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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6 例 HIV/AIDS 患者中医证候及证型分布规律分析
Distribution regular pattern analysis of TCM syndrome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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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 1266 例 HIV/AIDS 患者中医证候及证型分布规律，为全面深入的临床研究奠定基础。方法：对 2004
年 10 月～2009 年 10 月期间筛选的 1266 例 HIV/AIDS 患者资料进行数据整理、统计分析。结果：HIV/AIDS 患者中医证候以虚证
人数为多，证型中复合证型气血亏虚证人数为最多，脏腑兼病证候中脾肾阳虚证人数最多，五脏证候中脾气虚证人数最多，存在
气血阴阳亏虚，兼有湿、热、毒、痰、瘀等，病位在脾，涉及肺、肾、肝。结论：HIV/AIDS 患者中医证候以虚证为主，存在气
血阴阳亏虚，气虚为本；病位在脾，涉及肺、肾、肝，脾为枢机。
【关键词】 HIV/AIDS；艾滋病；中医证候；证型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distribution regular pattern of TCM syndromes on 1266 cases of HIV/AIDS, lay the
foundation for clinical research. Methods: Clinical dates of 1266 cases of HIV/AIDS selected from October 2004 to October 2009 were
sorting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Most HIV/AIDS patients with Xu syndrome, Qixue Kuixu syndrome was the largest in complex
syndrome. Pishen Yangxu syndrome was the largest in Zangfu Jianbing syndrome, exist Qixue Yin and Yang Kuixu, Shi, Re, Du, Tan, Yu
ect. in spleen, lung, kidney, liver. Conclusion: HIV/AIDS patients with Xu syndrome in the main of TCM syndromes, exist Qixue Yin and
Yang Kuixu, in spleen, lung, kidney and liver.
【Keywords】 HIV/AIDS; AIDS; TCM syndrome; Syndrome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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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10 月～2009 年 10 月，按照卫生部、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要求，我们启动了中医中药治疗艾滋病试点项目，为艾
滋 病 人 提 供 免 费 中 医 药 临 床 救 治 。 共 收 集 入 选 1226 例
HIV/AIDS 患者进行中医临床证候及证型研究，现将有关研究
结果分析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1266 例 HIV/AIDS 患者均来自 2004 年 10 月～2009 年 10
月期间参加治疗并纳入国家中医中药治疗艾滋病试点项目的
受试者。
1.2 方法
HIV/AIDS 临床诊断标准按照中华医学会艾滋病学组《艾
滋病诊疗指南》2004 标准执行。中医辨证标准参考中华人民共

2

结

果

2.1 一般情况分析
男女病例数量比例为 0.93﹕1；
年龄分布 23～64 岁，
以 31～
40 岁青壮年最多为 581 例，占 45.9%；感染途径多为血液传播，
其中有偿献血 933 例为最多，占 73.7%，其次为输血感染 178
例（14.0%）
，性传播 83 例（6.6%）
，吸毒感染 56 例（4.4%）
，
；
患者职业以农民为主 756 例，
占 59.7%，
母婴传播 16 例
（1.3%）
工人 187 例
（14.8%）
，
农民工 128 例
（10.1%）
，
学生 96 例
（7.6%）
，
知识分子 79 例（6.2%）
，自由职业及其它 20 例（1.6%）
；病人
文化程度较低，高中及以上有 378 例，占 28.8%。
2.2 HIV/AIDS 患者 0 月证候证型频次统计结果
见表 1、表 2。
表 1 HIV/AIDS 患者 0 月证候频次统计结果

和国国家标准《中医临床诊疗术语》
（2002）
、国家中医药管理

证候

频数

百分比（%）

局《中医药治疗艾滋病临床技术方案（试行）》、《中药新药临

虚证

702

55.5

床研究指导原则》
（2003 年）
、以及河南省中医管理局《艾滋病

实证

229

18.1

常见病症辨证治疗要点》及《中医诊断学》七版教材等相关的

虚实夹杂证

158

12.5

证候诊断标准。入组患者均在已经过统一培训的医师询问和指

无证可辨

177

14

合计

1266

100

导下填写临床调查表，提取（0、24、48、60 个月）不同时间
点的资料，用 Excel 建立数据库。将中医证候及证型分布进行
频数统计，并计算其所占百分率。

由表 1 可见：
1266 例 HIV/AIDS 患者 0 月证候以虚证最多，
有 702 例，占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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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HIV/AIDS 患者 0 月证型频次统计结果（n=1266）
证型

例数

百分比（%）

证型

例数

百分比（%）

气血两亏

254

20.06

脾阳虚证

2

0.16

脾肾阳虚

210

16.59

气血两虚，湿热内蕴证

2

0.16

气阴两虚

178

14.06

阴虚火旺证

2

0.16

气虚血瘀

129

10.19

肝阴虚证

1

0.08

痰热内扰型

55

4.34

肝阳上亢证

1

0.08

肝经风火

55

4.34

肝郁气滞证

1

0.08

热毒内蕴

52

4.11

心脾气血两虚证

1

0.08

脾气虚证

33

2.61

气血阴阳亏虚证

1

0.08

肝郁气滞火旺型

28

2.21

气血两虚，痰湿内阻证

1

0.08

气郁痰阻

20

1.58

气滞血瘀证

1

0.08

脾虚湿阻证

15

1.18

血虚风燥证

1

0.08

元气虚衰

11

0.87

脾虚气陷证

0

0.00

湿热蕴脾证

8

0.63

肺阴虚证

0

0.00

肝胆湿热证

6

0.47

肺肾气虚证

0

0.00

肝郁脾虚证

6

0.47

气血两虚，痰瘀阻滞证

0

0.00

气虚外感风寒证

5

0.39

胃阴虚证

0

0.00

脾肺气虚证

4

0.32

膀胱湿热证

0

0.00

肝肾阴虚证

3

0.24

肠道湿热证

0

0.00

肝胃不和证

3

0.24

无证可辨

177

13.98

由表 2 可见：1266 例 HIV/AIDS 患者共出现 37 种证型，

表 3 HIV/AIDS 患者 24 个月证候频次统计结果

0 月 以 气 血 两 亏 证最 多 ，占 20.60%， 其 次 为 脾 肾阳虚 证

证候

频数

百分比（%）

（16.59%），气阴两虚证（14.06%），无证可辨（13.98%），气

虚证

934

73.8

实证

102

8

虚实夹杂证

158

12.5

虚血瘀证（10.19%）均>5%，痰热内扰证、肝经风火证、热
毒内蕴证、脾气虚证、肝郁气滞火旺证、气郁痰阻证、脾虚
湿阻证均>1%。

无证可辨

72

5.7

合计

1266

100

2.3 HIV/AIDS 患者 24 个月证候证型频次统计结果

由表 3 可见：第 24 个月证候以虚证最多，有 934 例，占

见表 3、表 4。

73.8%。
表 4 HIV/AIDS 患者 24 个月证型频次统计结果（n=1266）
证型

例数

百分比（%）

证型

例数

百分比（%）

气血两亏

298

23.54

肝肾阴虚证

7

0.55

气血阴阳亏虚证

167

13.19

心脾气血两虚证

5

0.39

脾气虚证

149

11.77

阴虚火旺证

5

0.39

脾肾阳虚

145

11.45

肝胆湿热证

4

0.32

气阴两虚

129

10.19

气血两虚，痰瘀阻滞证

4

0.32

气虚血瘀

69

5.45

气郁痰阻

3

0.24

痰热内扰型

40

3.16

肺阴虚证

3

0.24

脾虚湿阻证

28

2.21

肺肾气虚证

3

0.24

元气虚衰

16

1.26

肝阳上亢证

2

0.16

气血两虚，痰湿内阻证

16

1.26

肝阴虚证

1

0.08

气虚外感风寒证

15

1.18

肝胃不和证

1

0.08

肝经风火

13

1.03

脾虚气陷证

1

0.08

湿热蕴脾证

13

1.03

胃阴虚证

1

0.08

血虚风燥证

13

1.03

肠道湿热证

1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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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HIV/AIDS 患者 24 个月证型频次统计结果（n=1266）
证型

例数

百分比（%）

证型

例数

百分比（%）

热毒内蕴

10

0.79

脾阳虚证

0

0.00

脾肺气虚证

9

0.71

气血两虚，湿热内蕴证

0

0.00

肝郁脾虚证

8

0.63

气滞血瘀证

0

0.00

肝郁气滞证

8

0.63

膀胱湿热证

0

0.00

肝郁气滞火旺型

7

0.55

无证可辨

72

5.69

由表 4 可见：第 24 个月证型以气血两亏证最多，占

表 5 HIV/AIDS 患者 48 个月证候频次统计结果

23.54% ， 其 次 为 气 血 阴 阳 亏 虚 证 （ 13.19% ）， 脾 气 虚 证

证候

频数

（11.77%），脾肾阳虚证（11.45%），气阴两虚证（10.19%），

虚证

1025

81

无证可辨（5.69%），气虚血瘀证（5.45%）均>5%，痰热内

实证

93

7.3

扰证、脾虚湿阻证、元气虚衰证、气血两虚痰湿内阻证、气

虚实夹杂证

88

7

虚外感风寒证、肝经风火证、湿热蕴脾证、血虚风燥证

无证可辨

60

4.7

合计

1266

100

均>1%。
2.4 HIV/AIDS 患者 48 个月证候证型频次统计结果

百分比（%）

由表 5 可见：第 48 个月证候以虚证最多，有 1025 例，占

见表 5、表 6。

81.0%。

表 6 HIV/AIDS 患者 48 个月证型频次统计结果（n=1266）
证型

例数

百分比（%）

证型

例数

百分比（%）

气血两亏

366

28.91

湿热蕴脾证

7

0.55

气血阴阳亏虚证

276

21.80

阴虚火旺证

6

0.47

脾气虚证

115

9.08

肝胆湿热证

4

0.32

气阴两虚

104

8.21

肝郁气滞证

4

0.32

脾肾阳虚

89

7.03

肺阴虚证

3

0.24

气虚血瘀

31

2.45

血虚风燥证

3

0.24

痰热内扰型

30

2.37

热毒内蕴

2

0.16

肝肾阴虚证

28

2.21

脾虚气陷证

2

0.16

脾肺气虚证

19

1.50

气郁痰阻

1

0.08

气虚外感风寒证

16

1.26

脾阳虚证

1

0.08

肝胃不和证

15

1.18

肺肾气虚证

1

0.08

肝经风火

13

1.03

胃阴虚证

1

0.08

肝郁脾虚证

13

1.03

膀胱湿热证

1

0.08

心脾气血两虚证

11

0.87

肝阴虚证

0

0.00

脾虚湿阻证

10

0.79

气血两虚，湿热内蕴证

0

0.00

元气虚衰

9

0.71

气血两虚，痰瘀阻滞证

0

0.00

肝阳上亢证

9

0.71

气滞血瘀证

0

0.00

气血两虚，痰湿内阻证

9

0.71

肠道湿热证

0

0.00

肝郁气滞火旺型

7

0.55

无证可辨

60

4.74

由表 6 可见：第 48 个月证型以气血两亏证最多，占

表 7 HIV/AIDS 患者 60 个月证候频次统计结果

28.91%，其次为气血阴阳亏虚证 21.80%，脾气虚证（9.08%），

证候

频数

百分比（%）

气阴两虚证（8.21%），脾肾阳虚证（7.03%）均>5%，无证

虚证

985

77.8

实证

96

7.6

虚实夹杂证

103

8.1

无证可辨

82

6.5

合计

1266

100

可辨、气虚血瘀证、痰热内扰证、肝肾阴虚证、脾肺气虚证、
气虚外感风寒证、肝胃不和证、肝经风火证、肝郁脾虚证
均>1%。
2.5 HIV/AIDS 患者 60 个月证候证型频次统计结果
见表 7、表 8。

由表 7 可见：第 60 个月证候以虚证最多，有 985 例，占
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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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HIV/AIDS 患者 60 个月证型频次统计结果（n=1266）
证型

例数

百分比（%）

证型

例数

百分比（%）

气血两亏

399

31.52

肝胆湿热证

6

0.47

气血阴阳亏虚证

251

19.83

阴虚火旺证

6

0.47

脾气虚证

106

8.37

热毒内蕴

5

0.39

脾肾阳虚

96

7.58

肝郁气滞证

4

0.32

气阴两虚

70

5.53

肺阴虚证

4

0.32

痰热内扰型

31

2.45

气血两虚，痰湿内阻证

4

0.32

气虚血瘀

29

2.29

气血两虚，湿热内蕴证

3

0.24

气虚外感风寒证

29

2.29

膀胱湿热证

3

0.24

肝肾阴虚证

20

1.58

肝阴虚证

2

0.16

肝郁脾虚证

18

1.42

胃阴虚证

2

0.16

心脾气血两虚证

16

1.26

血虚风燥证

2

0.16

肝经风火

13

1.03

脾虚气陷证

1

0.08

脾肺气虚证

12

0.95

气滞血瘀证

1

0.08

脾虚湿阻证

12

0.95

气郁痰阻

0

0.00

湿热蕴脾证

11

0.87

脾阳虚证

0

0.00

肝胃不和证

8

0.63

肺肾气虚证

0

0.00

肝郁气滞火旺型

7

0.55

气血两虚，痰瘀阻滞证

0

0.00

肝阳上亢证

7

0.55

肠道湿热证

0

0.00

元气虚衰

6

0.47

无证可辨

82

6.48

由表 8 可见：
第 60 个月证型以气血两亏证最多，
占 31.51%，
其次为气血阴阳亏虚证（19.83%），脾气虚证（8.37%），脾肾
阳虚证（7.58%），无证可辨（6.48%），气阴两虚证（5.53%）

胡建华[2]等研究基本相符皆以气血亏虚证最多，五脏证候与谢
世平[3]、黄剑雄[4]等报道基本一致均以脾气虚证最多。
综上可知，HIV/AIDS 患者中医证候以虚证为主，存在气血

均>5%，痰热内扰证、气虚血瘀证、气虚外感风寒证、肝肾阴

阴阳亏虚，气虚为本；病位在脾，涉及肺、肾、肝，脾为枢机。

虚证、肝郁脾虚证、心脾气血亏虚证、肝经风火证均>1%。

本次研究初步探讨了 HIV/AIDS 患者中医证候及证型分布规律，

3

为进一步中医药治疗艾滋病提供了临床依据，奠定了基础。

讨

论

本次研究 HIV/AIDS 患者共出现 37 种证型，不同时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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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2007,26(2):97-98

最多，五脏证候以脾气虚证为最多；24、48、60 个月发生率在

[3]谢世平,潘万旗,梁慕华.艾滋病中医基本证型的相关文献分析[J].河南中

前三位的均以气血两亏证、气血阴阳亏虚证、脾气虚证为最多。

医学院学报,2006,21(122):6-7

不同时间点 HIV/AIDS 患者常见证候均以虚证为多，气血亏虚

[4]黄剑雄,李峰.170 例静脉吸毒 HIV 感染者/AIDS 患者中医证候研究[J].中

证可能贯穿本病的始终，五脏证候以脾气虚证为最多，脏腑兼

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09,16(1):29-31

病证候以脾肾阳虚证为最多。可见本病以复合证型为主，虚证
居多，存在气血阴阳亏虚，兼有湿、热、毒、痰、瘀等，病位
在脾，涉及肺、肾、肝。在艾滋病病变过程中虚的病机占有重

基金项目：
国家中医中药治疗艾滋病试点项目；国家“十一五”科技重大专项课

要的地位。气血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维持生命机体的脏腑、

题（2008ZX10005-002）；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建设项目（国中医药发

经络、四肢百骸的基本功能，代表人体的正气，是机体内部平

[2008]23 号）
。

衡的基本因素。气血异常导致正气虚衰，为疾病的发生提供了
内在根据，随之衍生一系列病理变化。同时疾病过程的基本病
理反应过程也离不开气血失调。脾为升降之枢，气血之源。
“疫

作者简介：
徐立然（1959-），通讯作者，男，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河

毒”侵袭脾脏，中气亏虚,气虚不能斡旋枢机，导致升降失调，

南省中医药学会呼吸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期从事呼吸系统及感染系

清气不升，浊气不降，脾失健运，水湿不化，湿浊内生，留于

统疾病研究。

中焦，凝聚为痰，痰浊蕴久生热，热灼阴液，炼津为痰，湿阻
气机，壅滞为痰，气血运行不畅为瘀。艾滋病患者病久不愈，
脾虚、湿浊、痰饮、瘀血互结变证蜂起。本研究与张国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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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他乐克联合稳心颗粒治疗冠心病合并
室性早搏 90 例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90 cases of CHD with ventricular premature
beats by Betaloc combined with Wenxin granule
吴文哲
（山东省德州市立医院，山东
中图分类号：R5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0-0005-02

德州，253012）

证型：BDG

【摘 要】 目的：研究倍他乐克联合稳心颗粒治疗冠心病合并室性早搏患者的疗效及副作用。方法：将我院 90 例冠心病并
室性早搏的住院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稳心颗粒，口服 9g/次，3 次/d，温开水冲服；两组均
以 3 个月为 1 个疗程，治疗 1 个疗程后评定疗效。结果：两药联用对心脏病合并室性期前收缩的治疗，能很好的改善患者临床症
状，心电图记录室性早搏发生次数明显减少，两药联合使用其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单一使用倍他乐克，两组的以上各项指标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应用倍他乐克联合稳心颗粒治疗冠心病并室性早搏，能有效控制心功能不全合并高脂血症的临床症
状，减少室性早搏的发生次数，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等方面有显著疗效；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冠心病；室性早搏；倍他乐克；稳心颗粒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in treating coronary heart disease with ventricular premature beats by Betaloc
combined with Wenxin granule. Methods: 90 cases of coronary disease and ventricular premature beats hospitalized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treated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reated group was taken Wenxin granules, 9 g each time, 3 times a day, on the basis of the
conventional treatment. After the treatment for 3 months, follow up the clinical symptoms, evaluate curative effect. Results: After 3 months
treatment, treated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can improve clinical symptoms of patients, significantly reduce
electrocardiogram record number of ventricular premature beat, the two groups ha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Betalocand and Wenxin granules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occurrence of ventricular premature beat,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and so on. It has significant curative effect oncoronary disease and ventricular premature beats; worthy of being applied in clinical
treatment.
【Keywords】 CHD; Ventricular premature beats; Betalocand; Wenxin granule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02
冠心病是指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使管腔狭窄或阻塞，导致心

伴甲状腺功能亢进或减退症者；合并严重肝、肾、血液系统原

肌缺血、缺氧而引起的心脏病。冠心病（CHD）在发达国家是

发病或精神病者；病态窦房结综合征及 II 度以上房室传导阻滞

[1]

单病死亡率最高的疾病之一 ，室性早搏是常见的心律失常，

者；合并其他心脏病者，如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病、病毒性心

可发生于无器质性病变患者，但常多发于冠心病等有心肌损伤

肌炎、先天性心脏病或肺源性心脏病等。按入院顺序随机分为

患者，如果冠心病合并室性早搏能影响患者心脏泵血功能，加

两组，治疗组 45 例，男 24 例，女 21 例；平均年龄为（62.58

重患者胸闷，胸痛等症状，降低活动耐力，应用倍他乐克联合

±7.43）岁，对照组 45 例，男 23 例，女 22 例；平均年龄为（62.24

稳心颗粒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合并室性早搏，取得满意疗效，总

±7.71）岁，两组性别、年龄、相关病史等一般资料差异无统

结如下。

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1

1.2 治疗方法

资料与方法

对照组常规给予硝酸脂类，阿司匹林，美托洛尔（阿斯利

1.1 一般资料

康制药有限公司生产）12.5 mg，2 次/d，冠心病二级预防治疗；

选取山东德州市立医院 2008 年 8 月～2012 年 10 月住院患

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稳心颗粒（山东步长制药有限公司

者病例 90 例，均符合 1981 年 WHO 提出的缺血性心脏病的命

生产）口服，9g/次，3 次/d，温开水冲服；两组均以 3 个月为

[2]

[3]

名 及诊断标准”及室性早搏参照《实用内科学》 。和国家

1 个疗程，治疗 1 个疗程后评定疗效。

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4]制定。明确诊断为

1.3 观察项目

冠心病合并室性早搏；同时排除以下病例：洋地黄或其他药物

所有患者治疗前后均行 24h 动态心电图检查，进行血、尿

中毒、水电解质紊乱及酸碱平衡失调引起的室性期前收缩者；

常规、血脂、血糖、肝、肾功能以及血流变学等检查及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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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50%。

1.4 疗效判定

1.5 统计学处理

心绞痛评定标准：显效：改善 2 级及 2 级以上；有效：改
善 1 级以上；无效：无改善或加重。

No.20

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两组间均数比较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多组间均数比较采用方差分析，各组间

心电图评定：显效：静息心电图恢复正常；有效：ST 段

多重比较方差齐的用 LSD，方差不齐的用 Tamhane’s T2 检验；

经治疗后回升 1.5mm 以上或 T 波由平坦转为直立；无效：

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使用 c2 检验。采用 SPSS 15.0 软件包

达不到上述标准者。

进行统计分析，P<0.05 认为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参照《心血管系统药物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制定。临床控
制：动态心电图检查室性早搏消失。显效：动态心电图检查室
性早搏消失或减少>90%。有效：动态心电图检查室性早搏消
失或减少 50%～90%。无效：动态心电图检查室性早搏消失或

2

结

果

2.1 心绞痛症状改善情况比较
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见表 1。

表 1 治疗组（ZL）与对照组（DZ）心绞痛症状比较 [n（%）]
n

组别
ZL
DZ
*

显效
*

有效

无效

加重

总有效

45

36（80）

8（17.8）

1（2.2）

0（0）

44（97）#

45

32（71.1）

9（20）

4（8.9）

0（0）

41（90）

#

注： P<0.01， P<0.05。

2.2 心电图改善情况比较

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见表 2。

表 2 治疗组（ZL）与对照组（DZ）心电图改变比较 [n（%）]
n

组别

显效
#

有效

无效

加重

总有效

ZL

45

31（68.9）

11（24.4）

3（6.7）

0（0）

42（93.3）#

DZ

45

27（60）

12（26.7）

6（13.3）

0（0）

39（86.6）

#

注： P<0 .0 5。

3

讨

论

意义。且其血生化等相关检查无明显不良反应发生；两药联用

冠心病并发室性早搏，加重心肌缺血缺氧，使冠心病心绞
痛症状加重，室性期前收缩在冠心病患者中发生率较高，主要
由于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微循环障碍引起心肌缺血、缺氧，导
致心肌细胞的电生理异常，细胞膜电位极度不稳定，而引起心

对心脏病合并室性期前收缩和自主神经功能失调引起的室性
期前收缩均有显著疗效。总之，倍他乐克联合稳心颗粒治疗冠
心病并室性早搏有很好的疗效，值得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5]

肌细胞除极、复极过程不均一，从而产生不同类型的心律失常 ；
而 β 受体阻滞剂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效果显著，倍他乐克可以
通过减慢心率、改善心肌氧代谢、提高运动量、降低心肌耗氧
量和使心肌缺血心肌血流重新分配、改善血液湍流及降低血黏
度等机制[6]；倍他乐克是选择性 β 受体阻滞剂，能有效抑制心
肌受体对交感神经兴奋和儿茶酚胺的反应；能够有效的增加舒
张期的心肌血流灌注，缓解心绞痛，从而明显降低心血管疾病
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中医学并无冠心病、心律失常等病名。按
照其症状当属“心悸”
、
“胸痹”等范畴。本病病机为本虚标实，
本虚主要为气血不足，心气亏虚，标实重点是瘀血内阻，或痰
浊内生。心血瘀阻为最常见证型。稳心颗粒是由党参、三七、
甘松、黄精、琥珀等中药组成的复方制剂，具有理气化瘀、开
郁醒脾作用，能改善微循环，增加冠脉血流，抗心律失常。方
中的甘松含缬草酮，能调节心肌细胞多种离子通道，有膜抑制
及延长动作电位和打断折返激动作用，能有效治疗心律失常；
党参、黄精能抑制二磷酸腺苷（ADP）介导的血小板聚集，降
低全血黏度；琥珀则具有镇静、安神等作用[7]。本研究用倍他

[1]申新林.银丹心脑通软胶囊治疗冠心病糖尿病并高血脂症疗效观察[J].现
代中西医结合杂志,2012,19(7):42-45
[2]国际心脏病学会和协会及世界卫生组织临床命名标准化联合专题组.缺
血性心脏病的命名及诊断标准[J].中华心血管病杂志,1981,9(1):75
[3]陈灏珠.实用内科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897
[4]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S].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23
[5]彭澍.稳心颗粒和参松养心胶囊治疗冠心病室性期前收缩的疗效比较[J].
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2010,19(7):810-811
[6]赖景涛.倍他乐克、通心络联合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临床疗效观察[J].当
代医学,2010,16(21):136-137
[7]崔淑珍.稳心颗粒治疗老年心律失常 60 例疗效观察[J].中西医结合心脑血
管病杂志,2008,6(10):1230-1231

作者简介：
吴文哲，本科，主治医师。

乐克联合稳心颗粒治疗冠心病并室性早搏其临床症状和心电
图等较单用倍他乐克其总有效率存在明显差异，差异有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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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脉胶囊与曲美他嗪对比辅治慢性心力衰竭的
疗效观察
Comparing the efficacy of Shengmai capsules with
trimetazidine on treating CHF
闫西鹏 1 刘小娟 2
（1.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山东 济宁，272002；2.济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山东 济宁，272002）
中图分类号：R54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0-0007-03

证型：BDGI

【摘 要】 目的：观察生脉胶囊及曲美他嗪对慢性心力衰竭（CHF）患者的辅助治疗效果，对两者疗效进行比较分析。方法：
按照随机分组原则将 NYHA 心功能分级为 I 级～III 级的 CHF 患者 66 例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各 33 例，两组在抗心衰西药治疗基
础上，分别加服生脉胶囊及曲美他嗪，3 周后进行临床疗效对比评定。观察生脉胶囊与曲美他嗪对心功能、中医证候疗效及积分、
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短轴缩短率（FS）
、6min 步行试验的影响。结果：治疗后两组的各项指标较治疗前均有明显改善（P<0.05）；
两组间治疗后除中医证候疗效及中医证侯积分有显著性差异（P<0.05）外，余结果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结论：①生脉胶囊
配合常规抗心衰西药能明显缓解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病情。②生脉胶囊组与对照组比较有相当的疗效，可能与改善心肌能量代谢的
作用机制有关，其机制值得进一步探讨。
【关键词】 慢性心力衰竭；生脉胶囊；曲美他嗪；辅助治疗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Shengmai capsule and trimetazidine on treating chronic heart failure (CHF).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random grouping NYHA heart function classification for grade II～III in 66 CHF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treated group with 33 cases in each group, two groups in the basis of modern medicin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the Shengmai capsules more,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the trimetazidine more. Compared the clinical efficacy after 3
weeks, effect of Shengmai capsule and Qumei trimetazidine on the cardiac function, TCM efficacy and integral,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LVEF), fractional shortening (FS), six minutes’ walk test effect.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wo groups indicators were obviously
improved (P<0.05); therapeutic efficac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TCM syndromes integral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others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Conclusion: ①Shengmai capsule combined with routine anti-heart failure of modern medicine
can alleviate the chronic heart failure patients. ②The Shengmai capsule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have equivalent efficacy,
may be associated with improved cardiac energy metabolism mechanism, the mechanism is worthy of further study.
【Keywords】 CHF; Shengmai capsule; Qumei trimetazidine; Adjuvant treatmen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03
慢性心力衰竭（CHF）是大多数心血管疾病的最终归宿，

31 例。按照随机数字表将他们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33

也是最主要的死亡原因。据有关资料显示其死亡率高于癌症

例。其中治疗组冠心病 26 例，扩心病 3 例，风心病 4 例，对

（CHF 3 年存活率 24%，与之相比：乳腺癌为 72%、前列腺癌

照组冠心病 27 例，扩心病 3 例，风心病 3 例。两组在病程、

为 55%、结肠癌为 42%）[1]。现代医学在治疗 CHF 方面取得

年龄、性别、心力衰竭程度、原发病种等方面无统计学意义

了一定的进步，特别是近些年来从能量代谢方面着手对本病进

（P>0.05）
，具有可比性。

行治疗，疗效确切。中成药生脉胶囊含有人参皂苷，五味子素

1.2 诊断标准

等成分，既有清除氧自由基、减少心肌的耗氧量，又有改善大

1.2.1 西医诊断标准：慢性心衰诊断标准参照陈灏珠主编的《实

小循环的血流量，改善心肌代谢等作用，在治疗慢性心力衰竭

用内科学》[2]，心功能分级参照美国纽约心脏病学会提出的标

（CHF）方面也有不错的疗效。本试验通过在抗心衰基础药物

准（即心功能 NYHA 分级法）。

治疗基础上加以生脉胶囊和曲美他嗪，进行临床疗效比较，以

1.2.2 中医诊断标准：参照 2002 年版《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

期拓宽中医药治疗慢性心衰的途径。

原则》[3]，选取气阴两虚型，其中主证为心悸、气短、胸闷（痛）
、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疲乏、动则汗出、盗汗或自汗；兼次证为头晕、心烦、口干，
面颧暗红；舌脉为舌红少苔，脉细数无力。
1.3 纳入标准

66 例患者均为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 NYHA 心功能

参照 2002 年版《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3]制定纳入

分级为 II 级～III 级的 CHF 患者，其中男 28 例，女 38 例，年

标准如下：①符合慢性心力衰竭的诊断，NYHA 心功能分级

龄 18～70 岁，病史 4 个月～10 年，心功能 II 级 35 例，III 级

II-III 级的轻中度稳定的慢性心衰患者。②符合中医辨证气阴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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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虚的证型。③年龄在 18～70 岁之间。④入选和随机分组期间
的临床情况稳定。
1.4 排除标准
入选前 28d 内急性心肌梗死，不稳定型心绞痛；既往 4 个

No.20

表 1 两组治疗后心功能分级疗效比较（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恶化

总有效率

显效率

治疗组

33

10

20

3

0

90.91

30.30

对照组

33

11

16

6

0

81.81

33.33

月冠状动脉旁路搭桥术及经皮冠状动脉腔内成形术后；由于
肾、肝等重要器官功能衰竭导致的心力衰竭者；妊娠或哺乳期
妇女，过敏体质及对多种药物过敏者；重度心力衰竭、心功能

3.2 两组治疗前后中医证候疗效比较
表 2 示，
治疗组中显效 13 例
（39.39%）
，
有效 17 例
（51.52%）
,

IV 级者不宜纳入试验病例；合并有肝、肾及内分泌系统、造血

无效 3 例
（9.09%）
，
总有效率 90.91%；
对照组显效 9 例
（27.27%）
，

系统等严重原发性疾病。

有效 10 例（30.30%）
，无效 14 例（42.42%）
，总有效率为 57.58%，

2

方

法

2.1 给药方法

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
表 2 两组治疗后中医证候疗效比较（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恶化

总有效率

显效率

指南中建议[4]，予西药包括利尿剂、醛固酮受体拮抗剂、血管

治疗组

33

13

17

3

0

90.91

39.40

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β-受体阻滞剂、血管扩张剂选用等常规

对照组

33

9

10

14

0

81.81

27.28

两组均参照 ACC/AHA2009 成人心力衰竭诊断与治疗更新

抗心衰治疗。治疗组加以生脉胶囊（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
3 粒，
3 次/d；
对照组加以曲美他嗪
（施维雅制药有限公司）
20mg，
3 次/d。两组患者分别持续进行上述治疗，两组治疗均需要积
极的控制原发病及诱因，限制钠、水摄入及减少体力活动。3
周为 1 个疗程，1 个疗程后进行疗效评定。
2.2 观察指标及测定方法

3.3 两组治疗前后中医证候积分比较
表 3 示，两组治疗前后中医积分有不同程度改善，有显著
统计学意义（P<0.01）
；两组治疗后组间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组优于对照组。
表 3 两组治疗前后中医证候积分比较（ x ± s ）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力、胸闷（痛）等；体征：检查 CHF 患者治疗前后的心率、

治疗组

33

26.23±4.59

9.63±4.60

血压、心脏大小、肺湿啰音范围等；临床相关指标：观察记

对照组

33

24.87±4.43

12.8±4.54

包括观察 CHF 患者治疗前后的症状，如心悸、气短、乏

录患者治疗前后心功能、中医症候积分及疗效、LVEF、FS、
6min 步行试验等指标。所有患者均于次日及住院第 21d 做心
脏彩超检查，由超声诊断科一名有经验医师专人检查，避免
人为误差。
2.3 疗效评定标准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3]“中药新药治疗心
力衰竭临床研究指导原则”的标准制定。主要疗效指标判定标
准按 NYHA 分级方法评定心功能疗效。显效：心衰基本控制

注：与本组比较，P<0.01，与对照组比较 P<0.05。

3.4 两组治疗前后心脏彩超相关指标比较
表 4 示，两组彩超中指标射血分数 EF 和短轴缩短率 FS
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均有明显改善，经 t 检验（P<0.01）
；两组
治疗后两项指标分别比较，两组两项指标的改善效果无统计学
意义（P>0.05）
。
表 4 两组治疗前后心功能比较（ x ± s ）

或心功能提高 2 级或 2 级以上者；有效：心功能提高 1 级，但

治疗组（33）

不及 2 级者；无效：心功能提高不足 1 级者；恶化：心功能恶
化 l 级或 1 级以上。
中医疗效评定：①显效：主次症基本或完全消失，治疗后
证候积分为 0 或减少≥70%。②有效：治疗后证候积分减少≥
30%。③无效：治疗后证候积分减少不足 30%。④加重：治疗
后证候积分超过治疗前积分。
2.4 统计方法
所有数据统计分析应用 SPSS13.0 软件包处理，以 P<0.05
认为有统计学意义，计量资料用（ x ± s ）表示，计数资料用
率表示，应用 t 检验及 x2 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3

结

果

3.1 两组治疗前后心功能疗效比较
表 1 示，
治疗组中显效 10 例
（30.30%）
，
有效 20 例
（60.61%）
,
无效 3 例（9.09%），总有效率 90.91%；对照组显效 11 例
（33.33%）
，有效 16 例（48.48%）
，无效 6 例（18.18%）
，总有
效率为 81.81%，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

治疗前

对照组（33）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EF（%） 36.66±2.72

*

44.80±4.61

36.80±2.63

44.02±3.54*

FS（%） 22.98±1.08

32.42±1.83**

22.93±1.16

33.56±3.27**

*

**

△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P<0.01， P<0.01，两组间比较 P>0.05。

3.5 两组治疗前后 6min 步行试验距离比较
表 5 示，经 t 检验，两组治疗前后组内 6min 步行距离比较
比较均有明显改善，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治疗后两组
间比较，6min 步行距离无显著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
两组疗效相当。
表 5 两组治疗前后 6min 步行试验距离比较（ x ± s ）
组别

n

治疗前（m）

治疗后（m）

治疗组

33

418.03±42.62

510.30±51.21*

对照组

33

405.43±58.02

499.53±54.67*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01， P>0.05。
△

3.6 安全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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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期间治疗组未发生明显不良反应，病人均能耐受，无

气阴两虚型。本实验药品为传统经典方剂所制的散剂，药性较

脱落病例。未观察到生脉胶囊加减对心、肝、肾和血液系统有

为平稳温和，对于慢性心衰患者来说适合长久服用，能起到良

任何毒副作用。

好的、稳固的治疗效果。但其更加确切的药理学价值还值得进

4

讨

一步研究。

论

慢性心力衰竭是极为严重且常见的临床综合征，是各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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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血化瘀法在慢性前列腺炎治疗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Effect analysis of the Huoxue Huayu method for treating chronic prostatitis
李锦杰
（广西北流市中医院，广西 北流，537400）
中图分类号：R697+.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0-0009-02
【摘 要】 目的：观察和分析活血化瘀法在慢性前列腺炎治疗中的效果。方法：选取 98 例慢性前列腺炎者且随机分为活血
化瘀治疗组（试验组）和西医治疗组（对照组）
、每组 49 例；给予两组患者相应治疗后，对其临床治疗效果、临床症状积分予以
观察和数据分析。结果：试验组治疗总有效率达 89.80%且高于对照组，试验组临床症状积分改善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
活血化瘀法是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的基本法则且效果显著。
【关键词】 活血化瘀；慢性前列腺炎；效果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and analyze the effect of the Huoxue Huayu method for treating chronic prostatitis. Methods: 98
cases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49 cases for each;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given appropriate treatment, clinical effects were observed and clinical symptom score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89.80%, and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Symptom scores improvement of experimental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Huoxue Huayu method was the basic law of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prostatitis and the results were remarkable.
【Keywords】 Huoxue Huayu; Chronic prostatitis;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04
慢性前列腺炎作为男科常见病、多发病，其发病率占 10% [1]，
目前对于该病的研究显示慢性前列腺炎发生原因及机制尚不
完全清楚，可能与病原体感染、免疫、神经内分泌和盆腔静脉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于 2011 年 4 月～2012 年 5 月在本院就诊的慢性

疾病等相关因素有关[2]，西医治疗临床多采取经验性或多种药

前列腺炎者共 98 例，所有患者均符合《中医内科学》[3]诊断标

物联合治疗；而中医将慢性前列腺炎归为“淋证”
、
“癃闭”或

准；同时将 98 例患者随机分为活血化瘀治疗组（试验组）和

“精浊”等范畴，所以为进一步提高临床疗效，笔者将中医治

西医治疗组（对照组）
、每组 49 例；同时两组患者无以下情况

则中的“活血化瘀”法运用于该病的治疗中，现报告如下。

存在：精神疾病、合并严重肝肾功能障碍、合并尿道炎、泌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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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结石和尿道狭窄、过敏体质以及依从性差。其中试验组年龄

2 次/d，口服；盐酸特拉唑嗪片，初次 1mg，之后 2mg/次，1

20～45 岁、平均（36.00±2.00）岁，病程 8 个月～3 年、平均

次/d，睡前服用。

（1.50±0.50）年；对照组年龄 23～48 岁、平均（38.00±3.50）

1.3 临床疗效评估标准

岁，病程 10 个月～2.5 年、平均（1.80±0.20）年；给予两组
患者一般资料统计学处理分析后，其结果显示两组患者无统计
学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参考《中药新药临床指导原则》[4]：①临床治愈；②显效；
③好转；④无效。临床症状积分：参考 NIH 慢性前列腺炎症状
指数（NIH-CPSI）评分标准，包括疼痛或不适、排尿症状和生

1.2 治疗方法
试验组患者采取活血化瘀法，拟定以下中药：当归 9g，桃
仁 12g，红花 12g，丹参 30g，赤芍 12g，生地黄 15g，川芎 12g，

活质量[5]。
1.4 统计学处理
利用统计学软件 SPSS16.0 进行处理分析，检验标准设定

牛膝 10g，桔梗 12g，柴胡 10g，枳壳 12g，甘草 6g，泽兰 12g，
制乳香和没药各 6g，同时临证加减，湿热较重者加用龙胆草
12g，萆薢 10g，白术 15g，阴虚火旺加用黄柏 15g，知母 15g，
肾气亏虚加用杜仲 20g，菟丝子 15g，肝气不舒者加用川楝子

为 α=0.05，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慢性前列腺炎者临床治疗效果对比

12g，上述中药水煎服，1 剂/d，早晚温服。
对照组患者采取西医治疗，包括左氧氟沙星胶囊 200mg，

见表 1。

表 1 两组慢性前列腺炎者临床治疗效果对比 [n（%）]
组别

例数

临床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试验组

49

21（42.86）

14（28.57）

9（18.37）

5（10.20）

44（89.80）▲

对照组

49

11（22.45）

12（24.49）

13（26.53）

13（26.53）

36（73.47）

▲

注：两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相比 P<0.05。

2.2

见表 2。

两组慢性前列腺炎者临床症状积分对比

表 2 两组慢性前列腺炎者临床症状积分对比（分）
组别

例数
49

试验组

49

对照组

治疗前
疼痛或不适
11.00±3.50
10.98±2.00

排尿症状
5.56±2.00
5.30±1.40
▲

生活质量
8.30±2.10
8.10±1.90

治疗后
总积分
25.00±6.00
24.90±5.70

疼痛或不适
4.65±4.40

▲△

6.98±5.00

▲

排尿症状
2.40±2.38

▲△

4.80±4.50

▲

生活质量
2.90±2.80

总积分

▲△

9.58±8.50▲△

▲

15.00±10.00▲

4.70±4.20

△

注：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临床症状积分分别相比 P<0.05，而治疗后相比 P<0.05。

3

分

机体各处而对机体起到调节，所以脉络之困，如网如曲、纵横

析

近年来随着慢性前列腺炎的患病率逐年升高，该病的治疗
日益受到重视且被广泛关注；中医药作为一种有效的治疗手段
和途径，已对该病早有记载和研究，例如《证治要诀•白浊》
记载：
“白浊甚……此精浊窒塞窍道而结”
、
《临证指南医案•淋
浊》中提及：
“若房劳强忍，精血之伤，乃有形败浊阻于隧道，
故每溺而痛”，上述文献均阐述到“瘀阻”是慢性前列腺炎发
病的关键，同时随着中医发展，人们认识到无论何种原因或证
型，其演变、转归、结局均是血瘀（如湿热致瘀、气滞致瘀、

交织、血流之末、流速缓慢、缓而易塞、塞而发病，因此活血
化瘀法在慢性前列腺炎治疗中占据重要价值。同时现代中药药
理研究显示，诸如红花、丹参、桃仁、赤芍、川芎等活血化瘀
药物能有效扩张血管、改善血液粘稠度和红细胞变形能力等，
从而促进腺体微循环改善和前列腺上皮细胞通透性增加以及
纤维组织软化、吸收，保证腺小管畅通等[7]。
总而言之，笔者认为“血瘀”贯穿慢性前列腺炎发病始终，
因此活血化瘀法是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的基本法则且效果显著。

因虚致瘀等）
，所以对于该病的治疗应侧重“血瘀”
，因此治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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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和直肠下动脉分支，进入前列腺体的动脉多相对粗大，但

[6]韩亮,王彬,李海松.慢性前列腺炎从瘀论治再探[J].环球中医药,2012,5

汇入前列腺静脉丛的静脉则相对细小迂曲，一旦出现炎症，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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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芩苍耳合剂治疗急性鼻窦炎临床研究
Clinical research on treating acute sinusitis by the Juqin Xanthium mixture
耿 亚 1 田宏俊 2 马永明 1
（1.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二附属医院，河南 漯河，462300；2.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三附属医院，河南 漯河，462000）
中图分类号：R32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0-0011-02

证型：IBD

【摘 要】 目的：观察菊芩苍耳合剂治疗急性鼻窦炎的疗效。方法：选择 240 例诊断为急性鼻窦炎的门诊病人，随机分为
两组，对照组进行口服阿莫西林胶囊等西医常规治疗，治疗组在西医常规治疗的同时给予菊芩苍耳合剂每次 100ml，2 次/d，10d
为 1 个疗程，治疗前后对照观察分析。结果：两组对急性鼻窦炎均有较好疗效，而治疗组疗效更佳，两组比较有显著差异（P<0.05 )。
结论：菊芩苍耳合剂治疗急性鼻窦炎有较好效果。
【关键词】 菊芩苍耳合剂；急性鼻窦炎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iciency on treating acute sinusitis by Juqin Xanthium mixture, Methods: 240 cases divided
in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by oral amoxicillin capsules and other conventional treatment of modern medicine,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each 100ml Juqin Xanthium mixture based on conventional treatment of modern medicine, 2 times a day, 10 days for a
treatment course of treatment,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observed and analyzed. Results: The two groups had a better effect on
treating acute sinusitis, better efficacy in the treated group,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The Juqin Xanthium mixture had better results in treating acute sinusitis.
【Keywords】 Juqin Xanthium mixture; Acute sinusit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05
急性鼻窦炎是指化脓性球菌感染鼻窦粘膜引起的急性化

中《鼻渊的诊断依据、证候分类、疗效评定》[3]中的规定：①以

脓性炎症，为鼻科临床常见病、多发病。患了急性鼻窦炎，

大量粘性或脓性鼻涕、鼻塞、头痛或头昏为主要症状。②鼻腔检

如得不到及时恰当治疗，则迁延日久难愈而转为慢性，严重

查粘膜充血肿胀，鼻腔或后鼻孔有较多的粘性或脓性分泌物。

的鼻窦炎甚至可引起相应骨髓炎或眼眶、颅内感染等并发症，

③X 线鼻窦摄片有阳性表现，急性发作时血白细胞总数及中性

重者甚至可以致命。根据此病的特征，结合临床实践，我们

粒细胞增高。④证型诊断为肺经风热、胆经郁热、脾胃湿热型

采用具有清热解毒、利湿通窍功效的菊芩苍耳合剂内服治疗

者。

急性鼻窦炎患者，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从 2010 年 10 月起，

1.2 纳入标准

按照临床科研设计方案，我们对菊芩苍耳合剂的临床使用进

选取 2010 年 10 月以来漯河医专二附院耳鼻喉科门诊患

行了疗效观察，现将菊芩苍耳合剂治疗急性鼻窦炎的临床观

者，所有患者符合西医急性鼻窦炎诊断标准，符合中医鼻渊证

察资料报告如下。

候及肺经风热、胆经郁热、脾胃湿热三种证型之一。

1

临床资料

1.1 诊断标准
西医诊断标准参照《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教材中和《实

1.3 排除标准
①鼻息肉，萎缩性鼻炎，鼻腔、鼻窦肿瘤患者；②西医诊
断为慢性鼻窦炎，中医辨证鼻渊证候为肺脾气虚型；③妊娠或
哺乳期妇女、过敏性患者；④合并有影响本病疗效的其他疾患，

用耳鼻咽喉科学》中急性鼻窦炎[1-2]的诊断制定。①全身症状多

如心脑血管、肝、肾和造血系统系统等严重原发性疾病，精神

畏寒、发热、食欲减退、周身不适等。②局部症状为鼻塞、脓

病患者；⑤患者资料不全或未能完成全程治疗、中途脱失、失

涕、嗅觉改变、头痛或局部疼痛。病变鼻窦附近皮肤及软组织

访患者。

有红肿或触痛，鼻腔检查可见鼻粘膜明显充血、肿胀，尤以窦

1.4 一般资料

口为甚。头痛特点：急性上颌窦炎眶上额部痛，晨轻午后重。

所有病例为我院 2010 年 10 月～2012 年 12 月门诊患者，

急性筛窦炎为头痛较轻局限于内眦或鼻根部，也可放射至头顶

将 240 例患者按就诊顺序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120 例。

部。急性额窦炎为前额部周期性疼痛，晨起头痛，渐重，午后

治疗组男 76 例，女 44 例，年龄 15～64 岁，平均（40.6±2.3）

始轻，晚间消失。急性蝶窦炎为颅底或眼球深处钝痛，可放射

岁。其中上颌窦炎 71 例，筛窦炎 32 例，额窦炎 16 例，蝶窦

至头顶和脑后，晨轻午后重。③鼻窦 X 线检查阳性。④外周血

炎 1 例，多窦合并感染者 14 例。病程：发病天数<7d 85 例，7～

白细胞显著增多。

10d 22 例，>10d 13 例。对照组男 81 例，女 39 例，年龄 17～

中医诊断符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

67 岁，平均年龄（41.4±2.5）岁。其中上颌窦炎 69 例，筛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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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 34 例，额窦炎 15 例，蝶窦炎 2 例，多窦合并感染者 16 例。

黄芩 9g，菊花 9g，连翘 15g，藿香 6g，细辛 3g，葛根 9g，甘

病程：发病天数<7d 87 例，7～10d 19 例，>10d 14 例。两组在

草 3g。

性别、年龄、男女比例、病程、病情等方面的资料经统计学处

2.2 观察项目
①观察两组患者临床疗效；②安全性观察：治疗前后血、

理差异无显著性（P>0.05）
，具有可比性。
2

尿、便常规、心肝肾功能等检查各检测 1 次。

研究方法

2.3 疗效标准
参照《鼻渊的诊断依据、证候分类、疗效评定》[3]和《急

2.1 治疗方法

鼻渊的疗效判定标准》[4]拟定，根据临床症状改善及辅助检查

2.1.1 对照组

结果分三级判断疗效。治愈：用药 5d 以内症状减轻，7d 以内

采用西医常规治疗，口服阿莫西林胶囊（珠海联邦制药股

症状及体征消失，X 线鼻窦片无异常。好转：用药 7d 以内症

份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生产）
，规格 0.25g/粒，0.5g/次，3 次/d，
连用 10d；对症处理，如头痛或局部疼痛剧烈时，可使用镇痛剂，
局部应用呋麻滴鼻液滴鼻，收缩鼻腔，改善引流。

状明显改善，鼻腔检查见充血、粘膜肿胀等表现减轻，X 线鼻
窦摄片有明显改善。未愈：症状和体征无明显改善。
2.4 统计学方法

2.1.2 治疗组

应用 SPSS10.0 统计软件，计量资料用（ x ± s ）表示，比

在西医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菊芩苍耳合剂，由本院制

较采用 t 检验及 x2 检验。

剂室采用微压煎药机煎制，真空包装，规格每袋 100ml，成品

3

约含生药 0.6g/ml，口服，2 次/d，100ml/次，儿童酌减。疗程
为 10d。方药组成：苍耳子 12g，辛夷 15g，白芷 30g，柴胡 9g，

结

果

3.1 治疗前后综合疗效统计（见表 1）

表 1 两组治疗结果疗效比较 [n（%）]
组别

例数

治愈

好转

未愈

总有效

治疗组

120

64（53.33）

47（39.17）

9（7.5）

111（92.5）

对照组

120

41（34.17）

45（37.5）

34（28.33）

86（71.67）

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0.05，两组疗效有显著差异，治

成分均具有抗菌作用。菊花、黄芩、连翘清热解毒，柴胡轻清

疗组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上行、宣透疏达、清热疏肝，具有解热，利胆，镇静镇痛之效。

3.2 安全性观察

藿香芳香化湿，细辛芳香透达，散风邪、化湿浊、宣通鼻窍。

两组病例血、尿、便常规及心电图、肝、肾功能治疗前后

葛根升发清阳，解热生津[6]。

进行检测，血常规治疗之后均检测正常，其余项目均未发现异
常者。试验过程中没有观察到明显不良反应。未有皮疹、精神、
神经系统及其他系统的体征和症状出现。
4

讨

经过临床应用证明，该方制剂疗效确切，安全无毒副作用，
是治疗急性鼻窦炎的较为有效的中药制剂，值得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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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 选兆,汪吉宝.实用耳鼻咽喉科学 [M].北 京:人民 卫生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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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标准[S].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104

名。“浊涕下不止”是鼻渊的主要症状，并认为胆移热于脑及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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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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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2002:324-327

胆经郁热、脾胃湿热三型，因邪犯鼻窦，窦内湿热蕴积、酿成

[5]王德鉴,王士贞.中医耳鼻咽喉科学[M].2 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

[5]

痰浊而致病，治宜芳香开窍，清火、清金、清痰 。
菊芩苍耳合剂是在《济生方》载“苍耳散”的基础上，加
减化裁，全方药物组成：苍耳子、辛夷、白芷、柴胡、黄芩、
菊花、连翘、藿香、细辛、葛根、甘草，共凑清热解毒、利湿
通窍之效。其中苍耳子、辛夷、白芷散风除湿、通鼻窍止痛，
苍耳子“治鼻渊鼻息，断不可缺，能使清阳之气上行巅顶也”，

165
[6]翁维良,房书亭.临床中药学[M].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200-259

作者简介：
耿亚（1975-），女，汉族，河南临颍，主管药师，研究方向：医院药
学。

其煎剂具有抗菌消炎作用；辛夷善通鼻窍，其制剂可产生收敛
作用而保护粘膜面，以此改善局部循环，明显改善和消除鼻塞
症状；白芷为治鼻渊头痛要药，其所含的挥发油及不饱和内酯

编辑：李妍 编号：EA-13031976（修回：2013-10-18）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JCM 中医临床研究 2013 年第 5 卷 第 20 期

-13-

张素梅主任医师治疗肾病蛋白尿的经验
Experience of ZHANG Su-mei for treating nephrosis proteinuria
常 凯 衡丙祥
（驻马店市中医院，河南 驻马店，463000）
中图分类号：R692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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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型：DBG

【摘 要】 张素梅擅长治疗各种慢性肾脏疾病，辨证施治，疗效显著。本文中，作者总结了张素梅主任医师治疗肾病蛋白尿
的经验。
【关键词】 肾病蛋白尿；经验；辨证施治
【Abstract】 ZHANG Su-mei specializes i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kidney disease,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chieves a significant
effect.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summarizes the experience of ZHANG Su-mei for nephrotic proteinu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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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素梅主任医师业医三十余载，擅长治疗各种慢性肾脏疾

女贞子、菟丝子、枸杞子等。肾病蛋白尿易于反复，常因外邪

病，辨证施治，疗效显著。笔者自知得张素梅主任医师经验之

侵袭而病情加重，出现一些表现为邪实为主要症状的标证。张

一二，粗浅成文，现将张素梅主任医师治疗肾病蛋白尿经验加

素梅主任医师认为，此时不可只考虑“急则治其标”，而忽视

以总结，以飨同道。

了兼顾脾肾，应兼用补泄，使祛邪不伤正，扶正更有利于病邪

1

补益脾肾贯穿始终
蛋白尿是肾脏病病人尿中排出的尿蛋白超出正常范围。中

祛除。外感中以风热之邪最为常见，表现为发热恶风，蛋白尿，
咽痛，舌苔薄白或薄黄，脉浮数等表现时，治宜疏风清热，常
用薄荷、金银花、连翘、牛蒡子、苏叶、蝉蜕、防风、荆芥等。

医古籍中尚无恰当的病名与之相得应。以该病的发病机理分

若肾病蛋白尿伴有湿热之邪，张素梅主任医师多加入六月雪、

析，蛋白尿的出现当属于人的精微物质的外漏。因此，治疗上

云苓、大黄、蒲公英等药物以清利湿热；若兼有血瘀，多伍以

注重补肾和封固两个方面[1]。大多中医认为，正气亏虚是导致

赤芍、丹皮、川芎、丹参、红花、桃仁、益母草等。张素梅主

蛋白尿的根本原因。从病机学来分析，慢性肾炎蛋白尿属本虚

任医师治疗肾病蛋白尿，
“活血化瘀”贯穿始终[5]，如活血化瘀

[2]

标实之证 ，正虚以脾、肾两脏亏虚为主，邪实以湿热、瘀血

的三七参、当归、丹参、川芎等。张素梅主任医师认为尿蛋白

为主。张素梅主任医师认为，补益脾肾应当贯穿肾病治疗之始

的流失，多是由于患者气虚固涩不力，所以固涩尿蛋白，才能

终。张素梅主任医师相当强调调补脾肾两脏，张素梅主任医师

从根本上控制蛋白尿。张素梅主任医师惯用金樱子、芡实等固

常说：
“肾脏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
，认为肾藏真阴而寓元阳,

涩尿蛋白，一次多用至 40g，取通中寓塞之义[6-7]。

宜固藏不宜泄。肾虽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但肾中所能藏精
气亦有赖于后天水谷精微的培育和补养，才能不断充盈和成

3

灵活加减

熟。张素梅主任医师常说：“肾脏为先天之本，脾胃为后天之

灵活加减是张素梅主任医师治疗肾病蛋白尿的一大特色，

本,二者相互资助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在肾病中，一脏伤则

如患者伴有尿血，善用小蓟、血余炭、地榆、蒲黄、三七等止

两脏俱伤，一脏损则两脏俱损。脾脏不仅为肾脏输送营养以强

血；伴水肿时，配以泽泻、云茯苓、猪苓、桂枝、白术、车前

化肾脏的藏精作用，脾脏也有固摄精微物质的功能。如脾不健

子、益母草等；若有高血压加煅龙骨、煅牡蛎、石决明、夏枯

运，运化失司，则脾脏统摄水谷精微功能受到影响，清者不升，

草、天麻等；伴腰痛加杜仲、川续断、虎杖、怀牛膝止痛；汗

浊者不降，致使蛋白尿更加严重。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健脾补

出易感冒加玉屏风散。

肾等补益类中药，能促进和调整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阻
断免疫复合物的沉积，提高血浆白蛋白，改善肾功能，从而减
少和消除蛋白尿[3-4]。因此，在治疗肾病蛋白尿时，补益脾肾应
该贯穿始终。
2

兼用补泄
张素梅主任医师补脾肾，惯用黄芪、党参、白术、云苓、

山药等健脾药，其中尤其惯用山药，认为其不但可以健脾肾，
而且减少尿蛋白。补肾多用巴戟天、熟地黄、仙茅、仙灵脾、

4

中医辨证分型
本证及标证辨证方法。

4.1 本证
4.1.1 肺肾气虚证
主证：面浮肢肿，面色萎黄，少气无力，易感冒，腰脊酸
痛，舌淡苔白润，边尖有齿印，脉细弱。
4.1.2 脾肾阳虚证
主证：水肿明显，面色晄白，畏寒肢冷，腰脊酸痛或腿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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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跟痛，神疲，纳呆或便溏，性功能异常（遗精、阳萎、早泄）

枳壳、木香、砂仁；五心烦热或低热加地骨皮、龟板、女贞子、

或月经失调，舌嫩淡胖，有齿印，脉沉细或沉迟无力。

旱莲草。

4.1.3 肝肾阴虚证

5.2 标证的治疗

主证：目睛干涩或视物模糊，头晕耳鸣，五心烦热，口干

①兼外感证：宣肺解表。蝉衣、苏叶、地肤子、麻黄。②

咽燥，腰脊酸痛，梦遗或月经不调，舌红、少苔，脉弦细或细数。

兼水湿证：利水消肿。五皮饮或五苓散加减。③兼湿热证：清

4.1.4 气阴两虚证

利湿热。④兼瘀血证：活血化瘀，桃红四物汤加减。⑤兼湿浊

主证：面色无华，少气乏力或易感冒，午后低热或手足心

证：治法：祛湿化浊，和中降逆。

热，口干咽燥或长期咽痛，咽部暗红，舌质偏红，少苔，脉象

方药：温胆汤加味。法半夏、陈皮、茯苓、白术、砂仁（后

细或弱。

下）
、白蔻仁、枳实、竹茹等。

4.2 标证

5.3 中成药
①参芪补肾胶囊： 5 粒/次，3 次/d 口服。②益肾止血颗粒：

①外感：有风寒或风热的症状和（或）体征。②水湿：全
身中度以上水肿或有胸水、腹水。③湿热：皮肤疖肿、疮疡，

10g/次，3 次/d 口服。③补肾解毒颗粒：10g/次，2～3 次/d 口

咽喉肿痛，脘闷纳呆，口干不思饮，小便黄赤，灼热或涩痛，

服。④糖肾康胶囊：5 粒/次，3 次/d 口服。
（4）雷公藤多苷片：

不利，舌苔黄腻，脉濡数或滑数。④瘀血：面色黧黑或晦暗，

2 片/次，3 次/d 口服。

腰痛固定或呈刺痛，肌肤甲错或肢体麻木，舌质紫暗或有瘀斑、

5.4 其他疗法

瘀点，脉象细涩，尿纤维蛋白降解产物（FDP）含量升高，血

①穴位注射法：取肾俞、足三里等穴，用中药制剂进行穴

液流变学检测全血粘度、血浆粘度升高。⑤湿浊证：纳呆、恶

位注射。②用中药外敷双肾区，中药离子导入，肾病激光治疗

心或呕吐，身重困倦或精神萎靡，血尿素氮、血肌酐偏高。

等。

5

6

辨证论治

5.1 本证的治疗
5.1.1 肺肾气虚证

病案举例
男，37 岁，2011 年 8 月初诊。患慢性肾炎 3 年余，病理

诊断为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肾功能正常，血压轻度增高，

治法：补益肺肾。

既往尿蛋白常在++～+++之间，曾在外院多次中西药物治疗，

方药：参芪补肾汤加减，人参、黄芪、白术、茯苓、山药、

未见明显好转，遂来张素梅主任医师处诊治。症见腰酸冷痛，

山萸肉。
加减：尿蛋白多者可加芡实、金樱子；水肿甚，尿少，大

神疲乏力，头晕纳差，泡沫尿，舌质淡胖，边有齿痕，苔白略
腻,脉沉细。尿常规：尿蛋白+3。证属脾肾阳虚，治宜温补脾肾。

便干结者，应通阳利水，可用己椒苈黄丸合五苓散加减；头面

处方：制附子 6g，肉桂 6g，干地黄 30g，山药 15g，山萸肉 15g，

肿甚，咽干咽痛者，可用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尿中红细胞多加

丹皮 12g，泽泻 12g，茯苓 12g，补骨脂 15g，巴戟天 15g，黄

旱莲草、白茅根、茜草；兼有外感表证者，风寒用麻黄汤、风

芪 15g，党参 15g，白术 15g，鬼箭羽 15g，金樱子 30g，丹参

热用银翘散加减。

20g。10 剂，水煎服，日 1 剂。二诊，诸症好转，尿蛋白+2，

5.1.2 脾肾阳虚证

原方加水蛭 10 g、芡实 30g，去肉桂再进 15 剂。三诊，诸症明

治法：温补脾肾。

显好转，尿蛋白+。再服 20 剂后，尿蛋白转阴，嘱患者继续服

方药：附子理中汤或金匮肾气丸加减，生地、熟地、党参、

30 剂，低脂低盐饮食，畅情志，勿劳累，防感冒。半年内每两

白术、干姜、附子、山药、泽泻、茯苓。
加减：若形寒肢冷者加补骨脂、巴戟天；伴胸水而咳逆上
气不能平卧者加葶苈大枣泻肺汤；若脾气虚症状明显，重用黄

周复查尿常规一次尿蛋白均为阴性。
附：张素梅主任医师简介
张素梅，女，55 岁，本科学历，主任中医师，河南中医学

芪、党参；若血瘀之症突出加丹参、益母草、桃仁、三棱。

院毕业，退休前长期任河南省驻马店市中医院肾病科主任，河

5.1.3 肝肾阴虚证

南省跨世纪学科和技术带头人；省优秀专家；驻马店市名医；

治法：滋补肝肾。

河南省三八红旗手；河南省女优秀科技工作者；河南省第三届

方药：杞菊地黄汤加减，生地、山萸肉、山药、泽泻、牡

巾帼成才奖；河南省张玮式技术创新能手；南阳理工学院客座

丹皮、茯苓、杞果、菊花。
加减：若头晕目眩重者加钩藤、夏枯草，心烦失眠，小便
短赤者加栀子、竹叶，若血尿明显者，加大小蓟、白茅根，大
便干者加大黄，下焦湿热加黄柏、知母。
5.1.4 气阴两虚证

教授。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出版医学专著四部，获省科技进步
奖二项、市级科技进步奖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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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肾解毒通络汤治疗消渴肾病脾肾阳虚挟瘀毒证
临床疗效分析
Clinical efficacy analysis on treating diabetes kidney spleen deficiency and
stasis toxic syndrome with the Yishen Jiedu Tongluo decoction
秦春红 1 付业洲 2
（1.河南焦作市人民医院，河南 焦作，454002；2.河南焦作电力医院，河南 焦作，45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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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益肾解毒通络汤治疗消渴肾病脾肾阳虚挟瘀毒证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中医内科 2009 年 1 月～2012
年 12 月期间诊治的 80 例消渴肾病脾肾阳虚挟瘀毒证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自身对照法回顾性分析益肾解毒通络汤的效果。结果：
治疗后患者空腹血糖和餐后 2h 血糖较治疗前均显著减低，t=2.813，2.324，P<0.05，提示治疗前后比较存在显著差异性，益肾解
毒通络汤能显著改善患者的糖代谢和蛋白尿指标，治疗前后神疲乏力、畏寒肢冷、腰膝酸软、面足水肿、夜尿频多及大便稀溏等
中医症候变化明显。结论：益肾解毒通络汤治疗消渴肾病脾肾阳虚挟瘀毒证疗效确切，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益肾解毒通络汤；消渴肾病；脾肾阳虚挟瘀毒证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Yishen Jiedu Tongluo decoction on treating diabetes nephropathy spleen deficiency and
stasis toxic syndrome. Methods: 80 cases from January 2009 to December 2012 in TCM internal medicine were collected, using
self-control method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kidney JieDu TongLuo soup effect.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fasting and 2h postprandial blood
glucose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before treatment, t=2.813, 2.324, P<0.05,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Yishen Jiedu Tongluo decoctio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patients̓ sugar metabolism and proteinuria indicator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lassitude, aversion to cold, weak knees, face foot edema, nocturia and loose stool, etc. TCM symptoms changed significantly. Conclusion:
The Yishen Jiedu Tongluo decoction is effective on treating diabetes nephropathy spleen deficiency and stasis toxic syndrome, worthy of a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Yishen Jiedu Tongluo decoction; Diabetes kidney disease; Spleen deficiency and stasis toxic syndrom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07
消渴肾病又称“肾消病”、“内消”[1]。中医理论认为，消

例消渴肾病脾肾阳虚挟瘀毒证患者为研究对象，病程最短 5

渴肾病的发生是消渴迁延，气阴两伤，阴损及阳，渐致血脉瘀

年，最长 25 年，住院治疗 60 例，门诊治疗 20 例，根据《中

阻，积累日久，毒随邪生。为探讨益肾解毒通络汤治疗消渴肾

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本）》和全国第四届消渴病专

病脾肾阳虚挟瘀毒证的临床疗效，笔者对本院 80 例患者采取

业委员会议指定消渴肾病诊断标准，男 43 例，女 37 例，年

自身对照法的回顾性研究，现报道如下。

龄 25～78 岁，中位年龄（51.5±18.2）岁；体重指数（BMI）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中医内科 2009 年 1 月～2012 年 12 月期间诊治的 80

22.1～34kg/m2，平均（22.13±5.68）kg/m2 。患者在性别、
年龄、病情严重程度方面均无显著差异性，具有均衡可比性
（t 检验，P>0.05）
。
1.2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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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治疗前后糖代谢变化情况比较

地 20 g，山药 30 g，杞果 15 g，麦冬 15 g，巴戟天 15g，肉苁

血糖

治疗前

治疗后

差值

蓉 15g ，淫羊藿 12g，巴戟天 15g，肉苁蓉 15g，白术 15g，草

空腹血糖

11.43±2.496

9.091±2.522

2.339±0.026

河车 15g，当归 15 g，丹参 20g，黄连 5g，煎汤分 4 次温服，2

餐后 2h 血糖

15.82±2.743

13.40±3.031

2.420±0.288

个月为 1 个疗程，治疗期间 1 次/w 检查血糖、蛋白尿，1 次/m
2.2 治疗前和治疗后患者蛋白尿比较

检查肾功能，2 个疗程后判定疗效。

如表 2 所示，治疗前和治疗后患者蛋白尿比较存在显著差

1.3 疗效判定标准
参照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02 年出版的《中药新药临床
研究指导原则》中的糖尿病症状分级量化标准。中医症候按症

异性，u=3.061，P<0.01，提示益肾解毒通络汤对患者的蛋白尿
治疗作用明显。

候从无到严重以 0～3 分值计算。
表 2 患者治疗前后 PRO 变化情况比较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6.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计数资料采
用 t 检验，以 P<0.05 为有显著差异性，提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项目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PRO
-

+

++

+++

80

0

22

37

21

80

23

30

18

9

u值

P值

3.061

<0.01

2.1 治疗前后糖代谢变化情况比较
治疗前后糖代谢变化情况比较如表 1 所示，治疗后患者空

2.3 治疗前后中医症候改善情况比较

腹血糖和餐后 2h 血糖较治疗前均显著减低，t=2.813，2.324，

如表 3 所示，治疗前后中医症候变化明显，P<0.05，提示

P<0.05，提示治疗前后比较存在显著差异性，益肾解毒通络汤

益肾解毒通络汤对消渴肾病脾肾阳虚挟瘀毒证临床中医症候

能显著改善患者的糖代谢。

改善作用显著。

表 3 治疗前后中医症候改善情况比较

3

讨

病症

治疗前

治疗后

u值

P值

神疲乏力

3.89±1.12

0.11±0.93

5.249

<0.05

腰膝酸软

1.82±0.38

0.60±0.45

5.467

<0.05

畏寒肢冷

1.17±0.35

0.26±0.48

4.412

<0.05

面足水肿

1.40±0.49

0.51±0.57

4.355

<0.05

夜尿频多

1.19±0.42

0.18±0.40

4.614

<0.05

大便溏薄

1.33±0.46

0.20±0.37

4.357

<0.05

而更有效的运用中医药治疗消渴肾病，张宏从消渴肾病的发病

论

消渴肾病（糖尿病肾病）对患者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危害
甚大。中医理论认为消渴肾病脾肾阳虚挟瘀毒证病因病机是虚
实交杂，病位在肾、在脾、在肝，标实之证为瘀血、痰湿、浊
毒[2]。肾为先天之本，肾阳乃一身阳气之根本；脾为后天之本，
脾脏需要肾阳的温煦才能实现运化水谷精微，运化水湿，可见，
脾肾互为依存，脾肾亏虚为消渴肾病日久不愈，肾阳虚衰无法
温养脾阳，脾阳久虚无法补益肾阳，脾肾气阴不足或阴虚至极，
阴损及阳所致[3]。消渴肾病脾肾阳虚日久则气血运行不畅，致
血瘀、痰凝湿浊之物内生，毒、痰、瘀交阻脉络，瘀结成毒，

机理和临床分期入手，结合中医药临床试验治疗，证实了不同
分期消渴肾病中医症候各有特点，应论证施治。
笔者对本院 80 例消渴肾病（脾肾阳虚兼瘀毒）患者治以
益肾解毒通络汤，并采取自我对照分析和研究的方法，观察治
疗前后患者的血糖代谢、尿蛋白及各种中医症候改善情况，结
果表明，益肾解毒通络汤能显著改善消渴肾病（脾肾阳虚兼瘀
毒）患者的血糖和尿蛋白，对神疲乏力、畏寒肢冷、腰膝酸软、
面足水肿、夜尿频多及大便稀溏等中医症候的疗效确切，值得
临床推广应用。

最终使肾气衰微，五内俱损，三焦受阻，水湿泛滥，气机逆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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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治疗老年骨质疏松性股骨粗隆间骨折的
疗效观察
Curative effect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senile osteoporotic femoral
intertrochanteric fracture
陈作文 熊东武
（桑植县民族中医院，湖南 桑植，427100）
中图分类号：R27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0-0017-02

【摘 要】 目的：探讨不同方法治疗老年骨质疏松性股骨粗隆间骨折的临床疗效。方法：采用回顾性方法分析，选取我院
自 2009 年 3 月～2012 年 3 月 3 年以来收治的 92 例老年骨质疏松性股骨粗隆间骨折患者的临床资料。随机将其分为两组，各 46
例，应用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钉固定治疗为 PENA 组，采用动力髋螺钉固定治疗为 DHS 组，两组患者均给予中医药辨证治疗。比
较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骨折愈合时间以及术后并发症。结果：两组患者在术中以及术后情况比较，PENA 组患者
术中以及术后情况均优于 DHS 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中以及术后并发症、骨折愈合时间以及髋关节功能评分上均有明显
的差异，具有差异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钉对老年骨质疏松性股骨粗隆间骨折患者有显著的疗效，同时
操作方法比较简单，创伤小，固定牢固以及并发症少，并且结合中医药辨证治疗，有利于骨折的稳定以及早期进行功能锻炼，值
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老年骨质疏松性股骨粗隆间骨折；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钉；动力髋螺钉；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iency on treating for elderly osteoporotic intertrochanteric fractures by the
different methods. Methods: The retrospective analysis method, to select the clinical data in our hospital from 92 cases of senile
osteoporotic femoral from March 2009 to March 2012. And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46 cases in each, in the PENA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Proximal femoral antirotation intramedullary nail fixation, in the DHS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Dynamic hip screw
fixation,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given Chinese medicine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treatment. Comparing operation time,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fracture healing time and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in the
intra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situation, intra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patients with PENA group were better than DHS group,
operation time,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intra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fracture healing time and the hip joint function
score on all have obvious differences, with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Conclusion: Proximal femur prevent rotation
intramedullary nailing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in treating elderly patients with osteoporotic intertrochanteric fractures, at the same time
operating method is simpler, trauma small, fixed firmly, and fewer complications, and combined with TCM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therapy, was advantages in the stability of the fracture and early functional exercise, worth clinical promotion.
【Keywords】 Elderly osteoporotic femoral intertrochanteric fracture; Proximal femur prevent rotation intramedullary nail; Dynamic
hip screw; Curative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08
股骨粗隆间骨折（Intertrochanteric fracture of femur）也称

选取我院自 2009 年 3 月～2012 年 3 月 3 年以来收治的 92

之为转子间骨折，指股骨颈基底到小粗隆下平面区域内的骨

例老年骨质疏松性股骨粗隆间骨折患者，所有患者入院后都得

折，常发于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并且女性多于男性。在临床

到明确的诊断，通过 X 线或者是骨密度检查均能够看见有明显

中常表现为局部疼痛、肿胀明显，瘀斑广泛等 。近几年来，

的骨质疏松。其中男性患者有 36 例，女性患者有 56 例，年龄

老年性股骨粗隆间骨折的发病率在逐渐上升，严重影响老年患

范围 68～86 岁，平均年龄为（77±9）岁。骨折按照 Evans Jenson

者的生活质量以及身心健康。到目前为止，手术治疗被认为是

分型：其中有 18 例 I 型，23 例 II 型，32 例 III 型，19 例 IV 型。

[1]

治疗老年骨质疏松性股骨粗隆间骨折的理想方法，能够减少患

致伤原因：有 48 例滑倒跌伤，23 例车祸伤，21 例其他伤。随

者由于长期卧床而导致的并发症带来的痛苦。本文就我院自

机对其进行分为 PENA 组以及 DHS 组，各 46 例，两组患者在

2009 年 3 月～2012 年 3 月 3 年以来收治的 92 例老年骨质疏松

性别、年龄、骨折型上以及致伤原因上没有明显的差异

性股骨粗隆间骨折患者，对其采取不同的治疗进行对比研究比

（P>0.05）
，具有可比性。

较其疗效，现报告如下。

1.2 治疗方法
92 例患者均做好术前准备，采用连续硬膜外麻醉或者全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麻，在 C 型臂 X 线机的监视下进行手术，患者取仰卧位，躺
于骨科牵引床上，进行牵引复位，直到患肢复位满意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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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DHS 组：对 46 例患者进行动力髋螺钉固定，自大转子顶

2d，进行下肢肌肉等的收缩锻炼；在术后第 3～7d 进行行踝、

点向下作长约 15cm 的纵行切口，依次将皮下组织暴露在股骨上

趾关节的被动活动；手术后每四周进行 X 线片的复查；有骨折

端以及大转子；应用 135°的颈干角导向器定位后将导针插入，

愈合迹象时开始部分负重，在骨折愈合后进行完全负重。

导针应该位于股骨颈中下 1/3 处，等到攻丝扩孔之后，拧入长度

1.3 观察指标以及疗效指标
记录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中以及术后并发症、

合适的髋螺钉，最后导针拔出。采用合适长度的螺钉、螺栓以
及 DHS 钢板进行安装，将切口冲洗干净，依次缝合切口。

骨折愈合时间等。骨折愈合标准：局部没有异常活动，没有压

1.2.2 PENA 组：46 例患者进行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钉固定，在

痛以及叩击痛，下肢在不扶拐下连续行走 3min，根据 Harris

大转子顶端作长约 6cm 的纵行切口，将皮下组织依次分开，将

法对髋关节功能进行评分。大于等于 90 分为优；80～90 分之

大转子的定点做为进针点，插入导针。等到骨髓扩充后，轻轻

间为良；70～79 分之间为可；低于 70 分为差。

插入 RENA 主钉，主钉位置满意之后，安装股骨颈部的防旋刀

1.4 统计学分析
数据应用 SPSS13.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其中检测后与

片并且锁定防旋刀片，最后安装远端锁钉，将切口冲洗干净，

标准样品采用 t 检验，临床治疗效果采用 x2 检验。当 P<0.05，

逐层关闭切口。
所有患者按照骨折损伤三期辨证治疗：若是骨折早期，主要

表示具有差异统计学意义。

是以活血化瘀以及行气止痛为主，使用：桃仁、红花、川芎、当

2

归、川牛膝、丹参辨证加减；若是骨折中期，则是以接骨续损以

结

果

及舒筋活络为主，采用续断、威灵仙、五加皮、骨碎补、生薏仁

两组患者在术中以及术后情况比较，PENA 组患者术中以

辨证加减；若是骨折后期，则是以补气血、益肝肾为主，采用、

及术后情况均优于 DHS 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中以

黄芪、茯苓、白术、续断、威灵仙、党参、熟地辨证加减。

及术后并发症、骨折愈合时间以及髋关节功能评分上均有明显
的差异，具有差异统计学意义（P<0.05）
，如下表 1 所示。

所有患者在术后均使用抗生素进行预防，在手术后的第
表 1 两组患者在术中以及术后情况比较

3

组别

例数

PENA 组
DHS 组

讨

术中以及术后并发症（例）

骨折愈合时间（周）

Harris 髋关节功能评分（分）

手术时间（min）

术中出血量（ml）

46

41.23±9.56

168.26±132.52

3

8.56±1.48

89.23±8.49

46

72.36±11.56

423.63±110.58

7

14.68±4.79

68.63±7.82

PFNA 组患者在术后取得疗效均优于 DHS 组，具有明显的差

论

股骨粗隆间骨折发生的主要原因为老年人的骨质疏松，在
跌倒时下肢突然扭转或者极具过度外展或者内收，就导致了骨
折[2]。由于这一部位的供血效果比较好，很少有骨不连接或者
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发生，但是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就会导
致髋内翻畸形，长期卧床，增加痔疮以及深静脉血栓等并发症
的发生率，严重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动力髋螺钉（Dynamic Hip Screw，DHS）固定是属于髓外
固定手术，对老年患者的创伤比较大。因为 DHS 是固定于股
骨外侧的骨皮质，力臂比较大，弯矩也很大，一旦内侧骨皮质
有骨缺损的现象，就会出现应力集中，从而引起内侧的皮质压
缩以及螺钉的松动，甚至发生钢板断裂等，加上抗旋转能力较
差，最终导致髋内翻。据相关文献报道[3]，尤其对于粉碎性不稳

异。
中医认为骨折创伤就会引起人体体内经络以及脏腑功能
的紊乱，从而导致气血俱伤，脏腑不和等，因此，对于创伤性
骨折应该按照骨折损伤三期进行辨证加减施药。早期骨折患者
主要是以活血化瘀为主，从而促进其损伤周围血液循环。尤其
是对于老年体虚患者，应该采用红花、丹参以及桃仁进行辨证
治疗，祛除淤血。在手术之后，通过中医辨证治疗，能够更好
的促进其骨折断端的愈合[5]。
综上所述，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钉对老年骨质疏松性股骨粗
隆间骨折患者有显著的疗效，同时操作方法比较简单，创伤小，
固定牢固以及并发症少，并且结合中医药辨证治疗，有利于骨
折的稳定以及早期进行功能锻炼，值得临床推广。

定的粗隆骨折患者，在反粗隆间骨折中发生固定的失败率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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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律失常发病特点与中医证候相关性临床探析
Clinical analysi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CA characteristics and
TCM syndromes
牛琳琳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河南 郑州，450008）
中图分类号：R3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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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目的：探究心律失常的发病特点与中医证候分型的关系。方法：采取回顾性研究，通过对同期接受治疗的 150

例心律失常进行中医证候分型，并分析其年龄阶段、性别、类型、基础疾病、病程、发病季节等相关因素的相关性。结果：心律
失常患者的病程、年龄及伴随疾病均与中医证候分型有一定关系。
【关键词】 心律失常；发病特点；中医证候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diac arrhythmia (CA) characteristics and TCM syndromes.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study, the same period treated 150 cases were differentiated TCM syndromes, and analyzed relationship their age,
gender, type, underlying diseases, disease duration, and seasonal disease-related factors. Results: The duration of patients, age and
concomitant diseases were associated with TCM syndrome type have a certain relationship.
【Keywords】 CA; Disease characteristics; TCM syndrome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09
心律失常（Cardiac Arrhythmia，CA）是指心脏冲动的起

有心胸疼痛，甚则喘促，汗出肢冷，或见晕厥。③可见数、促、

源部位和频率、节律、传导速度和（或）激动次序等异常的一

结、代、缓、迟等脉象。④常有情志刺激，惊恐，紧张，劳倦，

种临床综合征，多归属于中医的“心悸”
、
“怔忡”、
“眩晕”
、
“虚

饮酒等诱发因素。⑤血常规、血沉、抗“O”
、T3、T4 及心电

劳”
、
“厥证”等范畴。临床依据心率的快慢常将其分为快速性

图，X 线胸部摄片、测血压等检查，有助明确诊断。

和缓慢性两类。目前心律失常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它不但可以

1.3 证候分类[2]

加重原有的心脏疾病，而且成为最常见的死亡和致残原因之

①心虚胆怯：心悸因惊恐而发，悸动不安，气短自汗，神

一，大约占所有自然死亡人群的 11%。在美国，每年大约有 30

倦乏力，少寐多梦。舌淡，苔薄白，脉细弦。②心脾两虚：心

万人发生猝死，其中大部分人的死因与室性心动过速或心室颤

悸不安，失眠健忘，面色晄白，头晕乏力，气短易汗，纳少胸

[1]

动（室颤）有关 。现临床上多采用西医方式治疗该病，虽然

闷。舌淡红，苔薄白，脉弱。③阴虚火旺：心悸不宁，思虑劳

疗效确切，但亦存在不良反应，故而中医药治疗本病越来越凸

心尤甚，心中烦热，少寐多梦，头晕目眩，耳鸣，口干，面颊

显其优势，但中医治疗的准确性直接取决于准确的辨证，所以

烘热。舌质红，苔薄黄，脉细弦数。④心血瘀阻：心悸怔仲，

探索该病中医证候分型相关因素对于快速而准确地辨证该病

胸闷心痛阵发，或面唇紫暗。舌质紫暗或有瘀斑，脉细涩或结

有重要的临床意义。笔者回顾性分析大量心律失常患者发病特

代。⑤水气凌心：心悸怔忡不已，胸闷气喘，咳吐大量泡沫痰

点，以期可以探究其与该病中医证候分型相关因素。

涎，面浮足肿，不能平卧，目眩，尿少。苔白腻或白滑，脉弦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所有患者均于 2010～2012 年同期在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
属医院心脏中心接受门诊和住院治疗。150 例患者中男性 84

滑数疾。⑥心阳虚弱：心悸动则为甚，胸闷气短，畏寒肢冷，
头晕，面色苍白。舌淡胖，苔白，脉沉细迟或结代。⑦痰火扰
心：心悸不宁，心胸满闷，口干口腻，痰黏黄稠，头晕重。舌
红苔黄腻，脉滑数。
1.4 统计学处理

例，女性 66 例；年龄 15～75 岁，平均年龄（55±13.26）岁；

对所有病例均行中医证候分型，并对患者病程、年龄、伴

病程 1～79 个月，平均（36±12.11）个月；经诊断伴随有器质

随疾病等相关资料进行整理归纳，采用 SPSS16.0 统计分析软

性心脏病病例 73 例，无明显器质性心脏病病例 77 例。

件处理。

1.2 诊断标准[2]
①自觉心搏异常，或快速或缓慢，或跳动过重，或忽跳忽
止。呈阵发性或持续不缓解，神情紧张，心慌不安。②伴有胸
闷不适，心烦寐差，颤抖乏力，头晕等症。中老年患者，可伴

2

结

果

2.1 心律失常中医证候分型与病程相关性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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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心律失常中医证候分型与病程关系 [n（%）]
分型

例数

<6 月

6～12 月

1～3 年

>3 年

心虚胆怯

25

4（16.00）

4（16.00）

8（32.00）

9（36.00）

心脾两虚

22

3（13.64）

4（18.18）

4（18.18）

11（50.00）

阴虚火旺

23

3（13.04）

6（26.09）

7（30.43）

7（30.43）

心血瘀阻

20

5（25.00）

6（30.00）

4（20.00）

5（25.00）

水气凌心

22

2（9.09）

3（13.64）

7（31.82）

10（45.45）

心阳虚弱

20

1（5.00）

3（15.00）

6（30.00）

10（50.00）

痰火扰心

18

9（50.00）

6（33.33）

2（11.11）

1（5.56）

注：虚证型心律失常患者数量与病程呈正相关分布，尤其以水气凌心型和心阳虚衰型比较突出；而实证型心律失常中，痰热扰心型患者数量与病程呈负相
关性，心血瘀阻型患者数量与病程无明显相关性。

2.2 心律失常中医证候分型与年龄相关性

见表 2。

表 2 心律失常中医证候分型与年龄关系 [n（%）]
分型

例数

15～30 岁

30～45 岁

45～60 岁

>60 岁

心虚胆怯

25

10（40.00）

8（32.00）

4（16.00）

3（12.00）

心脾两虚

22

1（4.55）

4（18.18）

7（31.82）

10（45.45）

阴虚火旺

23

5（21.74）

6（26.09）

7（30.43）

5（21.74）

心血瘀阻

20

4（20.00）

7（35.00）

3（15.00）

6（30.00）

水气凌心

22

4（18.18）

8（36.36）

6（27.27）

4（18.18）

心阳虚弱

20

1（5.00）

3（15.00）

5（25.00）

11（55.00）

痰火扰心

18

1（5.56）

16（88.89）

1（5.56）

0（0.00）

注：虚证型心律失常患者数量多与年龄区域分布呈正相关分布，心虚胆怯型则多见于年轻人，痰热扰心型患者主要集中于 30～45 年龄区间，但是水气凌心
型、心血瘀阻型和阴虚火旺型患者数量与年龄区域分布无明显相关性。

故而该病病程较长，缠绵难愈[4]。

2.3 心律失常中医证候分型与伴随疾病相关性
见表 3。

由以上结果可见，随着病程的发展，气血阴阳虚衰，心神
失养，故而心阳虚衰。随之各脏器功能开始受到影响，阴阳俱

表 3 心律失常中医证候分型与伴随疾病关系 [n（%）]
分型

例数

器质性心脏病

非器质性心脏病

心虚胆怯

25

2（8.00）

23（92.00）

心脾两虚

22

1（4.55）

21（95.45）

阴虚火旺

23

12（52.17）

11（47.83）

心血瘀阻

20

18（90.00）

2（10.00）

水气凌心

22

20（90.91）

2（9.09）

心阳虚弱

20

3（15.00）

17（85.00）

痰火扰心

18

17（94.44）

1（5.56）

损，且脏腑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累于肾者多有发生，偏
于阳虚者，阳不制水，水气上泛；偏于阴虚者，阴不敛阳，而
致虚火上扰。久则劳伤心脾；或因饮食失调，脾胃受损，久则
累有于心；或因大病久病失于调养导致心脾两虚。故而虚证型
心律失常患者数量与病程呈正相关分布，尤其以水气凌心型和
心阳虚衰型尤以水气凌心型比较突出。并且中医认为多由于风
热、风温、瘟毒之毒所致，邪毒内陷，躁扰心神，而成痰火扰
心之势；日久邪胜正伤，热盛伤阴，而致阴虚火旺。故而痰热
扰心型患者数量与病程呈负相关性。

注：心律失常患者中心虚胆怯型、心脾两虚型和心阳虚衰型型多未伴随器

而在年龄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气血运行不畅，失其所

质性心脏病，痰热扰心型、心血瘀阻型和水气凌心型多伴随器质性心脏病，

养，各脏腑功能开始下降，阴阳气血失调，脏腑虚衰，故而虚

而阴虚火旺型与伴随疾病无明显相关性。

证型心律失常患者数量多与年龄区域分布呈正相关分布。中医学

3

认为年轻人心智发育未成熟，易出现心虚胆怯，心无所主，故

结

论

心悸、怔冲。是故心虚胆怯型心悸多见于青少年。青壮年及中年
我国传统医学之中并没有心律失常此类病名，依据心律失

人则因为工作、生活压力大，容易产生情志失调，久则劳伤心

常的临床表现特点，可以将其归纳入中医“心悸”范畴之中。

脾；或因饮食失调，脾胃受损，脾胃受损易生痰饮，加之故而易

心为君主之官，主血脉，藏神明，心病则气血逆行，神明不安，

致痰火扰心。所以痰热扰心型患者主要集中于 30～45 年龄区间。

发为惊悸、怔忡。心悸病因病机复杂多变，现代医家经过长时

临床因长期过食膏梁厚味，引起肝阳上亢或肝气郁结，且

间临床研究之后多数认为心悸的基本病机为外邪侵袭、情志失

嗜食肥甘厚味，易生痰饮，肝火旺盛，痰火相聚，上扰心神，

调、饮食劳倦及先天禀赋不足、大病久病失养等，导致机体出

而成痰火上扰之势，容易导致高血压引起左室肥厚和扩大，冠

现虚实两大证候。虚者为气血阴阳虚衰，心神失养而致；实者

脉血流储备减少，产生心内膜下缺血，诱发心律失常。而且心

多为肝经郁火、痰湿阻滞、瘀血阻脉、气血运行不畅引起。另

主血脉，藏神明，心病则气血逆行，运行不畅，阻于经络内舍

[3]

外虚实之间可以相互夹杂、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相互转化 ，

（下转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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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半夏在妊娠恶阻中的应用
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of Banxia in treating pregnancy vomiting
徐秋云 1 马文侠 2
（1.河南中医学院，河南 郑州，450002；2.河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院，河南 郑州，45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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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浅要分析古今医家对半夏在妊娠恶阻中应用的认识，并结合现代药理学研究成果，认为尽管古人有“半夏碍
胎”之说，但其在临床治疗妊娠恶阻中疗效显著，值得推崇。
【关键词】 半夏；妊娠；呕吐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realized of ancient and modern physicians for Banxia in treating pregnancy vomiting.
Combined with modern pharmacological research achievement, realized that although the ancients had a “Banxia hinder fetus” said, but in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pregnancy vomiting, it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worthy of praise.
【Keywords】 Banxia; Gestation; Vomi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10
妊娠恶阻是妊娠早期（6 周左右）
，出现恶心呕吐、头晕倦

2

怠、恶闻食气，甚或食入即吐，是早期妊娠的常见病、多发病，
尤以年轻初孕妇多见，西医学称为早孕反应，该证本为自然现
象，乃胃虚胎气上逆所致，时过气顺，一般不需治疗，若呕吐
不止者，饮食受制，胎气受损，又非治不可。因半夏降逆止呕
作用突出，历代医家多用于治疗妊娠恶阻，本人通过查阅大量
的文献资料，搜集古今医家对半夏在治疗妊娠恶阻中所持的不
同观点，并结合现代药理学研究成果及长期临床观察就其观点
及研究现状，浅析如下。
1

妊娠恶阻半夏古用
半夏系天南星科植物半夏的块茎，主产于四川、甘肃、湖

北等地。其药味辛、性温、有毒。归脾、胃、肺经。具有燥湿
化痰，降逆止呕，消痞散结之功效[1]。半夏辛温下行，是降逆

妊娠恶阻半夏今用
现代药理研究均已证明半夏具有降逆止呕的显著作用，如

丘晨波“中药之化学与药理”说：“半夏能降低呕吐中枢之兴
奋，故能止呕”
。近代汪慎之指出：
“观近代名家医案及吾辈临
床经验，未见妊娠恶阻用半夏而有堕胎之变者”。以及有当代
名中医马大正用“生姜半夏汤、厚朴生姜半夏人参甘草汤等经
方治疗妊娠恶阻，疗效满意”的报道。并且《中国药典》从 1977
年版后也不再把半夏列为妊娠禁忌药。当今许多人主张在妊娠
期间可用半夏，而且喜用生半夏治疗妊娠恶阻，并未见有毒性
反应。甚至有人认为半夏用于妊娠恶阻，不但不碍胎，因其能
和胃止呕化痰，用治痰浊内阻之胎动不安，而有安胎之功[2]。
故有人说：然世有称其能动胎气，为妊娠所忌，遇妊娠恶阻，亦
不敢尝试，坐视良药而不用，一任病邪之猖撅，真乃不仁之至也！

止呕之主药，古人称之为呕家圣药，然自陈自明《妇人良方大

3

全》中提出：“半夏有动胎之性”之后，关于孕妇能否用半夏

3.1 镇吐作用

一直存在争议。宋陈衍《宝庆本草折衷》条言：
“半夏堕胎，……

现代药理研究

半夏主要含有多种葡萄糖醛酸甙、生物碱、甲硫氨酸、半

然亦须谨谛也。”是现存本草中最早有关妊娠禁、慎半夏的记

夏蛋白、挥发油等多种成分。药理研究发现半夏对 3 种不同机

载。金元时期张元素也提出“半夏动胎，孕妇忌之”
；
《名医别

制的催吐剂，都有明显的镇吐作用，推测其镇吐作用机制可能

录》亦载有半夏：
“消痈肿，堕胎……生令人吐，熟令人下”
。

与抑制中枢神经的敏感性，减弱胃肠黏膜的刺激，以及对抗胃

虽然古代有把半夏作为妊娠禁忌药的记载，但大多数古代医家

肠平滑肌收缩有关。有研究[3]表明半夏汤类方剂能够改善胃内

对半夏用与妊娠恶阻还是持肯定态度的，如张仲景擅长用半夏

分泌机制，保护胃黏膜，促进胃肠蠕动，以及中枢镇静，改善

止呕，在其《伤寒论》和《金贵要略》中，应用半夏的方剂就

脑内情感系统等功能，显示出良好的镇吐作用。

有 43 方，而专取其降逆止呕的方剂就多达 21 方，可见张仲景

3.2 对妊娠的影响

对半夏止呕有其独到的见解。《金匮要略•妇人妊娠病脉证并

3.2.1 影响血浆孕酮分泌

治》云：
“妊娠呕吐不止，干姜人参半夏丸主之”
，该方乃为妊

研究表明半夏蛋白可抑制卵巢黄体孕酮的分泌，使内源性

娠呕吐而设，方中半夏亦倍于他药，并无坠胎之戒，正如陈修

孕酮水平下降，子宫内膜变薄，蜕膜反应消失，从而导致流产

园所说：
“半夏得人参，不惟不碍胎，反而固胎”
，可见仲景深

或胚胎停止发育并死亡[4]。有研究[5]称在假孕小鼠中可发现半

得药物配伍之精妙。
《普济方》有孕期内服方 820 个，其中 74

夏蛋白可直接抑制蜕膜的生长，但当补充外源性孕酮或绒毛膜

方中有半夏。
《医宗金鉴》治疗妊娠的 26 个方子中均有半夏。

促性腺激素之后，则可消除半夏蛋白的抑制作用，使妊娠正常

可见古人坚持《内经》“有故无殒，亦无殒也”的观点，仍把

进行。结果表明半夏蛋白的抗早孕机理可能在于通过降低内源性

其作为临床治疗妊娠恶阻的主药。

孕酮的合成，导致蜕膜的改变引起流产，从而产生抗早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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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利用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定位术显示子宫内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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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不当，易出现毒副作用，临床多用制半夏汤剂口服，加之适
当配伍，效果更佳。③常用剂量，中病即止：以临床常用剂量

腺管上皮细胞以及胚胎外胚盘锥体，表明某些部分细胞团和半

为准，避免大剂量长时间应用，孕妇症状缓解后即可停止用药。

夏蛋白有专一性的结合。这些部位很可能就是半夏蛋白的抗孕

④日常调护，至关重要：在药物治疗的同时应指导孕妇保持乐

作用部位[6]。半夏蛋白不仅能终止小鼠早期妊娠，还有很强的

观情绪，避免精神刺激，饮食以清淡，易于消化，富于营养的

抗兔胚泡着床效应，如直接将半夏蛋白 500ug 注射子宫内，抗

食物为主，进食宜少量多餐，进食的时间宜安排在不易呕吐的

着床率达 100%。并且半夏蛋白具有凝集素样的作用，能与甘

时段为佳，调适衣着冷暖，适量活动，亦有助与半夏作用的发

露聚糖结合，干扰细胞间的信息交换从而产生抗着床效应[7]。

挥和本病的治疗。

但这些效应的产生必须是大剂量注射给药，临床用于治疗妊娠
恶阻一般采取炮制过的小剂量汤剂口服给药，研究表明口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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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传统止呕中药，半夏及其复方制剂在临床治疗妊娠恶
阻的实践中因其有效率高，疗效确切已被广大医家所接受，随
着现代药理研究的发展并已从细胞及分子生物学水平对其作
用机理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为了更好的发挥半夏类方剂

胞 SCE 频率的影响[J].中西医结合杂志,1990,10(6):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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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我们在应用时还应注意以下几点：①辨证论治，随证
加减：以中医基础理论为指导根据孕妇的具体情况因人施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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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用制半夏，适当配伍：生半夏虽有诸多妙用，但如果煎服方
（上接 20 页）
于心，故而极易引起瓣膜病变，最终导致心室重构，所致心律
失常多为房颤。再者心悸累于肾者多有发生，偏于阳虚者，阳
不制水，水气上泛，阻于心络，而导致心脉血行无以推动，血
行速度缓慢，形成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从而引发引起心肌缺血、
缺氧或坏死。心血瘀阻型和水气凌心型多伴随器质性心脏病，
而阴虚火旺型与伴随疾病无明显相关性。有相当一部分心律失
常查找不到明显的器质性心脏病，据探悉应与交感神经兴奋，
心脏的传导系统异常有关[5]，如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室上
性早搏等，而以年青人和老年人多见，尤以心虚胆怯、心脾两
虚和心阳虚衰较为多见。
综上所述，心律失常患者的病程、年龄及伴随疾病均与中
医证候分型有一定关系，临床辨证时应相互结合，但是本文收
集临床病例仍较少，必会有所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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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肺散寒法治疗咳嗽变异性哮喘的临床研究
Clinical research on treating CVA by the Qingfei cold-dispelling method
郭玉琴 杨 洁
（郑州市中医院，河南 郑州，45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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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评价清肺散寒法（自拟止嗽汤）治疗咳嗽变异性哮喘（Cough Variant Asthma，CVA）的疗效。方法：将
249 例 CVA 患者分成治疗组和对照组。对照组 83 例口服复方甲氧那明胶囊西医常规治疗；治疗组 166 例服用中药自拟止嗽汤治
疗。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7.59%，高于对照组总有效率 86.7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中医药治疗 CVA 患
者疗效较佳，建议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咳嗽变异性哮喘；中医药；复方甲氧那明胶囊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the Qingfei cold-dispelling method (with the Zhisou decoction) on treating coughs
variant asthma (CVA). Methods: 249 cases of CVA were divided into the treated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of 83 cases
were given oral compound methoxyphenamine capsules treatment; the treated group of 166 cases were given TCM with Zhisou decoction.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treated group was 97.59% higher than 86.74%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TCM treatment of CVA patients with better curative effect, recommended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CVA; TCM; Compound methoxyphenamine capsule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11
咳嗽变异性哮喘是不易确诊的支气管哮喘类型之一，是易
被误诊为慢性支气管炎的一种疾病。现代医学治疗该病仍以吸

仍需服药，轻度影响工作和睡眠。无效：咳嗽症状无改善。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 13.0 统计学软件处理，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

入糖皮质激素为主，但最新资料研究认为：大量吸入糖皮质激
素有 34%的病人易被诱发糖尿病。故本研究采用中医中药治疗

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66 例 CVA 患者，并与单用西药治疗的 83 例患者组进行疗效

2

结

果

比较，现报道如下。
见表 1。
1

资料与方法
表 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n，%）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08 年 1 月～2010 年 1 月在本院肺病科门诊就诊的
CVA 患者 249 例，年龄 15～60 岁，分成治疗组和对照组。治
疗组 166 例（男 95 例，女 71 例）
，平均年龄（42.4±12.5）岁；
对照组 83 例（男 45 例，女 38 例）
，平均年龄（41.4±11.6）
岁。
1.2 方法

3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166

86

41

35

4

97.59

对照组

83

29

26

17

11

86.74

讨

论

该病中医学应归属为“咳嗽”
、
“风嗽”范畴。发作时除有
外感风邪症状外，还有痰热蕴肺之征。中医认为久咳必有“宿

①对照组：口服复方甲氧那明胶囊（长兴制药有限公司生

痰”内伏，此类患者多有先天禀赋不足，又有宿痰内伏于肺，

产）
，2 粒/次，3 次/d，连服 9d 为 1 个观察周期。②治疗组：

遇风寒外邪、七情、疲劳等诱因而触发。痰浊与外邪搏击于气

将以下药物各一包
（1 剂药的计量）
放入茶杯中，
加温开水 200ml

道，致肺气不降，肺失清肃而咳嗽胸闷。目前西药多以支气管

溶解后，分早晚 2 次，各口服 100ml，1 剂/d，连服 9d 为 1 个

扩张剂、吸入糖皮质激素、白三烯拮抗剂或抗组胺药等治疗，

观察周期。清肺散寒法（自拟止嗽汤）药物组成：（颗粒免煎

虽然能取得一定的疗效，但停药后复发率较高。

剂）炙麻黄一包 10g，杏仁一包 10g，麦冬一包 10g，紫菀一包

自拟止嗽散：方中炙麻黄、杏仁、生石膏、甘草取麻杏石

10g，白前一包 10g，桔梗一包 15g，生石膏一包 30g，荆芥一

甘汤之意，辛凉宣泄、清肺平喘止咳；桔梗开宣上焦肺气，专

包 15g，苏子一包 15g，白芥子一包 10g，莱菔子一包 15g，陈

走肺经，为肺经气分之要药，领诸药直达病所；白前降气化痰，

皮一包 15g，厚朴一包 10g，甘草一包 6g，以上药物的重量均

与桔梗相伍，一宣一降，宣降有序，则气机调畅，肺气顺达；

相当于原生药重量，该免煎剂由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荆芥、桔梗疏风宣肺止咳化痰；陈皮、厚朴行气燥湿，调理中

1.3 疗效评定

焦气机，健脾化痰平喘；苏子、白芥子、莱菔子止咳化痰降气，

痊愈：患者咳嗽症状完全消失。显效：患者咳嗽症状缓解，
或偶有咳嗽不需服药即可缓解。有效：咳嗽症状有所改善，但

有三子养亲汤之功；紫菀温润平和、麦冬滋阴润燥、润肺化痰。
综合本方疏表宣肺平喘，润燥止咳化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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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单纯应用西药治疗咳嗽变异性哮喘，在急性加重期控制症
状，有一定疗效，但不能巩固，停药后，病情易于复发。况且
如果长期使用 β2 受体激动剂、茶碱类及糖皮质激素类药品，患
者可出现心慌、胃部不适及骨质疏松、血糖增高等副作用。而
中医药治疗本病有一定的优势，近期疗效与西药相近，远期疗
效更好。笔者使用自拟止嗽散加减治疗咳嗽变异性哮喘具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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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陈汤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糖脂代谢的影响
Influence of the Erchen decoction on glycolipid metabolism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黄杏娟 1 吴逢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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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在精神分裂症患者服用抗精神病药物的情况下使用二陈汤，旨在了解二陈汤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糖脂代谢的
影响。方法：选取广州市精神病医院 2012 年 8 月～2013 年 5 月期间符合 CCMD-3 诊断标准的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 46 例，随机分
为治疗组（24 例）及对照组（22 例）
。对照组在使用抗精神病药物（氯丙嗪 200～800mg/d，连服 4 周）的基础上普通饮食，常规
体育锻炼，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服用二陈汤 4 周，比较对照组与治疗组患者各临床指标的差异。结果：治疗组在服用二陈汤
4 周后，空腹血糖（Glucose，GLU）、糖化血清蛋白（Glycosylated Serum Protein，GSP）
、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TC）及甘
油三酯（Triglyceride，TG）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二陈汤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使用抗精神病药
物的情况下无明显改善糖脂代谢的作用。
【关键词】 二陈汤；精神分裂症；糖脂代谢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influence of Erchen decoction on glycolipid metabolism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in
cases of schizophrenia patients using antipsychotic medications. Methods: Patients diagnosed as schizophrenia in Guangzhou mental
hospital in August 2012 to May 2013 in line with the diagnostic criteria of CCMD-3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treated
group (24 cases) and the control group (22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antipsychotic medicine (chlorpromazine, 200~800
mg/d, 4 weeks) on the basis of the normal diet, and regular physical exercise. The treaed group takes Erchen decoction based on the control
group for 4 weeks. The clinical indicator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treated group.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of
Erchen decoction for 4 weeks in the treated group, the glucose (GLU), glycosylated serum protein (GSP), total cholesterol (TC) and
triglyceride (TG) has no stastical significance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Erchen decoction has no cure effect
in schizophrenia patient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no significant improve glucolipid metabolism function.
【Keywords】 Erchen decoction; Schizophrenia; Glucolipid metabolism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12
精神分裂症是精神科的常见病、多发病；抗精神病药物治疗

效果。目前国内尚无对二陈汤治疗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引起的代谢

中出现的肥胖和糖代谢异常问题非常多见，特别是新型的、非典

异常研究。本研究旨在精神分裂症患者服用抗精神病药物的情况下

型抗精神病药物用于临床治疗以来，该问题更加突出[1]。抗精神

使用二陈汤，旨在了解二陈汤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糖脂代谢的影响。

病药物治疗中出现体质量过度增加、葡萄糖耐量异常和脂代谢紊
乱在上世纪 50 年之后就有报道[2]。然而，自上世纪 90 年之后，
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明显增加，一个主要原因是一些新的非典型抗

1

材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

选取广州市精神病医院 2012 年 8 月～2013 年 5 月期间住

由于在经典抗精神病药物治疗时期，由于诸如锥体外系等副作用

院的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 46 例，入组标准：①符合《中国精

更为突出[5]，因而对代谢异常等问题的关注相对较少。目前西医

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 3 版（CCMD3）精神分裂症诊断

对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引起的代谢异常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二

标准 [9] ；②首发或症状急剧恶化；③患者及家属知情同意；

陈汤具有降血糖、降血脂的作用[6-7]，王等[8]使用二陈汤作对罹患

④排除患有其他精神疾病患者、严重躯体疾病患者、妊娠期妇

精神分裂症的患者药源性内分泌紊乱进行治疗，并取得了较好的

女及药物过敏者。所有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及对照组，其中治

[3-4]

精神病药物引起这些副作用的发生率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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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组 24 例，对照组 22 例。治疗组平均年龄（49.4±10.0）岁，

谢综合征是以降血压、控制血糖、调节血脂、控制体质量为主

研究前空腹血糖（Glucose，GLU）（5.1±0.6）mmol/L，糖化

要手段，但在治疗高血脂、高体质量方面尚缺少安全有效的方

血清蛋白（glycosylated serum protein，GSP）
（1.5±0.2）umol/L，

法。代谢综合征中医学至今尚无恰当的病名以命名，依据其临

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TC）
（3.9±0.7）mmol/L，甘油三

床特征，当属肥胖、消渴、腹满、积聚、胸痹、眩晕等范畴。

酯（triglyceride，TG）
（1.6±0.4）mmol/L；对照组患者平均年

先天禀赋不足，饮食不节、情志失调、过逸少动、年老体弱等，

龄（51.8±10.4）岁，研究前 GLU（5.2±0.8）mmol/L，GSP

均能导致代谢综合征的发生和发展，脾失健运和痰浊内生则是

（1.6±0.2）umol/L，TC（4.4±0.8）mmol/L，TG（2.0±1.0）

代谢综合征的发病关键。饮食不节，胃盛脾虚，精微不化其正，

mmol/L。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GLU、GSP、TC 及 TG 水

潴留停聚体内，可酿成痰浊，而痰浊是发生代谢综合征的基本

平均有可比性（P>0.05）
。

病因。二陈汤方中，法夏辛苦温燥，善能燥湿化痰、降逆和胃

1.2 试验分组

为君药；陈皮燥湿祛痰以助法夏化痰为臣；痰由湿生，湿由脾

对照组：在使用抗精神病药物（氯丙嗪 200～800mg/d，连
服 4 周）的基础上普通饮食，常规体育锻炼。治疗组：在对照

来，故佐以茯苓健脾渗湿；甘草健脾和中，调和药性，兼为佐
使。诸药共用，共奏健脾化痰、降脂减肥之功。

组的基础上加用二陈汤，1 剂/d，分早晚 2 次，水煎 300ml，连

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抗精神病药物治疗过程中伴发糖脂代

续服用 4 周。二陈汤的成分：法夏 12g，云岺 15g，陈皮 8g，

谢异常是常见的，目前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使用二陈汤治疗代

甘草 6g，竹茹 12g，石菖蒲 12g，木香 12g，酸枣仁 12g。

谢综合征的报道不多，本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在使用抗精

1.3 观测指标

神病药物的情况下是否合并二陈汤 4 周后血糖、血脂的变化基

标本的采集与处理所有患者于治疗前后均于早晨 9～10 点
空腹抽取静脉血 10ml，水浴离心后取上层血清置于-70℃低温
冰箱中保存，用于 GLU、GSP、TC 及 TG 的测定。采用化学比色
法检测 GLU、
TC 及 TG，
采用放射免疫分析法检测空腹血浆 GSP。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3.0 统计软件，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 x ± 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本一致，二陈汤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使用抗精神病药物的情况下
无明显改变糖脂代谢。
本研究结果与既往报道[6-8]二陈汤能改变血糖、血脂的结果
不一致，可能的原因为：①本研究对入组患者抗精神病药物使
用的种类无控制，患者使用的抗精神病药物种类及剂量不一致；
②本研究检查糖脂水平间隔时间为 4 周，时间较短；③本研究样
本量较小，治疗组只有 24 例。因此，下一步研究宜增加样本量
及延长研究时间，控制抗精神病药物使用的种类及剂量，进一步
排除药物干扰的前提下观察二陈汤对糖脂代谢的长期影响。

2

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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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

1.796

0.082

TC

4.4±1.0

4.5±0.8

0.358

0.723

TG

1.6±0.8

1.8±0.9

0.775

0.444

组别
治疗前

[2]Lean ME, Pajonk FG. Patients on atypical antipsychotic drugs: another
high-risk group for type 2 diabetes[J].Diabetes Care. 2003, 26(5): 1597-1605

治疗后

[5]Margolis RL. Neuropsychiatric disorders: The choice of antipsychotics in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在二陈汤治疗 4 周后，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前后，GLU、
GSP、TC 及 TG 比较无统计学差异。治疗组与对照组相比，二
陈汤治疗 4 周两组患者中 GLU、GSP、TC 及 TG 比较均无统

schizophrenia[J].Nat Rev Neurol,2009,5(6):308-310
[6]罗静.二陈汤加减治疗高脂血症 58 例[J].当代医学, 2012,18(30):157-158
[7]董朝.二陈汤加减的临床应用[J].中医儿科杂志,2012,8(6):31-32
[8]王传升,李恒芬,崔桂梅.女性抗精神病药物源性内分泌紊乱的中药治疗[J].
四川中医,2007,25(1):69-71
[9]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M].3 版.济南:山
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62-75

基金项目：

计学差异（均 P>0.05）
。结果提示，二陈汤在精神分裂症患者
使用抗精神病药物的情况下对糖脂代谢无明显改善作用。

广州市卫生局中医课题：从痰论治二陈汤加减对精神分裂症伴糖调节
受损的研究，课题编号：2010A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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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脂代谢异常是心血管的多种危险因素，目前西医治疗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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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牛樟芝的性味、归经与功效的探讨
Investigating the Xingwei, Guijing and efficacy of Taiwan Antrodia camphorate
苏志诚 阮时宝
（福建中医药大学，福建 福州，350122）
中图分类号：R285.1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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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浅谈牛樟芝的生长与分布，型态与特征。研究牛樟芝的性味、经归与功效、四气与五味，毒性。如何炮制牛樟

芝，它的用药禁忌，剂量与用法，功效与应用。经研究牛樟芝可作为肿瘤治疗的辅助性用药。
【关键词】 牛樟芝；抗癌；功效
【Abstract】 Investigating the growth and distribution, styl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ntrodia camphorata. Study on the flavor of
Antrodia camphorate, the return and efficacy, four and five flavor, toxicity. How to Paozhi Antrodia camphorate, The contraindication of
the medicine, dosage and usage, function and application. Auxiliary medication after study of Antrodia camphoratacan acts as a tumor
therapy.
【Keywords】 Antrodia camphoratacan; Anticancer;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13
牛樟芝是台湾的地道药材，起源于民间使用已有逾二百年

生牛樟芝珍贵且稀少，价格十分昂贵，鲜芝市场价格每 100g

的历史，近十多年已有成为台湾最热门的抗癌用药之一，尤其

高于 9300 元，相当于干重每千克价格约 30 万元，而人工栽培

以西药研究发展方式，萃取其部份生物活性物质，探究其抗癌、

的固态培养菇体则为 4～8 万元之间[3]。天然野生牛樟芝对寄生

治癌的疗效，现已有药厂将自牛樟芝萃取的物质，研发专利药

主具专一与选择性，它只寄生在台湾山区海拔 450～1500 公尺

品送至美国或其他先进国家申请为新药开发，对于牛樟芝的发

之间老龄牛樟树上，它性喜幽暗潮湿的环境，生长最适时期为

展是具良性的，但也失去原有地道药材的成份，尤其以中医药

多雨的季节，子实体多半生长于牛樟树干腐朽心材内壁，或枯

学基础，开发为中药材的根源尚未见进展，尤其近年来西药医

死倒伏的牛樟树潮湿表，相当不易被人发现，子实体的产期通

学于开新新药上，显然遭遇到发展的瓶颈，如能将牛樟芝的开

常从每年的五月逐渐开始到十一月慢慢结束，盛产期为六月

发另以中医药学的观念开启，将可为未来牛樟芝在医疗与保健

至十月之间，之后因山上气温下降，牛樟芝子实体几乎停止

上的发展，有良好开发前景。

生长[4]。

1

发现与生长分布
从台湾的历史文献上，可发现早在两三百年前，原住民

亦因为牛樟芝的唯一寄主是牛樟树，野生牛樟芝的分布亦
随着牛樟树的分布而生长，而牛樟树在台湾主要分布在四个区
域，第一个区域大约在台湾北部，第二个区域大约在台湾中部，

已使用牛樟芝当成传统民间用药，由于台湾山地原民住因地

第三个区域大约在台湾南部，以及第四个区域大约在台湾东

理环境因素与宗教信仰的影响，有些部落在庆典期间，时常

部，但早期由于过度砍伐，目前在中海拔已难得一见，台湾已

彻夜饮酒、跳舞、祭拜祖灵，他们会同时含一片牛樟芝，隔

立法将牛樟树列为一级国宝保护树种，不得任意砍伐，也因此

天可解宿醉且精神奕奕。或者自台湾原住民的访谈中，可以

野生牛樟芝子实体取得更为困难[1]。

得知当家人平时偶遇身体不适或牙痛等小病痛，老一辈长者
就会以自深山采撷的牛樟芝交给家人服用，作为治病之用，

2

型态与特征

而且功效显着。另据理筱龙 [1] 的记载，牛樟芝的发现源自于

依李顺来博士所载[4]，野生牛樟芝子实体具有强列的牛樟

台湾早期的原住民，由于他们以狩猎为生，整日穿梭于森林

香味，品尝时，具辛苦味，子实体表面呈橘红色或黄色，布满

之中，无意间发现了牛樟树洞中的橘红色樟芝，经人自告奋

菌孔，附着在树干中空的内壁，成为浅黄色木栓质。牛樟芝外

勇的尝试了一下，发现虽然味道很苦，但不久之后即可口齿

观形状变化多，有皮板状、板层状、钟状、马蹄状、塔状或钟

生津，且并无不适现象，因此一传十，十传百，许多人都开

乳石状，无柄、紧贴生于木材表面。菌肉可分为两层，下层为

始尝试，原住民常遇到的宿醉、肝脏病变、体力透支等问题，

象牙色，上层为木材色，厚 1～1.5cm。菌管不分层，长度可达

首先透过牛樟芝的使用而得到症状的减缓，肯定了樟芝的疗

40mm；初生时菇体呈鲜红色，渐渐会变为乳白色、淡红褐色、

效。

淡褐色或淡黄褐色，老熟的子实体边缘常呈放射反卷、并向四

正如张东柱[2]所言，牛樟芝就是一种牛樟树的木材腐朽菌，
它会引起牛樟树腐朽中空，因树木容易因外力而伏倒；而且野

周扩展生长，呈半圆形或不规则形；牛樟芝亦有变异可呈黄色
（黄牛樟芝）或白色（白牛樟芝）
、变异数量甚为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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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味、经归与功效
在西方医学快速发展近两百年来，西药的应用多以单一药

物治一种病，并以其快、准、有效的刻板印象，似乎已凌驾中
药的发展之上，然则就在近十多年来，西方科学家在尝试使用
多种药物以治疗复杂疾病时，才发现到中国医学使用复方治疗
疾病已有二千五百年以上的历史[5]。而复方的使用即是中医的
方剂学领域，方剂学的根基又在于中药学上，所以如同 1990
年时，臧穆与苏庆华[6]开始定位牛樟芝的分类与学名的工作，
使得医药界得以认识它，且近 20 年来牛樟芝的研究发展速度
加快了，也逐渐西医化的药品与保健应用，似乎脱离其原有中
药的本色，然则近年来西医在治疗肿瘤与人口老年化时，于开
发新药上所面临的愈来愈难找到新的化学合成药物的瓶颈，中
药已然成为新药开发的新目标的物，中西医的融合应用发展，
出现新契机，尤其牛樟芝在台湾民间以中草药被使用逾两百年
的历史，应在中药学的观点上推演开来。
3.1 炮制
就野生牛樟芝子实体而言，其炮制方法与相对的目的可有
下列四种。
第一，取用适量经冷冻保存的鲜品或冷藏保存的干燥品，
配伍其他中药材，经水药方式煎煮，为药物定性之用。
第二，先将牛樟芝子实体以热水煮沸、萃取其生物活性，
单独饮用或配伍其他中药材制剂，以便于服用或在配伍下扩大
应用疗效。
第三，先将牛樟芝子实体以酒精浸泡、萃取其生物活性，
单独饮用或配伍其他中药材制剂，以便于服用或在配伍下扩大
应用疗效。
第四，将牛樟芝子实体经干燥后、直接粉碎，单独服用或
配伍其他同样经磨粉之中药材制剂，以便于服用或在配伍下扩
大应用疗效。
以上所述，皆为以传统炮制方法的服用方式，但由牛樟芝
的药理成分相当复杂、具有多重功效，无论直接服用或经萃取
服用，是否可以达成最大疗效，尚有许多问题待研究发现，尤
其像牛樟芝具有相当丰富生物活性的植物用药，在经炮制的过

-27气味芳香、味辛极苦，新鲜湿的子实体经久含口中，会令舌尖
有辛麻感，干品久含口中则为辛苦感，但其苦味皆具回甘，故
就“五味”论述，牛樟芝子实体具“辛”
、
“苦”且“微甘”等
三味，具有发散、行气行血、清泄火热、疏散气机，透达经络、
消肿散结、调和药性、缓急止痛、及中毒解救之功效，为解表
药、行气药、清热泻火药、芳香药，可以主治热证、火证、以
及气血阻滞，心腹诸痛，经闭痛经，症瘕积聚，痈肿疮毒、正
气虚弱、身体诸痛等病证。这如同牛樟芝的丰富生理活性物质，
包括三萜类、多醣体、腺苷、超氧岐化酵素等可产生的功效大
致相同的。
3.3 归经与毒性
野生牛樟芝子实体在归经的属性依台湾民间用药的习性
以治疗肝脏相关疾病为主，加上近十多年来于肿瘤治疗的论
证，解毒排毒、消肿散结之效用可见，用于治疗症瘕积聚，痈
肿疮毒之病证，归经系为肝经与胆经，另其牛樟芝香气清扬散
解达表之力，亦具肺经之功，尤其牛樟芝子实体中的另一更稀
贵药品为白色子实体者，其药效推达肺经之功更强，而此脏腑
归经之论，亦经笔者亲自拜访李顺来博士时，由其操作量子讯
息共振检测仪（Quantum Resonance Spectrometer，QRS）检测
牛樟芝子实体与白色牛樟芝子实体，依仪器的显示，在肝经、
胆经、与肺经皆有较高指标值，表示了归经的属性为肝、胆与
肺等三经。
另就毒性而言，牛樟芝子实体已在台湾民间使用两三百年
之久，加上近十多年的大量研发与应用，尚未有毒副作用的记
载或流传，尤其全台多个学术研究单位投入许多的研究课题，
遍查各项文献，亦查无提及相关毒副作用的数据，另就牛樟芝
之中药药物学的毒理与安全性研究，多项研究结果均显示，天
然牛樟芝子实体在为“无毒”
。
3.4 用药禁忌
为确保疗效、安全用药与避免毒副作用的产生，中药的用
药禁忌主要有配伍禁忌、证候禁忌、妊娠禁忌和服药的饮食禁
忌等四个面向，分述如下。
第一，配伍禁忌：依临床使用经验，尚未发现有特定的相
反或相恶之药物。

程，其药物化学成分可能会受到炮制物质的影响，有些成分增

第二，证候禁忌：体质阴虚与阳虚太过之人、血液循环系

加、另一些成分减少、甚或消失，也可能产生新的化合物，同

统不良之患者、肾功能衰竭患者、三龄以下幼儿、妇女行经期

时因中医治病往往不是需要用到药物的所有功效，而是根据病

间、以及服用牛樟芝已出现暝眩反应或过敏反应者[2],[4]。

情需要，而有所选择，通过炮制对牛樟芝的性能予以取舍、以
发挥其特定成分的治疗作用，反而可以符合疾病治疗的实际需
要。
3.2 四气与五味
就野生牛樟芝子实体或以人工培植的牛樟椴木子实体而
言，因其天然生长位于高山且阴暗处成长一年以上，吸收了大

第三，妊娠用药禁忌：妊娠期间或产后授乳期，妇女皆不
宜服用。
第四，服药饮食禁忌：不宜同时过食寒性饮食、且服药量
亦不宜过多，以免寒凉阴盛伤及阳气；用以治疗肿瘤、发炎时，
应遵行热性病之饮食禁忌食物，以利病情之复原。
3.5 剂量与用法

地寒气，加上秋末至冬季与春季停止生长，薀藏更多寒气，待

牛樟芝子实体而言，即是珍贵药品、也是苦寒药，以一般

春末才开始恢复，足见其生长环境于“四气”应属于寒，是为

成人用量，鲜品之内服的汤剂用量应以 9～15g、干品则为 3～

寒性药，再者，其药性中生理活性物质中以三帖类对人体肿瘤

6g 为原则。

具对抗消除之功效，在中医学上具清热泻火或清化热痰之功

用法可区分为三类。

效，在“四气”亦应属于寒性药。

第一，以鲜品牛樟芝子实体干燥后，研磨粉末，直接以温

再者牛樟芝子实体生长于牛樟树上，具强烈的牛樟香味，

（下转 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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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LC 测定小活络片中乌头碱的含量
Content determination of aconitine in small active tablets by HPLC
金睿洁
（开封友谊皮肤医院，河南 开封，475001）
中图分类号：R285.1
【摘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0-0028-02

要】 目的：测定小活络片中乌头碱的含量，制定质控标准。方法：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对小活络片中川乌、草乌的

主要成分乌头碱进行含量测定。结果：乌头碱进样量在 5～50μg 范围内与峰面积呈良好线性关系；
（r=0.9999）
（n=6）
，平均回收
率为 97.48%，RSD=0.63%（n=6）
。结论：该方法精确，重现性好，操作简便，适合于小活络片中乌头碱的含量测定，可以作为小
活络片质量控制标准。
【关键词】 小活络片；乌头碱；高效液相色谱法；含量测定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content of aconitine in small active tablets, formulate quality standard. Methods: Using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HPLC) method, to determine the content of aconitine in small active tablets. Results: Aconitine
sample amount within 5～50μg had good linear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ak area; (r=0.9999) (n=6), the average recovery was 97.48%,
RSD=0. 63% (n=6). Conclusion: The method is accurate, reproducible, easy to operate, suitable for small active tablets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content of aconitine, can be a quality control standards.
【Keywords】 Small active tablets; Aconitine; HPLC; Content determin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14
小活络片是临床常用的中成药，主要由制川乌、制草乌、

氨试液 3ml，精密加入异丙醇-乙酸乙酯（1﹕1）混合溶液 50ml，

胆南星、地龙等加工制成的中成药，具有祛风活络、除湿止痛

称定重量，超声处理（功率 300W，频率 40kHz；水温在 25℃

之功效，用于风寒湿痹、肢体疼痛、麻木拘挛。组方中川乌、

以下）30min，放冷，再称定重量，用异丙醇-乙酸乙酯（1﹕1）

草乌的主要成分乌头碱，是药物的主要药理活性成分之一，该

混合溶液补足减失的重量，摇匀，滤过。精密量取续滤液 25ml，

药品标准制定较早，未制定含量测定。为了更好地控制药品质

60℃水浴上蒸干，残渣精密加入二氯甲烷溶液 3ml 溶解，密塞，

[1-2]

量，保证用药的安全性，我们参考有关文献

，采用高效液相

色谱法对乌头碱进行了含量测定，为提高和完善质量标准提供
依据。
1

仪器与试药
92SM-202 分析天平（普利赛斯）
；LC-10A 高效液相色谱

仪（日本岛津）
。乌头碱对照品（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

摇匀，滤过，取续滤液，即得。
2.2.3 测定法
分别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与供试品溶液各 10μL，注入液
相色谱仪，测定，即得。
2.3 方法学考察
2.3.1 线性关系考察
分别精密量取乌头碱对照品贮备液 1、2、4、6、8、10ml，

甲醇（色谱纯）
，纯化水，其它试剂（分析纯）
。小活络片样品

置 10ml 容量瓶中，加甲醇稀释至刻度，摇匀；分别吸取上述

（市售，批号 20121218，20121220，20121223）
。

对照品溶液 10μL，注入液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以峰面积

2

方法与结果

2.1 色谱条件与系统适应性实验
以十八烷基硅烷键合硅胶为填充剂；以乙腈-四氢呋喃
（25﹕15）为流动相 A，0.1mol/L 醋酸铵（每 1000ml 加冰醋

与对照品质量浓度进行回归，得乌头碱线性方程为：Y＝
（100.02x－11.35）
。结果表明：乌头碱在 5～50μg 间，浓度与
峰面积呈良好线性关系。
2.3.2 精密度实验
精密吸取上述对照品溶液 10μL，重复进样 6 次，测定，

酸 0.5ml）为流动相 B，进行梯度洗脱；检测波长为 235nm。

乌头碱峰面积的 RSD 为 0.68%，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理论板数按新乌头碱峰计算应不低于 2000。

2.3.3 稳定性实验

2.2 溶液制备
2.2.1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取乌头碱对照品适量，精密称定，加二氯甲烷溶液溶解制
成每 1ml 含乌头碱 50μg 的溶液，即得。
2.2.2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本品 10 片研成细粉，精密称定，置具塞锥形瓶中，加

取同一供试品溶液，每隔 2h 进样 1 次（10μL）
，共进样 6
次，测定，结果乌头碱的 RSD 为 0.98%，表明供试品溶液在
12h 内稳定。
2.3.4 重复性实验
取同一批号的样品 6 份，按 2.2 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
（n＝6）
，测定含量，结果，乌头碱平均含量为 0.157mg/g，R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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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63%。

精密称取已知含量的样品适量，分别精密加入乌头碱对照
品，依法测定，计算回收率。结果见表 1。

2.3.5 加样回收率实验
表 1 乌头碱加样回收率试验结果（n=3）

3

样品含量（mg）

加入量（mg）

测得量（mg）

回收率（%）

平均回收率（%）

RSD（%）

0.1508

0.057

0.2002

96.35

97.57

0.97

0.1596

0.057

0.2113

97.56

0.1601

0.057

0.2145

98.81

含量测定

参考文献：

取 3 批样品，按含量测定方法操作，测定并计算含量，批
号为 20121218，20121220，20121223 的样品中乌头碱含量分
别为：0.1508mg/片、0.1596mg/片、0.1601mg/片。
4

讨

[1]卫生部药典委员会.中药成方制剂(第 15 册) [M].1997:18
[2]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国药典(一部)[M].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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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金睿洁（1974-），女，1995 年毕业于河南财经学院，2010 年毕业于郑

通过方法学考察表明，采用 HPLC 测定小活络片中乌头碱

州大学药学院，1997 年在开封友谊皮肤医院制剂室工作，任制剂室主任，

的含量，方法精确、重现性好，操作较简便，专属性较强，结

2006 年取得执业药师资格，从事药品工作多年，擅长医院药品管理尤其是

果本品每片含制川乌、草乌以乌头碱（C34H47NO11）计，应在

医院制剂的配制及质量控制。

0.15～0.16mg/片范围。可以作为其质量控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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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推拿治疗 60 例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体会
Experience for treating 60 cases of lumbar disc herniation by
acupuncture and massage
张廷明
（贵阳市白云区医院，贵州 贵阳，550014）
中图分类号：R32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0-0029-02

【摘 要】 目的：分析针灸推拿在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随机抽取 2011 年 1 月～2013 年 1 月来我院就
诊并确诊为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患者 120 名，其中 60 名患者采取的是常规治疗，其余 60 名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应用针灸推拿，对
两种治疗手段的疗效进行对比。结果：常规治疗组对于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治疗总有效率仅为 83.33%，而针灸推拿组达 95.00%，
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对于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治疗，常规治疗配合针灸推拿的疗效明显优于单纯的常规治疗。
【关键词】 针灸推拿；腰椎间盘突出症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acupuncture and massage for lumbar disc herniation. Methods: 120 cases of
lumbar disc herniation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routine group of 60 patients was given alone conventional
therapy, the other group combined with acupuncture and massage treatment.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83.33% of the routine group,
and was 95.00% of acupuncture and massage group,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Conventional treatment combined with acupuncture and massage is an effective therapy for treating lumbar disc herniation.
【Keywords】 Acupuncture and massage; Lumbar disc herni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15
在我国，腰椎间盘突出症是中老年人的常见病之一，主
要原因为椎间盘长期受挤压所导致。近年来，其发病率有上
升趋势，因此，寻找一种低并发症并且低后遗症的治疗方式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抽取 2011 年 1 月～2013 年 1 月来我院就诊并确诊为腰

显得尤为重要。为分析针灸推拿在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中的

椎间盘突出症的患者 120 名，其中 60 名患者采取的是常规治疗，

应用价值，探索其是否具有上述功效，现将本人的调查结果

其余 60 名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还应用针灸推拿的治疗方式。常规

报告如下。

治疗组患者年龄 22～78（平均 56）岁，针灸推拿组患者年龄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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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平均 59）岁，P>0.05，年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的意义。

疗后椎间盘突出未见好转，全身症状未见改善甚至进一步加重。

1.2 方法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5.0 的统计软件，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用 x2 检验

通过对两组患者最终疗效的对比分析，得出针灸推拿在治

来判定差异。检验指标设为 0.05，P<0.05 时具有统计学意义。

疗腰椎间盘突出症中的应用价值。
1.3 评价标准
显效：治疗后腰椎间盘位置达到正常，全身症状基本无。有

2

结

果

见表 1。

效：治疗后椎间盘突出有所改善，全身症状得到治疗。无效：治
表 1 两组的疗效对比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常规治疗组

60

35

15

10

83.33
95.00

针灸推拿组

60

51

6

3

x2

7.38

3.11

3.12

7.82

P值

<0.05

<0.05

<0.05

<0.05

常规治疗组治疗总有效率仅为 83.33%，而针灸推拿组达

专家指出，针灸有缓解炎症反应进而减少疼痛的功效，推拿则

95.00%，且 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因此，常规治疗合

可以使身体得到舒展，血液循环得到改善。同时本次研究也验

并针灸推拿疗效更佳。

证了上述结论，证实了针灸推拿在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治疗中的

3

讨

论

近年来，随着生存压力的加大，长时间的工作大幅提高了
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发病率，并严重威胁到了患者的生存质量。
因此，对其根治术的探索，是广大医疗工作者的奋斗目标，同
时也是患者的期望所在[1]。
目前，对于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治疗，常规疗法仍具有不可
克服的弊端。不仅治疗的总有效率较低，并且并发症和后遗症
较多。大量研究发现，配合针灸推拿将显著降低上述不良反应。

重要价值。
综之，常规治疗合并针灸推拿使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治疗效
果得到显著提高，减少了并发症以及后遗症的发生，建议临床
推广使用。
参考文献：
[1]邓海霞.针灸推拿配合中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疗效观察[J].临床合理
用药杂志,2010,3(14):8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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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水送服。
第二，用干净水质以汤剂方式煎煮，文火为之，最好以另
煎法，之前再以适当比例与其他配伍药物煎剂混合。
第三，用高浓度白酒浸泡后，再将萃取液加适量水以另煎
法煎煮，使酒精蒸发，再比照汤剂方法服用。
3.6 功效与应用
牛樟芝的功效为清热解毒、消痈散结、利咽、清肝泻火、
散瘀止痛。而应用可有如下六方面。

4

在经由中医药学的演译论证后，期望能将牛樟芝子实体
纳入两岸的中医药典籍内，使得中医临床医师能获得完整与
正确的用药参考信息，抛砖引玉，使得更多的台湾中医能分
享其临床用药经验方，为台湾牛樟芝在中医药的发展提供更
多的发展契机。
参考文献：
[1]理筱龙.牛樟芝之简介[C].中国菌物学会首届药用真菌产业发展暨学术研

第一，外感发热或温病初起之咽喉肿痛。

讨会论文集,2005:79-80

第二，肝郁胁痛。

[2]张东柱,CAC101 研发团队.牛樟芝的神奇疗效[M].台北:商周出版社,

第三，症瘕痞块。

2010:16-18

第四，乳痈、肺痈。

[3]张东柱.台湾特有珍贵药用真菌牛樟芝[J].食药用菌,2011,19(1):33-34

第五，肺阴虚、肺热咳嗽。

[4]李顺来.台湾国宝牛樟芝[M].新北市:世茂出版有限公司,2009:15-18

第六，咳嗽胸痛、痰中带血。

[5] 李 顺 来 . 生 物 转 融开 启 中 草 药 新纪 元 [M]. 台 北 : 元 气 斋 出 版 社 ,2010:

结

语

纵然牛樟芝含有多种生理活性物质，是单味药具复方功
效，也经多数研究单位论证，其三萜类化合物的含量是目前
中草药中最高，而且因三萜类化合物具治疗肿瘤的功效，也

125-126
[6]臧穆,苏庆华.我国台湾产灵芝属一新种——樟芝[J].云南植物研究,1990,
12(4):395-396

作者简介：

是近年来牛樟芝在台湾变得价格高昂的主要原因之一，台湾

苏志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方剂配伍规律与临床应用研究。

中、西医或学者也认同牛樟芝是可以服用的，但须界定为肿

阮时宝，通讯作者，教授，博士生导师。

瘤治疗的辅助性用药，而非一味把牛樟芝当成仙丹妙药或万
灵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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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推拿、针灸以及物理疗法对 61 例
神经根型颈椎病的临床疗效观察
Clinical effect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61 cases of nerve root type cervical
spondylosis by massage, acupuncture and physical therapy
张家环
（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人民医院，湖南 溆浦，419300）
中图分类号：R323.1
【摘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0-0031-02

证型：ADI

要】 目的：探究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采用针灸、推拿以及物理疗法进行治疗的效果评价。方法：将 122 例按随机的

方式分为针推配合物理疗法的综合组 61 例以及单纯采用推拿和针灸方式治疗的针推组 61 例，治疗 4 周后观察两组患者的治愈情
况、疼痛量表情况以及临床症状积分情况。结果：综合组神患者的痊愈率、总有效率、疼痛改善情况和临床症状改善情况均明显
优于针推组，差距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颈椎病属于神经根型的患者治疗时采用针灸治疗和推拿治疗的同时配合物理治
疗的疗效理想。
【关键词】 针灸；推拿；物理疗法；神经根型颈椎病；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evaluation on treating 61 cases of nerve root type cervical spondylosis by massage,
acupuncture and physical therapy. Methods: 122 cas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mprehensive group, in the comprehensive group 61
cases were treated by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physical therapy; the acupuncture group 61 cases were treated by massage and
acupuncture, treatment of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in patients with cure, pain scale and integral of clinical symptoms after 4 weeks.
Results: In the comprehensive group patients with the cure rate, the total efficiency, improvement in pain and improvement of clinical
symptoms were better than the acupuncture group, ther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Conclusion: Treating nerve root
type cervical spondylosis by massage, acupuncture and physical therapy have a satisfactory effect.
【Keywords】 Acupuncture; Massage; Physical therapy; Nerve root type cervical spondylosis; Curative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16
颈椎病以神经根型颈椎病最为常见，病情迁延久，保守

①患者俯卧后，医师先对患者肩部肌肉以按法、揉法等手

治疗为主[1-2]。众多治疗方法相互结合才能达到良好的治疗神

法进行放松；②顺着肩部肌肉走向使用掌根按揉法、拿捏法进

经根型颈椎病的效果。本研究将患者按照单纯针灸、推拿治

行按揉，对疼痛明显的部位手法反复 2～3 次；③仰卧位以勾

疗和加用物理治疗进行对比，以期寻求更好的治疗颈椎病的

揉手法对颈肩部进行按揉；④患者坐位，沿臂丛神经走向拿捏

方法。

疼痛部位；⑤对患侧上肢行抖法、斜扳以及侧扳，轻轻拍打上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122 例患者从 2012 年 1 月～2012 年 9 月间住院颈椎病患

肢和肩背部使之放松。
1.2.2 针灸方法
①将针灸针消毒后备用，使用常规进针法补泻法，留针
30min。②主穴：大椎、风池、天柱；③配穴：阿是穴、合谷、

者中选取。患者均明确诊断为神经根型颈椎病，排除其他类型

外观、曲池等。

颈椎病。患者年龄在 25～63 岁之间，平均（39±10.32）岁，

1.2.3 物理疗法

男女患者间的比例为 72∶50。患者病程在 3～36 个月之间，平

①牵引治疗：患者坐位头部前屈 10°～20°，起始牵引重

均（25±15.47）个月。患者中属于轻度、中度和重度各 25 例、

量为 2～3kg，逐渐增加 1～2kg，每次治疗时间为 30min；②高

58 例和 39 例。患者间性别、病情程度、病程时长以及年龄间

频电治疗：分别采用短波和超短波进行电治疗；③自我牵引：

的差距无统计学意义（P>0.05）
。

双手交叉置于脑后，头部向后方仰，两手向头顶部逐渐加力，

1.2 治疗方案

每次 5～10s，反复 2～5 次。

122 例患者按随机的方式分为两组各 61 例，综合组患者治
疗方案为针灸、推拿配合物理疗法，针推组患者仅以针灸治疗

1.3 观察项目
治疗前和治疗 4 周后对患者进行疼痛评分（0～10 分）和

和推拿治疗，疗程为 4 周。

症状积分评定（满分 20 分）
，并对临床疗效情况进行观察。

1.2.1 推拿方法

1.4 统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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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临床症状积分

方法，即 t 检验和卡方检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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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治疗后的临床症状积分情况明显优于治疗前，差
距有统计学意义（P<0.05）。综合组患者临床症状改善情况明

果

显好于针推组患者，有统计学差异（P<0.05）。具体临床症状

2.1 疼痛评分

积分情况详见表 2。

两组患者经过治疗后疼痛情况明显好于治疗前，差距有统
计学差异（P<0.05）。综合组患者的疼痛改善情况明显优于针
推治疗患者，差距有统计学差异（P<0.05）。具体两组患者疼

表 2 两组患者临床症状积分情况
组别

总数（例）
61

综合组

痛评分情况详见表 1。

9.21±2.42

61

针推组
表 1 两组患者疼痛评分情况

治疗前

9.38±2.54
#

治疗 4 周后

差值

#

6.31±0.91▲

#

3.71±21.93

16.49±3.14
12.75±2.71
▲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P<0.05；与针推组相比， P<0.05。

分组

总例数

治疗前

治疗 4 周后

差值

综合组

61

8.46±1.53

2.15±0.73#

6.31±0.91▲

针推组

61

8.72±2.34

5.01±1.82#

3.71±21.93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05；与针推组相比，▲P<0.05。

2.3 临床疗效情况
综合组患者痊愈率率明显高于针推组患者，总有效率也高
于针推组，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具体两组患者治疗效
果情况详见表 3。

表 3 患者临床疗效情况 [n（%）]
分组

总数

综合组

61

针推组

61

痊愈
▲

49（80.33）

38（62.30）

显著

有效

差

总有效

9（14.75）

1（1.64）

2（3.28）

59（96.72）▲

8（13.11）

6（9.84）

9（14.75）

52（82.25）

▲

注：与针推组相比， P<0.05。

3

结论与讨论
近年来，颈椎病分类中所占比例最高的神经根型颈椎病的

发病趋势明显增加[3]。患者表现为肩颈部、上肢疼痛或麻木伴

疗，各自发挥治疗方面的特点，将针灸治疗的调行气血止疼和
推拿的缓解放松肌肉缓急止疼与物理疗法的刺激神经牵引增
加空隙、降低压迫等作用有机的相结合，综合治疗达到理想的

随有头晕等[4]，与颈部和臂丛神经被压迫有密切关系[5]。患者

治疗效果。

的相应的临床表现是初步诊断颈椎病的一种方式，诊断神经根

参考文献：

型颈椎病通过器械检查最为明确。X 线观察颈椎的间隙与曲
度，核磁对颈椎序列以及神经根压迫情况显像清晰[6]。不同的
治疗颈椎病的方法有其不同的作用，并且拔罐疗法、牵引疗法
等方法众多。针灸和推拿手法的适当应用不仅在缓解患者紧张肌
肉的同时更具有活血行气之效，并且可以降低患者的疼痛感[7-8]。
针灸和推拿是治疗颈椎病的经典组合[9]。物理疗法在治疗颈椎
病方面有良好的效果，利用微波或高频刺激疼痛部位，缓解肌
肉紧张拘急感。利用牵引使患者的椎体序列得以恢复、减少压
迫[10]。
本研究将 122 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按照单纯针灸、推拿治

[1]陈得良.微调手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 31 例[J].湖南中医杂志,2012,28(6):
47-48
[2]刘蕾.推拿配合针刺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J].中西医结合研究,2012,4(5):
257-263
[3]刘焰刚,王四龙.临床筋伤推拿学[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4.5
[4]谭滔胜,谭周纯,何凝凝,等.推拿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J].中医临床研究,
2012,4(21):46-47
[5]徐震球.葛根汤加减合颈椎牵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 78 例[J].陕西中医,
2012,33(2):213-215
[6]幸泽艇,郭余福,张达颖.神经根型颈椎病疗效评价的研究进展[J].中国疼

疗和加用物理疗法两组各 60 例进行对比，结果表明两组患者

痛医学杂志,2012,18(10):632-639

经过治疗 4 周后疼痛评分和临床症状积分明显好于治疗前，差

[7]杜津丽,赵红义.针灸配合推拿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J].河南中医,2013,33

距有统计学差异（P<0.05）。三种方式综合治疗患者的疼痛缓

(1):112-113

解情况和症状改善情况均显著优于针推治疗患者，差距有统计

[8]汤昌华.推拿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作用机理探讨[J].中医临床研究,

学差异（P<0.05）。通过三种方式综合疗法治疗组的患者痊愈

2012,4(5):58-59

率高于针推组患者，同时总的病情有效情况也好于针推组，有

[9]余全民.推拿针刺疗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疼痛 25 例临床观察[J].浙江中

统计学差异（P<0.05）。神经根型颈椎病采用针灸治疗、推拿

医杂志,2011,45(5):364

手法和物理疗法相结合进行治疗在提高痊愈率和总有效率的

[10]刘华文.颈椎夹脊痛点勾揉拨法结合牵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临床观察

同时，对患者疼痛的改善十分有效并且在临床症状的缓解方面

[J].2013,20(1):82-83

有积极的作用。
神经根型颈椎病采用针灸、推拿与物理疗法相互配合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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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敏灸治疗跟痛症疗效观察
Efficacy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PHS by thermosensitive moxibustion
陈 勇
（张家界市第二人民医院，湖南 张家界，427000）
中图分类号：R245.8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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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热敏灸治疗跟痛症的疗效。方法：将 100 例跟痛症患者随机分为热敏灸组（A 组，50 例）和传统艾
灸组（B 组，50 例）
，A 组采用热敏灸治疗；B 组采用传统艾灸治疗。观察两组疗效和视觉疼痛模拟评分法（VAS）
。结果：A 组
治愈率 68%（34/50）优于 B 组的 46%（23/50）
，A 组愈显率 92.0%（46/50）优于 B 组的 74.0%（37/50，均 P<0.05）
；两组均能降
低 VAS 评分（均 P<0.01）
，A 组较 B 组降低 VAS 积分更明显（P<0.01）
。结论：热敏灸治疗跟痛症疗效优于传统艾灸，是治疗跟
痛症的较佳方法。
【关键词】 跟痛症；热敏灸；灸法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thermosensitive moxibustion on treating PHS. Methods: 100 cases were
divided into thermosensitive moxibustion group (A group, 50 cases) and the traditional moxibustion group (B group, 50 cases). A group
was given the thermosensitive moxibustion and group B was given the traditional moxibustion. To observe the efficacy and VAS. Results:
Cure rate was 68% in group A (34/50) better than the group B of 46% (23/50), cured and markedly effective rate of A group was 92.0%
(46/50), better than 74.0% in group B (37/50, both P<0.05); VAS scores decreased in both groups (both P<0.01). A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VAS points than group B (P<0.01). Conclusion: Thermosensitive moxibustion has better effect than the traditional moxibustion
and is the better method to treat PHS.
【Keywords】 PHS; Thermosensitive moxibustion; Moxibustion method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17
跟痛症（Painful Heel Syndrome，PHS）是一种常见病，以
足跟麻木疼痛、局部压痛、行走困难为特征，多见于 40～60
岁的中老年人，体型肥胖妇女尤为多见。笔者于 2008 年 1 月～
2012 年 8 月应用热敏灸治疗 PHS 患者 100 例，取得满意疗效，
并与传统艾灸治疗对照，现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100 例 PHS 患者均为我院门诊及住院病人，采用随机数字

疾病者；②皮肤极易灼伤、皮肤过敏；③合并有肝、肾、血液
系统等严重疾病；④妊娠和哺乳期妇女；⑤年龄>70 岁者。
2

治疗方法

2.1 A 组
选择舒适、充分暴露病位的体位。医者手持点燃的纯艾条，
在病位附近的经穴、压痛点、皮下硬结、条索状物处等反应物
部位为中心，3cm 为半径的范围内，距离皮肤 2cm 左右行灸疗。
施灸时先行回旋灸 2min 温热局部气血，继以雀啄灸 2min 加强

法分为两组。A 组 50 例，男 18 例，女 32 例；年龄 48～70

热敏化，循经往返灸 2min 激发经气，再施以温和灸发动感传，

岁，平均 56.3 岁；病程 15d～8 年，平均 4.5 年；单足发病 31

开通经络。当某穴位出现透热、扩热、传热、局部不热远部热

例，双足发病 19 例，共 69 足；B 组 50 例，男 20 例，女 30

等灸性感传时，此即是热敏化穴。探查出所有热敏化穴，选择

例，年龄 47～68 岁，平均 55.6 岁。病程 22d～7 年，平均 4.3

1～3 个最敏感穴位予以施灸至感传消失为止，1 次/d，共治疗

年；单足发病 35 例，双足发病 15 例，共 65 足；两组患者在

20 次。

性别、年龄、病程及治疗前病情评价均无显著差异（P>0.05）
，

2.2 B 组

具有可比性。

采用传统艾灸治疗，常规温和灸太溪、昆仑、照海、悬钟、

1.2 诊断标准

申脉、承山、阳陵泉、足三里等，一般每次取 4～5 穴，1 次/d，

参照《中医骨伤科学》中关于跟痛症的诊断标准[1]：①无
明显外伤史；②足跟部疼痛，行走加重；③晨起后站立或久坐
起身站立时，足跟部疼痛剧烈；④跟骨跖面或侧面有压痛，局
部无明显肿胀；⑤X 线片常见有骨质增生。
1.3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符合诊断标准，近期未用药物或其他方法治疗
者。排除标准：①X 线片检查示结核、肿瘤、骨折等其他骨性

共治疗 20 次。
3

疗效观察

3.1 观察指标
全部病例在治疗前后采用目测类比定级法（Visual Analogue
Scale，VAS）[2]评估。
3.2 疗效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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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的《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

用 x2 检验，等级资质采用 Ridit 分析，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

[3]

意义。

准》 。痊愈：疼痛消失，行走正常，能正常生活；显效：疼
痛明显减轻，行走正常；有效：疼痛减轻，步行久后可出现疼
痛；无效：疼痛无改善，影响行走。愈显率以痊愈＋显效计算。

4

结

果

两组治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4.93，P<0.05）
；

3.3 统计方法
使用 SPSS11.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数据均用均
数±标准差（ x ± 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

两组愈显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5.72，P<0.05）（见
表 1）
。

表 1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 [n（%）]
组别

n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愈显率（%）

A组

50

34（68.0）

11（22.0）

3（6.0）

2（4.0）

90

B组

50

23（46.0）

14（28.0）

9（18.0）

8（18.0）

74

两组治疗前后 VAS 疼痛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具有可比性。两组治疗后疼痛积分均明显低于治

疗前（均 P<0.01）
，治疗后两组间疼痛积分比较，差异亦有统
计学意义（P<0.01）
（见表 2）
。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疼痛 VAS 评分比较 （ x ± s ）
n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1)

A组

50

7.85±4.56

3.05±1.26

B组

50

7.79±4.65

2.65±1.39

t

P

32.7

<0.01

25.1

<0.01

1)

注：与 B 组治疗后比较， t=5.02，P<0.01。

5

讨

的有效穴。因此笔者以肾经穴位为中心，在足跟部及小腿附近

论

通常可找到热敏点，腧穴和非腧穴均可出现。传统艾灸的治疗

跟痛症又称“足跟痛”。现代医学认为多与跟骨骨刺、跟

只是简单的温通机制，患者大多有皮肤灼痛感，而通过热敏穴

骨高压、跟下软组织炎及慢性劳损等有关，其主要病理变化为

实施的热敏灸具有很强的穿透性及传导性[6]，患者极易感觉到

足跟部软组织充血水肿渗出和纤维化，炎性细胞浸润和代谢产

足跟部出现扩热或透热，小腿部也易出现传热等热敏现象，这

物在局部组织中堆积等。该病属于中医学“痹症”范畴，中医

表明经气在发生感传，气至病所，治疗后患者有舒适感，足跟

学认为多因素体肝肾亏虚、筋骨失养，复感风寒湿邪或因慢性

痛症状明显缓解，
“通则不痛”，故疗效显著。本项研究结果表

损伤，伤及筋骨，导致气血瘀滞，痰瘀内阻，经络不通，或骨

明，热敏穴灸可显著改善 PHS 患者临床症状，热敏化穴是灸疗

失所养，淤血内生，不通则痛而发本病。

的最佳选穴，其最佳刺激为艾热刺激。该方法操作简单，无痛

《灵枢•官能》提出“针所不为，灸之所宜”
，古代医家多
用艾灸治疗寒热虚实诸症，这些疗效与艾燃烧时产生的温热刺
激分不开。艾点燃后的温热刺激，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人体体
表的特定部位，并通过经络等作用，产生局部和远隔部位的效
[4]

苦，患者易于接受，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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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艾热刺激下极易激发灸性感传，乃至气至病所，临床疗效大

志,2012,31(2):115

幅度提高。
足跟是人体负重的最主要部位之一，从经络循行路线来
看，
《灵枢•经脉》
：
“肾足少阴之脉……邪走足心……循内踝之
后，别入跟中”
。
“经脉所过，主治所及”
，故多取太溪、然谷、
涌泉等肾经穴位，灸之可补肾养血，通络止痛，是治疗足跟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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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点封闭配合推拿治疗肩关节周围炎 154 例疗效分析
Clinical analysis of treating 154 cases of periarthritis of shoulder by
the pain point block combined with massages
张 凌 冯树生
（成都骨科医院，四川 成都，610021）
中图分类号：R323.4+2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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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探讨痛点封闭配合推拿治疗肩关节周围炎的效果，采取局部封闭，局部痛点注射 1%普鲁卡因或利多卡因 10～

20ml，加强的松龙 25mg 或曲安奈德 50mg，再配合手法推拿，二者合用比单独药物封闭和单纯手法治疗效果好。
【关键词】 肩关节周围炎；治疗；痛点封闭配合推拿治疗；疗效分析
【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in treating periarthritis of shoulder by the pain point block combined with massage,
take the partial closure, local trigger point injection of 1% procaine or lidocaine 10ml to 20ml strengthen with 25mg or 50mg
triamcinolone acetonide, combined with massage,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therapeutic effect than medication alone closed and simple
technique.
【Keywords】 Periarthritis of shoulder; Treatment; Pain close combined with massage therapy; Curative effect analys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18
肩关节周围炎是筋伤骨科门诊常见疾病之一，为中年以来

活动寻找压痛明显部位，常见主要压痛部位有肱骨结节间沟，

年龄的多发病，故有“五十肩”之称。按其发病机理可分为急

喙突部，三角肌下滑囊、岗下窝中央部等，找到该压痛点后，

慢性劳损或其它原因所致肩部肌健、脆鞘、韧带、滑囊、关节

在常规过虑消毒下用 1%普鲁卡因或利多卡因 10～20ml 加强

囊等软组织退行性变，以及慢性非特异性类症所因致，其症状：

的松龙 25mg 或曲安奈德 50mg 局部痛点注入，脓骨结节间沟

肩部疼痛，尤其夜间疼痛加重，严重的痛如刀锥针刺，影响睡

压痛点应将药液注入肱二头肌长头腱鞘内，注射后敷盖消毒纱

眠，关节活动受到轻重不同的限制，穿衣、梳头等日常生活动

布，稍等片刻即可采用手法推拿，隔 5d 注射 1 次，3 次为 1

作亦发生困难。中医称本病为“漏肩风”，认为中年以上年龄

个疗程，封闭时要严格无菌操作，以免关节内发生感染。

气血渐衰，经脉失养，风寒湿外邪的侵入以致气血不和，脉络

推拿手法，一般可分为以下 6 个步骤：①先用滚法和指揉

痹阻，筋屈而不能伸，所以出现疼痛和关节活动障碍。本病虽

配合被动活动放松肩部周围肌群约 5min。②拨伸旋转法：患者

然有些病例通过功能锻炼有自动痊愈的可能，或者采用推拿手

仰卧、肘关节伸直、医者一手固定患者肩，一手握住患肢腕部，

法解除粘连，但对病程长，症状较重患者则收效较慢。我们采

拨伸后将患臂外展一定高度，然后将患臂作前后、左右不同角

用痛点封闭同时结合推拿手法，配合功能锻炼，对于迅速缓解

度旋转活动各 10～20 次。③外展上举：患者仰卧，患肘屈曲

和消除疼痛，促进关节功能恢复，有较好的效果，现将近 3 年
来收治的 154 例肩关节周围炎疗效分述如下。
1

临床资料
154 例患者中，发病原因不明者 134 例，不同程度外伤史

20 例，男性 116 例，女性 38 例。年龄最小者 30 岁，最大者

医者先将患臂被动外展、外翻，然后上举逐步使患臂手指触到
对侧耳朵。外展前屈上举时可闻到软组织撕裂声，此时必须闻
响即止，医者另一手在患肢痛点处行分筋拨络手法。④后伸内
旋法：患者取健侧卧位，医者立千其背侧，将粘连一侧的手臂
旋向身后，屈肘时将患臂缓慢地提向对侧肩胛下角，同时医者

68 岁，以 50～55 岁为多，病程长者 18 个月，最短者 3 个月，

用手拇指点揉肩部周围痛点及肩贞，肩隅等穴位，使后伸内旋

左肩 79 例，右肩 68 例，双肩 7 例，全部病例均有明显的肩

幅度逐步加大。⑤内收点揉法：患者取坐位，医者将患手旋至

部周围疼痛和压痛，肩关节各方向活动均受限，154 例患者中

对侧肩部，一手掌抱住患者肘下方缓缓用力向健侧方向牵拉，

前屈上举 80°～110°以下，外展 50°～60°以下，后伸内旋

另手固定患者肩部并用拇指点揉肩部周围痛点。⑥提肩摇膀

拇指达一侧臀部，
内收肘尖距中线 15cm 以外 58 例。
上举 100°

法：令患着取坐位伸臂外展，术者两手握住患肢腕关节，将患

左右，外展 60°～70°后伸内旋摸棘突达腰椎部，内收时肘尖

玻提到一定限度行顺时钟，逆时钟方向摇转 10～20 次，然后

距中线 10cm 为 83 例，上举 140°以下，外展 80°以下，后

按上下方向行拨拉摇晃手法。以上六种手法连做 3 遍，每次手

伸内旋达胸腰段水平以下为 13 例。

法约 20～30min，隔 1～2d 推拿 1 次，20d 为 1 个疗程。

2

3

治疗方法
局部封闭，患者取坐位，术者立患侧用拇指按压配合被动

功能锻炼
①举肩攀高练习：患者面对墙头，两脚分开，肘关节伸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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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指张开爬，使上肢尽量高举，逐步提高患肩的上举度。②双手

5

顺时钟摇膀练习：掌前伸抬高同时两手顺时钟方向画圈摇膀。
以提高患肩的上举、外旋、外展功能。③单肩摇臂练习：患者
站丁字步、健手叉腰、患手顺逆时钟方向圈画摇臂，以始加提
高上举、旋、内收、内旋功能。④体后拉肩练习。两脚分开站
立，健侧上肢放在身体背后，由健阵牵拉患侧手臂，必须将患
侧肩关节拉动、向对侧，向上提拉反复进行，亦可用毛巾令患
者两手拿住毛巾两端行拉锯式练习。以提高患臂的后伸内旋功
能。以上锻炼方法，活，动范围，次数起初以能适应为宜。逐

No.20

疗效分析
优：92 例（男性 80 例，女性 12 例）
；良：4 例（男性

24 例，女性 8 例）
；好转：22 例（男性 14 例，女性 8 例，
好转的 22 例患者中有 2 例只治疗 1 个疗程就中断，可在继续
冶疗中）
；无效：无。今随访到的 118 例患者完全恢复正常 100
例，达到良及以上程度 11 例（其中 7 例是原定的好转程度因
一直坚持功能锻练后进一步好转）
，好转 4 例。
6

步增加活动量，提高练习效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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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结

采用本法治疗的主 154 例肩关节周围炎患者，从疗效来看
其优良率较高，无一例无效，说明该法能取到缩短疗程，提高

疗效标准

疗效，它特殊的优点是可提高组织应激能力，增强组织抵抗力，
优：疼痛消失或基本消失，上举达 165°以上，外展达 80°

从而达到控制和消除关节以及软组织无菌性炎症，普鲁卡因具

以上、内收时肘尖达中线，后伸内旋可达对侧肩胛下角。良：

有尾断痛觉传导，扩张血管，改善组织营养代谢障碍的作用，

疼痛基本消失。活动范围上举达 150°以上，外展达 75°以上，

配合手法可松解粘连和挛缩组织，加速局部血液循环，取到舒

内收时肘尖可达中线，后伸内旋摸脊椎在第十二胸椎以上。好

筋活络之效，因此二者合用比单独药物封闭和单纯手法治疗效

转：疼痛明显减轻，活动范围上举 120°以上、外展 65°以上、

果好，而且封闭后使用手法治疗病人也乐于接受，本组随访到

内收肘尖达中线 4～6cm 左右、后伸内旋摸腰可达胸腰椎。无

的 100 余例痊愈病人中，结合能积极主动配合功能锻炼者，功

效：经治疗 3 个疗程、疼痛无明显减轻，关节活动无明显改轻，

能恢复得较快，不愿坚持锻炼者恢复得较慢。
编辑：董然

关节活动无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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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针配合项针治疗重型脑卒中的临床疗效观察
Clinical efficacy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severe stroke by
foot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neck acupuncture
唐桂华
（贵阳中医二附院，贵州 贵阳，550003）
中图分类号：R25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0-0036-02

证型：BGD

【摘 要】 目的：观察足针配合项针治疗重型脑卒中的临床疗效。方法：足针疗法治疗重型脑卒中，有吞咽困难或失语患者
配合项针治疗。结果：治疗后总有效率为 95%。结论：足针配合项针治疗脑卒中疗效显著。
【关键词】 足针疗法；项针疗法；重型脑卒中；临床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icacy of foot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neck acupuncture in treating severe stroke.
Methods: Treating severe stroke with foot acupuncture, patients who have difficulty swallowing or aphasia would be given neck
acupuncture more.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95%. Conclusion: Foot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neck acupuncture
is effective on treating severe stroke.
【Keywords】 Foot acupuncture therapy; Neck acupuncture therapy; Severe stroke; Clinical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19
脑卒中是神经科常见病、多发病，该病发病急骤，病情危

笔者运用足针疗法配合项针治疗重型脑卒中 60 例，肌力均在 2

重，致残率高。重型脑卒中患者不管是急性期还是恢复期均常

级以下，初步发现足针治疗能迅速促进意识恢复、提高肌力，

伴有不同程度的意识障碍、失语、吞咽困难、肢体完全瘫痪，

伴有失语、吞咽困难者，配合项针疗效更为显著，现报告如下。

90%以上患者终身瘫痪卧床，生活能力完全丧失，给患者及家
属带来严重负担，最后由于护理不当死于坠积性肺炎或褥疮感
染等，生存时间明显缩短。故及早促进患者意识恢复、语言及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肢体功能等恢复是我们神经科医师迫切想解决的难题。足针疗

60 例患者均为本科住院病人，其中男 37 例，女 23 例；年

法是近年来新发明的治疗方法。2010 年 9 月～2012 年 6 月，

龄最小 32 岁，最大 90 岁；病程为刚发病到 6 个月。60 例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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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经 CT 证实为脑卒中，且均为严重的脑卒中，即大面积脑梗

为脑部及脏腑取足部穴治疗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又如《素问•

死或大量脑出血，肢体严重瘫痪，伴或不伴神志障碍、失语或

阴阳应象大论》说：“善用针者，从阴引阳，从阳引阴，以左

吞咽困难。

治右，以右治左，以我治彼，以表治里，故可用足针上病下治”。

1.2 治疗方法

亦为足针治疗脑中风找到了理论依据。人体经络走向是：手三

1.2.1 取穴

阳从手走头，足三阳从头走足，足三阴从足走腹，手三阴从腹

足针：肢体瘫痪：抬腿（在足背、第一、二趾间缝纹端内

走手。可见全身经络均通过各种方式均与足密切联系在一起。

0.1 寸）
、扩络（在足背、第一、二跖骨间、行间穴上 0.6 寸，

头足相应，经络相连，把信息传导于头部全身。所以足部取穴

行间穴与太冲穴 1/2 处）
、兴奋（足背、第一、二跖骨见，行间

来治头部病是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的。最新经络研究表明，经络

上 0.9 寸。行间穴与太冲穴的 3/4 处）
；指动（第三趾足背，第

分布于人体各部位，是一个特殊的网站系统、信息系统，它存

[1]

一趾关节横纹中点）
，配合手三里穴；昏迷者取：醒脑 （在第

在于人体结构的皮里膜外，穴位是个信息站，经络是个线，病

二趾趾腹中心）
、神明（在大拇趾趾腹中心）
、开窍（在第三趾

位是个点，针灸某一个穴位就好象打开闸门，找到适应点病位

趾腹中心）；失语或语言蹇涩者取：失语（距大拇趾趾甲外边

有反应，站、线、点的信息保持不断畅通，协调阴阳平衡，通

向下 1cm）、失音（距大拇趾趾甲内侧边向下 2cm）；项针取穴：

则无病。足部穴位敏感性强，反应快捷，感应性强，经络传递

吞咽困难、失语者取廉泉、外金津玉液[2]、吞咽。外金津玉液

信息迅速。故针刺足部穴位能使针感传至病位的信息更强，反

在廉泉旁开 0.5 寸，吞咽在舌骨与喉结之间正中线旁开 0.5 寸

应性更激烈的到达全身头部，保持经络疏畅，气血畅通。

凹陷中。
1.2.2 操作

我们神经科医师都知道，严重的脑卒中患者如伴有意识障
碍、失语、吞咽困难、肢体功能完全瘫痪是非常难以解决的问

消毒后，足针进针时要求取穴准，刺针快，针要细要短，

题。笔者在以往的治疗中，常用传统针刺疗法治疗脑卒中引起

足针的留针时间为 15～20min，中间不再捻针取针时，可用棉

的以上症状，取效都不甚理想。患者住院几个疗程以后，即使

签按压穴孔，以防出血。项针：廉泉向舌根方向斜刺，外金津

生命征稳定，但也常常终生瘫痪。参照《脑病心悟》提出的足

玉液针尖向舌根方向。疗程：上述操作方法 1 次/d，15d 为 1

针疗法及新穴位治疗严重瘫痪患者，肌力基本为 0 级，最多 1～

个疗程，疗程间休息 2d，疗程后统计效果。

2 级，吞咽困难或失语者，配合项针，初步体会到足针疗法比

1.3 疗效标准

传统针刺疗法治疗以上症状疗效显著，足针刺激后经常可以见

临床总体疗效评定：参照第 4 届全国脑血管病学术会议制

到患者肢体立马抬高，昏迷者睁开眼睛，出现自主活动，收到

定标准，将临床疗效评定共分为临床基本痊愈、显著进步、进

立竿见影的效果，让患者及家属欣喜不已。患者如果没有严重

步、无变化、恶化、死亡 6 级。基本痊愈：神经功能缺损积分

的并发症几合并症，治疗 1～3 个疗程，总有效率达 95%以上，

减少 90%或以上，病残为 0 级；显著进步：神经功能积分减少

90%以上患者可下床行走或助杖行走，吞咽困难者经配合项针

46%～89%，病残程度在 1～3 级；进步：神经功能积分减少

治疗后，均可撤除鼻胃管，自行进食，失语者可完全恢复或变

18%～45%；病残程度 4 级；无变化：神经功能积分减少或增

为不完全性失语，且对意识的恢复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不用输

加不足 18%，病残程度 5 级以下；恶化：神经功能积分增加 18%

醒脑静或纳络酮等促醒。

或更多。
2

结

果

笔者通过实践，初步体会到足针疗法治疗中风引起的偏
瘫、失语及意识障碍等疗效显著，让本来以为要终身卧床患者
自行或者助拐行走，失语者配合项针疗效更为显著，患者生活

本组 60 例患者中，痊愈 6 例，占 10%；显著进步 32 例，

能够基本自理，明显延长了患者的生存时间和改善了患者生活

占 53.3%；进步 19 例，占 31.7%；无变化 2 例，占 3.3%；恶

质量，明显减轻了患者家属的经济和体力负担，同时也减轻了

化 1 例，占 1.7%；总有效率：95%。

国家的经济负担，且其有操作简便，安全性高的特点，因此有

3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具体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

体

会

讨。
脑卒中属中医学中的“中风”范畴。中医学认为，中风的

发病机理是由于脑络闭阻或络损血瘀致血溢脉外，致脑髓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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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本病的关键。足针疗法[1]是进来发明的一种新型疗法，用毫
针刺激足部穴位，通过经络系统的联系，与全身脏腑器官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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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究“头痛医足”。《类经•经络类》说道“精藏于肾、肾通于
脑……”。而肾气原穴的流注部位太溪就在足部，流注着先天
肾原之气，以及足部驻流着后天水谷之气的太白脾原经穴，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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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阴阳互根理论谈滋阴法在慢性心衰治疗中的地位
Discussion on the Ziyin method on treating CHF based on
the Yinyang Hugen theory
宋芳丽 1 钟 栩 2
（1.甘肃中医学院研究生，甘肃 兰州，730000；2.甘肃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甘肃 兰州，7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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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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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医治疗心力衰竭能够减轻症状，减少复发，调整机体的阴阳平衡，明显改善病人的远期预后，提高生存质量。
本文论述了中医阴阳理论中滋阴法在慢性心衰治疗中的作用。
【关键词】 阴阳学说；滋阴法；心衰
【Abstract】 TCM treatment can alleviate the symptoms of heart failure, reduce relapse, adjust the body’s yin and yang balance,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patient’s long-term prognosis and improve quality of life. The author discusses Ziyin method of the theory of Yin
and Yang in the treatment of CHF.
【Keywords】 Yinyang theory; Ziyin method; Heart failur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20
慢性心力衰竭又称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是指各种心脏疾

的病名，其病因不外是外感、饮食不节、劳倦、情志等因素，

病导致心功能不全的一种综合征，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指心肌收

病机主要是本虚标实，以阳虚、气虚、阴虚为主，血瘀、水停

缩力下降使心排血量不能满足机体代谢的需求，器官、组织血

为标。标本俱病、虚实夹杂，是心衰病的病理特点。《灵枢・

液灌注不足，同时出现肺循环和（或）体循环瘀血的表现。慢

经脉篇》称：“手少阴气绝则脉不通，脉不通则血不流，……

性心力衰竭传统治疗以提高心输出量，增强心排量为主要目

故其面黑如漆柴。”指出心衰的病理基础是心气虚，继而引起

的，现在已转变为以维护衰竭的心脏，提高心衰病人的远期预

淤血内停。明・刘纯在《伤寒治例》中曾说：“气虚停饮，阳

后，延长寿命和提高生存质量为主要目的。中医治疗心力衰竭

气内弱，心下空虚，正气内动而悸也。”也指出了心气（阳）

能够减轻症状，减少复发，调整机体的阴阳平衡，明显改善病

虚是心衰病机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心衰的病位在心，与肺、脾、

人的远期预后，提高生存质量。下文就中医阴阳理论中滋阴法

肾密切相关。
《金匮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曰：
“心水者，其

在慢性心衰治疗中的作用略谈一二，以商榷于同道。

身重而少气，不得卧，烦而燥，其人阴肿，……肺水者，其身
肿，小便难，其人鸭溏；脾水者，其腹大，四肢苦重，津液不

1

现代医学对慢性心力衰竭的认识

生，但苦少气，小便难；肾水者，脐肿腰痛，不得溺，阴下湿

慢性心力衰竭是心脏结构或功能的一种异常，导致心脏不
能以与代谢组织需要相适应的速率输送氧气，尽管充盈压正常

如牛鼻上汗，其足溺冷，面反瘦。
”记载了由心气虚致心阳虚，
继而影响到其他脏器的一系列临床症状。从中可以看出心衰的

（或只有以增高充盈压为代价） 。在 2012 新版心衰指南中心

发病机制中对气虚、阳虚比较重视，因此临床上对于心衰病机

衰被定义为一组复杂的临床综合征，患者由于心脏结构或功能

的研究多予“阳气虚衰”立论，而忽略心阴受损的一面，但由

异常，有典型的症状（即呼吸困难、踝部肿胀和疲乏）和体征

于阴阳是互根的，“孤阳不生，独阴不长”，“阴在内，阳之守

（即颈静脉压升高、肺部罗音和心尖搏动移位）。心力衰竭是

也，阳在外，阴之使也”
，阴阳不可偏补。

[1]

一种进展性疾病，一旦开始，即使没有新的心肌损害，临床处

心衰患者阴虚的成因主要有：①患者素体阴虚；②在治

于稳定阶段，也可能出现心功能的下降 。近年来西医在治疗

疗过程中利尿剂、温阳药的使用不当；③病久气虚损及阴虚；

慢性心衰方面不论是药物治疗还是非药物治疗都取得了很大

④痰瘀水饮等日久化热伤阴。根据心衰指南和循证医学证据，

进展，心力衰竭的治疗目标已从短期的血流动力学和(或)药理

利尿剂在心衰的规范治疗中占有重要地位。祖国医学认为，利

学措施的改善转变为长期的修复性策略，目的是为了改善衰竭

尿剂有伤阴之弊，而中医治疗心衰多用益气温阳之法，同样存

心肌的生物学性质，从而改善心力衰竭的长期预后，减少心力

在伤阴的问题，因此滋阴药物的使用在慢性心衰的治疗过程

衰竭的病死率和病残率。尤其是对于老年患者，因其久病体弱，

中，尤其是难治性心衰的治疗中不容忽视。

对这些疗法的耐受性及依从性较差，很难达到预期疗效，而中

2.2 阴阳互根理论在心衰临床中的应用

[2]

医对这些问题有其独到之处，不论是在改善患者症状、运动耐
力，还是提高生活质量，阻断神经内分泌等方面都有理想疗效。
2

中医对慢性心力衰竭的认识

2.1 病因病机
近年来中医对本病的认识基本趋于一致，并确立了心衰病

阴阳互根互用是阴阳学说基本内容的一方面，是指一切事
物或现象中相互对立着的阴阳两个方面，具有相互依存，相互
促进和助长的关系。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
“阴在内，阳
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阳
气根于阴，阴气根于阳，无阴则阳无以生，无阳则阴无以化。”
邓铁涛认为心衰的治疗应阴阳分治，以益气温阳为主。并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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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分为两大类，即心阳虚型和心阴虚型，治则以温心阳和养心

增强心肌收缩力，改善心脏收缩功能，提高左室射血分数。临

阴为心衰的基本治疗原则。代表方分别为暖心方和养心方，并

床常用的补阴中药有人参、西洋参、麦冬、麦冬、五味子、酸

根据患者病情随证加减[3]。周仲英治疗心衰确立了“益阴助阳，

枣仁等。人参大补元气，生津，现代药理研究人参可以提高心

活血通脉”的治法，临证时温养心肾以治本，同时注意阴中求

肌耐缺氧能力，促进心肌细胞 DNA 合成，改善心肌组织血流

阳；活血通脉以治标，血行则痰化，饮祛、水行[4]。

量，并对损伤心肌超微结构有保护作用。麦冬养阴生津，润肺

阴阳学说的现代研究表明：肾阴、肾阳与植物神经系统的

清心，现代药理研究麦冬可以稳定心肌细胞膜，减少胞浆酶

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系统同为即对立又相互统一的两对矛

LPH 外露，同时有正性肌力作用[10]，可以显著提高心肌收缩力

盾，均能调控机体全身组织的机能，如肾阴虚证见五心烦热、

和心脏泵血功能，与有正性肌力的温阳药不同，麦冬具有 β 受

口干咽燥、腰酸耳鸣、舌红或绛、脉细数等与交感神经-肾上腺

体阻滞作用，对心肌有明显的保护作用，可是受损的心肌细胞

素能系统偏亢颇为吻合，而肾阳虚证见畏寒肢冷、腰酸耳鸣、

较快的得到修复，提高抗缺氧能力[11]，麦冬、酸枣仁等对血管

尿清便溏、脉迟缓又与副交感神经机能偏亢或交感神经机能减

紧张素受体有阻滞作用[12]。

退相近似，现代药理研究显示滋肾阴中药可以抑制交感-肾上腺

中医药治疗慢性心衰通过辨证论治，对不同患者采取个体

素能神经系统的偏亢状态,温肾阳药可以提高该系统的偏衰状

化治疗。对于慢性心衰的患者，疾病处于相对稳定阶段，因此

态，从而调控使整个机体的功能达到阴阳平衡。一般来说，阳

治疗上不单单局限于从温阳益气利水方面改善症状，而应该缓

虚患者多伴有体内儿茶酚胺水平的下降。近年来在临床中发现

则治其本，从阴阳互根的关系着手，遵照“善补阳者当于阴中

中、重度心力衰竭患者体内儿茶酚胺水平呈增高趋势，但这些

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的治则，在益气活血温阳利水

患者在临床上亦多表现为阳虚证。且儿茶酚胺水平与心力衰竭

的同时加用滋阴药，可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改善患者的长

的程度和预后密切相关。研究发现温阳益气药有 cAMP 依赖性

期预后，降低患者的病死率、致残率。但中医药在具体的改善

的正性肌力作用，“慢性收缩性心力衰竭治疗建议”不主张将

相应检查指标(如左室射血分数等)等反面缺乏有力的临床数

cAMP 依赖性正性肌力药物长期应用于慢性收缩功能不全性心

据支持，还需要通过进一步观察得到理论支持[13]。

力衰竭。因此，我们必须考虑温阳药的长期应用是否会影响心
力衰竭患者的预后[5]。为了提高心衰患者尤其是老年心衰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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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小儿性早熟的发病率明显增高，本文通过分析性早熟与体质特征的相关性，探讨防治性早熟的
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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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e incidence of precocious puberty in childre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befo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rrelation of precocious puberty and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that explore the importance of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precocious pub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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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不良因素的刺激和诱导，小儿性早

高低于正常同龄儿，骨成熟加速，骨龄明显提前，最终导致身

熟的发病率明显增高。做好对该病的预防和既病防变迫在眉

材矮小，从而给患儿的生活、就业造成不良影响，综上性早熟

睫，这也充分体现了“治未病”的理念，即未病先防、既病防

会给儿童造成偏矮、内分泌紊乱和自卑心理等三大伤害，可见

变，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降低性早熟的发病率以及减轻性早

性早熟的预防和及时治疗十分重要[3]。

熟对孩子的不良影响。本文通过分析性早熟与体质特征的相关
性，总结性早熟患儿的体质特点，以期对性早熟的防治工作有

小儿体质
小儿体质是在先天禀赋和后天各种外在因素及自身调节

所裨益。
1

3

的基础上形成的阴阳消长的特殊状态。在一定时期内，它具有

性早熟的定义

相对的稳定性，稳定是相对的，可变是绝对的[4]。中医学在小

性早熟是指女童在 8 岁前，男童在 9 岁前呈现第二性征发

儿体质研究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体质是由先天遗传和后天

育或女童在 10 岁前月经初潮为主的异常性疾病，按性腺轴

获得所形成的，在形态结构、功能活动方面有固有的、相对稳

（HPGA）功能是否提前发动分为中枢性性早熟和外周性性早

定的个体特征性，并表现为与心理性格的相关性。

熟，不完全性性早熟（或部分性、变异型青春发育）为中枢性

中医体质学说是以中医理论为主导，研究人类各种体质特

性早熟的变异，是提早的或部分性的中枢性发动，包括乳房早

征、体质类型的生理病理特点，并以此分析疾病的反应状态、

发育、单纯性阴毛早现和单纯性早初潮。

病变性质及发展趋向，从而指导疾病预防和治疗的一门学说[5]。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性早熟的发病率显著增高，已

小儿体质主要有“纯阳之体”
，
“稚阴稚阳”
，
“少阳之体”
，
“五

成为当前最常见的小儿内分泌疾病之一。中华儿科学会对我国

脏有余不足”四说。“四说”使从功能和物质的角度对小儿生

9 个省会城市进行调查后于 2009 年公布调查结果：我国女孩青

理体质的认识逐渐趋于全面，并对儿科临床的指导更具针对

春期平均发育年龄为 9.2 岁，比 30 年前的 12.5 岁提前 3.3 年，

性。目前据“四说”将小儿生理病理特点总结为“脏腑娇嫩、

[1]

且沿海地区高于内陆，城市高于农村 。根据郑州市儿童医院

形气未充，生机蓬勃、发育迅速，发病容易、传变迅速，脏气

对郑州地区 12 所小学的 8750 例 3～12 岁儿童为调查对象，对

清灵、易趋康复[6]”
。这些是小儿体质特点的共性。近年来，小

受试者乳房、阴毛、睾丸等进行分期评定，月经初潮情况通过

儿体质学说伴随中医体质的研究逐步深入和发展，众多学者根

家长问卷调查和询问本人获得，同时测定其身高、体重等指标

据阴阳气血及脏腑等中医理论，将小儿个体结合其先后天因素

[2]

调查儿童性早熟发病状况，郑州地区儿童性早熟检出 0.74% 。
2

性早熟的危害

（遗传、生长环境、地域、季节气候、饮食、年龄、种族等）
划分体质类型，探讨其与疾病的关系。陈立翠[7]等以四诊合参
为体质分类原则，通过临床实践和观察，认为小儿体质可分为

性早熟患儿由于发育提前，体内各种激素水平升高，尤其

正常质、阴虚燥热质、阳虚迟冷质、痰湿腻滞质、气血两虚倦

性激素分泌增加，第二性征过早出现，与其他同龄儿有明显的

怠质、阳盛质 6 种类型，并总结了各种体质的食疗调养原则。

差别，且患儿自身往往会出现恐惧、焦虑、烦躁等心理问题，

王明明[8]等认为根据脏腑禀赋，将儿童体质分为正常质、脾禀

扰乱了正常的学习生活。由于发育年龄提前，发育时的基础身

赋不足、肾禀赋不足、肝禀赋不足、心禀赋不足、肺禀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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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热质七型。郑启仲[9]通过对 732 例 3～12 岁小儿进行中医体

虚火上炎证候的同时，亦使提前出现的第二性征如增大的乳房

质调查，以形、舌、脉、证特点作为依据，将小儿体质分为正

明显回缩，并能降低患儿提前升高的血清生殖激素，控制骨龄

常型、脾胃虚弱型、肝肾不足型、肾气不足型、血虚型 5 种体

的继续发育，使提前发育的卵巢和子宫有缩小的趋势，尤其对

质。

卵巢的影响更为明显。加减知柏地黄丸联合联合甲地孕酮应用

4

体质与疾病、症候的关系
体质差异是产生疾病的内在基础，体质决定着是否发病，

不同的体质，是人体内在脏腑气血阴阳之偏倾和机能代谢之差
异的反映，是个体的整体功能状态的外在表现。
《素问•刺法论》
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灵枢•百病始生篇》说：“风雨

亦有类似效应，二者并无协同增强作用，但加减知柏地黄丸能
弥补甲地孕酮无法抑制骨骺融合过快的缺陷。在临床诊疗的过
程中，笔者依据老师多年临床发现性早熟患儿以阴虚内热、脾
弱肝旺、痰湿内蕴 3 种体质多见。
6

总

结

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

综上所述，体质因素制约着证候的转变和转归，体质因素

其两虚相得，乃客其形”
。体质影响着疾病的类别，体质不同，

影响着证候的形成及性质。异常的病理体质是其相关疾病发生

感邪性质有别。不同的体质类型，有不同的发病倾向。邪气伤

的背景和重要物质基础。如在疾病发生之前能改善其体质，可

人，因体质不同，而出现不同的证候，而证候的性质亦受体质

预防疾病的发生。对于具有偏颇体质而未发病的人群，应采取

的影响。体质因素制约着证候的转归和从化。不同的体质对疾

相应的措施避免致病因子对人体的侵袭，积极改善偏颇体质，

病证候的“从化”具有一定的制约性。体质类型决定疾病的变

增强自身的抵抗力，从而实现对特殊人群的病因预防，阻止相

化规律，影响证候的产生、类型、传变和转归。

关疾病的发生。对己患某些疾病者，及时治疗，防止发展。因

叶天士指出，在辨证施治中，
“平素体质不可不论”
。赵民[10]

此，及早辨明患儿偏颇体质，除了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科学

提出邪气侵入人体之后，可随人体之阴阳、寒热、虚实、燥湿

的饮食习惯，还要改善患儿体质类型，对性早熟的预防和早期

的不同体质，发生不同的转化，由于疾病的原因，又导致了小

识别有重要意义。

儿脾肾虚弱，营养障碍、发育迟缓、体弱多病，同一邪气致病，
在不同的人身上可以表现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症状。鄂艳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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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质增生象形“索桥锚碇”并提出治疗新方向——
防治结合，筋骨同治
Hyperosteogeny pictographic “Anchor fixed bridge” and proposed a new
direction therapy — combining isolation and treatment, treating both
tendon and bone
谢 天 1 谢麦棉 2 鲁凌云 1 房晓玲 3
（1.成都中医药大学，四川 成都，610075；2.浙江省慈溪市人民医院，浙江 慈溪，315300；3.浙江省慈溪市明峰医院，
浙江 慈溪，315300）
中图分类号：R681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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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骨质增生为常见病、多发病。现代治疗以“治骨”为主，笔者通过取类比象，从理论上分析骨质增生不仅是骨质
的退行性改变，更是“筋质的退行性改变”
，是筋伤的一种并发症，从而提出“防治结合，筋骨同治”的治疗新方向。
【关键词】 骨质增生；筋骨同治；取类比象
【Abstract】 Hyperosteogeny is a common and frequently-occurring disease. The modern doctors always focus mainly on curing
bone. According to analogy, the writer analyses theoretically that hyperosteogeny is not only a degenerative change of sclerotin, but also
adegenerative change of tendon and muscle. It is a complication of tendon and muscle disease. Consequently, the writer puts forward to a
new therapy direction of treating hyperosteogeny: combining isolation and treatment, treating both tendon and bone.
【Keywords】 Hyperosteogeny; Teating both tendon and bone; Analog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22
骨质增生症又称为增生性骨关节炎、骨性关节炎（OA）
、

着于骨端的特殊结构上，利于关节活动等。此“骨之特殊隆起”

退变性关节病、老年性关节炎、肥大性关节炎，是由于构成关

是正常的生理结构，尤如正常状态下的“桥之锚碇”承受、抵

节的软骨、椎间盘、韧带等软组织变性、退化，关节边缘形成

抗、传递、平衡着拉力、阻力、压力等作用。正如古人云：
“同

骨刺，滑膜肥厚等变化，而出现骨破坏，引起继发性的骨质增

类相通，象形相融”
、
“知象则理在其中”
。

生，导致关节变形，当受到异常载荷时，引起关节疼痛，活动
受限等症状的一种疾病，为当今社会的常见病、多发病。现代
医学治疗骨质增生多从骨论治。笔者将通过取类比象的方法，
从理论上指出“筋骨同治”的治疗新方向。
1

2

筋骨同治
骨刺（骨赘、骨疣、骨痹、
“骨质增生”
）是病名而非病名。

此实是索与岸之间“锚碇”的非正常状态；是肌肉、经筋与骨
之间在亚健康或病变中的“骨之特殊隆起”的自身保护性反应

取类比像

的产物。

索桥（现代索道桥、悬索桥）是由主索、悬索、锚碇、索

“骨质的退行性改变”，尤如地岸日久失养，锚碇松动不

鞍等等部件组成[1-2]的不仅自身用料少、重量轻、造价低，还可

固。此时，原锚碇成了“病态锚碇”；或由于索力相对较强，

跨度大、载重量多、更是山峦大河、高原干沟等复杂地形处交

周边出现“新生锚碇”。这似当今人们较普遍认为的骨刺是由

通连接的桥梁。主索、悬索尤如人体的肌肉、经筋能稳定骨架，

于中老年人骨骼中钙及有机质等营养成份逐渐减少导致骨质

联缀肢节，使人“趋翔”。故而在正常的人体组织结构、生理

疏松而引起的骨质增生。恰如明代•张介宾在《景岳全书》中

功能上肌肉、经筋、骨骼、关节是密不可分的，病理上亦会相

讲到：“故人于中年左右，当大为修理一番，则再振根基，尚

互影响。

余强半。
”

桥二岸由索相连；骨两端面之关节有宗筋相连。如《素问•

“筋质的退行性改变”
， 尤如索桥载重量过大等因素导致

痿论》曰：
“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也。
”人体任何活动都会对骨

索之承力超过了锚碇原有正常的稳固能力，锚碇亦会之松动。

骼系统产生复杂的力，可分为以下三类：①作用与骨的外力；

筋是能产生力的肌肉。
《说文解字》谓：筋是“肉之力也”。
“筋

②肌肉收缩和韧带张力引起的内力；③骨之间的反应力，这些

之本（腱）”附着于骨。所以我们在强调“地岸”、“骨质”的

[3]

同时，千万不能忘了“索”
、
“筋”对此的影响。真可谓：索力

索与岸以锚碇相固；筋与骨多以接近骨端的骨质的特殊隆

相对较大后地岸虽坚固然锚碇仍可拔。即年纪轻轻又无骨质疏

起部（大小结节、结突）相合。故而肌肉、筋膜的起止点多附

（下转 44 页）

力作用于骨可引起骨的轻微变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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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厌食症的中西医诊疗解析
Analysis of treating anorexia in children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张朝霞
（郑州市中医院，河南 郑州，450007）
中图分类号：R4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0-0043-02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小儿厌食症的病因、病理机制及治疗对策等中西医两个方面的阐述，结合作者在临床工作中对本病的
治疗体会，表明治疗小儿厌食症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关键词】 小儿厌食症；中西医结合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rough elaborate the two aspects of TCM and modern medicine on etiology, pathogenesis, and treatment
strategies, etc. Of anorexia in children, and combined with the clinical work experience of author in the treatment of this disease, indicates
that treating anorexia in children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can achieve a multiplier effect.
【Keywords】 Anorexia in childre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23
小儿厌食症是指小儿在较长时间内出现食欲不振或食欲
减退，见食不贪，甚则拒食，进食量减少等症状，是一种慢性
消化功能紊乱的临床综合征，是儿科的常见病、多发病，1～6
岁小儿多见，且有逐年上升趋势[1]，城市儿童发病率较高。本
病若长期迁延不愈，可导致小儿气血生化乏源，抵抗力下降，反

世一家尊为“儿科之圣”
。
2

现代医学对本病的认识
西医认为小儿厌食症的病因复杂。

2.1 全身性疾病的影响

复呼吸道感染，可并发营养不良、贫血、佝偻病等，严重者可影

许多急、慢性感染性疾病都有厌食的表现，其中消化道疾

响儿童的正常生长发育，其智力发展也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损害。

病尤为明显，如消化性溃疡，而幽门螺杆菌感染是消化性溃疡

1

中医对本病的认识
该病应归属于中医“伤食”
、
“食积”
、
“疳积”等疾病范畴。

的主要原因。何永东[2]做了一组关于小儿厌食与幽门螺杆菌感
染的关系的研究，结果显示厌食消瘦者与 HP 感染有相关性，
对有 HP 感染的厌食患儿进行抗 HP 治疗后，85%以上的患儿

中医学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同居中焦，为人

厌食症状消失，其余少部分患儿症状缓解，证明 HP 感染是引

体气机升降之枢纽。脾为脏属阴，主运化升清，喜燥恶湿；胃

起儿童厌食原因之一。另外急慢性肝炎、急慢性肠炎、长期便

为腑属阳，主受纳降浊，喜润恶燥。二者一阴一阳，一升一降，

秘等也可引起小儿厌食。

相辅相成，共同完成水谷的受纳腐熟和精微物质的运化输布以

2.2 药物影响

及糟粕的排泄。小儿为稚阴稚阳之体，其脏腑娇嫩，形体未充，

许多药物尤其是抗生素容易引起恶心、呕吐，如红霉素、

发育迅速，对饮食水谷及营养物质的需求较大，这与其脾胃功

阿奇霉素，硫酸亚铁等也可导致小儿厌食。维生素 A 或维生素

能的薄弱形成矛盾，稍有饮食不慎则易伤脾胃，故在整个婴幼

D 中毒也表现有厌食症状。在应用本类药物时建议在饭后食

儿期，其脾胃问题是儿童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另外，儿童期

用，并尽量缩短疗程。

疾病多发，所投药物也易伤及脾胃，而厌食是脾胃受损的首要

2.3 微量元素缺乏及某些内分泌素不足

症状之一。历代医家都把脾胃学说的研究作为其主要的研究方

微量元素锌缺乏常表现有厌食。李琳，李小华[3]发现锌缺

向，对小儿厌食症的诊疗也有着诸多理论和治疗方法。如“金

乏时可引起患儿厌食、偏食、异食、消化系统功能紊乱等，其

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在其所著的《幼科全书》中提出，

机制可能为锌缺乏时生长激素分泌减少，核酸及蛋白质的合成

小儿“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强调固护胃阴，提出滋阴法，

障碍、唾液中磷酸酶减少，口腔黏膜增生及角化不全易于脱落，

其“肝常有余，脾常不足”之说亦来源于此，并创治疗脾胃病

从而使大量脱落上皮细胞掩盖及阻塞味蕾小孔，味觉减退，从

经典方：保和丸、越鞠丸、左金丸，使后世儿科受益匪浅。北

而使食欲下降，引起厌食、偏食、异食。同时锌缺乏降低了羟

宋钱乙，在其《小儿药证直诀》中提出小儿“脏腑柔弱，易虚

基肽酶<5（一种含锌酶）的活力，使消化功能明显降低。某些

易实，易寒易热”
、
“脾主困”等，总结了小儿脾胃的生理病理

内分泌疾病如甲状腺功能低下、肾上腺皮质激素相对不足也可

特点，创立了诸多治疗脾胃病的名方，如泻黄散、异功散、七

表现为厌食。及时调整体内的内环境的相对平衡在治疗本病中

味白术散、益黄散等；其非常重视饮食有节在治疗小儿脾胃病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的作用，提出了“慎口”、“ 忌口”、“不可令饥”等。被后

2.4 气候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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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少津，苔花剥，脉细，方选养阴增液汤加减。
3.2.2 中医外治法

2.5 喂养不当
这是当前最突出的原因，城市尤为明显。原因是家庭经济

中医外治法在治疗本病中也发挥了很好的疗效，经临床观

改善、市场儿童食品供应增多，独生子女娇生惯养，家长缺乏

察疗效确切。如蔡红梅[5]将小儿厌食症分为脾失健运、胃阴不

科学喂养知识，乱吃零食，过食冷饮，乱给“营养食品”，一

足和脾胃气虚猿型，采用推拿手法重在调理脾胃，以小儿特定

些高蛋白、高糖食品（如巧克力等），反使食欲下降。南京中

穴位及捏脊疗法为主，辨证治疗 150 例，有效率 99.3%，包括中

[4]

医药大学儿科疾病实验室的杜永平， 张月萍 等采用放免检测

药穴位贴敷、中药直肠滴入、小儿捏脊、推拿按摩、刺四缝等。

和免疫组化方法观察了特制饲料喂养造成的厌食动物模型中

总之，小儿厌食症是一种常见的儿科疾病，引起小儿厌食

枢和外周内啡肽含量变化。结果显示：一些特殊食物可导致动

的原因也多种多样。近几年，随着我国居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提

物摄食量长期低下，可能与小儿厌食症的发病过程有相似之处。

高，食品添加剂的不合理使用，环境问题的不断恶化，独生子

2.6 神经性厌食

女的逐年增多，儿童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中国是个

是指由于精神因素引起的一类厌食。如急、慢性精神刺激、

有着 5 千年饮食文化的文明古国，一部《舌尖上的中国》让中

错误教育的影响都可引起小儿对饮食没有兴趣。恐惧心理、环

国的饮食文化走向了极致，也让人类对“色、香、味”的追求

境不适应、家长过分注意儿童进食，反复诱导或以威胁手段均

达到了极致。在治疗小儿厌食症方面，笔者认为患儿家长也应

可致小儿对饮食产生反感而厌食。

该顺应儿童的心理特点，在饮食上积极学习，让孩子在吃东西

3

的同时得到“口、眼、鼻”等感官上的享受，从而调动儿童的
中西医治疗小儿厌食症

3.1 西医治疗
西医治疗本病一般以对症治疗为主，如治疗原发病、避免

饮食兴趣，结合西医对本病的治疗，同时配合中医对五脏的调
适，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疗效。
参考文献：

应用损伤胃粘膜药物、补充缺乏的维生素微量元素以及改变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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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症，但筋质受损后仍有可能导致骨刺的形成。所以青少年由

治结合、筋骨同治”的原则，有别于目前对此以“从骨论治”

于坐、卧等姿势不良致韧带和关节的平衡失调、肌肉静力性损

为主流的治法。

伤，引起骨的变形，致骨刺的产生。此并非全是“骨质的退行
性改变”所造成，亦存有“筋质的退行性改变”因素，是筋伤
的一种并发症[4]。
治当“防治结合、筋骨并重”。若从生理、病理、治法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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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心”而贯之，难免有失偏颇。如骨刺以手术切除而筋未疗，

[4]马勇.中医筋伤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31

则其症其病多将复发。
3

结

论

综上所述，在骨质增生的治疗上，从朴素的象形医学辨证
法中得到启示提出了以“骨正筋柔，气血畅流”为目的之“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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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风湿性关节炎中医论治
TCM treatment of RA
滕英华
（贵州省黔西南州人民医院，贵州 黔西南州，562400）
中图分类号：R593.22
【摘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0-0045-02

要】 目的：探索中医药对类风湿性关节炎进行辨证论治，从整体上协调维持内环境稳定进而达到阴阳平衡，有望能

够减少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发作或不发作。方法：根据笔者多年来运用中医疗法对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医治并结合具体案例进行辨证
论治。结果：根据案例病人类风湿关节炎所属证型进行中药辨证论治，治疗效果良好，随访几年无复发。结论：西医的药物治疗
虽然能有效控制类风湿性关节炎发作，但治标不治本，且长期服用此类西药对身体造成的伤害非常大。而中医疗法对类风湿性关
节炎的治疗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关键词】 类风湿性关节炎；中医；辨证施治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TCM syndrome of rheumatoid arthritis (RA) treatment. From the overall coordination to
maintain a stable internal environment and achieve the balance of Yin and Yang, is expected to be able to reduce the onset of RA or not
attack. Is expected to be able to reduce the onset of RA or not attack.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for many years, the use of TCM
therapy for RA treatment combined with specific cases of treatment based o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case of
patients with RA syndromes to give TCM dialectical treatment, with good treatment effect, followed several years without recurrence.
Conclusion: Medicine therapy of modern medicine can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RA, but a temporary solution, and the long-term use of these
medicines on the body caused by injury is very large. While the TCM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RA is a good choice.
【Keywords】 RA; TCM;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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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类风湿性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属中医痹
证范畴，俗有骨痹、历节风之称。是一种以慢性、对称性、多
滑膜关节炎和关节外病变（皮下结节、心包炎、胸膜炎、肺炎、
周围神经炎等）为主要临床表现，多以手足小关节起病，常呈
对称性，早期症状为受累关节的疼痛、肿胀、活动困难及发僵，

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临床表现随发作方式、受累部位、病变
程度和进展速度的不同而不尽相同，发病早期有低热、倦怠、
全身肌肉酸病、纳呆、消瘦、贫血等前驱症状。几周或几个月
后出现关节疼痛、肿胀和晨僵。随后，受累关节肿大日渐显著，
皮肤红、热，疼痛加重，尤其是受累关节常呈对称性、多发性。
每个病人受累关节、病情轻重不一致，受累关节少则 1～2 个

长久不愈的晚期症状则为关节畸形。尚无特异性诊断指标的自

关节，多则可达 30～40 个关节。症状常因天气变化、劳累反

身免疫炎性疾病。其突出的临床表现为反复发作的对称性的多

复发作，迁延日久，病人形体消瘦，受累关节呈梭形肿胀，疼

发性小关节炎，以手、腕、足等关节最常受累。类风湿关节炎

痛并拒按，肌肉和皮肤萎缩，局部淋巴结肿大，手掌及足跖潮

主要的病理变化是所谓的滑膜炎。正常状况下，关节腔内面有

湿多汗及手掌红斑。后期，关节变形僵直、肌肉萎缩，导致腕

一层精致的滑膜，可分泌关节滑液，以润滑和保护关节。患

关节掌屈或尺偏畸形、手指鹅颈和扣眼畸形，握力减弱，足部

类风湿性关节炎时，滑膜产生发炎反应，关节因发炎细胞的

呈外翻畸形，行走速度减慢等。少数病人可出现皮下结节、血

聚积而有红、肿、热、痛的现象。这种发炎反应严重时甚至

管炎等关节外结缔组织病损。

侵犯整个关节，破坏软骨甚至骨骼。若缺乏适当治疗，关节

从西医治疗类风湿关节炎来看，其治疗本病的目的在于：

将变形、僵直而无法活动。我们从病理改变的角度来看，类

①控制关节及其它组织的炎症，缓解症状；②保持关节功能和

风湿性关节炎不仅是一种主要累及关节滑膜，而且还要累及

防止畸形；③修复受损关节以减轻疼痛和恢复功能。治疗有 3

浆膜、心、肺及眼等结缔组织的广泛性炎症性疾病。因而，

类主要药物，免疫抑制剂、非类固醇类抗炎药、糖皮质激素等。

病人除了有以上关节炎的表现外，还会有其他全身性表现，

然而这些药物虽然能有效控制类风湿性关节炎发作，但作用比

比如身体发热、四肢疲乏无力、体重减轻、心包炎、胸膜炎、

较单一，很难从根本上治疗，且长期服用此类西药对身体造成

皮下结节、周围神经病变、眼病变等。由此可知，类风湿性

的伤害远比治疗效果大，常见的有胃溃疡、胃出血、胃穿孔，

关节炎并非只是关节发生了炎症病变，而是全身性的广泛性

骨髓造血系统的抑制，肝功能及肾功能损害。

病变。

探索中医药对本病进行辨证论治，从整体上进行调内环

我国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类风湿关节炎患病率约为

境，从而达到阴阳平衡，有望能够减少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发作

0.34%，任何年龄都有发现，发病一般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

或不发作。笔者多年来尝试用中医对类风湿性关节炎进行辨证

发病的高峰年龄为 20～40 岁，类风湿关节炎以女性多发，女

论治，积累了一些经验，现在总结如下，希望对本病的治疗有

性患者是男性患者的 2～3 倍。

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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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举隅
患者甲，女，56 岁，教师，有双手关节肿痛病史 10 多年，

类风湿性关节炎以关节肿痛，晚期出现关节僵硬、畸形为
主要表现。属于中医“痹病”范畴，与痹病中的“历节”
、
“骨

开始发作时仅双手指腕关节疼痛，患者单位医务室诊断为“急

痹”等病相似。现代医家称之为“旭痹”、“顽痹”等。《中藏

性风湿热”，给予青霉素和地塞米松静滴后症状消除，多次发

经•论痹》篇说“痹者，风寒湿之气中于脏腑之为也。中医经

作均以这个方法治疗而控制病情，随着病情进展，肿痛关节逐

典古籍病名《素问逆调论》曰：“人有身寒；汤火不能热厚衣

渐增多，双手指掌、腕、肘、踝、膝等关节均有疼痛，肿胀变

不能温，然不冻粟，是为何病？歧伯曰：“是人者素肾气脏，

形，疼痛剧烈。指关节肿胀，疼痛，变形，呈典型梭状指。并

以水为事，太阳气衰，肾脂枯不长，一水不能胜两火，肾者水

呈转移性发作，时而左侧，时而右侧关节、肌肉疼痛，伴有腰

也，而生于骨，肾不生侧髓不满，故寒甚至骨也，所以不能冻

痛，小便黄赤。单位医务室以“风湿热”治疗无明显好转，患

粟者，肝一阳也，心二阳也，肾弧藏也，骨髓一水不能胜两火，

者自服过 10 瓶“蛇药酒”
，疼痛不减反而加剧。于 2007 年 3

故不能冻粟，病名曰：
“骨庳，是人当挛节也”
。总之，正气虚

月 25 日来院初诊，见形体肥胖，气短，自汗出，双手关节指

衰、邪气壅盛是早期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病因。正气虚衰是内因，

掌、腕、肘、踝等处对称性肿胀变形，呈典型梭状指，见皮下

邪气侵袭是外因。内因为病变的关键，尤其是肝肾、气血亏虚

结节、皮色暗红。伴腰痛，乏力，纳差。并诉疼痛剧烈，活动

为发病之本；而诱发本病的寒湿等邪气导致血行受阻，筋骨失

受限，小便黄赤，舌质胖淡，边有齿痕，苔白，脉虚弦。实验

养。肝肾亏虚、痰瘀互结是中晚期病例的病因。

室检查：血沉 56mm/h，抗“O”>500U，类风湿因子强阳性。

3

辨证施治

西医诊断：类风湿性关节炎，慢性迁延期。中医诊断：痹证，
痰瘀互结，脾虚湿滞。治则：化痰逐瘀，健脾利湿，软坚散结。

一些资料上将类风湿性关节炎分成多个证型进行论治，最

方药：自拟：黄芪 18g，白术 10g，防已 10g，茯苓 30g，忍冬

多的分成十几个证型，如寒湿痹阻型，肝肾亏虚型，痰（湿）

藤 30g，羌活 10g，独活 10g，泽泻 10g，灵仙 30g，细辛 6g，

阻血瘀型，血热毒侵型，肝郁乘脾型，脾虚湿阻型，湿热痹阻

木通 10g，玄参 10g，浙贝 10g，红花 10g，王不留行 10g，鳖

型，脾胃虚弱型，正虚邪恋型等等，不一而足。但笔者认为这

甲 30g（先煎）
，金钱草 30g，甘草 10g。上方 5 剂，水煎服。

种分型过于繁杂，不利于临床把握和运用。为对应现代医学意

2007 年 4 月 1 日复诊，疼痛大减，肿胀有所消退。守原方续服

义上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急性炎症期和慢性迁延期，笔者将本病

20 剂，肿胀消退，结节逐渐软化，随访 6 年未见复发。

分成两个证型，即湿热痹阻型（急性炎症期）和痰瘀互结型（慢
性迁延期）
，比较简明实用，便于临床掌握运用。
3.1 湿热痹阻型

5

预

防

适当的预防措施可有效控制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病发，这些

症状：此型相当于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急性关节炎期，肢体关

措施有很多，在此给出几点建议：①多锻炼，增强自身的身体

节疼痛，痛处掀红灼热，肿胀疼痛剧烈，遇暖加重，得冷则舒，

素质。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或生产劳动的人，身体大都比较健康

痛不可触，筋脉拘急，不能屈伸，日轻夜重，口渴烦闷，或灼热

强壮，抗病能力强，很少患病，其抗御风、寒、湿邪侵袭的能

感，伴有发热、恶风、咽喉疼痛，舌质红，苔黄燥，脉数小滑。

力比一般未经常经过体育锻炼者要强的多。多参加一些体育活

中医治则：清热利湿，祛风活血。

动，如：田径、球类、游泳、武术、登山、滑冰、举重、摔跤、

方药：可用当归拈痛散或白虎加桂枝汤化裁。

自行车等项目等均能增强机体抗风寒湿邪的能力。②避免风寒

加减变化：本型以湿热痹阻为主，病变局部红肿热痛明显，

湿邪侵袭。要防止受寒、淋雨和受潮；关节处要注意保暖，不

可酌加忍冬藤（或金银花）
，白芷，蒲公英等以增强清热凉血之

穿湿衣，湿鞋、湿袜等；不要贪凉受露暴饮冷饮；不要卧居湿

功；若并发关节僵硬、屈伸不利，酌加全蝎、蜈蚣、僵蚕、地

地等；运动或劳动后，不可趁身热汗出未干便入水洗浴；劳动

龙加强祛风通络，可达病所；另外，据现代研究，土茯苓、萆

汗出，里衣汗湿后应及时更换洗净；垫褥、被盖应勤洗勤晒，

薢、苡仁、大腹皮、车前子、茯苓皮等可利尿通淋，促进类风湿

以保持清洁和干燥。③注意劳逸结合。活动与休息要相辅相成，

因子转阴。可酌情选用，以减少或控制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发作。

过渡疲劳，正气易损，人身体的免疫力会下降，风寒湿邪可乘

3.2 痰瘀互结型

虚而入。④保持正常的心理状态。疾病的发生与发展与人的精

症状：此型相当于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病慢性迁延期，日久

神活动状态有密切的关系。本病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心理状态

不愈，骨节疼痛，关节僵硬变形，冷感明显，肌肉萎缩，面色

异常如精神受刺激、心情压抑、过渡悲伤而诱发，而在患了本

淡白无华，形寒肢冷，弯腰驼背，腰膝酸软，尿多便痛，舌淡，

病之后，情绪的波动又往往使病情加重。所以保持精神愉快也

脉沉弱。

是预防类风湿关节炎的一个方面，遇事要注意不可过于激动或

中医治则：化痰逐瘀，健脾利湿。

长期闷闷不乐保持正常的心理状态，对维持机体的正常免疫功

方药：四妙丸合防已黄芪汤化裁。

能是重要的。⑤预防和控制感染。实验研究表明细菌或病毒的

加减变化：基本上可参考上一证型加减用药，但本型以关

感染可能是诱发类风湿关节炎的发病因素之一，有些类风湿性

节肿胀，畸形为主要表现，瘀血阻滞之征明显，故应酌加桃仁，

关节炎是在患了扁桃体炎、咽喉炎、鼻炎等感染性疾病之后而

红花，赤芍，乳没等品以增强活血祛瘀之功；有四肢关节结节

发病的。所以，预防感染和控制体内的感染病灶也是重要的。

者酌加龟板，鳖甲，玄参，浙贝，牡蛎等品软坚散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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苓术桔海姜桂车甘汤联合针刺四缝穴治疗
婴幼儿腹泻 64 例
Treating 64 cases of infant diarrhea with the Lingzhu Juhai Jianggui
Chegan decoction plus Sifeng acupuncture
陈士友
（江苏省金湖县前锋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江苏
中图分类号：R442.2

文献标识码：A

金湖，211600）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0-0047-02

【摘 要】 采用自拟苓术桔海姜桂车甘汤联合针刺四缝穴治疗婴幼儿腹泻 64 例，取得较好疗效，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婴幼儿腹泻病；针刺四缝；苓术桔海姜桂车甘汤
【Abstract】 The self-made Lingzhu Juhai Jianggui Chegan decoction plus Sifeng acupuncture was applied in treating 64 cases of
infant diarrhea. The effect is satisfactory. 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Infant diarrhea; Sifeng acupuncture; Lingzhu Juhai Jianggui Chegan decoc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25
婴幼儿腹泻是婴幼儿时期（28d～3 周岁）的常见病，多发

6g，苏叶 3g，竹茹 3g；兼发热者去肉桂、干姜，加银花 6g，

病，临床以大便次数增多，便质稀薄，或如水样、蛋花样为主

蒲公英 6g；伴腹胀明显者加陈皮 6g，枳壳 6g；兼见伤食泄者

要临床表现，可由多种不同病因引起，相当于西医的婴幼儿感

加山楂炭 6g，鸡内金 6g；兼见久泻不止，完谷不化者加石榴

染性腹泻（婴幼儿肠炎）和非感染性腹泻，严重影响婴幼儿时

皮 6g，补骨脂 6g；兼见口渴脱水明显者，口服世界卫生组织

期的正常生长发育，严重者可发展为惊风和脱证。我们采用自

推荐的口服补液盐（ORS）[3]。结合针刺四缝穴，方法：双手

拟：苓术桔海姜桂车甘汤联合针刺四缝穴治疗婴幼儿腹泻 64

第二、三、四、五指掌面近端指关节横纹中点取穴，络合碘消

例，取得较好疗效，现报告如下。

毒皮肤后，用 1 寸毫针点刺血或挤出少许黄白色粘液，隔日 1

1

次。两者均为 5d 为 1 个疗程，最长治疗 3 个疗程。所有病例

临床资料

均不予抗生素、抗病毒等西药治疗，并告知和签署家长及受试

1.1 一般资料

者监护人知情同意书。

64 例均为本院 2011 年 2 月～2013 年 3 月中医科门诊患儿，
其中，男婴 34 例，女婴 30 例。年龄 28d～6 个月 30 例，7 个
月～1 周岁 16 例，1～2 周岁 10 例，2～3 周岁 8 例。病程分类

3

疗效观察

3.1 疗效标准

[1]

依据《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分急性腹泻，病程在

临床治愈：大便次数，性状及症状体征完全恢复正常，伴

2 周以内，45 例；迁延性腹泻，病程在 2 周～2 个月，13 例；

随症状消失，大便镜检指标正常；显效，大便次数明显减少，

慢性腹泻，病程在 2 个月以上，6 例。

性状好转，伴随症状及大便镜检指标明显改善；有效，大便次

1.2 诊断标准

数减少到治愈前 1/2 以下，性状好转，症状、体征及大便镜检
[2]

依据《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 制定如下诊断标准：①临
床表现，大便次数增多，3～5 次/d，或 10 余次以上，大便性

指标有所改善；无效，治疗前后症状和体征无改变。
3.2 治疗结果
临床治愈 51 例，显效 8 例，有效 3 例，无效 2 例，总有

状呈稀水样，或呈蛋花样，可伴见粘液及食物残渣，或伴见恶
心、呕吐、腹胀、腹痛、发热、口渴等症。②大便镜检可见脂
肪球及少量白细胞、红细胞。
2

治疗方法
苓术桔海姜桂车甘汤为笔者自拟方，药物组成：茯苓 10g，

效率 96.8%，治愈率 79.6%。
4

讨

论

首先小儿脏腑娇嫩，形气未充，脾常不足，即所谓脾胃之
体成而未全，脾胃之用全而未状，正如陈复正《幼幼集成，泄

白术 6g，桔梗 6g，胖大海 3g（2 枚）
，干姜 3g，肉桂 3g，车

泻证治》说：“夫小儿泄泻之本，无不由于脾胃也”；《金匮要

前子 6g（包）
，甘草 3g，上方头煎加水 300ml，煎取汁 150ml，

略》谓：
“四季脾旺不受邪”
，基于此，笔者认为，治小儿腹泻，

二煎加水 200ml，煎取汁 100ml，两煎混合，口服 3～30ml/次，

必先实其脾胃，脾健则升清，清气升则泄自止。本方以茯苓配

白天每 2h 服 1 次，夜晚每 4h 服 1 次，兼恶心呕吐者，加藿香

白术健脾燥湿止泻，共为君药。现代药理研究证明，白术含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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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油，油中成分对肠管有双向调节作用，能明显促进小肠蛋白

消化功能差，如一次性给药太多，反而加重脾胃负担，犯虚虚

质的合成及消化酶的分泌[4]。脾胃属土，土生金，金属肺，土

实实之戒。

虚则子盗母气，肺脾相互为病，方中桔梗配胖大海，宣肺气，
调脾胃。肺与大肠相表里，泄泻病位在大肠，故宣肺即可止泻，

参考文献：

共为臣药。
《神农本草经》谓桔梗：
“主胸胁痛如刀刺，腹满肠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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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鸣幽幽，惊恐悸气”
，其水提取物能增强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

2002:273

增强中性白细胞的杀菌力，提高溶菌酶的活性。有报道，桔梗

[2]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S].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配白术治疗小儿病毒性肠炎和消化不良性肠炎有良效[5]。药理

1994:136

证实：胖大海含胖大海素，能改善和修复肠粘膜炎症，减轻肠
痉挛性疼痛，其水浸液具有促进肠蠕动的作用。有人用胖大海
加冰糖或红糖开水泡服，治疗各种腹泻，有效率达 100%[6]。
干姜配肉桂温中散寒，暖脾止泻，正所谓：“益火之源，以消
阴翳”，车前子利水湿，泌清浊，有利小便实大便之功，三药

[3]陈贵廷.杨思澍.实用中西医结合诊断治疗学[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
社,1991:1074-1075
[4]高学敏.中药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2:504
[5]陈建平.苍术桔梗汤治疗小儿病毒性与消化不良性肠炎 136 例[J].四川中
医,1999(2):42
[6]安忠兰,王尚德.胖大海治疗腹泻 560 例临床观察[J].中医药研究,1994

共为佐药。甘草补脾益气，缓急止痛，兼调和诸药为使药。其

(5):12

次配合针刺四缝穴，该穴属经外奇穴，主治小儿疳积、泄泻，

[7]邱茂良.针灸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141

为治疗小儿泄泻的特效穴，有资料显示，针刺四缝穴，可使肠
中胰蛋白酶、胰淀粉酶和胰脂肪酶的含量显著增加[7]。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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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患儿喂药时，嘱家长宜频繁多次给药，因小儿脾常不足，

石黄柴芩汤治疗时行感冒高热 45 例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45 cases of influenza fever with
the Shihuang Chaiqin decoction
张 淼 1 于首元 2
（1.南阳市农村卫生协会，河南 南阳，473000；2.南阳市张仲景医院，河南 南阳，473000）
中图分类号：R25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0-0048-02
【摘 要】 目的：观察石黄柴芩汤治疗时行感冒高热（肺热壅盛型）的临床疗效。方法：按随机数字表法将符合纳入标准
的患者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 45 例给予石黄柴芩汤，每日 1 剂；对照组给予抗病毒、激素、解热镇痛类西药常规治疗，两
组均治疗 3d。结果：治疗组愈显率 73.3%，显著优于对照组的 55.0%，
（P<0.01）
，并且退热起效时间和体温恢复正常时间也均显
著快于对照组（均 P<0.05），同时未见明显不良反应。结论：石黄柴芩汤治疗时行感冒高热（肺热壅盛型）明显优于常规治疗，
适合用于流感急性高热期的退热治疗。
【关键词】 时行感冒；肺热壅盛型；石黄柴芩汤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n treating influenza fevers with the Shihuang Chaiqin decoction. Methods: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reated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in the treated group 45 cases were treated with the Shihuang Chaiqin decoction, daily 1
agent;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by conventional treatment of hormone, antiviral, antipyretic analgesic medicine, the two groups were
treated for 3 days. Results: Markedly effective rate of the treated group 73.3%,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55% (P<0.01),
fever onset time and the temperature recovery time were fas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ll P<0.05), at the same time, no obvious adverse
reaction. Conclusion: Treating influenza fever by Shihuang Chaiqin decoction is better than conventional therapy, suitable for the treatment
of flu fever stage of acute fever.
【Keywords】 Influenza; Lung heat congestion; Shihuang Chaiqin decoc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26
时行感冒是感受时邪所致的以高热，头痛如破，全身酸痛
为主要临床表现的急性、外感性、热性传染病，相当于现代医
学的流行性感冒，高热作为主要症状，常贯穿于病程中。我们
自 2010 年 10 月始应用石黄柴芩汤治疗时行感冒
（肺热壅盛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本组病例均为 2010 年 10 月～2013 年 2 月我院住院患者，

高热取得良好疗法，并与常规治疗进行对照观察，现将结果报

共 85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将符合纳入标准的患者分为治疗组

道如下。

和对照组，
治疗组 45 例，
男 30 例，
女 15 例，
入院时体温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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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平均（39.6±0.8）℃；对照组 40 例，男 27 例，女 13

首次治疗后 8h 内，每 0.5h 测 1 次体温，以后 4 次/d。服

例，入院时体温 38.6℃～41℃，平均（39.5±0.6）℃，两组资

药 72h 后，记录有关的症状、继发性疾病。并于服药 72h 后复

料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无显著性（P>0.05）
，具有可比性。

查血常规、尿常规、肝肾功能、心电图。

1.2 纳入标准

2.3 记录不良反应
[1]

记录与治疗和药物有关的不良反应和毒副反应。

①符合时行感冒的诊断 ；②符合中医肺热壅盛证辨证标准
[1]

；③体温≥38.6℃；④年龄在 18～60 岁之间；⑤发病 24h 内。

2.4 统计学方法
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等级资料采

1.3 排除标准
①中枢神经型、胃肠型流感或出现全身衰竭的严重患者；
②患者 12h 内已使用抗病毒、激素、解热镇痛类西药或治疗流
感中药者；③妊娠或哺乳期妇女，过敏体质或对多种药物过敏
者；④合并心血管、脑血管、肝、肾、造血系统严重原发疾病，
精神病患者；⑤血 WBC>10.5×10 /L，N≥80%。
方

3

结

果

3.1 疗效判定标准
①痊愈，治疗 24h 内，体温恢复正常且无反复；②显效，

9

2

用 Ridit 分析。

治疗 24h 内，体温降低≥1.0℃以上，但未至正常；③有效，治

法

疗 24h 内，体温降低 0.5℃～1.0℃（不含 1.0℃）
，但未至正常；
④无效，治疗 24h 内，体温降低不足 0.5℃。

2.1 治疗方法
治疗组给予石黄柴芩汤（石膏 100～200g，大黄 10g（后

3.2 体温起效时间评定标准

下）
，柴胡 20g，黄芩 20g，太子参 10g，青蒿 15g，鱼腥草 30g，

不同观测时点体温变化，从服药开始到体温下降 0.5℃所

金银花 15g，桑白皮 10g，板兰根 20g，重楼 10g）
，每日 1 剂，

需时间即为起效时间；从服药开始到体温下降到 37℃所需时间

水煎 2 次，共取汁 800ml，早晚两次分服；对照组给予抗病毒、

即为解热时间。

激素、解热镇痛类西药常规治疗。两组均治疗 3d。

3.3 临床疗效
3.3.1 两组患者体温疗效比较（见表 1）

2.2 记录方法
表 1 两组流感患者体温疗效比较 [n（%）]
组别

n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愈显率

治疗组

45

23（51.1）

10（22.2）

9（20.0）

3（6.7）

33（73.3）△

对照组

40

15（37.5）

7（17.5）

14（35.0）

4（10.0）

41（55.0）

△

注： 与对照组愈显率比较，经 Ridit 分析，P<0.01（u=2.950）。

3.3.2 两组患者退热起效时间、体温恢复正常时间比较（见表 2）

功。方中重用石膏是制本方的关键，石膏为金石之品，性辛甘

表 2 两组退热起效时间、解热时间比较（h， x ± s ）

大寒而无毒，辛能解肌，甘能缓热，大寒而兼辛甘，故能除大
热，能清热解肌除烦，清中有宣透的作用，为退热之圣药。在

组别

n

退热起效时间

n

体温恢复正常时间

试验组

42

3.78±3.62

23

18.71±9.05

对照组

36

5.36±3.41

15

24.86±9.27

P（t）

<0.05（1.984）

<0.05（2.030）

3.4 不良反应
治疗组 45 例，有 2 例发生腹泻；对照组 40 例，有 2 例发
生过敏性皮炎，1 例发生腹泻。
4

讨

论

时行感冒又称“时行伤寒”、
“时气病”
、
“重伤风”
、
“流感”。
是感受时邪所致的以高热，头痛如破，全身酸痛为主要临床表
现的急性、外感性、热性病。该病全身中毒症状明显，极易产
生高热。我们采用石黄柴芩汤治疗本病的肺热壅盛型，方中石
膏解肌清热，大黄泻腑清里，柴胡解郁清热，太子参益气养阴，

对石膏的用量上取法《医学衷中参西录》之谓：“用生石膏治
外感实热，轻症亦必到两许；若实热炽盛，又恒用至四五两。”
本方重用石膏 100～200g，能起到迅速解热的作用，这也是石
黄柴芩汤取得良好疗效的关键之一。用本方治疗本组病例取得
了明显疗效，愈显率 73.3%，显著优于对照组（P<0.01）
，并且
退热起效时间和体温恢复正常时间也均显著快于对照组（均
P<0.05），同时未见明显不良反应，适合用于流感急性高热期
的退热治疗。
参考文献：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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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186-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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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咽癌放疗配合利咽解毒方治疗放射性
口腔黏膜炎临床分析
Clinical analysis of treating radiological oral mucositis by radiotherapy plus
the Liyan Jiedu recipe
王 靖1 张 红2
（1.湖南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湖南 长沙，410007；2.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湖南 长沙，410007）
中图分类号：R322.4+1
【摘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0-0050-02

要】 目的：观察利咽解毒方治疗头颈部放疗所致急性口腔黏膜炎的临床效果。方法：选择于我科行头颈部放疗的鼻

咽癌患者 36 例，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两组采用的放疗技术和剂量基本一致。治疗组：当患者急性口腔黏膜炎 II 级时，
开始给予利咽解毒方煎剂口服，同时配合该方的片剂含服至放疗结束后 1 周。对照组:当患者急性口腔黏膜炎 II 级时，开始给予西
药含漱至放疗结束后 1 周。结果：对急性口腔黏膜炎治疗前，两组患者急性口腔黏膜炎评定结果比较，无明显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
。放疗结束后，对两组患者急性口腔黏膜炎情况进行调查比较，结果显示，治疗组患者急性口腔黏膜炎的评定结果明
显好于对照组，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利咽解毒方对于治疗头颈部放疗所致急性口腔黏膜炎有一定效果，值
得临床使用。
【关键词】 鼻咽癌；急性口腔黏膜炎；利咽解毒方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radiotherapy plus the Liyan Jiedu recipe on treating radiological oral
mucositis. Methods: In our department head and neck radiotherapy patients with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36 cas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eated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nd radiotherapy techniques used are basically the same. Treated group: When patients with
acute oral mucositis grade II, has begun to give Liyan detoxification square decoction orally,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party sublingual
tablets to 1 week after the end of radiotherapy. Control group: When patients with acute oral mucositis grade II, has begun to give medicine
to gargle 1 week after radiotherapy. Results: Before treatment,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acute oral mucositis assessment results
compared,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After radiotherapy, two groups were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atients treated with acute oral mucositis assessment results significantly were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Liyan Jiedu recipe has some effects for the treatment of head and neck radiotherapy-induced acute oral
mucositis, is worthy of clinical use.
【Keywords】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Acute oral mucositis; Liyan Jiedu recip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27
急性放射性口腔黏膜炎是头颈部恶性肿瘤放射治疗过程

选取 2012 年 6 月～2013 年 6 月在笔者所在医院肿瘤放射

中常见的严重并发症之一，其发生率为 46.1%～78.1%。轻者

中心首程接受放射治疗的鼻咽癌患者 36 例，均经病理检查诊

口腔黏膜出现充血水肿，表现为口干咽痛、吞咽不适等症状；

断为鳞癌，经 CT 检查供临床分期，无远处转移的原发性鼻咽

重者口腔黏膜出现白膜反应，甚至溃疡和渗血，病人表现为烦

癌患者，排除严重心脏病者、肝肾功能异常者及放疗禁忌证者。

躁不安、口咽疼痛、声音嘶哑和吞咽困难等症状，部分病人合

其中男 27 例，女 9 例；年龄 27～61 岁，中位年龄 42 岁；卡

并有不同程度的低热和呼吸困难，少数病人因吞咽疼痛而不能

氏评分≥80 分。所有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其中治

进食，最终导致营养不良，体质下降。急性放射性口腔黏膜炎

疗组男 15 例，女 3 例；对照组男 12 例，女 6 例。两组性别、

还有可能使病原微生物通过被破坏了的口腔黏膜屏障引起系

年龄、病理类型、分期、放射量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统感染，导致更严重的并发症，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存质量，甚

（P>0.05）
，具有可比性。

则可造成放疗中断，影响放疗计划的实施。笔者所在科室在鼻

1.2 治疗方法

咽癌放射治疗的同时配合应用利咽解毒方治疗因放疗所致的
毒副反应，取得较好疗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两组均采用放射治疗方法：用直线加速器 6MV-X 射线照
射，头枕加面罩固定体位，采用常规分割照射法，每天 2 Gy，
每周 5 次，鼻咽总剂量为 70～80Gy，颈部根治量为 60～70Gy，
时间 7～8 周。
中药治疗组，基本方剂为：虎杖 30g，苦参 20g，生地 3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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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茱萸 20g，射干 15g，薄荷 6g，水煎服，水煎成 200ml，每

应用 SPSS 17.0 软件包对记数资料进行 x2 检验，P<0.05 为

天 1 剂，从接受放疗前 3 天开始，每次分 6～8 次口服，同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时配合该方的片剂含服至放疗结束后 1 周。
对照组每日常规口腔护理，予生理盐水 500ml＋利多卡因
10ml＋庆大霉素 8 万单位＋地塞米松 5mg＋灭滴灵 0.8mg＋小
苏打 2.0mg 潄口至放疗结束后 1 周。

2

结

果

统计结果显示，对急性放射性口腔黏膜炎治疗前，两组患
者口腔黏膜炎评定结果比较，无明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放疗结束后，对两组患者口腔黏膜炎情况进行调

1.3 评价标准
参考 WHO 口腔黏膜炎分级标准[1]，将口腔黏膜反应分为

查比较，结果显示，治疗组患者口腔黏膜炎的评定结果明显好
于对照组，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比两组患

5 级：I 级：口腔黏膜无异常；II 级：口腔黏膜出现红斑、疼痛；

者口腔黏膜炎评定结果显示，治疗组轻度的口腔黏膜炎（I、II

III 级：口腔黏膜出现红斑、溃疡，可进食；IV 级：口腔黏膜

级）患者数明显多于对照组，而中度和重度的口腔黏膜炎患者

溃疡，可进流质饮食；V 级：口腔黏膜溃疡，不能进食。

（III、IV、V 级）明显少于对照组。两组患者口腔黏膜炎评定

1.4 统计学方法

结果比较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口腔黏膜炎评定结果比较 [n（%）]

3

组别

病例

I级

II 级

III 级

IV 级

V级

治疗组

18

4（22.2）

9（50）

2（11.1）

2（11.1）

1（5.6）

对照组

18

0（0）

2（11.1）

3（16.7）

8（44.4）

5（27.8）

讨

论

中医认为急性放射性口腔黏膜炎属“口疮”
、
“口糜”等范
畴，其主要病机为热毒炽盛或阴虚火旺，伤津灼液，皮肤黏膜
失养，形成局部反应[2]。鼻咽癌患者机体正虚邪实，瘀毒内结
加之属火毒之邪的放射线，虚、火、瘀三者互为因果，常常同
时存在，形成恶性循环且贯穿始终，构成了急性放射性口腔黏
膜炎的显著特点。中医药针对急性放射性口腔黏膜炎的病机，
采取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方法，制定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方剂内
服、外用或两者联合使用，取得了不错的效果[3-6]。中医治疗急
性放射性口腔黏膜炎的机理研究鲜有报道，资料表明，目前有
陈俏妍等认为滋阴清热法通过增加 EGF 的浓度而减轻急性放
射性口腔黏膜炎的病变程度[7]；李柏森等认为康复新液防治金
黄地鼠放射性口腔粘膜损伤的机制可能与其增加 SOD 活性、
去除氧自由基有关[8]。
利咽解毒方是我科治疗急性放射性口腔粘膜炎的常用方，
该方由虎杖、苦参、生地、山茱萸、射干、薄荷组成，旨在养
阴清热、解毒利咽。在临床上我们以该方水煎剂口服，同时配
合该方的片剂含服，方中生地清热凉血，养阴生津；苦参、虎
杖清热解毒；射干、薄荷解毒利咽；山茱萸收敛创面，组方应
用符合中医理论体系，贴近本病治疗实际，我们发现通过该方
全身及局部治疗能显著改善鼻咽癌放疗患者口腔黏膜炎的症
状，提高患者对放射治疗的耐受性，为患者能够顺利地进行放
射治疗创造有利条件，而且在整个服用过程中均未发现有任何
的毒副作用，但我们研究病例数偏少，有待于大规模临床实验

[2]陶炼,张悦红.加味导赤散治疗放射性口腔溃疡 82 例[J].四川中医,
2000,18(3):52
[3]张红,王艳云.急性放射性口腔黏膜反应防治进展[J].湖南中医药大学学
报,2009,29(1):78-80
[4]韩俊庆,俞新爽,丁晓,等.中药预防性治疗急性放射性口腔黏膜炎的临床研
究[J].中国癌症杂志,2008,18(4):294-297
[5]刘玉芳,郭慧君,王知佳.中药防治放射性口腔、咽部损伤的研究进展[J].四
川中医,2007,25(7):26-28
[6]杨敏,唐玉平,林高娟.中医药防治放射性口腔炎概况[J].广西中医药,2008,
31(6):4-5
[7]陈俏妍,夏纪严,韩凌.滋阴清热法防治阴虚内热证急性放射口腔炎临床研
究[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10,30(7)
[8]李柏森,姜鹤群,易红梅,等.康复新液防治金黄地鼠放射性口腔粘膜损伤的
机制研究[J].四川医学,2009,30(12):1856-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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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孙燕.内科肿瘤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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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拟消石溶石汤治疗肾结石 80 例临床效果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80 cases of kidney stones with
the Xiaoshi Rongshi decoction
刘艳梅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北京，102405）
中图分类号：R6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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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自拟消石溶石汤治疗肾结石患者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我院在 2009 年 10 月～2012 年 10 月间收治
，对照组进行常规性的西医治疗，实验组在
的 100 例肾结石患者，按照 1﹕ 1 的比例随机划分为实验组（A 组）与对照组（B 组）
对照组基础上，行自拟消石溶石汤治疗，经过 1 个月的治疗后，对比分析这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结果：经过 1 个疗程治疗后，
两组患者均取得一定的治疗效果。在治疗效果上，实验组总有效率为 96%。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82%。两组比较差异显著，有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对肾结石患者在西医治疗基础上，加用自拟消石溶石汤，可以提高治疗的总有效率，安全高效，非常值
得各医院临床应用。
【关键词】 肾结石患者；西医治疗；自拟消石溶石汤；总有效率；安全高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the Xiaoshi Rongshi decoction on treating kidney stones in patients.
Methods: From October 2009 to October 2012 100 cases were treated, according to the ratio of 1:1 randomized in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B group),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the conventional modern medicine treatment, based on the treatmen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the Xiaoshi Rongshi decoction, after one month of treatment, the outcomes of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a course of treatment, patients in both groups achieved some therapeutic effect,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96%, and was 82% of the control group.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Based on the modern medicine, using the Xiaoshi Rongshi decoction for treating kidney stones, can
improve the treatment effect, the total efficiency, safe and efficient, well worth the hospital clinical applications.
【Keywords】 Patients with kidney stones; Modern medicine treatment; Xiaoshi Rongshi decoction; Total efficiency; Safe and
efficien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28
在泌尿系统疾病中，肾结石是一种常见、多发病症，常规

实验组（A 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行自拟消石溶石汤治疗，处

的肾结石治疗方法基本上以西医治疗和手术治疗，但效果不明

方为：车前草、泽泻、乌药、续断、狗脊各 15g，鸡内金、猪

显，副作用较多。对此，本文选取我院在 2009 年 10 月～2012

苓、滑石、王不留行各 20g，石韦、薏苡仁、金钱草各 30g。

年 10 月间收治的 100 例肾结石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

对其进行沸水煎煮 3h，选取清液 500ml，每天口服 2 次，以 1

1

资料与方法

个月为 1 个疗程[1]。
1.3 疗效判定

1.1 一般临床资料

痊愈：患者经过治疗后，结石及结石的症状、体征均消失，

选取我院在 2009 年 10 月～2012 年 10 月间收治的 100 例

结石大小减小≥30%。有效：患者经过治疗后，结石及结石的

肾结石患者，按照 1﹕1 的比例随机划分为实验组（A 组）与

症状、体征均有所改善，结石的大小减小<30%。无效：患者

对照组（B 组）
。实验组患者的年龄主要集中在 19～69 岁，平

经过治疗后，以上的指标均没有变化，甚至有加重的趋势[2]。

均年龄为（44.36±3.41）岁；男 26 例，女 24 例，男女比例为

1.4 统计学处理

13:12。对照组患者年龄主要集中在 22～74 岁，平均年龄为

文中数据应用 SPSS17.0 软件来详细分析统计的，同时为

（45.58±2.35）岁；男 22 例，女 28 例，男女比例为 11﹕14。

加强可信度，本文的计量的资料用平均数±标准差（ x ± s ）

以上两组患者在临床基本资料上的比较，没有显著的差异，无

来表示，文中的实验中数据均为使用的平均值。P<0.05 是差异

统计学意义，有可比性。

的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

1.2 方法
这两组患者全部进行基础治疗、对症治疗，具体为用药治

2

结

果

疗、抗感染治疗，饮食、心理上的护理，缓解患者的临床疼痛，

经过 1 个疗程治疗后，两组患者均取得一定的治疗效果。

维持水电解质平衡等。对照组（B 组）进行常规性的西医治疗，

在治疗效果上，实验组（A 组）显效 35 例，为 70%；有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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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 26%；无效 2 例，为 4%，总有效率为 96%。对照组（B

强心利尿的功效，减轻患者的临床症状，降低对肾功能的损伤，

组）显效 20 例，为 40%；有效 21 例，为 42%；无效 9 例，为

阻滞病情进一步的发展[3]。本文结果显示，自拟消石溶石汤治

18%，总有效率为 82%。两组比较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疗组的总有效率为 96%，西医治疗组的总有效率为 82%，两组

（P<0.05）
。具体数据参照表 1。

比较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与相关文献报道相符[4]。
综上所述，对肾结石患者在西医治疗基础上，加用自拟消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的比较

3

项目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A组

50

35

13

2

96

B组

50

20

21

9

82

讨

石溶石汤，可以提高治疗的总有效率，安全高效，没有出现严
重的不良反应，减轻患者的身心及经济上的压力，提高其生活
质量，非常值得各医院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论

肾结石是一种常见性的结石，也是临床上病情比较急的疾
病，临床上患者会因肾的剧烈绞痛，同时在绞痛的时候，伴随
镜下可见的血尿；患者的腰腹部出现阵阵的钝痛，同时出现酸
胀、行走困难。患者在被确诊为肾结石，就会出现排尿困难，
并有血尿的症状。
自拟消石溶石汤治疗包含车前草、泽泻、乌药、续断、狗
脊、鸡内金、猪苓、滑石、王不留行、石韦、薏苡仁、金钱草

[1]陈红林,蔡荣华,陈礼锦.消坚排石汤治疗肾结石的临床观察[J].中国当代
医药,2012,12(4):253-254
[2]陆军.排石汤治疗肾结石 133 例[J].陕西中医,2010,13(8):203-204
[3]张建华.自拟排石汤治疗泌尿系结石 84 例分析[J].中国误诊学杂志,2008,
11(18):283-284
[4]周加军,刘彩欣,顾维乐.自拟消坚排石汤治疗尿路结石 68 例疗效观察[J].
内蒙古中医药,2009,16(19):169-170

等，其中金钱草能够提高排石溶石的效果。诸药合用，这样可
以起到比较好的功效，可以最大的发挥消坚排石、润肠通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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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消食药在治疗小儿消化不良中的效果探究
Exploring the effect of Xiaoshi medicine on treating
indigestion in children
徐革新
（岳阳县妇幼保健院，湖南 岳阳，414100）
中图分类号：R33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0-0053-02

【摘 要】 目的：探讨中医消食药在治疗小儿消化不良中的效果。方法：选取我院收治的 260 例消化不良患儿随即分为研究
组（130 例）与参考组（130 例），给予参考组患儿吗丁啉药剂口服，观察组患儿给予中药消食消胀汤治疗，对两组患儿的治疗效
果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观察组患儿痊愈 56 例，有效 70 例，治疗总有效率为 96.9%；参考组患儿痊愈 26 例，
有效 76 例，治疗总有效率为 78.5%，两组数据比较差异显著，P<0.05。结论：中药消食药物在治疗小儿消化不良时临床效果显著，
安全有效，值得推广。
【关键词】 中药消食消胀汤；吗丁啉；小儿消化不良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Xiaoshi medicine of TCM on treating indigestion in children. Methods: 260 cases in
our hospital were divided into the research group (130 cases) and the reference group (130 cases), given the reference groups of children
with oral Motilium, observation group children were given Xiaoshi decoction, the effect and adverse reactions of two groups of children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ith 56 cases cured, 70 cases of effective treatment,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96.9%;
Reference group with 26 cases cured, 76 cases of effective treatment,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78.5%, two groups of data was mo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Conclusion: Xiaoshi medicine of TCM is effective on treating indigestion in children, safe and effective, and
worthy of promotion.
【Keywords】 Xiaoshi Xiaozhang decoction of TCM; Motilium; Children indiges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29
消化不良是小儿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患儿伴随着恶心、

振，严重影响了患儿的健康发育，西药刺激性较大，患儿肠胃

呕吐、上腹烧灼感、早饱等临床症状，患儿食欲下降，精神不

易受到刺激，患儿的耐药性较小，因此近年来临床治疗小儿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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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不良逐渐采用中药治疗，笔者对我院自 2011 年 1 月～2012

治疗办法，效果甚微，患儿康复较慢，严重影响了患儿的身心

年 3 月收治的 260 例消化不良患儿进行分组研究，给予观察组

健康，对患儿的正常学习及发育造成一定的阻碍。目前临床研

患儿中药消食消胀汤治疗，疗效显著，具体如下。

究中认为患儿出现消化不良是多种因素造成，肠胃功能出现障

1

碍，HP 感染，患儿精神因素，内脏高敏感性，物理应激反应

资料与方法

等均会导致病症的发生，对于功能性消化不良的具体发病机制

1.1 临床资料

尚未明确。然而临床认为患儿的出现的情绪紧张、哭闹过度及

我院自 2011 年 1 月～2012 年 3 月收治的 260 例消化不良

低落情绪等对患儿的正常消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患儿进食物不

患儿，男 139 例，女 121 例，其中 3 岁以下患儿 69 例，3～5

能被充分的消化，出现消化不良症状。患儿出现消化不良后，

岁患儿 100 例，5～10 岁患儿 50 例，10 岁以上患儿 41 例。患

临床症状反复发作，个别症状同时出现，对患儿的进食造成了

儿体重 11.3～42.2kg，平均体重为（18.3±6.9）kg。患儿临床

严重的影响，患儿营养缺乏导致患儿出现营养不良现象，延迟

症状：呕吐 62 例，腹泻 52 例，厌食 106 例，腹胀 54 例，上

了患儿的正常发育，同时一些患儿会同时出现焦虑、哭闹等症

腹部不适 75 例，其中 21 例患儿大便习惯发生改变。参与研究

状。医护人员对患儿进行治疗时要对患儿的饮食结构，生活方

患儿排除非消化系统疾病，将患儿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参考组，

式等进行询问，针对性的治疗，通过对患儿的饮食、排便习惯

各为 130 例，两组患儿年龄、性别、体重及临床症状无明显差

进行调整，辅助认知治疗从而减少患儿消化不良的因素。对患

异，P>0.05，无统计学意义。

儿进行药物治疗时主要采用抑酸药、促动力药、抗酸药等，对

1.2 方法

患儿进行诊治时应该先对患儿的病情确诊后对症下药。

参考组给予患儿吗丁啉治疗，依照 1kg 给药 0.3mg 的剂量

临床治疗时多采用多潘立酮、胃复安等西药单纯治疗，患

给药，患儿餐前 15～30min 服用，3 次/d，观察组患儿在服用

儿康复较慢，同时不良反应发生率较高，对患儿的椎体反应尤

吗丁啉的基础上给予中药消食消胀汤。消食消胀汤主要成分：

其明显，因此在患儿治疗时受到影响。近年来中药治疗已经在

砂仁 1g，陈皮 6g，甘草 3g，白术 6g，焦神曲 5g，三棱 2g，

小儿消化不良治疗中大力推广，在功能性肠胃病的治疗中有着

黄连 2g，焦山楂 5g，人参 5g，青皮 1g，丁香 1g，干姜 1g，

重要的作用，较低浓度的重要也可以对患儿的肠胃产生刺激，

清半夏 6g，香附 1g，木香 1g，焦麦芽 2g，枳实 2g。汤药用

促进消化腺及胃部的分泌，加强了患儿的肠胃功能，药物剂量

200ml 温开水稀释后服用，不同年龄患儿用药剂量不同，1～3

较大时可以直接对胃粘膜产生刺激。本次采用的中药消食消胀

岁患儿 10ml/次，3～7 岁患儿 20ml/次，7 岁以上患儿 30ml/次，

汤主要是对患儿产生消除积食，温和胃部，健脾行气的作用。

用餐前 30min 口服，3 次/d，连续用药最大极限为 3d。

药方中的白术、人参旨在健脾益气，陈皮、丁香、木香等能够

1.3 诊断标准

对胃部积食症状缓解，枳实行气消脾，三棱破气除积，焦神曲、

痊愈：患儿呕吐、恶心。腹胀等临床症状消失，患儿治疗

山楂、焦麦芽等有消食化滞功效，黄连据清热燥湿功效，半夏

2d 内恢复正常进食，舌苔厚腻症状消失，患儿无哭闹现象。有

养胃，辅助干姜温中祛寒，甘草对诸类药物进行调节，促进药

效：治疗 3d 后，患儿上述临床症状出现明显好转，患儿正常

效的发挥。整剂药热寒相辅，消补结合，从而刺激了胃部消化

进食，患儿食欲增加。无效：治疗 3d 后患儿未出现好转，患

功能的恢复，有助于患儿的康复，同时中药治疗对患儿的副作

儿哭闹现象未改善，临床症状无好转甚至加重，患儿舌苔白腻。

用较小。

1.4 统计学分析

本次参与研究患者，观察组患儿在服用吗丁啉的基础上给

本次研究所有患者的临床资料均采用 SPSS18.0 统计学软

予中药消食消胀汤，患儿康复效果显著，明显优于参考组患儿

件处理，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组间对比采用 x2 检验，P<0.05

的治疗效果，P<0.05，有统计学意义。由此可知，中医消食药

为差异具有显著性，具有统计学意义。

在治疗小儿消化不良中效果显著，在小儿消化科临床治疗中可

2

进行积极的推广。

结

果

观察组患儿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参考组，观察组与参考组治

参考文献：

疗总有效率分别为 96.9%、78.5%，数据比较差异显著，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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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儿治疗效果比较分析 [n（%）]

3

组别

例数

观察组

130

56（43.1） 70（53.8）

参考组

130

26（20）

讨

痊愈

有效

76（58.5）

无效

总有效

4（3.1）

126（96.9）

28（21.5）

102（78.5）

论

中西医结合杂志,2008,17(35):5440-5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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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消化不良时常见的小儿消化系统疾病，然而由于一声
对于消化不良缺乏正确的认识，因此在治疗时采用常规的西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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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内科治疗偏头痛的效果研究
Clinical research on treating migraine in TCM
代国泽
（平度市第三人民医院，山东
中图分类号：R747.2

文献标识码：A

平度，266753）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0-0055-02

【摘 要】 偏头痛作为一种常见的临床疾病，在青少年人群中较为多发，本文结合目前偏头痛的治疗情况，从中医内科角度
对偏头痛的治疗效果做出研究。
【关键词】 中医内科治疗；偏头痛；效果研究
【Abstract】 Migraine is a common clinical disease, it is multiple in the young people crowd. Combining with the current migraine
treatment, this paper researches the migraine treatment, from TCM internal medicine therapy angle.
【Keywords】 TCM internal medicine therapy; Migraine; Clinical research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30
偏头痛的发生机理多是由于人体神经血管出现的功能性
障碍，导致患者头部不同程度的疼痛，具体的临床变现有：双

效，治疗效果程度达 93.1%。
2.2 肝郁气滞类

侧、偏侧头痛而且反复发作。虽然在现代临床治疗中还没有彻

肝郁气滞类偏头痛患者有 48 例，选取的是柴胡疏肝散，

底治愈的方法，治疗的目的主要是控制或减轻病情，但是有针

此配方具有疏肝解郁与止痛效果。药物成分有珍珠母 30g，牛

灸治疗，中医内服治疗与中医外用治疗等中医内科治疗方法，

白芍 12g，丹参、川芎各 15g，郁金、柴胡、醋元胡、白蒺藜

可以说都有着不错的治疗效果，值得在医疗实践中进行推广实

各 10g，蝎末 5g，炒枳壳 12g。在治疗的 48 名患者中，43 名

行。

显著疗效，4 名较为显著，1 名无效，治疗效果程度达 97.9%。

1

偏头痛的发生机理

2.3 风阳上扰型
风阳上扰类型的偏头痛患者 30 例，通过天麻钩藤汤来治

偏头痛发生时，患者常会感觉到头一侧颞额眶部分明显跳

疗此类型患者，此配方有着平肝潜阳、熄风通络的治疗效果。

动，常伴有恶心、呕吐症状。在疾病发生前，视力急剧下降，

药物配方有石决明、珍珠母、麦芽、生牡蛎各 30g，川牛膝、

甚至看不到东西，好像有什么盲点在眼前晃荡，疼痛持续几个

钩藤、佛手片、天麻、僵蚕各 10g，生白芍与全蝎末各 5g，炒

小时乃至几天。可以说，偏头痛产生的原因很复杂，与精神、

栀子 9g。在治疗的 30 名患者中，20 名显著疗效，8 名较为显

激素代谢程度、遗传、内分泌等都相关。从中医角度来看，一

著，2 名无效，治疗效果程度达 93.3%。

方面是由外部感染或内伤所致，另一种是血小板积聚诱发头

2.4 肝肾阳虚型

痛。尤其是后者，在血小板积聚之后，可以产生肾上腺素、赚、

偏头痛类型患者 24 名，选取补肝肾汤药方，此配方具有

二磷腺苷等物质，这些可以让偏头痛患者的血小板快速凝聚，

温阳益气、滋补肝肾效果。药物组成有熟地、枸杞与山药各 15g，

经过交互病变之后形成儿茶酚胺与花生四烯酸这些可以降低

天麻、白蔟藜、丹皮、山茱萸、菊花各 10g，茯苓 25g。在治

患者脑血流与强力收缩血管的物质，进而诱发偏头痛。从中医

疗的 24 名患者中，17 名显著疗效，6 名较为显著，1 名无效，

内科辨证治疗来判断有瘀阻脑络、肝郁气滞、风阳上扰与肝肾

治疗效果程度达 95.8%。

阳虚四类。
2

偏头痛治疗方法的各自效果

3

结

果

通过临床研究治疗效果分析，中医内科治疗效果很好，毒

针对偏头痛的不同类型本文采取不同的中医内科治疗方

副作用少且费用较低等，正是这些特点受到了广大患者的喜

法。本文选取我院 2011 初年至今为止的 174 名偏头痛患者，

爱。在 174 名患者中的四种类型通过不同药物治疗分析，控制

他们都符合相关的诊断标准。

了达到了 54.02%，显著效果占 21.83%，有效率 20.69%，无效

2.1 瘀阻脑络型

率仅 4.6%，总有效率达 95.4%。在所使用的药物中不少药物对

偏头疼中有 58 例患者属于瘀阻脑络，治疗方法我们选取

头痛有着很好的治疗效果，川芎有着镇痛与镇静中枢神经的同

血府逐瘀汤。此配方可以活血通络，益气养肾，最终达到活血

时，还可以改善人体血液循环，避免血栓；天麻、地龙与丹参

化瘀的目的。药物组成有生牡蛎、葛根、生龙骨、丹参各 30g，

等可以通过对血管调节，改善血管舒缩功能，起到镇痛效果；

红花 5g，川牛膝、川芎、酒地龙、赤芍、桃仁、佛手各 10g。

全蝎末活性强，止痛，毒副作用微小。

在治疗的 58 名患者中，46 名显著疗效，8 名较为显著，4 名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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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金丸合半夏厚朴汤加减治疗慢性浅表性胃炎 32 例
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32 cases of CSG with the ZuoJin pills plus
modified Banxia Houpu decoction
吴东伟
（江苏徐州沛县城关卫生社区服务中心，江苏 沛县，221600）
中图分类号：R57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0-0056-02

【摘 要】 目的：观察左金丸合半夏厚朴汤加减治疗慢性浅表性胃炎（CSG）的疗效。方法：对我院 2010 年 1 月～2012 年
12 月门诊和住院收治的 64 例 CSG 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和对照组，对照组给予常规西药治疗，治疗组使用左金丸合半夏厚
朴汤加减治疗。结果：治疗组的临床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治疗组的幽门螺杆菌（Hp）阴转率 81.3%，
总有效率 91%；对照组的 Hp 阴转率 53.1%，总有效率 72%。结论：左金丸合半夏厚朴汤有明显改善 CSG 症状，清除 Hp，促进
胃粘膜炎症消散和恢复的作用，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左金丸；半夏厚朴汤；中医药；慢性浅表性胃炎；幽门螺杆菌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ZuoJin pills plus Banxia Houpu decoction on treating chronic superficial gastritis
(CSG). Methods: 64 outpatient and hospitalization treated patients with CSG in our hospital between January 2010 and December 2010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treated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conventional modern medicine
treatment, the treated group use the ZuoJin pills plus modified Banxia Houpu decoction treatment. Results: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reated
group was obvious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wo groups of comparison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reated group of
helicobacter pylori (Hp) Yin turn rate was 81.3%, total efficiency was 91%; negative conversion ratio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53.1%, total
efficiency was 72%. Conclusion: The ZuoJin pills plus modified Banxia Houpu decoction have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symptoms of CSG,
clearing Hp, promote gastric mucosal inflammation abreaction and restore function, it is worthy of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Keywords】 ZuoJin pills; Banxia Houpu decoction; TCM; CSG; Hp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31
慢性浅表性胃炎（CSG）是社区常见和多发性慢性疾病，

西医诊断参照《实用内科学》[1]中相关标准。全部病例经

其病因主要为饮食生活失于调摄，幽门螺杆菌（Hp）定植，及

胃镜检查并活检确诊为 CSG，同时作 Hp 检查 C14 尿素呼气试

多种理化因素损害等导致胃粘膜受损、炎性充血、糜烂等有关。

验阳性。排除有溃疡、出血、穿孔、幽门梗阻、癌变者；胃、

中医药在治疗本病中有极大的优势。笔者在临床中应用左金丸

十二指肠手术史者。

合半夏厚朴汤加减治疗慢性浅表性胃炎 32 例，疗效满意。现

1.3 方法

报告如下。

1.3.1 对照组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奥美拉唑胶囊 20mg，bid，铝碳酸镁片 2 片，tid，阿莫西
林胶囊 1.0，bid。
1.3.2 治疗组

临床资料选取本院 2010 年 1 月～2012 年 12 月门诊和住院

左金丸合半夏厚朴汤（吴茱萸 3～12g，黄连 3～12g，半

CSG 患者 64 例，按就诊顺序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 32 例，男

夏 12g，厚朴 8g，茯苓 12g，苏叶 10g，生姜 9g，麦芽 15g，

性 11 例，女性 21 例，年龄（57.6±9.9）岁；胃窦部 19 例，

甘草 8g）
。肝胃不和者：加柴胡 8g，郁金 12g，佛手 12g；脾

胃体部 10 例，胃底部 3 例；病程（7.2±3.4）年；治疗组 32

胃虚弱者：加太子参 12g，白术 12g；胃阴不足者：加石斛 15g，

例，男性 11 例，女性 21 例，年龄（54.9±12.5）岁；胃窦部

麦冬 12g；反酸烧心者：加乌贼骨先煎 20g。1 帖/d，水煎，分

17 例，胃体部 9 例，胃底部 6 例；病程（6.2±4.1）年，辨证

2 次服。疗程均 4 周。

属肝胃不和 20 例，脾胃虚弱 2 例，脾胃湿热 8 例，胃阴不足 2

1.4 疗效判定标准[2]

例。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病程、Hp 阳性、胃镜等方面均

①痊愈：临床症状消失，胃镜检查发现胃粘膜病变消失；

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②显效：临床症状基本消失，胃镜检查发现胃粘膜病变基本消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失；③有效：临床主要症状消失，胃镜检查发现胃粘膜病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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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改善；④无效：临床症状无改善，胃镜检查结果无改善。
1.5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以 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治疗组症状改善与对照组相比，其差别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 1。

表 1 两组疗效比较 [n（%）]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Hp 阴转率

总有效率

对照组

32

0

7（21.9）

20（62.5）

5（15.6）

17（53.1）

72

治疗组

32

0

15（46.9）

16（50.0）

1（3.1）

26（81.3）

91

注：两组比较 P<0.05。

3

讨

论

中医将 CSG 多归属于祖国医学“胃痛，痞证”等范畴，
临床病机多为:寒、热、湿、食、气（气滞）
、血（血虚，血瘀）、
虚（气虚，阴虚，阳虚）七端[3]，且常见多种病因病机相兼，
气滞血瘀，壅滞伤络而痛。舌苔多见厚腻，为腐浊内生之象。
久则脾胃虚弱，气阴不足。治疗方法虽有：“调畅气机，清热
燥湿，化瘀止痛，消痞散结，和胃降逆等”[4]然六腑以通为用，
以降为顺，治疗原则但以化腐浊以去其标，去壅滞而止其痛为
要。
左金丸出自《丹溪心法》，主泻火，疏肝，和胃，止痛。
用于肝火犯胃，脘胁疼痛，口苦嘈杂，呕吐酸水，不喜热饮。
吴茱萸辛苦温，性喜温散，《本经》：“主温中下气，止痛，咳
逆寒热”
，
《纲目》
：
“开郁化滞”。临证用之寒者但用之以温散，
热者得黄连之苦寒以制其热，二者温寒相伍，随证之寒热调节
剂量比例，可使寒证热证各得所宜。黄连苦寒，善清中焦脾胃
湿热，清热燥湿，泻火解毒，洁古云：“泻心火，除脾胃中湿
热，治烦躁恶心，郁热在中焦，兀兀欲吐。味苦，气味俱厚，
可升可降，阴中阳也”
。
半夏厚朴汤为《金匮要略·妇人杂病脉证并治》之痰气互
结的梅核气常用方，CSG 多见胃脘胀痛，呕恶，呃逆，嗳气，
舌苔多腻，证属痰浊中阻，胃气上逆，二者方证相和，临床所
见尤其多见于胃窦炎，用之颇优。邓永启等[5]用半夏厚朴汤加
味治疗胃窦炎 34 例，治愈 24 例，有效 11 例，无效 2 例，治
愈率 72.3%。半夏化痰开结，降逆和胃；厚朴下气除满，助半
夏散结降逆化痰，行中有降，共为君药；茯苓甘淡渗湿健脾；

黄连含有黄连素，具有很广的抗菌作用，能增加白细胞的吞噬
功能，具有解毒镇痛功效[7]；甘草和中，含多种黄酮和甘草甜素，
对组胺引起的胃酸增多具有抑制作用，能防止溃疡的发生[8]。
本研究结果表明应用左金丸合半夏厚朴汤加减治疗 CSG，
对改善症状，促进炎症消散及 Hp 阴转等疗效优于对照组，不
良反应较少，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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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科技出版社,1993:256-258
[3]中华医学会.中医内科常见病诊疗指南[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8:93-96
[4]邓永启.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胃炎进展[J].实用内科杂志,2009,2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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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17(2):12
[6]吕桂凤.中西医结合治疗幽门螺杆菌相关性胃炎临床观察[J].实用中医药
杂志,2009,8,25(8):537
[7]李备,周歧新.黄连抗消化性溃疡的药理学研究进展[J].中国药房,2005,16
(14):1107-1109
[8]于辉,李春香,宫凌凌,等.甘草的药理作用概述[J].现代生物医学进展,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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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叶芳香疏散，助厚朴顺气宽胸，宣通郁；生姜辛散温行，助
半夏和胃降逆止呕。
吕桂凤研究认为针对 Hp，抑菌作用最强的中药是黄连，
其次有石斛、甘草、厚朴、吴茱萸等，抑菌方剂有左金丸[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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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在偏头痛的治疗过程中，或多或少出现了便秘、口苦咽干、
呕吐恶心等症状，此时可以加入龙胆草治疗便秘，适量的半夏
与陈皮来治疗恶心呕吐等。可见，中医内科治疗效果在偏头痛
中是很不错的，是目前比较理想的治疗方法，有很高的实践价
值，值得临床大范围推广。

参考文献：
[1]申延安.中医内科治疗偏头痛的临床体会[J].中国卫生产业,2012:28
[2]王奎云.发作性偏头痛慢性转化的危险因素分析[J].中国疼痛医学杂志,
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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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颖教授治疗不孕症经验
Clinical experience of Professor LI Ying for treating infertility
刘会玲 梁 艳 尹燕飞
（河南中医学院 2011 级硕士研究生，河南 郑州，45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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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不孕症是全世界关注的人类自身生殖健康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对不孕症定义的时间界定是 1 年，目的是早诊断、
早治疗。由于女性生育能力在 30 岁以后开始下降，30～40 岁下降更为明显，所以对晚婚求嗣者应及早诊治。导师本着补肾培元、
益气养血的原则，两种中成药联合治疗，疗效显著。
【关键词】 不孕症；治疗经验；李颖
【Abstract】 Infertility is a worldwide concern human beings reproductive health issue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definition of
infertility is 1 year, the aim is early diagnosis and early treatment. Because female fertility begins to decrease after age 30, 30～40 year-old
fell more obvious, so for delayed marriages who want children should be early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The principle of Bushen Guyuan,
Yiqi Yangxue, instructors take two kinds of medicine combination therapy,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Keywords】 Infertility; Treatment experience; LI Ying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32
李颖教授系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主任医师，全国首届杰出

天肾气不足，或房事不节、久病大病、反复流产损伤肾气，或

女中医师，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专业博士后，世界中医

高龄，肾气渐虚。肾气虚，则冲任虚衰不能摄精成孕；或素体

药联合会妇科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从事临床 20 余年，擅长中

肾阳虚或寒湿伤肾，肾阳亏虚，命门火衰，阳虚气弱，则生化

医药治疗不孕不育、子宫肌瘤、月经失调、功能性子宫出血、

时期，有碍子宫发育或不能发氤氲乐育之气，致令不能摄精成

先兆流产等妇科疑难杂症。笔者有幸跟师临证，受益匪浅，今

孕；或素体肾阴亏虚，或房劳多产、久病失血，耗损真阴，天

就导师治疗不孕症的经验总结如下。

癸乏源，冲任血海空虚；或阴虚生内热，热扰冲任血海，均不

1

对本病的认识
凡婚后未避孕、有正常性生活、同居 2 年而未受孕者，称

为不孕症。从未妊娠者古称“全不产”
，西医称为原发性不孕；

能摄精成孕，发为不孕。
3

病案举例
常某，女，30 岁，2012 年 11 月 21 日初诊。以婚后未避

有过妊娠而后不孕者，古称“断绪”，西医称继发性不孕。夫

孕未孕 1 年为主诉，末次月经：2012 年 11 月 15 日，平素月经

妇一方有先天或后天生殖器官解剖生理方面的缺陷或损伤，无

周期规律，量偏少，色淡暗，夹血块，经期伴头晕耳鸣，腰膝

法纠正而不能妊娠者，称绝对性不孕；夫妇一方，因某些因素

酸软，乏力，白带量适多，质稀，饮食可，睡眠质量差，多梦

阻碍受孕，一旦纠正仍能受孕者，称相对性不孕。

易醒，二便调。舌淡苔白，脉弦细。今日造影示：子宫后屈，

本病是妇科最常见的疾病之一，亦属中西医妇产科的疑难

双侧输卵管通而不畅，伞端积水。此乃肾虚精亏，气血不足所

病，导师认为治疗本病时，不仅要进行正确的辨证用药，亦应

致，治以补肾培元、益气养血，予以右归胶囊（3 次/d，每次

注意患者的精神情绪、饮食偏嗜及生活习惯的影响。在服用中

两粒）和益血生胶囊（3 次/d，每次四粒）叮嘱其多运动，饮

药的同时，还应注意嘱咐患者在备孕期间保持心情愉快，精神

食规律，忌食生冷、辛辣刺激食物。

舒畅，避免过度紧张、焦虑、抑郁、悲伤、惊恐等不良的精神

二诊：2012 年 12 月 22 日复诊。上药已服，服药后 2012

刺激；饮食宜清淡而富有营养，应忌辛辣油腻生冷之品；应改

年 12 月 14 日行经，月经量增多，色暗红，血块减少，经期头

掉熬夜、抽烟、酗酒等不良生活习惯，保证作息规律，避免过

晕耳鸣，腰膝酸软，乏力有所减轻，但自觉睡觉时双脚发凉，

度劳累；适当锻炼身体，增强体质，为妊娠做好充足的准备。
2

病因病机
《素问•上古天真论》提出：
“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

右归胶囊和益血生胶囊服用方法同前，加草药：当归 10g，艾
叶 10g，鸡血藤 30g，干姜 10g，丹参 10g，10 付，3d 1 付，水
煎外洗，1 次/d。医嘱同前。
三诊：2013 年 1 月 24 日复诊。自己用试条检测 HCG（+），

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

今日 B 超示：宫内早孕（孕囊 1.6cm×1.2cm）
，继服右归胶囊

子……”指出肾气的盛衰，天癸的至与竭，主宰着女子的生长、

和益血生胶囊，嘱患者孕前 3 个月忌行房事，保持心情愉快，

发育、生殖与衰老的过程。肾藏精，精化气，肾精所化之气为

饮食宜清淡而富有营养。

肾气。肾中精气的盛衰主宰着人体的生长、发育与生殖。或先

按：肾阳不足，命门火衰，阳虚气弱，肾失温煦，不能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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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氤氲乐育之气以摄精成孕，故为不孕；肾阳亏虚，天癸不充，

当归、牛髓、紫河车、党参、黄芪（蜜制）
、白术（麸炒）
、鹿

故月经量少，阳虚水泛，故带下量多，质稀；腰膝酸软，乏力，

茸、茯苓、制何首乌、大枣、山楂（炒）
、麦芽（炒）
、鸡内金

舌淡苔白，脉细均为肾阳亏虚之象，故治疗应以补肾培元，益

（炒）、知母（盐制）、大黄（酒制）、花生衣，其功能为健脾

气养血为主。右归胶囊组成为熟地黄、附子（炮附片）
、肉桂、

生血，补肾填精。二药和用共奏补肾培元，益气养血之效，临

山药、鹿角胶、菟丝子等，其功能为滋补肾阳，填精止遗。益

床灵活运用，随症加减用量，疗效显著。

血生胶囊组成为阿胶、鹿角胶、龟甲胶、鹿血、熟地黄、白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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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防治髋关节置换术后下肢
深静脉血栓形成的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hip arthroplasty after lower extremity deep
venous thrombosis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陈一帆
（常宁市中医院，湖南 常宁，421500）
中图分类号：R54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0-0059-02

证型：BGD

【摘 要】 目的：观察中西医结合防治髋关节置换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疗效。方法：68 例纳入观察的患者随机分为
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34 例，两组患者均接受髋关节置换、术后功能锻炼和肝素抗凝等常规治疗，观察组术后 1d 起同时给予中药舒
筋活血汤加减治疗，3 周后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凝血功能和 DVT 发生率。结果：观察组发生 DVT1 例（2.9%）
，对照组发生
DVT4 例（11.8%）
，观察组术后 DVT 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但经 x2 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两组患者治疗后 APTT
和 PT 均有不同程度的升高，与治疗前对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但治疗后观察组的 APTT 和 PT 均高于对照组，差
★

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中西医结合在对髋关节置换术患者的抗凝方面起到了协同作用，更有效的降低了髋关节
置换后 DVT 的发生率，值得临床运用。
【关键词】 髋关节置换；深静脉血栓；中西医结合
【Abstract】 Objective : To observation the effect on treating hip arthroplasty after lower extremity deep venous thrombosis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Methods: 68 cas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ith 34 cases in each, Two
groups of patients undergoing hip replacement, postoperative functional exercise and heparin and other conventional treatment,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Shujin Huoxue decoction 1 days after surgery, after 1 days, 3 weeks after the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in patients with coagulation function and the incidence rate of DVT. Results: The observation group occurred in DVT1
cases (2.9%), control group DVT4 patients (11.8%), DVT occurred in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but by x2 tes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Elevated APTT and PT in varying degrees after treatment in two
▲

groups, compared with before treatment,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 P<0.05); But after treatment in observation group,
★

APTT and PT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 P<0.05). Conclusion: In
anticoagulation for patients with hip replacement surgery has played a synergistic effect of combination of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more
effective to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DVT after hip replacement, 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Hip replacement; Deep venous thrombosis; Integrative medicin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33
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DVT）是髋关节置换术（THR）的
常见并发症，在不进行干预的情况下，远端深静脉发生血栓的
概率可达 40%～70%，而近端血栓发生的概率也在 10%～20%。
近年来国内随着人工髋关节置换术的广泛开展，术后 DVT 的
报道亦逐渐增多。虽然临床使用低分子肝素预防，但 DVT 的

后 DVT 已有多年，现将研究结果汇报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经筛选符合纳入标准的我院 2010 年 1 月～2012 年 12 月骨

发生率仍有 6%～12%，这其中又有 1%～5%的病例会发生致命

科住院部行 THR 的患者 68 例，按接受手术的先后排序，采用

性的肺栓塞[1-2]。我院骨科历史悠久，应用中医药防治 THR 术

随机数字表将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34 例。其中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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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察组中男 19 例，女 15 例；年龄 28～79 岁，平均（54.8±17.3）
岁；股骨颈骨折 21 例，股骨粗隆间骨折 8 例，股骨头坏死 5
例。对照组中男 20 例，女 14 例；年龄 27～78 岁，平均（55.3
±17.8）岁；股骨颈骨折 23 例，股骨粗隆间骨折 7 例，股骨头
坏死 4 例。经统计分析，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种等一般资
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4

讨

No.20

论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髋关节置换后形成 DVT 的几大要素
包括：血液高凝状态、静脉血流缓慢、血管内皮损伤等[4-5]。
髋关节置换的患者多为老年股骨颈骨折的患者，患者常合并
高血糖、高血脂等而使血液处于高凝状态；另外患者长期卧
床，下肢活动受限，从而使下肢血流处于相对缓慢状态。其

1.2 纳入标准
参照《预防骨科大手术后深静脉血栓形成的专家建议》[3]，

次，手术创伤可损伤血管内皮，并导致血液的高凝状态。低
分子肝素是一种低分子量的肝素，由具有抗血栓形成和抗凝

拟定标准如下：因股骨颈骨折、股骨粗隆间骨折、股骨头坏死

作用的普通肝素解聚而成，其具有半衰期长、皮下注射生物

需行髋关节置换术的患者，年龄≥18 岁，术前彩超检查双下肢

利用度高、出血的危险性小、使用方便、疗效肯定的作用，

排除 DVT，且无凝血功能障碍，所有患者对试验了解并签署知

近年来已成为临床中预防术后 DVT 形成的首选药物。研究结

情同意书。

果亦显示两组患者注射低分子肝素后，凝血功能较治疗前明

2

显下降。

治疗方法

中医学认为，DVT 属于股肿、脉痹、恶脉等范畴，多因
两组患者均由同一组医师完成手术，均采用硬膜外阻滞

外伤或金刃损伤致血不循常道，久卧伤气，气血亏虚，瘀血

麻醉，手术采用髋关节后外侧入路，均采用非骨水泥型人工

内阻，营血回流障碍所致 [6] 。从病理因素来看，早期以瘀为

髋关节假体。同时均采用低分子肝素钙（速碧林）皮下注射，

主，后期以虚为主，病机为气虚血瘀，血瘀为标，气虚为本。

0.4ml/次，1 次/d，连用 3 周，并指导患者术后尽早床上行下

故治疗当以活血化瘀、补气健骨为法，笔者自拟舒筋活血汤

肢肌肉等长收缩及膝关节和踝关节主动或被动功能活动等治

加减治疗。方中桃仁、红花活血化瘀，辅以川芎、当归、赤

疗。治疗组术后第 1 天起同时给予中药舒筋活血汤加减治疗，

芍理气活血，加强活血之功；黄芪补气生肌，且有利水消肿

药用桃仁 10g，红花 10g，川芎 10g，当归 15g，赤芍 10g，黄芪

之效，辅以防己加强消肿之用；牛膝、续断、骨碎补强筋健

30g，牛膝 15g，续断 15g，骨碎补 15g，延胡索 10g，防己 10g，

骨、疗伤止痛，并辅以延胡索加强止痛之效；甘草调和诸药。

甘草 5g，1 剂/d，水煎分早晚 2 次温服，连服 3 周。

诸药相配，共奏活血化瘀、补气健骨之效。研究结果亦表明

3

疗效观察

观察组患者注射低分子肝素的同时口服中药后，凝血功能较

3.1 观察指标

低于对照组。这说明中药与肝素在对髋关节置换术患者的抗

单用肝素的对照组有进一步的下降，且术后 DVT 的发生率亦

治疗 3 周后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分别检测患侧下肢股静脉
血流速度，并分别进行活化部分凝血酶时间（APTT）、凝血酶

凝方面起到了协同作用，更有效的降低了髋关节置换后 DVT
的发生率，值得临床运用。

原时间（PT）的检测；并观察两组患者术后是否有血栓形成。
参考文献：

3.2 统计方法
数据均采用 SPSS16.0 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用 x ± s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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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治疗后 APTT 和 PT 均有不同程度的升高，与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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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前对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治疗后两组组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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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观察组的 APTT 和 PT 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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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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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凝血功能比较

作者简介：

★

APTT

PT

治疗前

35.53±4.73

11.78±0.73

治疗后

40.32±5.04▲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

14.27±0.82▲

陈一帆，男，主治中医师，本科学历。
★

治疗前

35.58±4.68

11.85±0.69

治疗后

38.32±4.97▲

12.82±0.77▲

编辑：赵玉娟 编号：EA-130426135（修回：2013-10-18）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JCM 中医临床研究 2013 年第 5 卷 第 20 期

-61-

健脾补肾法组方治疗单纯性肥胖的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the Jianpi Bushen set of square on treating simple obesity
中图分类号：R589.2
【摘

文献标识码：A

张芝平
（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区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陕西 宝鸡，721013）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0-0061-01
证型：DGB

要】 本文旨在观察健脾补肾法组方对单纯性肥胖患者体重、BMI 及相关生化指标的影响，评价其对单纯性肥胖的临

床疗效。结果显示患者经健脾补肾方治疗后平均体重较治疗前明显下降，BMI 明显降低，血液生化指标呈现有益变化。
【关键词】 健脾补肾法组方；单纯性肥胖；临床观察
【Abstract】 To observe the Jianpi Bushen set of square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simple obesity, BMI and biochemical characters
relating, evaluate the effect of treating simple obesit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atients treated by the Jianpi Bushen Set of square, the
average weight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compared with before treatment, BMI decreased, blood biochemical indicators show beneficial
changes.
【Keywords】 Jianpi Bushen set of square; Simple obesity; Clinical observ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34
肥胖是指体内脂肪堆积过多或者分布异常的一种病理状
态，是糖尿病、心血管疾病、高血压及中风等多种疾病的危险
[1]

对照组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其中痊愈 15 例占 34.88%，有效
21 例占 48.84%，明显高于对照组，无效 7 例占 16.28%明显低

因素 ，控制肥胖是降低相关疾病发病率及死亡率的关键因

于对照组。经健脾补肾法组方治疗后患者体重、BMI 较治疗前

素。笔者采用健脾补肾法组方治疗单纯性肥胖疗效显著，现将

均明显下降（与治疗前比较 P<0.01）
，TG、TC、LDL-C 等生

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化指标较治疗前明显下降，出现有益变化。

1

3

资料和方法

1.1 纳入标准[1-2]

讨

论

肥胖可作为一种独立的疾病存在，也是糖尿病、心血管疾

参照《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控制指南（试行）》及

病、高血压及中风等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根据流行病学调查

文献所载标准选择病例：①一般肥胖：BMI≥25.0；②中等肥

显示肥胖患者罹患以上疾病的危险是体重正常者的 2 倍以上，

胖：BMI≥28.0；③严重肥胖：BMI≥30.0。所有病例均排除由

且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我国肥胖患者的比例呈逐年升高趋势，

内分泌及其他疾病引起的继发性肥胖的可能性。

可见控制肥胖对提高我国人民健康水平具有重要意义[1]。而目

1.2 疗效评价标准

前西药减肥虽能取得较好效果但不良反应严重，不符合安全减

①痊愈：临床症状消失或基本消失、体重下降>80%，BMI

肥原则，相反中医在单纯性肥胖的治疗领域表现出其独到的一

接近 25.0；②有效：临床症状大部分消失，体重下降 30%～

面。祖国医学认为肥胖者皆由脾胃功能失调、脾肾两虚引起，

70%，BMI 下降≥2～<4；③无效：临床症状无改善，体重下

其基本病机是痰、湿、虚。脾虚、肾虚、肝气郁滞为其本，痰、

降不足 30%，BMI 下降不足[2]。

热、湿、血瘀、膏脂为其标，为本虚标实之症[3]。治当健脾入

1.3 病例一般资料

手，兼调肝肾，补其不足，泻其有余[4]。笔者根据多年临床经

共选取病例 86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与治疗组。对照组病例

验自拟健脾补肾法组方（组方由山药、黄芪、白术、茯苓、泽

43 例，年龄 14～63 岁，平均年龄（34.51±12.8）岁，一般肥胖 9

泻、香附及黑米组成，其中山药、黄芪、白术可补脾益肾，茯

例，中等肥胖 23 例，严重肥胖 11 例；治疗组病例 43 例，年龄

苓可运脾安神，泽泻降饮化浊，以达标本兼治之功）治疗单纯

15～62 岁，平均年龄（35.01±12.7）岁，一般肥胖 10 例，中等

性肥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可使患者体重、BMI 下降，使患者

肥胖 22 例，严重肥胖 11 例。两组病例治疗前数据无统计学差异。

生化指标呈现有益变化，笔者将根据以上研究结果在今后的工

1.4 研究方法

作中做进一步的研究开发。

两组病例均给予饮食控制并行运动疗法，在此基础上治疗
组给予健脾补肾法组方治疗（制作胶囊剂，0.6g/粒，5 粒/次，

参考文献：

3 次/d）。对照组给予安慰剂治疗（淀粉，制作胶囊剂，0.6g/

[1]陈春明,孔灵芝.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与控制指南[J].营养学报,

粒，5 粒/次，3 次/d）
，两组均连续治疗 3 个月。

2004,26(1):1-8

1.5 数据统计与分析

[2]危北海,贾葆鹏.单纯性肥胖病的诊断及疗效评定标准[J].中国中西医结合

数据采用 SPSS16.0 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
验，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数据采用（ x ± s ）表示。
2

研究结果
健脾补肾法组方治疗单纯性肥胖的总有效率为 83.72%，与

杂志,1998,18(5):317-319
[3]符志强.论脾胃经与针灸减肥[J].新中医,2004,40(8):10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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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树人从肾治咳经验
Experience of HAN Shu-ren for treating cough from kidneys organ
吴 刚
（江苏省中医院，江苏 南京，210029）
中图分类号：R25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0-0062-02

证型：IBD

【摘 要】 韩树人教授从事肺系疾病的中医科研及临床诊治 40 余年，对五脏咳嗽颇有见解。本文对其从肾治咳经验进行总结。
【关键词】 韩树人；从肾治咳；经验
【Abstract】 Professor HAN Shu-ren has been engaged 40 years on lung diseases. He has a lot of experience for treating cough from
the five internal organs. Treating cough from kidneys organ was summarized in this article.
【Keywords】 HAN Shu-ren; Treating cough from kidneys organ; Experienc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35
咳嗽是肺系最常见疾病，医者对此均有一定的治疗经验，
然治疗此证，易者药到病除，难者久治不愈，极为棘手。外感
咳嗽，六气所致，以风为先导，病程大多较短，治疗以疏风宣
肺为先，即通过辨咳、辨痰，结合全身状况综合判断施治，多

于下，则孤阳浮于上，虚火上炎；或阳虚水泛为痰，上逆于肺
致咳致喘也”
。
2

辨证治疗

能愈合；久咳不愈者，或因病因复杂多变，或因体质因素，或

《景岳全书》指出：“凡治劳损咳嗽，必当以壮水滋阴为

因兼证不同，如仍以治肺为先，往往难以取得效果。故历代医

主，庶肺气得以主，嗽可渐愈”。治疗肾咳，重在补肾。韩老

家均认为咳嗽为难治病证之一。

认为，因肾为水火之脏，内寓真阴真阳，故补肾又有阴阳之别。

韩树人教授为江苏省名中医，潜心医学四十载，学识渊博，

如肾气（阳）不足，咳嗽（或伴气喘等），咯痰味咸或有黑色

博古通今，采历代医家之所长，尊古又不泥古，灵活辨证，精

者，此为肾水上泛，金水六君煎为常用方，正如《王旭高医案》

察病机，准确用药，临床疗效卓著。韩老擅长治疗肺系疾病，

云：
“咳嗽痰白味咸，是肾虚水泛为痰也。
”宗“肾虚有痰浊者，

对咳嗽的治疗有独到之处。门诊所治患者均为多次运用中西医

金水六君煎，气弱而上有浮火者，生脉饮、四君子汤合而参之”

治疗无效辗转于此，经韩老潜心诊治，霍然取效。韩老治咳，

意治之。治宜重用熟地、当归以消虚痰，温补肾阳，化无形之

尤重视五脏辨证，法随证设，方因证变，药因人施。其中因肾

痰，四君、生脉健牌，气阴兼理，治本以杜生痰之源，半夏、

脏病变殃及肺金而致咳嗽者称为肾咳，
《儒门事亲•嗽分六气毋

陈皮、白芥子、紫苑、款冬花化肺胃之痰，止咳治标，标本兼

拘以寒说》亦指出：
“咳嗽烦冤者，肾气之逆也。
”现将韩老治

治，收效卓著；若咯痰如涎唾，选用黑地黄丸加味（苍术、熟

疗肾咳经验做一粗浅总结，以供分享。

地、干姜、五味子、枣肉丸），益肾温化痰饮更切；如咳嗽时

1

病因病机
韩老认为，
《内经》中虽有五脏咳之名，但症状描述欠详，

作，动则喘甚，苔薄白，舌淡，脉弱等，肾气（阳）不足者，
韩老常以自拟方“五紫培元煎”（紫河车、紫衣核桃肉、紫石
英、紫丹参、紫苏子或紫苑）加减治之，疗效亦佳。如舌红少

更无治疗方药。故后世医家有很多阐述及发挥。
《素问•咳论》

苔，或入暮咳甚者，多属阴虚火动，上干于肺，治宜壮水滋阴，

指出：“咳则腰背相引而痛，甚则咳涎”。《诸病源候论》：“肾

补肾纳气，常用参麦地黄汤加磁石、五味子等药或百合固金汤

咳，咳则耳聋，无所闻”。《医醇腾义》曰：“或呛或喘，痰味

治之，每多获效，人参蛤蚧散亦可随证而用。

咸而有黑花者”
。
《嵩崖尊生书》记载：
“肾咳，腰背相引而痛，
舌本干，咽作咸，痰黑”。《丁甘仁医案》谓：“痰味咸，肾虚
水泛为痰，勿拘见咳而治肺也”。因此，凡咳嗽，咯痰如涎如

3

医案举隅

3.1 案例 1

唾，味咸，色黑，或咽部觉咸，或动则喘息，或耳聋失听，或

患者孙某，女，50 岁。宿疾咳嗽病史 10 余年，痰多色白

腰痛腿软等，皆属肾咳之候。肾脉贯脊系腰背，上连肝脾人肺

夹泡沫，味咸，咽痒，纳谷偏少。舌偏红，苔薄微黄，脉细。

中。肾与肺经络相连，关系密切。在功能方面，肾主纳气，肺

听两肺呼吸音偏低，未闻及干湿罗音，心脏听诊无异常。辨证

司呼吸，肾为气之本，肺为气之主，两者功能协调，则呼吸正

为咳久伤肺，病及脾肾，脾虚水谷精微不归正化，肾虚水泛为

常，由于肺肾在生理上密切相关，在病理上亦必然相互影响，

痰，上干于肺。生痰之源不断，贮痰之气不清，脾肾双亏，不

因此肾脏病变可影响及肺而发生咳嗽。至于肾咳之因，多为咳

扶其土，无以生金，不固其下，无以清上。治以益肾扶脾为主，

嗽日久，肺虚及肾，或因房劳伤肾，或因年老体弱，肾气亏虚，

兼以化痰肃肺，仿金水六君煎、四君子汤加味。药用：熟地 15g，

肾水上泛，或冲气上逆所致。故《仁斋直指方》指出：“肾气

当归 10g，党参 10g，白术 10g，麦冬 10g，法半夏 10g，茯苓

亏虚，下元不固，藏纳失职，气不归窟，致气升上逆，或阴损

12g，紫苑 10g，款冬花 10g，白芥子 6g，陈皮 6g，五味子 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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炙甘草 3g。服药 5 剂，咳嗽减轻，痰少，咸味消失，原方继服

5g，桔梗 6g，枇杷叶 10g，炙甘草 5g。1 周后咳嗽明显改善，

5 剂，咳嗽渐愈。

痰少，泡沫样，咸味不显，咽痒，左耳鸣，手脚凉。纳可，寐

3.2 案例 2

安，偶有夜尿。大便干结。舌边红，苔薄白，脉细。处方：熟

患者陈某，女，46 岁。咳嗽间作数年，常年有白粘痰，味
咸，喉痒，背冷畏寒，多汗。舌质红有紫气，苔薄黄，脉细。

地 15g，当归 10g，苏子 10g，桃仁 10g，杏仁 10g，法半夏 10g，
茯苓 15g，麦冬 10g，煅牡蛎 30g，赤芍 10g，决明子 15g，仙

辨证为脾肾两虚，痰浊内生，复感外邪，肺失清肃。谴方肺肾

灵脾 10g，玄参 15g，陈皮 5g，甘草 5g。继服 7 剂后，诸证得

标本同治。药用：熟地 15g，当归 10g，法半夏 10g，茯苓 15g，

解。

白术 10g，苏子 10g，杏仁 10g，紫苑 10g，白芥子 10g，陈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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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兼治手法正骨治疗桡骨远端骨折探析
Analysis of treating distal radius fractures wi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techniques orthopedic
张 雄
（湖南省中医药大学附属一医院，湖南 长沙，410000）
中图分类号：R27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0-0063-02
【摘 要】 目的：探讨分析对于桡骨远端骨折患者采用内外兼治手法正骨治疗的总体疗效，为桡骨远端骨折临床治疗工作的
开展提供合理化方案。方法：回顾分析我院接受住院治疗的桡骨远端骨折患者的临床资料，按照临床治疗方式的不同分为两组，
即：研究组（内外兼治手法）、对照组（复位），具体分析两组桡骨远端骨折患者的总体临床治疗效果。结果：从两组患者临床治
疗总有效率来看，研究组（94.5%）明显高于对照组（72.5%）
，其总有效率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对于桡骨远端骨折
患者来说，采用内外兼治手法（复位、小夹板固定、内服外用中药、传统手法）的疗效更为明显，提高了桡骨远端骨折患者的生
存质量以及预后效果。
【关键词】 内外兼治手法；桡骨远端骨折；手法复位；石膏外固定；中药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overall efficacy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techniques orthopedic on treating
distal radius fractures. Methods: Clinical data of patients of hospital inpatient treatment with distal radius fractures were retrospective
analyz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clinical treatment methods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study group (internal and external
techniques) and control group (reset). The overall clinical effects of patients with distal radial fractu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detailed
analyzed. Results: To compare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wo groups, the study group (94.5%)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72.5%),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Conclusion: For patients with distal radius fractures, us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techniques (reset, splinting, oral topical medicine, traditional practices) have more apparent efficac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the prognosis in patients with distal radius fractures.
【Keywords】 Internal and external techniques; Distal radius fractures; Manipulative reduction; Plaster external fixation; TCM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36
桡骨远端骨折作为常见性骨创伤种类之一，此部位处于松

桡骨远端骨折患者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两组，各 55 例。对照

质骨和密质骨交界处[1]，是整个解剖薄弱的地方，所以人体一

组：包含男性患者 23 例、女性患者 32 例；患者的年龄在 18～

旦受到外力影响就会造成骨折现象。临床数据调查结果显示，

75（52.12±4.45）岁；患者病程在 0.5h～3d 之间。研究组：包

桡骨远端骨折的发生率占急诊骨折患者的 15% [2]，且呈现逐年

含男性患者 26 例、女性患者 29 例；年龄在 16～78（50.15±

上升的发展趋势，主要发生于中老年人群，绝经后妇女相对较

4.55）岁；患者病程在 1～3d。对两组患者临床资料进行比较，

多[3]，直接影响到患者的生命健康质量以及正常生活秩序。传

符合临床对比要求。

统治疗过程中主要以手法治疗最为常见，随着临床治疗工作的

1.2 方法

不断开展，内外兼治手法正骨治疗起到的总体临床治疗效果更为

在对患者行具体临床治疗之前，要做好患者的临床诊断工

明显，提高了患者的健康生存质量。下面具体回顾分析我院采用

作。其诊断内容包含患者的外伤史、疼痛主诉、功能性障碍以

内外兼治手法正骨治疗桡骨远端骨折的临床资料，结果报告如下。

及具体的外观畸形等，在明确诊断的基础上全面了解患者的骨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我院 2009 年 1 月～2011 年 2 月期间收治治疗的 110 例

折情况（类型、移位方向），为后期治疗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两组患者均进行 2 个月的临床治疗。其中对照组行手法复位并
进行石膏外固定处理。研究组采用内外兼治手法正骨治疗，具
有方法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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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小夹板外固定患者在行整复操作后，在其桡侧、近

住患手，将拇指置于患者的腕关节桡尺两侧位置，进行腕关节

端掌侧位置各放置一个手垫，在尺侧近端放置斜垫（1 个）
，然

固定处理。在对其桡侧、尺侧进行上下活动后迅速向尺侧加大

后进行小夹板捆扎固定，将患者的腕关节置于中立位（或轻度

拉动幅度，以局部粘连撕开声为原则。

桡背伸位），前臂置于中立位，屈肘为 90°[4]。固定阶段要注

1.3 疗效判定标准[5]

意患者的肢端血运情况，及时进行夹板松紧度的调整。对于固

治愈：经 X 线摄片检查，其对位对线好，掌倾角以及尺偏

定期间出现的手部肿胀、严重疼痛以及手指麻木的患者要对其

角都恢复至正常水平，达到解剖复位，患者的功能以及外观均

进行复查和处理（布带松紧度），以 X 线片的结果作为拆除夹

恢复至正常水平，可以进行正常生活以及工作。好转：X 线摄

板的前提依据。

片检查对位对线尚可，其掌倾角、尺偏角均恢复到正常的范围

其次，中药内服对患者实施辨证给药 。治疗早期以活血

之内，患者的功能以及外观逐渐趋于正常状态，可以进行日常

祛瘀、消肿止痛为主，药方选择：桃红四物汤加三七粉；对于

的简单生活。未愈：X 线摄片显示患者的对位对线差，并存在

[5]

存在明显肿胀的患者加用蒲公英、车前子以及益母草；对于疼
痛明显的患者加用鳖虫、延胡索以及苏木。治疗中期以和营生
新以及续筋接骨为主，药方选择接骨续筋汤。后期治疗着重实
施补益肝肾、强筋壮骨，药方为补肾壮骨汤。均行 1 剂/d，分
早晚 2 次分服。
最后，中药外用、手法治疗固定拆除后采用海桐皮汤对患

成角、侧方移位情况，患者需要重新进行整复、手术治疗，否
则将直接影响到患者的功能恢复以及外观状态。
1.4 统计学方法[6]
本组研究采用统计学软件 SPSS19.0 对所得数据进行分析、
处理，计数资料采用均数±平均数（ x ± s ）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卡方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t 值检验，P<0.05 显示组间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者的患处进行熏洗，药物成分包含乳香、制没药、红花、防风
以及甘草均 10g，花椒、当归、白芷以及威灵仙均为 20g，而

2

结

海桐皮、透骨草、川芎以及桑枝均 30g。1 剂/d，水分 2 次煎服，

果

从两组患者的组间资料比较情况来看，并无差异的显著性

趁热侵洗，30min/次。中药薰洗后行手法治疗，采取拇指对患

（P<0.05）
。两组患者的总有效率对比分析结果详见下表 1，其

者的腕关处进行由轻至重的反复按摩，直至僵硬组织松弛。握

差异具有显著性，研究组优于对照组（P<0.05）
。

表 1 两组桡骨远端骨折患者临床疗效对比表 [n（%）]

3

小组名称

小组人数

治愈

好转

未愈

有效

研究组

55

42（76.5）

10（18）

3（5.5）

52（94.5）

对照组

讨

55

28（51）

12（21.5）

15（27.5）

40（72.5）

2

x

-

13.83

8.56

12.62

10.6

P

-

<0.05

<0.05

<0.05

<0.05

论

4

结

语

从本组实验结果来看，研究组患者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

内外兼治手法正骨应用于桡骨远端骨折的临床治疗效果

照组，所以内外兼治手法正骨治疗的效果更为明显，但是针对

明显，提升了骨折患者的生存质量。为了保证其应用效果，要

不同的固定体位，其起到的治疗效果不尽相同。此类骨折作为

做好病情的密切观察与严格管理，避免综合征的发生情况。

临床治疗中的简单骨折，临床处理的良好与否将直接影响到患
者的身体以及心理局面，所以必须加以重视。
小夹板外固定优势分析：使用材料相对轻便且价格较低，

参考文献：
[1]贡小英,荣国威.经掌侧入路治疗桡骨远端不稳定骨折疗效分析[J].中华骨

有效的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夹板固定不需要超上下关节位

科杂志,2010,25(11):50-53

置，所以直接促进患者早期适宜活动的展开，并符合骨折治疗

[2]陈昌红.不稳定性桡骨远端骨折的内固定治疗进展[J].中国骨与关节损伤

动静结合的原则；桡骨远端背侧以及桡侧均方垫（卫生纸叠

杂志,2010,25(5):669-669

成）
，能够避免出现骨折再次移位情况，并有效纠正残余移位。
研究组患者采用中药治疗，其应用效果明显：提高患者骨折部
位骨基质钙盐沉积以及骨痂质量；进一步促进生长激素的分泌
水平；提升骨生长因子的调控实现骨折愈合。中药熏洗是实现
药疗、热疗的有效结合，在治疗中应用能够改善患者的局部血液
循环状态、消肿、散结止痛、松解粘连、软化瘢痕以及舒筋活络，
在加上内服调理，实现了补益肝肾，促进骨折愈合的效果。从本
组桡骨远端骨折患者中研究组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所以
对照组患者采用手法复位、膏外固定，显然有其不足局面。

[3]刘振利,杨晓敏,于从海,等.桡骨远端骨折的早期并发症及防治[J].中国矫
形外科杂志,2011,5(14):1113-1114
[4]李毅嵩,赵正琦,林石明.切开复位内固定治疗老年桡骨远端不稳定骨折[J].
中国骨与关节损伤杂志,2011,26(5):465-466
[5]黄伟松,冯小兵,杨立国,等.掌侧斜形锁定加压钢板治疗桡骨远端不稳定骨
折[J].中国骨与关节损伤杂志,2011,26(3):26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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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体质论治寻常痤疮体会
Experience for treating acne vulgaris based on physique
寸鹏飞
（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云南 保山，67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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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提出治疗寻常痤疮，要以体质辨证为准则，切勿见皮治皮；调理体质为防治根本，分为阳虚体质痰瘀互结证、
阴虚体质湿热蕴肤证、阴虚体质肝郁化火证、痰湿湿热体质湿热蕴肤证、平和质肺胃热证 5 个证型来治疗。
【关键词】 体质；寻常痤疮
【Abstract】 Treating acne vulgaris should consider the physique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s the standard. Physical conditioning is a
fundamental prevention. To treat acne vulgaris based on Yangxu physique Tanyu Hujie syndrome, Yinxu physique Shire Yunfu syndrome,
Yinxu physique Ganyu Huahuo syndrome Tanshi Shire physique Shire Yunfu syndrome.
【Keywords】 Physique; Acne vulgar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37
寻常痤疮是皮肤科最常见的慢性炎症性毛囊皮脂腺疾病，

可无明显异常，或可见便溏便秘，女性可见月经量少，痛经。此

因其发病率高、易复发、损容性等特点广受关注，中医药治疗

证如单纯活血化瘀化痰散结无效，徒耗正气而已，须先扶助阳

寻常痤疮已积累了不少有益经验，然而验之临床仍让人不甚满

气，待得阳气回复，再化痰化瘀，方能见功。治以阳和汤为基

意，笔者从体质论治，取得较为满意的效果，介绍辨治体会如

础方加减，根据阳气回复情况，酌情加入化痰散瘀之品。此证

下，供同道临证参考。

疗程较长，常需 3 周以上，随着阳气来复，皮损颜色变红，并

1

有软化出脓之象，此乃佳兆，并非病情恶化，尤需注意守方静

体质辨证为准则，切勿见皮治皮

待功成，切勿更张。
寻常痤疮虽发于皮肤，却内连脏腑，并与情志、饮食、工作
生活环境息息相关，治疗当着眼于整体，从调理体质入手，见皮
治皮，永无愈期！所以辨证要以体质辨证为准则，从“形体特征、
心理特征、常见表现、发病倾向、对外界环境适应能力”[1]。5
方面作总体评估，参以舌脉为凭，把握患者整体体质状态。
2

调治患者体质为防治根本
在治疗中，重心不要局限在患者的“痤疮”上，而是放

在患痤疮的“患者”身上，治“人”为根本。取得患者的配
合，引导患者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调理患者体质才是防治
的根本。如为经常熬夜面对电脑的阴虚质患者，需劝导患者
按时作息，疗效才会提高；如为阳虚质患者，要嘱咐患者忌
生冷禁寒凉，然后以温阳之法缓缓调治，才能痊愈；如为痰
湿、湿热体质的患者，必须嘱咐患者少吃荤腥肥肉，忌酒，用

3.2 阴虚体质湿热蕴肤证
皮损淡红，丘疹、囊肿为主，虽红而不似肺热实证之鲜红，
面部油腻，或仅 T 型区油腻，其余部位干燥，饮食二便睡眠可
无明显异常，舌质红，舌体瘦薄，舌苔少或中有黄腻苔，脉细
数或细滑，口干不明显，或自觉口干但不欲饮水。治疗此证不
可盲目清热利湿，徒伤阴液，致成反复。切记阴虚为本，湿热
为标，笔者喜用《局方》甘露饮作为基础方加减治疗，甘露饮
组成为生地、熟地、天冬、麦冬、石斛、黄芩、茵陈、枇杷叶、
枳壳、甘草，本方清热养阴，行气利湿，药味芳香，清淡不苦，
养阴去湿热的效果极好。若见饮食不振乏力者，可合用四君子
汤取益气养阴之意，收效满意。
3.3 阴虚体质肝郁化火证
颜面散在黯红色丘疹、囊肿，黄褐色痘痕与凹陷性痘痕并
见，可有黄褐斑，面色暗沉，皮肤不油腻甚至偏干燥，体型偏

药才有效果。

瘦，饮食睡眠二便可无明显异常，或可见食后脘腹胁肋胀闷不
3

从体质辨证分型
寻常痤疮的中医治疗分为常分为阴虚内热、瘀热痰结、冲
[2]

适、便秘、失眠多梦，舌红少苔口干，舌体瘦薄，脉细数或弦
数，常伴有月经的异常，月经先后不定期和月经量少。治疗选

任不调三个证型 ，然而门诊患者中，证型单纯、实证者少，

用滋水清肝饮加减治疗，滋补肾阴为主，清肝解郁为辅，切不

虚实夹杂者多，尤其是反复慢性发作者，常见素体阴虚或阳虚

可误用逍遥散类更耗其阴，虽可暂获短效，但容易复发。滋水

为本，兼夹痰瘀湿热为标，当治其本，从体质论治才有望痊愈。

清肝饮即在六味地黄丸基础上加入柴胡、白芍、栀子、当归、

3.1 阳虚体质痰瘀互结证

酸枣仁，用药中注意严格按照六味地黄丸的剂量比例，否则乏

皮损以丘疹、囊肿为主，色淡红或黯红，质地较硬，多发于
两侧颌面部，长期不消退，痘痕以凹陷型多见。舌体胖大边有齿
痕，舌苔白或黯红而滑润，脉沉。口不渴，手足不温，饮食二便

效。用药 2 周左右，即可见到明显效果，同时月经的异常、面
部黄褐色痘痕和黄褐斑亦会不药而愈。
（下转 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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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湿热中阻型 Hp 相关性胃炎的
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Hp associated gastritis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陈高峰 张照兰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河南 郑州，450000）
中图分类号：R5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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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中西医结合治疗湿热中阻型 Hp 相关性胃炎的 Hp 根除率情况。方法：2012 年 5 月～2013 年 3 月期间，
将我院诊治的 60 例 Hp 相关性慢性胃炎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标准四联＋清幽健脾方）和对照组（标准四联）
，每组各 30 例，
观察并比较对两组患者的 Hp 根除率。结果：治疗组的 Hp 根除率（86.7%）
，对照组的 Hp 根除率（63.3%）
，两组根除率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中西医结合治疗湿热中阻型 Hp 相关性胃炎能提高 Hp 根除率，值得临床广泛推广。
【关键词】 Hp 相关性胃炎；中西医结合；清幽健脾方；疗效观察；Hp 根除率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DRMS type of Hp associated gastritis Hp eradication rate situation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Methods: From May 2012 to March 2013 period, 60 Hp-related chronic gastritis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
(standard quadruple＋quiet spleen square) and control group (standard quadruple), 30 in each were observed and compared in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Hp eradication rate. Results: Hp eradication rate in the treatment group (86.7%) in the control group Hp eradication rate
(63.3%), compared two groups of eradication rate was significantly (P<0.05). Conclusion: DRMS type Hp associated gastritis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can improve the Hp eradication rate, worthy of wider promotion.
【Keywords】 Hp associated gastritis; Integrative medicine; Qingyou Jianpi; Clinical observation; Hp eradication rat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38
慢性胃炎（CG）是由各种病因引起的胃粘膜慢性炎症，
作为消化系统比较常见的疾病之一，幽门螺杆菌感染是最主要

1.2 一般资料
2012 年 5 月～2013 年 3 月期间，我院门诊及住院诊治的

病因，其次与长期饮食不节、药物损伤、环境因素、长期精神

符合条件的 60 例 Hp 相关性胃炎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

紧张等有关，其发病率居于各种胃病的首位，慢性胃炎病情轻

组，每组各 30 例，治疗组患者中，男性患者 14 例，女性患者

重不同，但均缠绵迁延，反复发作，萎缩性胃炎伴中、重度肠

16 例，年龄 20.1～58.1 岁。对照组患者中男性患者 16 例，女

化生及异型增生，被视为癌前病变，并且治疗效果相对较差。

性患者 14 例，年龄 21.0～57.6 岁。在年龄、性别等方面，两

本研究中将我院诊治的 60 例 Hp 相关性慢性胃炎患者随机分为

组患者没有明显差异，具有可比性（P>0.05）
。

治疗组和对照组，观察两组患者的临床 Hp 根除率。现将结果

1.3 治疗方法

汇报如下。

1.3.1 对照组：对照组给予标准四联：奥美拉唑肠溶胶囊（常州

1

资料与方法

四药制药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 H10950086）
，20mg/次， 2
次/d，早晚餐前 0.5h 服用；阿莫西林胶囊（珠海联邦制药有限

1.1 病例选择

公司中山分公司生产，国药准字 H44021351）
，1.0g/次，2 次/d，

1.1.1 诊断标准：西医诊断标准[1]参照《全国第二届慢性胃炎研

早晚饭后立即服用；克拉霉素分散片（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

讨会共识会议（2006 年上海）
》制定；中医证候诊断标准[2]参

公司生产，国药准字 H20031041）
，0.5g/次，2 次/d，早晚饭后

照《慢性胃炎的中西医结合诊治方案（草案）
》
（中国中西医结

立即服用。枸橼酸铋钾颗粒（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广

合学会消化系统专业委员会，2003 重庆）制定的湿热中阻证的

州白云山制药总厂生产，国药准字 H44021437）
，220mg/次，2

辨证标准。

次/d，早晚餐前 0.5h 服用。

1.1.2 纳入标准：①符合慢性胃炎的西医诊断标准；②13C 尿

1.3.2 治疗组：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清幽健脾方（黄芩

素呼气试验 Hp 阳性；③符合湿热中阻证的中医诊断标准。

12g，黄连 10g，白术 12g，苍术 12g，法半夏 9g，茯苓 15g，

1.1.3 排除标准：①合并有心、脑、肝、肾及造血系统等严重

陈皮 15g，厚朴 12g，甘草 6g）
，清幽健脾方有颗粒剂组成，中

疾病者；②合并消化性溃疡，病理诊断疑有恶变者；③妊娠或

药颗粒剂（四川新绿色药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由河

准备妊娠的妇女、哺乳期妇女；④近两周内应用 PPI 或四周内

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提供，冲服，2 次/d。

服用抗菌药物、铋剂或其它影响疗效观察药物。

两组疗程均为 1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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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观察方法

在 80%左右。但最近报道标准三联疗法（PPI+克拉霉素+阿莫
西林或甲硝唑）根除率已低于或远低于 80% [4]，据临床报道，

两组停药 4 周后复查 13C 尿素呼气试验。
1.5 Hp 根除标准[3]

中药对 Hp 的根除率在 60%～90%不等。某些中成药有提高 Hp

治疗结束 4 周后复查 13C-UBT 阴性为 Hp 根除。
1.6 统计学处理

为必要。许多学者认为本病病机是脾胃虚弱为本，湿热中阻为

应用 SPSS13.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率的
2

比较采用 x 检验，P<0.05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根除率的作用[5]，因此中西医结合治疗 Hp 相关性慢性胃炎尤
标，清幽健脾方由平胃散加黄芩、黄连为主组成，方中重用黄
芩、黄连清热燥湿，既能清中焦之热，又能燥湿，白术健脾而
运化水湿，以杜绝生水湿之源，苍术苦温性燥，最善除湿运脾，

果

法半夏长于燥湿化痰，散结除满，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安神，

2.1 两组根除率比较

厚朴行气化湿，消胀除满，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炙甘草
调和药性，诸药合用，既能清热燥湿，又能脾运复健，胃气和

表 1 两组 Hp 根除率比较
组别

例数

转阴

未转阴

转阴率（%）

治疗组

30

26

4

86.7

对照组

30

19

11

63.3

注：两组 Hp 根除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治疗组疗效优

降，诸证自除。经临床疗效观察，清幽健脾方能有效提高 Hp
根除率，无明显毒副作用，故在临床治疗中值得推荐，以更好
的发挥祖国医学的优势。
参考文献：
[1]全国第二届慢性胃炎研讨会共识会议(2006 年上海)[J].现代消化及介入

于对照组。

诊疗,2007,12(1):55-59

2.2 不良反应
治疗组未见不良反应发生，对照组中出现消化道反应者 10
例。

[2]张万岱整理.慢性胃炎的中西医结合诊治方案(草案)[J].中国中西医结合
消化杂志,2004,12(5):315-318
[3]刘文忠,等.第四次全国幽门螺杆菌感染处理共识报告[J].中华内科杂志,

3

讨

论

2012,10:832-837

慢性胃炎是消化系统常见病、多发病。慢性胃炎的病因很

[4]张万岱,胡伏莲,萧树东,等.中国自然人群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流行病学调查

多，但目前认为幽门螺杆菌感染是其最常见病因。人是目前唯

[J].现代消化及介入诊疗,2010,15:265-270

一被确认的幽门螺杆菌传染源，一般认为人与人之间密切接触

[5]张万岱.中西医结合提高幽门螺杆菌相关性胃炎根除率的探讨[J].医学与

的口口或粪口传播是幽门螺杆菌的主要传播途径，流行病学调

哲学,2012,33:12-13

[4]

查表明成人感染率达到 40%～60% 。有人通过调查认为，慢

作者简介：

性胃炎病人的 Hp 感染率明显高于正常人，达 60%～90%，而
在慢性活动性胃炎的 Hp 感染率高达 90%以上。根除 Hp 不仅
可以减轻患者临床症状及胃炎程度，而且可以消除胃炎的活动
性。因此，根除 Hp 对于治疗慢性胃炎意义重大。西医抗 Hp
的治疗方案多采用三联或四联疗法，即一种抑酸剂（质子泵抑

陈高峰（1987-）
，男，籍贯：河南周口，河南中医学院 2011 级中医内
科专业研究生。
张照兰，指导老师，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脾胃肝胆二区主任、
硕士生导师、主任医师、教授。

制剂或 H2 受体拮抗剂）和（或）铋剂加两种抗生素，根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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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痰湿、湿热体质湿热蕴肤证
此证多见湿重热轻，皮损多见于额头，满布粟粒大小丘疹，

4

结

语

寻常痤疮虽为小疾，但是由于易复发、损容性的特点对患

无头，经久不愈，反复不退，颜色淡白，不红不痒，舌淡苔薄

者影响巨大，临床治疗需注意把握患者体质，以体质辨证为准

白，脉多濡，一般饮食二便均无明显异常。治疗以健脾升阳，

则，切勿见皮治皮，盲目清热解毒化痰散结，应以调治患者体

宣散湿邪为主，稍佐清热即可，方选麻杏苡甘汤合二陈汤加减，

质为防治根本，根据体质辨证分型论治，才是切中其要害之法。

笔者常加生白术、炒苍术、益母草、威灵仙，效果更好。
3.5 平和体质肺胃热证
此证多见皮损鲜红，丘疹为主，消退快，一般在 3～5d
内消退，反复发作，与辛辣饮食关系密切，舌红苔薄黄，脉
数。治疗以龚延贤之升降散合栀子鼓汤加减，药用大黄、蝉
蜕、僵蚕、姜黄、栀子、淡豆鼓、连翘、薄荷，以清透为主，
宣泄胸膈郁热，效果满意。切勿信手黄连解毒汤、枇杷清肺
饮之类盲目苦寒，以败其中阳，多致皮损缩成硬结，顽固难
消退。

参考文献：
[1]王琦.中医体质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80
[2]范瑞强,邓丙戌,杨志波.中医皮肤性病学(临床版)[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
出版社,2010:578-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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肤病的临床与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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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素兰教授治疗特发性肺纤维化经验介绍
Experience of Professor HONG Su-lan for treating
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
李艳艳
（河南中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河南 郑州，450008）
中图分类号：R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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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洪素兰教授认为特发性肺纤维化化病属中医“肺痿”
，肺气亏虚为病之本，痰瘀热互结阻络为病之标，提出了“清

肺化痰、祛瘀通络”法贯穿疾病之治疗之始终的治疗原则，应用千金苇茎汤加减进行治疗取得了明显的疗效。
【关键词】 名医经验；洪素兰；特发性肺纤维化；中医药治疗
【Abstract】 Professor HONG Su-lan believe that the 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 disease belong to TCM “Feiwei”, the deficiency
of lung was the disease fundamental, phlegm and blood stasis heat each knot for the sick of the standard, proposed a “clearing the lungs
phlegm, dispels stasis meridians” method has always been throughout the disease treatment principles, the modified Qianjin Weijing
decoction is effective on treating 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
【Keywords】 Famous doctors’ experience; HONG Su-lan; 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 TCM treatmen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39
特发性肺纤维化是指一种慢性、进行性间质性肺疾病，常

3

隐袭起病，进行性加重，存活期一般在 4～6 年左右。临床表
现主要为进行性呼吸困难和低氧血症，可伴咳嗽、吐痰等症状，
疾病后期多死于呼吸衰竭。目前其病因、发病机制尚不明确，
现代医学目前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尽管在古代中医文献中，
并无肺纤维化的病名。但根据该病的症状及临床治疗，大多数
医家将其归为肺胀、喘证、痰饮、咳嗽、肺痿、肺痹等疾病范
畴，进行辨证论治。洪素兰教授长期从事内科疑难杂症的诊治，
经验丰富，对于特发性肺纤维化的治疗有自己独特的见解，现
将其经验介绍如下。
1

疾病名称探讨
洪素兰教授认为该病属于中医“肺痿”范畴，是一种以肺热

叶焦，肺叶萎弱不用为主要病因病机的一种慢性虚损性疾患，
“肺
痿”病名首先见于《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云：
“寸口
脉数，其人咳，口中反有浊唾涎沫者……为肺痿之病”
，描述非常
符合肺间质纤维化患者脉数、咳吐白色泡沫粘痰这些常见症状。
2

病因病机
肺为娇脏，喜润而恶燥，洪素兰教授认为本病为本虚标实，

治法及遣方用药
根据本病的病因病机，洪素兰教授提出了“清肺化痰、祛

瘀通络”法贯穿疾病之治疗之始终的治疗原则，认为在疾病之
早期宜益气养阴、清肺化痰、祛瘀通络；疾病之中晚期宜清泻
痰热、祛瘀通络的治疗方法，根据临床辨证论治及临床观察，
以千金苇茎汤加减应用于临床，取得了很好的临床疗效，其基
本方药为：韦根 30g，生薏苡仁 30g，冬瓜仁 30g，桃仁 10g，
桑白皮 10g，地骨皮 10g，橘红 10g，生甘草 6g。加减变化：
肺阴虚甚者加辽沙参、天门冬、百合；痰热盛者加浙贝母、前
胡、海浮石；肺气虚则加山药、白术；痰涎壅盛者加葶苈子；
肺热重者加用黄芩、鱼腥草。
4

验案举例
患者，男，73 岁，以“进行性呼吸困难 4 年，加重 1 个

月”为主诉就诊。患者于 4 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活动后呼吸困
难曾在某省级医院就诊，诊断为特发性肺纤维化，并给与激素
及免疫抑制剂治疗，症状可缓解，但仍进行性加重，每年反复
多次住院，曾出现呼吸衰竭。1 个月来呼吸困难逐渐加重，稍
活动则喘促气短，伴咳嗽、咳痰，痰液黄白相间。初诊时症见：

其病位在肺，但与脾肾二脏关系也很密切。肺气亏虚为病之本，

呼吸困难，活动后尤甚，咳嗽有痰，口干，乏力，面色晦暗，

肺气虚则宣发肃降，通调水道功能异常，水湿内停，聚湿成痰，

口唇轻度紫绀，舌质黯红，苔黄腻，脉滑数。查体：呼吸 30 次

痰浊壅肺，郁而化热；阴虚则肺脏失养，阴虚内热，另因病情

/min；口唇色暗，双下肺可闻及 Velcro 啰音。肺部 CT 片显示：

缠绵，久病入络，可出现瘀血阻滞，气机不畅，从而加重肺功

双肺弥漫性网状改变。肺功能检查示：通气功能障碍，弥散功

能的低下，故痰瘀热互结阻络为病之标；唐容川所云：
“痿者，

能下降。诊断：特发性肺纤维化。证型：热瘀互结。治法：清

萎也，如草木萎而不荣，为津涸而肺焦也”。痰浊、瘀血既是

泻痰热、祛瘀通络。处方：清半夏 10g，橘红 10g，茯苓 10g，

病理产物也是重要的致病因素，痰浊、瘀血久留气道，更易滋

炒白芥子 10g，炒苏子 10g，炒卜子 10g，冬瓜子 30g，生薏苡

生细菌，这也是肺纤维化患者病情不易好转的重要因素之一。

仁 30g，桃仁 10g，黄芩 10g，韦根 30g，桑白皮 15g，地骨皮

研究发现[1]特发性肺间质纤维化患者肺组织中有着高浓度的促

12g，海浮石 30g（先煎）
，15 付，1 剂/d，水煎服。二诊：活

凝物质，抗凝血药物可使患者 3 年存活率显著提高。

动后呼吸困难缓解，但自觉乏力、口干症状较前无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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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在基本方的基础上加用北沙参 15g，天门冬 10g，茯苓 10g，

者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张秉成在《成方便读》解千金苇茎汤曰：

白前 10g，黄芩 10g，生山药 30g，15 付，1 剂/d，水煎服。三

“桃仁、甜瓜子皆润降之品，一则行其瘀，一则化其浊。苇茎

诊：呼吸困难好转，可日常活动大约 500m，咳痰顺利，但痰

退热而清上；薏苡除湿而下行。方虽平淡，其通瘀化痰之力，

量仍较多，大便不成形，仍有口干、乏力等症，双下肺仍可闻

实无所遗。所以病在上焦，不欲以重浊之药重伤其下也”[2]，

及 Velcro 啰音。上方加炒白术 10g，炒扁豆 10g，大贝 6g，炒

洪素兰教授应用千金苇茎汤加减治疗特发性肺间质纤维化以

葶苈子 10g（包煎）
，大枣 3 个，15 付，1 剂/d，水煎服。四诊：

祛瘀化痰治其标，益气养阴扶正气，取得了明显的疗效，因本

患者呼吸困难、口干、乏力症状较前明显减轻，近几日因饮食

病病因素复杂，治疗上要详审病机，掌握辨证要点，方能达到

不当，出现黄痰，炒考虑痰热盛，治疗上在三诊方的基础上加用

改善临床症状及肺功能，提高患者生存年限改善的作用。

黄芩 10g，鱼腥草 30g 等；此后随证加减调治半年，患者临床症

参考文献：

状明显减轻，口唇紫绀明显好转，可以适当从事家务劳动，疗效
[1]孔勤,陈民利.特发性肺纤维化发病机制的研究发展[J].中国比较医学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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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病发病原因不清，患者生存质量下降，预后不佳，给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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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拟疏肝散结汤合肩井穴埋线治疗肝郁型
乳腺增生症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liver-type mammary hyperplasia with the
Shugan Sanjie decoction plus Jianjing point catgut embed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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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自拟疏肝散结汤加减结合肩井穴埋线治疗肝郁型乳腺增生症的临床疗效。方法：94 例乳腺增生症患
者按就诊顺序随机分为自拟疏肝解郁汤加减结合肩井穴埋线的治疗组（简称治疗组）和口服“乳癖消”片的对照组，观察治疗前
后患者临床症状、体征及检查等方面的变化。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87.8%，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64.7%，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
异有显著性意义（P<0.01）
。结论：自拟疏肝散结汤加减结合肩井穴埋线治疗肝郁型乳腺增生症疗效明显。
【关键词】 疏肝散结汤；肩井穴；埋线；肝郁型；乳腺增生症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Shugan Sanjie decoction plus Jianjing point catgut embedding on
treating liver-type mammary hyperplasia. Methods: 94 cas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treated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in patients with clinical symptoms, signs and checking other changes were observed.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87.8% in the treated group, and was 64.7%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1). Conclusion: The
Shugan Sanjie decoction plus Jianjing point catgut embedding has obvious effect on treating liver-type mammary hyperplasia.
【Keywords】 Shugan Sanjie decoction; Jianjing point; Catgut embedding; Liver-type; Breast hyperplasia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40
乳腺增生症，又称乳腺结构不良，是一种常见的、多发难治

本组 94 例乳腺增生症患者均为女性，均为我院 2009 年 1

的慢性非炎性乳房疾患，是一组与内分泌功能密切相关的一类乳

月～2012 年 12 月的门诊患者，均行临床手检、近红外线乳腺

腺疾病的总称，其病变实质是乳腺上皮和间质的非炎症性、非肿

扫描或彩色多谱勒检查确诊并排除恶性病变，按就诊顺序随机

[1]

瘤性增生，病变过程规律性不明显 ，发病率占全部乳房疾病的

分为自拟疏肝解郁汤加减结合肩井穴埋线的治疗组（简称治疗

74.1%，占育龄妇女的 40% 。笔者自 2009 年 1 月～2012 年 12

组）和口服“乳癖消”片的对照组（简称对照组），其中治疗

月应用自拟疏肝散结汤加减结合肩井穴埋线，对 94 例肝郁型乳腺

组 49 例，年龄最小者 25 岁，最大者 50 岁，平均年龄（31.9

增生症患者进行治疗及随访观察，收到满意效果，报道如下。

±6.3）岁，病程 9 个月～15 年，平均（25.3±8.1）个月；对

[2]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照组 45 例，年龄最小者 26 岁，最大者 52 岁，平均年龄（32.5
±6.8）岁，病程 10 个月～14 年，平均（24.3±8.6）个月。两
组患者年龄、病程、病情分布基本相近，统计学处理无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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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P>0）
，具有可比性。

伴心烦易怒，夜间易醒，舌红苔薄黄，脉弦。双侧乳房可扪及

1.2 诊断标准

大小不等，形态各一，呈条索状、结节状肿块，边界欠清，活

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1994 年颁布的《中医病证诊断疗
[3]

动度可，有压痛，双侧腋下淋巴结无肿大，彩超显示：双乳腺

效标准》 诊断依据。①多数在乳房外上象限有一扁平肿块，

腺体结构紊乱，增粗、增强，诊断乳腺小叶增生，辨证为肝郁

扪之有豆粒大小韧硬结节，可有触痛。肿块边界欠清，与周围

气滞、痰瘀化火，治以疏肝理气、清火止痛，以疏肝散结汤加

组织不粘连。②乳房可有胀痛，每随喜怒而消长，常在月经前

减治疗。处方：栀子 9g，丹皮 9g，醋柴胡 10g，夏枯草 15g，

加重，月经后缓解。③本病多见于 20～40 岁妇女。④钼靶 X

川芎 10g，川楝子 10g，香附 10g，浙贝母 10g，生麦芽 30g，

线片或彩色多谱勒等检查有助诊断。必要时作组织病理学检查。

生山楂 30g，炙甘草 3g。于月经干净后第 5 天后开始服药并双

中医症状可见：多见于青壮年妇女，乳房肿块随喜怒消长，伴有

肩井穴位埋线。1 个月经周期后复诊，诉乳房胀痛减轻，双乳

胸闷胁胀，善郁易怒，失眠多梦，心烦口苦，舌苔薄黄，脉弦滑。

肿块明显缩小，伴头晕眼花、心悸怔忡，原方去川楝子加杭白

2

芍 12g，全当归 10g，治疗 3 个月经周期后，上述症状及体征

治疗方法

均消除，彩超检查：乳腺小叶增生肿块消失。

2.1 中药治疗
药物组成：醋柴胡 10g，炒白芍 12g，当归 10g，夏枯草 15g，

5

体

会

川芎 10g，川楝子 10g，香附 10g，浙贝母 10g，生麦芽 30g，炙

乳腺增生症属中医“乳癖”的范畴，临床主要表现为乳房

甘草 3g。加减：两胁痛甚加青皮、延胡索；肿块明显，坚硬不消

结块并胀痛，发病因素与情致、饮食、劳倦以及先天体质等因素

加穿山甲、王不留行；月经不调者加益母草、当归尾。用法：水

有关，据我们临床观察，本病与情绪不快，精神抑郁等因素关系

煎服，于每次月经干净后第 5 天开始服用，至来月经时停止服用。

相当密贴，盖以患者生活环境压抑、工作压力大又不得释放所

2.2 埋线治疗
肩井穴严格无菌操作，戴无菌手套，选用 9#一次性埋线针，

致。高锦庭《疡科心得集》曰：
“乳癖由肝气不舒郁结而成”[4]、
“乳中结核……以阳明胃土，最畏肝木，肝气有所不舒，胃见

左手拇指与食中二指相配合，提捏住肩井穴部位，右手持针，

木之郁，唯恐来克。伏而不扬，肝气不舒，而肿硬之形成”[5]。

以穿刺方式从穴位刺入，穿过穴位下方，至皮下组织与肌肉层

平素情志抑郁，而致肝郁气滞，肝主疏泄，肝气不舒，气机不

之间，患者有较强的酸麻重胀感时松开左手，边推针芯、边退

畅，血行受阻，产生气滞血瘀，根据“木郁达之”
、
“结者散之”

针管，将 2cm 长羊肠线注入，然后以碘伏棉签轻揉穴位，使肠

的原则，利用疏肝散结汤疏肝解郁，消滞散结，进行辨证。本

线埋入皮下组织，创可贴固定，3 天内不能见水，防止感染。

活血柔肝，助柴胡和肝解郁，改善血液循环，促进组织修复，

于每次月经干净后第 5 天埋线一次。
以上两组均以 1 个月经周期为 1 个疗程，第 3 次月经干净
后第 5～10 天观察疗效。
3

方中柴胡、麦芽疏肝解郁，调理气机为主药；当归、芍药养血
香附、川楝子行气导滞共为方中辅药；浙贝母、夏枯草、川芎
理气活血，散结通络，为方中佐药；炙甘草和中，调和诸药为
使药。诸药合用，具疏肝解郁，消滞散结之功效。足少阳胆经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在足部交于足厥阴肝经。肝主藏血，有储藏血液和调节血量的
生理功能，和女子生理、病理有密切不可分割的关系。肩井穴

3.1 疗效标准
参照 1994 年颁布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诊断疗

本身属足少阳胆经，又络属于肝脏，具有强大的调节肝胆气血

效标准》 进行疗效判断。治愈：乳房肿块及疼痛消失。好转：

的作用，肩井穴位埋线，操作时间短暂，但可长期刺激穴位，

乳房肿块缩小，疼痛减轻或消失。未愈：乳房肿块及疼痛无变化。

持久发挥腧穴疏通经络效果，调整神经功能、对乳腺功能是一

3.2 治疗结果

种良好的调节，以达到治病的目的，故用之效果明显。

[3]

经 3 个月经周期治疗后，治疗组 49 例患者治愈 24 例
（49.0%）
，好转 19 例（38.8%）
，未愈 6 例（12.2%）
，总有效
率 87.8%；对照组 45 例患者治愈 19 例（42.2%）
，好转 11 例
（24.5%）
，未愈 15 例（33.3%）
，总有效率 64.7%。两组经统
计学处理，P<0.05，有显著性差异，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
组。见表 1。

[1]杨志辉,李济娜,张智慧,等.乳腺增生症临床分型探讨[J].中国中西医结合
外科杂志,2003,9(5):379
[2]黄明皓,杨泽雄,李正华,等.疏肝补肾散结汤治疗乳腺增生症 56 例临床观
察[J].云南中医学院学报,2007,2(30):47-48
[3]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

表 1 治疗前后两组疗效比较

4

参考文献：

社,1994:45-46

组别

例数

治愈

好转

未愈

总有效率（%）

[4]楼丽华.乳腺病诊治漫谈[J].江苏中医药,2011,43(12):28-29

治疗组

49

24

19

6

87.8

[5]李政.乳腺增生病辨治体会[J].江苏中医药,2012,44(3):31-32

对照组

45

19

11

15

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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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病例
患者马某，女，33 岁，诉双侧乳房疼痛 3 年，乳房胀痛时

重时轻，月经前及情绪抑郁时明显加重，月经后症状能减轻，

谢小强（1974-），第一作者，女，本科学历，中医内科主治医师。研
究方向：中医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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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降相宜在治疗脾胃病中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the elevating comfortably in treating spleen and
stomach disease
庞 征 张补争
（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哑柏中心卫生院，陕西 周至，710406）
中图分类号：R25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0-0071-01

【摘 要】 人体的气血是由脾胃将食物转化而来，故脾胃乃后天之本。故升降相宜才能气血生化有源，则疾病自愈。
【关键词】 脾胃；失常；气机升降之枢纽
【Abstract】 The body’s blood is transformed from the food by the spleen and stomach, so the spleen and stomach is fundamental of
acquired. So the elevating comfortably can blood biochemical active, self-heal of disease.
【Keywords】 Spleen and stomach; Disorders; The hub of qi movement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41
胃，又称胃脘，分上、中、下三部。胃的主要生理功能是

则气血生化有源，脏腑经络，四肢百骸得其濡养，人体才可阴

受纳与腐熟水谷，胃以降为和。脾的主要生理功能是主运化、

平阳秘，精神乃治。在治疗不同疾病中，脾胃升降各有侧重。

主升清和主统血。主运化：运，即转运、输送；化；即消化吸

西医治疗上通常使用胃动力药及胃黏膜保护剂等治疗，但部分

收。脾胃升降失常，则内而五脏六腑，外而四肢九窍，都会发

患者疗效不甚理想。胆汁反流性胃炎临床表现为胃脘疼痛、灼

生种种病症。脾主升，主运化，为胃行其津液以濡养四肢。
“若

热、嘈杂、嗳气、口苦及倦怠乏力等症状，属中医“胃脘痛”
、

脾病不能为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禀水谷气，气日以衰，脉道

“嘈杂”
、
“呕吐”
、
“痞满”等范畴。

不利，筋骨肌肉，皆无气以生，故不用焉。
”脾主升，胃主降，

再如功能性便秘，是指排除肠道、全身器质性疾病和药物

脾胃升降失常则诸病生。“是动则病舌强，食则呕，胃脘痛，

导致的便秘之外的，以一种具有持续性排便困难，大便次数减

腹胀善噫，得后与气，则怏然如衰，身体皆重。是主脾所生病

少或排便不尽感的功能性肠病。西医诊断以罗马 III 为标准，

着，舌本痛，体不能动摇，食不下，烦心，心下急痛，溏瘕泄，

治疗多采用泻剂及胃肠动力药，但远期疗效差，易反复。本病

水闭，黄疸，不能卧，强立股膝内肿厥，足大指不用”，即论

临床表现为大便干结或不干结但排便时间和周期延长，或解便

述脾气不运，胃气上逆，舌本牵强，运动不利，兼见呕吐、善

不畅，属中医学“便秘”范畴。中医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

噫、胃痛等症。总之从气机升降在脾胃生理、病理的体现得出

气血生化之源，中焦脾胃乃人体阴阳气机升降运动的枢纽。脾

脾胃病的治疗关键在于重视调理脾胃的气机。

气升则水谷之精微得以敷布，胃气降则水谷糟粕得以传化，若

不过对于脾胃升降理论问题不同医家有不同的观点。有的

中焦脾胃升降失衡，则大肠传导失常而发便秘，故便秘主要病

认为在升降问题上，特别强调生长和生发的一面。认为只有谷

机为脾失健运，胃失和降，纳运失常，气机阻滞。故治疗上予

气上升，脾气生发，元气才能充沛，生机才能活跃，阴火才能

以健脾益气，和降胃气，恢复脾胃气机之升降，俾脾升胃降，

潜藏。与此相反，谷气不升，脾气下流，元气即将匮乏和消沉，

腐熟运化有力，化生精气，津液上升，糟粕下降，大肠得以运

生机也会受到影响，不能活跃起来，阴火即可因之上冲而为各

化，便秘自可缓解。

种病症。因此，在理论上非常重视生发脾之阳气，在治疗时喜
用升麻、柴胡之类的药物，以遂其生升之性。

脾胃是气机升降之枢纽，脾气升清，胃气降浊。生理状态
下，脾胃脏腑之气升已而降，降已而升，升中有降，降中有升，

有的人认为在升降问题上，更重视通降胃气。通降乃治胃

始终保持协调通畅，故而人体能够升清降浊，摄取精微，排泄

之大法。胃为水谷之脏，六腑者传化物而不藏，以通为用，以

废物，完成机体的新陈代谢。若气机失调，升已不降，降已无

降为顺。降则和、不降则滞、反升则逆，通降是胃的生理特点

升，升降混乱，则易致人体发病。故治疗脾胃疾病重在调理脾

的集中体现。邪气犯胃，胃失和降，脾亦从而不运，一旦气机

胃气机，使脾气得运，胃气得降，气血生化有源，则疾病自愈。

壅滞，则水反为湿、谷停为滞，可成气滞、血瘀、湿阻、食积、
痰结、火郁等为患。因而胃病不论寒热虚实，内有郁滞是共同

参考文献：

点。寒则凝而不通，热则壅而失降，伤阳者滞而不运，伤阴者

[1]郭元敏,徐有水,刘日才.试述中医升降理论在脾胃病临床中的运用[J].浙

涩而不行。因此在治疗上特别强调一个降字，疏其壅塞，消其

江中医杂志,2010

郁滞，并承胃脘下降之性推陈出新，导引湿浊郁滞下行。

[2]任爱萍.调升降治脾胃病[J].河南中医,2005(6)

还有的人认为治脾胃病主张轻灵流畅，当升者升，当降者
降，意在恢复脾胃之升降功能，使脾胃升降相应，阴阳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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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味四君子汤改善胃癌术后患者生活质量疗效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improving quality of life about postoperative gastric
cancer patients with flavored Sijunzi decoction
赵 耀
（河南中医学院，河南 郑州，450000）
中图分类号：R735.2
【摘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0-0072-02

证型：IAD

要】 目的：加味四君子汤改善胃癌术后患者生活质量疗效观察。方法：把 60 例胃癌术后患者用数字化随机表分为干

预组和对照组，每组均为 30 例。对照组给予化疗处理，干预组在化疗基础上给予加味四君子汤，28d 为 1 个疗程。结果：干预组
生活质量改善较对照组明显。结论：加味四君子汤可以提高胃癌术后患者生活质量。
【关键词】 加味四君子汤；胃癌术后；生活质量
【Abstract】 Objective: Study on improving quality of life about postoperative gastric cancer patients with flavored sijunzi decoction.
Methods: 60 cases of postoperative gastric cancer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treated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Each group
has 30 cases. Both groups treat with chemotherapy. The treated group adds favored sijunzi decoction. A course of treatment has 28 days.
Results: The treated group has better effect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bout quality of life. Conclusion: Favored sijunzi decoction can improve
postoperative gastric cancer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Keywords】 Flavored sijunzi decoction; Postoperative gastric cancer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42
胃癌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较

煎法，日服 1 剂，28d 为 1 个周期。

高，在各种恶性肿瘤中居于首位，尤以中老年高发。目前仍以

1.4 疗效标准

手术为主要治疗措施。但肿瘤是一种消耗性疾病，加之手术后

1.4.1 Karnofsky 评分评定
采用 Karnofsky 评分标准评估患者化疗前后的生活质量[1]。

气血亏虚之象更为明显。笔者通过观察加味四君子汤对胃癌术
后患者改善生活质量进行疗效观察，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显效：治疗后比治疗前提高≥20 分；有效：治疗后比治疗前提
高≥10 分；稳定：治疗后比治疗前无提高；无效：治疗后比治
疗前下降。
1.4.2 症状评价

选取我院接受胃癌根治术的患者 60 例，男性患者 34 例，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的判断标准[2]，治疗

女性患者 26 例，依据数字化随机表将其分为两组，将两组患

前后症状分数分别相加总计积分情况比较。显效：治疗后疗效

者的基本资料相比较，两组患者性别、年龄、手术方式、病理

指数≥70%；有效：治疗后疗效指数≥30%；无效：治疗后疗

学分型、治疗前 Karnofsky 评分及症状分数等差异无统计学意

效指数<30%。

义（P>0.05）
，具有可比性。

1.5 统计学方法

1.2 诊断标准
①均经手术及病理诊断确诊，TNM 分期为 II～III 期；②年
龄 30～65 岁；③术后 3 个月未接受其他药物治疗，且未发现
复发或远处转移；④无严重的心肝肾等器质性疾病或血液系统
疾病。
1.3 治疗方法
化疗采用 FAP 方案：顺铂（DDP）30mg/m2 静滴，第 1～3
第 1，
8 天；ADM 40mg/m2
天；
5-氟脲嘧啶
（5-FU）
600mg/m2 静滴，
静滴第 1 天，DDP 75mg/m2 静滴第 1 天；28 天为 1 个周期，均
完成 4 个周期。干预组在化疗基础上加服加味四君子汤。主方：
人参 30g，黄芪 30g，茯苓 15g，白术 15g，甘草 10g。呕吐者
加旋复花、生姜、代赭石；口渴者加沙参、麦冬；苔腻者加藿
香、薏仁；痰食交阻者加海藻、山楂、浙贝母、神曲。采用水

两组间计数资料用 x2 检验比较，所有数据通过 Excel 函数
进行统计分析。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
2

结

果

2.1 Karnofsky 评分比较
干预组生活质量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见表 1）
。
表 1 两组治疗前后 Karnofsky 评分比较 [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稳定

无效

干预组

30

12（40）

10（33.33）

6（20）

2（6.67）

对照组

30

5（16.67）

7（23.33）

10（33.33）

8（26.67）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 中医症状疗效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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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组中医症状改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见表 2）
。

参考文献：

表 2 中医症状疗效比较 [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干预组

30

14（46.67）

12（40）

4（13.33）

26（86.67）

对照组

30

7（23.33）

9（30）

14（37.13）

16（53.33）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3

结

价值。

[1]李春启,张秀荣.胃癌的化学治疗[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5:266
[2]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M].2 版.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2
[3]郁仁存.中医肿瘤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15
[4]余桂清,张代创,梁富义.探讨中西医结合防治恶性肿瘤的前瞻性研究[J].

论

祖国医学认为脾虚是胃癌发生和发展的内在因素，脾虚在
胃癌形成、发展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3-4]。
“脾为后天之本”
，人

中国中西医结合外科杂志,1994,1(1):52

作者简介：

体生命活动的继续和精气血津液的化生均依赖于脾的运化水
谷精微。加之手术后气血衰败之象更为明显。笔者通过观察加

赵耀（1984-）
，男，通讯作者。河南中医学院 2011 级硕士研究生，中
医内科专业。

味四君子汤对胃癌术后患者改善生活质量进行疗效观察，发现
编辑：董然

加味四君子汤可以明显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有良好的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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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逆散联合四逆汤治疗雷诺病的临床价值分析
Clinical value analysis of the Sini powder plus Sini decoction in
treating Renault disease
赵知荣
（岳阳县妇幼保健院，湖南 岳阳，414100）
中图分类号：R5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0-0073-02

证型：BDGI

【摘 要】 目的：对应用四逆散与四逆汤联合对患有雷诺病的患者实施治疗的临床效果进行研究。方法：抽取 54 例患有雷
诺病的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平均每组 27 例。采用四逆散对对照组患者实施治疗；采用四逆散与四逆汤联合对治疗组
患者实施治疗。结果：治疗组患者雷诺病病情控制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肢端痉挛症状消失时间和治疗方案实施总时间明显短于
对照组；治疗后病情复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治疗期间未出现药物不良反应。结论：应用四逆散与四逆汤联合对患有雷诺病
的患者实施治疗的临床效果非常明显。
【关键词】 四逆散；四逆汤；雷诺病；治疗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the Sini powder plus Sini decoction on treating Renault disease. Methods: 54
cases were selected, and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treated group, an average of 27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Sini powder for treatment;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the Sini powder plus Sini decoction. Results: The control effect of the
treate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limb spasticity symptoms time and treatment program implementation
total time were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 relapse rat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Both groups during treatment does not appear adverse medicine reactions.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Sini powder
plus Sini decoction is very obvious.
【Keywords】 Sini powder; Sini decoction; Renault disease; Treatmen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43
雷诺病在临床上又被称为肢端动脉痉挛症，主要是由于患
者的手或足动脉出现痉挛现象，而导致末梢供血出现严重异常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的一种综合征[1]。该类患者的主要临床症状表现为，手指或足

在 2010 年 11 月～2012 年 11 月抽取 54 例患有雷诺病的患

趾皮肤的颜色顺序呈现苍白、紫绀和潮红的病理学改变，这种

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对照组患者中男 8 例，女 19

变化在临床上习惯性的称为雷诺现象。本次研究对雷诺病患者

例；患者年龄 19～57 岁，平均年龄（29.7±1.6）岁；患病时

在治疗过程中应用四逆散与四逆汤联合的临床效果进行研究。

间 1～34 个月，平均患病时间（10.3±0.8）个月；治疗组患者

现对整个研究过程汇报如下。

中男 9 例，女 18 例；患者年龄 18～59 岁，平均年龄（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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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患病时间 1～36 个月，平均患病时间（10.5±0.7）个月。

响；显效：临床症状表现经治疗后已经基本消失，在外界的刺

抽样研究对象在年龄、性别、患病时间等几项自然资料方面比较

激下偶尔会出现指（趾）发凉等症状表现，但皮肤的颜色不会

均无显著组间差异（P>0.05）
，可进一步进行科学比较研究。

发生任何改变，生活和工作偶尔会略受到一些影响；有效：临

1.2 方法

床症状表现经治疗后基本消失，在外界的刺激下偶尔会出现雷

1.2.1 治疗组治疗方法：口服四逆散和四逆汤，主要方剂组成

诺现象，但症状表现与体征与治疗前比较已经明显减轻；无效：

为白芍 15g，柴胡、枳实、附子、干姜、甘草各 10g。上肢病

患者治疗后症状表现与体征均没有任何改善，或病情有进一步

变患者加用桑枝进行治疗，下肢病变加用牛膝进行治疗。水煎

加重的发展趋势[2]。

服，1 剂/d，分早晚服用，计划治疗 1 个月。

1.5 数据处理

1.2.2 对照组治疗方法：单纯服用四逆散，方法和剂量与治疗
组相同。

本次研究所得数据资料均采用统计学软件 SPSS18.0 进行
处理，以均数加减标准差形式（ x ± s ）表示计量资料，对计
数资料和组间对比分别进行 t 检验和 x2 检验，当 P<0.05 时，

1.3 观察指标
将两组研究对象的雷诺病病情控制效果、肢端痉挛症状消

认为差异有显著性，有明显的统计学意义。

失时间、治疗方案实施总时间、治疗后病情复发率、治疗期间

2

不良反应等情况作为观察指标进行对比。

2.1 雷诺病病情控制效果

1.4 治疗效果评价方法

结

果

对照组有效率 63.0%；治疗组有效率 92.5%。两组患者雷

痊愈：临床症状表现经治疗后已经完全消失，在外界的刺
激下不会再次出现雷诺现象，没有对生活和工作造成任何影

诺病病情控制效果组间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详
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雷诺病病情控制效果比较 [n（%）]
组别

例数（n）

痊愈

对照组

27

4（14.8）

治疗组

27

8（29.6）
<0.05

<0.05

P值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5（18.5）

8（29.7）

10（37.0）

17（63.0）

12（44.4）

5（18.5）

2（7.5）

25（92.5）

<0.05

<0.05

<0.05

血管床，就会导致出现反应性充血，皮肤颜色转为潮红[3]。

2.2 肢端痉挛症状消失时间和治疗方案实施总时间
两组患者治疗方案实施时间组间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该病与中医所说的“四逆”证非常类似，我国古代著名医
家李中梓曾指出：“此证虽云四逆，必不甚冷，或指头微温，

（P<0.05）
。详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肢端痉挛症状消失时间和治疗方案实施总时间比较（d）

或脉不沉微，乃阴中涵阳之证，惟气不宣通，是为逆冷。”在
著名医学著作《伤寒论》中有“少阴病，四逆，其人或咳，或

组别

例数（例）

症状消失时间

治疗总时间

对照组

27

13.59±2.04

20.58±2.05

发热恶寒，四逆拘急，手足厥冷，四逆汤主之”的叙述。四逆

治疗组

27

9.41±1.75

14.83±2.26

散所治的四逆，乃是由于肝气郁结，气机不利，阳郁于里，无

<0.05

<0.05

P值

2.3 病情复发率和不良反应情况

悸，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和“吐利汗出，

法顺利达于四末所导致发病。四逆散方中所含的柴胡主要具有
疏肝解郁的功效，枳实可以达到行气散结的治疗效果，芍药能

有 8 例对照组患者在治疗后雷诺病症状再次复发，该组患

够和营，甘草可以缓急，合而成方，能够达到使肝气条达，郁

者病情复发率达到 29.6%；有 1 例治疗组患者在治疗后雷诺病

阳得伸，则肢厥自愈的治疗目的。四逆汤在中医临床上主要被

症状再次复发，该组患者病情复发率达到 3.7%。两组患者雷诺

用于对少阴病阴盛阳亡液竭的重证进行治疗，方中所含的附子

病病情复发率组间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
。

具有温肾回阳的作用，干姜可以达到温中散寒的效果，甘草能

3

讨

论

导致雷诺病患者发病的主要原因目前还不是十分清楚，寒
冷产生的刺激、情绪的突然变化或精神过度紧张，都有可能导

够调中补虚。雷诺病患者的阳虚之势虽不如四逆汤证重笃，阳
虚寒盛之病机基本相同，故可采用本方进行治疗[4]。
参考文献：

致该类患者发病。相关专家经研究后认为，本病主要是由于支

[1]秦绍林,蔡增强,刘少河,等.四逆散合真武汤治疗雷诺病 2 例[J].中医杂志,

配手、足动脉的交感神经的活性过高所导致。也有人认为是由

2009,12(09):173-174

于动脉血管壁出现退行性病变，使患者的末梢血管对寒冷、情

[2]武传征,李庶方.当归四逆汤合阳和汤治疗肢端动脉硬化闭塞症的效果探

绪压力等外界刺激的反应过度而导致发病。目前临床普遍认

讨[J].中国医药指南,2012,10(15):131-132

为，前列腺素代谢、微循环和血管内皮细胞的功能出现异常是导

[3]雷蕊娥,康健.四逆汤治疗冠心病心绞痛 64 例疗效分析[J].中国实用医药,

致本病发病的生理基础。寒冷或精神因素使肢端血管出现痉挛，

2012,14(18):202-203

毛细血管的灌注量严重不足，皮肤颜色表现为苍白。继而使毛细

[4]王国明,张永健.当归四逆汤的应用和实验研究进展[J].现代中西医结合杂

血管出现扩张淤血，皮肤发绀而呈现出青紫色。经保暖处理后血

志,2012,11(13):118-119

管的痉挛现象得以解除，大量血液有重新进入到处于扩张状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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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拟方治疗新生儿硬肿症疗效观察
Effect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scleredema in newborns with
the self-made prescription
李文媛
（长沙市中医医院，湖南 长沙，410001）
中图分类号：R272.1
【摘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0-0075-02

要】 目的：拟探讨自拟中药方对新生儿硬肿症的治疗效果，进而探讨及评价其可能的疗效及机理。方法：采用口服

自拟中药方，每日 1 剂，水煎至 100ml，分 3～4 次口服，将药渣第 2 次煎煮至 500ml，冷却至 39℃～42℃后给新生儿患者擦洗全
身。通过体温、皮肤颜色、并发症等多方面进行评价，观察中药方对上述指标的影响。结果：32 例患儿，治愈 30 例，好转 2 例，
无效 0 例，总治愈率为 93.75%。结论：自拟中药方能提高新生儿硬肿症的治疗效果，提高婴儿的生存率，能降低新生儿硬肿症的
其他并发症。
【关键词】 新生儿硬肿症；中医药疗法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the prescrip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scleredema in newborns, and then discuss and
evaluate the possible effect and the mechanism. Methods: To use oral prescription, one dose per day, water frying to 100 ml, 3～4 times of
oral, the liquid to the second decoction to 500 ml, cooling to 39 ℃ to 42 ℃ for neonatal patients after body washed. Through the body
temperature, skin color, to evaluate various complications, to observe the effects of the prescription of the above indicators. Results: 32
cases, cured 30 cases, improved in 2 cases, ineffective in 0, the total cure rate was 93.75%. Conclusion: TCM recipe can improv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scleredema in newborns, improve infant survival, can reduce other complications of scleredema in newborns.
【Keywords】 Scleredema in newborns; TCM therap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44
新生儿硬肿症是指新生儿期由于多种原因引起的皮肤和

或夏季发病者不出现低体温。硬肿为对称性，依次为双下肢、

皮下脂肪变硬并兼有水肿的一种严重疾病，报道称新生儿硬肿

臀、面颊、两上肢、背、腹、胸部等，严重时肢体僵硬，不能

[1]

症占同期新生儿疾病的 24.9% ，近几年笔者采用中医药康复

活动。多器官功能损害：早起心率低下，微循环障碍，严重时

疗法治疗本病 32 例，取得了满意的疗效，现报道如下。

休克，心力衰竭，DIC、肺出血、肾功能衰竭等。

1

实验室检查：检测动脉血气、血糖、钠、钾、钙、磷等生

资料与方法

化指标均与正常值比较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1.1 一般资料

1.3 排除标准

32 例均为我院 2009 年 10 月～2012 年 12 月妇产科出生的

①先天性心脏病、低蛋白血症及新生儿溶血病等引起血浆

新生儿硬肿症患者。均为出生后 1～2 周的早产儿或有感染窒

渗透压下降，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毛细血管静脉压增高所致

息的新生儿。其中男婴 20 例，女婴 12 例；病程均为 8～12d。

的水肿；②新生儿皮下坏疽；③新生儿皮下脂肪坏死的新生儿

临床主要症状是皮肤及皮下脂肪变硬并兼有不同程度的水肿；

均应排除，不能作为新生儿硬肿症的观察对象。

典型表现为不吃，拒乳，不哭不动。

1.4 治疗方法
口服自拟中药方：人参、当归、附子（炙）3g；黄芪、没药、

表 1 患儿资料统计
男婴

女婴

合计

例数

20

12

32

比率（%）

62.50

37.50

100.00

1.2 诊断标准[2]

桂枝、肉桂、党参各 5g；乌药、木香、木通、川芎、防风、甘草
各 2g。1 剂/d，水煎至 100ml，分 3～4 次口服，将药渣第 2 次煎
煮至 500ml，冷却至 39℃～42℃后给新生儿患者擦洗全身。
服药的同时注意对新生儿的复温，其方法是：①将轻、中度
的新生儿置入到预热至 30℃的暖箱内，将温控器调节至 30℃～

病史：发病处于寒冷季节，环境温度过低或保温不当史；

34℃之间，使患儿在 6～12h 内恢复正常体温；②重度患儿体温

严重感染史；早产儿或足月小样儿；窒息、产伤等所致的摄入

<30℃或有产热衰竭的应先置入高于患儿体温 1℃～2℃的暖箱

不足或能量供应低下。

中（但绝对不能超过 34℃）逐渐复温；③早产儿或伴产热衰竭

临床表现：早起哺乳差，哭声低，反应地下。病情加重后

患儿适当增加热量，给予经口、部分或完全静脉营养，如静脉

体温<35℃，严重者<30℃，腋温肛温差由正值变为负值，感染

（下转 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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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地蓝消炎口服液联合奥美拉唑治疗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acute upper respiratory infections by
Pudilan antiphlogistic oral solution plus omeprazole
宋国平 杨红伟 周亚梅
（新疆哈密红星医院，新疆 哈密，839000）
中图分类号：R2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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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为了进一步研究和探讨蒲地蓝消炎口服液联合奥美拉唑治疗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临床实际治疗优势，从而
为相关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方法：本文以我院 2010 年 12 月～2012 年 12 月期间收治的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患者 120 例为研究对
象进行了回顾性分析。结果：两组患者实施不同临床治疗方法后，在退热时间、咳嗽消失时间、呕吐消失时间、咽痛消失时间等
四项指标上，组间比较，治疗组患者的指标水平均显著地优于对照组患者的指标水平，且 P 均<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在临床治疗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实践过程中，采用蒲地蓝消炎口服液联合奥美拉唑进行治疗方法的临床实践效果显著，是临床治
疗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可靠选择。
【关键词】 蒲地蓝消炎口服液；奥美拉唑；急性上呼吸道感染；临床观察
【Abstract】 Objective: To further study and explore the clinical advantages of Pudilan antiphlogistic oral solution plus omeprazole
for treating acute upper respiratory infection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to related research. Methods: In my hospital during December
2010 to December 2012, 120 patients were trea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Results: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different clinical treatments, comparison between groups, in time of fever, disappearance time of cough,
disappearance time of vomiting, disappeared time of sore throat four indicators, index level in patients of the treated group averagely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of patients, and P<0.05,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 In the process
of practice, Pudilan antiphlogistic oral solution plus omeprazole i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and was a reliable choice in treating acute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Keywords】 Pudilan antiphlogistic oral solution; Omeprazole; Acute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Clinical observ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45
回顾以往临床上治疗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同类报道后我
[1-2]

们发现

：采用蒲地蓝消炎口服液联合奥美拉唑进行治疗的临

床效果显著，与传统采用蒲地蓝消炎口服液单纯进行治疗的方

蓝消炎口服液联合奥美拉唑进行治疗，对照组采用蒲地蓝消炎
口服液进行治疗。
1.2 观察指标

法相比较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鉴于此，为了进一步研究和探

观察比较两组患者实施不同临床治疗方法后的退热时间

讨蒲地蓝消炎口服液联合奥美拉唑治疗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

（h）、咳嗽消失时间（h）、呕吐消失时间（h）和咽痛消失时

临床实际治疗优势，从而为相关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本文以

间（h）
。

我院 2010 年 12 月～2012 年 12 月期间收治的急性上呼吸道感

1.3 统计学方法

染患者 120 例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回顾性分析。现将相关结果报

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11.5 软件包进行处理，计量资料采用

告如下。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且以 P<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

1

2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和治疗方法

结

果

两组患者实施不同临床治疗方法后的相关临床症状改善

120 例患者中男性 65 例，女性 55 例，病程为 4h～3d，平

时间比较结果如下：在退热时间、咳嗽消失时间、呕吐消失时

均病程为（1.03±0.11）d。随机将 120 例患者分成两组，分别

间、咽痛消失时间等四项指标上，组间比较，治疗组患者的指

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60 例患者，两组患者的一般临床资

标水平均显著地优于对照组患者的指标水平，且 P 均<0.05，

料相比较无明显差异，因此具有可比性。治疗组患者采用蒲地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情况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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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实施不同临床治疗方法后的相关临床症状改善时间比较结果一览表

3

分组

n

退热时间（h）

咳嗽消失时间（h）

呕吐消失时间（h）

咽痛消失时间（h）

治疗组

60

44.34±2.34

78.42±4.32

25.43±1.56

45.87±3.89

对照组

60

65.32±3.45

83.42±5.98

29.42±2.31

50.42±5.24

P

-

P<0.05

P<0.05

P<0.05

P<0.05

讨

从本文研究的比较数据结果上分析，我们的研究结果也进

论

在临床实践的上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实际上是指自患者鼻
腔至喉部之间的所发生的急性炎症的总称。在临床上，急性上
呼吸道感染属于最为常见的感染性疾病类型之一。从相关的临
床统计数据结果上分析，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患者中有超过百
分之九十以上的患者发病是由于病毒所引起的，而细菌感染往
往继发于患者病毒感染之后。患者一旦发病，在很大程度上将
会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由此可见针对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相
关临床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研究意义。
回顾以往临床上关于治疗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相关文献
报道结果和研究资料后，我们发现：采用蒲地蓝消炎口服液联
合奥美拉唑进行临床治疗的效果显著，与传统治疗方法相比较
优势明显。
进一步研究后我们发现：奥美拉唑与蒲地蓝消炎口服液联
合机理主要是因为蒲地蓝消炎口服液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奥
美拉唑是一种能够有效地抑制胃酸的分泌的质子泵抑制剂，而

一步证实了以上的观点：两组患者实施不同临床治疗方法后，
在退热时间、咳嗽消失时间、呕吐消失时间、咽痛消失时间等
四项指标上，组间比较，治疗组患者的指标水平均显著地优于
对照组患者的指标水平，且 P 均<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因此，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临床治疗急性上
呼吸道感染的实践过程中，采用蒲地蓝消炎口服液联合奥美拉
唑进行治疗方法的临床实践效果显著，是临床治疗急性上呼吸
道感染的可靠选择。
参考文献：
[1]叶萍,胡昭宇,赵德军.血清 C-反应蛋白、前白蛋白及白细胞计数联合检测
在小儿急性上呼吸道感染中的应用[J].中华实用诊断与治疗杂志,2010,24
(2):161-162
[2]翟如波,邱广斌,孙跃岭. A 群链球菌引起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暴发流行[J].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2010,20(19):3044

胃酸的抑制可以间接的阻止相关组织的感染程度，二者联用从
编辑：赵玉娟 编号：ER-13072301 （修回：2013-10-18）

而有效的缓解了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临床症状。
（上接 75 页）
滴注葡萄糖 6mg·kg-1·min-1；④若患者发生缩环障碍、DIC、急

暑，少为之淫所犯……此阳气不荣四末也。”祖国医学认为本

性肾功能衰竭、肺出血器官功能紊乱时应及时按照常规处理。

病的发病机制是由于患儿素体虚弱、阳气受损、寒凝血涩、气

疗效判定标准

滞血瘀而导致的，治疗以扶阳祛寒、行气活血、温阳化瘀为主

治愈：一般情况良好，吸吮有力，体温正常，皮肤硬肿消

配合复温、纠正器官功能障碍以及补充能量等现代医学手段，

退，颜色正常。无并发症或并发症已治愈。好转：一般情况好

即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本方中人参、附子、肉桂、桂枝配

转，体温仍偏低；皮肤硬肿面积比治疗前缩小。无效：症状无

伍益气温阳；当归具有甘补、辛行、温通之功效，凡血虚、血

明显改善。

瘀、血寒诸证均可用之，与人参、黄芪配伍，可治气血两虚助

1.5

[3]

患儿阳气复苏，血液畅行；川芎辛温为血中气药，防风辛散即
2

结

果

能散风又能胜温，两者配伍可温血助阳、祛寒温经；加没药可

32 例患儿，治愈 30 例，好转 2 例，无效 0 例，总治愈率

活血化瘀；木香通行脾胃之滞气；木通可通血脉，利关节，有
益于婴儿的康复。以上诸药合用共奏益气升阳、行气养阴、活

为 93.75%，详见表 2。

血化瘀之功，配合其他复温、物理疗法等能提高新生儿硬肿症
表 2 治疗结果及比率

3

的治疗效果，提高婴儿的生存率，能降低新生儿硬肿症的其他
治愈

好转

无效

例数

30

2

0

比率（%）

93.75

6.25

0.00

讨

论

新生儿硬肿症系指以皮肤皮下脂肪组织变硬、水肿为特
征，同时伴有体温及反应低下，拒乳以及全身各系统功能低下
或受到损害的临床综合征。病因与寒冷、感染、窒息、早产等
多种病理因素有关，对新生儿硬肿症目前尚无特效疗法，一般
采用中西医结合的综合治疗措施为佳。本病属中医“五硬”
、
“胎
寒”之范畴，“五硬及胎气怯弱，禀受先天阳气不足，不耐寒

并发症。总之中医药治疗本病疗效明显，临床上值得探讨。
参考文献：
[1]石效平.中西医儿科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6:48
[2]魏克伦,籍孝诚,吴圣楣.新生儿科杂志[J].新生儿硬肿症诊疗常规,1991,6
(5):236
[3]孙传兴.临床疾病诊断依据治愈好转标准[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2:
25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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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肾衰肾性骨病中医证候分布特征与演变的探究
Discussing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of
chronic renal failure renal osteodystrophy
崔 爽
（河南省南阳市中心医院，河南
中图分类号：R692.5

南阳，473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0-0078-02

【摘 要】 目的：探讨慢性肾衰肾性骨病中医证候分布特征与演变。方法：选取 2011 年 11 月～2012 年 8 月我院中医科及
肾内科慢性肾衰肾性骨病住院患者 152 例，对其中医证候分布与演变进行深入研究。结果：肾性骨病的中医证候是以浊邪内聚成
毒为标、脾肾阴阳衰惫为本的基础上，以脾肾阳虚证、肝肾阴虚证、瘀血内阻证、浊毒内停证虚实夹杂不断演变而来的。结论：
掌握疾病各阶段的证型分布及演变特点，对于制定诊疗方案、提高临床治疗效果、缩短疗程、均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慢性肾衰肾性骨病；中医证候分部；演变
【Abstract】 Objective: Discussing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of chronic renal failure renal osteodystrophy.
Methods: 152 cases from November 2011 to August 2012 in my courtyard department of TCM and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In-depth study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of chronic renal failure renal osteodystrophy. Results: Renal osteodystrophy in
TCM Syndrome based on turbid pathogen cohesion into medicines as standard, spleen and kidney yin and Yang for the weary, come to
form Yang deficiency of spleen and kidney, liver and kidney yin deficiency, blood stasis syndrome, phlegm and toxin stop card in the
sthenia. Conclusion: Master card in each stage of disease distribution and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reatment
programs, improves the clinical treatment effect, shortens the course of treatment, and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Keywords】 Chronic renal failure renal osteodystrophy; Syndrome of TCM division; Evolv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46
慢性肾功能衰竭（CRF）又可称为称慢性肾功能不全，是

①妊娠期和哺乳期妇女。②在 1 个月内服用过活性维生素

由多种原因引起的肾实质的慢性、进行性损害，导致肾脏本身

D 的肾性骨病患者。③肾性骨病合并心衰、高血压、严重呼吸

明显萎缩，肾功能失调的临床综合症[1]，临床表现主要是水和

系统疾病的患者。

电解质紊乱、代谢产物潴留、酸碱平衡失调，甚至全身各个系
统受累发生病变。肾性骨病（肾性骨营养不良）是慢性肾衰的
常见并发症[2]，可贯穿于肾功能的进行性恶化的整个过程。目

2

方

法

2.1 中医辨证分型

前中医在临床慢性肾衰肾性骨病的防治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根据患者的舌脉象及可以反映相同证候特点的症状群进

但是至今为止没有统一的肾性骨病的中医辨证分型的标准，所

行归类，初步可认为肾性骨病的中医证候为：①健忘、虚烦不

以对肾性骨病的中医证候分布与演变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

寐、双目干涩视物昏花、手足麻木、脉沉弦细、舌红少苔，病

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本文对慢性肾衰肾性骨病的中医证候分

肝肾，则归为肝肾阴虚证[3]。②畏寒、肢冷、纳呆、神疲倦怠、

布特征和演变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具体如下。

尿频，少尿或无尿、腰酸、脉弱、舌淡胖或舌淡红，表明病在

1

资料与标准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1 年 11 月～2012 年 8 月我院中医科及肾内科慢性
肾衰肾性骨病住院患者 152 例，患者年龄 38～65 岁，平均年

脾肾，则归为脾肾阳虚证。③身材变矮、纳呆、恶心、胸闷、
腹胀不适、皮肤瘙痒、浮肿、手足抽搐、脉濡滑、舌苔腻，被
则归为浊毒内停证。④腰痛、全身骨痛、下肢痛、脉涩、舌暗
有瘀斑，被则归为瘀血内阻证。
2.2 统计学方法

龄 48.9 岁，其中男性 94 例，女性 58 例。
1.2 病例纳入标准
①年龄符合 38～65 岁的患者。②患者具有典型的肾性骨
病特征：全身骨痛和（或）叩击痛、压痛，或有病理性骨折及
其相对应的体征，或有骨骼畸形及相对应的体征。③血肌酐
值>221mmol/L，肾小球滤过率<50ml/min。
1.3 病例排除标准

将收集到的中医临床症状所得的资料，将患者的 CRF 病
程分为不同阶段按照标准的辨证分型，汇总分析，采用 SPSS
11.0 软件包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
3

结

果

3.1 症候分布与肾功能的关系
详见表 1。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JCM 中医临床研究 2013 年第 5 卷 第 20 期

-79研究，为中医证候的临床研究提供有价值的研究思路和方法[7]，

表 1 症候分布与肾功能的关系 [n（%）]
分期

脾肾阳虚证

肝肾阴虚证

瘀血内阻证

浊毒内停证

探析中医证候与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对于制定诊疗方案、提高

代偿期

4（12.4）

6（13.6）

4（15.4）

10（20.0）

临床治疗效果、缩短疗程、均有重要意义。希望进一步深入研

失代偿期

14（43.8）

30（68.2）

8（30.8）

6（12.0）

究，可以使中医证候的辨证更加规范化和客观化，以为中医临

衰竭期

14（43.8）

8（18.2）

14（53.8）

34（68.0）

床做更好的指导[8]。

合计

32（21.1）

44（29.0）

26（17.1）

50（32.8）

3.2 演变情况

参考文献：
[1]周育平,安成,胡元会,等.心肾综合征患者临床特征及中医证候特点分析

肾性骨病属于慢性肾衰的严重并发症，中医认为慢性肾衰
属于“关格”的范畴，肾性骨病则是由“关格”发展而来的，

[J].时珍国医国药,2010,21(12):3362-3363
[2]黄颖斌,张祥贵,马华林.骨化三醇治疗慢性肾衰肾性骨病 25 例分析[J].当

脾肾阳虚证充分体现了“关格”本虚的病机特点，肾性骨病发

代医学,2012,18(3):135

病基础是脾肾阴阳衰惫、五脏俱损，肝肾阴虚证和脾肾阳虚证

[3]张宁,李同侠,任可,等.运用因子分析法研究慢性肾衰肾性骨病中医证候特

反映了肾性骨病的本虚病机，肾性骨病的中医证候是以浊邪内

征初步探讨[J].中华中医药杂志,2008,23(9):794-796

聚成毒为标、脾肾阴阳衰惫为本的基础上，以脾肾阳虚证、肝

[4]魏明刚,熊佩华,孙伟,等.慢性肾衰竭患者的免疫功能与中医证候关系的临

肾阴虚证、瘀血内阻证、浊毒内停证虚实夹杂不断演变而来的。

床研究[J].辽宁中医杂志,2008,35(7):966-967

随着肾性骨病病程的延长，证候的演变也越来越复杂，临床表

[5]王晓锋,李国栋,马树梅.大肠癌围手术期中医证候分布、演变与临床病理

现种类繁多，患者的生存质量受到严重影响。

分期的相关性研究[J].北京中医药,2010,29(8):580-582

4

讨

[6]吕玉霞,杜艳玲,董彩凤.小儿肺炎中医证候分布特点及症型演变特点的临

论

床研究[J].中医儿科杂志,2008,4(3):13-16

慢性肾衰竭的患者在临床上中医病机主要以血脉瘀阻和
湿浊下注为标，肝肾阴虚和脾肾阳虚为本的病变贯穿于疾病的

[7]程亚伟,燕海霞,王忆勤.慢性肾衰病理生理变化与中医证候的相关性研究
进展[J].时珍国医国药,2009,20(l2):3120-3121

始终[4]，瘀毒日久则郁而化热，中期湿热明显增多，且正气渐

[8]景婧,庞博,王颖辉.糖尿病肾病 III-V 期中医证候演变规律研究[J].北京中

伤，便会出现气血双亏的虚证[5]。疾病的发展是动态的一个演

医药,2011,30(12):888-890

变过程，中医辨证是临床施治的关键[6]，因此掌握疾病各阶段
的证型演变特点，并充分利用现代的科技成果对其进行深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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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络骨康丸对激素性股骨头坏死血液流变学的影响
Clinical effects of the Huoluo Gukang pill on hemorheology in patients with
femoral head necrosis
马富强 1 白 玉 2 黄金承 1 张文举 1
（1.河南中医学院，河南 郑州，450000；2.郑州市骨科医院，河南 郑州，450000）
中图分类号：R681
【摘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0-0079-02

要】 目的：探究活络骨康丸对激素性股骨头坏死血液流变学的变化情况及临床疗效。方法：选取激素性股骨头坏死

患者 70 例（91 侧）
，应用活络骨康丸口服治疗 6 个月，并检测患者在治疗前后血液流变学的变化情况。结果：经过治疗患者红细
胞电泳时间、红细胞压积、血浆比粘度、全血比粘度和治疗前相比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活络骨康丸可改善激素性股骨
头坏死患者血液流变学状态，以利于改善股骨头内的微循环，促进缺血坏死区的修复和再生。
【关键词】 活络骨康丸；激素性股骨头坏死；血液流变学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Huoluo Gukang pill for hemorheology from femoral head necrosis and clinical efficacy.
Methods: Femoral head necrosis in 70 patients (91 side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Huoluo Gukang pill orally for 6 months,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and to detect changes in blood rheology.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erythrocyte electrophoresis time, hematocrit, plasma
viscosity, whole blood viscosity and before treatment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mpared (P<0.05). Conclusion: The Huoluo Gukang pill
may improve bone health of femoral head necrosis, in order to facilitate improvement of the femoral head microcirculation, promote the
repair of ischemic necrosis and regeneration.
【Keywords】 Huoluo Gukang pill; Femoral head necrosis; Rheolog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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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临床上激素的大量广泛使用，激素性股骨头坏死的发

生变化和血液流动学关系密切，并且血液粘稠度增高是激素性

病率逐年增加[1]。该病以髋关节疼痛及关节活动受限等症状为

股骨头坏死的高危因素之一[4]。本研究发现：激素性股骨头坏

临床表现，严重影响患者的工作情况及生活质量。是骨科界的

死患者中存在血液流变学的异常，因为大量应用激素，引起血

三大难题之一，
有研究表明 SANFH 患者存在血液的高凝状态[2]。

脂等产生紊乱，血浆粘度增强，红细胞压积及全血粘度增高，

我院在 2010 年 2 月～2012 年 6 月采用活络骨康丸治疗激素性

引起血液高粘度。股骨头血流灌注减少，细胞缺氧形成骨内高

股骨头坏死患者 20 例，了解其治疗前后血液流变学变化，探

压，脂肪微粒栓塞，出现微循环障碍，最终出现股骨头的缺血

究临床疗效及其作用机制，报道如下。

坏死发生。

1

祖国医学把骨坏死归属“骨痹”、
“骨蚀”、
“淤血”等的范

资料和方法

畴[5]，虽然历代医家对病因病机的看法不尽相同，但是都认为”
骨蚀”因体虚，邪气入骨或筋脉导致筋骨受损，使气滞血瘀，

1.1 一般资料
选取激素性股骨头坏死患者 70 例（91 侧）
，都经过 X 线

经脉痹阻所为，临床表现为骨痛、跛行、肌肉萎缩及肢体短缩

或 MRI 确诊，其中男 44 例，女 26 例；年龄 33～64 岁，平均

等症状。有文献报道活络骨康丸可以直接刺激成骨细胞增殖作

48.5 岁，病程约为 6～50 个月，平均 23 个月，单侧坏死 49 例，

用并且加强成骨细胞的活性，还可以抑制破骨细胞的活性[6]。

双侧坏死 21 例，按 Ficat 分期，I 期 24 例，II 期 41 例，III 期

活络骨康丸可以间接促进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表达，改善股骨

5 例，排除年龄<30 岁或>70 岁，及不能按时用药的患者。

头内的微循环，抑制激素性股骨头坏死的发生及发展，可以有

1.2 方法

效治疗股骨头的坏死[7]。当归补血活血、黄芪脱毒生肌、益气

70 例患者都服用郑州市骨科医院院内制剂，即活络骨康丸

固表等功效。有文献报道黄芪具有增强人体免疫力，还可以增

（组成有当归、黄芪、白芥、元胡、丹参、赤芍、白芍、地龙、

加小白鼠巨噬细胞吞噬作用。当归是养血活血的要药，《神农

没药、川芎、乳香、川断、泡姜、全虫配方制成）；药物规格

本草经》上说当归主呃逆上气，气味温。中医认为血於化之，

60g/瓶，3 次/d，6g/次，药物治疗 6 个月，服药期间停用其它

血虚养之，采用当归通血脉，和气血，全虫祛风。通络、解毒、

治疗激素性股骨头坏死的药物；并嘱咐患者避免负重活动。

止痛功效；丹参活血祛瘀，川芎活血止痛、行气开郁的功用；
元胡利气止痛、活血散瘀的作用；地龙通经活络、平肝熄风的

1.3 检测方法
70 例患者在治疗前及其治疗后 6 个月后都进行晨 8h 采取
抽取静脉血 7ml 化验。使用上海 LIANG-100 型血液粘度仪器，
检测红细胞电泳时间、红细胞压积、血浆比粘度、全血比粘度
等指标。

作用。本方剂中以引气止痛、破瘀通经药物为主，配用滋阴壮
阳、补气血、调和脾胃以扶正气之药物，活血引经，调和君臣
佐使，发挥破瘀血，通经络、壮筋骨的功效。活络骨康丸可以
明显改善血液流变异常的情况，恢复股骨头局部微循环，修补
坏死区，缓解患者临床症状，并且在临床上获得良好的疗效。

1.4 统计学处理
所获得的数据用 SPSS17.0 进行处理，数据以（ x ± s ）表

参考文献：

示，并进行治疗前后配对 t 检验，P<0.05 为有显著性差异。

[1]沈龙祥,祁兆建,季卫锋,等.激素性股骨头缺血坏死塌陷及预测的研究进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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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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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理[J].中国中医基础理论医学杂志,1996,2(1):37-371
[3]赵小元,左萍萍,段金虹,等.A-玉米赤霉醇对实验性高脂血症兔的血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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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比粘度、全血比粘度均明显降低，和治疗前相比差异性显著

谢及血液流变学的影响[J].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2005,11(11):924-926
[4]叶望云.血液流变学与微循环[J].微循环学杂志,2000,10(4):19-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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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雄,等.对股骨头坏死中医药药论治的学术思想[J].中国中医骨伤杂志,

表 1 70 例激素性股骨头坏死治疗前后血液流变学的变化情况（ x ± s ）

1999,7(1):61

检测指标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全血高切粘度 80s-1

70

8.89±3.36

7.02±3.39

全血低切粘度 20s-1

70

12.58±4.29

10.11±4.49

☆

红细胞压积（%）

70

49.59±11.44

43.21±9.98

☆

红细胞电泳时间（s）

70

17.99±6.23

13.03±4.98

☆

血浆比粘度

70

2.23±0.67

1.75±0.49

2004,16(9):515-516
☆

[7]王春丽,白明.活络骨康丸对激素性股骨头坏死内 VEGF 基因表达的影响

☆

[J].光明中医,2010,25(9):1586-1587

作者简介：
马富强（1987-），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西医结合治疗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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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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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流变学是一门新兴科学，主要研究血液的宏观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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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凝固性以及和血管、心脏之间互相作用 。血液的粘稠度
与流动性成反比，国内的许多学者认为激素性股骨头坏死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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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治疗胃溃疡 46 例的临床研究
Clinical research on treating 46 cases of gastric ulcer in TCM
李红凯
（漯河市第三人民医院，河南
中图分类号：R57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0-0081-01

漯河，462000）

证型：IDGA

【摘 要】 目的：研究采用中医治疗方法医治胃溃疡疾病的临床疗效。方法：对患者进行分组，其中治疗组有 46 例，采用
中医中药治疗；对照组 46 例，给予阿莫西林、奥美拉唑以及甲硝唑西医三联疗法。结果：治疗组采用中医治疗方法，治疗总有效
率为 97.8%，对照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86.9%，对比两组疗效发现治疗组治疗效果均优于对照组。结论：采用中医治疗方法医治胃
溃疡疾病，获得治疗效果显著优于西医治疗组疗效，可在临床上治疗胃溃疡疾病时采用。
【关键词】 胃溃疡；中医；西医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TCM on treating gastric ulcer disease. Methods: Patients were grouped, there
were 46 cases in the treated group, used TCM treatment; the control groups of 46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amoxicillin and metronidazole
omeprazole triple therapy. Results: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treated group was 97.8%, and was 86.9%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the treated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The TCM is effective on treating gastric ulcer, could be
used in clinical practice.
【Keywords】 Gastric ulcer; TCM; Modern medicin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48
本组研究选用 SPSS17.0 数据统计软件进行统计，计数资

胃溃疡疾病是指患者体内在幽门与贲门间出现慢性溃疡
[1]

情况，其是一种炎性坏死病变情况 。中医理论将胃溃疡疾病
划分为“痞满”或者是“胃脘痛”等范围。胃溃疡疾病具有病
程较长，并且病情反复的特点。我院针对 46 例胃溃疡疾病患者采

料选用 x2 帮助完成检验，具有统计学意义采用 P<0.05 表示。
2

结

通过给予不同方法治疗之后发现，治疗组总治疗率达到了

用中医治疗方法医治胃溃疡能获得较好的治疗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 2012 年 11 月～2013 年 5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胃溃疡
患者，对患者实行分组，其中治疗组 46 例，对照组 46 例。其
中男性患者共有 45 例，女性患者 47 例，年龄 17～75 岁，全
部患者病程均在 2 个月～24 年。对比两组患者年龄、病程、病

97.8%，明显优于对照组 96.9%。治疗组治疗有效 12 例，治愈
者 33 例；对照组治疗有效者 22 例，治愈 18 例。其中治疗组
在治疗有效率、无效率、治愈率方面对比均显著优于对照组。
并且治疗组之后过程中及治疗后患者没有出现相关不良反应，
而对照组有 7 例患者出现不良反应，发生几率为 15.2%。
3

讨

论

在中医理论上，胃溃疡疾病是因为后天失养或者是素体脾

症表现等一般资料，差异不显著，不存在统计学意义。
1.2 方法

果

虚造成，一般也与吸烟、饮酒过度、饮食不规律、不合理以及

治疗组治疗方法：给予中医中药治疗，中药配方中包括有

人的情志问题等相关[2]。黄芪具有升阳补气作用；煅瓦楞药材

柴胡、甘草以及白及药材分别 10g，黄芪、厚朴药材以及太子

不仅能帮助止痛，还能达到中和胃酸的作用；薏米药材能实现

参各 20g，薏米以及煅瓦楞各 25g，半夏以及白术药材分别 15g。

除湿益气作用，帮助控制患者体内幽门螺杆菌繁殖生长，帮助

将中药加入到 300ml 水中进行煎服，1 剂/d，疗程为 4 周。然

缓解胃黏膜炎症情况。

后按照中医辨证分型，对于脾虚病人配方中增加白术药材和山

总而言之，对于胃溃疡疾病，采用西药进行治疗也能获得

药药材各 20g；对于偏湿热病人在药方中多增加 20g 栀子药材

一定的治疗效果，但是治疗之后复发率较高，其不良反应发生

以及 25g 蒲公英；对于气郁病人，在药方中增加 10g 川楝以及

较多。而采用中医中药治疗，能达到祛除病因，帮助控制造成胃

15g 佛手药材。对照组治疗方法：采用甲硝唑，使用方式：0.4g/

溃疡疾病发生的病菌繁殖生长，从而加快溃疡愈合，实现治愈。

次，3 次/d；阿莫西林药物，用法：0.5g/次，3 次/d；奥美拉唑
药，用法：0.2g/次，2 次/d，4 周为 1 个疗程。
1.3 疗效判定
患者经过治疗之后，治愈：患者病症完全消失，采用胃镜

参考文献：
[1]屈原明,王滨.中医治疗胃溃疡的临床研究进展[J].内蒙古医学院学报,
2010,32(2):131-132

检查发现溃疡愈合。治疗有效：患者病症显示消退，胃镜检查

[2]朱斌.中医治疗胃溃疡方法的选择及效果分析[J].中医临床研究,2011(18):

发现溃疡明显减少。治疗无效：患者病症表现基本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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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镜显示溃疡基本没有什么改变。
1.4 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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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骨栓治疗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avascular necrosis with Huogu suppository
薛宏伟 李 岩 邢晓东
（哈尔滨市中医医院，黑龙江
中图分类号：R681

哈尔滨，150076）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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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活骨栓治疗股骨头坏死的疗效。方法：将 62 例股骨头坏死患者随机分成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给
予活骨栓剂治疗，
对照组给予活骨胶囊治疗，
治疗 3 个月后观察两组患者的症状、
体征及 X 线的变化。
结果：
治疗组显效率为 61.29%，
总有效率为 87.10%；对照组显效率为 51.61%，总有效率为 51.61%，两组疗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活骨栓治疗股
骨头坏死有较好的疗效。
【关键词】 活骨栓；股骨头坏死；临床观察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Huogu suppository on treating femoral head necrosis. Methods: 62 cases of femoral
head necrosi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eated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treated group was treated with Huogu suppository.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Huogu capsule. After 3 months observation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symptoms, signs and X ray
changes. Results: The markedly efficiency of treated group was 61.29%;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87.10%. The markedly efficiency of
control group was 51.61%,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74.20%.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erms of effect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Conclusion: Huogu suppository has good curative effect on femoral head necrosis patients.
【Keywords】 Huogu suppository; Femoral head necrosis; Clinical observ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49
剂型：①胶囊 0.4g/粒，5 粒，2 次/d 口服；②栓剂：3g/

股骨头坏死，又称股骨头缺血性坏死，是骨科常见的疑难
病症之一。其主要症状，从间断性疼痛逐渐发展到持续性疼痛，

枚，1 枚，2 次/d 肛用。

再由疼痛引发肌肉痉挛、关节活动受限，最终致残而跛行，严

治法：上方之中药饮片，其中醋元胡 1/2 与七味中药饮片

重威胁人民健康。如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就会使股骨头

共同提取流浸膏，令 1/2 为粉末取乌油加热融化后将 8 味中药

塌陷，关节间隙变窄，最后导致坏死性骨关节炎，使病人髋关

流浸膏，加羊毛脂充分研匀后，加入元胡粉搅匀后倾入栓剂模

节功能障碍而致残。股骨头坏死的治疗方法很多，但迄今尚未

冷却取出即得。

有一种方法能保存股骨头的活力。中医学认为，股骨头坏死属

目前栓剂在体内吸收目前可分为 3 条途径：①通过直肠上

“骨蚀”
、
“骨痹”等范畴。使用中医对股骨头缺血性坏死进行

静脉、门静脉、进入肝脏再由肝脏进入大循环。②通过直肠上

治疗的优越性和可行性都比较高。治疗上根据《辨证录》“内

静脉，肛门静脉经髂内静脉入下腔静脉，进入大循环。③淋巴

治之法，必须以活血去瘀为先，血不活则瘀不能去，瘀不去则

系统。

骨不能接也”的认识，笔者在多年临床研究中发现，活骨栓剂

对照组：给予活骨胶囊，2 次/d 口服。

给药具有活血化瘀、补肾健骨、消肿止痛之功效，切疗效优于

1.3 临床疗效评价标准

口服给药，而临床观察显示该药有比较肯定的促进骨坏死修复

1.3.1 参照《骨与关节损伤》[1]拟定疗效评定标准

的作用。
1

资料与方法

显效：临床症状消失，患髋关节功能恢复正常，行走自如。
好转：疼痛减轻或消失，髋关节功能明显恢复，步行基本正常。
有效：疼痛明显减轻，髋关节功能及行走有所恢复。无效：关

1.1 一般资料
符合病例标准的 62 例患者按照年龄、性别、病程、主症

节功能及行走无变化。
1.3.2 影像学疗效判定标准[2]

等情况严格遵循随机分组的原则随机分为活骨方组（治疗组）

对用药前后 X 线摄片进行对比观察。显效：X 线显示骨

和对照组，每组 31 例，均为 2008 年 1 月～2011 年 6 月我

小梁重建，骨密度均匀，坏死灶囊变区消失或缩小。好转：X 线

院收治的股骨头坏死患者，男 33 例，女 29 例，年龄 22～69

显示骨密度和骨小梁有恢复。有效：X 线显示无明显改善。无

岁，平均（41.2±5.1）岁，两组在年龄、性别、病程方面均具

效：X 线示股骨头坏死无改善。从“死骨吸收、新骨形成”等

可比性。

方面对股骨头坏死修复情况进行综合性评价。

1.2 治疗方法
活骨方：川芎 15g，赤芍 50g，红花 20g，醋元胡 50g，地
龙 20g，牛膝 20g，洋霍叶 100g，制川乌 20g。

2

结

果

治疗组及对照组疗效比较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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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栓剂一次用量一般是口服剂量的 1.5～2 倍。从而达到活血化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后疗效比较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电针组

31

19
（61.29） 8（25.81） 4（12.90）

87.10

对照组

31

16
（51.61） 7（22.58） 8（25.81）

74.19

瘀、补肾健骨、消肿止痛之功。活骨栓正是通过这种活血化瘀
作用，减少了血的粘滞性，改善了股骨头血循环的血栓前状态，

＊

＊

从而改善了股骨头的微循环，减轻了股骨头的静脉瘀滞，降低
了骨内压，改善了股骨头内骨细胞的缺血缺氧状态，使骨的正

＊

注： 与对照组比较， P<0.05。

常新陈代谢得以进行。缩短治疗时间，提高了患者生存质量，

在临床疗效方面治疗组显效率为 61.29%，总有效率为
87.10%；对照组显效率为 51.61%，总有效率为 74.19%，两组

使患者早日回归家庭与社会，而收到满意效果。
参考文献：

疗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
[1]王亦璁.骨与关节损伤[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85

3

讨

论

[2]陈志刚.关节病影响诊断学[M].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347-350

我们认为，股骨头坏死应属“骨痹”，在病机上主要体现

作者简介：

为气滞血癖，经脉痹阻，
“不通则痛”
；瘀阻经脉，气血不能化
生，营气不能环周不休、流行不止，终致血气隔绝，不能周荣，
骨失所养，
“不荣则痛”
。同时栓剂给药有如下优点：①可避免

薛宏伟（1960-），男，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股骨头坏
死的治疗与康复。

对胃粘膜有刺激性药物的刺激；②可防止胃液与消化道酶对药
物的破坏作用；③不能吞服丸片的病人，婴幼儿可用栓剂；
④栓剂给药其 50%～75%不经过肝脏进入大循环。
按制剂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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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型论治对慢阻肺稳定期患者生存质量的影响
The effect of differential treatment on life quality of
patients with stable COPD
莫运清
（桃江县桃花江镇卫生院，湖南 桃江，413400）
中图分类号：R256.1

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0-0083-02

证型：IBD

【摘 要】 目的：观察西医治疗基础上中医分型论治对慢阻肺稳定期患者生存质量的影响。方法：选择符合纳入标准的 68
例慢阻肺稳定期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34 例，两组患者均接受慢阻肺的西医常规治疗和护理，均连续用药 3 个月为 1
个疗程，观察组同时中医辨证后分痰浊阻肺、痰热壅肺、肺肾气虚、阳虚水泛四型论治。结果：两组患者治疗后的呼吸系统症状、
日常活动能力及心理状态三项评分均有明显下降，与治疗前对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组间对比，观察组的
三项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西医常规治疗的基础上结合中医分型论治能更有效的提高慢
阻肺稳定期患者的生存质量，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稳定期；分型论治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differential treatment on life quality of patients with stable COPD. Methods: 68
patients with stable COPD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34 cases, patients received conventional
modern COPD treatment and care, both as a continuous medicatio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the TCM treatment for COP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respiratory symptoms, daily activities and psychological state three rating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compared with the
befor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ree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treatment based on conventional modern medicine combined with
TCM treatment can more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urvival of patients with stable COPD quality, worthy of promotion.
【Keywords】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Stable; Differential treatmen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50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简称慢阻肺）是一种以气流

公共卫生问题[1]。

受限为特征的肺部疾病，气流受限不完全可逆，可呈进行性发

目前西医治疗多只能有效缓解症状和并发症，近年来笔者

展，多见于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的晚期。因其患病人数多、

在临床中对慢阻肺稳定期患者分型论治，明显改善了患者的生

死亡率高、严重影响患者的劳动能力和生活质量，已成为重要

存质量，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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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苏子 15g，白芥子 10g，莱菔子 10g，党参 15g，白术 10g，

临床资料与分组

茯苓 10g，法半夏 10g，陈皮 10g，紫菀 10g，炙甘草 5g。痰热

2010 年 1 月～2012 年 12 月我院共收治的慢阻肺患者 68

壅肺型用清肺化痰方：桑白皮 15g，瓜蒌仁 10g，黄芩 10g，栀

例，所有患者均符合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慢性阻塞性肺

子 10g，石膏 30g，葶苈子 10g，川贝 10g，甘草 5g。肺肾气虚

[2]

疾病学组制定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诊治指南》 中的相关

型用补肺纳肾汤：熟地黄 20g，山茱萸 10g，山药 10g，茯苓

诊断标准，并排除由结核、真菌、肿瘤、矽肺、刺激性气体、
过敏等因素引起的肺部疾病患者。将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

10g，丹皮 10g，泽泻 10g，黄芪 15g，党参 15g，五味子 15g，

对照组各 34 例，观察组中男 22 例，女 12 例，年龄 50～80

蛤蚧 5g，炙甘草 5g。阳虚水泛型用温肾健脾汤：熟附子 15g，
白术 10g，白芍 10g，茯苓 10g，肉桂 5g，生姜 10g，泽泻 15g。

岁，平均（66.5±11.3）岁，病程 5～27 年，平均（13.4±7.9）
年，中医分型：痰浊阻肺 11 例、痰热壅肺 9 例、肺肾气虚 8

中药 1 剂/d，分早晚 2 次温服。

例、阳虚水泛 6 例。对照组中男 21 例，女 13 例，年龄 50～

2.2 观察指标

80 岁，平均（65.9±12.1）岁，病程 5～28 年，平均（13.6±

采用生活质量评估表（SGRQ）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呼

7.5）年，中医分型：痰浊阻肺 12 例、痰热壅肺 9 例、肺肾

吸系统症状、日常活动能力及心理状态进行评估，分值为 0～

气虚 8 例、阳虚水泛 5 例。经统计，两组患者性别、年龄、

100 分，分值越低代表其健康状况越佳。

病程、中医分型等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

2.3 统计学处理
采用统计软件 SPSS15.0 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用

有可比性。
2

方

（ x ± s ）表示，比较采用 t 检验，P<0.05 被认为有统计学差

法

异。

2.1 治疗方法

3

两组患者均接受慢阻肺的西医常规治疗和护理，具体包括

结

果

戒烟，
口服舒氟美 0.2g/次，
2 次/d，
吸入异丙托溴铵气雾剂 80μg/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呼吸系统症状、日常活动能力及心理状

次，3 次/d，治疗过程中出现急性发作或并发症，则予以对症

态三项评分均有明显下降，与治疗前对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支持及抗炎治疗。两组均连续用药 3 个月为 1 个疗程。观察组

义（*P<0.05）；治疗后组间对比，观察组的三项评分均低于对

同时接受中医分型论治，具体如下：痰浊阻肺型用化痰降气

。见表 1。
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SGRQ 评分比较
组别
治疗前
观察组（n=34）
治疗后

讨

日常生活能力

心理状态

69.3±15.2

76.9±17.3

69.4±16.3

27.4±11.5

*#

28.3±11.9

*#

23.6±9.7*#

治疗前

68.8±15.7

77.1±16.9

69.1±16.5

治疗后

*

*

43.6±14.8*

对照组（n=34）

4

呼吸系统症状

41.6±14.3

论

中医学里无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病名，但从其临床表现来
看，可归属于肺胀、支饮等范畴，
《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
气病》曾说：
“咳而上气，此为肺胀，其人喘，目如脱状”
；
《灵
枢•胀论》亦云：“肺胀者，虚满而喘咳。”从历代医家的典籍
里，多认为本病属本虚标实之患，本虚以肺脾肾气虚为主，标
实以六淫外邪、痰瘀交阻为多。病位首先在肺，继而影响脾肾，
后期累及心、肝、脑等脏腑[3]。因此治疗当选用急则治标，缓
则治本或标本兼顾的治疗原则，根据具体证型遣方用药[4]。
笔者根据自身经验将慢阻肺稳定期患者分为痰浊阻肺、痰

47.4±15.1

结合中医分型论治能更有效的提高慢阻肺稳定期患者的生存
质量，值得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1]郝小梅,陈宁,李慧,等.中药合并肺康复治疗慢阻肺稳定期疗效观察[J].江
西中医学院学报,2009,21(2):39-41
[2]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学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诊
治指南[J].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2002,25(8):453-460
[3]钟敏,叶小丹,李冻,等.加味金水六君煎对慢阻肺稳定期患者相关因子的影
响[J].中国老年保健医学,2012,10(3):11-12
[4]张晓梅,尹婷,吴海斌,等.理肺益肾方治疗慢阻肺稳定期的临床疗效观察

热壅肺、肺肾气虚、阳虚水泛四型，分别采用化痰降气汤化痰

[J].中国民间疗法,2012,20(8):27-28

降气、健脾益肺，清肺化痰方清肺化痰、降逆平喘，补肺纳肾汤

[5]孙慧君.噻托溴铵吸入治疗慢阻肺稳定期的疗效观察[J].国际医药卫生导

补肺纳肾、降气平喘，温肾健脾汤温肾健脾、化饮利水；配合茶

报,2010,16(13):1615-1617

碱缓释片舒氟美和异丙托溴铵气雾剂松弛呼吸道平滑肌[5]，从
而达到补脾益肺、纳气平喘、祛痰化瘀之功效。笔者研究结果
亦显示治疗后两组患者的呼吸系统症状、日常活动能力及心理
状态均较治疗前有明显改善，且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各项生存
质量指标均明显优于对照组，这说明在西医常规治疗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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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临床观察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HIE in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王晓娥 厚 晔
（静宁县中医院，甘肃 静宁，743400）
中图分类号：R6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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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型：GBDI

【摘 要】 目的：观察复方丹参注射液治疗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临床疗效。方法：将 100 例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患儿
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复方丹参注射液静滴。观察比较两组患儿症状体征恢复时间。
结果：症状、体征恢复时间均少于对照组，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P<0.01）
，治疗组优于对照组。结论：复方丹参注射液能抑制
HIE 的发展，促进受损脑组织恢复，疗效可靠。
【关键词】 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复方丹参注射液；气滞血瘀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n treating hypoxic ischemic encephalopathy by compound Danshen injection.
Methods: 100 cas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2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by conventional therapy; the treated group used
compound Danshen injection for intravenous drip based on the control group. To compare the recovery time of symptoms and signs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s: Symptoms, signs of recovery time was less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P<0.01). The
treated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Development of compound Danshen injection can inhibit HIE, promoting the
recovery of damaged brain tissue, the curative effect is reliable.
【Keywords】 HIE; Compound Danshen injection; Qizhi Xueyu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51
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HIE）是引起新生儿死亡常见原
[1]

因，同时是我国伤残儿童重要病因之一 。笔者自 2011 年 6
月～2013 年 6 月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丹参注射液治疗 HIE，

始反射恢复所需时间。
4

采用 SPSS13.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取得了较好疗效，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诊断标准
诊断标准参照 1996 年 10 月杭州会议修订的诊断标准和
[2]

临床分度 。
1.2 一般资料

统计学方法

5

结

果

两组症状、体征恢复时间比较见表 1。治疗组意识、症状、
体征恢复时间均少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
（P<0.05）
，治疗组优于对照组。
表 1 两组患儿意识、症状、体征恢复时间比较（ x ± s ）

选自 2011 年 3 月～2013 年 3 月在我院儿科住院的符合 HIE
伤患儿 100 例，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50 例，男 27 例、女 23

治疗组

50

例；临床分度：轻度 25 例，中度 16 例，重度 9 例。对照组 50

对照组

50

例，男 28 例、女 22 例；临床分度：轻度 26 例，中度 14 例，
重度 10 例。两组性别、临床分度等经统计学比较，差异无显
著性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2

治疗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包括稳定内环境、控制抽搐、降颅

压、营养脑细胞、输液等支持对症治疗。7～14d 为 1 个疗程。

症状、体征（d）

n

组别

诊断，并排除颅内出血、产伤、严重感染等疾病所引起的脑损

意识
1.33±1.35

反射
①

2.34±1.02

2.61±1.21
①

②

肌张力
②

4.81±1.04

3.13±3.19

③

6.17±3.18

③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1， P<0.01， P<0.01。

6

讨

论

HIE 是新生儿常见病，窒息是主要病因。窒息缺氧后，
脑血管调节能力下降，易发生微循环障碍。同时缺氧时无氧
代谢加强，脑内 ATP 的生成减少，能量来源减少，脑组织代
谢紊乱，Ca2+内流增多，自由基增加，引起脑细胞水肿变性

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复方丹参注射液 2ml 加入 5% GS

和坏死。该病疗程长，部分预后差。目前中西医结合治疗 HIE

20ml 静滴，连用 7～14d。

是一种趋势。中医尚无 HIE 记载。我们通过长期观察认为病

3

观察指标
每天观察患儿体温、呼吸、心率。记录意识、肌张力和原

机主要是产时产道挤压形成气滞血瘀为主。治疗以行气活血，
化瘀通脉为主。我们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复方丹参注射液
（下转 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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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腔炎灌肠汤治疗盆腔炎体会
Experience for treating 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 with
the 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 enema decoction
张永红
（河北省曲周中医院，河北 曲周，057250）
中图分类号：R71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0-0086-01

【摘 要】 笔者自拟盆腔炎灌肠汤治疗盆腔炎，取得了良好的临床疗效，现总结如下。
【关键词】 盆腔炎；盆腔炎灌肠汤；体会
【Abstract】 The author treated 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 with the 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 enema decoction, and achieved
good clinical efficacy, now summarized as follows.
【Keywords】 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 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 enema decoction; Experienc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52
自 2010 年 3 月开始，我们自拟盆腔炎灌肠汤治疗盆腔炎，
尤其是输卵管积水和盆腔积液，疗效甚好，现总结如下。
1

方药及用法

宫附件未见异常。症状消失，病愈。1 年随访无异常。
3

讨

论

盆腔炎属中医 “腹痛”、“带下”、“不孕”、“积聚”等范

盆腔炎灌肠汤用药：当归 15g，赤勺 20g，紫花地丁 15g，蒲

畴。多由经期、产褥期感染，性生活不洁或宫腔手术感染，致

公英 15g，乳香 10g，没药 10g，红藤 20g，丹参 15g。气虚者加

湿热毒邪遏伏不去伤及任带二脉。主要病机为气滞血瘀，湿毒

黄芪 10g，党参 10g；带下量多色黄加二妙散 10g；包块形成，输

内蕴。主要临床表现为发热或不发热，小腹疼痛，腰骶酸痛，

卵管不通加皂角刺 20g，路路通 15g，王不留 10g，穿山甲 5g；兼

神疲乏力，月经失调，痛经，带下增多，婚后不孕等。盆腔炎

寒者加艾叶 10g，桂枝 5g。诸药浓煎至 100ml，灌入已消毒的液

灌肠汤灌肠重在清热解毒，软坚散结止痛。方中红藤、紫花地

体瓶中，连接一次性输液器，将输液器之头皮针去掉，连接一个

丁、蒲公英清热解毒利湿，当归、赤勺、丹参活血化瘀，三棱、

14 号导尿管，插入直肠。5min 滴完，药液温度以 39℃左右为宜。

乳香、没药活血化瘀，散结止痛。全方配伍共奏行气活血，利

每日 1 次，10 次为 1 个疗程，连用 3 个疗程，经期停用。

湿排脓，消肿散结之功效。药理研究证明：清热解毒药具有抗

2

炎作用，对多种细菌有抑制和杀灭作用，并能增强白细胞的吞

典型病例
患者甲，女性，29 岁，2010 年 7 月 6 日就诊。1 年前因早

噬作用，增强机体抗感染能力；活血化瘀药能改善盆腔的血液

孕行人流术后诱发小腹坠胀疼痛，曾在某医院诊为急性盆腔

循环，减轻盆腔充血改善组织营养状况，改善微循环，有明显

炎，经抗炎治疗后好转。而后经常下腹疼痛连及腰骶部。1 年

的抗渗出和抑制结缔组织增生作用，又可增强纤维蛋白溶解酶

来反复白带量多、色黄、有异味，小便短黄，舌红，苔黄腻，

活性，促进炎症吸收和组织再生，并通过免疫系统协同清热解

脉弦滑而数。妇科检查：外阴正常，阴道畅，白带多、色黄、

毒药物发挥抗病作用。而中药灌肠可通过局部的温热刺激，有

有异味，宫颈中度糜烂，宫体正常，有压痛，双侧附件区（−）。

利于黏膜吸收，直达病所。临床实践证明，诸药配合疗效确切。

B 超示：盆腔积液。西医诊断为“慢性盆腔炎”
。中医诊断为：妇
人腹痛（湿热瘀结型）
。治宜清热除湿，化瘀止痛。用盆腔炎灌肠
汤加减。药用当归 15g，赤勺 20g，紫花地丁 15 g，蒲公英 15g，
乳香 10g，没药 10g，红藤 20g，丹参 15g，三棱 10g，浓煎 100ml
灌肠，连用 5d，症状大减。上方集锦 10 剂后复查。B 超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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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分为丹参、降香）理气活血，通瘀复脉，改善微循
环，从而达到改善脑组织缺血缺氧状况。研究表明复方丹参

参考文献：
[1]陆勤,王健,王薇,等.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细胞因子与细胞免疫的变化

注射液具有明显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阻止 Ca2+内流，抗

[J].小儿急救医学,2005,12(4):269-270

氧自由基，增加 Na+-K+-ATP 酶的活性，改善脑细胞能量代谢，

[2]中华医学会儿科学会新生儿学组.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诊断依据和临

改善病灶部位缺氧状况，提高细胞耐缺氧能力，帮助恢复大

床分度[J].中华儿科杂志,1997,35(2):99-100

脑细胞功能的作用[3]。本研究表明在常规治疗 HIE 基础上加

[3]李伟,刘爱华.复方丹参液体疗法治疗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 66 例[J].实

用复方丹参注射液可阻断或抑制 HIE 的发展，促进脑功能恢

用儿科临床杂志,2001,16(4):249

复，疗效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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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外洗 1 号方离子喷雾治疗皮炎湿疹的疗效观察
Effect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dermatitis and eczema with
the first skin washing recipe ion spray

中图分类号：R758.23

何 茵 乐满兰 朱红英
（鹰潭市人民医院铁路分院，江西 鹰潭，335000）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0-0087-02
证型：IBD

文献标识码：A

【摘 要】 目的：观察皮肤外洗 1 号方离子喷雾治疗皮炎湿疹的疗效。方法：对照组患者给予盐酸西替利嗪片，治疗组在对
照组的基础上给予皮肤外洗 1 号方。观察疗效。结果：治疗组疗效比对照组好，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
。结论：皮肤外洗 1
号方离子喷雾治疗皮炎湿疹 50 例，疗效显著，值得推广。
【关键词】 皮肤外洗 1 号方；皮炎湿疹；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the first skin washing recipe ion spray on treating dermatitis and eczema. Methods: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the cetirizine hydrochloride tablets. The treated group was given the first skin washing recipe based on the
control group. The efficacy was observed. Results: The efficacy of the treated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efficacy of the first skin washing recipe ion spray is significant and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First skin washing recipe; Dermatitis and eczema; Efficacy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53
皮炎湿疹类皮肤病属变态反应性疾病的范畴，是一组与变

治疗组：在口服盐酸西替利嗪片的基础上，给予皮肤外洗

态反应密切相关的皮肤病，包括湿疹、接触性皮炎、特应性皮

1 号方：
（黄柏、苍术、苦参、生大黄、银花、马齿苋各 30g）

炎、脂溢性皮炎等，是临床皮肤科做常见的一类皮肤病，发病

加水 2000ml 煎至 1000ml 去渣，冷却后备用。患者坐位或卧位，

因素复杂，皮损多种多样，病情时轻时重，迁延难愈，给患者

充分暴露治疗部位，患处铺一次性中单，使用冷喷治疗仪，将

的生活、学习、工作、社交等方面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和一定的

喷口对准治疗部位，距离 15cm，雾状蒸汽呈扇形喷射在病灶

精神压力及心理负担，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笔者采用皮肤外

处，每次治疗 15min，2 次/d。1 周为 1 个疗程。治疗 2 个疗程

洗 1 号方离子喷雾治疗皮炎湿疹 50 例，疗效显著，现报道如下。

后进行评价。

1

2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治疗结果

2.1 疗效标准

所有 100 例患者均来自于 2012 年 3 月～2013 年 1 月在我

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

院皮肤科及妇产科门诊治疗的患者，均确诊为皮炎湿疹，将确

（ZY/T001.8-94）关于皮肤病中湿疮的疗效标准进行评定：①治

诊的的 100 例患者平均分为两组，治疗组 50 例，年龄最大者

愈：自觉症状消失，皮损消退。②好转：自觉症状明显减轻，

61 岁，最小者 17 岁，平均年龄 32.6 岁，病程 5d～2 个月。对

皮损消退 30%以上。③未愈：自觉症状无明显改善，皮损消退

照组 50 例，年龄最大者 63 岁，最小者 16 岁，平均 32.3 岁，

不足 30%。

病程 6～3 个月。两组患者年龄、病程等方面经统计处理差异

疗效指数=[（治疗前总积分－治疗后总积分）/治疗前总积

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分]×100%，其中总积分按以上评分标准进行计算。①治愈：

1.2 治疗方法

疗效指标=100%。②显效：60%≤疗效指标<100%。③有效：
30%≤疗效指标<60%。④无效：疗效指标<30%。

对照组：给予盐酸西替利嗪片（商品名：贝分，鲁南制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10mg/片，批号：国药准字 20000379）
口服，用法：口服，1 片/次，1 次/d。同时给予丁酸氢化可的

注：总有效率以治愈率加显效率加有效率计算。
2.2 结果
治疗组与对照组临床疗效比较见表 1。

松软膏外擦患处，2 次/d。
表 1 治疗组与对照组临床疗效比较(n)
组别

n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P值

治疗组

50

45

1

2

2

96

<0.05

对照组

50

24

5

8

13

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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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等细胞免疫应答的反映，抑制真皮肥大细胞脱颗粒释放组

对照组治愈 24 例，治愈率仅为 48%，总有效率治疗组为 96%，

胺，从而减轻患者的症状[1]。本方法将传统中药和现代科学技

而对照组为 74%，两者比较，治疗组疗效比对照组好，差异有

术手段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效果明显，方中银花、

显著性意义（P<0.05）
。

生大黄、马齿苋具有清热解毒，祛风止痒的作用，黄柏、苍术、

3

讨

苦参具有清热利湿止痒的作用，使用离子喷雾治疗仪，采用喷

论

雾方式进行治疗，药液通过离子喷雾器以离子状态渗透皮肤进

目前治疗皮炎湿疹类的药物及方法较多，抗组胺药目前仍

入体内，改善血液循环。有利于药物吸收，增强药效；同时蒸

然是治疗本病的最常用的药物，包括 H1 受体和 H2 受体拮抗

汽喷雾可使皮肤表面升温，使皮肤毛孔开放，起到疏通腠理，

剂两类，前者应用较广，虽然有一定的疗效，但是服药时间较

清热利湿，解毒止痒的作用。效果明显，值得推广使用。

长，且不能有效的控制复发。激素类药物主要是针对急性期皮
损较为广泛者，可酌情给予小剂量口服，症状控制后逐渐减量

参考文献：

至停药，慢性期一般不主张使用激素内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

[1]胡雅玉,任小丽.中波紫外线治疗慢性湿疹的疗效观察[J].中国中西医结合

展，物理疗法在临床治疗上开始发挥积极的作用，研究发现窄

皮肤性病学杂志,2004,3(3):172-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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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提高溃疡性结肠炎愈合质量的研究进展
Research progress of Chinese medicine o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healing of ulcerative colitis
钱 鑫1 叶 柏2
（1.南京中医药大学，江苏 南京，210023；2.江苏省中医院，江苏 南京，21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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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将 84 例患者随机分成治疗组和对照组，分别服用消幽健肠汤和奥美拉唑肠溶片、阿莫西林及甲硝唑。治疗
结果表明，两组临床疗效、肠镜检查、复发率均存在显著性差异，中药消幽健肠汤治疗溃疡性结肠炎，促进溃疡愈合、减少复发
的作用效果明显好于西药。
【关键词】 溃疡性结肠炎；中医药；研究
【Abstract】 84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treated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respectively taking the Xiaoyou
Jianchang decoction and omeprazole enteric-coated tablets, amoxicillin and metronidazole. Treatment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clinical efficacy, colonoscopy, and the recurrence rate. The Xiaoyou Jianchang decoction promotes ulcer healing
in treating ulcerative colitis. Effect of reducing the recurrence i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modern medicine.
【Keywords】 Ulcerative colitis; TCM; Research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54
1

前

言

溃疡性结肠炎是临床常见消化系统疾病之一，属中医“腹
脘痛”的范畴。此病发病率高，具有慢性和易复发的特点，严
重的溃疡性结肠炎甚至有癌变的可能。西医治疗溃疡性结肠炎
疗效确切，但复发率很高。据统计，约 30%～50%的溃疡性结

机理及证治规律，发挥中医药优势，有效治疗溃疡性结肠炎，
降低高复发率，阻断、逆转其癌前病变成为中医研究的重大课
题。我们对幽门螺杆菌（HP）感染性溃疡性结肠炎 84 随机分
组，采用自拟的消幽健肠汤和西药分别治疗，并对治疗效果进
行对比观察分析。

肠炎患者在通过西医治愈后 1 年内复发，5 年内复发率高达

2

100%，其癌变率为 2%～5%。因此，迫切需要寻找到一种针对

2.1 病理分析

病理分析和治疗方法

溃疡性结肠炎有效的防复发的治疗方法。我国传统中医在肠胃

全部病例均符合《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中的溃疡病诊

学说针对“腹脘痛”的治疗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据报道，采

断标准，经肠镜、病理检查和幽门螺杆菌检测提示全部病例为

用中医辨证治疗本病在临床上已显示良好优势。探寻中医病因

幽门螺杆菌相关性溃疡性结肠炎。临床症状主要为腹脘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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脘腹痞满，面色发红，小便黄赤，大便干结，舌红、苔黄腻，

果治疗组好于对照组。治疗组和对照组结肠螺杆菌的定植密度

脉弦。中医诊断：腹脘疼痛（痰热互结）
。所有 84 病例随机分

分析见表 1。

为两组：治疗组 43 例，男性 28 例，女性 15 例；年龄 25～61
岁，平均年龄 35.42 岁；病程为 2 个月～15 年，平均 3.45 年；

表 1 治疗组和对照组患者治疗前后结肠螺杆菌定植密度比较（例）
组别

病理检查粘膜炎症 0～3 级，平均 1.42 级；幽门螺杆菌检测 0～
3 级，平均 1.54 级。对照组 41 例，男性 27 例，女性 14 例；

时间
治疗前

治疗组

治疗后

年龄 23～62 岁，平均 33.28 岁；病程 2 个月～21 年，平均 4.11
年；病理检查示粘膜炎症 0～3 级，平均 1.43 级；幽门螺杆菌

治疗前

对照组

治疗后

检测 0～3 级，平均 1.48 级。两组病例在性别、年龄及病理学
检查上无显著差异（P>0.05）
，具有可比性。

43

41

重度

中度

轻度

无

10

16

17

0

0

4

2

37

9

17

15

0

0

7

4

30

3.2 不良反应

2.2 治疗方法
治疗组采用的治疗方案：给予自拟的消幽健肠汤，100ml/

例数

在治疗期间，治疗组与对照组均未发生明显的不良反应，
治疗后查血常规、尿常规、肝功、肾功、心电图等，均未发现

包，3 包/d，口服。药物组成为：黄芪 15g，党参 10g，黄芩 10g，

异常改变，所有患者完成了 4 周的治疗。

土茯苓 15g，白花蛇舌草 30g，三七 8g，丹参 6g，代赭石 20g，

3.3 复发率

旋复花 10g，海螵蛸 15g。文火水煎两次，取汁 300ml，分 3

对两组患者进行为期 3 个月的随访，治疗组复发 2 例（复

次于饭前 30min 服用。三七需研成细粉，分 3 次冲服，1 剂/d，

发率为 4.6%）
，对照组复发 9 例（复发率为 21.9%）
，两组比较

4 周为 1 个疗程。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治疗效果治疗组好于对照组。

对照组采用的治疗方案：奥美拉唑肠溶片（山东鲁南制药
厂生产）20mg，1 次/d，阿莫西林（石药集团中诺药业生产）

4

讨

论

通过实验结果发现，消幽健肠汤除了能直接作用于结肠螺

500mg，2 次/d，甲硝唑（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400mg，2 次/d，均口服给药，4 周为 1 个疗程。

杆菌，具有很强的杀菌以及粘膜修复作用外，还具有减弱结肠

2.3 观察方法及疗效标准

螺杆菌的菌株毒力，抑制胃酸分泌，改善肠内环境，增加黏膜

治疗组和对照组的患者均采用电子肠镜检查，同时取大肠

血流，清除有害因子的作用。
近年来，中医在治疗溃疡性结肠炎中日益受到重视，正是

和结肠黏膜 2 块和大肠和结肠的肠体处 2 块，进行相关病理组
织学及幽门螺杆菌检查。
幽门螺杆菌定植密度判断标准：参照《全国慢性胃炎研讨

因为中医从辨证论治到用药配伍均遵从整体观念，从而实现对
局灶病变的修复及紊乱的消化功能的调整，最终对提高溃疡病

会议共识》相关标准，观察肠黏膜黏液层、表面上皮、小凹上

的愈合质量及机体抗病祛邪的能力发挥重要作用。

皮和脉管上皮表面的幽门螺杆菌，进行密度分级。重度：结肠

5

螺杆菌成堆存在，基本分布于标本全长；中度：结肠螺杆菌分

结

论

布为标本全长的 1/3～2/3 或连续性、薄而稀疏地存在于上次表

通过实验结果发现，消幽健肠汤除了能直接作用于结肠螺

面；轻度：偶见或小于标本全长 1/3 有少数结肠螺杆菌；无：

杆菌，具有很强的杀菌以及粘膜修复作用外，还具有减弱结肠

未见结肠螺杆菌。

螺杆菌的菌株毒力，抑制胃酸分泌，改善肠内环境，增加黏膜

治愈标准为结肠螺杆菌检测阴转（14C-UBT 呈现阴性，活
度<100）
，临床症状消失，肠镜和病理检查黏膜完全恢复正常；

血流，清除有害因子的作用。
中医消幽健肠汤治疗螺杆菌感染性溃疡性结肠炎，促进溃

显效标准为结肠螺杆菌阴转，临床症状明显减轻，病变肠黏膜

疡愈台、减少复发的作用效果明显好于西药。

炎症达到轻级，基本恢复正常；有效标准为结肠螺杆菌阴转或

参考文献：

强阳性转为弱阳性，临床症状减轻，肠粘膜炎症减轻 1 级及其
以上，病变黏膜范围缩小 2/3；无效标准为结肠粘膜炎症、结
肠螺杆菌检测（14C-UBT 阳性）及临床症状均无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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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分析

3.1 临床疗效
治疗组治愈 16 例，显效 21 例，有效 4 例，无效 2 例，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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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率 94.44%。对照组治愈 8 例，显效 13 例，有 9 效例，无

emerging concept[J].J Clin Gastroenterol,1991,13(8):42

效 11 例，总有效率 73.17%。两组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
，

[5]李臻,魏宝永.左金丸在治疗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性胃病中的应用[J].中华实

治疗效果治疗组好于对照组。

用中医杂志,2005,18(5):725

肠镜检查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 93.85%，对照组总有效率
71.62%，两组统计学处理，有非常显著性（P<0.01），治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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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对大鼠脊髓损伤后神经
干细胞分化为神经前体细胞影响的实验研究
An experimental study on effects of 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 on after SCI in rats NSCs into neural precursor cells
李

犇 1 付 民 1 江 慧 2 王法臣 1

（1.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山东 潍坊，261000；2.青州市中医院，山东 青州，26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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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 PPARγ 对大鼠脊髓损伤后神经干细胞分化为神经前体细胞影响，为脊髓损伤的防治提供理论基础。
方法：使用清洁级 SD 大鼠 108 只，随机分成 SCI 组、RT 组和 GT 治疗组。在不同时期内取材，行免疫荧光染色，观察 PPARγ
对大鼠脊髓损伤后神经干细胞分化为神经前体细胞的影响。结果：PPARγ 激动剂罗格列酮治疗组巢蛋白的表达较脊髓损伤组的巢
蛋白表达在 1～4w 时间点内表达增加（P<0.05）
，PPARγ 拮抗剂 GW9662 组巢蛋白的表达较 SCI 组的巢蛋白表达在 1～4w 时间点
内表达减少（P<0.05）
，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三组之间具有统计学差异。结论：PPARγ 能够促进神经干细胞分化为神经前体细胞，
起到神经保护作用。
【关键词】 脊髓损伤；PPARγ；神经前体细胞；罗格列酮；GW9662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PPARγ to NSCs differentiate into NSCs, so as to provide rationale basis for its
prevention and cure. Methods: 108 rats were divided into spinal cord injury group, rosiglitazone therapy group, GW9662 therapy group,
then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 were performed to research the influence of PPARγ to neural stem cells differentiate into neural precursor
celles. Results: The expression of nestin in rosiglitazone therapy group was more than spinal cord injury group, the expression of nestin in
GW9662 therapy group was less than spinal cord injury group (P<0.05), fator analysis of variance showed there is stastistical difference
among three groups. Conclusion: PPARγ has the effect of neuroprotetion by promoting the differenerentiation of NSCs into neural
precursor cells, after activation of rosiglitazone.
【Keywords】 SCI; PPARγ; Neural precursor cells; Rosiglitazone; GW9662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55
脊髓损伤（Spinal Cord Injury，SCI）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

求新的神经保护治疗手段，以求改善脊髓损伤的预后。

它的原发性和继发性损伤可导致神经细胞死亡，引起运动、感

神经保护是指在神经损伤发生前或神经损伤早期采用药

觉和自主神经功能障碍，其致残率与致死率甚高。SCI 一旦发

物治疗或某些处理措施将神经的损伤降低到最低程度的一种

生给患者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尽管无数的科研和临床

治疗策略。脊髓损伤后自身的修复能力非常有限，死亡的神经

工作者对其进行了艰辛的探索，该领域的研究目前仍未获得实

元不能由自身产生的神经元或邻近的神经元来代替。目前临床

质性的进展。

治疗主要是控制继发性损伤的进一步加重，如何有效地促进损

近年来国内外在神经保护方面进行了大量实验研究[1]，在动

伤脊髓的再生与修复一直是神经科学领域的难题。近年来神经

物研究方面取得很多肯定结论，但在临床研究中目前尚没有取

干细胞（Neural Stem Cells，NSCs）的研究改变了这一观点。

得突破性进展。国内外学者对脊髓损伤的生物学机制已经在细

神经干细胞能分化出神经元、星形胶质细胞和少突胶质细胞使

胞水平和分子水平有了更深入的了解[2]，目前认为 SCI 后细胞水

损伤区域受损的神经环路得以修复。

平上的变化主要包括：炎症细胞浸润、细胞死亡和丢失、星形

PPARγ 是 过 氧 化 物 酶 体 增 殖 物 激 活 受 体 （ Peroxisome

胶质细胞的活化和增生、神经细胞凋亡（主要是少突胶质细胞

Proliferator Activated Receptor，PPAR）的的一员，PPAR 属于

和神经元）和少突胶质细胞及其前体细胞的反应等。SCI 后损伤

一个细胞核激素受体家族，它具有配体激活的核转录因子的功

组织内的多种细胞成分可以产生多种细胞因子和化学因子，其

能，有 α、δ、γ 3 种类型。PPARγ 已经在炎症细胞和实验性中

中既有造成组织损害、阻碍再生的有害因子，也有能维持细胞

枢神经系统损伤的模型中，如缺血性中风中被发现上调 [3] 。

存活、解救细胞免于死亡的有益因子，它们在损伤后的不同时

PPARγ 的激动剂显示出潜在的抗炎及神经保护功能[4] 。目前

间相互交织在一起，使得极难彻底了解它们在损伤后各自不同

PPARγ 对脊髓损伤保护功能的研究的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的变化和作用。在探索脊髓损伤机制的基础上研究者致力于寻

①PPARγ 激活能够维持细胞外谷氨酸盐低水平。②脊髓损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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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ARγ 的激活抑制活性氧族和活性氮在多方面引起的破坏，减

殖状态的神经前体细胞。按 50mg/kg 体重经腹腔注射，1 次/8h,

少损伤组织总的自由基水平。③PPARγ 水平在激活的小胶质细

连续 3 次，最后一次注射后的第 2d 常规麻醉、灌注固定动物

[5]

[6]

胞和巨噬细胞中上调 ，减少促炎介质的产生 。④脊髓损伤

取出距损伤区 0.3cm 上下两段脊髓。待脊髓在 30%蔗糖内沉底

后用 PPARγ 激动剂治疗能够增加少突胶质细胞的存活，更好的

后，恒冷切片机内冠状位切片，片厚 15μm，冷贴片，共 10

保护髓鞘。

套，置－20℃冰箱中备用。
免疫荧光双标染色：①切片取出后，37℃放置 1h，待玻片

中枢神经系统极其有限的再生能力是 SCI 后脊髓功能恢复

干燥后 0.01MPBS 漂洗 3 次，10min/次。②加封闭血清，30min。

的重要机制之一。脊髓损伤后 NSCs 能通过不对称分裂增殖，
并向损伤区移行进行损伤修复 ，但多数情况下分化为胶质细

③0.01MPBS 漂洗 1 次，10min。④加一标一抗，37℃温箱孵育

胞参与瘢痕形成。因此，重建损伤局部微环境，诱导 NSCs 向

1h。4℃过夜。⑤漂洗；0.01MPBS 漂洗 3 次，10min/次。⑥加

[7]

神经元方向转化，成为脊髓修复的一项重要内容 。本实验观

一标荧光二抗，37℃，1～1.5h。⑦0.01MPBS 漂洗 3 次，10min/

察 PPARγ 对大鼠脊髓损伤后巢蛋白（nestin）表达的影响，来

次。⑧封闭血清，30min。⑨加二标一抗，37℃温箱孵育 1h。4℃

[8]

过夜。⑩漂洗；0.01MPBS 漂洗 3 次，10min/次。⑪加二标荧

研究 PPARγ 对神经干细胞分化的影响。
1

方

光二抗，37℃，1～1.5h。⑫漂洗；0.01MPBS 漂洗 3 次，10min/

法

次。⑬0.01MPBS 漂洗 3 次，10min/次；⑭甘油封片。

1.1 试剂

1.4 统计分析方法

Brdu（中杉金桥公司）；小鼠抗尿嘧啶脱氧核苷单克隆抗

实验数据采用 SPSS16.0 软件进行统计处理，免疫荧光结

体（中杉金桥公司）
；cy3 标记山羊抗小鼠 IgG（博奥森生物技

果应用量化统计软件定量分析。样本算术平均数、标准差、概

术有限公司）；山羊抗小鼠巢蛋白单克隆抗体（santa 公司）；

率值分别以（ x ± s ）
、P 表示，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分析。

FITC 标记山羊抗兔 IgG（santa 公司）
；FITC 标记兔抗山羊 IgG

2

（中杉金桥）
；兔抗人 PPARγ 多克隆抗体（santa 公司）
；余均

结

果

为国产分析纯。

SCI 后 3d 损伤各组脊髓实质中即可见到少量 nestin 及 Brdu

1.2 模型的建立

免疫荧光双标染色阳性的新生神经前体细胞，nestin 位于包体

清洁级 SD 大鼠 108 只，雄性，体重 250～300g。随机分

呈绿色，Brdu 位于包核呈红色。1w 时观察到大量的新生神经

成损伤（Spinal CordInjury，SCI）组、罗格列酮治疗（Rosiglitazone

前体细胞，有较多突起（图 2）
。2w 后达到高峰。损伤周围脊

Therapy，RT）组和 GW9662 治疗（GW9662 Therapy，GT）组，

髓表达明显，4w 后，nestin 及 Brdu 免疫荧光双标染色阳性表

各组分别 36 只。观察时间在 1d、3d、1w、2w、4w、8w。大

达下调，逐渐消失。RT 组在 SCI 后 1w 和 2w 新生神经前体细

鼠购后常规饲养，观察健康状况及四肢活动无异常 7d，以 1%

胞较 SCI 组显著表达增多，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4w 在损伤

。背部剃毛，常规消毒铺
异戊巴比钠腹腔注射麻醉（30mg/kg）

周围脊髓仍有少量表达，差异仍有统计学意义，GT 组新生神

巾，以 T8 棘突为中心纵行切口长约 2～3cm，分离软组织至椎

经前体细胞表达明显受抑制，1w 和 2w 时与 SCI 组比较具有统

板，显露 T7-9 椎板，切除 T8 椎板与棘突，对照组不行脊髓致

计学差异。在两周后即很少表达，4w 时差异已无统计学意义。

伤。其它两组充分显露椎管及硬膜囊，用 30g 冲击棒自 5cm 高

免疫组化量化统计软件分析结果（见图 1、表 1）
。

度下坠致伤脊髓。冲击棒下端直径 3mm，致伤能量为 150gcf。
缝合伤口，立即腹腔注射生理盐水 5ml 以补充体液丢失，术后

80

24h 内维持室温 35℃，减少术后死亡。术后协助大鼠排尿，每

60

日早晚各一次，持续 1～2 周，至大鼠建立反射排尿。观察皮

40

肤有无压疮或感染、下肢有无溃烂。

20

1.3 脊髓损伤后激动剂或拮抗剂的干预治疗及标本获取

0

治 疗 组 给 予 激 动 剂 （ 3mg · kg-1 · d-1 ）、 拮 抗 剂
-1

SCI
RT
GT

1d

3d

1w

2w

4w

8w

-1

（0.3mg·kg ·d ）腹腔注射治疗，共 5d。对各实验动物注
图 1 各检测时间点新生神经前体细胞表达的折线图

射 5’-溴脱氧尿嘧啶（Bromodeoxyu- ridine，BrdU）标记处于增
表 1 实验各组在各检测时间点新生神经前体细胞的表达（ x ± s ，个）
1d

3d

1w

2w

SCI

11.50±1.87

29.33±6.15

43.00±4.81

27.00±8.80

*

RT
GT

10.67±3.01
11.17±3.31

注：与 SCI 组比较：*P<0.05，**P<0.01。

28.50±6.65

4w

54.00±6.63

*

33.33±8.71

8w

54.17±4.26
**

68.83±7.25

**

38.50±5.89

12.67±2.42
**

19.50±4.59

11.50±1.87

11.33±3.14
11.33±2.58
12.00±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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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A: 1w 时 SCI 组新生神经前体细胞

B: 1w 时 RT 组新生神经前体细胞

C

D

C: 1w 时 GT 组新生神经前体细胞

D: 2w 时 SCI 组新生神经前体细胞

E

F

E: 2w 时 RT 组新生神经前体细胞

F: 2w 时 GT 组新生神经前体细胞×600

No.20

图2

3

讨

论

人胎脑室管膜下区、海马、纹状体、丘脑、嗅球、皮质
多个部位存在数量不等的神经干细胞。成年哺乳动物脊髓中
央管周围的室管膜细胞就是 NSCs，在脊髓损伤后能通过不
对称分裂增殖，并向损伤区移行进行损伤修复。NSCs 具有
分化为神经元、星形胶质细胞和少突胶质细胞的潜能和自我

较多突起，损伤附近的脊髓灰质可见少数 nestin 及 Brdu 免疫
荧光双标染色阳性细胞，SCI4w 以后，nestin 及 Brdu 免疫荧
光双标染色阳性细胞明显下调。RT 组在各时期与 SCI 组比较
表达明显增高，统计学有显著性差异。尤其以 2w 时更为明
显。GT 组在各时期与 SCI 组比较表达明显受到抑制，统计
学有显著性差异。有学者认为巢蛋白的表达可以提高反应性
细胞对缺氧的耐受性，因为在早期神经胚形成阶段神经干细

更新并足以提供大量神经组织细胞的潜能。巢蛋白（nestin）

胞可能处于原始状态，适应能力强，在缺氧缺血等恶劣环境

被认为是中枢神经系统发育过程中神经干细胞或神经前体细

下，巢蛋白的重新表达可能是增强细胞适应能力和抵抗力的

胞的标志之一[9]，nestin 为神经干细胞的表面标志，它是一种

标志。巢蛋白阳性反应性细胞形成隔离带，将缺血梗死区包

细胞骨架蛋白，在细胞分化结束时表达下降，因而 nestin 阳

裹起来，使正常脑组织和缺血梗死区明显分开，这种现象也

性表达细胞可被看作为神经前体细胞。有报道 SCI 后室管膜

暗示了巢蛋白阳性反应性细胞限制了缺血梗死区炎性细胞和

nestin 阳性表达细胞明显增多，在伤后 24h 即开始出现，伤

有毒分子向周围扩散，最大限度地确保神经元存活。损伤后

后 1w 达高峰，伤后 2w 下调。

脊髓内出现的 nestin 及 Brdu 免疫荧光双标染色阳性细胞，其

我们在实验中观察到 SCI 后 1w，脊髓实质中即可见到少

来源可能为 SCI 后室管膜管内细胞向胚胎期多潜能细胞转

量的 nestin 及 Brdu 免疫荧光双标染色阳性细胞，SCI 后 2w

化、迁移而来，或者是脊髓内或室管膜管内存在着“静止”

观察到大量的 nestin 及 Brdu 免疫荧光双标染色阳性细胞，有

或“休眠”的干细胞亚群，在致伤因子作用下其分裂、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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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潜力被激活，从而出现增殖现象，如何诱导 NSCs 向神经

Neuroscience, 2006, 24(6): 1653-1663

元方向转化，成为脊髓修复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使用神经

[4]GE Landreth, MT Heneka. Anti-inflammatory actions of pero xisome

干细胞移植治疗 SCI，已证实确有一定的效果，但远未达到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 γ agonists in Alzheimer’s disease [J].

治愈 SCI 的目的。在成年个体脊髓后索被切断之后，脊髓中

Neurobiology of Aging, 2001,22(6):937-944

央管有丝分裂活跃的室管膜细胞的数量显著增加，而且这些

[5]Zhao Y, Patzer A, Herdegen T, et al. Activation of cerebral perox isome

活跃增殖的多能 NSCs 向损伤部位迁移，然而它们最终只产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sγ promotes neuroprotec tion by attenuation of

生星形胶质细胞。主要的原因是目前调控移植的神经干细胞

neuronal cyclooxygenase-2 overexpression after focal cerebral ischemia in rats [J].

在受体内存活、分化及增殖的机制仍不清楚。

FASEB Journal, 2006, 20(8):1162-1175

根据本实验结果，经 PPARγ 激动剂罗格列酮治疗 SCI

[6]C Jiang, AT Ting, B Seed. PPAR-γ agonists inhibit production of

后损伤区附近 nestin 及 Brdu 免疫荧光双标染色阳性细胞表达

monocyte inflammatory cytokines [J]. Nature, 1998, 391(6662): 82-86

明显增高，提示 PPAR 的激活可以改变 SCI 后局部微环境，

[7]Johansson CB, Momma S, Clarke DL, et al. Identification of a neural stem

明显促进神经干细胞或前体细胞的表达；有利于诱导 NSCs

cell in the adult mammalian central nervous system [J]. Cell,1999,96:25-34

向神经元方向转化。

[8]Jin K, Minami M, Jing Q. Neurogenesis in dentate subgranular zone and
rost ral subvent ricular zone after focal cerebral ischemia in the rat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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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41 周应用米索前列醇 80 例临床分析
Clinical analysis 80 cases of application of misoprostol during
pregnancy≥41 weeks
邹爱霞 万京芬 贺丽霞
（莱芜市妇幼保健院，山东 莱芜，271100）
中图分类号：R27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0-0093-02

【摘 要】 目的：探讨小剂量米索前列醇促宫颈成熟及引产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选择单胎头位≥41 周妊娠孕妇 80 例
为治疗组，随机抽取同等条件 80 例孕妇对照组，治疗组用 25ug 米索前列醇催宫颈成熟、对照组常规 0.5%催产素静滴促宫颈成熟。
比较两组宫颈成熟情况、引产成功率、分娩方式、临产发动时间。结果：米索前列醇为有效快速的促宫颈成熟剂，成功率高，临
产发动时间短，自然分娩率高，无明显并发症，用于晚期妊娠安全、可靠、有效。
【关键词】 米索前列醇；催宫颈成熟；引产；≥41 周妊娠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low-dose misoprostol for cervical ripening and induction. Methods: A single cephalic≥41
weeks gestation pregnant women, 80 women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of 40 case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ith 25ug reminder misoprostol for cervical ripening, in the control group 0.5% oxytocin infusion routine for cervical ripening. Cervical
ripening conditions were compared, the success rate of induction of labor, mode of delivery, perinatal launch time. Results: Misoprostol is an
effective agent for cervical ripening fast, high success rate; labor launched a short time, natural birth rate, no complications in late pregnancy.
【Keywords】 Misoprostol; For cervical ripening abortion reminder; Induced labour; ≥41 weeks gest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56
分娩是指妊娠 28 周后胎儿及附属物从母体排出的过程、

产成功的关键。目前已确认前列腺素不仅能诱发宫缩、还能催

分娩发动的原因很复杂、宫颈成熟度是分娩必备条件、也是引

宫颈成熟。米索前列醇用于晚期妊娠促宫颈成熟及引产已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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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满意的效果。国内外已得到从分肯定。一般认为其肛门给药与
目前关于米索前列醇促宫颈成熟及引产剂量仍不统一，相关文
献报道 25ug 为安全有效剂量[2]。现对我院 2011 年 4 月～2011
年 8 月 80 例应用小剂量米索前列醇促宫颈成熟及引产的初产

治疗组引产成功率和总有效率分别为 80%、95%，高于对
照组的 60%、77.5%。差异统计学意义（P<0.05）
。
表 2 两组引产效果比较 [n（%）]

妇进行回顾性分析，报道如下。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我院 2011 年 4 月～2011 年 8 月入院 80 例孕周≥41

No.20

2.2 引产效果

阴道放药差异无显著性。可根据医师的个人习惯选择给药途径[1]。

1

010-59431886

组别

例数

成功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80

64（80）

12（15）

4（5）

95.0

对照组

80

48（60）

14（17.5）

18（22.5）

77.5

2.3 两组引产结局比较
治疗组患者最终经阴道顺产 57 例，阴道助产 11 例，剖宫

周、单胎头位未临产初产妇、宫颈评分<6 分，平均 4.6 分。有
引产指征、头盆相称，无阴道分娩禁忌症、无米索前列醇禁忌

产 12 例，剖宫产 指征中（胎儿窘迫 5 例、无效 4 例、社会因

症。孕妇年龄 20～39 岁、平均 28 岁。80 例同等条件为对照组。

素 3 例）
，对照组阴道顺产 40 例，阴道助产 5 例，剖宫产 35

两组孕妇年龄、孕周、宫颈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

例，其中剖宫产中（胎儿窘迫 6 例，无效 19 例产程异常 8 例、

具有可比性。

社会因素 2 例）
。通过 2 组比较可以看出治疗组阴道顺产明显

1.2 治疗方法

高于对照组，而剖宫产率低于对照组。

1.2.1 前提条件：孕妇入院后常规检查血尿常规、肝肾功、血

3

糖、心电图、B 超（羊水指数≥7.0cm）
、胎心监护 NST 反应性
或 CST 阴性，入院后行 OCT 试验阴性后、与孕妇及家属签米

讨

论

米索前列醇是一种人工合成的前列腺素 E1 制剂，有

索前列醇应用知情同意书。

100vg、200vg 两种片剂。价格低廉、室温下易于储存、全身不

1.2.2 引产方法：治疗组：孕妇进食 2h 后、排空膀胱、并常规

良反应少。口服及阴道给药均能较快吸收。经阴道给药浓度持

外阴消毒后、将 25ug 米索前列醇至于阴道侧穹窿、手指退出

续时间更长，而且药物还可以在宫颈局部发挥作用[4]。研究表

时应防止药物带出、孕妇卧床 30min 左右、避免药物脱落、

明米索前列醇可以选择作用于子宫平滑肌上的 EP2/EP3 前列

30min 后可自由活动、用药后嘱孕妇计胎动数、用药后 2h 或宫

腺素受体[5]，25vg 米索前列醇阴道放药有很好的促宫颈成熟和

缩 30s/5min 行胎心监护了解用药后胎儿宫内情况、6h 无宫缩

引产效果，充分证明了其促宫颈成熟和引产有效性。与催产素

可再此方药、1d 最多用要 2 次、连续用要 2d 无效则停药、如

促宫颈成熟及引产相比较、其分娩率高、剖宫产率底。有报道

临产停止方药。用药后严密观察宫缩情况、监测胎心率、每隔

提出经阴道给米索前列醇促宫颈成熟及引产的安全剂量每次不应

12h 进行宫颈评分。对照组使用 0.5%催产素静滴促宫颈成熟、

大于 25vg、重复给药间隔时间不短于 4h，文献报道其主要风险是

自 8～10 滴/min，每 30～40min 后根据宫缩情况逐渐调整滴数

子宫强直收缩、子宫破裂、胎儿窘迫等。但多数研究认为在严密

≤40 滴/min、以 8h/d 为宜、连续用药 2d 未临产为失败。

监护宫缩和胎心率的条件下使用小剂量的米索前列醇促宫颈成熟

[3]

及引产是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方法，值得临床推广。

1.3 宫颈成熟判定

显效：用药期间临产及宫颈评分较前增加≥3 分；有效：
用药期间宫颈评分较前增加 2 分；无效：用药期间宫颈评分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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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爱霞（1973-），女，汉族，山东省莱芜市，主治医师，医学学士，

表 1 两组促宫颈成熟效果比较 [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80

46（57.5）*

30（37.5）

4（5.0）

95.0*

对照组

80

18（22.5）

37（46.3）

25（31.3）

68.8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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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体大面积皮肤缺损用湿性敷料与 VSD 的
观察与护理
Observation and nursing on treating large area skin defect of limbs by
moist dressings and VSD
侯 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新疆 阿克苏，843000）
中图分类号：R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0-0095-02

【摘 要】 目的：探讨湿性敷料与封闭负压引流术（Vacuum Sealing Drainage，VSD）在治疗肢体皮肤缺损的观察及护理方
法。方法：对 2011 年 9 月～2012 年 9 月收治的创伤后肢体皮肤缺损 10 例，应用湿性敷料及封闭负压引流术配合治疗。结果：10
例患者中，6 例 1 周后去除负压吸引敷料，发现创面肉芽组织生长良好。3 例大面积皮肤软组织污染特别严重创面，行负压引流治
疗 2～3 次，伤口处于上皮爬行期，预后良好。1 例行皮瓣转移术，皮瓣成活，伤口愈合。结论：湿性敷料配合创面封闭负压引流
术是治疗皮肤大面积缺损的有效方法之一。
【关键词】 湿性敷料；封闭负压引流；护理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and nursing method of moist dressings and vacuum sealing drainage (VSD) on
treating skin defect of limbs. Methods: From September 2011 to September 2012, 10 cases of post-traumatic limb skin defects were given
moist dressings and VSD treatment. Results: In 10 cases, 6 patients removal of negative pressure and dressing after one week, found that
the growth of granulation tissue good. 3 cases of large area skin and soft tissue pollution is particularly serious wound, treated for 2~3 times
by VSD, wound in epithelial crawling stage, the prognosis is good. 1 case was treated by transposition of skin flap, flap survival, wound
healing. Conclusion: Moist dressings combined with wound VSD is one of the effective methods for treating large area skin defects.
【Keywords】 Moist dressings; VSD; Nursing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57
四肢创伤后大面积皮肤缺损继而感染，临床上并不少见，
受伤多为暴力所致，受伤面积大，创面范围广泛，软组织损伤
严重，多伴有血管神经的损伤，污染严重，治疗难度较大。传
统方法是彻底清创、换药、抗感染，待肉芽组织形成后再植皮
修复创面。以往的治疗愈合时间长，医疗费用高，在精神上、

积（5×6）cm2～（20×40）cm2，受伤机制分别为车祸伤 5 例，
挤压伤 3 例，其他 2 例。
2

方

法

2.1 湿性疗法

身体上和经济上都给患者造成了一定的负担和痛苦。湿性疗法

根据伤口情况进行清创处理。一般伤口用生理盐水反复冲

是近年来国际倡导的伤口治疗方法，其优点是：①为伤口提供

洗，感染的创面增加 3%过氧化氢溶液冲洗。如创面有坏死组

适度湿润的环境，加速伤口愈合，缩短伤口的治疗时间。②可

织可用自溶清创加外科清创清除创面坏死组织后将胶冻状水

防止结痂及瘢痕的形成，减轻伤口的疼痛。③减少换药次数，

凝胶类敷料涂抹于创面，外层配合使用半通透性薄膜敷料、水

节省敷料，并且降低了医疗费用，同时减少护理工作量。④感

胶体敷料或有边形泡沫敷料。对坏死组织进行软化或清除，不

染率大为降低。采用伤口湿性疗法，应用封闭负压引流术施压

易清除的焦痂或腐肉待软化或游离后辅助使用外科清刨的方

均匀，引流彻底，保持创面干燥，感染易控制，可以促进创面

法清除，焦痂清除后伤口床内部的部分坏死组织使用渗盐敷料

愈合，增加创面血流量，提高创面细菌清除率，降低创面周围

进行清创和控制渗液。隔日换药一次。根据创面情况及敷料的

组织血管通透性，减轻水肿。从而促使创面修复细胞分裂增殖

特性选择合适的敷料。伤口浅，渗出少到中量可选择水胶体敷

增快，蛋白质合成增多，加速创面愈合。我科 2011 年 9 月～

料较为合适；伤口较深，累及肌肉或肌腱，渗出中到大量选择

2012 年 9 月共收治 10 例肢体骨折并大面积皮肤缺损患者，运

泡沫敷料较为合适。在选择敷料时应考虑伤口渗出量的多少、

用湿性敷料，配合 VSD 术治疗，取得满意疗效，现报告如下。

有无感染及坏死组织的多少等。可根据伤口渗出、感染情况选

1

临床资料
本组 10 例，其中男性 6 例，女性 4 例，年龄 16～63 岁，

平均 38 岁。其中下肢损伤 7 例，上肢损伤 3 例，皮肤受损面

择床内层使用藻酸盐敷料或泡沫类敷料，外层使用水胶体敷料
覆盖促进新肉芽生长。
2.2 封闭式负压引流
封闭负压引流具有促进肉芽组织生长，清除创面细菌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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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保持创面湿润，利用负压吸出大量坏死组织，减少渗液，

应用，同时可选用生理盐水加抗生素持续冲洗创面，促进肉芽

消除水肿等作用[1]。因此在肉芽生长期采用封闭式负压引流术。

组织生长，防止感染。

根据创面大小裁剪医用海绵块，覆盖填充创面。用手术薄膜覆

3.4 患肢的康复训练

盖封闭创面，覆盖范围应超过创缘 3cm 以上。保持创面封闭性。

使用负压封闭引流术时，要指导患者不要过多的活动患

导管连接：在海绵垫中心剪一 0.5cm×0.5cm 小孔，放入吸盘

肢，以免造成引流管被压、扭曲、脱落，影响吸引效果，另一

并固定，连接引流管，如创面较大放入双吸盘。连接负压源：

方面，为避免患肢肌肉萎缩、关节强直等，要正确指导患者进

将引流管连接负压装置，调整负压维持在 0.02～0.06kPa，海绵

行功能锻炼。以静力肌肉收缩运动为主，配合足趾、踝关节、

在负压吸引下收缩紧密贴附在创面达到全面引流的效果。

腕关节、手指的主动锻炼。不应盲目地、不顾时间和条件限制

3

护理方法

3.1 术后护理

追求早功能恢复，忽略锻炼方法的合理性。
4

3.1.1 连接引流装置，维持有效的负压吸引引流
负压维持在 0.02～0.06kPa，宜选用透明的吸引瓶，术后 3

结

果

本组患者 10 例，6 例 1 周后去除负压吸引敷料，发现创面
皮肤形成了新鲜健康的肉芽组织。2 例大面积皮肤软组织缺损、

天内不更换引流瓶，以便于负压吸引压力更均衡，新植的皮片

污染特别严重创面者，行封闭负压引流治疗 2～3 次，伤口处

均匀的贴覆在创面上，防止因更换引流瓶停止负压吸引时，导

于上皮爬行期预后良好。1 例行皮瓣移植术后皮瓣成活伤口愈

致新植的皮片脱落，以后根据情况每日更换，更换时要先倒入

合。在使用负压引流过程中，患者没有出现局部或全身反应，

100～200ml 生理盐水于引流瓶内，便于观察引流量和终末处

恢复良好，而且周围皮肤保护完好。

置。在更换吸引瓶时，为防止引流管内的液体回流到 VSD 材
料内，先钳夹住引流管，关闭负压源，然后更换吸引瓶。观察
引流管管型是否存在，VSD 材料是否塌陷。负压<0.02kPa 表示

5

小

结

5.1 湿性敷料对伤口愈合的作用

压力不够，封闭膜下积液，易导致皮缘坏死，负压>0.06kPa 表

伤口湿性愈合等于适度的湿润加上密闭的环境。运用保湿

示压力过大，管道变扁，引流不畅，导致组织的再损伤，患者

敷料与创面周围正常皮肤紧密贴合造成的局部低氧、微酸、湿

也感到不适，应及时调整压力。

润环境，可抑制创面细菌生长，促进成纤维细胞生长，刺激毛

3.1.2 引流管护理

细血管形成及内源性胶原酶释放和激活，特别是蛋白酶和尿激

密切观察引流管的通畅情况，有时可见引流管中有一段变

酶，使创面坏死组织溶解，从而达到清创的目的。创面微环境

干的引流物堵塞管腔，甚至使材料鼓起，不见管形，这时可逆

的改善可吸引大量修复细胞和炎性细胞，这些细胞可分泌多种

行缓慢注入生盐水浸泡 10～15min，待堵塞的引流物变软后，

生长因子，如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表皮细胞生长因子、血小

重新接通负压源，如有必要需要多次操作，或更换引流管，甚

板衍生生长因子等，生长因子与受体结合后又发挥促修复作用

至更换 VSD 材料。密切观察引流液的量、性质、颜色等，当

此外，保湿敷料所营造的湿润环境能减少敷料与创面的粘连，

发现有大量新鲜血液被吸出时，应马上通知值班医生，仔细检

减轻疼痛与换药时的再损伤[2]。

查创面内是否有活动性出血，并做出相应的正确处理。告知患

5.2 封闭负压引流对伤口愈合的作用

者保持贴膜周围的皮肤干燥，引流管勿折叠、压迫、牵拉，移

封闭负压引流技术能全方位去除细菌培养基和创伤后受

动体位时防止引流管脱落。

损组织产生的毒性分解产物，减少机体组织对毒性产物的重吸

3.2 心理护理

收；半透膜的密封阻止了外部细菌进入创面，保证了创面内和

患者多为突发意外创伤，表现为极度惊恐、忧虑、担心，

皮肤的水蒸气正常透出，将开放创面变为闭合创面；可控制的

突然的受伤使患者感到来自家庭和外部双重压力，心里护理能

全方位负压作用，为主动引流提供了动力，促进局部的血液循

最大限度的调动患者的积极性，使患者以良好的心理状态接受

环加快，刺激了组织新生。持续负压引流作用下吸净创面的坏

治疗和护理。护士应主动和患者交流，从开始换药的那一刻起，

死组织和渗液，保证创面的干燥，加速肿胀消退，保持创面新

即向病人及家属做好解释工作，说明换药的必要性。将治疗难

鲜。配合湿性敷料的应用从而减轻病人痛苦和经济负担，达到

点、周期及湿性疗法配合封闭负压吸引的目的与方法向病人及

最理想的治疗效果。我们认为湿性敷料配封闭式合负压引流术

家属作简要说明，并取得配合，指导其积极应对，在心理上有

是治疗肢体大面积皮肤缺损的有效方法之一。

充足的准备。了解患者目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需求，尽最大

参考文献：

能力以满足患者的需要。
3.3 加强营养，预防感染
由于创面大，渗液多，每天的引流液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

[1]王彦峰,裘华德.负压封闭引流术在普通外科中的应用[J].中华普通外科杂
志,2001,16(3):19

因此要及时给予患者脂肪乳剂、白蛋白、氨基酸等补充营养，

[2]朱燕英,何金爱.运用湿性敷料配合封闭负压治愈咽瘘患者一例[J].护士进

促进伤口愈合，并配合抗生素、营养支持治疗控制感染，预防、

修杂志,2010.6,25(11):1022

纠正低蛋白血症。多喝水，保持二便通畅。选择敏感的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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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前超声评估 738 例高龄孕妇胎儿生长发育状况
Prenatal ultrasound assessment of 738 cases of
advanced maternal fetal growth status
刘海军 1 薛丽华 2
（1.甘肃省计划生育科研所，甘肃 兰州，730030；2.舟曲县计划生育指导站，甘肃 舟曲，746300）
中图分类号：R27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0-0097-02

【摘 要】 目的：观察产前超声评估高龄孕妇胎儿生长发育状况，总结其临床诊断价值。方法：选取我院 2002 年 10 月～2012
年 10 月 738 例高龄孕妇，均进行产前超声检查，对其胎儿的超声检查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738 例孕妇胎儿中有 17 例胎
儿生长发育异常，跟踪随访；738 例高龄孕妇胎儿经分娩及引产证实共有 19 例异常，超声检出率达 89.5%。结论：产前超声对评
估高龄孕妇胎儿生长发育状况具有很高的准确性，能够协助临床尽可能早期发现胎儿畸形，及时处理，从而降低胎儿出生缺陷的
发生率。
【关键词】 产前超声；高龄孕妇；评估；胎儿生长发育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fetal growth status of prenatal ultrasound assessment of advanced maternal, and summarize
the clinical diagnostic value of it. Methods: 738 cases of advanced maternal in our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02 to October 2012 were
selected; those patients were given prenatal ultrasound assessment, fetal ultrasound results were retrospective analyzed. Results: In 738
cases, 17 cases of pregnant women and fetal growth abnormalities follow up after prenatal ultrasound assessment. 738 cases of advanced
maternal fetal through childbirth and abortion were 19 cases confirmed that have abnormal; ultrasound detection rate was 89.5%.
Conclusion: Prenatal ultrasound assessment with high accuracy in fetal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maternal, as far as possible to
assist clinicians in the early detection of fetal malformations, timely treatment, thereby reduces the incidence of birth defects in the fetus.
【Keywords】 Prenatal ultrasound; Advanced maternal; Assessment; Fetal growth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58
随着医学水平的不断提高，降低了其他原因的围产儿死亡

流出道切面及三血管切面）
、腹腔、双肾、四肢有无发育异常，

率，先天性畸形和发育异常则成为胎婴儿死亡的主要原因，现

发现异常病例，则多切面扫查或动态观察胎儿发育异常部位，

尚缺乏有效的预防方法，但随着超声仪器分辨率的不断提高，

诊断胎儿畸形的器官或系统，并注意是否有胎儿复合畸形的存

以及对胎儿畸形的认知的深化，使产前检查可获得更多胎儿器

在。

官及发育情况的信息。超声检查筛查胎儿畸形具有重要的诊断
价值，且操作简便、准确率高、无放射性、可重复性强，观察

2

结

果

738 例高龄孕妇胎儿中有 17 例胎儿发育异常，其中包括，

胎儿的器官发育情况及解剖形态，以评估胎儿发育是否正常，
是产科筛选缺陷儿的首选检查手段 。本文观察产前超声评估

胎儿唇腭裂 2 例，胎儿颈部囊性淋巴管瘤 1 例，胎儿全身水肿

738 例高龄孕妇胎儿生长发育状况，并总结其临床诊断价值。

综合征 1 例，胎死宫内 1 例，胎儿颅脑畸形 2 例，脐疝 1 例，

[1]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02 年 10 月～2012 年 10 月 738 例孕妇，均进
行产前超声检查，对其胎儿的超声检查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
孕妇检出胎儿畸形的孕周在 15～38 周，年龄在 35～41 岁，
平均年龄为（37.3±1.4）岁。
1.2 仪器与方法

肾脏发育异常 2 例，肢体发育异常 2 例，心脏异常 2 例，巨大
儿 1 例，胎儿宫内生长发育受限 2 例。跟踪随访，738 例孕妇
胎儿经分娩及引产证实共有 19 例异常，漏诊的 2 例，包括心
血管系统（主动脉缩窄）1 例，骨骼系统（并趾）1 例，超声
检出率达 89.5%。
3

讨

论

本文统计发现，17 例胎儿发育异常在同期孕检的高龄孕妇

采用迈瑞 GC-7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四维凸阵探头，

中，发生率为 2.304%。缺陷儿的出生会为家庭及社会带来十分

频率 3.5MHz。孕妇取仰卧位，经腹对胎儿进行多方位、多切

沉重的负担，因此，临床上建议应在孕期进行胎儿生长发育状

面扫查[2]，首先常规观察胎儿生长发育情况：测量胎儿双顶径、

况的筛查，务求早期发现，尽可能地减少缺陷儿的出生。本文

头围、腹围、股骨长度，必要时肱骨长度；其次多切面按顺序

中采用的是常用超声切面的检查方法对 738 例高龄孕妇胎儿，

扫查胎儿头颅、唇面部、脊柱、胸腔（重点是心脏四腔心切面，

进行胎儿生长发育状况常规检查。其中 17 例胎儿常用超声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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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的声像图显示出直接或间接的异常情况，后经跟踪随访，738

结构，由于疾病本身的特点在中孕期声像图可能不够典型，一

例孕妇胎儿共有 19 例异常，超声检出率达 89.5%。表明采取常

次检查会出现漏诊或误诊，则建议晚孕期（28～32 周）再进行

用超声切面检查具有准确率高，是早期筛查胎儿畸形的首选筛

一次系统检查，动态观察，提高超声诊断准确率。

查方法。

综上所述，产前超声对评估胎儿生长发育状况具有很高的

本文超声筛查中漏诊 2 例，
其中包括有心血管系统 1 例
（主

准确性，能够协助临床早期发现胎儿畸形及发育异常，以及时

动脉缩窄）
，骨骼系统 1 例（并趾）
，显示出应用超声切面检查

选择合理的处理方式，降低胎儿出生缺陷的发生率，具有重要

对胎儿生长发育状况进行评估，在心血管及骨骼系统方面存在

的临床应用价值。

一定的难度，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胎儿体位的限制、孕妇腹
壁过厚会一定程度上对胎儿心脏缺陷的检查准确率造成影响，
因此对于先天性心脏病通常较难在产前进行准确诊断，通过胎
[3]

参考文献：
[1]杨玉英,常洪晶,秦王燕,等.彩色多普勒超声在胎儿畸形产前筛查中的诊断

儿心血管的超声声像图特征也往往难以完全显示 ，还有一个

价值[J].疑难病杂志,2008(5):285.7

原因是由于胎儿出现心脏畸形一般在宫内具有一个发展的过

[2]李胜利.胎儿畸形产前超声诊断学[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4:96

程，而非孕早期明显表现出来，通常在孕中晚期方有迹可循，

[3]姜川,匡能琼,郑远琴,等.产前常用超声切面检查在 98 例胎儿畸形筛查中

以左心发育不良或者主动脉狭窄等发育异常为常见。针对此情

的应用[J].重庆医学,2010(3):342-345.39

况，临床上认为需要对胎儿心脏进行系统化检查，同时要随访

[4]钱敏,孙燕,吴青青.11-14 周正常胎儿心脏超声检查[J].中国医学影像技

[4]

至新生儿期 。另外，由于怀孕早期组织畸形较小，其形态解
剖学的改变并不明显，同时也会因胎儿体位、胎龄、孕妇腹壁

术,2007,23(2):271

作者简介：

过厚、羊水过少等限制的影响使胎儿的某些脏器或者部位被遮
掩，无法清晰显示，容易引起漏诊，因此，早期应用超声筛查

刘海军，单位：甘肃省计划生育科研所。

胎儿的结构畸形，最为合理的时间应在 20～24 周，这一时期
的羊水量较为充分，可以协助医师更好地清楚观察胎儿的内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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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如何提升中医骨科教学质量与水平
Study on how to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and level of
Chinese medicine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陈 星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河南 郑州，450000）
中图分类号：R274
【摘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0-0098-02

要】 中医骨科教学，更是强调学生对于中医理论的掌握与动手实践能力等多方面的要求。中医骨科教学质量的主要

影响因素是中医骨科教学内容多，学习周期短，学生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中医骨科学生实践机会减少，严重影响教学的效果。
目前提升中医骨科学习质量的主要措施与途径是不断提升中医骨科教学水平，从而确保教学的质量，不断提高中医骨科学生的理
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同时在教学过程中着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关键词】 中医骨科教学；骨科学；临床实践教学
【Abstract】 Chinese medicine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teaching, emphasize students in many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TCM master
and practical ability requirements.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Chinese is TCM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teaching content, study period, students are faced with the enormous pressure on employment, TCM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students opportunities to practice reduced, seriously affects the teaching effect. At present, the main measures and the way of
TCM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to enhance learning quality is improving TCM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teaching level, so as to ensure
the teaching quality,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ability of TCM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students combine theory with practice,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to cultivate the practice ability of students.
【Keywords】 TCM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teaching; Orthopaedics; Clinical practice teaching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59
中医骨科学属于一门应用性和实践性都非常强的学科，而
中医骨科教学，更是强调学生对于中医理论的掌握与动手实践

能力等多方面的要求。在教学的过程中，由于其专业性比较强，
且涵盖范围比较广，所以对老师和教学方法都提出了更高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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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所以，对于怎样提高中医大学生在学习中医骨科知识，提

八法在骨折患者整复中的具体运用。

高该期间的教学质量水平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中医骨科教

2.2 不断提高中医骨科学生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学，要让学生能够系统的学习中医与骨科的基本知识和理论，

由于临床思维能力是中医骨伤科的一项重要的临床实践

并掌握有关基本的技能，然后将其运用至临床的实践当中。但

能力，所以应当重点培养。因为中医骨科学生的临床实践能力，

是，学生在此过程中，很容易产生理论和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

依赖于坚实的中医骨科理论知识与科学的逻辑思维能力。教学

所以，必须通过加强现代教学理念的转变，完善教学内容与教

过程中要重视学生的临床中医骨科思维能力与实践动手的能

学方法的改进，积极地把基础理论和临床实践密切结合，从而

力培养。想方设法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动手能力，并鼓励学

使学生把握行之有效的学习技巧，掌握临床思维方法，从而在

生不断探讨有关的中医临床知识与骨科基础，并提高学生理论

临床实践的过程中，可以灵活运用所学到的基本医学技能和知

联系实际的具体能力。比如，在骨肿瘤学科的教学过程中，作

识，从而实现全面地提升骨科教学质量和水平的目的效果。

为老师，应当认真做好充分的教学准备，并可以选择一些具有

1

中医骨科教学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

1.1 中医骨科教学内容多，学习周期短

代表性的患者病例资料，搜集比较有特点的各种影像学资料，
并把重点与主要的精力都放到病例的讲解和比较上，从而不断
调动中医骨科学生的思维理解能力。此外，还要根据学习的各

在短暂的学习时间内，学生往往无法系统地掌握骨伤科的

个阶段特点，因材施教，提高学习的效果。

常见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很难规范和系统地对骨科的多发病和

2.3 在教学过程中着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常见病诊断和治疗专业理论的进行学习。而针对五年制中医专

由于临床骨科的很多疾病中，像脱位、骨折的诊断和手术

业学生，加之受到解剖学和相关学科的知识局限，也使得中医

以后的效果，往往都都离不开影像学检查，所以在中医骨科的

骨科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无法掌握骨科基础知识和提高实践

教学过程中，应当重点培养学生的骨科阅片能力。要通过针对

的能力，结果成为严重困扰中医骨科专业教学的瓶颈。

影像片的阅读和理解，不断提升学生的认知与记忆水平。注重

1.2 巨大的就业压力，严重影响教学的效果

培养全方位的分析能力，在发现学习资料中患者的临床表现和

随着国家的大规模扩招与大学教育的普及化，大学生数量
增加，结果引发很大的就业问题，作为本科生，往往很难找到
比较理想合适的工作，而中医骨科专业毕业后的就业压力比其
他专业的更大，五年制本科的中医骨伤科毕业生很难再有吸引
力，学生作为中医骨科教学培养主体，这个的重要环节很容易

影像学资料显示重大不符时，要善于把有关资料密切结合在一
起，从而做出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
3

小

结

中医骨科教学质量与水平将影响者学生毕业以后做为合

出现各种问题。

格的中医医疗工作者的诊疗水平，所以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努

1.3 中医骨科学生实践机会减少

力把中医的理论知识运用到临床骨科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地拓

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由于中医骨科学习中的各类医患矛

展中医骨科专业学生的学习视野，积极培养学生的中医辨证水

盾，让中医骨科学生的临床实习存在有很大的阻碍，很多本来

平和实践工作的能力。作为中医骨科专业教师，要积极培养学

可以让学生参与的手法和中医诊疗操作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

生的中医骨科辨证思维能力，让学生能够充分的利用课堂教学

较大的限制，而教师也很难有效提高学生的中医骨科临床技能

和实践教学机会，迅速提升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为今

学习水平的提高，这就造成了中医骨科教学的效果受到影响。

后的医疗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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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6(4):385-386

学性，并不断培养学生中医辨证的思维能力。要针对中医骨伤

[3]喻格书,胡岗.影响医学生临床实习质量的因素及对策探讨册[J].时珍国医

科学生专业理论和实践能力基础薄弱的特点和学习周期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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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教师要充分地利用多媒体的资料和技术，可以通过典

[4]李柳炳,沈忆新,崔凤梅,等.提高七年制临床医学生实习质量的探讨[J].安

型的病例开展系统实践性的学习，在整个教学的过程，不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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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中医骨科理论和实践知识的有机结合，比如：针对克雷氏骨

[5]张迪华,詹瑞森,张朝跃,等.浅谈多媒体技术在骨科教学中的应用[J].湖南

折手法复位过程中的难点，把收集到的录像软件，让学生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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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解、观看和模拟操作等各种形式，集中讲述中医伤科的正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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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科颈椎病误诊 38 例分析
Analyzing 38 cases of misdiagnosis of cervical spondylosis
周自立
（四川省营山县中医医院，四川 营山，637700）
中图分类号：R24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0-0100-02

【摘 要】 目的：增加对颈椎的认识，提高临床医师对颈椎病的诊断技能。方法：总结我科处理的颈椎病误诊病例 38 例，
做一统计分析，并选取 4 例具有代表意义的病例做一病例分析。结果：颈椎病多易被误诊为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肩周炎等。
结论：颈椎病是一种容易被误诊的疾病，临床医师在临床工作上，应加以注意。
【关键词】 颈椎病；误诊；病例分析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crease awareness of cervical spine and to improve the diagnostic skills of cervical spondylosis. Methods:
To summarize 38 cases of misdiagnosis of cervical spondylopathy cases in our department treated, take a statistical analysis, 4 typical cases
were selected to do a case analysis. Results: Cervical disease more easily misdiagnosed as cardiovascular disease,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scapulohumeral periarthritis, and cervical spondylosis. Conclusion: Cervical vertebra disease is an easy misdiagnosed disease, clinicians
should b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it.
【Keywords】 Cervical vertebra disease; Misdiagnosis; Case analys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60
康复医学科，主要患者是由于神经、肌肉、骨骼及邻近的
肌腱、血管、关节囊等软组织的损伤为病因，其临床表现可以
多种多样，这给临床诊断带来一定的难度。临床中常见误诊误

见表 2。
表 2 颈椎病分型统计结果（n=38）

治者屡见不鲜，未引起临床医师足够重视，轻者治疗无效、重
者致残或损命。颈椎病临床表现多样，是一较易误诊的疾病，现
将我科处理的 38 例颈椎病患者误诊误治做一总结，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疾病类型

例数

年龄

椎动脉型颈椎病

15

63±3.8

交感神经型颈椎病

14

69±8.9

脊髓型颈椎病

5

52±9.2

神经根型颈椎病

4

47±5.8

1.1 一般资料
本组患者 38 例，均为我科门诊或住院部患者，均最终诊
断为颈椎病，多误诊为心脑血管疾病、运动神经元疾病、神经

2

临床病例分析
以下选取本组 38 例患者中具有 4 例代表性的个案做一病

官能症、风湿、癔病、内耳玄晕症等，详见表 1。全部颈椎病

例分析。

例均经我院 X 线或 CT 检查证实有不同程度骨质增生、颈生理

2.1 颈椎病误诊为心血管疾病

弧度变直、椎间孔变窄等，详见表 1。

病例 1：患者甲，老年男性，患者因“反复阵发性心前区
闷痛 3 年”于当地医院就诊，查心电图示：V1-V3 导联 ST 非

表 1 颈椎病误诊疾病统计结果（n=38）
误诊疾病

例数

年龄

心脏疾病

16

68±9.8

脑血管疾病

13

61±4.6

肩周炎

4

47±5.8

精神疾病

2

58±7.8

其他

3

56±9.2

1.2 颈椎病分型

特异性段改变，后转至外院行冠状动脉造影检查，冠状动脉均
有不同程度狭窄，但狭窄程度不超过硬 30%。拟诊“变异型心
绞痛”，予疏通血管、控制血压、降脂等治疗。症状反复，未
有改善，为求进一步诊治收入我科，行颈椎 X 线片或颈椎 CT
检查。符合交感神经型颈椎病诊断。在我科行相应对症治疗，
症状缓解后出院。
造成误诊的原因：①对心绞痛的临床特点认识不足，对各
型颈椎病的特异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尤其是中老年人出现胸

临床将颈椎病分为四个类型：①椎动脉型颈椎病；②交感

闷、胸痛症状，并轻度 ST 段改变时，临床医生首先考虑到的

神经型颈椎病；③脊髓型颈椎病；④神经根型颈椎病。详见表

是冠心病导致的，忽略了颈椎病的检查及诊断；②老年人多合

2。本组治疗中，椎动脉型颈椎病误诊为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9

并心血管疾病，症状表现错综复杂，如果医生询问病史和查体

例；交感神经型颈椎病误诊为心血管疾病 13 例；神经根型脊

不详细，无法对主要阵地准确。

椎病误诊为肩周炎 4 例；脊髓型脊椎病误诊为脑出血 4 例。详

建议：如中老年人出现胸闷、胸痛症状，心电图提示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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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段改变，如按心血管疾病处理，对硝酸酯类药物治疗反应

病例 4：患者丁，中年女性，因“右肩部疼痛 2 月余，无

较差或者无效者，应考虑本病的可能，及时查颈椎 X 线片，对

伴头晕，偶感到颈、背部不适。查体：右肩外展时稍微受限，

X 线表现可疑者或者临床表现考虑该病可能性大者，应进一步

活动时疼痛，有压痛，初步诊断：肩周炎，给予相应对症治疗

做脊髓造影、CT 或 MRI 检查，予及时明确诊断，使患者得到

后未见缓解；我科会诊后，考虑颈椎病可能性大，建议行颈椎

及时诊断和治疗。

片予协助诊断，行颈椎片示 C3-C7 后缘唇样增生，C3-C7 椎间

2.2 颈椎病误诊为脑血管疾病

隙变窄。诊断为神经根型颈椎病，转至我科，给予颈椎牵引，

2.2.1 颈椎病误诊为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IA）

中频电治疗，缓解出院。

病例 2：患者乙，老年男性，因“左侧肢体偏瘫半天”入

造成误诊的原因：①该患者临床表现特点为肩部疼痛，而

院，诊断为“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予对症支持治疗 1d 后，诸

颈部症状不明显，且接诊科室为骨科，使得容易诊断为期肩周

症明显好转，后双多次出现相同症状，曾数次到多处地行头颅

炎。②据统计 76.4%的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首发颈肩背部疼

CT 检查，均无“脑梗塞、脑溢血”病灶发现，既往无糖尿病、

痛，3 周以后出现上肢疼痛及手指麻木，故在发病初期最易误

高血压、冠心病病史，脑血流图示：颈基底动脉血流速度稍快；

诊，多被诊断为肩周炎或背部肌筋膜炎。③由于主管医生没做

心电图、血压均正常，后又到我科求治，详细询问病史后，怀

相应的体格检查，而疏忽了颈椎问题。

疑椎动脉型颈椎病，摄颈椎侧斜位片，见颈椎生理弧度变直，

建议：鉴别根型颈椎病肩痛与肩周炎性疼痛的关键是肩周

C3、4、5 椎体骨质增生，骨桥形成，椎间孔变窄，经颈椎牵

炎性疼痛不向手部放射，肩周炎多有固定的压痛点，如肱骨结

引、药物等综合治疗，诸症消失而出院。

节沟处，肱二头肌长腱的相对固定部位，而神经根型颈椎病疼

2.2.2 颈椎病误诊为脑出血

痛位置多不固定，并感麻木，臂丛神经牵拉试验阳性。当考虑

病例 3：患者丙，老年女性，因“双下肢渐进性无力 4 个

是神经根型颈椎病所致肩痛，应该做影像学检查，颈椎 X 线及

月”入院。患者因 4 个月前跌倒后出现双下肢行走不利伴四肢

MRI 检查发现异常改变与临床表现在节段上是相符的，则可以

麻木，以左侧明显。曾于当地医院就诊，诊断为脑卒中而予相

确诊。

应治疗, 但症状未见好转，反而进行性加重，近半个月行走不
能。为求进一步诊治收入我科，患者发病以来无头痛、呕吐等。

3

总

结

查体：意识清，双侧瞳孔等大等圆，对光反射灵敏，眼球活动

颈椎病是由慢性积累性损伤引起颈椎固有的生理结构及

正常，眼底未见异常，双侧鼻唇沟对称，伸舌居中，颈软。双

其周围的软组织发生退行性改变，造成对颈椎周围的神经、血

上肢肌力 IV 级，左下肢肌力 I 级，右下肢肌力 III 级，腱反射

管、肌肉、筋膜的刺激和压迫产生一系列的临床综合征。一般

左侧消失，右侧减退，位置觉正常。双下肢针刺觉减退，以左

而言, 颈椎病是中老年人的一种多发病[2]，40～60 岁为高发年

侧为甚，双侧巴氏征象、布氏征均阳性。经 MRI 检查示 C3～

龄，而 70 岁以后患病率达 90%[3]。各型颈椎病有其共性，同

7 椎间盘突出，脊髓变性、萎缩，最后确诊为脊髓型颈椎病。

时其临床症状可以是多种多样的的，其中脊髓型与椎动脉型易

予相应治疗，症状有所改善。

表现为运动障碍，如头晕、头痛、肢麻、上肢行动不利；交感

造成误诊的原因：①脊髓型颈椎病起病隐袭，主要临床表

型颈椎病表现为交感神经的紊乱，如胸前闷痛、心慌等症状，

现为以运动障碍为主；椎动脉型颈椎病可以引起颅内大脑皮层

极易与高血压、冠心病等病症相混淆；而神经根型可表现为手

供血不足而出现相应的临床表现，可表现为运动障碍；因而这

臂的反射痛，故在临床中需细心采集病史，做好相关检查，减

两类型颈椎病均容易被误诊为脑血管疾病。如对本病认识不

少误诊可能。另外，部分医师缺乏专科疾病知识，病史采集不

足，特别是早期，容易和有类似症状的腔隙性脑梗死相混淆，

全，主观癔断，辅检不全或者完全依赖辅检等是造成误诊误治

特别是纯运动轻度偏瘫型脑梗死和感觉运动性中风；②无论是

的主要原因。康复医学科就诊患者常有并存病、隐匿疾病存在，

颈椎病还是脑血管疾病，均易于发生在中老年人中，为临床常见

因此临床上应注重学科的横向联系、学科交叉与治疗的前移、

病，故临床医生对肢体无力、感觉障碍等症状者易首先定位于脑

后延等。

部，而忽略了该疾病的可能，给临床诊断带来了失误；③另外，

参考文献：

对于脊髓型颈椎病如有外伤致脊髓水肿时，如按脑梗塞给予脱
水、营养神经治疗后，症状可以有所好转，这也使医生更容易

[1]赵焕芬,张潇匀,张李珍.脊髓型颈椎病误诊误治 14 例的临床分析[J].按摩

倾向于脑梗死的诊断，而忽略了真正的病因所在。④亦有研究

与康复医学,2011,22(30):251

[1]

表明脊髓型颈椎病亦可误诊为其他类型疾病 。
建议：如中老年人出现肌力、运动系统的异常，在行头颅
CT 或者 MR 未发现颅内相关病灶，应警惕该疾病的可能。及
时查颈椎 X 线片，对 X 线表现可疑者或者临床表现考虑该病
可能性大者，应进一步做脊髓造影、CT 或 MRI 检查，予及时
明确诊断，使患者得到及时诊断和治疗。
2.3 颈椎病误诊为肩周炎

[2]施杞.要重视对颈椎病的研究[J].中国中医骨伤科杂志,1997,7(1):1-3
[3]赵定麟.颈椎伤病学[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4.8:147-192

作者简介：
周自立（1963-），男，籍贯：南充市；研究方向：针灸推拿、骨伤；
单位：营山县中医医院。

编辑：赵玉娟

编号：EC-13031650（修回：2013-10-18）

zy@cjocm.cn

中医临床研究

010-59431886

Clinical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2013 Vol.(5)

-102-

No.20

慢性心功能不全患者实施优质护理的体会
Experience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cardiac insufficiency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high quality nursing
李 丽
（郑州市中医院，河南 郑州，450007）
中图分类号：R54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0-0102-02

【摘 要】 目的：探讨慢性心功能不全患者实施优质护理的措施。方法：回顾分析我科收治的 61 例慢性心功能不全患者的
临床资料。结果：61 例慢性心功能不全患者经过优质护理，57 例减轻，3 例加重，1 例死亡。结论：正确的治疗和全程实施优质
护理可以有效缓解稳定病情，提高生活质量，改善预后。
【关键词】 慢性心功能不全；优质护理；回顾分析；体会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high quality nursing measures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cardiac insufficiency.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61 patients with chronic cardiac insufficiency admitted in our department were reviewed. Results: 61 patients with chronic
cardiac insufficiency after high quality nursing, 57 cases relieve, 3 cases was aggravation, 1 case died. Conclusion: Correct treatment and
nursing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full implementation of quality stability conditio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improve the prognosis.
【Keywords】 Chronic cardiac insufficiency; High quality nursing; Retrospective analysis; Experienc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61
2012 年 1～12 月，我科将优质护理服务全程应用于慢性心

疾病的信心[3]。

功能不全患者。慢性心功能不全患者由于其病史长、病情复杂

2.4 体位与安全

[1-2]

易反复、症状表现多样化，导致患者生活质量明显下降

。我

本病休息非常重要，轻度的心力衰竭时，嘱患者尽量减少

们以患者为中心，一切活动紧紧围绕患者的需求，提高服务质

体力活动，适当卧床休息，增加睡眠时间；中度心力衰竭患者，

量，强化基础护理，全面落实护理责任制，深化护理专业内涵。

以卧床休息限制活动为宜；严重的心力衰竭必须绝对卧床休

促进慢性心功能不全患者康复效果满意，现报道如下。

息，给予半卧位或者坐位，并且帮助患者活动四肢，好转后可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2 年 1 月～12 月入院治疗的 61 例慢性心功能不全

以逐渐增加活动量，若患者出现胸闷、心悸、心率加快等现象
时，应立即卧床并抬高床头，拉起床档以防坠床。
2.5 饮食护理
宜进食易消化、高维生素、低热量、低盐、低脂、富含钾、

患者男 28 例，女 33 例，年龄 65～75 岁。61 例慢性心功能不

镁及适量纤维素的食物。宜少量多餐，避免辛辣刺激性食物，

全患者经过精心治疗和护理，57 例减轻，3 例加重，1 例死亡。

若尿闭期间应限制钾盐及含钾量高的食物摄入（如橘子、蘑

取得了满意的治疗效果和预后。具体护理措施如下。

菇）。为保证患者食欲和营养体力的需要，常使用低钠食盐、

2

护理措施

2.1 责任制整体护理

无盐酱油、糖等调味品。
2.6 给药护理
责任护士根据医嘱、剂量准确给药；用药前测量患者血压、

患者入院时就由责任护士从接诊到出院负责患者的一切

心率，用药过程中应注意观察患者的病情，使用硝酸甘油、多

活动及治疗护理，将患者安置于温馨安静的病房，使患者心情

巴胺、多巴酚丁胺、硝普钠等血管活性药物时，应根据患者情

舒畅。责任制整体护理贯穿整个住院周期，使病人感受到不但

况及血压调整滴速，条件允许最好使用输液泵[4]。若患者治疗

有自己的主管医生，还有自己的责任护士，有事情可以找自己

过程中出现大汗、胸闷、恶心等不适，第一时间上报值班医生，

的护士。

即刻测量血压、心率，根据病情减慢滴速或停止用药。使用利

2.2 提高对疾病的认识

尿剂时应准确记录患者 24h 出入水量，
利尿剂最好在上午使用，

由责任护士、患者、家属共同参与，制定符合该患者病情

以免夜间尿量过多而影响休息[5]。在使用洋地黄制剂时，应严

的护理实施计划，除提供必需护理，同时开展责任护士与所负

格按剂量使用，一旦出现洋地黄中毒反应时，应立即报告医生

责患者进行必要的心理、情感交流，用简明通俗的语言向患者

并采取相应措施。

进行该病的发病、临床表现、治疗及生活注意事项科普宣教，

2.7 健康指导

便于患者及家属理解。
2.3 情志护理

责任护士按周计划对病人进行护理，每周五组织健康讲
座，邀请患者与家属参加，由责任护士准备相应的 ppt 课件向

由于慢性心功能不全病程较长、病情复杂多变、同时给患

大家讲解，这种形式可以帮助病人及家属加深印象，达到健康

者身心带来负面情绪持久存在，易出现焦虑、消极等不良心理

教育的目的。患者出院时由责任护士主动向患者及家属进行出

因素。责任护士应耐心倾听，并给予心理暗示鼓励其树立战胜

院宣教，告知患者要保持心情愉快，避免各种诱发因素，如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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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劳累、感染等；合理调整饮食，选用低热量、低胆固醇、

满意的治疗效果和预后。说明正确的治疗和全程实施优质护理

低盐、高纤维素饮食，戒烟酒；注意保暖，避免受凉；按医嘱

可以有效减轻病人的病情和提高生活质量。

服用药物，定期复查。
3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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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慢性心功能不全患者经过精心治疗和优质护理，取得了

盐酸法舒地尔微生物限度检查验证
Validation of the microbial detection methods of fasudil hydrochloric
田 英
（山东青岛中西医结合医院，山东 青岛，266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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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盐酸法舒地尔微生物检测方法的验证实施，来确认所采用的细菌、霉菌及酵母菌计数方法和控制菌检查方
法适合该药品的微生物限度检查。
【关键词】 盐酸法舒地尔；验证
【Abstract】 By fasudil hydrochloric injection method, valid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microbial detection methods to identify
bacteria, mold and yeast count methods and the control bacteria checking method for microbial limit examination of the medicine.
【Keywords】 Fasudil hydrochloric; Valid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62
目的：确认所采用的细菌、霉菌及酵母菌计数方法和控制
菌检查方法适合该药品的微生物限度检查。
范围：适用于盐酸法舒地尔微生物检测方法的验证实施。
1

实验材料及用具

枯草芽孢杆菌（Bacillus subtilis）〔CMCC（B）63501〕；白色
念珠菌（Candida albicans）〔CMCC（F）98 001〕；黑曲霉
（Aspergillus niger）
〔CMCC（F）98 003〕
。
2

1.1 盐酸法舒地尔
批号 081012、081015、081018，自制。
1.2 培养基
营养肉汤培养基：批号 080623，北京三药科技开发公司；
营养琼脂培养基：批号 070527，北京三药科技开发公司；改良
马丁液体培养基：批号 080417，北京三药科技开发公司；改良
马丁琼脂培养基：批号 080513，北京三药科技开发公司；玫瑰

测试环境条件要求
所有检查在环境洁净度 10000 级下的局部 100 级届东京都

的水平单向流空气区域内隔离系统内进行，其全过程严格遵守
无菌操作，能仿制微生物污染。
3

菌落计数方法验证

3.1 菌液的制备
①取经 37℃培养 18～24h，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埃希菌、

红钠琼脂培养基：批号 070412，北京三药科技开发公司；胆盐

枯草杆菌的营养肉汤培养物 1ml＋9ml 无菌氯化钠注射液，10

乳糖培养基：批号 070508，北京三药科技开发公司；MUG 培

倍稀释至 10-5～10-7，细菌数约为 50～100cfu/ml，做活菌计数

养基：批号 080816，青岛高科园海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蛋白

备用。②经过 25℃培养 18～24h 的白色念珠霉菌液体改良马丁

胨：批号 20070105，北京双旋微生物培养基制品厂。

液体培养物 1ml＋9ml 无菌氯化钠注射液，10 倍稀释至 10-5～

1.3 菌种

10-7，细菌数约为 50～100cfu/ml，做活菌计数备用。③取经 25℃

；金
大肠埃希菌（Escherichia coli）
〔CMCC（B）44102〕
黄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
〔CMCC（B） 26 003〕
；

培养 1 周的黑曲霉改良马丁琼脂斜面培养物，加 3～5ml 盐水
洗下霉菌孢子，吸取出菌液，用标准比浊管比浊，然后取 1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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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ml 无菌氯化钠注射液，逐管 10 倍稀释为 10-4，细菌数约为

果，记录菌落数。②菌液组：分别取上述试验菌液 1ml 注入平

50～100cfu/ml，做活菌计数备用。

皿内，每个菌平行制备 2 个平皿，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埃希

3.2 供试液制备

菌、枯草杆菌立即倾注营养琼脂培养基，待凝固后置 30℃～

称取样品 10g，
加 0.1%无菌蛋白胨水溶液稀释液成 100ml，

35℃培养 48h；白色念珠霉菌和黑曲霉立即倾注玫瑰红钠琼脂

浓度均为 1﹕10 供试液，
分别人工污染上述 5 种代表试验菌株。

培养基，待凝固后置 23℃～28℃培养 72h，观察结果，测定每

3.3 回收率测定

一菌株的试验菌数。③供试品对照组：分别取 1﹕10 供试液

①试验组：分别取 1﹕10 供试液 1ml、50～100 个/ml 试验

1ml，注入 10 个平皿中，立刻倾注营养琼脂培养基和玫瑰红钠

菌液同时加入平皿中，每个菌平行制备 2 个平皿，金黄色葡萄

琼脂培养基，每种培养基制备 5 个平皿，置 30℃～35℃培养

球菌、大肠埃希菌、枯草杆菌立即倾注营养琼脂培养基，待凝

48h 和 23℃～28℃培养 72h，观察结果，测定供试品本底菌数。
上述方法平行试验 3 次。

固后置 30℃～35℃培养 48h；白色念珠菌和黑曲霉立即倾注玫

3.4 结果

瑰红钠琼脂培养基，待凝固后置 23℃～28℃培养 72h，观察结
表 1 菌落计数回收率的测定
菌种类型

大肠埃希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枯草芽孢杆菌

白色念珠霉菌

黑曲霉

试验次数

试验组

菌液组

供试品对照组

1

67

78

0

86

2

70

75

0

93

3

67

75

0

89

1

88

90

0

98

2

92

95

0

97

3

86

89

0

97

1

47

55

0

85

2

50

61

0

82

3

53

59

0

90

1

70

76

0

92

2

74

80

0

93

3

69

73

0

95

1

53

64

0

83

2

58

65

0

89

3

62

70

0

89

从表１可以看出，采用常规方法 3 次试验中，大肠埃希菌、

5

金黄色葡萄球菌、枯草杆菌、白色念珠菌、黑曲霉的回收率均
达 70%以上，说明常规法适合于该品种的细菌、霉菌和酵母菌
计数。
4

控制菌（大肠埃希菌）检查方法的验证

4.1 试验组
取 1﹕10 供试液 10ml，加入含 50～100cfu 的大肠埃希菌
菌悬液 1mI，置 100ml 的胆盐乳糖增菌培养基内，35℃～37℃
培养 24h。取上述培养物 0.2ml 接种至 5ml MUG 培养基的试
管内，35℃～37℃培养 24h，在 366nm 紫外线下观察有荧光反

结

论

综上所述，盐酸法舒地尔无抑菌性，微生物限度检查可采
用常规方法检查，其检查方法为：取本品，按中国药典 2005
年版二部附录项下规定。采用常规法进行细菌、霉菌及酵母菌
数测定和控制菌 （大肠埃希菌）检查。
6

样品微生物限度检查
取自制盐酸法舒地尔三批，进行微生物限度检查，结果如下。

表 2 样品菌落数检查结果
样品

应，滴加靛基质试液，液面呈玫瑰红色 。
4.2 阴性菌对照组

自制品

取 1﹕10 供试液 10ml 加入含 50～100cfu 的金黄色葡萄
球菌菌悬液 1mI 置 100ml 的胆盐乳糖增菌培养基内，35℃～
37℃培养 24h。取上述培养物 0.2ml 接种至 5ml MUG 培养基
的试管内，35℃～37℃培养 24h，在 366nm 紫外线下观察无荧
光反应，滴加靛基质试液，液面呈试剂本色。
上述验证结果表明试验组检出了大肠埃希菌而阴性菌对
照组未检出金黄色葡萄球菌。说明可采用常规法对本品进行控
制菌（大肠埃希菌）检查。

试验组菌回收率（%）

批号

细菌数

霉菌数

结论

81012

符合规定

81015

符合规定

81018

符合规定

表 3 样品大肠杆菌检查结果
样品

批号

大肠杆菌

阳性对照

阴性对照

结论

81012

－

＋

－

符合规定

自制品

81015

－

＋

－

符合规定

81018

－

＋

－

符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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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鱼胆中毒致急性肾损伤的救治
Treating AKI caused by grass carp bile poisoning
秦中豪 1 王宏天 2 刘浩飞 1 白继琼 1 张 翥 2
（1.河南中医学院，河南 郑州，450000；2.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河南 郑州，450000）
中图分类号：R322.6+1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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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型：DBG

【摘 要】 目的：探讨草鱼胆中毒致急性肾损伤的诊疗方法。方法：回顾性分析 6 例草鱼胆中毒患者的诊疗措施。结果：6
例患者均出现急性肾损伤，血液净化治疗后临床症状缓解，实验室检查恢复正常。结论：血液净化是治疗草鱼胆中毒致急性肾损
伤的有效方法。
【关键词】 草鱼胆中毒；急性肾损伤；血液净化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reatment methods of acute kidney injury caused by grass carp bile poisoning.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six cases of grass carp bile poisoning patient care measures. Results: Six patients were acute kidney injury, after
blood purification treatment, the clinical symptoms have been alleviated, laboratory tests returned to normal. Conclusion: Blood
purification treatment was an effective manner for treating grass carp bile poisoning induced acute kidney injury.
【Keywords】 Grass carp bile poisoning; Acute kidney injury; Blood purificatio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63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有时因食用草鱼胆而中毒，草鱼胆进

养支持；④维持水电解质平衡，少尿期预防高钾血症，多尿期

入人体后，主要损害肾脏和肝脏。其所致急性肾损伤（Acute

预防低钾血症和低钙血症等。

Kidney Injury，AKI）常见症状包括乏力、食欲减退、恶心、

2

结

果

6 例患者经治疗，临床症状全部消失，肾功能、肝功能及

呕吐、瘙痒、尿量减少或尿色加深，容量过多导致急性左心衰
时可以出现气急、呼吸困难。体检可见外周水肿、肺部湿啰音、

血常规等指标恢复正常，随访半年，无肝肾后遗症。

颈静脉怒张等。AKI 的首次诊断常常基于实验室检查异常，特

3

别是血肌酐的绝对或相对升高，而不是基于临床症状与体征[1]，

讨

论

民间有人认为食用草鱼胆可清热解毒、清肝明目，殊不知

故常常误诊。现将本院 2009～2012 年救治的 6 例草鱼胆中毒

草鱼胆汁是一种生物毒性物质，含有胆酸、鹅去氧胆酸、鹅牛

致 AKI 患者，汇报如下。

磺胆酸以及组胺致敏物质[2]，服用后容易中毒，主要表现为多

1

脏器功能受损，严重者危及生命。因此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食

材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用草鱼胆的危险性，不要食用草鱼胆。

6 例患者中，男 4 例，女 2 例，年龄 32～82 岁，就诊时间

草鱼胆中毒的确切机制尚未完全清楚，其所致急性肾功能衰

为食草鱼胆后 13～74h。6 例患者均表现不同程度肾脏损害，

竭（ARF）主要是急性肾小管坏死，以肾间质特别是近曲小管变

符合 AKI 诊断标准[1]。

化最显著，光镜下可见肾间质明显充血、水肿，近曲小管上皮细

1.2 临床表现

胞明显肿胀，部分空泡变性及坏死。细胞坏死多呈灶状，严重者

起病急，食草鱼胆后 3～4h 出现恶心、呕吐和腹痛等消化

呈大片坏死，肾小管腔内有脱落的上皮细胞，可见蛋白管型和颗

道症状，1～3d 后出现少尿、无尿，全身浮肿、腰痛，伴有黄

粒管型，远曲小管亦有坏死。肾小球大小形态正常，电镜下可见

疸、胸闷和昏迷等。全部病例既往均无肾脏病和肝脏病。

近曲小管上皮细胞内溶酶体明显膨大变性，溶酶体膜破裂，部

1.3 实验室检查

分线粒体肿胀，空泡样变性，嵴减少或消失[3]。草鱼胆中毒致

6 例 患 者 肾 功 能 均 进 行 性 恶 化 ： 血 肌 酐 为 768.5 ～

AKI 的发生率为 55%～100%，占鱼胆中毒死因的 91.7%[4]，因

1048.6umol/L，尿素氮为 22.3～40.6mmol/L，尿酸为 466～

而 AKI 的救治成为关键，CRRT 是目前治疗草鱼胆中毒致 AKI

568umol/L；肝功能异常：总蛋白为 45.1～55.3g/L，白蛋白为

的有效的方法，因为 CRRT 容量波动小，血浆渗透压下降缓慢，

28～31g/L，谷丙转氨酶为 501～589U/L，谷草转氨酶为 70～

具有较好的血液动力学稳定性[5]，能够保证重要脏器的血液灌

80U/L；血常规异常：平均血红蛋白为 80～100g/L，红细胞压

流量，有效的防止肾脏缺血，对残余肾功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

积 27%～32%；尿常规异常：血尿（+～2+）
，蛋白尿（+～2+）
。

用。同时 CRRT 溶质清除率高，文献报道其尿毒素累各清除量

1.4 治疗

远优于每周 4 次传统间歇性血液透析所达到的效果[6]。在条件

①及时予以连续肾脏替代疗法（CRRT）治疗 4 例，治疗

有限的医院里遇到此类患者，血液透析加血液灌流也是一种可

时间为 8～12h/d，连做 3～4d，血液透析加血液灌流治疗 2 例，

取的有效方法，因为血液透析采用扩散和对流的方法可清除小

行序贯式治疗，第 4 次以后每周 3 次血液透析，4.5h/次，血流

分子物质，改善肾功能，血液灌流采用吸附的方法可清除中、

2

量为 200ml/min，滤器面积为 1.6m ，平均治疗 14d，肾功、肝
功恢复正常；②予以还原型谷胱甘肽保肝降转氨酶；③加强营

小分子物质，例如体内有害的代谢物质或外源性毒物，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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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双钢板法治疗复杂胫骨平台骨折的效果
The effect on treating complex tibial plateau fractures by
the improved doubl plate fixation
熊东武

陈作文

（桑植县民族中医院，湖南 桑植，427100）
中图分类号：R2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0-0106-02

【摘 要】 目的：通过临床观察，探讨改良双钢板法在治疗复杂胫骨平台骨折的效果。方法：选择 2009 年 6 月～2010 年 7
月进入我院进行复杂胫骨平台骨折治疗的患者 68 例，将其作为试验组，对其进行改良双钢板法治疗，同时选择 65 名进入我院进
行复杂胫骨平台骨折治疗的患者，将其作为对照组，进行普通的双钢板法治疗，对两组的临床效果进行严格的观察、记录。结果：经
过对全部患者 1～2 年的随访，结果显示，患者的骨折全部治愈。采用 Merchant 评分标准评定，结果发现，试验组膝关节功能优 43 例，
良 19 例，可 5 例，差 1 例，优良率为 98.53%，对照组膝关节功能优 30 例，良 20 例，可 5 例，差 10 例，优良率为 84.62%，两组相比，
差异明显（P<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使用改良双钢板法在治疗复杂胫骨平台骨折中有良好的临床效果，值得大力推广。
【关键词】 胫骨平台骨折；改良双钢板法；疗效
【Abstract】 Objective: Through clinical observ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improved double plate fix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complex tibial
plateau fractures. Methods: From June 2009 to July 2010 in our hospital in July to enter the complex tibial plateau fractures treated 68 patients, a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improved doubl plate fixation on it, at the same time 65 patients into our hospital for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complex tibial plateau fractures, as control group, double plate method for the general observe, record, strictly for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1～2 years of follow-up, the results display, fracture were all cured. According to Merchant score standard, the
results found, the test group of knee joint function was excellent in 43 cases, good in 19 cases, acceptable in 5 cases , poor in 1 cases, the excellent
and good rate was 98.53%, the control group of knee joint function was excellent in 30 cases, good in 20 cases, 5 cases, poor in 10 cases, the
excellent and good rate was 84.62%, compared to the two group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Conclusion: The use
of the improved doubl plate fixation has a good clinical effect in the treatment of complex tibial plateau fracture, it is worth to popularize.
【Keywords】 Tibial plateau fracture; Improved doubl plate fixation; Curative effect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64
作为临床治疗关节内骨折的常见症状，胫骨平台骨折由于

对试验组中 2 例合并血管损伤患者进行急诊手术，剩余 66

受到高能量损伤的影响，关节面大部分出现粉碎现象，一旦没

名患者在入院后经过 6～13d 的护理后，再进行改良钢板法治

有进行及时、有效的治疗，通常会给患者造成创伤性关节炎、

疗，对照 65 名患者在经过 6～13d 的护理后，采用普通钢板法

其关节功能障碍等并发症，对患者的身体健康以及心理健康都

进行治疗。手术结束后，全部患者的双切口外侧进行皮管引流，

会造成难以预计的影响。然而，对其治疗却是一直困扰着创伤

内侧进行皮片引流或者皮管引流。
手术结束 1 天后将皮片拔除，

骨科医生的重大问题，复杂胫骨平台骨折的有效治疗对医务人

2d 后将皮管拔出。对患者患肢进行抬高、固定，减轻肿胀程度。

员来说则意味着更大的挑战，本文通过对改良双钢板法与普通

手术结束后对患者护理中，要求患者服用抗生素 3～6d，开放

钢板法在临床中的具体效果对比，发现改良双钢板法在治疗复

性骨折患者服用抗生素的时间要适当的加长。患者手术第 2 天

杂胫骨平台骨折中有着十分显著的效果。现汇报如下。

即进行足趾和踝关节活动，14d 后拆线，进行石膏固定。3～4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周后对患者的外固定进行去除，对膝关节屈伸情况进行锻炼，
3 个月后根据对患者的摄片情况指导其进行逐步的负重活动。
1.3 统计学分析

选择 2009 年 6 月～2010 年 7 月进入我院进行复杂胫骨平

对观察统计所得的具体数据采用 SPSS 10.1 统计软件进行

台骨折治疗的患者 68 名，其中男性 36 例，女性 32 例。年龄

具体分析，计量数据以均数±标准差表示，将 P<0.05 作为有

分布在 30～71 岁之间，平均年龄（45±3.6）岁。受伤原因：

统计学意义的标准。

交通伤 25 例，高处坠落伤 18 例，重物压伤 25 例。闭合性骨
折 45 例，23 例为开放性骨折。对照组的 65 名患者在年龄、受

2

结

果

伤程度上与无明显差异，P>0.05，不具备统计学意义。所有病

患者在出院后，为获得手术治疗的确切效果，本次研究经

人都经过常规 X 线检查，确定关节骨面的粉碎程度以及骨折块

患者及其家属同意，对全部患者进行 1～2 年的随访，调查结

的移位状况，对入院患者进行初步处理，确定患者患肢肿胀消

果显示，试验组、对照组患者的骨折全部治愈，治愈率达 100%，

失并且出现皮肤皱纹后在进行手术治疗。

两组相比，不存在明显差异（P>0.05），不具备统计学意义。

1.2 方法

采用 Merchant 评分标准评定，结果发现，试验组膝关节功能优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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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良 19 例，可 5 例，差 1 例，优良率为 98.53%，对照组膝关

使用电刀十分容易导致脂肪液化的考虑，在进行具体手术中

节功能优 30 例，良 20 例，可 5 例，差 10 例，优良率为 84.62%

间，建议尽可能的不要使用电刀。鹅足的处理应当依据患者骨

（表 1 所示）
，两组相比，差异明显（P<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

折的具体情况进行选择性的保留或者劈开。进行骨植时，要确
保充分的进行骨植，以避免手术结束后一旦负重便再次出现塌

表 1 Merchant 评分标准评定试验组与对照组的膝关节功能

3

组别

人数

优

良

可

差

优良率（%）

试验组

68

43

19

5

1

98.53

对照组

65

30

20

5

10

84.62

讨

陷的情况。同时，为了获得良好的临床治疗效果，本次试验结
合中医治疗骨折的理念，为应对手术结束后一个月内患者容易
出现的肿胀、酸痛等并发症状，相应的使用不同的药物，如当
归、红花、陈皮、桂枝、路路通、伸筋草，通过剂量的有效调配，
对患者进行局部熏洗的治疗手段，为有效的促进患者血液循环恢

论

胫骨平台骨折多因高能量损伤引发，通过临床调查，得知
引发胫骨平台骨折的主要原因为交通事故、高空坠落，由于该
部分软组织条件并不理想，因此发生胫骨平台骨折后，临床多
表现为粉碎性骨折、关节面塌陷、分离，松质骨压缩等情况，
与此同时胫骨平台骨折还经常合并半月板损伤以及交叉韧带
损伤的情况。人体结构解剖发现胫前区在解剖上被认为是一个
十分缺血的地带，要对其进行高效的处理属于十分困难的事
情，技术水平要求十分严格。再加上膝关节本身担负的是负重
的关节，一旦对关节面的修复没有达到既定效果，十分容易导
致创伤性关节炎出现，并对膝关节产生动能障碍，从而影响到
患者的身体机能以及心理状况。因此在临床治疗中对胫骨平台
骨折，尤其是复杂胫骨平台骨折的有效治疗一直是广大医务工
作者在实际工作中所面临的重点、难点。

复正常，同时在有效避免并发症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综上所述，复杂胫骨平台骨折是一项十分繁复同时技术水
平要求十分高的手术，在手术前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胫骨平台
内侧髁骨折的损伤情况进行详细、全面的分析，在掌握患者受
伤的准确信息后，在进行相关手术治疗。研究证明，使用改良
钢板法对复杂胫骨平台骨折的治疗效果优良，且膝关节功能的
恢复情况更令人满意：调查显示，使用改良钢板法治疗复杂胫
骨平台骨折的患者中，膝关节功能优良率达到 98.53%，远高于
对照组的有效率 84.62%，因此，在实际临床过程中，应对改良
双钢板法治疗手段进行大力的推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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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从而确定最有效的手术方案。最好的手术时机一般为认为

[5]章兆兵.中药熏洗配合内固定治疗胫骨平台骨折的临床治疗体会[J].中医

是患者患肢肿胀消失、没有出现新张力性水泡后便应当准备手

临床研究,2012,4(2):105-106

术。闭合性骨折手术一般为患者受伤后 5～7d 内便应进行手术

[5]郑志巍, 宫云昭. 胫骨平台骨 折手术 治疗疗效分 析[J].医学信 息,2013

治疗，开放性骨折的手术应当根据胫骨平台骨折的具体情况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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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的进行延长，若没有出现明显的局部炎症反应，通常情况下，
受伤后 10d 左右便可进行手术。出于内侧脂肪组织相对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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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联合治疗可同时清除中、小分子，对肾功能有明显改善，
[7]

对中毒早期患者行血液透析联合血液灌流治疗，效果更佳 。
草鱼胆中毒致 AKI 的患者并不常见，例如：我院 2012 年
10 月 4 日救治的 1 例病例，患者食用草鱼胆后出现恶心呕吐，
至当地医院就诊，被误诊为急性胃肠炎，所以详细询问病史是
及时诊断本病的关键。一旦确诊为 AKI，特别是重症，血液净
化是治疗草鱼胆中毒致 AKI 的有效方法，及时有效的治疗，一
般不会留下后遗症。应告知民众重视草鱼胆的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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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药典》（英文版）I 部中几个有关中药材名称
英译问题的商榷
Discussion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several Chinese medicines in the
Pharmacopoeia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Volume I
闫舒瑶
（河南中医学院外语学院，河南 郑州，450008）
中图分类号：R282
【摘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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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从一名一译、译文格式、入药部位翻译及技术性失误等方面对《中国药典》（英文版）I 部中出现的几个有关中

药材名称英译的问题提出拙见，以期与同行商榷。
【关键词】 《中国药典》
；一名一译；译文格式；入药部位翻译；技术性失误
【Abstract】 By pointing some translating problems of Chinese medicines in the Pharmacopoeia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Volume I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one medicinal with one English name, translation form, translation of medicinal parts and some technical
errors, suggestions are made for further discussion with those sharing the same interests.
【Keywords】 Pharmacopoeia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e medicinal with one English name; Translation formt;
Translation of medicinal parts; Technical error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65
对从事医学翻译、医学英语教学和科研的工作者来说，

Pleione Pseudobulb（P1-182）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1-2]（以下简称药典）是目前最权威、

笔者认为这些药材无论是多基源还是单基源英译时都应

最完善的工具书。它在提高编译质量和标准化程度的同时，

采用一名一译的原则，理由如下：a.李振吉等在《中医基本名

在药品的收藏、分类、管理等方面也更加科学、规范。另外，

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3]的前言中指出，中医名词术语英

在其编纂期间与美国药典委员会联合举办的首届中美药典论

译的基本原则是“信达雅”
，然而更注重和遵循以下四个具体

坛表明了我国在医药领域与国际卫生事业接轨的又一重大进

准则：①对应性；②简洁性；③统一性；④约定俗成。其中统

步。但是，标准化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它不仅是对过

一性就是指同一概念的名词只用一词对译；b.这些多基源药材

去所做工作的肯定，也是一个对其不足进行思考和改进的过

的继续存在说明了它们的不同种源在成分、功效等方面极为相

程。笔者仅就药典 I 部中出现的几个有关中药材名称英译的

似，其质量符合保证临床安全有效的要求。因此，名称已经不

问题提出拙见，以期与同行商榷。

再是它们存在的区别性特征；c.除上述所列药物外，绝大多数

1

一药一名和一名一译问题

1.1 单基源药材
药典中几乎所有的单基源药材都只有一个英文名称，只有
儿茶有两个，即 Cutch，Black Catechu（P1-22）
。
1.2 多基源药材
对于多基源药材，药典修订的导向是将内含成分区别较大
的多基源品种，尽可能按一药一名的原则逐步分列，从而逐步

多基源药材都是一名一译。并且，药典在增删多基源品种的来源
或入药部位时已经在践行这一原则。如 2000 年版药典[4]中的紫草
为三基源品种，在 2005 年版药典中就变为了二基源品种，其英译
也由 2000 年的 Arnebia Root（P2-159）
；Gromwell Root 改为 Arnebia
Root（P1-193）
；④方便记忆和使用，有利于标准化的推进。
2

译文格式的规范问题
王国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 年版设计方案概要

解决中药材长期存在的一药多基源的现象。鉴于此，药典结合

及附录（草案）情况说明中指出，
“规范”是《中国药典》一

实际已对一些含成分区别较大的多基源品种进行了增删和单

贯坚持的根本原则。因此，笔者认为译文格式的规范也应在此

列，最后剩下 142 种[2]。这些多基源药材的英译大致有如下 2

原则范围之内，现将药典中的此类问题列举如下。

种情况：①多个拉丁名（一般 2 个）对应多个英译名，如葶苈子

2.1 药材来源与入药部位在译文中的位置

Pepperweed Seed Tansymustard Seed（P1-293）
、老鹳草 Common

按照国际非专利药名（INN）框架的要求，药材的翻译应

Heron’s Bill Herb, Wilford Granesbill Herb（P1-136）
、菊苣 Chicory

采用药品来源在前，药用部位在后的原则。药典中绝大部分药

herb；Chicory root（P1-125）等；②多个或单个拉丁名对应一

材的英译遵循了这一原则，但也有例外，如制胶类药材中的龟

个英文名，中间一般用“or”连接，如昆布 Kelp or Tangle

甲胶 Glue of Tortoise Shell（P1-31）
、果实类药材中的水飞蓟

（P1-313）
、小通草 Stachyurus or Japanese Helwingia Pith（P1-166）、

Fruit of Silybum Marianum（P1-111）
、制粉类药材中的牛胆粉

山慈菇 Appendiculate Cremastra Pseudobulb or Common

Powder Cow-bile（P1-16）等。笔者认为将其改为龟甲胶 Torto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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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题上，
《中药志》[7]中也建议某些块茎类药材采用 Tuber。由此，

Powder 较为合适。

笔者认为“块茎”应统译为 Tuber 以区别于根茎类药材之“根

2.2 所有格的应用

茎”
（Rhizome）
。

药典中有一些药材被译为所有格形式，如血竭 Dragon’s

3.4 根茎类药材

Blood（P1-282）
、石韦 Shearer’s Pyrrosia Leaf（P1-76）
、水红花子

药典中根茎类药材中的“根茎”一般译为 Rhizome。而重

Prince’s-feather Fruit（P1-107）
、鸡内金 Chicken’s Gizzard-skin

楼却被译为 Paris Root，建议改为 Paris Rhizome 以示统一。

（P1-50）
、蛤蟆油 Forest Frog;s Oviduct（P1-172）等。其中血竭、

3.5 块根类药材
块根类药材中的“块根”药典中一般译为 Root，只有山

石韦、水红花子等药材均与中国及希腊神话中的一些典故有
关，所有格形式的翻译反而使译文更具有典雅性。但是，笔者

麦冬 Liriope Root Tuber（P1-220）、麦冬 Dwarf Lilyturf Tuber

认为将鸡内金和蛤蟆油等药材翻译成所有格形式既不能体现

（P1-221）
、郁金 Turmeric Root Tuber（P1-198）不同。顾名思义，

出名词翻译的简洁性原则，又不能与其他同类药物
（如蛤壳 Clam

“块根”即块茎状根，它既不同于“块茎”
（Tuber）也有别于

Shell（P1-34）
、牡蛎 Oyster Shell（P1-35）等）的翻译在形式上保

普通的“根”
（Root）
。因此，为了区别于块茎和根，还是把“块

持一致。因此，建议将其改为鸡内金 Chicken Gizzard-skin、蛤

根”译为 Root Tuber 较好。

蟆油 Forest Frog Oviduct。

3.6 根及根茎类药材

2.3 多基源药材的翻译格式

药典中除部分根及根茎类药材未将入药部位译出外，绝

药典中部分有两个英译名的多基源药材的翻译格式不统

大部分将“根及根茎”译为 Root，只有虎杖 Giant Knotweed

一，总结如下：①“or”型，即两个英译名用 or 隔开。如昆

Rhizome（P1-267）
、白前 Willowleaf Swallowwort Rhizome （P1-266）
、

布 Kelp or Tangle（P1-313）
、小通草 Stachyurus or Japanese

羌活 Incised Notopterygium Rhizome or Root（P1-267）不同。这

Helwingia Pith（P1-166）
；②“上下结构”型，即两个英译名上

一点与 3.5 中的问题基本相同，建议统一为 Root Rizome 或 Root。

下排列。如葶苈子 Pepperweed Seed Tansymustard Seed（P1-293）
；

3.7 枝叶类药材
药典中枝叶类药材中的“枝叶”一般翻译成 Twig and Leaf，

③“逗号”型，即两个英译名用“，
” 隔开。如老鹳草 Common
Heron’s Bill Herb, Wilford Granesbill Herb（P1-136）
；④“分号”

如侧柏叶 Chinese Arborvitae Twig and Leaf（P1-13）等，而西河

型，即两个英译名用“；
” 隔开。如菊苣 Chicory herb；Chicory

柳却被译为 Chinese Tamarish Twig
（P1-13）
。
建议统一为 Twig and

root（P1-125）
。如果这些多基源药材将来能够实现一名一译的话，

Leaf。

这些格式问题将不复存在，但如果继续保持两种译名，无论采

3.8 炒制类药材
炒制类药材在药典中的主词条较少，大部分被列在 Processing

用哪种形式，笔者都希望它们在格式上保持一致。
3

（炮制）项的下面，炮制方法“炒制”一般译为 Stir-baked，但主

入药部位英译的统一问题

词条炒瓜蒌子却被译为 Stir-baking Snakegourd Seed（P1-304）
。

3.1 根皮类药材

从英语语法的角度来说，Stir-baked 体现出了炮制对象的受动

药典中绝大部分根皮类药材中的“根皮”译为 Root-bark，

意义；从炮制类药材的英译来看，所用动词都为过去分词（如

如白鲜皮（P1-41）
、地骨皮（P1-44）
、桑白皮（P1-45）等。但五加

prepared，processed，scalded，carbonized，honeyed 等）
，表示

皮（P1-39）和牡丹皮（P1-46）中的“根皮”却译为 Bark。为了

药物与炮制动作之间的被动关系。因此，建议炒瓜蒌子译为 Stir-

区分其他植物类药材中茎、干之皮的英译，建议“根皮”一律

baked Snakegourd Seed。

译为 Root-bark。

4

3.2 草本类药材
药典一般把全株或地上部分入药的草本植物的入药部
位译为 Herb，而独一味作为全草类药材却被译为 Common

技术性失误

4.1 名词中各单词首字母的大小写
根据国际非专利药名（INN）框架的要求，药品名称的第

Lamiophlomis Root （P1-140）
（其拉丁语为 Hera Lamiophlomis）。

一个字母都要大写。药典中绝大部分词条都遵循了这一要求，

把独一味的入药部位译为“Root”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有些

但个别地方还是出现了技术性的失误。如菊苣 Chicory herb；

[5]

工具书（如《全国中草药汇编》 ）将其入药部位确定为根及

Chicory root（P1-125）
、细辛 Manchurian Wildginger root（P1-201）
、

根状茎。但药典已经通过论证确定其为全草类药材，另外，其

关黄柏 Amur cork-tree（P1-47）
、
焦栀子 Charred cape Jasmine Fruit

拉丁语所表示的入药部位是 Hera，而非 Radix。因此，笔者认

（P1-96）
、桑螵蛸 Mantis Egg-Case（P1-172）等中“herb”
、
“root”
、

为其英译应改为为 Common Lamiophlomis Herb。

“cork”
、
“cape”等词的首字母都应该大写。

3.3 块茎类药材

4.2 拉丁名及英文名排版格式不统一

药典把一些块茎类药材中的 “块茎”译为 Rhizome，如

出现这类情况的一般是有 2 个拉丁名的多基源药材，如昆

夏天无（P1-258）
、泽泻（P1-248）
、白附子（P1-279）等，而有些则

布（P1-313）拉丁文为左右并列格式，且中间只有一个字符，看

译为 Tuber，如半夏（P1-275）
、天南星（P1-250）
、天麻（P1-269）
、

起来像是一个名称；小通草（P1-166）拉丁文为上下排列格式，

白及（P1-253）等。就其拉丁文而言，药典按照《国家药品标准

英文则左右格式，并用“or”隔开；葶苈子（P1-293）拉丁文和

[6]

工作手册》 中命名的技术要求一节中的规定把“块茎”统一

英文均为上下排列格式；老鹳草（P1-136）拉丁为左右并列格式，

为 Rhizoma，但是 Rhizoma 只有根茎及根状茎的意思。在此问

英文左右格式，并用“，
”隔开；菊苣（P1-125）拉丁为左右并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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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英文为左右格式，并用“；
”隔开。建议药典再版时尽量避免

2008

这些技术性的错误，使其无论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更加完美。

[4]李敏,贾君君,张钰苓.从《中国药典》近三版的变化对一药多基源问题的

（注：P1-xxx 为 2005 年《药典》第 xxx 页，P2-xxx 则为 2000

探讨[J].中国中药杂志,2008,33(14):1782-1784
[5]谢万宗.中国中草药汇编[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6:645

年《药典》第 xxx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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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护理技术穴位贴敷的临床应用概述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acupoint sticking of the TCM nursing technology
黄翠琼 黎 灵 黄丽华 谢琼芳 张 芸 宁德春 零小明
（灵山县中医医院，广西 灵山，535400）
中图分类号：R2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0-0110-02

【摘 要】 目的：总结中医护理技术穴位贴敷疗法在临床上的应用。方法：从穴位贴敷疗法的临床应用进行综述。结论：穴
位贴敷疗法疗效好、无副作用、安全、经济、操作简便，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穴位贴敷法；临床应用；综述
【Abstract】 Objective: To summarize the application of acupoint sticking therapy in clinical. Methods: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acupoint sticking therapy are reviewed. Conclusion: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acupoint sticking therapy is good, no side effects, safe,
economic, simple operation, worthy of the clinical promotion.
【Keywords】 Acupoint application; Clinical application; Overview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66
中医护理技术穴位贴敷法是中医护理的特色之一，也是临

药物外敷取穴相同于针灸取穴法，需辨证取穴，灵活运用，

床最为常用的护理技术之一。穴位贴敷法是以中医经络理论为

但是又较针灸取穴略有不同，穴位贴敷的施药范围较大，所选

指导，将中药粉用各种液体（最常用的是姜汁）调和成膏、丸

取之穴通常是一个片而不是一个点，即使选穴稍微偏差也同样

状制剂，贴敷于特定的穴位，贴敷时间一般非刺激性的药物 4～

有利于药物吸收。

8h，刺激性药物如加有姜汁或蒜蓉的一般贴敷 1～3h。药物通

1.5 远端取穴

过相应的腧穴或经络起作用，从而达到治疗目的。穴位贴敷法

根据经络上下相通、循环一体的原则，上病下治，下病上治，

的临床应用范围非常之广泛，现将近年来疗效确切、常见常用

如鼻渊、鼻衄、口舌疮取涌泉，内脏下垂或者脱肛多取百会穴等。

的贴敷病种应用综述如下。

2

1

腧穴选择及配伍

1.1 直接穴位
主要是选择出现病理变化的脏腑的直接腧穴或原穴等进
行相应的穴位敷贴。如治疗肾衰的穴位主要取肾俞、关元穴等。
1.2 选择生物信息穴贴药
生物信息穴是指机体病变的部位或五脏六腑的病理变化

临床应用
目前临床上应用疗效最确切的主要有肺系疾病即呼吸系

统疾病、脾胃疾病即消化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痛证等。
2.1 呼吸系统疾病
穴位贴敷用于呼吸系统疾病的治疗非常广泛，最著名的有三
伏贴与三九贴，主要用于治疗慢性支气管炎[1-2]、哮喘[3]、咳嗽等
肺系疾病，路怀忠[4]等在三伏季节每伏的第一天采用穴位贴敷疗

在体表经络上的反映点，亦称病理反应点或者痧点。

法治疗慢性支气管炎及支气管哮喘，穴位选取百劳、肺俞、膏肓、

1.3 特定穴位

大椎、灵台、膻中等，总有效率为 96%。苏玲[5]等也采用穴位贴

主要是选择《针灸学》中的传统有效的特定穴位，这些传

敷法进行辨证分型选用不同腧穴贴敷治疗慢性支气管炎，与传统

统的有效经穴，是前人在实践中发现并验证有效的穴位。如肺

取穴肺俞、百劳、膏肓对比观察，结果在总有效率方面两者差异

俞、风门、膈俞等穴治疗咳嗽、哮喘；神阙、足三里治肠炎、

有非常显著性意义（P<0.01）
。齐瑞[6]等根据不同证型选用不同

痢疾、腹胀、腹痛等。

穴位进行贴敷治疗支气管哮喘也取得了显著效果。

1.4 取穴施治

2.2 妇科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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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位贴敷疗法在中医妇科方面的应用极其广泛，根据临床
[7]

[8-9]

报道多用于痛经 如原发性痛经

[10]

、重症痛经

[11]

、瘀血型痛经

[12]

等，子宫内膜异位症，带下病，闭经，胡玲

等用穴位敷贴治

[13]

用痛经散穴位贴敷

疗痛经 112 例，张治华，刘天骥，陈风兰

治疗原发性痛经 60 例，汪慧敏[14]用中药敷贴神阙穴治疗原发
[15]

性痛经 33 例均取得了满意疗效。魏林安

应用止带散外敷神

阙穴治疗妇科带下病 108 例取得了显著效果。除了以上常见病
[16]

外，穴位贴敷在治疗闭经

[17]

及子宫内膜异位症

等其他妇科疑

难疾病亦有明显的临床疗效。
2.3 痛证疾病
根据临床报道采用不同的药物对痛风性关节疼痛[18]、软组
织劳损[19]、偏头痛[20]、神经根型颈椎病[21]、肩周炎[22]等作特
定穴位进行穴位貼敷，均获得了满意的疗效。
2.4 其他疾病
如咽炎[23]、失眠[24]、泄泻[25]、晕动病等的穴位贴敷治疗，
田华，顾小侠，许彦等[26]朝应用晕宁膏脐贴治疗晕动病，总有
效率为 90.22%，与对照组比较，P<0.01，疗效较满意。
3

小

结

中医护理技术之一的穴位贴敷疗法是将药物贴敷在特定

[5]苏玲,徐磊.分型穴位贴敷法治疗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研究[J].江苏
中医,1999,20(7):36
[6]齐瑞,田永萍,侯春英,等.综合外治法治疗支气管哮喘 99 例临床观察[J].甘
肃中医,2005,18(3):4
[7]何祖鞭.妇科腹袋外敷神阙穴治疗痛经 66 例[J].安徽中医临床杂志,
1997,9(6):312
[8]张治华,刘天骥,陈风兰.痛经散穴位贴敷治疗原发性痛经 60 例[J].河南中
医,2000,20(3):61
[9]赵爱君,郑桂钦.穴位贴敷治疗原发性痛经 98 例临床观察[J].河南中医药
学刊,2002,17(4):61
[10]王倩,汪慧敏.麝香贴敷神阙穴治疗重度痛经的临床疗效观察[J].浙江中
医学院学报,2004,28(4):66
[11]缪锋,周小英.交加散穴位贴敷治疗气滞血瘀型痛经 209 例[J].浙江中医杂
志,2004,39(11):481
[12]胡玲,马仁智,陈卫华,等.穴位敷贴治疗痛经 112 例[J].中医外治杂志,
1996,5(3):21
[13]张治华,刘天骥,陈风兰.痛经散穴位贴敷治疗原发性痛经 60 例[J].河南中
医,2000,20(3):61
[14]汪慧敏.中药敷贴神阙穴治疗原发性痛经 33 例疗效观察[J].新中医,
2003,35(7):45

的部位即腧穴上起作用的一种疗法。穴位贴敷疗法的理论基础

[15]魏林安.止带散外敷神阙穴治疗妇科带下病 108 例临床观察[J].甘肃中医,

是中医经络学说和中药学理论，经络腧穴对药物的吸收利用具

1995,8(2):29

有外敏性、放大性、储存性和整体调节性。穴位循序分布于十

[16]庞保珍,刘祥英,侯宪良,等.信通丹贴脐治疗闭经 122 例[J].中医外治杂志,

四经脉之上，为经气游行出入体表之所在，贴敷之药切于皮肤

2004,13(4):42

穴位之上，药气尤其是芳香类的中药迅速到达经脉，摄于体内

[17]汪慧敏,王幸儿.七厘散穴位敷贴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临床观察[J].上

而达到病所，从而达到调节脏腑气血阴阳之效，祛邪外出之功。

海针灸杂志,2003,22(4):24

穴位贴敷疗法具有扶正，通营卫，调升降，理阴阳，安五脏，

[18]晏建立,程繁荣,王新建,等.乐尔膏穴位贴敷加车前子茶治疗痛风性关节

挫折五郁之气而资化源等作用，可以使药性通过皮毛腠理而由

疼痛临床观察[J].中医正骨,2000,12(6):10

表及里，循经洛传至脏腑，以调节脏腑气血阳阴已祛邪，从而

[19]汪洪,管安庆.伤膏散穴位敷贴治疗软组织劳损 120 例[J].安徽中医学院

治愈疾病、预防疾病。2012 年 3 月～12 月，灵山县中医医院

学报,1998,17(5):37

积极发挥中医护理技术在临床中的应用，采用中医护理技术穴

[20]薛庆蛟,李振仁,高勇.麝香蛇香散治疗肩周炎 150 例[J].中医外治杂志,

位贴敷配合药熨法治疗脾虚型带下病取得了满意疗效。穴位贴
敷的药物使用补脾固元散，
每次药物组成是白术 20g，
川芎 15g，
苍术 15g，柴胡 8g，黄芪 15g，生姜 10g，香附 10g，桂枝 9g，
丁香 9g，艾叶 9g，以上药物打成散剂后用姜汁调成膏状左穴
位贴敷，穴位选用气海、脾俞、关元，建里、足三里、三阴交、
1 次/d，每次貼敷 4～6h，10d 为 1 个疗程，连续 2 个疗程，治
疗组 30 例，治愈 26 例，显效 4 例，总有效率 100%，未见有
任何副作用，通过临床观察，证实中医护理技术穴位贴敷配合
药熨法能显著地减轻或缓解甚至治愈带下病症状。综上所述，

2001,10(4):42
[21]罗开涛.穴位贴敷为主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 90 例[J].针灸临床杂志,
2004,20(1):39
[22]马小平.头风膏穴位贴敷太阳穴治疗偏头痛 78 例临床观察[J].中医外治
杂志,2003,12(1):14
[23]黄映君,刁本恕.温灸合穴位贴敷法治疗脾虚泄泻证 60 例[J].上海针灸杂
志,2004,23(11):27
[24]许幸仪,王春雷.足底穴位贴敷治疗失眠 60 例[J].现代中西医结合杂
志,2003,12(21):2 344
[25]王兰玉,彭玉蓉.穴位贴敷六神丸治疗慢性咽炎 30 例[J].四川中医,

中医护理技术穴位贴敷疗法是一种成熟、疗效确切、安全无毒

2003,21(3):77

副作用、经济、操作简便的护理方法，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26]田华,顾小侠,许彦,等.田氏晕宁膏治疗晕动病 92 例临床观察[J].河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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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多发性抽动症中医外治疗法概述
Overview of treating MT in children in TCM
张 博1 李 宁2
（1.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河南 郑州，450000；2.河南中医学院基础医学院，河南 郑州，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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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0-0112-04

【摘 要】 小儿多发性抽动症临床发病率呈日益增多，中医外治治疗小儿多发性抽动症疗效显著，值得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和
探索，现分述如下。
【关键词】 中医；多发性抽动症；小儿
【Abstract】 The clinical incidence of MT in children is increasing day by day, TCM external treatment is effective on treating MT,
worthy of our further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it is as follows.
【Keywords】 TCM; MT; Children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67
小儿多发性抽动症（Multiple Tics，简称 MT）是一种儿童

配顶颞前斜线；异常发音配颞后线；治疗抽动症疗效满意，治

期起病的，通常伴有运动和行为异常的慢性神经精神障碍性疾

疗组的临床疗效与西药对照组疗效相当。在改善发声性抽动、

病。1885 年法国医生 Gile de la tourtte 首先报道了 9 例具有本

整体损害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张唐法等[4]运用头针治疗 47 例本

病临床特征的患儿，故本病又称抽动秽语综合征（Tourtte

病患儿。取得了满意的疗效，总有效率为 95.7%。主要取穴双

Syndrome）。MT 的临床表现主要为小儿突然、快速、反复、

侧运动区，舞蹈震颤控制区，隔日 1 次，1 个月为 1 个疗程，2

非节律性、不自主和刻板的运动性抽动和发声性抽动以及伴随

个疗程治疗效果最好。病程越短、患儿年龄越小疗效越好。宋

的某些心理及行为障碍，患儿大都有一组或多组肌肉无意识的

曼萍等[5]认为采用头针针刺双侧舞蹈震颤区，可以调节神经系

反复抽动（如手脚抽动，耸肩摇头，皱眉眨眼，口角抽动等）

统，改善局部血流量，调节纹状体一苍白球系统的功能活动动，

及各种发声障碍（如怪叫、重复语言或模仿语言等），并且有

临床有效率达 88.9%。②毛爱民等[6]观察主穴取百会、风池、

慢性病程，来渐去缓，易于波动和反复发作的特点。

太冲、顶颞前斜线中下段，以眨眼、皱眉为主者配太阳、睛明，

MT 的发病主要与遗传因素、感染免疫因素、中枢神经系

皱鼻严重者配迎香，歪嘴者配地仓。施平补平泻手法，顶颖前

统介质代谢失衡以及长期和较为强烈的负面精神因素（如紧

斜线中下段连接治疗仪，持续 1 个疗程，有效率 93.75%。

张、压抑、伤感等）的影响有关。临床上主要是靠详尽正确的

1.2 针刺背俞穴为主

病史收集、认真全面的体检和系统细致的观察（包括与患儿及

刘援媛等[7]观察针刺背俞穴取穴：心俞、肝俞、脾俞、肾

家长的会晤、交谈等）来作出描述性的诊断。MT 的发病男性

俞、三焦俞。肝俞（双侧）、肾俞（双侧）接电针仪，以连续

明显多于女性，文献报告 的研究结果差异较大，男女之比从

波刺激 20min，TDP 照射背部，隔日 1 次，5 次为 1 疗程。总

1.6﹕1 到 10﹕1 不等。staley 等研究资料表明，本病多见于男

有效率为 96.43%。

性，男女发病之比 3～4﹕1，平均起病年龄为 7 岁，典型病例

1.3 头部穴位与体针相结合

[1]

起病于 2～15 岁。一般认为 MT 发病的男女比例 5﹕1～3﹕1。

①针刺百会、五脏原穴为主。高凤霞等[8]观察针刺主穴取

本病属于中医学“风证”
、
“痰证”范畴。本病多责之于痰，

百会、太渊（双）
、神门（双）
、太冲（双）
、太白（双）
、太溪

然而风与痰关系密切；既可因风而生痰，亦可因痰而生风，风

（双）
。挤眼皱眉配太阳（双）、四白（双）
；撅嘴配地仓（双）、

痰合邪横串经络，可使气阻窍闭而发病。脾为生痰之源，小儿

承浆（双）
；喉中呜呜声配廉泉；耸肩配风池（双）
。治疗 2 个

脾常不足，脾虚运化失调则痰湿内滞，蒙蔽心窍，心神失主，

疗程后统计疗效，总有效率为 90.6%。②体针以三风（风府、

则出现不自主抽动和不自主发声等症状。

风池）、百会为主。王耀民等[9] 与何立[10]研究体针组主穴：三

对于抽动症的中医外治疗法，以针刺及其它中医疗法取代

风（风府、风池）、百会。配穴：阴虚风动，肝阳偏亢加双侧

常规中药药物治疗小儿多发性抽动症的临床研究逐年增多。临

照海、列缺、合谷、太冲；脾虚火旺，风痰闭阻加双侧公孙、

床报道较多，分述如下。

内关、丰隆、神门。百会穴沿皮双透头维穴，治疗抽动症 18

1

针

例有效患儿中，回访结果 15 例，其中 2 例复发抽动，复发率

灸

为 13.3%，与针刺耳压疗效相当。杨廉德等[11]取穴：百会、四

1.1 主穴采用头部穴位
[2]

神聪、风府、风池、大椎、腰俞、合谷、太冲、太溪。其中腰
[3]

①单氏 和徐世芬等 报道主穴以额中线、顶中线、顶旁 1
线为主。配穴：频繁眨眼配枕上正中线，额旁 l 线；肢体抽动

俞采用 3 寸针平刺入骶管裂孔 2～2.5 寸，留针 10min，留针期
间不做提插、捻转；太冲取泻法，太溪取补法，余穴平补平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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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杜淑娟[19]等采用耳穴贴压，同时服益智宁神口服液，取穴

开始每日治疗 1 次，症状缓解后改为隔日 1 次或每周 1～2 次，
[12]

以巩固疗效。3 个月为 1 个疗程，疗效显著。钟祖建等

取主

皮质下、神门、心、肝、肾，与西药氟哌啶醇联合安坦治疗比

穴：百会、风池（双）、三阴交（双）、太冲（双）。面部抽动

较，疗效相当。崔素芝等[20]采用耳压法治疗，选取两组耳穴:

为主加太阳、四白、印堂、迎香；上肢抽动为主加曲池、手三

心、肝、肾、脾、脑点、内分泌、枕、额；心、肝、肾、脾、

里、内关；下肢抽动为主加风市、阳陵泉、血海；腹部抽动为

神门、交感、皮质下、肾上腺、缘中。以上两组耳穴交替使用，

主加中脘、气海、关元。施以平补平泻法，每日针刺 1 次，每

每日按压 3～5 遍，每周 2 次，4 周为 1 个疗程。配合中药内服

次留针 30～40min，每隔 10min 捻转提插 1 次，每周 3～5 次。

熄风静宁汤，总有效率达 100%。

总有效率 93.34%。③针刺头部穴位与腹部穴位相结合。张家维

2.3 耳穴贴压配合针灸

[13]

采用百会、四神聪穴治疗小儿多发性抽动症，并在临床

单氏[2]耳穴贴压同时配合头部穴位针刺。根据国际《头皮

中发现定神穴、索髂两穴较人中对抽动有更好的镇惊，安神作

针穴名标准化方案》选取穴位。耳穴贴压取穴：肝、胆、肾、

用。另外他认为“脐为百风总窍”，抽动症为风动之证，腹部

脾、心、肾上腺、交感、脑点、内分泌等穴，疗效确切。王氏[9]

为气街所在，故可用脐周的四腹聪，飞针斜刺人 0.5 寸，祛风

认为耳穴压籽以调整脏腑功能、疏通经络、调养气血、镇静止

制动。另外张教授提倡背腧穴埋线疗法，既可调整脏腑功能，

挛，对于抽动症患者可取得较好的疗效。采用单侧耳穴：神门、

又膀胱经脉入络于脑，善治脑疾。常用穴：A.厥阴俞透心俞；

缘中、肝、脾、肾、心、内分泌、耳背沟。结合体针治疗。半

B.肝俞透胆俞；C.脾胃透胃俞；D.三焦俞透肾俞。以安神定惊、

年后的随访观察。针刺耳压组与休针组两组患儿复发率经统计

健脾祛痰、补肾益髓为主。

学处理无显著性差异。刘德昌[21]辨证施治，根据不同证型采取

1.4 针刺四关穴为主

不同的针刺加耳穴贴压的方法，“惊则气乱，心神不宁”型，

教授

汪连强[14]观察针刺四关穴为主治疗习惯性抽动症，每天以

取穴：百会、神门、太冲、风池，配以耳穴心、肝、神门、脑

四关穴为主、再配一组配穴，双侧合谷、大冲四关穴为基础方，

点。“稚阳未充，稚阴未长”型，取穴：合谷、风池、大椎、

头部配加百会、颊车、下关、阳白、地仓等，上肢配肩骼、曲

肾俞；耳穴配以神门、心、肾。“湿热蕴结，脾失健运”型，

池、内关等，下肢则配三阴交、阴陵泉、足三里、委中、承山

取穴：足三里、丰隆、天枢、太冲、攒竹、廉泉，配以耳穴肝、

等。配穴分两组，均取患侧，每组取 6～9 个穴位，两组交替。

脾、神门、皮质下。都取得较好的效果。李军艳等[22]以针刺配

治疗 2 个疗程。治愈率为 66.6%。

合耳穴贴压治疗抽动-秽语综合征 40 例，从风痰论治，3 个疗

1.5 针刺体针为主

程（30 次）后，总有效率 82.5%。陈辉[23]以针刺配合耳穴贴压

周章玲等[15]运用腕、踝针治疗本病 43 例，治愈 9 例（占

治疗抽动-秽语综合征 32 例，采用健脾化痰、宁心安神平肝熄

20.9%）显效 14 例（占 32.6%）
；好转 17 例（占 39.5%）
；无效

风之法，痊愈 21 例，占 65.63%；有效 9 例，占 28.1296；无效

3 例（占 7.0%）
；总有效率为 93.0%。认为腕踝针治疗抽动-秽

2 例，占 6.25%，总有效率为 93.75%。

语综合征见效快，高峰疗效一般在治疗的 7～10 次出现。陈梁[16]

2.4 耳穴贴压＋针刺拨罐

取太冲、太溪、三阴交、合谷、印堂、肝俞、曲池、内关、神

栾玉辉等 [24] 采用耳穴贴压加针刺拨罐治疗本病患儿 52

门等穴，其中太冲、合谷二穴是主穴，分别是肝与大肠经之原

例。针刺取穴：太冲、丰隆、合谷、三阴交、百会、太阳、地

穴，两穴合用具有疏肝解郁、开利机关、平肝熄火的作用。使

仓、承浆。针刺后取大椎、脾俞、肝俞拨罐 10min，针、罐后

用上述针刺治疗，可获良效。

进行耳穴贴压，在耳廓肝、脾、神门、眼、目 1、目 2、口及

2

耳穴贴压
耳压法治疗是属于耳科治疗的一种方法，其治疗目的是通

面颊区寻找敏感点。总有效率为 96.15%，最快者 7 次痊愈。
3

针刺方法

过耳部经脉与脏腑之间的密切联系，于耳廓上相应的穴位以压

针刺方法在针灸治疗中起着重要作用，针刺和耳穴贴压时

籽刺激通过经络调整脏腑功能而达到治疗疾病。
《灵枢•口问》

间和疗程各个医家论述不一，大致针刺以 15～30min 为宜，采

篇之云：
“耳为宗脉之所聚”。耳穴贴压穴位多选用神门、皮质

用捻转泻法或平补平泄法。耳穴贴压以每次 5～6 穴，每天按

下、内分泌、心、肝、肾。内分泌有调解内分泌及植物神经功

压 2～3 次为主，1 个月为 1 个疗程。

能紊乱的功能；神门有镇静、安神、降气、镇咳之功；皮质下

3.1 头穴傍针刺法

有调解大脑皮质的兴奋与抑制作用。分述如下。
2.1 单纯耳穴贴压

傍针刺是在脑穴上直刺 1 针、再在其旁边斜刺 1 针的针刺
方法。直刺是刺经，斜刺是刺络，对经脉和络脉都有疏通作用。

高士俊[17]等，取王不留行籽于活血止痛膏耳穴压籽贴敷。

单氏[2]认为抽动-秽语综合征病程较长，经脉痹阻，而傍针刺可

选穴：咽喉、交感、耳中、神门、口、内鼻、心、肝、胃、肾、

增强针刺感应，起到激发经气、疏通经络、平肝熄风、镇静安

内分泌、皮质下，每次 5～6 穴，交替使用。连续压穴 1 个疗

神等作用，亦便于施行针刺手法。

程。治愈率占 95.8%，总有效率达 100%。纪胜翔[18]选取患儿

3.2 长留针而效久和飞针刺法

一侧耳穴：脑点、皮质下、内分泌、肝、脾、神门等穴，睡眠

张教授[13]认为小儿大多畏针，针刺时的“过皮”会给患者

不实者加心穴，眨眼者加眼穴，嗅鼻者加外鼻穴，以耳压籽贴

带来一定的疼痛，是直接影响针刺效果的原因之一。采用“飞

治。每次每穴按压 2min，观察 57 例有效率 100%。

针”手法，快速进针，这样就能大大减轻痛感。另外张教授根

2.2 耳穴贴压配合中药

据《灵枢•终始》：“久病者，邪气入深，刺此病，深纳而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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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以治顽疾”，认为神经系统顽疾，强调较长时间的留针，

肾俞、脾俞等穴，留罐 5～10min 后起罐。隔天 1 次，10 次

小儿留针 40rain。留暂则经气未通、痼疾不散；并可间歇行针

为 1 个疗程，总有效率为 91.3%。

保持刺激量，起到“三刺谷气至”
、
“已补而实，已泻而虚”的
作用。提倡背腧穴埋线疗法以延长刺激时间。
4

穴位注射

8

经络导平
经络导平治疗是根据中医阴阳平衡理论和中医针灸理论，

通过对病理经络进行疏导的一种治疗，方芳等[33]研究发现经过

凌振宇等[25]取转移因子注射液 3mg，三阴交，隔天 1 次，

经络导平治疗仪治疗后，单纯性抽动的患儿 1 个疗程症状基本

10 次为 1 个疗程，有效率 91%。邓鸿等[26]观察针刺加脑蛋白

消失，多发性抽动的患儿 1 个疗程症状明显改善，两三个疗程

水解注射液穴位注射治疗小儿抽动症，主穴取百会、印堂、两

症状基本消失。有效率达 100%。

侧的顶颖前斜线中下段，眨眼者配太阳，缩鼻严重者配迎香，

抽动秽语综合症临床发病率呈日益增多趋势，在临床上属

歪嘴者配地仓，摇头扭颈者配风池。起针后，取肝俞、风门等

于难治性疾病，复发率高，长期应用药物治疗副作用大，中医

穴脑蛋白水解注射液 1～2ml 穴位注射。疗效与抗精神药氟呱

治疗本病临床研究很多，具有治法方法多样、简便廉验、副作

吮醇疗效相似。

用小、复发率低、疗效确实而持久，同时能调节患儿全身阴阳

5

针刺加中药
黄育志等[27]报道四缝穴配合中药治疗，消毒后取三棱针点

平衡和脏腑功能、全面改善患儿体质。从以上文献报道发现，
各种中医外治方法治疗小儿多发性抽动症的临床疗效均达到
90%以上，说明中医外治治疗小儿多发性抽动症有自身的优势。

刺四缝穴，挤出黄白色黏液或血。每周针刺 1 次， 4 次为 1

一般来说，对于症状轻、病程短、初次发病、年龄小的患儿治

疗程。总有效率为 90.00%。魏小维等[28]观察针刺加中药知柏

疗上往往采取一种中医治疗方法，且治疗疗程较短，取得的疗

地黄丸治疗抽动症患儿 1 个疗程，结果显示针刺结合中药组疗

效也较为满意，而症状重、病程长、反复发病、年龄大且合并

效明显优于西药对照组。主穴取：印堂、四神聪、筋缩、内关、

有注意力不集中、精神发育障碍的患儿，治疗疗程长，疗效较

神门、风池、肝俞、太冲、合谷、三阴交。配穴：肝肾阴虚、

差，往往合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治疗方法，也能取得确切的疗

精血不足者，加太溪，用补法；脾虚肝旺者，加太白、足三里、

效。从各种文献报道上可以看出，中医治疗疾病具有根据病人

太冲，太冲用泻法，发声者，加天突、廉泉及咽后壁和金津、

辨证论治的特点，所以各个学者对于本病的研究方法和疗效观

玉液点刺；眨眼者，加黔风、丝竹空、太阳；努嘴者，加地仓、

察没有统一的标准，这使制定统一的外治方法和临床的推广应

颊车。侯冬芬等[29]观察针刺治疗加中药汤剂：枸杞子、菊花、

用有了一定的难度，但是中医外治治疗小儿多发性抽动症疗效

山药、生地黄、远志、生甘草等。经治两疗程后观察疗效有效

显著是可以肯定的，值得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率为 10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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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目的：通过文献分析，初步总结出肥胖 2 型糖尿病证型分布特点。方法：采用人工检索和计算机检索相结合的

方法，对 2005～2013 年肥胖 2 型糖尿病相关文献进行整理，运用频率分析的方法进行分析。结果：共搜集合格文献 34 篇，出现
频率较多的证型依次为脾虚痰湿（30.0%）、湿热困脾（20.0%）、气滞痰阻（18.6%）、肝胃郁热（11.4%）、中满内热（7.1%）、阴
虚燥热（5.7%）
、气阴两虚（4.3%）
、阴阳两虚（2.9%）
。结论：文献分析所总结出的肥胖 2 型糖尿病常见证型，可为进一步研究
提供参考，为临床对本病的诊疗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 肥胖；2 型糖尿病；中医证侯
【Abstract】 Objective: Through 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 it summarized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obese type 2 diabetic
syndrome. Methods: To use the methods of the combination of artificial retrieval and computer retrieval, finishing on 2005～2013 obese
type 2 diabetes related literature, by using the method of frequency analysis. Results: Collected a total of 34 qualified papers, Syndrome of
high frequency are Pixu Tanshi (30%), Shire Kunpi (20%), Qizhi Tanzu (18.6%), Ganwei Yure (11.4%), Zhongman Neire (7.1%), Yinxu
Zaore (5.7%), Qiyin Liangxu (4.3%) Yinyang Liangxu (2.9%). Conclusion: Common types of literature analysis of obesity and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further research,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treatment of this disease.
【Keywords】 Obesity; Type 2 diabetes; TCM syndrom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68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肥胖 2 型糖尿病患者的患病率逐渐
上升。西医认为，肥胖 2 型糖尿病患者多存在胰岛素抵抗（IR）
，
[1]

肥胖与 IR 之间的关系得到广泛的研究及关注 ，故肥胖作为 2

型糖尿病的危险因素极易加重糖尿病的病情。目前，中医对肥
胖 2 型糖尿病研究不断深入，中医药在治疗肥胖 2 型糖尿病方
面的经验也不断成熟，无论是在消除症状方面，还是在改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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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指标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疗效，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如

标准，对合格文献的相关信息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报道如下：

证型分类标准不统一等[2]，对不同体型的糖尿病患者的中医证

3.1 肥胖 2 型糖尿病的证型分布特点：肥胖 2 型糖尿病在传统

型研究较欠缺，尤其是肥胖 2 型糖尿病的证型分布研究少，无规

中医学中属于“消渴”范畴，传统《中医内科学》认为“消渴

律可循，故笔者对肥胖 2 型糖尿病中医证型进行文献分析，从而

的”基本病机为“阴虚为本，燥热为标”，患者多表现出虚热

总结出肥胖 2 型糖尿病常见中医证型，为临床诊疗提供新的思路。

的症候[5]；但是笔者在对相关的文献进行中医证型频数分析之

1

后发现“阴虚燥热”病机并不属于肥胖 2 型糖尿病的常见病机，

资料和方法

出现频次最多的前三位病机是脾虚痰湿、湿热困脾、气滞痰阻，

1.1 文献资料来源：中国维普资源系统和中国医药学位论文全

大多数肥胖患者多表现为“肥胖”为主的“湿”一类的症候，

文数据库（万方）所收集的全部文献；国家卫生部、中医药管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在临床中我们以“滋阴润燥”这一基本治则

理局及行业学会的相关文件。

为指导的治疗收效甚微。

1.2 纳入标准：具有明确关于“肥胖 2 型糖尿病”
、
“肥胖”
、
“消

3.2 肥胖 2 型糖尿病的病位、病性特点：传统《中医内科学》

渴”的证侯分型和症状内容的文献。

认为“消渴”的病位在肺、脾、胃、肾，其次根据病位的不同

1.3 排除标准：不符合以上纳入标准；个案报道；重复发表的

又把症状分为上消、中消、下消[5]；然而根据文献分析，我们

论文或重复引用的文献内容，只取一篇，其余排除。

发现“肺热津伤”证型并不属于本病常见证型，口干多饮症状

1.4 文献收集策略：采用计算机检索和人工检索的方法，计算

在肥胖 2 型糖尿病患者中出现的较少。所以基于本研究结果，

机检索采用篇名和关键词，其他文献采用人工检索方法。

我们对肥胖 2 型糖尿病的病机、病位及治则有新的认识，认为

1.5 评价和筛选方法：对计算机检索文献，根据纳入标准及排

肥胖 2 型糖尿病的病位以脾为中心，痰湿贯穿疾病之中，病程

除标准对每一篇文献的题目、内容摘要进行浏览，剔除不符合

较长及肾，总之，脾虚为肥胖 2 型糖尿病的病机中心，治疗上

的文献；对经初步筛选后的文献进行阅读；将 2 个数据库中合

以调理脾胃为中心，根据兼夹证辨证施治。

格的文献进行对比，相同文献仅取一篇。

3.3 展望：肥胖 2 型糖尿病在 DM 中所占比例很高，然而由于

1.6 资料处理及统计学分析：将原始资料数据量化处理后采用

在理论上缺乏系统的研究，尚没有形成一个较规范的诊疗路

EXCEL 录入数据并进行频数分析。

径，只是参照书本的讲授施于临床，必将陷入瓶颈；我们应该

2

打破传统思维模式，在大量的临床及经验总结及基础上，对固

结

果

有的中医理论提出质疑，从而思考提出新的、正确的见解，从

2.1 资料收集情况：共收集 2005～2013 年合格文献 34 篇，维

而为今后疾病的诊疗提供一个规范的模式。由于本文献分析检

普资源系统 14 篇，万方数据库 20 篇。

索文献篇目较少，结果必有偏差，这需要今后更多中心、更多

2.2 文献中证型频次分布情况：34 篇文献中共出现不同证型名

文献、更多临床经验去总结。在今后临床施治中，我们可以从

20 个，依据国家有关标准对一些命名不规范的或者重复的证型

以下几方面着手：①糖尿病，尤其是肥胖 2 型糖尿病的防治以

名进行规范整理，最后总结出 15 个证型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脾”为中心，结合现代生活方式，注重健脾化湿气、清热利

根据频率计算，在文献中出现频率前 8 位的证型分别是：脾虚

湿等方法。②对于 2 型糖尿病的筛选，尤其是伴有肥胖者，改

痰湿、湿热困脾、气滞痰阻、肝胃郁热、中满内热、阴虚燥热、

变以传统“三多一少”症状为诊断标准的思维，从而达到早发

气阴两虚、阴阳两虚。

现、早治疗的目的。③在基础研究方面，研究者应该增加对肥

表 1 不同中医证型频数分布情况

胖型 2 型糖尿病大鼠的各种在体研究，从而为临床肥胖 2 型糖
尿病的治疗提供更多的可靠数据，更有效、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证型

3

频数

频率（%）

证型

频数

频率（%）

④医护人员应该针对肥胖型 2 型糖尿病制定合理的、个体化的

脾虚痰湿

21

30.0

中满内热

5

7.1

饮食方案。

湿热困脾

14

20.0

阴虚燥热

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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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滞痰阻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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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思考，对病因、病位、治疗进行新的总结。笔者本着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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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检索了目前国内较权威的中医文献检索系统，严格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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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对骨折早期肿胀治疗的研究进展
A review on treating the early bone fracture swelling in TCM

中图分类号：R274.1

文献标识码：A

（广西合浦县中医医院，广西
文章编号：1674-7860（2013）20-0117-02

叶家旭
合浦，536199）

【摘 要】 骨折早期常常合并局部血管损伤，导致脉络阻塞，血溢脉外，引起骨折部位软组织肿胀、疼痛，有时可产生张力
性水泡。对局部静脉和动脉血液循环造成影响。早期肿胀与疼痛呈正相关。肿胀不仅会使疼痛加剧，同时还会对手术的如期治疗
带来影响，增加术后感染、皮肤坏死、骨折不愈合等并发症的发生，因此临床骨科早期肿胀的治疗是我们研究的重点之一。中医
药对于骨折早期肿胀治疗的历史源远流长，而且也有独到的疗法、并取得较好效果，笔者查阅相关文献，对中医药治疗骨折早期
肿胀的方法及有效性进行综述和探讨。
【关键词】 中医药；骨折早期；肿胀；治疗；综述；研究进展
【Abstract】 Early bone fracture often combined local vascular injury, leading to context obstruction, blood overflow pulse, causing
the fracture site and soft tissue swelling, pain, and sometimes can produce tension blisters. The local venous and arterial blood circulations
are affected. Early swelling and pain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Swelling will not only make the pain worse, while also scheduled for
surgery treatment impact, increased postoperative infection, skin necrosis, nonunion and other complications, thus swelling the early
clinical orthopedic treatment is one of the focuses of our research. TCM for the treatment of early fracture swelling has a long history, but
also has a unique therapy, and achieved good results, the authors refer to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n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of fractures
and effectiveness of early swelling method are reviewed and discussed.
【Keywords】 TCM; Early bone fracture; Swelling; Treatment; Review; Research progres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69
中医药治疗骨折早期肿胀的传统方法主要是中药外敷、内

外力强大作用下出现骨折损伤，局部血管必然会造成不同程度

服、熏洗等[1]。早在几千年前，山顶洞人就曾应用植物、泥土

的损伤，人体对创伤会在第一时间作出应激反应，多种凝血因

等敷于患处治疗。最早的外敷疗法记载于《内经》，至清代，

子被激活，血小板大量聚集，并大量释放酶类、血管活性物质

吴尚先在《理骈文》中对前人的记载进行整理并发扬光大，将

及生长因子等，致血管通透性增加，引起炎症反应。其次，创

[2]

之广泛应用外各种疾病的治疗中，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中

伤后多种反应因子及蛋白酶类的大量释放[7]，可导致局部微小

医外敷又名敷贴，是将药材制成膏状直接敷贴于患处对疾病产

动静脉、血管前括约肌及毛细血管的持续痉挛，影响局部血液

生作用的治疗方法。其作用原理是药物直接作用于患处，迅速

流通。第三，创伤发生的同时可造成不同程度的周围组织毛细

透过皮肤发挥作用[3]，以达到疏通筋络、活血化瘀、消肿止痛

淋巴管和微小静脉损伤，渗出液回流出现障碍，致肿胀持续而

之功效。中医药治疗的特点是费用低、起效快、操作简单，患

不能及时消退。第四，骨折发生后，患肢或局部制动，肢体不

者易于接受。中药内服可改善机体血运，促进肿胀局部瘀血消

能进行有效的活动，局部静脉循环缓慢，可导致局部肌肉废用，

散，对骨折早期肿痛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随着现代医学事业

加重肢体肿胀。第五，创伤后，大量纤维蛋白原渗出，损失大

的突飞猛进，对中医药的治疗方法也有了新的突破，传统医学

量蛋白质，而机体修复过程中需要大量蛋白质，部分患者伤后

与现代科技相结合，治疗方法日益多样化，治疗效果也逐渐实

往往食欲不佳，Cu、Fe 等的摄入不足，蛋白酶合成受限，可

现最大化。笔者现就中医药对骨折早期肿胀治疗的方法及作用

引起低蛋白血症或加重低蛋白血症。

如下综述。
1

2

早期骨肿胀的发病机制
骨折后肿胀属于中医“筋伤，骨伤”范畴。骨折按不同的
[4]

骨折早期肿胀中药外敷内服治疗
贾长虹[8]采用双柏散外敷治疗早期四肢骨折肿胀疼痛取得

较好的效果。李永华[9]也曾用中药涂擦对四肢骨折早期肿胀进

时期通常可分为三个阶段 ，在骨折 2 周内为骨折早期，2～4

行治疗，效果明显。王肯堂的《证治准绳》中对早期骨折肿胀

周为骨折中期，4 周后直至骨折愈合为骨折后期。根据不同的

的治疗方剂为紫荆皮散方，主要药材为紫荆皮、黄柏、南星、

时间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中医《素问》云[5]，气伤痛，血伤

当归、桑白皮、半夏、白芷、牛膝、乌药、川乌、草乌、川芎、

肿，先痛而后肿者是由于气伤形所致；而先肿而后痛者是由于

补骨脂、刘寄奴等。按方索药，将所有药材研成细末，加适量

形伤气所致。书中还有“血为气之母，气为血之师”之说，由

蜂蜜调合而成，余晓梅[10]为了研究中药外敷治疗骨折早期肿胀

此可见，气和血两者是相互作用的，无论是骨折早期先痛后肿

的效果，通过对足跟部皮肤肿胀程度的观察及检测来进行效果

还是先肿后痛，均是由于血瘀、气滞所致[6]。现代医学对骨折

的评价。对 26 例跟骨骨折早期肿胀的患者采用紫荆皮散外敷

早期肿胀的机制早已阐明，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人体在

治疗，并与常规治疗组进行比较结果显示，最终仅有 1 例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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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过敏反应，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3.85%。比较两组皮肤出现

发展，治疗方法也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更新，表现在剂型上，发

皱褶时间与患肢肿胀高峰时间，两组差异具有显著性，两组用

展到有颗粒剂、胶囊到中药注射剂等多种剂型，为临床使用提

药后第 3、6、10 天健患两侧的踝一跟一踝周长差比较差异具

供了更多的选择。同时各种治疗仪物理治疗等的成功运用为中

有显著性，用药后第 6、10 天皮肤瘀斑程度比较差异具有显著

医药治疗的运用提供了广阔的治疗前景，对骨折患者采取综合

性，研究组患者疼痛程度轻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具有显著

治疗方法，将会达到早期消肿止痛，进而促进骨痂生长作用。

性。结果提示中药外敷对骨折早期具有消肿止痛的作用。潘永

我们还需要通过不断的探索完善，为伤病者造福祉。

[11]

雄等

采用中药内服外敷治疗跟骨骨折早期肿胀，对 38 例患

者采用自拟骨二方，药物主要有桃仁、红花、连翘、五灵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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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窍法治疗分泌性中耳炎临床报道荟萃分析
Clinical reports analysis on treating secretory otitis media by
the Tongqiao therapy
王秉权 1 申 琪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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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系统评价通窍法为临床基础治则治疗分泌性中耳炎的临床优势及重要性。方法：通过检索 CNKI 和万方数
据库，以“通窍法”和“分泌性中耳炎”以及“卡他性中耳炎”、“耳胀”等类似病名为主题词检索通窍法治疗分泌性中耳炎的随
机对照临床研究报道，并辅以手工检索进行文献追踪。以常规治疗为对照组，通窍法治疗分泌性中耳炎为治疗组，提取纳入研究
文献原始数据，并进行 Meta 分析。结果：4 篇文献被纳入本次研究，共 210 例分泌性中耳炎患者，其中治疗组 175 例，对照组 135
例。Meta 分析结果显示，通窍法治疗分泌性中耳炎效果优于常规治疗（P<0.0001）
，总有效率合并 OR 及其 95 % CI 为 1. 25（1.13，
1.40）
。结论：通窍法治疗该病有优势，可作为治疗该病的基本准则，但仍需进一步进行科学研究。
【关键词】 通窍；分泌性中耳炎；荟萃分析
【Abstract】 Objective: To systematic review the clinical advantages and importance of Tongqiao therapy which as a basic clinical
governance approach on treating secretory otitis media. Methods: By retrieving CNKI and Wanfang DATA, make “Tongqiao therapy”,
“Secretory otitis media” and “ Catarrhal otitis media”, “ear swelling” as the keywords to search randomized controlled clinical study
reported of treating secretory otitis media by Tongqiao therapy.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conventional therapy, treating secretory otitis
media by Tongqiao therapy as the treated group, included in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to extract the raw data and carry on Meta-analysis.
Results: Four documents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210 patients with secretory otitis media in which the treated group 175 cases, 135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Meta-analysis showed: The efficacy of Tongqiao therapy on treating secretory otitis media was better than
conventional therapy (P<0.0001). The total efficiency pooled OR and 95% CI was 1.25 (1.13, 1.40). Conclusion: Tongqiao therapy to treat
this disease has the advantage, can be used as basic guidelines for the treatment of the disease, but still need to further scientific research.
【Keywords】 Tongqiao; Secretory otitis media; Meta-analys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70
分泌性中耳炎是以传导性聋及鼓室积液为主要特征的中

1.2 纳入文献中的临床研究对象诊断标准

耳非化脓性炎性疾病。是小儿和成人常见的听力下降原因之

西医诊断标准[3]：①临床症状：听力减退、耳痛、耳内闭

一，近年来本病发病率不断增高，有人统计占耳鼻喉科疾病的

塞感及耳鸣；②鼓膜内陷，有时可见液平面；③纯音听阈结果

3%～4%[1]，本病因病机尚未完全明确，主要认为咽鼓管功能

显示传导性聋；④声导抗图为平坦型（B）型曲线或高负压型

障碍、中耳局部感染和变态反应为其主要病理基础，现代医学

（C）型曲线；中医诊断标准[4]耳内胀闷堵塞，听力下降，低

一般是对症治疗，中医辨证论治有其独特优势。近年来，诸多

音调耳鸣，鼓膜内陷或鼓室积液，听力测试呈传导性耳聋。

[2]

文献报道中西医结合治疗该病有良好的疗效，曾有学者 采用

1.3 纳入文献中的干预措施

Meta 分析的方法认定中西医结合治疗分泌性中耳炎是值得推

①试验组：运用通窍法（包括宣肺通窍、利湿通窍、健脾

崇的治疗手段，浏览该类文献，发现以通窍法为基本治则的文

疏肝通窍、及具体通窍汤药）治疗本病；②对照组：运用西药

献颇多，为更进一步客观评估该治则的有效性，笔者受上述学

对症治疗及其他西医治法。

者启发，同样借用 Meta 文献分析法对通窍法治疗该病进行探

1.4 文献排除标准

索性的文献研究，以求验证通窍法的独特优势。
1

研究对象

1.1 纳入标准
①为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 Controlled Tria1，RCT）
，
包括半随机和完全随机，无论是否采取盲法。②根据公认的标
准诊断；有明确的排除标准；一般资料经统计学处理无差异性，
具有可比性。③研究结果为干预措施的疗效评价。

①分泌性中耳炎并发症的研究文献；②增刊、资料汇编、
个案报道、经验总结、理论探讨、综述、摘要、实验研究等研
究类型文献；③非对照的临床试验研究或随机方法明显错误或
随机产生的方法描述错误者；④缺乏诊断标准，组间均衡性差，
结果没有疗效指标或缺乏规范的疗效评价标准。
1.5 检索方法
以主题词“通窍”和“分泌性中耳炎”
、
“卡他性中耳炎”
、
“耳胀”检索 CNKI（1990 年 1 月～2013 年 6 月）和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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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辅以人工检索的方法。
1.6 统计学处理

No.20

同，所以研究只统计各文献中通窍法与单纯西医治疗方法
的疗效差异，对用药方法、剂量及用药先后次序笔者没有进行

采用 Cochrane 协作网提供的 RevMan 5.1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异质性检验采用 Q 检验，并采用 I2 进行异质性定量分析，

详细分析。按照上述文献排除标准及纳入标准，经筛选、评价
后仅有 4 篇文献共计 210 名患者符合纳入标准而进入研究评

以 P=0.10 为检验水准。无异质性时研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

价，文献中研究对象 2 篇以病例数来描述，2 篇是以耳数描述。

行，否则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总有效率合并效应值采用 OR 及

2.2 质量评价
根据改良 Jadad 量表评分显示，文献质量不高，所有均为

其 95 % CI 表示，发表偏倚检验通过漏斗图进行。
2

结

低质量的研究，无一篇高质量的随机双盲研究。纳入的 4 篇文

果

献中在诊断标准方面一般都是采用国家级、部局级或是教科书

2.1 纳入文献

上的标准，没有统一的诊断标准。无一篇文献提到试验的样本

从 CNKI 数据库中检索出相关文献 38 篇；从万方数据库

含量估算；在随机方法运用方面没有 1 篇采用完全随机方法；

中检索出相关文献 30 篇，辅以人工检索的方法查找出 10 篇，

4 篇均进行了组间基线均衡性的比较，虽然认为组间均衡性基

这 10 篇与上述数据库中搜索出的相关文章重叠。因文献中治

本平衡，但未描述具体情况，无 1 篇提及具体的统计学方法。

疗组及对照组所用中药及西药成分、剂量及用药途径大致相

见表 1。

表 1 纳入文献的评分结果
文献

疗程
[5]

实验组

对照组

随机方法

盲法

失防

Jadad 评分

2周

通窍耳聋汤

西药常规

不详

未说明

未说明

1

袁碧华 2009[6]

1周

通窍利湿自拟方

西药常规

不详

未说明

未说明

1

李兰芳 2011[7]

1周

通窍宣肺自拟方

西药常规

不详

未说明

未说明

1

[8]

2周

通窍宣肺自拟方

西药常规

不详

未说明

未说明

1

柴峰 2003

赵金晓 2011

注：常规方法包括口服头孢等抗生素、口服强的松，麻黄滴鼻液滴鼻，鼓模穿刺。

2.3 荟萃分析

认为试验组治疗分泌性中耳炎的疗效是对照组的 1.25 倍（见图 1）
，

对纳入的 4 篇文章采用临床疗效作为评价指标，异质性检验

因此有理由认为通窍法治疗分泌性中耳炎确实有一定的优势，相比

x =4.45，P=0.22，各研究间异质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因此采用固

西医常规治疗有较高的疗效。对纳入研究进行漏斗图分析，结果显

定效应模型，合并效应量 RR 为 1.25，95%CI 为（1.13，1.40）
，可

示效应 RR 的分布基木对称，说明纳入研究无发表偏倚（见图 2）
。

2

图 1 通窍法治疗分泌性中耳炎森林图

研究质量不高，尚无多中心的研究，4 篇文章中只是提到了“随
机”，没有交代随机的方法及具体操作，也没有提及盲法，纳
入文献对病例选择及基线情况的描述不准确，纳入文献对患者
的病程、是否接受其他干预措施、有无合并症等情况记录较少。
但是根据 Meta 分析提示，通窍治则在治疗分泌性中耳炎的过
程中优于常规的西医治疗，我们可以认为其是不可缺少的关键
环节，并且贯穿治疗该病的整个过程。对纳入研究的临床疗效
进行漏斗图分析，结果显示分布基本对称，说明纳入研究不存
在发表偏倚。
图 2 通窍法治疗分泌性中耳炎病例资料漏斗图

3

讨

论

文献质量评价提示，关于通窍法治疗分泌性中耳炎的临床

耳窍重在通达而显功用，《证治汇补•卷之四》曰：“肾开
窍于耳，而能听声音，肺也，因肺主气，一身之气贯于耳故也”；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谓：“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耳
谓清空之窍，浊邪蒙蔽即可发生耳胀、耳闭，这也就是《素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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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气调神大论》所谓的“邪害空窍”，因此石菖蒲、路路通、

[5]柴峰.通窍耳聋汤治疗分泌性中耳炎疗效观察[J].河南中医学院学报,

柴胡、香附、荷梗、葱白等通窍的药常常加以引用。治疗分泌

2003,18(5):61-62

性中耳炎重在通窍，通窍治则应该贯穿治疗该病的全过程，无

[6]袁碧华.利湿通窍法治疗分泌性中耳炎 45 例疗效观察[J].成都中医药大学

论是急性期还是慢性迁延期，采用宣通耳窍的准则是治疗该病

学报,2009,32(2):28-29

的关键所在，采用通窍法治疗本病有其独特的优势。
本次分析是探索性的，该分析研究纳入文献篇幅较少，并

[7]李兰芳.宣肺利水通窍汤治疗急性分泌性中耳炎的疗效观察[J].中外健康
文摘,2011,8(45):346-347

且文献报道的随机对照试验数量有限，试验方法学水平较低，

[8]赵金晓,彭帆,舒海荣,等.宣肺通窍法治疗急性分泌性中耳炎 40 例[J].中国

存在潜在的发表偏倚，所以笔者在此抛砖引玉，希望同行业中

中医急症,2011,20(5):808-809

有更多的关注者进一步开展多中心、大样本、高质量的随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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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中医证型与血管病变的相关性研究
Correlation study of coronary TCM syndrome types and vascular le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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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随着现代检查检验技术的进步，冠心病在辨证分型方面的研究也有了新的认识。随着冠状动脉造影（CAG）和

颈动脉超声在临床上的大量应用为中医的辨证分型提供了可靠的客观临床依据。并为中西医结合防治冠心病提供客观的诊断方法
和新的治疗思路。
【关键词】 冠心病中医分型；冠状动脉造影；颈动脉粥样硬化
【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modern technology for inspection and examination, coronary heart disease in the research of
dialectical type is also had a new understanding. With coronary angiography (CAG) and carotid ultrasound in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a
large number of TCM dialectical type provides reliable objective clinical evidence. And provides objective diagnostic methods and new
treatment ideas for the Integrative Medicine for coronary heart disease treatmnet
【Keywords】 Coronary TCM syndrome; Coronary angiography; Carotid atherosclerosis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13.20.071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CHD）是由冠状动脉粥样硬

心气不足、心阴亏损、心阳不振七个证型。2002 年《中药新

化（AS）导致的器官病变，目前已成为威胁人类健康和生命的

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2]将本病分为气虚血痕、心血瘀阻、气阴

主要疾病之一并且发病率和死亡率呈明显上升的趋势，严重影

两虚、痰阻心脉、气滞血痕、阴寒凝滞、心肾阴虚、阳气虚衰等

响人们的健康。祖国医学无冠心病病名，但中医学对冠心病的

8 个证型。而近代诸医家在对冠心病研究过程中，也有了自己

认识由来已久。近年来，医学工作者对冠心病中医证型与现代

的认识。黄永生[3]将冠心病心绞痛归纳为三种证候（阴虚气滞、

医学诊断方法的相关性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以探求冠心病中

气虚气滞寒热错杂和气血两虚肝气郁结）
；温玉平等[4]将胸痹分

医证候诊断的客观性。

为八个证型（气滞血瘀、胸阳痹阻、气郁化火、气虚血瘀、阳

1

中医证型分类标准及研究

虚血瘀、气阴两虚、阳气虚损和阳虚欲脱）
。邢丽等[5]将本病分
为气滞血瘀、胸阳痹阻、气虚血瘀、阴寒凝滞和阴虚血阻五型。

冠心病属中医“胸痹心痛”范畴。根据新版《中医内科

目前虽然在证型的分型多种多样，但大部分医家的观点基本一

[1]

致，主要包括血瘀型、痰浊型、寒凝型和虚型四大类。

学》 将该病分为寒凝心脉、气滞心胸、痰浊闭阻、瘀血痹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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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痰浊型颈动脉斑块发生率较健康对照组明显升高，并认为

冠状动脉造影与冠心病的诊断
[6]

冠状动脉造影（CAG）被认为是冠心病诊断的“金标准”

能够为冠心病病变程度和冠状动脉病变支数提供最直接正确
的诊断依据，也是目前明确冠心病诊断和指导治疗的最重要手
段[7]随着 CAG 技术的发展，介入治疗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于冠
心病的治疗中，从而为临床冠心病的诊疗发展和预后判断起到
了积极的影响作用。CAG 在冠心病诊断上的优势也逐渐被祖
国医学所采纳，通过观察冠状动脉病变与中医证型之间的相关
性，为中医对胸痹的辨证论治发展产生促进作用。李静[8]等通
过对 96 例冠脉造影后确诊为冠心病的患者进行中医辨证分型，
分别记录不同证型患者冠脉病变支数及狭窄程度，
并用 Gensini
法进行冠脉病变积分判断。通过比较发现痰浊型和血瘀型不仅
冠脉病变支数要远多于虚型，而且狭窄程度上也以闭塞性病变
为主，较虚型轻中度狭窄在程度上也较重，此外痰浊型和血瘀
型冠脉病变积分也要远高于虚型（心气虚弱型和心肾阴虚型）
。
徐莺[9]等通过 2 年多的临床观察，对 250 例入院后冠脉造影确
诊为冠心病的患者辨证分型后比较发现，虚型中心气虚弱型和
心肾阴虚型冠脉病变以单支病变和轻中度狭窄为主，
而 Gensini
法积分也较低；痰浊型、血瘀型则以多支病变为主，狭窄程度
上也以闭塞性病变多见，且病变积分积高。王子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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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等通过

通过粥样斑块预测冠心病特异性，敏感性和阳性预测率均较
高。而冠脉造影显示随病变累及冠脉数目增多，中医证候积分
与冠脉病变数呈正相关。邢亚楠[16]等通过对心脏病患者进行中
医辨证分为血瘀型与非血瘀型，并进行对照比较，内中膜增厚
发生率及粥样硬化斑块发生率均有显著差异，即颈动脉粥样硬
化斑块与血瘀型显著相关。得出结论冠心病血瘀证与颈动脉粥
样硬化有一定关系，颈动脉超声检查有可能成为诊断冠心病血
瘀证的依据之一。尽早在中医临床上干预治疗血瘀证，可能有
助于稳定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减少急性事件发生。
4

总

结

现代医学对冠心病的认识越来越全面和深入，而中医药对
防治心血管疾病也有了自己独特的理解。近年来，颈动脉超声
技术因其操作的简便与经济的实用，也逐渐被祖国医学所认
可，融入中医辨证论治当中。而中医证型与现代检测指标及实
验室数据融为一体是实现中西医结合的一条重要途径，并为中
西医结合防治冠心病提供客观的方法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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