胃癌 4 例。临床症状有黑便呕血、
表 1 两组疗效对比
组别

人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对照组

84

38（45.24）

31（36.91）

10（11.90）

5（5.95）

3.25±2.44

观察组

84

44（52.39）

30（35.71）

10（11.90）

0（0）

2.51±1.18

P<0.01

P<0.01

P<0.01

P<0.01

P<0.01

P

止血时间

注：通过上述表格可以得出，采用内科护理的观察组在治疗效果上显著优于未采用内科护理的对照组，P<0.0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并且在止血时间上
短于对照组，P<0.0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

讨

论

防护意识，降低消除危险因素，尽快治愈。这就要求护理人员

临床观察护理是上消化道出血患者诊断治疗的基本依据。

在进行护理的时候注意以下几点。

该病发病比较突然，患者在心理上比较脆弱，一旦发现这种情

3.1 密切关注患者生命体征的变化

况，医护人员要及时认真观察、对症护理治疗，以提高患者的

首先要对患者进行心电监护，每隔 30min 进行一次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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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搏、血压的测量并做好记录。一旦发现肝昏迷、休克等情况要

当患者发现自己又大量便血、呕血的情况时，一般情绪都

及时报告医师采取措施。密切注意患者便血、呕血的前兆，一旦

比较紧张、恐慌。这时就需要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安慰鼓励，

发现前兆要及时采取措施。认真观察记录大便及呕吐物的形状颜

告诉患者这种情况只是暂时性的，帮助其战胜、消除恐惧心理，

色等，以作为是否出血的判断标准，为临床提供可靠的依据。患

告知家属要对患者做好呵护照顾工作，让患者比较有安全感。

者卧床时要采取平卧位，头要偏向一侧，以防止窒息情况出现，

护理过程中要密切注意患者病情的变化，促进与患者之间的关

在必要的时候进行吸氧、吸痰。

系，使得患者配合治疗护理，以取得更好的效果。

3.2 采取合理药物

3.6 做好饮食护理

垂体后叶素、立止血、止血芳酸、善得定等都是上消化道

在患者出现大量出血的时候，要禁食 1～2d，在出血止住

出血进行治疗的比较有效的药物，护理人员可以根据患者的不

之后的 2～3d 内进食应以温良流质失误为主，病情稳定之后，

同情况进行选择，在药物选择的时候要注意新药与传统药物应

再以半流质食物、软食等为主。患者要做到少吃多餐，不要吃

用情况的不同。在进行药物止血的时候，要按照药物性质，掌

粗纤维、生硬的食物，以免引起胃窦部的扩张。进食的时候要

握其禁忌症，以免出现不良反应。

做到细嚼慢咽以免对食道或胃黏膜造成损伤再次引发出血。告

3.3 做好继发感染防止工作

知患者要多饮水，但温度不宜过高。

内毒素血症能够导致急性肾小管的坏死，持续发热会使得

总之，虽然上消化道出血发病比较突然，病情比较严重，

血氨增高，只要出现感染都能增加患者的组织分解，使病情进

但是只要患者及时就医，医护人员的专业知识丰富，技术操作

一步恶化。这就要求护理人员在药物选择的时候要使用对肝脏

娴熟，对患者进行及时的诊治，再加上精心的内科护理，就能

伤害最小的来对感染进行控制，并且在对患者进行护理操作的

够极大提高成功率。

时候需认真遵守无菌操作的原则，防止医源性感染。

参考文献：

3.4 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
对患者进行疾病相关的注意事项及护理知识，告诉患者对

[1]吴淑华,付嫱.浅谈上消化道出血患者的内科护理[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

身体不良反应等要密切观察以免出现危险因素诱发出血。叮嘱

教育,2010,8(5)

患者保持健康的生活规律，戒酒戒烟，不要服用对胃黏膜有伤

[2]王妮玲.上消化道出血患者的内科护理[J].中外医疗,2009,28(31)

害的药物。

[3]唐光志.上消化道出血患者的内科护理[J].中国医药指南,2010,8(6)

编辑：李妍 编号：EC-12121708（修回：2013-07-11）

3.5 做好心理护理

妇产科腹腔镜手术的护理体会
Nursing experience of laparoscopic operation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马海侠
（河南省许昌市中心医院，河南 许昌，46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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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护理干预应用于妇产科腹腔镜手术的临床疗效。方法：2012 年 2 月～2013 年 2 月期间，我院妇产科
实施腹腔镜手术的 80 例患者，根据随机数字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常规护理）和观察组（护理干预）
，每组各 40 例，对两组护理
满意度、并发症发生率，进行观察和比较。结果：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护理满意度明显提高，并发症发生率显著降低，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对于妇产科腹腔镜手术患者，有效的护理干预能够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提高患者的预后质量，值得
临床推广。
【关键词】 妇产科；腹腔镜；护理干预；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nursing interventions used in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laparoscopic
operation. Methods: 80 patients with laparoscopic operation in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12 to February 2013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40 for each group. The satisfaction of nursing,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were observ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satisfaction of nursing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P<0.05,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 For patients with laparoscopic operation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effec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and improve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Keywords】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Laparoscope; Nursing intervention;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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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近年来，随着腹腔镜的引进和应用水平的提高，其被广泛

1.2.2 观察组护理方法

应用于妇产科手术中，以其损伤小、恢复快等特点，得到了普

给予护理干预。①心理护理：护理人员与患者主动交流和

遍认可[1]。围术期给予患者相应的护理干预，能够有效减少术

沟通，了解其内心情绪变化，针对性给予心理疏导，缓解其内

后并发症的发生率，提高患者的预后质量。本研究中，2012

心压力，并将疾病相关知识、手术治疗方法、注意事项及可能

年 2 月～2013 年 2 月期间，我院妇产科实施腹腔镜手术患者，

出现的并发症，详细讲述给患者及其家属，增强患者对疾病的

围术期给予有效的护理干预，取得了较好的临床效果，现将结

认知度，使其积极配合治疗和护理。②病情观察：密切注意患

果汇报如下。

者病情变化，动态监测生命体征和血氧饱和度，一旦发现异常

1

情况，及时给予相应处理，由于腹腔镜手术过程中，需要密切

资料与方法

注意胸腹部皮肤肿胀情况。观察引流物的颜色、形状、量，切

1.1 一般资料

口渗血、渗液情况，并做好相关记录。③体位护理[2]：术后告

2012 年 2 月～2013 年 2 月期间，我院妇产科实施腹腔镜手

知患者及其家属去枕平卧，头偏向一侧，同时持续低流量吸氧，

术的 80 例患者，根据随机数字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常规护理）

指导患者床上翻身，避免压疮，尽早进行早期功能锻炼，降低

和观察组（护理干预）
，每组各 40 例。40 例对照组患者中，年

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④并发症护理：由于腹腔镜二氧化碳气

龄 21.0～48.0 岁，平均年龄（32.0±6.0）岁，其中已婚 14 例、

腹的建立，术后可能引起腹腔镜穿孔部位的轻度皮下气肿，无

未婚 26 例；40 例观察组患者中，年龄 22.0～47.0 岁，平均年龄

需进行特殊处理，24h 内可以自行缓解，护理人员需要注意气

（31.0±5.0）岁，其中已婚 15 例、未婚 25 例。两组年龄、婚姻

肿消失时间，并做好相关记录。指导患者正确咳嗽、咳痰，做

情况比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好术后防护措施。

1.2 护理方法

1.3 观察指标

1.2.1 对照组护理方法

对两组护理满意度、并发症发生率，进行观察和比较。

采用常规护理。术前做好血常规、心电图、尿常规、肝肾

1.4 统计学方法

功能、B 超等各项辅助检查，积极控制基础疾病，提高患者对
手术的耐受能力，指导合理饮食，避免进食牛奶、大豆等容易
产气的食物，防止术中胃肠胀气，影响术野的观察。术前晚禁
食，清洁灌肠，术前留置尿管，术前做好术区部位皮肤的清洁
和备皮准备，避免术后切口感染。术前 30min，肌注镇静药物，

采用 SPSS17.0 统计学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率
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护理满意度明显提高，并发症发生
率显著降低，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详细结果见表 1。

保证患者平静、顺利完成手术治疗。
表 1 两组护理满意度及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n（%）]

3

讨

组别

例数

护理满意度

并发症发生率

观察组

40

39（97.5）

3（7.5）

对照组

40

30（75.0）

12（30.0）

卡方值

8.54

6.65

P值

<0.05

<0.05

论

腹腔镜手术作为微创手术，以其具有损伤小、并发症少、
术后恢复快等特点，被广泛应用于妇产科疾病的治疗中，并得
到了患者和临床医师的普遍认同。妇产科腹腔镜围术期，护理
人员需要给予患者有效的心理护理和健康宣教，不仅能够缓解
患者内心压力，使其保持良好心态，还能够提高患者对疾病的
认知能力，增加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3]。
术中密切注意病情变化，动态监测生命体征，协助患者调
整舒适体位，术后做好尿管护理，密切注意尿液颜色、量的变
化情况，并做好相关记录，一般情况下，术后遵医嘱适时拔除
尿管。做好盆腔引流管的有效固定，避免翻身、活动的牵拉或
移动，注意观察引流液的颜色、量，并做好相关记录，一旦发
生异常变化，及时报告主管医师，给予相应处理。对于术后疼
痛遵医嘱给予相应处理，必要时应用止痛药[4]。
术后也要注意与患者的交流，了解患者的不适症状，观察
术后切口恢复情况，做好并发症的预防和护理，降低术后并发症
的发生率，提高患者的预后质量，同时，指导患者早期进行功能

锻炼，促进疾病的快速愈合。出院时，给予患者合理的饮食指导，
告知患者术后 2 个月内禁止盆浴和性生活，做好外阴清洁，定期
复诊，一旦发生阴道出血、腹痛、持续发热等情况，及时就医。
本研究中，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护理满意度明显提高，
并发症发生率显著降低，总而言之，对于妇产科腹腔镜手术患
者，围术期有效的护理干预，能够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提高
患者的预后质量，值得临床广泛推广。
参考文献：
[1]胡绍慧.妇产科患者腹腔镜手术的护理效果观察[J].按摩与康复医学, 2011,
2(11):123
[2]刘慧娟.妇产科患者腹腔镜手术的护理体会[J].吉林医学,2012,33(17):3784
[3]孙连君.妇产科腹腔镜手术 526 例围手术期护理体会[J].中外医疗,2011,11
(33):166
[4]谢婉梨.1022 例妇产科腹腔镜手术病人的围术期护理[J].全科护理,2011,9
(12):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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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保健体育疗法与治未病
Traditional physical health care therapy and “preventive treatment of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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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治未病”是中医学先进的医学思想，亚健康是指人体处于健康和疾病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治未病”思想为
当代防治亚健康指明了正确方向。本文在分析亚健康成因的基础上，着重介绍了“未病学”在预防亚健康中的指导作用，并进一
步阐述传统保健体育疗法在干预亚健康中的优势及作用。
【关键词】 传统保健体育疗法；治未病；亚健康
【Abstract】 “Preventive treatment of disease” is a TCM advanced medical ideology. Sub-health referring to the body is a kind of
intermediate state between health and disease. “Preventive treatment of disease” idea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contemporary
health points the right direction.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ause of sub-health, emphatically introduces the “epidemiology”
instructional role in the prevention of sub-health, and further elaborates the traditional physical health care therapy in the advantages and
effect of intervention of sub-health.
【Keywords】 Traditional physical health care therapy; Preventive treatment of disease; Sub-health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69
“治未病”是中医学先进的医学思想，“治未病”就是指
预先采取措施，防止疾病的发生、发展与传变。追溯其源流，
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提出了“治未病”的思想。如《素问·四
气调神大论》指出：
“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

起到未病先治的作用。
2

传统保健体育疗法介绍

2.1 五禽戏

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如渴而穿

所谓五禽戏，是东汉末年名医华佗通过模仿虎、鹿、熊、

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当今，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治

猿、鸟五种禽兽的动作，创编而成的一套锻炼身体的方法。根

未病”的理念与实践引起了医学界的广泛关注[1]。建立在中医

据中医的脏腑学说，五禽配五脏。虎戏，主肝，能疏肝理气，

学理论基础上的传统保健体育以整体观、辨证观、以人为本、

舒筋活络；鹿戏，主肾，可强腰肾，活跃骨盆腔内的血液循环，

天人合一、形神统一、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等思想观念，以及注

并锻炼腿力训练身体平衡；熊戏，主脾，有健脾胃、助消化，

重养生和调整阴阳、扶正祛邪等理论与实践，运用综合治疗的

活关节等功效；猿戏，主心，有助于增强心肺功能，调整心包

方法，消除异常、失调的病理状态，并使之恢复正常的协调的

经；鸟戏主肺，动作轻翔舒展，可开阔胸怀，疏通肺经，调理

生理状态，达到提高机体的抗病力以及康复能力。这种从整体

气机。五禽戏经常练习的人，都会感到神轻气快，手脚灵活，

上调理为主，注重精神调养的整体思维治疗模式充分体现“治

步履矫健。此外，五禽戏对于肺气肿、哮喘、高血压、冠心病、

[2]

未病”的思想，对亚健康的防治起到了很好的理论指导作用 。
1

传统保健体育疗法的历史
传统体育养生涉及饮食、起居、劳逸、导引、情绪等方面，

其顺应天时地利、练养结合的原则；防患于未然的预防原则；

神经衰弱、消化不良等症，也有预防和防止复发的功效。尤其
是对中风后遗症扥康复患者，时常选择五禽戏锻炼，能改善患
者的异常步态和行走姿式，防止肌肉萎缩，提高人体的平衡能
力，提高生活质量。
2.2 八段锦

刚柔相济、动静结合的活动原则，所展示的养生保健原则与我

八段锦源于道家养生，是一套针对一定的脏腑、病症而设

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保健按摩法、导引术、太极拳等传统体育

计的练功方法，其功能柔筋健骨、养气壮力，可以行气活血、

养生锻炼方法在防病健身方面卓有成效，并深蕴传统文化哲理

协调五脏六腑功能，男女老幼皆可锻炼。通过对头、颈、躯干

和人生智慧。传统保健体育疗法有着悠久历史，是我国劳动人

的旋转和上下肢的牵引动作，加强了对经络腧穴的刺激，以此

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与疾病作斗争中强身健体的经验总结。它

改善五脏六腑的功能。长期习练八段锦能疏通、调整全身经脉，

以祖国传统医学理论为依据，通过姿势的调整、呼吸的锻炼、

起到养生保健防病的作用。

意念的应用来调节和增强人体各部分机能，诱导和启发人体内

2.3 易筋经

在潜能，起到防病、治病、益智、延年的作用。传统体育疗法

易筋经相传为天竺和尚达摩所创，修炼易筋经能使人神清

包括导引（如八段锦、五禽戏、易筋经），武术（如太极拳、

气明、周身舒畅，通过导引强化人体细胞组织之新陈代谢，对

太极剑）和气功。传统体育疗法强调依靠人体自身调节能力，

于人体的精、气、神的强化以及抗衰老均有助益。它外动以易

调动人体潜能，通过调心、调身、调息，起到改善人体脏腑机

筋强骨，内静以攻心纳意，是一套身心并练、内外兼修的医疗

能、调节血脉、疏通经络、以调节各种机体失衡状态。应用传

保健养生功法。本功法适用于年老体弱者锻炼，对于神经衰弱、

统保健体育疗法不仅有助于疾病的康复，而且可预防其发生，

高血压、心血管病、关节炎等病亦有一定治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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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保健体育疗法“治未病”以增强体质为核心的预防保

太极拳是我国宝贵的民族遗产，它是一种“静中寓动、动

健思想，以养生调摄为主要手段的丰富的方法体系，维护健康

中求静”的养生术。所有动作的开合、起落、进退、刚柔、蓄

扶正祛邪、预防为主，这是治未病的经典理论也是传统保健体

发、顺逆、虚实、曲直等，无不和谐地体现出阴阳对立与统一

育养生的主干。我国古代医家经过长期反复的临床实践，总结

的辨证规律。中医学认为，时常打太极拳之所以健身，是因为

了一整套养生健体防病之法，其中健康的生活、行为、工作方

此项运动能畅通经络，培补正气。当太极拳练到一定程度后，

式是提高生命质量，预防“亚健康”和疾病的根本，饮食有节、

便产生腹鸣、指麻等体内行气现象，再坚持练习，到一定功夫

起居有常、情志调畅、劳逸适度等养生之术是对其高度的概括。

便可通任、督、带、冲诸脉，同时增加丹田之气，使人精气充

同时针对不同情况亦有着极其丰富的调治方法，代表的功法五

足、神旺体健。也正因为太极拳有上述众多的养生保健作用，

禽戏、八段锦、易筋经以及太极拳、气功等。传统保健体育就

所以，时常打太极拳对许多疾病有防治和康复作用，如：冠状

是通过身心合一、内外兼修、整体和谐的运动以提高人体抵抗

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心绞痛，心肌梗塞后恢复期，高血压

病邪的能力，达到正气旺盛、阴阳平衡、气血畅通、脏腑协调

病，风湿性心脏病以及肺原性心脏病，中度神经衰弱，各种类

的未病状态，可以使人远离亚健康。

型的植物神经功能紊乱，胃肠神经官能症，老年性便秘，胃、

4.3 调节情志，干预亚健康

十二指肠溃疡并发症，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非活动性肺结核等
[3]

传统保健体育疗法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瑰宝，是通过养

许多疾病 。此外，由于打太极拳可以补益肾精、强壮筋骨、

精神、调饮食、慎起居、练形体、适寒温等各种方法，保持身

抵御疾病，所以经常坚持这项运动，能防止早衰，延缓衰老，

心健康，防患于未然，从而做到使人延年益寿。“治未病”在

使人延年益寿。

传统保健体育学方面重在无病自调，而调控的主要内容是生命

3

传统保健体育疗法疗法的优势

的规律、节律、节奏[5]。体现在尊重机体自身内在规律性（机
能调节）
；主动提高与自然界适应能力（规律调节）
；在生命过

传统保健体育疗法是利用体育运动和机体功能练习预防和

程中尽量避免不良干扰（习惯调节）；养身与修性同重，形神

治疗疾病的一种有效方法。是综合治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合一（心态调节），这一阶段的关键在于稳态调节无忧患，学

是疾病的综合治疗和预防不可缺少的措施。传统保健体育疗法

会控制不良情绪，用适当的方法释放不良情绪，保持心态平和，

不同于竞技体育。后者的对象是运动员，目的为极大地提高运

就保证了人体机能协调。正如《素问•上古天真论》所谓“恬

动技术水平，创造最佳运动成绩。而前者的对象是广大男女老

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通过传统保健体

幼，其目的是强身健体，防病疗疾以增进全社会的健康。传统

育的实践，顺应自然、调理阴阳、调和形神，做到“阴平阳秘，

保健体育疗法疗法种类繁多，功能各异，不同的功法有着不同

精神乃治”
，达到延长生命时限和提高生活质量的目的。

的动作结构、技术要求、风格特点和运动量。不受年龄、性别、
体质、时间、季节、场地和器械的限制，适合不同群体或个人

5

结束语

在多种场合进行练习。五禽戏、八段锦、易筋经以及太极拳等

中医“治未病”蕴含着丰富的预防医学思想，积累总结了大

传统保健体育疗法内容作为防治某些慢性疾病的措施以强身健

量的预防疾病的方法及手段，充分发挥其在防治亚健康状态方

体，源远流长。传统保健体育疗法疗法不同于一般的体育锻炼，

面的潜在优势，以中医理论为指导，培养一种健康的生活、行

它除了强调形体锻炼外，更注重精神、心理的锻炼，将二者有

为和工作方式，合理的膳食结构，起居有常，劳逸结合，保持

机的结合，在改善生命质量方面更具优势，从而提高健康水平[4]。

健康状态，这样才能有一个高质量的生活。随着“治未病”思想

4

传统保健体育疗法“治未病”思想与亚健康防治
亚健康不但是医学问题也是社会问题，不仅使人们的生活

的深化，传统保健体育疗法将为促进人类健康做出新的贡献。
参考文献：

质量降低，也制约了经济的发展，进而影响社会发展的进程，

[1]靳琦,王琦.中医“治未病”说略[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7,30(11):725-

防治亚健康已经成为当务之急。由于医学界对导致亚健康状态

728

的确切原因未达成共识，亚健康状态的诊断亦无统一的标准，

[2]洪蕾,冼华.中医“治未病”的理论研究[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7,13

故目前尚未有明确有效的治疗方法。“治未病”思想为当代防

(2):92-94

治亚健康指明了正确方向。

[3]李俊杰,刘俊荣.灰色状态的传统保健体育疗法[J].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

4.1 建立在中医学理论基础上的传统保健体育

志,2001:258

传统保健体育以整体观、辨证观、以人为本、天人合一、
形神统一、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等思想观念，以及注重养生和调
整阴阳、扶正祛邪等理论与实践，运用综合治疗的方法，消除
异常、失调的病理状态，并使之恢复正常的协调的生理状态，
达到提高机体的抗病力以及康复能力。这种从整体上调理为
主，注重精神调养的整体思维治疗模式对亚健康的防治起到了

[4]于宁,丛松.论体育疗法在中医养生学的作用[J].中医药学报,2000:9
[5]李梢.中医“治未病”说要[J].皖南医学院学报,1997,16(1):91

作者简介：
鄢行辉（1968-），男，汉族，福建福州人，职称：教授，研究方向：
传统体育养生。

很好的理论指导作用。
4.2 维护健康、综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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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无创呼吸机病人的护理体会
Care experience for non-invasive ventilator patients
秦玉珍 侯东霞
（新疆乌苏市中医院，新疆 乌苏，833000）
中图分类号：R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3-0115-02

【摘 要】 目的：探讨无创呼吸机治疗过程中对患者的评估及护理措施。方法：对使用无创呼吸机 61 例患者进行护理评估，
并根据评估结果采取相应的护理措施。结果：61 例患者中 58 例治疗有效，3 例无效。结论：对使用无创呼吸机的患者进行评估及
护理，能使患者积极配合，提高患者的依从性，增加患者的舒适度，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取得较为满意的疗效。
【关键词】 无创呼吸机；舒适度；呼吸障碍；护理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patients with the non-invasive ventilation during treatment assessment and care measures.
Methods: 61 patients in nursing assessment and based on the assessment results, the appropriate care measures. Results: 61 patients, 58
cases of treatment is effective, 3 cases ineffective. Conclusion: The use of non-invasive ventilator patient assessment and care, enabling
patients to actively cooperate to improve patient compliance and increase patient comfort and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and
achieved satisfactory results.
【Keywords】 Non-invasive ventilator; Breathing disorder Comfort; Respiratory disorder; Car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70
1

临床资料
2012 年 4 月～2012 年 11 月我科应用无创呼吸机病人 61

例，其中男 38 例，女 23 例；年龄 50～79 岁，使用时间 72～
108h，对使用无创呼吸机的患者进行评估及护理，根据护理评
估结果采取相应的护理措施。
2

呼吸机管道。
2.4 呼吸机的匹配
观察患者的神志、生命体征及患者呼吸与呼吸机的匹配情
况，防止人机对抗上呼吸机前护士向患者详细介绍面罩辅助通
气治疗的优越性、安全性和必要性，上呼吸机后专人守护，指
导患者保持呼吸与呼吸机同步，减少人机对抗。护士应指导病

护理体会

人采取正确有效的呼吸方式，可以先让病人做缩唇呼气，然后

2.1 心理护理

做闭嘴吸气的腹式呼吸锻炼，告知病人使用期间不要说话，以

无创呼吸机治疗前大部分病人有恐惧感。让其认识到目前
是使用无创呼吸机的最佳时期以及使用的必要性，治疗前给病

免气体吸入胃内，引起胃胀气。
2.5 脸部的护理

人讲解无创呼吸机应用的目的、方法、治疗过程中如何配合、

观察有无鼻部及眼部不适有研究显示，每隔 2h 取下面罩，

可能出现的情况，以减轻其紧张、恐惧等心理，从而使其主动

按摩鼻、两颧骨部，或在鼻梁上及两颧骨处用纱布或海绵衬垫，

配合治疗。需耐心解释，安慰患者，使其处于最佳心理状态，

可避免局部产生红肿、疼痛甚至溃疡。由于气流刺激眼角可导

积极配合治疗。

致眼部不适及角膜炎，故应保持面罩密闭，严防鼻梁根部漏气，

2.2 气道的管理

如不慎出现角膜炎可用抗生素眼药水滴眼。

选择合适的面罩头罩。根据患者脸型选择舒适、密封良好
的面罩。保持呼吸道通畅是 NIPPV 无创通气取得成功的关键。

2.6 营养支持
对于长时间行机械通气的病人，要全面了解其营养状况，

2.2.1 加强气道湿化进行 NIPPV 治疗时先将灭菌注射用水

糖的摄入过多，可使二氧化碳产量增加，加重呼吸衰竭。同时

250ml 倒在加热湿化器内，使气体经过湿化后再进入病人气道，

临床研究结果提示胃肠道营养可以改善病人或动物免疫功能，

可在一定程度上稀释痰液，促进排出，避免气道痉挛。

而静脉营养却无此发现。因此，对于机械通气的病人，护士要

2.2.2 促进主动咳嗽有效清除呼吸道分泌物的方法是病人的主

鼓励并协助其积极主动进餐，合理安排饮食种类，增加蛋白质

动咳嗽排痰。指导病人有效咳嗽，即二步法将痰咳，首先行深

的摄入适当减少糖类的摄入。

呼吸 4 次或 5 次，再深吸气后保持张口，然后轻咳一下将痰咳

2.7 肢体的锻炼

至咽部，再迅速将痰咳出。
2.3 管道的连接
保持管道的密闭性选择正确合适的连接方式，理想的连接

肢体功能锻炼使用 NIPPV 无创通气期间，卧床时间延长，
护理人员除给予常规的翻身、叩背等基础护理之外，还应鼓励
并协助病人进行早期被动和后期的主动运动，包括握拳，双上

方式应该能够提供密封、舒适、低无效腔和安全的连接。在吸

肢上举、双下肢屈曲、直腿抬高及双腿交替练习，4 次/d。锻

氧状态下将面罩连接，摆好位置和调节丝带松紧度后，再连接

炼可以使握力、抬腿耐力、呼吸肌肌力增加，提高病人主动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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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炼的意识，使病人战胜疾病的信心增加，同时适当的锻炼可以
使肠道功能得到改善，减轻腹胀，使病人的肠内营养得以支持。
2.8 呼吸机的卫生清洁
加强呼吸机管道的消毒及保持鼻面罩的清洁一次性呼吸

苦，让病人舒适地度过呼吸机治疗这一阶段，做好护理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江寅芳,祝明华,李益民.无创呼吸机使用中常见的问题及护理对策[J].护

机管路每周更换，面罩每日用 75%乙醇擦拭无创呼吸机表面，鼻

理研究,2006,20(4C):10541055

面罩专人专用。对间歇辅助通气的病人，鼻面罩不使用时要用保

[2]严莉,张继英.无创双水平气道正压通气治疗重症哮喘的护理[J].护理与康

鲜袋套住，保鲜袋每日更换，当戴鼻面罩时，先用 75%乙醇擦拭。

复, 2009,8(1):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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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3]孟瑞芹,张秀峰,姜文英,等.无创正压通气治疗重症哮喘护理观察与临床分

论

析[J].临床肺科杂志,2008,13(8):1076

无创呼吸机广泛地应用于治疗各种原因所致的呼吸障碍，

[4]徐玉花.无创通气治疗重症哮喘的护理研究[J].临床护理杂志,2008,7(3):

由于它的使用抢救了许多危重病人的生命。无创通气是一种通过

20-22

鼻罩或面罩将病人与呼吸机相接，在上呼吸道加以正压来改善肺

[5]王辰,张红玉.改进慢性疾病合并呼吸衰竭的机械通气策略[J].中华内科杂

泡通气的机械通气办法，主要是起辅助通气泵功能，从而缓解呼

志,2000,39(6)

吸肌疲劳，在呼吸机给人们带来益处的同时，它给病人身心带来
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在呼吸机使用期间，为了减轻病人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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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包装中药饮片在煎药室的管理与应用探讨
Management and application of Chinese herbal pieces of small package in
the medicine chamber
孙园园 刘灿坤
（山东省淄博市第一医院，山东 淄博，255200）
中图分类号：R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13-0116-02

【摘 要】 目的：探讨小包装中药饮片在煎药室管理应用中更加完善合理性，尤其毒、麻药物在煎药室的安全性。方法：参
照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的《医疗机构中药煎药室管理规范》等文件，结合实际工作经验，制定完善的管理措施和应用
方法。 结果：通过完善小包装中药饮片管理与应用，可进一步的明确药物的查对及鉴别，尤其对剂量核查更加直接现实，特别有
利于对毒、麻药物的进一步管理。 结论：小包装中药饮片有利于在煎药室管理与应用中更加完善合理。其优点：方便了药物的查
对与鉴别及药物剂量的核对，保留了药物名称、剂量的原包装，利于备查；增强了对毒、麻药物的进一步的管理手段；缺点：包
装袋（白色）的污染（也可回收）及经济成本，增加了拆药包的时间。
【关键词】 小包装中药饮片；煎药室；管理应用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management and application of Chinese herbal pieces of small package in the medicine
chamber, especially the safety of toxic, medicine thing in the medicine chamber.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of health,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rmulation of the “medical institutio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ecocting room
management norms”,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work experience, the development of management measure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ethod to improve the. Results: Through the improvement of management and application of Chinese herbal pieces of small package, can
determine the medicine further check and identification, especially for dose verification more direct reality, particularly conducive to the
further management of poisonous hemp medicine. Conclusion: Chinese herbal pieces of small package is conducive to the management in
the medicine chamber and the application of more perfect and reasonable. The utility model has the advantages of convenient: The
medicine check and identification and medicine dose verification, to retain the medicine name, dose of the original packaging, for reference;
enhance the toxicity of medicine, further management means; disadvantages: packaging bag (white) pollution (also recyclable) and
economic costs, increased demolition charge time.
【Keywords】 Chinese herbal pieces of small package; The medicine boiling chamber; Management and applic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71
2009 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下发了推广使用《小包装中药饮

片医疗机构应用指南》，从此中药房调配改变了左手拿秤，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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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抓药，秤盘抖动，一味中药被分成多份的繁琐工作，并有效

宜久煎，煮沸后再煎煮 15～20min；滋补药物先用武火煮沸后，

避免了称不准、分不匀、复核难、浪费大、卫生差等弊端，不

改用文火慢煎约 40～60min。药剂第二煎的煎煮时间应当比第

仅保证了中药饮片方剂质量，还提高了中医临床疗效。为此我

一煎的时间略缩短。煎煮过程注意时时搅拌，一般搅拌药料 2～

院相应国家指示精神，在中药门诊引进了 3g，6g，9g 等规格

3 次。搅拌前清洗搅拌棒，以免混入杂质。搅拌药料的用具应

的小包装饮片，极大的方便了调剂工作。但同时煎药室也需要

当以陶瓷、不锈钢、铜、硬木、竹等材料制作的棍棒。

相应处理小包装的煎药管理工作。为了探讨小包装中药饮片在

2.2.2 特殊应用法

煎药室工作中的优缺点，现结合 2009 年卫生部、国家中医药

①后下药，应当在第一煎药料即将煎至预定量时，投入同

管理局制定并施行新的《医疗机构中药煎药室管理规范》和

煎 10min 左右。②另煎药，应当切成小薄片，煎煮约 2h，取汁；

《毒、麻、精神药品管理》的相关规定，现将这几年来工作中

另炖药应当切成薄片，放入有盖容器内加入冷水（一般为药量

的经验做一总结，于同行探讨。

的 10 倍左右）隔水炖 2～3h，取汁。此类药物的原处方如系复

1

煎药室的布局及设施设备

1.1 煎药室应分工作区和办公区

方，则所煎（炖）得的药汁还应当与方中其它药料所煎得的药
汁混匀后，再行分装。某些特殊药物可根据药性特点具体确定
煎（炖）药时间（用水适量）
。③溶化药（烊化）
，应当在其它

工作区内有煎药制度、操作流程、管理制度上墙等；应分

药煎至预定量并去渣后，将其置于药液中，微火煎药，同时不

有储药区、准备区（浸泡区）、煎煮区、药渣储存区、待取区

断搅拌，待需溶化的药溶解即可。④煎汤代水药，应当将该类

等功能区域。办公区应有工作制度，具备更衣柜、写字台、资

药物先煎 15～25min 后，去渣、过滤、取汁，再与方中其它药

料处、标签处等。

料同煎。⑤注意事项，药料应当充分煎透，做到无糊状块、无

1.2 设施设备及管理

白心、无硬心。煎药时应当防止药液溢出、煎干或煮焦。煎干

煎药室应当配备完善的煎药设备设施，如煎药机、各种煎
药应具备的工具、冷藏设施以及量杯（筒）、过滤装置、计时
器、贮药容器、药瓶架、粉碎机等。用完后及时清洗干净、消
毒。做好使用记录，清洗消毒记录、小型消毒设施、紫外灯、

或煮焦者禁止药用。为了尽量提高有效的药物浓度值，对于药
渣要挤压后放弃。
3

除湿机等。
2

煎药前的准备及煎药操作流程

2.1 煎药前的准备
规划好小包装在煎药室的应用，制定煎药室规范化、制度
化措施，才能够保障中药煎药质量。因为有了小包装之后，相
应的多了拆包装的环节，因此工作区域的布局和煎药前的准备

包

装

煎药量的确定应当根据儿童和成人分别确定。儿童每剂一
般煎至 100～300ml，成人每剂一般煎至 400～600ml，一般每
剂按两份等量分装，或遵医嘱。包装袋上贴好患者姓名和副数、
使用方法、注意事项的标签，放到待取区。同原先冲服药放在
同一包装袋内。做好煎药记录，病人取药时间。
4

安全与卫生

是与散装煎药区别最大的地方；将领取的小包装饮片放在储药

建立煎药室水电安全记录。药渣及小包装袋的处理，存放

区，记录患者姓名和副数及注意事项。待煎药在准备区拆包装

于药渣区，留存 3d，以备查对。过后小包装包装袋可以回收处

时再次核对所调剂的药物与名称是否相符、剂量是否正确，以

理，尽量减少环境污染。

及质量的优劣。对于有毒、麻、精药品的药方，单独设立账册，
按毒、麻、精神药品管理办法管理，在毒麻记录本上记录患者
的姓名、身份证，处方医师，煎药人，煎药时间，其煎药区要

5

讨

论

小包装袋中药饮片在院内煎药，有利于对毒、麻、精神药

有明显的标示，以防与其他药混淆或漏掉。凡注明有先煎、后

品专人、专柜、专用、专册及交接管理与应用，将装有毒、麻、

下、另煎、烊化、包煎、粉碎、煎汤代水等特殊要求的中药饮

精神药物小包装袋放在煎药区，有利于煎药区有明显的标示，

片，单独放置。须包煎的用纱布包好。需要冲服的在外包装上

为预防与其他煎药混淆提供了安全性。

说明后，先放到取药区，以免遗忘。使用符合国家卫生标准的

小包装中药饮片与散装中药饮片相比，在煎药过程中有其

饮用水浸泡，浸泡时间一般不少于 30min，用水量一般以浸过

自己的优势和特点：散装药混杂在一起，分类、鉴别较困难，

药面 2～5cm 为宜，根据药物的吸水性质而定。拆封的小包装

更无法区分每味药的剂量，煎药后药渣被煮烂，更增加了对药

袋放到药渣区。以备查对，查对完后收集储存（回收利用），

物的鉴别难度。而小包装由于外包装的存在，可以随时核对，

以防污染。

不仅煎药前能核对，煎药后同样可以核对每味药的药名和剂

2.2 煎药操作流程

量，其中剂量的核对优势尤为突出，这也是散装药所不能实现

2.2.1 常规煎煮法

的。同时如果拆包装核对时发现饮片存在质量问题，也可以轻

煎煮时应先用武火烧开，改为文火；先煎的药物应当煮沸

松对换同种等量的药品。当然也有其不足之处：小包装的使用

10～15min 后，再投入其它已先行浸泡好药物一起同煎。煎煮

增加了经济成本及病人的经济负担，同时也造成了白色污染。

时间：用定时器定好先煎、后下以及煎药时间。具体每副药应

而且拆包装费事费力，使煎药室的工作量增加等不利因素。

当根据方剂的功能主治和药物的功效确定，或执行医嘱。药物
煮沸后计时煎煮 20～60min，解表类、清热类、芳香类药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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棘白霉素抗真菌药不良反应的临床护理观察
Clinical nursing observation on the adverse reactions of
Spines albomycin antifungal agents
杜长华 王 菲
（山东省枣庄市妇幼保健院，山东 枣庄，277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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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对新型抗真菌药棘白霉素类的不良反应应引起足够的重视，为临床实际应用提供参考，从而促进该类药物
的合理使用。方法：搜集、参阅国内外有关论文、综述、专刊文献，进行分析总结。结果：棘白霉素类抗真菌药，在疗效明确的
同时亦有不容忽视的许多不良反应。结论：随着该类药物使用频率的增加，不良反应也逐渐增多。
【关键词】 棘白霉素；真菌；不良反应
【Abstract】 Objective: The adverse reactions of new type Spines albomycin should be taken seriously enough for promote the this
class rational use of medicine. Methods: Collect, access domestic and foreign papers, reviews, monograph literature to analyze and
summarize. Results: Spines albomycin antifungal agents are clear in terms of efficacy, while there are many adverse reactions can not be
ignored. Conclusion: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frequency of use of these medicine, adverse reactions also gradually increased.
【Keywords】 Spines albomycin; Fungi; Adverse reac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72
棘白霉素类是来源于微生物的一类全新抗真菌药物，具有

静脉滴注。5d 后体温恢复正常，但白细胞总数和中性粒细胞显

、多烯类
独特的抗菌作用机制[1]完全不同于丙烯类（特必萘芬）

著降低，WBC1.7×109，Ｎ0.46，Ｌ0.42。立即停用卡泊芬净，

（两性霉素 B 等）
、三唑类（伊曲康唑等）等其他三类抗真菌

加用升白细胞药物，5d 后白细胞总数和中性粒细胞恢复正常，

药物，抗真菌靶位抑制真菌细胞壁的 1，3-β-D 葡聚糖的合成。

此后又复查 2 次，血象均正常。

在真菌细胞壁，具有广谱抗真菌活性、药物相互作用少和安全
性高的特点。对由白色念珠菌、烟曲菌、热带念珠菌和新型隐

3

引起严重可逆性血小板减少
据鞠烈[4]报道，一位 68 岁男性老人，因呼吸短促、咳嗽、

球菌引起的侵袭性真菌感染具有很好的疗效，是迄今为止安全
性最高的一类抗真菌药物。目前上市的有 3 个品种，即默沙东

腹痛和间歇性高热 10d 入院。入院第 5d 后，因血标本培养出

公司开发的卡泊芬净（Caspofungin），藤泽药业开发的米卡芬

白色念珠菌而用卡泊芬净进行治疗，先 70mg/d，然后 50mg/d，

净（Micafungin），以及辉瑞公司开发的阿尼芬净（Anidula-

1 周后，患者的血小板计数从 13.6×109/L 急剧下降却是 2.4×

fungin）
，但国内只有卡泊芬净和米卡芬净两种。近几年，随着

109/L，停止使用卡泊芬净 10d 后，恢复正常。

该类药物使用频率的增加，其不良反应也不容忽视，现分述如
下，供临床实际使用的参考。
1

畏寒、发热
棘白霉素类抗真菌药物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是畏寒、寒战、

发热[2]大多数患者均在开始输注后 1～2h 开始畏寒、寒战、发
热。出现畏寒时可降低输液速度；寒战时要暂停输注（必要时
抽血培养），并注意保暖，调高室内温度并给予非那根肌注；

4

据闻艳伟[5]报道，在其临床实践中治疗的 5 例恶性白血病
合并侵袭性曲霉菌病的患者中，其中有 2 例出现收缩压增高
30mmhg 以上，心率大于 100 次/min，在减慢输液速度 1h 后血
压、心率逐渐降至正常范围之内。
5

2

致粒细胞减少
据张麒[3]等报道，某男性患者，89 岁，因肺部感染入院，

既往无血液病史。入院后先给予静脉滴注利复星注射液 0.2g，
2 次/d，头孢哌酮/舒巴坦钠 2.0g，2 次/d。其间，连续痰涂片及

导致认知障碍
据周敏[6]等报道，17 岁女性患者，因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发热期间多饮开水，及时擦干皮肤，更换汗湿衣物，降低室内
温度，予以大动脉冰敷，必要时使用解热镇痛药。

心脏毒性反应

而入院，口服他克莫司早 2mg，晚 3mg 合用米卡芬净注射液，
治疗 10d 后，患者出现睡眠时间延长、少言、反应慢等症状，
并逐渐发展为嗜睡、记忆力减退、幻视、语速慢、计算错误等。
停用米卡芬净 2d 后，症状减轻，再用后，症状加重。
6

消化系统不良反应

痰培养均示铜绿假单胞菌阳性，未见真菌。治疗 2 周后因痰培

使用棘白霉素类抗真菌药后，均有不同程度的食欲下降、

养连续发现白色念珠菌而停用头孢哌酮/舒巴坦，给予卡泊芬净

厌食[7]。肝功能监测，4 例患者中有 2 例用药期间谷丙转氨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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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高，予以保肝治疗，用药结束 1 周后转为正常。使用卡泊芬

135-136

净期间注意监测病人肝功能的变化，并尽量选用其他不影响肝

[4]鞠烈.卡泊芬净引起严重可逆性血小板减少[J].中国处方药,2005(35)2:75- 76

功能的药物，以免加重肝损伤。

[5]闻艳伟,欧卉.米卡芬净钠治疗恶性血液病合并侵袭性曲霉菌病的不良反
应入对策[J].实用药物与临床,2009(12):11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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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胰岛素抵抗的中医药研究进展
Research review on treating IR in T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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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量的动物实验和临床研究证明了中医药具有改善糖尿病胰岛素抵抗（IR）的作用，显示出了中医学在 IR 防治
中的巨大潜力，文中从 IR 病名、病因病机、治疗进展三个方面进行了综述。
【关键词】 糖尿病胰岛素抵抗；中医药；研究进展
【Abstract】 A large number of animal experiments and clinical studies proved that TCM has the function of improving insulin
resistance (IR), showed that the TCM has enormous potential in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the IR. In the article, the IR nonaggressive,
pathogenesis, treatment of three aspects are reviewed.
【Keywords】 IR; TCM; Research review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73
在传统医学中，并没有与胰岛素抵抗相对应的病名，但在

贵人病之而贫贱者少有也。
”清•叶天士指出“三消一证，虽有

治疗与 IR 有关的糖尿病、高血压病等方面有着丰富的论述，

上、中、下之分，其实不越阴亏阳亢，津涸热淫而已”，又指

积累了诸多经验。近十几年来，随着对 IR 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出“渴饮频饥，溲溺浑浊，此属肾消。阴精内耗，阳气上燔，

中医药在 IR 的防治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现综述如下。

舌碎绛赤，乃阴不上承，非客热宜此”。近代张锡纯指出“消

1

病名的研究进展
《素问•奇病论》
“此肥美之所发也，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

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其气上溢，转为消渴”；

渴之证，多由于元气不升所致”。
2

病因病机的研究进展
素体阴虚，津液燥竭，饮食不节，起居失常，房劳过度，

《金匾要略•消渴小便不利淋病脉证并治》曰：
“男子消渴，小

情志失调，六淫侵害等因素皆可导致发生消渴病。现代医家认

便反多，以饮一斗，小便一斗，肾气丸主之”
。消瘅，古病名。

为“痰、瘀、虚、实”四方面论述胰岛素抵抗病机密切相关，

始见于《黄帝内经》，《素问•通评虚实论》：“帝曰：消瘅虚实

尤其是痰、瘀两方面。消渴病的病变部位虽与五脏有关，但主

如何?歧伯曰：脉实大，病久可治；脉悬小坚，病久不可治。

要在脾肾二脏。多数医家认为胰岛素抵抗的病位在“脾”，病

五脏之精气皆虚，转而为热，热则消肌肉，故为消瘅也。脉实

理产物为“痰”和“血瘀”
。消渴病与脾有着密切关系。
《灵枢•

大者，精血尚盛，故可治。脉悬小者，精气渐哀，故难治”
。
《内

本脏篇》也认为，“脾脆，善病消瘅。”脾主运化，为气血生化

经•阴阳别论》指出“二阳结谓之消”
。
《太平圣惠方•三消论》

之源，机体后天之本。脾气强健，布达精微，
“水精四布，五经

曰：
“夫三消者，一名消渴，二名消中，三名消肾。
”

并行”。若中气虚弱，清气不升，气血津液生化乏源，脾气不

金元四家，刘河间指出“此三消，皆燥热之亢极者也”。

能散精上输于肺，肺津无以输布，临床可见口渴多饮。由于脾

刘完素《三消论》曰：“消渴者……耗乱精神，过违其度，而

胃功能的失调，水谷精微的输布不利在体内淤积，郁而化热，

燥热郁盛之所成也，此乃五志过极，皆从火化，热盛伤阴，致

生痰生瘀，进而消渴。

令消渴。
”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也指出过食甜腻可致消渴，
原文为：“消渴病，其为病之肇端，皆膏粱肥甘之变皆……富

熊氏[1]倡导“脾虚学说”
，认为脾气虚弱是消渴病发生的关
键。李东晓[2]认为，IR 是高血压、冠心病、高尿酸血症等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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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同发病基础，符合“无处不到而化为痰者，凡五脏之伤，皆能

态模型评估法）等指标，结果显示治疗前后有显著差异。

效之”的痰浊致病特点，因此辨证应从痰论治。孙氏等[3]对痰

3.4 清热解毒法

浊型和非痰浊型 2 型糖尿病进行比较发现，痰浊型患者空腹胰

陆氏等[15]应用三黄煎治疗 6 周 2 型糖尿病大鼠胰岛素敏感

岛素的升高显著高于非痰浊型，且胰岛素敏感指数明显低于非

性和胰岛素分泌得到改善，胰高血糖素的分泌受到抑制，提示

痰浊型，表明痰浊与胰岛素抵抗的发生有一定的相关性。赵天

该方可能通过调节胰岛素抵抗与胰岛素分泌及胰岛素和胰高

豫等[4]认为，以肝脾功能失调为核心的代谢功能紊乱是其基本

血糖素之间的平衡发挥作用。潘氏等[16]证实葛根芩连汤能改善

病机。过食、少动造成食、气、血、热、痰、湿六郁作用于脾

地塞米松诱导的胰岛素抵抗大鼠的糖耐量，降低其空腹血糖和

胃而酿成痰、瘀、浊、脂等病理产物。柴氏等[5]认为痰瘀互结

餐后 2h 血糖。

是导致 IR 的基本病机，患者过食肥甘厚味而少动，导致脾虚

3.5 疏肝解郁法

无以运化，水湿停而为痰、湿、浊、脂，引起形体肥胖；水停

薛青等[17]通过研究清肝泻心汤对 T2DM 患者血清多种脂

日久则血瘀，导致痰瘀互结。彭聪等[6]认为气阴两虚是 2 型糖

肪细胞因子水平变化的影响及其与 IR 的关系，证实清肝泻心

尿病 IR 的主要病机，临床治疗采用益气养阴之法，疗效显著。

汤及文迪雅均能降低患者血清抵抗素水平、升高脂联素水平，

唐容川在《血症论》中指出：“瘀血在里则口渴，所以然者，

这些脂肪细胞因子的改变可能与 T2DM 患者 IR 的改善有关。

血与气本不相离，因有瘀血，故气不得通，不能载水上升，是

综上所述，近年来众多学者对胰岛素抵抗展开了大量的研究

[7]

以发渴，名曰血渴。挤血去则不渴矣”
。吴氏 提出，机体代谢

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对其病机本质的认识仍存在着个

失常，诸多病理产物如痰、湿、毒等是糖尿病发生发展的启变

案化、经验化差异，与中医证型的关系研究结论不统一，缺乏规

要素，并成为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特定阶段的病变之本，并结

范的辨证分型，给临床用药及疗效判定带来一定困难，有待于进

合现代病理，从血液流变学等微观角度论证了痰浊与糖尿病发

行长时间、大样本、多中心的科学研究对其进一步论证。

[8]

病的关系。叶天士 在《临证指南医案•消渴》阔中谓：“三消
之证，虽有上、中、下之分，其实不越阴亏阳亢，津涸热淫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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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火灸疗法治疗流行性腮腺炎概况
A review on treating mumps by the Denghuo moxibustion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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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中医文献杂志报道为主要依据，主要分析讨论了近年来运用灯火灸疗法治疗流行性腮腺炎（痄腮）的概况。
文章主要从理论依据、施术方法、治疗机理、临床疗效和注意事项等五个角度进行阐述，最后以结语形式指出灯火灸疗法治疗痄
腮的广阔前景和目前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
【关键词】 灯火灸；流行性腮腺炎；概况；综述
【Abstract】 In this paper, Based on literature magazine the Denghuo moxibustion therapy is mainly discussed for treating mumps.
This article mainly from a theoretical basis, the treatments, treatment mechanisms, clinical efficacy and precautions five perspectives
elaborated form of the final conclusion that broad prospects of the Denghuo moxibustion therapy and some existing deficiencies for mumps
【Keywords】 Denghuo moxibustion; Mumps; Overview; Review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13.074
流行性腮腺炎是由腮腺炎时邪（腮腺炎病毒）引起的一种传

点燃，对准角孙穴快速灸灼，以耳能闻到“叭”一爆淬声为佳，

染病，以发热、耳下腮部肿胀疼痛为主要特征，中医学称之为痄

且同时灯火亦随之熄灭。治疗 1 次不愈者 3 日后复灸，一般不

腮[1]。而灯火灸疗法具有“疏风解表、行气化痰、开窍熄风”等

超过 3 次即可痊愈[3]。

功用，可主治“腮腺炎、急性扁桃体炎、小儿惊风、脐风”等疾

2.2 其他方法

病[2]。故针对治疗流行性腮腺炎，灯火灸疗法显得尤为有效。
1

理论依据
灯火灸又名灯草灸、油捻灸、灯芯灸、打灯火、十三元宵

也有不少报道采取其他的取穴和点灸方法，不过多数还是
大同小异。
如李氏[4]选取角孙和耳门两个穴位。他将两个穴位以 75%
酒精局部消毒，用止血钳夹持一端蘸油的灯心草，点燃后对准

火，是用灯芯草蘸植物油点燃后，迅速烧灼耳穴、腧穴或病变

穴位迅速灼去，当灼及患者皮肤时可听到“啪”的声响（不痛）；

部位，以治疗疾病的一种灸法。灯火灸法历史源远流长，早在

故也被称之“放炮”疗法。而刘氏[5]则在灯火灸耳尖穴的同时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就

配合鱼腥草注射液 1～2ml/（kg·d）静滴的措施治疗。魏氏[6]

有“点燃绳端灸疣”的记载，是本法的最早记录。
《本草纲目·灯

等则选穴光彩或率谷，将灯心草点燃后迅速对准穴位烧灼（火

火编》记述：
“灯火，主小儿惊风、昏迷……又治头风头胀痛。

即灭）并按压 1min，然后用 75%酒精消毒该处，涂少许的烫

审视头额太阳络脉盛处，以灯火范麻油点灯悴之良……”。陈

伤油，以防皮肤感染。付氏[7]在灯火灸后嘱病者加服羚翘解毒

飞霞在《幼幼集成》中指出灯火法具有“疏风散寒、化痰行气、

丸，用温开水送服（或将丸药以水炖汤服）
。杨氏[8]则采用灯火

解郁开胸、醒神定搐”之功，并盛赞它为“幼科第一捷法”。

灸列缺穴的方法：将小艾条一端蘸桐油少许，点燃后对准患侧

吴尚先在《理渝骄文》中介绍可对某些急性病找皮肤阳性反应

列缺穴，迅速点灸，一触即起。而周氏[9]等青睐灯火灸配合中

点来施用灯火灸法治疗：“阴疹腹痛、手足冷，灯火爆身上红

药治疗流行性腮腺炎，如果症状较重，伴有高热，耳后淋巴结

点。”其他像《针灸大成》、《串雅外编》、《幼科铁镜》等许多

肿大或领下腺肿者，可加服中药以清热解毒，凉血活血，消肿

著作中也都有论及到灯火灸疗法。

软坚。药用：柴胡、牛蒡子、银花、连翘、大青叶、板蓝根、

2

施术方法

蒲公英、夏枯草、赤芍、丹皮、僵蚕。1 剂/d，水煎服。赵氏[10]
等选穴角孙（患侧），阿是穴（肿胀中心）治疗本病。周氏[11]

2.1 经典方法大多数报道都是采取这种取穴和点灸方法

等则采用治腮合剂（银花 12g，连翘、牛蒡子、黄芩、薄荷、

2.1.1 取穴

浙贝各 9g，板蓝根 15g，僵蚕、柴胡各 6g，甘草 3g）配合灯

取患侧耳尖上角孙穴（将耳轮向耳屏对折，在耳廓尖端人

火灸治疗本病。而曲氏[12]则用火柴火灸法（选准角孙穴后，将

发际处）
，须剪掉或拢起头发，以暴露穴处皮肤。

火柴点燃，对准穴位，用手迅速按上，火灭，将炭灰及局部发

2.1.2 点灸

灰按于穴上须臾）与三棱针点刺法（选取耳尖穴、大椎穴及少

取中药灯心草一根，用拇食指捏持，以其前 1/3 蘸香油后

商穴，常规消毒后点刺放血）配合治疗痄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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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机理

应避开皮肤之痕痕结节。④痄腮属传染病，患者应严密隔离，直

灯火灸治疗痄腮的具体机理目前还不甚明确，有许多不同
的看法。李氏[3]认为，灸法即用某种易燃物体在穴位上或患处
烧灼熏烤，借其温热性的刺激达到预防或治疗之目的。流行性
腮腺炎是感受时行温毒，更挟痰火炽热塞滞少阳经络所致，治
当以清泄少阳郁火为主。角孙、门穴为手少阳三焦经之穴，主
治耳聋、耳鸣、耳生疮、耳廓部红肿、牙痛、齿眼肿痛、唇吻
强急等。灼灸二穴具有疏通经络，消散郁结的作用。用治流行
性腮腺炎，疗效显著。刘氏[5]认为耳尖穴为经外奇穴，具有退

至腮腺肿胀完全消退止。⑤为了预防对侧腮腺发病，灯火灸穴
应两侧均做。⑥患者发病期间禁酸、辣、炸、腥等刺激性食物，
多饮水，吃清淡食品，多吃水果。
6

结

语

从上面可以看出，灯火灸治疗急性腮腺炎具有疗程较短、
疗效较好、材料丰富、价格低廉、操作简便等优点，值得推广
和应用，特别是在缺医少药的山区和不甚富裕的农村地区，更
有其推广的价值和意义。同时痄腮多发生于婴幼儿等特殊人

热消炎作用，故灯火灸耳尖穴具有消炎、镇痛、增加抗体、激

群，让其服汤药或者丸散剂时患者依从度不高，而灯火灸作为

发体内抗病能力的作用。同时配合使用的鱼腥草是一种传统药

一种外治法，施术快速简便，引起的痛苦较小，患儿的配合度

用植物，具有清热解毒功效，故治疗有效。付氏[7]认为施灸可

较好，故应用前景广阔。同时也从目前的研究报导中发现了不

以增加局部吞噬细菌的能力、强化机体防御能力；又能止痛、

少问题，比如目前对灯火灸治疗痄腮的机理研究尚少，还有对

促使血行旺盛，促进新陈代谢，调整腮腺分泌机能，加强自然

针灸取穴的多少，灯火热度的多少，及灯火治疗的疗程等尚没

自愈能力，再辅以羚翘解毒丸，可达到尽早治愈的目的。杨氏[8]

有明确统一的标准，还有某些实验未设置对照组，或是对照组

依据“头项寻列缺”：列缺为手太阴肺经之络，别走手阳明。

设计不合理，各方面数据与实验组不具可比性等等，这些都值

手阳明经行于头面与手太阳表里相合，肺经泻之能疏风散热，

得后来研究者重视和思考并且解决，只有这样，实验的设计才

灸列缺通过清泻肺火以泄阳明之火，故灸列缺可治腮腺炎。周

严谨，得出的结论才可靠，才能更好地指导和服务于临床！

”
（
《本草纲目·火部·第
氏[9]认为“油能去风解毒，火能通经也。
六卷·灯火》）灯火灸可疏通经络，宣导气血，协调阴阳，从
而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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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灯火灸治疗痄腮疗效令我们满意，但还有几点值得我
们注意：①灯心蘸油不可太多，过多时宜先置纸上吸干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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